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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1.1 基本概念

1.1.1 什么是存储容灾

存储容灾服务（Storage 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是一种为弹性云服务器（Elastic
Cloud Server，ECS）、云硬盘（Elastic Volume Service，EVS）和专属存储（Dedicated
Storage Service，DSS）等服务提供容灾的服务，通过存储复制、数据冗余和缓存加速
等多项技术，提供给用户高级别的数据可靠性以及业务连续性，简称SDRS。存储容灾
服务有助于保护业务应用，将弹性云服务器的数据、配置信息复制到目的端可用区，
并允许业务应用所在的弹性云服务器在停机期间从另外的位置启动并正常运行，从而
提升业务连续性。

1.1.2 存储容灾策略简介

容灾策略分为两种，切换和切回。详细参见表1-1。

表 1-1 容灾策略基本概念

概念 说明

切换 生产云服务器和生产云硬盘位于源端
AZ，容灾云服务器和容灾云硬盘位于目
的端AZ，目的端云服务状态正常，临时
关闭源端云服务器进行计划性迁移，可
将业务从源端切换到目的端AZ，启动目
的端AZ内的云服务器和云硬盘等资源。

切回 生产云服务器和生产云硬盘位于目的端
AZ，容灾云服务器和容灾云硬盘位于源
端AZ，源端云服务状态正常，临时关闭
目的端云服务器进行计划性迁移，可将
业务从目的端切回到源端AZ，启动源端
AZ内的云服务器和云硬盘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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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存储容灾的优势

存储容灾服务具有以下优势：

l 便捷的业务恢复方案

存储容灾服务提供集中的控制台，您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配置和管理云服务器复
制，执行切换、切回和故障切换等操作。

l 云服务器复制

您可以创建从优先端可用区至非优先端可用区的复制。

l 按需复制

您可以将华为云上的弹性云服务器按需复制至华为云的另一个可用区，免除您维
护另一个数据中心的成本和复杂度。

l 不感知应用

运行在华为云弹性云服务器上的任何应用都支持被复制。

l RTO 与 RPO 目标

让恢复时间目标 (RTO) 和恢复点目标 (RPO) 始终处于您的预期之内。 SDRS服务
为弹性云服务器提供持续的复制，保证RPO为零。

l 保持崩溃一致性

基于存储的实时同步，保证您的数据在两个可用区中时刻处于崩溃一致性。

l 在不中断的情况下执行容灾演练

可轻松地运行容灾演练，不会影响正在进行的复制。

l 灵活的故障切换

可针对当前优先端预期会出现的中断执行切换或者切回操作，确保不丢失任何数
据；或者针对意外灾难运行故障切换，尽快恢复业务。源端可用区恢复正常时，
可轻松利用故障切回能力将优先端重新切回到源端可用区。

l 高效的网络切换

简化切换过程中程序资源的管理，具体包括：保留 IP 地址、保留Mac地址、配置
弹性负载均衡、切换弹性IP，从而实现高效的网络切换。

1.3 存储容灾的使用约束和条件

使用存储容灾服务前，请您先了解表1-2中描述的使用约束和条件。

表 1-2 使用约束和条件

约束 说明

复制场景 华为云同一区域不同可用区之间的ECS复制。不支持BMS服务器。

存储 仅使用云硬盘（EVS）或仅使用专属存储（DSS）提供存储能力的弹
性云服务器，可适用于本服务。不支持本地盘。

应用 基于存储的同步复制能力可以保证磁盘数据的一致性，并不能保证应
用一致性。如您的应用可以支持崩溃一致性，则可以在支持复制的设
备上运行并复制。不支持数据库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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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 说明

部署模型 目前只支持VPC内迁移模型。

VPC内迁移：源位置与目标位置位于相同的VPC，故障切换后网卡跟
随新的弹性云服务器迁移至目标位置，对服务器中的应用影响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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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入门

