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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英方灾备软件概览 

1.1. 系统架构 

 

i2 软件网络架构图 

 

i2 灾备软件系统共分为三部分：工作机模块、灾备机模块、控制机模块。工作机(Worknode)指的是用户的生产机，即

常说的源端(Source)；灾备机(Backnode)指的是存放灾备数据的远程服务器，即常说的目标端(Target)；控制机(ctrlcenter)

则指的是 i2 灾备软件系统的控制平台所属的服务器，在控制机上部署完 i2 灾备软件的控制模块后，由于 i2 灾备软件的控制

模块是通过 Web 界面实现配置和管理的，所以任何一台主机只要能通过浏览器访问控制机管理中心，则可进行相关的管理

工作。 

  

1.2. 核心功能 

 镜像（Mirror）--初始化拷贝数据到灾备机。选择时间校验或严格校验方式比较两端数据，将剩余数据同步到灾备机。 

 复制（Replication）--实时捕捉工作机监控目录的数据变化，将变化的数据按发生顺序以字节级同步到灾备机。 



 

 恢复（Recovery）--恢复灾备机上的备份数据到任意一台工作机上，支持即时恢复、CDP 数据恢复，快照恢复。 

 Cluster 支持：i2 软件支持将 Windows Cluster 的共享存储中的数据备份到灾备机上。 

 高可用（High Availability）--i2 软件提供从主机到备机的自动切换，当主机发生故障自动切换到备机，从而保证对外

提供的服务不中断。 

 全服务器保护（Full Server Protection）--i2 软件提供服务器迁移、备份和还原。迁移是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将整个系统

迁移到指定机器。备份是在不停机情况下将整个系统备份到备机暂存，还原是根据客户需要将备份在备机的系统还原到

指定机器上。 

1.3. 端口说明 

服务器角色 端口 协议 监听端口 注备 

工作机 

RPC 服务端口 TCP 26821 控制机->工作机 

HA 服务端口 UDP 26860 工作机-灾备机，用于高可用功能相关 

灾备机 

RPC 服务端口 TCP 26822 控制机->灾备机 

镜像端口 TCP 26832 工作机->灾备机 

复制端口 TCP 26833 工作机->灾备机 

恢复端口 TCP 26831 工作机->灾备机 

HA 服务端口 UDP 26860 工作机-灾备机，用于高可用功能相关 

控制机 

HTTP 端口 TCP 58080 HTTP 端口 

HTTPS 端口 TCP 55443 HTTPS 端口 

 

第3章 注册信息配置 

在 任 何 能 访 问 到 控 制 机 的 服 务 器 的 浏 览 器 上 输 入 控 制 机 的 IP 地 址 ， 则 会 出 现 如 下 的 登 录 页 面 。 以

192.168.100.102:58080 为控制机 IP 为例，http://192.168.100.102:58080 所显示的登录页面如下 



 

 

缺省的登录用户名为 admin，缺省密码也是 admin。首次输入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后，则进入软件激活配置向导页，需

要从英方软件拿到相应的软件注册码。 

如果是试用英方软件，可向英方软件申请 30 天试用版的软件注册码。如果您已经购买了标准版软件许可，请直接输入

软件注册码。 

 

 

输入软件注册码之后，进入如下配置控制机地址页面，如控制机地址为 192.168.100.102，可手工输入或者选择对应的

IP 地址即可： 



 

 

邮件语言：是指 i2 灾备管理系统发送邮件时所采用的语言。 

然后转到修改管理员密码页面，缺省的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admin,为了系统安全，在此要求用户将 admin 用户的密码修

改掉。 

 

点击”完成”，返回如下密码修改成功的页面，此时系统要求用户用新的密码重新登录，至此，在软件正式使用前的软

件注册以及用户密码信息修改成功。 



 

 

 

第4章 创建用户 

I2 灾备软件安装完后，必须通过 Web 控制页面登录才能进行相应的操作，安装完后缺省存在的用户为 admin，其角色

为系统管理员，永远不能被删除，admin 用户可修改任何用户（包括自己）的密码或创建新的用户。如已配置完注册码等信

息，重新用 admin 用户登录后进入如下的页面： 

 

当用 admin 登录系统后，建议创建专门的管理账号或其它相关账号。 



 

