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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书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

形式传播。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手册内容有可能变更。本公司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或者提示的情

况下对本手册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本手册仅作为使用指导，本公司尽全力在本手册中提供准确

的信息，但并不确保手册内容完全没有错误，本手册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也不构成任何明示

或暗示的担保。 

安全须知 

负责安装和维护的人员须具备基本安全操作技能。在操作设备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如下安全规范。 

 此为 A 级产品，在生活环境中，该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用

户对其干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安装完成后请检查连接正确性，以免因连接错误，在通电时造成人体伤害和设备部件损坏！ 

 用户请勿自行拆开设备机箱盖上的防拆封条。若要拆封，请先与本公司当地代理商联系；否则，

若擅自操作导致设备无法维护，本公司将不承担由此引起的所有后果，感谢配合！ 

环境保护 

本产品符合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设计要求，产品的存放、使用和弃置应遵照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要

求进行。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负责系统安装、业务配置的管理员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本书约定 

1.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2. 各类标志 

标    志 意    义 

 
警告。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注意。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或功能异常。 

 
说明。对产品操作使用相关信息进行提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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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统一云存储系统是我司推出的一代全新分布式云存储产品，无单独元数据服务器的全对称分布式架

构，提供统一的全局命名空间，横向扩展的存储架构，提供高性能、高可靠和高可扩展的云存储服

务。支持 NFS、CIFS、FTP、iSCSI、REST、 HTTP 等协议访问，充分满足业务需求。 

 
说明： 

 NFS（Network File System，网络文件系统）：主要应用于服务器为 Linux 的操作系统。 

 CIFS（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通用网际文件系统）：主要应用于服务器为 windows

的操作系统，实现视频文件、照片文件等的存储与访问。 

 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文件传输协议）：是 TCP/IP 网络上两台计算机传送文件的协议。 

 iSCSI（Internet SCSI，互联网 SCSI 协议）：主要提供块存储服务。 

 REST（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可表述状态迁移）：主要提供对象服务。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转移协议）：用于从 WWW 服务器传输超文本到

本地浏览器的传送协议。 

 

1.1  产品介绍 

按 SCU（Storage Control Unit，存储控制单元）盘位划分，本系统包括的产品如下表所示： 

系统 SCU 盘位 说明 

统一云存储 

24盘位 标配电池模块 

36盘位 标配电池模块（类型I） 

48盘位 标配电池模块 

60盘位 标配电池模块 

 

 
说明： 

 有两种电池模块，暂定为类型 I 和类型 II。上述表格中，没有写“类型 I”字样的，都默认为“类

型 II”。 

 SAS（Serial Attached SCSI，串行连接 SCSI）。 

 由于产品系列产品操作类似，所以前后视图分别列出，具体操作以某款产品为例。 

 本文中所有图例仅供参考，实际产品情况请以实物和最新版本为准。 

 各个产品的系统规格和特性请参见产品彩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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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典型应用 

 

统一云存储系统分为两个网络：内网和外网。 

 内网：是各个存储设备之间进行通信，共同构建一个云存储系统。 

 外网：是整个云存储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外提供服务，为前端业务服务器提供支持。 

建议采用链路冗余网络。 

2 硬件介绍 

每款产品包括的硬件有：SCU、千兆以太网接口模块（可选）、10GE 以太网接口模块（可选）、电

源模块、磁盘模块、电池模块、散热系统。 

针对 SCU，本章会重点介绍。 

 
说明： 

 本文图示中，是按出厂“标配”来显示电源、电池和接口卡信息，如需更多配臵请联系我司。 

 至于电源、电池、接口卡的具体位臵，请以具体实物为准，本章节图示仅供参考。 

 

2.1  SCU前后视图 

这里分别详细介绍每款产品 SCU 的前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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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4 盘位 

 

1：全局指示灯 2：磁盘指示灯 

 

1：AC电源插座 2：电源模块指示灯 

3：电池模块1 4：电池模块2  

5：防静电手腕插座 6： PCIE插槽 

7：千兆业务网口1/2/3/4 8：设备接地螺柱 

9：风扇插框 10：电源按键  

11：复位按键 12：ACTIVE指示灯 

13： 故障指示灯 14：状态数码管 

15：HDMI接口  16：USB接口1、2  

17：RS-232串口1 18：千兆业务网口0 



9 

2.1.2  36 盘位 

 

1：全局指示灯 2：磁盘指示灯 

 

1：AC电源插座 2：PCIE插槽 

3：磁盘槽位 4： 磁盘指示灯 

5：电池模块 6：状态数码管 

7：ACTIVE指示灯 8： 故障指示灯 

9：HDMI接口 10：SAS接口1、2 

11：USB接口1、2 12：RS-232串口1、2 

13：千兆业务网口1/2/3/4 14：千兆业务网口0 

15：电源按键 16：复位按键 

17：设备接地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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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48 盘位 

  

1：磁盘指示灯  

 

1：AC电源插座 2：电源模块指示灯 

3：电池模块1 4：电池模块2  

5：防静电手腕插座 6： PCIE插槽 

7：千兆业务网口1/2/3/4 8：设备接地螺柱 

9：风扇插框 10：电源按键  

11：复位按键 12：ACTIVE指示灯 

13： 故障指示灯 14：状态数码管 

15：HDMI接口  16：USB接口1、2  

17：RS-232串口1 18：千兆业务网口0 



11 

2.1.4  60 盘位 

 

1：全局指示灯 2：告警指示灯 

3：磁盘指示灯  

 

1：AC电源插座 2：电源模块指示灯 

3：电池模块1 4： 电池模块2 

5：防静电手腕 6： 风扇插框  

7： PCIE插槽 8：ACTIVE指示灯  

9：故障指示灯     10：状态数码管 

11：HDMI接口  12： SAS接口1、2  

13：USB接口1、2 14：RS-232串口1、2 

15：千兆业务网口1/2/3/4 16：千兆业务网口0 

17：电源按键 18：复位按键 

19：设备接地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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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视图详细介绍 

2.2.1  前面指示灯 

指示灯 颜色 描述 

磁盘指示灯 绿色/黄色 

 熄灭：磁盘未上电。 

 绿色常亮：磁盘上电。 

 绿色快速闪烁：系统正在对磁盘进行读、写。 

  黄色常亮：磁盘告警。 

  绿色快速闪烁+黄色 1Hz 闪烁：磁盘所在的阵列正在进行同步或重建。 

 黄色 2HZ 闪烁：磁盘或者磁盘所在的阵列正处于被定位状态。 

  绿色、黄色指示灯交替 1HZ 闪烁：此时硬盘可以安全拔出。 

全局指示灯 绿色/黄色 

 绿色常亮：系统正常。 

 黄色常亮：系统存在硬件故障（此时蜂鸣器鸣响）。 

 黄色 2Hz 闪烁：处于定位状态。 

 黄色 8Hz 闪烁：系统运行在异常保护模式下。 

备注：在主机软件完全启动前，不会闪烁，该现象并非系统故障。 

 

2.2.2  背面指示灯 

指示灯 颜色 描述 

系统状态指示灯 黄色 

 熄灭：设备未开机。 

 1Hz 闪烁：设备在运行。 

 2Hz 闪烁：设备在定位。 

 备注：在主机软件完全启动前，不会闪烁，该现象并非系统故障。 

系统告警指示灯 黄色 

 熄灭：系统状态正常。 

 常亮：系统存在硬件故障（此时蜂鸣器鸣响）。 

 8Hz 闪烁：系统运行在异常保护模式。 

管理口指示灯 绿色/黄色 

 熄灭：网口未上电。 

 绿色常亮：网口协商到千兆。 

 绿色闪烁：网口协商到千兆，且此时有数据收发。 

 黄色常亮：网口协商到百兆。 

 黄色闪烁：网口协商到百兆，且此时有数据收发。 

业务口指示灯 绿色/黄色 

 熄灭：网口未上电。 

 黄色+绿色常亮：网口上电，且无数据收发。 

 黄色常亮+绿色闪烁：网口上电，且有数据收发。 

模块电源指示灯 绿色 
 常亮：模块上电。 

 熄灭：模块没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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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颜色 描述 

电源指示灯 
绿色/红色或黄

绿 

 熄灭：没有连接交流电源。 

 绿色闪烁：已经连接交流电源，但系统处于待机状态。 

 绿色常亮：系统电源上电。 

 红色闪烁或黄绿常亮：电源模块故障，或没有连接交流电源。 

 

2.2.3  状态数码管 

 

颜色/状态 描述 

绿色 

 BIOS 启动阶段：显示 80 端口的输出信息。 

 系统启动后：数字表示当前主板温度。 

 闪烁：表示系统温度告警。数字表示当前主板温度。 

 

b闪烁(b0/0b/bb) 

指示某个电池模块故障。 

如： 

b 在左边闪烁，左边的电池模块故障； 

b 在右边闪烁，右边的电池模块故障； 

无故障的模块显示为 0。 

 

F闪烁(F0/0F/FF) 

指示某个风扇模块故障。 

如： 

F 在左边闪烁，左边的风扇模块故障； 

F 在右边闪烁，右边的风扇模块故障； 

无故障的模块显示为 0。 

 

P闪烁(P0/0P/PP) 

指示某个一次电源模块故障。 

如： 

P 在左边闪烁，左边的电源模块故障； 

P 在右边闪烁，右边的电源模块故障； 

无故障的模块显示为 0。 

 

U闪烁(U0/0U/UU) 

U0：CMOS 电池欠压。 

0U：主板上某个电压监测到异常。 

UU：CMOS 和主板上某个电压同时异常。 

 

dt 闪烁 

指示从磁盘的 SMART 信息中读取的硬盘温度超标。 

需检查防尘网、机房环境温度和设备的风扇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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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状态 描述 

 

IP闪烁 

指示任意网口存在 IP 冲突。 

 

2.2.4  接口信息 

接口 描述 

GE业务口（连接应用服务器） 提供 ISCSI 连接，通常通过交换机连接应用服务器，如：监控设备。 

GE管理口（连接管理工作站） 用于连接存储服务器进行管理 

USB接口 用于通过光盘/U 盘启动或升级设备。 

管理串口 用于连接管理工作站。在管理工作站通过超级终端对存储设备进行管理。 

 

 
说明： 

各个接口间的具体线缆连接请参见“3.2.8  连接 SAS 电缆”。 

 