2.1 创建保护组

操作场景

指定两个可用区，创建空的保护组，从而可以往该保护组中添加保护实例和复制对，
每个租户最多支持创建10个保护组。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单击“创建保护组”。

步骤4 根据界面提示，配置保护组的基本信息，如表2-1所示。

表 2-1 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样例

地域 必选参数。

租户所在的地域，当前地
域请在界面左上方选择。

alpha01

容灾策略 必选参数。

l source：源端可用分
区。

l target：目的端可用分
区。

az2.dc2

部署模式 必选参数。

默认为VPC内迁移。

VPC内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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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样例

源端VPC 必选参数。

填写源端VPC
vpc-f6ea

名称 必选参数。

您可以在创建保护组的时
候定义此保护组名称，用
于标识此保护组，可通过
保护组名称实现对保护组
的分类和搜索。

server_group_001

 

步骤5 单击“立即申请”。

步骤6 在“规格确认”页面，您可以再次核对保护组信息。

l 确认无误后，单击“提交”，开始创建保护组。

l 如果还需要修改，单击“上一步”，修改参数。

步骤7 单击“返回保护组列表”返回存储容灾服务主页面，查看该保护组的状态。

待主页面中出现创建的保护组且保护组的状态为“可用” 时，表示创建成功。

----结束

2.2 创建保护实例

操作场景

您可以为您需要容灾的云服务器创建保护实例，并将其添加到指定的保护组中。在当
前的优先端遇到不可抗力导致大规模服务器故障时，您可以调用保护组的操作接口进
行故障切换，从而确保保护实例上运行的业务正常连续。

说明

部署模式为“VPC内迁移”的保护组在切换的场景中，主网卡不会进行迁移，因此建议您的业务
绑定在保护实例的扩展网卡上。

前提条件

l 创建保护实例之前请确认保护组的保护状态为关闭，如果已经开启保护，请关闭
后再进行此操作。

l 创建保护实例之前请确认保护组的状态为“可用”。

l 创建保护实例之前请确认源端云服务器未挂载共享云硬盘。如有业务需要使用共
享云硬盘，请参考2.3 创建复制对单独为共享云硬盘创建复制对，并参考挂载复制
对将该复制对挂载至保护实例。

l 请确认您用来创建保护实例的云服务器与保护组在同一个VPC内。

l 请确认保护组的当前优先端为源端AZ，若为目的端AZ则需要先将保护组的优先端
切回后，才可以向保护组中添加保护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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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单击待添加保护实例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保护实例”。

进入该保护组的详情页面。

步骤4 单击“保护实例”页签下的“创建”。

进入“创建保护实例”页面。

步骤5 根据界面提示，配置保护实例的基本信息，如表2-2所示。

表 2-2 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样例

保护组 此参数即待创建的保护实
例所在的保护组的名称，
此处无需填写。

-

复制方向 此参数即待创建的保护实
例所在的保护组的容灾策
略，此处无需填写。

-

部署模式 此参数即待创建的保护实
例所在的保护组的部署模
式，此处无需填写。

-

源端VPC 此参数即待创建的保护实
例所在的保护组的源端
VPC，此处无需填写。

-

已选的源服务器 必选参数。

在源服务器列表中选择需
要创建保护实例的服务
器。

-

目的磁盘 必选参数。

您可以选择云硬盘或者专
属存储。

l 云硬盘：EVS

l 专属存储：DSS
如果选择了“专属存
储”，则“存储池”为
必选参数。

云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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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样例

存储池 如果目的磁盘选择了“云
硬盘”，则无需填写“存
储池”参数。

如果选择了“专属存
储”，则“存储池”为必
选参数。

-

名称 必选参数。

您可以在创建保护实例的
时候定义此保护实例名
称，用于标识此保护实
例，可通过保护实例名称
实现对保护实例的分类和
搜索。

project_obj_001

 

