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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容灾简介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医院等单位，越来越多的关键业务系统上线，对信

息系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当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灾害发生时，如何保证业务数据的完整性，以

及业务的连续性，对各单位来说至关重要。 

容灾，又称灾难恢复（Disaster Recovery），指将信息系统从灾难（火灾、洪水、地震、或人为破

坏等）造成的故障或瘫痪状态，恢复到可正常运行的状态，并将其支撑的业务功能，从不正常状态，

恢复到可接受状态。容灾系统（Disaster Recovery System）的建设，一般在相隔较远的异地，建

立两套或多套功能相同的业务系统，这些系统间，可进行状态监控及业务切换，当一处系统因人为

或自然原因，造成严重故障或瘫痪，支持的业务功能不能正常运行时，整个业务系统可以切换到另

一处，使得业务功能可以继续正常工作。 

1.1  容灾系统关键性能指标 

容灾系统的建设目标，是保证灾难发生时，业务不中断，数据不丢失。针对这两个目标，衡量容灾

系统的关键指标有 RPO 和 RTO 两种。 

1.1.1  RPO 

RPO（Recovery Point Objective 恢复点目标），又称为业务系统所能容忍的最大数据丢失量目标，

是指当灾难发生后，用户要求把数据恢复到灾难发生前的某个时间点。RPO 是衡量企业在灾难发生

后会丢失多少数据的指标，衡量容灾系统的数据冗余备份能力。 

RPO 一般由采用的数据复制方式决定。同步复制方式可以做到 RPO 为 0，异步复制方式的 RPO
取决于复制的周期。 

图1-1 RPO 

 
 

1.1.2  RTO 

RTO（Recovery Time Objective 恢复时间目标），又称为用户能容忍的恢复时间目标，是指信息系

统从灾难状态，恢复到可运行状态所需的时间，用来衡量容灾系统的业务恢复能力。RTO 水平一般

由容灾业务恢复流程决定，自动化程度越高，RTO 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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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RTO 

 
 

1.2  容灾系统的分类 

根据对系统的保护程度，可以将容灾系统分为如下两级：数据级、应用级。 
• 数据级容灾：通过建立异地容灾中心，做数据的远程备份。在灾难发生之后，确保原有的数据

不会丢失或遭到破坏。在数据级容灾方式下，所建立的异地容灾中心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远

程的数据备份中心。 

• 应用级容灾：在数据级容灾基础上，在备份站点同样构建一套相同的应用系统，这样可以保证

关键应用在允许的时间范围内恢复运行，尽可能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让用户基本感受不到灾

难的发生，这样就使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是完整的、可靠的和安全的。 

图1-3 容灾系统分类 

 
 

1.3  关键技术-CDP技术 

CDP（Continuous Data Protect 持续数据保护）技术，即在不影响主要数据运行前提下，通过捕获

或跟踪数据的变化，并将其独立存放在生产数据之外，以确保数据可以恢复到过去的任意时间点的

方法。理论上，任意一次的文件数据变化都会被自动记录，因此称为持续数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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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 技术能确定 RPO 指标，恢复到指定的任意时间点，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需求。SNIA（全球网

络存储工业协会）在 2011 年的一份技术文档中，指出了 CDP 的三大标准： 
• 可以捕获源数据任意的数据变化 

• 至少可以备份到另外一个地方（异地容灾） 

• 可以恢复到任意时间点 
从技术实现上，很多 CDP 方案需要安装代理软件，获取 IO 的变化。 

2 基于磁盘备份的站点容灾功能介绍 
基于磁盘备份的容灾，是基于 CDP 操作系统数据复制技术实现容灾。通过安装在保护站点主机中

的 Agent 服务来获取源端主机的信息，捕获数据块的变化，并将增量数据传输给存储节点，备份到

H3C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容灾端的存储中。 
基于多级快照链机制和实时同步机制，支持秒级数据同步，满足高性能 RPO 数据恢复需求。支持

对异构平台（异构虚拟化、云平台、裸金属服务器等）的容灾，可以同时对多个异构平台的业务在

一个灾备站点进行容灾。 

2.1.1  适用场景 

适用场景：基于磁盘备份的容灾适合混合架构、异构云、同构云、裸金属、虚拟机容灾。还可用于

生产机的关键业务的容灾。 

• 同构场景：指保护站点与恢复站点是相同版本的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要保护的生产机为 UIS
上的虚拟机。 

