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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适用对象 

本文档适用于基于华为云使用和测试 AnyBackup Cloud 服务的用户。 

2、购买 AnyBackup Cloud 服务 

2.1 通过浏览器登录 

选择任意浏览器访问华为云： 

https://auth.huaweicloud.com/authui/login?locale=zh-

cn&service=https%3A%2F%2Fwww.huaweicloud.com%2F#/login 

 

2.2 购买备份容量及云资源 

2.2.1 购买备份容量 

登录华为云后，选择云市场-企业应用-存储与备份，选择：【AnyBackup Cloud 企业级数据

保护即服务】 

https://auth.huaweicloud.com/authui/login?locale=zh-cn&service=https%3A%2F%2Fwww.huaweicloud.com%2F%23/login
https://auth.huaweicloud.com/authui/login?locale=zh-cn&service=https%3A%2F%2Fwww.huaweicloud.com%2F%23/login


 
 

选择规格： 

 

选择购买方式： 

 
点击【立即购买】，确认订单信息，完成支付。 

注： 

当您购买授权服务后，会有爱数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您，帮您开通授权，请您耐心等待。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您配合提供一些必要信息，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若 您 有 任 何 问 题 及 疑 问 ， 请 联 系 爱 数 客 服 （ 400-8216055 、  021-31827697 、

yuan.meng@eisoo.com）。 

 

mailto:yuan.meng@eisoo.com


2.2.2 购买云主机 

接下来，购买云主机。云主机有两个购买入口：1 、通过【产品-弹性云服务器 ECS】，点

击【立即购买】，配置和购买云主机（注：镜像选择【云市场-企业应用-存储与备份-

AnyBackup Cloud 镜像】）2、 通过云市场购买。以下为云市场购买方式。 

 

在云市场-企业应用-存储与备份页面，选择：【AnyBackup Cloud 镜像】 

 
选择规格 

可选择默认规格，也可点击【自定义云主机】自定义主机配置。默认配置仅包含系统盘，

因需要配置数据盘、网络带宽、弹性 IP 等服务，推荐选择【自定义云主机】。

 

 

选择购买方式： 

 

点击【立即购买】，确认订单信息，完成支付。 

 



2.2.3 购买对象存储 

对象存储是云备份的存储介质，若需要将数据备份至对象存储中，则必须购买此服务。 

回到【华为云首页】，点击【产品-存储-对象存储服务】，点击【折扣套餐】，前往对象存储

服务购买页面。 

 
根据实际需要购买存储容量包、下行流量包和时长。 

 

点击【立即购买】，确认订单信息，完成支付。 

3、使用 AnyBakcup Cloud 服务 

3.1  云主机配置 

为该主机绑定一个弹性 IP，绑定弹性 IP 会默认为该主机配置一个缺省的防火墙。该防

火墙将导致业务主机中安装的客户端无法正常的连接到爱数 AnyBackup 云服务实例主机。



可通过配置防火墙规则允许访问。 

操作步骤： 

进入云服务器主页，点击主机名称，进入主机详情页面： 

 

点击【安全组】标签，新增或更改安全组。 

 

点击 ID 进入安全组页面，添加规则。 

 

在端口栏填写如下端口号： 

80、3345、8500、8510、8520、8540、8570、9800、9801、9808、9902、9906、9950、

9951、9952、9955。 



 

 

3.2  备份控制台配置 

控制台初始化 

使用浏览器打开 https://{xx.xx.xx.xx}:9801 。其中{xx.xx.xx.xx}为绑定的弹性 IP。 

选择语言并进行初始化。 

 

配置 AnyBackup 常规信息。 



 

设置管理控制台 IP，选择：弹性 IP。 

 

跳过介质设置。 



 

 

配置介质服务器 

登录控制台，系统默认账户为 admin，初始化密码为 123456（建议修改为强密码）。 

 

点击“设备管理”，选择“介质服务器”。 



 

