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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电信翼备份产品集数据备份、数据容灾等功能于一体，具有完整且强大的备

份功能，可全面保护用户的操作系统、数据库、文件、虚拟机等重要数据，在遭

受数据灾难时，能完整、准确、快速地恢复数据，最大化降低用户的经济损失。 

备份系统不需要改变用户现有网络架构，对网络、用户主机等无特殊要求，

可实现低成本、高保障的在线备份及容灾。其支持 Windows/Linux/Unix 等主流

操作系统，支持 VMware ESX/ESXi、Microsoft Hyper-V，华为等主流虚拟化平

台，并支持 Oracle、Microsoft SQL Server 等主流数据库、支持 AD 等主流应用

的备份以及恢复，具有全面保护、安全可靠、功能强大、简单易管理、维护方便

等产品特色。 

备份软件采用了全局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和元数据分布算法等多种基于自主

研发的国家专利技术，这些专利技术可确保备份数据块在全局范围内仅存储一次，

还可有效地将移动和恢复的数据量缩减 300 倍以上。虚拟全副本技术还可实现每

日完整备份及快速恢复，使“永增量”备份得以实现，并提供了数据多历史版本

功能，可瞬间回退到任一历史版本。 

备份软件支持定时/实时备份功能，并支持本地集中备份、异地容灾及混合

翼备份等多种备份解决方案。 

2. 安装与卸载 

2.1. 软硬件要求 

2.1.1. 管理控制台 

项目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CPU 主频 1GHz 主频 2GHz 及以上 

内存 1GB 2GB 及以上 

磁盘所需剩余空间 50M 100M 及以上（视需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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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Windows 2003 Windows 2003 及以上 

网卡 100M 1000M 及以上 

2.1.2. Windows 客户端 

项目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CPU 主频 1GHz 主频 2GHz 及以上 

内存 1GB 2GB 及以上 

磁盘所需剩余空间 100M 200M 及以上（视需而定）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3 Windows 2003 及以上 

网卡 100M 1000M 及以上 

2.1.3. Linux 客户端 

项目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CPU 主频 1GHz 主频 2GHz 及以上 

内存 1GB 2GB 及以上 

磁盘所需剩余空间 100M 200M 及以上（视需而定） 

操作系统 
CentOS 6.7、RedHat Linux 

Enterprise 6.0 

RedHat Linux Enterprise 6.0

（32/64 bit）及以上 

网卡 100M 1000M 及以上 

2.1.4. AIX 客户端 

项目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CPU POWER5 POWER5 及以上 

内存 1GB 2GB 及以上 

磁盘所需剩余空间 100M 200M 及以上（视需而定） 

操作系统 AIX 5.0 AIX 5.2/AIX 5.3 

网卡 100M 1000M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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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软件下载 

备份软件分为管理控制台安装程序和客户端安装程序。 

管理控制台程序名称为： eCloud-Admin-Ent-v2.8.7.exe 

客户端程序名称为 ：   eCloud-Agent-Ent-v2.8.7.exe 

例： 

 

图 1-软件下载网站 

2.3. 管理控制台安装与卸载 

管理控制台软件目前只能安装在 Windows操作系统下，在网络通畅的情况下，

允许同时打开多个管理控制台。 

2.3.1. 安装 

第一步：请双击运行安装包内的 eCloud-Admin-Ent-v2.8.7.exe 进行管理控

制台的安装，点击浏览可以选择安装目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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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管理控制台安装向导 

第二步：点击安装，管理控制台程序将会自动完成安装，并且在桌面生成快

捷图标 。 

 

图 3 管理控制台登录界面 

2.3.2. 卸载 

请点击开始菜单--程序—翼翼备份--运行 Uninstall即可自动完成卸载，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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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管理控制台卸载向导 

2.4. Windows 客户端安装、启动与停止、卸载 

2.4.1. 安装 

第一步：请双击运行安装包内的 eCloud-Agent-Ent-v2.8.7.exe 进行客户端

的安装。 

第二步：在客户端安装过程中，会提示是否需要安装组件。请根据数据备份

的需求类型，勾选相对应的驱动。 

说明：请根据情况，选择勾选下面驱动（如果对备份需求不确定，建议勾选

所有驱动） 

A．备份的客户端环境含有系统盘的备份需求，如 C 盘、D 盘等，请勾选上

KVM驱动； 

B．备份的客户端环境含有 VMware虚拟化平台的备份需求，请勾选上 VMware

驱动和 KVM驱动； 

C．如果只备份文件或者数据库等，可以不用勾选驱动。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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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客户端选定安装驱动界面 

 

第三步：点击“安装”，稍等片刻，待完成后即可关闭安装界面。 

 

图 6 客户端安装界面 

2.4.2. 启动与停止 

客户端安装完成后，在计算机服务界面上会有一个名为“ExaBackup”的服

务。可通过服务界面对“ExaBackup”客户端服务进行启动、停止或者重启服务

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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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即“启动”该客户端的应用程序（数据备份需要确保“ExaBackup”

服务为“启动”状态才能进行数据备份操作）。 

停止：即“停止”该客户端的应用程序（ExaBackup服务为“停止”状态下，

将不能对该客户端进行数据备份操作）。 

重启动：即“重新启动”该客户端的应用程序。 

如下图所示： 

 

图 7 客户端安装界面 

2.4.3. 卸载 

为防止恶意卸载导致备份客户端不能正常使用，暂不提供卸载程序，如需要

卸载客户端软件，请停止 ExaBackup 服务后，删除安装目录(C:\Program 

Files\xclient)即可。 

第一步：请打开服务，找到 ExaBackup服务，点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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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停止 ExaBackup 服务界面 