• 异构场景：指保护对象为他其他异构云平台的虚拟机、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低版本平台的虚拟

机，或裸金属服务器，恢复站点为本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 

• 混合架构：指保护保护对象既有虚拟机又有裸金属服务器，恢复站点为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 

灾备等级： 
RPO = 分钟级 

RTO = 分钟级 

2.1.2  软硬件要求 

• 存储：无限制； 
• 保护站点：支持 X86 架构云平台，或物理机。 

• 恢复站点：UIS Manager E0719 及之后版本，需要 UIS 标准版增强包 License 以及磁盘备份

容灾 License（即：H3C UIS CDP 应急容灾)。 

 

需要先将 CDP 功能组件安装至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中，才可以执行“下载硬件码”、“安装

授权文件”等磁盘备份容灾 License 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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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版，Linux 系统，具体参见 4 附录：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磁盘备

份容灾客户端兼容性列表。 

2.1.3  实现机制 

将安装了容灾客户端的虚拟机（VM）或裸金属服务器（BM）作为保护对象，以操作系统为单位，

将本地 UIS 站点作为恢复站点，基于容灾客户端软件的磁盘实时复制功能，将生产机的数据复制到

恢复站点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并在恢复站点的存储节点上创建虚拟机，来运行业务，实现业务的

灾备。 

图2-1 磁盘备份容灾实现机制 

 

 

2.1.4  容灾配置流程  

基于磁盘备份的容灾配置，分为配置准备、配置容灾任务、容灾切换功能三大步骤。在配置容灾任

务时，选择磁盘备份容灾保护组。 

磁盘备份容灾配置流程如下图 2-2 所示。 

图2-2 磁盘备份容灾配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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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容灾准备 

• 为管理平台中的主机安装 CDP 功能组件。 

• 在保护站点，为受保护的虚拟机或裸金属服务器安装客户端，以便获取保护站点数据变化并备

份到恢复站点。 

2. 配置容灾任务 

增加站点 

站点包括本地站点和远端站点。站点的配置可以在保护端或恢复站点，任意一端配置。对于磁盘备

份容灾的异构场景，无需增加远端站点。 

增加保护组 

保护组是一组需要受保护的虚拟机或裸金属服务器的集合。磁盘备份类型的保护组创建好后，系统

自动进行一次虚拟机配置同步。对于同构场景，还可以在容灾切换前进行手动同步。 

将安装了容灾客户端的虚拟机或生产机加入到一个保护组，通过制定合适的容灾策略，对虚拟机/
生产机的数据自动进行持续同步，达到对虚拟机/生产机的保护目的。根据所保护的虚拟机/生产机

的业务运行方式，分为普通业务、双机业务和集群业务。普通业务里的虚拟机/生产机单独运行，互

不制约；双机和集群业务里的虚拟机/生产机需要有共享存储存放需要共同访问的数据。磁盘备份保

护组支持同构及异构平台的容灾任务。 

• 同构场景：指保护站点与恢复站点是相同版本的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要保护的生产机为 UIS
上的虚拟机。同构场景下，创建保护组时，需指定保护站点与恢复站点，以保护站点内安装了

容灾客户端的虚拟机作为备选的保护对象，选择合适的容灾策略后，配置站点间网络资源映射

关系。 
• 异构场景：指保护对象为其他异构云平台的虚拟机、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低版本平台的虚拟机，

或裸金属服务器，恢复站点为本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异构场景下，创建保护组时，不配置

保护站点，以安装了容灾客户端的虚拟机或生产机作为备选的保护对象，以本地站点为恢复站

点，选择合适的容灾策略后，再配置恢复站点的生产机网络资源。 

增加恢复计划 

恢复计划就是针对不同保护组而设置的不同恢复策略，恢复计划执行后，在恢复站点，根据恢复策

略，自动创建容灾机，接替保护站点业务。 

3. 容灾使用场景 

容灾演练 

容灾演练由开始演练和结束演练两个阶段组成。演练过程主要检查恢复计划实施的有效性，为提高

灾难恢复能力进行预演，因此演练需要模拟保护站点故障发生后，在恢复站点能够恢复业务的全流

程。演练测试过程不会影响生产业务。当演练过程完毕后，通过结束演练来完成测试后的环境清理

工作，结束演练成功后，恢复计划的状态会成为就绪状态。 

磁盘备份容灾演练测试通过挂载恢复站点存储卷的快照，并将其作为恢复站点的数据存储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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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磁盘备份容灾演练 