2.2.5  背面按键 

按键 描述 

开/关机电源按键 
用于开启、关闭存储控制器（强制关机时需要长按 4s 以上）。 

不推荐使用该按键进行关机。 

 

2.3  部件组成 

除了上面提到的 SCU 硬件外，还有其他部件，本节统一说明。 

2.3.1  千兆以太网模块（可选） 

 

1：电源指示灯 2：告警指示灯 

3：网口速率指示灯 4：网口ACT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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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颜色 描述 

电源指示灯 绿色  常亮：接口模块工作正常。 

告警指示灯 黄色  常亮：接口模块工作告警。 

网口速率指示灯 绿色/橙色 

 绿色常亮：网口协商到千兆。 

 橙色常亮：网口协商到百兆。 

 熄灭：网口没有上电。 

网口ACT指示灯 黄色 
 常亮：有数据收发。 

 熄灭：没有数据收发。 

 

2.3.2  10GE 以太网接口模块（可选） 

10GE 以太网接口模块有两种：2 端口、4 端口。 

 

 

1：电源指示灯 2：光口指示灯 

 

指示灯 颜色 描述 

电源指示灯 绿色  常亮：接口模块工作正常。 

光口指示灯 绿色 

 熄灭：网口没有连接。 

 常亮：网口协商到万兆。 

 闪烁：网口协商到万兆，且此时有数据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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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电源模块（可热插拔） 

 
说明： 

本节仅以某款产品的电源模块举例，其他情况请参考。 

电源模块有二种：650W 和 700W。650W 电源模块外观类似（下图 1），700W 电源模块不同（下

图 2）。 

 

图 1： 

    

图 2： 

 

 

1：电源模块指示灯 2：电源模块 

 

指示灯 颜色 描述 

电源指示灯 绿色/红色或黄绿 

 熄灭：未接入交流电源 

 绿色常亮：已接入交流电源，且设备已开机 

 绿色闪烁：单电源模块情况下，已接入交流电源，但设备未开机 

 红色或黄绿闪烁：双电源模块情况下，一块电源模块已接入交流电

源，另一块电源模块未接入交流电源，且设备已开机，则未接入交

流电源的指示灯红色或黄绿闪烁 

 红色闪烁或黄绿常亮：电源模块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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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标准配臵 1 个电源模块，也可以配臵为 1+1 双电源模块模式。 

 

2.3.4  磁盘模块（可热插拔） 

出厂时，磁盘已经安装好结构件，称为“一体化磁盘”。 

(1)

(4)

(2)

(3)

 

1：左拉手条 2：右拉手条 

3：磁盘螺钉 4：磁盘 

 

2.3.5  电池模块（可热插拔） 

不同产品配置的电池模块个数不同，详细内容请参见产品彩页中的规格。 

2.3.6  散热系统 

存储设备是从设备前部进风，后部出风。为了防止严重粉尘条件造成硬盘故障率偏高，存储设备在

入风口面板处设计可更换防尘网。当防尘网堵塞严重时，系统检测到硬盘温度偏高，会进行告警，

提醒您清理防尘网。 

3 硬件安装 

介绍如何安装和配置硬件设备，以及如何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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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安装准备 

3.1.1  安全注意事项 

1. 通用安全措施 

请遵循以下安全预防措施： 

 确保您在安装设备的任何部件前，已经充分理解将要进行的操作，并且在开始操作之前得到必

要的许可。 

 确保您已经进行防静电保护措施（如戴防静电手腕等）。 

 确保您所处位置的地面是干燥和平整的。 

 确保您已经做好防滑措施。 

 确保设备的清洁。 

 确保设备放置在干燥的环境，未受潮或液体流入设备内部。 

 确保没有将设备和安装工具放在行走区域内。 

 不要执行任何可能伤害到您或设备的操作。 

2. 用电安全措施 

请遵循以下用电安全预防措施： 

 在安装设备前，请您熟悉所在工作区域的环境，明确紧急电源开关的位置，当发生意外时，要

先切断电源开关。 

 在安装设备前，请您仔细检查所在工作区域内是否存在潜在的用电危险，比如电源未接地、电

源接地不可靠、地面潮湿等。 

 请您认真阅读机框上的用电安全警告标签，注意用电安全。 

 在设备安装完好之前，请不要连接任何电源线和外部电缆。 

 设备上电后，如需要对设备进行移动操作，请先关机后，再断开所有与设备连接的电源线和外

部电缆。 

 供电出现异常波动，包括电压不稳、电源异常闪断（电源突然掉电后立刻上电）等情况，可能

导致设备功能异常。 

3. 静电安全措施 

为了避免静电对设备的电子器件造成损坏，除了对安装设备的场所采取防静电措施外，在安装设备

过程中也必须佩戴防静电手腕。 

防静电手腕的佩戴方法如下： 

(1) 将防静电手腕套在手腕上。 

(2) 拉紧锁扣，确认防静电手腕与皮肤有良好的接触。 

(3) 将防静电手腕的另一端插入设备的防静电手腕插孔，并确保设备接地良好，或将防静电手腕的

另一端与接地良好的机柜连接。 

4. 搬运注意事项 

鉴于数据的重要性，做好初期规划，尽量避免后期搬运设备。 

如果需要搬运设备，在搬运时需避免震动，将磁盘与设备分离，用防振动性能良好的包装材料包装

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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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硬盘使用注意事项 

请参见附录 1：硬盘使用注意事项。 

6. 电池使用注意事项 

请参见附录 2：电池使用注意事项 

。 

3.1.2  检查安装场所 

设备必须在室内使用。为保证设备的正常工作，并延长其使用寿命，安装场所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1. 温度 

 
注意： 

当设备从低温环境进入高温环境时，若设备上出现冷凝水，请在设备上电前，务必采取干燥措施（如

阴干、吹干等），以防发生短路，导致设备内部器件被烧坏。 

 

为保证设备正常工作，机房内需保持一定的温度。 

若机房内温度过高，则将加速绝缘材料的老化，使设备的可靠性大大降低，严重影响其使用寿命。 

项目 描述 

工作环境温度 10°C～35°C 

贮存环境温度 -20°C～+60°C 

 

2. 湿度 

为保证设备正常工作，机房内需保持一定的湿度。 

 若机房内长期湿度过高，容易造成绝缘材料绝缘不良甚至漏电，也可能发生材料机械性能变化、

金属部件锈蚀等现象。 

 若机房内相对湿度过低，绝缘垫片会干缩而引起紧固螺钉松动。同时，在干燥的环境下，容易

产生静电，损害设备的电子元器件。 

 

项目 描述 

工作环境温度 20%RH～80%RH 

贮存环境温度 10%RH～90%RH 

 

3. 颗粒污染物 

数据中心颗粒污染物应满足 IT 设备制造商普遍采用的由 ASHRAE TC 9.9 编写的《针对数据中心气

体与颗粒污染物指南（2011 版）》白皮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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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SHRAE（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TC

（Technical Committee）：美国采暖、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学会技术委员会。 

 ASHRAE 是 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国际标准化组织指定的唯一

负责采暖、制冷、空调方面的国际标准认证组织。 

 

依据该白皮书要求，数据中心颗粒污染物应满足 ISO 14664-1 Class8 级别定义的洁净度要求： 

 每立方米中颗粒尺寸≥0.5μm 的颗粒不能超过 3,520,000 个。 

 每立方米中颗粒尺寸≥1μm 的颗粒不能超过 832,000 个。 

 每立方米中颗粒尺寸≥5μm 的颗粒不能超过 29,300 个。 

 

建议使用高效过滤器过滤进入数据中心的空气，建议使用过滤系统定期过滤数据中心内的空气。根

据空气中的颗粒浓度对空气清洁度分级，已成为全球性的首要标准。 

下表提供了 ISO 14644-1 空气清洁度等级与每级允许的最大颗粒浓度（颗粒数/每平方米）。而且分

别列举对应在颗粒大小≥0.1μm，≥0.2μm 等情况下，所允许的颗粒个数。 

 

ISO 等级 ≥0.1μm ≥0.2μm ≥0.3μm ≥0.5μm ≥1μm ≥5μm 

Class1 10 2 - - - - 

Class2 100 24 10 4 - - 

Class3 1000 237 102 35 8 - 

Class4 10,000 2,370 1,020 352 83 - 

Class5 100,000 23,700 10,200 3,520 832 29 

Class6 1,000,000 237.,000 102,000 35,200 8,320 293 

Class7 - - - 352,000 83,200 2,930 

Class8 - - - 3,520,000 832,000 29,300 

Class9 - - - - 8,320,000 293,000 

 

4. 腐蚀性气体污染物 

常见腐蚀气体种类及来源如表所示。 

项目 描述 

H2S（硫化氢） 地热排出物、微生物活动、石油制造业、木材腐蚀和污水处理。 

SO2（二氧化硫） 

SO3（三氧化硫） 
煤燃烧、石油产品、汽车废气、熔炼矿石和硫酸制造业。 

S（硫磺） 铸工车间、硫磺制造业和火山。 

HF（氟化氢） 化肥制造业、铝制造业、陶瓷制造业、钢铁制造业和电子设备制造业。 

NOx（氮氧化物） 汽车尾气、石油燃烧和化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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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描述 

NH3（氨气） 微生物活动、污水、肥料制造业、地热排出物和冰箱设备。 

C（碳） 不完全燃烧（悬浮微粒组成物）和铸工车间。 

CO（一氧化碳） 燃烧、汽车尾气、微生物活动和树木腐烂。 

CL2（氯气） 

CLO2（二氧化氯） 
氯制造业、铝制造业、锌制造业和废物分解。 

HCl（氯化氢酸） 汽车尾气、燃烧、森林火灾和海洋的过程聚合物燃烧。 

HBr（氢溴酸） 

HI（氢碘酸） 
汽车尾气。 

O3（臭氧） 大气光化学过程（大部分包括一氧化氮和过氧氢化合物）。 

CNHN（烷烃） 汽车尾气、动物排泄物、污水和树木腐烂。 

 

数据中心腐蚀性气体污染物应满足以下要求： 

 

 铜测试片腐蚀速率要求 

满足 ANSI/ISA（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Instrument Society of America）-71.04。 

1985 定义的气体腐蚀等级 G1，对应铜测试片腐蚀产物厚度增长速率低于 300 Å/月。 

 银测试片腐蚀速率要求 

腐蚀产物厚度增长速率低于 200 Å/月。 

 
说明： 

Å（埃）是表示长度的单位符号，1 Å 等于 100 亿分之 1 米。 

 

