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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 NetStor 盘阵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使用超级终端无法配置

（出现很多乱码）？ 

答：因为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的超级终端仅支持 ANSI Mode 。而 infortrend

控制器需要 vt100 Mode 终端支持，可以下载安装类似 Secure CRT 软件进行配置。 

 波特率：38400 

 数据位：8 

 停止位：1 

 奇偶校验位：无 

 流量控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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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进行磁盘阵列的快速安装？ 

 

答：在主菜单中选中 Quick installation 按 [ENTER]，选中需要的 RAID 级别按 

[ENTER]，磁盘阵列开始快速安装。 

 

3. 为什么磁盘阵列进行快速安装后只有一个主机通道可以使用？ 

答：这是因为磁盘阵列在进行快速安装后通常只对主控制器的一个主机通道 CH0

进行了映射，其他的主机通道如需使用，用户需另作通道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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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将已创建的逻辑磁盘映射至主机通道？ 

答：在 “View and Edit Host luns” 实现逻辑磁盘、逻辑卷、分区到 Host LUN 的

映射。在 “View and Edit Host luns” 按 [ENTER]，弹出 Host ID 列表： 

 

选择一个 Host ID，[ENTER]，弹出逻辑单元类型（ Logical Drive、Logical Volume、

Physical SCSI Drive）： 

 

选择您所要映射的逻辑单元类型。[ENTER]，弹出 LUN 列表： 

 

选择一个空的 LUN 位置，[ENTER]，弹出逻辑单元列表，选择逻辑单元，

[ENTER]，弹出此逻辑单元的分区列表，选择所要映射的分区，按 [ENTER]，弹出

映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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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映射方式 – Map Host LUN，按 [ENTER]，弹出所有设置信息，要求确认： 

 

“Yes” 确认执行操作，完成映射。 

将逻辑单元映射到主机后，主机即可识别逻辑单元，并对其进行操作了，基本操

作完成。 

 

5. 为什么在磁盘阵列连接的主机 BIOS 中没有检测到磁盘阵列？ 

答：一般情况下如果磁盘阵列创建了逻辑盘，并映射到主机通道 LUN。同主机连

接正确后在主机开机自检 BIOS 时 SCSI 设备会检测到相应型号的 NetStor DA 磁盘阵

列。 

如检测不到请检查连线是否正确，逻辑盘是否正确映射 SCSI 盘阵。请检查接口

有无弯针、断针的情况。 

 

6. 系统识别 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是不是还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答：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是标准 SCSI 设备，不需要在安装任何驱动。只要

系统正确的加载 SCSI 卡驱动，系统就可识别 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当然如系

统未正确的加载 SCSI 卡驱动，也就无法识别到磁盘阵列。 

对于 NetStor DA 系列光纤盘阵只要系统正确加载光纤卡驱动，并映射到主机通

道 LUN 或映射到 WWN，系统就可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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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对 NetStorDA 系列磁盘阵列进行优化设置？ 

答：系统默认为顺序访问优化，如需要修改可在 \ view and ed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Caching Parameters \ Optimization for Sequential 按 [ENTER]，修改 Cache 

优化设置。 

 

您可以根据您的应用类型来做出有利于应用的选择，默认设置为顺序访问优化。

存储应用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图形图像多媒体应用 

 数据库应用 

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支持两种访问的优化模式： 

 顺序访问优化 

 随机访问优化 

 

注： 

优化模式会被应用于所有的逻辑单元，不可能有两种优化模式的逻辑单元同时可用。因为这

种优化不仅仅是磁盘条带大小的设定，同时也是对磁盘阵列内存控制方式的设定。一旦优化模式

确定，并且数据写入逻辑单元，改变优化模式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全部数据备份到其他地方，删除

逻辑单元，重新设定优化模式，并重启系统。 

*************************************************************************** 

优化设置会对整个磁盘阵列生效，所有的RAID 逻辑盘都是同样的优化设置，不能 

改变。如果改变优化设置，那就意味着您将改变磁盘阵列的工作方式，以及改变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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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的格式，当前所有的RAID 逻辑盘都会失效，也就是说数据将被全部清除。 

*************************************************************************** 

如想调整RAID逻辑盘的条带尺寸大小（Stripe Size）要在作RAID逻辑盘时选\Stripe 

Size:Default\出现可选的相应项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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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何创建 RAID 逻辑盘（Logical Drive）? 

