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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备工作
本章内容：

• 简介 （第 7 页）

•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第 8 页）

• 软件和硬件要求 （第 10 页）

• 支持的以太网配置 （第 10 页）

• 支持的光纤通道连接 （第 11 页）

• Web 浏览器设置 （第 12 页）

简介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是基于磁盘的存储设备，可用于将网络媒体服务器或 PC 备份到设
备上的目标设备。 这些设备配置为用于备份应用程序的网络附加存储 (NAS)、Catalyst 存储或虚
拟磁带库 (VTL) 目标。
本指南介绍如何安装和执行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初始配置。 此外，还可从 http://
www.hp.com/go/storage/docs 和 http://www.hp.com/support/ 获得下列文档（搜索产品名称
并选择“产品手册”链接）：
• 《HP StoreOnce 安装海报》： 每个产品系列都提供了安装海报，其中描述了如何通过将

LAN 端口 1 连接至 1 千兆位以太网来快速安装产品。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 此指南包含 StoreOnce 图形用户界面 (GUI)
的详细信息以及故障排除信息，包括替换已发生故障或将发生故障的硬盘驱动器。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CLI 参考指南》： 这是 StoreOnce 命令行界面 (CLI) 的完整
参考指南。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Linux 和 UNIX 配置指南》： 此指南介绍了使用支持的 Linux
和 UNIX 操作系统配置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方法。

•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44TB) 及 (60TB) 容量扩展指南》： 此指南介绍了将更多存
储容量连接到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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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表 1 HP StoreOnce 4900 型号

存储扩展端口支持的接口描述产品型号

4 个 1 千兆位以太网
端口
4 个 10 千兆位以太网
端口

iSCSI 和 FC带 2 个 1 TB 磁盘的磁
盘存储服务器装置和
预配置的两个抽屉磁
盘盒，带 11 个 4TB

HP StoreOnce 4900
48TB Backup，
BB903A

1. 第一个磁盘盒有最
多 5 个 11 磁盘扩
展套件
(BB908A)。

4 个 FC 端口磁盘和 4 个热备用磁
盘

2. 如果第一个磁盘盒
已满，则可以使用
一个额外的磁盘

11 磁盘扩展包BB908A 盒，具有 11+4 备
件预配置存储设备一个具有 11+4 备件

预配置存储设备的额
外磁盘盒。

BB904A
(BB904A)。 还可
以使用最多 5 个
11 磁盘扩展包
BB908A 进行容量
扩展。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的前视图

图 1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的前视图

磁盘盒2.头服务器1.

抽屉 2（磁盘盒的右侧）4.1U 支持搁板3.

抽屉 1（磁盘盒的左侧）5.

警告！ 如果要安装第二个磁盘盒，HP 建议在头服务器设备下面安装第二个磁盘盒。 如果在头
服务器设备上方安装第二个磁盘盒，随磁盘盒提供的 1U 支持搁板应该紧邻头服务器设备安装在
其上方，以防止它受到磁盘盒重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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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的后视图

图 2 头服务器的后视图

FC 卡 12.RAID 卡 11.

RAID 卡 24.FC 卡 23.

10 千兆位以太网卡 26.10 千兆位以太网卡 15.

电源 28.电源 17.

视频/监视器端口10.USB 端口9.

串行接口12.iLO4 管理端口（不用于数据连接）11.

1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2、3 和 414.1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1（用于快速安装选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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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磁盘盒的后视图

抽屉 2，IO 模块 A2.电源1.

抽屉 2，IO 模块 A，端口 24.抽屉 2，IO 模块 A，端口 13.

抽屉 1，IO 模块 A6.电源5.

抽屉 1，IO 模块 A，端口 28.抽屉 1，IO 模块 A，端口 17.

抽屉 1，IO 模块 B，端口 210.抽屉 1，IO 模块 B，端口 19.

电源12.抽屉 1，IO 模块 B11.

抽屉 2，IO 模块 B，端口 214.抽屉 2，IO 模块 B，端口 113.

电源16.抽屉 2，IO 模块 B15.

软件和硬件要求
有关连接性和兼容性的最新信息，请参考 http://www.hp.com/go/ebs。

支持的以太网配置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支持广泛的网络配置。 下面提供了配置详细信息的概览。 有关网
络支持以及配置网络的更多详情，请参阅网络配置，了解概念 （第 27 页）。 另请参考最新的
发行说明，以了解是否有任何需要特别关注的配置组合。

• 备份至 iSCSI VTL 设备和 NAS 共享，进行复制和 StoreOnce Catalyst 拷贝活动，以及执行
所有 StoreOnce 管理任务，都需要以太网连接。 如果希望备份跨以太网的 StoreOnce Catalyst
存储，则也需要以太网连接。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支持 IPv4 和 IPv6。 IPv4 适用于备份至所有目标设备，并可用
于设备管理；IPv6 支持备份至 StoreOnce Catalyst 存储、进行复制和 Catalyst 拷贝，并可用
于设备管理。 但无法用于备份至 VTL 或 NAS 共享。

注意： VTL 的 iSCSI 数据路径或 NAS 共享的 NFS/CIFS 数据路径不支持 IPv6。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可以连接到虚拟 LAN ，并支持 VLAN 标记。

• 支持 DHCP 和静态 IP 寻址。

注意： 如果使用 DHCP，建议网络管理员在系统指定 IP 地址后将此 IP 地址与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永久关联。 这样可以避免在重启后设备 IP 地址发生改变。

•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具有 4 个 1 千兆位和 4 个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10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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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使用的 1 千兆位和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支持模式 1、4 和 6 网络端口绑定（但交叉使
用的 1 千兆位和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不支持）。

• 网络参数包含在网络配置中。 为了便于安装，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最初应用了默认配
置。 只要设备的 LAN 端口 1 连接至已启用 DHCP 的 1 千兆位以太网交换机，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将立即在安装后于网络上处于活动状态。
您可以继续使用默认配置，或者使用 StoreOnce CLI 或 StoreOnce GUI 创建并激活针对您的
具体网络要求定制的其他配置。

注意： 100 Base-T 以太网会限制性能。

• 没有已启用 DHCP 的 1 千兆位以太网的用户必须首先创建并激活网络配置，然后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才能在网络上变为活动状态。 此网络配置可使用任何可用的以太网端口，但
是一个以太网端口必须始终保持连接状态，即使您只使用 FC 端口将数据备份和恢复到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因为该网络用于远程访问 StoreOnce 管理控制台，也用于复
制，因此需要此端口连接。

提示： 建议通过运行 StoreOnce CLI 向导 net set wizard 来创建初始网络配置以支持
静态 IP 寻址，如网络配置，如何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第 34 页）中所述。

iLO 4 功能
HP StoreOnce 备份设备以 HP Proliant 服务器硬件为基础，使用嵌入式 HP Integrated Lights-Out
4 (iLO 4) 管理技术。iLO 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进行安全远程监控和控制台访问。 此指南中描述
的所有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都包括一个 iLO 密码，安装后应对其进行更改并与其他密
码一起安全地保存在站外位置。

StoreOnce 设备的日常管理无需 iLO，但是如果是 Lights-Out 数据中心，则 iLO 很有帮助。iLO
还可以用于诊断造成无法通过主 StoreOnce GUI 或远程 StoreOnce CLI 接口访问设备的硬件故
障。

注意： 另请参阅密码最佳实践 （第 24 页）。

支持的光纤通道连接
有关光纤通道配置选项的详细说明，另请参阅光纤通道安装和配置 （第 68 页）。

• 具有两个 FC 卡，每个具有两个端口。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同时支持交换式结构和直接连接（专用环路）拓扑。
交换式结构拓扑利用一个或多个光纤通道交换机在多个光纤通道主机和光纤通道目标（例
如，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之间提供灵活的配置方式。

• 交换式光纤通道配置通过光纤通道交换机实现。 交换机可以层叠或交错，从而实现对结构的
扩展。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首选拓扑结构是使用 NPIV（N_Port ID 虚拟化）的交换式结
构。

注意： 有关兼容性的最新信息，请参阅 http://www.hp.com/go/ebs。

软件要求

• 备份和还原到虚拟磁带库目标时需使用可支持磁带库的软件。 此软件安装在备份介质服务器
上，而不在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 StoreOnce 目标设备还可以与来自 HP、
Symantec、EMC、Computer Associates 和其他公司的主要备份应用程序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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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支持的 Symantec 备份产品，每个将使用 StoreOnce Catalyst 功能的备份应用程序介质
服务器都需要 HP StoreOnce Catalyst OST 插件应用程序。 要求的 OST 插件最低版本为
2.1。 要通过 FC 使用 StoreOnce，则需要 3.0 版的 OST 插件。

有关兼容性的最新信息，请参阅 http://www.hp.com/go/ebs。

推荐的 Web 浏览器设置
用于与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通信的 Web 浏览器需要启用活动脚本或 JavaScript。 如果
没有启用这些脚本，则不会显示部分浏览器按钮。

对于 StoreOnce 软件 3.12.0 版和更高版本而言，以下 Web 浏览器上可支持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 Internet Explorer 9、10 和 11（请注意，不支持 Internet Explorer 8 且某些 StoreOnce 功能
无效）

• Mozilla FireFox v22 和更高版本，以及 Firefox ESR24
有关支持哪些浏览器版本的最新信息，请参阅 http://www.hp.com/go/ebs。

重要信息： 如果在浏览器上禁用安全功能，将无法访问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软件。

12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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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装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并进行布线
请始终参阅您的机架文档，并参阅 HP StoreOnce Backup CD 的《安全指南》以及《安装和配置
指南》了解详细说明，其中包括安装机架中的设备的重要安全信息。

HP 建议将磁盘盒放置在 HP StoreOnce 4900 头服务器下方。 如果安装两个磁盘盒，建议将两个
磁盘盒都安装在头服务器下方。 磁盘盒非常重，将最重的设备安装在机架的底部，可以确保机架
稳固，并尽可能减少安装过程中需要举起的重量。

警告！ 任何时候都请将提供的 1U 支持隔板直接安装在磁盘盒下方，为该部件提供稳定支持。

机架警告

警告！ 为降低人员受伤以及设备损坏的危险，在机架中安装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之
前，请遵守以下机架安全准则：

• 支撑系统已伸长至地面。

• 整个机架的重量都落在支撑系统上。

• 采用单机架安装方式时，机架上要安装稳定支撑脚。

• 采用多机架安装方式时，应将这些机架连接在一起。

• 每次只能伸出一个组件。 不论因为任何原因而伸出多个组件都可能导致机架不稳定。

重要安全信息

警告！ 没有安装驱动器的磁盘盒重量为 72.58 公斤（160.00 磅）。 在安装所有驱动器和组
件之后，磁盘盒最大重量为 145.15 公斤（320 磅）。 为降低发生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的危险：
• 遵守本地职业健康和安全要求以及手工物料搬运作业准则。

• 在安装或移动磁盘盒过程中，尤其在磁盘盒没有固定在机架上时，请务必小心并寻求帮助。

小心： 将组件装入或拉出机架时应非常小心；它们可能会滑出而掉落，导致损坏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或造成伤害。 HP 对于不当处理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导致的任何损坏或
损伤概不负责。

安装导轨、锁定螺栓和 1U 支持隔板
按照以下说明确定安装头服务器设备、磁盘盒和 1U 支持隔板的位置，并安装这些组件的导轨。

• HP 建议从下往上填充机架，将头服务器设备安装在磁盘盒上方。

• 1U 支持隔板安装在磁盘盒下方。

• 头服务器和磁盘盒随附锁定螺栓，需要与导轨同时安装。

机架导轨带有标记，方便识别。 左侧导轨标记有“L”，右侧导轨标记有“R”。 要安装机架导轨，请
执行以下步骤：

1. 从左侧机架导轨开始。 将导轨末端与机架后柱对齐。
2. 向内滑动机架导轨，直到导轨末端固定在位置上，套住机架后柱。

3. 滑动导轨的前端，卡住机架的前柱。 完全就位后，机架导轨将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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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安装导轨

4. 对右机架导轨重复该过程。

5. 将磁盘盒的 8 个锁定螺栓插入机架，每个柱两个。 螺栓用于固定磁盘盒前端的指旋螺丝以
及磁盘盒后部的安装支架。 要将锁定螺栓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从轨道 (1) 的位置数 4U。 将
螺栓放置在每个机架柱 (2) +4U 位置的两侧。

图 5 插入锁定螺栓

6. 紧邻磁盘盒的位置在下方安装 1U 支持隔板。

安装磁盘盒
将基础存储磁盘放在磁盘盒中，但在完成磁盘盒安装前，不要添加任何扩展磁盘（如果已购买）。

• 抽屉 1（左侧）： 托架 34 和 35 中两个热备件磁盘，托架 23-33 中 11 个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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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屉 2（右侧）： 托架 34 和 35 中两个热备件磁盘
1. 抓住手柄 (1)，将磁盘盒抬入机架，推入位置 (2)。 拧紧指旋螺丝 (3)，将设备固定在机架上。

警告！ 始终需要至少两人将磁盘盒抬入机架。 如果要将磁盘盒安装到机架中胸部以上高度
的位置，必须由第三个人负责将磁盘盒与导轨对准，同时另外两个人支撑磁盘盒的重量。

图 6 安装第二个磁盘盒，并旋紧指旋螺丝

2. 在磁盘盒后面的两侧加上定位支架 (1)，并将它们固定到机架上。

图 7 加上定位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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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头服务器
1.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顶部的标签包含重要信息，包括 MAC 地址和默认的网络名
称。 同时还包含系统的 iLO4 密码。 将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安装到机架前，请记
录这些信息。 另请参阅密码最佳实践 （第 24 页）。

2. 将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滑到机架中的位置，并在设备的前侧面板上使用指拧螺旋
确保其安全滑到机架的导轨上。

连接 SFP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附带的配件包包含 4 个 8Gb Short Wave FC SFP+ 和 4 个
10Gb SR SFP+。
打开 SFP，然后将其连接到产品背面的对应端口，如下所示。
将 SFP 连接到每个 FC 端口和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如下所示 (1)。

图 8 连接 HP StoreOnce 4900 上的 FC 和 10 千兆位以太网 SFP

为头服务器和磁盘盒布线

重要信息： 如果 SAS 布线错误，系统将无法启动。

1. 头服务器设备有两个电源插座，每个磁盘盒有四个电源插座；每个抽屉两个。 将每个插座连
接到电源。

2. 将提供的 HD SAS 电缆（较长的电缆）从头服务器设备连接到第一个磁盘盒，如下所示：
• RAID 卡 1，端口 2 连接到磁盘盒 1，抽屉 2，I/O 模块 B，端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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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D 卡 1，端口 1 连接到磁盘盒 1，抽屉 1，I/O 模块 A，端口 1
3. 按如下所示，连接提供的 0.5 米迷你 SAS 电缆：

• 抽屉 1，I/O 模块 A，端口 2 连接到抽屉 2，I/O 模块 A，端口 1

• 抽屉 2，I/O 模块 B，端口 1 连接到抽屉 1，I/O 模块 B，端口 2

图 9 为第一个磁盘盒布线

RAID 卡 1，端口 2 连接到磁盘盒 1，抽屉 2，I/O 模块 B，端口 2HD SAS 电缆1.

RAID 卡 1，端口 1 连接到磁盘盒 1，抽屉 1，I/O 模块 A，端口 1HD SAS 电缆2.

抽屉 1，I/O 模块 A，端口 2 连接到抽屉 2，I/O 模块 A，端口 10.5 米迷你 SAS 电缆3.

抽屉 2，I/O 模块 B，端口 1 连接到抽屉 1，I/O 模块 B，端口 20.5 米迷你 SAS 电缆4.

4. 如果您要安装第二个磁盘盒：

第二个磁盘盒的布线与第一个磁盘盒类似，差别是连接到扩展槽 4 的第二个 RAID 卡。
将提供的 HD SAS 电缆（较长的电缆）从头服务器设备连接到第一个磁盘盒，如下所示：

• RAID 卡 2，端口 2 连接到磁盘盒 2，抽屉 2，I/O 模块 B，端口 2

• RAID 卡 2，端口 1 连接到磁盘盒 2，抽屉 1，I/O 模块 A，端口 1
按如下所示，连接提供的 0.5 米迷你 SAS 电缆：

• 抽屉 1，I/O 模块 A，端口 2 连接到抽屉 2，I/O 模块 A，端口 1

• 抽屉 2，I/O 模块 B，端口 1 连接到抽屉 1，I/O 模块 B，端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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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为第二个磁盘盒布线

RAID 卡 2，端口 2 连接到磁盘盒 2，抽屉 2，I/O 模块 B，端口 2HD SAS 电缆1.

RAID 卡 2，端口 1 连接到磁盘盒 2，抽屉 1，I/O 模块 A，端口 1HD SAS 电缆2.

抽屉 1，I/O 模块 A，端口 2 连接到抽屉 2，I/O 模块 A，端口 10.5 米迷你 SAS 电缆3.

抽屉 2，I/O 模块 B，端口 1 连接到抽屉 1，I/O 模块 B，端口 20.5 米迷你 SAS 电缆4.

5. 如果您为磁盘盒购买了额外的 HP StoreOnce 44TB 容量扩展套件，请按照下节中所述顺序安
装这些含 11 个磁盘的磁盘组。

许可和存储扩展
第一个磁盘盒中的基础存储是预配置的，安装时即可使用。 任何附加存储，无论其来自 44TB 容
量扩展套件还是在第二个磁盘盒中的存储（60TB 容量扩展），都需要获得许可并添加到存储配
置，然后才能使用这些磁盘。 请参阅扩展存储 （第 57 页）。

重要信息： 必须按照正确的顺序安装正确数量的额外存储容量许可证。 44TB 容量扩展套件的
许可证类型与 60TB 容量扩展套件的不同。StoreOnce Backup System 需要按照以下顺序安装许
可证： 5 x 44TB 容量扩展，1 x 60TB 容量扩展，5 x 44TB 容量扩展。 请参阅配置许可
证 （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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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44TB 容量扩展套件的磁盘

正确分配磁盘驱动器
安装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时，按照以下说明安装磁盘盒中的初始的 11 个磁盘（加 4 个
热插拔磁盘）。

表 2 安装时插入的磁盘托架

磁盘盒 1

抽屉 2抽屉 1

托架 34 和 35 中两个热备件磁盘。托架 34 和 35 中两个热备件磁盘，
扩展槽 23-33 中 11 个磁盘。

初始存储设备配置

必须根据添加磁盘集的顺序将 HP StoreOnce 4900 44 TB 容量扩展套件中的磁盘添加到磁盘盒
中抽屉的指定托架。 每个抽屉有标签，其中指定每个含 11 磁盘的磁盘集的必需安装顺序。 要
实现 StoreOnce 软件支持，必须采用此顺序。

图 11 抽屉 1 的磁盘标签

图 12 抽屉 2 的磁盘标签

表 3 使用容量扩展套件插入磁盘托架

抽屉 2抽屉 1

将 11 个磁盘添加到扩展槽 23-33不更改+ 容量扩展套件 1

不更改将 11 个磁盘添加到扩展槽 12-22+ 容量扩展套件 2

将 11 个磁盘添加到扩展槽 12-22不更改+ 容量扩展套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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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使用容量扩展套件插入磁盘托架 (续)

不更改将 11 个磁盘添加到扩展槽 1-11+ 容量扩展套件 4

将 11 个磁盘添加到扩展槽 1-11不更改+ 容量扩展套件 5

安装驱动器

警告！ 为降低发生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的危险，每次应只扩展一个硬盘驱动器抽屉。

当将硬盘驱动器添加到硬盘驱动器抽屉时，请遵循下列原则：

• 如果抽屉打开，磁盘盒中的冷却风扇将全速运转。 这是正常现象。

• 硬盘驱动器对过度振动非常敏感。 打开和关闭抽屉时应小心。

• 请勿长时间使抽屉处于打开状态。 只有维护和容量扩展时才应该打开。

• 在关闭抽屉前，请确认驱动器完全就位。

• 任何备用插槽都应具有硬盘驱动器空位，用于确保适当的气流通过已安装的硬盘驱动器。

• 风扇减慢至正常速度时，抽屉完全关闭。

• 关闭抽屉时，手柄应处于释放位置。

注意： 记住在关闭抽屉后关闭手柄。

1. 确定已经安装的磁盘，使用磁盘盒上的标签确定磁盘盒中应使用额外一组 11 个磁盘来填充
的抽屉。 在下面的示例中，我们将在抽屉 2 中安装第二组磁盘。

2. 打开抽屉 2 的硬盘驱动器抽屉。将手柄拉起 (1)，向外拉 (2) 以展开抽屉 (3)。

图 13 打开磁盘抽屉

3. 捏住拨杆 (1) 然后移除硬盘驱动器空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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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移除磁盘空壳

4. 按下按钮 (1) 以释放托架手柄 (2)。 插入硬盘驱动器 (3)，关闭托架手柄 (4)。

图 15 安装磁带机

5. 重复步骤 3 和 4，直到所有 11 个磁盘都已安装完成。 关闭硬盘驱动器抽屉。 当它关紧时，
会听到咔嗒声。 当两个抽屉都正确关闭时，风扇将恢复到正常速度。

警告！ 注意防止夹手。关闭硬盘驱动器抽屉时，手应远离机箱的前面和后面。

小心： 为避免在冷却和加热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不要在抽屉打开时长时间操作磁盘
盒。

小心： 为避免出现冷却错误和热损害，在所有托架中均插入部件或空盘之前，请不要操作
磁盘盒。

6. 在安装时没有预配置或许可额外存储设备。 请参阅扩展存储 （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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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通电源并管理 StoreOnce 管理系统
本章内容：

• 磁盘盒供电 （第 22 页）

• 接通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电源 （第 22 页）

• 在网络上发现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第 23 页）

• 访问 StoreOnce 管理控制台 （第 23 页）

• 用户角色和帐户 （第 24 页）

• 密码最佳实践 （第 24 页）

磁盘盒供电
在为头服务器设备供电前，请确保所有附加到系统的磁盘盒都已经通电 (1)。 可能需要按住电源
开/关按钮（位于抽屉 2 后端）几秒钟时间。

图 16 打开磁盘盒电源

接通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电源
按下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前面板上的电源开/关按钮 (1)。 正常启动序列需要大约 5 分
钟。 接通电源后，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将高速运行其风扇大约 10 秒钟，然后再恢复到
正常速度。

图 17 打开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电源

1. 电源开/关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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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发现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如果已使用可将 LAN 端口 1 连接至启用了 DHCP 的 1 千兆位以太网的快速安装选项，则可使用
设备的完全限定域名 (FQDN) 从连接至相同网络的任何客户端连接和管理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FQDN 在服务器的标签/贴纸上。 在连接之后，运行 StoreOnce CLI 网络命令来优化自
己的网络配置。

如果您的网络没有启用 DHCP 或您已连接至不同的网络端口，则将带键盘的监视器直接连接至设
备以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配置初始网络设置。 作为最低配置，您必须通过 Internet 配置
StoreOnce CLI 和 GUI 的网络访问。 配置 Internet 访问后，根据需要使用 StoreOnce CLI 或 GUI
管理设备和优化网络设置。

