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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说明 

云祺虚拟机备份与恢复系统支持以下虚拟化平台类型： 

➢ VMware ESXi 4.X 

➢ VMware ESXi 5.X 

➢ VMware ESXi 6.X 

➢ Citrix XenServer 6.X 

➢ Citrix XenServer 7.X 

➢ 浪潮 InCloud Sphere 4.X 

➢ 红山 vGate 5.2.X 

➢ 红山 vGate 6.0.X 

➢ Cloudview SVM Edition2.0 

【环境要求】 

➢ CPU 核心最少 2 个，内存建议 4GB 以上，网络千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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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系统 

云祺虚拟机备份与恢复系统（以下简称：备份系统）按照《云祺虚拟机备份与恢复系统

V4.0_部署手册》安装部署完成后，在浏览器上输入备份系统 IP 进入到系统登录界面（建议

使用 chrome 浏览器），如图 2-1 

 

图 2-1 备份系统登录界面 

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系统管理界面（默认用户名：admin 默认密码：123456） 

 

图 2-2 管理员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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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理员用户登录到系统配置界面，如图 2-3 

 

图 2-3 管理员首页 

如果系统没有进行授权，则在系统的顶部有黄色的提示框，显示未授权 

灾备中心概况说明： 

1) 系统运行时间 ---- 显示系统从第一次开机后的持续运行时间 

2) 累计备份数据 ---- 显示系统从第一次开机后进行备份累计的总数据 

3) 任务累计运行次数 ---- 显示系统从第一次开机后所有任务的累计次数 

4) 当前任务运行数量 ---- 显示系统当前存在的备份与恢复任务数量 

5) 虚拟机/存储统计 ---- 统计受保护的虚拟机、统计已使用存储空间 

6) CPU 使用率 ---- 显示系统当前实时的 CPU 使用情况 

7) 网络流量 ---- 显示系统当前实时的网络流量数据 

8) 任务监控 ---- 查看当前任务和历史任务 

  



                                               快速操作指南 V4.0 

 

                                   5                          www.vinchin.com 

3. 系统授权 

登录备份系统，点击【资源配置】-【系统授权】，进入到系统授权界面，如图 3-1 

 

图 3-1 系统授权界面 

点击【下载指纹文件】，并将该文件【thumbprint.txt】发送给云祺科技，如图 3-2 

 

图 3-2 下载指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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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祺科技根据指纹文件和用户需求生成相应的授权文件【licence.key】，点击【上传授

权文件】，将授权文件（默认为 licence.key 文件）打开，如图 3-3 

 

图 3-3 上传授权文件 

授权文件生效后，系统提示“添加系统授权成功”，并显示授权的具体信息，如图 3-4 

 

图 3-4 授权文件已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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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添加虚拟化中心 

点击【资源配置】-【虚拟化中心管理】，进入虚拟化中心管理界面，如图 4-1 

 

图 4-1 虚拟化中心管理 

 

 

图 4-2 添加虚拟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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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进入填写虚拟化中心信息界面，如图 4-3 

 

图 4-3 填写虚拟化中心信息 

说明： 

虚拟化中心： 相当于添加虚拟机的管理平台，以 VMware 为例，就是添加 vCenter 或 ESXi

主机的 IP、管理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 

虚拟化类型：可选 VMware vSphere、Citrix XenServer、InCloud Sphere 和 Halsign vGate

四种虚拟化类型 

IP 地址/名称：输入管理平台的 IP，比如输入 vCenter 或 ESXI 的 IP、XenServer 主服务器

IP 

用户名： 输入登录管理平台的用户，如果 IP为 vCenter，则此处输入通过客户端登录 vCenter

的用户名 

密码： 输入使用客户端登录管理平台的密码  

别名： 输入对当前虚拟化中心的一个自定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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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添加 VMware vCenter 为例，输入相关信息后，如图 4-4 

 

图 4-4 添加 vCenter 

点击【确定】则会进行 IP、用户名、密码等的检测，检测成功后，则添加虚拟化中心成

功，如图 4-5 

 

