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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指南旨在帮助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在 HPE 3PAR StoreServ 存储系统上创建、计划和管理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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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for Oracle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for Oracle (RMC-O) 是一个数据保护解决方案，可通过 Oracle 数据库的时间
点快照提供快速恢复功能。RMC-O 允许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在 HPE 3PAR StoreServ 存储系统上创建、计划
和管理快照。

RMC-O 快速保护功能可在将 Oracle 数据库卷从 HPE 3PAR StoreServ 备份到 HPE StoreOnce 时提供第二
层数据保护。HPE StoreOnce 的备份是独立的卷，删除了重复数据以节省空间，并可用于恢复到原始 3PAR
StoreServ 阵列或其它 3PAR StoreServ 阵列。可将 RMC-O 与 HPE StoreOnce、HPE Data Protector、Veritas
NetBackup 或 Oracle Recovery Manager (RMAN) 一起使用以保护和恢复由 RMC-O 创建的快照。

注意：

RMC-O 支持 Oracle 企业版和 Oracle 标准版。有关支持的版本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PE Storage 产品
的 SPOCK。

功能
RMC-O 的主要功能包括：

• 基于 Web 的 GUI 和命令行功能

• 计划快照和备份作业

• 创建基于时间和基于数值的保护策略

• 同时生成多个 Oracle 数据库的快照

• 将旧的 HPE 3PAR Recovery Manager Software for Oracle (RMO) 快照和备份目录迁移到 RMC-O 数据库

• 空间优化和将基于快照的数据库快速克隆到备份服务器

• 为 StoreOnce 备份集成 RMC 快速保护

• 与 HPE Data Protector 或 Veritas NetBackup 和 Oracle RMAN 集成以进行介质备份

• 使用 HPE StoreOnce、Oracle RMAN、HPE Data Protector 或 Veritas NetBackup 从保护进行恢复

RMC-O 部署模型

后续的图表说明了执行快照操作或备份操作所涉及的组件。单独描述了 SAN 和管理网络连接。三级介质是不
同的可用备份目标的表示形式。

概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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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for Oracle 可以对从 HPE StoreServ 卷到 HPE StoreOnce Backup 设备的数据移
动进行编排。如果您有一个备份服务器，则可以在该服务器上装载快照和克隆数据库。如果要执行介质备份，
RMC-O 还有助于 ISV 备份软件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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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

许可用于启用 Recovery Manager for Oracle 产品的功能。如果您已经是 RMO 客户，则不需要购买新许可证。

RMC-O 支持的许可证模式
HPE 3PAR StoreServ 许可

HPE 3PAR StoreServ 阵列随附 All Inclusive license（统包式许可证），该许可证包括使用 RMC-O 所需的许
可证。如果要使用 HPE 3PAR StoreServ 7000 Storage 和 HPE 3PAR StoreServ 10000 Storage 阵列，则必须
购买 RMC 应用程序套件许可证。

RMC 许可证必须安装在 HPE 3PAR StoreServ 存储系统上。RMC 实例检查存储阵列上正在使用的许可证。对
于较旧的 HPE 3PAR StoreServ 7000 Storage 和 HPE 3PAR StoreServ 10000 Storage 阵列，则必须购买
RMC 应用程序套件许可证。RMC 应用程序套件许可证涵盖 RMC 和所有 RMC 应用程序插件的许可。必须在
HPE 3PAR StoreServ 存储系统上安装此许可证。

如果您没有 RMC 应用程序套件许可证，可以购买单个应用程序插件许可证。

HPE StoreVirtual 许可

所有 HPE StoreVirtual Storage System 均附带预装的 RMC 许可证。

注意：

RMC 不允许用户安装或删除 RMC 许可证。这些许可证直接安装在 HPE 3PAR StoreServ System 和
HPE StoreVirtual System 上。有关安装这些许可证的信息，请参阅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和
HPE StoreVirtual Storage 文档。

HPE StoreOnce 许可

必须在 HPE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安装 StoreOnce Catalyst 许可证。

注意：

HPE RMC 不允许用户安装或删除 StoreOnce Catalyst 许可证。此许可证直接安装在 HPE StoreOnce
Backup System 上。有关安装该许可证的信息，请参阅 HPE StoreOnce 文档。

RMC-O 可以使用以下类型的许可证：

RMC 应用程序套件许可证 RMC 设备与 HPE 3PAR StoreServ 和 HPE
StoreVirtual 通信所需的许可证。

HPE StoreOnce Catalyst 许可证 RMC-O 设备与 HPE StoreOnce 通信必须使用的许可
证。

• 虚拟复制许可证

• 虚拟锁定许可证

• 远程复制

• 精简配置

虚拟复制是创建卷快照必需的许可证。

虚拟锁定许可证是强制实施快照的保留期限所需的许
可证。锁定卷可防止在保留期限未过期时有意或无意
删除该卷。

远程复制许可证是执行远程复制操作所需的许可证。

精简配置许可证是创建精简配置卷所需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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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有关许可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PE Storage 产品的单点连接知识 (SPOCK) 网站。

许可方案

许可方案表介绍了设备如何处理许可以进行不同的用户操作：

表 1： 许可方案

用户操作 许可证策略或类型 结果 注意

创建快照
• RMO 许可证、RMC 应

用程序套件许可证

• 虚拟复制许可证

如果存在有效的许可证，
您可以创建快照

所需的许可证是永久许可
证或有效的临时许可证。
您还可以使用 RMC 套件
许可证，而不是 RMO 许
可证。

使用保留时间创建快照
• RMC 应用程序套件许

可证

• 虚拟复制许可证

• 虚拟锁定许可证

如果存在有效的许可证，
您可以创建快照。

创建 HPE StoreOnce 备
份

StoreOnce Catalyst 许可
证

如果存在有效的许可证，
您可以备份所需的快照。

所需的许可证是永久许可
证或有效的即时许可证。

装载、卸载、删除和恢复
快照 • RMC 应用程序套件许

可证

• RMO 许可证

• 虚拟复制许可证

如果创建快照时存在有效
许可证，那么这些操作无
需许可证亦可运行。

恢复和删除所有
StoreOnce 备份

StoreOnce Catalyst 许可
证

如果创建备份时存在有效
许可证，则这些操作需要
许可证才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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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C-O 安装

本章提供有关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RMC) 部署和 RMC-O 安装过程的信息。在开始安装之前，请确保
满足了系统和许可证要求。有关支持的环境、硬件和软件平台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PE 存储产品的 SPOCK。

部署 RMC
RMC 以 OVF 软件包的形式提供以进行部署。RMC OVF 模板可以使用以下方法进行部署：

• VMware vSphere Client 5.5 或更高版本

• VMware vSphere Web Client 5.5 或更高版本

注意：

要部署 RMC OVF 模板，您必须拥有 vCenter Server。有关下载和部署 RMC OVF 软件包的说明，请参
阅《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用户指南》。

RMC-O 客户端安装

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 确保 RMC-O 客户端二进制文件已安装在应用程序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

• RMC-O 客户端二进制文件只能安装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或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OEL)
64 位 (x86_64) 平台上。

• 确保 Oracle 服务器上已启用 SSH。

• 对于 RAC 数据库，所有节点都必须安装了 RMC-O 客户端。

• 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必须要运行 Oracle 12c 或 11g 软件。

安装 RMC-O 客户端之前，请确保满足了以下预安装要求：

• 备份服务器上必须存在与数据库服务器相同的 Oracle 所有者用户和 Oracle DBA 组。

• 备份服务器必须使用与数据库服务器相同的操作系统，并且主版本号必须相同。

• RMC-O 客户端要求安装 Korn shell 且可从 /usr/bin/ksh 和 /bin/ksh 位置获取，这通常是所有受支持

平台的默认位置。否则，必须创建符号链接。

• 如果 ASM 用于管理 Oracle 数据库，则备份服务器上必须存在与数据库服务器相同的 ASM 二进制文件所有
者和组。

•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必须驻留在不同的 3PAR 虚拟卷上。

• 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可以驻留在相同的虚拟卷上。但是，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不得驻留在数据文件和存
档日志所在的虚拟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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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 LVM Volume Manager，则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必须驻留在不同的 LVM 卷组上。此外，
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不得驻留在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所用的 LVM 卷组上。但是，联机恢复日志
和控制文件可以驻留在相同的 LVM 卷组上。

• 如果 ASM 用于管理 Oracle 数据库，则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必须驻留在不同的 ASM 磁盘组上。另
外，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不得驻留在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所用的 ASM 磁盘组上。联机恢复日志
和控制文件可以驻留在相同的 ASM 磁盘组上。

• 如果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1

◦ HPE 建议将备份服务器用作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必须在数据库和备份服务器上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客户端。

◦ 如果将 Veritas NetBackup 与 Oracle RMAN 一起使用，则必须在数据库和备份服务器上安装
NetBackup for Oracle 客户端。有关安装和配置说明，请参阅 Veritas NetBackup for Oracle。

◦ 如果安装 NetBackup for Oracle 客户端，则必须链接数据库和备份服务器上的 Oracle libobk.so 库以

指向 Veritas NetBackup 介质管理库。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Veritas NetBackup for Oracle 文档。

◦ 如果要区分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与备份服务器，则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安装 RMC-O 客户端是可
选操作。另外，无需任何 Oracle 二进制文件。

• 如果您使用的是 HPE Data Protector：

◦ 必须在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安装带 Oracle 集成代理和用户界面组件的 HPE Data
Protector 客户端。

◦ 必须为数据库服务器上的数据库实例预先配置透明网络底层 (TNS) 网络服务名称。

◦ 必须为备份服务器上的克隆数据库实例预先配置相同的 TNS 网络服务名称。在备份过程中，会在备份服
务器上生成克隆数据库。

◦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之间的 Oracle 主目录（包括 ASM）必须相同。

• 如果选择 Oracle RMAN 作为备份方法，则必须创建 Oracle RMAN 恢复目录并配置 Oracle TNS 服务和侦
听器，才能连接到应用程序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中的恢复目录。可以在任何主机上创建恢复目录。RMC-O 建
议在备份服务器上创建恢复目录。有关如何创建恢复目录以及如何配置 Oracle TNS 服务和侦听器的说明，
请参阅 Oracle 文档。

• 在 Linux 中：

◦ 如果您使用的是设备映射器多路径，则数据库服务器上支持的磁盘格式包括：

– /dev/mapper/diskname
– /dev/mapper/aliasname
– /dev/mapper/mpathn
– /dev/dm-n
– /dev/mpath/diskname

◦ 不支持原始磁盘 (/dev/raw/raw)。

◦ 不支持指向实际设备的硬链接。

1 Veritas NetBackup 是第三方软件，HPE 3PAR StoreServ 对于此类软件不作任何陈述或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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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 OS 磁盘 多只能有一个分区。

◦ 对于 ext3/ext4 文件系统，日志设备必须在相同的文件系统内。

• Oracle 数据库使用的虚拟卷快照必须映射到通用配置组 (CPG)。有关映射到 CPG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PE 3PAR 管理手册》。

• 有关设置从主机到 HPE 3PAR StoreServ 存储系统的连接以及保留具有特定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和多路
径配置的 LUN 的说明，请参阅《HPE 3PAR 实施指南》。受支持的 HBA 是 QLogic 和 Emulex。

• 要使用远程复制功能，必须为远程复制软件配置 HPE 3PAR StoreServ 存储系统。有关为远程复制软件配置
存储系统的说明，请参阅《HPE 3PAR 远程复制软件用户指南》。

安装 RMC-O 客户端

该过程详述 RMC-O 客户端的安装或升级步骤。

过程

1. 要下载安装文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打开命令行界面，并键入以下命令：

wget https://<RMC_IP>/files/rmoracle/client/rmco_installer_linux.tar.gz

注意：

如果遇到任何证书错误，请将 --no-check-certificate 选项用于 wget 命令。

2. 使用 tar 命令配合 -xvf 选项将 rmco_installer_linux.tar.gz 文件解压缩。

3. 要安装客户端和 CLI 二进制文件，请在当前目录中运行 sh ./rmco_install.sh 命令。对于升级，RMC-
O 客户端安装程序会自动提示您确认升级。

注意：

此过程不会从服务器卸载 RMO。但是，在进行迁移活动之前，将永久禁用 RMO 计划。HPE 建议在
成功迁移所有已配置数据库后再卸载 RMO。

卸载 RMC-O 客户端

过程

要卸载 RMC-O 客户端二进制文件，请在目标服务器上输入 /opt/hpe/rmc/oracle/rmco_unistall.sh
命令。

注意：

与用户生成的介质备份相关的实用程序脚本（作为保护策略创建的一部分）和使用 CLI 执行的默认 RMC
配置不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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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C-O 配置

本章介绍了成功设置 RMC-O 环境以生成快照和备份的前提条件。本章还介绍了在远程复制环境中配置 RMC-
O 的方法。

前提条件
确保在配置 RMC-O 之前执行下列步骤：

1. RMC 可用性 — 必须部署 RMC 设备。

2. 存储系统注册（强制性）— 注册 Oracle 数据库所在的存储系统。

3. 备份系统和备份策略创建（对快速保护备份是强制性的）— 注册备份系统并创建备份策略，以便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快速保护备份。

4. 通知策略（可选）— 您可以添加、编辑和删除电子邮件通知。

5. 远程设备（对远程复制配置是强制性的）— 指定用于创建远程复制快照的远程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以
便进行恢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Recovery Central Manager 4.1.0 用户指南》。

首次安装 RMC-O
首次安装 RMC-O 软件时，请执行下列步骤：

1. 在应用程序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安装 RMC-O 客户端二进制文件。

2. 注册服务器

3. 创建保护策略

4. 注册数据库

在 Oracle 数据库页面上，对于已配置的数据库，请单击 Actions（操作） > Create Snapshot（创建快照）以
创建第一个快照。

配置 Remote Copy 环境

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 必须注册 RMC（远程或目标 RMC 设备）设备才能执行远程复制操作。您可以注册多达 8 个设备，还可以
将相同设备注册为远程设备。也可以编辑设备用户凭据。有关注册设备的信息，请参阅设置远程设备 （第
66 页）。

• 对于同步远程 (SLD) 配置，Hewlett-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使用两个目标 RMC VM。

• 确保同步远程复制组中所有虚拟卷的名称不超过 20 个字符。

使用单个 RMC VM 配置远程复制环境

对于远程复制操作，HPE 建议使用 RMC VM-I IP 地址的 NI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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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HPE 建议，如果您使用单个 RMC VM 来管理源快照和目标快照，则仅使用基于时间的策略（到期策略
和/或保留策略）。如果使用数值策略，结果可能不同。数值策略适用于源快照和目标快照。

远程复制环境（非同步远程）

过程

1. 在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安装 RMC-O 4.1.0 客户端。有关客户端安装的信息，请参阅 RMC-O 客户端安
装 （第 13 页）。

2. 按图 1： 非同步远程远程复制环境 （第 17 页）中所示部署 RMC VM。

图 1： 非同步远程远程复制环境

3. 将源和目标存储系统添加到 RMC VM-I。
4. 添加源 RMC VM-I IP 地址作为远程设备，即从 RMC VM-I RMC GUI 中添加 RMC VM-I IP 地址。有关注册

远程设备的信息，请参阅设置远程设备 （第 66 页）。

5. 在 RMC VM-I 上注册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有关注册 Oracle Server 的信息，请参阅注册服务器 （第

27 页）。

远程复制环境（同步远程）

• 在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安装 RMC-O 4.1.0 客户端。有关客户端安装的信息，请参阅 RMC-O 客户端安
装 （第 13 页）。

• 按照图 2： 同步远程远程复制环境 （第 18 页）中所示，部署 RMC V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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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同步远程远程复制环境

• 根据现有配置添加源和目标 HPE 3PAR 存储系统。使用 RMC VM-I RMC GUI 添加存储系统。有关添加存

储系统的信息，请参阅《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用户指南》。

• 根据 RMC 配置添加目标同步或定期存储系统。使用 RMC VM-I 和 RMC GUI 分别添加 target-1 和
target-2 存储系统。

• 使用源 RMC VM-I GUI 添加源 RMC VM-I（作为远程设备）IP 地址。有关注册远程设备的信息，请参阅设

置远程设备 （第 66 页）。

• 在 RMC VM-I 上注册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有关注册 Oracle Server 的信息，请参阅注册服务器 （第

27 页）。

使用多个 RMC VM 配置远程复制环境

建议使用此选项来管理 RMC-O 中的远程复制快照。对于远程复制操作，HPE 建议您使用 RMC 设备（用作远
程设备）的 NIC 0。
远程复制环境（非同步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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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在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安装 RMC-O 4.1.0 客户端。有关客户端安装的信息，请参阅 RMC-O 客户端安
装。

2. 按非同步长距离远程复制环境图中所示，部署 RMC VM-I 和 RMC VM-II。

图 3： 非同步远程远程复制环境

3. 将源存储系统添加到 RMC VM-I。
4. 将目标存储系统添加到 RMC VM-II。
5. 添加远程设备，即将 RMC VM-II IP 地址作为远程设备添加到 RMC VM-I。有关注册远程设备的信息，请参

阅设置远程设备 （第 66 页）。

6. 在 RMC VM-I 上注册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有关注册 Oracle Server 的信息，请参阅注册服务器 （第

27 页）。

7. 在 RMC VM-II 上注册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本步骤为可选操作。

8. 在创建第一个远程复制快照时，RMC-O 在内部将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注册到 RMC VM-II 上。HPE 建议

您注册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以提前定义目标系统策略。

远程复制环境（同步远程）

对于远程复制操作，HPE 建议您使用 RMC VM-I、RMC VM-II 和 RMC VM-III IP 地址的 NIC 0。

• 在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安装 RMC-O 4.1.0 客户端。有关客户端安装的信息，请参阅 RMC-O 客户端安
装 （第 13 页）。

• 按照图 4： 同步远程远程复制环境 （第 20 页）中所示，部署 RMC VM-I、RMC VM-II 和 RMC VM-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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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同步远程远程复制环境

• 根据现有配置添加所有源 HPE 3PAR StoreServe Storage System。使用源 RMC VM-I RMC GUI 添加存储

系统。有关添加存储系统的信息，请参阅《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用户指南》。

• 在源 RMC GUI 中将 RMC VM-II 和 RMC VM-III 添加为远程设备。使用 RMC VM-I GUI 添加 RMC VM-
II 和 RMC VM-III 远程设备。

• 根据配置添加目标同步或定期存储系统。使用 RMC VM-II 和 RMC VM-III RMC GUI 分别添加

target-1 和 target-2 存储系统。

• 在 RMC VM-I 上注册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有关注册 Oracle Server 的信息，请参阅注册服务器 （第

27 页）。

• 在 RMC VM-II 和 RMC VM-III 上注册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此步骤在 RMC VM-II 和 RMC VM-III
上是可选的。

使用 RMC VM-II 或 RMC VM-III 创建第一个远程复制快照时，RMC-O 会在 RMC VM-II 和 RMC VM-III 上
内部注册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HPE 建议您注册 Oracle 应用程序服务器，以提前定义目标系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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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保护向导

通过保护向导，只需几步即可完成保护应用程序的整个过程。可使用此功能管理服务器、数据库和配置关联的属
性。保护向导功能提示您输入在任何创建资源的过程中遗漏的详细信息。

首次登录后，自动显示保护向导。登录到 RMC 用户界面后，将显示 Data Protection（数据保护）窗口。选择
要配置的应用程序。

对于 RMC Oracle，请单击 Oracle > Yes, Proceed（是，继续）。

或者，还可从相关插件启动保护向导。

保护向导通过以下两步创建保护作业：

1. 选择数据库或恢复集或者 SQL Server 实例。

2. 创建保护作业。

保护作业

保护作业是一个计划作业，它通过应用保护策略而触发快照、快速保护、Catalyst 复制操作。所选恢复集或
数据库或者 SQL Server 实例的保护作业的类型取决于所使用的保护策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保护
作业。

自动保护作业

在选择“自动保护作业”选项以创建保护作业时，RMC 检测关于 HPE 3PAR StoreServ 和 HPE StoreOnce
的数据路径环境，并按所选数据库或恢复集的默认频率创建保护作业。通过自动保护作业，所选的恢复集或
数据库或者 SQL Server 实例可有以下不同类型的保护作业：

• 如果 RMC 具有一个或多个预先注册的 HPE StoreOnce 并可进行备份，则创建两组保护作业（快照集保
护作业和快速保护保护作业）。在创建快速保护作业时，RMC 自动通过配置 HPE StoreOnce Catalyst 存
储和备份策略而创建保护策略。

• 如果没有预先注册的 HPE StoreOnce 或 RMC 无法进行快速保护备份，则仅创建快照集保护作业。

注意：

自动保护作业不自动创建 Catalyst 复制保护作业和远程快照保护作业。

选择数据库

过程

1. 要选择一个或多个数据库，请单击 Select Database(s)（选择数据库）。

将显示 Select Database(s)（选择数据库）屏幕，其中列出可用的数据库。默认情况下选择第一个数据库。

2. 从 Oracle Server（Oracle 服务器）菜单中搜索并选择服务器。
将显示所选 Oracle 服务器的数据库列表，其中含有名称、注册状态、类型和已注册的数据库。

3.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数据库，然后单击 Add（添加）。

添加服务器
请在尚未注册服务器时执行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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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在 Select Database(s)（选择数据库）对话框中，单击 Add Server（添加服务器）。

2. 指定主机 IP 地址或主机名。

3. 指定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4. 单击 Add（添加）。

注意：

在 RAC 设置中，如果仅注册了一个服务器并选择了 RAC 数据库，然后您单击 ADD（添加），则您将
被重定向到注册服务器的环节以添加其它 RAC 节点的凭据。

保护作业
可以使用 + Add Protection（+ 添加保护）或 Auto Protection Job（自动保护作业）应用保护。

• Add Protection（添加保护）：您可以为数据库选择或创建一个保护策略，并计划按所需的频率执行该策略。

• Auto Protection job（自动保护作业）：RMC 检测数据路径环境，并创建计划按默认频率执行的保护作业。

前提条件

确保您具有注册的数据库。

过程

1. 要导航到 Add Protection Jobs（添加保护作业）页，请单击 + Add Protection（+ 添加保护）。

将显示 Add Protection Jobs（添加保护作业）页，其中列出了可用的保护策略和创建策略的选项。

或者，

2. 要自动配置 Catalyst 存储、备份策略和保护策略，请单击 Auto Protection Job（自动保护作业）。

3. 从 Apply Protection（应用保护）页面上的列表中选择一个可用的保护作业，然后单击 Next（下一步）。

将在 Summary（摘要）部分中列出选择保护的数据库和选定的保护作业的详细信息。

注意：

在 Apply Protection（应用保护）页上，单击保护作业旁边的 X 图标以将其删除。

4. 要完成创建保护作业，请单击 Finish（完成）。

自动保护作业

过程

1. 单击 Auto Protection Job（自动保护作业）。

将显示 Auto Protection Job（自动保护作业）信息对话框。

2. 单击 Yes, Run（是，运行）以继续创建保护策略。
将触发自动保护作业。

3. 单击 Done（完成）以在 Apply Protection（应用保护）窗口中列出所有自动创建的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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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自动保护作业不会创建远程快照集作业和 Catalyst Copy 作业。

添加保护作业

选择并添加数据库后，可更改所选数据库的详细信息或进入下一屏幕。

过程

1. 在 Apply Protection（应用保护）屏幕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保护的数据库。默认情况下，选择所有添加
的数据库进行保护。

2. 单击 Add Protection（添加保护）。
将显示 Add Protection Jobs（添加保护作业）窗口。

3. 选择 Online (Hot) Backup（联机（热）备份）、Archive logs only（仅存档日志）、Offline (Cold) Backup
（脱机（冷）备份）或 Datafile only（仅数据文件）作为 Backup Method（备份方法）。

4. 在 Add Protection Jobs（添加保护作业）对话框中搜索并选择保护策略，否则，请单击 New Policy（新
建策略）以创建保护策略。

但是，并不会列出所有对数据库可用的保护策略。根据保护策略的构成（启用了 Catalyst Copy（Catalyst
复制），分配了 Backup Systems（备份系统），并且保护为 Snapshot（快照）类型）设置其优先级。保
护策略的列表与以下字段一起显示：

Name（名称）

保护策略的名称。

Type（类型）

保护策略的类型。Type（类型）定义保护策略的创建顺序。

Backup System（备份系统）

将用于备份的存储系统。

Store Name（存储名称）

存储系统的名称。

Catalyst Store Name（Catalyst 存储名称）

用于备份所有快照的存储空间的名称。

5. 要对数据库启用远程快照，请选择 Remote Snapshot（远程快照）。

注意：

Remote Snapshot（远程快照）选项对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for Oracle 不可用。

6. 要将计划添加到现有的保护作业，请选择 Now（立即）或 Schedule（计划）作为 Type（类型），然后指
定计划程序的名称和说明。

7. 选择计划程序频率。

• Minutes（分钟）：指定 Interval In Minutes（间隔分钟数）。

• Hourly（每小时）：指定 Interval In Hours（间隔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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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ly（每天）：指定 Interval In Days（间隔天数）。

• Weekly（每周）：选择计划在周几进行。

• Monthly（每月）：选择计划的月份、指定 Day of Month（每月的日期）或选择 Last day of the month
（每月的 后一天）选项。

• Yearly（每年）：指定 Day of Month（每月的日期）或选择 Last day of the month（每月的 后一天）
选项，然后指定 Month（月份）。

• One Off（一次性）：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执行操作。

8. 设置 Start Date and Time（开始日期和时间）和（可选）End Date（结束日期）。

9. 指定 Recurrence in minutes（周期分钟数）。

10. 要添加数据库的保护作业，请在保护向导中单击 Select（选择），然后单击 Finish（完成）。

创建策略

过程

1. 在 Protection Jobs（保护作业）窗口中，单击 New Policy（新建策略）。

2. 要创建快照类型的保护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将 Protection Type（保护类型）设置为 Snapshot（快照）并指定名称。

b. [可选] 指定快照到期时间和快照保留时间，以小时为单位。

3. 要创建快速类型的保护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将 Protection Type（保护类型）设置为 Express（快速）并指定名称。

b. [可选] 指定快照到期时间和快照保留时间，以小时为单位。

c. 搜索并选择一个备份系统，或者单击 Add（添加）并指定要添加的备份系统的 IP address/Hostname（IP
地址/主机名）、Username（用户名）和 Password（密码）。

d. 要为备份系统搜索并选择一个存储，请单击 Select（选择），或者单击 Add Store（添加存储）并指定要
添加的存储的 Service Set（服务集）、Store Name（存储名称）和 Description（说明）。

e. 指定 Catalyst 客户端用户名和密码。

f. 选择 FC 或 iSCSI 以作为 Storage System Transport Protocol（存储系统传输协议），然后选择 Backup
System Transport Protocol（备份系统传输协议）。

g. [可选] 指定到期和保留时间（以小时为单位）以指定备份生命周期。

h. 要指定流数，请选择 Multi-Streaming（多重流式传输）选项。

i. 要在成功创建备份后允许 RMC 将快照集中的数据与备份中包含的数据进行比较，请选择 Verify（验证）。

j. 选择 Enable Catalyst Copy（启用 Catalyst Copy）选项，然后指定以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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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对于 Catalyst Copy Target（Catalyst Copy 目标），搜索并选择一个备份系统。

II. 要为备份系统搜索并选择一个存储，请单击 Select（选择），或者单击 Add Store（添加存储）并指
定要添加的存储的 Service Set（服务集）、Store Name（存储名称）和 Description（说明）。

4. 选择并指定 Backup System Connectivity（备份系统连接）协议。

5. 指定到期和保留时间（以小时为单位）以指定 Catalyst 备份生命周期。

6. 单击 Add（添加）。

创建的保护策略将添加到 Add Protection Jobs（添加保护作业）页面上的保护策略列表中。

添加备份系统

过程

1. 在 Create Protection Policies（创建保护策略）窗口中，单击 Add（添加）。

将显示 Add Backup System（添加备份系统）对话框。

2. 指定备份系统的 IP Address（IP 地址）或 Hostname（主机名）。

3. 指定 Username（用户名）和 Password（密码）。

4. 单击 Add（添加）。

选择或添加存储

您可以添加存储或选择现有的存储。要选择现有的存储，请从列表中搜索并选择该存储。

要添加存储，请执行以下操作：

前提条件
确保您为快速保护配置了一个备份系统。

过程

1. 单击 Add Store（添加存储）。

将显示 Add Store（添加存储）对话框。

2. 选择 Service Set（服务集）。

3. 指定 Store Name（存储名称）和 Description（说明）。

4. 单击 Add（添加）。

添加备份系统 25



Oracle Server
我希望...

• 注册服务器 （第 27 页）

• 编辑服务器 （第 28 页）

• 注销服务器 （第 29 页）

• 迁移旧的 RMO 目录 （第 29 页）

了解详细信息...