 第二步：删除 xclient 客户端目录即可。 

目录路径 C:\Program Files\xclient，如下图所示： 

 

图 9 删除客户端安装目录 

2.5. Linux 客户端安装、启动与停止、卸载 

由于 Linux的分支众多，每个分支下又存在多个版本，请根据 Linux 操作系

统的版本，选择对应的 xclient客户端版本进行安装。 

例：有一台 Linux 服务器安装的操作系统版本为 CentOS 6.4 64bit 

安装客户端软件版本：xclient-v2.8.6.1023-centos-6.4-x86_64.tar.b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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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安装 

以下是 Linux操作系统下 xclient客户端安装过程，请联系贵公司 Linux技

术工程师进行本次操作。 

第一步：将客户端 xclient-v2.8.6.1023-centos-6.4-x86_64.tar.bz2 上传

到 CentOS 操作系统。可通过 WinSCP传输工具（Linux传输工具众多，请自行选

择），输入客户端主机 IP、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将 xclient 客户端安装包

xclient-v2.8.6.1023-centos-6.4-x86_64.tar.bz2 上传到 Linux服务器中。如

下图所示： 

 

图 10 WinSCP 传输界面 

第二步：Linux 客户端安装步骤： 

(1) 请通过 ssh 方式的登录工具（如登录工具 putty），登录 Linux 客户端服

务器（例：192.168.1.122）。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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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ssh远程登录工具 putty 

确认是否已将 xclient 客户端安装包存储到 Linux服务器（192.168.1.122）中 

[root@localhost ~]# ls 

 

图 12 查看 xclient 安装包 

(2) 解压安装包 

[root@localhost~]#tar xf xclient-v2.8.6.1023-centos-6.4-x86_64.tar.bz2 

(3) 进入安装目录 

[root@localhost~]# cd xclient-installer/ 

(4) 执行./install.sh 安装 

[root@localhost xclient-installer]# ./instal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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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启动 xclient 客户端，即可 

[root@localhost xclient-installer]# /etc/init.d/xclient start 

2.5.2. 启动与停止 

客户端程序在 Linux 操作系统下完成安装后，客户端会有一个名为 xclient

的服务，我们可通过 xclient对客户端应用程序进行“启动”与“停止”操作。 

启动 xclient客户端，请执行以下命令： 

[root@localhost]# /etc/init.d/xclient start 

停止 xclient客户端，请执行以下命令： 

[root@localhost]# /etc/init.d/xclient stop 

2.5.3. 卸载 

卸载客户端，请先停止 xclient服务后，再进行客户端删除操作（请联系贵

公司 Linux 技术工程师进行操作）。 

第一步：停止 xclient 客户端服务，请执行以下命令： 

[root@localhost]# /etc/init.d/xclient stop 

第二步：删除安装目录和服务，请执行以下命令： 

[root@localhost]# rm –rf /etc/xclient 

[root@localhost]# rm –rf /etc/init.d/xclient 

3. 管理控制台使用说明 

3.1. 登录管理控制台 

管理控制台是一个统一的操作和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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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登录界面 

3.2. 创建备份任务 

第一步：选中在计算机列表栏中，选中您需要进行备份的计算机客户端； 

 

图 14 选择计算机 

第二步：在库选项卡，点击创建备份任务，备份软件提供普通文件备份，镜

像文件备份，Oracle 数据库备份以及服务快照备份（服务快照包含 SQL 数据库

服务、Active Directory 服务、Exchange 邮件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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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备份向导 

第三步：本次已创建普通文件作为演示，先在文件备份向导名称栏中填写

备份名称（支持中文输入）； 

 

图 16 文件备份向导 

第四步：点击名称栏后  按钮，将会列出当前计算机磁盘上所有的文件，

此时请选择需要备份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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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远程浏览文件向导 

第五步：用户可以进行压缩，备份当前快照（即热备份，例如用户当前文档

正在编辑用户无需关闭文档即可备份当前时间点的文件），保留版本设置等设置，

勾选立即执行，确定即可完成。 

保留版本数： 如勾选保留版本数设置，用户自行设置需要保留的版本数（最

少为一个版本），如不勾选则为无限制历史版本数。 

备份任务创建完成之后将会在备份任务栏显示。 

 

图 18 库选项卡 

3.3. 创建计划任务 

根据 3.2.创建备份任务介绍重复 1-4 步； 

第五步：选中“计划”，再点击  ，将会弹出计划向导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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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计划向导 

第六步：选择开始时间，点击 可以进入图形选择界面； 

 

图 20 时间选择界面 

第七步：选择结束时间，如果没有结束时间，勾选无结束时间即可； 

 

图 21 选择结束时间 

第八步：选择重复周期，翼备份管理界面提供分、时、天、周、月以及不重

复六种选择，确定重复时间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 

3.4. 修改备份任务 

第一步：选中在计算机列表栏中，选中您需要进行备份的计算机客户端； 



翼备份产品使用手册 

 

图 22 选择计算机 

第二步：选中需要修改的备份任务，右击选择修改或者点击备份栏上的修改

按钮，即可对于原有的备份任务进行修改； 

 

图 23 选择备份任务 

3.5. 删除备份任务 

第一步：选中在计算机列表栏中，选中您需要删除备份任务的计算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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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选择计算机 

第二步：选中需要删除的备份任务，右击选择删除或者点击备份栏上的删除

按钮，即可对于原有的备份任务进行删除； 

 

图 25 选择备份任务 

3.6. 删除历史备份文件 

选择需要删除备份文件的计算机，在“库”中找到需要删除的具体文件，删

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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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库界面 

3.7. 带宽限制设置 

登录管理控制台，点击 选择下拉菜单的全局设定在带宽限制中即可进行

设置。 

 