注意： 为了便于初始配置，HP 建议使用 net set wizard StoreOnce CLI 命令来配置网络。
该向导提出一系列问题，使用您提供的答案在网络上配置设备。 有关详细信息和网络配置示例，
请参阅网络配置，如何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第 34 页）。

访问 StoreOnce 管理控制台
访问 StoreOnce 管理控制台有两种方式：
• 使用 StoreOnce 命令行界面 (CLI)

• 使用 StoreOnce Web 管理界面 (GUI)

StoreOnce CLI
StoreOnce 命令行界面 (CLI) 可以管理和监视系统。 很多任务（如磁带库与 NAS 共享配置和用
户管理，以及大部分网络配置）均可以通过 StoreOnce GUI 或 StoreOnce CLI 执行；其他任务
（如飞行网络配置中的数据、SNMP 配置及日期和时间配置）只能通过 StoreOnce CLI 执行。 有
关 StoreOnce CLI 命令及其语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CLI 参考指
南》。

1. StoreOnce CLI 命令需要 SSH 客户端应用（可从 Internet 免费获取）并且必须通过与 StoreOnce
设备处于同一网络的计算机上的 SSH 终端会话运行：
ssh <username>@<ip_address>

注意： StoreOnce CLI 命令也可通过与设备连接的本地控制台（键盘和监视器）运行，例
如在网络尚未配置时运行。

2. 在提示符处，提供用户名和密码（Admin、admin）。

StoreOnce GUI
HP StoreOnce 管理控制台 (GUI) 作为主界面，主要用于：

• 监视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状态和运行状况以及所有配置的备份设备。

• 创建并修改 VTL 和 NAS StoreOnce 备份目标和 Catalyst 存储区（也可使用 StoreOnce CLI
创建和管理 VTL 和 NAS 备份目标）。

• 管理复制关系和内务处理。

• 设置 Remote Support。
要使用 StoreOnce GUI 登录管理控制台，可使用与设备位于相同网络的任何计算机。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使用安全网络连接。
1. 输入： https://<IP_address>
您也可使用完全限定域名 (FQDN)

注意： 如果在 URL 中使用 http:， 则自动转到 https: 安全网络连接。

2. StoreOnce 管理控制台显示登录提示： 提供用户名和密码（Admin、admin）。 您还可以设
置本地语言，以便从登录屏幕显示 StoreOnce GUI 中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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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用于与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通信的 Web 浏览器需要启用活动脚本或
JavaScript。 如果没有启用这些脚本，则不会显示部分浏览器按钮。

用户角色和帐户
两种角色定义了与某位用户关联的权限：admin 和 user。 系统安装时，将自动创建两个默认用
户帐户，每个角色一个帐户。

• Administrator： 授权用户可利用 GUI 和 CLI 创建并编辑管理功能和 StoreOnce 功能。 默认
登录名和密码是 Admin 和 admin。 Administrator 的权限角色是 admin。

• Operator： 此帐户限制对监控和查看的 GUI 和 CLI 的访问。 默认登录名和密码是 Operator
和 operator。 Operator 的权限角色是 user。

建议在规划过程中确定需要其他哪些用户，以及他们应具有哪些系统访问权限。 特别是，是否将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添加到 Active Directory 域中？
需要使用以下 AD 域详细信息以配置 AD。

• AD 域名以及它是否在 IPv4 或 IPv6 网络上

• 域管理员或具有域管理权限的已授权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将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加入 AD 域后，您可以在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配置外部用
户或外部组。 用户或组必须已存在于 AD 域上。 您可以添加 AD 域用户或组，使其有权访问所
有 StoreOnce 功能，也可以只将其添加为 CIFS 服务器的本地管理员。 当您通过“CIFS 服务器”选
项卡添加 AD 域用户时，不管他们是否是 AD 域上的 admin 用户，都将自动创建为本地管理员。
这提供了一种实施委派管理的方法，但对 Active Directory 管理工具中的 StoreOnce 设备不可用。
只需名称即可在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配置 AD 用户或组；可在 AD 域服务器上配置密
码。

密码最佳实践
• 强烈建议在安装后更改默认用户帐户（Administrator、Operator、HPresetpassword 和 iLO）
的密码。 请确保记录新密码并将它们保存到安全位置，例如脱机的密码安全工具。

注意： 请注意，如果 Admin 帐户密码已更改，则该密码不能改回为 admin，因为此密码
不够复杂。 只能通过仅在设备本地控制台上可用的 HPresetpassword 帐户将此密码恢复为
admin。

• 在创建新用户时，可以使用 StoreOnce CLI system save config 命令保存新用户帐户的
详细信息。 该命令不会保存密码的详细信息，因此附加用户的密码应脱机保存，并与保存在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的详细信息保持同步。

用户帐户和密码要求

• 本地帐户的长度可以介于 1 至 16 个字符之间，只包含字母/数字和以下符号：- _

• 而外部名称最多可包含 256 个字符，可包含字母/数字和以下符号： ~`!#$%()_-{}'.@\

• 新密码必须介于 1 至 24 个字符之间，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和以下符号：!@#$%^&*。 新密
码不能与当前的密码相同。 系统不为外部用户或组提供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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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 system set config 向导进行配置
StoreOnce CLI 命令 set 提供两种配置向导：

• system set config 命令执行过程包含多条命令，可根据需要跳过其中一些命令。 如果
您希望在配置网络设置时配置时间和许可证设置，同时执行运行状况检查，则推荐使用此向
导。 此向导的网络配置元素使用 net set wizard 命令。

• net set wizard 命令执行过程用于配置网络设置，在网络配置，如何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第 34 页）中进行了详细介绍。

摘要

建议您在首次运行这些向导之前先阅读网络配置，了解概念 （第 27 页）。

使用 system set config 命令进行系统配置
在安装期间，建议的配置选项是使用 StoreOnce CLI 向导 system set config。 该命令执行
过程包含多条命令，可根据需要跳过其中一些命令。

在运行向导之前，收集和确认所需的网络信息，请参阅运行 net set wizard 之前 （第 35 页）。
如下例所示，每一步中可执行四个操作：execute、skip、back 和 quit。 （必须进行网络配
置。）

# system set config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steps will be performed.
—>Configure Network
Configure Time
Configure Licenses
Verify Hardware health
Finish Configuration and reboot
Finish Configuration

Actions:
execute) Perform current step (Default)

skip) Skip to the next step
back) Go back to a previous step
quit) Exit the configuration immediately

接下来将更加详细地描述上面的向导中列出的每一个配置步骤。

配置网络
该步骤将运行网络配置，与运行 net set wizard 命令的效果是一样的。 必须完成该步骤。
向导将引导您完成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网络配置。 它可为所有子网配置所有网络设置。

注意： 有关 net set wizard 执行过程的示例，请参阅使用 net set wizard 进行网络配
置 （第 36 页）。

配置时间
该步骤允许显式设置时间或使用 NTP 服务器进行设置。 如果选择 NTP 服务器，将需要您指定最
多两个 NTP 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并选择时区。
您可以跳过此步骤，稍后再配置时间。 请参阅设置时间和日期 （第 54 页）。

配置许可证
如果要执行该步骤，客户必须提供许可证信息。

如果还未获取所需的使用许可证 (LTU)（例如用于复制），您可以跳过此步骤，并且客户可以稍
后再配置许可证。 请参阅配置许可证 （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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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硬件运行状况
该步骤将在 StoreOnce 文件夹结构的 health 文件夹中生成名为 HealthReport<timestamp>
的文件，您可以在安装后复制该文件以作为系统运行状况的记录。 该文件可通过 SFTP 访问，其
中包含有关硬件、文件系统和服务集的状态信息。 有关访问 StoreOnce 文件夹及其中文件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通过 SFTP 访问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第 59 页）。

完成配置（并重新启动）
选择 Finish Configuration and reboot 或 Finish Configuration。 如果已重新设置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时间以使时间倒退，则必须在重新启动后完成配置。
该操作将执行一系列任务：

• 保存配置详细信息

两个配置（devconfig<timestamp>.txt 包含网络和其他设备管理设置，
devconfig<timestamp>.zip 包含备份目标、电子邮件设置、用户帐户等）将保存在
config 文件夹中。 但在安装阶段，它们仅包含在安装期间配置的设置。 强烈建议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在配置了备份目标、电子邮件设置、用户帐户等内容后重新保存配置，
如保存配置文件 （第 65 页）中所述。

• 收集支持备忘录

完成该操作最多将需要 20 分钟，因为它会保存初始设置的记录。在此期间，即便仍可访问
StoreOnce GUI，您也将无法使用 StoreOnce CLI。

如果选择重新启动选项（建议），随后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将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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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网络配置，了解 StoreOnce 网络概念
如果您是初次接触 StoreOnce 网络环境，请阅读本章。 有关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配置网络的
示例，请转到网络配置，如何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第 34 页）。 有关使用 StoreOnce GUI
配置网络的信息，请转到网络配置，如何使用 StoreOnce GUI （第 48 页）。
本章内容：

• 网络配置基础 （第 27 页）

• 网络配置指南 （第 31 页）

• 确定是使用 StoreOnce CLI 还是 StoreOnce GUI （第 32 页）

• 物理端口和 IP 地址 （第 32 页）

网络配置基础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支持 IPv4 和 IPv6 地址协议。 IPv4 支持备份至所有目标设备、进
行复制和 StoreOnce Catalyst 拷贝，并可用于设备管理。 IPv6 支持备份至 StoreOnce Catalyst
存储、进行复制和 Catalyst 拷贝，并可用于设备管理。 但无法用于备份至 VTL 或 NAS 共享。
所有系统还支持使用 DHCP（v4 和 v6）。

网络配置组件
可在含三个主要组件的单一网络配置中定义网络： DNS 服务器设置、端口集设置以及子网设置。
在创建或修改配置时要了解的一些要点如下。

DNS 服务器
最多可以为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配置三个 DNS 服务器（一个主服务器，两个在主服务器
不可用时用作备份服务器）。 这些服务器可能具有 IPv4 和/或 IPv6 地址，并且可在配置中定义
的所有端口集和子网上应用。

要使用“完全限定域名”(FQDN) 而不是 IP 地址来访问 StoreOnce 系统，您提供的 DNS 服务器地
址应该能够解析所有已配置的子网的地址。 如果您使用 IPv4 和 IPv6 寻址，则已配置的 DNS 服
务器需要能够同时解析 IPV4 和 IPV6 FQDN。

注意： 下列子网配置中不需要 DNS 服务器和网关地址：
• 已配置启用了 VLAN 标记的子网

• 将预期获取 IPv6 地址详细信息的寻址模式设置为 DHCP

• DHCPv6 服务器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运行
在此配置中，可以手动提供应已通过 DHCPv6 获得的 DNS 服务器和网关地址。

端口集

• 端口集可定义要连接到网络的 1 千兆位和 10 千兆位物理以太网端口。

• 端口集还可为端口定义网络绑定模式（1、4 或 6），以及它们是否已启用 VLAN。 （VLAN
标记可以在没有额外 NIC 主机总线适配器的情况下访问更多子网）。

• 必须配置至少一个端口集，才能支持 StoreOnce 管理 CLI 和 GUI 连接。 可定义更多端口集，
具体取决于仍可用的物理端口数和类型以及绑定方式。

• 每个端口集将至少具有一个子网。

• 如果端口集未启用 VLAN，则可配置一个使用 IPv4 协议的数据子网和一个使用 IPv6 协议的
数据子网。 （此配置有时称为双堆栈配置）。

• 如果端口集已启用 VLAN，则可将多个虚拟子网（IPv4 和 IPv6，整个系统最多 128 个）连
接到单个端口集。 如果启用了 VLAN，则端口集不能使用绑定模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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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toreOnce 软件 3.13.x 版和更高版本中，您可以定义以太网帧中包含的数据量，默认为
1500 个字节。 大型帧（通常称为巨型帧）可以提高端口集的性能；最大为 9000 字节。
同时也支持较小的帧；最低为 1280 字节。

重要信息： 为了传输帧大小大于 1500 字节的巨型帧并避免数据包分割或丢失，还必须对
网络（客户端和交换机）中的其他设备进行配置。

子网

子网定义客户端用于访问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以进行备份和管理的网络路径，以及用于
StoreOnce Catalyst 拷贝和复制的网络路径。

• 子网将连接到每个已配置的端口集。 IPv4 和 IPv6 地址协议均受支持。 单节点系统还支持使
用 DHCP。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网络配置子网字段 （第 51 页）。

• IPv6 支持所有 StoreOnce Catalyst 存储区备份、复制和 Catalyst 拷贝，并可用于设备管理。
但它无法用于备份至 VTL 或 NAS 共享（CIFS 或 NFS）。

• 如果定义了多个子网，必须始终对每个协议（IPv4 和 IPv6）将一个（且仅限一个）子网指定
为默认子网，用于将流量寻径至不在所配置子网内的 IP 地址。

• StoreOnce 软件 3.11.0 及更高版本还支持使用 IPsec 协议的动态数据加密功能。 只能使用
StoreOnce CLI 进行配置。 关于在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配置加密功能的说明，请参
阅《HP StoreOnce CLI 参考指南》。

下图简要概述了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网络配置内的层次结构。

图 18 网络配置层次结构

硬件产品的端口编号
StoreOnce CLI 和 HP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将标记不同的端口编号。 下表将 StoreOnce
CLI 中采用的端口编号视为与 HP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中的端口名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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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端口编号

StoreOnce 机型
1 千兆位或 10 千
兆位以太网

HP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StoreOnce CLI 和
GUI

所有型号1 千兆位端口 1eth0

所有型号1 千兆位端口 2eth1

所有型号1 千兆位端口 3eth2

所有型号1 千兆位端口 4eth3

适用于 4900、2900、4700 和 4500，但不适用于 270010 千兆位端口 1eth4

适用于 4900、2900、4700 和 4500，但不适用于 270010 千兆位端口 2eth5

仅限 4900，不适用于 2700、2900、4500 或 470010 千兆位端口 3eth6

仅限 4900，不适用于 2700、2900、4500 或 470010 千兆位端口 4eth7

注意： 在 HP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上，通过编辑端口集并单击 Show Port Picture（显
示端口图片）链接，可以显示端口位置图片。

网络绑定模式
可以在单独的子网或相互绑定的子网上配置设备上的每个网络端口集（不能将 1 千兆位和 10 千
兆位以太网端口绑定在一起）。

支持以下三种绑定模式：

• 模式 1（活动/备份）
这是最简单的绑定模式；此模式允许仅通过一个活动端口进行网络通信，并且无需任何其他
特定的交换机配置。 建议将此绑定模式用于简单的网络连接；如果活动网络链路出现故障，
则流量将移至备份端口。

• 模式 4（IEEE 802.3ad 动态链路聚合）
此绑定模式也称为 LACP，并且需要特殊的外部交换机配置。 它可提供一个链路聚合解决方
案，从而增加绑定物理宽带，但仅在绑定的所有端口已连接到某个交换机或通过交换机之间
的链路进行连接的多个交换机的情况下才可正常工作。 推荐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 客户希望增加 StoreOnce 设备的吞吐量。

■ 客户网络上的交换机之间的中继已使用 LACP 模式。
只有在网络交换机和连接的 StoreOnce 端都配置了 LACP 协议，LACP 协议才可用。 有关
LACP 配置的信息，请参考交换机文档。

• 模式 6（活动负载平衡）
此模式提供了一个负载平衡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不需要进行特定的外部交换机配置，但会
要求交换机允许 ARP 协商。 可以在双交换机配置中使用该解决方案。
通常推荐将此配置用于备份数据性能，以及用于复原数据和管理网络连接。 但在某些环境
中，ARP 数据包协商可能在网络基础设施中被禁用，因此此模式可能不适用。

注意： 使用绑定端口时，只有在多个主机服务器提供数据时，才能实现绑定链路的全部性能，
否则数据仍然只能使用单个服务器上的一条网络路径。

VLAN 子网与 HP StoreOnce Backup
HP StoreOnce Backup 上的可用物理 NIC 端口数是固定的（该数量通过 1 千兆位端口数和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数来确定），因此，可直接连接到 HP StoreOnce Backup 的物理子网的数量有
限。 如果您的网络需要更多的子网（例如 20 个），则网络管理员可以定义 20 个 VLAN，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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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都具有自己的子网，且通常使用 10 千兆位以太网绑定链路作为中继，与 HP StoreOnce
Backup 连接。
为此，网络管理员使用所需的 VLAN 设置交换机，并确定 20 个标记。 （标记值可以是介于
2-4094 之间的任一整数。）与 StoreOnce Backup 连接的网络交换机上的端口必须带集群和标
记。 然后，HP StoreOnce 管理员使用 StoreOnce CLI 修改网络配置，具体方法是先为物理 10
千兆位以太网链路定义端口集并为其启用 VLAN，然后分别配置这二十个 VLAN 子网以使用该端
口集。

VLAN 指南
请遵循下列原则：

• 用户最多可以在每个 StoreOnce Backup 上配置 128 个不同的 VLAN 子网；VLAN 子网可以
是连续或非连续的。

• 用户可以在一个端口集上配置所有 VLAN 子网，或者在多个端口集上划分 VLAN 子网。

• 不允许在使用网络绑定模式 6 的端口集上配置 VLAN 子网。

• 每个 VLAN 标记接口都是通过使用 VLAN ID 索引进行配置的，该索引与交换机的 VLAN ID
号相同，并且必须为 2 到 4094 之间的整数。

• 可以将每个 VLAN 标记接口配置为使用一个 IPv4 和一个 IPv6 子网。
例如，如果已将一个 VLAN 标记 ID 配置为用于 IPv4 协议的端口 eth0 和 eth1，则也可以将
其配置为用于 IPv6 协议的端口集，但不能再用于任何其他端口集。

• 用户可以添加/删除/修改 VLAN 网络配置，而不会中断该设备上无关的网络配置。

• VLAN 标记不会增加带宽，因为带宽是由端口集的物理速度限制的。 打开的流的数目受限于
StoreOnce 设备规格。

• StoreOnce 监控位于物理端口集上，而不在每个 VLAN 子网上。

• VLAN 标记不是多租户解决方案。 配置后，所有 StoreOnce 服务都可以绑定/监听所有 VLAN
子网。 例如，配置的所有子网都可以进行 NAS 共享，且需要许可权限控制访问共享。

网络环境示例

在下例中，在 StoreOnce Backup 上配置了以下端口集：

• eth0 是通过在安装时连接 LAN 端口 1 创建的快速安装连接。 它使用 DHCP 且未启用 VLAN。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静态 IP 地址将其重新配置。

• eth2和 eth3 用于 StoreOnce Catalyst 拷贝和复制子网，并为 WAN 提供默认网关。 此端口
集也未启用 VLAN，因此配置为支持一个 IPv4 子网。 它使用 1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端口 3
和端口 4。如果需要，在安装后还可以在此端口集上配置一个 IPv6 子网。

• eth4 和 eth5 用于备份子网。 此端口集启用了 VLAN，当前支持两个 VLAN 子网 — 一个 IPv4
子网和一个 IPv6 子网。 可以根据需要在此端口集上配置其他 IPv4 和 IPv6 VLAN 子网，最
多可以配置 128 个。此端口集使用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端口 1 和端口 2。

• eth1（1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即端口 2）可以支持更多的端口集。 （某些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提供四个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还可以配置 eth6及 eth7（10 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端口 3 和端口 4）以支持更多的端口集。 但是，这些端口不适用于所有型号）。

注意：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的可用性和数量取决于 StoreOnce Backup 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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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网络示例

网络配置指南
对于不在 DHCP 网络上进行的安装，必须使用 StoreOnce CLI 向导命令序列 net set wizard
来设置用于提供 StoreOnce GUI 访问的基本网络配置。 然后，可使用 StoreOnce GUI 或 StoreOnce
CLI 优化网络配置。
对于更复杂的配置，通过使用 StoreOnce GUI 获得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在网络配置过程中随时
保存配置。 有关使用 StoreOnce CLI 配置网络的示例，请参阅相应产品的《HP StoreOnce 安装
和配置指南》。

注意： 如果您在 DHCP 网络上安装并且连接到 LAN 端口 1，则不必使用 StoreOnce CLI 向导
命令序列。 将自动为您创建基本网络配置，从而可立即访问 StoreOnce GUI。 然后可以使用
StoreOnce GUI 页面优化网络配置。

使用网络配置时，请遵循以下指导原则：

• 任一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最多可以有 16 个配置，但是只有一个配置可处于活动状
态。

• 为系统保留了两个固定的配置，不能修改以下配置： Factory_Default_Configuration
和 current。

• 配置名称可包含字母和数字。

• 应用新网络配置的过程包含三个阶段： 创建配置、验证配置和激活配置。

• 配置在激活后将成为 current 配置。 只能有一个 current 配置。

• 在激活含很多 VLAN 子网的网络配置时，该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在此期间，GUI 将继
续显示以前的配置，直到已成功应用新配置为止。 在激活期间，您可以运行 CLI 命令 network
activate status 以监视激活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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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网络配置创建之后，如果要修改网络配置，请务必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config
save devices 创建系统配置保存和还原文件。

• 有关完整的网络范围以及配置保存和还原命令，请参阅《HP StoreOnce CLI 参考指南》。

确定是使用 StoreOnce CLI 还是 StoreOnce GUI
大多数网络配置任务可从 StoreOnce GUI 中执行（如网络配置，如何使用 StoreOnce CLI 命
令 （第 34 页）中所述），也可从 StoreOnce CLI 中执行（如网络配置，如何使用 StoreOnce
GUI （第 48 页）中所述）。 只能通过 StoreOnce CLI 来使用 IPSec 配置动态数据加密。

安装时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支持 DHCP。在安装时，最简单的配置是连接到 LAN 端
口 1，并使用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名称登录到 StoreOnce GUI。 如果您的 DHCP 网络
不支持该地址选项或尚未连接到 LAN 端口 1，则您需要连接到本地控制台，并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net show status all 查询 DHCP 指定的地址。
在不处于 DHCP 环境中的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上，建议使用 StoreOnce CLI 命
令 net set wizard 进行基本配置，并使用 StoreOnce GUI 设置更复杂的配置设置。

安装后期工作
使用在《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中所述的 HP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或
《HP StoreOnce CLI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StoreOnce CLI 复制配置，并在验证并激活配置之前对
其进行更改。 通过使用 StoreOnce GUI 获得的一个主要优点（尤其是配置多个 VLAN 时）在于，
您可以在使用配置时保存该配置。

网络配置工具位于“HP StoreOnce — 设备配置”下。 在导航窗格中展开“网络配置”。

物理端口和 IP 地址
使用向导或 GUI 配置网络之前，应确定需配置的子网，以及它们将如何使用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的可用端口。
1. 定义支持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备份作业所需的子网数量，您希望的数据传输速度，
以及是否要将端口绑定在一起。

