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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者 本指南适用于任何对学习或需要了解如何安装、配置和操作 Scalar® i500
库存机感兴趣的人员。请注意，需要拥有管理员级别权限才能配置本指南
中所描述的许多功能。

目的 本指南包含正常操作和管理 Scalar i500库存机所需的信息和指导。包括：

• 安装库存机

• 基本库存机操作

• 操作员命令

• 故障排除

产品安全声明 本产品专为使用磁带来存储和检索数据而设计。其他任何用途均不被视为
指定用途。Quantum 对未经授权使用产品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用户
应对此承担所有风险。

本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符合所有的安全和法规要求。请注意，不适当的使用
可能会导致身体伤害、损坏设备或干扰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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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警告：在操作本产品之前，请阅读本文档和系统、安全和规章信息指南
中的所有说明和警告。系统、安全和规章信息指南在 Scalar i500
文档资料、培训和资源 CD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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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银声明

投影仪、LCD 显示器和一些多功能打印机可能会出于照明能量
效率目的而使用含有少量水银的灯泡。水银灯将随之标记在这些
产品当中。请根据地方、州或联邦法律管理这些灯。有关详情，
请联系电子工业同盟网站 www.eiae.org。有关灯具具体的处理

信息，请访问 www.lamprecycl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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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和电气设备处理

产品或产品包装上的该符号指示该产品不应与其他
垃圾一起处理。而应将其移交至指定收集点进行电
子电器设备的回收。处理时分开收集和回收废设备
将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并确保以保护人体健康和
环境的方式进行回收。有关何处可以处置废设备以
再回收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www.quantum.com/AboutUs/weee/Inde
x.aspx，也可以联系您当地政府机构、您的家居废
物处理服务或从其处购买本产品的公司。

文档组织 本文档的组织方式如下：

• 第 1 章， 说明，讨论基本的库存机配置和功能。

• 第 2 章， 了解用户界面，讨论操作员面板和万维网客户机，以及各自
可用的功能。

• 第 3 章， 配置库存机，解释如何配置您的库存机进行使用。

• 第 4 章， Advanced Reporting（高级报告），介绍高级报告许可证支
持的功能。

• 第 5 章， 随需应变容量，介绍如何为库存机购买额外的槽容量。

• 第 6 章， 存储网络，介绍存储网络许可证支持的功能。

• 第 7 章， 加密密钥管理，介绍加密密钥许可证支持的功能。

• 第 9 章， 运行库存机，解释如何执行库存机、磁带机和介质操作。

• 第 10 章， 获取信息 － 日志和报告，解释如何使用库存机的内置报告
以获取您所需的信息。

• 第 11 章， 更新库存机和磁带机固件，解释如何更新库存机和磁带机
固件。

• 第 12 章， 安装、卸下和更换，提供如何安装、拆卸和更换库存机中
硬件组件的指导，包括模块、磁带机、电源和电缆。

• 第 13 章， 故障排除，说明库存机的诊断报告系统（RAS 标签）以及
如何使用它。还说明您可以运行用于排除故障的诊断测试的次数。

• 第 14 章， 使用磁带和条形码，提供磁带处理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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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附录 A，库存机规格，列出库存机的规格。

• 附录 B，TapeAlert 标记说明，说明您能看到的在 RAS 标签中和库存
机的报告上列出的所有 TapeAlert。

本文档的结尾是一个词汇表。

说明惯例 本手册使用以下惯例：             

 本手册使用以下约定：

• 右侧 — 表示当您面向所描述组件时的右侧。

• 左侧 — 表示当您面向所描述组件时的左侧。

相关文档 有关 Scalar i500 的文档如下所示。 新的产品信息和文档见：

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Index.aspx

 

注：“注”强调和主题相关的重要信息。

注意：“注意”表示可能存在设备或数据危险。

警告：“警告”表示可能存在人身安全危险。

文档编号 文档标题 文档说明

6-01741-xx Scalar i500 快速入门

指南

提供基本的布线和安装

说明。

6-01317-xx Quantum Scalar 智能

库存机 SMI-S 参考

指南

提供可以在 SAN 环境中

使用的一种接口标准。

6-01370-xx Scalar i500 磁带库存

机 Basic SNMP 参考

指南

说明您可以从 Scalar i500 库
存机 SNMP 获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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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请参见恰当的产品手册，了解有关您的磁带机和磁带的信息。