如果 Admin 的密码忘记了，请使用脚本进行密码重置： 

Linux 下：执行 /etc/init.d/i2cs resetadmin 将密码重置 

执行 /etc/init.d/i2cs unlockadmin 为特殊情况下锁定的 admin 解锁 

 

Windows 下: 请在 CMD 里转到安装目录下的\PostgreSQL\8.3\bin 

执行 resetadmin.bat，输入 1 可以解锁，键入 2 重置密码为默认值。 

 

只有状态为“启用”的账号才能登陆到控制界面进行相关的操作。 

 

普通管理员用户具有创建、删除非 admin 用户、重置用户密码的权限。 

普通用户和普通管理员用户可以创建工作机以及修改由其创建的相关资源，如工作机、复制规则等。 

查看用户可以查看所有的资源和配置，但不能做任何的修改。 

只有没有和该用户相关联的工作机时，该用户才允许被删除。 



 

第5章 数据灾备配置 

i2 灾备软件中实现一个灾备配置包含如下的三步，即创建工作机、创建灾备机、创建复制规则。创建工作机即选中哪些

服务器上的哪些目录或者文件需要备份。创建灾备机即告诉系统哪台服务器为灾备服务器，以及数据要存放的目录。创建复

制规则即将工作机和灾备机连接起来，并设置相关的复制参数，如快照、连续数据保护 CDP 等等。 

5.1. 创建工作机 

首先需要创建工作机资源，但要注意的是，该工作机上已经安装好相应的工作机灾备模块，具体参考“安装和卸载”一

章。选择”系统管理工作机管理”： 

 

点击“新建”按钮，进入如下的工作机新建页面。在此输入相关的工作机信息： 

 “名称“：客户命名的工作机名称，便于管理 

 “管理接口地址”: 管理接口地址就是工作机用于和控制机通讯的 IP 地址。如果工作机有多个网卡，用户可

以配置管理和数据走不同的网卡。 

 “管理接口端口”：管理接口端口就是工作机用于和控制机通讯的端口（默认是 26821），可在 etc 目录下

i2port.conf 查询；Windows 路径是<安装路径>\etc\i2port.conf；Linux 路径是/etc/sdata/i2port.conf； 

 “数据接口地址”： 即工作机用于和灾备机进行通讯和数据传输的地址。 

 “账号“：对应工作机操作系统的登录账号。i2 软件支持域用户验证，Windows 域用户名格式为：<Domain 

Name>\<User Name> 



 

 “口令“：对应工作机操作系统的登录口令。 

 “内存使用上限“：分配给灾备软件用于数据缓存所能使用的内存上限。 

 “磁盘使用上限“：分配给灾备软件用于数据缓存所能使用的磁盘上限。注意，如果该值设置为 0，表示不

进行磁盘缓存，一旦变化的数据超过内存缓存大小，复制规则将自动停止，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作机资源。

复制规则停止后，管理员需要手动启动复制规则才能重新进行数据保护。 

 “日志工作区目录”：灾备软件自身产生的日志所存放的目录。 

 “数据缓存目录”：数据缓存目录为放置要灾备数据的磁盘缓冲区，一般情况下，数据直接从灾备内存中直

接取出并灾备到远端，但在某些异常情况下，如网络异常、带宽不足、远端灾备系统异常、灾备巨大文件等，

导致数据不能及时灾备到远端，此时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将部分数据从灾备内存中缓冲到磁盘上。保证系统

在窄带、大文件等环境下都能正常运行。 

 “复制路径”：要灾备的数据所属的路径。如工作机为 linux 系统，则需在此指定源路径；如工作机为 windows

系统，不需要指定复制路径，在后面创建复制规则时用户自行选择路径。 

 “是否作为超主机”：若作为超主机，则在添加工作机的同时添加灾备机。 

 “超主机备机管理端口”：灾备机的管理接口端口。 

  



 

 

 

其中“日志工作区目录”，“数据缓存目录”，“复制路径”均通过图形化方式选择，如下图，且“复制路径”可多选： 



 

 

提交之后，会看到如下的工作机列表窗口中出现刚创建的工作机信息。 

 

 