说明

当DSS开关打开时，可见“目的磁盘”、“存储池”参数，否则参数不可见。

步骤6 单击“立即申请”。

步骤7 在“规格确认”页面，您可以再次核对保护实例信息。

l 确认无误后，单击“提交”，开始添加保护实例。

l 如果还需要修改，单击“上一步”，修改参数。

步骤8 单击“返回保护组详情”返回保护组详情页面，查看该保护组下的保护实例列表。

待添加的保护实例状态变为“可用”时，表示创建成功。

----结束

2.3 创建复制对

操作场景

您可以为您需要容灾的云硬盘创建复制对，并将其添加到指定的保护组中。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单击待添加复制对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复制对”。

进入该保护组的详情页面。

步骤4 单击“复制对”页签下的“创建”。

进入“创建复制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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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复制对的基本信息，如表2-3所示。

表 2-3 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样例

保护组 此参数即待创建的复制对
所在的保护组的名称，此
处无需填写。

-

复制方向 此参数即待创建的复制对
所在的保护组的容灾策
略，此处无需填写。

-

已选的源磁盘 此参数会显示您已经选择
好的磁盘名称。

-

源磁盘 必选参数。

选择云硬盘或专属存储。

l 云硬盘：EVS

l 专属存储：DSS

云硬盘

目的磁盘 必选参数。

与保护实例的“目的磁
盘”保持一致。

l 云硬盘：EVS

l 专属存储：DSS

云硬盘

存储池 l 如果目的磁盘选择了
“云硬盘”，则无需填
写“存储池”参数。

l 如果选择了“专属存
储”，则“存储池”为
必选参数。

-

名称 必选参数。

您可以在创建复制对的时
候定义此复制对名称，用
于标识此复制对，可通过
复制对名称实现对复制对
的分类和搜索。

replication_001

 

说明

当DSS开关打开时，可见“目的磁盘”、“存储池”参数，否则参数不可见。

步骤6 单击“立即申请”。

步骤7 在“规格确认”页面，您可以再次核对复制对信息。

l 确认无误后，单击“提交”，开始创建复制对。

l 如果还需要修改，单击“上一步”，修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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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单击“返回保护组详情页”返回保护组详情页面，查看该保护组下的复制对列表。

待添加的复制对状态变为“可用”时，表示创建成功。

----结束

2.4 创建容灾演练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单击待添加容灾演练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容灾演练”。

进入该保护组的详情页面。

步骤4 单击“容灾演练”页签下的“创建”，弹出“创建容灾演练”界面，选择“名称”和
“演练VPC”,单击“确定”完成创建。

表 2-4 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样例

名称 容灾演练的名称 -

演练VPC 演练VPC的名称 vpc-f9f7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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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

3.1 管理保护实例

3.1.1 变更保护实例规格

操作场景

当您的保护实例规格无法满足业务需要时，可参考本章节变更保护实例的规格，变更
保护实例的vCPU、内存，该操作将同时变更源端和目的端云服务器的对应规格。

前提条件

l 变更规格前请确认保护实例状态为“可用”。

l 变更规格前请确认优先端的云服务器已经下电。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单击待变更规格的保护实例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保护实例”。

进入该保护组的详情页面。

步骤4 在“保护实例”页签，单击待变更规格的保护实例所在行的操作列的“变更规格”。

进入“变更规格”页面。

步骤5 在弹出的变更规格页面，选择变更后的云服务器类型、vCPU和内存。

步骤6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开始变更保护实例的规格。

----结束

存储容灾
用户指南 3 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18-08-03) 10



3.1.2 删除保护实例

操作场景

当您不再需要保护实例时，请删除保护实例以释放资源。删除保护实例不会删除源端
云服务器的资源。

l 若当前优先端为源端AZ，则可以选择是否删除目的端云服务器。

l 若当前优先端为目的端AZ，则不能删除目的端云服务器。

前提条件

l 当保护实例状态为“可用”、“出错”时才能删除。

l 若该保护实例所在的保护组已经开启保护，则需要先将该保护实例所在的保护组
停止保护后才能进行删除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单击待删除的保护实例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保护实例”。