图 4-5 添加虚拟化中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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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虚拟化中心成功后，需要对虚拟化中心的主机进行授权，如图 4-6 

 

 

图 4-6 主机授权 

授权添加成功，显示相应授权状态“全部授权”或“部分授权”，如图 4-7 

 

图 4-7 虚拟化中心显示 

对宿主机进行授权后，则可以对已授权的宿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进行备份操作。 

说明：进行恢复操作时，如果选择恢复的目标宿主机没有授权也能进行恢复操作，备份

系统只对备份主机进行了授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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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添加备份存储 

点击【资源配置】-【管理备份存储】，进入存储列表，点击【添加】，填写存储信息，存

储资源类型下拉框可选择多种存储类型，包括本地分区、本地磁盘、逻辑卷 LVM、FC、iSCSI、

NFS、CIFS，根据实际使用的备份存储选择相应的存储类型进行添加，如图 5-1 

 

 

 

图 5-1 选择存储资源类型 

    以添加本地磁盘为例，存储资源类型选择本地磁盘，系统会扫描出当前未使用的本地磁

盘，选择后点击【确定】，如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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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添加本地磁盘 

    添加存储，需要格式化后才能使用，如图 5-3 

 

图 5-3 格式化存储 

    存储添加成功，在存储列表显示存储信息，如图 5-4： 

 

图 5-4 存储列表 

说明：其他类型存储添加，根据存储类型不同需要填写相应存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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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备份插件安装 

VMware vsphere 虚拟化类型的备份不需要安装备份插件，请忽略此章节； 

Citrix XenServer、InCloud Sphere 和 Halsign vGate 虚拟化类型的备份需要先在虚拟

化物理宿主机（非虚拟机）中安装一个备份插件，方法如下： 

输入备份系统 IP，进入登录页面，点击下载备份插件，如图 6-1 

 

图 6-1 下载备份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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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虚拟化类型的厂商和版本下载对应的备份插件安装包，如图 6-2 

 

图 6-2 选择对应版本的备份插件 

以 Citrix XenServer 7.0 虚拟化类型为例，下载的备份插件如图 6-3 

 

图 6-3 下载的备份插件 

通过 SSH 将备份插件 RPM 包上传到 XenServer 物理宿主机；执行 rpm –ivh vxe-

backup-xxx.rpm，如图 6-4 

 

图 6-4 安装备份插件 

  说明：所有需要备份的主机都需要安装对应版本的备份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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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虚拟机备份 

选择【备份/恢复】-【虚拟机备份】如图 7-1，则跳到虚拟机的备份设置界面，需要进

行备份源、备份方式、高级配置、确认配置四步操作，如图 7-2 

 

图 7-1 创建备份任务 

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点击【下一步】，如图 7-2 

 

图 7-2 选择备份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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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备份策略，点击【下一步】，如图 7-3 

 

图 7-3 设置备份时间策略 

说明：按策略备份可以周期性的运行任务，支持完全备份、增量备份和差异备份 

时间策略有三种，“每天策略”、“每周策略”和“每月策略”，用户可根据虚拟机业务的重要

程度进行相应的设置 

增量备份与差异备份：增量备份是指在一个完全备份点的基础上，每次备份以前一个备

份点为基础（依赖前一个备份点）进行备份；差异备份是指每次备份都以同一个完全备份点

为基础（依赖某个完全备份点）进行备份。对于增量备份来说，删除某一个备份点会导致其

依赖关系链之后的所有备份点被删除；而差异备份点只有在其完全备份点被删除时，其余依

赖的所有节点都会被删除。差异备份和增量备份的设置与完全备份是相同的，可参照如上完

全备份的设置。（增量备份和差异备份仅能同时设置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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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策略：完全备份+增量备份组合，完全备份每周备份一次，增量备份每天备份

一次，备份时间设置在晚上或者凌晨业务量小的时间段，如图 7-4 

图 7-4 推荐默认时间策略 

设置好备份策略后，点击【下一步】，则进行备份任务高级配置，主要需配置【备份目

的地】、【存储策略】、【传输策略】、【保留策略】和【备份模式】，如图 7-5 

 

