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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技术介绍 



温彻斯特硬盘 

 目前用户所使用的硬盘主要是温彻斯特磁盘，简称温盘。温盘的主要
特点是： 

 把磁头、小车、导轨、主轴和盘片等封装在一个腔体内，制成一个整
体组件，称之为头盘组件（Head Disk Assembly，HDA）。这种结
构的最大优点是盘片和磁头之间没有互换要求，每个磁头只读出它自
己写入的信息，磁头不再需要作径向和偏斜等调整，有利于提高磁道
密度。另外，整体封装有利于防尘，磁头的浮动高度大大降低，提高
了位密度和可靠性。 

 采用了质量轻、浮力小的磁头。采取了接触起停方式，又称CSS方式
（Contact Start Stop）。这种方式下，启动和停机时，磁头是降落
在盘面上的。盘面上有一个起停区，停机时，磁头降落在起停区内。
盘片起动旋转时，轻质磁头在盘面上滑行，当盘片由低速过渡到正常
速度时，磁头浮起，从而精简了过去磁头退出盘面和进入盘面的一套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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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主要物理结构 

 

 盘片 Platter 
 磁盘驱动器的主要组件之一是盘片，其盘片

构成材料是铝合金或者是玻璃，表面覆盖着
磁记录层。  

 硬磁盘盘片直径小型化的同时，面密度也在
不断提高。目前硬盘的面密度已经超过每平
方英寸100GB。  

 磁头 Head 
 硬磁盘驱动器的磁头是浮动磁头，工作过程

中磁头与盘面不接触，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小
的间隙。当磁盘高速旋转时，由于空气的粘
滞性，附着在盘面上的空气在磁头和盘面之
间形成了一层空气垫，托住磁头。 

 主轴Spindle和主轴电机 Motor 
 硬盘驱动器由主轴带动盘片旋转，其转速很

高，目前一般为5400r/min、7200r/min。
高速硬盘一般是15000r/min，用于服务器
和高速磁盘阵列。主轴电机一般为无刷直流
电机，采用流体动压轴承以达到极小的径向
偏摆，从而保证极小的磁道偏摆，利于磁头
对磁道的跟踪。 

 
 

 

       

A hard drive platter being accessed by an 

actuator arm. 



硬盘存储结构 

 磁头Head 
 磁头是硬盘中最昂贵、最重要的部件。MR磁头（Magnetoresistive heads），即磁阻磁头，采用

的是分离式的磁头结构：写入磁头仍采用传统的磁感应磁头（MR磁头不能进行写操作），读取磁
头则采用新型的MR磁头，即所谓的感应写、磁阻读。这样，在设计时就可以针对两者的不同特性
分别进行优化，以得到最好的读/写性能。 

 磁道Track 
 当磁盘旋转时，磁头若保持在一个位置上，则每个磁头都会在磁盘表面划出一个圆形轨迹，这些圆

形轨迹就叫做磁道。是盘面上以特殊方式磁化了的一些磁化区，磁盘上的信息是沿着磁道存放的。
相邻磁道之间并不是紧挨着，因为磁化单元相隔太近时磁性会相互产生影响，硬盘上的磁道密度很
大，通常一面有成千上万个磁道。 

 扇区Sector 
 每个磁道被等分为若干个弧段，这些弧段是磁盘的扇

区，每个扇区可以存放512个字节的信息，磁盘读取和
写入数据时，要以扇区为单位。 

 柱面Cylinder 
 硬盘由重叠多盘片构成，每个盘面都被划分为数目相

等的磁道，并从外缘的“0”开始编号，具有相同编号
的磁道形成一个圆柱，称为磁盘的柱面。柱面数磁道
数是相等的。由于每个盘面都有自己的磁头，因此，
盘面数等于总的磁头数。所谓硬盘的CHS,即Cylinder
（柱面）、Head（磁头）、Sector（扇区），只要知
道了硬盘的CHS，即可确定硬盘的容量，硬盘的容量=
柱面数×磁头数×扇区数×512Byte。 



硬盘的基本参数 

 容量 
 硬盘的容量MB或GB为单位。容量指标还包括硬盘的单碟容量单，是指包括正反两面在内

的单个盘片的总容量 。单碟容量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平均访问时间也越短。 

 转速 
 转速(Rotational speed)是指盘片每分钟转动的圈数RPM（Round Per Minute) 。  

 平均访问时间 
 平均访问时间(Average Access Time)是指磁头从起始位置到达目标磁道位置，并且从目标

磁道上找到要读写的数据扇区所需的时间。平均访问时间体现了硬盘的读写速度，它包括
平均寻道时间+平均等待时间。平均寻道时间(Average Seek Time)是指硬盘的磁头移动到
盘面指定磁道所需的时间，一般8ms以内。平均等待时间是指磁头已处于要访问的磁道，
等待所要访问的扇区旋转至磁头下方的时间。平均等待时间为盘片旋转一周所需的时间的
一半，一般应在4ms以下。 