如果工作机模块工作正常，且控制机和工作机通讯正常的话，工作机的状态会显示为“在线”状态，i2 灾备软件会定时

刷新该状态信息，其对应的操作有四种，从左到右依次为：“修改”，“删除”，“查看日志”。只有在该工作机没有被任

何复制规则使用的时候，才能被修改或删除。 

用户可以在此页面添加多台工作机。工作机由其创建者所有，只有其创建者才能修改或者删除相关的配置信息，且也只有其

创建者才能创建基于该工作机的复制，快照，CDP 等。其他任何用户（包括管理员用户）均无此权限。 

 

注意事项： 

1）注册工作机 

* 注册 linux 工作机时，必须确保“复制路径”包含要监控的文件系统操作所涉及的对象。 

比如 rename 操作的情形，要包含 rename 的源和目标。通常把“复制路径”设置为根目录"/"。 



 

5.2. 创建灾备机 

首先需要创建灾备机资源，灾备机由管理员用户预先创建，可以被所有用户使用。但要注意的是，该灾备机上已经安装

好相应的灾备机模块，具体参考“安装和卸载”一章。选择”系统管理灾备机管理”，Linux 灾备机创建页面如下： 

 

 “名称“：客户命名的灾备机名称，便于管理 

 “管理接口地址”: 管理接口地址就是灾备机用于和控制机通讯的地址。如果灾备机有多个网卡，用户可以

配置管理和数据走不同的网卡。 

 “数据接口地址”： 即灾备机用于和工作机进行通讯和数据传输的地址。 

 “账号“：对应灾备机操作系统的登录账号。 

 “口令“：对应灾备机操作系统的登录口令。 

 “日志工作区目录”：灾备软件自身产生的日志所存放的目录。 



 

 “快照支持”：无需快照功能不用勾选此项；指定该 Linux 灾备机是否支持快照。如果该灾备机需要支持级

联灾备方式，则不能勾选该选项；比如有 A、B、C 三台机器，如果想把 A 机数据灾备到 B 机，B 机再把从 A

备份来的数据灾备到 C 机，那么 B 机即是灾备机又是工作机，不能勾选“快照支持”选项。 

 “卷组（VG）名称”：对于支持快照的 Linux 灾备机，i2 软件采用卷组存放复制和快照数据，因此必须指定

卷组。 表格中列出了该灾备机上所有的卷组，从中选择一个作为 i2 灾备软件使用。当该灾备机不需要支持

快照，则不需要指定卷组。 

Windows 灾备机的创建页面如下： 

 

 “帐号”：i2 软件支持域用户验证，Windows 域用户名格式为：<Domain Name>\<User Name> 

提交之后，在灾备机列表窗口可以看到如下的信息： 

 

同工作机中的说明一样，如果灾备机模块工作正常，且控制机和灾备机通讯正常的话，灾备机的状态会显示为“在线”

状态，i2 灾备软件会定时刷新该状态信息，其对应的操作有五种，从左到右依次为：“修改”，“删除”，“查看磁盘空间

“，“查看日志”。只有在该灾备机没有被任何复制规则使用的时候，才能被修改或删除。 



 

灾备机由管理员用户预先创建，可以被所有用户使用。 

5.3. 创建复制规则 

复制规则，即数据从工作机到灾备机的灾备“通道“。数据灾备的主要实现手段是通过将数据以及相关的变化实时地从

工作机复制到灾备机。i2 灾备软件以字节为最小单位，将数据的变化部分，而不是整个数据按序地复制到异地的灾备中心，

从而保证数据传输的高效、数据的严格一致性。 

选择”复制管理复制规则”，复制规则创建窗口如下： 

 

如果映射类型为 一对一，则文件映射表类似如下： 

 

 “复制名称“：客户命名的复制规则名称，便于管理。 

 “工作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工作机。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所有灾备机。 

 “映射类型“：i2 软件提供两种目录映射方式：多对一，一对一； “多对一”方式表示所有的工作机的源目

录和文件都复制到灾备机的单一目录下。为了防止同名文件覆盖，灾备机会保存工作机目录和文件的完整路



 