 

答：在 \ view and edit logical Drive 中实现RAID 逻辑盘的创建，创建也就是第

一次的编辑和查看。NetStor磁盘阵列总共可以创建8 个RAID 逻辑盘，在空位置上

按[ENTER]，提示： 

 

按 “Yes” 确认创建新的RAID 逻辑盘，选择： 

 

使用↑↓键选择您想要创建的RAID 逻辑盘的RAID 级别，按 [ENTER] 确认；弹出

可用的SCSI 磁盘列表，请您选择RAID 逻辑盘中包含的SCSI 磁盘即成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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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键选择想要的SCSI 磁盘，按 [ENTER] 在其前部以（ *）标记，标记

为RAID逻辑盘的成员盘，继续使用↑↓键选择想要的其他SCSI 磁盘，并用 [ENTER] 

逐一标记，对已标记的SCSI 磁盘再次按 [ENTER] 将清除其标记，选择完毕，按 

[ESC] 退出此页，进入下一步操作！ 

完成成员盘的选择，弹出比较详细的设置菜单，在这里您可以修改磁盘空间的

利用，可以为RAID 逻辑盘添加Spare 盘，可以为RAID 逻辑盘分配负责其运算校验

的控制器（当您选用双控制器时才须配置）。其中Spare 盘的添加和为RAID 逻辑盘

分配负责运算校验的控制器都可以在此RAID 逻辑盘创建之后再作修改，磁盘空间

的利用如被改小，可加快逻辑盘的创建，但要通过对此RAID 逻辑盘进行扩展才能

将本次操作未包含进来的磁盘空间重新加至本RAID 逻辑盘的另外的分区之中。 

 

不做任何修改，按 [ESC] 退出此页，进入下一步操作。 

RAID 逻辑盘全部设置确认： 

 

按 “Yes” 确认。 

出现初始化的提示消息： 

 

按 [ESC] 清除信息。 

出现进度条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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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完成。 

 

RAID 逻辑盘（Logical Drive）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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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何创建逻辑盘、逻辑卷的分区（Partition）？ 

 

答：在 \ “view and edit logical Drive” 中实现对逻辑盘的分区。在 \ “view and 

edit logical Volume” 中实现对逻辑卷的分区。它们的操作步骤完全相同，这里以逻

辑卷为例说明。在 \ “view and edit logical Volume” 中选择要做分区的逻辑卷，按 

[ENTER]弹出可操作项：选择分区逻辑卷（Partition logical volume），按 [ENTER] 弹

出分区列表 

 

逻辑卷的所有容量默认都在分区0（Partition 0 ）中，选择分区0，修改容量为您

需要的大小，[ENTER] 执行分区，提示此操作将清空当前分区所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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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执行分区操作，剩下的容量自动加入下一个分区。 

注：当一个分区被删除时，容量自动加入上一个分区。 

 

10. 如何创建 RAID 逻辑卷（Logical Volume）? 

 

答：在 \ “View and Edit logical volumes” 中实现RAID 逻辑卷的创建，创建也

就是第一次的编辑和查看。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总共可以创建16个RAID 逻辑

卷，在空着的位置上按 [ENTER]，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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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Yes” 确认创建新的RAID 逻辑卷，逻辑卷是由逻辑盘作为成员盘的RAID 

0，所以不需要象创建逻辑盘时一样选择RAID 级别，直接弹出可用的逻辑盘列表，

选择RAID逻辑卷所包含的逻辑盘即成员盘： 

 

请使用↑↓键选择想要的逻辑盘，按 [ENTER] 在其前部以（*）标记，标记为

RAID逻辑卷的成员盘，继续使用↑↓键选择想要的其他逻辑盘，并用 [ENTER] 逐

一标记，对已标记的逻辑盘再次按 [ENTER] 将清除其标记，选择完毕，按 [ESC] 退

出此页，进入下一步操作！完成成员盘的选择，弹出功能菜单，在这里您可以为RAID 

逻辑卷分配负责其运算校验的控制器（当您选用双控制器时才须配置）。不做任何修

改，按 [ESC] 退出此页，进入下一步操作。RAID 逻辑卷全部设置确认： 

 

按 “Yes” 确认。 

 

RAID 逻辑卷（Logical Volume）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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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何添加 Local Spare Drive？ 

 

答：在主菜单中选择 “View and Edit Drives” 按 [ENTER]，弹出磁盘列表，选

择一个想用来做 Local Spare Drive 的磁盘，它必须是没有分配给任何一个logical 

drive 作为成员盘的磁盘，通常它的状态为 "New Drive"，按 [ENTER]，弹出可操作

项。选择 “Add Local Spare Drive” 按 [ENTER]，自动弹出 Logical Drive 列表。

选择想要分配这个Local Spare Drive 给它的Logical Drive，按 [ENTER]，这个Local 

Spare Drive 就要作为这个 Logical Drive 的热备份盘了。当要求确认 “Add Local 

Spare Drive?” 时，选择 “Yes” 确认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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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何添加 Global Spare Drive 

 

答：选择一个想用来做 Global Spare Drive 的磁盘，它必须是没有分配给任何一

个logical drive 作为成员盘的磁盘，通常它的状态为 "New Drive"，按 [ENTER]，弹

出可操作项。选择 “Add Global Spare Drive.” 当要求确认“Add Global Spare Drive?,”

时，选 “Yes” 确认执行操作。 

 

