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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Spin Protect 11.3 解決了先前版本中的一些已知問題，以及客戶和合作夥伴報告的問題。

1 已解決的已知問題
本部分描述了此版本中已解決的先前已知問題。並請參閱「已解決的問題清單」。

1.1 Windows 動態磁碟︰ Npart 錯誤碼 28，訊息 = 裝置 < 名稱 > 沒有足夠

的可用空間 ( 裝置上沒有剩餘的空間 )
問題： Windows 來源工作負載包含簡單動態磁碟區或跨距動態磁碟區。Windows 動態磁碟的成員分

割區啟始化為 MBR，但磁碟區的總大小超過 2 TB。由於簡單基本磁碟區磁碟包含 MBR 分割區，在

目標工作負載上建立磁碟區時發生磁碟錯誤。( 錯誤 1046179)

修復： 對於成員分割區啟始化為 MBR 的簡單動態磁碟區或跨距動態磁碟區，如果分割區總大小超過 
MBR 分割區大小限制 (2 TB)，系統會將目標簡單基本磁碟區磁碟啟始化為 GPT。

1.2 必須至少重新建立一個交換分割區

問題︰ 對於 Linux 工作負載，如果是由 SAN 代管交換空間，則將標準交換檔案或 LVM 交換檔案探查

為交換檔案後，會因 pvscan 錯誤無法識別該檔案。探查和容錯移轉可能會受影響。( 錯誤 967241 和 
1025310)

修復： 系統可探查於 SAN 中代管的交換裝置並進行容錯移轉。

1.3 驗證器不會阻止新增採用 XFS v5 檔案系統的 RHEL/CentOS/OL 7.3 工
作負載

問題： 在 Web 介面中，來源工作負載檔案系統驗證器不會阻止您設定採用 XFS v5 檔案系統的工作負

載。但是，複製資料工作中會出現未預期的錯誤，並且系統記錄中會顯示一則訊息，指出檔案系統類
型錯誤。( 錯誤 1067022)

修復： 驗證器現在將阻止保護 XFS v5 工作負載。 

1.4 VMware 角色工具可驗證角色的許可權

問題︰ PlateSpinRole.xml 檔案中缺少針對預設 VMware 角色的新設定的某些許可權。( 錯誤 1069097)

修復： 已更新 PlateSpinRole.xml 檔案，現包含必要的許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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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解決的問題清單
本章依元件列出所有已解決的問題。如果修復措施解決了多個相關問題，則會列出多個缺陷。對於標
有星號 (*) 的已解決問題，請參閱已解決的已知問題 中的相關主題。 

3 聯絡 Micro Focus
我們的目標是提供符合您需求的文件。若您有任何改善文件的建議，請按一下 HTML 版文件任一頁面

底部的對本主題發表備註。您也可以將電子郵件寄至 Documentation-Feedback@microfocus.com。

如果遇到具體的產品問題，請在 https://www.microfocus.com/support-and-services/ 上聯絡 Micro 
Focus 支援人員。

可透過多種來源取得其他技術資訊或建議︰

 產品文件、知識庫文章和視訊︰ https://www.microfocus.com/support-and-services/

 Micro Focus 社群網頁︰ https://www.microfocus.com/communities/

4 法律聲明
如需法律聲明、商標、免責聲明、擔保聲明、出口與其他使用限制、美國政府限制的權利、專利政策
與 FIPS 法規遵循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https://www.microfocus.com/about/legal/。

Copyright © 2018 NetIQ Corporation (Micro Focus 旗下公司 )。保留所有權利。

授權授予 

編號 元件 描述

1067022* 組態 驗證器不會阻止新增採用 XFS v5 檔案系統的 RHEL/CentOS/
OL 7.3 工作負載

1043622 探查 系統將 OEL 5.2 64 位元來源工作負載探查為不受支援的工作

負載

1025310*
967241

探查 必須至少重新建立一個交換分割區

1062146 容錯移轉 容錯移轉虛擬機器獲得的不是靜態 IP，而是 169.xxx.xxx.xxx 
IP 位址

1046179* 複製 Windows 動態磁碟︰ Npart 錯誤碼 28，訊息 = 裝置 < 名稱 > 
沒有足夠的可用空間 ( 裝置上沒有剩餘的空間 )

1077280 複製 之前不會在選定的 VMware 資源池中建立容錯移轉虛擬機器

1070062 複製 記憶體流失問題

1038965 複製 如果有多個預編譯 blkwatch 驅動程式與同一核心版本相符，

會與正確的作業系統相配

1001507 複製 大型 NSS 池的複製速度緩慢或逾時，並且複製期間 NSS 池不

會跳過可用的區塊

1070062 複製 Linux 來源伺服器上的記憶體流失問題

1069097* PlateSpin 伺服器 VMware 角色工具可驗證角色的許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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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PlateSpin Protect 11 或更新版本購買的授權不能用於 PlateSpin Protect 10.3 或先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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