进入该保护组的详情页面。

步骤4 在“保护实例”页签，单击待删除的保护实例所在行的操作列的“删除”。

进入“删除保护实例”页面。

步骤5 在“删除保护实例”页面，根据需求选择相应的操作。

l 若当前优先端为源端AZ，请执行以下操作。

– 若希望同时删除目的端云服务器，则勾选“删除目的端云服务器”。

– 若希望保留目的端云服务器，则不勾选“删除目的端云服务器”。

l 若当前优先端为目的端AZ，执行步骤6。

步骤6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删除保护实例。

----结束

3.1.3 挂载复制对

前提条件

该复制对未被挂载。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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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待挂载复制对的保护实例所在窗格中的“保护实例”。

进入该保护组的详情页面。

步骤4 在“保护实例”页签，单击待挂载复制对的保护实例所在行的操作列的“挂载”。

进入“挂载复制对”页面。

步骤5 选择待挂载的复制对，并通过下拉列表选择该复制对的“挂载点”，单击“确定”。

该复制对将被挂载到指定的保护实例上。

----结束

3.1.4 卸载复制对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单击待卸载复制对的保护实例所在窗格中的“保护实例”。

进入该保护组的详情页面。

步骤4 在“保护实例”页签，单击待卸载复制对的保护实例所在行的操作列的“卸载”。

进入“卸载复制对”页面。

步骤5 在“卸载复制对”页面，选择待卸载的复制对，单击“确定”。

复制对卸载之后，组成复制对的云硬盘将无法写入数据，如果需要再次使用该云硬
盘，则需要执行挂载磁盘或挂载复制对操作。

----结束

3.1.5 添加网卡

操作场景

当您的保护实例需要添加网卡时，可以参考下面步骤为保护实例添加网卡。

前提条件

当保护实例的状态为“可用”时才能进行添加网卡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单击待添加网卡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保护实例”。

进入该保护组的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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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保护实例”页签，单击待添加网卡的保护实例名称。

进入保护实例详情页面。

步骤5 选择“网卡”页签，并单击“添加网卡”。

步骤6 选择待添加的安全组和子网。

说明

l 您可以同时勾选多个安全组，此时，弹性云服务器的访问规则遵循几个安全组规则的并集。

l 如果需要给弹性云服务器添加一张指定IP地址的网卡，用户需填写“私有IP地址”。

步骤7 单击“确定”。

----结束

3.1.6 删除网卡

操作场景

保护实例最多可以有12个网卡，其中包括一个主网卡，且主网卡不可删除。当您的保
护实例需要删除主网卡以外的其他网卡时，可以参考下面步骤。

前提条件

当保护实例状态为“可用”时才能进行删除网卡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单击待删除网卡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保护实例”。

进入该保护组的详情页面。

步骤4 在“保护实例”页签，单击待删除网卡的保护实例名称。

进入保护实例详情页面。

步骤5 选择“网卡”页签，单击待删除的网卡所在行的操作列的“删除”。

步骤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删除网卡。

----结束

3.2 管理复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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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扩容复制对

操作场景

当您的保护组中包含的复制对规格无法满足业务需要时，可参考本章节对指定的复制
对进行扩容操作，复制对不支持减容，且扩容成功后不支持回退，该操作将同时变更
复制对中源端和目的端的云硬盘容量。

前提条件

当复制对的状态为“可用”时才能进行扩容复制对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单击待扩容的复制对所在的保护组窗格中的“复制对”。

