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CentOS 6.5 的 Bacula 搭建 

前言： 

Bacula 是一款开源的功能强大的网络备份解决方案，不过相对其他的备份解决方案，它显得笨

重而且搭建难度较高，但是并不能掩盖它备份功能的强大和多样灵活的恢复备份方案，它采用

的是类 C/S 的模式备份，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备份，多种不同介质的存储。 

那么，现在让开始搭建一款属于自己备份系统吧。 

 

一． 部署 bacula 架构及说明 

前面说到，它采用的是类 C/S 备份模型，也就说由一个服务端总控来负责其它客户端的备份，说明了只要部署了一个

服务端，往后只要在操作系统上简单的部署客户端，就可以完美的在各种操作系统上备份自己的重要数据了。那么，

要想完整的搭建 Bacula，就需要了解 Bacula 的组成部分： 

Director Daemon(简称：dir 端)：统筹 File Daemon(FD 端)和 Storage Daemon(SD 端)的备份恢复，验证，以及定制的备份

计划，并且将备份和恢复等记录写入数据库中。 

Storage Daemon(SD 端)：负责备份数据的存储，支持多种不同的存储介质。 

File Daemon(FD 端)：也就是我们的客户端。 

Console：管理控制台，可以连接 DIR 端进行手动备份恢复操作。 

Monitor：进程监控端 

特别声明：Director端和 Console、SD 端、FD端可以分别部署到 3台设备中，也可以集中部署到一台设备中，FD端

可以有多台。 

整体拓扑架构： 

 

 



 

 

二． 准备 Bacula 部署环境 

1. 安装 MySql 

                       若是没有安装 MySql 数据库，对数据库的版本要求不高，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迅速安装 MySql.51 

1） 安装基础工具包、开发工具包、开发类库，Mysql 

1. yum groupinstall "Base" -y 

2.  yum groupinstall "Development tools" -y  

3. yum groupinstall  "Development Libraries" -y 

4. yum install -y mysql mysql-devel mysql-server 

5. service mysqld start 

6. chkconfig –level 235  mysqld on 

  

 

三． 搭建 Bacula 备份系统 

1. Bacula 服务端部署 

1） 下载 Bacula 源文件包,编译并安装 

1. wget 

http://nchc.dl.sourceforge.net/project/bacula/bacula/7.4.4/bac

ula-7.4.4.tar.gz 

2. tar –xvzf bacula-7.4.4.tar.gz 

3. cd baula-7.4.4 

4. ./configure --prefix=/opt/bacula --with-

mysql=/usr/local/mysql/ --enable-smartalloc  --enable-bat --

enable-readline --without-openssl 

5. make 

6. make install 

7. make installservice mysqld start  

              初始化数据库 

1.  cd  /opt/bacula/etc 

2. ./grant_mysql_privileges 

3. ./create_mysql_database 

4. ./make_mysql_tables 

5. mysql –u bacula 

6. use bacula; 

7. show tables; 

批注 [x1]: 指定 Bacula 的安装路径 

批注 [x2]: --with-mysql 是指定 Mysql 的安装路径，若

是默认安装数据库可以不指定路径，若不是默认安装数

据库就需要指定 Mysql 的安装路径 

批注 [x3]: 可用于检测内存泄漏 

批注 [x4]: 启动 Bacula 的图形化界面管理，依赖

Qt4=>4.3.4 或者以上的版本,并且需要提前安装，可在开

源网站的 Bacula 项目中下载此程序安装包(depkgs-qt) 

批注 [x5]: 若是没有正确安装 openssl，可以选择不开启

openssl 

批注 [x6]: 初始化数据库后，可以登录 mysql 数据库查

看，-u 是指定登录的用户名 

批注 [x7]: 选择 bacula 数据库 

批注 [x8]: 查看表格，可以看出来已经初始化成功

 

http://nchc.dl.sourceforge.net/project/bacula/bacula/7.4.4/bacula-7.4.4.tar.gz
http://nchc.dl.sourceforge.net/project/bacula/bacula/7.4.4/bacula-7.4.4.tar.gz


