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antec™ Replicator Option
在不同供应商存储设备之间进行数据复制，以实现经济高效的灾难恢复
产品资料: 灾难恢复
概述

• 独立于存储的复制 — 在异构存储设备之间进行复制，使

Symantec™ Replicator Option 为企业提供了针对异构数

分层存储战略可作为灾难恢复计划的一部分实现

据复制的全面解决方案。与 Symantec Storage

• 多站点复制 — 从主站点将数据同时复制到多个辅助站
点，每个辅助站点都有自己的 RPO

Foundation 结合之后，Replicator Option 可以在 IP 网络

• 跨平台以及密集到精简数据迁移 — 让管理员可以跨平台

上实现经济高效的数据复制。这为企业基于阵列的传统复制
架构提供了极其灵活、不依赖于存储硬件的备选方案。

或数据中心轻松迁移数据，回收主站点和辅助站点未使用

Replicator Option 提供了灵活的选择，采用 Volume

的精简存储
• 有效利用网络带宽 — 通过压缩和带宽调节功能，最大限

Replicator 实现数据块级别的连续复制，采用 File
Replicator 实现基于文件的定期复制。这种灵活性使得企业

度减少带宽占用，并通过批量数据传输实现最大的复制吞

实际上可以选择在任何主流操作系统上几乎任何存储设备的

吐量
• 有效利用处理器 — 通过批量复制更新和辅助更新记录，

组合，提供了统一的易于管理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尽可能减少处理器占用率

除了提供现有最灵活的复制架构之一外，Volume

• 集中式的管理和报告 — 让管理员可通过 Veritas

Replicator 还可与业界领先的应用程序可用性软件

Operations Manager 集中监控和管理跨多站点的多个复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紧密集成。这一组合提供了自动

制数据集

化可靠的灾难恢复解决方案，可以减少数据和应用程序的恢

• 数据和数据库一致性保护 — 通过基于磁盘的永久复制日

复时间。

志确保数据始终具有一致性
• 自动灾难恢复 — 自动执行站点到站点的故障转移，以快
速可靠地恢复关键应用程序
复制不受距离限制
灾难恢复计划要求在生产站点关闭时，数据在其他站点上可
用。Volume Replicator 实现了 IP 网络上的同步和异步数
据复制，可在不影响性能或数据一致性的情况下，提供不受
距离限制的灾难恢复能力。Volume Replicator 支持每应用
程序或每服务器 32 个辅助目标，可在同步或异步模式下并
行复制相同数据，使得企业能够调整复制战略，满足任意数
量数据中心位置的要求。
零 RPO

图 1. Volume Replicator 实现了高性能数据复制

Volume Replicator 实现了独特的堡垒复制配置，将同步复
制的零数据损失优势与异步复制的远距离性能优势结合在了

主要功能

一起。这使得企业能够为任意距离上的关键应用程序提供最

• 复制不受距离限制 — 不受距离限制地复制数据，而不影

大限度的保护，并为阵列供应商的多级跳或 STAR 配置提供

响应用程序性能

了经济高效的替代方法。堡垒复制集成在 Cluster Server

• 零恢复点目标 (RPO) — 使用堡垒复制功能实现零数据丢

中，用于在应用程序出现故障时提供全自动的零数据损失

失，而不影响性能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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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cator Option 是极其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可用于管
理数据中心迁移的风险和复杂性，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应
用程序中断。使用 Replicator Option，客户可以确保应用
程序在线，因为数据将自动迁移到全新的站点中。
Replicator Option 是面向异构硬件环境业经验证的复制解
决方案，使得大型企业可以执行复杂的数据中心迁移或硬件
更新，同时保持应用程序在线并优化整体成本。

图 2. 可靠的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解决方案

独立于存储的复制
构建数据复制战略可能会成本高昂，因为大部分基于阵列的
数据复制需要在灾难恢复站点使用相同的阵列。与专有、缺
乏灵活性的存储硬件复制方法不同，Volume Replicator 为
客户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可以选择任意基于存储区域网络
(SAN) 的混合架构，包括精简存储。Replicator Option 通
过现有 IP 网络复制数据，可在主流存储硬件平台之间进行复
制，消除了受限于供应商的限制，使得企业能够基于应用程

图 3. 利用对主机文件系统的了解，SmartMove for Volume

序优先级而不是存储兼容性来选择合适的存储投资。这意味
着用户可以在灾难恢复站点选择任意主流存储供应商，从而

Replicator Option 使用复制功能在线从密集存储迁移到精

降低硬件成本。

简存储时，自动回收所有未使用的存储。SmartMove for
Volume Replicator 利用主机文件系统对已用和未用数据块

跨平台和密集到精简数据迁移

的了解，减少卷复制期间所用的资源数量，只将已用数据块

Volume Replicator 提供了简化的跨平台数据迁移功能，能

复制到精简存储中。通过只复制已用数据块，SmartMove

够在异构服务器架构之间（例如从 Oracle® Solaris™ 向

for Volume Replicator 还可大幅降低初始同步操作的

IBM® AIX®）自动且透明地在线复制数据。由于存储系统

CPU、带宽和存储需求。Volume Replicator 与 Storage

和服务器技术互不兼容，而且需要保证全天候可用性，所以

Foundation 的精简回收功能相集成，提供了在辅助站点上

数据中心迁移的工作量会非常惊人。不论是永久迁移到新环

自动回收未使用精简存储的灵活性。

境，还是从操作便利性出发的“脱离主机”处理，在不同类
型计算平台之间移动数据的功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 IT 操作的