图 7-5 高级配置 

高级配置使用默认配置即可，如果需要更改配置，根据实际情况自定义配置选项 

 



                                               快速操作指南 V4.0 

 

                                   18                          www.vinchin.com 

备份任务高级配置功能点解释：  

 

图 7-6 备份目的地 

   备份目的地：用于存放备份数据，可手动选择备份数据存储的节点和备份存储，如果自

动选择，系统会在现有备份存储中选择一个剩余空间大的存储作为数据备份存储位置 

 

图 7-7 存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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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前删除一些重复数据后再写入备份存储，重复数据删除会的减少一

部分备份数据，但是因为要占用一部分计算资源，开启重复数据删除对备份速度会有一定程

度的影响 

数据块大小：备份数据写入备份存储以多大的数据块进行存储，数据块大小设置，根据

虚拟机内容进行设置，如果虚拟机内写入的都是小块数据，则将数据块大小设小，如果虚拟

机内写入数据为大块数据，则将数据块大小设大，建议使用默认设置 

压缩存储：存储备份数据的时候是否压缩，开启压缩存储能有效的节省备份存储空间 

 

图 7-8 传输策略 

传输模式：备份数据从源端到备份存储使用什么方式进行传输 

网络传输：为一般传输模式，通过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受限于网络带宽 

SAN 传输（Lan-Free）：通过搭建专门的备份网络或者生产存储直接访问进行数据传输

速度比网络传输快，不影响现有生产网络 

保留策略：将会设置保存多少个最近备份点或保存多少天的备份点，可按个数和天数进

行保留策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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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模式：选择是否开启静默快照，需要虚拟机安装 tools 且支持静默快照类型  

配置完高级配置后，点击【下一步】，则进入【确认配置】界面，在该界面中，主要是

对之前三步设置中内容信息进行确认，并对该任务名进行设置，如图 7-9 所示 

 

图 7-9 确认配置界面 

确认配置并已经设置完任务名后，点击【提交】，则任务配置成功，并跳到【当前任

务】界面，如图 7-10 所示 

 

图 7-10 任务创建成功 

说明：任务配置成功后，备份任务会按配置的时间策略进行备份；如配置的时间策略为

每天的晚上 1:00 进行完备和晚上 5:00 进行增备，而当前时间为下午 4:00，那么任务状态显

示为【等待】状态，直到晚上 1:00 自动进行完全备份和晚上 5:00 自动进行增量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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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任务中，可点击【操作】按钮，则会出现【启动策略】、【启动增量】、【启动差

异】、【启动完备】、【停止】等控制按钮，可对当前任务进行操作控制，如图 7-11 所示 

 

图 7-11 当前任务控制 

说明： 

启动策略：启动配置的时间策略，根据时间策略进行备份 

启动增量：启动增量备份，如果之前没有做过完全备份，则任务将自动降级做完全备份 

启动差异：启动差异备份，如果之前没有做过完全备份，则任务将自动降级做完全备份 

启动完备：启动完全备份，无论之前是否做过完全备份，任务任务仍执行一次完全备份 

停    止：将任务停止，任务停止后，可对任务进行【修改】操作 

如图 7-12 所示，点击【启动完备】后，系统将提示【发送启动备份任务消息成功】的

提示，并开始执行完全备份任务 

 

图 7-12 启动完全备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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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当前任务】内【任务名】的备份任务，则可进到【任务详情】界面，可查看当前

任务的任务详情，包含【任务流量】、【任务总进度】、【基本信息】、【虚拟机列表】、【运行日

志】、【历史任务】等，【任务流量】及【任务总进度】可实时显示当前运行的任务的传输速

度和和进度，如图 7-12 所示 

 

图 7-12 任务详情界面 

【虚拟机列表】界面，会显示该备份任务中所备份的所有虚拟机，并能显示其虚拟机路

径，以及单个虚拟机的备份进度及备份数据，如图 7-13 所示 

 

图 7-13 虚拟列表界面 

说明：总大小：表示该虚拟机内有效数据的大小（CBT 正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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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大小：表示该虚拟机备份任务有进行备份处理的数据容量大小 