13. 关于自动执行数据重建 

答：一般情况下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的一组RAID逻辑盘中成员盘失效时，磁

盘阵列会自动报警提示磁盘失效。此时如果有Logical Drive 的热备份磁盘，磁盘阵

列会自动将Logical Drive热备份盘替换故障磁盘，如果没有Logical Drive 的热备份

盘，只有Global Spare Drive 的磁盘那磁盘阵列就会将Global Spare Drive 的磁盘替换

故障磁盘。这时磁盘阵列会自动执行数据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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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自动执行数据重建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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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手动执行数据重建 

答：一旦发生逻辑盘的成员盘失效，如果没有Spare Drive，就没有资源自动重建

数据，用户需要立刻抽出失效盘，并插入新盘。插入新盘后，如果没有执行扫描磁

盘，并在将磁设为Spare Drive 加入逻辑盘，逻辑盘不会用Spare 盘自动重建。如果

没有启动磁盘替换的循环检测，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也不会知道失效磁盘已经被

新磁盘替换，不会以替换失效盘自动重建数据。这时，需要手动执行数据重建。 

 手动操作 

选择有成员盘失效的逻辑盘，按 [ENTER] 选择 “Rebuild logical drive” 按

[ENTER]，要求确认 “Rebuild Logical Drive?” 时选择 “Yes” 执行数据重建。 

 

 

数据重建执行进度条出现。 

注：数据重建只能用于数具有冗余的逻辑盘，比如RAID 级别为1，3，5 的逻辑盘，对于NRAID 和

RAID 0 这样没有数据冗余的逻辑盘，没有数据重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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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重建优先级 

数据重建的优先级是可以选择的，系统会根据数据重建的优先级分配对应的资

源给数重建过程，数据在此期间的读写速度受资源分配的影响，低优先级的数据重

建对读写性能影响很小。但由于数据在重建过程中是没有冗余的，不可以再出任何

故障， 高优先级的数据重建对读写性能影响很大，却可以缩短数据重建时间并减

少数据读写，使数据更安全。 

选择 \ “View and ed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Disk Array Parameters” 

 

可以看到当前的数据重建优先级别，按 [ENTER] 弹出选项, 选择适当的优先

级，按 [ENTER]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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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手动执行数据重建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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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什么是 S.M.A.R.T. ? 

答: 简要介绍S.M.A.R.T. ，作为一种预测磁盘失效的方法，以及基于S.M.A.R.T. 

的防止数据丢失的安全策略。 

Self-Monitoring, Analysis and Reporting Technology (S.M.A.R.T.) 是一种成熟的技

术，提供了对磁盘近期可能失效的预测，有S.M.A.R.T. 功能的磁盘会自动监测、分

析、报告自身的状态，如果可能发生失效，S.M.A.R.T 将发出一个通用的状态报告，

以便主机能提示用户备份可能失效磁盘中的数据。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磁盘失效都能够被预测，S.M.A.R.T 的预测能力与生产厂

家也有一定关系，不同的设备厂家可能会选用不同的状态和标准来预测。虽然如此，

但是不同厂家的设备还是可以共用在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中的，因为虽然预测标

准不同，但是状态信息是兼容的。 

 

16. 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有什么样的基于 S.M.A.R.T 的安全策略? 

答：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 基于 S.M.A.R.T 有4种不同的安全策略。 

1). Disable（禁止）:S.M.A.R.T. 功能禁止 

2). Detect Only（仅提示）:S.M.A.R.T. 功能启动，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会发

送命令启动所有磁盘的S.M.A.R.T. 功能，如果任何磁盘预测到问题，NetStor DA系

列磁盘阵列会提示此信息。 

3). Perpetual Clone（永久克隆）:S.M.A.R.T. 启动，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会

发送命令启动所有磁盘的S.M.A.R.T. 功能，如果任何磁盘预测到问题，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会提示此信息。同时会用可用的Local/Globalspare drive 克隆该磁盘的

数据，“预测失效的磁盘” 并不会被替换直至真正失效，克隆将一直保持，克隆盘

仍然保持热备份状态，如果有其他磁盘失效有没有其他可用的热备份盘，它就会放

弃克隆，加入并重建成员盘失效的逻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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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lone + Replace（克隆并替换）:S.M.A.R.T. 启动，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

会发送命令启动所有磁盘的S.M.A.R.T. 功能，如果任何磁盘预测到问题，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会提示此信息。同时会用 Local/Global sparedrive 克隆该磁盘的数据，

克隆完成立刻替换该磁盘。 

 

17. 如何启动 S.M.A.R.T. 属性? 

答：下面列出的操作步骤启动所有磁盘的S.M.A.R.T.功能。 

首先，必须启动  “ Periodic Drive Check Time ”  功能，在 \View and 

EditConfiguration Parameters\Drive-side Parameters\Periodic Drive Check Time，选择一

个时间间隔。通过这样的设置，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才会在它的读写过程中、或

者是空闲状态，每隔一段时间抽出一点资源，处理磁盘状态信息或者循环查询磁盘

状态。 

 

在 \View and Ed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Drive-side Parameters\DrivePredictable 

Failure Mode <SMART>，从 “Detect Only,” “Detect, Perpetual Clone”和 “Detect, 

Clone+Replace.” 中选择一种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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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何检测磁盘是否有 S.M.A.R.T. 属性 ? 