 
 

计划恢复 

计划恢复一般是在对保护站点进行维护的情况下，人为地将保护站点的虚拟机业务停止后，根据恢

复计划将这些虚拟机业务在恢复站点恢复起来。 

启动计划恢复后，保护站点的虚拟机将被关闭（异构场景下不会自动关闭，如需关闭，需人为操作）。

计划恢复会触发一次数据的复制，当受保护的数据完全复制到恢复站点后，再依次恢复虚拟机业务。 

图2-4 计划恢复 

 
 

故障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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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恢复用于真实场景中保护站点发生故障，虚拟机业务不能工作的情况下，根据恢复计划在恢复

站点恢复虚拟机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受保护虚拟机是由于发生故障而异常中断的。 
对于磁盘备份容灾，恢复站点存储的数据为前一个复制周期完成后的数据，因此在恢复站点恢复业

务时，RPO 不为 0。 

图2-5 故障恢复 

 

 

反向恢复 

反向恢复是在保护站点发生故障时将虚拟机业务切换到恢复站点后，待故障的保护站点恢复正常工

作的情况下，将运行在恢复站点的受保护虚拟机又恢复到保护站点。对于磁盘备份容灾，需在生产

环境运行 PE 反向恢复工具将容灾数据恢复到生产环境，具体操作参见 3.6.5  反向恢复。 

图2-6 反向恢复 

 
 

清理备份数据 

针对磁盘备份容灾，当执行过计划恢复或故障恢复后，可通过在生产环境运行 PE 反向恢复工具将

容灾数据恢复到生产环境，恢复后执行清理备份数据，在恢复站点删除容灾机及临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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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磁盘备份容灾配置举例 
磁盘备份容灾将安装了容灾客户端的虚拟机或裸金属服务器作为保护对象，将本地 UIS 站点作为恢

复站点，基于容灾客户端软件的磁盘实时复制功能，实现对保护站点的虚拟机/裸金属数据的应急保

护。基于多级快照链机制和实时同步机制，实现数据备份，支持秒级数据同步，满足高性能 RPO
数据恢复需求。 

• 同构场景：指保护站点和恢复站点为相同版本的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保护对象为保护站点

的虚拟机。 
• 异构场景：指保护对象为异构云平台的虚拟机、裸金属服务器，或低版本 UIS 超融合管理平

台上的虚拟机。 

本例主要介绍同构场景，保护站点和恢复站点都为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保护对象为保护站点的虚

拟机。 

3.1  组网 

图3-1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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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CDP功能组件 

 

• 需要进入解压后的安装文件路径后，再执行命令。 

• UIS 管理平台分离部署模式下 cdapStorage 组件不用安装到管理节点中，需选至少一个

UIS-CVK 节点进行安装。 
• 双机热备模式下只在主站点安装即可。 

• 请在管理平台完成初始化操作后再安装 CDP 组件。 

• 需要先完成 CDP 功能组件的安装，才可以执行“下载硬件码”、“安装授权文件”等磁盘备份

容灾 License 相关操作。 

 

3.2.1  UIS 标准版 E0742 之前版本安装方法 

CDP 功能组件包含 cdapServer 组件和 cdapStorage 组件两部分，cdapServer 必须安装到管理节点

中，cdapStorage 必须安装到 UIS-CVK 中（可在多个 UIS-CVK 中安装）。安装包分中英文版本

cdap20201120CN.tgz 中文版安装包；cdap20201120EN.tgz 英文版安装包 
(1) 将 cdap20201120.tgz 组件包上传至需安装组件的主机中。 