径。比如，上述例子工作机需要保护的目录为：C:\java\, C:\oracle\product\10.2.0\oradata\, 则灾备机上

的目录为：E:\bak\C\java\, E:\bak\C\oracle\product\10.2.0\oradata\。“一对一”方式表示工作机的源目

录和文件一 一对应到灾备目录，灾备机不再需要保存工作机的完整路径。上述一对一的例子，工作机上的

C:\java\下的内容和灾备机下 C:\java\目录下的内容是完全相同的。 

 “工作机源目录和文件“：在工作机是 linux 平台下，系统会将用户创建工作机时选择的灾备目录在此列出，

用户可以做进一步的优化，如排除个别不需要的文件或者目录。如工作机是 windows 平台，则用户可在此

自由选择需要灾备的目录。 

 “不要复制的文件和目录“：不要复制的文件和目录表格的文件和目录通常是映射表中工作机源目录下的文

件或者子目录。由该表指定的文件和目录不会被 i2 软件监控，以及复制到灾备机上。 

 “文件类型“：用户可以指定只保护某些后缀名的文件，或者排除某些后缀名的文件。 

 “删除策略“：默认不选中，其意思是在删除该规则时，保留灾备机上由“目标路径”配置项所指定的目录

下的所有数据；如果选中，其意思是删除该规则时，清空灾备机上由“目标路径”配置项所指定的目录下的

所有数据； 

 “规则自动启动“：默认选中，规则提交，自动开始镜像。如果不选中，规则提交后，为停止状态。用户需

要手动启动该规则。 

 

提交之后，在复制规则列表窗口可以看到如下的信息： 

 

 

复制规则会将要灾备的数据一次性同步到灾备机上，此过程称为镜像。复制规则在真正开始数据传输之前首先统计需要

同步的文件数量和大小, 以此来计算镜像的进度。镜像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初始数据的大小、网络的速度以及镜像的算法，在

状态栏会显示镜像的进度。 

 



 

当镜像完成后，复制规则进入“复制“状态，如下： 

 

i2 灾备软件定义了如下复制规则的状态： 

“镜像”：将工作机上的数据一次拷贝到灾备机上；  

“复制”：i2 持续监测用户数据的变化，将变化的数据复制到灾备机； 

“异常”：一些特殊的事件导致，工作机模块无法将数据复制到灾备机，从而使灾备系统处于不一致的状态；比如，工作机

无法连接到灾备机等，绝大多数都是网络导致的； 

“失效”：通常“异常”状态会导致规则“失效”，处于“失效”状态的规则无法将数据复制到灾备机；但是 i2 灾备系统会

自动试图在“失效”状态中恢复过来。比如，网络恢复等； 

“停止”：表示工作机不会把数据复制到灾备机。有两种情况可能导致复制规则处于“停止”状态：一是用户设置的带宽为

0，所以停止复制。当带宽不为 0 时，复制规则重镜像后自动恢复到有效状态；二是某些事件导致复制规则无法恢复到有效

的状态。比如，工作机或者灾备机的磁盘满等，此时的复制规则，只有人工介入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i2 灾备软件会定时刷新该状态信息，复制规则对应的操作有十二种，第一排从左到右依次为： 

“未知”：无法获取到规则信息 

 “启动”：启动复制规则 

 “停止”：停止复制规则 

 “快照管理”：执行、查看和删除快照 

 “CDP 数据管理”：删除不需要的 CDP 数据以及相关日志 

 “孤儿文件管理”：孤儿文件的说明见复制规则高级属性，可以对孤儿文件进行删除或者下载，如下图。 



 

 

 “比较管理”：用户可以对工作机和灾备机的相应数据进行比较，i2 会给出比较的报告。用户透过该比较报

告可以判断工作机端和灾备机端的数据是否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不断变化的文件，报告可能显示工作

机端和灾备机端不一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i2 实时同步出现问题。因此，在进行数据比较时，我们推荐工作

机上没有数据变化时才进行，这个报告比较准确。不依赖规则的比较功能请，参见实用工具->一致性比较。 

 

第二排从左到右依次为： 

 “修改”：部分属性只有在规则停止的状态下才能对其进行修改。 

 “删除”：删除规则，灾备机上的相应数据是否被删除由复制规则的删除策略决定。  

  “即时恢复”：立刻将当前时候的所有数据恢复出来。 

 “查看日志”：查看规则的日志信息，当有警告或者严重错误信息时，该图标会闪烁，但用户查看过相关的

日志后，闪烁消除。 

 “查看数据流量”：查看规则的实时数据流量或者日、历史流量。 



 