答：按下面的步骤检查磁盘是否有 S.M.A.R.T.属性: 

首先启动 “S.M.A.R.T.” 属性在 “View and Edit Drives,” 的中选择一个磁盘

进行测试，按 [ENTER] 弹出可操作项。出现了一个新的操作项 “Predictable Failure 

Test”，如果 “S.M.A.R.T.” 属性没有启动，这个操作项就不会出现。 

 

执行 “Predictable Failure Test,” 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会强制磁盘模仿可预

测的磁盘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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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ENTER] 确认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到下一次 “Periodic Drive Check”），

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会检测到一条磁盘模仿的预测失效信息： “SMART-CH:? 

ID:?Predictable Failure Detected (TEST).” 如果这条信息出现，说明测试的磁盘有

S.M.A.R.T. 属性，否则就是没有 S.M.A.R.T.属性。 

或者，您也可以向磁盘的生产厂商询问该型号磁盘和 firmware 版本是否有 

S.M.A.R.T.属性。 

 

19. 如何设置基于 S.M.A.R.T. 功能的安全策略? 

答：首先，启动 “SMART” 属性。确定磁盘有 S.M.A.R.T. 属性。 

 “Detect Only” 仅提示: 

在  \View and Ed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Drive-side  Parameters\Drive 

Predictable Failure Mode <SMART>，选择 “Detect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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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何磁盘预测到问题，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会提示此信息。 

 “Detect and Perpetual Clone” 提示，永久克隆: 

在  \View and Ed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Drive-side Parameters\Drive 

Predictable Failure Mode <SMART>，选择 “Detect and Perpetual Clone.”分配至少一

个 spare drive 给该逻辑盘，(Local Spare Drive 或者 Global SpareDrive) 

注：“perpetual clone” （永久克隆）Spare Drive 会一直保持与源盘镜像而不做替换，直

至源盘失效才替换源盘。 

在Spare Drive 镜像源盘的期间，它不切换处理其他磁盘的S.M.A.R.T. 信息，但

是如果有成员盘失效，又没有其他可用的Spare Drive，它将放弃镜像源盘，恢复Spare 

Drive 的属性，自动开始重建数据。当一个磁盘 （logical drive 的成员盘）预测可能

失效，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 会用Spare Drive 克隆该磁盘，在 “View and Edit 

Drive”中查看Spare Drive 的状态，可以查看克隆进度或者终止克隆。 

 

 “Detect and Clone+Replace” 提示、克隆并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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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iew and Ed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Drive-side Parameters\Drive 

Predictable Failure Mode <SMART>, 选择 “ Detect and Clone+Replace.”分配至少一

个 spare drive 给该逻辑盘，(Local Spare Drive 或者 Global Spare Drive)当一个磁盘 

（logical drive 的成员盘）预测可能失效，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 会用Spare Drive 

克隆该磁盘 – 源盘，克隆完成后立刻替换源盘，替换后源盘的状态为 “Used 

drive” ，表示磁盘被使用过，并已经被取消了配置，不再使用，这是应该尽快将其

抽出，并用插入新的磁盘作为Spare Drive，以保持系统的热备份能力。 

 

20. 如何手动执行克隆？ 

答：如果在 S.M.A.R.T. 属性参数设置中选择了 ”Detect Only”，未启动克隆保

护数据的自动操作， “Clone Failing Drive” 可以由管理员手动执行。类似的，手

动执行克隆也分两种方案： “Replace after Clone” 和 “Perpetual Clone.”磁盘检

测自身运行状态，可以一定程度的预测到近期可能的失效，如果磁盘发出了可能失

效的预警，就应该在磁盘中数据未丢失之前将数据克隆到备份盘中保存，并决定需

要替换该磁盘还是保持对它的镜像。这样做减少了数据重建的几率，缩短了数据重

建的时间。因为数据在重建过程中是没有数据冗余的，所以是不安全的，通过克隆

可能失效的磁盘，使数据有更高的、智能的冗余，必须执行替换时，也几乎只是一

个替换的动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即可恢复数据的冗余，更好的保护数据的安

全和应用的无间断运行。 

 Replace after Clone（克隆并替换）: 

手动用Spare Drive 克隆并替换发出失效预警信息的磁盘，替换后，源盘（预警

磁盘）的状态变为 “used drive.”，应该将其抽出，插入一块新的磁盘，并将其配置

为Spare Drive，保持系统的热备份能力。选择想要克隆并替换的磁盘，选择 “clone 

failing drive” 操作。选择 “Replace After Clone.” 方案，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

自动备份（Local/GlobalSpare Drive）克隆源盘。如果没有备份盘，必须首先加入一

块新盘并配置为Spare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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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操作以一条提示信息开始执行，按 [ESC] 消除信息。表示克隆进度的状态