ANSI/ISA-71.04-1985 划分的气体腐蚀等级如下表： 

气体腐蚀等级 铜的反应等级 描述 

G1（轻微） 300 Å/月 环境得到良好控制，腐蚀性不是影响设备可靠性的因素。 

G2（中等） 300 Å/月～1000 Å/月 环境中的腐蚀影响可以测量，可能是影响设备可靠性的一个因素。 

G3（较严重） 1000 Å/月～2000Å/月 环境中极有可能出现腐蚀现象。 

GX（严重） >2000 Å/月 只能在该环境中使用经过特殊设计和封装的设备。 

 

数据中心腐蚀性气体浓度限定值如下表： 

组合 腐蚀性气体 单位 浓度 

A组 

H2S（硫化氢） ppba <3 

SO2（二氧化硫） ppb <10 

CL2（氯气） ppb <1 

NO2（二氧化氮） ppb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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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腐蚀性气体 单位 浓度 

B组 

HF（氟化氢） ppb <1 

NH3（氨气） ppb <500 

O3（臭氧） ppb <2 

 

 
说明： 

a：ppb（part per billion）是表示浓度的单位符号，1ppb 表示 10 亿分之 1 的体积比。 

 

上表中 A 组或 B 组气体是数据中心内常见气体组合。 

A 组或 B 组腐蚀性气体浓度限定值对应的铜腐蚀等级 G1，是基于数据中心相对湿度小于 50%及组

内气体交互反应的结果。 

如果数据中心相对湿度每增加 10%，则气体腐蚀等级相应增加 1 级。 

腐蚀是由温度、相对湿度、腐蚀性气体、通风条件等环境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而非单一因素决定。 

任何因素的改变都会对气体腐蚀等级造成影响，因此上表提供的数据中心腐蚀性气体浓度限定值仅

作参考而非绝对限定。 

5. 散热 

为保证数据中心的正常散热通风，建议采用冷热风道隔离的布局方式，在热通道上方布置热风收集

天花板，设备产生的热风通过天花板直接循环到精密空调的回风口。尽量避免冷热风混叠，这样可

以提高空调的制冷效果，降低数据中心的 PUE（Power usage efficiency）值。 

 
说明： 

如果设备部署在架高地板上，建议在每个机柜前面均安排一个通风地板，以确保设备系统散热均匀，

避免局部出现温度过高导致设备损害的情况。 

 

为便于维护、通风及散热，将设备安装到机柜中时，请注意： 

 建议机柜与墙壁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100 厘米，机柜与机柜之间的前后距离不小于 120 厘米，

以确保机柜前后通风顺畅。 

 机柜内部不得形成封闭空间，确保机柜内部和机房内空气有效对流。建议设备的上方和下方均

预留 1U（1U＝44.45mm）的空间。 

6. 噪声 

设备中的硬盘、风扇工作时会发出噪声，风扇发出的噪声占主要因素。当设备或环境温度过高时，

风扇工作强度增加，便会发出更强的噪声。 

环境温度为 25°C 时，存储设备发出的最大噪声参数如下表所示。 

项目 描述 

噪声功率 <58dBA 

 

7. 接地 

良好的接地系统是设备稳定、可靠运行的基础，是防雷击、抗干扰、防静电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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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为设备提供良好的接地系统。 

 

3.1.3  检查设备组件 

在安装设备前，根据装箱清单核对设备型号，清点随箱附件的种类及数量，确认设备组件齐全。 

设备型号、附件的种类和数量，请参见装箱清单。 

请勿自行拆开机框盖上的防拆封条，如下图所示。 

 

 
警告： 

若您要拆封，请先与本地代理商联系；否则，由于擅自操作导致设备无法维护，本公司将不承担由

此引起的所有后果，感谢您的配合 

 

3.1.4  检查安装工具 

 
说明： 

设备只随机附带 1 个防静电手腕，其他安装工具需要您另行准备。 

 

安装工具如下： 

 一字螺丝刀和十字螺丝刀 

 防静电手腕或防静电手套 

3.2  安装设备 

安装前，请确认准备工作是否已完成。 

建议先阅读安装流程，熟悉整个安装过程，然后按指导逐个安装各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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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安装流程 

 

3.2.2  连接保护地线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防雷、防干扰），必须将设备良好接地。 

 
说明： 

以下几种情况中的图形，主要是为了表明通过接地端子或者电源输入端中性点的接地方法，并不代

表电源输入端、接地端子在设备上的具体位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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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方法有两种： 

1、 安装环境中有接地排 

当设备的安装环境中有接地排时，通过接地电缆连接机框上的接地端子和接地排，实现机框接地。 

连接设备接地电缆的方法是：将设备的黄/绿双色接地电缆的一端连接至机框上的接地端子并拧紧固

定螺母，另一端连接至接地排的接线柱上。 

 

1：电源输入端 2：接地端子 

３:  接地电缆 4：机房接地排 

 

 
注意： 

设备的接地电缆必须连接到机房的接地系统。不正确的接地方法：将接地电缆连接到消防水管、暖

气片和大楼避雷针等。 

 

2、 安装环境中没有接地排，但可以埋设接地物体 

当安装环境中没有接地排时，若附近有泥地并且允许埋设接地物体，可采用长度不小于 0.5m 的角

钢（或钢管），直接打入地下，如图所示。 

然后将黄/绿双色接地电缆的一端和角钢（或钢管）采用电焊连接（焊接点应进行防腐处理），另一

端连接至机框上的接地端子并拧紧固定螺母，实现机框接地。 

 

1：电源输入端 2：接地端子 

３:  黄/绿双色接地电缆 4：大地 

 5：角钢（或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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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线连接完毕后，请检查： 

 机房接地系统是否接地良好 

 保护地线连接是否正确 

3.2.3  安装设备于标准机柜（可选） 

安装设备于标准机柜前，检查如下事项： 

 检查 19 英寸标准机柜，确认机柜接地平稳，机柜内部和周围没有影响主机柜安装的障碍物。 

 机柜禁止使用玻璃门。 

 机柜必须使用支持架支撑，禁止使用滚轮支撑。 

 设备尽量安装在机架下方。 

 若机架自带托盘，优先使用托盘。 

 

 
注意： 

安装设备时，要求设备和“机柜方孔条上的标线”进行整 U 对齐，否则，禁止安装挂耳螺钉。 

因为如果不能整 U 对齐，强制安装挂耳螺钉后，会造成设备和托盘间存在间隙，设备会吊在方孔

条上，从而造成设备不稳定，进一步影响硬盘稳定性工作。硬盘长期处于这种情况下，会存在读写

错误率高和损坏率高等问题。 

 

1. 安装托架式滑轨（可选） 

建议采用托盘安装，如没有托盘，可以采购托架式滑轨。 以下安装步骤以安装某托架式滑轨为例。 

如已有滑轨，此节可跳过。 

 
说明： 

确认滑轨和滑轨自带的拇指螺钉数量齐全； 

滑轨可伸缩滑动，拉动滑轨的尾端可以调整滑轨长度，以兼容不同规格机柜前后方孔条之间的距离。 

 

安装托架式滑轨，具体步骤如下： 

(1) 安装左侧滑轨。 

把左侧托架式滑轨（请注意区分左右滑轨）放到机柜前后方孔条之间（滑轨托片位于下方），使滑

轨上的螺钉孔对准机柜方孔条上的孔位，并拧紧滑轨自带的拇指螺钉，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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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柜前方孔条 2：机柜后方孔条 

3：左侧托架式滑轨的托片 4：滑轨尾端 

 

 
说明： 

在安装螺钉时需注意滑轨定位，拇指螺钉上的小台阶需与机柜方孔条上的方孔内切，以保证滑轨上

下左右方向的限位良好。 

 

拇指螺钉： 

 

(2) 安装右侧滑轨。 

其方法类似于安装左侧滑轨。安装时注意使左右侧滑轨保持在同一水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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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托架式滑轨 2：机柜占用的空间 

 

2. 安装设备到滑轨上 

将设备安装于标准机柜滑轨上，具体步骤如下： 

(1) 搬运设备。 

将设备搬运到机柜前面，并使设备后部（即没有磁盘槽位的一端）朝向机柜。 

(2) 安装设备。 

两人一左一右抬起设备，抬至比托架式滑轨位置略高处，把设备后部摆放在托架式滑轨上，在设备

前部略微用力推动，使设备沿着滑轨缓缓滑入，直到设备挂耳靠在机柜前方的孔条上。 

(3) 调节设备。 

调节设备水平左右方向的位置，使设备挂耳上的孔位对准机柜方孔条上的孔位，并用螺钉将设备挂

耳固定在机柜的前方孔条上，如图所示。 

 

(4) 安装磁盘。 

请参考“3.2.7  安装磁盘”。 

(5) 安装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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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系统调试后才安装设备面板。把设备面板与设备正面对齐，稍微用力把面板装入设备正面，

然后用螺丝刀扭动螺钉把面板固定在设备上。 

(6) 安装挂耳螺钉。 

从设备发货附件里取出 4 个挂耳螺钉，将设备挂耳固定在机架上。 

 

3.2.4  安装设备于工作台（可选） 

如果没有 19 英寸标准机柜，也可以将设备安置在干净、坚固的工作台上。 

 
说明： 

 安装前，请检查工作台，确保工作台平稳、足够牢固（足以承担整机及其电缆的重量），且接地

良好。 

 设备的散热风道为前后方向，需要在主柜前后留出至少 30cm、左右留出至少 10cm 的散热空间。 

 不要在设备上放臵其他物品。 

 

安装设备于工作台的步骤如下： 

(1) 将设备搬运到工作台前。 

(2) 两人一左一右抬起设备，抬至比工作台略高的位置，将其放置工作台上，即完成安装。 

3.2.5  安装接口模块 

接口模块包括：SAS 接口模块、千兆以太网接口模块和 10GE 以太网接口模块。具体图示请参考“2.3  

部件组成”。三者安装方法类似。 

操作步骤如下： 

(1) 将接口模块顺着导轨轻轻推入，在快推到底部时略用力，将接口模块推到位。 

(2) 紧固接口模块两端的紧固螺钉，安装完毕。 

3.2.6  安装电池盒 

电池用于系统异常掉电时保护缓存中的数据。 

 
说明： 

 安装前，确认电池盖板和接口板的螺钉紧固（电池盖板、接口板各有 4 颗螺钉）。 

 为了避免损坏或弯曲电池模块端子，如果插入电池盒过程中位臵没有对正，必须使被插入的模

块后退，然后重新插入。 

 