 

 “查看数据占用空间”：查看该规则各项数据占用的磁盘空间情况，如下图： 

 



 

5.4. 复制规则高级属性 

5.4.1. 镜像设置 

 

 “校验方式“：在重镜像（Remirror）过程中有两种校验算法可以选择：时间校验和严格校验。时间校验模

式即按照文件的大小以及修改时间来判断文件是否被修改过。严格校验模式则需读取文件的内容做校验。显

然时间校验模式速度比严格校验快很多，适合镜像时，工作机端确保无修改操作； 或网络带宽较小且要同步

的数据非常大等情形。 对于数据库文件等频繁修改的文件，应该选择 “严格校验”； 

 “错误处理方式“：如果源路径包含系统目录和文件，灾备软件可能无法访问某些特定的系统文件。0：在遇

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立刻停止镜像；１：在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记录无法访问的文件后，继续镜像； 

 “文件打开方式“：指在镜像阶段，源端打开文件的方式，该选项只针对 Windows 工作机有效。在复制阶

段，I2 是不会读取文件内容的。“普通文件”：指 I2 灾备软件以普通文件的方式打开需要镜像的文件，该种

方式效率较高；“MFT”：指 I2 灾备软件以 MFT（Windows OS 提供）的方式打开需要镜像的文件，该种

方式可以打开已经被其他进程以独占方式打开的文件，比如数据库文件等，该种方式镜像效率相比普通文件

方式较差。“自动选择”：I2 灾备软件根据实际情况自动选择打开文件的方式。 

 “文件安全属性”：设置源端的用户权限等安全属性是否同步到备端。 

 “首次镜像方式”：“自动”指 i2 软件拷贝一份完全的数据到灾备机，当需要灾备的数据很大而带宽又不足

的时候，完成整个镜像过程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手工”指在建立复制规则之前，用户已经将数据手

动拷贝到灾备机的灾备目录下，i2 软件只需要对工作机端的数据和灾备机端的数据进行校验，并拷贝差异部

分即可，从而加快镜像的速度。当灾备机为 Linux 且用卷组保存数据时，必须指定规则的 UUID。 



 

5.4.2. 压缩加密 

在数据灾备的过程中，可以定义数据是否要加密，由用户自定义加密的密钥。压缩则可选择三种不同的压缩比，高压缩

比可减少数据的传输量，但会消耗一定的资源。 

 

5.4.3. 快照设置 

针对复制规则，用户可自动或者手工生成快照。快照即当前数据的一个“切片”。快照手工生成在复制规则的管理页面

中通过手工操作实现。定义快照自动生成的时候，必须定义快照的生成间隔时间、开始时间，以及快照数目参数。当快照达

到上限个数是，采用的规则有两种：自动循环或者自动终止。一个快照占用的磁盘空间和当前的数据占用的磁盘空间一样，

所以当定义自动快照的时候，要注意有足够的磁盘空间放置相应的快照，不需要的快照通过快照管理及时删除。 

 

5.4.4. CDP 设置 

CDP（Continuous Data Protection，CDP），即持续数据保护。持续数据保护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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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数据保护可以为恢复对象提供足够细的恢复粒度，

实现任意的恢复时间点。由于 CDP 记录所有的修改操作以及数据的变化，所以占用的磁盘空间是比较大。I2 灾备软件独特

的多 Baseline 支持可以提高配置的灵活性，以及 CDP 恢复的速度。 

通过如下页面设置 CDP 数据的保存策略： 



 

 

 连续 CDP 数据的保存天数：指保存连续的 CDP 数据的天数。 

 按天合并的数据的保留个数：把连续的 CDP 数据按天合并以减少磁盘占用； 

 CDP 处理时间：当连续的 CDP 数据超过指定的天数后，需要按天合并；如果指定了 baseline 的生产策略，

需要按配置生产 Baseline，“CDP 处理时间”指定就是这些 CDP 后台处理的时间。通常，选择业务较为空

闲的时间为宜。 

 CDP 数据目录：灾备机指定目录下建立文件夹名为该复制规则 uuid 的目录，存放该复制规则产生的 CDP（连

续数据保护）数据。要注意的是，因为 CDP 数据要占用较大的磁盘空间，所以如果用户设置了规则中的 CDP

属性，则要充分保证该目录的磁盘空间大小。 

 Baseline 存储格式：“保持源目录结构”是按 Baseline 生成时的源端目录结构来存储 Baseline；“打包”