条出现。 

可以按 [ESC] 清除状态条，回到SCSI 磁盘列表查看磁盘状态，选择状态为

“CLONING” 的磁盘，按 [ENTER]， 

 

再次选择 “clone Failing drive” 可以看到当前的状态。在这里可以看到源盘，

可以选择 “view clone progress,” 查看克隆进度，或者选择 “abort clone” 取消克

隆。操作完成时，完成信息提示出现。 

 

 Perpetual Clone（永久克隆）: 

克隆源盘但并不立刻替换它，而是保持对他的镜像，直至源盘失效或者克隆被

中断，克隆开始执行并一直继续，备份盘的状态为 “clone drive”，源盘仍然是逻辑

盘的成员盘。选择想要永久克隆的磁盘，执行 “clone Failing drive,”操作，选择

“Perpetual Clone.”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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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自动以备份盘（Local/Global Spare Drive）克隆源盘。

如果没有备份盘，必须首先加入一块新盘并配置为Spare Drive。 

 

克隆操作以一条提示信息开始执行，按 [ESC] 消除信息。表示克隆进度的状态

条出现。可以按 [ESC] 清除状态条，回到SCSI 磁盘列表查看磁盘状态，选择状态

为“CLONING” 的磁盘，按[ENTER]。 

 

再次选择 “clone Failing drive” 可以看到当前的状态。在这里可以看到源盘，

可以选择 “view clone progress,” 查看克隆进度，或者选择 “abort clone” 取消克

隆。操作完成时，完成信息提示出现。 

 

按 [ESC] 清除信息，查看源盘状态，仍为逻辑盘的成员盘，查看Spare Drive 状

态，为 “C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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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何避免磁盘中存在坏块（bad block）导致数据不安全？ 

答：磁盘中存在坏块（bad block）是导致数据不安全的主要原因。坏块出现、再

分配的次数和频率也是S.M.A.R.T 用来分析磁盘状态的重要参数。因此校验磁盘，

保证所有的坏块被修复或再分配，保证数据的完全冗余则是保护数据安全的 重要

的措施。 

Regenerating Logical Drive Parity 功能是重新计算、校验逻辑盘中的数据，保护

数据完全冗余，保证所有的坏块被修复或再分配。因为意外的磁盘失效是无法预测

和完全避免的，所以必须保障任何成员盘中不存在坏块，以防止某一成员盘意外失

效时，另外的成员盘中存在坏块导致该块数据无法恢复。所以，Regenerating Logical 

Drive Parity 需要被定期的执行，以确保数据安全。选择逻辑盘，按 [ENTER] 弹出

可操作项，选择 ”Regenerate Parity,” 按[ENTER]，要求确认 ”Regenerate Parity?” 

按 ”Yes” 确认执行。 

 

 

 

注：如果在执行regenerating 操作时成员盘失效，需要立刻执行数据重建，在完成数据重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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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regenerating 操作无法重新开始。 

 

22. 如何启动和更改磁盘替换的循环检测？ 

答：如果在成员盘失效时即没有Local Spare Drive 也没有Global Spare Drive，并

且失效盘替换的循环检测时间（Periodic Auto-Detect Failure Drive Swap Check Time）

被设置为禁止（Disabled），那么，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就没有资源重建Logical 

Drive，并且在以后使失效盘被替换也不会自动重建Logical Drive，需要用户手动执行

数据重建命令。如果设置了失效盘替换的循环检测时间，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将

按设置的时间间隔自动循环扫描失效盘的ID，检测失效盘是否已被替换，一旦检测

到失效磁盘已被替换，并且容量符合重建数据的要求，立即自动重建数据。 

在 view and ed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Drive-side Parameters \Periodic 

Auto-Detect Failure Drive Swap Check Time，按 [ENTER] 弹出备选项： 

 

选择一个循环间隔时间，按 [ENTER]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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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如何识别故障盘？ 

答：如果 RAID3 / RAID5 逻辑盘中的成员盘失效，需要将失效盘抽出，更换新

盘，重建数据冗余，以保持逻辑盘正常工作，如果在试图抽出失效盘的时候错误的

抽出了另一块成员盘，就不能在访问这个逻辑盘了，因为逻辑盘已经失去了两块成

员盘。为了避免发生此类事件，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提供了三种识别失效盘的简

单方法，点亮指定磁盘的读写指示灯。 

在 View and Edit Drive 中，选中需要标记的磁盘，按 [ENTER] 弹出功能菜单，

选择Identify scsi drive。选择标记方法。 

 Flash Selected Drive 

选择状态为失效的磁盘，选择Flash Selected Drive，则该磁盘的读写指示灯就会

根据你的选择，长亮一段时间。 

 

 Flash All Drives 

如果没有磁盘的读写指示灯被点亮，说明该磁盘的读写指示灯也已经失效，选

择Flash All Drives，那么，其他状态良好的磁盘的读写指示灯就都将被点亮，长亮一

段时间，除了失效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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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sh All but Selected Drives 