      写入大小 ：表示该虚拟机备份任务写入到灾备系统的实际数据大小（开启重删和压

缩后，写入到灾备系统的实际数据大小会变小） 

而【运行日志】界面，显示了该任务内所展示的系统一步步的操作日志，如图 7-14 所示 

 

图 7-14 运行日志界面 

而【历史任务】界面，则显示了当前任务从新建以来的备份次数及状态，如图 7-15 所示 

 

图 7-15 历史任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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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虚拟机恢复 

点击【备份/恢复】-【虚拟机恢复】，进入虚拟机恢复界面，如图 8-1 所示 

 

图 8-1 虚拟机恢复 

在【选择备份点】界面，选择需要恢复的备份时间点，如图 8-2 所示 

 

图 8-2 选择备份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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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备份时间点是使用备份任务名进行标示，而在备份任务名下显示了各个虚拟机已

经各个虚拟机拥有的各个完备时间点和增备时间点 

选择需要恢复的时间点，如图 8-3 所示 

 

图 8-3 选择需要恢复的时间点 

选择恢复目标，如图 8-4 

 

图 8-4 选择恢复目标 



                                               快速操作指南 V4.0 

 

                                   26                          www.vinchin.com 

说明：如果同时恢复多台虚拟机，可使用同一配置虚拟机，指定所有虚拟机恢复目的

存储和虚拟机使用的网络，恢复完成后虚拟机是否开机 

也可以对每台恢复的虚拟机进行自定义配置，设置虚拟机名称、存储和网络等信息 

点击【下一步】进入【恢复方式】界面，恢复方式可选立即恢复（如图 8-5 所示）和按

时间策略恢复，按时间策略恢复的设置以及运行方式类似于前面备份方式的设置，可以参照

上面的解释。同样分为每天、每周、每月策略，如图 8-6 所示 

 

图 8-5 立即恢复 

 

图 8-6 按时间策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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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后，即可进入【确认配置】界面，该界面是对前面所设置的内容进行确

认，以及设置此次任务的名称，如图 8-7 所示 

 

图 8-7 确认配置界面 

点击提交即可创建完成，并跳入到当前任务界面，选择【立即执行】则任务自动进行恢

复任务操作，如设置了【按时间策略恢复】则会根据时间策略进行虚拟机恢复；如图 8-8： 

 

图 8-8 虚拟机恢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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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务名】内点击恢复任务名，则进入该恢复任务的【任务详情】界面，如图 8-9 所

示 

 

图 8-9 虚拟机恢复详情界面 1 

同样，该界面可查看当前任务的任务详情，包含【任务流量】、【任务总进度】、【基本信

息】、【虚拟机列表】、【运行日志】、【历史任务】等（与备份任务显示内容相同） 

注意： 

恢复虚拟机未恢复完成前请勿开启虚拟机电源，会造成恢复虚拟机数据不全或者损坏，

请等待恢复任务完成后，才能开启恢复虚拟机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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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虚拟机瞬时恢复 

系统的的高级功能--虚拟机瞬时恢复，可以在秒级时间内把备份好的虚拟机运行起来并

重新提供业务，保证业务在短时间内恢复运行；在操作登录后，点击【恢复】-【虚拟机瞬

时恢复】，出现虚拟机瞬时恢复配置界面，如图 9-1 所示 

 

图 9-1 虚拟机瞬时恢复界面 

选择好【虚拟机类型】，将会出现相应的备份点，并进行各个配置项选择，如图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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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虚拟机瞬时恢复配置 

说明： 

备份时间点 ---- 选择当前需要进行瞬时恢复的备份时间点 

选择宿主机 ---- 选择瞬时恢复的备份点恢复所在的宿主机 

存储挂载点 IP 或域名 ---- 设置 IP，默认为备份系统 IP 

虚拟机配置： 

名称和状态 ---- 可对瞬时恢复后的虚拟机进行自定义名称，和恢复完成后是否开机 

网络 ---- 可设置瞬时恢复后的虚拟机使用的网络 

任务名 ---- 设置该瞬时恢复任务的任务名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认】，则将该瞬时恢复任务创建，但此时该瞬时恢复任务并没有