选择“系统管理”，设置接收数据 IP 为管理控制台 IP。 

 

选择“介质管理”，点击“添加”添加介质。需要创建 OFS 卷（注：若直接备份至对象存储，

可不用创建该介质）、索引卷、DDCache 卷（重删功能需要）。 

选择介质类型为“OFS 卷”，OFS 卷作为 D2D 备份介质，用于存储备份数据。选择存储路

径，此处为“/OFS_01”,设置介质空间大小。 



 

选择介质类型为：“索引卷”，索引卷用于存储元数据信息，包括对象索引，数据块索引，节

点索引等信息。选择存储路径，此处为“/DATA”,设置索引卷空间大小。 

 

选择介质类型为：“DDCache 卷”，DDCache 卷即重删卷，用于配合重复数据删除功能使用。 

选择存储路径，此处为“/OFS”,设置重删卷空间大小。 

 

 



添加完成后可查看创建后的介质。 

 

云服务运营平台配置 

1、 注册爱数账号。 

浏览器访问 https://cloud.eisoo.com/地址，选择“立即注册” 

 
填写注册信息（邮箱、用户名、组织、手机号码等），根据提示完成账号注册。 

 

https://cloud.eisoo.com/


 

2、激活服务。 

以 admin 身份登录备份控制台，进入运营管理-系统设置-云服务运营平台设置。如下： 

 

✓ 运营平台：mcloud.eisoo.com 

✓ 端口：443 

✓ 租户名：此处为爱数账号（邮箱）。可自注册爱数账户（https://cloud.eisoo.com/）或联

系爱数运营管理员获取。 

✓ 密码：此处为账户密码。 

3.3  备份客户端配置 

下载及安装备份客户端 

浏览器访问 AnyBakcup 控制台，点击【客户端下载】下载备份客户端，安装在对应版本需

要备份保护的业务主机上。 

https://cloud.eisoo.com/


 
安装前说明： 

确定客户端安装包，需要确定用户环境中操作系统的位数，32 位系统环境上只能安装

32 位的客户端安装包，64 位系统环境中可以安装 64 位和 32 位的客户端安装包。64 位的

系统环境若做文件和操作系统备份，则选择 64 位的客户端安装包安装，若做数据库备份，

则以数据库的位数来决定，备份 64 位的数据库，则选择 64 位的客户端安装，备份 32 位的

数据库，则选择 32 位的客户端安装。 

3.3.1 Windows 客户端 

环境确认 

打开 cmd 窗口，运行 systeminfo 命令，查看系统版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3-1 查看系统版本信息 

安装步骤 

将客户端安装包拷贝到相应的盘符下，然后按照安装向导进行安装，安装步骤如下： 

1. 双击客户端安装包或鼠标右键点击选择安装，提示准备安装，然后出现安装向导，

点击【下一步】，如图所示： 



 

图 3-2 安装向导界面 

2. 出现安装协议界面，必须勾选同意安装协议，点击【下一步】进行安装配置，如图

所示： 

 

图 3-3 勾选协议界面 



3. 选择需要安装的路径，默认路径在 C 盘下，设置完成安装路径之后，点击【下一步】，

如图所示： 

 

图 3-4 选择安装路径界面 

4. 配置服务器 IP，输入正确的服务器 IP，然后点击【下一步】，如图所示： 

注：此步骤中，可以手动输入客户端 IP 地址 

 

图 3-5 配置服务器 IP 界面 

5. 选择是否安装卷 CDP 驱动，默认不勾选，当前系统非 Windows Server 2003 或



Windows XP 系统，iSCSI 选项不可选(示例图片为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环境)，若需要

进行 CDP 实时备份或应用容灾，安装客户端时需要勾选“安装卷 CDP 驱动”，如果需要运行

文件云容灾任务，安装客户端时需要勾选“安装文件 CDP 驱动，”如图所示： 

 