图 27 全局设置向导 

上行带宽：指的是备份网络带宽 

下行带宽：指的是恢复网络带宽 

3.8. 日志选项设置 

登录控制台，点击 选择下拉菜单中的全局设定，在日志选项中即可进行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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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全局设置向导 

日志级别：日志级别越高日志信息记录的越详细 

日志大小：设置日志文件的大小 

日志循环：设置保留多少个日志版本 

3.9. 修改登录密码 

登录控制台，点击 选择下拉菜单中“安全”—“修改密码”，即可对登录

密码进行修改； 

 

图 29 登录密码修改界面 

3.10. 设置恢复密码 

登录控制台，点击 选择下拉菜单中“安全”—“设置恢复密码”，即可设

置恢复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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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恢复密码设置界面 

3.11. 设置邮件通知功能 

3.11.1. 设置步骤 

第一步：打开“管理控制台”，点击“管理控制台界面”右上角设置 按钮，

点击“通知”； 

 

图 31-管理控制台设置选项 

第二步：打开“邮件”功能后，填写相关发件人信息、 SMTP 服务器、发件

人身份验证、发送内容和收件人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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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邮件功能设置界面 

3.11.2. 邮件测试 

第一步：创建测试备份任务（如何创建备份，请按照第四章进行操作）； 

 

图 33 文件备份测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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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运行上面步骤所创建的任务“Mail notification”任务； 

 

图 34 文件备份测试结果 

第三步：备份任务完成后，收件人邮箱立即收到备份通知； 

 

图 35收件人邮件通知 

第四步：打开查看邮件通知内容。 

 

图 36 接收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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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邮件通知功能活动一览表 

 

图 38 邮件通知功能备份细节表 

3.11.3. 禁用邮件通知功能 

第一步：打开“邮件”设置界面，将“事件”栏目的备份、恢复和删除三项

选勾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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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禁用通知功能 

第二步：提示是否确定要禁用通知功能，点击“是”即可； 

 

图 40 是否禁用邮件通知功能 

4. 备份与恢复功能 

4.1. 普通文件备份与恢复 

普通文件泛指计算机硬盘为载体存储在计算机上的信息集合，例如文本

文档、图片、程序等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21352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352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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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备份指导 

第一步: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备份的计算机，在“备份”选项卡中，点

击“创建备份”，再弹出的备份向导选择“普通文件”； 

 

图 41 备份向导  

第二步: 在“文件备份”向导 “名称”栏中，填写备份文件名； 

 

图 42 文件备份向导 

第三步：点击名称栏后  按钮, 将会列出您当前计算机磁盘上所有的文

件,此时请选择你需要备份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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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远程文件浏览向导 

第四步:用户可对文件进行压缩，备份当前快照（即热备份，例如用户当前

文档正在编辑用户无需关闭文档即可备份当前时间点的文件），保留版本数进行

设置。 

保留版本数： 如勾选保留版本数设置，用户自行设置需要保留的版本数（最

少为一个版本），如不勾选则为无限制历史版本数。 

第五步：如需立即执行选中“立即开始”，再点击“确定”即可；如需制定

计划，选中“计划”，再点击  ，将会弹出计划向导界面 如下图，设

定好计划任务后，点击确定即可。 

 

图 44 计划向导 

4.1.2. 推荐备份策略 

为了更好的保护用户普通文件的数据安全，我们推荐最佳备份策略，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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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策略如下： 

对于普通文件，翼备份软件第一次备份会自动进行完全备份，之后自动为增

量备份。对普通文件备份，建议中午或者晚上进行备份。 

4.1.3. 恢复指导 

第一步: 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恢复的计算机，在"库"选项卡中将会显

示出此计算机之前备份的文件；  

 

图 45 库选项卡 

第二步：勾选您需要还原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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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选择需要恢复的文件 

第三步：如果此文件有多个备份历史版本，请选中此文件右击选择“显示所

有版本”，在版本对话框中选择您需要还原的版本； 

 

图 47 版本选择 

第四步：选择好版本后，点击“恢复”按钮进行恢复即可； 

选择恢复到原始路径即指恢复文件备份时的原始路径（如果原文件存在，将

会对原文件进行覆盖），选择目标用户可以恢复到任意指定的位置，此时若勾选

消除相同的路径将会将之前的备份路径删除；若不勾选将会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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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恢复向导 

4.2. 磁盘镜像备份与恢复 

4.2.1. 备份指导 

第一步: 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备份的计算机，点击 "备份"-"创建备份

"-在弹出的备份向导选择"系统备份"—确定； 

 

图 49 备份向导 

第二步: 在弹出的"磁盘备份"向导"名称''栏中，填写备份名称； 

 

图 50 磁盘备份向导 

第三步:勾选系统所在的盘符，如系统安装在 C 盘即勾选 C 盘； 

第四步：用户可对镜像文件进行压缩设置；保留版本数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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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版本数： 如勾选保留版本数设置，用户自行设置需要保留的版本数（最

少为一个版本），如不勾选则为无限制历史版本数。 

第五步：如需立即执行选中“立即开始”，再点击“确定”即可； 如需制定

计划，选中“计划”，再点击  ，设定计划任务后，点击确定即可，如

下图： 

 

图 51 计划向导 

4.2.2. 推荐备份策略 

为了更好的保护您磁盘镜像的数据安全，我们推荐最佳备份策略，请操作人

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策略如下： 

对于磁盘镜像，翼备份软件第一次备份会自动进行完全备份，之后自动为增

量备份，建议对磁盘镜像备份时选择在当前计算机空闲时进行。 

4.2.3. 恢复指导 

第一步: 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恢复的计算机，在"库"选项卡中将会显

示出此计算机之前备份的文件，此时勾选‘磁盘镜像’，如果此镜像有多个备份

历史版本，请选中此镜像右击选择“显示所有版本”，在版本对话框中选择您需

要还原的版本，点击进行“恢复”按钮进行恢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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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库选项卡 