安装电池盒的操作步骤如下： 

(1) 从电池模块包装盒中取出新的电池模块，确定电池盒的安装方向，按照锁紧弹簧片在左面、电

池模块面板丝印正立的方向。 

(2) 手朝右边方向按锁紧弹簧片，并推环形拉手，把电池模块沿着导轨缓慢平稳地插入。 

(3) 插入过程中，确认模块与导轨接触良好。当电池模块不能再向前推进时，停止推动，此时能听

到锁紧弹簧片扣上的声音，即完成电池模块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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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电池盒安装到位并紧固良好。 

3.2.7  安装磁盘 

安装前，检查设备前面是否安装了面板，如果有，请拆除面板。确认磁盘模块两侧的拉手与螺钉紧

固（磁盘盒两侧各有 3 颗螺钉）。 

如果是双硬盘模块，由于磁盘模块较长，安装时，建议一手托住硬盘盒前半部分，一手托住硬盘盒

后半部分，推入硬盘插槽。 

 
说明： 

安装磁盘时，注意不要接触硬盘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也不要握住拉手条。 

 

以 24 盘位为例，安装磁盘的操作步骤如下： 

(1) 刚插入时，用手托住磁盘两侧中间位置，对准机框中的磁盘槽位平稳地推进磁盘。如图所示。 

 

(2) 当磁盘推进到一定程度时，用手指按住磁盘前端中间部位稍微用力往里面推。直到磁盘连接器

和机框背板连接器完全接触好并听到一声“咔”响，安装完成后拉手条将会和机框前面板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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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复以上步骤，完成剩余磁盘的安装。 

 

 

3.2.8  连接 SAS 电缆 

所有设备安装完毕后，开始连接 SAS 线缆。 

1. 介绍 SAS 线缆和连接器 

有两种线缆，两种线缆外观类似，只是长度有区别。 

 0.71mSAS 线缆：每个磁盘柜配置一根，适合主机柜的 SAS 接口和磁盘柜的 UP/DOWN 接

口。 

 0.3mSAS 线缆：有些存储设备和磁盘柜的设备内连接是用 0.3m SAS 线缆。 

 

SAS 电缆连接器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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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CB板 2：卡钩 

3：拉环  

 

2. 连接 SAS 线缆方法 

 
注意： 

 仅允许在主柜和磁盘柜均未上电的情况下连接或插拔 SAS 线缆，否则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系

统异常。 

 SAS 电缆的弯曲不能小于 90 度，弯曲半径不能小于 80mm。 

 SAS 电缆不需要进入走线槽。 

 SAS 线缆支持防反插功能，防止设备的下行口之间互接。 

 连接时，注意 SAS 线缆与设备 SAS 接口的 KEY 要对应，切不可强行插拔，一端插不进时，请

更换另一端尝试。 

 如果一端已插入，另外一端插不进去，请检查是否将设备的两个下行口接在一起。 

 安装 SAS 电缆时，将 SAS 连接器对准 SAS 接口推入，直到连接处发出“咔”的声音，表明安

装到位。 

 

SAS 接口说明如下： 

 UP 接口：是上行 SAS 接口，用于连接网络存储设备主机柜的 SAS 接口或上一级磁盘柜的

DOWN 端口。 

 DOWN 接口：是下行 SAS 接口，用于连接下一级磁盘柜的 UP 端口（如果需要连接 DEU 的

话）。 

48 盘位的设备有 4 个 SAS 接口。则上面插框有 2 个（左边是上行，右边是下行），下面插框有 2

个（都是下行接口）。 

3.2.9  连接电源线 

为了保证接地效果，必须确保设备机壳良好接地，以及交流或直流供电系统端良好接地。 

通过设备标配的交流电源线，连接交流电源模块的输入端和机房交流供电系统，实现给设备供电。 

1. 交流电源插座 

交流电源模块接有噪声滤波器，其电源输入端的中性点与机框的机壳连接。 

对于交流电供电系统的插座，建议使用有中性点接头的单相三线电源插座或多功能微机电源插座，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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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性点 2：零线 

3：火线  

 

这样，用随机标配的交流电源线连接交流电源模块的输入端和供电系统后，就实现机框接地，使静

电、泄漏电能够安全流入大地，并提高整机的抗电磁干扰能力。 

 
警告： 

交流电源插座的中性点需要接地良好。一般建筑物在施工布线时，已将建筑物供电系统的电源中性

点接地。您需要确认建筑物供电系统是否已经接地良好。 

 

2. 连接交流电源线 

连接电源线的操作步骤如下： 

(1) 确认交流供电系统的电源插座上的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2) 将交流电源线的一端插到主柜后面板的电源输入端，另一端插到交流电供电系统的电源插座上。 

(3) 检查电源线连接正确，机房供电系统接地良好，供电良好。 

 
说明： 

 在配臵 1+1 双电源模块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电源输入冗余，建议把两个电源模块的电源线分别

连接到供电系统 2 个不同的电源排插上， 

 每个电源排插尽可能连接到供电系统的不同电源输出处。 

 

3. 安装电源线卡扣（可选） 

 
说明： 

对于标配的交流电源模块，出厂时已经安装好电源线卡扣，无需在现场另行安装。 

 

电源线卡扣的安装步骤如下： 

(1) 从包装袋中取出电源线卡扣（如图所示），将其移近机框后侧的电源模块挂耳卡槽。 

 

1：卡钩1 2：卡钩2 

3：U形卡口  

 

(2) 用手指压卡扣两翼，使卡扣前端两个卡钩间的距离缩短。将卡钩 1 对准并插入电源模块的挂

耳卡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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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一步压卡扣两翼，使卡钩 2 对准并插入电源模块的挂耳卡槽 2。 

(4) 松开手，电源线卡扣自身的弹性变形恢复，使卡钩紧紧卡住电源模块的挂耳卡槽。如图所示。 

 

1：卡扣安装完成示意图 

 

 
说明： 

 当安装电源线时，需要把卡扣向上转动，便于将电源线插入电源模块的输入端。 

 插入电源线后，再向电源线的方向转动电源线卡扣，用其 U 形卡口卡紧电源线即可。 

 

3.3  环境配置和规划 

关于环境配置和规划的详细内容请参考相关的《开局指导书》。这里仅介绍通过串口 1 连接管理工

作站，实现启动设备后查看启动信息的步骤；或者通过管理口连接工作站，实现启动设备后登录

GUI 界面的步骤。至于登录 GUI 后的操作配置，详细请参见用户手册内容。 

3.3.1  建立配置网络 

存储设备安装完好后，通过管理工作站对其进行配置与管理。 

在进行初始配置之前，您需要做好如下准备工作： 

 确认管理工作站以太网口和存储设备的 FE 管理口之间已经正确连接网线。 

 在管理工作站上登录 GUI 控制台。 

 根据实际的网络环境，规划好网络 IP 地址和存储控制器的名称。 

 

存储设备可以通过串口 1 或 FE 管理口与管理工作站连接： 

 如果存储设备通过串口 1 与管理工作站连接，则可以在管理工作站上运行超级终端，对存储

设备进行配置与管理； 

 如果存储设备通过 FE 管理口与管理工作站连接，则可以在管理工作站上运行 GUI 控制台，对

存储设备进行配置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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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超级终端和 GUI 控制台的使用如下： 

 超级终端主要用于初始配臵，比如配臵网络、用于登录 GUI 等； 

 GUI 控制台用于系统启动完毕后对存储设备进行设臵与管理。 

 

建立配置网络包括： 

1. 连接串口 

如果采用 PC 机作为管理工作站，请遵循以下说明。 

 PC 机串口不支持热插拔功能，在存储设备带电的情况下，不能将串口配置电缆插入到 PC 机

或者从 PC 机的串口拔出。 

 PC 机通过串口配置电缆与存储设备连接时，应先连接串口配置电缆的 DB–9 端到 PC 机的串

口，再连接配置电缆的 RJ–45 端到存储设备的串口 1。 

 拆除连接 PC 机与存储设备的串口配置电缆时，应先拔出串口配置电缆的 RJ–45 端，再拔出

串口配置电缆的 DB–9 端。 

连接串口的操作步骤如下： 

(1) 将串口配置电缆的 DB–9 孔式插头连接到管理工作站的串口。 

(2) 将串口配置电缆的 RJ–45 一端连接到存储设备的串口 1。 

(3) 将交叉网线的一端连接到存储设备的 FE 管理口，另一端连接到管理工作站的以太网口。 

 
说明： 

如果通过交换机连接，则交换机与管理工作站之间和交换机与存储设备之间都需要采用直通网线连

接，不能使用交叉网线。 

 

2. 设置超级终端 

以管理工作站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XP 操作系统为例，介绍超级终端参数的设置，具体步骤如

下： 

(1) 选择[开始/所有程序/附件/通讯/超级终端]菜单项。 

(2) 在弹出窗口的“名称(N)”文本框中输入该连接的名称，在“图标(I)”列表框中选择图标，如

图所示。这里以输入名称“COM”和使用默认图标为例。 



36 

 

(3) 单击<确定>按钮，在弹出窗口的“连接时使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连接使用的串口。 

 

(4) 串口选择完毕后，单击<确定>按钮。 

(5) 在弹出的窗口中，将各项参数设置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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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串口参数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进入超级终端窗口。 

 

(7) 超级终端参数设置完成。当系统启动时，在超级终端窗口中显示系统信息。 

3.3.2  启动设备 

如果存储设备通过串口 1 与管理工作站连接，系统启动时，可以在管理工作站上通过超级终端查看

系统的启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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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正常情况下，用户通过 GUI 控制台可以安全、可靠地完成所有的设臵与管理。因此，强烈建议您

不要随意通过超级终端进行系统设臵。如果需要通过超级终端进行系统设臵，请联系本公司技术支

持中心。 

 

启动设备包括： 

1. 设备上电前检查 

在上电之前，请您进行如下检查： 

 供电电压是否与设备要求一致； 

 必须连接保护地线和连接电源线； 

 串口配置电缆连接是否正确； 

 SAS 线缆连接是否正确。 

2. 设备上电/下电 

设备上电的顺序是： 

(1) 接通 SCU 电源。 

(2) 按 SCU 开机按钮。 

 