图 3-6 安装 CDP 驱动界面 

6. 点击【下一步】，配置完成，点击【安装】，客户端将自动安装，如图所示： 

 

图 3-7 确认安装界面 

7. 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是否安装 VirtIO Ethernet Adapter 驱动与 VirtIO SCSI 



controller 驱动，这两个驱动用于容灾任务中，KVM 容灾虚拟机中网卡与磁盘的识别，如果

需要进行容灾任务，选择【安装】，如图 3-8、3-9 所示： 

 

图 3-8 VirtIO 网卡驱动选择安装提示框 

 

图 3-9 VirtIO 磁盘驱动选择安装提示框 

8. 安装完成，点击【完成】，如图所示： 



 

图 3-10 安装完成界面 

9. 若安装客户端时，默认没勾选 CDP 驱动，安装客户端后，想安装 CDP 驱动，则可

以在开始界面的“AnyBackup”目录下找到“卷 CDP 驱动”和“文件 CDP 驱动”的目录，其目录

下有安装和卸载 CDP 驱动的程序，如下图： 

 



图 3-11 开始界面选择安装卷 CDP 驱动或者文件 CDP 驱动 

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是否安装 VirtIO Ethernet Adapter 驱动与 VirtIO SCSI controller 驱

动，这两个驱动用于容灾任务中，KVM 容灾虚拟机中网卡与磁盘的识别，如果需要进行容

灾任务，选择【安装】，如图所示： 

 

图 3-12 VirtIO 网卡驱动选择安装提示框 

 

图 3-13 VirtIO 磁盘驱动选择安装提示框 

安装完成后，重启机器，驱动才能正常使用，提示如下图： 

 

图 3-14 安装完成提示重启机器 

客户端配置 

1. 在【开始】界面查看安装的信息，如图所示： 



 

图 3-15 查看安装信息 

2. 若是需要将客户端连接到其他的服务器，可以配置客户端，修改服务器地址（此处为

AnyBackup 控制台 IP 地址），点击测试，可以看到连接成功的提示，如图 3-16,3-17 所示： 

 



图 3-16 设置服务器地址 

 

图 3-17 确定地址保存成功 

 

3.3.2 Linux 客户端 

环境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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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输出有 x86_64 的为 64bit 操作系统： 

[root@localhost ~]# uname -a 

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2.6.18-92.el5 #1 SMP Tue Apr 29 13:16:12 EDT  2008 

i686 i686 i386 GNU/Linux 

在 root 用户下用命令 cat /etc/issue，查看操作系统发行版本，我们的客户端支持 redhat5、

redhat6，其中 redhat5 和 redhat6 使用相同的安装包，同时对于其它 linux 发行版本，可以

根据系统内核版本确认使用的客户端安装包，2.6.18-x 及以上应使用普通的 linux 安装包，

对于 2.4.x 及以前的版本将不再支持； 

[root@localhost ~]# cat /etc/issu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 5.2 (Tikanga) 

Kernel \r on an \m 



3.3.2.1 Linux for 普通客户端安装 

【提示】： 

1. 务必将客户端安装在指定的非系统目录下，因为客户端安装会修改客户端所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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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问题 

2. Linux 客户端安装前会检查系统环境是否符合要求，如果系统不是在 permissive 

model 的状态下，输入命令#/usr/sbin/setenforce 0，使 SELinux 的状态为 permissive model 

3. Linux 普通客户端安装时必须确认好系统环境位数，如果是 64 位的系统不允许安装

32 位的客户端安装包 

安装步骤如下： 

第一步：root 用户下，登录到客户端所在的机器，将客户端安装包拷贝到指定位置 

第二步：然后用 tar –zxvf package_name 的方式解压，例如：tar -zxvf 

AnyBackupClient_Redhat_5_x64.tar.gz 

第三步：进入解压后的目录，如 cd AnyBackupClient /app/bin，运行安装脚本 install.sh，

执行安装步骤，确定版权信息后的操作如下图所示： 

 