第二步：由于磁盘镜像备份文件格式为 VMDK，所以请选择恢复到其他路径； 

第三步：找到恢复后的 VMDK 文件，通过虚拟机进行手动加载，以下主要介

绍使用虚拟机加载 VMDK 镜像文件的重要几个步骤； 

第四步：打开 Vmware Workstation，新建虚拟机，选择自定义； 

 

图 53 创建虚拟机 

第五步：选择创建一个虚拟空白硬盘； 

 

图 54 选择创建一个虚拟空白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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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选择虚拟机系统类型； 

 

图 55 虚拟机系统类型 

第六步：选择使用已存在的虚拟磁盘； 

 

图 56 选择已经存在的虚拟磁盘 

第七步：加载第二步恢复出来的 VMDK 文件，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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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选择 VMDK 文件进行加载  

第八步：点击完成即可使用虚拟机进行 VMDK 文件加载，镜像文件即可正常

启动； 

 

图 58 启动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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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Oracle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 

4.3.1. 注意事项 

由于 Oracle 数据库相对复杂，为了保证您数据库的安全，建议让懂 RMAN

知识的技术人员进行进行备份和恢复操作； 

采用 Oracle数据库方式备份，无论 Window 还是 Linux平台，在备份前请先

确保 Oracle 数据库已经设置为自动归档模式。 

自动归档模式设置方法如下： 

C:\>sqlplus / as sysdba 

SQL> shutdown immediate; 

SQL> startup mount; 

SQL> alter database archivelog;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SQL> archive log list; 

SQL> exit; 

 

4.3.2. Windows 备份指导 

第一步: 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备份的计算机，点击 "备份"-"创建备份

"-在弹出的备份向导选择"Oracle 数据库"--确定； 

 

图 59 备份向导 

第二步：在弹出的"Oracle 备份"向导备份名称栏中，填写备份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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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要备份的数据库”选择需要备份的实例； 

第四步：目录快修改跟踪（BCT）文件和闪回恢复区默认会自动跟踪路径，

一般情况下识别不来就不需要手动“浏览“设置，如果没有跟踪到可通过“浏览”

自行选择对应的路径； 

 

图 60 Oracle 备份向导 

第五步:用户可对文件进行压缩，保留版本数进行设置； 

保留版本数： 如勾选保留版本数设置，用户自行设置需要保留的版本数（最

少为一个版本），如不勾选则为无限制历史版本数。 

第六步：如需立即执行选中“立即开始”，再点击“确定”即可； 如需制定

计划，选中“计划”，再点击  ，设定计划任务后，点击确定即可； 

    

图 61 计划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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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Linux 备份指导 

4.3.3.1. 备份前准备工作 

第一步：查看是否开启归档模式，如果没开启则需要开启一下（注意：在开

启归档模式需要重启 oracle数据库一次）； 

#su – oracle 

#sqlplus / as sysdba  

#sql>archive log list; （查看否为自动归档模式） 

如果没有非自动归档模式，请根据第四章 4.3.1开启自动日志归档模式。 

 

第二步：修改客户端目录和执行脚本所属用户和组（请在 root用户下进行操

作）； 

#chmod –R +755 /etc/xclient /usr/bin/xcient /etc/init.d/xclient 

#chown –R oracle:oinstall /etc/xclient /usr/bin/xclient 

/etc/init.d/xclient 

 

第三步：编辑/etc/oracle 并修改（格式  实例：路径：Y   将 N改为 Y）； 

#vi /etc/oratab 

#ORCL:/u01/app/oracleproduct/10.2.0/db_1:Y 

 

第四步：在 root 用户停掉 xclient 服务，再登陆 oracle 用户，在 oracle

用户下启动服务； 

#/etc/init.d/xclient stop 

$su – oracle 

$/etc/init.d/xclient start 

4.3.3.2. 设置 Oracle 数据库备份任务 

第一步：打开“管理控制台”，在界面左侧方的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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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计算机，点击 "备份"-"创建备份"-在弹出的备份向导选择"Oracle 数据库

"--确定； 

 

图 62备份向导 

第二步：在弹出的“备份向导“界面选择"Oracle 备份； 

第三步：在“Oracle 备份“备份任务界面上填写”备份名称“，在“要备份

的数据库”选择需要备份的实例； 

第四步：其中，“目录快修改跟踪（BCT）文件“和”闪回恢复区“默认会自

动跟踪路径。一般情况不需要手动设置，如果没有自动跟踪路径，可自行通过“浏

览”选择对应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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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Oracle 备份向导 

第五步:用户可对文件进行压缩，保留版本数进行设置； 

保留版本数： 如勾选保留版本数设置，用户自行设置需要保留的版本数（最

少为一个版本），如不勾选则为无限制历史版本数。 

第六步：如需立即执行选中“立即开始”，再点击“确定”即可； 如需制

定计划，选中“计划”，再点击  ，设定计划任务后，点击确定即可，

如下图； 

    

图 64 计划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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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推荐备份策略 

为了更好的保护您 Oracle 数据库的安全，我们推荐最佳备份策略，请操作

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策略如下： 

对于数据库，翼备份软件第一次备份会自动进行完全备份，之后自动为增量

备份，建议对数据库备份选择在晚上进行备份。 

 备份之前可运行 dbcc 检查数据库的一致性，确保备份的正确性。 

4.3.5. 恢复指导 

Windows 平台和 Linux 平台的 Oracle 数据库恢复原理一样，下面例子在

Windows 平台进行恢复操作，请根据环境相应地方修改。 

恢复到原始路径： 

第一步：关闭 Oracle 数据库，命令提示符下，运行下列命令； 

   C:\>rman target / 

   RMAN> shutdown immediate; 