是将大量小文件打包，目的是缩短恢复时间。 

 创建 Baseline 副本：创建一个 Baseline 副本目的也是缩短恢复时间。 

 Baseline（全备份）策略：用户可以指定每周/每月/每年的 baseline 生成策略。比如，用户如果需要连续 CDP

数据保存 3 天；每天生成一个增量备份，增量数据保存一年；CDP 生成时间为 12:00:00；每周生成一个全备

份的数据，全备份数据保存 3 年；。则可配置如下： 



 

 

5.4.5. 孤儿文件 

当在某些情况下，某些文件在灾备机端存在，在工作机端不存在时，这些文件被称为孤儿文件。一种可能是灾备机和工

作机端的连接由于网络故障或者用户关闭工作机而中断了，在中断的过程中，客户删除了工作机上的某些文件，但这些删除

操作导致了灾备通道的中断而没有将相关数据同步到灾备机上，下次恢复灾备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文件只存在于灾备机上。

i2 灾备软件针对该类型的文件有三种处理方式： 

 不做处理，即继续保存在灾备机上； 

 删除，从灾备机上删除掉这些孤儿文件； 

 移动到指定路径，即将所有的孤儿文件移动到某个特定的目录下统一管理。 

 归档， 当复制规则处于“复制”状态时，源目录下的某个文件和目录被删除时，目标目录下文件和目

录移到指定路径下，实现数据的归档。 



 

 

5.4.6. 带宽控制 

当在某些情况下，用户想限定带宽的使用，可以通过带宽控制来实现。比如，通过 Internet 实现数据异地灾备，但同时

用户又不想在上班时间影响员工的 Internet 访问速度，就可以限定工作机时间的带宽。 

 

 

5.4.7. 删除复制规则 

通过勾选其中一条或多条复制规则，点击删除按钮；或者点击其中一条复制规则的操作栏内的删除图标，删除成功后两

端不再同步； 



 

 

需要注意的是，删除某条复制规则后，灾备端与该复制规则相应的复制数据、CDP 数据以及快照数据删除与否，有配置

规则的“删除策略”选项决定。 

 

第6章 恢复管理 

当需要恢复数据时，用户可通过恢复管理来实现。针对不同的情形，i2 灾备软件提供了三种恢复方式：即时恢复，即立

刻将当前的数据恢复出来；CDP 恢复，即恢复到历史的一个时间点，前提是创建复制规则的时候选择了 CDP 属性；快照恢

复，即针对生成的快照，恢复到快照所对应的数据切片，前提是用户手工生成了快照或者在创建规则的时候定义了自动快照

的属性。 

6.1. 即时恢复 

即时恢复即立即将当前灾备数据恢复到工作机上。默认设置为恢复到工作机的原目录。当然，用户可以指定其他的恢复

目标路径。 



 

 

注意：当复制规则正在运行时，数据不能恢复到工作机源目录及其子目录下。 

提交之后，可以看到一个即时恢复的任务已经生成，并已经开始恢复过程： 

 

6.2. CDP 恢复 

除立即恢复外，用户也可通过 CDP 恢复将数据恢复到过去的任意一个时间点： 

恢复方式有两种：恢复到工作机、在备机合并到指定目录 

恢复到工作机：指将数据恢复到工作机上 



 

 

在备机合并到指定目录：指将数据恢复到灾备机上指定目录中 

 
通过 CDP 日志中的记录，选择要恢复到的时间点。默认列出所有的 CDP 日志，如果需要查找特定的目录和文件的 CDP

日志，可以通过“恢复对象”指定，然后在点击“查看相关 CDP 日志”按钮。 

注意：当复制规则正在运行时，数据不能恢复到工作机源目录及其子目录下。 

 



 

6.3. 快照恢复 

除 CDP 之外，i2 灾备软件也提供了较粗粒度的快照功能，如每隔一段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快照，这样当发现工作机的