• 关于 Oracle Server （第 26 页）

• Oracle Server 屏幕详细信息 （第 26 页）

• 迁移旧的 RMO 目录 （第 29 页）

关于 Oracle Server
Oracle Servers Overview (Oracle Server 概述) 屏幕将显示已注册的服务器，并允许您将生产服务器和备份服
务器注册到 RMC 设备。存在以下类型的 Oracle Server：

• Application（应用程序）— 可在这种类型的服务器中托管生产数据库。

• Backup（备份）— 可在这种类型的服务器中装载或克隆快照或进行 ISV 支持的备份。

• NBU Master Server（NBU 主服务器）— 可在这种类型的服务器中配置 NBU 主服务器。NBU 主服务器必
须在 *nix 平台上运行。并不一定要为这种类型的服务器安装 RMC-O 客户端二进制文件。

• Backup+NBU Master（备份 + NBU 主服务器）— 它是备份服务器和 NBU 主服务器的组合。必须安装
RMC-O 客户端二进制文件。

Oracle Server 屏幕详细信息
Oracle Servers (Oracle Server) 屏幕的主窗格中将显示已注册的 Oracle Server 的 IP 地址/主机名和服务器
类型。详细信息窗格中将显示与在主窗格中选择的服务器相关的常规详细信息，以及已在服务器上配置的数据库
的详细信息。您还可以使用 Actions（操作）菜单来 Register server（注册服务器）、Edit server（编辑服务
器）、Unregister server（注销服务器）和 Migrate legacy RMO catalog（迁移旧的 RMO 目录）。

概述

Server details（服务器详细信息）

Host name（主机名）

服务器的主机名。

IP address（IP 地址）

服务器的 IP 地址。

Operating system type（操作系统类型）

服务器上安装的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操作系统版本）

操作系统的版本。

Kernel Version（内核版本）

操作系统的内核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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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ware architecture（硬件架构）

处理器的架构。

RMC-O client version（RMC-O 客户端版本）

系统上安装的 RMC-O 客户端版本。

Registration time（注册时间）

服务器注册时间戳。

Updated time（更新时间）

服务器修改时间戳。

Description（说明）

您在注册服务器时可能添加的说明。

Associated databases（关联的数据库）

注意：

如果存在与已注册服务器关联的数据库，将填充此部分。

Name（名称）

关联数据库的名称。

Description（说明）

数据库的说明。

Role（角色）

显示 HPE 3PAR StoreServ 的角色。

Type（类型）

数据库的类型。

Version（版本）

Oracle 数据库的版本号。

Created at（创建时间）

数据库创建时间戳。

注册服务器
注册服务器

前提条件

• 请确保您拥有要注册的服务器的 root 用户权限而且 root 用户具有 SSH 访问权限。

• 请确保您已在要注册的服务器上安装了 RMC-O 客户端。

• 您可以注册运行 RHEL 和 OEL 版本 6.x 和 7（U1 和 U2）的服务器。

• 服务器注册仅支持 64 位 (x86_64) 平台，不支持 32 位（i386、i686 等）平台。

• 不能将 SCAN、VIP 等 RAC 虚拟实体用于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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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Servers（服务器）。

2. 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 Servers（服务器）屏幕的主窗格中，单击 + Register Oracle Server（+ 注册 Oracle Server）。

•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Register Server（注册服务器）。

3. 选择 Server type（服务器类型）。例如，Application（应用程序）、Backup（备份）或 NBU Master server
（NBU 主服务器）或 Backup + NBU master server（备份 + NBU 主服务器）。

注意：

备份服务器也可以是具有目录存储库信息的旧 RMO 备份服务器。您可以将此存储库迁移到 RMC-O。

4. 提供以下详细信息：

a. IP Address or Host Name（IP 地址或主机名）— 要为备份配置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注意：

如果要将主机名用于注册，请正确配置 DNS。

b. Username（用户名）— 服务器的用户名。用户必须是 root 用户或其用户 ID 为 0。

c. Password（密码）— 用户密码。

d. Description（说明） — 有关服务器的说明或其他注释。

5. 单击 OK（确定）。

编辑服务器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Servers（服务器）。

2. 在 Servers（服务器）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服务器。

3.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Edit（编辑）。

4. 请执行以下操作：

• 编辑 IP 地址或主机名。

• 编辑用户名或说明。

• 重新输入密码。

注意：

服务器上的 root 密码一旦更改，请务必更新密码。

5. 单击 OK（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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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服务器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Servers（服务器）。

2. 在 Servers（服务器）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服务器。

3.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Unregister Server（注销服务器）。

4. 单击 Yes, Unregister（是，注销）。

迁移旧的 RMO 目录
“迁移旧的 RMO 目录”部分介绍了将现有目录信息从 HPE 3PAR Recovery Manager Software for Oracle
(RMO) 版本 4.6 或 4.7 迁移到 RMC O 的先决条件和过程。迁移过程会将所有本地和远程快照、策略、计划和
备份从选定的备份服务器迁移到 RMC-O 设备。在迁移完成后，RMC-O 会根据在 RMO 中创建的计划触发备份
和快照的创建任务。

在迁移过程中，可以使用 RMO 策略覆盖在 RMC-O 中设置的时间和数值策略。通过在 Migrate Server（迁移
服务器）窗口中选择 Enforce RMO policies（强制执行 RMO 策略）选项，可实现此覆盖。在 Migrate Server

（迁移服务器）窗口中单击 Yes, migrate（是，迁移）时，系统将验证所有先决条件。您可以在 Activity（活动）
源中监视验证进度。如果验证失败，系统将针对失败的任务提供建议操作，以便更正问题并再次启动迁移。如果
验证成功，系统将继续进行迁移，并在完成时显示迁移摘要和报告。您可以在 https://<RMC_IP>/RMC-O/
migration 上查看报告，并获取详细信息。

当您选择用于迁移的备份服务器时，在实际迁移过程开始之前，需要对所有已配置的数据库执行预检查。任意数
据库出现错误时，迁移过程会忽略该特定数据库，并为其他数据库继续进行迁移活动。更正特定数据库出现的错
误后，可以为其重新启动迁移过程。

小心：

确保您可以在迁移成功后继续使用 RMC-O。如果您在迁移活动中遇到意外错误，并且希望继续使用
RMO，请执行下列步骤：

1. 查找并登录到从中启动迁移活动的备份服务器。

2. 导航到 /etc/3par/solutions 位置。

3. 将 rmco_tasks/ 文件夹重命名为 tasks/。

对于数据库，各种实体在其中进行迁移的顺序如下所示：

1. RMO 策略（快照和备份）到 RMC-O 保护策略

2. 快照

3. 备份

4. 计划

5. RMO 电子邮件通知到 RMC-O 通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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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预检查 未选中

Enforce RMO Policy（强制执行 RMO 策略）

选项时的行为

1 使用 RMC 注册备份服务器 如果尚未注册，则无法迁移。

2 检查受支持的版本 仅支持 RMO 4.6 和 4.7。

3 使用 RMC 注册生产服务器 如果尚未注册，则服务器上所有数据库的迁移都将失败。

4 使用 RMC 注册阵列 如果尚未注册，将跳过快照迁移，并对所有计划、备份、
策略进行迁移。

5 策略冲突检查 这项检查与 大快照计数和到期/保留时间（它们是互斥的
参数）有关。迁移行为如下：

• 如果在 RMO 中设置 大快照计数，在 RMC-O 的数据
库中设置到期/保留时间，或者相反，预检查都将失败。

• 如果同时在旧配置文件中设置 大快照计数和到期/保
留时间，则后者优先进行策略冲突检查。

6 快照计数检查 该检查旨在确保 RMC-O 数据库中的 大快照计数值已设
置为大于 RMC-O 快照总数的值，以便成功完成迁移。迁
移行为如下：

• 如果旧配置文件中的 大快照计数已设置为某个非零
值，但未在 RMC-O 的数据库中进行指定，则预检查将
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将 RMC-O 数据库中的
大快照计数值设置为某个大于 RMO 和 RMC-O 的快
照数量的值。

• 如果旧配置文件和 RMC-O 数据库中的 大快照计数
都已设置为某个非零值，则对

remove oldest snapshot（删除 早的快照）

标记执行检查，以查看为旧配置文件和 RMC-O 数据库
设置的值是否相同。否则，预检查将报告问题，并移动
到下一个数据库。

• 如果旧配置文件和 RMC-O 数据库中的 大快照计数
都已设置为某个非零值，则对在 RMC-O 数据库中设置
的 大快照计数执行检查，该 大快照计数大于未迁移
快照总数和相应数据库设备上现有的快照总数。如果预
检查失败，它会报告问题，并移动到下一个数据库。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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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预检查 未选中

Enforce RMO Policy（强制执行 RMO 策略）

选项时的行为

8 快照状态检查 该检查将报告快照是否处于可迁移状态。会对所有可能存
在的候选快照执行此检查以便进行迁移。

9 使用 RMC 注册 NBU 如果旧设置上配置了 NBU，会执行此检查以确保使用
RMC 注册 NBU 服务器。否则，预检查将失败，并且不允
许为相应数据库进行迁移。

注意：

• HPE 建议使用 Enforce RMO Policy（强制执行 RMO 策略）选项来解决迁移过程中发生的冲突。

• HPE 建议您在成功迁移数据库后使用 RMC-O 为快照、备份等创建计划。

• 如果没有为特定数据库创建计划，将不会迁移从旧 RMO 中创建的电子邮件配置。在此类情况下，如果
您必须订阅电子邮件通知，则必须从 RMC 用户界面创建 Application type（应用程序类型）与 RMC-
O 相同的通知策略，并将其与相应数据库关联。

• 如果为数据库配置了多个通知策略（本地和远程），则会将所有策略都迁移到本地设备。其中一个策略
与数据库相关联。请查看通知策略关联并执行任何更改。

• 在 RMO 中配置的以天数为单位的任何基于时间的策略（到期或保留）将转换为相应的小时数。在
RMC-O 中创建保护策略时会进行此转换。

RMO 到 RMC-O 迁移

下面详细列出了通常从 RMO 迁移到 RMC-O 的规则：

• 将跳过已注销的数据库。

• 将跳过阵列不可用的数据库。

• 将跳过任何数据库特定的预检查失败的数据库。

• 本地保护策略将迁移到本地设备。

• 远程保护策略将迁移到远程设备。

• 本地快照将迁移到本地设备。

• 远程快照将迁移到远程设备。

• 现有快照的备份将迁移到本地设备。

• 已删除的快照的备份将迁移到本地设备。

• 本地和远程计划将迁移到本地设备。

• 本地和远程电子邮件通知策略将迁移到本地设备。

• 将迁移已删除的快照和过时的快照。

• 已装载的快照将以已装载状态进行迁移。

• 已克隆的快照将以已克隆状态进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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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装载(P) 的快照将以已装载状态进行迁移。

• 已孤立的快照将以可用状态进行迁移。

• 对于远程快照迁移，如果远程设备与本地设备不同，将在远程设备上自动注册服务器和数据库。

• 如果要在选择用于迁移的备份服务器上迁移至少一个已装载或克隆的快照，将在远程设备上注册远程备份服
务器。

• 迁移后，在 RMO 中新创建的计划无法在重试迁移操作过程中进行迁移。反而，您需要从 RMC-O 用户界面
创建新计划。

迁移 RMO 目录

迁移旧的 RMO 目录

前提条件

• 确保 HPE 3PAR StoreServ System 已注册。

• 必须在 RMC-O 中注册所有适用的相关服务器（应用程序、备份、NBU 主服务器）。

• 如果要将远程快照从 RMO 迁移到 RMC-O，必须满足在 RMC-O 中创建远程快照的先决条件。有关这些先
决条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远程快照。

• RMC-O 数据库中的 大快照计数必须大于等于 RMO 和 RMC-O 中现有的总快照数。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Servers（服务器）。

2. 在 Servers（服务器）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要用来迁移数据的备份服务器。

3.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Migrate legacy RMO catalog（迁移旧的 RMO 目录）。

4. 单击 Yes, migrate（是，迁移）。

• 如果迁移成功，请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 Activity（活动）以查看已迁移的实体。

• 如果迁移失败或未完全成功，请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 Activity（活动）以查看详细信
息。您可以查看迁移报告、更正问题，然后再次启动迁移。

注意：

• RMO 中状态为 Mounted（已装载）或 Database（数据库）的快照也会以相同的状态迁移到 RMC-
O 中。状态为 Mounted(P)（已装载(P)）的快照会迁移到 Mounted（已装载）状态。

• HPE 建议在尝试执行迁移操作之前，对旧 RMO 中状态为 Mounted(P)（已装载(P)）的快照执行重
新装载操作。但是，如果未能执行此操作，还可以在执行迁移操作后，在 RMC-O 中执行重新装载
操作。

• RMO 中状态为 Orphaned（已孤立）的快照将以 Available（可用）状态迁移到 RMC-O 中。对此
类快照执行的操作将失败。HPE 建议在迁移到 RMC-O 之前删除 RMO 中所有处于 Orphaned（已
孤立）状态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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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远程复制 RMO 目录

前提条件

• 确保使用本地设备注册远程备份服务器。

• 确保使用本地设备注册本地备份服务器（如果已配置）。

• 确保在主 RMC 设备上注册源 HPE 3PAR StoreServ System，在辅助 RMC 设备上注册辅助 HPE 3PAR
StoreServ System，依此类推。

• 必须在 RMC-O（主设备）中注册所有适用的相关服务器（应用程序、本地备份、远程备份、NBU 主服务
器）。在远程设备上，注册服务器是可选操作。

• 在 RMC 用户界面的 Remote Appliances（远程设备）页面中注册辅助 RMC 设备。

• 确保在主设备和辅助设备（可选）上注册您打算迁移的数据库。

• RMC-O 数据库中的 大快照计数必须大于 RMO 和 RMC-O 中现有的总快照数。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Servers（服务器）。

2. 在 Servers（服务器）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要从其迁移数据的远程备份服务器。

3.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Migrate legacy RMO catalog（迁移旧的 RMO 目录）。

4. 选择 Remote Copy（远程复制），然后从列表中选择 Local Backup Server（本地备份服务器）。

5. 选择 Remote RMC Appliance（远程 RMC 设备），然后单击 Yes, Migrate（是，迁移）。

注意：

• 在 RMO 中使用单个 RMC-O 设备和单个备份服务器时，本地和远程备份服务器与本地和远程
RMC 设备相同。

• 如果未在辅助（远程）设备上注册数据库，则在迁移操作成功后，辅助设备的保护策略无法连接到
辅助设备的已迁移数据库。

• 成功迁移后，不要将 RMO 用于已迁移的快照。在使用 RMC-O 开始操作之前，请查看与数据库关
联的保护策略。

• 在迁移期间，会临时在本地设备上更新远程备份服务器的某些本地快照。在迁移过程完成后，会将
其从本地设备中删除，并在远程设备上进行更新。

• 等待第一个迁移过程完成，然后再启动第二个迁移过程。

6. 选择 Enforce RMO Policy（强制执行 RMO 策略）选项。如果未选择该选项，将不会严格执行所有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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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数据库

我希望...

• 注册 Oracle 数据库 （第 36 页）

• 编辑数据库 （第 38 页）

• 注销数据库 （第 38 页）

• 刷新数据库 （第 39 页）

• 克隆数据库（一键式克隆） （第 38 页）

了解详细信息...

• 关于 Oracle 数据库 （第 34 页）

• Oracle 数据库屏幕详细信息 （第 34 页）

关于 Oracle 数据库
您可以注册要保护的应用程序数据库。可以指定 Oracle SID，然后注册或允许 RMC 注册选定服务器上运行的
所有数据库。

Oracle Databases Overview（Oracle 数据库概述）屏幕将显示已注册的数据库。您可以使用此屏幕 Register
Oracle Database（注册 Oracle 数据库）、Edit Database（编辑数据库）、Unregister Database（注销数据
库）、Refresh Database（刷新数据库）、创建快照、Protect（保护）和 Catalyst Copy。

在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页面中，会显示有关快照和 Express Protect 的信息。可以使用 Bulk Remove
（批量删除）选项删除一个或多个快照或 Express Protect。

关于 Oracle 备用数据库

Oracle 备用数据库是生产数据库的同步副本。您可以使用备用数据库的快照来升级备用数据库卷。但是，不能
使用该快照升级主数据库卷（即使该快照的备份可用于还原主数据库）。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支持 Oracle 备
用数据库：

• Oracle 数据库版本是 11g 或 12c。

• 备用数据库是物理数据库。不支持逻辑或快照备用数据库。

• 在使用 RMAN 备份时，使用 Oracle 恢复目录注册主数据库（非备用）。

关于生产数据库配置

本部分介绍数据库必须完成的存储配置，以便生成快照和执行备份操作。所有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必须驻留在相
同的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上。但是，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不能在相同的卷上共存。数据文件卷或存
档日志卷上不能存在 CONTROLFILE、SPFILE 和恢复日志。相同的条件也适用于 ASM 磁盘组。

有关 Remote Copy 的配置，请参阅 RMC-O 的 Remote Copy 要求 （第 60 页）。

重要信息：

Oracle 参数和控制文件与备用数据库和主数据库不兼容。除非使用 Oracle RMAN，否则不能使用这些文
件还原主数据库。在 RMC-O 之外，必须手动备份主数据库的 Oracle 参数和控制文件。

Oracle 数据库屏幕详细信息
屏幕的主窗格中将显示数据库的名称和类型。详细信息窗格中将显示与在主窗格中选择的数据库相关的详细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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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 保护视图

概述

Database details（数据库详细信息）

Name（名称）

Oracle 数据库的名称。

Description（说明）

Oracle 数据库的说明。

Oracle version（Oracle 版本）

Oracle 数据库版本。

Type（类型）

Oracle Server 的类型，例如，Standalone（独立）、Real Application Cluster 和 Dataguard。

Role（角色）

源和目标 HPE 3PAR StoreServ 的角色。源 HPE 3PAR StoreServ 的角色始终是 Primary（主）。目标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的角色始终是 Secondary（辅助）。

Oracle Home（Oracle 主目录）

Oracle 所安装到的目录路径。

Protection policy（保护策略）

与数据库关联的保护策略。

Notification Policy（通知策略）

与数据库关联的通知策略。

Maximum Snapshot count（ 大快照计数）

可创建的数据库快照的 大数量。

Delete Oldest snapshot（删除 早的快照）

指示在达到 大快照数时是否删除 早的快照。值可以是 True 或 False。

Maximum Express Protects count（ 大 Express Protect 计数）

可创建的 Express Protect 的 大数量。

Delete Oldest Express Protects（删除 早的 Express Protect）

指示在达到 大 Express Protect 数时是否删除 早的 Express Protect。值可以是 True 或 False。

Maximum Copy count（ 大副本计数）

可创建的 Catalyst Copy 的 大数量。

Delete Oldest Copy（删除 早的副本）

指示在达到 大 Catalyst Copy 数时是否删除 早的 Catalyst Copy。值可以是 True 或 False。

State（状态）

与 RMC-O 操作相关的数据库的当前状态。例如，Available（可用）、Error（错误）、Error-restoring（正
在错误恢复）、Restoring（正在还原）、Migrating（正在迁移）、Updating（正在更新）。

概述 35



Registered at（注册时间）

数据库的注册时间戳。

Database instances（数据库实例）

Name（名称）

Oracle 数据库的名称。

ASM ID

显示数据库实例所对应的 ASM 实例的 SID。

Server（服务器）

Oracle Server 的 IP/主机名。

保护视图

快照

Name（名称）

快照的名称。

Timestamp（时间戳）

指示快照创建时间的时间戳。

Snapshot type（快照类型）

快照的类型，例如，online（联机）、offline（脱机）、datafile（数据文件）或 archlog（存档日志）。

Protects（保护）

Name（名称）

快速保护备份的名称。

Timestamp（时间戳）

指示快速保护创建时间的时间戳。

Snapshot type（快照类型）

快照的类型，例如，online（联机）、offline（脱机）、datafile（数据文件）或 archlog（存档日志）。

Backup type（备份类型）

备份的类型，例如，full（完整）、incr（差异增量）或 cinc（累积增量）。

Backup vendor（备份供应商）

备份供应商。

Catalyst Copy（Catalyst 复制）

指示在另一个 HPE StoreOnce Catalyst 存储上是否存在快速保护的副本。

注册 Oracle 数据库
注册 Oracle 数据库

前提条件

• 要更新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 (RAC) 群集节点，请确保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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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Oracle Servers (Oracle Server) 屏幕注册相应的群集节点。

◦ 正确配置 DNS，以便它与使用主机名的 RMC 设备中的其他群集节点通信。如果未正确配置 DNS，并
且选中了 Auto update all RAC cluster nodes（自动更新所有 RAC 群集节点）复选框，则 RMC-O 不
会更新所有 RAC 群集节点。在此类情况下，您必须使用 SID 选项手动注册其他 RAC 节点，并在 RMC
的 /etc/hosts 中添加 RAC 节点主机条目。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 Databases（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单击 + Oracle Databases（+ Oracle 数据库）。

•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Register（注册）。

3. 在 Server properties（服务器属性）中，输入 Oracle Server 的名称，或者单击 Select（选择）以从列表
中选择一个服务器。

4. 在 Database properties（数据库属性）中，提供以下详细信息：

• SID — 要添加的数据库的 Oracle SID。

• Oracle Home（Oracle 主目录） — 在其中运行具有指定 SID 的数据库实例的 ORACLE_HOME 目录。

注意：

可以指定配置为符号链接的 ORACLE_HOME。

• Description（说明）— Oracle 数据库的说明。

• Protection policy（保护策略）— 要与数据库关联的保护策略。有关保护策略的信息，请参阅保护策略。
要从列表中选择策略，请单击 Select（选择）。

• Notification Policy（通知策略）— 要与数据库关联的通知策略。

• Maximum snapshots（ 大快照数）— 可创建的快照的 大数量。 大限值为 2048。

• Maximum express protects（ 大 Express Protect 数）— 可创建的 Express Protect 的 大数量。
大限值为 2048。

• Remove the oldest snapshot（删除 早的快照）— 选择此项可在达到 大快照限值时删除 早的快
照。

• Remove the oldest express protects（删除 早的 Express Protect）— 选择此项可在达到 大
Express Protect 限值时删除 早的 Express Protect。

• Auto update all RAC cluster nodes（自动更新所有 RAC 群集节点）— 选择此项可自动更新 RAC 节
点。如果输入 SID，将启用此选项。

5. 单击 OK（确定）。

注意：

如果应用程序服务器托管任意目录数据库，通常会注册目录数据库。注销无需保护的目录数据库。

Oracle 数据库 37



编辑数据库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2. 在 Databases（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3.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Edit（编辑）。

4. 在 Database properties（数据库属性）中，编辑与数据库关联的保护策略或通知策略。

5. 在 Numeric（数值）中，执行以下操作：

• 编辑 Maximum snapshots（ 大快照数）、Maximum express protects（ 大 Express Protect 数）、
Maximum Copy Protects（ 大 Copy Protect 数）或者所有这三者。

• 选中或清除 Remove the oldest snapshot（删除 早的快照）、Remove the oldest express protect
（删除 早的 Express Protect）, Remove the oldest Copy Protects（删除 早的 Express Protect）
或者所有这三者。

6. 单击 OK（确定）。

注意：

• 如果将新的保护策略与数据库关联，较早的保护策略在重新进行关联之前不能用于备份。与此类似，可
以关联和取消关联通知策略。如果要清除为数据库设置的当前策略，可以使用 Disassociate（取消关
联）选项。

• 如果您使用的是 RMAN_DP，请先临时取消关联保护策略，然后再更新任何属性。在成功更新属性后
重新关联保护策略。

注销数据库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2. 在 Databases（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3.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Unregister（注销）。

4. 单击 Unregister（注销）。

克隆数据库（一键式克隆）

前提条件
确保配置了备份服务器。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单击 Actions（操作） > Clone Database（克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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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显示 Clone Database（克隆数据库）窗口。

3. 单击 Select（选择）以搜索并选择一个备份服务器。

4. 选中或清除 Customize（自定义）。

5. 如果选择 Customize（自定义）选项，请指定以下可选字段：

a. 输入快照的名称和说明。

b. 选择数据库的备份方法，例如 Online (Hot) backup（联机（热）备份）、Archive log only（仅存档日
志）、Offline (Cold) backup（脱机（冷）备份）或 Datafile only（仅数据文件）。默认备份方法为 Online
(Hot) backup（联机（热）备份）。

c. 输入策略的到期时间和保留时间。

d. 指定 Mount Point（装载点）。

e. 指定 Clone Database SID（克隆数据库 SID）和 Clone Database Home（克隆数据库主目录）选项的
值。

f. 选择 ASCII 或 Binary（二进制）作为 Control File（控制文件）类型。默认值为 ASCII。

g. 指定 Redo Log Destinations（重做日志目标）。

h. 选中或清除 Automatically recover the clone database（自动恢复克隆数据库）和 Use Large Pages
（使用大页）。默认情况下选中这些选项。

6. 单击 OK（确定）。

刷新数据库
数据库的刷新数据库操作可分析驻留在 RMC-O 目录中的所有快照和 Express Protect 备份。已到期（因数值或
基于时间的策略设置）的所有快照和 Express Protect 备份将在执行刷新操作后从 RMC-O 目录中删除。刷新数
据库操作是一项非常耗时的活动，因为它耗费的时间取决于数据库中现有的快照数或 Express Protect 备份数。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2. 在 Databases（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3.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Refresh（刷新）。

4. 要刷新选定数据库中的快照和 Express Protect，请单击 Refresh（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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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策略

我希望...

• 创建保护策略 （第 42 页）

• 编辑保护策略 （第 42 页）

• 删除保护策略 （第 43 页）

了解详细信息...

• 关于保护策略 （第 40 页）

• 保护策略屏幕详细信息 （第 40 页）

关于保护策略
保护策略可用于提取与快照和保护相关的各种属性。如果无需执行数据库备份，可以使用保护策略来指定所有快
照的通用属性（到期和保留时间），然后将其与多个数据库关联。

如果要执行 Express Protect 备份，可以创建单个保护策略并将其与多个数据库关联。

如果要执行介质备份，请确保为每个数据库创建并关联至少一个专用的保护策略。但是，您可以根据备份策略创
建一个或多个数据库特定的保护策略并在 Create Protect（创建保护）对话框中指定这些策略。对于从 ISV 界
面触发的客户端备份，将始终使用关联的保护策略。

保护策略屏幕详细信息
Protection Policy Overview（保护策略概述）屏幕将显示保护策略，并可用于添加、编辑或删除保护策略。
Protection policies（保护策略）屏幕的主窗格中将显示已配置的策略，详细信息窗格中将显示与策略关联的详
细信息，如策略 ID、与保护策略关联的备份策略、快照保留和快照到期详细信息。

ID

可与 rmco_backup 命令结合使用的保护策略的内部 ID。

Policy name（策略名称）

保护策略的名称。

Description（说明）

保护策略的说明。

Expiration time（到期时间）

在到期时间到达后存储系统自动删除快照的时间。要指定保留时间，请指定介于 0 到 43,800 小时（1825
天）之间的值。

Retention time（保留时间）

快照将保留到的时间。要指定保留时间，请指定介于 0 到 366 小时（0 到 14 天）之间的值。

Backup vendor（备份供应商）

用于备份数据库快照的备份供应商。支持的备份方法是 HPE StoreOnce、RMAN、RMAN NBU、RMAN
DP 和 NBU。

Backup policy（备份策略）

要与备份系统相关联的备份策略。有关创建备份策略的信息，请参阅《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用
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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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仅当您选择 HPE StoreOnce 作为备份系统时，此字段才可用。

Copy Policy（复制策略）

要与备份系统关联的复制策略。

注意：

仅当您选择 HPE StoreOnce 作为备份系统时，此字段才可用。

Backup server（备份服务器）

要与备份策略关联的备份服务器。

Channel count（通道计数）

备份和恢复期间分配的 RMAN 通道数。有效通道计数介于 1 到 99 之间。

Catalog Username（目录用户名）

为目录数据库配置的数据库用户名。例如，rman。
Catalog Password（目录密码）

为目录数据库配置的数据库密码。

Catalog Service Name（目录服务名称）

为目录数据库配置的数据库服务名称。例如，catdb。

注意：

RMAN 使用 Catalog Username（目录用户名）、Catalog Password（目录密码）和 Catalog Service
Name（目录服务名称）等属性来连接到目录数据库。例如，rman/rman@catdb。

Master server（主服务器）

Veritas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主机名。

Datafile policy（数据文件策略）

在 NBU 主服务器上为数据文件备份创建的策略。

Data policy schedule full（数据策略完整计划）

用于数据库备份的 Veritas NetBackup 计划名称。

Archivelog policy（存档日志策略）

在 NBU 主服务器上为存档日志备份创建的策略。

Archivelog policy schedule full（存档日志策略完整计划）

用于存档日志（完整）备份的 Veritas NetBackup 计划名称。

Archivelog policy incremental schedule（存档日志策略增量计划）

用于存档日志（增量）备份的 Veritas NetBackup 计划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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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保护策略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Protection Policies（保护策略）。

2. 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 Protection Policies（保护策略）屏幕的主窗格中，单击 + Protection Policy（+ 保护策略）。

•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Add（添加）。

3. 输入策略名称、说明、到期时间和保留时间。

4. 从列表中选择备份供应商并指定相关属性的值。

• HPE StoreOnce— 选择并指定 Backup policy（备份策略）和 Copy Policy（复制策略）。复制策略（又
称为 Catalyst Copy）在另一个 HPE StoreOnce Catalyst 存储区上创建 Express Protect 的副本。有关
创建备份策略和 Catalyst Copy 的信息，请参阅《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用户指南》。

• RMAN — 指定 Backup server（备份服务器）、Channel count（通道计数）、Catalog Username（目
录用户名）、Catalog Password（目录密码）、Catalog Service Name（目录服务名称）、Backup
destination（备份目标）和 Use Large Pages（使用大页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A“创建 RMAN
恢复目录”。

• RMAN NBU — 指定 Backup server（备份服务器）、Channel count（通道计数）、Catalog Username
（目录用户名）、Catalog Password（目录密码）、Catalog Service Name（目录服务名称）、NBU master
server（NBU 主服务器）、Datafile policy（数据文件策略）、Data policy schedule full（数据策略完整
计划）、Archivelog policy（存档日志策略）、Archivelog policy schedule full（存档日志策略完整计
划）、Archivelog policy incremental schedule（存档日志策略增量计划）和 Use Large Pages（使用
大页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B“为 NBU（用户托管）备份设置 NetBackup 策略”。

• RMAN DP — 为备份系统指定 Backup server（备份服务器）、Channel count（通道计数）、Catalog
Username（目录用户名）、Catalog Password（目录密码）、Catalog Service Name（目录服务名称）、
Datafile Backup Specification（数据文件备份规范）和 Archivelog Backup Specification（存档日志
备份规范）、Use Large Pages（使用大页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C“为 Oracle RMAN 备份设
置 NetBackup 策略”。

• NBU — 指定 Backup server（备份服务器）、NBU Master server（NBU 主服务器）、Datafile policy
（数据文件策略）、Data policy schedule full（数据策略完整计划）、Archivelog policy（存档日志策略）、
Archivelog policy schedule full（存档日志策略完整计划）和 Archivelog policy incremental
schedule（存档日志策略增量计划）。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D“设置 HPE Data Protector 备份”。

5. 要创建保护策略，请单击 OK（确定）。

编辑保护策略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Protection Policies（保护策略）。

2. 在 Protection Policies（保护策略）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策略。

3.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Edit（编辑）。

4. 进行所需的更改，然后单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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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保护策略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Protection Policies（保护策略）。

2. 在 Protection Policies（保护策略）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策略。

3.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Remove（删除）。

4. 单击 Yes, Remove（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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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

关于快照
RMC-O 允许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在 HPE 3PAR StoreServ 上创建、计划和管理应用程序一致性快照。数据库
快照由 Oracle 数据文件、存档日志目标或这两者使用的基础 3PAR 虚拟卷的多个快照组成，具体取决于您所指
定的选项。RMC-O 可用于创建以下类型的快照：

• 联机 — 数据库的时间点映像，即数据库处于打开或联机状态时生成的快照。在创建快照之前，数据库置于
备份模式。快照完成后，数据库退出备份模式。

• 脱机 — 数据库的时间点映像，即数据库处于关闭或脱机状态时生成的快照。

• 数据文件 — 所有数据库的数据文件的时间点映像，即数据库处于打开或联机状态时生成的快照。在创建快
照之前，数据库置于备份模式。此备份只会生成数据文件快照，而不会生成存档日志目标快照。仅当创建快
照过程中生成的存档日志文件也可用时，使用此选项创建的快照才有用。

• 存档日志 — 数据库的存档日志目标的时间点映像，即数据库处于打开或联机状态时生成的快照。

创建快照后，可以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 >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屏幕上使用 Action
（操作）菜单执行下列操作：

• 编辑快照 — 编辑快照名称、说明和计划等详细信息。

• 验证快照 — 通过在备份服务器上装载并创建 clonedb 而验证现有快照。

• 装载快照 — 在备份服务器上装载快照，以便进行脱离主机的处理，如备份和数据库克隆。

• 卸载快照 — 卸载已装载快照的文件系统，或者如果使用了 ASM，则删除 ASM 磁盘组。读写快照与在装载
快照期间创建的所有组件将一同被删除。

• 删除快照 — 从 HPE 3PAR StoreServ 存储系统中删除现有快照。

• 恢复快照 — 使用上一个快照恢复数据库。此外，还将恢复元数据（CONTROLFILE、PFILE、密码文件等）。

• 保护快照 — 保护现有快照。

• 克隆数据库 — 创建单实例数据库或在 Mounted（已装载）模式下启动已克隆的数据库以便进行备份
(RMAN)。您可以使用单实例数据库进行任何脱离主机的处理。

• 删除已克隆的数据库 — 删除已克隆的数据库。将删除与数据库相关的文件（Oracle 参数文件、控制文件和
恢复日志）。读写快照将保持已装载状态。

• Catalyst 复制 — 在另一 HPE StoreOnce Catalyst 存储上或同一 HPE StoreOnce 的不同 Catalyst 存储上
创建快速保护或数据库的副本。

如果您知道 RMC 恢复集概念，则可以使用第一个数据库快照创建两个恢复集。一个用于数据文件
(RMCO_<dbname>_datafile)，另一个用于存档日志 (RMCO_<dbname>_archlog)。

重要信息：

仅从 RMC-O 用户界面执行所有操作。请勿尝试从 Recovery Sets（恢复集）或 Snapshots Sets（快照
集）中修改或删除 RMC-O 实体。请谨慎执行此操作，因为可能会导致备份或快照不可用。