第二步：删除或重命名闪回恢复区的数据库目录，闪回恢复区在[备份指导]

第五步备份时如果密码验证通过会自动显示。闪回恢复区一般位于以下目录，将

TestDB 目录重命名或删除； 

   C:\oracle\product\10.1.0\flash_recovery_area\ 

   接着找到原始数据库 TestDB 所在位置，将其重命名或删除，一般位于 

   C:\oracle\product\10.1.0\oradata 

   创建空的数据库目录，比如（替换 TestDB 为你的数据库名） 

   C:\oracle\product\10.1.0\oradata\TestDB 

第三步：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恢复的计算机，在"库"选项卡中将会显

示出此计算机之前备份的文件，选择你之前备份的 Oracle 数据文件以及文件版

本，点击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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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库选项卡 

第四步：选择将备份的数据文件恢复到原始位置； 

 

图 66 恢复向导 

第五步：开始采用 RMAN 进行快速恢复； 

   在命令行下依次输入以下命令 

   C:\>rman target / 

   RMAN> startup nomount; 

   RMAN> restore controlfile from autobackup; 

   RMAN> alter database mount; 

   RMAN> restore database; 

   RMAN> recover database; 

   RMAN> alter database open reset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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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快照服务备份与恢复 

4.4.1. SQL Server 备份与恢复 

SQL Server 是一个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它采用图形化用户界面，使系统

管理和数据库管理更加直观、简单；同时具有丰富的编程接口工具，为用户进行

程序设计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4.4.1.1. 注意事项 

备份 SQL Server 服务时，请先确保当前计算机 SQL Server 服务已启动。 

4.4.1.2. 备份指导 

    第一步: 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备份的计算机，点击 "备份"-"创建备份

"-在弹出的备份向导选择"快照服务"--确定； 

      

图 67 备份向导  

第二步: 在"快照备份"向导"名称''栏中，填写备份文件名称， 在“应用”选

项中选择 “ Microsoft SQL Server”； 

如果是使用默认的数据库即勾选 “master”“Model” “msdb”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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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选择 Microsoft SQL Server 服务 

 如果是备份自己创建的数据库，即勾选自己创建的数据名称进行备份即可； 

 

图 69 选择数据库名称 

第三步: 用户可以进行压缩，截断日志操作，保留版本数设置； 

截断日志 : 如果勾选将会清空备份点之前的数据库日志 

保留版本数： 如勾选保留版本数设置，用户自行设置需要保留的版本数（最

少为一个版本），如不勾选则为无限制历史版本数。 

第四步：如需立即执行选中“立即开始”，再点击“确定”即可； 如需制定

计划，选中“计划”，再点击  ，设定计划任务后，点击确定即可，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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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 计划任务 

4.4.1.3. 推荐备份策略 

为了更好的保护您 SQL server 数据库的安全，我们推荐最佳备份策略，请

操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策略如下： 

对于数据库，翼备份软件第一次备份会自动进行完全备份，之后自动为增量

备份，建议对 SQL server 数据库备份选择在服务器空间的时候进行。 

4.4.1.4. 恢复指导 

注明：SQL 进行恢复时，需要停止 SQL Server 和 SQL Server Fulltext Search 服

务 

第一步：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恢复的计算机，在"库"选项卡中将会显

示出此计算机之前备份的文件，选择你之前备份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r 数据文

件以及文件版本（如果是默认数据库即勾选“master”“Model” “msdb”，如

果是自己创建的数据勾选数据库名称即可），点击恢复； 



翼备份产品使用手册 

 

图 71 库选项卡 

第二步：选择您需要恢复到的位置进行恢复； 

 

图 72 恢复向导 

4.4.2. Active Directory 备份与恢复  

AD(active directory)活动目录，动态的建立整个域模式网络中的对象的数据库

或索引，协议为 LDAP，安装了 AD 的服务器称为 DC 域控制器，存储整个域的对

象的信息并周期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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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 备份指导 

第一步: 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备份的域服务器，点击 "备份"-"创建

备份"-在弹出的备份向导选择"快照服务"--确定； 

 

图 73 备份向导  

第二步: 在"快照备份"向导"名称''栏中，填写备份文件名称， 在“应用”

选项中选择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并勾选 “ntds”； 

 

图 74 快照备份向导 

第三步: 用户可以进行压缩，截断日志操作，保留版本数设置； 

截断日志 : 如果勾选将会清空备份点之前的数据库日志 

保留版本数： 如勾选保留版本数设置，用户自行设置需要保留的版本数（最

少为一个版本），如不勾选则为无限制历史版本数。 

第四步：如需立即执行选中“立即开始”，再点击“确定”即可；如制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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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选中“计划”，再点击  ，设定计划任务后，点击确定即可，如下

图： 

 

图 75 计划任务 

4.4.2.2. 推荐备份策略 

为了更好的保护您 Active Directory数据的安全，我们推荐最佳备份策略，

请操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策略如下： 

对于 Active Directory，翼备份软件第一次备份会自动进行完全备份，之后

自动为增量备份，建议对 Active Directory 选择在晚上进行，此时服务器相对

空间。 

4.4.2.3. 恢复指导 

第一步：重启需要当前需要恢复的域控服务器，在高级模式下，选择进入目

录服务还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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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选择模式 

第二步：在主控制台计算机列表中选中域服务器，在"库"选项卡中将会显示

出此计算机之前备份的文件，选择你之前备份的域目录数据文件以及文件版本，

点击恢复； 

 