2. 这将确定所需的物理端口连接数以及是否应将子网配置为使用 1 千兆位或 10 千兆位以太网
端口。

注意： 请注意，每个端口集（物理端口连接）可支持一个 IPv4 和一个 IPv6 子网。

3. 如果拥有的子网数量多于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可用的物理端口数，并且网络环境支
持 VLAN 子网，请考虑使用 VLAN 子网将备份数据传输到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必须连接到带集群和标记的网络交换机的端口上。

4. 如果您想要增加子网的帧大小，可使用介于 1500 到 9000 千字节之间的任意整数值。 请
注意，网络、交换机或其他设备上的所有组件必须也都支持较大的帧。

下表显示了不同端口组合（端口集）的网络连接和 IP 地址要求。

表 5 物理网络端口连接选项和 IP 地址要求

所需的 IP 地址网络配置注释何时使用端口集包含

单个网络连接，因此每个子
网针对该端口集仅配置一个

则连接到 1 千兆位或 10 千
兆位以太网端口，并使用单

如果只有在管理设备时才需
要网络接口，或者如果低性

仅限单个端口

IP 地址。 （可以为 IPv4 和个 1 千兆位和 10 千兆位以能与复原备份和还原可接
受。
或者，如果要备份的服务器
分布在多个物理网络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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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物理网络端口连接选项和 IP 地址要求 (续)

所需的 IP 地址网络配置注释何时使用端口集包含

这些服务器具有访问设备的
独立权限。

IPv6 子网配置，也可以为
VLAN 子网配置）。

太网端口来创建端口集，以
最大限度地满足需求。

注意： 如果网络启用了
DHCP，并将其连接到 1 千
兆位以太网 LAN 端口 1，系
统将自动在网络上发现
StoreOnce Backup。

具体取决于所需的网络和绑
定的数量。

在同一个端口集内配置了两
个或多个网络端口，并以单

推荐用于备份数据性能，以
及用于复原数据和管理网络
连接。

已绑定的多个端口

使用绑定端口时，只有在多
个主机服务器提供数据时， 1 千兆位以太网个 IP 地址显示以进行子网配

置。模式 1 = 每个绑定集上一个
活动端口，对复原有益

才能实现绑定链接的全部性
能。

2、3 或 4 个绑定端口 = 每
个子网 1 个 IP 地址最多可与四个 1 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建立物理连接。模式 4 = 增加了吞吐量，但
需要交换机配置 (LACP)

不允许在 1 千兆位以太网和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之间
使用绑定。

10 千兆位以太网
2 个绑定端口 = 每个子网 1
个 IP 地址

与多达四个 10 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建立物理连接。模式 6 = 对吞吐量和可用性

有益，无需交换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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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网络配置，如何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如果您是初次接触 StoreOnce 网络环境，请先阅读上一章，然后再尝试配置网络。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net set wizard 首次配置网络。 如果您的网络支持
DHCP 并且已通过 LAN 端口 1 连接到网络，则也可以使用 StoreOnce GUI 配置网络。 另一种方
法是使用 StoreOnce CLI 配置简单的网络连接，然后使用 StoreOnce GUI 对其进行优化。 有关
使用 StoreOnce GUI 配置网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一章内容。
本章内容：

• 在 StoreOnce CLI 上确定可用端口 （第 34 页）

• 运行 net set wizard 之前 （第 35 页）

• 使用 net set wizard 进行网络配置 （第 36 页）

• 修改网络配置 （第 44 页）

注意： 有关使用向导和各个 StoreOnce CLI 命令配置网络的更多示例，另请参阅更多网络示
例 （第 105 页）。

在 StoreOnce CLI 上确定可用端口

确定可用网络端口
所有系统都具有四个标识为 eth0（LAN 端口 1）和 eth1、eth2 及 eth3（LAN 端口 2、3 和 4）
的 1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具有额外四个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分别标识为 eth4、
eth5、eth6 和 eth7。

注意： 如果您不知道哪些端口在系统上可用，请使用 StoreOnce GUI 的 Networking（网络）
页面上的 Show Ports（显示端口）链接，可提供您使用型号的物理端口位置的图例。

您还可以使用以下 StoreOnce CLI 命令：
# net show ports

该命令将显示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端口布局，并提供端口的详细信息。
# net show ports

=============================== Node X ==============================
| || |
| || | Port 2 | Port 1 | 10 GbE |
| || | Port 2 | Port 1 | 10 GbE |
|============ card 1 ============= ============ card 2 ============ |
| || |
| || |
| |
||Link4|Link3|Link2|Link1| | Ilo | |
======================================================================

Port Number OS Hardware Bonds 1G/10G
P1 eth0 - 1 Gig
P2 eth1 - 1 Gig
P3 eth2 - 1 Gig
P4 eth3 - 1 Gig
P5 eth4 - 10 Gig
P6 eth5 - 10 Gig
P7 eth6 - 10 Gig
P8 eth7 - 10 G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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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ing Modes Supported
1: Active Passive Bonding
4: Link Aggregate Control Protocol (LACP) Bonding
6: Active Load Balance Bonding
Command Successful

注意： 1 千兆位以太网的物理布局在输出的 |link n| 位置反映出来。 请查看 HP StoreOnce
设备的背部：

• eth3 = LAN 端口 4 (P4)，eth2 = LAN 端口 3 (P3)，eth1 = LAN 端口 2 (P2)，eth0 = LAN 端
口 1 (P1)

• eth4（右侧）= P5 和 eth5（左侧）= P6 = 顶部卡上的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 eth6（右侧）= P7 和 eth7（左侧）= P8 = 底部卡上的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网络绑定组合
对于单端口连接，端口集只包含一个端口。 但对于绑定连接，端口集是一个包含端口和绑定模式
的配置。

如果为网络选择绑定配置，则 StoreOnce CLI 网络向导将为端口集提供大量排列方法，具体取决
于 1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和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的可用性和数量。
下例适用于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该系统具有四个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并且
有多个 10 千兆位以太网绑定选项。

Select bond configuration :
1 = eth0, eth1 (1 Gig) (default)
2 = eth0, eth2 (1 Gig)
3 = eth1, eth2 (1 Gig)
4 = eth0, eth1, eth2 (1 Gig)
5 = eth0, eth3 (1 Gig)
6 = eth1, eth3 (1 Gig)
7 = eth0, eth1, eth3 (1 Gig)
8 = eth2, eth3 (1 Gig)
9 = eth0, eth2, eth3 (1 Gig)
10 = eth1, eth2, eth3 (1 Gig)
11 = eth0, eth1, eth2, eth3 (1 Gig)
12 = eth4, eth5 (10 Gig)
13 = eth4, eth6 (10 Gig)
14 = eth5, eth6 (10 Gig)
15 = eth4, eth5, eth6 (10 Gig)
16 = eth4, eth7 (10 Gig)
17 = eth5, eth7 (10 Gig)
18 = eth4, eth5, eth7 (10 Gig)
19 = eth6, eth7 (10 Gig)
20 = eth4, eth6, eth7 (10 Gig)
21 = eth5, eth6, eth7 (10 Gig)
22 = eth4, eth5, eth6, eth7 (10 Gig)

重要信息： 创建端口集后，已为该端口集定义的端口不可再用于其他端口集中。

每个端口集都可能包含一个物理 IPv4 子网和一个物理 IPv6 子网。 但是，可以将多个虚拟子网
(VLAN) 连接到单个端口集（最多支持 128 个虚拟子网）。 请参阅 VLAN 指南 （第 30 页）。

运行 net set wizard 之前
注意： 提供了一个备用的配置向导 system set config，该向导可执行额外多个配置任务，
如设置时间以及运行 net set wizard。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system set config 进行网
络配置 （第 25 页）或《StoreOnce Backup System CLI 参考指南》。

运行 net set wizard 之前，您必须做出一些关于网络配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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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是否希望配置 DNS 服务器？ 最多可配置三个服务器（一个主 DNS 服务器，两个在主
DNS 服务器不可用时用作备份服务器）。 在开始之前，请确保您具有地址详细信息。 这些
地址可以是 IPv4、IPv6 或两者的组合。

2. 您是否正将单个端口或者多个端口连接至您的网络？

3. 您正在连接哪些以太网端口（这些称为端口集）？ 如果连接多个端口，应使用哪种网络绑定
模式，默认情况下是主动/被动绑定吗？

注意： 您无法将 1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与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绑定在一起。

4. 如果端口未启用 VLAN，您可以使用一个 IPv4 和一个 IPv6 子网配置端口集。
5. 如果端口已启用 VLAN，您可以在整个系统上最多配置 128 个 VLAN 子网。 确保可以提供
配置 VLAN 子网和标记 ID 的所有详细信息。

重要信息： 如果正在配置多个 VLAN 子网，HP 建议您先在向导中配置两个子网，完成初
始配置后，可以创建配置副本并编辑副本，以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将剩余的 VLAN 子网
连接到端口集，如修改网络配置 （第 44 页）中所示。 这是因为您将无法在构建过程中保
存配置，如果您在执行向导过程中出现键控错误，则可能需要重新从头开始。

提示： 即使您希望只使用 VLAN 连接到系统，HP 也建议您配置一个物理子网以测试初始
安装。 执行此操作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与 LAN 端口 1 的默认快速安装连接（基于 DHCP）。
分配 DHCP 设置时，大部分网络值都可以从 DHCP 获得。 但是如果需要 VLAN 子网，您必
须提供 VLAN 标记 ID。

6. 每个子网将使用哪个网络协议，IPv4 还是 IPv6？
7. 您的网络是否使用 DHCP 或静态 IP 地址？
如果使用 DHCP，建议系统管理员在系统指定 IP 地址后将此 IP 地址与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永久关联。 这样可以避免任何因系统重启而导致设备 IP 地址发生改变所引起的问
题。

如果选择静态 IP 寻址，则确保自己了解：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 IP 地址

• 子网掩码 (IPv4) 或前缀 (IPv6)

• 网关 IP 地址

• 默认子网

• 域名，比如 mycompany.com
8. 以上信息对于配置网络已经足够，并且一旦输入，向导就会进行询问，并要求您确认指定设
置。 此时，您是否希望配置另一个子网？ 例如，您可能希望指定一个网络用于 StoreOnce
Catalyst 拷贝和复制。 或者，您可能希望使用 10 千兆位以太网用于备份数据。
系统将提示您提供新子网的详细信息，如上所述。

9. 在您完成所有子网的详细信息后，系统会要求您选择由哪个子网来提供默认网关。 然后，向
导验证并激活该配置，此时它将成为当前配置。

注意： 某些功能无法使用 net set wizard 进行配置。 其中包括动态数据加密，和编辑端口集以
太网帧大小的 1500 字节默认值。

使用 net set wizard 进行网络配置
注意： 请参阅网络环境示例 （第 30 页）了解关于此示例中创建的网络配置的图表。

net set wizard 将引导您完成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的网络配置，并为所有子网配置
所有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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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向导之前，收集和确认所需信息，请参阅运行 net set wizard 之前 （第 35 页）。
如果要对现有网络配置执行添加或修改操作，请不要使用 net set wizard，因为这将覆盖当
前配置。 请改用 net modify 或 net add CLI 命令，如修改网络配置 （第 44 页）和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CLI 参考指南》中所述。

注意： 如果要在一个子网上配置加密，则只能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执行此操作。 不能使用
此向导进行配置。 请参阅添加动态数据加密 （第 45 页）。

在下例中，我们将使用 net set wizard 支持以下网络配置：

• 两个 DNS 服务器

• 其中一个端口集仅使用 eth0 端口，且将用于 DHCP 子网。

• 第二个端口集用于备份数据子网，并使用一对绑定的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eth4 和 eth5。
此端口集启用了 VLAN。 我们将先使用该向导设置一个 IPv4 VLAN 子网和一个 IPv6 VLAN
子网，然后说明如何修改配置来添加第三个 VLAN 子网。

• 第三个端口集用于跨 WAN 的 StoreOnce Catalyst 拷贝和复制子网，并使用一对绑定的 1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eth2 和 eth3。 我们希望对此端口集使用模式 6 绑定，以便该端口集不能
启用 VLAN。 此子网也将配置有默认网关。

注意： 该向导不间断运行。 您无法中断该向导并保存已指定的配置。 但在本示例中，我们将
它拆分为几部分以添加注释。

1. 首先，我们将指定 DNS 服务器，并在 eth0 上创建 Portset1。 我们将使用快速安装选项将其
保留为 DHCP。 在现实中，您可能更希望使用静态 IP 地址重新配置此端口集，但我们将在
安装后示例中说明这种情况。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修改网络配置 （第 44 页）。
# net set wizard

StoreOnce Network Configuration Wizard
--------------------------------------

This Wizard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configuration of
network settings on your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If you wish to make additions or modifications to an existing
network configuration without having to reconfigure all settings,
use the 'net modify' or 'net add' commands instead.

See the User Guide guide for physical port layout details.

The wizard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steps:
Step 1) Set system wide DNS server addresses (optional) and cluster size (if multi-node)
Step 2) Configure network settings for available network adapters
Step 3) Save and apply all network settings

Type 'quit' + ENTER at any time to exit wizard.

Step 1) Set system wide DNS server addresses (optional) and cluster size (if multi-node)
----------------------------------------------------------------------------------------

Enter a list (max 3) of DNS servers separated by commas; this list may be blank.
The IP version used here must match that used on the management interface later on.
For example, for IPv4: 192.168.1.100,192.168.3.100
For example, for IPv6: 2001:DB8::0,2001:DB8::1

-->172.1.1.100,172.1.2.100,2001:DB8::1
<--DNS servers: 172.1.1.100,172.1.2.100,2001:DB8::1

*Step Complete* Do you want to :
1 = Go to next step: Step 2) (default)
2 = Go back to start of present step: Step 1)
3 = Quit wizard and lose all settings

-->1
<--Navigation: Go to next step: Step 2)

Step 2) Configure network settings for available network adapters
-----------------------------------------------------------------

Select the type of configuration for this subnet
(Selecting "bonded" here will create a "Port Set" consisting of two separate NICs bonded together) :
1 = Single port (default)
2 = Bonded ports (note ports must be the same speed to bo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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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ed/Single: Single port

Select network adapter :
1 = eth0 (1 Gig) (default)
2 = eth1 (1 Gig)
3 = eth2 (1 Gig)
4 = eth3 (1 Gig)
5 = eth4 (10 Gig)
6 = eth5 (10 Gig)

-->1
<--Single Port: eth0 (1 Gig)

Is this subnet on a Virtual LAN?
1 = No (default)
2 = Yes

-->1
<--VLAN/Not VLAN: No

Select Static or DHCP addressing :
1 = DHCP (default)
2 = Static

-->1
<--DHCP/Static: DHCP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a static default gateway for this subnet or get the gateway information from
DHCP?
--------------------------------------------------------
Note for ipv6 DHCP servers a static gateway is required.
--------------------------------------------------------

1 = Gateway obtained from DHCP server (default)
2 = Set gateway manually (this may be blank if no gateway is required)

-->1
<--Gateway: Gateway obtained from DHCP server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the network domain name or get the domain name from DHCP?
1 = Domain name obtained from DHCP server (default)
2 = Set domain name manually (e.g. mydomain.local - this may be blank if no domain name is required)

-->1
<--Domain Name: Domain name obtained from DHCP server

----------------------
Network: subnet_1
----------------------
IP Addresses: dhcp
Netmask/Prefix: dhcp
Domain Name: dhcp
Gateway: dhcp
VLAN tag:
Port Set: Port Set_1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0,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Is this configuration correct?
1 = Yes (default)
2 = No

-->1
<--Configuration okay: Yes

2. 此时，您已充分配置网络，可对 StoreOnce 管理 CLI 和 GUI 进行访问。 如果愿意，您可以
结束该网络向导，并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执行剩余的网络配置。 该向导将按第 4 步中
所述完成。（请注意，这些步骤是为了启用对所发生事件的说明。 该向导不间断运行）。
在本示例中，我们将继续在这对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eth4 和 eth5 上创建第二个端口集，
这将使用绑定模式 4 并启用 VLAN。 我们将使用该向导在此端口集上创建两个 VLAN 子网；
一个 IPv4 VLAN 使用 VLAN 标记 22，一个 IPv6 VLAN 使用 VLAN 标记 23。
-------------------------------------------------------------
If you have added all subnets, then you may proceed: you will
then be shown a summary of the configuration and be given the
option to validate it, and then a further option to apply it.
Otherwise, you may continue to add further subnets.
-------------------------------------------------------------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another subnet?
1 = No (default)
2 = Yes - on a new physical port set

-->2
<--Another subnet: Yes - on a new physical por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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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he type of configuration for this subnet
(Selecting "bonded" here will create a "Port Set" consisting of two separate NICs bonded together) :
1 = Single port (default)
2 = Bonded ports (note ports must be the same speed to bond)

-->2
<--Bonded/Single: Bonded ports (note ports must be the same speed to bond)

Select bond configuration :
1 = eth1, eth2 (1 Gig) (default)
2 = eth1, eth3 (1 Gig)
3 = eth2, eth3 (1 Gig)
4 = eth1, eth2, eth3 (1 Gig)
5 = eth4, eth5 (10 Gig)

-->5
<--Bonding: eth4, eth5 (10 Gig)

Select the desired bonding mode :
-----------------------------------------------------------------
Note that if you select bonding mode 6, you will not subsequently
be able to add VLAN networks to this Port Set.
-----------------------------------------------------------------
1 = Mode 1 - Active Passive Bonding (default)
2 = Mode 4 - Link Aggregate Control Protocol (LACP) Bonding
3 = Mode 6 - Active Load Balance Bonding

-->2
<--Bonding Mode: Mode 4 - Link Aggregate Control Protocol (LACP) Bonding

Is this subnet on a Virtual LAN?
1 = No (default)
2 = Yes

-->2
<--VLAN/Not VLAN: Yes

Enter VLAN tag (an integer between 2 and 4094 inclusive) :

-->22
<--VLAN Tag: 22

Select Static or DHCP addressing :
1 = DHCP (default)
2 = Static

-->2
<--DHCP/Static: Static

Enter an IP address for this network:

-->10.1.1.16
<--Static IP address: 10.1.1.16

Enter network mask or network prefix length :
For IPv4 networks, you may enter either a netmask or a length;
For IPv6 networks, you must enter a network prefix length.

-->255.255.255.0
<--Network mask/length: 255.255.255.0

-----------------------------------------------------
Note that if you intend to select this network as the
default network later on, then you must now specify
an IP address.

If, on the other hand, you do not intend to have a
default network, then you may not specify any
gateways for the system.
-----------------------------------------------------
Enter gateway IP address :

-->10.1.1.1
<--Gateway: 10.1.1.1

Enter domain name :

-->rnd.mycompany.net
<--Domain name: rnd.mycompany.net

----------------------
Network: subnet_2
----------------------
IP Addresses: 10.1.1.16
Netmask/Prefix: 255.255.255.0
Domain Name: rnd.mycompany.net
Gateway: 10.1.1.1
VLAN tag: 22
Port Set: Port Set_2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4 eth5,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4 (Link Aggregate Control Protocol (LACP) B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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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is configuration correct?
1 = Yes (default)
2 = No

-->1
<--Configuration okay: Yes

-------------------------------------------------------------
If you have added all subnets, then you may proceed: you will
then be shown a summary of the configuration and be given the
option to validate it, and then a further option to apply it.
Otherwise, you may continue to add further subnets.
-------------------------------------------------------------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another subnet?
1 = No (default)
2 = Yes - on a new physical port set
3 = Yes - a new subnet on a new VLAN on the same physical port set
4 = Yes - a new subnet on same VLAN on the same physical port set(IPv6)

-->3
<--Another subnet: Yes - a new subnet on a new VLAN on the same physical port set

Enter VLAN tag (an integer between 2 and 4094 inclusive) :

-->23
<--VLAN Tag: 23

Select Static or DHCP addressing :
1 = DHCP (default)
2 = Static

-->2
<--DHCP/Static: Static

Enter an IP address for this network:

-->2001:DB8::10
<--Static IP address: 2001:DB8::10

Enter network mask or network prefix length :
For IPv4 networks, you may enter either a netmask or a length;
For IPv6 networks, you must enter a network prefix length.

-->64
<--Network mask/length: 64

-----------------------------------------------------
Note that if you intend to select this network as the
default network later on, then you must now specify
an IP address.

If, on the other hand, you do not intend to have a
default network, then you may not specify any
gateways for the system.
-----------------------------------------------------
Enter gateway IP address :

-->2001:DB8::100
<--Gateway: 2001:DB8::100

Enter domain name :

-->manuf.mycompany.net
<--Domain name: manuf.mycompany.net

----------------------
Network: subnet_3
----------------------
IP Addresses: 2001:DB8::10
Netmask/Prefix: 64
Domain Name: manuf.mycompany.net
Gateway: 2001:DB8::100
VLAN tag: 23
Port Set: Port Set_2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4 eth5,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4 (Link Aggregate Control Protocol (LACP) Bonding)

Is this configuration correct?
1 = Yes (default)
2 = No

-->1
<--Configuration okay: Yes

3. 此时，您已充分配置了网络，可以访问 StoreOnce 管理 CLI 和 GUI，并从指定的 IPv4 和 IPv6
VLAN 子网上的介质服务器执行目标备份。 我们将继续使用此向导，通过在一对 1 千兆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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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网端口 eth2 和 eth3 上创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端口集，完成初始网络配置，这将使
用绑定模式 6，因此不能启用 VLAN。 此端口集将用于 StoreOnce Catalyst 拷贝和复制子
网，该子网也将利用默认网关进行配置。
-------------------------------------------------------------
If you have added all subnets, then you may proceed: you will
then be shown a summary of the configuration and be given the
option to validate it, and then a further option to apply it.
Otherwise, you may continue to add further subnets.
-------------------------------------------------------------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another subnet?
1 = No (default)
2 = Yes - on a new physical port set
3 = Yes - a new subnet on a new VLAN on the same physical port set
4 = Yes - a new subnet on same VLAN on the same physical port set(IPv4)

-->2
<--Another subnet: Yes - on a new physical port set

Select the type of configuration for this subnet
(Selecting "bonded" here will create a "Port Set" consisting of two separate NICs bonded together) :
1 = Single port (default)
2 = Bonded ports (note ports must be the same speed to bond)

-->2
<--Bonded/Single: Bonded ports (note ports must be the same speed to bond)

Select bond configuration :
1 = eth1, eth2 (1 Gig) (default)
2 = eth1, eth3 (1 Gig)
3 = eth2, eth3 (1 Gig)
4 = eth1, eth2, eth3 (1 Gig)

-->3
<--Bonding: eth2, eth3 (1 Gig)

Select the desired bonding mode :
-----------------------------------------------------------------
Note that if you select bonding mode 6, you will not subsequently
be able to add VLAN networks to this Port Set.
-----------------------------------------------------------------
1 = Mode 1 - Active Passive Bonding (default)
2 = Mode 4 - Link Aggregate Control Protocol (LACP) Bonding
3 = Mode 6 - Active Load Balance Bonding

-->3
<--Bonding Mode: Mode 6 - Active Load Balance Bonding

-------------------------------------------------------------
Portsets with bonding mode 6 may not have VLANs.
-------------------------------------------------------------
Is this subnet on a Virtual LAN?
1 = No (default)

-->1
<--VLAN/Not VLAN: No

Select Static or DHCP addressing :
1 = DHCP (default)
2 = Static

-->2
<--DHCP/Static: Static

Enter an IP address for this network:

-->172.1.1.16
<--Static IP address: 172.1.1.16

Enter network mask or network prefix length :
For IPv4 networks, you may enter either a netmask or a length;
For IPv6 networks, you must enter a network prefix length.