图 4-1 Linux for 普通客户端安装 

注：在客户端安装过程中，安装程序会检测安装条件是否满足，在条件不满足时，需要

手动调整或者选择让程序自行调整，调整完成后，安装任务继续； 

安装流程如下： 

ftp://192.168.123.46/ci-jobs/AB/package/AnyBackup/client/Redhat_5_x64/AnyBackupClient_Redhat_5_x64-LASTEST.tar.gz


1) 选择“y”确定版权信息； 

2) 填写自己的 IP 地址，针对一个服务器有多个网卡的情况，通过输入此 IP，可以使

备份数据通过指定的网卡备份，同时在控制台中显示时，显示该 IP 地址； 

3) 填写控制台的 IP 地址； 

4) 输入 1 或 2 选择安装的语言（Chinese 或 English）； 

5) 选择是否安装 CDP 驱动，当需要进行 Linux 卷 CDP 实时备份才需安装此驱动，

其他情况下不安装此驱动； 

6) 提示默认安装 root 用户下客户端 

7) 是否要支持其他数据库类型，可输入 y 或 n，普通客户端选择 n 即可。 

    除了如下几种数据库类型外，其他需要安装客户端的应用均在此步选择 n 即可 

特殊支持如下几种类型数据库： Oracle，Sybase，DB2，Domino，GBase，dameng，

MySQL，PostgreSQL 的客户端，在此步骤要选择 y； 

8) 确认选择无误后，输入 y，确认安装；如果之前选择有误，可以输入 no 退出安装，

然后重新运行安装脚本。 

3.3.2.2 Linux for Oracle 客户端安装 

第一步：在安装 Oracle 数据库的用户下，用 sqlplus “/ as sysdba”登录数据库，查看数

据库版本及位数，6.0 的版本不支持 Oracle 8i 及之前的 Oracle 版本；使用命令查询数据库

版本会有 64bit 字样，否则为 32bit 数据库 

[Oracle@Oracle6 ~]$ sqlplus / as sysdba 

SQL*Plus: Release 10.2.0.1.0 - Production on Wed Mar 26 13:59:08 2014 

Copyright (c) 1982, 2005, Oracle.  All rights reservedConnected to: 

Oracle Database 10g Enterprise Edition Release 10.2.0.1.0 - 64bit Production 

With the Partitioning, OLAP and Data Mining options 

SQL> select * from v$version; 

BANNER 

---------------------------------------------------------------- 

Oracle Database 10g Enterprise Edition Release 10.2.0.1.0 - 64bi 

PL/SQL Release 10.2.0.1.0 - Production 

CORE    10.2.0.1.0      Production 

TNS for Linux: Version 10.2.0.1.0 - Production 

NLSRTL Version 10.2.0.1.0 - Production 

第二步：选择正确的安装包，拷贝解压后安装。 

方法 1）解压目录 app/bin 下执行./Install.sh，安装过程中选择支持的数据库，根据提



示安装。在做 Oracle 备份时，需要选择（1）Oracle 类型；选择 Oracle 数据库后，程序要

求输入安装 Oracle 数据库的用户名。 

 

图 4-7  Linux for Oracle 客户端安装方法 1 

方法 2）clientserver 安装方式，命令为./clientserver install Oracle oracle。整个安装图

如下： 



 

图 4-8  Oracle 安装方法 2 

【提示】 

输入 Oracle database user name 时，需要确认实际环境中，用户使用什么用户安装的

数据库软件，该用户可能不是 Oracle 用户 

安装完查询客户端服务：ps -ef|grep esf，存在一个 root 进程和若干个 oracle 进程： 

 

图 4-9 查询客户端服务进程 

 