有效利用网络带宽和处理器

灵活性。Volume Replicator 与 Storage Foundation

大部分数据复制技术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需要网络资源进行有

Portable Data Container 技术的结合减少了在不同平台之

效数据传输。Volume Replicator 包括控制功能，可以降低

间迁移数据所需的时间和资源。

复制对宝贵网络资源产生的影响。通过基于实际应用程序写
入的高效卷级别复制，Volume Replicator 只复制发生实际
变动的数据，从而将广域网 (WAN) 上的流量减到最低。此
解决方案通过具有可靠记录功能的异步复制提升了现有带宽
效率，使得企业能够基于平均应用程序活动而不是峰值活动
来建立带宽需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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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效率功能体现在压缩复制数据以减少所用带宽，基于差

自动进行灾难恢复

异数据的重新同步以减少在出现灾难后将迁移回主站点所需

复制数据只是灾难恢复的一个方面。如何恢复应用程序本

的带宽。对于最重要的环境，Volume Replicator 还包括针

身？手动恢复经常会导致错误，并且所需的人力在灾难恢复

对每个应用程序的带宽调节功能，以减少应用程序对有限网

期间并不一定可用。Volume Replicator 与 Cluster Server

络资源的争用。这可以确保关键应用程序具有所需的网络资

的全面集成提供了现有面向数据中心应用程序最强大的自动

源，即使在带宽紧张的环境中。

化灾难恢复功能。此解决方案使得企业能够在多站点框架中

为了提升异步复制的性能，吞吐数据批量复制到灾难恢复

监视所有应用程序和关联的复制作业，并在站点间实现自动
化的故障转移/故障恢复流程。所监视的任意站点上出现故障

(DR) 站点，从而减少了 Volume Replicator 处理器开销和
往返网络延迟。

时，Cluster Server 将自动提醒管理员，控制向辅助站点的

集中式管理和报告

定向客户端流量，从而显著减少恢复总时间，实现最大限度

对于需要复制大量关键应用程序的企业，赛门铁克提供对所

的业务连续性。除了自动恢复之外，Cluster Server 和

有复制实例的集中式管理，以确保复制的可管理性能够随着

Volume Replicator 提供了无侵入性的灾难恢复测试。使用

数据中心环境而扩展。利用 Operations Manager，可以通

Fire Drill 功能可以实现灾难恢复测试，无需使主生产系统脱

过单一界面跨多个数据集和多个操作系统配置、监视和管理

机，这就让企业可以比从前更经常地测试灾难恢复。

复制角色转换，装载数据卷，重新启动关键应用程序，并重

Replicator Option。此功能减少了初次复制配置和部署所需

其他功能

的时间，并能提高日常管理大量已复制应用程序的效率。

• 通过 IPv6 链路复制 — 提供了在混合环境中运行复制的

数据和数据库一致性保护

灵活性；单个 Replicator Option 主机可以同时具有

通过使用永久的基于磁盘的复制日志，Volume Replicator

IPv4 链路和 IPv6 链路

可在同步复制模式和异步复制模式下保持主数据集与辅助数

• 集成快照 — 使用带内控制消息传送并基于本地复制控制

据集之间的数据一致性。通过维护写顺序保真，Volume

启动远程快照

Replicator 可确保几乎在所有操作环境中均能统一重新启动

• Oracle RAC 复制 — 支持复制与 Oracle RAC 和

关键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与 Storage Foundation 的数据库

Cluster File System 实施相关的共享存储资源

功能紧密集成，Volume Replicator 可在复制过程中维护

• 简单配置 — 通过分布式 CLI 框架或通过 Operations

Oracle、Oracle RAC、IBM DB2®、Sybase®、

Manager 实现了简单的配置和管理

Microsoft® SQL Server®、Microsoft Exchange 和其他企
业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一致性。Volume Replicator 甚至在网

相关产品

络临时或长时间出现故障时也能保护数据一致性，对于通过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 Storage

WAN 进行长距离复制，这是必不可少的要求。通过不间断

Foundation 可最大限度地跨操作系统、虚拟化技术以及

一致性保护，企业可以确信，其复制的数据集能够提供关键

存储硬件提高存储效率、可用性、灵活性以及性能。
•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 Cluster Server 帮助跨物

运营环境所需的高级别业务连续性。

理和虚拟基础架构运行的关键业务服务实现高可用性和灾
难恢复。它包括自动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灾难恢复站点
的功能，并有针对非侵入灾难恢复测试的 Fire Drill
功能。
• Symantec File Replicator—File Replicator 实现了 IP
网络上经济高效的定期数据复制，针对灾难恢复和脱离主
机处理，为企业带来了不依赖于存储的高度灵活数据可用
性解决方案。File Replicator 能够灵活地安排复制间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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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业务需求，跟踪文件系统中的所有更新，在配置的时

全国销售热线: 800 810 8826

间间隔结束时一致地复制这些更新。File Replicator 利用

安全产品售后技术支持热线: 800 810 3992

文件系统提供的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减少复制可能会对宝贵

高可用性产品售后技术支持热线: 800 810 9771

的网络资源造成的影响。Red Hat® Linux 上支持 File
Replicator 6.0。
支持的操作系统
• HP-UX®
• IBM AIX
• Microsoft Windows®
•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 Oracle Solaris
• Red Hat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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