-->255.255.0.0
<--Network mask/length: 255.255.0.0

-----------------------------------------------------
Note that if you intend to select this network as the
default network later on, then you must now specify
an IP address.

If, on the other hand, you do not intend to have a
default network, then you may not specify any
gateways for the system.
-----------------------------------------------------
Enter gateway IP address :

-->172.1.1.1
<--Gateway: 172.1.1.1

Enter domain 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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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mycompany.net
<--Domain name: uk.mycompany.net

----------------------
Network: subnet_4
----------------------
IP Addresses: 172.1.1.16
Netmask/Prefix: 255.255.0.0
Domain Name: uk.mycompany.net
Gateway: 172.1.1.1
VLAN tag:
Port Set: Port Set_3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2 eth3,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6 (Active Load Balance Bonding)

Is this configuration correct?
1 = Yes (default)
2 = No

-->1
<--Configuration okay: Yes

4. 您现已配置所有可用端口。 该向导现在要求您确认设置，如果您确认设置正确，无任何错
误，向导将验证并自动激活此设置。
-------------------------------------------------------------
If you have added all subnets, then you may proceed: you will
then be shown a summary of the configuration and be given the
option to validate it, and then a further option to apply it.
Otherwise, you may continue to add further subnets.
-------------------------------------------------------------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another subnet?
1 = No (default)
2 = Yes - on a new physical port set
3 = Yes - a new IP6 subnet same physical port set

-->1
<--Another subnet: No

---------------------------------------------------------------------
If you specify at least one network gateway, you must choose a
default network from either the defined DCHP OR Static subnets
as DCHP includes both IPv4 and IPv6 gateways.
The default network must have an associated gateway.
If you do not specify any network gateways, then you may not choose
a default network.
---------------------------------------------------------------------
Select default from Static or DHCP subnets :
1 = DHCP (default)
2 = Static

-->1
<--DHCP/Static: DHCP

---------------------------------------------------------------------
If you specify at least one network gateway, you must choose a
default network from either the defined DCHP OR Static subnets
as DCHP includes both IPv4 and IPv6 gateways.
The default network must have an associated gateway.
If you do not specify any network gateways, then you may not choose
a default network.
---------------------------------------------------------------------
Select a default network (The default network shall be used as the default gateway subnet) :
1 = subnet_1 - DHCP (default)

-->1
<--Default Subnet: subnet_1 - DHCP

*Step Complete* Do you want to :
1 = Go to next step: Step 3) (default)
2 = Go back to previous step: Step 1)
3 = Go back to start of present step: Step 2)
4 = Quit wizard and lose all settings

-->1
<--Navigation: Go to next step: Step 3)

Step 3) Save and apply all network settings
-------------------------------------------

----------------------
Network Name: net_wizard
Network Description: Created by wizard on: Tue Oct 7 10:42:35 2014

Write Protecte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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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Servers: 172.1.1.100 172.1.2.100 2001:DB8::1
Port Sets: Port Set_1 Port Set_2 Port Set_3
----------------------
Number of Networks: 4
Number of V4 VLANs configured: 1 out of possible 128
Number of V6 VLANs configured: 1 out of possible 128
----------------------
Network: subnet_1 (default)
----------------------
IP Addresses: dhcp
Netmask/Prefix: dhcp
Domain Name: dhcp
Gateway: dhcp
VLAN tag:
Port Set: Port Set_1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0,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
Network: subnet_2
----------------------
IP Addresses: 10.1.1.16
Netmask/Prefix: 255.255.255.0
Domain Name: rnd.mycompany.net
Gateway: 10.1.1.1
VLAN tag: 22
Port Set: Port Set_2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4 eth5,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4 (Link Aggregate Control Protocol (LACP) Bonding)
----------------------
Network: subnet_3
----------------------
IP Addresses: 2001:DB8::10
Netmask/Prefix: 64
Domain Name: manuf.mycompany.net
Gateway: 2001:DB8::100
VLAN tag: 23
Port Set: Port Set_2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4 eth5,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4 (Link Aggregate Control Protocol (LACP) Bonding)
----------------------
Network: subnet_4
----------------------
IP Addresses: 172.1.1.16
Netmask/Prefix: 255.255.0.0
Domain Name: uk.mycompany.net
Gateway: 172.1.1.1
VLAN tag:
Port Set: Port Set_3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2 eth3,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6 (Active Load Balance Bonding)

The network configuration net_wizard contains a new default subnet.
As a result, the current default subnet and target default subnet network interfaces will be reset,
resulting in a temporary outage on these network connections.

Validation succeeded

Is this configuration correct?
1 = Yes (default)
2 = No

-->1
<--Finish Wizard: Yes

*Step Complete* Do you want to :
1 = Finish wizard and apply settings (default)
2 = Go back to previous step: Step 2)
3 = Go back to start of present step: Step 3)
4 = Quit wizard and lose all settings

-->1
<--Navigation: Finish wizard and apply settings

Successfully saved network configuration as: net_wizard
Ap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configuration is now in progress.
This process may take some time to complete.
You can check on its status with the following command:

net activate status

*****************************************************
You have successfully configured the network settings
on your StoreOnce Appliance.
*****************************************************

提示： 如果网络配置复杂，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使设置生效。 完成该向导后，使用以下
StoreOnce CLI 命令检查进度：
net activat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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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有关使用向导和各个 StoreOnce CLI 命令配置网络的更多示例，另请参阅更多网络示
例 （第 105 页）。

修改当前的网络配置

注意： 如果正在添加存储，则不能激活新配置。

升级后，您可根据初始配置执行以下操作：

• 新建端口集以添加另一个子网。 在运行此向导后，只有当您仍有端口可用于配置为端口集
时，此选项才适用。

• 修改现有端口集以支持 IPv4 和 IPv6 子网。

• 修改现有的端口集以支持多个 VLAN 子网。 只要子网的端口集已启用 VLAN，就只需将 VLAN
子网添加到端口集。

• 修改端口集的以太网帧大小。 net set wizard 始终分配默认值 1500 字节。 可以将其
编辑为 1280（最小值）至 9000（最大值）字节之间的任意值。 编辑帧大小最简单的方法
是使用 StoreOnce GUI，如产品的《HP StoreOnce Backup 用户指南》中所述。

• 为子网添加动态数据加密。 此选项要求安装安全包许可证。

注意： 所有这些任务通过 StoreOnce GUI 便可执行。 如果要使用 StoreOnce CLI，请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CLI 参考指南》了解语法示例。 该指南中包括的唯一有效的示例描述
了如何配置 IPSec。

最佳实践
推荐的最佳实践是：

1. 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config save devices) 创建 StoreOnce 配置的备份副本。 如
果您已安装安全包许可证，则也可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config save keystore) 创
建密钥库备份。

2. 不允许您直接修改当前的配置。 使用以下 StoreOnce CLI 命令创建当前配置的副本
（<newconfig> 是分配给已拷贝文件的名称，并且可以是您选择的任意名称）：
net copy config from current to <newconfig>

3. 使用下列各节所述的相关参数进行必要修改。 使用的 StoreOnce CLI 命令将取决于正在进行
的修改的类型，以及要对配置执行添加还是修改操作。 有关语法信息，请参阅以下示例。
有关各个命令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CLI 参考指南》。

4. 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验证修改的配置：
net validate config <newconfig>

5. 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激活修改之后的配置：
net activate config <newconfig>

6. 成功验证和激活后，修改的配置将成为当前配置，并覆盖原当前配置的内容。

提示： 如果配置多个 VLAN，或重新配置网络，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配置。 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net activate status 查看状态。

提示： 默认情况下，writeprotect 参数设置为 no。 如果配置正确且已激活，则可以将该参
数更改为 yes，以防止意外覆盖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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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动态数据加密

注意： 动态数据加密支持备份至 StoreOnce Catalyst 目标设备，以及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之间的 Catalyst 拷贝。 不支持备份至 NAS 或 VTL 目标设备，但是支持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之间的复制。

IP 数据包无内置的安全措施，这意味着访问网络可能导致数据包内容被查看，由于无任何验证，
因此系统不会显示数据包是否被查看或者内容是否被修改。 IPsec 是 OSI 三层协议，提供 IP 地址
级别的加密和相互验证。 IPsec 协议支持对运行 StoreOnce 软件 3.11.0 或更高版本的所有
StoreOnce 型号进行数据子网加密。
动态数据加密使用 IPsec 协议来支持子网级别的数据加密。 它要求用户将备份介质服务器的 IP
地址与已在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配置的子网配对，并创建规则以确保二者根据规则内配
置的密码彼此间进行唯一通信。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的配置是通过单个 StoreOnce CLI
命令 net add encryption 完成的。 它无法配置为向导的一部分。 但这仅是一半配置。 用户
还必须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IPsec 以完成配对中的另一半配置。

图 20 用于动态数据加密的 IPsec 对

许可证要求

如果要使用 IPsec 功能，则必须先安装安全包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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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StoreOnce CLI 命令的语法为：
net add encryption <configName> <subnetName> ipAddr <ipAddr> passPhrase <passPhrase>

在下例中，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 config_with_ipsec 的配置副本，其用于向 subnet_2 添加
加密功能。IP 地址是客户端 IP 地址，而密码必须与客户端上已配置的密码相匹配。 该密码区分
大小写。
# net add encryption config_with_ipsec subnet_2 ipaddr 172.18.198.101 passphrase securephrase1

Command Successful

注意： 您仍需要验证和激活配置文件以确保加密在子网上处于活动状态。

现在，子网配置在“Encryption Links”字段中显示客户端 IP 地址。
----------------------
Network: subnet_2
----------------------
IP Addresses: 10.1.1.21,10.1.1.22
Net Mask: 255.255.0.0
Domain Name: rnd.mycompany.net
Gateway: 10.1.1.1
Default Network:
Net Usage: data
VLAN tag: 22
Port Set: Port Set_2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5 eth7,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172.18.198.101
Bonding Mode: 4 (Link Aggregate Control Protocol (LACP) Bonding)

加密与复制

IPsec 会将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完全视为客户端。 要在两个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之
间设置加密链接，请对每个系统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net add encryption（通过提供另
一系统的 IP 地址，但使用相同的密码）。
在以下示例中，复制源位于具有网络配置的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上，称为
4900_source，其中的子网配置为使用 IP 地址 10.1.1.16（称为 subnet_1）。 复制目标位于具
有网络配置的 StoreOnce 6500 Backup System 上，称为 6500_target，带有已配置为使用 IP 地
址 172.18.11 到 172.18.11.26 的数据子网（称为 subnet_2）；我们将对 IP 地址 172.18.20
应用动态数据加密。

按如下所示配置 IPSec：

• 在复制源 Backup System (4900) 上，使用密码配置复制目标的 IP 地址。 例如：
# net add encryption 4900_source_wizard subnet_1 ipaddr 172.18.11.20 passphrase SuperSecure

Command Successful

• 在 4900 Backup System 上验证和激活 4900_source_wizard 网络配置，以使该网络配置
变为 current 网络配置。

• 在复制目标 Backup System (6500) 上，使用相同的密码配置复制源的 IP 地址。 例如：
# net add encryption 6500_target_wizard subnet_2 ipaddr 10.1.1.16 passphrase SuperSecure

Command Successful

• 在 6500 Backup System 上验证和激活 6500_target_wizard 网络配置，以使该网络配置
变为 current 网络配置。

配置备份介质服务器

必须在备份介质服务器和 StoreOnce Backup 设备上均配置 IPsec 对和规则。 有关配置 Linux 介
质服务器的信息，请参阅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Linux 和 UNIX 配置指南》。 Windows
介质服务器的配置是通过 Windows 本地安全策略完成的，如在 Windows 介质服务器上配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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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数据加密 （第 72 页）中所述。 有关支持哪些操作系统的全部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
www.hp.com/ebs。

注意： 密钥生命周期的设置对动态数据加密链接的性能可能有一定影响。 如果生命周期值设置
为较低的值，则备份作业存在性能低甚至失败的风险。 建议将这些值设置为足够高以允许备份作
业运行，同时维持传输数据的安全性。

故障排除

开启动态数据加密后可能会出现性能下降的情况。 性能下降程度取决于备份介质服务器的 CPU
和内存资源以及正在传输的唯一数据量。 如果将在备份介质服务器和 StoreOnce 设备之间设置
动态数据加密链接，建议在备份介质服务器和 StoreOnce 设备之间配置多个 VLAN，并在每个
VLAN 中配置一个动态数据加密链接，以便改进备份介质服务器和 StoreOnce 设备之间的聚合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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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网络配置，如何使用 StoreOnce GUI
本章概述如何使用 StoreOnce GUI 作为 StoreOnce CLI 的替代方案来创建网络配置。

添加自定义配置
下列步骤概括了该过程。

1. 创建配置（或复制现有配置），并根据需要指定 DNS 服务器。
2. 创建第一个端口集，并保存配置。 此时可以确定为端口集设置子网，或在为每个端口集定义
子网之前继续设置所需的所有端口集。

3. 为每个端口集创建所需的子网，并保存配置。

4. 验证配置。

5. 如果验证失败，请更正错误。 如果验证通过，请在系统提示时立即激活。 或者，保存配置
并随后从“自定义网络配置列表”中激活。

提示： 如果配置多个 VLAN，或重新配置复杂网络，则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激活配置。 在此期
间，“当前配置”页面将显示以前的配置，并在新配置激活完成后更新。

步骤 1： 新建配置和定义 DNS 服务器
1. 在“自定义”页面上，单击“新建”按钮。
2. 输入“配置名称”。 该名称必须唯一；不允许使用空格和特殊字符，但下划线除外。 “配置说
明”是可选的。 但是，最好将“配置名称”放入说明字段，因为激活配置后，说明将被复制到
“当前”配置中。

3. 单击“创建”按钮。 此时将打开要编辑的新配置。

注意： 如果存在一个您希望用作模板的现有配置，请从“复制现有”下拉列表中选择该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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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需要为所有 DNS 服务器选择 IPv4 或 IPv6，并以适当格式输入所需地址。 单击“保存”。

表 6 网络配置 IP 协议和 DNS 字段

描述字段名称

这将反映在列表中选择的配置的名称。配置名称

对于“当前”和“出厂默认”配置，此复选框将始终灰显，因
为不能对这些配置进行编辑。 自定义配置可进行编辑，且
复选框将处于活动状态以指示这些配置的保护状态。

受保护

DNS 服务器详细信息： 这些设置将应用于所有其他设置。

所选的单选按钮将定义 DNS 服务器的 Internet 协议。协议： IPv4 或 IPv6

最多可以定义三个 IPv4 和/或 IPv6 DNS 地址。 地址详细
信息的格式适用于所选的协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网络配置组件” （第 27 页）中的“DNS 服务器”。

DNS 地址 1/2/3

步骤 2： 创建端口集
1. 在端口集栏上，单击“添加”以创建第一个端口集。

2. 输入端口集的名称，然后选择要使用的端口。 可用端口取决于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
型号以及是否已指定端口。 仅这些可用端口处于活动状态，以供选择；如果有端口已被使
用，则其他端口将灰显。

单击 Show Port Picture（显示端口图片）链接，可显示标记端口的机型后方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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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网络配置端口集字段

描述字段名称

端口集的名称端口集名称

为供端口集使用而定义的端口及其速度。端口

已定义的任一绑定模式。 绑定模式仅适用于端口集中
有多个端口时。

绑定模式

定义端口集是否启用 VLAN。启用 VLAN 标记

它定义了以太网帧中包含的数据量，其默认值为 1500
字节。 大型帧（通常称为巨型帧）可以提高端口集的

帧大小

性能。 使用该字段可增加或减少数值，且必须是 1280
到 9000 之间的整数。

重要信息： 为了传输帧大小大于 1500 字节的巨型帧
并避免数据包分割或丢失，还必须对网络（客户端和交
换机）中的其他设备进行配置。

3. 如果选择了多个端口，则“绑定模式”选择将处于活动状态。
如果需要，请选中“启用 VLAN 标记”复选框，然后单击“确定”。

注意： 绑定模式 6 不支持 VLAN 标记。

4. 此时您可以选择定义“端口集”的子网，或通过单击端口集部分的“添加”创建其他端口集。 在
本示例中，我们将继续完成“子网”配置。

提示： 最好定期“保存”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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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创建子网
1. 选择端口集，然后单击子网部分的“添加”。

表 8 网络配置的新建子网字段

描述名称

子网的名称名称

选择 IPv4 或 IPv6。协议

适用于所选协议的适当格式的子网 IP 地址。IP 地址

当选中时，此框指示这是包含默认网关的子网。 应为
IPv4 和 IPv6 网络提供默认子网。

默认子网

网络掩码网络掩码（仅限 IPv4）

CIDR 格式的网络前缀前缀（仅限 IPv6）

域名域名

VLAN 标记 ID（2 到 4096）VLAN 标记

2. 提供网络配置子网字段 （第 51 页）中列出的子网详细信息，然后单击“确定”。
• 对于 IPv4 子网，请选择 IPv4 按钮，并提供相关的详细信息。

• 对于 IPv6 子网，请选择 IPv6 按钮，并提供相关的详细信息。

• DHCP 子网可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协议。
3. 重复操作，直到所选端口集的所有子网均已定义。

• 每个物理端口集可配置一个使用 IPv4 协议的子网和一个使用 IPv6 协议的子网。

• 如果端口集已启用 VLAN，则总共可添加 128 个 VLAN 子网。 这些总值将应用于整个
网络配置，而不是每个端口集。

• 如果使用 DHCP，则将需要一个 IPv4 子网和一个 IPv6 子网。
4. 单击“保存”可保存所有配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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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和 5： 验证和激活
1. 单击“验证”验证网络配置。 如果有任何错误，错误消息会将您引导至需更正的配置部分。
进行必要更改、保存更改，并再次单击“验证”。

2. 如果验证成功，您将具有两个选项。 HP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会立即提示您激活新
配置。 或者，可以先将其保存，然后从“网络配置 — 自定义”页面中单独激活。

注意： 如果正在添加存储，则不能激活新配置。

编辑自定义配置
不能编辑 current 或 Factory_Default_Configuration。 但是，可以编辑“自定义”配置
列表中的任何配置。如果在安装时使用 StoreOnce CLI 向导配置了网络，则列表 net_wizard 中至
少会有一个自定义配置。

注意： 在激活已编辑的自定义配置之前，您可能要创建当前配置的副本，并将其另存为一个不
同的名称。 当前配置在被覆盖后不能还原。

1. 选择要编辑的配置，然后单击“编辑”。
2. 根据需要对可编辑字段进行更改，然后单击“保存”。 下面描述了一些示例。

添加已启用 VLAN 的端口集和 VLAN 子网
1. 在“自定义网络配置”列表中选择配置，然后单击“编辑”。
2. 在“端口集”部分中，单击“添加”。
3. 输入端口集的详细信息，所用方法与用于创建新配置的方法完全相同。

• 选择所需的 1 千兆位或 10 千兆位端口。 可用端口处于活动状态，以供选择；已指定
的端口将灰显。

• 如果已选择多个端口，则根据需要选择“绑定模式”。 这应该是 VLAN 的模式 1 或模式
4。

4. 确保选中“启用 VLAN 标记”复选框，然后单击“确定”。
5. 在“子网”部分中，单击“添加”。
6. 输入子网的详细信息（所用方法与用于创建新配置的方法完全相同），并确保添加 VLAN 标
记 ID。单击“确定”。

7. 保存并验证这些更改。 如果需要，您还可以在此时激活配置。

写保护或取消保护配置
在“自定义网络配置”列表中选择配置，然后单击“编辑”。
单击“受保护”复选框可更改其状态，然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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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此过程将切换回未受保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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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安装
本章说明在安装后需执行的常规任务。

• 设置时间、日期和 NTP 服务器（如果没有在 system set config 向导过程中完成此设
置）。 另请参阅设置时间和日期 （第 54 页）。

• 如果需要，应用额外容量、复制、StoreOnce Catalyst 或安全功能的任意许可证。 请参阅配
置许可证 （第 55 页）。

• 为安装的任何容量扩展找到并添加存储设备。 请参阅扩展存储 （第 57 页）。

• 了解如何通过 SFTP 访问 StoreOnce Backup System，请参阅通过 SFTP 访问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第 59 页）。

• 根据需要安装软件和固件更新。 请参阅软件更新过程 （第 60 页）和固件更新过
程 （第 60 页）。

• 配置 Remote Support。 请参阅配置 Remote Support （第 61 页）。

• 如果需要，配置 SNMP。 请参阅配置 SNMP （第 65 页）。

• 执行配置保存。 请参阅保存配置文件 （第 65 页）。

• 如果已安装安全许可证，请保存加密密钥库。 请参阅（第 66 页）。

• 重置 HPresetpassword 帐户的密码，并以脱机方式安全保存新密码。 请参阅管理和重置
HPresetpassword 帐户的密码 （第 66 页）。

对于其他任务（如为使用 VTL、NAS 或 StoreOnce Catalyst 的备份/复制目标进行用户帐户配置、
电子邮箱配置和设备配置），请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

设置时间和日期

注意： 使用 system set config 向导配置网络时，HP 强烈建议您设置时间和日期。 本节
说明如何在未使用向导的情况下进行此配置。

1. 打开 puTTy（或其他 ssh）应用并登录 StoreOnce CLI。
2. 确保了解 UTC 时间然后使用以下命令设置系统时钟：

time set utc <mm/dd/yyyy hh:mm:ss>

提示： 如果定义 NTP 服务器，仍需设置 UTC，因为这样可实现快速与 NTP 同步。

3. 使用以下命令设置时区：

time set timezone

作为命令执行过程的一部分，将要求您选择大洲/大洋以及国家（地区）。
4. 如果已经定义了 NTP 服务器，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输入其 IP 地址或 FQDN：

time add ntpserver <IP address or FQDN>

5. 可按如下示例中所示检查配置：

# time show config
NTP Server(s)
- — — — — — — ntp.mycompany.net

TimeZone : BST
UTC : 09/19/2012 12:37:40
LocalTime : 09/19/2012 13:37:40

注意： 如果手动或通过 NTP 服务器配置时间会导致时间后移，您将收到重新启动系统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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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许可证

StoreOnce 硬件产品的许可要求
有两种类型的许可证：

• 完全许可（无时间限制）

• 即时或演示（使用时间限为 90 天）： 您可以在购买完整许可证以获得以下任何功能前试用
许可功能。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许可要求包括：

• 所有容量扩展必须获得许可。 每个存储扩展套件包含必须加载的许可证。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必须按照正确的顺序安装正确数量的额外存储容量许可证。
44TB 容量扩展套件的许可证类型与 60TB 容量扩展套件不同。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要求按照以下顺序安装许可： 5 x 44TB 容量扩展，1 x 60TB 容量扩展，5 x 44TB 容量扩
展。