Snapshot（快照）屏幕详细信息
Type（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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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snapshot（创建快照）

创建本地或远程快照。

General（常规）

Oracle database name（Oracle 数据库名称）

显示要在其上创建快照的数据库的名称。

Snapshot name（快照名称）

快照的名称。

Snapshot description（快照说明）

快照的说明。

Backup method（备份方法）

Online (Hot)（联机（热））

当数据库处于打开状态时，创建该数据库的时间点映像。

Archive logs only（仅存档日志）

当数据库处于打开状态时，创建数据库存档日志目标的时间点映像。

Offline (Cold) backup（脱机（冷）备份）

当数据库处于关闭状态时，生成数据库的时间点快照映像。

Datafile only（仅数据文件）

当数据库处于打开状态时，生成数据库数据文件的时间点快照映像。

Time constraints（时间限制）

Expiration time（到期时间）

内部计划程序会在快照到期后立即自动删除快照的基于时间的策略。您可以输入一个介于 1 到 43,800 小
时（1–1825 天）之间的值。例如，如果到期时间为一个月，会从 HPE 3PAR StoreServ 存储系统中自动删
除到期的快照。系统具有 近一个月的所有快照。要更新 RMC-O 目录中此类快照的状态，必须执行数据库
Refresh（刷新）。

Retention time（保留时间）

要指定保留时间，请指定 1 到 336 小时（1–14 天）之间的值。如果快照受保留时间保护，则只能在保留时
间结束后才能将其删除。

注意：

如果要覆盖已在保护策略中指定的 Expiration time（到期时间）或 Retention time（保留时间）值，
则必须在创建快照时在用户界面对话框中指定这些值。在 Create Snapshot（创建快照）对话框中指
定的值适用于特定的快照，并具有 高优先级。

Verify（验证）

Backup Server（备份服务器）

选择用于对本地快照执行验证的备份服务器。

Clone Database Home（克隆数据库主目录）

用于指定克隆数据库的主目录路径的可选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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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在用户界面上，此部分仅对本地快照可用。

• 确认仅联机快照类型支持该快照。

• 成功通过验证的快照在用户界面上标为已验证。

• 在尝试安排快照时不支持快照验证。

Remote Copy（远程复制）

Retain local snapshot（保留本地快照）

选择此项可根据选定的源和目标 HPE 3PAR 远程复制配置创建本地和远程快照。如果选中该复选框，您可
以对本地快照执行所有操作，还可以执行受限操作，但恢复目标快照除外。如果清除该复选框，RMC-O 将
仅创建目标快照。不会创建任何本地快照。

Target RMC appliance IP address/host name（目标 RMC 设备 IP 地址/主机名）

远程 RMC 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此操作将使用 RMC 设备的 IP 地址提取所有有效的目标系统。如果
未在 RMC 设备上配置 HPE 3PAR StoreServ，则必须在 RMC 设备上添加 HPE 3PAR StoreServ。

Target storage system（目标存储系统）

当前在目标 RMC 设备上注册的所有存储系统的列表。

注意：

本部分仅适用于远程快照。

Schedule（计划）

Schedule（计划）

计划备份任务。

Scheduler name（计划程序名称）

计划的名称。

Scheduler description（计划程序说明）

计划的说明。

Frequency（频率）

选择计划频率，例如，Weekly（每周）、Daily（每天）、Hourly（每小时）、Minutes（分钟）、Monthly（每
月）、Yearly（每年）或 One Off（一次性）。

Start Date and Time（开始日期和时间）

安排开始进行快照的日期和时间。

End Date（结束日期）

[可选] 计划快照的结束时间。

Recurrence in minutes（周期分钟数）

重复执行计划程序的周期，以分钟为单位。

创建本地快照
创建本地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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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必须注册 Oracle Server 和数据库。

• 数据库必须在存档日志模式下运行，并且必须启用自动存档才能创建联机、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快照。

•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必须驻留在不同的 HPE 3PAR 虚拟卷上，而不是驻留在本地文件系统上。

• 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不得驻留在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所用的虚拟卷上，以免同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虚拟
卷一起被回滚。但是，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可以共享 HPE 3PAR 虚拟卷。

• 如果 Oracle 数据库是 ASM 托管的数据库，则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必须驻留在不同的 ASM 磁盘组上。联机
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不得驻留在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所用的相同 ASM 磁盘组上，以免同快照一起被回滚。
另外，ASM 实例不得共享用于存储服务器参数文件 (SPFILE) 的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磁盘组。

• 不要在不同的数据库之间共享 ASM 磁盘组。

• 如果要在 Linux 上使用 Logical Volume Manager (LVM)，则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必须驻留在不同的
LVM 卷组上。此外，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不得驻留在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所用的 LVM 卷组上。
但是，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可以驻留在相同的 LVM 卷组上。

• 如果数据库是 RAC 数据库，则所有 RAC 实例必须共享存档日志目标（相同的群集文件系统或相同的 ASM
磁盘组）。为确保数据库以自动存档日志模式运行，请使用 SQL*Plus 实用程序确保 Database log mode 是
Archive Mode 且 Automatic archival 是 Enabled，如以下示例中所示：

Connected to:
Oracle Database 11g Enterprise Edition Release 11.2.0.3.0 - 64bit Production
WWith the Partitioning, OLAP, Data Mining and Real Application Testing 
options

SQL> archive log list
Database log mode                   Archive Mode
Automatic archival                   Enabled
Archive destination                  /nonrc_arch
Oldest online log sequence           196
Next log sequence to archive         198
Current log sequence                 198

                    

过程

1. 在 Databases（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Create Snapshot（创建快照）。

3. 在 Create Snapshot（创建快照）中选择 Local（本地）。

4. 输入快照的名称和说明。

5. 选择数据库的备份方法，例如 Online (Hot) backup（联机（热）备份）、Archive log only（仅存档日志）、
Offline (Cold) backup（脱机（冷）备份）或 Datafile only（仅数据文件）。

6. 输入策略的到期时间和保留时间。

7. 选择 Verify（验证）以验证所创建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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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Verify（验证）选项禁用计划功能。

• 可以将 Verify（验证）选项用于预先存在的快照。

8. 单击 Select（选择）以搜索并选择将在上面执行快照验证的备份服务器。

9. [可选] 指定 Clone Database Home（克隆数据库主目录）目录路径。

10. 要设置快照的频率，请选择 Schedule（计划），然后执行下列步骤：

a. 输入计划的名称和说明。

b. 设置计划频率，例如，Daily（每日）、Minutes（每分钟）、Weekly（每周）、Monthly（每月）、Yearly
（每年）或 OneOff（一次性）。

c. 输入 Start Date and Time（开始日期和时间）和 End Date（结束日期）。

d. 输入 Recurrence（周期）。

注意：

建议两个连续快照之间的 短时间间隔为 15 分钟。

11. 单击 OK（确定）。

12. 要查看快照创建进度，请导航到 Activity（活动）窗格。

关于快照元数据
在快照创建过程中，将获取 CONTROLFILE、pfile 和密码文件（如果适用）。在快照或 Express Protect 还原

操作过程中，可以使用这些文件。如果元数据收集失败，快照将处于  状态。请确保您会更正错误，以便创

建的后续快照不处于  状态。

编辑快照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选择要编辑的快照，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Edit（编辑）。

4. 在 General（常规）中，编辑 Name（名称）或 description（说明），或者这两者。

5. 在 Time Constraints（时间限制）中，编辑 Expiration time（到期时间）或 Retention time（保留时间）。

6. 单击 OK（确定）。

关于装载快照
该操作将装载 RMC-O 在备份服务器上创建的现有快照。已装载的快照可用于进行脱离主机的处理，如备份或
数据库克隆。

装载数据库快照时，需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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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照必须处于 Available（可用）状态。

• 如果数据库文件驻留在 ASM 磁盘组上，则需满足以下条件：

确保备份主机已创建 +ASM 实例并进行了正确的配置，以便 RMC-O 装载或卸载操作能够使用现有的
+ASM 实例。

• 每个装载操作均会创建读写快照。一个快照可有多个装载在不同的备份服务器上的读写快照。

• 对于联机备份和存档日志备份，将装载所有 MANDATORY 存档日志目标。如果找不到 MANDATORY 存档
日志目标，将装载所有 OPTIONAL 存档日志目标。

装载快照涉及以下操作：

• 创建原始只读快照的读写快照。

• 将读写快照导入到备份服务器。

• 如果数据库文件驻留在 LVM 卷上，则导入快照 LVM 卷组并激活所有对应的 LVM 快照卷。

• 对于 ASM 托管的数据库中的快照，如果 ASM 实例存在并且已在备份服务器上正常运行，将在此 ASM 实
例中装载快照的所有磁盘组。

• 如果数据库文件驻留在文件系统上，将装载所有快照文件系统。

装载快照

重要信息：

仅当使用命令行界面装载快照时，这些前提条件才适用。

装载快照

前提条件

• 快照必须在 Available（可用）状态下才能进行装载。

• 不能在不同的装载点同时装载同一快照。

• 如果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驻留在 LVM 逻辑卷上，则 RMC-O 只允许装载同一数据库的一个快照。装
载其它快照之前，请卸载已装载的快照。

• 如果数据库文件驻留在 ASM 磁盘组上，则任何时候都只能在备份服务器上为每个数据库装载一个快照，具
体取决于备份服务器上安装的 ASM 数据库版本。但是，可以同时装载来自不同数据库的快照。此过程可防
止备份服务器上的 Oracle ASM 实例因 ASM 的一些空闲进程仍占用快照设备而挂起，即使对应的 ASM 磁
盘组已删除也是如此。

注意：

备份服务器上的 ASM 版本必须等于或高于数据库服务器上的 ASM 版本。

• 在 Linux 系统上，如果数据库文件驻留在 OCFS2 1.4.1 或文件系统上，RMC-O 支持同时为每个数据库装载
多个快照。对于低于 OCFS2 1.4.1 的版本，任何时候都只能在备份服务器上为每个数据库装载一个快照。

• 如果使用了设备映射器多路径，则 Oracle asmlib

/etc/sysconfig/oracleasm
文件必须包含以下行，以便

asm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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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扫描设备映射器设备（dm 设备），而不扫描 SD 设备：

◦ ORACLEASM_SCANORDER="dm"
◦ ORACLEASM_SCANEXCLUDE="sd"

• 在 Linux 中，如果您使用的是设备映射器多路径，数据库服务器上支持的磁盘格式如下：

– /dev/mapper/diskname
– /dev/mapper/aliasname
– /dev/mapper/mpathn
– /dev/dm-n
– /dev/mpath/diskname

◦ 不支持原始磁盘 (/dev/raw/raw)。

◦ 每个 OS 磁盘 多只能有一个分区。

◦ 对于

ext3/ext4 文件系统，日志设备必须在相同的文件系统内。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选择要装载的快照，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Mount（装载）。

4. 要从列表中选择备份服务器，请单击 Select（选择）。

5. 输入要在备份服务器上装载快照的装载点。

6. 单击 Mount（装载）。

删除快照

重要信息：

仅当使用命令行界面删除快照时，此前提条件才适用。

删除快照

警告：

删除快照将从系统中永久删除快照。如果现有读写（子）快照，则直到删除所有子读写快照后，才能执行
删除操作

前提条件

快照必须在 Available（可用）状态下才能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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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选择要删除的快照，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Remove（删除）。

4. 单击 Yes, Remove（是，删除）。

恢复只读快照

前提条件
请在恢复只读快照前执行以下步骤：

• 确保停止所有远程复制组，然后再发起快照恢复操作。

• 确保从数据库服务器中关闭该数据库。如果该数据库是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 (RAC) 数据库，则确保关闭
所有 RAC 实例。

• 如果数据库在文件系统上，请确保从数据库服务器中卸载所有数据库文件系统。例如，# umount /
oradata

• 如果正在使用 ASM，请从数据库服务器中丢弃数据库 ASM 磁盘组。例如，SQL>drop diskgroup
<disk_group> including contents;

• 如果正在使用数据库卷组，请确保从数据库服务器中导出这些卷组。例如，对于 Linux 逻辑卷组：

# lvchange -an /dev/rh6lvm-data/lvol0
# lvchange -an /dev/rh6lvm-data/lvol1
# vgexport rh6lvm-datavg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要展开该快照并从 Read Write Snapshots（读写快照）选项中选择要恢复的快照，请单击 >，然后单击 Action
（操作） > Restore（恢复）。

4. 指定元数据文件路径。

5. 从 Data（数据）、Archive logs（存档日志）或 Both（二者）中选择 Restore Type（恢复类型）。

6. 单击 Yes, Restore（是，恢复）。

7. 在确认对话框上再次单击 Yes, Restore（是，恢复）。

执行恢复后操作

过程

1. 执行对数据库服务器上设备的重新扫描。

可使用 sg3_utils 软件包中的 rescan-scsi-bus.sh 或使用适合 iSCSI 连接的 iscsiadm 命令。

2. 如果使用 ASMLib，请在重新扫描操作后执行 oracleasm scandisks。可用 oracleasm querydisk
<diskname> 命令验证 ASM 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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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数据库服务器中激活逻辑卷并导入卷组：

# vgscan
# vgimport rh6lvm-datavg
# lvchange -ay /dev/rh6lvm-datavg/lvol0
# lvchange -ay /dev/rh6lvm-datavg/lvol1

4. 如果数据库文件在文件系统上，则从数据库服务器中执行文件系统检查，然后装载数据库文件系统。

# fsck -y /dev/maper/mpathc
# mount /dev/mapper/mpathc /oradata

5. 如果正在使用 ASM，请从数据库服务器中装载数据库 ASM 磁盘组。例如，SQL>alter diskgroup
<disk_group> mount;

6. 使用以下命令从在 RMC-O 恢复用户界面对话框中指定的元数据文件路径解压缩 CONTROLFILE：
# cd <meta data file path> 
# tar -xvf <sid>.gz 
# gunzip controlfile.gz
将解压缩的 CONTROLFILE 的所有权更改为 oracle 用户和 oinstall 组。

注意：

对于处于克隆状态下的读写快照，请使用如恢复前步骤的前提条件中提到的从备份服务器复制的控制文
件。

7. 连接到 RMAN (rman target /) 以恢复二进制文件 CONTROLFILE，然后运行如下恢复数据库命令：

RMAN> startup nomount 
RMAN> restore controlfile from '<metadata file path>/controlfile'; 
RMAN> shutdown immediate 
RMAN> exit

注意：

如果未更改新数据库，则不必恢复 CONTROLFILE。

8. 连接到 SQL 提示符以运行下列命令集︰

SQL> startup mount 
SQL> recover database using backup controlfile until cancel;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resetlogs;
SQL> exit
在此过程中所述的命令中使用 UNTIL TIME、UNTIL SCN 或 UNTIL SEQUENCE 子句以进行时间点恢复。
提示输入存档日志时，根据恢复需要，可使用 AUTO 或 CANCEL 选项。如果提示的存档日志的路径不匹
配，请在提示符处明确指定实际存档日志的路径以便成功恢复。恢复完成后，将启动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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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快照

使用读写快照
可通过将快照装载到备份服务器上或从快速保护恢复（快速）而创建读写快照。在可通过展开快照而查看的表中
列出该快照的读写快照（子快照）。可在读写快照上执行装载、卸载、重新装载、克隆数据库、删除克隆数据库、
删除和恢复操作。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将显示 Snapshots（快照）和 Protects（保护）的列表。

3. 选择并单击某个快照以展开它。

将显示读写快照及 Name（名称）、Timestamp（时间戳）、Status（状态）、Server Name（服务器名称）
和 Restored from Protect（从 Protect 恢复）。

4. 一旦读写快照处于已装载状态，请执行以下某项操作：

a. 要装载该快照，请单击 Action（操作） > Mount（装载）。

b. 要卸载该快照，请单击 Action（操作） > Unmount（卸载）。

c. 要重新装载该快照，请单击 Action（操作） > Remount（重新装载）。

d. 要删除该快照，请单击 Action（操作） > Remove（删除）。

e. 要删除克隆的数据库，请单击 Action（操作） > Remove cloned database（删除克隆的数据库）。

f. 要恢复该快照，请单击 Action（操作） > Restore（恢复）。

g. 要克隆该快照，请单击 Action（操作） > Clone（克隆）。

装载读写快照

前提条件

• 读写快照必须处于可用状态才能装载。只有成功执行保留读写快照的卸载操作后才能使用装载选项。

• 不能同时在不同的装载点上装载同一读写快照。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单击 > 以展开该快照，选择要装载的读写快照，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Mount（装载）。

4. 要从列表中选择备份服务器，请单击 Select（选择）。

5. 输入要在备份服务器上装载快照的装载点。

6. 单击 Mount（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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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装载读写快照后可克隆它。

• 可使用不同的读写快照将父只读快照装载到各个服务器。

重新装载快照

重新装载快照

在具有已装载快照的备份服务器重新启动时，执行重新装载操作。

前提条件

• 确保在执行重新装载操作之前，快照已装载或克隆到数据库中。

• 确保仍将导出 HPE 3PAR StoreServ System 上的快照卷。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展开该快照，选择要重新装载的读写快照，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Remount（重新装载）。

4. 在 Remount Snapshot（重新装载快照）对话框中单击 Remount（重新装载）。

5. 单击 Yes, Remount（是，重新装载）并监视 Activity（活动）窗格以查看任务状态。

注意：

如果重新装载的快照已克隆到数据库，在执行重新装载操作后将手动启动数据库。

Unmount snapshot（卸载快照）

重要信息：

仅当使用命令行界面卸载快照时，此前提条件才适用。

卸载快照

前提条件

快照必须在 Mounted（已装载）状态下才能进行卸载。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选择要卸载的快照，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Unmount（卸载）。

4. 如果数据库包含未完全装载的虚拟副本或者已克隆的数据库无法正常运行，请选择 Force unmount（强制卸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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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 Unmount（卸载）。

6. 卸载操作后，选择 Retain Read Write Snapshot（保留读写快照）以保留读写快照。卸载成功后，读写快照
保持 Available（可用）状态。

关于克隆数据库

克隆过程将创建一个可完全正常运行的单实例数据库或启动处于 MOUNTED 模式的克隆数据库，以便进行
RMAN 备份。可完全正常运行的单实例数据库可用于进行任何脱离主机的处理。以 MOUNTED 模式启动的克
隆数据库只能用于 RMAN 备份。

用于克隆数据库的快照必须是联机快照或脱机快照（分别使用联机或脱机选项创建）。在运行此命令前，快照必
须处于已装载状态。

您可以使用已在创建快照时另存为元数据的 ASCII 或二进制控制文件来创建克隆数据库。使用 ASCII 控制文
件可以更改数据库实例名称以及数据库结构，因此它更加灵活。

使用 ASCII 控制文件时，克隆数据库的结构不需要与原始数据库的结构相同。因此，可以在任何装载点装载快
照。但是，由于快照不包含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因此可以使用用户界面指定其位置（可以是一个或多个目
录/ASM 磁盘组，具体取决于所需的多路复用）。如果未指定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的位置，可以在快照的存储库
位置进行创建 (/opt/hpe/rmc/oracle/data/<host>.ora.<sid>/<snap_id>)。

使用二进制控制文件时，克隆数据库的结构必须与原始数据库的结构相同。因此，如果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位于
文件系统上，必须在“/”处装载快照。此外，由于快照不包含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因此必须预先在备份服务器上
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创建相同的目录结构或相同的 ASM 磁盘组。

当使用脱机快照克隆具有二进制控制文件或 ASCII 控制文件的数据库时，已克隆的数据库使用相同的存档日志
目标作为主数据库的存档日志目标。如果已启用存档日志模式，则必须预先创建存档日志目标。脱机快照不包含
存档日志目标。

创建用于备份 (RMAN) 的克隆数据库时，可以使用二进制控制文件从存储库中以 MOUNTED 模式启动数据库，
而无需恢复数据库。这可以通过清除 Automatically Recover the database（自动恢复数据库）选项来实现。

可以创建带或不带自动恢复功能（从快照应用存档日志）的克隆数据库。如果选择了恢复选项，则克隆数据库打
开时将显示重置日志，否则，克隆数据库将处于已装载状态。主数据库和备用数据库不能在同一个备份服务器上
共存。

RMC-O 不会为 Oracle 数据库临时文件使用的虚拟卷创建快照，以便与 Oracle 的备份过程保持一致。

注意：

备份服务器的 低内存要求必须等于应用程序服务器上的现有内存。已克隆的数据库会使用已在应用程序
数据库上配置的同一内存相关参数集（SGA、PGA 等）。

克隆数据库

克隆数据库

前提条件

• 用于克隆数据库的快照必须是联机快照或脱机快照。

• 快照必须处于 Mounted（已装载）状态。如果未装载快照，则 GUI 上的

Clone Database（克隆数据库）

选项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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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选择要用于克隆数据库的已装载的读写快照，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Clone Database（克隆数据库）。

4. 提供以下详细信息：

• 克隆数据库 SID — 克隆的数据库的 Oracle SID。SID 的 大字符限制为 12。HPE 建议将 SID 字符长
度限制为 8 以免截断其它参数，如 NAME (V$DATABASE)。

• Clone database home（克隆数据库主目录） —用于克隆的备份服务器上的 ORACLE_HOME。
• Control file（控制文件）— 要用于克隆数据库的 ASCII 或二进制控制文件。

提示：

使用 ASCII 控制文件可以更改数据库实例名称以及数据库结构，因此它更加灵活。

• Redo log destinations（恢复日志目标）— 目录或 ASM 磁盘组（用于多路复用）的逗号分隔列表，可
存储克隆数据库的新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这些目录或 ASM 磁盘组必须具有足够的可用空间，才能
容纳新的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运行此命令的用户必须具有对该目录或这些目录的写入权限。创建
克隆数据库时，多路复用恢复日志的位置数必须等于或小于原始数据库的多路复用恢复日志的位置数。否
则，其它的恢复日志多路复用位置将被忽略。

• Automatically recover the clone database（自动恢复克隆数据库）— 使用快照现有的所有可用存档日
志自动恢复已克隆的数据库。

• Use Large Pages（使用大页） — 一种取代机制，用于指示克隆过程中是否必须使用来自应用程序数据
库的 USE_LARGE_PAGES 初始化参数。

5. 单击 OK（确定）。

注意：

如果未指定任何可选参数，请使用在应用程序数据库上配置的默认值。

删除已克隆的数据库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选择用于克隆数据库的快照，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Remove cloned database（删除已克隆的数据
库）。

4. 要关闭已克隆的数据库（如果正在运行），请选择 Force Remove（强制删除）。

5. 单击 Remove（删除）。

56  删除已克隆的数据库



删除读写快照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单击 > 以展开该快照，从 Read Write Snapshots（读写快照）选项中选择要删除的快照，然后单击 Action
（操作） > Remove（删除）。

4. 单击 Yes, Remove（是，删除）。

注意：

可仅删除处于可用状态的读写快照。

恢复读写快照

前提条件
如果读写快照是克隆的数据库，请在备份服务器上执行这些步骤。请在恢复读写快照前执行以下步骤：

• 确保停止所有远程复制组，然后再发起快照恢复操作。

• 确保从数据库服务器中关闭该数据库。如果该数据库是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 (RAC) 数据库，则确保关闭
所有 RAC 实例。

• 如果数据库在文件系统上，请确保从数据库服务器中卸载所有数据库文件系统。例如，# umount /
oradata

• 如果正在使用 ASM，请从数据库服务器中丢弃数据库 ASM 磁盘组。例如，SQL>drop diskgroup
<disk_group> including contents;

• 如果正在使用数据库卷组，请确保从数据库服务器中导出这些卷组。例如，对于 Linux 逻辑卷组：

# lvchange -an /dev/rh6lvm-data/lvol0
# lvchange -an /dev/rh6lvm-data/lvol1
# vgexport rh6lvm-datavg

• 确保复制控制文件。

1. 如果所恢复的读写快照是克隆的数据库，请将 CONTROLFILE 从该克隆的数据库（备份服务器）手动复
制到数据库服务器，然后再尝试进行数据库恢复。例如，对于文件系统上的数据库：

SQL> show parameter control_files;

NAME                                 TYPE        VALUE
------------------------------------ ----------- ------------------------------
control_files                        string      /rcdb/redo/RCDB/controlfile/controlfile1.ctl

> scp /rcdb/redo/RCDB/controlfile/controlfile1.ctl root@production:/tmp

2. 如果以前克隆过所恢复的读写快照（当前处于可用或已装载状态），请用 ASCII 控制文件创建此读写快照
的克隆数据库，清除 Automatically Recover the Clone Database（自动恢复克隆数据库）选项，然后
将控制文件复制到数据库服务器。

3. 如果所恢复的读写快照处于已装载或可用状态，但未克隆到某个数据库，请使用 RMC-O 提供的快照元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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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要展开该快照并从 Read Write Snapshots（读写快照）选项中选择要恢复的快照，请单击 >，然后单击 Action
（操作） > Restore（恢复）。

4. 指定元数据文件路径。

5. 从 Data（数据）、Archive logs（存档日志）或 Both（二者）中选择 Restore Type（恢复类型）。

6. 单击 Yes, Restore（是，恢复）。

7. 在确认对话框上再次单击 Yes, Restore（是，恢复）。

执行恢复后操作

过程

1. 执行对数据库服务器上设备的重新扫描。

可使用 sg3_utils 软件包中的 rescan-scsi-bus.sh 或使用适合 iSCSI 连接的 iscsiadm 命令。

2. 如果使用 ASMLib，请在重新扫描操作后执行 oracleasm scandisks。可用 oracleasm querydisk
<diskname> 命令验证 ASM 磁盘。

3. 从数据库服务器中激活逻辑卷并导入卷组：

# vgscan
# vgimport rh6lvm-datavg
# lvchange -ay /dev/rh6lvm-datavg/lvol0
# lvchange -ay /dev/rh6lvm-datavg/lvol1

4. 如果数据库文件在文件系统上，则从数据库服务器中执行文件系统检查，然后装载数据库文件系统。

# fsck -y /dev/maper/mpathc
# mount /dev/mapper/mpathc /oradata

5. 如果正在使用 ASM，请从数据库服务器中装载数据库 ASM 磁盘组。例如，SQL>alter diskgroup
<disk_group> mount;

6. 使用以下命令从在 RMC-O 恢复用户界面对话框中指定的元数据文件路径解压缩 CONTROLFILE：
# cd <meta data file path> 
# tar -xvf <sid>.gz 
# gunzip controlfile.gz
将解压缩的 CONTROLFILE 的所有权更改为 oracle 用户和 oinstall 组。

注意：

对于处于克隆状态下的读写快照，请使用如恢复前步骤的前提条件中提到的从备份服务器复制的控制文
件。

7. 连接到 RMAN (rman target /) 以恢复二进制文件 CONTROLFILE，然后运行如下恢复数据库命令：

RMAN> startup nomount 
RMAN> restore controlfile from '<metadata file path>/control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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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AN> shutdown immediate 
RMAN> exit

注意：

如果未更改新数据库，则不必恢复 CONTROLFILE。

8. 连接到 SQL 提示符以运行下列命令集︰

SQL> startup mount 
SQL> recover database using backup controlfile until cancel;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resetlogs;
SQL> exit
在此过程中所述的命令中使用 UNTIL TIME、UNTIL SCN 或 UNTIL SEQUENCE 子句以进行时间点恢复。
提示输入存档日志时，根据恢复需要，可使用 AUTO 或 CANCEL 选项。如果提示的存档日志的路径不匹
配，请在提示符处明确指定实际存档日志的路径以便成功恢复。恢复完成后，将启动新数据库。

注意：

如果恢复了备份服务器上读写快照克隆的数据库，请在备份服务器上执行恢复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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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远程复制功能的快照

我希望...

• 创建远程快照 （第 69 页）

• 设置 Remote Copy （第 66 页）

• 设置远程设备 （第 66 页）

• 在 HPE 3PAR StoreServ 中设置 Remote Copy
卷组 （第 67 页）

了解详细信息...