设备下电的顺序是： 

(1) 按 SCU 关机按钮。 

(2) 断开 SCU 电源。 

3.4  故障处理 

这里列出几种故障情况和对应的解决方法。 

3.4.1  超级终端故障 

存储设备启动后，如果系统正常，将在管理工作站的超级终端上显示启动信息；如果系统出现故障，

超级终端可能无显示启动信息或者显示为乱码。 

1. 故障现象：超级终端无显示故障处理 

请先做以下检查： 

 存储设备的电源系统是否正常； 

 管理工作站和存储设备的串口 1 之间的串口配置电缆是否连接正确。 

  

如果以上检查未发现问题，很可能有如下原因： 

 串口配置电缆连接的串口错误（实际连接的串口与超级终端设置的串口不匹配）； 

 超级终端参数设置错误（参数设置要求为：波特率为 115200，数据位为 8，奇偶校验为无，

停止位为 1，流量控制为无，选择终端仿真为 VT100）； 

 串口配置电缆有故障； 

 设备或管理工作站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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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现象：超级终端显示乱码故障处理 

如果超级终端上显示乱码，很可能是超级终端参数设置错误，请进行相应检查。 

3.4.2  电源模块故障 

根据电源模块指示灯的状态，可以初步诊断电源模块的故障原因。 

故障现象：当电源模块已接入电源，但电源模块指示灯不亮 

请先进行如下检查： 

 电源线是否连接正确； 

 供电系统与设备所要求的电源是否匹配； 

 电源模块是否安装到位。 

若以上检查项均无误，则可能是如下两种情况： 

 电池模块故障； 

 电源模块插槽故障； 

请先更换电源模块。如果更换电源模块后故障未消除，则可能是电源模块槽位有故障，请联系本公

司技术支持中心排除故障。 

3.4.3  磁盘故障 

故障现象：磁盘故障/阵列状态指示灯（黄色）常亮 

进行交叉槽位和交叉磁盘测试，确认磁盘是否故障。若确认磁盘存在故障，建议先和技术支持确认，

然后再更换磁盘。 

3.4.4  磁盘槽位故障 

1. 故障现象：磁盘电源/定位/Active 指示灯不亮，且系统没有发现该磁盘 

请重新插拔该磁盘，1 分钟后，若该磁盘电源/定位/Active 指示灯还未点亮，请将一块工作正常的磁

盘插入到该槽位。如果故障未消除，说明该磁盘槽位存在故障。 

2. 故障现象：磁盘电源/定位/Active 指示灯黄色常亮，但系统没有发现该磁盘 

请重新插拔该磁盘，检查系统是否可以发现该磁盘。若系统仍未发现该磁盘，请将一块工作正常的

磁盘插入到该槽位。若系统仍然找不到该槽位的磁盘，则说明该槽位存在故障。 

3.5  拆卸与安装 

日常维护中，可能要对一些模块进行更换，这里介绍更换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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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电源模块 

 
注意： 

 存储设备支持在系统运行时对电源模块进行热插拔。系统运行时，必须保证 SCU 和 DEU 各自

至少有一块电源模块正常工作，否则会导致系统断电。 

 通电情况下安装与更换电源模块，请注意操作方法及用电安全。 

 请不要接触露出的任何导线、端子和在产品中标出的危险电压标志部分，否则，可能对人体造

成伤害。 

 

更换电源模块的操作步骤如下： 

(1)  请先佩戴防静电手腕，拆除电源线插座上的输入电缆。 

(2) 用右手食指抠住环形拉手，大拇指沿右侧方向压住锁紧弹簧片，手沿前抽拉待更换的电源模块，

直到使电源模块离开机箱（保持另一只手托底），完成电源模块的拆卸。 

 
注意： 

 电源模块较重，在拉出的过程中，要一只手拉电源模块的拉手，另一只手托住电源模块的底部，

缓慢地拔出。 

 若取出电源模块的位臵上不再安装其他的电源模块，则需要安装假面板，以保证机箱的正常通

风散热，避免灰尘。 

 

(3) 从电源模块包装盒中取出新的电源模块。 

(4) 按照锁紧弹簧片在下面、风扇垂直排列在上面的方向，把电源模块沿着导轨缓慢平稳地插入。 

插入过程中，确认模块与导轨接触良好。当电源模块不能再向前推进时，停止推动，此时能听

到锁紧弹簧片扣上的声音，即完成电源模块的安装。 

 
注意： 

 只能平稳地插入电源模块。插入时，请注意电源模块的方向，不要插错。 

 为了避免损坏或弯曲电源端子，在插入过程中，如果位臵没有对正，必须使被插入的模块后退，

然后重新插入。 

 

3.5.2  电池模块 

电池模块可拆卸更换。 

(1) 请先佩戴防静电手腕。 

(2) 用右手食指抠住环形拉手，大拇指沿箭头（3）方向压住锁紧弹簧片，手沿箭头（4）方向抽

拉待更换的电池模块。直到使电池模块离开机箱（保持另一只手托底），完成电池模块的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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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电池模块较重，在拉出的过程中，要一只手拉电池模块的拉手，另一只手托住电池模块的底部，

缓慢地拔出。 

 若取出电池模块的位臵上不再安装其他的电池模块，则需要安装假面板，以保证机箱的正常通

风散热，避免灰尘。 

 

 

1：锁紧弹簧片 2：环形拉手 

3：箭头 4： 箭头 

 

(3) 从电池模块包装盒中取出新的电池模块，确定电池盒的安装方向。 

按照锁紧弹簧片在左面、电池模块面板丝印正立的方向，把电池模块沿着导轨缓慢平稳地插入 

 
注意： 

只能平稳地插入电池模块。插入时，请注意电池模块的方向，不要插错。为了避免损坏或弯曲电池

模块端子，在插入过程中如果位臵没有对正，必须使被插入的模块后退，然后重新插入。 

 

(4) 插入过程中，确认模块与导轨接触良好。当电池模块不能再向前推进时，停止推动。 

此时能听到锁紧弹簧片扣上的声音，即完成电池模块的安装。 

3.5.3  控制器 

 
注意： 

36 盘位产品的控制器不可插拔，其他产品的控制器可以插拔；所有产品都支持断电更换。 

 

更换控制器的步骤如下： 

(1) 做好业务和配置备份，拆除电源线插座上的输入电缆，保证设备处于断电状态。 

(2) 佩戴防静电手腕，用螺丝刀松开 SCU 控制器的松不脱螺钉。 

(3) 两手分别抓住控制器上的扳手，将两个扳手同时向外翻，使控制器的插头与背板脱离。 

(4) 缓慢的将控制器从机箱中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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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包装箱中取出新的控制器。 

(6) 两手抓控制器上的扳手，使扳手向外翻，沿着插槽导轨平稳滑动插入控制器，当该控制器的定

位插销与机箱上插销定位孔接触时停止向前滑动。 

(7)  同时将两个扳手向内翻，直到扳手贴紧控制器前面板，使控制器与背板上插口接触良好。 

(8)  用螺丝刀沿顺时针方向拧紧螺钉，固定存储控制器。 

3.5.4  接口模块 

接口模块包括“SAS 接口模块”、“千兆以太网接口模块”和“10GE 以太网接口模块”。 

三者安装方式类似，下面以安装“SAS 接口模块”为例介绍。 

 
说明： 

“更换以太网接口模块类型”或者“新增以太网接口模块”是需要重新配臵 IP 地址的（可通过 GUI

下配臵）；如果更换同类型的网卡，则不必重新配臵 IP 地址，系统上电后可正常使用。 

 

接口模块的更换步骤如下： 

(1) 做好业务和配置备份，拆除电源线插座上的输入电缆，保证设备处于断电状态。 

(2) 佩戴防静电手腕，用螺丝刀松开接口模块的松不脱螺钉。 

(3) 两手分别抓住接口模块上的松不脱螺钉，缓慢的将接口模块从机箱中拉出。 

(4) 从包装箱中取出新的接口模块。 

(5) 将接口模块沿导轨缓缓推入，当接口模块不能再推动时，停止推动。 

(6)  拧紧松不脱螺钉，安装完毕。 

3.5.5  内存条 

本节介绍的内存条更换方法适用于所有型号的存储设备。 

1. 更换说明 

内存条是根据需要升级或替换的单板部件，一般在以下几种情况下需要升级内存。 

 需要提高设备的性能，需要增加内存条。 

 内存条出现故障，需要更换内存条。 

2. 内存条结构 

 

3. 内存条位置 

此为示意图，具体请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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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换内存条 

 
注意： 

 操作过程中不要用手直接触摸内存条表面元件，只能在内存条的非导电边缘上拿捏内存条。因

为内存条容易受静电影响，操作不当可能导致其损坏。 

 拆卸内存条时，感觉比较费力是正常现象，请不要在操作中用力过猛。 

 

内存条的更换步骤如下： 

(1) 佩戴防静电手腕，拔出需要对内存进行操作的存储控制器。 

(2) 用双手分别按住内存条插槽左右两边的卡扣，同时水平向外用力，直到内存条与插槽卡扣分离。 

(3)  取下内存条，完成内存条的拆卸。如图所示。 

 

(4) 将内存条金手指与主板上内存条插槽对齐。 

(5) 将内存条沿插槽导轨，插入内存条插槽。 

(6)  按住内存条外沿，沿内存条导轨方向向下用力，直到听到“咔”的一声，表示内存条已经固

定在插槽内。 

(7) 检查内存插槽卡扣是否已经牢固的卡住了内存条。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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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磁盘 

 
注意： 

磁盘支持热插拔。磁盘是对静电、震动和温度非常敏感的元件，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导致磁盘损

坏；在拔出磁盘前要确认系统没有访问该磁盘。如果磁盘位于阵列中，拔出磁盘后，会影响阵列的

状态。 

 

从机箱更换磁盘的操作步骤如下： 

(1) 佩戴防静电手腕。 

(2)  对磁盘进行安全下电操作（双硬盘模块拔出时，实际上是拔了两块磁盘，因此需要将对应的

两块盘下电）。 

(3)  2 个手指分别抓住磁盘左右两个拉手，向内对扣，然后往外拔硬盘。 

(4) 用手托住磁盘本体（不要握住拉手条），从机箱平稳地拔出磁盘。如图所示。 

 