• VTL 或 NAS 仿真不需要许可。

• VTL 和 NAS 复制功能要求目标系统拥有许可证。

• StoreOnce Catalyst 设备需使用许可证以进行备份和复制，因此，必须在原始和目标系统上
安装许可证。

• 安全功能（静态数据加密、动态数据加密和安全擦除）需要安全许可证。

应用即时许可证

注意： 即时许可证有时称为演示许可证。

所有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均可使用即时许可证，它是单一的许可证，可启用为期 90 天的
StoreOnce Catalyst 和 StoreOnce 复制两种功能。 这使得客户无需事先购买完整许可证即可试用
StoreOnce 设备中的某些高级功能。 如下一节所述，必须激活许可证。

注意： 此许可证不包含容量扩展或安全包。

要继续使用这些功能，您必须为 StoreOnce Catalyst 和复制功能购买单独的许可证，并且在即时
许可证有效期内应用。 如果您不购买，数据不会丢失，但：

• 复制： 复制目标磁带库将变为只读。

• StoreOnce Catalyst： Catalyst 作业将失败。

应用即时许可证

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如下所示：

• license show 显示当前许可证状态

• license add demo 为所有许可功能应用为期 90 天的许可证。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CLI 参考指南》。

应用完整许可证
需要许可证的功能包括硬件产品的许可证授权证书。 这是您在购买（如复制、StoreOnce Catalyst，
以及静态数据加密、动态数据加密或安全擦除等安全功能）时随附的电子文档，或容量升级工具
包随附的书面文档。 该文档包含获取唯一的“使用许可”(LTU) 密钥所需的全部信息。 通过连接到
证书上指定的 Web 地址并按照说明操作，可从 HP 许可网站获取该密钥。 （无法访问 Internet
的用户可以拨打授权证书中提供的联系电话号码。）

您在请求 LTU 密钥时，需要输入产品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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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用的编号应该是“系统 ID”（可在 GUI 的“设备配置”页面上找到）或“序列号”（可在 GUI 的
“状态”页面上找到）。 HP 许可门户接受 UUID，无论有无“hp”前缀。
1. 根据许可授权证书上的说明进行操作，获取唯一的 LTU 密钥。 通常可从 HP 许可网站 http://

www.myhplicensing.hp.com 获得。 HP 建议将许可证保存到 .DAT 文件。 还可以将该文件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已注册的许可证所有者的电子邮件地址，也可以使用“剪切”和“粘贴”的
方式将其复制到临时文件。

注意： 可通过位于网站页面顶部的的“帮助”链接获取关于使用 HP 许可网站的快速入门指
南。

重要信息： 兑换复制和其他存储的许可证时，HP 许可会要求您提供序列号。 您使用的编
号应该是可在“设备配置”页面上找到的系统 ID。

不要使用可在服务器上或所附的标签上找到的保修序列号。 请始终使用 HP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中显示的序列号。

2. 如果将 LTU 另存为文件，可通过 sftp 将其发送至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
repository 目录中。
• 使用 Linux

sftp Admin@<IP_address>

cd repository

put <LTU>.DAT

exit sftp

• 使用 Windows sftp 客户端
确保将文件协议设置为 SFTP，而非 SCP。
以 Admin 身份登录到 StoreOnce GUI。
将 <LTU>.DAT 复制到 repository。

3. 确认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将 LTU 存储在 repository 中： system show repository.
查找 <LTU>.DAT 文件。

4. 使用以下任一 StoreOnce CLI 命令应用许可证：
• license load <LTU>.DAT 命令可加载已另存为文件映像的许可证。 此文件映像必
须存在于 Backup System 的 repository 目录中。

注意： 如果许可证文件的名称中包含空格，则该命令应该为 license load
“<LTU>.DAT”。 以下是包含空格的许可证文件名称的一个示例： HP StoreOnce
60_23702636.DAT。 用于加载此文件的命令将为：
license load "HP StoreOnce 60_23702636.DAT"

• license add <license key string> 命令可直接输入许可证密钥。 如果使用了
电子邮件或临时文件，请按原样复制和粘贴从 HP 许可网站获取的字符串。 建议不要尝
试在 LTU 中手动输入密钥。

注意： 此密钥专用于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不能转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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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确保已成功应用了许可证，请运行以下 StoreOnce CLI 命令：
license show

扩展存储

重要信息： 这些说明不适用于随预配置的头服务器设备提供的存储。

注意： 所有已获得许可的容量扩展工具包都包括在扩展过程中。 在运行扩展过程之前，确保按
正确顺序应用所有工具包的许可证，请参阅应用许可 （第 55 页）。

第一次进行磁盘扩展之前，有一个池以及与每个磁盘盒相关联的卷。 您可以在下面的 StoreOnce
用户界面上查看此信息：

“硬件 — 存储群集 — 存储群集 1 — 池 (C1_P1)”和“硬件 — 存储群集 — 存储群集 2 — 池 (C4_P1)”
（如果已安装第二个磁盘盒）。

注意： 容量扩展时，可以为每组磁盘创建额外池。 由于每个磁盘盒及其关联 RAID 控制器都有
单独的存储群集，因此首先扩展“存储群集 1”下的池。 这是连接到 PCI 插槽 1 中 RAID 卡的第一
个磁盘盒，并且池标识为“池 (C1_P1)”至“池 (C1_P6)”。 第二个磁盘盒连接到 PCI 插槽 4 中的
RAID 卡，并且池标识为“池 (C4_P1)”至“池 (C4_P6)”，这些池列在“存储群集 2”下。相应“存储群
集”和“池”的状态均将显示为“降级”，直至奇偶校验初始化完成。

1. 打开 ssh 应用程序，并使用 Administrator 帐户登录 StoreOnce 管理控制台的 IP 地址。
2. 扫描是否有新连接的存储装置，并使用以下 StoreOnce CLI 命令创建 RAID 卷逻辑单位 (LUN)：

system show status

hardware show storage status

hardware discover storage

注意： 以下输出仅为示例；所显示的值可能与您设备的具体值不一致。

# system show status

Storage Set Status
—----—----–—--- ----––
Set 1 Formatted 34,876.99GB

Service Sets Status Notes
------------ ------ -----
Set 1 Running
#
#
# hardware show storage status
Storage Set Status
—----—----–—--- ----––
Set 1 Formatted 34,876.99G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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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rdware discover storage

This command takes several minutes to complete execution.

storage discovery successfully completed
#
#
# hardware show storage status
Storage Set Status
—----—----–—--- ----––
Set 1 Formatted 34,876.99GB, Discovered 10,466.40GB to be added

#

3. 创建 LUN 之后，将开始奇偶校验初始化。 完成此过程最多需要 10 小时。 登录 StoreOnce
用户界面检查此过程的状态。 检查每个存储群集的“池”和“卷”信息。 每个存储群集最多可
有 6 个池。 展开“硬件”树，查找适用于此次容量扩展的池。
要检查奇偶校验初始化的进度，请展开每个降级的池来检查卷的状态。 以下示例显示查看与
Pool C1_P2 中的卷相关的信息的“硬件”树。

4. LUN 创建过程完成后，运行以下 StoreOnce CLI 命令以使用文件系统段将存储 LUN 格式化：
hardware add storage

注意： 只要已经创建了 LUN ，即可运行此命令，但为获得最佳性能，建议在奇偶校验初
始化完成之后运行此命令。

5. 该命令将扩展文件系统以使用存储装置。 完成此过程最多可能需要 4 小时。
6. 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监视扩展过程。

注意： 以下输出仅为示例；所显示的值可能与您设备的具体值不一致。

# hardware show status

Name Dev—id Status
—----—----–—–-–—––-- ----–----—----–—–-–—––------—----–— –—––--–
HPCZ230805V9 31343337–3338–5A43–3233–323330314D38 OK
p1228 Storage System 041f40d4–0000–1000–b00c-533455303039 DEGRADED

#
# hardware show storage status
Storage Set Status
—----—----–—--- ----––
Set 1 Formatted 34,876.99GB, Discovered 37,134.57GB to be added

#
#hardware add storage

This command takes several hours to complete execution

storage addition successfully 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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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rdware show storage status
Storage Set Status
—----—----–—--- ----––
Set 1 Formatted 34,876.99GB, Adding 37,134.57GB...

#
# system show status

Storage Set Status
—----—----–—--- ----––
Set Formatted 34,876.99GB, Adding 37,134.57GB...

Service Sets Status Notes
------------ ------ -----
Set 1 Running

#

7. 如果存储装置可用，直到完成奇偶校验初始化，性能才会恢复正常。

通过 SFTP 访问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很多情况下，您可能需要通过 SFTP 访问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 要将软件更新包传输到 StoreOnce 文件夹结构的正确位置。

• 要访问 StoreOnce 文件夹结构中生成和存储的文件，例如 /tickets 文件夹中的支持备忘
录、/repository 文件夹中的软件升级以及 /config 文件夹中的已保存的配置。

图 21 StoreOnce 文件夹结构

访问 StoreOnce 文件夹
使用 SFTP 客户端访问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注意： Internet 上有很多可用的 SFTP 客户端。 例如，FileZilla 就是一款免费的开源 SFTP 客户
端，适用于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可以从 https://filezilla-project.org 下载。

• 使用 Linux
sftp Admin@<IP_address>

cd <folder_name>

使用适当的命令。下列小节中包含一些相关示例，其中将使用 SFTP 执行特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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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 sftp

• 使用 Windows SFTP 客户端
确保将文件协议设置为 SFTP，而非 SCP 或 FTP。
以 Admin 身份登录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使用适当的命令执行所需任务。

软件更新过程

重要信息： 请始终参考有关安装软件更新的最新信息的发行说明。

从软件库 https://h20392.www2.hp.com/portal/swdepot/index.do 下载升级程序包。 升级的名
称将使用 <part_number>.rpm 格式。
您需要使用 HP 通行证帐户下载 RPM 文件，可在首次访问下载网站时创建该帐户。
软件更新只能使用 Admin 用户帐户通过 StoreOnce CLI 执行。
软件更新以单个 RPM 映像的形式交付给客户，此映像可能包含多个 RPM。 以下所有内容都同样
使用 RPM 安装包方式进行更新： 包括软件、第三方组件以及硬件组件的固件。
软件更新并非在线过程。 服务将关闭以执行更新，因此整个设备将在一定时间段内处于脱机状态
（请参见发行说明，获取详细信息）。

HP 建议在软件更新后立即执行固件检查和更新，如发行说明中所述。

升级 BIOS 或硬件固件组件
请勿单独使用从 HP 支持网站下载的内容升级 BIOS 或硬件固件组件，因为当前支持的固件组件
更新件已嵌入到 StoreOnce 软件中。 使用 StoreOnce GUI 或者 StoreOnce CLI 执行 BIOS 和硬
件固件组件检查和更新。

使用 StoreOnce GUI 进行固件维护
1. 选择“固件”页面可查看硬件组件的固件版本，并根据需要更新固件版本。
此页面中包含以下选项卡：

• 服务器： 包含服务器的硬件组件。

• 存储： 包含所有存储元件的硬件组件。
2. 单击“扫描”对与选定节点关联的所有组件上目前安装的固件版本执行检查。
这将填充各个固件选项卡。 此操作可能需要运行几分钟。

注意： 如果固件更新已在进行中，则扫描会失败。

3. 查找具有“升级”或“降级”建议操作的组件。 运行“扫描”或“扫描全部”后，将自动选择组件进
行升级或降级。

注意： 启动固件更新后，备份设备将处于脱机状态。 执行此步骤之前，请检查是否不存在
任何挂起的未完成备份作业。

• 如果只存在一或两个，请单击相应的复选框以选中它们，然后单击“更新已选项”。

• 如果有很多，请单击“全部更新”。 这将尝试更新处于建议更新的状态中的所有组件；但
不会尝试更新不需要更新的组件。

“状态”字段将显示正在更新的组件及已完成更新的组件。
4. 完成所有更新后，可能需要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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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toreOnce CLI 进行固件维护
• 使用 hardware show firmware <node|storage> 检查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
当前运行的版本。 检查“操作”列。 在某些情况下，更换硬件可能需要将固件降级，以使其
与正在维护的系统上安装的 StoreOnce 软件所支持的固件版本保持一致。 在以下命令中使
用 force 参数执行此操作。

• 使用 hardware update firmware <node|storage> [force] 执行最新版 StoreOnce
软件下载包内的任何更新；该命令有两个参数，节点或存储。 将跨所有服务器组件或跨所有
存储组件应用此命令。

• 完成所有更新后，可能需要重新启动。

配置 Remote Support
重要信息： 保修序列号是捆绑产品的序列号。 此序列号与单个组件上显示的序列号并非始终相
同。 供应的产品附带有包含产品编号和序列号的标签，用于保修，与 HP 联系以寻求支持时应使
用这些保修序列号。 HP Remote Support 页面提供了一种简易的记录方法，即在 StoreOnce GUI
内记录保修授权信息。

配置 Remote Support 之前

重要信息： 使用此功能要求客户提供到 Internet 的代理服务器路径，以便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返回去与 HP 支持人员通信。

1. Remote Support 与其他 HP 支持工具（如 IRS）不兼容。 确定适用于您环境的支持选项。
• 如果您已使用 IRS 并希望使用 Remote Support，则可以禁用 Backup 系统上的 SNMP
（如果无需将其用于其他非 HP 工具）或禁用 IRS 服务器上的 StoreOnce 远程支持。 有
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IRS 文档或咨询 HP 支持人员。

• 如果您现在只使用非 HP 工具监视 SNMP 消息，则无需在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
禁用 SNMP。 与 StoreOnce Remote Support 无冲突

2. 警报通过端口 443 传输。如果数据中心环境不允许 Internet 访问，则不能使用 Remote
Support。

3. 将从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接收警报的 HP Remote Support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由 StoreOnce
GUI 提供。 您需要输入代理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将用于在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和 HP Remote Support 服务器之间提供 Internet 访问。

4. 确定 HP 支持人员应使用哪些客户技术联系详细信息。
5. 请确保您有权访问系统中要配置的服务器节点的保修序列号和产品编号（可在产品标签上找
到），以及授权详细信息。

可以为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或硬件组件购买 SAID 或 CarePackID 延长担保。

注意： 对产品的保修序列号和单个组件的序列号进行区分是非常重要的。 HP Remote
Support 需要保修序列号。请参阅下一节，获取更详细的说明。

在 HP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上设置 Remote Support 的常规步骤
Remote Support 是一项标准功能，可由所有用户启用和使用。
如果您未配置 Remote Support，则每次登录到 HP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时都将收到执行
此操作的提示。 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您应该转到 HP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上的 Remote
Support 页面，对其进行配置，或根据需要选择“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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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节中的示例是一般性的，不适用于特定产品，只是为了说明整个过程。

有关使用特定的 GUI 页面配置 Remote Support 的信息，请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中的相应部分。 下列各节也包含示例屏幕截图。

1. 请转到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的 Remote Support 页面。
2. 单击“修改”。 选择“被动： 自动向 HP 发送日志文件”，并提供代理服务器的详细信息，以为

Remote Support 启用 Internet 访问。 如果网络环境需要，请选中“启用身份验证”框，并提供
身份验证名称和密码详细信息。 单击“确定”。

注意： “企业服务器”（该服务器将接收事件消息）的详细信息由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提供，并且无法编辑。

3. 选择“客户信息”。 单击“修改”，并为客户站点输入技术联系详细信息。 HP 支持部门将使用
此信息提供反馈和解决任意问题的说明。 标有星号的所有字段均需填写信息。

4. 选择 Entitlement（授权）。 检查 Warranty Serial Number（保修序列号）和 Warranty Product
Number（保修产品编号）字段是否已填充。

5. 在必要时，系统将从 BIOS 中提取保修序列信息。 如果这些字段已填充，则无需任何进一步
操作。 不能修改 BIOS 中存在的保修序列号信息。 转到步骤 7。
但是，如果系统无法从 BIOS 中提取保修信息，请单击“修改”，并提供保修详细信息。
请转至 StoreOnce Backup System，然后查找相应的保修标签。 请务必谨慎区分组件序列号
和保修序列号。 查找保修信息 （第 63 页）中提供了如何在特定产品上找到这些编号的说
明。

以下是服务器组件上的标签示例。 请注意，产品编号是 9 位数字格式。 这不是 StoreOnce
产品编号。

图 22 组件序列号示例（不会使用）

保修序列标记位于一个单独的标签上，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布局。 关键是产品编号应为 6 位
字符的格式，与下面各节中所述的 StoreOnce 产品名称之一相匹配。
以下示例取自 HP StoreOnce 4700 和 4900 Backup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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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StoreOnce 保修标签示例（将使用）

HP StoreOnce 4700

HP StoreOnce 4900

6. 请返回到 HP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单击“修改”，并将此保修序列号输入到 Warranty
serial number（保修序列号）下的 Entitlement（授权）页面中。 此外，也将产品编号输入到
Warranty serial number（保修序列号）中。

7. 选择“状态”确认已配置所有项。 屏幕上的任一字段都不应该有 X。

注意： 缺少序列号将导致测试事件发送受阻。

8. 单击 Remote Support 页面上的“发送测试事件”。
9. 呼叫 HP 支持人员，要求验证是否接收到远程支持事件。

HP 支持人员将查看数据库门户，验证是否接收到该事件，还将验证担保/序列号/部件号是
否有效以及是否在担保范围内（或是否享有有效的金牌服务）。

此时便完成了 Remote Support 验证。

查找保修信息
使用 StoreOnce 软件 3.13.0 版和更高版本时，HP Remote Support 的保修信息与基本产品相关，
与附加存储无关。 在很多情况下，系统 BIOS 中都嵌入了保修详细信息，用户无需提供该信息。
下表介绍了在系统无法自动提取这些详细信息时将在何处查找这些信息。

表 10 查找保修信息

备注保修序列号保修产品编号产品说明

其他存储 BB908A（最多五
个 11 磁盘组）和 BB904A

可通过查看以下位置的标签
找到相关信息：
服务器的前面右侧和背面

BB903AHP StoreOnce 4900 包括一
个服务器和存储机箱

（第二个磁盘盒）可能会被

或者在第一个存储机箱的背
面左侧和背面

添加到此产品，但目前还没
有用于记录其他存储的保修
信息的设备。

保修详细信息 - HP 4900
HP StoreOnce 4900 基本型号 (BB903A) 包括带有一个磁盘盒（含 13 个磁盘）的服务器。 如果
可能，Warranty serial number（保修序列号）所需的保修详细信息会从 BIOS 上读取，以便自动
填充 Entitlement（授权）页面。 可以进行两种类型的容量扩展，即 BB908A（最多五个 11 磁盘
组）和 BB904A（第二个磁盘盒），但这些不会记录在 Remote Support 页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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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的捆绑保修序列号

GUI 上的产品名称描述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头服务器 (BB903A)1

在 GUI 上不显示（低于 3.13.x 版本时为
D6000）

第一个磁盘盒 (BB903A)2

在 GUI 上不显示（低于 3.13.x 版本时为
D6000）

额外的磁盘盒 (BB904A)3

项目 1 和 2 具有相同的保修序列号；额外磁盘盒具有不同的保修序列号，但不会记录在 StoreOnce GUI 上。 请注
意，11 磁盘容量扩展套件 (BB908A) 没有自己的保修序列号；不能在 StoreOnce GUI 上记录这些扩展套件的详细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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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NMP
注意： StoreOnce 软件 3.13.x 和更高版本支持用户从 StoreOnce GUI 中配置 SNMP。 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

此功能使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可以在 SNMP 网络中充当网络元素，以便它可以通过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与网络管理站有效通信。 如下所述，您也可以使用 StoreOnce CLI
启用此功能，并配置各种设置。

SNMP 的 StoreOnce 实施已针对 HP System Insight Manager (HP-SIM) 进行了测试，与之兼容。
它支持 SNMPv1 和 SNMPv3（可提供身份验证）。
1. 打开 puTTy（或其他 ssh）应用程序，并以 Admin 用户身份登录 StoreOnce CLI。
2. 输入以下命令来启用 SNMP。

snmp enable

3. 下面的例子是捕获广播至公共社区的警报的基本示例。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 StoreOnce
CLI 参考指南》。
snmp add trapsink mysimserver.mycompany.local trap-community public
events alert

网络管理系统和 MIB
MIB（管理信息库），用于表示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处理的信息，称为 SEMI-MIB.mib
和 TRAP-DESTINATIONS-MIB.mib。 必须下载这些内容，并使用网络管理应用程序将其注册在主
机上，以便来自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信息可以传送到网络管理主机并由其解释。
要下载 MIB，请转至 HP 支持网站 http://www.hp.com/support，并搜索您的 StoreOnce Backup
产品。 为操作系统选择 Software and driver downloads（软件和驱动程序下载）选项和 OS
Independent（独立于操作系统）。 MIB 包含在 OS Independent Downloads（独立于操作系统下
载）下。

在设置网络管理应用程序以用于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中时，通常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1. 在网络管理应用程序支持的 MIB 库中注册 SEMI-MIB.mib 和 TRAP-DESTINATION-MIB。
2. 将现有的系统类型数据库更新为用于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新系统类型，此新类
型以唯一系统对象标识符为基础。

3. 在网络管理应用程序下找到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注意： 有关实现这三个阶段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B 发行说明和网络管理应用程序随附的文
档。

保存配置

注意： 强烈建议您在每次更改配置后保存配置。

1. 打开 puTTy（或其他 ssh）应用程序，并以 Admin 用户身份登录 StoreOnce CLI。 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保存配置：
config save devices

2. 使用 sftp 协议和应用程序（如 filezilla）将以下文件从 /config 复制到本地计算机。
• devconfig_<cluster ID and serial number><date and time>.zip

• devconfig_<cluster ID and serial number><date and time>.txt

还原配置
配置由两部分组成：

1. 一组文本文件格式的说明 (devconfig<timestamp>.txt)，用于让用户手动还原无法自动
还原的部分网络和设备管理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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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包含 StoreOnce 设备配置设置的 zip 文件 (devconfig<timestamp>.zip)，它可自
动还原为 StoreOnce VTL、NAS、Catalyst、复制和内务处理功能创建的配置设置。

重要信息： 如果需要还原文本文件中的设置，则在进行手动还原后方可执行自动还原。

有关保存和还原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

保存加密密钥库
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加密使用加密密钥。 加密密钥会写入到密钥库中，应在站外位置安全地备份
和保存密钥库，以防原始密钥库损坏。 但是，请确保仅保留最新版本的密钥库。
用于备份密钥库的 StoreOnce CLI 命令 config save keystore 也会加密密钥库，从而确保
在您需要恢复密钥库时，只能通过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解密密钥库。

注意： 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加密是可以使用安全许可证（必须通过正常途径购买和应用）进行
应用的三大安全功能中的两种。