进入该保护组的详情页面。

步骤4 在“复制对”页签，单击待扩容的复制对所在行的操作列中“扩容”。

进入“扩容”页面。

步骤5 在“扩容”页面，确认待扩容的复制对信息，填写“新增容量”，单击“确定”，完
成复制对的扩容。

----结束

3.2.2 删除复制对

操作场景

当您不再需要复制对时，请删除复制对以释放资源。删除复制对时不会删除源端云硬
盘的资源，可以选择是否删除目的端云硬盘。

前提条件

l 当复制对状态为“可用”、“出错”时才能删除。

l 若该复制对所在的保护组已经开启保护，则需要先将该复制对所在的保护组停止
保护后才能进行删除操作。

l 该复制对未被挂载。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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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待删除复制对所在的保护组窗格中的“复制对”。

进入该保护组的详情页面。

步骤4 在“复制对”页签，单击待删除的复制对所在行的操作列的“删除”。

进入“删除”页面。

步骤5 在“删除”页面，根据需求选择相应的操作。

l 若希望同时删除目的端磁盘，则勾选“删除目的端磁盘”。

l 若希望保留目的端磁盘，则不勾选“删除目的端磁盘”。

步骤6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删除复制对。

----结束

3.3 管理容灾演练

3.3.1 删除容灾演练

操作场景

当您不再需要容灾演练时，请删除容灾演练以释放资源。删除容灾演练会自动删除所
有的演练服务器。

前提条件

l 当容灾演练状态为“可用”、“出错”时才能删除。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单击待删除容灾演练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容灾演练”。

进入该保护组的详情页面。

步骤4 在“容灾演练”页签，单击待删除的容灾演练所在行的操作列的“删除”。

进入“删除容灾演练”页面。

步骤5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删除容灾演练。

----结束

3.4 使用存储容灾服务复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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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开始保护

操作场景

当您需要对指定保护组下的所有资源开始保护时，可参考本章节执行开始保护操作。

前提条件

l 保护组中必须包含保护实例和复制对时，才能开始保护。

l 保护组下的所有保护实例和复制对状态都为“可用”时，才能开始保护。

l 保护组的状态为“可用”、“故障切换”或“故障切回”时，才能开始保护。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选中待开启保护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开启保护”。

步骤4 在弹出的“开启保护”对话框中，确认保护组信息，单击“确定”。

开启保护之后数据开始同步。

----结束

3.4.2 停止保护

操作场景

当您需要对指定保护组下的所有资源停止保护时，可参考本章节执行停止保护操作。

前提条件

l 保护组中必须包含保护实例和复制对时，才能停止保护。

l 保护组下的所有保护实例和复制对状态都为“可用”时，才能停止保护。

l 保护组的状态为“可用”或“数据同步中”时，才能停止保护。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选中待停止保护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保护实例”。

进入保护组详情页面。

步骤4 在保护组详情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停止保护”。

步骤5 在弹出的“停止保护”对话框中，确认保护组信息，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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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保护之后保护组内的所有保护实例的复制将会中断。

----结束

3.4.3 切换

操作场景

当前的优先端位于源端AZ，在进行切换操作时，可将业务从源端AZ切换到目的端
AZ，启动目的端AZ内的云服务器和云硬盘等资源。

前提条件

l 切换前需临时关闭源端云服务器。

l 切换前保护组中必须包含保护实例和复制对。

l 切换前需确保保护组已开启保护，并且保护组的状态为“可用”。

l 切换前保护组下的所有保护实例和复制对状态都为“可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选中待切换优先端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保护实例”，进入保护组详情页面。