• 关于 Remote Copy （第 60 页）

• Remote Copy 配置 （第 61 页）

• RMC-O 的 Remote Copy 要求 （第 60 页）

关于 Remote Copy
HPE 3PAR Remote Copy 软件可通过将数据副本保存在其他服务器上来帮助您抵御灾难，可以将该服务器放置
在远程位置。例如，您可以从未受灾难影响的其他位置的服务器中恢复受该灾难影响的位置的服务器中存储的数
据。RMC-O 通过将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虚拟卷从一个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本地或
主）复制到另一个（远程或辅助）来保护 Oracle 数据库。然后，会在本地和远程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 上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一致快照映像。有关 HPE 3PAR Remote Copy 软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3PAR Remote Copy 软件用户指南》。

重要信息：

• 请确保使用有效的 IP 地址配置了源和目标 RMC VSA 网络接口 -1 (NIC 0)，以便 Remote Copy 能够
与 RMC-O 一起正常运行。有关如何配置多 NIC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用户指南》。

• 在执行 Remote Copy 操作之前，请务必参考《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用户指南》中的“为
Remote Copy 配置 RMC”部分。

RMC-O 支持同步、异步和异步定期模式下的 Remote Copy。如果您正在使用同步、异步或异步定期的 Remote
Copy，则即使源和目标 RMC-O 服务器上的策略不匹配，也可以创建 RMC-O 快照。如果策略不匹配，则快照
将使用源端 RMC-O 服务器上的策略。如果主站点发生灾难，可以使用发生灾难前在辅助站点上创建的远程快
照，通过还原操作来还原数据。要实现此目的，请确保使用辅助站点 LUN 的 Oracle Server 实例或数据库处于
联机状态。

RMC-O 的 Remote Copy 要求
在使用 RMC-O Remote Copy 实用程序之前，必须进行以下设置：

• 必须正确配置主或本地 RMC-O 服务器和辅助或远程 RMC-O 服务器。

• 必须设置服务器内节点之间的 Remote Copy 链接，并且必须创建与服务器相关的 Remote Copy 目标。对
于涉及的 Remote Copy 目标，RMC-O 仅支持

mirror_config
策略（默认）。

• 使用 LVM 时，必须允许与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目标位于相同磁盘组中的所有卷加入同一 Remote Copy 组。

• 必须启动处于已同步状态的 Remote Copy 组。对于异步数据流，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卷必须位于不同的
Remote Copy (RC) 组中。

60  具有远程复制功能的快照



• 对于同步远程 Remote Copy 设置：

◦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虚拟卷可以位于相同或不同的 Remote Copy 组上。

◦ 每个 Remote Copy 组必须具有两个目标。同一组数据库卷必须属于两个 Remote Copy 组（具有相同的
名称）。一组用于异步定期目标，另一组用于同步目标。

◦ Oracle 联机恢复日志卷必须包含在其中一个数据库 Remote Copy 组中，但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
Remote Copy 组除外。此方法可成功进行故障转移（如果需要）。如果 Oracle 联机恢复日志卷包含在
Oracle 数据文件 Remote Copy 组或存档日志 Remote Copy 组中，则 RMC-O 将失败。

• 要设置 Remote Copy 目标、链接和组，请参阅《HPE 3PAR Remote Copy 软件用户指南》。

设置 Remote Copy 目标、链接和组后，必须创建一个 RMC-O 配置文件。有两种方法可用于创建配置文件。

在备份服务器上：

要启动 RMC-O 图形用户界面 (GUI)，请打开浏览器，然后键入

https://RMC_IPaddress/

或

要启动命令行界面 (CLI)，请运行

/opt/hpe/rmc/oracle/rmco_cli/scripts/rmc_config.py。

Remote Copy 配置
Remote Copy 配置通常涉及两个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一个本地或主系统，一个远程或辅助
系统。对于包括同步、异步和异步定期数据流的所有模式，不会为恢复日志卷创建快照。本地和远程系统之间的
同步可以是以下模式。

• 同步 — 在此模式下，本地和远程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 之间的 Oracle 数据库虚拟卷始终
处于同步模式。但是，远程服务器上的 Oracle 数据库副本会被视为不一致，而且只能用于崩溃恢复。可以
使用 RMC-O 在本地和远程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 上创建数据库虚拟卷的一致快照映像。
在生成快照之前，数据库置于备份模式。RMC-O 利用 Oracle 备份模式冻结应用程序级别的 I/O 并生成时间
点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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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同步 Remote Copy 配置（使用以下图表之一）

• 异步定期 — 在此模式下，RMC-O 会启动两个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 之间的数据库虚拟卷
的同步，并在本地和远程系统上创建一致的数据库快照。RMC-O 利用 Oracle 备份模式冻结应用程序级别的
I/O 并生成时间点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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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异步定期 Remote Copy 配置（使用以下图表之一）

• 异步定期数据流 — 该模式可确保同时具备高性能和高数据保护级别。HPE 3PAR Remote Copy 异步定期
数据流可帮助您执行包括 低 RPO 在内的数据保护计划，并且在长达 10 毫秒往返延迟时间的复制距离内
保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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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异步定期数据流 Remote Copy 配置（使用以下图表之一）

• 同步远程 — 在此模式下，数据库虚拟卷将从一个系统同步到另外两个系统。此配置涉及三个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其中一个使用同步模式进行同步。另一个使用异步定期模式进行同步。RMC-
O 利用 Oracle 备份模式冻结应用程序级别的 I/O 并生成时间点快照。对于同步远程 Remote Copy 组，
RMC-O 不会同时创建同步、异步和定期目标 LUN 的远程虚拟副本。是否创建目标 LUN 的远程快照取决于
为 Oracle 实例或数据库配置的 Remote Copy 类型，例如，同步、异步或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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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同步远程 Remote Copy 配置（使用以下图表之一）

在一个站点上的生产系统（Remote Copy 主系统）与另一个站点上的 Remote Copy 备份系统之间同步数据时，
涉及到的系统将执行以下步骤：

• 对于同步或异步 Remote Copy 组，HPE RMC-O 利用 HPE 3PAR StoreServ 提供的坐标快照技术创建远程
虚拟副本（在内部使用 RMC 连接 StoreServ）。本地 RMC-O VM 服务器保存源 LUN 的快照的时间戳记
录，而远程 RMC-O RMC VM 服务器在各自的存储库中保存远程快照的相同时间戳记录。

• 对于定期 Remote Copy 组，为目标 LUN 创建远程快照之后，将使用创建的远程快照的时间戳更新远程
RMC-O 接口服务器存储库。本地 RMC-O RMC VM 服务器不在其存储库中保留 Remote Copy 组的源
LUN 的任何快照时间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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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您可以使用 RMC-O 的到期策略设置。在这种情况下，HPE 3PAR StoreServ 将在到期后删除
保留的快照。

• 对于同步远程 Remote Copy 组，是否在本地和远程 RMC-O RMC VM 服务器中创建快照和保留时间戳取决
于创建 RMC-O 快照期间的目标 HPE 3PAR StoreServ。如果您选择与源具有同步关系的目标 HPE 3PAR
StoreServ，则其行为将与同步或异步 Remote Copy 组的行为相同。如果您选择与源具有定期关系的目标
HPE 3PAR StoreServ，则其行为将与定期 Remote Copy 组的行为相同。

设置 Remote Copy
过程

1. 安装并配置 Remote Copy。有关安装和配置的信息，请参阅《HPE 3PAR Remote Copy 软件用户指南》。

2. 在两个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 上设置 Remote Copy 后，创建用于测试的 Remote Copy 卷
组。

3. 用 HPE 3PAR StoreServ 支持的相应定期值配置 Remote Copy 卷组以在同步、异步或异步定期模式下同
步。

4. 设置远程设备。有关设置远程设备的信息，请参阅设置远程设备 （第 66 页）。

5. 在源 RMC-O GUI 中，注册 Oracle 生产服务器和 Remote Copy 实例或数据库。

6. 在目标 RMC-O GUI 中，注册 Oracle Remote Copy 实例或数据库。如果要预先设置目标策略，则必须执行
此步骤。否则，会在给定实例或数据库的目标 RMC-O 上使用默认策略。

7. 对于同步远程 Remote Copy 配置，请在两个目标 RMC-O GUI 上重复步骤 6。

注意：

• 同步远程 Remote Copy 配置没有单独配置。如果已为同步远程 Remote Copy 配置 Oracle Server
实例或数据库，则必须选择所需的目标接口服务器以创建同步或定期快照。

• 您也可以从已在 RMC-O GUI 中配置的远程站点 RMC-O RMC VM 服务器中创建本地或 Remote
Copy 快照。但是，HPE 不建议您执行此操作。从源 RMC-O GUI 中管理或创建 Remote Copy 快照。

设置远程设备
设置远程设备

前提条件

设置 Remote Copy 配置必须注册目标接口服务器。

过程

1. 从主菜单中，选择 Remote Appliance（远程设备）。

2. 在主窗格中单击 Register Appliance（注册设备）或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Register（注册）。

3. 执行以下步骤：

a. 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b. 在 Remote（远程）中，输入远程用户名和密码以便注册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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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Local（本地）中，输入本地用户名和密码以便注册该设备。

d. 要将本地设备注册为远程设备，请选择 Use Local Appliance to Manage Remote Array（使用本地设备
管理远程阵列）。

4. 单击 Add（添加）。

在 HPE 3PAR StoreServ 中设置 Remote Copy 卷组
RMC-O 支持将单个 Remote Copy 组用于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文件。它还支持将不同的 Remote Copy 组用于
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文件。

过程

1. 确定包含要复制的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文件的虚拟卷。

2. 将属于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文件的虚拟卷添加到主 Remote Copy 卷组。

小心：

请勿将一个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文件中的文件分散到多个主 Remote Copy 卷组。RMC-O 不支持数据
库和一个数据库中的日志文件存在于除为该实例或数据库创建的主 Remote Copy 卷组以外的任何其
他位置。

3. 同步 Remote Copy 主卷组和辅助卷组。

故障转移方案中的数据库配置
本部分介绍了要在远程站点上执行的 Remote Copy 组和应用程序服务器配置，以便支持 HPE 3PAR StoreServ
故障转移。可以使用此功能在使用远程设备注册的备用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启动 Oracle 数据库。

注意：

• 故障转移期间，CONTROLFILE 在远程站点上必须处于可用状态。配置 Remote Copy 组内的

CONTROLFILE（数据文件、存档日志除外）或定期执行手动备份。

• 如果主数据库是 RAC，HPE 建议您按照“配置已克隆的数据库”过程中所述的步骤进行操作。建议采
用这种方法，因为 CONTROLFILE 在这些站点上配置的服务器之间无法进行互操作。

配置已克隆的数据库

过程

1. 根据“远程复制配置”部分所述的步骤来配置基于数据流模式的配置远程复制组（数据文件、存档日志、

CONTROLFILE 和 REDO 日志）。

2. 在远程 RMC 设备上将备用服务器注册为备份服务器。

3. 在远程设备上，如果发生故障转移，则从 近的快照装载并克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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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 您无法执行多个操作，如使用克隆数据库生成快照或进行保护等。

• 在对 HPE 3PAR StoreServ 存储系统启动故障回复之前，请执行步骤 4 和 5。

4. 遵照读写快照恢复操作的前提条件，通过选择 Restore Snapshot（恢复快照）对话框中的 RW（读写）选
项而执行快照恢复。

主站点不可用时，此操作将处理对已克隆数据库执行的事务。

5. 从克隆的数据库复制 CONTROLFILE 和任何可选的元数据，以使您以后将其恢复到主数据库。

6. 主站点可用时，可在 HPE 3PAR StoreServ System 上执行故障回复操作。

7. 请确保基本卷已导出到托管主站点上的数据库的应用程序服务器。

8. 重新扫描应用程序服务器上的设备。

a. 您可以使用 sg3_utils 软件包中的 rescan-scsi-bus.sh。
或者，

b. 对于 iSCSI 连接，可以使用相应的 iscsiadm 命令。

9. 如果使用 ASMLib，请在重新扫描操作后执行 oracleasm scandisks。可用 oracleasm querydisk
<diskname> 命令验证 ASM 磁盘。

注意：

如果您不希望执行手动重新扫描或重新扫描操作失败，您可以选择重新启动应用程序服务器。

10. 装载 ASM 磁盘组或文件系统（包括卷组和 LVM（如果已配置））。

11. 恢复从第 5 步获取的 CONTROLFILE，然后执行数据库恢复。

在故障转移站点上配置基本卷

过程

1. 根据“Remote Copy 配置”部分所述的步骤来配置同步模式下首选的 Remote Copy 组（数据文件、存档日

志、CONTROLFILE 和 REDO 日志）。

2. 在远程 RMC 设备上将备用服务器注册为应用程序服务器。

3. 阵列故障转移后，将包含数据库的基本卷导出到在步骤 2 中注册的备用应用程序服务器。

4. 重新启动应用程序服务器，以便发现已导出的卷。

5. 重新扫描应用程序服务器上的设备。

a. 您可以使用 sg3_utils 软件包中的 rescan-scsi-bus.sh。或者，

b. 对于 iSCSI 连接，可以使用相应的 iscsiadm 命令。

6. 如果您使用的是 ASMLib，则在重新扫描后执行 oracleasm scandisks。您可以使用 oracleasm
querydisk <diskname> 命令验证 ASM 磁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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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您不希望执行手动重新扫描或重新扫描操作失败，您可以选择重新启动应用程序服务器。

7. 装载 ASM 磁盘组或文件系统（包括已配置的卷组和 LVM），然后启动数据库。

8. 注册备用应用程序服务器现在托管的数据库。

提示：

您可以考虑通过创建并关联相应的保护策略来保护新注册的数据库。

9. 如果需要，在主站点可用时，可在 HPE 3PAR StoreServ System 上执行故障回复操作。

10. 将主站点上的基本卷导出到原始应用程序服务器，然后重新启动服务器或执行手动重新扫描操作，以便发现
已导出的卷并重新启动数据库。

创建远程快照
创建远程快照

前提条件

• RMC-O 许可证和远程复制许可证必须可用于所有已注册的 HPE 3PAR StoreServ 存储系统。

• 远程复制组卷必须处于 Synced（已同步）和 Started（已启动）状态。

• 所有 RMC 设备和 Oracle 生产服务器（主和目标）必须能相互通信。可以选择在目标 RMC VM 与 Oracle
生产服务器之间建立网络连接，以便在目标 RMC VM 上创建远程复制快照。

• 使用 RMC 设备 NIC 0 IP 地址创建远程复制快照。如果配置了其它 NIC，请使用 NIC 0 IP 地址并确保其配
置正确。

• 必须使用 RMC 中的 Remote Appliances（远程设备）功能添加 RMC 设备的 IP 地址。如果已为同步远程
配置配置了远程复制组，则添加两个 RMC-O 设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远程设备。如果将单个 RMC
实例用于所有远程复制组模式，则使用 Remote Appliances（远程设备）功能添加本地 RMC 设备的 IP 地
址。

• 必须使用 RMC 中的 Storage Systems（存储系统）功能添加源和目标 HPE 3PAR StoreServ。必须对本地
RMC-O 设备执行此添加操作。如果使用的是单个 RMC 实例，则必须使用 RMC 中的本地 Storage
Systems（存储系统）功能添加源和目标存储系统。

• 必须正确配置主或本地 RMC-O 服务器和辅助或远程 RMC-O 服务器。

• 必须设置服务器内节点之间的远程复制链接，并且必须创建与服务器相关的远程复制目标。对于所涉及的远
程复制目标，RMC-O 仅支持

mirror_config
策略（默认）。

• 对于同步远程远程复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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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虚拟卷可以位于相同或不同的远程复制组上。

◦ 每个远程复制组必须具有两个目标。同一组数据库卷必须属于两个远程复制组（具有相同的名称）。一组
用于异步定期目标，另一组用于同步目标。

◦ Oracle 联机恢复日志卷必须包含在其中一个数据库远程复制组中，但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远程复
制组除外。此过程可成功进行故障转移（如果需要）。如果 Oracle 联机恢复日志卷包含在 Oracle 数据文
件远程复制组或存档日志远程复制组中，则 RMC-O 将失败。

• 必须为本地备份服务器上的数据库预先配置 RMC-O。本地 RMC-O 服务器可用于管理在本地或主 3PAR
StoreServ 存储系统上创建的所有数据库快照。

• 创建脱机快照或分别创建联机或数据文件快照时，数据库实例必须处于脱机或联机状态。数据库实例如果处
于 Closed（已关闭）模式，则会被视为处于脱机状态。如果数据库是 RAC 数据库，则所有 RAC 实例都必
须处于脱机状态。数据库实例如果处于 Open（打开）模式（对于主数据库）或托管的恢复模式（对于物理
备用数据库），则会被视为处于联机状态。如果数据库是 RAC 数据库，则指定的数据库实例必须处于联机状
态，而所有其它 RAC 实例可以是联机状态，也可以是脱机状态。

• 如果正在生成快照的数据库是物理备用数据库，而且 Oracle 版本不是 11g，则必须手动备份生产数据库的
Oracle 参数文件和控制文件以及快照。这是因为参数文件和控制文件在备用数据库和生产数据库之间不兼
容。

• 必须使用参数文件 (pfile) 或服务器参数文件 (spfile) 从默认位置 ($ORACLE_HOME/dbs) 启动每个数

据库实例。

• 数据库必须在存档日志模式下运行，并且必须启用自动存档才能创建联机快照。

• 如果启用了存档日志模式，则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必须驻留在不同的 3PAR 虚拟卷上。

• 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不得驻留在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所用的相同 3PAR 虚拟卷上，以免在使用
Snapshot Restore（快照恢复）功能时被恢复。但是，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可以共享 3PAR 虚拟卷。

• 如果使用 LVM Volume Manager，则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必须驻留在不同的 LVM 卷组上。此外，
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不得驻留在 Oracle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所用的 LVM 卷组上。但是，联机恢复日志
和控制文件可以驻留在相同的 LVM 卷组上。

• 对于定期或同步模式，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卷可以在同一个远程复制组中，也可以在不同的远程复制组中。

对于异步数据流模式，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卷必须在不同的远程复制组中。

在 SLD 配置中，如果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卷在同一个远程复制组中，当发生故障转移时，需要在定期辅助
系统与新的主系统之间完全同步远程复制组。对于定期模式，远程复制组中不需要恢复日志卷。对于同步模
式、异步数据流模式或 SLD 配置，恢复日志卷不得属于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远程复制组。

• 必须禁用远程复制组重新同步频率，以免干扰 RMC-O 操作。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Create snapshot（创建快照）。

3. 在 Create snapshot（创建快照）中选择 Remote（远程）。

4. 输入快照的名称和说明。

5. 选择数据库的备份方法，例如 Online (Hot) backup（联机（热）备份）、Archive log only（仅存档日志）、
Offline (Cold) backup（脱机（冷）备份）或 Datafile only（仅数据文件）。

6. 输入快照的到期时间或保留时间。

7. 要设置快照的频率，请选择 Schedule（计划），然后执行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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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utes（分钟）：指定 Interval In Minutes（间隔分钟数）。

• Hourly（每小时）：指定 Interval In Hours（间隔小时数）。

• Daily（每天）：指定 Interval In Days（间隔天数）。

• Weekly（每周）：选择计划在周几进行。

• Monthly（每月）：选择计划的月份、指定 Day of Month（每月的日期）或选择 Last day of the month
（每月的 后一天）选项。

• Yearly（每年）：指定 Day of Month（每月的日期）或选择 Last day of the month（每月的 后一天）
选项，然后指定 Month（月份）。

• One Off（一次性）：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执行操作。

8. 设置 Start Date and Time（开始日期和时间）和（可选）End Date（结束日期）。

9. 指定 Recurrence in minutes（周期分钟数）。

10. 单击 OK（确定）。

11. 要查看快照创建进度，请导航到 Activity（活动）窗格。

注意：

• 远程快照操作完成后，您可以使用辅助 RMC 设备通过在远程站点上应用相应的保护策略来保护这些快
照。

• 在远程设备上，进行远程快照期间创建的快照的命名格式为 Remote_Copy_<snap-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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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我希望...

• 创建保护 （第 75 页）

• 编辑保护 （第 76 页）

• 删除保护 （第 76 页）

• 恢复保护 （第 76 页）

• 中止保护 （第 78 页）

了解详细信息...

• 关于保护 （第 72 页）

• Protect（保护）屏幕详细信息 （第 74 页）

关于保护
通过保护，您可以计划快照和备份。它还可以从历史快照和备份中进行快速即时的备份和恢复。

RMC-O 将 RMC 快照功能与 HPE StoreOnce、Veritas NetBackup with RMAN (RMAN NBU)、Veritas
NetBackup (NBU)、HPE Data Protector 和 Oracle RMAN 集成在一起以执行快照脱离主机备份。快照脱离主机
备份可以显著降低对数据库服务器的性能影响，并尽可能缩短备份过程中的数据库停机时间或数据库处于备份模
式的时间。

对于 HPE StoreOnce 备份，从 Actions（操作）中选择 Protect（保护）时将创建数据库快照，并对 HPE
StoreOnce 目标执行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的卷级别备份。此外，还将备份数据库元数据（CONTROLFILE、密码

文件、PFILE 等）。与传统备份相比，快速保护备份具有更快的速度，并且可以删除重复数据。有关快速保护功

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用户指南》。

对于介质备份，从 Actions（操作）中选择 Protect（保护）时将创建数据库快照并将其装载（呈现）到备份服
务器中，然后才能启动即时备份（脱离主机）。

如果要对现有快照执行介质备份，快照必须处于 Available（可用） 状态（未装载或克隆到数据库）才能进行

备份。在启动客户端介质备份（脱离主机）之前，备份过程会将快照装载到备份服务器中。但是，此限制不适用
于 HPE StoreOnce 备份类型。

RMC-O 支持 Veritas NetBackup、HPE Data Protector (RMAN DP) 和 Oracle RMAN 备份方法。可以在
Recovery Manager 配置过程中指定备份方法。可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备份方法执行对其数据库文件在文
件系统上的数据库的备份。可以使用 Oracle RMAN 备份方法来对数据库文件位于文件系统或 ASM 磁盘组上
的数据库执行备份。对于 Oracle RMAN 备份方法，可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或 HPE Data Protector 将数据
库备份到本地磁盘（此时不需要 Veritas NetBackup 或 HPE Data Protector）或磁带。

如果选择了 Oracle RMAN（使用或不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或 HPE Data Protector），则必须将主（而非备
用）数据库注册到 Oracle 恢复目录。从 Oracle 11g 开始，无法从生产数据库的恢复目录中查看本地磁盘的备
用数据库的 RMAN 备份映像。因此，无法使用 RMC-O 界面将备份映像恢复到生产数据库中。

对于 Veritas NetBackup，数据库备份必须是完整备份。不能执行增量数据库备份。存档日志备份可用于模拟增
量备份。存档日志备份可以是完整备份、差异增量 (incr) 备份或累积增量备份。

对于 Oracle RMAN 或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的 Oracle RMAN，数据库备份可以是完整备份、差异增量
(incr) 备份或累积增量 (cinc) 备份。存档日志备份必须是完整备份。不支持对存档日志进行增量备份。

对于使用 HPE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数据库备份可以是完整备份或增量级别 1 (incr1) 到级别 4
(incr4) 的备份。默认情况下，增量备份是差异增量备份。要执行累积增量备份，用户必须修改 HPE Data
Protector 备份规范中的 RMAN 脚本。存档日志备份必须是完整备份。不支持对存档日志进行增量备份。

远程复制配置支持备份操作。要备份在远程站点上创建的快照，请在远程设备上配置相应的保护策略。

下面列出了在配置 Recovery Manager 时存在的一些限制以及生成的自动化脚本。在备份过程中，将执行这些
自动化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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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NBU（用户托管）备份：

• 必须在备份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上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客户端。

• 必须为数据库备份创建并配置至少一个标准类型的 NBU 策略。（可选）可以为存档日志备份创建并配置另一
个标准类型的 NBU 策略。

对于 Oracle RMAN、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的 Oracle RMAN 和使用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 备
份：

• 相对于数据库服务器上的 Oracle 主发行版本，备份服务器和恢复目录数据库服务器必须具有相同或更高的
Oracle 主发行版本。

• 需要使用 Oracle RMAN 恢复目录数据库。有关如何创建和配置 RMAN 恢复目录数据库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RMC-O 用户指南》。

• 对于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的 Oracle RMAN 备份，必须在备份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上安装带 Oracle 集
成代理的 Veritas NetBackup 客户端。可在任何服务器上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主服务器。必须预先创建
Oracle 类型的 Veritas NetBackup 策略才能进行数据库备份（联机、脱机或数据文件)。（可选）可创建并配
置一个单独的 Oracle 类型 Veritas NetBackup 策略用于存档日志备份 (archlog)。请参阅“配置 Veritas
NetBackup 策略”部分以创建 Veritas NetBackup 策略。

• 对于使用 HPE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 备份，必须在备份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上安装带 Oracle
集成代理及用户界面组件的 HPE Data Protector 客户端。可以在任何服务器上安装 HPE Data Protector
Cell Manager。必须在 Windows 服务器上安装 HPE Data Protector 用户界面组件，才能访问 HPE Data
Protector Cell Manager。在执行数据库备份（联机、脱机或数据文件）之前，必须创建 HPE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可选）可以为存档日志备份（存档日志）创建并配置另一个 HPE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HPE Data Protector 备份”部分。

根据为介质备份配置的备份方法，备份过程将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未指定快照，则为数据库或存档日志目标创建快照（联机、脱机、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

• 在备份服务器上装载快照。

• 对于 NetBackup（用户托管）备份：

◦ 将生成 include 列表文件，其中包含已装载快照上的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目标的列表或者这两者，并将该
文件存储在 NetBackup 客户端（备份服务器）的 /usr/openv/netbackup/
include_list.<policy_name> 中。

◦ 通过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调用 NetBackup bpbackup 命令来启动快照的即时备份。

• 对于 Oracle RMAN 或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的 Oracle RMAN 备份：

◦ 在备份服务器上使用已装载的快照启动处于 MOUNTED 模式的克隆数据库。

◦ 执行 RMAN 备份脚本 rmco_rman_dbbackup.sh 或 rmco_rman_archbackup.sh 以备份克隆数据

库。

注意：

将数据库与保护策略关联时，会在备份服务器的 /opt/hpe/rmc/oracle/data/
<db_server>.ora.<oracle_sid> 处生成 RMAN 备份脚本（rmco_rman_dbbackup.sh 和
rmco_rman_archbackup.sh）。

• 对于使用 HPE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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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备份服务器上使用已装载的快照启动处于 MOUNTED 模式的克隆数据库。

◦ 在备份服务器上执行 HPE Data Protector 备份 CLI (omnib) 以启动备份。

Protect（保护）屏幕详细信息
Database（数据库）

显示选定要备份的数据库。

Backup vendor（备份供应商）

受支持的备份存储系统供应商。

Name（名称）

Express Protect 的名称。

Description（说明）

Express Protect 的说明。

Protection policy name（保护策略名称）

应用于 Express Protect 的保护策略。

Backup type（备份类型）

显示备份类型，例如，Full（完整）、Incremental（增量）、Cumulative incremental（累积增量）。如果备
份供应商是 HPE StoreOnce，则 Backup type（备份类型）可以是 Full Backup（完整备份）或 Auto（自
动）。

Snapshot Configuration（快照配置）

Snapshot name（快照名称）

快照的名称。

Expiration time（到期时间）

快照过期的时间。

Retention time（保留时间）

可手动或自动删除快照之前的 短时间。

Retain snapshot（保留快照）

创建备份后保留快照。

Backup Method（备份方法）

Online (hot) backup（联机(热)备份）

计划联机备份。要执行此操作，必须打开所涉及的数据库实例。

Archive logs only（仅存档日志）

当数据库处于打开状态时，会创建该数据库的存档日志目标的时间点映像。

Offline (cold) backup（脱机(冷)备份）

计划脱机备份。要执行此操作，必须正常关闭所涉及的数据库实例。

Datafile only（仅数据文件）

当数据库处于打开状态时，生成数据库数据文件的时间点快照映像。

Schedule（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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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计划）

选择此选项可计划备份任务。

Scheduler name（计划程序名称）

计划的名称。

Scheduler description（计划程序说明）

计划的说明。

Frequency（频率）

选择计划频率，例如，Weekly（每周）、Daily（每日）、Hourly（每小时）、Monthly（每月）、Yearly（每
年）或 OneOff（一次性）。

Start time（开始时间）

启动计划快照的时间。

创建保护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Protect（保护）。

3. 选择备份供应商。例如，HPE StoreOnce、Oracle Recovery Manager、RMAN NBU、RMAN DP 或
NBU。

4. 输入备份集的名称和说明。

5. 选择要与 Express Protect 关联的策略。

6. 执行下列步骤之一：

a. 如果备份供应商是 HPE StoreOnce，则选择 Auto（自动）或 Full backup（完整备份）作为备份类型。
Auto（自动）类型是首选类型，因为它将自动检测是执行完整备份还是增量备份。

b. 如果备份供应商不是 HPE StoreOnce，则选择 Full（完整）、Incr（差异增量）或 Cinc（累积增量）作
为备份类型。

c. 对于 RMAN、RMAN DP 和 RMAN NBU，可以使用在 Protection Policy（保护策略）中指定的默认值
Use Large Pages（使用大页面）。但是，您可以修改当前保护的值。

7. 输入快照的名称、到期时间和保留时间。

8. 要在创建备份后保留快照，请选择 Retain snapshot（保留快照）。

注意： 要在进行保护后保留新创建的快照，请确保未选中 Retain snapshot（保留快照）复选框。

9. 选择备份方法，例如 Online (Hot) Backup（联机(热)备份）、Archive logs only（仅存档日志）、Offline
(Cold) Backup（脱机(冷)备份）或 Datafile only（仅数据文件）。

10. 要计划快照和备份，请选择 Schedule（计划）并输入所需的计划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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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两个后续备份之间所允许的 小时间间隔为 1 小时。

11. 单击 OK（确定）。

编辑保护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选择要编辑的 Express Protect 备份，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Edit（编辑）。

4. 编辑 Name（名称）或 Description（说明），或者这两者。

5. 单击 OK（确定）。

删除保护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选择要删除的备份，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Remove（删除）。

4. 单击 Remove（删除）。

注意：

对于介质备份，此过程会清除 RMC-O 目录中选定的备份。但是，备份软件目录中的条目会继续存在。有
关清除备份软件目录和清除此备份对应的物理介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介质备份”章节。

恢复保护
将保护恢复到父卷

过程

1. 从数据库服务器中关闭数据库。如果该数据库是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 (RAC) 数据库，则必须关闭所有
RAC 实例。

2. 如果数据库文件在文件系统上，则从数据库服务器中卸载所有数据库文件系统。例如，

# umount /oradata
                    

3. 如果 ASM 正在使用中，则从数据库服务器中删除数据库 ASM 磁盘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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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drop diskgroup <disk_group> including contents;
                    

4. 如果卷组正在使用中，则从数据库服务器中移出/导出数据库卷组。

5. 由于所涉及的卷组不同，移出/导出卷组的命令会稍有不同，以下是一些示例：

 For Linux logical volume groups,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deactivate logical volumes and export volume 
groups:
# lvchange -an /dev/ <vgname>/<lvname> 
# vgexport <vgname>
示例：
# lvchange -an /dev/rh6lvm-data/lvol0
# lvchange -an /dev/rh6lvm-data/lvol1
# vgexport rh6lvm-datavg

6.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7.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8. 选择要恢复的快速保护备份，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Restore（恢复）。

9. 在 General（常规）中，执行下列步骤：

a. 选择 Restore express protect to parent volume（将快速保护恢复到父卷）或将任何备用卷用于恢复
操作。

b. 选择要用于恢复快速保护备份的应用程序服务器。

c. 输入元数据文件路径，并选择恢复类型。

10. 单击 Restore（恢复）。

11. 从数据库服务器中激活逻辑卷并导入/启动卷组。例如，

 For Linux logical volumes: 
# vgscan
# vgimport rh6lvm-datavg
# lvchange -ay /dev/rh6lvm-datavg/lvol0
# lvchange -ay /dev/rh6lvm-datavg/lvol1
                    

12. 如果数据库文件在文件系统上，则从数据库服务器中执行文件系统检查，然后装载数据库文件系统。例如，

fsck -y /dev/maper/mpathc
# mount /dev/mapper/mpathc /oradata
                    

13. 如果正在使用 ASM，请从数据库服务器中装载数据库 ASM 磁盘组。例如，

SQL>alter diskgroup <disk_group> mount
                    

14. 从数据库服务器中，按照 Oracle 文档执行介质恢复，以恢复数据库。

注意：

如果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卷被回滚，则必须执行未完成的恢复才能恢复数据库服务器上的数据库。如
有必要，可以使用已恢复的元数据文件中的二进制或 ASCII 控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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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保护恢复到另一个卷

•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 选择要恢复的快速保护备份，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Restore（恢复）。

• 在 General（常规）中，执行下列步骤：

• 选择要用于恢复备份的存储系统。

• 选择数据卷和存档卷。

• 单击 Restore（恢复）。

将快速保护恢复到快照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 View selector（视图选择器）菜单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将显示 Snapshots（快照）和 Protects（保护）列表。

3. 选择要恢复的快速保护备份，然后单击 Action（操作） > Restore（恢复）。

4. 在 Restore（恢复）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从 Restore Operation（恢复操作）菜单中选择 Restore Express Protect to another Snapshot（将快
速保护恢复到另一快照）。

b. 选择 Auto（自动）或 Manual（手动）以作为 Reference Snapshot Selection（参考快照集选择）类
型。

注意：

将自动执行 Reference Snapshot Selection（参考快照选择）选择。如果没有合适的参考快照集，
则显示一条错误。

c. 对于 Manual（手动）类型的 Reference Snapshot Selection（参考快照选择），请单击 Select（选择）
以搜索并选择快照集。

5. 单击 Restore（恢复）。

中止保护

过程

1. 在 Oracle Databases（Oracle 数据库）屏幕的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2. 从详细信息窗格中，选择处于正在运行或正在还原状态的备份。

3. 从备份列表中单击 Action（操作）。

4. 从 Action（操作）菜单中选择 Abort（中止）。

5. 单击 Abort（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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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要中止 Express Protect，Backup Vendor（备份供应商）必须是 HPE STOREONCE。

• 备份状态必须是正在运行或正在还原状态。

• 中止还原操作后，数据库将处于错误状态。重试 Restore（还原）操作或 Unregister Database（注销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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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yst 复制

Catalyst 复制
在另一 HPE StoreOnce Catalyst 存储上或同一 HPE StoreOnce 的不同 Catalyst 存储上创建快速保护或数据
库的副本。

Catalyst Copy 拓扑

显示 Catalyst Copy 及关联资源的图形表示。要查看拓扑，请单击 （在 Catalyst Copy 页面中）。

图 9： Catalyst Copy 拓扑

创建 Catalyst 复制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将显示数据库概述屏幕。

2. 单击 Actions（操作） > Catalyst Copy（Catalyst 复制）。
将显示一键 Catalyst 复制创建对话框。

3. 在 Create Copy（创建副本）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输入 Catalyst 复制的 Name（名称）和 Description（说明）。

b. 输入快速保护的 Name（名称）和 Description（说明）。

c. 单击 Select（选择）进行搜索并选择保护策略的名称。

d. 选择 Auto（自动）或 Full Backup（完整备份）作为 Backup Type（备份类型）。

e. 输入 Snapshot Name（快照名称）、Expiration Time（到期时间）和 Retention Time（保留时间）（以
小时或天数为单位）。

f. 单击 Retain snapshot（保留快照）以在创建备份后保留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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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选择 Online (Hot) Backup（联机（热）备份）、Archive logs only（仅存档日志）、Offline (Cold) Backup
（脱机（冷）备份）、Datafile only（仅数据文件）作为 Backup Method（备份方法）。

h. 指定 Scheduler Name（计划程序名称）和 Scheduler Description（计划程序说明）。

i. 为计划程序设置 Frequency（频率）、Start time（开始时间）和 Recurrence in hours（周期(以小时为
单位)）。

4. 单击 OK（确定） 以创建 Catalyst Copy（Catalyst 复制）。

从现有快照创建 Catalyst Copy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此时将显示数据库概述屏幕。