管理和重置 HPresetpassword 帐户的密码
如果丢失了管理员凭据，可以通过隐藏用户帐户“HPresetpassword”来重置管理员密码。 此帐户
受密码保护，只能从 StoreOnce 控制台和 StoreOnce CLI 访问。 HP 建议您在安装后更改
HPresetpassword 密码，并将其存储在脱机密码安全工具中。
无法通过远程 ssh 会话访问该帐户。

重要信息： 强烈建议在安装后立即更改 HPresetpassword 帐户的密码。 新密码应当强度高且好
记。

更改 HPresetpassword 帐户的密码
1. 通过本地连接的 USB 键盘和监视器，或通过 iLO 远程控制台访问本地系统控制台。
2. 在登录提示符处键入：

HPresetpassword

3. 在提示您输入密码时输入：

hpresetpassword

4. 登录后将显示可用的命令列表。

reset: Reset the 'Admin' password to 'admin'
manage: Change the 'HPresetpassword' user's password
help: List available commands
exit: Log out

5. 运行命令 manage 更改 HPresetpassword 用户的密码。 在提示符处提供：
• (current) UNIX password： 安装时的默认密码为 hpresetpassword

• New UNIX password： 新密码应当强度高且好记；不接受强度很弱的密码，例如词
典名

• Retype new UNIX password：再次输入新密码以确认

6. 键入 exit 注销。
7. 在脱机的密码安全工具中安全存储新密码。

将本地 Admin 用户的密码重置为默认密码
1. 通过本地连接的 USB 键盘和监视器，或通过 iLO 远程控制台访问本地系统控制台。
2. 在登录提示符处键入： HPresetpassword
3. 提示输入密码时，输入当前密码。 默认密码为 hpresetpassword，但是如果按照最佳实践操
作，应当已在安装后更改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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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录后将显示可用的命令列表。

5. 键入 reset。 此操作会立即将 Admin 用户的默认密码重置为 admin。
6. 键入 exit 注销。

管理和重置 HPresetpassword 帐户的密码 67



9光纤通道安装和配置
以太网和光纤通道上支持 VTL 磁带库仿真和 StoreOnce Catalyst。 光纤通道不支持 NAS。
StoreOnce 管理控制台和某些其他 StoreOnce 的功能（如复制）始终要求以太网连接。 在使用
FC 来备份主机时，仍应该连接至以太网端口。

光纤通道连接
如果您的产品支持 FC 连接，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还附带有预安装的正确 FC 卡。 它不
包括 FC 缆线。
1. 连接到相应的 SAN 端口，如本指南中前面的布线说明中所述。
2. 使用 FC 多模式 50/125（首选）或 62.5/125 缆线将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中 FC
卡上的端口连接到光纤通道交换机。

3. 交换机必须拥有一个支持速度为 8Gbs（首选）、4Gbs 或 2Gbs 的多模收发器。
4. 如下所述，使用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以便配置为分别与 VTL 磁带库设备和

StoreOnce Catalyst 一起使用。
5. 使用 StoreOnce Management GUI 找到 WW 端口和节点名称，以用于分区。 VTL 设备的

WW 端口名称位于“VTL 磁带库 - 接口信息”选项卡上。 FC 设备的 WW 名称在“StoreOnce
Catalyst - 光纤通道设置”选项卡上

基于光纤通道的 StoreOnce Catalyst
所有配置都通过“StoreOnce Catalyst - 光纤通道设置”选项卡实现。

“光纤通道设置”选项卡
如果启用了基于光纤通道的 StoreOnce Catalyst，则“光纤通道设置”选项卡可用。 “基于光纤通道
的 StoreOnce Catalyst”与标准 StoreOnce Catalyst（基于以太网）的功能相同。 备份应用程序不
会察觉到差异。 但是，需要进行某些配置以设置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端口与客户端
服务器上端口之间的备份和还原连接。 使用“光纤通道设置”选项卡完成此操作。

注意： 只有当您的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支持光纤通道时，此选项卡才可用。

68 光纤通道安装和配置



初始配置

有关线路说明和分区建议，请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安装和配置指南》。 下列过
程说明了完成配置的步骤。

1. 转到“光纤通道设置”选项卡，在（“设备”）屏幕的底部找到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每
个端口的“全球通用名称”信息。 这是使用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对客户端分区所需要的
信息。

2. 此外还需查看屏幕顶部的“标识符名称”。 这是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 FC 地址，用于
标识备份应用程序中的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它的格式为 CoFC-<device-id>；可
以根据需要提供一个“标识符别名”，以便更加轻松地从备份应用程序中进行识别。

3. 屏幕中心的“目标端口”部分与您可以为基于 FC 的 VTL 目标设备配置的设置相同。 建议使用
默认值，但您可以编辑“速度”和“拓扑”。

注意： 此外，如果要备份到基于光纤通道的 StoreOnce VTL 库目标设备，这些光纤通道设
置将应用到整个设备且可以在 GUI 的 StoreOnce VTL 部分中进行编辑。 任一页面上定义的
端口速度和拓扑设置将应用于通过光纤通道备份的所有目标设备。

4. 在“设备”部分中找到每个端口的“登录次数”和“每个发起方端口的设备数”。 这些值可以确定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每个 FC 端口上所允许的并发备份数和还原连接数。
• “登录次数”用于定义客户端端口数，这些端口已经过分区，以便连接到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的对应端口。 此值不能编辑。
• “每个发起方端口的设备数”的值确定每次客户端登录时所允许的备份和还原连接数（与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的端口对应）。 如果需要多个并发备份数据流，则应该增
大此值。 请注意，允许的最大值为 64。

注意： 在 Linux 系统上，一个客户端 HBA 端口可以打开多个并发的基于光纤通道的 StoreOnce
Catalyst 与目标 StoreOnce 光纤通道端口的连接，因此设备数为 1 便已足够。在 Windows 和
HP-UX 上，这不可行。 当需要通过多个备份流来向客户端呈现多个 LUN 时，应增加每个发起方
端口的设备数。

用于计算对特定客户端可用的路径数量的方法如下：

已分区的客户端端口数量 * 已分区的 StoreOnce 节点端口数量 * 每个发起方端口的设备数

表 11 每个发起方端口的设备数与 Windows 和 HP-UX 的连接数之间关系的示例

并发备份和还原会话数每个发起方端口的设备数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客户端

414 个端口分区了 1 个端口

814 个端口分区了 2 个端口

6484 个端口分区了 2 个端口

1642 个端口分区了 2 个端口

带 VTL 的光纤通道
有三个 StoreOnce GUI 屏幕与带 VTL 的 FC 相关。

• 如果需要，管理员可以在“VTL - 光纤通道设置”选项卡中配置端口速度或拓扑。 推荐使用默
认设置。

注意： 此外，如果要备份到基于光纤通道的 StoreOnce Catalyst 目标设备，这些光纤通道
设置将应用到整个设备且可以在 GUI 的 StoreOnce Catalyst 部分中进行编辑。 任一页面上
定义的端口速度和拓扑设置将应用于通过光纤通道备份的所有目标设备。 因此，此处的任何
更改将同样应用于光纤通道上的 StoreOnce Catalyst 目标设备，反之亦然。

• 当用户使用“VTL - 库 - 创建”功能创建磁带库时，可指定将使用的 FC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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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在“VTL - 磁带库 - 接口信息”选项卡上找到端口的全球通用名称。

创建 FC VTL 磁带库
1. 如果使用 StoreOnce GUI 或 CLI 创建磁带库或 Catalyst 存储区设备，请选择其中一个 FC 端
口。 下例显示带两个 FC 卡的型号的 StoreOnce GUI 中的“端口”下拉列表。 有关其他字段
的信息，请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或联机帮助。

注意： 创建 FC 磁带库时，您可以选择单独端口、FC 端口 1 和 2 或 FC 端口 3 和 4，或
所有四个 FC 端口。 请注意，端口 1 和端口 3 位于第一个 FC 卡；而端口 2 和端口 4 位于
第二个 FC 卡，因此当连接到 FC SAN 时，请务必确保系统已经正确布线。 如果您选择组合
端口选项之一，必须连接两个 FC 卡。

2. 如果需要，配置 FC 光纤/交换机上的分区。 每个磁带库的 WW 名称都可在“接口信息”选
项卡中找到。

3. 现在，磁带库设备将对主机可见。 可能需要执行系统重新扫描。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磁带机端口分配
磁带机只能出现在一个端口上，因此，当您选择一组端口时，磁带库机械手将显示在选择的所有
端口上，但磁带机将自动平均分布于端口上，以确保获得最佳性能和故障转移。 创建磁带库之
后，可以使用所选磁带库“接口信息”选项卡上的编辑功能来更改磁带机分配。 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
如果您选择将 VTL 提交到 FC 端口 1 和 2 或 FC 端口 3 和 4，会发生以下情况。 此示例选择了
端口 1 和 2。

• 此 robot 提交到端口 1 和 2。

• 配置的驱动器的 50％ 都提交到端口 1，其余的 50％ 提交至端口 2（需要的话，可使用所
选库“接口信息”选项卡上的编辑功能加以更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

• 如果在发生结构故障时使用此配置，则 robot 和 50% 的磁带机可用于备份。

• 该功能的缺陷是，只有单个 8Gb FC 链接可用于备份到该磁带库。

注意： 如果您选择将磁带库放在所有四个 FC 端口上，它会将所有磁带机置于端口 1 上。

分区
只有在使用交换式结构拓扑时才需要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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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SAN 上的多宿主磁带设备非常复杂，因此，最好使用分区工具来简化备份/恢复环境，并减
小变更或问题 SAN 所造成的影响。
使用分区功能，服务器、磁盘阵列和磁带库可以仅看到要查看和使用的主机和目标设备。 分区功
能的优势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限制在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进行不必要的发现操作。

• 通过轮询代理减少对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及其库设备的压力。

• 减少在备份/恢复环境中用于调试和解决异常情况的时间。

• 降低与未经测试的第三方产品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小型或简单的配置可能不需要分区。 通常，SAN 越大，就越需要进行分区。 HP 建议您阅读以
下内容，从而确定如何进行分区以及何时应进行分区。

• 小型结构（少于或等于 16 个端口）— 不需要进行分区。

• 中小型结构（16 - 128 个端口）— 以主机为中心进行分区。 以主机为中心进行分区是指为
每个服务器或主机创建一个具体的分区，并仅添加该主机要使用的存储元素。 以主机为中心
进行分区可防止服务器检测 SAN 上的所有其他设备或添加其他服务器，并且还可简化设备
发现过程。

• 支持同一对 HBA 上的磁盘和磁带与阵列多路径软件共存（在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不存在指向磁带或库设备的多个路径，但是多路径软件和磁带设备可以共存）。

• 大型结构（等于或大于 128 个端口）— 以主机为中心进行分区，并拆分磁盘和磁带目标设
备。 将磁盘和磁带目标设备拆分到不同区域防止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发现不必要
的磁盘控制器。 在实际使用中为获得最佳性能，将 HBA 用于磁盘和磁带。

注意： 支持重叠区域。

注意： HP Brocade SAN 交换机本身就支持 NPIV，而 Cisco SAN 交换机则要求将其转向使用
的各个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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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配置备份服务器以与 HP StoreOnce 协同工作
本章介绍如何在 Windows 备份服务器上配置磁带驱动程序和 iSCSI。 如果您在 Linux 或 UNIX
环境下工作，请参阅单独提供的《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Linux 和 UNIX 配置指南》。
本章内容：

• 配置介质服务器以使用 StoreOnce Catalyst （第 72 页）

• 在 Windows 介质服务器上配置动态数据加密 （第 72 页）

• 驱动程序安装（仅限 VTL） （第 81 页）

• iSCSI Initiator（仅限 VTL） （第 82 页）

配置介质服务器以使用 StoreOnce Catalyst
使用 HP Data Protector，可将 StoreOnce 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引擎嵌入到 HP Data Protector Media
Agent 中。 不需要任何其他插件。
在 Symantec 产品中，HP 开发了适用于 NetBackup 和 Backup Exec 的 OpenStorage (OST) 插
件，用于创建 Symantec 产品和 StoreOnce Catalyst 存储区之间的接口。 此软件可免费获得，但
必须安装在用于备份至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所有介质服务器上。
软件及相应文档可从以下位置下载： https://h20392.www2.hp.com/portal/swdepot/index.do。
搜索 StoreOnce。
搜索结果包含所有产品的 StoreOnce 系统软件、VSA 评估文件、所有硬件平台的快速还原映像
以及指向 StoreOnce 免费软件的链接。 要访问 SEM、OST 插件和 RMAN 插件，请单击“StoreOnce
免费软件”。按照下载件中包含的说明安装插件。

在 Windows 介质服务器上配置动态数据加密
注意： 动态数据加密支持备份至 StoreOnce Catalyst 目标设备，以及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之间的 Catalyst 拷贝。 不支持备份至 NAS 或 VTL 目标设备，但是支持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之间的复制。

下列步骤介绍如何配置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和 2012，以使用 StoreOnce 动态数据加密。
有关在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配置加密的说明，请参阅向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添加
加密功能 （第 46 页）。 有关在 Linux 上配置加密的说明，请参阅《HP StoreOnce Linux 和 UNIX
配置指南》。

注意： 密钥生命周期的设置对动态数据加密链接的性能可能有一定影响。 如果生命周期值设置
为较低的值，则备份作业存在性能低甚至失败的风险。 建议将这些值设置为足够高以允许备份作
业运行，同时维持传输数据的安全性。 480 分钟的 Windows 默认设置是合理的。

1. 打开“高级安全 Windows 防火墙”。
转到“控制面板 > 系统和安全 > 管理工具 > 高级安全 Windows 防火墙”。

注意：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转至“服务器管理器 -> 配置 -> 高级安全 Windows
防火墙”。

72 配置备份服务器以与 HP StoreOnce 协同工作

https://h20392.www2.hp.com/portal/swdepot/index.do


2. 在左侧导航树中，右键单击“高级安全 Windows 防火墙”，然后选择“属性”。

3. 要确保为正在运行网络接口的配置文件打开防火墙，请转到“IPSec 设置”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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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IPsec 默认设置”下，单击“自定义”。
5. 在“密钥交换(主模式)”下，选择“高级”，然后单击“自定义”。

6. 在“密钥生存期”下，将“分钟”设置为 480。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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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数据保护(快速模式)”下，选择“高级”。

8. 单击“自定义”。 在“数据完整性算法”和“数据完整性和加密算法”下，选择一种协议，然后单
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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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密钥生存期”下，将 KB 的值设置为 100,000,000 并单击“确定”。

10. 单击“确定”三次以关闭“属性”框，然后返回到“高级安全 Windows 防火墙”主窗口。
11. 在左侧导航树中首次单击，然后右键单击“连接安全工具”。
12. 选择“新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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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为“规则类型”选择“服务器到服务器”。

14. 单击“下一步”移至“终结点”。
15. 在“终结点 1 中的计算机”下，选择“这些 IP 地址”，然后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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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本地计算机（即 Windows 服务器）上输入接口的 IP 地址。 如果您有一个 IP 范围，则也
可以输入此范围。

17. 在“终结点 2 中的计算机”下，选择“这些 IP 地址”，然后单击“添加”。
18. 输入远程计算机（即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的 IP 地址。 可以在此处配置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的多个 IP 地址，以连接到为介质服务器指定的 IP 地址。 单击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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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选择“入站和出站连接要求身份验证”。

20. 单击“下一步”移至“身份验证方法”步骤。
21. 选择“高级”，然后单击“自定义”。

22. 在“自定义高级身份验证方法”窗口中，在左侧的“第一身份验证方法”下，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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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选择“预共享密钥”。
24. 输入您在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net add encryption 配置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时提供的相同密钥（请参阅添加动态数据加密 （第 45 页））。 单击“确定”。

25. 单击“确定”，然后单击“下一步”。
26. 选择此连接规则适用的网络类型，然后单击“下一步”。
27. 提供连接名称，并单击“完成”。
28. 要查看创建的连接规则的状态，请展开“监视 > 安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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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程序安装（可选，仅限 VTL）
如果要在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创建虚拟磁带设备，则需要两个驱动程序，即 HP LTO
磁带驱动程序和介质变换器驱动程序。

注意： 某些备份应用程序要求您针对磁带设备和介质变换器使用其各自的驱动程序。 对于许多
应用程序，这些驱动程序会在软件安装过程中自动安装。 如果备份软件已经安装，则可能需要在
安装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后手动更新驱动程序。

HP LTO 磁带驱动程序
只有在安装了 HP LTO 磁带机驱动程序后，您的系统才能识别由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创
建的 Ultrium 磁带设备。
可从与驱动程序更新有关的 HP 网站 http://www.hp.com/support 安装磁带驱动程序。 搜索产品
名称，然后选择“驱动程序和下载”。
磁带机可配置为 LTO-2、LTO-3、LTO-4、LTO-5 或 LTO-6 设备。 这是磁带机的默认行为，在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不需要也无法对它进行修改。 请勿混淆仿真类型与盒式磁带的容
量，这一点非常重要。 仿真类型与盒式磁带的容量无关。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允许您
选择盒式磁带机的大小（最大 3.2 TB）。

介质变换器驱动程序
无需其他介质变换器驱动程序，因为 Microsoft Windows 提供了一个适当的通用驱动程序，且所
有备份应用程序均提供自己的变换器驱动程序。

设备管理器
安装后，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不会在“我的电脑”下显示为设备，且不会映射到驱动器
号。 主机需要备份应用程序备份和还原数据。 但是，如果已安装驱动程序，则备份系统在“设备
管理器”中可以被视为磁带机 (1) 和介质变换器 (2)。

注意： 对于光纤通道 Backup System，将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一个新的“未知”设备。 仅需要
此设备来验证光纤通道目标在 SAN 中作为 LUN 0 存在。 此设备不提供任何功能，且无需驱动
程序。 请注意，如果配置了 CoFC，则将使用基于光纤通道的 Catalyst 发起方设备替换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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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I Initiator（可选，仅限 VTL）
如果只在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配置 FC 库设备、Catalyst 存储或 NAS 共享，则此部
分内容不适用。

注意： FC 产品可被配置为同时具有 FC 和 iSCSI 虚拟磁带设备。 如果要将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配置为具有 iSCSI 虚拟磁带设备（对于通过 LAN 端口连接的主机），则此部分相
关。 然而，如果要将其配置为仅包含 FC 设备（通过 FC 端口连接），则不需要此部分；必须使
用 StoreOnce GUI 或 CLI 来创建 FC 库设备，请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

iSCSI 是一种通过以太网发送 SCSI 命令的协议。 它定义了将 SCSI 数据包转换为以太网数据包和
连接到所需设备的方式。 iSCSI initiator 可以是硬件，也可以是软件，能够在每个主机上运行。
如果主机上没有 iSCSI Initiator，主机将无法连接到在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配置的库，
从而无法执行备份。

对于 Linux 和 UNIX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中已内嵌 iSCSI Initiator。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Linux 和 UNIX 配置指南》。 请确保在配置系统前您已下载了最新的
操作系统修补程序。

对于 Windows 系统，需要 Microsoft iSCSI Initiator 才能连接到在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创建的任何虚拟磁带库。 iSCSI Initiator 随 Microsoft Windows 的更高版本提供，但不随
Windows 2003 或其早期版本提供。 目前不允许 HP 在光盘上包含 iSCSI Initiator。 因此，如果
需要，必须从 Microsoft 网站获取。

注意： 对于某些版本的 Windows，默认情况下不会启动 ISCSI Initiator 服务。 此组件必须由用
户手动配置为在操作系统启动时运行。 可以通过“控制面板”来完成此操作。

手动安装 iSCSI Initiator
1. 在支持外部 Internet 连接的计算机上，转到 Microsoft 网站，然后搜索 iSCSI Initiator。
2. 选择将会转至“下载”页面的搜索结果，然后选择适用于您的主机的下载文件。
3. 下载 iSCSI Initiator，然后将其安装在主机上，安装时接受所有默认设置。

iSCSI Initiator 和身份验证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不需要身份验证，但对于一些 IT 策略为要求使用身份验证的公司
而言，是支持进行身份验证的。 如果是这样，您将需要配置 iSCSI Initiator 中必需的字段，还要
确保在 StoreOnce GUI 中提供相应的信息。 这允许 Initiator 登录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中的目标设备，以及使目标设备登录 Initiator。
StoreOnce 产品中支持的身份验证方法是 CHAP。 它依赖于仅对目标和 Initiator 已知的“密码”。
CHAP 密码的长度介于 12 至 16 个字符之间，在 Web 管理界面和 iSCSI Initiator 中输入时，其
格式必须完全相同。 如果在 iSCSI Initiator 屏幕和 Web 管理界面中输入的“密码”和“用户名”信
息不相同，则会发出“身份验证失败”消息。 可在标准 iSCSI 协议文档中获得有关身份验证和 CHAP
的更详细的信息。

如果要启用身份验证，建议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StoreOnce GUI 或 CLI 上创建设备。
2. 在 iSCSI Initiator 中设置目标。
3. 使用在“目标”选项卡中配置的 CHAP 用户名和密码连接到设备。

Microsoft iSCSI Initiator
Microsoft iSCSI Initiator 包含许多选项卡。 本部分描述了将主机连接到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的设备必须提供的信息。 本部分并未提供有关所有选项卡的全面描述。有关详细信息，
请从 Microsoft 网站下载“用户指南”。

注意： 下面的屏幕截图可能不适用于您的操作系统。 它们截取自运行于 Windows 7 操作系统
上的 iSCSI Init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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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您首次运行 iSCSI Initiator 时，“目标”选项卡是默认选项卡。 此时尚未发现目标。

2. 选择“发现”选项卡。 此时没有任何目标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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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发现门户...”。您必须输入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域名（例
如，mystoreonce.mydomain.com），以便将其添加为“发现”选项卡上主机的目标门户。 切
勿更改端口；端口应为 3260。

4. 单击“确定”将目标门户添加至“发现”页。 您可能需要单击“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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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手动运行 iSCSI Initiator 时，“目标”选项卡上新设备的状态为不活动。 必须登录到主机的适
当目标设备上。 请注意，每个磁带库至少有两个设备，因此您必须分别登录到每个设备上。
如果您选择的仿真类型允许更多磁带机，则每个磁带机都有一个目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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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列表中的第一个目标并单击“连接”。 我们建议启用第一个复选框以使连接成为“收藏”目
标，从而不必在以后手动与之连接。

注意： 如果您希望使用 CHAP 身份验证，可在单击“确定”之前单击“高级...”。 有关 CHAP
身份验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单独部分。

7. 重复该操作，直至添加了所有必需的目标。

8. 单击“确定”。 目标现在显示为“已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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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查看“配置”选项卡。 在使用 StoreOnce GUI 或 CLI 创建库设备时，必须提供 iSCSI Initiator
名称，该名称可在该选项卡上找到。 （如果您已启用了双向认证，您也可以使用该选项卡来
设置 CHAP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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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 身份验证
1. 如果您要使用 CHAP 身份验证，可单击“连接至目标”对话框上的“高级”。 （不支持 IPSec 隧
道模式。）

2. 选中启用 CHAP 登录，然后在目标密码框中输入密码。 CHAP 密码可以是介于 12 到 16 个
之间的字母数字字符。 该密码必须和您为 Initiator CHAP 密码输入的内容相同，并且“名称”
用于 StoreOnce 管理界面上的“Initiator 用户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