 

2. Bacula 客户端部署 

1） 下载 Bacula 源文件包,编译并安装 

1. wget 

http://nchc.dl.sourceforge.net/project/bacula/bacula/7.4.4/bacu

la-7.4.4.tar.gz 

2. tar –xzvf  bacula-7.4.4.tar.gz 

3. cd  bacula-7-4.4  

4.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bacula --enable-client-only 

5. make 

6. make install 

四． 配置 Bacula 备份系统 

1. 配置 Console 端 

1. [root@bacula etc]# vi /opt/bacula/etc/bconsole.conf 

2.  

3. Director { 

4.   Name = bacula-dir 

5.   DIRport = 9101 

6.   address = 172.28.12.40 

7.  Password = "123456" 

8. } 

2. 配置 Director 端 

1. [root@bacula etc]# vi /opt/bacula/etc/bacula-dir.conf 

                         1）设置 Director 逻辑段 

1. Director {                            

2.   Name = bacula-dir 

3.   DIRport = 9101                   

4. QueryFile = "/opt/bacula/etc/query.sql" 

5.   WorkingDirectory = "/opt/bacula/working" 

6.   PidDirectory = "/var/run" 

7.   Maximum Concurrent Jobs = 20 

8.   Password = "123456"   

9.   Messages = Daemon 

批注 [x9]: 只安装客户端 

批注 [x10]: 这是 Bacula 的 Bconsole 端的配置文件 

批注 [x11]: Name 的名字必须要与 Director 端的

Director 逻辑段的 Name 名字相同 

批注 [x12]: 9101 代表 Director daemon；9102 代表

File daemon；9103 代表 Storage daemon 

批注 [x13]: Address 为 Director 端的 IP 地址，因为

Console、Director、SD 端为一台主机上搭建，所以此 IP

为主机的 IP 地址 

批注 [x14]: 注意！！Password 的密码必须是 Director

端，Director 逻辑段的 Passowrd 的密码。 

批注 [x15]: Director 端的配置文件 

批注 [x16]: 这个是 Director 端的 Director 逻辑段 

批注 [x17]: 这是 Director 逻辑段的名字 

批注 [x18]: 定义一次能处理的最大并发数 

批注 [x19]: Dircetor 逻辑段的 password。 

这个密码必须要 bconsole 端的 Password 一致 

批注 [x20]: 定义日子的输出方式，相关设置将在下面的

Messages 逻辑段中体现 

http://nchc.dl.sourceforge.net/project/bacula/bacula/7.4.4/bacula-7.4.4.tar.gz
http://nchc.dl.sourceforge.net/project/bacula/bacula/7.4.4/bacula-7.4.4.tar.gz


 

2）  配置 Job 逻辑段 

1.  Job { 

2.   Name = test 

3.   Type = Backup 

4.   Level = Full 

5.   Client = test 

6.   FileSet = test 

7.   Schedule = WeeklyCycle 

8.   Storage = test 

9.   Messages = Standard 

10.   Pool = File 

11. }  

 

3） 配置 FileSet 逻辑段 

1. FileSet { 

2.   Name = test 

3.    Include { 

4.       Options { 

5.       signature = MD5 

6.      } 

7.     File = /opt/bacula-7.4.4.tar.gz 

8.   } 

9.     Exclude { 

10.      File = XXX    

11. } 

12. } 

4） 配置 Schedule 逻辑段 

1.  Schedule { 

2.   Name = "WeeklyCycle" 

3.   Run = Full 1st sun at 23:05 

4.   Run = Differential 2nd-5th sun at 23:05 

批注 [x21]: Job 名字 

批注 [x22]: Job 的类型：Backup(备份) 

Restore(还原) 

Verify (验证) 

So on 

批注 [x23]: Level 类型： 

Full(完全备份) 

Incremental(增量备份) 

Differential(差异备份) 

 
 