图 77 选择恢复文件 

第三步：域目录文件一般选择恢复到原路径即可； 

 

图 78 恢复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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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恢复完成后重启服务器即可； 

4.4.3. Exchange 备份与恢复 

4.4.3.1. 注意事项 

备份 Microsoft Exchange 前，请您先确保您的 Exchange 服务器的 Microsoft 

Exchange 服务已经启动。 

4.4.3.2. 备份指导 

第一步: 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备份的 Exchange 邮件服务器，点击 "备

份"-"创建备份"-在弹出的备份向导选择"快照服务"--确定； 

 

图 79 备份向导  

第二步: 在"快照备份"向导"名称''栏中，填写备份文件名称， 在“应用”

选项中选择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并勾选 “相关组件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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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 选择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第三步: 用户可以进行压缩，截断日志操作，保留版本数设置； 

保留版本数： 如勾选保留版本数设置，用户自行设置需要保留的版本数（最

少为一个版本），如不勾选则为无限制历史版本数。 

第四步：如需立即执行选中“立即开始”，再点击“确定”即可； 

如制定计划，选中“计划”，再点击  ，设定计划任务后，点击确

定即可； 

 

图 81 计划任务 

4.4.3.3. 推荐备份策略 

为了更好的保护您 Exchange 数据的安全，我们推荐最佳备份策略，请操作人

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策略如下： 

对于 Exchange，翼备份软件第一次备份会自动进行完全备份，之后自动为增

量备份，建议对 Exchange 选择在晚上进行，此时服务器相对空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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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4. 恢复指导 

第一步：打开 Exchange 系统管理器，找到服务器选项—将存储组中的公用

文件夹存储和邮箱存储组均卸载存储； 

第二步：停止 Microsoft Exchange Information Store 服务； 

第三步：在主控制台计算机列表中选择 Exchange 邮件服务器，在"库"选项卡

中将会显示出此计算机之前备份的文件，选择你之前备份的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以及文件版本，点击恢复； 

 

图 82 恢复向导 

第四步：将 Microsoft Exchange Information Store 服务器启动，再次打开

Exchange 系统管理器，找到服务器选项—将存储组中的公用文件夹存储和邮箱

存储组进行装入存储操作； 

4.5. Sybase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 

Sybase 是一种关系型数据库系统，是一种典型的 UNIX或 WindowsNT 平台上

客户机/服务器环境下的大型数据库系统。 Sybase 提供了一套应用程序编程接

口和库，可以与非 Sybase 数据源及服务器集成，允许在多个数据库之间复制数

据，适于创建多层应用。系统具有完备的触发器、存储过程、规则以及完整性定

义，支持优化查询，具有较好的数据安全性。Sybase通常与 SybaseSQLAnywhere

用于客户机/服务器环境，前者作为服务器数据库，后者为客户机数据库，采用

该公司研制的 PowerBuilder 为开发工具，在我国大中型系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78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2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2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8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7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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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注意事项 

备份 Sybase 数据库前，请先确保 Sybase BCKserver，Sybase MONserver，

Sybase SQLserver 已经正常启动。 

4.5.2. 备份指导 

第一步: 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备份的计算机，点击 "备份"-"创建备份

"-在弹出的备份向导选择"sybase 数据库"--确定； 

      

图 83 备份向导  

第二步: 在"sybase 数据库“备份向导"名称''栏中，填写备份任务名称， 在

“数据库”选项中选择需要备份的“sybase 数据库’服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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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Sybase 备份选项卡 

第三步: 在"sybase 数据库“ 帐号 密码输入进行省份验证，验证通过之后，

将会自动列出 sybase 数据库 下面的 数据库实例； 

 

图 85 Sybase 选择数据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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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设备备份数据导出路径； 

第五步: 用户可以进行压缩，截断日志操作，保留版本数设置； 

截断日志 : 如果勾选将会清空备份点之前的数据库日志 

保留版本数： 如勾选保留版本数设置，用户自行设置需要保留的版本数（最

少为一个版本），如不勾选则为无限制历史版本数。 

第六步：如需立即执行选中“立即开始”，再点击“确定”即可； 如需制定

计划，选中“计划”，再点击  ，设定计划任务后，点击确定即可，如

下图； 

 

图 86 计划任务 

4.5.3. 恢复指导 

第一步：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恢复的计算机，在"库"选项卡中将会显

示出此计算机之前备份的文件，选择你之前备份的 Syabse 数据文件以及文件版

本，点击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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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恢复选项卡 

第二步：选择将备份的数据文件恢复的位置； 

 

图 88 恢复向导 

第三步: 在恢复目标主机， 运行 CMD 登录 sybase 数据库； 

isql -Usa -Ppassword –Sservername 

-U 数据库管理员帐号 

-P 数据库管理员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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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ervername 数据库名称 （如果还原到本机，可以省略）  

 

图 89 命令界面 

第四步： 登录后，输入以下命令，进行恢复，如下图； 

load database DB_NAME from "path to databast"  

online database DB_NAME 

DB_NAME 数据库名称 

path to databast 数据库存放路径 

 

图 90 命令界面 

online database DB_NAME  *  

DB_NAME 数据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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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命令界面 

4.6. DB2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 

DB2 是 IBM 出口的一系列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分别在不同的操作系统

平台上服务。虽然 DB2 产品是基于 UNIX 的系统和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在基

于 UNIX系统和微软在 windows系统下的 Access方面，DB2追寻了 ORACLE

的数据库产品。 

4.6.1. 备份指导 

第一步: 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备份的计算机，点击 "备份"-"创建备份

"-在弹出的备份向导选择"DB2 数据库"--确定； 

 