 传输速率 
 传输速率(Data Transfer Rate) 硬盘的数据传输率是指硬盘读写数据的速度，单位为兆字

节每秒（MB/s）。硬盘数据传输率又包括了内部数据传输率和外部数据传输率。 

 内部传输率(Internal Transfer Rate) 也称为持续传输率(Sustained Transfer Rate)，它反
映了硬盘缓冲区未用时的性能。内部传输率主要依赖于硬盘的旋转速度。 

 外部传输率（External Transfer Rate）也称为突发数据传输率（Burst Data Transfer 
Rate）或接口传输率，它标称的是系统总线与硬盘缓冲区之间的数据传输率，外部数据传
输率与硬盘接口类型和硬盘缓存的大小有关。 

 缓存 
 硬盘缓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系统前后级读写速度不匹配的问题，以提高硬盘的读写速度。 

常用指标 



硬盘类型及接口 

  SAS SATA FC SCSI ATA/IDE 

LC SC 

硬盘类型 

接口视图 

已淘汰 主流 



ATA/IDE接口硬盘 

Power 

连接器 

主/从盘  

跳线 

40-pin 

连接器 

 ATA(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
ment )   高级技术附加 

 ATA硬盘是传统的桌面级硬盘，主要应
用于个人PC机，也经常称为
IDE( Integrated Drive Electronic )硬
盘 

 ATA接口为并行ATA技术，正在被串行
ATA（SATA）所替代 

已淘汰 



SCSI接口硬盘 

 SCSI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 )小
型计算机系统接口 

 SCSI硬盘并发处理性能优异，常应用于企业级
存储领域 

 SCSI硬盘采用并行接口，接口速率发展到
320MB/s，已经达到极限，正在被SAS
（ Serial  Attached SCSI ）硬盘所替代 

 

80-pin 公接头 

已淘汰 



FC接口硬盘 

 采用FC-AL( Fiber Channel  
Arbitrated  Loop，光纤通道仲裁环) 
接口模式 

 FC-AL是一种双端口的串行存储接口 

 FC-AL支持全双工工作方式 

 FC-AL提供一种单环拓扑结构，一个控
制器能访问126个硬盘 

即将被淘汰 



SATA接口硬盘 

 SATA串行ATA： 
(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 )  

 SATA采用串行方式进行数据传输，接口速
率比IDE接口高 

 SATA硬盘采用点对点连接方式，支持热插
拔，即插即用 

 SATA II有以下五个主要特性： 
 更高的端口传输率（300MB/s） 

 本机命令队列（NCQ） 

 组件管理（Enclosure Management ），比如风
扇控制，温度控制，新硬盘指示，坏硬盘指示，硬
盘状态指示等  

 端口复用（Port Multiplier ），允许多个硬盘连
接到同一端口 

 可向上兼容SAS技术 

 SATAⅡ技术可对24×7企业在线和近线存储
应用提供超大容量和高可靠性的支持 



SAS接口硬盘介绍 

 SAS串行连接SCSI (Serial  
Attached SCSI)   

 SAS是一种点对点、全双工、双端
口的接口 

 SAS专为满足高性能企业需求而设
计，并且兼容SATA硬盘，为企业用
户带来前所未有的灵活性 
 保留了SCSI技术良好的可测性和可靠性  

 点对点串行连接方式 

 提供更高的带宽:单接口3Gb/6Gb/12Gb 

 相对于SCSI更优异的信号和数据完整性 

 灵活性 —兼容SAS和SATA 

 可扩展性 —寻址范围宽，通过扩展器可
以支持更多设备 

 可靠性和可用性 — 全双工接口支持冗余
路径 

 更长的电缆连接，更小尺寸，更容易的
连接方式，更多选择 

 

 



SAS/SATA 接口兼容性 

SAS 

SATA 

Keyway 

Port B 



SATA、SAS快速比较 

Criteria SATA SAS 

接口速率 150-300-600MB/Sec 300-600MB/Sec 

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 500-600K hrs 1.2M hrs 

可支持线缆长度 1m 10m 

每MB费用 $.01 - $.02 $.05 - $.08 (Est) 