3.3.2.3 Linux for MySQL 客户端安装 

第二步：选择正确的安装包，拷贝解压后安装。 

方法 1）解压目录 app/bin 下执行./Install.sh，安装过程中选择支持的数据库，根据提

示安装。在做 MySQL 备份时，需要选择（7）MySQL 类型；选择 MySQL 数据库后，程序



要求输入安装 MySQL 数据库的用户名。 

 

图 4-27  MySQL 安装方法 1 

方法 2）clientserver 安装方式，命令为./clientserver  install  Mysql  mysql。整个安

装图如下： 



 

图 4-28  MySQL 安装 clientserver 方法 

注意： 

➢ clientserver 方法安装 MySQL 数据库类型客户端时，输入的客户端类型是 Msql。 

➢ 输入 MySQL database user name 时，需要确认实际环境中，用户使用什么用户

安装的数据库软件，该用户名可能不是 mysql。 

安装完查询客户端服务：ps -ef|grep esf，存在一个 root 进程和若干个 mysql 进程。 

 

图 4-29 客户端服务查询 

 

 



3.4  文件备份和恢复 

备份准备 

✓ 添加云存储 

登录 AnyBackup 管理控制台，点击标签栏【设备管理】->【云存储管理】，在操作界面，选

择【添加】，在弹出窗口中输入存储设备信息，可以选择华为云 OBS（S3）云存储类型。 

 

➢ 名称：此处自定义，中英文均可，不含特殊字符 

➢ 类型：此处选择：华为云 OBS（S3） 

➢ 服务主机：（示例）obs.cn-north-1.myhwclouds.com（若不清楚地址，请联系存储管理

员获取） 

➢ 访问 ID：OBS 的访问秘钥 ID。 

➢ 访问密码：OBS 的私有访问秘钥。 



文件备份 

登录管理控制台，点击标签栏【数据保护】->【定时备份】选项卡，在操作界面，选择【新

建】-【文件系统】，在向导中填写任务基本信息，备份目的地选择云存储-bucket 

图-1 新建文件 D2C 任务-基本信息页面 

点击“下一步”，进入选项页面 

图-2 新建文件 D2C 任务-选项页面 

 



1、点击“下一步”，进入数据源选择页面，选择需要备份的数据源（暂不支持卷级备份） 

图-3 新建文件 D2C 任务-选择数据源 

点击“下一步”，进入任务计划页面，可创建、编辑、删除、启用/停止任务计划，具体规则请

参考普通定时备份任务计划 

图-4 新建文件 D2C 任务-任务计划 



点击“下一步”，进入自动恢复策略页面，可设置自动恢复策略  

图-5 新建文件 D2C 任务-自动恢复策略 

点击“完成”，文件 D2C 云备份任务创建成功，如下所示： 

 
图-6 文件 D2C 任务创建成功 

文件恢复 

登录管理控制台，点击标签栏【数据保护】->【定时备份】选项卡，在操作界面，选择

存在备份时间点的云备份任务，选择“发起”-“浏览恢复” 



 

图- 选择任务，发起浏览恢复 

在浏览恢复页面，选择要恢复的数据源 

图- 浏览恢复，选择时间点 



点击“下一步”，进入选择恢复位置页面，可选择恢复至原位置或其它位置 

图- 浏览恢复，选择恢复路径 

点击“下一步”，进入选择恢复策略页面，可选择恢复方式、指定脚本、设置线程数等 

图- 浏览恢复，恢复选项 



点击“完成”，恢复任务成功发起，可在任务监控中看到恢复任务 

图- 浏览恢复，任务监控 

3.5 Oracle 备份和恢复 

数据库状态检查（Windows） 

在进行 Oracle 数据库备份时，要求数据库必须在 open 状态，检查方法为在登录数据库

后，运行命令“select instance_name,status from v$instance”： 

SQL> select instance_name,status from v$instance; 