SCSI-2 规范 0

SCSI-2 通信规范是 1990 年 3 月 9 日提出的信息系统美国国家标准。文档
副本可以从以下途径获得：

Global Engineering Documents
15 Inverness Way, East
Englewood, CO 80112
(800) 854-7179 或 (303) 397-2740

6-00676-xx Quantum SNC 固件 4 
和 5 参考指南

提供有关存储网络控制器的

信息，它是提供光纤通道至

光纤通道连接性的一个可选

组件。

6-01385-xx Scalar i500 拆箱说明 
(5U)

拆箱说明。

6-01524-xx Scalar i500 拆箱说明 
(9U)

拆箱说明。

6-01525-xx Scalar i500 拆箱说明 
(14U)

拆箱说明。

6-01378-xx Scalar i500 发布说明 说明自上次发布以来对系统

或固件的更改、提供兼容性

信息并讨论任何已知的问题

和解决方案。

文档编号 文档标题 文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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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联系方式 下面列出 Quantum 公司的联系方式。

Quantum Corporate 总部 0

要订购有关 Scalar i500 或其他产品的文档资料，请联系：

Quantum Corporation（公司总部）
1650 Technology Drive, Suite 700
San Jose, CA 95110-1382

技术出版物 0

要评论现有文档资料，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doc-comments@quantum.com

Quantum 主页 0

请访问 Quantum 主页：

http://www.quantum.com

获取详细信息和帮助 Quantum 的综合服务方法 StorageCare™ 利用高级数据访问和诊断技术以
及跨环境、多提供商专业知识，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解决备份问题。

利用下列这些独有的 QuantumStorageCare 服务，加速解决服务问题：

• Service and Support Web site（服务和支持）网站 — 一站式注册产品、
许可软件、浏览 Quantum 学习课程、查看备份软件和操作系统支持，
以及查找手册、常见问题、固件下载、产品更新。请访问以下网址，
立即受益：
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Index.aspx。

• eSupport（电子支持）— 提交在线服务请求、更新联系信息、添加附件，
以及通过电子邮件接收状态更新。Quantum 免费提供联机服务帐户。
此帐户也可用于访问 Quantum 的产品支持信息储存库 Quantum
Knowledge。请访问以下网址，立即注册：
http://www.quantum.com/osr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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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StorageCare Guardian  — 安全地将 Quantum 硬件和诊断数据从周围
的存储生态系统链接到 Quantum 的全球服务团队，以便快速、更精
确地诊断根本原因。StorageCare Guardian 可通过互联网简单设置，
并提供与 Quantum 安全服务中心的安全双向通信。以下网址介绍了
StorageCare Guardian 的详情：
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Services/Guardian
Information/Index.aspx.

• Quantum Vision™ — Quantum Vision 管理软件提供业界领先的管理
方法并帮助用户对于自己日益增加的备份需求做出信息丰富的决策。
Vision™ 软件通过为用户的 Quantum DXi 系列磁盘系统和 Quantum
磁带库存机提供集中的、全球监控和报告而节省时间和提高数据安全
性。更多 StorageCare Vision 的信息请见：
http://www.quantum.com/products/Software/quantumvision/In
dex.aspx

请联系以下 Quantum 客户支持中心获取进一步协助或接受培训：

美国 800-284-5101（免费）

949-725-2100

EMEA 00800-4-782-6886（免费）

+49 6131 3241 1164

APAC +800 7826 8887（免费）

+603 7953 3010

全球支持：

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Index.aspx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8

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Index.aspx
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Services/GuardianInformation/Index.aspx
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Services/GuardianInformation/Index.aspx
http://www.quantum.com/products/Software/quantumvision/Index.aspx


第 1 章

1说明

Scalar i500 磁带库存机自动检索、存储和管理磁带盒。磁带盒存储于库存

机中，可通过使用库存机上运行的固件或主机系统上运行的软件从磁带机

中安装或卸载。

Scalar i500 磁带库存机提供高级管理功能和可靠性，以及可扩展的性能和

存储容量。随着您的存储容量和磁带机要求的改变，可向库存机添加 扩展

模块，从而达到完整的 41 机架单元（41U，其中 1U = 1.75"）配置。

本章介绍：

• 智能存储

• 库存机配置

• 模块

• 前面板组件

• 后面板组件

• 机械手系统和条形码扫描器

• 磁带机支持

• 库存机功能

• 了解位置坐标

• 了解逻辑组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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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说明
智能存储
智能存储