88 配置备份服务器以与 HP StoreOnce 协同工作



3. 如果要使用相互身份验证，这意味着目标也必须登录到 Initiator，请确保选中执行相互身份
验证框。 双向验证的密码在“配置”选项卡上设置。 当在 StoreOnce 管理控制台中配置设备
时，还必须提供“目标用户名”和“密码”。

“收藏目标”选项卡
“收藏目标”选项卡显示已配置为在重新启动时自动还原的目标。 在初始配置期间，它仅供参考。
但是，如果要阻止主机自动连接到某设备，则必须在此选项卡上选择该设备，然后移除它。 （要
断开设备连接而不重新启动，请返回到“目标”选项卡，选择设备，然后单击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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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了解 LED 指示灯
如果某个 LED 显示有错误，HP 建议检查 StoreOnce 事件日志，以了解详细信息。
StoreOnce GUI 的“硬件”页提供了与硬件错误相关的有用信息。
本章内容：

•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的前视图 （第 92 页）

• 磁盘盒的前视图 （第 93 页）

• 磁盘盒的后视图 （第 94 页）

• 磁带机 LED 指示灯 （第 96 页）

• 1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LED 指示灯 （第 98 页）

•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LED 指示灯 （第 98 页）

• 光纤通道卡 LED 指示灯 （第 98 页）

注意： 所有图表显示的是已取下盖板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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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的前视图
HP StoreOnce 4900 Series Backup System 由头服务器设备（含两个磁盘）和一个已扩展存储的
带 15 个磁盘的磁盘盒组成。 它支持在第一个磁盘盒中增加磁盘（44TB 容量扩展工具包）以及
连接到额外的磁盘盒（60TB 容量扩展工具包）。 将容量扩展工具包添加到基本配置时，必须扩
大存储系统。

图 24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的前视图

熄灭： 无网络连接或没有配置网络1. NIC 状态 LED

稳定的绿色： 网络已连接

闪烁绿色： 网络活动

稳定的绿色： 硬件工作正常2. 系统状态 LED 指示灯

闪烁琥珀色： 性能降级状态

红色闪烁： 严重状态，如电源或风扇出现故障

稳定的绿色： 设备已通电，可以使用3. 电源开/关按钮/LED 指示灯

闪烁绿色： 正在通电

稳定的琥珀色： 设备已关闭或在通电的情况下休眠

稳定的蓝色： 识别设备

熄灭： 未通电

稳定的蓝色表示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在机架中。4. UID 按钮

闪烁蓝色： 正在进行远程管理或固件升级

HP Systems Insight Display LED 表示系统的面板布局，在
故障排除时特别有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维护和服
务指南》。

5. System Insight Display

这些驱动器包含操作系统和文件系统。 它们不用于数据存
储。

6. 热插拔磁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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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盒的前视图

图 25 磁盘盒 LED

绿色 = 驱动器联机，但当前处于非活动状态。1. 硬盘驱动器驱动器 LED 正常模式（UID LED 稳定）

无规则闪烁的绿色 = 驱动器处于活动状态，而且操作正
常。

闪烁绿色 (1 Hz) = 请勿移除驱动器。 取下驱动器可能会
终止当前的操作并导致数据丢失。 驱动器正在重建，或是
在执行扩建、逻辑驱动器扩展、带区大小迁移或 RAID 迁
移的阵列的一部分。

闪烁琥珀色/绿色 = 驱动器已配置且预测将出现故障。 该
驱动器也可能在进行重建、扩建、扩展或迁移。

闪烁琥珀色 (1 Hz) = 收到此驱动器即将出现故障的警报。
应尽快更换驱动器。

琥珀色 = 驱动器故障、链路故障或配置失配。

熄灭 = 驱动器处于脱机状态、属于备件或者未配置为某个
阵列的一部分。

绿色 = 在管理应用程序中选择了该驱动器，且驱动器操作
正常。

1. 硬盘驱动器驱动器 LED 驱动器查找模式（UID LED 闪
烁）

闪烁琥珀色 (1 Hz) = 未选择该驱动器且预测其将出现故
障。

闪烁琥珀色/绿色 = 在管理应用程序中选择了该驱动器，
且预测其将出现故障。

琥珀色 = 既可能已经选择，也可能没有选择该驱动器，表
示存在驱动器故障、链路故障或配置失配。

熄灭 = 没有选择该驱动器。

蓝色 = 已从 UID 按钮打开了 UID LED2. UID 按钮/LED

闪烁蓝色 = 项目 1 处于查找模式

熄灭 = UID LED 已关闭

绿色 = 系统运行状况正常3. 内部运行情况 LED

熄灭 = 系统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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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色 = 需要对磁盘盒进行服务检查： I/O、风扇和电源
LED 以及连接到电源的交流电源线。

4. GSI LED

熄灭 = 磁盘盒工作正常。

磁盘盒的后视图

图 26 磁盘盒 LED 的后视图

状态描述项目

绿色 = 正常打开电源/待机按钮和系统电源
LED

1
黄色 = 待机（提供辅助电源）
熄灭 = 关闭

绿色 = 系统运行状况正常。内部运行情况 LED2
熄灭 = 系统关闭。

琥珀色 = 需要对磁盘盒进行服务检查： I/O、风扇和电源 LED 以及
连接到电源的交流电源线。

GSI LED*3

熄灭 = 磁盘盒工作正常。

蓝色 = 已从 UID 按钮打开了 UID LED。UID 按钮/LED（抽屉 2）4
闪烁蓝色 = 系统处于硬盘驱动器驱动器查找模式或机柜固件更新正
在进行中。

熄灭 = UID LED 已关闭。

绿色 = 电源已打开并且工作正常电源 LED5
熄灭 = 存在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

• 系统关闭

• 交流电源不可用

• 出现电源故障

• 电源超出电流限制

绿色 = 正常运行系统风扇指示灯6
闪烁琥珀色 = 故障
熄灭 = 风扇没有与连接器连接到位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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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描述项目

绿色 = 系统活动I/O 模块指示灯7
琥珀色 = 故障
熄灭 = 磁盘盒已关闭。

1 = SES 全面警告7-段显示*8
2 = 温度传感器警告
3 = 散热风扇警告
4 = 电源警告
5 = 已启用主机 GSI
6 = 需要 I/O PIC 升级
7 = 需要电源 PIC 升级
8 = 需要 CPLD 升级
9 = 待机心跳故障
10 = 远程 I/O 模块心跳故障
11 = 即将因过热而关闭磁盘盒
12 = 已经因过热而关闭磁盘盒
13 = 磁盘盒管理总线故障，可能发生了风扇故障误报
14 = 检测到信号完整性错误
15 = 电源 PIC 通信错误
16 = 检测到不支持的母板

蓝色 = 已从 UID 按钮打开了 UID LEDUID 按钮/LED（抽屉 1）9
闪烁蓝色 = 系统处于硬盘驱动器驱动器查找模式或机柜固件更新正
在进行中。

熄灭 = UID LED 已关闭。

* 如果 GSI 是琥珀色，则系统需要维护。 打开相关的抽屉 UID 按钮，查看后面显示的任何 GSI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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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插拔驱动器 LED 指示灯

服务器设备
以下显示头服务器设备中的热插拔驱动器。 扩展架中的磁盘有不同的托架。

图 27 驱动器 LED 指示灯（头服务器设备）

稳定的蓝色 = 驱动器被主机应用程序识别。1. 找到

闪烁蓝色 = 驱动器托架固件正在更新或需要更新。

熄灭 = 驱动器无活动2. 活动环

旋转绿色 = 驱动器活动

稳定的白色 = 请勿移除驱动器。 移除驱动器将导致一个或多个逻辑驱动器出现故障。3. 请勿移除

熄灭 = 移除驱动器不会导致逻辑驱动器出现故障。

熄灭 = RAID 控制器未配置驱动器。4. 驱动器状态

稳定的绿色 = 驱动器是一个或多个逻辑驱动器的成员。

闪烁绿色 = 驱动器正在重建或执行 RAID 迁移、带区大小迁移、容量扩展或逻辑驱动器
扩展。

闪烁琥珀色/绿色 = 驱动器是一个或多个逻辑驱动器的组成部分，且预测硬盘驱动器将
出现故障。

闪烁琥珀色 = 驱动器未配置且预测硬盘驱动器将出现故障。

稳定的琥珀色 = 驱动器出现故障。

磁盘盒中的磁盘

小心： 磁盘盒的每个抽屉有两个热备磁盘，托架 34 和 35。如果一个数据磁盘发生故障，会
自动使用热备盘，直到故障磁盘被替换。 数据在替换磁盘上完成重建之后，该盘将恢复到热备盘
的状态。 热备盘将为每个抽屉内的卷提供 RAID 6 冗余。 不过，务必尽快更换已发生故障或预计
会发生故障的磁盘。 如果同一个池中有超过两个磁盘发生故障，系统将会失败，数据将会丢失。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维护和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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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磁盘盒中磁盘的 LED 指示灯

故障/UID LED（琥珀色/蓝色）1

联机 LED（绿色）2

表 12 硬盘驱动器 LED 序列

说明故障/UID LED（琥珀色/蓝色）联机活动 LED（绿色）

驱动器出现故障，或者收到此驱动器即
将出现故障的警报；还在管理应用程序
中选择了该驱动器。

交替显示琥珀色和蓝色亮起、熄灭或闪烁

驱动器操作正常，并且在管理应用程序
中选择了该驱动器。

稳定的蓝色亮起、熄灭或闪烁

收到此驱动器即将出现故障的警报。
应尽快更换驱动器。

琥珀色，有规则地闪烁亮起

驱动器联机，但当前处于非活动状态。熄灭亮起

请勿取下驱动器。 取下驱动器可能会
终止当前的操作并导致数据丢失。 驱

琥珀色，有规则地闪烁有规则地闪烁 (1 Hz)

动器属于正在进行容量扩展或带区大小
迁移的某个阵列的一部分，但收到此驱
动器即将出现故障的警报。 为了降低
丢失数据的危险，请在容量扩展或迁移
完成后再更换驱动器。

请勿取下驱动器。 取下驱动器可能会
终止当前的操作并导致数据丢失。 驱

熄灭有规则地闪烁 (1 Hz)

动器正在重建，或是在执行阵列扩建、
逻辑驱动器扩展、带区大小迁移或
RAID 迁移的阵列的一部分。

驱动器处于活动状态，但收到此驱动器
即将出现故障的警报。 应尽快更换驱
动器。

琥珀色，有规则地闪烁 (1 Hz)无规则地闪烁

驱动器处于活动状态，而且操作正常。熄灭无规则地闪烁

发现此驱动器处于紧急故障情况下，控
制器已将其置于脱机状态。 应尽快更
换驱动器。

熄灭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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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硬盘驱动器 LED 序列 (续)

说明故障/UID LED（琥珀色/蓝色）联机活动 LED（绿色）

收到此驱动器即将出现故障的警报。
应尽快更换驱动器。

琥珀色，有规则地闪烁熄灭

驱动器处于脱机状态、属于备件或者未
配置为某个阵列的一部分。

熄灭熄灭

1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LED 指示灯
1 千兆位以太网 LAN 端口具有两个 LED 指示灯，如以下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背面视图
所示。

图 29 1 千兆位以太网 LAN 端口 LED 指示灯

稳定的绿色： LAN 连接正在使用 10 Mbps/100 Mbps 链
接。

1. LAN 网速 LED 指示灯

稳定的琥珀色： LAN 连接正在使用 1 千兆位以太网链接。

熄灭： 未连接。

闪烁绿色： 持续网络数据活动。2. LAN 活动状态 LED 指示灯

熄灭： 无网络数据活动或无连接。

10 千兆位以太网卡 LED 指示灯
如下图所示，每个 10 千兆位以太网卡有两个 LED 指示灯。

图 30 10 千兆位以太网卡 LED 指示灯（示例显示 HP StoreOnce 4700 Backup）

熄灭： 未与适配器建立链接。 适配器未通电或电缆连接
出现故障。

1. 链接

亮起（黄色）： 与适配器建立链接。 适配器已通电且电
缆连接正常。

闪烁绿色： 持续网络数据活动。 适配器以 10 Gb/s 的最
大速度收发网络数据。

2. 活动

熄灭： 无网络数据活动或无连接。

光纤通道卡 LED 指示灯
有三个 LED 与每个 FC 端口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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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光纤通道卡 LED 指示灯

活动琥珀色 LED 指示灯绿色 LED 指示灯黄色 LED 指示灯

电源关闭（正常）熄灭熄灭熄灭

软件初始化之前或之后接通电源。 等待 HBA
软件初始化。

亮起亮起亮起

软件初始化之后接通电源。 链接尚未初始化。闪烁闪烁闪烁

软件故障（正常）交替闪烁交替闪烁交替闪烁

连接速度： 2 Gb/s亮起熄灭熄灭

速度为 2 Gb/s 的活动（正常）闪烁熄灭熄灭

以 4 Gb/s 的速度连接熄灭亮起熄灭

速度为 4 Gb/s 的活动（正常）熄灭闪烁熄灭

以 8 Gb/s 的速度连接熄灭熄灭亮起

速度为 8 Gb/s 的活动熄灭熄灭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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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故障排除
可使用本章中的信息排除故障问题。 请访问 http://www.hp.com/support 获取更详细的故障排
除信息。

本章介绍的故障排除信息包括：

• 连接到网络 （第 100 页）

• 从备份应用程序连接到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第 101 页）

• 性能 （第 101 页）

• 关闭和打开电源 （第 101 页）

• 许可问题 （第 102 页）

• 存储扩展时的问题 （第 103 页）

• 无法连接到 NAS 共享 （第 103 页）

连接到网络
如果无法访问网络中的 StoreOnce 目标设备，请检查以下项：
1. 无论网络配置模式和接口类型为何，请确保有 CAT-5E（或以上）以太网电缆与网络端口 1
连接。

2. 检查 LED 是否在 LAN 端口上闪烁。 （另请参阅了解 LED 指示灯 （第 91 页）。）
• 如果 LED 没有闪烁，则表明没有连接到网络，请检查以太网电缆或咨询网络管理员。

• 如果 LED 在闪烁，请检查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 IP 地址是否正确。 您是否对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使用了 DHCP 或静态 IP 寻址？ 如果您对设置不确定，请
登录到本地控制台并使用以下 StoreOnce CLI 命令：
# net show status all

3. 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net ping，检查是否可以 ping 到所配置子网的另一个网络 IP。
ping 每个已配置子网的已知 IP 地址，并检查是否可以从同一个子网的另一个系统 ping
StoreOnce 系统，确保在两个方向都可以执行 ping 操作。 如果失败，请检查 StoreOnce 系
统上的网络配置对该子网是否正确。 此外，请在遇到问题的子网中通过在其他系统之间进行
ping 测试，检查子网是否正常工作。
StoreOnce CLI 命令 system confidencecheck externalNetwork 可用于测试所有的
外部网络连接。 应修正所有警告或错误。

4. 您的网络运行的是 IPv4 还是 IPv6 模式？
• 确保为所使用的网络选择了正确的 IP 地址。

5. 是否跨虚拟 LAN 运行备份？
• 支持 VLAN 标记，但必须在端口集上启用此功能并进行正确配置。

• 确保已经在配置过程中为每个 VLAN 子网配置了正确的 VLAN 标记 ID。
您可以使用 StoreOnce GUI（“设备配置 - 网络配置 - 当前”）或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net
show config current 来检查 VLAN 标记 ID 的配置。

6. 是否已将 StoreOnce 设备配置为使用 LACP 的网络绑定模式 4？ 如果是这种情况，必须为
StoreOnce 设备和网络交换机配置 LACP。 同样地，如果之前使用 LACP，然后更改为另一
种模式，则必须禁用网络交换机和 StoreOnce 设备上的 LACP。

7. 如果仍然不能访问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请联系 HP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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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备份应用程序连接到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确保您拥有备份应用程序的最新版本或软件修补程序。 有关支持的应用程序，请参阅 http://
www.hp.com/go/ebs。
在发现备份设备后，停止并重新启动备份应用程序服务。 如果仍无法访问设备，请检查设备管理
器以确认其在主机上是否可访问。

• 对于 StoreOnce Catalyst 设备，请确保您已将所需插件安装在主机介质服务器上。

• 对于 StoreOnce VTL 设备，请确保您已将所需驱动程序安装在主机介质服务器上。

• 对于 iSCSI 设备： 确保 iSCSI Initiator 已连接到设备并登录这些设备；如果未连接，则在
iSCSI Initiator 的“目标”选项卡上配置这些设备。

• 对于 FC 设备： 配有 8Gb FC 卡的机型在理论上主机或交换机上的每个 FC 端口仅限 255
台设备。

注意： 每台主机和 FC 交换机或 HBA 可访问的设备数有实际限制。 可以配置比主机可访问的
磁带机和磁带库设备数量更多的设备。 对于使用 iSCSI 接口的 Windows 或 Linux 主机，该限制
为 64 个。尽管光纤通道连接在主机或交换机上的每个光纤通道端口上支持更大的理论设备数，
仍然建议配置用于单个主机的设备不超过 64 个。

性能
根据说明的规范将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设计用于进行高性能备份和还原操作。 但是，
需要谨慎配置。

有很多原因导致您可能无法从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获得期望的性能。

• 您的网络速度或磁盘访问速度不够快，无法对数据进行流处理。

• 您的备份应用程序没有经过优化。

• 没有为网络和应用程序而优化 HP Backup System。

• 没有为备份使用 10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请确保介质服务器和 PC 已正确配置为选择 10 千
兆位以太网用于数据传输。

• 10 千兆位以太网卡上的 LED 指示灯（位于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后方）也有助于标
识网络活动。 或者使用 iLO 来监视网络端口。

网络
对于 iSCSI 设备，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设计为在 1 千兆位或 10 千兆位（如果该型号安
装了 10 千兆位以太网卡）网络上运行。 如果使用 100BaseT 网络，性能将会降低。 StoreOnce
GUI 上的警告说明了设备在操作时的网络速度。

打开和关闭电源
本部分描述如何关闭电源并从 StoreOnce CLI 重新启动。 StoreOnce 软件版本 3.12.0 在 StoreOnce
GUI 中提供了关闭电源和重新启动选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或《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

开启服务器
使用服务器上的电源开/关按钮为服务器接通电源，以触发冷启动并自动通电。
正常启动序列大约持续 10 分钟。 接通电源后，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将高速运行其风扇
大约 10 秒钟，然后再恢复到正常速度。 在关闭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电源时，请确
保在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关闭时没有备份或还原作业正在运行或即将运行。

关机
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system shutdown（或“设备配置 - 维护”下的 StoreOnce GUI）。
此时将通过关闭所有设备而使设备正常关闭，然后再关闭服务器。 这意味着在重启电源时，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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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删除存储区将以干净的状态启动。 服务器将处于关闭状态，并需要通过电源按钮或 StoreOnce
CLI 打开电源。

重新启动系统
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 system reboot（或 StoreOnce GUI）。 此时将通过关闭所有服务
而使设备正常重启，然后再关闭服务器。 这意味着，在重新启动时，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区将以清
洁的状态启动。

打开/关闭电源问题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自动关闭
如果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发现了一个内部硬件问题，则需要关闭设备以避免出现更多
硬件问题，此时前面板上的系统运行状况 LED 指示灯为红色闪烁状态。 重启并观察启动时的故
障。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未正确启动
检查前面板上的电源 LED 指示灯。
如果电源 LED 指示灯不亮：
• 检查是否将电源连接到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以及是否接通。

• PSU 可能出现故障。
如果电源 LED 指示灯为琥珀色：
• 使用“电源”按钮打开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电源。

• 如果它再次关机，请参阅上文。

如果电源 LED 为绿色但您无法登录，可重新启动并检查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设备启动
时是否有硬件故障。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系统运行状况 LED 指示灯为红色闪烁状态
在通电时，两个电源中的一个出现故障或没有连接到电源，导致出现警告情况。 检查 PSU 上的
LED 指示灯以确保不会出现故障（应为绿色）。 确保连接了两个电源，然后重启以清除此 LED
状态。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可在一个电源的情况下正常运行，但没有任何冗余。 建议
接通第二个电源，或尽快更换电源。

许可问题

即时许可证过期
请注意，如果您申请了即时许可证或演示许可证，则它不适用于容量扩展或安全包功能，且将在
90 天后过期。 此许可证仅适用于 StoreOnce Catalyst 和复制。 必须为 StoreOnce Catalyst 和复
制功能购买完整许可证，并在 90 天内应用。 如果您不购买，数据不会丢失，但：

• 复制： 复制目标磁带库将变为只读。

• StoreOnce Catalyst： Catalyst 作业将失败。

容量扩展
容量扩展时，不仅要以正确的顺序安装容量扩展工具包，而且要以正确的顺序安装容量扩展工具
包的许可证，这一点非常重要。 HP StoreOnce 4900 Backup System 要求：

• 先扩展第一个磁盘盒。 最多可以添加 5 × 44TB 的磁盘扩展工具包，但一定要按照磁盘盒标
签上的指示，将磁盘安装在正确的托架中，并为这些工具包申请正确的许可证。

• 如果需要进一步容量扩展，请购买和安装 60TB 容量扩展工具包：这是一个单独的磁盘盒，
需要不同的许可类型。 必须在进一步容量扩展前申请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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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一步容量扩展，请使用在第二个磁盘盒中的 5 × 44TB 硬盘驱动器容量扩展工具包，按
照磁盘盒标签上的指示，仔细地将磁盘安装在正确的托架中，并为这些工具包申请正确的许
可证。

当为每个磁盘盒依次进行 1 到 5 的扩展时，每次扩展都需要添加 44TB 的许可证。
如果只将 15 个磁盘的磁盘盒添加到系统中，要求添加 60TB 的许可证。

存储扩展时的问题

发现存储装置故障
如果存在以下条件，hardware discover storage 命令将会失败：

• 上一个 discover storage 命令已在运行。

• 没有要添加的存储装置。

• 应用的扩展许可数目不够，无法完成整个扩展（在该情况下，在对所有添加的存储装置提供
足够的许可前，将不会进行扩展）。

• 存储装置在该扩展套件的磁盘托架的安装位置错误。

• 在现有或新增加的存储装置上存在故障或可能发生故障的磁盘。

• 连接到磁盘盒的 SAS 缆线有问题。

• 已连接存储装置上可能存在“外来”LUN。

添加存储装置失败
如果存在以下条件，hardware add storage 命令将会失败：

• 存在尚未完成的 discover 或 add 命令。

• 存在尚未修正的上述 hardware discover storage 命令的错误情况。

无法连接到 NAS 共享
连接到 NAS 共享时，以下序列将导致问题。
1. 创建 NFS 共享，并将其安装在 Linux 机器上。
2. 删除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的共享，而无需从 Linux 机器中卸载。
3. 再次重新创建具有相同名称的共享。