INSTANCE_NAME    STATUS 

---------------- ------------ 

orcl            open 

如果数据库为非 open 状态，请协调用户系统管理员，将数据库开启至 open 状态在进

行备份，对于正常提供生产业务的数据库来说，数据库肯定在 open 状态，否则无法提供业

务； 

归档日志状态检查（Windows） 

 Oracle 数据库备份对归档模式有以下要求: 

1. 数据库必须开启归档模式； 

2. 支持 Oracle 数据库归档日志在闪回区环境下的备份恢复，但因闪回区空间有限，请

确保闪回区空间足够大并实时监控闪回区空间利用率； 

3. 支持 Oracle 数据库归档路径为本地路径，但要注意 Oracle 数据库的安装用户必须

对归档路径有读写权限，且归档路径所在文件系统有足够的空间去承载用户的数据



库应用。 

下面介绍上述各项要求的详细检查及修改步骤； 

检测方法及步骤如下： 

检测是否开启归档：检查 Oracle 归档模式是否开启，在登录数据库后，运行命令“archive 

log list”查看，对于未开启归档模式的数据库，反馈结果为“非归档模式”；对于已经开启归档

模式的数据库，显示结果为“存档模式”，同时会显示具体的归档路径： 

SQL> archive log list 

数据库日志模式             非存档模式 

自动存档             禁用 

存档终点            USE_DB_RECOVERY_FILE_DEST 

最早的联机日志序列     321 

当前日志序列           326 

 

SQL> archive log list 

数据库日志模式            存档模式 

自动存档             启用 

存档终点            D:\arch 

最早的联机日志序列     321 

下一个存档日志序列   326 

当前日志序列           326 

数据库开启归档模式步骤如下： 

当用户未开启归档模式时，需要采用如下的方式，开启归档模式，应特别注意，在开启

数据库的归档模式是需要关闭数据库的，会有一定的停机时间，需要和用户提前沟通停机时

间再进行处理，切勿自行中断用户业务； 

SQL> shutdown immediate; 

数据库已经关闭。 

已经卸载数据库。 

Oracle 例程已经关闭。 

SQL> startup mount; 

Oracle 例程已经启动。 

数据库装载完毕。 

SQL> alter database archivelog; 

数据库已更改。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数据库已更改。 

修改归档日志路径： 

支持归档日志在闪回区下的备份恢复，因闪回区空间有限，请确保闪回区空间足够大并

实时监控闪回区空间利用率。也可将归档路径设置为本地路径，注意 Oracle 数据库的安装

用户必须对归档路径有读写权限，同时归档路径所在的文件系统，要有足够的空间。若需要

将归档路径更改为本地路径，可按照以下方式更改： 

1）创建归档路径，Windows 环境中，直接右击建立目录即可，注意保证该目录下有足

够的空间保存归档日志； 

2）登录数据库后，采用如下命令修改当路径： 

SQL>alter system set log_archive_dest_1=’location=D:\arch’ scope =both;（修改归档

路径） 

SQL> archive log list; （查看归档路径是否修改成功） 

Database log mode              Archive Mode 

Automatic archival             Enabled 

Archive destination            D:\arch 

Oldest online log sequence     123 

Next log sequence to archive   124  

Current log sequence           124 

3）归档路径修改成功后，可通过以下方式归档日志，检查指定路径下是否有新的归档

日志生成： 

SQL>alter system switch logfile； 

 

数据库状态检查（Linux） 

在进行 Oracle 数据库备份时，要求数据库必须在 open 状态，检查方法为在登录数据

库后，运行命令“select instance_name,status from v$instance”： 

SQL> select instance_name,status from v$instance; 

INSTANCE_NAME    STATUS 

---------------- ------------ 

orcl            OPEN 

如果数据库为非 open 状态，请协调用户系统管理员，将数据库开启至 open 状态在进

行备份，对于正常提供生产业务的数据库来说，数据库肯定在 open 状态，否则无法提供业

务； 



归档日志状态检查（Linux） 

Oracle 数据库备份对归档模式有以下要求: 