步骤4 在保护组详情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切换”。

步骤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状态检查”，查看此保护组中云服务器的状态是否为“关
机”。

l 是，执行步骤6。
l 否，执行以下操作。

a. 在状态为“运行中”的云服务器列表中，单击“去关机”。

进入待关机的云服务器详情页面。

b. 在待关机的云服务器详情页面，单击“关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

c. 在“切换”页面，单击“状态检查”，查看云服务器的状态。

n 当云服务器的状态为“关机”时，执行步骤6。
n 若云服务器的状态为非“关机”状态时，重复执行5.3。

步骤6 在“切换”页面，单击“切换”。

----结束

3.4.4 切回

操作场景

当前的优先端位于目的端AZ，在进行切回操作时，可将业务从目的端AZ切回到源端
AZ，启动源端AZ内的云服务器和云硬盘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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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l 切回前需临时关闭目的端云服务器。

l 切回前保护组中必须包含保护实例和复制对。

l 切回前需确保保护组已开启保护，并且保护组的状态为“可用”。

l 切回前保护组下的所有保护实例和复制对状态都为“可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选中待切回优先端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保护实例”，进入保护组详情页面。

步骤4 在保护组详情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切回”。

步骤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状态检查”，查看此保护组中云服务器的状态是否为“关
机”。

l 是，执行步骤6。
l 否，执行以下操作。

a. 在状态为“运行中”的云服务器列表中，单击“去关机”。

进入待关机的云服务器详情页面。

b. 在待关机的云服务器详情页面，单击“关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

c. 在“切回”页面，单击“状态检查”，查看云服务器的状态。

n 当云服务器的状态为“关机”时，执行步骤6。
n 若云服务器的状态为非“关机”状态时，重复执行步骤5.c。

步骤6 在“切回”页面，单击“切回”。

----结束

3.4.5 故障切换

操作场景

当前的优先端位于源端AZ，当源端AZ内的云服务器和云硬盘由于不可抗力导致物理环
境故障时，可参考本章节执行故障切换操作，启用目的端AZ内的云服务器和云硬盘等
资源，以确保业务正常运行。

前提条件

l 请联系客服确认源端AZ内的云服务器等资源已经故障，且部署的服务无法正常使
用，才可以开始进行故障切换。

l 故障切换前保护组中必须包含保护实例和复制对。

l 故障切换前需确保保护组已开启保护，并且保护组的状态为“可用”或者“故障
切换失败”。

l 故障切换前保护组下的所有保护实例和复制对状态都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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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选中待进行故障切换操作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保护实例”，进入保护组详情页
面。

步骤4 在保护组详情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故障切换”。

弹出“故障切换”对话框。

步骤5 在“故障切换”页面，单击“故障切换”。

----结束

3.4.6 故障切回

操作场景

当前的优先端位于目的端AZ，当目的端AZ内的云服务器和云硬盘由于不可抗力导致物
理环境故障时，可参考本章节执行故障切回操作，启用源端AZ内的云服务器和云硬盘
等资源，以确保业务正常运行。

前提条件

l 请联系客服确认目的端AZ内的云服务器等资源已经故障，且部署的服务无法正常
使用，才可以开始进行故障切回。

l 故障切回前保护组中必须包含保护实例和复制对。

l 故障切回前需确保保护组已开启保护，且保护组的状态为“可用”或“故障切回
失败”。

l 故障切回前保护组下的所有保护实例和复制对状态都为“可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选中待进行故障切回操作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保护实例”，进入保护组详情页
面。

步骤4 在保护组详情页面，单击右上方“更多”下的“故障切回”。

弹出“故障切回”对话框。

步骤5 在“故障切回”页面，单击“故障切回”。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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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删除保护组

操作场景

当保护组中不包含任何保护实例、复制对和容灾演练时，才可以删除该保护组。

前提条件

当保护组中不包含任何保护实例和复制对时，才可以删除该保护组。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存储 > 存储容灾服务”。

进入“存储容灾服务”页面。

步骤3 单击待删除的保护组所在窗格中的“删除”。

步骤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确认保护组信息后，单击“确定”进行删除。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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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问题