(2) 登录需要安装组件的主机后台，执行 tar -vxzf cdap20201120.tgz 命令，解压

cdap20201120.tgz 文件（此处为示例，请以实际压缩包名称为准）。 

(3) 执行 cdap.inst/server.sh 命令，安装 cdapServer。 
(4) 执行 cdap.inst/storage.sh 命令，安装 cdapStorage。 

 

如果 cdapServer 和 cdapStorage 组件都需要安装到管理节点中，直接执行

cdap.inst/all.sh 命令即可。 

 

3.2.2  UIS 标准版 E0742 及之后版本安装方法 

(1) 将 cdapPackages.tgz 组件包上传至需安装组件的主机中。 

(2) 登录需要安装组件的主机后台，执行 tar -vxzf cdapPackages.tgz 命令，解压

cdapPackages.tgz 文件（此处为示例，请以实际压缩包名称为准）。 

(3) 执行 cdap.inst/cdapServer/server_cn.sh 命令，安装 cdapServer。英文版请使用

cdap.inst/cdapServer/server_en.sh 命令。 
(4) 执行 cdap.inst/cdapStorage/storage.sh 命令，安装 cdap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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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cdapServer 和 cdapStorage 组件都需要安装到管理节点中，直接执行

cdap.inst/install_cn.sh 命令即可。英文版请使用 cdap.inst/install_en.sh 命

令。 

 

(5) 如需卸载服务使用 cdap.inst/removeServer.sh 命令和

cdap.inst/removeStorage.sh 命令分别卸载 cdapServer 和 cdapStorage。 

3.3  保护站点准备 

1. 下载并上传备份客户端 

(1) 进入恢复站点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即容灾端），选择顶部“云业务”页签，单击左侧导航

树[站点容灾/下载客户端]菜单项，进入客户端下载界面。 

(2) 点击“客户端下载”页签。客户端代理的备份服务器 IP 地址默认为 UIS 管理网 IP 地址。 

 

• 针对同构场景，被保护的虚拟机安装的客户端，要从恢复站点下载，这样虚拟机安装客户端后，

才会自动根据服务器 IP，连接到备份服务器。 

• 可以设置一个备用的备份服务器 IP，当首选 IP 出现异常时，系统自动切换备选 IP 来与恢复站

点的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进行通信。该功能只有在迁移 License 激活后才能使用。 

 

(3) 选择所需的客户端，点击对应操作系统的下载链接进行下载。该操作有两种可用方式。 
• 选择对应的客户端安装包下载。下载的安装包为 zip 压缩包，名字通常以 Clone_Client 开头（如

Clone_Client_Redhat5x86_64.zip）。解压缩后使用 FTP 工具将已经解压缩的客户端安装包传

输到被保护的生产机。 

• 选择匹配的应急客户端安装包。点击 图标，生成 URL 下载链接，复制下载链接至远程登录

界面（提前连接生产机），下载客户端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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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下载备份客户端 

 
 

2. 安装客户端（Windows） 

 

建议安装客户端前关闭源设备防火墙及相关安全策略。如源设备为云平台虚拟机，请确认安全组策

略是否已开放迁移工具端口。 

 

(1) 进入生产机设备控制台。 

图3-3 进入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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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客户端安装程序 Clone_Client_Win.exe，弹出选择安装语言窗口，如下图所示。选择安

装时要使用的语言，点击<确定>按钮。 

图3-4 选择安装语言 

 
 

(3) 同意许可协议，选择安装路径，开始安装。当弹出如下图所示的窗口时，选择安装 CDP 驱动

程序。 

图3-5 安装 CDP 驱动 

 
 

(4) 安装完成后需要重启源设备，完成安装。 

 

对于 Windows 系统的源设备，重启会导致业务中断，请合理安排重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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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安装完成 

 
 

3. 安装客户端（Linux） 

(1) 使用如 SFTP 等工具将已经解压缩的客户端安装包安装传输到生产机。的/root目录下。 

(2) 使用 shell 工具登录到生产机，进入/root/Clone_Client_Linux_64 目录，使用 ls 命令查看客户端

安装包文件夹下的文件。 

图3-7 查看客户端安装包 

 

 

(3) 使用./install.sh 命令，安装客户端，根据客户端内核版本选择匹配的驱动。 

图3-8 安装客户端 

 
 