批注 [x24]: 指定需要备份的客户端，在后面的 client 逻

辑段中进行定义 

批注 [x25]: 指定需要备份的数据,后面的 FileSet 逻辑段

中定义 

批注 [x26]: 指定备份的执行时间策略，后面的逻辑段定

义 

批注 [x27]: 指定备份的路径或者介质，后面的 Storage

逻辑段中定义 

批注 [x28]: 指定备份使用的 pool 属性，后面 pool 逻辑

段定义 

批注 [x29]: 与 Job 逻辑段中的 FileSet 名字相同 

批注 [x30]: 使用 MD5 签名 

批注 [x31]: 指定需要备份的数据 

批注 [x32]: 指定需要排除备份的路径 

批注 [x33]: 名字与 Job 逻辑段中的 Schedule 名字相同 

批注 [x34]: 1. 第一周的周日晚 23:05 分进行完全备份 

批注 [x35]: 第 2~5 周的周日晚 23:05 进行差异备份 



 

5.   Run = Incremental mon-sat at 23:05 

6.  } 

5） 配置 Client 逻辑段 

1. Client { 

2.    Name = test 

3.    Address = 10.232.22.129 

4.    FDPort = 9102 

5.    Catalog = MyCatalog 

6.    Password = "abc" 

7.    File Retention = 60 days 

8.    Job Retention = 6 months 

9.    AutoPrune = yes 

10. } 

6） 配置 Storage 逻辑段 

1. Storage { 

2.    Name = test 

3.    Address = 172.28.12.40 

4.    SDPort = 9103 

5.    Password = "abc1" 

6.    Device = test 

7.    Media Type =  test 

8.    Maximum Concurrent Jobs = 10 

9.  

 7) 配置 Message 逻辑段 

1. Messages { 

2.   Name = Daemon 

3.   mailcommand = "/opt/bacula/sbin/bsmtp -h localhost -f \"\(Bacula\) \<%r\>\" 

-s \"Bacula daemon message\" %r" 

4.   mail = root@localhost = all, !skipped 

5.   console = all, !skipped, !saved 

批注 [x36]: 所有周一至周六晚 23:05 分进行增量备份 

批注 [x37]: 需要备份的客户端地址 

批注 [x38]: 使用哪个数据库存储信息，“MyCatalog”

在后面的 MyCatalog 逻辑段中进行定义 

批注 [x39]: Password 需要跟 FD 端的 Director 逻辑段的

Password 一致 

批注 [x40]: 指定保存在数据库中的记录多久循环一次，

这里是 30 天，只影响数据库中的记录不影响备份的文件 

批注 [x41]: 指定 Job 的保持周期，应该大于 File 

Retention 指定的值 

批注 [x42]: 当达到指定的保持周期时，是否自动删除数

据库中的记录，yes 表示自动清除过期的 Job 

批注 [x43]: 名字与 Job 逻辑段的 Storage 名字一致 

批注 [x44]: SD 端的地址 

批注 [x45]: Password 必须与 SD 端的 Director 名字相同 

批注 [x46]: 名字与 SD 端的 Device 的 Name 相同 

批注 [x47]: 名字与 SD 端的 Device 的 Media Type 相同 



 

6.   append = "/opt/bacula/log/bacula.log" = all, !skipped 

7. } 

 