(5) 把新磁盘安装到机箱上。  

3.5.7  设备面板及防尘网 

防尘网就在设备面板的背面，防尘网需要进行定期卸下清洗，避免被灰尘堵塞影响通风散热。 

更换设备面板和防尘网的过程如下： 

(1) 将设备面板左右两颗螺钉拧松，向外取下设备面板，防尘网也会同时跟随设备面板被取下。 

(2) 将防尘网从设备面板上取下清洗晾干后，再按照相反的过程装配。 

3.6  布线推荐（可选） 

此节对布线的要求仅供参考，实际中可根据规划情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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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电缆工程标签 

电缆工程标签是现场布置电缆及后续维护时使用的一种标识。电缆工程标签主要是为了保证电缆布

置的条理性、正确性及后续维护检查的方便性。 

1. 标签材料 

电缆工程标签材料的特点如下： 

 标签厚度为 0.09mm。 

 面材颜色为哑白本色。 

 材料为 PET（Polyester，聚酯）。 

 使用温度范围：–29℃～+149℃。 

 兼容激光打印和油性笔手写，材料质量通过了 UL 和 CSA 认证。 

2. 标签种类 

按照粘贴在信号线和电源线上来划分，电缆工程标签分为信号线标签和电源线标签两种。 

信号线包括告警外接电缆、网线、光纤、中继电缆；电源线包括直流电源线和交流电源线（不包括

电源母线）。 

(1) 信号线标签 

信号线标签采用固定尺寸的刀型结构，如图所示。 

 

1：分隔线 2：刀刻虚线 

 

信号线标签中使用分隔线和刀刻虚线： 

 分隔线的作用是更加清晰地标识电缆信息。其尺寸为 1.5mm×0.6mm，颜色为 PONTON  656c

（浅蓝色）。如机柜号和插框号之间有一个分隔线，插框号和板位号之间有一个分隔线。 

 刀刻虚线的作用是粘贴时方便折叠标签，其尺寸为 1.0mm×2.0mm。 

(2) 电源线标签 

电源线标签，如图所示。 



46 

 

1：电源线标签纸 2：标签上的分隔线 

 

3. 标签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标签的过程中需注意以下事项： 

 在填写或打印标签内容、粘贴标签的过程中应保持标签纸面的清洁。 

 由于标签纸是采用防潮、防水材料，所以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使用喷墨打印机打印标签内容，

不允许使用类似钢笔的水笔书写。 

 标签粘贴应整齐、美观。 

 本章中对“上”、“下”、“左”、“右”等方向的描述，都是针对标签粘贴的施工人员正在操作的

位置而言。 

4. 标签的填写 

标签内容可以打印或使用油性笔手工书写。如果使用油性笔手工书写，请参考如下书写标准： 

 选用油性笔 

为了达到字迹识别、美观及耐久性的效果，在手工书写标签时建议使用黑色油性笔（不包括圆

珠笔）。油性笔的笔头需要足够细，使得书写字迹清晰、整洁。 

 符合标准字体 

为了便于识别和美观，要求现场手写字体尽量符合标准字体模板的要求。 

标准字体模板：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字体的大小可根据数字或字母的数量灵活处理，要求字体大小适中、字迹清晰、整齐美观。 

 书写方向规范 

标签中内容的书写方向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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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签的粘贴 

粘贴电缆工程标签之前，先在整版标签纸上填写或打印好标签内容，然后揭下、粘贴在电缆上。下

面分别说明两种标签的粘贴方法。 

(1) 信号线标签 

以电缆垂直布放为例，介绍标签的粘贴方法。当电缆水平布放时，标签的粘贴方法如图 7-6 顺

时针旋转 90 度所示。 

 确定标签粘贴位置 

一般情况下，电缆工程标签的粘贴位置在距离电缆连接端 2cm 处。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标签

的位置，例如，标签不能处于电缆弯曲或影响电缆安装的位置。 

按照如图所示中“1–标签与电缆定位示意图”所示确定标签的位置：标签的文字区域位于电缆右

侧。 

 

 折叠标签局部 

将标签位于电缆左侧的部分环绕电缆向右折叠。局部折叠后的形状如“2–局部折叠后标签形

状示意图”所示。 

 折叠完整标签 

将标签文字区域刀刻虚线以下的部分沿着刀刻虚线向上折叠并粘贴。粘贴后形状如“3–粘贴

完成后标签形状示意图”所示。 

(2) 电源线标签 

从整版标签材料上揭下标签纸，环绕着电源电缆粘贴。 

3.6.2  布线 

介绍设备安装在机柜和工作台两种情况的布线情况。 

布线推荐包括： 

(1) 布线注意事项 

 信号线与电源线分开走线。当距离较近时，不同类型的电缆可采取十字交叉布线。 

 如需平行走线，电源线与信号线的间距应不小于 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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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连接活动部件的电缆，应有足够的长度，以避免电缆被紧拉而承受应力，但应确保最大长

度的电缆不会接触到热源、尖角或锐利物体等。 

 若无法避免热源，应采用耐高温电缆。 

 对于用螺纹固定的电缆连接端子，如图所示，其螺钉或螺母应拧紧，并采取防松措施。 

 

1：平垫 2：弹垫 

3：螺母  

 

 对于压接冷压端子类的接线端子座（如空气开关等），装配时冷压端子的金属部分避免露在端

子座外面。 

 对于较硬的电缆，应在电缆与接插件的连接处附近固定电缆，以避免在电缆连接处和电缆内部

产生应力。 

 避免电缆打结。 

 请勿采用自攻螺钉来紧固接地端子。 

 机柜内、外的绑线架和走线槽应光滑，并且无锋利的棱角，以避免损坏电缆。 

 电缆穿越的金属孔应具有光滑的、经过充分倒圆的表面，或装有绝缘衬套。 

(2) 设备安装在机柜的情况 

如果存储设备安装在 19 英寸标准机柜中，建议将信号线与电源线分开走线。 

根据机房的具体情况（机房的信号线是从机柜顶部的走线架接入，或是从地面的走线槽接入）

安排上走线或下走线。 

(3) 设备安装在工作台的情况 

如果存储设备安装在工作台，建议将信号线和电源线分开走线，过长的线缆采用线扣捆扎。 

为了标识电缆，可在电缆上粘贴电缆工程标签。 

3.6.3  电缆捆扎 

规范正确的电缆捆扎对日后维护比较重要。 

采用线扣捆扎电缆时，电缆束直径和线扣距离的关系： 

电缆束直径（单位：mm） 线扣间距（单位：mm） 

10 80～150 

10～30 150～200 

30 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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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捆扎应注意以下事项： 

 不同类型的电缆（如电源线、信号线、接地线等）在机柜中应分开捆扎和走线，不能混扎在一

起。 

 电缆在机柜中应整齐捆扎，并且保持平直，避免有电缆缠绕、弯曲等现象，如图所示。 

 

 如果电缆需要弯曲，则在电缆中间部位，其弯曲半径应不小于电缆直径的 2 倍；在电缆与接插件

的连接部位，电缆弯曲半径应不小于电缆直径的 5 倍。 

 电缆不要捆扎在设备出风口，以防电缆过早老化和影响设备散热。 

 捆扎电缆应选取适当规格的线扣，不能将两根或两根以上的线扣连接后用于捆扎电缆。 

 用线扣将电缆捆扎好后，应剪切线扣的多余部分，并且保持切口平滑，避免留有尖角，如图所示。 

 

 如果电缆需要弯曲，捆扎电缆时，线扣的位置不能处于弯曲的区域内，如图所示，以避免在电

缆中产生较大的应力导致电缆芯线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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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装配中不需要使用的电缆，或者电缆过长的部分，应将其折叠并捆扎在机柜或线槽的适当位

置上，避免造成设备或电缆损伤，或干扰设备正常运行。 

 电源线不能捆扎在运动部件的滑轨上。 

3.7  自购机柜（可选） 

自购机柜时，有如下要求，仅供参考。 

1. 尺寸要求 

项目 要求 

宽度 19 英寸 

深度 
48 盘位 SCU 和 DEU：大于 1 米 

其他：大于 0.8 米 

 

2. 承重和功率要求 

根据选用的组件种类和数量，用户可以计算出机柜需要满足的承重和功率要求，建议预留 20%的功

耗降额。 

 
说明： 

 水泥地面的承载力数据根据房屋的建筑要求确定，一般民房可以达到 1000kg/平方米（一般也

要求用户达到这个标准)。 

 选购机柜时，需要考虑整体重量应满足地面的承载力要求。请注意机柜电源插座的输出功率不

能超额。 

 

3. 接地要求 

选购的机柜需要有接地线端子，如图所示（图示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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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地线 2：接地线端子 

 

4. 散热要求 

户选购机柜时要注意以下散热要求： 

(1) 前后风道通风形式的设备，自选机柜的前后门不能密闭，前后门需要保证 30%以上的开孔率，

最好选用没有后门的机柜。 

(2) 左右风道通风形式的设备，安装交换机的导轨高度不能高于通风孔而挡住风道，自选机柜封闭

侧壁不能紧靠交换机，应保证 10cm 的空隙。 

5. 支撑件选购要求 

如果用户自行购买机柜，还需选购相应的支撑件。 

请注意以下选购要求： 

(1) 支撑件的长度要求以用户自购机柜的深度为准。 

(2) 需要使用托架式滑道、托盘或弯角件等支撑件安装到机柜上的设备，每个支撑件的承重要求不

小于 100kg。 

(3) 建议优先使用机柜自带的托盘或者弯角支撑件，如果机柜没有相应的支撑件，可考虑购买我司

的托架式滑道。 

下面给出几种支撑件的示意图，仅供参考。 

(1) 托架式滑道： 

 

1：机柜方孔条 2：托架式滑道 

 

(2) 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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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托盘 

 

(3) 弯角件 

 

1：弯角件 

 

 
说明： 

 标准的 4U 设备，使用支撑件安装到机柜时，建议两个设备之间预留 1U 的高度空间，因此安装

时，每个服务器之间的间距为 5U。 

 如果设备自身较重，推荐使用机柜托盘安装到机柜，建议两个设备之间预留 1U 的高度空间，

因此安装时，每个服务器之间的间距为 5U。 

 

3.8  安装机柜（可选） 

不同厂家的机柜安装方式和步骤会有不同，这里仅举一例介绍安装步骤，以供用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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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概述 

1. 安装简介 

机柜的外型尺寸为：高×宽×深＝1800mm×600mm×1000mm。 

 

2. 安装规划 

在安装机柜之前，首先应对可用空间进行规划。为了便于散热和设备维护，建议机柜前后与墙面或

其它设备的距离不应小于 0.8 米，机房的净高不能小于 2.5 米。 

下图为机柜的空间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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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墙或参考体 2：机柜背面 