2. 从概述屏幕中的视图选择器中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屏幕中将显示 Snapshots（快照）和 Protects（保护）选项。

3. 单击 Snapshots（快照）并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快照。

4. 单击 Action（操作）并选择 Catalyst Copy。

5. 在 Create Copy（创建副本）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输入 Catalyst Copy 的 Name（名称）和 Description（说明）。

b. 输入 Express Protect 的 Name（名称）和 Description（说明）。

c. 单击 Select（选择）进行搜索并选择一个保护策略。

d. 选择 Auto（自动）或 Full Backup（完整备份）作为 Backup Type（备份类型）。

6. 单击 Ok（确定）。

从现有保护创建 Catalyst 复制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将显示数据库概述屏幕。

2. 从概述屏幕中的视图选择器选择 Data Protection View（数据保护视图）。
将在 Data Protection View（数据保护视图）屏幕中显示 Snapshots（快照）和 Protects（保护）选项。

3. 单击 Protects（保护），并从列表中选择一个保护。

4. 单击 Action（操作）并选择 Catalyst Copy（Catalyst 复制）。

5. 在 Create Copy（创建副本）对话框中输入 Description（说明）（可选）。

6. 单击 OK（确定） 以从现有的保护创建 Catalyst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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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Catalyst Copy
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拥有与选定保护相关联的 Catalyst Copy。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此时将显示数据库概述屏幕。

2. 单击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 Protects（保护）。
此时将显示包含相应详细信息的保护列表。

3. 从列表中选择其 Catalyst Copy 值为 Yes（是）的保护。

4. 单击 Action（操作） > Edit（编辑）。

5. 在 Edit（编辑）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编辑 Catalyst Copy 的 Name（名称）。

b. 编辑 Catalyst Copy 的 Description（说明）。

c. 输入 Expiration Time (Hours)（到期时间(小时)）和 Retention Time (Hours)（保留时间(小时)）。

6. 单击 OK（确定）。

删除 Catalyst Copy
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拥有与选定保护相关联的 Catalyst Copy。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此时将显示数据库概述屏幕。

2. 单击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 Protects（保护）。
此时将显示包含相应详细信息的保护列表。

3. 从列表中选择其 Catalyst Copy 值为 Yes（是）的保护。

4. 单击 Action（操作） > Remove（删除）。

5. 在 Remove（删除）对话框中单击 Remove（删除）。

关联的 Catalyst Copy 将被删除。

恢复 Catalyst 复制

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拥有与选定保护相关联的 Catalyst 复制。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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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显示数据库概述屏幕。

2. 单击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 Protects（保护）。
将显示包含相应详细信息的保护列表。

3. 从列表中选择其 Catalyst Copy（Catalyst 复制）值为 Yes（是）的保护。

4. 单击 Action（操作） > Restore（恢复）。

5. 在 Restore（恢复）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从 Restore Operation（恢复操作）选项中选择 Restore Express Protect to parent volume（将快速保
护恢复到父卷）或 Restore Express Protect to another volume（将快速保护恢复到另一个卷）。

b. 单击 Select（选择）进行搜索，然后为 Application Server（应用程序服务器）选择主机名。

c. 指定或编辑 Meta Data File Path（元数据文件路径）。

d. 指定 Restore Type（恢复类型）：Both（二者）、Archive logs（存档日志）或 Data（数据）。

6. 单击 Restore（恢复）。

中止 Catalyst 复制

前提条件
确保复制保护处于正在运行状态。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将显示数据库概述屏幕。

2. 单击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 Protects（保护）。
将显示包含相应详细信息的保护列表。

3. 从列表中选择其 Catalyst Copy（Catalyst 复制）值为 Yes（是）且任务处于正在运行状态的保护。

4. 单击 Action（操作） > Abort（中止）。

5. 单击 Abort（中止）。

使用快速恢复模式恢复快速保护或 Catalyst Copy 备份
完全 RMC 恢复操作将 Catalyst 存储中的所有数据复制到一个卷或快照以进行恢复。不过，快速恢复不会复制
Catalyst 存储上包含的所有数据。快速恢复仅复制两个备份之间的不同内容，其中的一个备份仍在阵列上包含现
有的快照。快速恢复仅覆盖读/写快照上的不同块。快速恢复使用以前备份中的参考快照确定目标，并且仅覆盖
不同的块。如果快照和备份类似，则可以减少复制的数据。如果要恢复为新快照或恢复为基本卷，请使用快速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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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选项。HPE StoreServ 系统备份可以使用两种恢复操作模式：完全恢复和快速恢复。

HPE 3PAR StoreServ HPE Store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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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指定恢复模式，则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

• 如果现有的快照或备份限制快速恢复操作，则会执行完全恢复。默认情况下，在所有情况下先尝试执行快速
恢复。

• 在恢复到父卷时，将选择完全恢复。要使用快速恢复模式恢复到基本卷，您必须在 REST API 中指定该模
式。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Express Protect（快速保护）。2

将显示 Express Protect（快速保护）屏幕。

2. 从主窗格中选择要恢复的快速保护，然后单击 Actions（操作） > Restore（恢复）。

将显示 Restore（恢复）对话框。

3. 在 Restore（恢复）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某项操作：

a. 要执行到父卷的完全恢复，请从 Destination（目标）菜单中选择 Restore Express Protect to Parent
Volume（将快速保护恢复到父卷）。

b. 要执行到任何其它卷的恢复，请从 Destination（目标）菜单中选择 Restore Express Protect to another
volume（将快速保护恢复到另一个卷）。

c. 要执行到快照的恢复，请从 Destination（目标）菜单中选择 Restore Express Protect to another
Snapshot（将快速保护恢复到另一个快照）选项。

2 将快速保护替换为 Catalyst Copy 以恢复 Catalyst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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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要执行快速恢复，请选择 Auto（自动）或 Express（快速）以作为 Restore Type（恢复类型）。如
果无法执行快速恢复，则 Auto（自动）选项执行完全恢复。

II. 将 Express（快速）作为 Restore Type（恢复类型）：

I. 为 Reference Snapshot Selection（选择参考快照）选项选择 Auto（自动）或 Manual（手动）。

II. 如果为 Reference Snapshot Selection（选择参考快照）选择 Manual（手动）选项，请从参考快
照列表中搜索并选择一个父快照。

注意：

• 使用快速恢复的快速保护或 Catalyst Copy 备份具有相同的步骤。

• 如果备份和可用的参考快照之间具有较小的数据更改，则自动或快速恢复操作是 快的方法。

• HPE StoreVirtual 备份没有快速恢复选项，但具有完全恢复选项。

4. 单击 Restore（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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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策略配置

本章介绍 NetBackup 策略和配置这些策略以执行 Veritas NetBackup（用户管理）和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的 Oracle Recovery Manager (RMAN) 的过程。RMC-O 将 HPE 3PAR 虚拟复制软件与 Veritas NetBackup
(NBU) 集成在一起，以减少对数据库服务器性能的影响并将备份期间的数据库停机时间降至 短。对于 NBU 备
份和恢复，RMC-O 可直接与 NBU 交互以触发备份或恢复过程。

关于 NBU（用户托管）备份的 NetBackup 策略
RMC-O 支持使用或不使用 RMAN 的 Symantec NetBackup。它还支持完整、增量或累积增量存档日志备份。
不使用 RMAN 执行 NBU 备份时，RMC-O 仅支持完整数据库备份（不支持增量数据库备份）。但是，您可以将
完整数据库备份与存档日志备份结合起来以创建增量数据库备份。有关创建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 Veritas NetBackup 文档。

为数据库和存档日志备份配置 Netbackup 策略

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 HPE 建议将备份服务器用作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必须在备份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上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客户端。

• 必须创建并配置至少一个标准 Veritas NetBackup 策略才能进行数据库备份。（可选）您可以为存档日志目标
备份创建并配置另一个标准 NBU 策略。

• 备份和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的 OS 版本必须与 RMC-O 和 Oracle 数据库的 OS 版本相同。

为数据库和存档日志备份配置 Netbackup 策略

过程

1. 在 Attributes（属性）选项卡上，执行下列步骤：

• 将 Policy Type（策略类型）设置为 Standard（标准）。

• 选中 Cross mount points（交叉装载点）复选框。

• 清除 Allow multiple data stream（允许多个数据流）和 Block level incremental（块级别增量）复选
框。

2. 在 Schedules（计划）选项卡上，执行下列步骤：

a. 对于数据库备份

• 选择 Full Backup（完整备份）作为 Type of backup（备份类型）。

• 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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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备份开始时间设置为 0 以便执行客户端数据库备份（从 RMC 启动）。

◦ 设置备份时间，以满足执行自动存档日志备份（从 NBU 启动）的要求。

b. 对于存档日志备份

• 创建两个计划，一个用于完整备份，一个用于增量备份（可选）。对于增量备份计划，您必须创建差异
增量或累积增量备份计划。

注意：

◦ 不支持使用 RMAN 对存档日志进行增量备份。

◦ 备份服务器和 NBU 主服务器可以相同。

• 执行下列步骤之一：

◦ 将备份开始时间设置为 0 以便执行客户端数据库备份（从 RMC 启动）。

◦ 设置备份时间，以满足执行服务器端数据库备份（从 NBU 启动）的要求。

3. 在 Clients（客户端）选项卡上，将备份客户端设置为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以便在备份服务器上执行备份过
程。

4. 在 Backup Selections（备份选项）选项卡上，为备份选项键入 /dummy。
5. RMC 将生成备份选择列表，以替换您输入的值。

关于 Oracle RMAN 备份的 NetBackup 策略
使用 RMAN 执行 NBU 备份时，RMC-O 支持完整、差异、累积增量和完整存档日志（仅备份存档日志）数据
库备份。有关创建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Veritas NetBackup for Oracle 文档。

注意：

运行脚本 /usr/openv/netbackup/bin/oracle_link 可使 Oracle 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服务

器上的 Oracle 库，以便指向 Symantec NetBackup 媒体库。

使用 RMAN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 在数据库备份之前，必须创建并配置 RMAN 恢复目录数据库。

• 必须在备份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上安装 Symantec NetBackup for Oracle 客户端。

• 必须为数据库备份创建并配置至少一个标准 NBU 策略。（可选）您可以为存档日志目标备份创建并配置另一
个标准 NBU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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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在 NBU 主服务器上安装 Symantec NetBackup for Oracle (NBU Agent for Oracle)。

• 必须创建 Oracle RMAN 恢复目录，并且必须配置 Oracle TNS 服务和侦听器，才能从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
服务器连接到恢复目录。

注意：

您可以在任何服务器上创建恢复目录。但是，HPE 建议您在备份服务器上创建恢复目录。

使用 RMAN 配置数据库和存档日志备份的 NetBackup 策略

过程

1. 在 Attributes（属性）标签上，选择 Oracle 作为 Policy Type（策略类型）。

2. 在 Schedules（计划）标签上，执行下列步骤：

• 对于数据库备份

◦ 创建两个计划，一个用于完整备份，一个用于增量备份（可选）。对于增量备份计划，您必须创建差异
增量或累积增量备份计划。

◦ 执行下列步骤之一：

– 将备份开始时间设置为 0 以便执行客户端数据库备份（从 RMC 启动）。

– 设置备份时间，以满足执行自动数据库备份（从 NBU 启动）的要求。

• 对于存档日志备份

◦ 为完整备份创建计划。

◦ 执行下列步骤之一：

– 将备份开始时间设置为 0 以便执行客户端存档日志备份（从 RMC 启动）。

– 设置备份时间，以满足执行自动存档日志备份（从 NBU 启动）的要求。

3. 在 Clients（客户端）标签上，将备份客户端设置为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以便在备份服务器上执行备份过
程。

4. 在 Backup Selections（备份选择）标签上，键入 /opt/hpe/rmc/oracle/data/
<db_server>.ora.<oracle_sid>/rmco_nbu_archbackup.sh。

关于数据库备份
RMC-O 采用下列方式执行备份：

• 客户端备份 — 从 RMC-O 用户界面启动备份。

• 服务器端备份 — 从 Veritas NetBackup 用户界面中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主服务器发起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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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备份

RMC-O 在客户端备份过程中执行以下任务：

• 对于 NBU（用户托管）备份

◦ 为数据库或存档日志目标创建联机、脱机、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快照。

◦ 在备份服务器上装载快照。

◦ 将生成 include 列表文件，其中包含已装载快照上的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目标的列表。该文件存储在
NBU 客户端（备份服务器）上的 /usr/openv/netbackup/include_list. <policy_name>。

◦ 在 NBU 主服务器中调用 bpbackup 命令以备份 include 列表中列出的文件。

• 对于 Oracle RMAN 和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的 Oracle RMAN：

◦ 为数据库或存档日志目标创建联机、脱机、数据文件或仅存档日志快照。

◦ 在备份服务器上装载快照。

◦ 在 RMC-O 备份服务器上使用已装载的快照启动处于已装载模式的克隆数据库。

◦ 调用 RMAN 备份脚本（rmco_rman_dbbackup.sh 或 rmco_rman_archbackup.sh）以备份已克隆

的数据库。

◦ 删除已克隆的数据库。

◦ 卸载快照。

服务器端备份

进行服务器端备份期间，Veritas NetBackup 在 Veritas NetBackup 客户端上发起备份过程。将 RMC-O 配置为
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时，可以使用 NBU 服务器端备份。RMC-O 在服务器端备份过程中执行以下任务：

• 对于 NBU（用户托管）备份

◦ NBU 客户端会执行 bpstart_notify.<policy_name> 脚本。

◦ bpstart_notify 脚本会创建数据库或存档日志目标的快照并将其装载到备份服务器上，然后在 /usr/
openv/netbackup/include_list.<policy_name> 文件中生成 include 列表，其中包含要备份的

快照上的文件的列表。

◦ 备份过程完成后，NBU 客户端会执行 bpend_notify.<policy_name> 脚本以清理快照。

• 对于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的 Oracle RMAN

◦ NBU 客户端会执行备份脚本 rmco_dbbackup.sh
或

rmco_archbackup.sh，该备份脚本必须在 NBU 策略的 Backup Selection List（备份选择列表）中指

定。

◦ 备份脚本会创建数据库或存档日志目标的快照并将其装载到备份服务器上，启动处于 Mounted（已装载）
模式的已克隆数据库，然后调用 RMAN 备份脚本 rmco_rman_dbbackup.sh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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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co_rman_archbackup.sh 以备份克隆数据库。

注意：

• 默认情况下，rmco_dbbackup.sh 脚本（适用于数据库备份策略）将执行联机备份。如果要执行脱机

或数据文件备份，请编辑此文件，将 BACKUP_MODE 的值分别设置为 offline 或 datafile。对于

offline 快照，必须手动关闭数据库。

• 如果生产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具有不同的 ORACLE_HOME，则在备份服务器上创建符号链接以匹配生

产服务器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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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AN 恢复目录配置

关于 RMAN 恢复目录配置
本章介绍了如何创建和配置恢复目录。如果要使用 Oracle RMAN 备份快照，则必须在备份数据库之前创建并配
置恢复目录。有关创建恢复目录和配置 Oracle TNS 服务和侦听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Oracle 文档。

创建 RMAN 恢复目录

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创建恢复目录的磁盘空间要求如下：

• 系统表空间必须为 100 MB

• 临时表空间必须为 5 MB

• 回滚段必须为 5 MB

• 每个联机恢复日志必须为 1 MB

• 恢复目录必须为 10 MB

创建 RMAN 恢复目录

过程

1. 为恢复目录创建数据库。

2. 为恢复目录创建表空间，方法如下所示：

$ export ORACLE_SID=<catdb>
$ export ORACLE_HOME=<oracle_home>
$ sqlplus "/as sysdba"
SQL> create tablespace <cat_tbs> datafile '<path/filename>' size 10M;
SQL> exit
其中，

• <catdb> 是恢复目录的 Oracle 实例 ID。

• <cat_tbs> 是恢复目录的表空间名称。

• <path/filename> 是创建数据文件所在的文件路径。

3. 为恢复目录创建用户，方法如下所示：

$ sqlplus "/as sysdba"
SQL> create user <rman_user> identified by <rman_password>
temporary tablespace 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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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tablespace <cat_tbs>
quota unlimited on <cat_tbs>;
SQL> grant connect, resource, recovery_catalog_owner to <rman_user>;
其中，

• <tbs_name> 是恢复目录的表空间名称。

• <rman_user> 是具有恢复目录访问权限的用户名。

• <rman_password> 是 <rman_user> 的密码。

4. 创建 RMAN 恢复目录表，方法如下所示：

$ rman catalog <rman_user>/<rman_password>@<catdb>
RMAN> create catalog tablespace <cat_tbs>;

5. 通过在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的 $ORACLE_HOME/network/admin/tnsnames.ora 文件中添加条

目来为恢复目录数据库配置 TNS 服务，方法如下所示：

<catdb> =
(description =
(address = (protocol = TCP) (host = <cat_host>) (port = 1521))
(connect_data = (server = dedicated) (service_name = <catdb>))
)
其中，

<cat_host> 是从中创建目录的主机的主机名。

6. 通过在用于创建恢复目录的主机上的 $ORACLE_HOME/network/admin/listener.ora 文件中添加条目

来为恢复目录数据库配置 Oracle 侦听器，方法如下所示：

SID_LIST_LISTENER =
(SID_LIST =
(SID_DESC =
(GLOBAL_DBNAME = <catdb>)
(ORACLE_HOME = <oracle_home>)
(SID_NAME = <catdb>)
)
)

7. 以 Oracle 所有者用户身份登录，然后在数据库服务器上注册数据库。

注意：

如果 RMC-O 用于在 Oracle 备用数据库中运行，则必须在主数据库服务器上注册主数据库而不是备用
数据库。

$ rman target / catalog <rman_user>/<rman_password>@<catdb>
RMAN> register database;

配置 RMAN 恢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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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使用 RMAN 备份时，RMC-O 需要使用 Oracle RMAN 恢复目录数据库。要创建 RMAN 恢复目录，请参阅创建
RMAN 恢复目录 （第 91 页）。

配置 RMAN 恢复目录

利用使用 Data Protector 的 RMAN 备份时，如果恢复目录数据库的 Oracle 版本是 11g R2 或更高版本，则执
行以下操作：

过程

1. 授予恢复目录所有者 CREATE ANY DIRECTORY 和 DROP ANY DIRECTORY 系统权限。

SQL> grant CREATE ANY DIRECTORY to <recovery_catalog_user> ;
SQL> grant DROP ANY DIRECTORY to <recovery_catalog_user>
                    

2. 授予恢复目录所有者对 v_$instance 视图的 SELECT 权限。

SQL> grant select on v_$instance to <recovery_catalog_us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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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Data Protector 配置

关于 Data Protector 配置
RMC-O 可直接与 Data Protector 交互以触发备份或还原过程。使用 Data Protector 执行 Oracle RMAN 数据
库备份时，RMC-O 支持完整备份和增量级别 1 到级别 4 的备份。您还可以对数据库执行完整存档日志备份（仅
备份存档日志）。但是，要执行存档日志备份和数据库备份，必须创建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有关如
何创建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的信息，请参阅 Data Protector 文档。

注意：

• 如果使用 Data Protector，RMC-O 仅支持 Oracle RMAN 备份。不支持使用 Data Protector 进行文件
系统备份。有关安装和配置 Data Protector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PE Data Protector 文档。

• RMC-O 的集成选项在 UNIX Cell Manager 的 Data Protector Java 图形用户界面上不可用。

• 在执行还原过程之前，数据库必须处于 Mounted（已装载）或 Started（已启动）模式。

• 如果未执行存档日志备份，则数据文件备份无效。单独执行存档日志备份。

数据库备份的先决条件

• 在备份数据库之前，必须创建并配置 RMAN 恢复目录数据库。

• 必须配置 Oracle RMAN 恢复目录以及 Oracle TNS 服务和侦听器，才能从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连接
到恢复目录。

• 必须在 RMC-O 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安装带 Oracle 集成代理和用户界面组件的 HPE Data
Protector 客户端。

• 带 Oracle 集成代理和用户界面组件的 HPE Data Protector Cell Manager 必须安装在任何受支持的 Data
Protector 服务器上。HPE 建议您将 Data Protector Cell Manager 安装在备份服务器上。

• 必须为数据库服务器上的数据库实例预先配置 TNS 服务名称。

• 必须为备份服务器上的已克隆数据库实例预先配置相同的 TNS 网络服务名称。

• RMC-O 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之间的 Oracle 主目录必须相同。

• 必须为数据库备份创建并配置至少一个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可选）您可以为存档日志备份创
建并配置另一个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

关于数据库备份
RMC-O 采用下列方式执行备份：

• 客户端备份 — 从 RMC-O 用户界面启动备份。

• 服务器端备份 — 使用 Data Protector Cell Manager 从 HPE Data Protector 用户界面启动备份。

客户端备份

对于使用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RMC-O 将在客户端备份过程中执行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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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数据库或存档日志目标创建联机、脱机、数据文件或仅存档日志快照。

• 在备份服务器上装载快照。

• 在 RMC-O 备份服务器上使用已装载的快照启动处于已装载模式的克隆数据库。

• 调用 Data Protector CLI (

omnib
) 以启动克隆数据库的备份。

• 删除已克隆的数据库。

• 卸载快照。

服务器端备份

对于使用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RMC-O 将在服务器端备份过程中执行以下任务：

• Data Protector Cell Manager 在 RMC-O 备份服务器上执行

DP_pre.<backup_specification>
• 该

DP_pre.<backup_specification>
脚本将创建联机、脱机、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的快照并将其装载到 RMC-O 备份服务器上，然后启动处于
MOUNTED 模式的已克隆数据库并将控制权交给 Data Protector。

• Data Protector 将执行 RMAN 脚本（已在 Data Protector 备份规范中定义）以备份已克隆的数据库。

• Data Protector 在 RMC-O 备份服务器上执行

DP_pre.<backup_specification>
以清理已克隆的数据库和快照。

注意：

默认情况下，DP_pre.<backup_specification> 会创建联机快照。要创建脱机快照或数据文件快照，

请使用 RMC-O 计划一种快照。

设置 Data Protector
过程概述：

过程

1. 为 Data Protector 启用 RMC-O （第 96 页）

2. 配置 Oracle 操作系统用户帐户（Oracle 所有者帐户） （第 96 页）

3. 创建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 （第 96 页）

4. 修改 Data Protector RMAN 脚本 （第 98 页）

5. 在 RMC-O 备份服务器上配置 TNS 命名服务 （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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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Data Protector 启用 RMC-O

过程

1. 在 Data Protector Cell Manager 中，将以下参数添加到 /etc/opt/omni/server/options/global 文
件：

Enable3ParBackupToTapeForOracle=1
2. 请重新启动 Data Protector 服务，以便更改生效。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启动该服务：

• # /opt/omni/sbin/omnisv stop
• # /opt/omni/sbin/omnisv start

配置 Oracle 操作系统用户帐户（Oracle 所有者帐户）

Oracle 操作系统用户是 Oracle 主目录的所有者。

过程

1. 将 Oracle 操作系统用户帐户添加到 Data Protector admin 组。

2. 在将用户添加到 Data Protector admin 组时，请指定下列参数：

• Group（组）— admin
• Type（类型）— UNIX
• Name（名称）— Oracle 所有者在数据库服务器上的用户名，例如 Oracle
• Group/Domain（组/域）— <Any>

• Client（客户端）— <Any>

创建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

创建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

前提条件
创建备份规范时，必须从 Windows 计算机中使用 Data Protector 用户界面连接到 Cell Manager。

过程

1. 为数据库备份选择 3PAR_RMO_Online、3PAR_RMO_Offline 或 3PAR_RMO_Data 模板，或者为存档日志

备份选择 3PAR_RMO_Archive 模板。

2. 选择 control file 对象。

3. 在 Application（应用程序）中，执行下列步骤：

• Client（客户端）— 选择要为备份配置的数据库服务器的主机名。

• Application database（应用程序数据库）— 选择要为备份配置的数据库。

4. 在 User and group/domain（用户和组/域）中，执行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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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ser name（用户名）— 指定 Oracle 所有者的用户名。必须将此用户添加到 Data Protector admin 组。
有关添加用户的信息，请参阅配置 Oracle 操作系统用户帐户（Oracle 所有者帐户）。

b. Group/Domain name（组/域名）— 指定 Oracle 所有者对应的组名。

5. 在 General Information（常规信息）中，指定数据库的 Oracle 主目录。

6. 在 Primary Database（主数据库）中，执行下列步骤：

a. User name（用户名）— 指定具有 SYSDBA 权限的 Oracle 用户。

b. Password（密码）— 指定 Oracle 用户的密码。

c. Services（服务）— 指定 Oracle 数据库的 TNS 服务名称。对于 RAC 数据库，指定以逗号分隔的数据
库实例的所有 TNS 服务名称。

重要信息：

必须为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上的数据库实例预先配置 TNS 服务名称。必须为备份服务器上的
克隆数据库预先配置相同的 TNS 服务名称。

7. 在 Recovery Catalog（恢复目录）中，执行下列步骤：

a. User name（用户名）— 指定 RMAN 目录的用户名。

b. Password（密码）— 指定 RMAN 目录用户的密码。

c. Services（服务）— 指定目录数据库的服务名称。必须在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配置
TNS 服务名称。

8. 在 Backup Specification Option（备份规范选项）中，执行下列步骤：

a. Pre-exec

• Pre-exec — 指定 DP_pre.<backup_specification_name>。
• On client（在客户端上）— 指定将用于执行 pre-exec 脚本的 RMC-O 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

b. Post-exec

• Post-exec — 指定 DP_post.<backup_specification_name>。
• On client（在客户端上）— 指定将用于执行 post-exec 脚本的 RMC-O 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

c. 所有权

• User（用户）— 指定 Oracle 所有者的用户名。

• Group（组）— 指定 Oracle 所有者的组名。

• System（系统）— 指定 RMC-O 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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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后指定备份规范的名称。您输入的名称必须与指定的 <backup_specification_name> 匹配。

9. 在 Application Specific Options（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选项）中，指定将执行 RMAN 备份的备份服务器的主
机名。

重要信息：

创建备份规范时，在 Windows 系统中使用 Data Protector 用户界面访问 Cell Manager，并在 Application
Specific Options（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选项）中指定备份服务器名称。如果无法在 Application Specific
Options（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选项）中指定备份服务器名称，将备份生产数据库而非克隆数据库。

修改 Data Protector RMAN 脚本

过程

1. 如果您使用的是 3PAR_RMO_Online 或 3PAR_RMO_Archive 模板，请更改以下行：

backup
format 'backup_specification <app_name_%s:%t:%p>.dbf
archivelog all;

2. 将以上行更改为：

backup
format 'backup_specification <app_name_%s:%t:%p>.dbf
archivelog all skip inaccessible;
或者，

backup
format 'backup_specification <app_name_%s:%t:%p>.dbf
archivelog all not backed up 1 times skip inaccessible;

3. 如果选择了 control file 对象，则更改以下行：

backup
format 'backup_specification <app_name_%s:%t:%p>.dbf
current controlfile;
将以上行更改为：

catalog controlfilecopy '$ORACLE_HOME/dbs/backup_ctrl$ORACLE_SID';
backup
format 'backup_specification <app_name_%s:%t:%p>.dbf
controlfilecopy '$ORACLE_HOME/dbs/backup_ctrl$ORACLE_SID';

注意：

必须将 <backup_specification>、<app_name>、$ORACLE_HOME 和 $ORACLE_SID 替换为实际值。

在 RMC-O 备份服务器上配置 TNS 命名服务

过程

在 RMC-O 备份服务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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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_HOME/network/admin/tnsnames.ora
中，按照如下方式检查条目：

<Network Service Name>=
  (DESCRIPTION =
    (ADDRESS_LIST =
      (ADDRESS = (PROTOCOL = TCP)(HOST = <RMO Backup Server Name 
                 (and NOT the db server name)>)(PORT = 1521))
    )
    (CONNECT_DATA =
      (SERVICE_NAME = <Service Name>)
    )
  )

                    

备份和数据库架构更改

如果要在数据库中添加或删除表空间，则必须在 Data Protector GUI 中修改备份规范以反映架构更改。要将已
创建的表空间保留在备份中，必须执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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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备份

RMC-O 可以与 HPE StoreOnce、HPE Data Protector、Symantec NetBackup 和 Oracle RMAN 一起使用，以
保护和恢复由 RMC-O 创建的快照。

关于介质备份操作
必须配置用于启动备份操作的 RMC，才能在备份服务器上执行 ISV 介质备份。

RMC-O 将 HPE 3PAR StoreServ 快照软件功能与 Veritas NetBackup (NBU)、HPE Data Protector 和 Oracle
RMAN 集成在一起以执行快照脱离主机备份。快照脱离主机备份可以显著降低对数据库服务器的性能影响，并
尽可能缩短备份过程中的数据库停机时间或数据库处于备份模式的时间。

RMC-O 支持 Veritas NetBackup 和 Oracle RMAN 备份方法。可以在 Recovery Manager 配置过程中指定备
份方法。可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备份方法执行对其数据库文件在文件系统上的数据库的备份。可以使用
Oracle RMAN 备份方法来对数据库文件位于文件系统或 ASM 磁盘组上的数据库执行备份。对于 Oracle
RMAN 备份方法，可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或 HPE Data Protector 将数据库备份到本地磁盘（此时不需要
Veritas NetBackup 或 HPE Data Protector）或磁带。

如果选择了 Oracle RMAN（使用或不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或 HPE Data Protector），则必须将主（而非备
用）数据库注册到 Oracle 恢复目录。从 Oracle 11g 开始，无法从生产数据库的恢复目录中查看本地磁盘的备
用数据库的 RMAN 备份映像。因此，无法将备份映像恢复到生产数据库。

对于 Veritas NetBackup，数据库备份必须是完整备份。不能执行增量数据库备份。存档日志备份可用于模拟增
量备份。存档日志备份可以是完整备份、差异增量 (incr) 备份或累积增量备份。驻留在文件系统上的数据库支持
这种备份方法。对于 ASM 托管的数据库，此过程可备份任何驻留在文件系统上的元数据。始终将 NetBackup
与 Oracle RMAN 一起使用以备份 ASM 托管的数据库。

对于 Oracle RMAN 或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的 Oracle RMAN，数据库备份可以是完整备份、差异增量 (incr)
备份或累积增量 (cinc) 备份。存档日志备份必须始终是完整备份，因为不支持对存档日志进行增量备份。不允
许从任何增量备份或累积备份中恢复，除非存在并且已恢复先前的完整备份。

要恢复到故障点，请从上个完整备份执行恢复，然后使用 Oracle RMAN 执行任何介质恢复，以便存档日志自动
应用到已恢复的数据文件。

对于使用 HPE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数据库备份可以是完整备份或增量级别 1 (incr1) 到级别 4
(incr4) 的备份。默认情况下，增量备份是差异增量备份。要执行累积增量备份，用户必须在 HPE Data Protector
备份规范中修改 RMAN 脚本。存档日志备份必须是完整备份。不支持对存档日志进行增量备份。