转速 5.4 or 7.2K RPM 10-15k RPM 

缓存 8MB 64MB 



SAS、FC快速比较 

标准 

磁盘端口带宽 4Gb/s  串行 6Gb/s  串行 

连接机制 共享环路带宽 交换式结构 

扩展能力 每环路128设备 每交换域16,384设备 

磁盘通道模式 双通道 双通道 

磁盘通道连接速率 4Gb/s 24Gb/s（4×6Gb/s） 

磁盘转速 10,000 或 15,000 RPM 7200/10,000/15,000 RPM 

兼容SATA 通过转接芯片 完美兼容 



硬盘容量的发展 

容量 

FC&SAS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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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磁盘 



※ 数据引自Gartner  2009年4月报告 

磁盘出货量趋势报告 



※ 引自SCSl联盟（STA）www.scsita.org 

看得见的SAS技术趋势 



※ 数据来自希捷Cheetah系列企业级磁盘参数 

SAS Vs FC 

介质名称 SAS FC-AL 

命令 SCSI SCSI 

规格 / 日期 Rev.5 / 2003.7 Rev.7 / 1999.4 

传输速度 3 , 6 Gb/s 1,2,4,(8) Gb/s 

线缆/距离 0.5米/10米 30米/10公里 

热插拔 支持 支持 

连接器 7+15pin 40pin 

最大磁盘数 16256 126 

拓扑结构 星型(扩展) 环路,星型(交换机) 

