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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祺 

成都云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祺科技）是国内专业的数据中心容灾备份解决方案

提供商，也是国内首家专业的虚拟化备份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高效的云

环境及传统环境下的数据备份、恢复、容灾等整体解决方案。云祺科技总部与研发基地位于

成都国家西部信息安全产业园，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具备

工信部 ITSS 云服务能力三级认证。 

云祺容灾备份系统是由云祺科技完全独立自主研发的云环境和传统环境下的数据保护

产品，操作简单，安全可靠，满足多种场景下的备份需求。为用户提供在私有云、公有云、

混合云环境下的虚拟机、操作系统、数据库、文件定时备份与恢复、提供文件系统、卷、数

据库等数据与应用的实时复制功能，异地副本等功能。 

 

版权所有 

版权所有© 2015—2023成都云祺科技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本公司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复制、传播本文档的部分

或全部内容，如有违反，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使用声明 

本文档仅提供阶段性信息，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它原因，所含内容根据产品的实际情

况随时更新，恕不另行通知。如因文档使用不当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本公司不承担任何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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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档说明 

感谢您选用云祺容灾备份系统产品，本文档主要介绍云祺容灾备份系统产品安装部署指

导，在您安装部署使用云祺容灾备份系统产品前，请详细阅读本文档。 

适用对象 

本文档建议适用于以下对象： 

⚫ 售前工程师 

⚫ 技术工程师 

⚫ 实施工程师 

适用产品 

本手册适合云祺容灾备份系统下列版本安装部署 

产品名称 版本 

云祺容灾备份系统 V4.0 

云祺容灾备份系统 V5.0 

云祺容灾备份系统 V6.0 

 

符号说明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图形 文字 使用原则 

 
危险 

若用户忽略危险标志，可能会因误操作发生危害人身安全、环

境安全等严重后果。 

 
警告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的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

据丢失，无法找回。 

 注意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设置无法生

效、任务出现错误。 

 说明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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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部署说明 

云祺容灾备份系统可以安装部署到物理服务器，也可以安装部署到虚拟化平台的虚拟机

中。云祺容灾备份系统与操作系统集成在同一个ISO镜像文件中，不需要单独安装操作系统

后再安装云祺容灾备份系统，直接安装云祺科技提供的ISO镜像包即可。 

云祺容灾备份系统可以选择使用U盘安装或者光盘安装，本文档教程使用Ventoy工具制

作U盘引导，UItralSO刻录工具制作光盘引导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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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配置要求 

服务器最低配置要求如下表： 

表1-1 服务器最低配置要求 

部署方式 硬件参数 推荐配置 

物理服务器 

（单台） 

CPU 1 颗 4 核心 

内存 8GB 

硬盘（系统盘） 480GB 

硬盘（数据盘） 根据环境配置 

阵列卡 无要求 

网络 千兆网络 

虚拟机 

（单台） 

CPU 4 颗 vCPU 

内存 8GB 

硬盘（系统盘） 50GB 

硬盘（数据盘） 根据环境配置 

网络 千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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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推荐配置如下表： 

表1-2 服务器推荐配置 

部署方式 硬件参数 中小型环境 中型/中大型环境 大型环境 

物理服务器 

CPU 1 颗 8 核心 2 颗 8 核心 2 颗 10 核心及以上 

内存 16GB-32GB 32GB-64GB 64GB 及以上 

硬盘（系统盘） 480GB 480GB SSD（2 块组 RAID1） 

硬盘（数据盘） 7.2K HDD（企业级，3 块起组 RAID5），根据实际环境配置 

阵列卡 无要求 2G Cache 2G Cache 

网络 千兆网络 千兆及万兆网络 

部署架构 单节点 单节点 多节点 

适用环境 

中小环境 中型及中大型环境 大型环境 

（≤40TB） （≥40TB，≤100TB） （≥100TB） 

 

 