图 92 备份向导 

第二步: 在"DB2 数据库备份"向导"名称''栏中，填写备份文件名称，ExaBackup

备份软件会自动读取 DB2 数据库下的数据库实例，选择需要备份的数据库实例

“SAMPLE”，勾选在线备份即可；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88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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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选择备份数据库 

第三步: 用户可以进行压缩，保留版本数设置； 

截断日志 : 如果勾选将会清空备份点之前的数据库日志 

保留版本数：如勾选保留版本数设置，用户自行设置需要保留的版本数（最

少为一个版本），如不勾选则为无限制历史版本数。 

第四步：如需立即执行选中“立即开始”，再点击“确定”即可； 如需制定

计划，选中“计划”，再点击  ，设定计划任务后，点击确定即可； 

 

图 94 恢复向导 

4.6.2. 恢复指导 

第一步：在需要恢复的计算机新建一个空目录，比如 D:\rescue 

第二步：在需要恢复的计算机新建一个日志目录，比如 D:\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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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恢复的计算机，在"库"选项卡中将会显

示出此计算机之前备份的文件，选择你之前备份的 DB2 数据文件以及文件版本,

点击恢复； 

 

图 95 恢复选项卡 

第四步：选择您需要恢复到刚刚新建的文件夹位置(D:\rescue)进行恢复； 

 

图 96 恢复向导 

第五步: 运行以下命令开始恢复，假如数据库名叫 SAMPLE，以下命令会先

删除 SAMPLE 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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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2 terminate 

db2 drop database SAMPLE 

db2 restore database SAMPLE from d:\Rescue logtarget d:\logs 

第六步: 运行以下命令,回滚日志完成恢复； 

db2 rollforward database SAMPLE to end of logs and complete 

overflow log path (d:\logs) 

恢复完成后,使用数据库文件检查命令, db2ckbkp –h 进行检查 

4.7. Lotus Domino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 

4.7.1. 备份指导 

第一步: 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备份的计算机，点击 “备份”—“创建

备份”—在弹出的备份向导选择“Lotus Domino Server”--确定； 

 

图 97 备份向导 

第二步: 在“Lotus Domino”数据库“备份向导”名称栏中，填写备份文件

名称，翼备份软件会自动读取 Lotus Domino 数据库下的数据库文件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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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选择备份数据库 

第三步: 用户可以进行压缩，保留版本数设置； 

全部 Lotus Domino: 如果勾选将会清空备份点之前的数据库日志 

核心文件：只备份核心文件 

事务日志：只备份事务日志 

保留版本数：如勾选保留版本数设置，用户自行设置需要保留的版本数（最

少为一个版本），如不勾选则为无限制历史版本数。 

第四步：如需立即执行选中“立即开始”，再点击“确定”即可； 如需制定

计划，选中“计划”，再点击  ，设定计划任务后，点击确定即可； 

 

图 99 计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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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恢复指导 

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恢复的计算机，在"库"选项卡中将会显示出此计

算机之前备份的文件，选择你之前备份的 Lotus Domino Server 数据文件以及文

件版本点击恢复。 

4.8. MySQL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 

4.8.1. 备份指导 

注意：Mysql 数据库在 Window、Linux 平台上的备份方式都是通过“定制备

份”进行数据备份保护。 

第一步: 打开“管理控制台”，在界面左侧方的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备

份的计算机，点击“备份”-“创建备份”，在弹出的备份向导选择“定制备份”； 

 

图 100 备份向导 

第二步: 在"定制备份"向导中，填写备份任务“名称”、“保留版本数”和“计

划”； 

第三步：“备份前脚本”； 

Linux 平台： 

Mysqldump –uroot -pdd@123 testdb > /home/zhongwen/testdb.sql 

Window 平台： 

“ D:\Mysql\bin\mysqldump.exe ”  –uroot -pdd@123 testdb > D ：

\Mysql_data\testdb.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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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 

 

图 101 备份前脚本 

“备份前脚本”命令说明： 

Mysql 数据库备份前脚本格式： 

mysqldump –u 用户 –p 密码 数据库实例名 > 导出数据库.sql 

其中，下面以 Window 平台为例子： 

 1.）mysqldump 命令建议使用绝对路径，绝对路径加上“”符号，如果 mysql

数据库运行在 Window 平台，假如安装在 D:\Mysql\目录下 

那么书写如：   “D:\Mysql\bin\Mysqldump.exe” 

 2.）-u 参数后接着用户的账号，如果用户账号是 root 

那么书写如： -uroot 

3.）-p 参数后接着用户的密码，如果用户密码为 dd@123 

那么书写如： -pdd@123 

4．）“数据库实例名”是指需要备份的数据库，如果备份的数据库名为 testdb 

那么书写如： testdb 

 5．）“导出数据库”是指将数据库导出到一个地方，文件名后缀.sql，如果在

window 平台，需要将数据库导出到 D:\Mysql_data 目录下 

那么书写如： D:\Mysql_data\testdb.sql 

综合上面描述的 5 点，以 Window 平台为例子，完整写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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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Mysql\bin\Mysqldump.exe ”  –uroot -pdd@123 testdb > 

D:\Mysql_data\testdb.sql 

第四步: “备份内容”； 

在"定制备份"向导"备份内容 ''栏中，选择通过备份脚本导入到备份内容，

如下图： 

 

图 102 备份内容 

第五步: “备份后脚本”； 

在"定制备份"向导"备份后脚本 ''栏中，选择通过备份后脚本删除备份内

容。 

Window 平台 

格式：del /S /Q 导出绝对路径 

如：del /S /Q D:\Mysql_data\testdb.sql 

Linux 平台 

格式：rm –rf 导出绝对路径 

如：rm –rf /mysql_data/testdb.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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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备份后脚本 