队列限制 无 无 

仲       裁 支持 支持 

连接协议 
FC-1 

8B/10B code 

物理层&连接 
8B/10B code / OOB 
Primitives / CRC / 

Address frame 



例：相同容量SAS磁盘VS.FC磁盘 

磁盘类型 SAS FC 

容       量 600GB 600GB 

转       速 15,000转/分 15,000转/分 

读/写 数据头 8 8 

每英寸磁道数 165,000 165,000 

每英寸处理数位峰值 1,361 1,361 

磁录密度 225 225 

内部速率 1.49-2.37 Gbit/s 1.49-2.37 Gbit/s 

平均转动延迟 2.0 毫秒 2.0 毫秒 

平均存取时间 
读：3.4毫秒 
写：3.9毫秒 

读：3.4毫秒 
写：3.9毫秒 

速       率 

最小持续速率：122Mbyte/s 最小持续速率：122Mbyte/s 

最大持续速率：204byte/s 最大持续速率：204byte/s 

即时速率：600Mbyte/s 即时速率：400Mbyte/s 



4Gb FC通道存储系统背板带宽 

采用FC-AL通路设计

的存储控制器 

4Gb FC 



采用SAS通路设计的

存储控制器 

SAS 

扩接器 

SAS 

扩接器 

6Gb SAS 4X链路 

6Gb SAS通道存储系统背板带宽 



近线SAS硬盘 

不是所有SAS硬盘都是高转速 

• 降低存储系统的总成本 

– 无需 SATA 转换器（￥300元/个，￥4800元/16个） 

• 与SATA 磁盘几乎同等的价格 

• 明显强于SATA磁盘的性能表现 

– 顺序读提高25%  

– 顺序写提高140%  

– 随机读提高15%  

– 随机写提高20%  

• 根据希捷的数据，近线SAS与SATA性比，每瓦特实现高达38%的IOPS增值 

近线SAS硬盘拥有比SATA硬盘更好的性能 



近线SAS硬盘 Vs SATA硬盘 

市场趋势 
– 国际知名厂商如EMC、IBM、HP等的新品均明

确支持近线SAS盘，要求用近线SAS盘取代
SATA盘 



近线SAS硬盘 Vs SATA硬盘 

SAS SATA 

冗余 
端口 



近线SAS硬盘 Vs SATA硬盘 

性能优势 
– 根据希捷提供的数据，近线SAS硬盘和SATA硬

盘相比，每瓦特实现高达38%的IOPS增值 

– 根据iSUM450G2分别配置16块1TB近线SAS和
SATA硬盘的实际测试对比，吞吐率增长31%，
4KB/8KB随机读写IOPS增长22% 

– RAID5环境 
• 单块近线SAS硬盘的4KB/8KB随机读写IOPS值100 

• 单块SATA硬盘4KB/8KB随机读写IOPS值70-80 

• 单块近线SAS硬盘的持续读写速度30-35MB/s 

• 单块SATA硬盘的持续读写速度25MB/s左右 



近线SAS/SATA性能测试对比 

 测试环境： 
– iSUM450G2-16R1FS11、IOsize=512byte、顺序 

– 16×1TB 7.2krpm SAS  Vs 16×1TB 7.2krpm SATA 

IOPS 



近线SAS/SATA性能测试对比 



近线SAS硬盘 Vs SATA硬盘 

可靠性优势 
– 近线SAS硬盘相比同时应用于桌面级市场和企业级

市场的SATA硬盘而言，货源品质更稳定 

– 近线SAS盘配置双冗余接口，无须转接卡可直接用
于双控磁盘阵列，规避了转接卡故障可能带来的故
障率 

– 近线SAS硬盘故障率比SATA硬盘低，销售配置近
线SAS硬盘的磁盘阵列的使用可靠性比配置SATA
硬盘的可靠性高 

– 根据同有客服历年数据统计，60%的现场故障都和
硬盘（类型或数量）配置不当有关，选择合适的硬
盘是销售必须面对的问题 



可靠性优势 

在SAS硬盘中，Key的
位置有金手指，用作
SAS的第二个端口 

这个用于防止把SAS硬盘插到SATA硬盘
槽中 



近线SAS硬盘 Vs SATA硬盘 

采用近线SAS硬盘的价值 

– 客户满意度 因故障率低，销售配置近线SAS硬盘的磁盘阵列

客户满意度高、服务成本低，能带来更多销售机会 

– 价格优势 和EMC、IBM、HP等国外厂商比，同有近线SAS硬

盘价格低30%以上，相比国外厂商销售近线SAS硬盘和国内厂商

销售SATA盘，能有效提高销售额和利润 

– 满足应用需求 通常IOPS是客户应用中的最大瓶颈，销售近

线SAS硬和销售SATA硬盘比，更能满足客户应用需求 



近线SAS硬盘 

最关键的优势 
– 质量稳定 

• 案例： 
– 新疆某油田单位共采购200+片近线

SAS硬盘 

– 使用两年无硬盘故障 

– 市场规范 
• SATA硬盘价格透明，地摊货 

• SAS硬盘在消费类市场难觅其踪 



近线SAS硬盘 

结论 
– 近线SAS硬盘可在大部分应用场

合取代SATA 

– NetStor iSUM双控型号产品
(430/530/550/780) 配置近线
SAS硬盘出货，总部不提供SATA
硬盘支持 

 优势： 
- 企业级近线SAS硬盘质量明显优于SATA硬盘，用户放心，渠道省心 
- 不需要配置转接模块，每机柜节省￥4800 
- 无转接模块减少故障隐患点，系统稳定性提升 
- 采用SAS硬盘不受SATA价格冲击 



硬盘尺寸 转速（RPM） 接口 

15K SAS 

10K SAS 

7.2K 
SAS 

SATA 

硬盘尺寸 转速（RPM） 接口 

15K 
SAS 

FC 

7.2K 
SAS 

SATA 

2.5’ 

3.5’ 

主流硬盘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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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寸SAS盘发展趋势预测 



适应不同的IT环境需求 

高性能15000转SAS硬盘 

2.5吋SAS硬盘 

近线SAS硬盘 

较大容量下最高的I/O性能 

节约机柜成本 
节约能耗，优秀的IOPS每瓦特数据 
同转速下比3.5寸盘更好的IOPS 
*目前仅iSUM780/850支持2.5吋SAS硬盘 

大容量，最高达单碟3TB 
廉价，SATA硬盘的替代品 
生产力性能指标比SATA盘更优 

•NetStor iSUM磁盘阵列产品为客户提供了更丰富的磁盘

选择，使客户可以结合各种磁盘优势，选择最符合业务需

要的存储解决方案 



单盘性能 2.5-in 15K SAS 3.5-in 15K SAS 

IOPS表现 200 167 

用电量 4.1瓦特 13.2瓦特 

6U性能指标 2.5-in 15K SAS 3.5-in 15K SAS 

磁盘数量 72块 32块 

IOPS表现 14400 5344 

用电量 295瓦特 422瓦特 

耗电量 69% 100% 

IOPS/瓦特 48.8 12.7 



硬盘转速
（RPM） 

接口 性能 适合应用 

15K 

SAS 高 核心应用 

FC 高 关键核心应用 

7.2K 

NL SAS 中低 中低端应用 

SATA 低 低端应用 

硬盘主要应用领域 



谢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6号湖北大厦18层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77517 
免费客服热线：400-810-6651    800-810-6651 
网址：www.toyou.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