7） 配置 Pool 逻辑段 

1. Pool { 

2.   Name = File 

3.   Pool Type = Backup 

4.   Recycle = yes                       

5.   AutoPrune = yes                    

6.   Volume Retention = 365 days         

7.   Maximum Volume Bytes = 50G           

8.   Maximum Volumes = 100                

9.   Label Format = "Vol-"               

10.   Maximum Volume Jobs = 1   

11. } 

8） 配置 Console 逻辑段 

1. Console { 

2.   Name = bacula-mon 

3.   Password = "abc2" 

4.   CommandACL = status, .status 

5. } 

3. 配置 SD 端 

1.         root@bacula etc]# vi /opt/bacula/etc/bacula-sd.conf 

2.        Director { 

3.      Name = bacula-dir 

4.      Password = "abc1" 

5.    } 

批注 [x48]: 重复使用 

批注 [x49]: 自动清理过期备份文件 

批注 [x50]: 指定备份的保留时间 

批注 [x51]: 最多保存多少 G 的文件 

批注 [x52]: 设置最多保存几个备份文件 

批注 [x53]: 备份的名字命名规则 

批注 [x54]: 表示每次执行备份任务创建一个备份文件 

批注 [x55]: 让 Console 利用 tray-monitor 获得 Director

的状态信息 

批注 [x56]: 名字与 SD 端中的 Director 的 Name 相同 

批注 [x57]: Password 与 SD 端中的 Password 相同 

批注 [x58]: SD 端的配置文件 

批注 [x59]: 定义一个控制 StorageDeamo 的 Dirctor 

批注 [x60]: Name 的值必须与 Director 端的 Director 逻

辑段的 Name 值一致 

批注 [x61]: Password 必须与 Director 端的 Storage 逻

辑段的 Password 一致 



 

6. Director { 

7.   Name = bacula-mon 

8.   Password = "abc2" 

9.   Monitor = yes 

10. } 

11. Device { 

12.   Name = test 

13.   Media Type = test 

14.   Archive Device = /opt/backup 

15.   LabelMedia = yes 

16.   Random Access = yes 

17.   AutomaticMount = yes 

18. RemovableMedia = no 

19. } 

 

4. 配置 FD 端 

1. [root@test  opt]# vi /opt/bacula/etc/bacula-fd.conf 

2. Director { 

3.   Name = bacula-dir 

4.   Password = "abc" 

5. } 

6. Director { 

7.   Name = bacula-mon 

8.   Password = "abc2" 

9.   Monitor = yes 

10. } 

  

批注 [x62]: 定义一个监控端的 Director 

批注 [x63]: Name 的值需要与 Director 端的 Console 逻

辑段的 Name 值一致 

批注 [x64]: Password 需要与 Director 端的 Console 逻

辑段的 Password 的值一致 

批注 [x65]: Name 必须与 Director 端的 Storage 逻辑段

的 Device 值相同 

批注 [x66]: 值必须与 Director 端的 Storage 逻辑段的

Media Type 值相同 

批注 [x67]: #Archive Device 用来指定备份存储的介

质，可以是 cd、dvd、tap 等，这里是将备份的文件保存

的/opt/backup 目录下 

批注 [x68]: 通过 Label 命令来建立卷文件 

批注 [x69]: 设置是否采用随机访问存储介质，这里选择

yes 

批注 [x70]: 表示当存储设备打开时，是否自动使用它，

这选择 yes 

批注 [x71]: 是否支持可移动的设备，如 tap 或 cd，这里

选择 no 

批注 [x72]: FD 端的配置文件 

批注 [x73]: 定义一个允许连接 FD 端的控制端 

批注 [x74]: Name 必须与 Director 端的 Director 逻辑段

的 Name 一致 

批注 [x75]: Password 值必须与 Director 端的 Client 逻

辑段的 Password 值一致 

批注 [x76]: 定义一个允许连接 FD 的监控端 

批注 [x77]: Name 必须与 Director 端的 Console 逻辑段

的 Name 一致 

批注 [x78]: Password 必须与 Director 端的 Console 逻

辑段的 Password 一致 



 

五． 启动 Bacula 

1. 启动 Director 端和 SD 端 

1） 第一种 

1. [root@baculaetc]# /opt/bacula/etc/bacula-ctl-dir {start|stop|restart|status} 

2. [root@bacula etc]# /opt/bacula/etc/bacula-ctl-sd {start|stop|restart|status} 

                     2)    第二种 

                            1.   [root@bacula etc]# /opt/bacula/sbin/bacula {start|stop|restart|status} 

2. 启动 FD 端 

1. [root@bacula etc]# /opt/bacula/sbin/bacula {start|stop|restart|status}  

2. [root@ bacula etc]# /opt/bacula/etc/bacula-ctl-fd {start|stop|restart|status} 

 

 

本文档为深圳市互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络事业部编辑，转载需注明出处。 

互盟企业官网：http://www.humeng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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