(4) 安装命令执行完成后，出现“install/start DataSure succeeded!”字样，说明安装客户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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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Now check Agent,Diskclone process and cdp driver”字样，说明客户端 agent 进程已

成功启动，正在工作。 

图3-9 安装完成 

 

 

3.4  恢复站点准备 

1. 设置容灾存储节点 

容灾存储节点，指在容灾业务中，在业务保护、数据传输过程中，提供数据的分发处理功能的主机，

可以提供更多的存储空间和存储能力。只有设置为容灾存储节点的主机，才能作为容灾目的主机使

用。保护站点被保护的虚拟机或裸金属服务器，只能在容灾存储节点进行恢复。 

(1) 选择顶部“主机”页签，进入主机管理信息页面。 

(2) 选择目标主机，在主机卡片上单击单击<更多操作>按钮。 
(3) 选择[设为容灾存储节点]菜单项，弹出设置存储节点确认对话框。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2. 设置容灾存储介质 

容灾存储介质，指在容灾存储节点内，存放容灾备份数据的存储池。只有作为容灾存储介质的存储

池，才能作为磁盘备份容灾业务的目的存储池。容灾存储介质添加完成后，存储节点会短暂离线。 
(1) 选择顶部“主机”页签，进入主机管理信息页面。 

(2) 选择目标主机，进入主机的概要信息页面。选择“存储”页签，进入主机的存储池列表页面。 

(3) 选择待设置的存储池，单击 图标，弹出设置容灾存储介质确认对话框。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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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容灾备份网络 

为数据传输量较大时，为了避免影响业务，可以为容灾业务专门的容灾备份网络。只有网络类型为

“备份网络”的虚拟交换机，可以作为容灾备份网络。如果不设置容灾备份网络，备份数据也可以

通过管理网络 vswtich0 进行传输。 

(1) 选择顶部“主机”页签，进入主机管理信息页面。 
(2) 选择“虚拟交换机”页签，进入该主机的虚拟交换机列表页面。 

(3) 选择目标主机，进入主机的概要信息页面。选择“虚拟交换机”页签，进入该主机的虚拟交换

机列表页面。 

(4) 选择一个备份网络类型的虚拟交换机，或名称为 vswitch0 的虚拟交换机（vswitch0 默认可作

为备份网络），单击 图标，弹出确认对话框。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3.5  配置磁盘备份容灾 

1. 添加站点 

(1) 在保护站点，选择顶部“云业务”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站点容灾/站点管理]/<增加站点>按
钮，弹出增加站点对话框，添加站点信息。第一个增加的站点为本地站点（即保护站点），IP
地址为当前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的 IP 地址。本地站点添加后，再增加远端（即恢复端）站点。 

 

磁盘备份容灾，不需要配置存储阵列信息。 

 

图3-10 增加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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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保护组 

(1) 选择顶部“云业务”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站点容灾/保护组管理]/<增加保护组>按钮，弹出

增加保护组对话框。容灾类型选择“磁盘备份容灾”，配置保护组的基本信息。单击<下一步>
按钮。 

 

• 同构场景，需要指定保护站点与恢复站点。 

• 异构场景，不需要配置保护站点。 

 

图3-11 配置保护组基本信息 

 

 

(2) 单击“容灾策略”，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配置容灾策略。容灾策略包含同步策略及快照策略，容

灾策略中的各项参数解释请参考联机帮助。 

 

请根据实际业务数据量配置合适的同步时间间隔（0 表示不自动同步），避免因没有配置自动

同步导致灾难发生时数据丢失量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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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配置容灾策略 

 

 
 

(3) 配置目的集群、目的主机以及存储池。分别选择目的集群，目的主机（单击 按钮，将该主

机设置为容灾节点）以及目的存储池（单击 按钮，将该存储池设置为容灾介质），使恢复

站点为容灾业务做好准备。 

(4) 配置资源映射关系，分别单击并拖动 、 ，来配置保护组的虚拟交换机、网络策略模板映射

关系。虚拟交换机，使用容灾备份网络或 vswitch0（管理网），本例使用管理网。网络策略

模板，使用 Default 即可。单击<完成>按钮。 

 