4.1 什么是容灾？
容灾是一个范畴比较广泛的概念。广义上，容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所有与业务连
续性相关的内容。对于IT而言，容灾是提供一个能防止用户业务系统遭受各种灾难影
响破坏的计算机系统。狭义的容灾是指建立两套或多套功能相同的IT系统，互相之间
可以进行健康状态监视和功能切换，当主要站点因意外（如火灾、地震、城市供电中
断等）停止工作时，整个应用系统可以利用辅助站点快速恢复，并继续工作。

容灾的主要目的是，当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导致生产系统发生灾难时，能够尽可能地保
证业务的连续性。

4.2 存储容灾有哪些功能？
存储容灾服务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l 便捷的业务恢复方案

存储容灾服务提供集中的控制台，您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配置和管理云服务器复
制，执行切换、切回和故障切换等操作。

l 云服务器复制

您可以创建从优先端可用区至非优先端可用区的复制。

l 按需复制

您可以将华为云上的弹性云服务器按需复制至华为云的另一个可用区，免除您维
护另一个数据中心的成本和复杂度。

l 不感知应用

运行在华为云弹性云服务器上的任何应用都支持被复制。

l RTO 与 RPO 目标

让恢复时间目标 (RTO) 和恢复点目标 (RPO) 始终处于您的预期之内。 SDRS服务
为弹性云服务器提供持续的复制，保证RPO为零。

l 保持崩溃一致性

基于存储的实时同步，保证您的数据在两个可用区中时刻处于崩溃一致性。

l 在不中断的情况下执行容灾演练

可轻松地运行容灾演练，不会影响正在进行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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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灵活的故障切换

可针对当前优先端预期会出现的中断执行切换或者切回操作，确保不丢失任何数
据；或者针对意外灾难运行故障切换，尽快恢复业务。源端可用区恢复正常时，
可轻松利用故障切回能力将优先端重新切回到源端可用区。

l 高效的网络切换

简化切换过程中程序资源的管理，具体包括：保留 IP 地址、保留Mac地址、配置
弹性负载均衡、切换弹性IP，从而实现高效的网络切换。

4.3 什么是 RPO 和 RTO？

RPO（Recovery Point Objective）即数据恢复点目标，主要指的是业务系统所能容忍的
数据丢失量。

RTO（Recovery Time Objective）即恢复时间目标，主要指的是所能容忍的业务停止服
务的最长时间，也就是从灾难发生到业务系统恢复服务功能所需要的最短时间周期。

4.4 容灾和备份的区别是什么？

容灾和备份具有以下区别：

l 容灾主要针对火灾、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因此源端可用区与目的端可用区之间
必须保证一定的安全距离；备份主要针对人为误操作、病毒感染、逻辑错误等因
素，用于业务系统的数据恢复，数据备份一般是在同一数据中心进行。

l 容灾系统不仅保护数据，更重要的目的在于保证业务的连续性；而数据备份系统
只保护不同时间点版本数据的可恢复。一般首次备份为全量备份，所需的备份时
间会比较长，而后续增量备份则在较短时间内就可完成。

l 容灾的最高等级可实现RPO=0；备份可设置一天最多24个不同时间点的自动备份
策略，后续可将数据恢复至不同的备份点。

l 故障情况下，容灾系统的切换时间可降低至几分钟；而备份系统的恢复时间可能
几小时到几十小时。

4.5 容灾的标准有哪些？

容灾标准如下所示：

l GB/T 22081-2016《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控制实践指南》

l GB/T 20984《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指南》

l DRI International(国际灾难恢复协会)《Professional Practices for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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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Business Continuity Glossary》

l ISACA(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COBIT Management Guidelines》

l NIST(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学会)《SP 800-34 Contingency Planning Guide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

l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GB/T20988-2007)

存储容灾
用户指南 4 常见问题

文档版本 01 (2018-08-03) 23



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18-08-03 第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如下：

l 修改存储容灾的“部署类型”。

l 修改存储容灾的使用约束和条件。

l 优化创建保护实例参数内容。

l 优化创建复制对参数内容。

2018-05-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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