4.8.2. 恢复指导 

第一步：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恢复的计算机，在"库"选项卡中将会显

示出此计算机之前备份的文件，选择你之前备份的 MySQL 数据文件以及文件版

本点击恢复； 

 

图 104 恢复向导 

第二步：选择您需要恢复到目标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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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恢复目的 

第三步: 在恢复目标主机， 运行 cmd 登录 MySQL 数据库进行恢复即可； 

mysql -u root -pdd@123 < testdb.sql 

-u mysql数据库账号 

-p mysql数据库密码 

< testdb.sql 备份软件存储位置 

4.9. vSphere 备份与恢复 

4.9.1. 备份指导 

第一步: 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备份的计算机，点击 "备份"-"创建备

份"-在弹出的备份向导选择"vSphere备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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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备份向导 

第二步: 在"VSpherr 备份"向导"名称''栏中，填写备份文件名称， 然后在“服

务器”填写 VSphere 物理服务器 IP 地址以及管理员和密码,再点击连接； 

 

图 107 vSphere 备份选项 

第三步: 在连接后的 vSphere选项框中，选择你需要进行备份的虚拟机，此

时可以进行单选或者多选以及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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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vSphere 备份选项 

第四步: 在连接后的 vSphere选项框中，选择你需要进行备份的虚拟机，此

时可以进行单选或者多选以及全选，再点击“确定”即可； 

 

图 109 vSphere 备份选项 

第五步:开始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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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vSphere 备份进度 

4.9.2. 恢复指导 

第一步：在计算机列表中选中您需要恢复的计算机，在"库"选项卡中将会显

示出此计算机之前备份的文件，选择你之前备份的 vSphere数据文件以及文件版

本点击恢复； 

 

图 111 恢复向导 

第二步：选择你需要恢复到的 vSphere 虚拟化平台主机，然后输入 v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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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平台主机 IP 地址以及管理员账号和密码，进行验证； 

 

图 112 恢复选项  

第三步：登录成功后，将会开始进行数据恢复； 

 

图 4-9-8 恢复选项 

第四步：VSphere 虚拟化主机正常恢复，并正常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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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vSphere 恢复效验 

5. 常见问题 

1) 如何修改登录密码？ 

答：打开主控制台管理界面，点击 按钮，选择“安全”—“修改登录密

码“进行登录密码修改。 

 

2) 忘记登录密码该怎么办？ 

答：如果忘记登录密码，请联系技术人员重置登录密码。 

 

3) 如何备份桌面文件？ 

答：在文件备份向导中选择“用户的文件”—“登录用户名称”—“Desktop”

即可对用户的桌面文件进行备份。 

 

4) 为什么管理控制台无法显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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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第一：请先确认 7788 端口是否被屏蔽； 

第二：如果客户端与管理控制台不在同一子网内，请在管理控制台手动添加

此客户端计算机 IP 地址。 

 

5) 备份速度快吗？ 

答：备份的速度取决于备份环境的带宽和网络状况，例如：2M的 ADSL 用户，

理论上每天可以备份 3.5G 数据，恢复 21G 数据。另外，翼备份系统采用了基于

源端的块级别全局重复删除专利技术，相同数据块仅备份一次，可大大加快备份

速度。  

 

6) 恢复时，如何选择不同历史版本？ 

答：在恢复向导里面，右键点击需要恢复的文件，会弹出版本选择框。 

 

7) 请问可以将 A计算机备份文件恢复到 B 计算机上吗？ 

答：翼备份软件采用硬件锁机制对备份文件进行安全保护，故无法将 A计算

机备份文件恢复至 B 计算机上，通常情况下只能恢复到本机。 

 

8) 为什么当前已安装了 MS SQL Server 数据库，但是在主控制台仍然无法显示

SQL Server VSS Writer 应用服务？ 

答：请确认当前计算机 SQL Server VSS Writer 服务是否已经启动。 

 

9) 无法恢复 SQL Server 数据库？ 

答：请先确认您在恢复的时候，是否选中了源路径？ 如果您是恢复到源路

径，请您确认要恢复的数据库相对应的数据库实例服务已经停止。 

 

10) 为什么无法备份 Oracle 数据库？ 

答：请您先确认 Oracle数据库是否设置为归档模式。 

 

11) 恢复不了活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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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请先确认您在恢复的时候，是否选中了源路径？ 如果您是恢复到源路

径，请查阅产品操作手册 Active Directory 备份与恢复章节，活动目录的恢复

只能通过进入非活动目录服务的形式进行恢复。 

  

12) 恢复不了 Exchange？ 

答：请先确认您在恢复的时候，是否选中了源路径？ 如果您是恢复到源路

径，Exchange 的恢复需要特别处理， 请查阅产品操作手册。 

  

13) 多次备份 SQL Server、Exchange,、活动目录失败？ 

答：请先检查快照服务是否正常工作。在安装 agent的计算机，以管理员权

限打开命令行，输入 vssadmin list writers，按回车。检查相应的服务是否正

常工作。 

 

14) 创建翼备份任务后，无法立即显示？ 

答：翼备份客户端与云端后台需要进行同步，如果无法立即显示和您当前的

网络有一定关系，可以稍等一会或重新打开管理控制台即可。 

 

15) 在文件备份时已经勾选“备份前打快照”，打快照仍然失败？ 

答：请您检查一下备份计算机的磁盘格式，至少有 1个磁盘分区为 NTFS，如

果所有磁盘分区均为 FAT32 将会出现打快照失败的情况。 

6. 技术支持 

如果您遇到技术问题或者对产品有任何疑问，请您先参考产品操作手册，如

还未解决，请您与客户经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