异构场景，通过指定容灾网络及网络策略模板，来配置网络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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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配置保护组资源映射 

 

 

(5) 为保护组增加虚拟机。在创建的保护组下方，单击<添加虚拟机>按钮，弹出“选择虚拟机”

窗口。所有安装了容灾客户端，且正确配置了网络的虚拟机都是备选虚拟机，选中需要保护的

虚拟机增加到保护组中，单击<确定>按钮。 

图3-14 添加受保护的虚拟机 

 

 



 

19 

(6) 保护组配置完成。 

图3-15 保护组配置完成 

 
 

3. 创建恢复计划 

(1) 选择顶部“云业务”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站点容灾/恢复计划管理]/<增加恢复计划>按钮，

弹出增加恢复计划对话框。选择保护组及受保护的虚拟机，单击<确定>按钮。 

 

可以为一个保护组配置多个恢复计划，按不同的恢复计划，恢复不同的虚拟机。本例将所有受

保护的虚拟机都添加到一个恢复计划。 

 

图3-16 增加恢复计划 

 

 

(2) 恢复创建完成。恢复计划初次创建完的状态显示为“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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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恢复计划创建完成。 

 
 

3.6  容灾切换场景 

3.6.1  演练/结束演练 

1. 开始演练 

(1) 选择顶部“云业务”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站点容灾/恢复计划管理/<恢复计划管理名称>]菜
单项，进入该恢复计划的概要信息页面。单击<开始演练>按钮，开始演练。 

图3-18 开始演练 

 

 

(2) 提示生产环境和演练环境需要网络隔离，为不影响生产环境，需要返回保护组映射管理处，修

改恢复端的虚拟交换机或网络策略模板，然后再开始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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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网络隔离确认 

 
 

(3) 选择“恢复任务”页签，可以查看当前执行的任务状态。 

图3-20 恢复任务执行状态 

 
 

(4) 单击恢复任务列表中执行日期对应的链接，查看详细执行过程。 

图3-21 查看恢复详情 

 
 

(5) 演练过程中，查看本地站点被保护的虚拟机，仍然处于运行状态，业务并未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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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本地站点虚拟机运行状态 

 

 

(6) 验证演练结果。切换到恢复站点，查看保护组中的虚拟机，已经根据保护组配置资源映射，被

恢复到恢复站点中。 

 

容灾机将在符合条件主机中（在目的存储池上的主机），选择最优的主机上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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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查看演练结果 

 
 

2. 结束演练 

(1) 演练成功后，通过单击<结束演练>按钮结束该恢复计划的演练，清理容灾数据，并使恢复计

划处于就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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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结束演练 

 

 

(2) 选择“恢复任务”页签，可以查看当前执行的任务状态。单击恢复任务列表中执行日期对应的

链接，查看详细执行过程。 

图3-25 查任务状态 

 
 

(3) 单击恢复任务列表中执行日期对应的链接，查看详细执行过程。 

图3-26 查看演练结束详情 

 
 

(4) 验证结束演练结果。切换到恢复站点，容灾演练创建的虚拟机，已经被删掉，数据存储池也已

经被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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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恢复站点虚拟机 

 

 

(5) 结束演练后，查看恢复计划，已经恢复到“就绪”状态。 

 

演练结束后，需要把保护组映射关系中的网络策略模板，修改回正常的网络配置，避免故障或

计划恢复后网络不通。 

 

图3-28 查看恢复计划状态 

 
 

3.6.2  计划恢复 

(1) 选择顶部“云业务”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站点容灾/恢复计划管理/<恢复计划管理名称>]菜
单项，进入该恢复计划的概要信息页面。单击<计划恢复>按钮，执行计划恢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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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异构场景，会提示计划恢复前先关闭生产机，以免造成数据错误。 

 

图3-29 计划恢复 

 

 

(2) 选择“恢复任务”页签，可以查看当前执行的任务状态。 

图3-30 查看计划恢复任务状态 

 
 

(3) 单击恢复任务列表中执行日期对应的链接，查看详细执行过程。 

图3-31 查看计划恢复详情 

 

 

(4) 计划恢复成功后，本地站点虚拟机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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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本地站点受保护的虚拟机关机 

 

 