远程复制配置不支持一键备份。但是，快照可用后，可以从远程设备触发备份。

下面列出了在配置 Recovery Manager 时存在的一些限制以及生成的自动化脚本。

对于 NBU（用户托管）备份：

• 必须在备份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上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客户端。

• 必须为数据库备份创建并配置至少一个标准类型的 NBU 策略。（可选）可以为存档日志备份创建并配置另一
个标准类型的 NBU 策略。

对于 Oracle RMAN、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的 Oracle RMAN 和使用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 备
份：

• 相对于数据库服务器上的 Oracle 主发行版本，备份服务器必须具有相同或更高的 Oracle 主发行版本。

• 需要使用 Oracle RMAN 恢复目录数据库。有关如何创建和配置 RMAN 恢复目录数据库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RMC-O 用户指南》。

• 对于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的 Oracle RMAN 备份，必须在备份服务器和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安装
带 Oracle 集成代理的 Veritas NetBackup 客户端。可在任何服务器上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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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预先创建 Oracle 类型的 Veritas NetBackup 策略才能进行数据库备份（联机、脱机或数据文件)。（可
选）可创建并配置一个单独的 Oracle 类型 Veritas NetBackup 策略用于存档日志备份 (archlog)。有关如何
创建 Veritas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Recovery Manager 用户指南》。

• 对于使用 HPE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 备份，必须在备份服务器和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安装
带 Oracle 集成代理和用户界面组件的 HPE Data Protector 客户端。可以在任何服务器上安装 HPE Data
Protector Cell Manager。必须在 Windows 服务器上安装 HPE Data Protector 用户界面组件，才能访问
HPE Data Protector Cell Manager。在执行数据库备份（联机、脱机或数据文件）之前，必须创建 HPE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可选）可以为存档日志备份（存档日志）创建并配置另一个 HPE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有关如何创建 HPE Data Protector 备份规范的详细信息，请参考《Recovery Manager 用
户指南》。

注意：

无法对同一备份服务器上的同一数据库同时执行多个介质备份。但是，快速保护和介质备份可以同时运行。

使用 ISV 保护介质上的快照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Servers（服务器）。

2. 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 Servers（服务器）屏幕的主窗格中，单击 + Register Oracle Server（+ 注册 Oracle Server）。

•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Register Server（注册服务器）。

3. 选择 Backup（备份）作为 Server type（服务器类型）。

注意：

备份服务器也可以是具有目录存储库信息的旧 RMO 备份服务器。您可以将此存储库迁移到 RMC-
O。

4. 提供以下详细信息：

a. IP-Host name（IP 主机名）— 要为备份配置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b. Username（用户名）— 服务器的用户名。用户必须拥有 root 权限。

c. Password（密码） — 服务器的密码。

d. Description（说明） — 有关服务器的说明或其他注释。

5. 单击 OK（确定）。

6. 创建保护策略。

7. 要配置将与介质备份一起使用的默认 RMC 设备，请在 CLI 中输入以下命令：opt/hpe/rmc/oracle/
rmco_cli/scripts/rmc_config.py -i <IP Address> -u <username> -p <password> -f
Do you want to use this appliance for RMC Oracle media backups triggered from
ISV backup software? Enter Y/Yes or N/No: Y INFO: RMC <IP Address> will be
used as default ONLY for media backups triggered from ISV backup software.
RMC appliance with IP <IP Address> is already configured. Updating the
existing configuration. Successfully registered RMC appliance <IP 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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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一旦更改 RMC 凭据，请始终执行步骤 7 中的命令，以更新备份服务器上的 RMC 凭据。

8.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9. 从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数据库。

10. 从 Ac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Protect（保护）。

11. 在 Create Protect（创建保护）窗口中，执行以下操作：

• Backup Vendor（备份供应商）

选择以下备份供应商之一：

◦ RMAN

◦ RMAN NBU

◦ RMAN DP

◦ NBU

• 提供保护的 Name（名称）和 Description（说明）。

• 要从可用保护策略的列表中搜索并选择 Protection Policy Name（保护策略名称），请单击 Select（选
择）。

• 将 Backup Type（备份类型）指定为 Full（完整）、Incr（差异增量）、Cinc（累积增量）。

对于 RMAN、RMAN_NBU 和 NBU，您可以选择 Full（完整）、Incr（差异增量）或 Cinc（累积增量）
作为备份类型。

对于 RMAN DP，您可以从 Full（完整）、Incr1、Incr2、Incr3 和 Incr4 中进行选择。

• 指定下列可选字段：

◦ Snapshot Name（快照名称）

◦ Expiration Time（到期时间）

◦ Retention Time（保留时间）

注意：

如果要将与此备份关联的快照的 Expiration time（到期时间）或 Retention time（保留时间）
值替换为保护策略中的值，必须在

Create Protect（创建保护）

对话框中指定这些值。在 Create Protect（创建保护）对话框中指定的值适用于特定的快照，
并具有 高优先级。

• 选中或清除 Retain Snapshot（保留快照）选项。

• 通过从 Online (Hot) Backup（联机(热)备份）、Archive logs only（仅存档日志）、Offline (Cold)
Backup（脱机(冷)备份）和 Datafile Only（仅数据文件）中选择一个备份选项来指定 Backup Method
（备份方法）。

• 选中或清除 Schedule（计划）。如果选择了 Select（选择）选项，则输入以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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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 Scheduler Name（计划程序名称）。

◦ 指定 Scheduler Description（计划程序说明）。

◦ 指定计划的 Frequency（频率）。

◦ 指定 Start time（开始时间）。

12. 要使用 ISV 保护介质上的快照，请单击 Ok（确定）。

关于还原介质备份
还原介质操作可从介质备份中还原数据库、表空间、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

对于 NBU（用户托管）还原，可以还原到备用装载点上的备用服务器。对于 Oracle RMAN 还原，将始终还原
到数据库服务器。

如果使用了 Symantec NetBackup 并且要还原到备用主机，则确保从备份服务器中创建的备份映像可用于备用
主机。例如，如果备用主机上的系统日期早于 RMC-O 备份服务器上的系统日期，则无法将备份映像还原到备
用主机。确保在备用主机上运行有效的数据库实例，并且 SPFILE、CONTROLFILE 等所有所需参数的设置正

确。

Remote Copy 配置不支持还原。

还原介质备份时，需满足以下条件：

• 还原数据库控制文件（Restore database control files（还原数据库控制文件）选项）时，当前数据库实例
必须处于 STARTED（已启动）模式 (startup nomount)。如果该数据库是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
(RAC) 数据库，则所有其他 RAC 实例必须处于 CLOSED 模式。不支持将数据库控制文件连同单个数据文
件或表空间一起还原，因为不能执行介质恢复。如果原始数据库是物理备用数据库，则备份控制文件通常不
能用于还原到主（生产）数据库。除非正在使用 Oracle 11g 并使用 Oracle RMAN 进行还原，否则会因不兼
容问题而发生这种情况。

• 在还原数据库实例而不还原控制文件时，数据库实例必须处于 MOUNTED 模式。如果该数据库是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 (RAC) 数据库，则所有其他 RAC 实例必须处于 CLOSED 模式。

• 在还原单个表空间或数据文件时，数据库可以处于 OPEN 或 MOUNTED 模式。如果数据库处于 OPEN 模
式，则对应的表空间必须处于脱机状态。

• 不允许将控制文件连同数据文件和/或表空间一起还原。

• 如果数据库是 ASM 托管的数据库，则必须在运行此命令之前装载所有 ASM 磁盘组。

• 对于 NBU（用户托管）还原，必须在 NBU 主服务器上创建名为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
<alt_server> 或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No.Restrictions 的文件，以还原到不

同于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包括原始数据库服务器）。<alt_server> 是要还原的数据库服务器的主机名。

• 如果选择 RMAN 备份作为本地磁盘的备份工具，则还原主机必须可以访问备份映像。

• 从 Oracle 11g 开始，无法还原已备份到本地磁盘的备用数据库的 RMAN 备份映像，因为无法从主（生产）
数据库的恢复目录中查看备份映像。要进行还原，必须手动执行下列步骤：

◦ 必须手动将备份映像（片）从备份服务器复制到主（生产）服务器。

◦ 然后，必须使用主（生产）服务器中的恢复目录将备份片手动编入目录。

◦ 使用 Oracle RMAN 手动执行还原。

根据备份映像的快照类型（联机、脱机、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分别还原对应的数据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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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NBU（用户托管）还原：

• 默认情况下，不会还原控制文件。

• 对于联机快照，将同时还原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除非指定单个表空间或数据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只会还
原对应的数据文件。

• 对于脱机快照，只会还原数据文件。

• 对于仅数据文件快照，只会还原数据文件。

• 对于存档日志快照，只会还原存档日志。

对于 Oracle RMAN 还原：

• 默认情况下，不会还原控制文件。

• 对于联机快照，只会还原数据文件。不会还原存档日志以 大限度地缩短还原时间。在恢复过程中，Oracle
RMAN 可以还原必要的存档日志（请参考 Oracle 文档了解如何使用 Oracle RMAN 进行恢复的详细信息）。

• 对于脱机快照，只会还原数据文件。

• 对于仅数据文件快照，只会还原数据文件。

• 对于存档日志快照，不支持存档日志还原，因为在恢复过程中，Oracle RMAN 可以还原必要的存档日志（请
参考 Oracle 文档了解如何使用 Oracle RMAN 进行恢复的详细信息）。

还原介质备份
此过程可完成物理还原操作。但是，要将数据库恢复到一致的状态，必须执行逻辑恢复操作。后续部分介绍了数
据库的逻辑恢复过程。

过程

1. 单击 HPE 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主菜单，然后单击 Databases（数据库）。

2. 在数据库详细信息窗格中，从视图选择器选择 Protection View（保护视图）。

3. 单击 Protects（保护），并从 Protects（保护）列表中选择保护。

4. 单击 Action（操作），然后选择 Restore（还原）。

5. 在 Restore（还原）对话框中指定下列详细信息：

a. 对于 RMAN NBU 和 RMAN 类型的备份系统，

• 选择数据库对象的 Full Restore（完整还原）、Restore TableSpace（还原表空间）或 Restore Datafile
（还原数据文件）类型。

◦ 对于 Restore TableSpace（还原表空间），请从 Select Table Spaces（选择表空间）对话框中搜
索并选择表空间。单击 Change Selection（更改所选内容）以更改选定的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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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对于使用脱机模式快照（包含跨文件的表空间）创建的备份，可能会显示重复条目。
但是，选择任何条目都可还原整个表空间。

◦ 对于 Restore Datafile（还原数据文件），请从 Select Data File（选择数据文件）对话框中搜索并
选择数据文件。单击 Change Selection（更改所选内容）对话框。单击 Change Selection（更改
所选内容）以更改选定的数据文件。

b. 对于 RMAN DP 类型的备份系统，

选择数据库对象的 Full Restore（完整还原）、Restore Datafile（还原数据文件）或数据库对象类型。

6. 选中或清除 Restore database control files（还原数据库控制文件）。

7. 搜索并选择 Oracle Server 以指定 Alternate Host（备用主机）。

8. 指定可选的 Alternate SID（备用 SID）和 Alternate Home（备用主目录）可选字段。

重要信息：

对于涉及 RMAN 的还原，源和目标数据库的 DBID 必须完全相同。

9. 单击 Restore（还原）。

注意： 如果第一个 RMAN 备份为 inc 或 cinc 备份，则可以选择其进行还原，因为这两种备份在内

部被视为 level-0（级别零）RMAN 备份。但是，不能选择非 level-0 RMAN 备份进行还原。

恢复过程
RMAN DP

可以使用 RMAN 执行逻辑恢复。按以下代码段所述，连接到应用程序服务器上的 RMAN（或指定的备用服务
器）：

rman target / catalog <rman_user>/<password>@<catalog_db>
在 RMAN 命令提示符中，运行以下代码段：

RUN {
          ALLOCATE CHANNEL c1 TYPE SBT_TAPE
          PARMS 'SBT_LIBRARY=/opt/omni/lib/libob2oracle8_64bit.so,ENV= (OB2BARTYPE=Oracle8,OB2BARLIST=<backup_specification>)';
          ALLOCATE CHANNEL c2 TYPE SBT_TAPE
          PARMS 'SBT_LIBRARY=/opt/omni/lib/libob2oracle8_64bit.so,ENV=(OB2BARTYPE=Oracle8,OB2BARLIST=<backup_specification>)';
          RECOVER DATABASE;
          RELEASE CHANNEL C1; 
          RELEASE CHANNEL C2;
}

恢复过程 105



注意：

• 将

RECOVER
命令的参数替换为

TABLESPACE
或

DATAFILE
以及代码段中的相应名称，以恢复表空间或数据文件。

• 使用代码段中的

SET UNTIL TIME
,

SET UNTIL SCN
,

SET UNTIL SEQUENCE
子句执行时间点恢复。

• 还原主机必须可以访问备份映像。

RMAN NBU

可以使用 RMAN 执行逻辑恢复。按以下代码段所述，连接到应用程序服务器上的 RMAN（或指定的备用服务
器）：

rman target / catalog <rman_user>/<password>@<catalog_db>
在 RMAN 命令提示符中，运行以下代码段：

RUN {
          ALLOCATE CHANNEL c1 TYPE SBT_TAPE;
          ALLOCATE CHANNEL c2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CLIENT=<RMC-O backup server>';
          RECOVER DATABASE;
          RELEASE CHANNEL C1; 
          RELEASE CHANNEL 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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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将

RECOVER
命令的参数替换为

TABLESPACE
或

DATAFILE
以及代码段中的相应名称，以恢复表空间或数据文件。

• 使用代码段中的

SET UNTIL TIME
,

SET UNTIL SCN
,

SET UNTIL SEQUENCE
子句执行时间点恢复。

• 将

RMC-O backup server

替换为在 NetBackup 中指定的客户端名称。

RMAN

可以使用 RMAN 执行逻辑恢复。按以下代码段所述，连接到应用程序服务器上的 RMAN（或指定的备用服务
器）：

rman target / catalog <rman_user>/<password>@<catalog_db>
在 RMAN 命令提示符中，运行以下代码段：

RUN {
          ALLOCATE CHANNEL c1 TYPE DISK;
          ALLOCATE CHANNEL c2 TYPE DISK;
          RECOVER DATABASE;
          RELEASE CHANNEL C1; 
          RELEASE CHANNEL 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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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将

RECOVER
命令的参数替换为

TABLESPACE
或

DATAFILE
以及代码段中的相应名称，以恢复表空间或数据文件。

• 使用代码段中的

SET UNTIL TIME
,

SET UNTIL SCN
,

SET UNTIL SEQUENCE
子句执行时间点恢复。

NBU

其逻辑恢复过程与快照和 Express Protect 的逻辑恢复过程相似。

删除介质备份
要从 ISV 备份软件中删除备份，请执行以下步骤：

过程

1. 使用 Data Protector 用户界面删除 RMAN DP 备份或使用命令删除 RMAN DP 备份。

2. 删除 RMAN NBU 备份。

3. 删除 RMAN 备份。

4. 删除 NBU 备份

删除 RMAN 备份

可以使用 RMAN 执行删除操作。

前提条件

• 通过从用户界面中选择并展开备份来记录 RMAN Backup Tag 值。

• 确保备份实体已从 RMC-O 目录中清除。

• 确保可从备份过程中配置的应用程序服务器位置访问备份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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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按以下代码段所述，连接到应用程序服务器上的 RMAN︰

rman target / catalog <rman_user>/<password>@<catalog_db>
2. 在 RMAN 命令提示符中，运行以下代码段：

RUN {
ALLOCATE CHANNEL c1 TYPE DISK;
ALLOCATE CHANNEL c2 TYPE DISK;
DELETE BACKUP TAG='<RECORDED TAG>';
RELEASE CHANNEL C1;
RELEASE CHANNEL C2;
}

使用命令删除 RMAN DP 备份

Data Protector 备份会话消息包含 DP Backup specification <database backup format
specifier>.dbf 格式的 RMAN 备份集 Handle。

过程

1. 记录会话消息的 Handle 信息中的 BACKUPSET 或 TAG，并分别在步骤 2 的命令中进行指定。

2. 使用以下命令进行删除：

RUN {
ALLOCATE CHANNEL 'dev_0' TYPE 'sbt_tape'
PARMS 'SBT_LIBRARY=/opt/omni/lib/libob2oracle8_64bit.so,ENV=(OB2BARTYPE=Oracle8,OB2APPNAME=<DB
NAME>,OB2BARLIST=<Backup Specification Name>)';
DE

使用 Data Protector 用户界面删除 RMAN DP 备份

前提条件

• 通过从用户界面中选择并展开备份来记录 DP Session ID 值。

• 确保备份实体已从 RMC-O 目录中清除。

过程

1. 导航到 HPE Data Protector Manager 用户界面。

2. 将环境更改为 Internal Database（内部数据库）。

3. 要查看更多详细信息，请从主窗格的 Sessions（会话）中选择 DP Session ID（已记录的值）。

4. 要查看允许的操作（比如更改、删除），请右键单击所选的 DP Session ID。
有关如何清除备份对象和回收介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PE Data Protector 文档。

删除 RMAN NBU 备份

可以使用 RMAN 执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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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通过从用户界面中选择并展开备份来记录 RMAN Backup Tag 值。

• 确保备份实体已从 RMC-O 目录中清除。

过程

1. 按以下代码段所述，连接到应用程序服务器上的 RMAN︰

rman target / catalog <rman_user>/<password>@<catalog_db>
2. 在 RMAN 命令提示符中，运行以下代码段：

RUN {
ALLOCATE CHANNEL c1 TYPE SBT_TAPE;
ALLOCATE CHANNEL c2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CLIENT=<RMC-O backup server>';
DELETE BACKUP TAG='<RECORDED TAG>';
RELEASE CHANNEL C1;
RELEASE CHANNEL C2;
}

注意： 将 RMC-O backup server 替换为在 NetBackup 中指定的客户端名称。也可以从

NetBackup 用户界面中执行删除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Veritas NetBackup for Oracle 文档。

删除 NBU 备份

前提条件

• 通过从用户界面中选择并展开备份来记录 NBU Keyword（NBU 关键字）值。

• 确保备份实体已从 RMC-O 目录中清除。

可以使用 NBU 执行删除操作。有关即将到期的备份映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Veritas NetBackup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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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C-O 命令

本章介绍了以下命令：

关于 RMC-O 命令
本章介绍了 RMC-O 命令行实用程序。通过 RMC-O 命令行界面 (CLI) 可使用命令来管理 RMC-O 功能。在使
用 CLI 命令之前，您必须先使用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设备。命令行实用程序位于 /opt/hpe/rmc/
oracle/rmco_cli/scripts。
要运行 RMC-O CLI 命令，必须使用 rmc_config.py 配置 RMC 设备。rmc_config.py 可用于配置一个或

多个 RMC 设备。要使用其中一个已配置的 RMC，请将 RMC_IP 环境变量设置为任何已配置的 RMC 地址或在

CLI 命令中传递已配置的 RMC 地址。在 CLI 命令中传递的 RMC 地址优先于 RMC_IP 环境变量。

验证 CLI 要求

过程

1. 要使 CLI 正常运行，Python 2.6 或 2.7 软件包必须可用。

2. RHEL/OEL（6.x 或 7.x）64 位计算机可用于运行 CLI。

3. argparse
Python 模块必须可用。

rmc_config.py
语法

• rmc_config.py -i <RMC_appliance_address> -u <appliance_username> -p
<appliance_password> [-a <remote_RMC_address>] [-r -f] [-h] help

• rmc_config.py -l <list_RMC>

说明

rmc_config.py 命令可管理 RMC 凭据。

选项

需要使用以下选项：

-i
指定 RMC 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u
指定 RMC 设备的用户名。

-p
指定 RMC 设备的密码。

-l
显示已配置的 RMC 设备、地址、用户名和关联远程 RMC（如果已配置）的列表。此参数与其他参数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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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以下是可选项：

-a
要用作 Remote Copy 配置中的远程 RMC 设备的目标（远程）RMC 设备的相应 IP 地址、FQDN、或主
机名。接受在 RMC 中注册作为远程设备的设备时所用的名称。该地址显示在 RMC GUI Remote
Appliance（远程设备）屏幕的“IP 地址”标签中。

-r
取消配置 RMC 设备。

-f
强制取消配置 RMC 设备，或强制注册要用于从 ISV 备份软件触发的 RMC Oracle 介质备份的 RMC 设
备。

-h
显示帮助消息

rmco_display
语法

• rmco_display -s <oracle_sid> -p <db_server> [-i RMC_appliance_address] [-r]
或

• rmco_display -t <snapshot_id> [-s <oracle_sid>] [-p <db_server>] [-i
RMC_appliance_address] [-r]
或

• rmco_display -s <oracle_sid> -p <db_server> [-i RMC_appliance_address] [-b]

说明

rmco_display 命令可显示数据库快照以及快照的创建时间、类型、状态和备份状态。

选项

需要使用以下选项：

-s
指定数据库实例的 Oracle SID。

-p
运行指定的 Oracle 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服务器的相应 IP 地址、FQDN 或主机名。提供 Oracle Server 注册过
程中提供的名称。Oracle Servers (Oracle Server) 屏幕上的 IP/Hostname（IP/主机名）字段会列出服务器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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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以下是可选项：

-b
显示数据库备份的列表。该标记与 -t 和 -r 选项互斥。

-i
指定 RMC 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必须使用 rmc_config.py 预先配置此设备。

-h
显示帮助消息。

-t
指定快照 ID。如果此参数已传递，则 -s 和 -p 将变成可选项，而且不会处理它们的值。

-r
显示快照的保留时间和到期时间。

rmco_create
语法

rmco_create -s <oracle_sid> -p <db_server> [-i RMC_appliance_address] [-o
{online|offline|datafile|archlog}] [-r <retention_time>{d|D|h|H} -f] [-e
<expiration_time>{d|D|h|H}] [-v] [-V]
说明

rmco_create 命令可创建指定的 Oracle 数据库实例的联机、脱机、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快照。

选项

需要使用以下选项：

-s
指定数据库实例的 Oracle SID。

-p
指定正在运行指定的 Oracle 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服务器的 IP 地址、FQDN 或主机名。输入 Oracle Server 注
册过程中提供的地址。Oracle Servers 屏幕上的 IP/Host name（IP/主机名）字段会列出服务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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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以下是可选项：

-e
与卷当前的到期时间相对的时间。

-f
强制创建具有保留时间的数据库快照。

-h
显示帮助消息。

-i
指定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必须使用 rmc_config.py 命令预先配置该设备。

-o
指定快照类型。

-r
指定快照将保留的相对于当前时间的时间。

-v
在详细模式下运行命令。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V
快照验证选项。此选项需要备份服务器才能发挥作用。

rmco_backup
语法

• rmco_backup -s <oracle_sid> -p <db_server>[-i RMC_appliance_address] [-o
online|offline|datafile|archlog[,<backup_type>]] [-l <protection_policy_id>] [-
r <retention_time>{d|D|h|H}] [-e <expiration_time>{d|D|h|H}] [-c clone_home] [-
d] [-v] [-f]

• rmco_backup -t <snapshot_id> [-s <oracle_sid>] [-p <db_server>][-i
RMC_appliance_address] [-o backup_type] [-l <protection_policy_id>] [-c
clone_home] [-v] [-f]

• 对于 Veritas NetBackup、Oracle RMAN 或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的 Oracle RMAN，

<backup_type> = {full | incr | cinc}
• 对于使用 HPE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

<backup_type> = {full | incr1 | incr2 | incr3 | incr4}
• 对于 StoreOnce Backup：

<backup_type> = {fullExpressProtect}

说明

rmco_backup 命令可启动现有数据库快照的客户端备份或创建数据库的快照，并在启动即时备份之前将其装载

到备份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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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此命令支持以下选项：

-d
指定在执行一键备份操作后要删除的快照。

-s
指定数据库实例的 Oracle SID。

-p
指定正在运行指定的 Oracle 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服务器的 IP 地址、FQDN 或主机名。您可以输入在 Oracle
Server 注册过程中提供的名称。Oracle Servers 屏幕上的 IP/Host name（IP/主机名）字段会列出服务器名称。

-t
指定要备份的快照 ID。

•
注意：

offline、online、datafile 和 archlog 选项互斥。

• -o online
- 在备份之前，如果数据库处于 OPEN（联机）状态，则会创建该数据库的联机快照。如果已指定快照，则
此选项将被忽略。

• -o offline
- 在备份之前，如果数据库处于 CLOSED（脱机）状态，则会创建数据库的脱机快照。如果已指定快照，则
此选项将被忽略。

• -o datafile
- 在备份之前，如果数据库处于 OPEN（联机）状态，则会创建数据库的所有数据文件（不包括存档日志目
标和临时数据文件）的快照。如果已指定快照，则此选项将被忽略。仅当创建快照过程中生成的存档日志文
件也可用时，使用

-o datafile
选项创建的快照才有用。您可以使用

-o archlog
选项创建单独的快照，也可以使用其它备份方法备份存档日志目标。

• -o archlog
- 在备份之前，创建存档日志目标的快照。如果已指定快照，则无法使用此选项。

• -o full
- 执行快照的完整备份。如果选择 Veritas NetBackup 作为备份方法，则可使用此选项配合

-o archlog
选项执行

archlog
RMC-O 会将一个增量计划名称用于已在 NBU 计划中预定义的差异增量或累积增量备份。如果选择 Oracle
RMAN 作为备份方法，则可使用此选项执行联机、脱机

或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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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的完整备份。

• -o incr
- 执行快照的增量备份。

此选项不适用于使用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 备份。

如果选择 Veritas NetBackup 作为备份方法，则可使用此选项配合

-o archlog
选项执行

archlog
如果选择 Oracle RMAN 作为备份方法，则可以使用此选项来执行联机或脱机快照的增量备份。

• -o cinc
- 执行快照的累积增量备份。

此选项不适用于使用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 备份。

如果选择 Veritas NetBackup 作为备份方法，则可使用此选项配合

-o archlog
选项执行

archlog
RMC-O 只会将一个增量计划名称用于已在 NBU 计划中预定义的差异增量或累积增量备份。如果选择
Oracle RMAN 作为备份方法，则可以使用此选项来执行联机或脱机快照的累积增量备份。

• -o incr1|incr2|incr3|incr4
- 执行快照的增量备份。incr1、incr2、incr3 和 incr4 分别对应增量备份级别 1、2、3 和 4。此选项仅适用
于使用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 备份。您可以将此选项与

-o online|offline|datafile
选项一起使用以执行数据库虚拟副本的增量备份。默认情况下，增量备份是差异增量备份。要执行累积增量
备份，必须手动更改 Data Protector 备份规范中的 RMAN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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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以下是可选项：

-c
指定要用于克隆操作的备份服务器上的 Oracle 主目录。如果未指定，则使用生产数据库的
ORACLE_HOME。
-e
与卷当前的到期时间相对的时间。

-f
在标记已传递并且在等待任务完成时，运行备份任务。

-h
显示帮助消息。

-i
指定 RMC 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必须使用 rmc_config.py 命令预先配置此设备。

-o
指定 backup_type。对于 StoreOnce 备份，如果未传递 backup_type，则默认的 backup_type 为
Auto（自动）。对于自动备份，首次备份将是完整备份，其它备份将是增量备份。

-l
指定 RMC-O 保护策略 ID。如果任何保护策略都不与数据库关联，请确保指定此选项。

-r
指定快照将保留的相对于当前时间的时间。

-v
在详细模式下运行命令。此标记将被忽略，因此不会提供其它日志。

rmco_remove
语法

rmco_remove -t <snapshot_id> [-i RMC_appliance_address] [-s <oracle_sid>] [-p
<db_server>] [-v]
说明

rmco_remove 命令可以删除数据库快照。

选项

需要使用以下选项：

-t
指定快照 ID。

rmco_remove 117



注意：

以下是可选项：

-h
显示帮助消息。

-i
指定 RMC 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必须使用 rmc_config.py 命令预先配置该设备。

-p
指定正在运行指定的 Oracle 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服务器的 IP 地址、FQDN 或主机名。输入 Oracle
Server 注册过程中提供的地址。Oracle Servers (Oracle Server) 屏幕上的 IP/Host name（IP/主机名）
字段会列出服务器名称。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s
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v
在详细模式下运行命令。

rmco_mount
语法

rmco_mount -t<snapshot_id> [-i RMC_appliance_address] [-b <backup_server>] [-m
<mountpoint>] [-s <oracle_sid>] [-p <db_server>] [-r] [-v]
说明

rmco_mount 命令可装载 rmco_create 命令或 rmco_rsync 命令在备份服务器上创建的现有快照。

选项

需要使用以下选项：

-t
指定快照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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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以下是可选项：

-i
指定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必须使用 rmc_config.py 命令预先配置此设备。

-b
指定正在运行指定的 Oracle 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服务器的 IP 地址、FQDN 或主机名。输入 Oracle
Server 注册过程中提供的地址。Oracle Servers (Oracle Server) 屏幕上的 IP/Host name（IP/主机名）
字段会列出服务器名称。如果未传递此参数，则在要运行该命令的服务器上装载快照（如果该服务器已在
RMC-O 中注册）。

-m
指定装载快照的位置。当前用户必须有权写入此位置。

默认情况下，快照将装载在 /opt/hpe/rmc/oracle/data/<db_server>.ora.<oracle_sid>/
<snapshot_id> 处。如果快照要装载在 ASM 托管的数据库中，则忽略此选项。

-r
重新装载先前已装载过的但因系统重新启动而卸载的快照。

-s
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p
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v
在详细模式下运行命令

-h
显示帮助消息

rmco_umount
语法

rmco_umount -t<snapshot_id> [-i RMC_appliance_address] [-s <oracle_sid>] [-p
<db_server>] [-f] [-v]
说明

rmco_umount 命令可卸载使用 rmco_mount 命令装载的快照。

选项

需要使用以下选项：

-t
指定快照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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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i
指定 RMC 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必须使用 rmc_config.py 命令预先配置该设备。

以下是可选项：

-s
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p
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f
强制卸载数据库快照。使用此选项会损坏相应的读写快照。但是，只读快照将保持完好无损。

-v
在详细模式下运行命令。

-h
显示帮助消息。

rmco_createdb
重要信息：

在 rmco_createdb 命令中，选项 -h 可用于已克隆的 Oracle 主目录，但不适用于其他 CLI 命令。这是

为了实现与 RMO CLI 命令的向后兼容性。对于帮助消息，则使用 --h 或 --help。

语法

rmco_createdb -t <timestamp> [-n <clone_sid>] [-i RMC_appliance_address]
[-h <clone_ora_home>] [-o ascii|binary|recovery|norecovery] [-d <loc>]
[-s <oracle_sid>] [-p <db_server>] [-v]
说明

rmco_createdb 命令将创建一个可完全正常运行的单实例数据库或启动处于 Mounted（已装载）模式的已克

隆的数据库，以便进行 RMAN 备份。

选项

需要使用以下选项：

-t
指定快照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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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以下是可选项：

-i
指定 RMC 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必须使用 rmc_config.py 配置此设备。

-n
指定克隆数据库的 Oracle SID。如果未指定任何值，则克隆数据库与原始数据库的 Oracle SID 相同。

-h
在备份服务器上指定 Oracle 主目录。如果未指定任何值，将使用生产数据库的 ORACLE_HOME 目录。

-d
目录或 ASM 磁盘组（用于多路复用）的逗号分隔列表，可存储克隆数据库的新联机恢复日志和控制文件。
如果未指定任何值，将在备份服务器的 /opt/hpe/rmc/oracle/data/
<db_server>.ora.<oracle_sid>/<snapshot_id> 处创建恢复日志。

-o ascii|binary|recovery|norecovery]