系统盘与数据盘分开，已经安装为系统盘的磁盘不能再作为备份存储数据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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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介质准备 

 制作 U 盘引导 

1. U盘制作推荐使用 Ventoy工具，网址：https://www.ventoy.net，制作启动U盘 

 

2. 将ISO镜像文件拷贝到U盘，可放置多个镜像 

 

3. 开机从U盘启动选择ISO镜像安装 

https://www.vento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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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服务器对 U 盘兼容性识别不好，如果 U 盘安装异常或者失败请使用光盘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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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光盘引导 

软件下载地址：https://cn.ultraiso.net/ 

1. 将空白光盘插入电脑光驱中，打开刻录软件UItraISO，点击工具刻录光盘映像 

 

2. 打开云祺容灾备份系统server端iso镜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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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最低的写入速度，进行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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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备份系统部署 

 安装备份系统主节点 

安装备份系统主节点（Server） 

在安装云祺容灾备份系统前，需要先设置服务器BIOS的引导模式为legacy（不能使用

uefi模式），将U盘或者光盘引导设置为第一启动项 

4.1.1. 安装引导 

选择Install CentOS 7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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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安装配置 

1. 选择安装系统盘 

 

选择一个硬盘作为安装系统盘（若是有多块硬盘只能选择一个盘安装系统，其他硬盘可

作为备份系统的备份存储数据盘，系统盘不可作为数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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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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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置完成点击【Save】保存配置 

开启网卡连接，可以看到配置的网卡信息，点击【Done】返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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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项默认配置，点击【Begin installation】开始安装 

 

4. 安装完成，拔出U盘或光盘，点击【Reboot】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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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登录界面 

重启完成后，登录备份系统web管理页面 

在浏览器中输入备份系统的IP地址访问（https://IP），登录系统默认用户名：admin  密

码：Admin@3R 

： 

推荐使用 Chrome 39+、Firefox 19+及其以上版本的浏览器，推荐分辨率为 1440*900 或者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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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系统配置 

1. 添加备份存储 

在【资源管理】【存储设备】新建添加本地磁盘作为备份存储 

 

 

： 

备份系统授权后才能添加备份存储，具体操作步骤参照《云祺容灾备份系统系统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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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备份系统子节点 

安装备份系统子节点Node（可选） 

一般备份环境只需要安装备份系统server即可满足备份需求，大型环境可使用备份系

统 的 多 节 点 扩 展 功 能 ， 再 安 装 多 个 子 节 点 系 统 ， 将 子 节 点 ISO 镜 像

“Vinchin_Disaster_Recovery_NODE_ x.x.x..xxxxx.iso“，制作成U盘或光盘引导，安装方

法参见章节1.1.3  

： 

配置备份子节点系统 IP 不要与备份系统 server IP 冲突，且二者可互相 ping 通 

备份子节点系统没有 web 管理页面，由主节点 server 统一管理 

备份子节点node安装完成后，登录到系统后台配置连接Server 

node后台登录用户名：root  密码：Backup@3R 

具体方法如下： 

输入命令：config_server    

按照提示输入主节点server端的IP地址，并重启子节点系统 

 

子节点重启完成后在备份系统server管理端，节点管理查看是否添加成功 

 

  



2023© Vinchin All rights reserved. 

www.vinchin.com  16 

 RPM 包安装（可选） 

RPM包方式安装备份系统需要先最小化安装好CentOS系统，6.0.0版本使用7.9版本，

6.0.0之前的请使用7.7版本。 

vi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ig-ens192 设置网卡IP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重启网卡 

 

上传RPM包到系统 /root目录下 

 

执行installq.sh脚本，配置防火墙 

 

解压依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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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解压包执行yum –y install *.rpm 安装依赖包，安装过程大约3分钟 

 

 

返回上一级目录执行rpm –ivh vinchin-6.0.0.21683.rpm，安装备份系统rpm包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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