(5) 切换到恢复站点，查看保护组中的虚拟机，已经根据保护组配置资源映射，在恢复站点恢复，

且已经接管业务，处于运行状态。 

图3-33 查看计划恢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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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清理备份数据 

(1) 选择顶部“云业务”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站点容灾/恢复计划管理/<恢复计划管理名称>]菜
单项，进入该恢复计划的概要信息页面。单击<清理备份数据>按钮，进行数据清理。 

图3-34 清理备份数据 

 

 

(2) 提示删除备份数据前进行 PE 镜像恢复，以免数据丢失。确认并清理数据。 

图3-35 清理备份数据确认 

 

 

(3) 选择“恢复任务”页签，可以查看当前执行的任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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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6 查看清理任务 

 

 

(4) 单击恢复任务列表中执行日期对应的链接，查看详细执行过程。 

图3-37 查看清理任务过程 

 
 

(5) 清理备份数据结束后，切换到恢复站点，容灾演练创建的虚拟机，已经被删掉，数据存储池也

已经被清理。 

图3-38 备份数据被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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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故障恢复 

(1) 选择顶部“云业务”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站点容灾/恢复计划管理/<恢复计划管理名称>]菜
单项，进入该恢复计划的概要信息页面。单击<故障恢复>按钮，执行计划恢复操作。 

图3-39 故障恢复 

 

 

(2) 选择“恢复任务”页签，可以查看当前执行的任务状态。 

图3-40 查看故障恢复任务状态 

 
 

(3) 单击恢复任务列表中执行日期对应的链接，查看详细执行过程。 

图3-41 查看故障恢复详情 

 
 

(4) 故障恢复成功后，本地站点虚拟机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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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 本地站点受保护的虚拟机关机 

 
 

(5) 切换到恢复站点，查看保护组中的虚拟机，已经根据保护组配置资源映射，在恢复站点恢复，

且运行。 

图3-43 查看故障恢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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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反向恢复 

当保护站点恢复正常后，需要将业务切换回保护站点。UIS 提供完善的反向恢复流程，保障业务、

数据在保护站点和恢复站点间同步，完成业务反向切换。 

1. 准备 PE 镜像 

提供 Windows 和 Centos 两种 PE 镜像，根据保护站点的系统选择对应的 PE 镜像。 
• CAS-SRM-Recovery-centos_xxx.iso 
• CAS-SRM-Recovery-win10_xxx.iso 

2. 新增虚拟机 

(1) 选择顶部“虚拟机”页签，进入虚拟机管理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创建新的虚拟机，用于

反向恢复虚拟机。 

图3-44 新建虚拟机 

 

 

3. 挂载 PE 镜像配置虚拟机网络 

(1) 为虚拟机挂载 PE 镜像，并开启虚拟机，引导进入容灾应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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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5 挂载 PE 镜像 

 
 

(2) 进入虚拟机控制台。 

图3-46 PE 引导进入容灾应急工具 

 
 

(3) 在容灾应急工具下方，单击<网络配置>按钮，为虚拟机配置网络，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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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7 配置网络 

 

 

4. 进行反向恢复 

 

使用 PE 进行反向恢复时，默认的简单模式不能恢复出应急虚拟机新增的数据，需要选择高级模式

进行反向恢复。 

 

(1) 输入登录容灾端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地址，单击右侧<登录>按钮，登录恢复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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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8 登录容灾端 

 

 

(2) 选择待反向恢复的保护组，并双击，更新设备列表。保护组中的虚拟机出现在设备列表内。 

图3-49 选择保护组 

 

 

(3) 选择一台待反向恢复的虚拟机，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应急恢复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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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0 选择反向恢复的虚拟机 

 

 

(4) 选择快照接管演练点，选择恢复模式。单击<恢复>按钮，开始反向恢复。 

 

PE 恢复有三种模式： 

• 普通模式：一次性恢复快照点以及在恢复完成前接管演练点写入的数据（接管前的数据）。 

• 无缝模式：先恢复该快照点及快照点之前的所有数据，再恢复虚拟机中新生产的数据（接

管前和接管后的数据）。 

• 只恢复临时数据：只恢复容灾机中新生成的数据（接管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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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 配置恢复策略 

 

 