使用以下控制文件创建已克隆的数据库。

• -o ascii
— 使用保存在 RMC-O 存储库中的 ASCII 控制文件创建克隆数据库。

• -o binary
— 使用保存在 RMC-O 存储库中的二进制控制文件创建克隆数据库。

• -o recovery
— 使用快照上现有的所有可用存档日志自动恢复克隆数据库。

• -o norecovery
— 在无需恢复的情况下启动处于已装载模式的克隆数据库。

-s
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p
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v
在详细模式下运行命令。

--h
显示帮助消息。

rmco_removedb
重要信息：

在 rmco_removedb 命令中，选项 -h 可用于已克隆的 Oracle 主目录，但不适用于其他 CLI 命令。这是

为了实现与 RMO CLI 命令的向后兼容性。对于帮助消息，则使用 --h 或 --help。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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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co_removedb -t <snapshot_id> [-i RMC_appliance_address] [-s <oracle_sid>] [-p
<db_server>] [-n <clone_sid>] [-h <clone_ora_home>] [-f] [-v]
说明

rmco_removedb 命令可以删除使用 rmco_createdb 命令创建的已克隆的数据库。

选项

需要使用以下选项：

-t
指定快照 ID。

注意：

以下是可选项：

-f
强制删除已克隆的数据库。

-h
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i
指定 RMC 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必须使用 rmc_config.py 命令预先配置此设备。

-s
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p
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n
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v
在详细模式下运行命令。

--help
显示帮助消息。

rmco_rsync
语法

rmco_rsync -s <oracle_sid> -p <db_server> [-i RMC_appliance_address][-o {online|
offline|datafile|archlog}] [-r <retention_time>{d|D|h|H} -f] [-e
<expiration_time>{d|D|h|H}] [-l <local_backup_server>] [-a
<target_rmc_appliance>] [-k] [-t <target_storage_serial_number>] [-v]
说明

rmco_rsync 命令可以在 Remote Copy 或同步远程 Remote Copy 配置的远程或辅助以及本地或主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 中创建联机、脱机、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类型的快照。

选项

-s
指定数据库实例的 Oracle 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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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指定正在运行指定的 Oracle 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服务器的 IP 地址、FQDN 或主机名。输入 Oracle Server 注
册过程中提供的地址。Oracle Servers (Oracle Server) 屏幕上的 IP/Host name（IP/主机名）字段会列出服务
器名称。

注意：

以下是可选项：

-i
指定 RMC 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必须使用 rmc_config.py 命令预先配置此设备。

-r
指定快照将保留的相对于当前时间的时间。

-e
指定与卷当前的到期时间相对的时间。

-l
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k
如果该标记已传递，将保留源和目标快照，否则，将只保留目标快照。

-a
指定目标（远程）RMC 设备相应的 IP 地址、FQDN、或主机名。如果未向此选项提供任何值，则 RMC-
O 将从配置文件中读取数据以确定是否已配置远程 RMC 设备 IP。

-t
指定目标（远程）存储阵列的序列号。对于同步远程配置，如果同一 RMC 设备同时管理两个目标
StoreServ 阵列，则必须传递此值。在其他 Remote Copy 配置中，RMC-O 将在内部确定目标阵列。

-o
指定快照的类型。

-f
指定创建具有保留时间的数据库快照的强制性。

-v
在详细模式下运行命令。此选项将被忽略，并在与 RMO CLI 命令向后兼容时有用。

-h
显示帮助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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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备忘录

支持备忘录选项位于 RMC 用户界面的 Settings（设置）中。

图 10： Support ticket（支持备忘录）对话框

自动选择数据库将包括一个具有所有 RAC 节点（必须从这些节点收集 RMC-O 客户端日志）的列表。您也可以
从 Oracle Server（必须从这些服务器上获取 RMC-O 客户端日志）选择其他服务器。例如，如果您在执行快照
装载操作时遇到任何问题，请从 Database（数据库）下拉菜单中选择数据库，从 Oracle Servers (Oracle
Server) 对话框中选择备份服务器（已在其中尝试装载操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Activity（活动）窗格将提供有关故障原因和所需操作的提示。如果该提示还不够，您可能需
要尝试分析位于应用程序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的 RMC-O 客户端日志文件 /var/log/rmc/oracle/
RMCOLogger 以了解一些常见错误，然后参阅本文档的“故障排除”一章。

对于 RMC 相关的错误，在收集支持备忘录后，您可能需要查看位于 <support_ticket>/logs/var/log/
rmoracle 文件夹中的 rmoracle-app.log 和 rmoracle-api.log。
对于排除因执行 SQL 而导致的 ORA- 错误，发生故障时会生成 <operation>_spool.<db_name>.<shell
id> 文件（在 /tmp 中）。这些文件会提供数据库所报告的错误的详细信息。根据该操作，在应用程序服务器或

备份服务器中查找这些文件。

例如，克隆数据库操作失败时，会按如下方式放置后台处理文件：

[root@asmbkp1 tmp]# ls —ls /tmp/*spool*
-rw-r—-r—-1 root root 1.1K Aug 9 03:47 /tmp/createdb_spool.asmlibdb.2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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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原因

本章列出了有关可能会在 RMC-O 中遇到的问题的故障排除主题。此外，还列出了症状出现的原因及其更正措
施。您需要执行相应的更正措施以解决您的问题。

中止 Express Protect 还原操作导致数据库进入错误状态

症状

成功中止还原操作后，数据库将被标记为错误状态，且可以执行的操作受限。

原因

向卷填充数据时尝试中止还原操作。

操作

从快照或 Express Protect 执行还原操作并恢复处于 OPEN 状态的数据库，以便成功生成后续快照和备份。

无法还原累积 RMAN 备份

症状

还原累积增量备份时遇到错误。

原因

尝试还原累积增量备份。

操作

如果第一个 RMAN 备份为 inc 或 cinc 备份，则可以选择其进行还原，因为这两种备份在内部被视为 level-0
（级别零）RMAN 备份。介质备份部分对此进行了介绍。

介质备份失败

症状

GUI 活动显示 RMAN failed for backup 错误消息。进一步检查备份服务器的 /var/log/rmc/oracle 中的

rmco_rmanbackup.log 时，显示恢复目录数据库出错。

原因

在保护策略内指定的恢复目录数据库服务名称或凭据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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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要更正目录数据库详细信息，请编辑相应的保护策略。

ORA-00845: MEMORY_TARGET not supported on this system
症状

在备份服务器上进行克隆或备份时，备份或克隆失败，并显示内存目标错误消息。

原因

备份服务器上的内存不足。

操作

增加备份服务器的内存大小。要增加 /tmpfs 大小，请执行以下命令：

1. mount -t tmpfs shmfs -o size=5g /dev/shm
2. Edit your /etc/fstab file to include the option you specified above
3. Mount -a

快照装载失败，并显示与 Volume Manager 相关的错误

症状

快照装载失败，并显示 CheckLvmVgExistence 错误。

原因

位于备份服务器上的 Volume Manager 由于设备条目过时而无响应。

操作

重新启动备份服务器并重试装载操作。

介质备份完成状态未反映在 Activity（活动）页面上

症状

ISV 备份软件（Data Protector 或 NBU）将作业状态显示为 Complete（完成）或 Error（错误）。而在活动页
面中，作业状态显示为正在进行。

解决方案 1

原因

备份服务器中的 RMC 凭据未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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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要为介质备份重新注册 RMC，请使用已在备份服务器上更新的密码执行 rmc_config.py 命令。

2. 在开始下一个备份操作之前，重新启动 RMC 设备，然后删除所有已克隆的数据库并卸载此数据库的所有快
照。

解决方案 2

原因

无法从备份服务器访问 RMC 设备。

操作

1. 确保可从备份服务器访问 RMC 设备。

2. 在开始下一个备份操作之前，重新启动 RMC 设备，然后删除所有已克隆的数据库并卸载此数据库的所有快
照。

解决方案 3

原因

使用在备份软件界面上创建的策略或 RMC-O 的保护策略注册的备份服务器不正确。

操作

1. 编辑策略，并提供正确的备份服务器详细信息。

2. 重新启动 RMC 设备，然后删除所有已克隆的数据库并卸载此数据库的所有快照。

解决方案 4

原因

HPE Data Protector Cell Manager 在备份过程中出现连接问题或故障。

操作

1. 确保可从备份服务器访问 HPE Data Protector Cell Manager。

2. 在开始下一个备份操作之前，重新启动 RMC 设备，然后删除所有已克隆的数据库并卸载此数据库的所有快
照。

重新尝试迁移在 RMO 中创建的新计划时，发现无法迁移已成功迁
移的部分

症状

重新尝试迁移在 RMO 中创建的新计划时，发现无法迁移已成功迁移的部分。

原因

迁移活动未恢复在迁移之前禁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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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 RMC-O 中为已迁移的数据库创建计划。

更新或创建恢复集失败 — 因未设置 log_archive_dest_n 而
出错

症状

快照创建失败。

原因

未指定 log_archive_dest_n 的参数值。

操作

验证数据库是否在 ARCHIVELOG 模式下运行，并指定 log_archive_dest_n 参数的值。

自动更新所有 RAC 群集节点功能添加了一些具有错误状态的
RAC 节点

症状

自动更新所有 RAC 群集节点功能添加了一些具有错误状态的 RAC 节点。

原因

使用有关错误 RAC 节点的信息错误配置了 DNS。

操作

更正 DNS 配置，并在 RMC-O 用户界面中编辑服务器属性。

无法在 Remote Copy 环境中以正确的状态迁移已装载或已克隆
的快照

症状

迁移后，RMO 中已装载或已克隆的快照在远程设备中未显示为已装载或已克隆。

原因

未在远程设备上注册远程备份服务器。

操作

1. 使用 SQL 命令手动关闭已克隆的数据库。

2. 卸载文件系统或 ASM 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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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离与已装载快照对应的 RW 快照卷。

4. 重新启动远程备份服务器。

成功还原快照或 Express Protect 后，数据库在启动过程中遇到与
SPFILE 相关的错误

症状

尝试启动数据库时显示 Failed to open file <SPFILE>。

原因

在数据库启动过程中，默认 SPFILE 不在指定的位置。

操作

如果需要，请使用不同的 pfile 启动数据库并创建 SPFILE。或者对于 pfile，您可以在执行还原操作时使用

元数据中的 init.ora。

快照装载失败，并显示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症状

快照装载失败，并在活动页面中显示 An Unknown error occured 错误。

原因

快照已到期，因此已将其从阵列中删除。

操作

执行数据库 Refresh（刷新）将从 RMC-O 目录中删除数据库的所有已过期的快照。

克隆操作失败，并显示 MEMORY_TARGET 不受支持错误

症状

单独触发或在介质备份过程中触发的克隆操作失败，并显示 MEMORY_TARGET 不受支持的错误消息。

解决方案 1

原因

未满足备份服务器的内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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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确保备份服务器上的 RAM 大小大于等于应用程序服务器的 RAM 大小。

解决方案 2

原因

备份服务器上有多个已克隆的数据库同时运行。

操作

要释放新克隆的数据库的内存空间，请删除几个已克隆的数据库。此外，还要确保不会同时触发多个介质备份。

无法确定数据库 <name> 的存档日志模式

症状

无法确定数据库 <name> 的存档日志模式

原因

无法检索指定数据库的存档日志模式。

操作

手动登录到数据库，并检查数据库能否正常运行。原因很可能是数据库未打开或存档日志目标已满，这都可能会
导致数据库挂起。

对设备 devicename 进行的 SCSI 查询失败。

症状

无法确定数据库 <name> 的存档日志模式。

原因

在执行 SCSI 查询时，找到的指定设备不是 HPE 3PAR 设备。

操作

通常，RMC-O 对所有磁盘执行 SCSI 查询以搜索 HPE 3PAR 磁盘时，如果此错误仅出现在 RMC-O 日志文件
中，则可以忽略。要使 RMC-O 正常运行，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文件必须驻留在 HPE 3PAR 卷上。

无法解析 <file name> 的文件路径

症状

无法解析 <file name> 的文件路径。

原因

RMC-O 无法为指定的文件或目录检索实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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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检查文件或目录是否有效。

自动日志存档已禁用

症状

自动日志存档已禁用。

原因

主 Oracle 数据库中的存档日志模式已禁用。某些备份类型（联机、仅存档日志、数据文件）需要启用存档日志
模式。

操作

从主数据库启用存档日志模式，并重试该操作。

无法确定数据库实例 <name> 的状态

症状

无法确定数据库实例 <name> 的状态

原因

无法检索数据库实例状态。

操作

验证数据库能否正常运行。确保配置文件中的参数为 新。

<file name> 既不是常规文件、目录和块，又不是字符设备

症状

显示 <file name> is neither a regular file, directory, block nor a character device 错误。

原因

发现 Oracle 数据库使用的设备时，RMC-O 无法确定指定设备的类型。

操作

确保该设备是受支持的设备类型。

数据库的一个或多个 archivelog 目标处于错误状态

症状

显示 One or more archivelog destinations of the database have error status 错误消息。

自动日志存档已禁用 131



原因

尝试检索存档日志目标时，发现一个或多个具有 ERROR 状态的存档日志目标。

操作

确保所有存档日志目标都有足够的空间，并且没有错误。

找不到文件 <file name> 的文件系统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find file system for file <file name> 错误消息。

原因

指定的文件或目录是常规文件或 qio 文件，但操作无法检索其文件系统类型。

操作

确保 mnttab 包含指定的文件或目录的文件系统。请联系客户支持以便进一步调查。

无法转换 oracleasm 磁盘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convert oracleasm disks 错误消息。

原因

无法检索已标记为 ORCL: 的 Oracle asmlib 设备的 OS 设备。

操作

RMC-O 使用 oracleasmquerydisk 命令检查 Oracle asmlib 设备的主版本号和次版本号，并尝试查找具有相

同主版本号和次版本号的 OS 设备。请确保 Oracle asmlib 版本位于配置表中。请联系客户支持以便进一步调
查。

文件系统类型 <file type> 不受支持

症状

显示 Unsupported file system type of <file type> 错误消息。

原因

RMC-O 无法识别指定的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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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检查 HPE 3PAR 配置表，以了解支持的文件系统类型

无法确定 OCFS2 版本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decide OCFS2 version 错误消息。

原因

在 rmco_mount 过程中，如果 RMC-O 发现快照文件系统是 OCFS2 文件系统，则 RMC-O 会尝试使用

OCFS2 命令 tune.ocfs2 重置卷的 UUID，此操作仅支持 OCFS2 1.4.1 或更高版本。如果无法确定 OCFS2
版本，将出现错误。

操作

确保已在备份服务器上安装并配置了 OCFS2。

找不到由数据库 <name> 使用的设备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discover devices used by database <name> 错误。

原因

RMC-O 无法检索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目标所用的设备。

操作

确保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目标位于不同的 HPE 3PAR 卷上，并确保文件系统类型受 RMC-O 支持（请参考 HPE
3PAR 配置表）。检查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系统中的日志文件。刚刚显示的错误消息可能会指示失败的原因。如
果未指示失败的原因，请联系客户支持以便进一步调查。

无法打开设备 <device ID>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open device <device ID> 错误。

原因

系统无法对指定的设备调用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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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检查该设备是否存在以及有无正确的权限。请联系客户支持以便进一步调查。

快照 <snapshot name> 当前未装载到 <location>
症状

显示 The snapshot <snapshot name> is not currently mounted at <location> 错误。

原因

无法使用二进制控制文件选项尝试克隆具有指定快照的数据库。必须将快照装载在文件系统上，才能使用二进制
控制文件进行克隆。

操作

使用 RMC-O 用户界面卸载快照并将其装载在所需位置。

无法从 ASM 实例中查询 ASM 磁盘组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query for ASM disk groups from the ASM instance 错误消息。

原因

无法在备份服务器上对 +ASM 实例运行 SQL 查询。

操作

检查 Oracle 警报日志（ASM 实例）和 RMC-O 活动页面日志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ORA-15063: ASM discovered an insufficient number of
disks for diskgroup

症状

在装载或卸载操作过程中显示 ORA-15063: ASM discovered an insufficient number of disks for
diskgroup 错误消息。

原因

无法检索组成磁盘组的 ASM 磁盘（例如，发现重复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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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检查 Oracle 警报日志（ASM 实例），并更正此处提及的错误，然后再尝试下一个装载或卸载操作。

无法确定 ASM 重新平衡是否正在进行中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determine if ASM rebalancing is in progress 错误。

原因

在 RMC-O 使用 rmco_create 或 rmco_rsync 创建快照之前，如果数据文件或存档日志文件位于 ASM 磁盘

组中，RMC-O 将进行检查，以确保没有正在进行的 ASM 磁盘重新平衡。SQL 查询失败时，会出现该错误。

操作

检查主数据库中的 ASM 实例，并确保数据库和 ASM 实例处于正常运行模式。

ASM 重新平衡操作正在进行中

症状

显示 ASM rebalancing operation is in progress 错误。

原因

RMC-O 为驻留在 ASM 磁盘组上的数据文件卷或存档日志目标卷创建快照之前，RMC-O 发现 ASM 重新平衡
操作正在进行中。

操作

等待重新平衡操作完成，或暂时停止重新平衡操作。

无法查询控制文件位置的克隆数据库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query the clone database for the control file's location 错误。

原因

在 rmco_createdb 过程中，发现 Oracle 数据库使用的是 OMF 格式。装载（使用二进制控制文件进行克隆）

或创建（使用 ascii 控制文件进行克隆）数据库后，RMC-O 必须检索当前的控制文件位置，并将其放入 init.ora
文件。在此过程中，SQL 命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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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检查警报日志和 RMC-O 活动页面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手动查询已克隆的数据库以确认是否有任何问题。

找不到设备 %s
症状

显示 Unable to find device %s 错误。

原因

无法在执行 rmco_create 或 rmco_rsync 时检索数据库使用的 OS 设备。

操作

检查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和备份系统中的日志文件以了解详细信息。请联系客户支持以便进一步调查。

数据库未处于托管的恢复模式下

症状

显示 The database is not in managed recovery mode 错误。

原因

RMC-O 运行的数据库是物理备用数据库。但是，数据库不在托管的恢复模式下，并且数据库中无 MRP 进程。

操作

检查物理备用数据库，并确保其在托管的恢复模式下运行。

数据库实例仍未关闭

症状

显示 The following database instances are still not closed: <database instance name> 错误。

原因

为 RAC 数据库创建脱机快照需要此 RAC 数据库中的所有实例都处于脱机状态。

操作

关闭此 RAC 数据库中的所有实例并再次运行该命令。

无法为数据库生成 ASCII 控制文件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generate ascii control file for database <database name>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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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尝试运行 SQL 命令 alter database backup control file to trace 失败。

操作

检查 Oracle alert.log 文件。检查数据库是否处于有效状态并检查是否有足够的空间。

无法将 asm_diskstring 更改为 %s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change asm_diskstring to '%s' 错误。

原因

在尝试装载包含 ASM 设备的快照时，SQL 命令无法在备份服务器上更改 +ASM 实例中的 asm_diskstring
参数。

操作

检查屏幕或日志文件中的上下文，并尝试在备份服务器的 +ASM 实例中手动执行该上下文。

数据库既不是主数据库也不是物理备用数据库

症状

显示 The database is neither a primary nor physical standby database 错误。

原因

RMC-O 当前仅支持为主数据库或物理备用数据库创建快照。

操作

对受支持的数据库运行 RMC-O

主数据库和备用数据库之间存在存档日志差异

症状

显示 Archive log gap exists between the primary and standby database 错误。

原因

RMC-O 在物理备用数据库中运行。尝试创建联机快照或仅存档日志快照失败，因为存档日志文件存在差异。

无法将 asm_diskstring 更改为 %s 137



操作

将存档日志文件从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传输到物理备用数据库。

无法停止数据库 %s 的恢复应用过程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stop redo apply process for database '%s' 错误。

原因

尝试停止物理备用数据库的托管恢复过程失败。使用的 SQL 命令是 ALTER DATABASE RECOVER MANAGED
STANDBY DATABASE CANCEL。

操作

检查 alert.log 文件，并确保物理备用数据库有效。

无法重新启动数据库的恢复应用过程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restart redo apply process for database <database name> 错误。

原因

SQL 命令 ALTER DATABASE RECOVER MANAGED STANDBY DATABASE DISCONNECT FROM SESSION 失
败。

操作

检查物理备用数据库的 alert.log 文件，确保数据库处于有效状态。

无法确定 Oracle ASM 版本

症状

显示 Could not determine Oracle ASM version 错误。

原因

无法确定 ASM 软件版本。

操作

确保 ASM 的 Oracle 二进制文件已正确安装。确保配置文件中的值有效。

Oracle ASMLib 的配置不正确

症状

显示 Oracle ASMLib has not been configured correctly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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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在 Linux 中，如果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目标使用 asmlib 托管的设备，则还必须在备份服务器上配置 asmlib。
rmco_mount 发现 asmlib 状态错误时，会出现此错误。

操作

确保已安装并配置了受支持的 asmlib 软件包，而且 oracle asmlib 处于正确的状态。

尚未安装 Oracle ASMlib
症状

显示 Oracle ASMLib has not been installed 错误。

原因

在 Linux 中，缺少包含 oracleasm 配置的必需文件 /etc/sysconfig/oracleasm 或 /etc/sysconfig/
Oracleasm-_dev_oracleasm。

操作

安装 ASMlib 并正确配置 oracleasm。

<file> 中的 ORACLEASM_SCANORDER 不包括 <entity>
症状

显示 The ORACLEASM_SCANORDER from <file> does not include <entity> 错误。

原因

在 Linux 中，装载快照时，RMC-O 发现 ASMlib 已用于数据库服务器和正在运行多路径守护程序的备份服务
器。RMC-O 将从备份服务器中查找配置并使用了设备映射器多路径的设备。在这种情况下，/etc/
sysconfig/oracleasm 中的 ORACLEASM_SCANORDER 参数必须包含值 dm，以指示 oracleasm 扫描设

备映射器设备。

操作

重新配置 oracleasm 以在 ORACLEASM_SCANORDER 中包含 dm。重新启动 oracleasm 以使更改生效。

无法检索数据库 <database name> 的 ASM 实例 SID
症状

显示 3PAR1239: ERROR: Could not retrieve ASM instance SID for database <database name> 错误。

原因

无法从指定的数据库中检索 ASM 实例 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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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检查 alert.log 文件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并确保配置文件中的参数是 新的。

无法检索 ASM 实例 <instance name> 的 ASM 客户端

症状

显示 3PAR1240: ERROR: Could not retrieve ASM clients for the ASM instance <instance name> 错误。

原因

无法从主数据库服务器上的 ASM 实例中检索 ASM 客户端名称。

操作

检查 alert.log 文件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确保配置文件中的参数为 新以及 ASM 实例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在数据库之间共享一个或多个 ASM 磁盘组

症状

显示 3PAR1241: ERROR: One or more ASM disk groups are shared between databases 错误。

原因

RMC-O 要求一个 ASM 磁盘组只能由一个数据库以独占方式使用。这是为了避免潜在的回滚（升级）操作损坏
其他数据库或应用程序中的数据。

操作

不要在不同的数据库之间共享磁盘组。

无法检索数据库 %s 的 ASM 磁盘

症状

显示 3PAR1242: ERROR: Could not retrieve ASM disks for database %s 错误。

原因

无法从 ASM 实例中检索指定数据库使用的 ASM 磁盘。

操作

检查警报日志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确保配置文件中的参数为 新以及 ASM 实例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找不到 ASM 磁盘组 <name>
症状

显示 3PAR1243: ERROR: Could not find ASM disk group <name>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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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无法从主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中找到 ASM 实例中指定的 ASM 磁盘组。

操作

检查日志文件以查找更多信息。请联系客户以便进一步调查。

无法关闭 (%) 数据库实例 <name>
症状

显示 3PAR1244: ERROR: Could not shutdown (%) database instance <name> 错误。

原因

无法在 rmco_removedb 过程中关闭指定的数据库实例。

操作

检查警报日志和 RMC-O 日志文件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使用 -f 选项删除已克隆的数据库。

无法解析文件 %s
症状

显示 3PAR1245: ERROR: Could not parse file %s 错误。

原因

创建快照或克隆数据库时出错。

操作

在克隆数据库时，检查保存的 init.ora 文件以确认是否存在任何异常字符或错误语法。确保主数据库的参数

文件正确。检查日志文件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联系客户支持以便进一步调查。

无法从 pfile <file name> 创建 spfile <file name>
症状

显示 3PAR1247: ERROR: Could not create spfile <file name> from pfile <file name> 错误。

原因

无法运行 SQL 命令来从指定的 pfile 中创建 sp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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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检查警报日志文件或 RMC-O 日志文件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无法检索数据库文件

症状

显示 3PAR1248: ERROR: Could not retrieve database files 错误。

原因

无法运行 SQL 命令来检索存档日志目标的物理位置。

操作

确保存档日志目标处于有效状态，并且有足够的空间。确保主数据库可正常运行。

显示 log_archive_dest_n 参数值设置错误

症状

显示 3PAR1250: ERROR: Please explicitly set value for parameter log_archive_dest_n 错误。

原因

可以在错误 41996 中找到详细信息。如果没有为此参数设置确切值，可能会导致 rmco_createdb 任务失败。

操作

明确设置此参数值。

无法同步主机 <host name> 上的文件系统 <file system name>
症状

显示 3PAR1252: ERROR: Could not sync file system <file system name> on host <host name> 错误。

原因

指定文件系统的系统调用 fsync()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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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确保 OS 在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处于有效状态。

无法重新装载主机 <host name> 上的文件系统 <file system
name>

症状

显示 3PAR1253: ERROR: Could not re-mount file system <file system name> on host <host name>
错误。

原因

无法重新装载指定的文件系统。

操作

确保 OS 在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处于有效状态。手动重新装载文件系统。请联系客户以便进一步调查。

无法删除一个或多个 ASM 快照磁盘组

症状

显示 3PAR1262: ERROR: Could not drop one or more ASM snapshot disk groups 错误。

原因

用于删除备份服务器上的一个或多个 ASM 快照磁盘组的 SQL 命令失败。

操作

检查日志文件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联系客户支持以便进一步调查。

数据库 <name> 可能仍在快照上运行

症状

显示 3PAR1262: ERROR: Database <name> may be still running on this snapshot 错误。

原因

尝试卸载快照失败，因为该快照已被正在运行的数据库使用。

无法重新装载主机 <host name> 上的文件系统 <file system name> 143



操作

如果不再使用具有相同快照的已克隆数据库，则使用 rmco_removedb 删除数据库，然后再使用 rmco_umount
命令。

无法恢复克隆数据库

症状

显示 3PAR1271: ERROR: Could not recover the clone database 错误。

原因

尝试克隆数据库的操作失败。通常详细的错误消息会显示在此消息之前。

操作

在查看此消息之前检查错误消息，然后检查日志文件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用于克隆的快照可能已损坏。尝试创
建快照并使用新快照进行克隆。如果此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客户支持以便进一步调查。对于 DataGuard 安
装，有时需要在克隆后手动设置已克隆数据库的 log_archive_dest_1。在设置此参数之后，必须针对已克隆

的数据库重新尝试恢复。

无法扫描快照 OS 设备

症状

显示 3PAR1306: ERROR: Failed to scan snapshot OS devices 错误。

原因

在 rmco_mount 或 rmco_umount 过程中，尝试查找包含快照的设备的操作失败。

操作

这可能是由先前失败的快照 rmco_mount 或 mco_umount 操作导致，请再次尝试执行该命令，如果仍然失败，

则尝试重新启动备份服务器以清除过时的设备。

快照 %s 的虚拟卷不再属于当前数据库虚拟卷

症状

显示 3PAR1331: ERROR: The virtual volumes of Virtual Copy %s no longer belong to the current
database virtual volumes 错误。

原因

Virtual Copy 是孤立的，因为其父卷已转换为 THIN 卷或 FAT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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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数据库快照仅可用于升级到其原始父虚拟卷。因为指定快照的一个或多个虚拟卷不再属于当前的数据库虚拟卷，
也可能是因为 FAT 到 THIN 或 THIN 到 FAT 的转换，所以它们不能用于升级到当前的数据库虚拟卷。

介质备份期间，RMAN 中出现标题验证错误

症状

ISV 界面显示与包含标题验证失败的 RMAN 相关的错误。

原因

RMAN 目录包含不一致的情况。

操作

通过 RMAN 对任何过期的备份或存档日志执行 CROSSCHECK 和 DELETE 操作。

1. rman target / catalog <rman_user>/<rman_password>@<catalog_service> .