数据异常时，可通过灾备的快照，观察到以往快照点是的数据样本。i2 灾备软件最多支持 64 个快照样本。快照的恢复窗口

如下 

 

注意：当复制规则正在运行时，数据不能恢复到工作机源目录及其子目录下。 

第7章 软件管理 

通过该页面用户可以参看控制机的软件版本和软件许可信息，拿到正式版的 license 后，需要将 license 和识别码绑定。 

 

再用绑定后的 license 进行离线更新。 



 

 

第8章 系统参数 

8.1. 全局参数 

 

 

 “控制机地址”：这个地址不一定是控制机本身的地址，工作机/灾备机通过“控制机地址”来访问控制机。 

 “页面刷新时间”：有些页面需要实时监控状态，“页面刷新时间”配置多久更新一次状态。在网络状况不

佳的情况下，这里可以选择大一点的间隔时间，如果网络状况很好，可以用默认的间隔时间。 



 

 “每页显示记录数”：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 

 “控制机超时时间”：设置控制机超时时间（未进行任何操作） 

“页面刷新时间”和“每页显示记录数”这两个参数配置后，必须重新登录才会生效。 

 “日志保存时间”：工作机/灾备机/复制规则的保存时间，旧的日志将被删除，防止控制机数据库记录过多

而影响访问速度。 

 “邮件语言”：控制机发送邮件通知时，采用的语言； 

 

8.2. 监控提醒通知 

 

 “Email 通知”：启用邮件通知服务。 

 “SMTP 的服务器地址”：SMTP 的服务器地址。 

 “使用 SSL 连接服务器”：是否使用 SSL 连接服务器；需要注意和 SMTP 服务器端口的配合。 

 “SMTP 的服务器端口”：通常非 SSL 连接和 SSL 连接的端口是不同的。 

 “邮箱帐号”：发送邮件的帐号。 

 “邮箱密码”：当用该帐号发送邮件时，SMTP 服务器需要做认证。该密码用于 SMTP 服务器认证。 

 “监控对象”：状态：监控工作机/灾备机/复制规则/高可用规则，如果发现状态异常，发送 Email 到用户指

定的邮箱。 

 “连续通知次数”：连续发送 Email 的次数，如果控制机发现状态异常，控制机连续发送 Email 的次数，防



 

止把用户的 Email 信箱被塞满。 

 “保存”：保存本页的配置信息。 

 “重置用户连续通知”：当 Email 发送次数达到连续发送的上限之后，控制机就不再继续发送 Email，点击

该按钮，可以使控制机继续发送 Email 到用户指定的邮箱。 

 “发送测试 Email”: 利用该页面的 SMTP 设置，发送测试 Email 到当前登录用户的邮箱。当前登录用户的

邮箱设置通过用户管理修改。 

 “接收提醒的 Email”：发送测试邮件时，接收的邮箱。 

第9章 配置导出与导入 

i2 灾备软件将所有的配置信息都存储在控制机的数据库中，配置的导出和导出为用户提供一种配置备份和恢复的手段。

通常，用户在完成所有配置之后，我们建议用户导出一份配置数据，以备将来恢复控制机之用。 

 

I2 控制机除了提供手动的配置导出导入外，还提供配置文件的自动备份机制（前提必须添加至少一台备机）。 



 



 

附录 1 英方软件错误代码说明 

 英方软件定义了如下信息/错误代码，这些代码有可能在工作机/灾备机的运行日志中看到。 

Error 

Code 

说明 错误等级 

Info/Error/Fatal 

可能引起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3519 复制规则重新启动 Info 重启系统，或者用户重启规则 