1. 数据库必须开启归档模式； 

2. 支持 Oracle 数据库归档日志在闪回区环境下的备份恢复，但因闪回区空间有限，请

确保闪回区空间足够大并实时监控闪回区空间利用率； 

3. 归档路径若设置为本地路径，注意归档路径所在文件系统要有足够的空间去承载用

户的数据库应用； 

检测方法及步骤如下： 

检测是否开启归档：检查 Oracle 归档模式是否开启，在登录数据库后，运行命令“archive 

log list”查看，对于未开启归档模式的数据库，反馈结果为“非归档模式”；对于已经开启归档

模式的数据库，显示结果为“存档模式”，同时会显示具体的归档路径： 

SQL> archive log list 

数据库日志模式             非存档模式 

自动存档             禁用 

存档终点            USE_DB_RECOVERY_FILE_DEST 

最早的联机日志序列     321 

当前日志序列           326。 

 

SQL> archive log list 

数据库日志模式            存档模式 

自动存档             启用 

存档终点            /u01/arch 

最早的联机日志序列     321 

下一个存档日志序列   326 

当前日志序列           326 

数据库开启归档模式步骤如下： 

当用户未开启归档模式时，需要采用如下的方式，开启归档模式，应特别注意，在开启

数据库的归档模式是需要关闭数据库的，会有一定的停机时间，需要和用户提前沟通停机时

间再进行处理，切勿自行中断用户业务； 

SQL> shutdown immediate; 

数据库已经关闭。 

已经卸载数据库。 

Oracle 例程已经关闭。 



SQL> startup mount; 

Oracle 例程已经启动。 

数据库装载完毕。 

SQL> alter database archivelog; 

数据库已更改。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数据库已更改。 

修改归档日志路径： 

支持归档日志在闪回区下的备份恢复，因闪回区空间有限，请确保闪回区空间足够大并

实时监控闪回区空间利用率。也可将归档路径设置为本地路径，注意 Oracle 数据库的安装

用户必须对归档路径有读写权限，同时归档路径所在的文件系统，要有足够的空间。若需要

将归档路径更改为本地路径，可按照以下方式更改： 

1）创建归档路径，对于 Linux 环境，在 root 用户，或者 Oracle 数据库安装用户均可： 

[oracle@localhost ~]$ mkdir -p /u01/app/arch 

[oracle@localhost ~]$ ls -l /u01/app/ |grep arch（查询权限及属主） 

drwxrwxrwx  2 oracle oinstall 12288 Mar 10 17:21 arch 

[root@localhost ~]# chown -R oracle:oinstall /u01/app/arch/（修改归档日志路径的属

主） 

[root@localhost ~]# df -h /u01/app/arch（归档路径文件系统空间查询） 

Filesystem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sda3              54G   11G   41G  20% / 

2）登录数据库后，采用如下命令修改归档路径： 

SQL>alter system set log_archive_dest_1='location=/u01/app/arch’ scope =both;（修改

归档路径） 

SQL> archive log list; （查看归档路径是否修改成功） 

Database log mode              Archive Mode 

Automatic archival             Enabled 

Archive destination            /u01/app/arch 

Oldest online log sequence     123 

Next log sequence to archive   124 

Current log sequence           124 

3）归档路径修改成功后，可通过以下方式归档日志，检查指定路径下是否有新的归档

日志生成： 

SQL>alter system switch logfile； 



 