注意：

• 如果已配置 RMAN_NBU，则使用 SBT_TAPE 通道类型并在完成后将其释放。例如，

ALLOCATE CHANNEL c1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CLIENT=<RMC-O backup server>';

• 如果已配置 RMAN_DP，则使用 SBT_TAPE 通道类型并在完成后将其释放。例如，

ALLOCATE CHANNEL 'dev_0' TYPE 'sbt_tape'
PARMS 'SBT_LIBRARY=/opt/omni/lib/
libob2oracle8_64bit.so,ENV=(OB2BARTYPE=Oracle8,OB2APPNAME=<DB 
NAME>,OB2BARLIST=<Backup Specification Name>)';

• 发现故障后，确保在应用程序服务器上执行这些步骤，然后再尝试执行下一个备份。如果仅使用
RMAN（不是 RMAN_DP，也不是 RMAN_NBU），则确保 RMAN 备份片可用于应用程序服务器上
的相同位置（起初就已在备份服务器上备份）。否则，RMAN 将备份片标记为已到期。

2. RMAN> crosscheck archivelog all; RMAN> delete expired archivelog all; RMAN>
crosscheck backup; RMAN> delete expired backup;

在克隆或备份操作过程中，出现 Invalid clone instance...
错误

症状

在备份或克隆操作过程中，出现错误。

原因

在备份服务器上，选定数据库存在重复运行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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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备份服务器上，检查并关闭所有已配置的 ORACLE_HOME 文件夹的重复实例。

执行装载操作时显示有关卷组或 ASM 磁盘组重复的错误

症状

执行装载操作时显示有关卷组或 ASM 磁盘组重复的错误。

原因

在备份服务器上，存在冲突的卷组和 ASM 磁盘组，因为其名称与应用程序服务器上的名称相同。

操作

使用其他无名称冲突的备份服务器。或者，在尝试执行装载操作之前，临时删除冲突的 ASM 磁盘组或卷组。

快照创建失败，并显示 Recovery Set Snapshot status
must be available or error

症状

数据库上设置的基于计数的快照策略尝试删除处于 warning 状态的 早快照。

原因

应自动删除的 早快照处于 warning 状态。

操作

从 RMC-O 用户界面的选定数据库中使用 Actions（操作） > Edit（编辑）临时减少快照计数，从而使 早的

快照不会处于  状态。

通过快照操作创建一个处于警告状态的新快照

症状

Snapshot（快照）列表针对相应的快照显示 。

原因

某个快照元数据（CONTROLFILE、PFILE）项检索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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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应用程序服务器上搜索客户端日志以了解相应的 Oracle 错误，然后在数据库中执行必要操作以更正错误。

用于具有保留设置的已迁移快照的 rmco_display -r 命令显示

错误

症状

CLI 显示具有保留时间或到期时间设置的已迁移快照存在 ValueError。

原因

RMC-O 运行时错误。

操作

从 RMC-O 用户界面查看有关已迁移快照的保留详细信息。

迁移后计划的备份操作失败，而且没有任何正确的活动状态

症状

迁移后计划的备份操作失败。

原因

迁移的保护策略无有效的备份供应商。

操作

验证备份计划是否具有相应的备份供应商 (HPE StoreOnce) 以及是否为备份分配了有效的保护策略。

当用户在 RMO 中指定 Max-Snap-Count（ 大快照计数），在
RMC-O 中指定 Expiration/Retention time（到期/保留时间）时，
预检查因策略冲突而失败，反之亦然

症状

当用户在 RMO 中指定 Max-Snap-Count（ 大快照计数），在 RMC-O 中指定 Expiration/Retention time（到
期/保留时间）时，预检查因策略冲突而失败，反之亦然。

原因

基于数值和时间的策略不能在 RMC-O 中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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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为 RMO 和 RMC-O 设置相同类型的策略或使用 Enforce RMO Policy（强制执行 RMO 策略）选项。

当用户在 RMO 中将 Remove-Oldest-Snapshot（删除 早的快
照）指定为 True，在 RMC-O 中将其指定为 False 时，预检查因

策略冲突而失败，反之亦然

症状

当用户在 RMO 中将 Remove-Oldest-Snapshot（删除 早的快照）指定为 True，在 RMC-O 中将其指定为

False 时，预检查因策略冲突而失败，反之亦然。

原因

如果正在使用基于计数的策略，则必须明确设置用于删除快照的优先级。

操作

为 RMO 和 RMC-O 中的 Remove-Oldest-Snapshot 标记设置相同的值，或使用 Enforce RMO Policy
（强制执行 RMO 策略）选项。

无法在快照装载或卸载操作过程中检索 OS 设备

症状

装载或卸载操作失败。GUI 活动显示 Failed to retrieve OS devices。

解决方案 1

原因

对于光纤通道连接，分区未正确配置。

操作

更正光纤通道交换机中的分区问题并进行验证。

解决方案 2

原因

设备映射器多路径未正确配置，或者服务未运行。

操作

更正并重新加载设备映射器配置，或者重新启动设备映射器多路径守护程序。

解决方案 3

原因

iSCSI 守护程序处于错误状态。

148  当用户在 RMO 中将 Remove-Oldest-Snapshot（删除 早的快照）指定为 True，在 RMC-O 中将其指

定为 False 时，预检查因策略冲突而失败，反之亦然



操作

重新启动 iSCSI 守护程序，并确保阵列连接。

解决方案 4

原因

卸载操作会尝试删除已装载快照的所有相应设备。但是，可能出现一些旧设备留在 /dev/mapper/ 文件夹中的

情况。

操作

1. 运行命令多路径 -ll 并检查是否存在处于故障状态的设备。

2. 手动删除处于故障状态的设备后，再尝试执行下一个装载操作。

在 DataGuard 安装时带自动恢复的 ASCII 和二进制克隆失败

症状

克隆操作成功，但出现有关自动恢复的警告。因此，克隆数据库将保持已装载状态。

原因

无法针对已克隆的数据库设置 log_archive_dest_1 参数。

操作

1. 连接到已克隆的数据库并基于存档日志装载点手动设置 log_archive_dest_1 参数。

2. 针对已克隆的数据库执行恢复以打开用于事务处理的数据库。

在启动 Catalyst 复制保护操作时 RMC IE 浏览器崩溃

症状

尝试执行 Catalyst 复制保护操作时，Internet Explorer 版本 11 崩溃。在操作期间弹出 App Crash（应用程序
崩溃）错误对话框。

原因

Internet Explorer 版本 11 用于在 RMC 中执行相关操作。

操作

将 Internet Explorer 更新到 新的 11.x 版本。

将 ORACLE_HOME 配置为符号链接时使用自动恢复选项克隆数
据库失败

症状

当在备份服务器上将 ORACLE_HOME 配置为符号链接时，使用自动恢复选项克隆数据库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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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 Clone Database（克隆数据库）对话框中为 ORACLE_HOME 提供一个非符号链接。

TLS 警告或错误

症状

服务器上安装的 openssl 软件包不支持 TLSv1.1 和 TLSv1.2 加密。为了增强 RMC 在传输层上的安全性，现

已阻止 TLSv1.0 接受传入请求。这导致 ISV 备份和 RMCO CLI 命令失败。将 openssl 软件包升级到支持

TLSv1.1 或 TLSv1.2 协议的版本。

在安装 RMC-O 客户端二进制文件期间显示警告。此外，还在 RMC-O CLI 操作期间显示错误。

原因

为了增强 RMC 在传输层上的安全性，现已阻止 TLSv1.0 接受传入请求。

操作

将 openssl 软件包升级到支持 TLSv1.1 或 TLSv1.2 的版本。

恢复在远程复制组上有数据库的读/写快照时出错

症状

远程复制组上数据库的读写快照失败，并显示 Error in restoring snapshot（恢复快照时出错）错误。

操作

1. 从远程复制组中删除数据 LUN 和存档 LUN，然后重新执行恢复操作。

2. 成功恢复后，将这些 LUN 从 HPE StoreServ 系统连接回数据库服务器。

创建快照时出错

症状

创建快照的过程失败，并显示 Unable to retrieve instance status. Instance not ready for snapshot（无法检
索实例状态。实例未准备好进行快照）消息。

操作

检查数据库实例是否处于 OPEN 状态。如果是，请检查 RMC-O 客户端版本，并用数据库服务器上相应的
RMC-O 客户端二进制文件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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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网站 链接

Contact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Worldwide www.hpe.com/assistance

订阅服务/支持警报 www.hpe.com/support/e-updates

Software Depot www.hpe.com/storage/rmc/swdepot/

客户自行维修 www.hpe.com/support/selfrepair

文档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www.hpe.com/info/enterprise/docs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中的 RMC 文档 www.hpe.com/storage/rmc/docs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 www.hpe.com/support/hpesc

单点连接知识 (SPOCK) 存储兼容性列表 www.hpe.com/storage/spock/

存储白皮书 www.hpe.com/storage/white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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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信息和其他资源

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 要获取实时帮助，请访问“联系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全球”网站：

http://www.hpe.com/assistance

• 要获取文档和支持服务，请访问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网站：

http://www.hpe.com/support/hpesc

要收集的信息

• 技术支持注册号（如果适用）

• 产品名称、型号或版本以及序列号

• 操作系统的名称和版本

• 固件版本

• 错误消息

• 产品特有的报告和日志

• 附加产品或组件

• 第三方产品或组件

获取更新

• 某些软件产品提供了用于通过产品界面获取软件更新的机制。请参阅产品文档以了解建议的软件更新方法。

• 要下载产品更新，请访问：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

www.hpe.com/support/hpesc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软件下载

www.hpe.com/support/downloads
Software Depot

www.hpe.com/support/softwaredepot

• 要订阅电子简报和提醒信息，请访问：

www.hpe.com/support/e-updates

• 要查看和更新您的授权以及将您的合同和保修与您的个人资料相关联，请访问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的“有关访问支持材料的详细信息”页：

www.hpe.com/support/AccessToSupport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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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在通过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访问时，某些更新可能需要具有产品授权。您必须设置一个
具有相关授权的 HPE Passport 帐户。

客户自行维修
通过使用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客户自行维修 (CSR) 计划，您可以自行维修您的产品。如果需要更换某
个 CSR 部件，我们会将其直接发给您，以便您在方便的时候安装该部件。有些部件不符合 CSR 要求。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授权服务提供商将确定是否可以通过 CSR 完成维修。

有关 CSR 的详细信息，请与当地服务提供商联系或访问 CSR 网站：

http://www.hpe.com/support/selfrepair

远程支持
远程支持是作为保修或合同支持协议的一部分为支持的设备提供的。它提供智能的事件诊断，并自动以安全方式
向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提交硬件事件通知，随后将根据产品的服务级别，快速而准确地解决问题。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强烈建议为您的设备注册远程支持。

如果您的产品还包括其他远程支持详细信息，请使用搜索功能查找这些信息。

远程支持和 Proactive Care 信息

HPE Get Connected
www.hpe.com/services/getconnected

HPE Proactive Care 服务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
HPE Proactive Care 服务：支持的产品列表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supportedproducts
HPE Proactive Care 高级服务：支持的产品列表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advancedsupportedproducts

Proactive Care 客户信息

Proactive Care 中心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central
Proactive Care 服务激活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centralgetstarted

保修信息
要查看您的产品的保修或者查看《服务器、存储、电源、网络和机架产品的安全与合规性信息》参考文档，请访
问企业安全与合规网站。

www.hpe.com/support/Safety-Compliance-EnterpriseProducts

其他保修信息

HPE ProLiant 和 x86 服务器及选件

www.hpe.com/support/ProLiantServers-Warranties
HPE 企业服务器

www.hpe.com/support/EnterpriseServers-Warra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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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存储产品

www.hpe.com/support/Storage-Warranties
HPE 网络产品

www.hpe.com/support/Networking-Warranties

法规信息
要查看产品的法规信息，请查看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上的《服务器、存储、电源、网络和机架
产品的安全与合规性信息》：

www.hpe.com/support/Safety-Compliance-EnterpriseProducts

其他法规信息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致力于根据需要为客户提供有关我们产品中的化学物质的信息以符合法律要求，例
如，REACH（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法规 EC 1907/2006）。有关本产品的化学信息报告，请访问：

www.hpe.com/info/reach

有关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产品环境和安全信息及合规性数据（包括 RoHS 和 REACH），请参阅：

www.hpe.com/info/ecodata

有关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环境信息（包括公司计划、产品回收和能源效率），请参阅：

www.hpe.com/info/environment

文档反馈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致力于使所提供的文档满足您的需要。为帮助我们改进文档，请将任何错误、建议
或意见发送到文档反馈 (docsfeedback@hpe.com)。在提交反馈时，请加入位于文档封面上的文档标题、部件
号、版本和出版日期。对于联机帮助内容，请加入位于法律声明页面中的产品名称、产品版本、帮助版本和出版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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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RMAN 恢复目录

本部分介绍了如何创建并配置 RMAN 恢复目录。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Oracle 文档。

过程

1. 创建用于存放恢复目录的数据库。Oracle 建议满足以下磁盘空间要求：

a. 系统表空间：100 MB

b. 临时表空间：5 MB

c. 回滚段：5 MB

d. 联机恢复日志：1 MB（每个）

e. 恢复目录：10 MB

2. 为恢复目录创建表空间，方法如下所示：

$ export ORACLE_SID=<catdb>
$ export ORACLE_HOME=<oracle_home>
$ sqlplus "/as sysdba"
SQL> create tablespace <cat_tbs> datafile '<path/filename>' size 10M;
SQL> exit
                    

3. 其中：

a. <catdb>
是恢复目录的 Oracle 实例 ID。

b. <cat_tbs>
是恢复目录表空间名称。

c. <path/filename>
是创建数据文件的文件路径。

4. 为恢复目录创建用户，方法如下所示：

$ sqlplus "/as sysdba"
SQL> create user <rman_user> identified by <rman_password>
     temporary tablespace temp
     default tablespace <cat_tbs>
     quota unlimited on <cat_tbs>;
SQL> grant connect, resource, recovery_catalog_owner to <rman_user>;
                    

5. 其中：

a. <tbs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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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恢复目录的表空间名称。

b. <rman_user>
是被授予恢复目录访问权限的用户名。

c. <rman_password>
是

<rman_user> 的密码

.

6. 创建 RMAN 恢复目录表，方法如下所示：

$ rman catalog <rman_user>/<rman_password>@<catdb>
RMAN> create catalog tablespace <cat_tbs>;
                    

7. 通过在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的 $ORACLE_HOME/network/admin/tnsnames.ora 文件中添加

条目来为恢复目录数据库配置 TNS 服务，方法如下所示：

<catdb> =
  (description =
    (address = (protocol = TCP) (host = <cat_host>) (port = 1521))
    (connect_data = (server = dedicated) (service_name = <catdb>))
  )
                    

8. 其中，<cat_host> 是在其上创建目录的主机的主机名。

9. 通过在用于创建恢复目录的主机上的 $ORACLE_HOME/network/admin/listener.ora 文件中添加条

目来为恢复目录数据库配置 Oracle 侦听器，方法如下所示：

SID_LIST_LISTENER =
  (SID_LIST =
    (SID_DESC =
      (GLOBAL_DBNAME = <catdb>)
      (ORACLE_HOME = <oracle_home>)
      (SID_NAME = <catdb>)
    )
  )
                    

10. 以 Oracle 所有者用户身份登录，然后在数据库服务器上注册数据库。

注意：

如果 RMC-O 用于在 Oracle 备用数据库中运行，则必须在主数据库服务器上注册主数据库而不是备
用数据库。

$ rman target / catalog <rman_user>/<rman_password>@<catdb>
RMAN> register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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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NBU（用户托管）备份的 NetBackup 策略

RMC-O 支持使用或不使用 RMAN 的 NetBackup (NBU)。以下各部分介绍了如何为不使用 RMAN 的 NBU 备
份设置 NBU 策略。

RMC-O 支持完整、增量或累积增量存档日志备份（仅备份存档日志）。在执行不使用 RMAN 的 NBU 备份时，
Recovery Manager 仅支持完整数据库备份（不支持增量数据库备份）。但是，您可以将完整数据库备份与存档
日志备份结合以模拟增量数据库备份。

RMC-O 要求您为数据库备份创建 NBU 策略。如果要执行存档日志备份，必须为其创建另一个 NBU 策略。

注意：

本部分适用于熟悉 Oracle 数据库和 Veritas NetBackup (NBU) 的用户。有关创建 NetBackup 策略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 Veritas NetBackup 文档。

为数据库备份配置 NetBackup 策略
要让 RMC-O 正确地执行备份和恢复，必须在配置 NBU 策略时遵照以下准则与 Veritas NetBackup 文档：

备份属性
1. 选择策略的标准类型。

2. 选择 cross mount points（交叉装载点）选项。

3. 取消选择 Allow multiple data stream（允许多个数据流）和 Block level incremental
（块级别增量）选项。

备份选项
1. 建议您为备份选项输入 /dummy。
2. Recovery Manager 将立即生成备份选择列表，以替换您输入的值。

备份计划
1. 为完整备份创建计划。

2. 如果要执行客户端数据库备份（从 Recovery Manager 启动），请将备份时间设置为 0。

3. 如果还要执行服务器端数据库备份（从 NBU 启动），请指定备份时间以满足您的需求。

备份客户端 将备份客户端设置为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因为实际上将在备份服务器上执行备份过程。

为存档日志备份配置 NetBackup 策略
此过程仅用于备份存档日志。要让 RMC-O 正确地执行备份和恢复，必须在配置 NBU 策略时遵照以下准则与
Veritas NetBackup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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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属性
1. 选择策略的标准类型。

2. 选择 cross mount points（交叉装载点）选项。

3. 取消选择 Allow multiple data stream（允许多个数据流）和 Block level incremental
（块级别增量）选项。

备份选项
1. 建议您为备份选项输入 /dummy。
2. Recovery Manager 将立即生成备份选择列表，以替换您输入的值。

备份计划
1. 创建两个计划，一个用于完整备份，一个用于增量备份（可选）。对于增量备份计划，您

可以创建差异增量或累积增量备份计划。

注意：

不支持使用 RMAN 对存档日志进行增量备份。

2. 如果要执行客户端存档日志备份（从 Recovery Manager 启动），请将备份时间设置为 0。

3. 如果还要执行服务器端存档日志备份（从 NBU 启动），请指定备份时间以满足您的需求。

备份客户端 将备份客户端设置为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因为实际上将在备份服务器上执行备份过程。

设置备份服务器的 NetBackup 配置参数
Recovery Manager 使用 bpstart 和 bpend 脚本作为 NetBackup 的挂钩以创建数据库的快照，然后将数据库

快照提供给备份服务器进行备份，并在备份过程完成后分别清理相应的快照。必须将备份服务器上 /usr/
openv/netbackup/bp.conf 中的 BPSTART_TIMEOUT 和 BPEND_TIMEOUT 设置为至少 600 秒（10 分
钟），才能为 Recovery Manager 在实际备份前执行所有必要的操作留出足够的时间。

例如，要将 BPSTART_TIMEOUT 和 BPEND_TIMEOUT 参数设置为 600 秒（10 分钟），请按照如下方式修改
备份服务器上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中的对应参数：

BPSTART_TIMEOUT = 600

BPEND_TIMEOUT = 600

设置数据库服务器的 NetBackup 配置参数
如果已将数据库设置为高可用性 (HA)，则必须将数据库服务器上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中的

CLIENT_NAME 参数设置为数据库服务器的虚拟主机名，而不是物理主机名。这使备份映像能够还原到实际的
数据库服务器，即使该数据库已经故障转移到另一个数据库服务器。

例如，要将 CLIENT_NAME 参数设置为虚拟主机名，请按照如下方式修改数据库服务器上 /usr/openv/
netbackup/bp.conf 中的对应参数：

CLIENT_NAME = <virtual_ho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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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Oracle RMAN 备份的 NetBackup 策略

以下各部分介绍了如何为使用 RMAN 的 NBU 备份设置 NetBackup (NBU) 策略。

要用 RMAN 执行 NBU 备份，必须在 NBU 主服务器上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for Oracle (NBU Agent for
Oracle)，并在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for Oracle 客户端。有关安装和配置说明，
请参阅 Veritas NetBackup for Oracle。

此外，必须创建 Oracle RMAN 恢复目录并配置 Oracle TNS 服务和侦听器，才能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服
务器中的恢复目录。可以在任何服务器上创建恢复目录。RMC-O 建议在备份服务器上创建恢复目录。有关说
明，请参阅创建 RMAN 恢复目录 （第 160 页）。

在执行使用 RMAN 的 NBU 备份时，Recovery Manager 支持完整、差异和累积增量数据库备份。Recovery
Manager 还支持完整存档日志备份（仅备份存档日志）。

RMC-O 要求您为数据库备份创建 NBU 策略。如果要执行存档日志备份，必须为其创建另一个 NBU 策略。

注意：

本部分假定您熟悉 Oracle 数据库和 Veritas NetBackup (NBU)。有关如何创建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 Veritas NetBackup for Oracle 文档。

为使用 RMAN 的数据库备份配置 NetBackup 策略

注意：

• 现在，将 RMC-O 配置为以 root 用户身份或 Oracle 所有者身份运行时，可以使用 NBU 服务器端备
份（由 NBU 计划程序启动）。之前，只有将 RMC-O 配置为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时，NBU 服务器端
备份才可用。

• 如果将 RMC-O 配置为以 Oracle 用户身份运行，而且此为对上一个 Recovery Manager 版本的升级，
则必须为每个针对服务器端备份而配置的数据库再次运行 rmora_config 命令。

• 请运行脚本 /usr/openv/netbackup/bin/oracle_link，使 Oracle 连接到数据库和备份服务器

上的 Oracle 库以指向 Veritas NetBackup 媒体库。

要让 RMC-O 正确地执行备份和恢复，必须在配置 NBU 策略时遵照以下准则与 Veritas NetBackup 文档：

备份属性 选择 Oracle 作为策略类型。

备份选项 创建配置文件时，RMC-O 将在指定位置生成 RMAN 备份脚本。

备份计划
1. 创建两个计划，一个用于完整备份，一个用于增量备份（可选）。对于增量备份计划，

您可以创建差异增量或累积增量备份计划。

2. 如果要执行客户端数据库备份（从 Recovery Manager 启动），请将备份时间设置为
0。

3. 如果还要执行自动数据库备份（从 NBU 启动），请指定备份时间以满足您的需求。

备份客户端 将备份客户端设置为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因为实际上将在备份服务器上执行备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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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档日志备份配置 NetBackup 策略

注意：

• 将 RMC-O 配置为以 root 用户身份和 Oracle 所有者身份运行时，可以使用 NBU 服务器端备份。

• 如果将 RMC-O 配置为以 Oracle 用户身份运行，而且此为对上一个 Recovery Manager for Oracle 版
本的升级，则必须为每个针对服务器端备份而配置的数据库再次运行 rmora_config 命令。

此过程仅用于备份存档日志。要让 RMC-O 正确地执行备份和恢复，必须在配置 NBU 策略时遵照以下准则与
Veritas NetBackup 文档：

备份属性 选择 Oracle 作为策略类型。

备份选项
1. 输入 RMAN 备份脚本 (//opt/hpe/rmc/oracle/data/

<db_server>.ora.<oracle_sid>/rmora_nbu_archbackup.sh) 的位置。

2. 创建配置文件时，Recovery Manager 将在指定位置生成 RMAN 备份脚本（请参阅下
面的内容了解详细信息）。

创建配置文件时，Recovery Manager 将在指定位置生成 RMAN 备份脚本（请参阅 RMC-
O 配置文件了解详细信息）。

备份计划
1. 为完整备份创建计划。

2. 如果要执行客户端存档日志备份（从 RMC-O 启动），请将备份时间设置为 0。

3. 如果还要执行自动存档日志备份（从 NBU 启动），请指定备份时间以满足您的需求。

备份客户端 将备份客户端设置为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因为实际上将在备份服务器上执行备份过程。

创建 RMAN 恢复目录
本部分介绍了如何创建并配置 RMAN 恢复目录。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Oracle 文档。

过程

1. 创建用于存放恢复目录的数据库。Oracle 建议满足以下磁盘空间要求：

a. 系统表空间：100 MB

b. 临时表空间：5 MB

c. 回滚段：5 MB

d. 联机恢复日志：1 MB（每个）

e. 恢复目录：10 MB

2. 为恢复目录创建表空间，方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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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rt ORACLE_SID=<catdb>
$ export ORACLE_HOME=<oracle_home>
$ sqlplus "/as sysdba"
SQL> create tablespace <cat_tbs> datafile '<path/filename>' size 10M;
SQL> exit
                    

3. 其中：

a. <catdb>
是恢复目录的 Oracle 实例 ID。

b. <cat_tbs>
是恢复目录表空间名称。

c. <path/filename>
是创建数据文件的文件路径。

4. 为恢复目录创建用户，方法如下所示：

$ sqlplus "/as sysdba"
SQL> create user <rman_user> identified by <rman_password>
     temporary tablespace temp
     default tablespace <cat_tbs>
     quota unlimited on <cat_tbs>;
SQL> grant connect, resource, recovery_catalog_owner to <rman_user>;
                    

5. 其中：

a. <tbs_name>
是恢复目录的表空间名称。

b. <rman_user>
是被授予恢复目录访问权限的用户名。

c. <rman_password>
是

<rman_user> 的密码

.

6. 创建 RMAN 恢复目录表，方法如下所示：

$ rman catalog <rman_user>/<rman_password>@<catdb>
RMAN> create catalog tablespace <cat_tbs>;
                    

7. 通过在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的 $ORACLE_HOME/network/admin/tnsnames.ora 文件中添加

条目来为恢复目录数据库配置 TNS 服务，方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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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db> =
  (description =
    (address = (protocol = TCP) (host = <cat_host>) (port = 1521))
    (connect_data = (server = dedicated) (service_name = <catdb>))
  )
                    

8. 其中，<cat_host> 是在其上创建目录的主机的主机名。

9. 通过在用于创建恢复目录的主机上的 $ORACLE_HOME/network/admin/listener.ora 文件中添加条

目来为恢复目录数据库配置 Oracle 侦听器，方法如下所示：

SID_LIST_LISTENER =
  (SID_LIST =
    (SID_DESC =
      (GLOBAL_DBNAME = <catdb>)
      (ORACLE_HOME = <oracle_home>)
      (SID_NAME = <catdb>)
    )
  )
                    

10. 以 Oracle 所有者用户身份登录，然后在数据库服务器上注册数据库。

注意：

如果 RMC-O 用于在 Oracle 备用数据库中运行，则必须在主数据库服务器上注册主数据库而不是备
用数据库。

$ rman target / catalog <rman_user>/<rman_password>@<catdb>
RMAN> register database;
                    

配置 RMAN 恢复目录

使用 RMAN 备份时，RMC-O 需要使用 Oracle RMAN 恢复目录数据库。要创建 RMAN 恢复目录，请参阅创建
RMAN 恢复目录 （第 160 页）

利用使用 HPE Data Protector 的 RMAN 备份时，如果恢复目录数据库的 Oracle 版本是 11g R2 或更高版本，
则执行以下操作：

• 确保恢复目录的所有者已被授予 CREATE ANY DIRECTORY 和 DROP ANY DIRECTORY 系统权限。

SQL> grant CREATE ANY DIRECTORY to <recovery_catalog_user> ;
SQL> grant DROP ANY DIRECTORY to <recovery_catalog_user>
                    

• 确保恢复目录的所有者对 v_$ instance 视图具有 SELECT 权限。

SQL> grant select on v_$instance to <recovery_catalog_us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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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HPE Data Protector 备份

以下各部分介绍了如何配置 HPE Data Protector 以与 RMC-O 搭配使用。

要执行使用 HPE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 备份，必须在 Cell Manager 上安装 HPE Data Protector
Oracle 代理组件，在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安装带用户界面和 Oracle 集成组件的 HPE Data
Protector 客户端。有关安装和配置的说明，请参考 HPE Data Protector 文档。此外，必须创建 Oracle RMAN
恢复目录并配置 Oracle TNS 服务和侦听器，才能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中的恢复目录。可以在任何
服务器上创建恢复目录。RMC-O 建议在备份服务器上创建恢复目录。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 RMAN
恢复目录 （第 160 页）。

在对数据库执行使用 HPE Data Protector 的 Oracle RMAN 备份时，Recovery Manager 支持完整备份、差异
备份和累积增量级别 1 到级别 4 的备份。Recovery Manager 还支持完整存档日志备份（仅备份存档日志）。

RMC-O 要求您为数据库备份创建 HPE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如果要执行存档日志备份，必须为其
创建另一个 HPE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

注意：

本部分适用于熟悉 Oracle 数据库和 HPE Data Protector 的用户。有关如何创建 HPE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PE Data Protector 文档。

注意：

对于 HPE Data Protector，RMC-O 仅支持 Oracle RMAN 备份。不支持使用 HPE Data Protector 的文件
系统备份。

为 HPE Data Protector 启用 RMC-O 功能
要为 HPE Data Protector 启用 RMC-O 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HPE Data Protector Cell Manager 中，将以下参数添加到 /etc/opt/omni/server/options/
global 文件：

Enable3ParBackupToTapeForOracle=1

2. 要使更改生效，请重新启动 HPE Data Protector 服务。要重新启动该服务，请执行以下命令：

# /opt/omni/sbin/omnisv stop
# /opt/omni/sbin/omnisv start

配置 Oracle 操作系统用户帐户（Oracle 所有者帐户）
Oracle 操作系统用户是 Oracle 主目录的所有者。将 Oracle 操作系统用户帐户添加到 HPE Data Protector
admin 组。下面是将用户添加到 HPE Data Protector admin 组时必须指定的参数的列表：

• Group（组）— Admin

• Type（类型）— UNIX

• Name（名称）— Oracle 所有者在数据库服务器上的用户名（例如 Oracle）

• Group/Domain（组/域）— <Any>

• Client（客户端）—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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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HPE Data Protector 用户配置

创建 HPE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
要创建 HPE Data Protector Oracle 备份规范，必须从 Windows 计算机中使用 HPE Data Protector 用户界面
连接到 Cell Manager。

注意：

RMC-O 的集成选项在 UNIX Cell Manager 的 HPE Data Protector Java 图形用户界面上不可用。

您可以使用联机、脱机或数据文件模板创建 Oracle 备份规范。

对于联机或数据文件备份，数据库在备份时必须处于联机 (OPEN) 状态。对于脱机备份，数据库在备份时必须
处于脱机 (CLOSED) 状态。

注意：

RMC-O 将不会在执行备份之前自动关闭数据库。

如果未执行存档日志备份，则数据文件备份无效。单独执行存档日志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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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规范必须是 Oracle 备份规范，而不是文件系统备份规范。

• 为数据库备份选择 3PAR_RMO_Online、3PAR_RMO_Offline 或 3PAR_RMO_Data 模板，或者为存档日志

备份选择 3PAR_RMO_Archive 模板。

• 选择控制文件对象。

• Application（应用程序）：

◦ Client（客户端）：选择要为备份配置的数据库服务器的主机名。

◦ Application database（应用程序数据库）：选择要为备份配置的数据库。

• User and group/domain（用户和组/域）：

◦ User name（用户名）：Oracle 主目录的 Oracle 所有者（例如，Oracle）的用户名。必须将此用户添加
到 HPE Data Protector admin 组。（请参阅配置 Oracle 操作系统用户帐户（Oracle 所有者帐户））

◦ Group/Domain name（组/域名）：Oracle 所有者对应的组名。

• General Information（常规信息）：

◦ Oracle Server home directory（Oracle Server 主目录）：指定数据库的 Oracle 主目录。

• Primary Database（主数据库）：

◦ User name（用户名）：指定具有 SYSDBA 权限的 Oracle 用户。

– Password（密码）：指定 Oracle 用户的密码。

– Services（服务）：指定 Oracle 数据库的 TNS 服务名称。对于 RAC 数据库，指定以逗号分隔的所有
数据库实例的所有 TNS 服务名称。必须为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上的数据库实例预先配置 TNS
服务名称。必须为备份服务器上的克隆数据库预先配置相同的 TNS 服务名称。

• Recovery Catalog（恢复目录）：

◦ User name（用户名）：RMAN 目录用户名。

◦ Password（密码）：RMAN 目录用户的密码。

◦ Services（服务）：目录数据库的 TNS 服务名称。必须在 RMC-O 应用程序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上配置
TNS 服务名称。

• Backup Specification Option（备份规范选项）：

◦ Pre-exec：

– Pre-exec：指定 DP_pre.<backup_specification_name>。

– On client（在客户端上）：将用于执行 pre-exec 脚本的 RMC-O 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

◦ Post-ex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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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xec：指定 DP_post.<backup_specification_name>。

– On client（在客户端上）：将用于执行 post-exec 脚本的 RMC-O 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

◦ Ownership（所有权）：

– User（用户）：Oracle 所有者的用户名。

– Group（组）：Oracle 所有者的组名称。

– System（系统）：RMC-O 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

注意：

后指定备份规范的名称，并且备份规范的名称必须与指定的 <backup_specification_name> 匹
配。

• Application Specific Options（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选项）：

◦ Backup client（备份客户端）：实际将执行 RMAN 备份的备份服务器的主机名。

创建备份规范时，在 Windows 系统中使用 HPE Data Protector 用户界面访问 Cell Manager，并在 Application
Specific Options（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选项）中指定备份服务器名称。如果无法在 Application Specific Options
（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选项）中指定备份服务器名称，将备份生产数据库而非克隆数据库。

修改 HPE Data Protector RMAN 脚本
保存 HPE Data Protector 备份规范后，按照如下方式在 Application Specific Options（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选项）
中修改 RMAN 脚本：

• 如果之前已选择

3PAR_RMO_Online
或

3PAR_RMO_Archive
模板，则更改以下行。

backup
 format 'backup_specification <app_name_%s:%t:%p>.dbf
archivelog all;

将以上行更改为：

backup
format 'backup_specification <app_name_%s:%t:%p>.dbf
archivelog all skip inacce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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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backup
  format 'backup_specification <app_name_%s:%t:%p>.dbf
  archivelog all not backed up 1 times skip inaccessible;

• 如果选择了 control file 对象，则更改以下行：

backup
 format 'backup_specification <app_name_%s:%t:%p>.dbf
 current controlfile;

将以上行更改为：

 backup
 format 'backup_specification <app_name_%s:%t:%p>.dbf
 controlfilecopy '$ORACLE_HOME/dbs/backup_ctrl$ORACLE_SID';

注意：

<backup_specification >、<app_name >、$ORACLE_HOME 和 $ORACLE_SID 必须替换为实际值。

在 RMC-O 备份服务器上配置 TNS 命名服务
要在 RMC-O 备份服务器上配置 TNS 命名服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 RMC-O 备份服务器上的 $ORACLE_HOME/network/admin/tnsnames.ora 中，按照如下方式检查条目：

<Network Service Name>=
  (DESCRIPTION =
    (ADDRESS_LIST =
      (ADDRESS = (PROTOCOL = TCP)(HOST = <RMO Backup Server Name 
                 (and NOT the db server name)>)(PORT = 1521))
    )
    (CONNECT_DATA =
      (SERVICE_NAME = <Service 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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