3：机柜轮廓  

 

3. 安装前准备 

安装前，场地划线要准确无误，否则会导致返工。 

按照机柜自带的拆箱指导，拆开机柜及机柜附件包装木箱。 

3.8.2  安装步骤 

建议机柜安装在水泥地面上，机柜固定后，则可直接进行机柜配件的安装。 

 
说明： 

 如果机房安装有防静电地板，由于地板强度有限，可能会因地板的变形而导致机柜振动，对于

存储类设备，此种振动可能导致硬盘故障，应当尽量避免。 

 建议采用支撑铁架，直接将机柜安装于地板下面的水泥硬质地板上，支撑铁架可从机柜供应商

处购买。 

 

安装某机柜的流程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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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柜就位 

确定机柜的前后面，将机柜安放到规划好的位置，并使“机柜的地脚”对准相应的“地脚定位标记”。 

 
说明： 

机柜前后面识别方法：有走线盒的一方为机柜的后面。 

 

2. 机柜水平位置调整 

在机柜顶部平面两个相互垂直的方向放置水平尺，检查机柜的水平度。 

用扳手旋动地脚上的螺杆调整机柜的高度，使机柜达到水平状态，然后锁紧机柜地脚上的锁紧螺母，

使锁紧螺母紧贴在机柜的底平面。 

下图所示为机柜地脚锁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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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柜下围框 2、4：机柜锁紧螺母 

3：机柜地脚  

 

3. 安装设备 

请参见“3.2  安装设备”。 

4. 安装机柜门 

机柜门可以作为机柜内设备的电磁屏蔽层，保护设备免受电磁干扰。另一方面，机柜门可以避免设

备暴露外界，防止设备受到破坏。 

机柜前后门相同，都是由左门和右门组成的双开门结构。如图所示。 

 

 

1：机柜 2：机柜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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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柜后门  

 

安装机柜门，步骤如下： 

(1) 将“门的底部轴销”与“机柜下围框的轴销孔”对准，将门的底部装上。 

(2) 用手拉“门的顶部轴销”，将“轴销的通孔”与“机柜上门楣的轴销孔”对齐。 

(3) 松开手，在弹簧作用下，轴销往上复位，使门的“顶部轴销”插入“机柜上门楣的对应孔位”，

从而将门安装在机柜上。 

(4) 按照上面步骤，完成其它机柜门的安装。如图所示。 

 

1：安装门的顶部轴销放大示意图 2：顶部轴销 

3：机柜上门楣 4：安装门的底部轴销放大示意图 

5：底部轴销  

 

 
说明： 

 活动轴销在出厂前已安装在门板上，在现场安装的时候不用再装。机柜同侧左右两扇门完成安

装后，它们与门楣的之间的缝隙可能不均匀，这时需要调整两者之间的间隙。 

 调节方法：在上图中机柜的“下围框轴销孔”和“机柜门下端轴销”之间增加垫片（机柜门包装中自

带）。 

 

5. 安装机柜门接地线 

机柜前后门安装完成后，需要在其下端轴销的位置附近安装门接地线，使机柜前后门可靠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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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接地线连接“门接地点”和“机柜下围框上的接地螺钉”，如图所示。 

 

1：机柜侧门 2：机柜侧门接地线 

3：侧门接地点 4：门接地线 

5：机柜下围框 6：机柜下围框接地点 

7：下围框接地线 8：机柜接地条 

 

安装机柜门接地线，步骤如下： 

(1) 安装门接地线前，先确认机柜前后门已经完成安装。 

(2) 旋开机柜某一扇门下部接地螺柱上的螺母。 

(3) 将相邻的门接地线（一端与机柜下围框连接，一端悬空）的自由端套在该门的接地螺柱上。 

(4) 装上螺母，然后拧紧，如图 C-8 所示，完成一条门接地线的安装。 

(5) 按照上面步骤的顺序，完成另外 3 扇门接地线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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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柜前/后门 2：侧门接地线 

3：侧门接地点 4：前/后门接地点 

5：门接地线 6：机柜下围框 

7：下围框接地点 8：下围框接地线 

9：机柜接地条 10：机柜侧门 

 

 
说明： 

对于自购机柜，机柜到机房接地的接地线要求采用标称截面积不小于 6mm 的黄绿双色多股软线，

长度不能超过 30m。 

 

6. 机柜安装检查 

机柜安装完成后，请对下面项目进行检查，要求所列项目状况正常。 

 正确确认机柜的前后方向。 

 机柜前方至少留 0.8m 的开阔空间，机柜后方至少留 0.8m 的开阔空间。 

 机柜调整为水平。 

 

附录 1：硬盘使用注意事项 

请遵循如下注意事项。对于没有严格遵循或人为操作不当而造成的硬盘损坏，本公司将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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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注意事项 

 
注意： 

硬盘是对静电、震动和温度非常敏感的元件！使用前请仔细阅读如下注意事项。 

 

(1) 安装、拆除或更换硬盘时，必须佩带防静电手腕！并且必须确保主设备或机架已经安全接地。 

(2) 在拆除、安装、存放、替换硬盘时，需要始终轻拿轻放。搬运主机前，请将硬盘取出并放入

原包装后再运输。 

(3) 硬盘移入新环境后，应将硬盘放在包装件中，并将包装件暴露在空气中至少 4 小时以上再使

用。 

(4) 请将硬盘放置在柔软、防静电的表面，严禁直接放置在坚硬的表面。例如将硬盘放置在工业

标准的防静电泡沫块或其它能够运输硬盘的容器中。 

(5) 硬盘严禁碰撞、堆放、叠放、斜置、翻转和跌落。 

(6) 禁止接触硬盘上裸露的电子元件和电路。 

(7) 硬盘只能在安全模式或系统断电时拔出。在 GUI 执行“安全移除”操作让硬盘进入安全模式，

并等待允许拔出的指示信号。 

(8) 不要破坏硬盘外观（如在标签上写字，划刻硬盘等），否则不予保修和更换备件。 

(9) 异常断电会影响硬盘寿命甚至造成硬盘损坏。在频繁断电的环境中，请为设备配备 UPS。 

(10) 有害气体会腐蚀硬盘。要求机房有害气体限值：二氧化硫 SO2 平均值≤0.3，最大值≤1.0；

硫化氢 H2S 平均值≤0.1，最大值≤0.5；二氧化氮 NO2  平均值≤0.04，最大值≤0.15；氨

NH3 平均值≤1.0，最大值≤3；氯气 CL2 平均值≤0.1，最大值≤0.3。单位：（mg/m3） 

防静电措施（有防静电手腕） 

 
注意： 

 由于操作者身体中有可能积累大量的静电，因此当操作者接触硬盘有可能会破坏硬盘上的敏感

电路。 

 为防止静电对硬盘的伤害，请仔细阅读如下注意事项。 

 

(1) 准备足够的操作空间，清除不必要的物品和容易产生静电的物品，例如：泡沫，胶袋等。 

(2) 操作设备前，准备好需要的防静电配件和其它材料，一旦开始操作就不要离开工作区域，以免

操作者身体聚集静电。 

(3) 只有做好安装硬盘的准备工作后，才能拆除它的防静电包装。 

(4) 本公司随存储设备配发防静电手腕带。使用时，请将防静电插头插到机箱上喷涂保护区裸露的

插座上，将防静电带缠绕在手腕上，让金属面紧贴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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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静电措施（无防静电手腕） 

 
注意： 

 紧急情况下，如果没有佩带防静电手腕的条件，可以采用人体同设备等电位的方法减小静电的

伤害。 

 下面措施不是佩戴防静电手腕的替代方法，只是用于紧急情况。 

 

(1) 在操作硬盘前，先用手或身体别的裸露部位接触机柜或机箱上裸露的金属部位，以便释放静电。 

(2) 双手拿起仍密封着硬盘的防静电袋，拆开包装袋；此时，切不可再在房间内走动或接触其它家

具设备、人员、物体表面等，直到完成该硬盘的安装。禁止单手操作，防止硬盘滑脱跌落。 

(3) 当操作者中途必须离开房间或接触其它的设备、人员、表面时，请把硬盘放到防静电袋中；在

重新开始硬盘安装时，首先要重复进行上述 1～2 的操作。 

Precautions for the Use of Disks 

Please observe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Our company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sk 

damage resulting from failure to observe these instructions or misoperation. 

Handling Precautions 

 
CAUTION! 

Disks are electronic components extremely sensitive to electrostatic charge, shock, and 
temperature.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carefully before handling disks. 

 

(1) Wear an ESD-preventive wrist strap and make sure that the main equipment or the cabinet is 

well grounded when installing, removing, or replacing a disk. 

(2) Handle disks gently when removing, installing, storing, or replacing them. Before moving a 

storage system, take disks out and put them into the original package. 

(3) When disks are transported to a place, leave them in their shipping materials and expose the 

package to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for at least four hours before using them in the storage 

system. 

(4) Put disks on a soft, antistatic surface such as industry-standard antistatic foam pad or the 

container used to ship them. Do not put them directly on a hard surface. 

(5) Do not hit or stack disks, or allow them to tip over or fall. 

(6) Do not touch any exposed electronic components or circuits on disks. 

(7) A disk should be removed only in safe mode or system unpowered. To enter safe mode, 

perform Remove Safely operation on GUI and wait for the permission signal. 

(8) Any damage to the surfaces of the hard disk driv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cratches shall 

void the warranty and replacement commitment. In addition, keep the vendor's label on the 

hard disk drive intact. Marking or writing on the vendor’s label shall void the replacement 

commitment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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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nstall a UPS when deploying the device in an environment with instable power supply. 

Power failures reduce the life of hard disk drives and even damage them. 

(10) Corrosive gases will damage to disks. The content of corrosive gases in the ambient air 

should be under the limits: SO2 avg.0.3, max.1.0; H2S avg.0.1, max.0.5; NO2 avg.0.04, 

max.0.15; NH3 avg.1.0, max.3; CL2 avg. 0.1, max.0.3.  Unit: (mg/m3) 

Measures Against ESD Damage (with ESD-Preventive Wrist Strap) 

 
CAUTION! 

You can inadvertently damage the sensitive electronic circuits on the disk by simply touching 
them because electrostatic charge that has accumulated on your body discharges through the 
circuits.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to avoid ESD damage to disks. 

 

(1) Provide enough room to work on the storage system and clear the work site of unnecessary 

materials or materials that naturally build up electrostatic charge, such as foam and plastic 

bag. 