Oracle 备份 

  备份注意事项：备份准备 

登录管理控制台，点击标签栏【数据保护】->【定时备份】选项卡，在操作界面，选择【新

建】-【Oracle】，在向导中填写任务基本信息，备份目的地选择云存储-bucket。 

图- 新建 Oracle D2C 任务-基本信息页面 

点击“下一步”，进入选项页面 

图- 新建 Oracle D2C 任务-选项页面 



点击“下一步”，进入数据源选择页面，选择需要备份的数据源 

图- 新建 Oracle D2C 任务-选择数据源 

点击“下一步”，进入任务计划页面，可创建、编辑、删除、启用/停止任务计划，具体规则

请参考普通定时备份任务计划 

图- 新建 Oracle D2C 任务-任务计划 

点击“下一步”，进入自动恢复策略页面，可设置自动恢复策略  



图- 新建 Oracle D2C 任务-自动恢复策略 

点击“完成”，Oracle D2C 云备份任务创建成功 

图- Oracle D2C 任务创建成功 

Oracle 恢复 

Oracle 支持浏览恢复和高级恢复两种恢复方式。 

1、浏览恢复操作参考文件恢复 

2、Oracle 高级恢复，具体恢复步骤如下： 

登录管理控制台，点击标签栏【数据保护】->【定时备份】选项卡，在操作界面，选择

存在备份时间点的云备份任务，选择“发起”-“高级恢复” 



 

图-选择任务，发起高级恢复 

在浏览恢复页面，选择要恢复的数据源，文件恢复以数据恢复为例 

图- 浏览恢复，选择时间点 



点击“下一步”，进入选择恢复位置页面，可选择恢复至原位置或其它位置 

图- 浏览恢复，选择恢复路径 

点击“下一步”，进入选择恢复策略页面，可选择恢复方式、指定脚本、设置线程数等 

图- 浏览恢复，恢复选项 



点击“完成”，恢复任务成功发起，可在任务监控中看到恢复任务 

图-浏览恢复，任务监控 

3.6 MySQL 备份和恢复 

数据库状态检查（Windows） 

1、确认系统环境变量中包含了 MySQL 的 bin 目录 

在“我的电脑”上右键单击，选择属性，然后选择“高级”，单击“环境变量”，在 Path 变

量中寻找是否包含有 MySQL 安装目录下的 bin 目录； 



 

4. 图 3-1 确认系统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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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有 MySQL 安装目录下的 bin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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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确认要备份的数据库可以正常连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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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show databases；-----查看数据库列表 

use aaa；-----使用 aaa 数据库 

show tables;-----查看当前数据库下的所有表 



 

图-确认数据库可用 

数据库状态检查（Linux） 

1、确认要备份的数据库可以正常连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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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MySQL -uroot -ppas----连接数据库 

show databases；-----查看数据库列表 

use aaa；-----使用 aaa 数据库 

show tables;-----查看当前数据库下的所有表 

2、确认 mysql 安装用户能够通过 netstat 命令查到 mysql 进程端口 

在 MySQL 安装用户下输入命令 netstat -nap|grep mysqld，如果能够查到 mysql 进程

对应端口，则环境正常，如下图： 



 

如果 mysql 安装用户下无法执行 netstat，则需要给其用户该命令权限，方法为在 root 用户

下执行：chmod +s /bin/netstat 

MySQL 备份 

备份注意事项：备份准备 

登录管理控制台，点击标签栏【数据保护】->【定时备份】选项卡，在操作界面，选择

【新建】-【MySQL】，在向导中填写任务基本信息，备份目的地选择云存储-bucket 

图- 新建 MySQL D2C 任务-基本信息页面 

点击“下一步”，进入选项页面 

图- 新建 MySQL D2C 任务-选项页面 



点击“下一步”，进入数据源选择页面，选择需要备份的数据源 

图- 新建 MySQL D2C 任务-选择数据源 

1、点击“下一步”，进入任务计划页面，可创建、编辑、删除、启用/停止任务计划 

图- 新建 MySQL D2C 任务-任务计划 



点击“完成”，MySQL D2C 云备份任务创建成功，如下图所示： 

MySQL 恢复 

浏览恢复操作参考文件恢复。 

 

 

4、附录 

获取更多帮助信息，请电话联系 

销售：400 821 6055 

售后：400 880 1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