也可以选择Flash All but Selected Drives，点亮所有正常的磁盘的读写指示灯，然

后准确的拔出失效磁盘。 

 

存储产品事业部                            33 



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常用问题解答 

24. 怎样使用 Netstor DA 系列磁盘写校验的功能？ 

答：数据在写入磁盘的过程可能会有写错误，为了避免写错误，可以设置参数对

写入磁盘的数据作校验，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会在写入后再将数据读出，检查写

入的数据是否正确，但这样的操作会使写入的性能大大降低。所以，可以选择对不

同阶段做或不做写校验。Verification on LD Initialization Writes，在逻辑盘初始化时（即

建立过程中）执行写后读、并作对比。 

Verification on LD Rebuild Write，在逻辑盘重建数据时执行写后读、并作对比。

Verification on LD Normal Drive Writes，对普通的写操作执行写后读、并作对比。 

 

每一阶段的设置可以开启或禁止，按 [ENTER] 修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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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确定修改。 

注：对普通写操作进行写校验 “verification on Normal Drive Writes” 会影响应用的写性

能。 

 

25. 如何进行逻辑盘的扩展操作？ 

答：如果逻辑盘（Logical Drive）中有未被利用的空间，那么用户就可以通过执

行扩展指令将这部分空间以此逻辑盘的新的分区的形式加入逻辑盘中。 

 

 

 

存储产品事业部                            35 



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常用问题解答 

 

选中view and edit logical drives按  [ENTER]进入当前的要扩展的逻辑盘按 

[ENTER] 

选中Expand logical drive输入想要扩展的容量大小根据提示选中yes  按 

[ENTER]. 

 

进度完成，弹出提示信息。按 [ESC] 消除信息。 

但是必须将新的分区映射到Host LUN 才能使用新增的容量。 

 

 

26. 如何增加新的磁盘到逻辑盘中？ 

答：首先，在主菜单选择 “View and Edit Logical Drive,” 选择想要增加新的磁

盘到其中的逻辑盘。 

 

选择执行 “add SCSI drives”，确认，进入具体执行步骤。可用的磁盘列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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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移动光标，按 [ENTER] 选择一个或多个想要加入逻辑盘的磁盘，磁盘的前

面出现 “*” 的标志。 

按 [ESC] 完成操作，弹出提示信息。 

 

按 [ESC] 消除信息，出现进度条显示执行进度。 

 

进度完成，弹出提示信息。按 [ESC] 消除信息。 

新增的容量已经自动形成一个分区，包含进逻辑盘中，也就是说不用执行"expand 

logical drive" 操作了。但是必须将新的分区映射到Host LUN 才能使用新增的容量。 

注：此种模式的扩展只能在 RAID 0, 3, 5 的逻辑盘上执行，不能在 NRAID 或 RAID 1的

逻辑盘上执行添加新磁盘扩展空间的操作一旦执行无法终止。电源中断将导致扩展的暂停，重

新加电后容量扩展不能自动继续执行，需要手动参与。在扩展中，成员盘失效，扩展暂停，数

据重建完成后扩展自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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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何以大容量的磁盘拷贝并替换所有成员盘？ 

答：扩展逻辑盘的容量也可以通过以大容量的磁盘拷贝并替换所有成员盘来实

现，必须一个一个磁盘单独替换，所有成员盘被替换之后，逻辑盘就有了一块未利

用的空间，执行 “Expand logical drives” 操作。 

在主菜单选择 “View and Edit Logical Drives.” 选择想要扩展的逻辑盘， 按

[ENTER] 弹出可操作项。选择 “copy and replace drive.” 按 [ENTER] 进入具体执

行步骤。 

 

首先逻辑盘的成员盘被列出，选择本次要拷贝替换的成员盘（源盘）。 

 

按 [ENTER] 选择一个成员盘作为“源盘”（状态为ON-LINE ），自动弹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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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拷贝替的磁盘列表，选择一个用来拷贝替换“源盘”的“新盘”，确认窗口标明“源

盘”和“新盘”的通道号和ID 号，要求确认。 

 

选择 “Yes” 确定执行，弹出提示信息。 

 

按 [ESC] 清除信息，出现进度条显示执行进度。 

 

拷贝替换操作完成后，会再弹出一条提示信息，按 [ESC] 清除信息，用大容量

的磁盘、用同样的方法拷贝替换每一个成员盘，全部替换后，就可以执行 “Expand  

Logical Driv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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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如何扩展逻辑卷（Expand Logical Volume）？ 

答：扩展逻辑卷的所有逻辑盘，然后执行 “expand logical volume.”弹出要求确

认窗口 "Expand Logical Volume?,"  

 

选择 “Yes” 确认操作，操作将立刻完成。 

 