运行起来，而处于【等待】状态，需要用户手动进行运行。 

瞬时恢复任务创建完成后见图 9-3 

 

图 9-3 虚拟机瞬时恢复任务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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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操作】按钮，可选择对该瞬时恢复任务【启动任务】或【停止】操作，如点击【启

动任务】操作后，该瞬时恢复任务将运行起来，其【状态】同样会变为【运行】，见图 9-4 

 

 

图 9-4 虚拟机瞬时恢复任务启动操作 

点击【任务名】内的瞬时恢复任务名，将进入该瞬时恢复任务详情界面，该界面会动态

以图形的方式显示瞬时恢复的相关信息、状态以及运行的日志等，如图 9-5 所示 

 

图 9-5 虚拟机瞬时恢复任务运行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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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VMware 为例，可通过 vCenter 或 vSphere 登录到虚拟化中心，可以看需要恢复的

虚拟机在秒级时间内就可以创建并使用起来，如图 9-6 所示 

 

图 9-6 虚拟机瞬时恢复启动 

如在【当前任务】中的瞬时恢复任务停止，则会将已经瞬时恢复的虚拟机删除，并进行

相关提示；停止后，该瞬时恢复任务处于【停止】状态，如图 9-7 

 

 

图 9-7 虚拟机瞬时恢复停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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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瞬时恢复任务停止后，会将瞬时恢复的虚拟机和运行时间的缓存数据全部删除（包含在

瞬时恢复过程中新写入的数据），如需要保存该虚拟机以及新写入的数据，切勿先进行

此操作；需要先进行迁移操作，等待虚拟机迁移完成后，在将该瞬时恢复任务停止 

2、 如果是通过瞬时恢复任务进行备份点数据查看验证或灾难演练的话，不需要保存瞬时恢

复虚拟机的数据，则可直接进行【停止】操作 

 

注意： 

瞬时恢复任务不要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会占用一部分备份系统性能资源，瞬时恢复虚拟

机不能长时间作为生产系统使用，可进行迁移操作生成新的生产系统使用（参见章节 10） 

不能对瞬时恢复虚拟机进行打快照等其他配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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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虚拟机迁移 

虚拟机迁移是在瞬时恢复的基础上把瞬时恢复的虚拟机迁移到生产系统，并将瞬时恢复

时间段内新写入的缓存数据一起进行迁移，不会造成瞬时恢复这段时间的数据丢失，保存通

过瞬时恢复的虚拟机在提供业务期间数据不丢失；前置条件是有一个运行的瞬时恢复任务存

在，在【当前任务】中已经运行的瞬时恢复任务，点击【操作】按钮，如图 10-1 

 

图 10-1 虚拟机迁移操作 

点击【迁移】后进行迁移配置界面，进行如下配置，如图 10-2 

 

图 10-2 虚拟机迁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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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选择宿主机 ---- 选择将瞬时恢复的虚拟机迁移到哪台宿主机上 

名称和状态 ---- 可对迁移的虚拟机进行自定义名称，和恢复完成后是否开机 

存储 ---- 选择迁移后的虚拟机放置的存储位置，也可选择【默认存储】 

网络 ---- 选择迁移后的虚拟机使用什么网络 

传输模式 ---- 选择什么方式进行数据传输，默认使用网络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认】将成功创建在线迁移任务，并将任务运行起来，其任务类型

变为【迁移】，任务详情如图 10-3 所示 

 

 

图 10-3 虚拟机迁移过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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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任务完成后，迁移任务类型会自动还原为【瞬时恢复任务】，该瞬时恢复任务还是

处于【运行】状态，但是瞬时恢复的虚拟机处于【关闭】状态，系统业务由迁移后的虚拟机

进行接管 

注意： 

迁移虚拟机未迁移完成前请勿开启迁移虚拟机电源，会造成迁移虚拟机数据不全或者损

坏，请等待迁移任务完成后，才能开启迁移虚拟机的电源 

瞬时恢复虚拟机迁移完成后，停止并删除瞬时恢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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