3520 复制规则重新启动完成 Info 镜像完成 

3522 网络连接错误 Info 工作机或者灾备机网络不通或者由于其它错误导致一端

断开了网络，具体要看两端前后的日志 

3523 镜像任务被取消 Info 工作机端可能达到了内存和缓存磁盘的使用上限，从而

主动取消镜像任务。 

3524 连接状态改变 Error 这个错误通常是由其他错误引起的，需要进一步检查工

作机或者灾备机报告的其他错误。 

3525 非法的任务 Error 通常是由于网络原因、灾备机重启或者其它错误导致灾

备端的规则状态信息缺失 

3526 没有配置文件 Error 配置文件被非法删除 

3527 获取 Linux 卷组失败 Error 指定的卷组被删除或者访问失败 

3528 获取逻辑卷组失败 Error 指定的卷组被删除或者访问失败 

3529 没有找到对应的规则信息 Error 通常是由于网络原因、灾备机重启或者其它错误导致灾

备端的规则状态信息缺失 

3530 文件 Checksum 错误 Error 文件不同步，尝试重新镜像 

3531 CDP 描述文件错误 Error CDP 的 desc 文件格式非法；CDP 的版本和软件版本不

一致； 

3533 读取 CDP 描述文件错误 Error CDP 描述文件未生成或者被非法删除 

3534 写入 CDP 描述文件错误 Error CDP 描述文件未生成或者被非法删除 

3535 CDP 处于错误或者不完整状态 Error 清空 cdp，重新生成 CDP 

3536 读取 CDP 错误 Error CDP 的版本和软件版本不一致； 

3540 读取 CDP 索引文件失败 Error CDP 索引文件未生成或者被非法删除 

3541 cdp 恢复时写文件失败 Error 磁盘满或者文件系统访问异常 



 

3543 存在的 CDP 版本和软件不兼容 Error 软件版本升级，升级后的软件不兼容老的 CDP； 

清除 CDP，重新生成 baseline 

3545 写消息分片内容不正确 Error  

3546 工作机和灾备机软件版本不兼容 Error 工作机/灾备机/控制机软件版本必须一致 

3547 时间戳错误 Error 可能工作机修改了系统时间。 

清空 cdp，或者调整工作机时间。 

3548 写入 CDP 索引文件失败 Error 检查磁盘 

3549 写入 CDP 数据文件失败 Error 检查磁盘 

3550 CDP 索引文件损坏或者不完整 Error 清空 CDP，重新生成 CDP 

3551 删除快照失败 Info  

3554 灾备机收到的数据包序号不对 Info 网络异常，灾备系统可以自我恢复 

3555 复制文件错误 Error 检查灾备文件系统或者磁盘是否满 

3556 创建逻辑卷组失败 Error  

3557 格式化逻辑卷组失败 Error  

3559 工作机镜像过程中打开文件失败 Error 检查工作机/灾备机文件系统是否可以访问 

3560 读取文件或者目录失败 Error 检查灾备机文件系统是否可以访问 

3563 备机打开文件失败 Error  

3564 创建线程失败 Error 重启程序  

3565 错误的消息类型 Error 通常由于网络传输问题或者是软件版本不一致导致。检

查程序组件版本。 

3566 卷组扩展失败 Error 灾备机卷组扩展失败 

3568 收到文件或者目录改名操作 Info  

3570 Cdp 目录下的 cfg 文件出错  检查文件系统是否可以访问或者磁盘满； 

尝试重镜像，或者清空 cdp 

3571 非法路径 Info  

3572 同一任务多次提交 Error  

3573 创建快照失败 Error  

3574 保存文件属性信息失败 Error 检查文件系统是否可以访问或者磁盘满 



 

3575 任务重复 Info 复制过程中出现重复消息，可能由断网重连引起 

3576 灾备机路径 mount 重复 Error 灾备机在采用卷组存放数据时，一个路径被 mount 多

次。 

3578 写入 Mirror 文件列表失败 Error 磁盘满或者写入磁盘错误 

3579 读取 Mirror 文件列表失败 Error 列表文件被非法删除 

3580 CDP 数据库损坏或者不完整 Error CDP 文件被非法删除或者磁盘满 

3581 压缩错误 Error  

3582 解压错误 Error  

3583 挂载快照失败 Error  

3585 更新 namelog 文件失败 Error 检查文件系统是否可以访问或者磁盘满 

3586 加密错误 Error  

3587 解密错误 Error  

3588 任务被锁定 Info HA 切换到灾备机之后，锁定灾备目录，不再接受来在工

作机的数据。 

3589 写镜像文件列表失败 Error 检查文件系统是否可以访问或者磁盘满 

3590 读取镜像文件列表失败 Error 镜像文件列表文件被非法删除 

3591 读取文件属性失败 Err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