在此场景中，Linux 客户机将为新共享指定一组新索引节点，但尝试访问旧安装点时，它将使用
以前的一组索引节点，因此无法进行连接。

重新启动主机 Linux 系统，连接将再次有效。

NAS 共享和 IPv6
注意： NAS 共享不支持 IPv6，因此如果创建了 NAS 共享，网络路径将显示以下消息： Only
available on IPV4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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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NAS 共享和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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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更多网络示例
本章包含多个使用 StoreOnce CLI 命令的网络示例，仅供参考。 提供了以下网络配置示例：

• 示例 1： 在不同的网络接口上创建了两个子网。 eth0 接口上为静态 IPv4 地址，eth1 接口
上为静态 IPv6 地址。

• 示例 2： 在相同的网络接口上创建了两个子网。 eth0 接口上为静态 IPv6 和静态 IPv4 地址。

• 示例 3： 不同网络接口上有两个子网。 eth0 接口上为静态 IPv6 地址，eth1 接口上为带
VLAN 标记的静态 IPv6 地址。

示例 1
此示例描述如何在不同的网络接口上创建两个子网。 在 eth0 接口上配置静态 IPv4 地址，在 eth1
接口上配置静态 IPv6 地址。 它还可在 IPv4 网络上配置大小为 6000 字节的以太网帧，在 IPv6
网络上配置大小为 3000 字节的以太网帧。

注意： 以下 StoreOnce CLI 命令创建一个名为 dual_Port_Set 的网络配置。 此配置在激活
后将成为当前网络配置，但仍旧是一个自定义网络配置。

=~=~=~=~=~=~=~=~=~=~=~= PuTTY log 2014.08.13 10:44:57 =~=~=~=~=~=~=~=~=~=~=~=
net create config dual_Port_Set dns fcda:cd45:5ab0:862::99 description "Two subnets created on different network
interfaces. Static IPv4 address on eth0 and static IPv6 address on interface eth1."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create portset dual_Port_Set Port_Set_1 ports eth0 vlansupport no framesize 6000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create portset dual_Port_Set Port_Set_2 ports eth1 vlansupport no framesize 3000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add subnet dual_Port_ Set subnet public_v4 ipaddr 16.24.173.216 netmask 255.255.240.0 gateway 16.24.1
60.1 portset Port_Set_1 domain mydomain.com default yes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add subnet dual_Port_Set subnet public_v6 ipaddr fcda:cd45:5ab0:862::92 prefix 64 gateway fcda:cd45:
5ab0:862::0 domain mydomain.com portset Port_Set_2 default yes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validate config dual_Port_Set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show config dual_Port_Set

----------------------
Network Name: dual_Port_Set
Network Description: Two subnets created on different network interfaces. Static IPv4 address on eth0 and static
IPv6 address on interface eth1.
Write Protected: no
DNS Servers: fcda:cd45:5ab0:862::99
Port Sets: Port_Set_1 Port_Set_2
----------------------
Number of Networks: 2
Number of V4 VLANs configured: 0 out of possible 128
Number of V6 VLANs configured: 0 out of possible 128
----------------------
Network: public_v4
----------------------
IP Addresses: 16.24.173.216
Netmask/Prefix: 255.255.240.0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Gateway: 16.24.160.1
Default Network: yes
VLAN tag:
Port Set: Port_Set_1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0, Framesize: 60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
Network: public_v6
----------------------
IP Addresses: fcda:cd45:5ab0:862::92
Netmask/Prefix: 64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Gateway: fcda:cd45:5ab0: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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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Network: yes
VLAN tag:
Port Set: Port Set_2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1, Framesize: 30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activate config dual_Port_Set

The network configuration dual_Port_Set contains a new default subnet.
As a result all network interfaces will be reset, resulting in a temporary outage of all management and data
network connections.

Do you wish to continue ? (y / n)y

Network activation in progress.
Use the 'net activate status' command to check for completion.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activate status

Activation started on 13/08/2014 at 09:31:21+0000 completed successfully on 13/08/2014 at 09:31:27+0000
Total running time was 00:00:06.026

Command Succeeded

# net show status all

Subnet Status Overview
Subnet HPDA3DE52E99 public_v6 status: up
Subnet HPDA3DE52E99 public_v4 status: up

------------------------
Node Name: HPDA3DE52E99
Default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mydomain.com
Default Gateway: fcda:cd45:5ab0:862::0 16.24.160.1
Default Subnet: public_v6 public_v4
DNS: fcda:cd45:5ab0:862::99

Subnet: public_v6
Status: up
IP Address: fcda:cd45:5ab0:862::92
Netmask/Prefix: 64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Gateway: fcda:cd45:5ab0:862::0
Mac Address: 00:50:56:9A:56:E7
Interface: eth1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VLAN tag: Not used
Connection Speed: 1 Gig
Framesize: 3000

Subnet: public_v4
Status: up
IP Address: 16.24.173.216
Netmask/Prefix: 255.255.240.0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Gateway: 16.24.160.1
Mac Address: 00:50:56:9A:79:12
Interface: eth0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VLAN tag: Not used
Connection Speed: 1 Gig
Framesize: 6000

Command Successful

#

示例 2
此示例描述如何在相同的网络接口上创建两个子网。 在 eth0 接口上配置静态 IPv6 地址和静态
IPv4 地址。 没有对默认的帧大小 1500 做任何更改。

注意： 以下 StoreOnce CLI 命令创建一个名为 dual_stack 的网络配置。 此配置在激活后将
成为当前网络配置，但仍旧是一个自定义网络配置。

=~=~=~=~=~=~=~=~=~=~=~= PuTTY log 2014.08.13 10:36:56 =~=~=~=~=~=~=~=~=~=~=~=
# net create config dual_stack dns fcda:cd45:5ab0:123::99 description "Two subnets created on the same ne twork
interfaces. Static IPv6 and Static IPv4 addresses on interface eth0"

Command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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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 create portset dual_stack Port_Set_1 ports eth0 vlansupport no framesize 1500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add subnet dual_stack subnet public_IPv6 ipaddr fcda:cd45:5ab0:862::92 prefix 64 domain mydomain.com
portset Port_Set_1 default yes gateway fcda:cd45:5ab0:862::0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add subnet dual_stack subnet public_IPv4 ipaddr 192.26.134.87 netmask 255.255.240.0 domain mydomain.com
portset Port_Set_1 default yes gateway 192.26.134.1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validate config dual_stack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show config dual_stack

----------------------
Network Name: dual_stack
Network Description: Two subnets created on the same network interfaces. Static IPv6 and Static IPv4 addresses
on interface eth0
Write Protected: no
DNS Servers: fcda:cd45:5ab0:123::99
Port Sets: Port Set_1
----------------------
Number of Networks: 2
Number of V4 VLANs configured: 0 out of possible 128
Number of V6 VLANs configured: 0 out of possible 128
----------------------
Network: public_IPv6
----------------------
IP Addresses: fcda:cd45:5ab0:862::92
Netmask/Prefix: 64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Gateway: fcda:cd45:5ab0:862::0
Default Network: yes
VLAN tag:
Port Set: Port_Set_1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0,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
Network: public_IPv4
----------------------
IP Addresses: 16.26.134.87
Netmask/Prefix: 255.255.240.0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Gateway: 16.26.128.1
Default Network: yes
VLAN tag:
Port Set: Port_Set_1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0,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activate config dual_stack

Network activation in progress.
Use the 'net activate status' command to check for completion.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activate status

Activation started on 13/08/2014 at 09:23:06+0000 completed successfully on 13/08/2014 at 09:23:07+0000
Total running time was 00:00:00.815

Command Succeeded

# net show status all

Subnet Status Overview
Subnet HPDA3DE52E99 public_IPv4 status: up
Subnet HPDA3DE52E99 public_IPv6 status: up

------------------------
Node Name: HPDA3DE52E99
Default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mydomain.com
Default Gateway: 16.26.128.1 fcda:cd45:5ab0:862::0
Default Subnet: public_IPv4 public_IPv6
DNS: fcda:cd45:5ab0:1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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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net: public_IPv4
Status: up
IP Address: 16.26.134.87
Netmask/Prefix: 255.255.240.0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Gateway: 16.26.128.1
Mac Address: 00:50:56:9A:79:12
Interface: eth0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VLAN tag: Not used
Connection Speed: 1 Gig
Framesize: 1500

Subnet: public_IPv6
Status: up
IP Address: fcda:cd45:5ab0:862::92
Netmask/Prefix: 64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Gateway: fcda:cd45:5ab0:862::0
Mac Address: 00:50:56:9A:79:12
Interface: eth0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VLAN tag: Not used
Connection Speed: 1 Gig
Framesize: 1500

Command Successful
#

StoreOnce GUI 状态页面

图 32 相同接口上的 IPv4 和 IPv6 静态子网的状态页面示例

示例 3
此示例在不同的网络接口上创建两个子网。 在 eth0 接口上配置静态 IPv6 地址，在 eth1 接口上
配置带 VLAN 标记的静态 IPv6 地址。

注意： 以下 StoreOnce CLI 命令创建一个名为 v6_vlan 的网络配置。 此配置在激活后将成为
当前网络配置，但仍旧是一个自定义网络配置。

=~=~=~=~=~=~=~=~=~=~=~= PuTTY log 2014.08.13 15:23:44 =~=~=~=~=~=~=~=~=~=~=~=
net create config v6_vlan dns fcda:cd45:5ab0:862::99 description "Two subnets on different network interfaces.
Static IPv6 address on interface eth0 and a static IPv6 address with VLAN tag on interface eth1."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create portset v6_vlan Port_Set_1 ports eth0 vlansupport no framesize 1500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create portset v6_vlan Port_Set_2 ports eth1 bondmode 1 vlansupport yes framesize 1500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add subnet v6_vlan subnet public_IPv6 ipaddr fcda:cd45:5ab0:862::92 prefix 64 domain mydomain.com portset
Port_Set_1 default yes gateway fcda:cd45:5ab0:862 ::0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add subnet v6_vlan subnet v6_vlan_861 ipaddr fcda:cd45:5ab0:861::65 prefix 64 gateway fcda:cd45:5ab0:861::0
domain mydomain.com portset Port_Set_2 default no vlantag 861

# net validate config v6_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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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 Successful

# net show config v6_vlan

----------------------
Network Name: v6_vlan
Network Description: Two subnets on different network interfaces. Static IPv6 address on interface eth0 and a
static IPv6 address with VLAN tag on interface eth1.
Write Protected: no
DNS Servers: fcda:cd45:5ab0:862::99
Port Sets: Port Set_1 Port Set_2
----------------------
Number of Networks: 2
Number of V4 VLANs configured: 0 out of possible 128
Number of V6 VLANs configured: 1 out of possible 128
----------------------
Network: public_IPv6
----------------------
IP Addresses: fcda:cd45:5ab0:862::92
Netmask/Prefix: 64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Gateway: fcda:cd45:5ab0:862::0
Default Network: yes
VLAN tag:
Port Set: Port Set_1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0,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
Network: v6_vlan_861
----------------------
IP Addresses: fcda:cd45:5ab0:861::65
Netmask/Prefix: 64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Gateway: fcda:cd45:5ab0:861::0
Default Network: no
VLAN tag: 861
Port Set: Port Set_2 with these interfaces: eth1, Framesize: 1500
Encryption Links: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activate config vlan6_vlan

The network configuration v6_vlan contains a new default subnet.
As a result all network interfaces will be reset, resulting in a temporary outage of all management and data
network connections.

Do you wish to continue ? (y / n)y

Network activation in progress.
Use the 'net activate status' command to check for completion.

Command Successful

# net activate status

Activation started on 13/08/2014 at 14:11:55+0000 completed successfully on 13/08/2014 at 14:11:58+0000
Total running time was 00:00:02.993

Command Succeeded

# net show status all

Subnet Status Overview
Subnet HPDA3DE52E99 v6_vlan_861 status: up
Subnet HPDA3DE52E99 public_IPv6 status: up

------------------------
Node Name: HPDA3DE52E99
Default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Default Gateway: fcda:cd45:5ab0:862::0
Default Subnet: public_IPv6
DNS: fcda:cd45:5ab0:862::99

Subnet: v6_vlan_861
Status: up
IP Address: fcda:cd45:5ab0:861::65
Netmask/Prefix: 64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Gateway: fcda:cd45:5ab0:861::0
Mac Address: 00:50:56:9A:56:E7
Interfaces: eth1 eth1.861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VLAN tag: 861
Connection Speed: 1 Gig
Framesize: 1500

Subnet: public_IPv6
Status: up
IP Address: fcda:cd45:5ab0:8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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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mask/Prefix: 64
Domain Name: mydomain.com
Gateway: fcda:cd45:5ab0:862::0
Mac Address: 00:50:56:9A:79:12
Interface: eth0
Bonding mode: Not applicable
VLAN tag: Not used
Connection Speed: 1 Gig
Framesize: 1500

Command Successf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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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本指南提供了有关以下方面的信息：

• 安装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 使用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故障排除

目标读者
本指南面向负责安装、操作和维护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的用户。

相关文档
除了本指南，下列文档也提供了相关信息：

• “从这里开始”海报提供了本指南中的安装信息的概述（提供了英语、法语、德语和日语版本
的相关概述）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CLI 参考指南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Linux 和 UNIX 参考指南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用户指南

•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维护和服务指南
可使用以下链接访问与您的产品对应的文档：

www.hp.com/go/storage/docs
您也可以在 HP 支持中心网站上找到这些文档：
http://www.hp.com/support/
查询您的产品名称。然后选择“产品手册”链接。

文档约定和符号
表 14 文档约定

元素约定

交叉引用链接和电子邮件地址蓝色文本： 表 14 “文档约定”

网址加下划线的蓝色文本： http://www.hp.com

粗体文本 • 按下的键

• 在 GUI 元素（如框）中键入的文本

• 供单击或选择的 GUI 元素，如菜单项、列表项、按钮、
选项卡和复选框

文本强调斜体文本

等宽字体文本 • 文件名和目录名

• 系统输出

• 代码

• 命令、命令的参数及参数值

等宽字体，斜体文本 • 代码变量

• 命令变量

强调的等宽字体文本等宽字体，粗体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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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表示不按说明操作可能会导致人身伤亡。

小心： 表示不按说明操作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或数据毁坏。

重要信息： 提供澄清信息或具体说明。

注意： 提供其他信息。

HP 技术支持
有关全球技术支持的详细信息，请访问以下 HP 支持网站：

http://www.hp.com/support

联系 HP 之前，请收集下列信息：

• 产品型号名和产品号

• 技术支持注册号（如适用）

• 产品序列号

• 错误消息

• 操作系统类型和修订级别

• 详细问题

客户自行修理
HP 客户自行修理 (CSR) 计划允许您自行修复 StorageWorks 产品。 如果某个 CSR 部件需要更
换，HP 会把该部件直接邮寄给您，以便您在方便时自行安装。 有些部件不适合 CSR。 您的 HP
授权服务提供商将决定部件是否可通过 CSR 进行修理。
有关 CSR 的详细信息，请与您所在地的服务提供商联系。 北美客户，请访问 CSR 网站：

http://www.hp.com/go/selfrepair

注册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安装和测试 HP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后，请花几分钟的时间注册您的产品。 可通过 (http://
www.register.hp.com) 网站进行注册。
要确保完成注册，您需要回答电子表格上的一些必答题。 其他问题为选答题。 当然，您填写得
越多，HP 越能更好地满足您的需求。

订阅服务
HP 建议您在 Subscriber's Choice for Business 网站上注册您的产品：

http://www.hp.com/go/e-updates

注册后，您将收到有关产品功能增强、新的驱动程序版本、软件更新和其他产品资源信息的电子
邮件通知。

HP Insight Remote Support
HP 强烈建议您注册设备以获得远程支持，增强 HP 保修、HP 金牌服务或 HP 契约性支持协议的
交付能力。 HP Insight Remote Support 通过以下方法为您的连续监控系统提供辅助以确保系统的
最大可用性：提供智能事件诊断，自动安全地向 HP 提交硬件事件通知，从而根据您产品的服务
级别实施快速且准确的解决方案。 如果在您的国家/地区配置了通知并且通知可用，则可以将通
知发送给授权的 HP 渠道合作伙伴以提供现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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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Insight Remote Support 可作为 HP 保修、HP 金牌服务或 HP 契约性支持协议的一部分进行使
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P 网站 (http://www.hp.com/go/insightremotesupport/docs) 上的
产品文档。

HP 网站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以下 HP 网站：

• http://www.hp.com

• http://www.hp.com/go/ebs

• http://www.hp.com/go/spock

• http://www.hp.com/go/storeonce

• http://www.hp.com/go/storage

• http://www.hp.com/service_locator

• http://www.hp.com/support/

文档反馈
HP 欢迎您提出反馈。
要提出有关产品文档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storagedocs.feedback@hp.com。 您
的意见和建议是 HP 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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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规定信息
有关重要的安全、环境及规定信息，请参阅《有关服务器、存储、电源、网络及机架产品的安全
和法规遵从信息》，网址为：http://www.hp.com/support/Safety-Compliance-EnterpriseProducts。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标记

制造商和当地代表信息
制造商的信息：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3000 Hanover Street, Palo Alto, California 94304, U.S.
俄罗斯当地代表信息：

• HP 俄罗斯：

• HP 白俄罗斯：

• HP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族当地代表信息：

• HP 哈萨克斯坦：

制造日期：

制造日期由序列号进行定义。

CCSYWWZZZZ（该产品的 HP 序列号格式）
有效的日期格式包括：

• YWW，其中 Y 代表从每个新的十年开始算出的年份，以 2000 作为起点；例如，238： 2
代表 2002，38 代表九月九日的那一周。此外，0 代表 2010，1 代表 2011，2 代表 2012，
3 代表 2013，等等。

• YYWW，其中 YY 代表年份，使用基础年份 2000；例如，0238： 02 代表 2002，38 代
表九月九日的那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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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RoHS 材料内容声明
Türkiye Cumhuriyeti: EEE Yönetmeliğine Uygundur

乌克兰 RoHS 材料内容声明
Обладнання відповідає вимогам Технічного регламенту щодо обмеження використання деяких
небезпечних речовин в електричному та електронному обладнанні, затвердженого постановою
Кабінету Міністрів України від 3 грудня 2008 № 1057

担保信息

HP ProLiant 和 X86 服务器及选件
http://www.hp.com/support/ProLiantServers-Warranties

HP 企业服务器
http://www.hp.com/support/EnterpriseServers-Warranties

HP 存储产品
http://www.hp.com/support/Storage-Warranties

HP 网络产品
http://www.hp.com/support/Networking-Warra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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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选项卡

iSCSI Initiator, 82
“收藏目标”选项卡

iSCSI Initiator, 89
1 千兆位以太网 LAN 端口

LED 指示灯, 98

C
CHAP 密码, 82

iSCSI Initiator, 88
CLI
运行命令, 23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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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114

G
GUI 请参见 Web 管理界面

H
hardware show firmware, 60
hardware update firmware, 60
HP
技术支持, 112

HP 4900
保修信息, 63

HP LTO 驱动程序, 81
HP-SIM, 65
hpresetpassword, 66

I
iLO, 11
Insight Remote Support, 112
IP 地址, 32
IPsec 协议, 45
iSCSI
和身份验证, 82
手动配置, 82
下载, 82

iSCSI Initiator, 82
Linux 和 UNIX, 82
下载, 82

L
LED 指示灯, 91

1 千兆位以太网 LAN 端口, 98
光纤通道, 98
热插拔磁带机, 96

Linux
iSCSI Initiator, 82

M
MIB, 65

N
net set wizard, 36
net show ports, 34
NFS 共享
无法连接, 103

R
remote support, 61
Remote Support, 112
Remote Support 注意事项, 61

S
SFP
安装, 16

SFTP, 59
SNMP

MIB, 65
配置, 65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登录 GUI, 23
定义, 7

StoreOnceCatalyst
配置介质服务器, 72

system set config, 25

U
UNIX

iSCSI Initiator, 82

V
VLAN 指南, 30
VLAN 子网, 29
VTL

iSCSI Initiator, 82

W
Web 管理界面, 23
Web 浏览器
推荐设置, 12

Windows
iSCSI Initiator, 82

A
安全许可证, 66

B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EAC 标记, 114
帮助
获取, 112

绑定模式, 29
保修信息

HP 4900, 63
变换器驱动程序, 81

116 索引



C
从备份系统连接
故障排除, 101

存储扩展, 57

D
打开/关闭电源
故障排除, 102

打开电源, 101
担保信息

HP ProLiant 和 X86 服务器及选件, 115
HP 存储产品, 115
HP 企业服务器, 115
HP 网络产品, 115

电源开/关按钮, 22
订户选择，HP, 112
动态数据加密
配置介质服务器, 72
说明, 45
在网络配置中, 46

读者, 111

F
分区, 70

G
固件管理工具, 60
故障排除
从备份系统连接, 101
打开/关闭电源, 102
网络, 100, 101
性能, 101

关闭, 101
光纤通道

LED 指示灯, 98
创建设备, 70
分区, 70
和 iSCSI, 82
连接 , 68
拓扑结构, 11

光纤通道连接, 11
光纤通道配置, 68, 69
规定信息, 114
土耳其 RoHS 材料内容声明, 115
乌克兰 RoHS 材料内容声明, 115

J
基于 FC 的 StoreOnce Catalyst, 68
基于 FC 的 VTL, 69
即时许可证, 55
技术支持

HP, 112
服务定位网站, 113

加密, 66, 72

K
可用网络端口, 34
客户自行修理, 112
扩展存储, 57

L
连接
到 FC SAN, 68

M
密码
最佳实践, 24

目标身份验证, 88

O
欧亚经济委员会 (EAC), 114

Q
其他信息来源, 7
驱动程序
手动安装, 81

R
热插拔磁带机

LED 指示灯, 96
软件安装
驱动程序, 81
使用 iSCSI, 82
手动, 72

软件要求, 10, 12

S
设备
光纤通道, 70

身份验证, 82
iSCSI Initiator, 88

时间和日期, 54

T
土耳其 RoHS 材料内容声明, 115
拓扑结构
光纤通道, 11

W
网络
故障排除, 100, 101
环境示例, 30

网络绑定, 29
网络绑定选项, 35
网络端口
可用数量, 34

网络端口编号, 28
网络基础, 27
网络配置
编辑自定义, 52
层次结构, 28
动态数据加密, 46
添加自定义, 48
修改, 32, 44

网络配置指南, 31
网络配置组件, 27
网站

HP , 113
HP Subscriber's Choice for Business,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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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手册, 111
客户自行修理, 112

文本符号, 112
文本中的符号, 112
文档

HP 网站, 111
提供反馈, 113
相关文档, 111
约定, 111

文件夹结构, 59
乌克兰 RoHS 材料内容声明, 115
物理端口, 32

X
系统配置, 65
下载

iSCSI, 82
相关文档, 111
性能
故障排除, 101

许可, 55
要求, 55
应用完整许可证, 55

许可证
安全包, 45

Y
演示许可证, 55
以太网配置, 10
硬件要求, 10, 12
远程支持设置, 61
约定
文本符号, 112
文档, 111

Z
帧大小, 50
重新启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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