(2) Before you work on the storage system, gather together the ESD accessories and all other 

necessary materials. Once you work on it, do not move away from the work site. Otherwise, 

you may build up electrostatic charge. 

(3) Do not remove disks from their antistatic packaging until you are ready to install them. 

(4) An ESD-preventive wrist strap is shipped with the storage system. To use it, attach the 

ESD-preventive wrist strap plug into the bare socket on the coated area of the chassis. Put 

the ESD-preventive wrist strap around your wrist with the metal surface against your skin. 

Measures Against ESD Damage (Without ESD-Preventive Wrist Strap) 

 
CAUTION! 

In an emergency when no ESD-preventive wrist strap is available, you can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ESD damage by keeping your body and the storage system at the same electrostatic potential.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not a substitute for the use of an ESD-preventive wrist strap. Follow these 
steps only in the event of an emergency. 

 

(1) Before working on a disk, touch the bare metal surface of the cabinet or chassis for the ESD 

purpose. 

(2) Use both hands to pick up the antistatic bag where the disk is sealed and open the antistatic 

bag. Once you have done this, do not move around the room or touch other furnishings, 

personnel, or surfaces until you have installed the disk. Do not use only one hand to do this to 

prevent a fall. 

(3) If you have to move around the room or touch other equipment, personnel, surfaces, put the 

disk back in the antistatic bag before installing the disk. Repeat steps 1 to 2 when you are 

ready again to install the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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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电池使用注意事项 

电池在这里指“一体化电池模块”（下文简称“电池模块”）。 

使用时，请遵循如下注意事项。对于没有严格遵循或人为操作不当而造成的电池模块损坏，本公司

将不承担责任。 

基本注意事项 

(1) 请注意电池模块的使用温度和贮存温度。 

使用温度为 10℃～35℃，在温度范围外会造成电池模块的破损或变形；贮存温度为 5℃～25℃，

在这个温度范围内，温度越低电池模块贮存的时间越长。 

(2) 电池模块请尽早使用，以避免电池模块在贮存中逐渐劣化。 

(3) 若电池模块长期未使用，使用前请将电池模块插入到存储主机系统中进行充电。对准备长期存

放的电池模块，应定期对电池模块进行充电，建议每 3 个月充电一次。 

(4) 更换的旧电池模块不应随意丢弃，请按当地相关机构对于电池模块的处置规定进行处理，或者

联系本公司技术人员进行处理。 

安全注意事项 

运输 

(1) 取用电池模块前先以有效方式释放身上的静电，否则可能会引起火花而产生爆炸等危险。 

(2) 拆封时请小心取出电池模块，否则可能造成电池模块裂痕、缺角、漏液。 

(3) 不可直接抓取电池模块的端子部位或其连接线来搬运，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模块损坏。 

(4) 电池模块在搬运过程中应防止其掉落，也不要投掷或冲击电池模块，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模块

破损。 

(5) 金属制的项链、发夹等金属用品不可与电池模块一同放置、搬运或贮存。否则，可能会造成电

池模块漏液、发热、爆炸等危险。 

场所 

(1) 电池模块不可在粉尘过多的场所使用，否则会造成电池模块短路。 

(2) 电池模块要保持良好的通风，否则会造成机器破裂或导致人身损伤。 

(3) 不可让电池模块的正负极短路连接，否则可能会有发生火灾等危险。 

(4) 电池模块应远离火源或易发生火花的场所（如开关或保险丝等），并严禁烟火，否则可能会引

起火灾、爆炸等。 

(5) 电池模块应远离会浸泡到水的场所，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模块永久损坏甚至可能发生爆炸。 

(6) 电池模块应远离发热体（如变压器或阳光强烈照射到地方等）。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模块酸液

漏出、电池模块发热及电池模块爆炸等危险。 

保养 

(1) 请不要将电池模块加以分解、改造、破坏。否则电池模块内部的酸液与身体直接接触会造成烫

伤等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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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洁电池模块时必须使用能将水充分绞出的湿润布料来擦拭。请不要使用会产生静电的物品

（例如干布或鸡毛掸子），否则易造成起火、爆炸等。 

(3) 电池模块内稀硫酸若溅到眼睛时，必须立即使用大量清水冲洗，然后送往医院治疗，否则可能

会造成失明。 

(4) 若电解液不慎溅到地面时，请以碳酸钠（苏打粉）溶液中和，并擦拭干净。避免电解液会腐蚀

地板及其它设备。 

(5) 电池模块不可被水（包括海水）淋湿或浸泡。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模块腐蚀及漏电而引起火灾。 

(6) 不可使用有机溶剂或清洁剂清洁电池模块，否则会损坏电池模块。 

(7) 电池模块端子部位、接线部位及螺丝部位应有绝缘覆盖物，否则（如塑料布等）可能会有短路、

触电的危险。 

(8) 电池模块初次使用时如有生锈、发热等异常时请勿继续使用，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模块漏液、

发热、爆炸等。 

(9) 电池模块外观如发现槽、盖有龟裂、变形或漏液时请立即更换电池模块；如因大量尘埃而造成

可见之污损时应予以清洁。否则可能造成容量不足、漏电、起火等。 

意外 

(1) 请不要将电池模块在指定用途以外使用，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模块漏液、发热、爆炸等危险。 

(2) 请不要在电池模块端子上直接焊接。否则可能会发生爆炸。 

(3) 请不要将其它不同厂牌、种类、新旧电池模块替换使用。否则可能会发生爆炸。 

(4) 电池模块着火情况下，务必使用干粉灭火器灭火。请勿用水灭火，以免火灾灾情扩大。 

(5) 地震后，请检查各连接点是否松脱，电池是否有破裂、漏液等现象。若有任何异常状况请立即

停止使用。 

(6) 请不要将电池模块投入火中或予以加热，否则可能会产生有毒的气体，甚至爆炸。 

Precautions for the Use of Batteries 

In this document, “battery” to indicate "integrated battery module"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battery 

module").Please observe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Our company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battery damage resulting from failure to observe these instructions or misoperations. 

Basics 

(1) Use and store a battery module in the proper temperature range. 

A battery module must be used in the range 10°C~35°C; otherwise, the battery module will 

be damaged or distorted. A battery module must be stored in the range 5°C~25°C, and the 

effective storage period lengthens as the storage temperature lowers within this range. 

(2) Use a battery module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avoid quality deterioration during storage. 

(3) If a battery module has been unused for a long time, recharge it by inserting it into the storage 

host system before usage. A battery module in long-term storage should be recharged 

regularly. It is recommended to recharge such a battery module every three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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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o not throw a replaced battery module away. You can hand in the replaced battery module 

to the related authority for legitimate processing, or contact technical personnel of our 

company. 

Security Precautions 

Transportation 

(1) Discharge static electricity effectively before touching a battery module; otherwise, sparks 

caused by static electricity may result in explosion. 

(2) Exercise caution when taking a battery module out of its package; otherwise, the battery 

module may crack, have unfilled corners, or leak liquid. 

(3) Do not move the battery module by only grasping a terminal or connection cable. It will 

damage the battery module. 

(4) Prevent a battery module from falling down and avoid throwing or shocking the battery 

module; otherwise, the battery module will be damaged. 

(5) Always place a battery module far away from metal products such as metal necklaces and 

hairpins. Otherwise, the battery module may leak liquid, heat, or explode. 

Site 

(1) Do not use a battery module on a dusty site; otherwise, a short circuit will occur. 

(2) Keep a battery module well-ventilated; otherwise, machine breakdown or personnel injury 

will occur. 

(3) Do not connect the anode and cathode of a battery module; otherwise, a fire may occur. 

(4) Always keep a battery module far away from any fire source or objects easy to cause sparks 

such as switches or fuses. In addition, prohibit fireworks; otherwise, fires and explosions may 

occur. 

(5) Keep a battery module far away from water immersion; otherwise, the battery module may 

permanently break down or even explode. 

(6) Keep a battery module far away from heating units such as a transformer or an object under 

bright sunshine. Otherwise, the battery module may leak acid liquor, heat, or explode. 

Maintenance 

(1) Do not disassemble, reform, or break a battery module. Otherwise, scalds may occur when 

the body gets in touch with internal acid liquor of the battery module. 

(2) When cleaning a battery module, use only wet cloth that you can squeeze all water out. Do 

not use electrostatic carriers such as dry cloth or feather duster. Otherwise, fire or explosion 

may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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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f internal dilute sulfuric acid splashes into eyes, immediately flush eyes with plenty of water 

and then go to hospital. Otherwise, eyes may lose sight. 

(4) If electrolyte splashes on the ground due to indiscretion, neutralize the electrolyte with soda 

and then clean the floor. Otherwise, it will corrode the floor or other devices. 

(5) Do not soak or immerse a battery module in water (including sea water). Otherwise, the 

battery module may corrode, leak, and cause a fire. 

(6) Do not use organic solvent or cleanser to clean a battery module; otherwise, the battery 

module is damaged. 

(7) Keep insulation coverings such as plastic films on terminals, cable connection areas, and 

screws of a battery module; otherwise, short-circuits or electricity shock may occur. 

(8) Stop using a battery module in case of rustiness and heating; otherwise, the battery module 

may leak liquid, heat, or explode. 

(9) Immediately replace a battery module in case of grooves, fissures, transformation, or 

leakage. For removable stains caused by dust, clean the battery module immediately. 

Otherwise, the capacity is insufficient, electricity leaks, or a fire occurs. 

Accident 

(1) Use a battery module only as specified; otherwise, the battery module may leak, heat, or 

explode. 

(2) Do not weld terminals of a battery module directly. Otherwise, the battery module may 

explode. 

(3) Do not mix battery modules of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types, and service time. Otherwise, 

the battery module may explode. 

(4) When a battery module is on fire, use a powder fire extinguisher. Do not use water to 

extinguish the fire. Otherwise, the fire disaster may deteriorate. 

(5) After an earthquake, verify that each connection point is firm and no battery cracks or leaks. 

In case of any exception, stop using a battery module immediately. 

(6) Do not throw a battery module into fire or heat it; otherwise, hazardous gases will be 

produced and the battery module may even explode. 

  



67 

 

 

 

 

 

 

 

 

 

 

 

 

 

 

 

 

 

 

 

 

 

 

 

 

 

 

 

 

 

 

 

 

 

 

 

 

 

 

 

 

 

 

 

BOM：3104C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