(5) 根据恢复策略，进行数据恢复的过程。恢复成功后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容灾应急工具，并

重启虚拟机。 

(6) 虚拟机启动后，查看虚拟机恢复成功。 

图3-52 在保护站点反向恢复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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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磁盘备份容灾客户端兼容性列

表 
磁盘备份容灾客户端所支持的操作系统如下表所示（可支持的操作系统仍在增加中，最新支持列表

可参阅《Windows/Linux 兼容性列表》）。 
Linux 系统以内核为准，Redhat5 系列通用一个驱动，Redhat6 系列大多数内核也是通用一个驱动。

如果内核没出现在列表中，请选择最接近的内核的 cdp 驱动来安装，比如 Redhat4.5 x32 的内核是

2.6.9-55.EL，可以使用 Redhat4.7 x32 的 cdp_2.6.9-78.EL.ko 驱动。 

表4-1 兼容性列表 

兼容性列表 

Windows 

Windows Server 2003 X86/X64 

Windows Server 2008 X86/X64 

Windows Server 2008 R2 X64 

Windows Server 2012 X64 

Windows Server 2012 R2 X64 

Windows Server 2016 

Redhat 

Redhat 4.2 i386（2.6.9-22ELsmp） 

Redhat 4.2 i386（2.6.9-22.EL.ko） 

Redhat 4.3 i386（2.6.9-34.21AXsmp.ko） 

Redhat 4.6 x64（2.6.9-67.ELlargesmp_x64.ko） 

Redhat 4.7 x32（2.6.9-78.EL.ko） 

Redhat 4.7 x32（2.6.9-78.ELsmp.ko） 

Redhat 4.7 x64（cdp_2.6.9-78.EL_x64.ko） 

Redhat 4.7 x64（2.6.9-78.ELsmp_x64） 

Redhat 5 x32系列（2.6.18-8.el5.ko） 

Redhat 5  x64系列（2.6.18-8.el5_x64.ko） 

Redhat 6.0 x32系列（2.6.32-71.el6.i686） 

Redhat 6.0 x64系列（2.6.32-71.el6.x86_64） 

Redhat 6.2 x32（2.6.32-220.el6.i686.ko） 

Redhat 6.2 x64（2.6.32-220.el6.x86_x64.ko） 

Redhat 7.0 x64（3.10.0-123.el7.x86_64） 

Redhat 7.1 x64（3.10.0-229.el7.x86_64） 

Redhat 7.2 x64（3.10.0-327.el7.x86_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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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列表 

Centos 

Centos 6 x32系列（2.6.32-71.el6.i686） 

Centos 6 x64系列（2.6.32-71.el6.x86_64） 

Centos 7.0 x64（3.10.0-123.el7.x86_64） 

Centos 7.1 x64（3.10.0-229.el7.x86_64） 

Centos 7.2 x64（3.10.0-327.el7.x86_64） 

Oracle Linux OracleLinux-R6-U3-x64（2.6.39-200.24.1.el6uek.x86_64.ko） 

Kylin 

Kylin-4.0-1E-desktop_20160401-final-x86_64（3.16.0-23-generic） 

NeoKylin-Linux-Advanced-Server-6.7（2.6.32-573.el6.x86_64） 

NeoKylin-sws-3.2(64)（2.6.32-220.2.1.2.ky3.2.x86_64） 

YHKylin-4.2-5-x86_64-server（2.6.32-431.29.2.3.ky3.1.x86_64） 

Suse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SP2 x86 （2.6.16.60-0.21-bigsmp）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SP2 x86 （2.6.16.60-0.21-default）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SP2 x64 （2.6.16.60-0.21-default）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SP2 x64 （2.6.16.60-0.21-smp）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sp3 x64 （2.6.16.60-0.54.5-smp_x64）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2 x64 （3.0.13-0.27-default）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3 x86 （3.0.76-0.11-pae）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3 x64 （3.0.76-0.11-default）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3 x64 （3.0.101-0.31-default_x64）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2 sp2 x64 （4.4.21-69-default_x64） 

Ubuntu 
Ubuntu-12.04 x64（3.13.0-117-generic） 

Ubuntu-14.10 x64（3.16.0-23-gen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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