29. 如何更改主机端 SCSI ID 的 LUN 个数？ 

答：主机端SCSI ID 的LUN 个数，决定了这个ID 下可以映射的逻辑盘/逻辑卷/

分区的个数，如果操作系统不能识别大容量磁盘，或者应用要求有很多分区，那么

就必须用到多个LUN，每个SCSI ID 下面预留的LUN 个数可以设定为 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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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常用问题解答 

 

选择 “LUNs per Host SCSI ID,” 按 [ENTER]，选择合适的LUN 个数，按 

[ENTER]，选择”Yes” 确认。 

 

30. 如何为主机通道配置多个 ID？ 

答：如果应用需要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超过32 个LUN 的限制，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可以设置为占用主通道上的多个SCSI ID。添加SCSI ID 

 

在 \ view and edit channelS \按 [ENTER]，在已有的SCSI ID 上按 [ENTER] 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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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常用问题解答 

可操作项，选择 “Add Channel SCSI ID,”，选择为主控制器（Primary Controller）添

加ID，选择ID 号。 

注意不要与主机通道上的SCSI 卡或其他SCSI 设备用同样的ID而导致ID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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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并发 LUN 连接如何进行设置？ 

答：每个LUN 连接就是主机对于一个LUN 的访问，当有多个访问并发时，它们

之间可能会征用资源，导致个别访问性能很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NetStor DA系列

磁盘阵列要求设定 大的并发LUN 连接，然后根据 大并发LUN 连接来分配资源，

保证每个访问至少都有足够的资源，而超过的并发访问被拒绝，等到前面的访问完

成才被接受。 

每个LUN 连接所需要的资源是和主机应用有关的，并发LUN 连接也是和主机

应用及LUN的数量决定的，所以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提供了这样的配置项，让用

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应用作适当的设置。 

 

在 \ “View and Ed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Host-side Parameters,”\     

“Max Number of Concurrent Host-LUN Connection,” 按 [ENTER]，弹出备选项，选

择合适的选项，按 [ENTER]，再在确认窗口选择 “Yes” 确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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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如何调整磁盘阵列的 大 I/O 队列？ 

答：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可以接受的 大的I/O 队列。这个设置影响Sure SCSI 

的资源分配，根据实际应用配置参数。 

 

在 \ “Host-side Parameters,” \ “Maximum Queued I/O Count,” 按 [ENTER]，

弹出备选项，选择合适的选项，按 [ENTER]，再在确认窗口选择 “Yes” 确认设置。 

 

33. 调整 LUN 预留的 I/O 队列？ 

答：此参数决定了每个LUN 至少可以处理的I/O 队列，因为已经预留了足够的

空间，如果还有足够的内部资源，每个LUN 还会处理更多的I/O 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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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Host-side Parameters,” \ “Number of Tags Reserved for each Host-LUN 

Connection,” 按 [ENTER]，弹出备选项，选择合适的选项，按 [ENTER]，再确认

窗口选择 ”Yes” 确认设置。 

 

34. 为什么要修改 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的设备类型呢？ 

答：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的默认设置非设备，可以改变NetStor DA系列磁盘

阵列的设备类型。在     \ view and ed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Host–side  

parameters \ Peripheral Device Type Parameters \ Peripheral Device Type，按 [ENTER]，

弹出备选项，选择希望的类型，按 [ENTER]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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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常用问题解答 

为了监控和管理外部设备，主机需要和外部设备通信，除了用RS-232 来通信，

也可以通过SCSI 线来通信，就是将管理命令翻译成SCSI 命令，通过SCSI 线在设备

和主机之间传送。 

不同操作系统要求的设备类型为了通过SCSI 线通信，首先，主机就需要识别外

部设备，当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创建了逻辑盘并映射到Host LUN 时，主机识别

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为磁盘设备，通过这个设备属性，主机才能与NetStor DA系

列磁盘阵列通信。但是当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没有创建逻辑卷并映射到Host 

LUN 时，由于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的设备类型默认设置为非设备，即没有设备

属性，主机就不会识别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也就没有办法和NetStor DA系列磁

盘阵列通信，并管理它。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基于Java 的图形管理软件就是通

过In-band SCSI 来管理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的，当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还没

有创建逻辑卷并映射到Host LUN 时，为了管理它，就需要修改它的设备属性。不同

的主机操作系统要求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做不同的设备类型设置，才可以通过

In-bandSCSI 来管理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请看下面的列表找出您的主机操作系

统需要的设置。 

设备类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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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类型参数含意 

 

如果已经设置了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的设备类型，接下来要选择这个类型要

应用于哪个LUN 上面，因为SCSI 标准允许不同的LUN 有不同的类型。在 \ view 

and ed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Host-side Parameters \LUN applicability 按 

[ENTER]，弹出备选项 “LUN-0's only”和 ” all undefined LUNs ” ，如果选择 ” 

LUN-0’s only ” 这个设备属性就仅应用于LUN-0，如果选择 ”all undefined LUNs ” 

这个设备属性就会应用于所有没有映射的LUN，那样的话您的主机就会看到15 个您

定义的设备类型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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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如何修改 Cylinder/Head/Sector？ 

答：在SCSI 世界里，容量是以Block（块）来计算的。有些操作系统（比如Sun Solaris

等）基于cylinder（柱面）/head（磁头）/sector（扇区）来计算磁盘的容量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同样支持这种计算容量的方法，然而不同的操作系统对

cylinder/head/sector有不同的限制，在Sun Solaris 系统下，Cylinder 不允许超过65535，

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的默认容量计算方法未必于所有操作系统相同，如果违反了

操作系统的限制，容量就不能备正确识别，但是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允许用户修

改容量的参数，那么，用户就可以修改cylinder 为"cylinder<65535,”，另外两项参数

有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自动计算得出，这样，操作系统就可以识别正确的容量了。 

对于不同于Sun Solaris 的操作系统，建议使用如下设置。 

 

目前， Solaris 不支持容量超过1TB 的磁盘，大容量的逻辑盘必须备分成布超

过1TB的逻辑分区。设置 Sector/Head/Cylinder：在 \ view and ed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Host-side Parameters \ Host Cylinder/Head/Sector Mapping Configuration，

按 [ENTER] 选择 Sector Ranges，按 [ENTER] 弹出备选项，修改成希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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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Head Ranges，按 [ENTER] 弹出备选项，修改成希望值。 

 

选择 Cylinder Ranges，按 [ENTER] 弹出备选项，修改成希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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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常用问题解答 

36. 设备端参数 Drive Motor Spin-Up 

答：Drive “spin-up” 决定了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中的Drive 磁盘的启动次

序，为了避免电源在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启动瞬间由于所有Drive 磁盘一起启动

而受到太强的电流冲击，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可以设置让Drive 磁盘依次启动。

磁盘的马达启动有3 种方式，加电即启动，延迟启动，Drive 命令启动。这3 种方式

的设置要通过跳接Drive 磁盘上的对应跳线，具体请参照该块Drive 磁盘的跳线说

明。将磁盘马达启动方式跳至Drive 命令启动方式，再将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的

view and ed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Drive-side Parameters \ Drive Motor Spin-Up 

设置为Enable。 

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会按顺序每隔4 秒启动一块磁盘。 

 

注：如果磁盘的马达启动方式被跳至 “Delay Motor Spin-up” 或 “Motor Spin-up in Random 

Sequence,”（不同厂家的名称区别），磁盘会按顺序每隔12 秒启动，这样会导致NetStor 磁

盘阵列不等 后的磁盘启动就判断它超时或不存在，而导致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不能识别

后面的磁盘，可以修改 “Disk access delay time”使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等待更长的时

间以便磁盘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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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常用问题解答 

37. 如何进行延迟访问磁盘的设置？ 

答：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会在电源启动后等待一段时间再访问磁盘，默认设

置为15 秒。 

 

在 “Disk Access Delay Time,” 按 [ENTER]，选择需要的延迟时间，按 

[ENTER]，在确认窗口选择 “Yes” 确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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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如何更改 Drive I/O 超时时限的设置？ 

答：Drive I/O 超时时限是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等待磁盘响应的 大时间，如

果磁盘没有在这段时间内响应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的读写指令，磁盘就被作为失

效设备。如果磁盘在从磁碟中读取资料时遇到了存储介质错误，它会尝试重新读取

或重新定位磁头，当磁盘遇到了一个坏块，它就必须要把这个坏块的数据重分配到

备份块上去，所有这些操作都需要时间，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磁盘操作时间会有差

异。对于Drive 总线仲裁，一个有高优先级的设备可以先占用总线，如果它一直占用

Drive总线，低优先级的设备就可能会发生I/O 超时。Drive I/O 超时的默认设置为7 

秒，建议不要更改这个设置，把这个数值改小会导致并未失效的磁盘被NetStor DA

系列磁盘阵列判断为失效，磁盘有可能正在努力尝试解决读取失败或者正在等待总

线，如果将这个数值改大，可能发生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一直等待磁盘响应而主

机判断NetStor 磁盘阵列超时。 

选择 “Drive I/O Timeout –Default (7 seconds),” 按 [ENTER]，弹处备选项，

选择合适的选项，按 [ENTER]，在确认窗口选择 “Yes” 确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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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如何修改 大 I/O 队列？ 

答：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支持修改其发给磁盘的 大I/O 指令队列，默认设

置为32。选择“Maximum Tag Count”，按 [ENTER]，弹处备选项，选择合适的选项，

按 [ENTER]，在确认窗口选择 ”Yes” 确认设置。 

 

注：每次修改这个参数，需要重新启动NetStor DA系列磁盘阵列，设置才能生效。禁止磁盘端

I/O 指令排队将会禁止磁盘内的的Write- Back 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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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文件中的资讯有 终解释权，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

知。未经本公司的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复制。本文件中

述及的其他商标和商标名称指拥有相应商标和名称的公司实体或其

产品。 

NetStor®为同有公司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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