Scalar i500 是一个智能库存机平台，它不但使越来越多的中端存储环境的

速度更快、使用更方便，而且使其提供的数据保护也更加可靠。Scalar
i500 完美结合了模块化设计与流畅的机器人技术，从而带来业界领先的可

扩展性、性能和可靠性。从设计角度来讲，Scalar i500 融合了 Quantum
的 iPlatform 架构和 iLayer 管理方案，它使得备份更易于管理。它的主动

型监控和远程诊断功能不仅可以使服务电话减少 50%，还能使问题解决时

间缩短 30%。此外，它还提供按需扩容 (COD) 的可扩展性，这便可更好

地容纳不断增加的用户数据，确保不出现中断的情况。同时，Scalar i500
的设计可轻松与磁盘备份整合，使其成为下一代备份架构的完美库存机。

有了 Scalar i500，不论数据存储如何发展，信息技术管理人员都能确保为数

据存储提供可靠的高性能备份、有把握的恢复和长达数年之久的有效保护。

库存机配置

Scalar i500 库存机的设计便于安装、配置和现场升级。Scalar i500 库存机

建立在两个基本构建块上：5U 控制模块和 9U 扩展模块。

这些构建块组成以下库存机配置的基础：

• 5U 库存机，包含一个 5U 独立式控制模块。图 1 显示 5U 库存机的前

部视图。

• 14U 库存机，包含一个 5U 控制模块和一个 9U 扩展模块。第 11 页上

的图 2 显示 14U 库存机的前部视图。

• 23U 库存机，包含一个 5U 控制模块和两个 9U 扩展模块。第 12 页上

的图 3 显示 23U 库存机的前部视图。

5U、14U 和 23U 库存机是 Scalar i500 的基础系统。通过添加 9U 扩展模

块，可以将基础系统升级到以下版本：

• 32U 库存机，包含一个 5U 控制模块和三个 9U 扩展模块

• 41U 库存机，包含一个 5U 控制模块和四个 9U 扩展模块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10



第 1 章  说明
库存机配置
图 1  5U 库存机配置（独立式

控制模块）

图 2  14U 库存机配置（5U控制

模块加上一个 9U扩展模块）

 

1 控制模块

2 扩展模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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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说明
库存机配置
图 3  23U 库存机配置（5U 控制

模块加上两个 9U 扩展模块）

 

 

1 5U 控制模块

2 9U 扩展模块

3 9U 扩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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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说明
模块
 

模块

Scalar i500 库存机是模块化的，您可以随时增加大小。Scalar i500 库存机

的三个基础系统如下：

• 5U 库存机，包含一个控制模块

• 14U 库存机，包含一个 5U 控制模块和一个 9U 扩展模块

• 23U 库存机，包含一个 5U 控制模块和两个 9U 扩展模块

这些配置可以通过添加 PowerVault ML6000 EM 9U 库存机扩展模块来扩

大， 大机架高度为 41U。当存储容量和磁带机要求改变时，扩展模块可

提供额外的容量。有关库存机扩展性的图示，请参阅第 14 页上的图 4。有关

安装、卸载和更换模块的信息，请参阅第 256 页上的安装、卸下和更换。

每个模块都包含特定数量的固定存储插槽、I/E 站插槽和可用磁带机插

槽。有关每台库存机配置可用插槽数量的信息，请参阅第 472 页上的库存

机器容量如下。

  

警告：所有高于 14U 的库存机必须安装在具有主保护接地端子的机架

上，必须使用工业插头和插座，供电插座和/或电器连接器须符合

IEC 60309（或同等的国家标准）并使用截面积至少为 1.5 mm2

(14 AWG) 的保护地线。

为了保证适当的空气流动和检修空间，库存机前后应保持 60 cm
（24 英寸）的空间。

注：本文档中的插槽技术不包括所有库存机配置底部的一排五个不可存

取的插槽。有关这些插槽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2 页上的未

用的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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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控制模块 1 控制模块是所有 Scalar i500 库存机配置的必需模块。控制模块包含机械控

制装置、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和触摸屏显示。控制模块还包含一个导入/
导出 (I/E) 站、固定存储插槽、磁带机和至少一个电源。

扩展模块 1 扩展模块是可以堆积在控制模块上方或下方的补充模块。每个 扩展模块包

含固定存储插槽、磁带机插槽和电源插槽。扩展模块上还包含 I/E 站，并

可配置为存储。扩展模块还包含托架可供安装可选光纤通道 (FC) 输入/输

出 (I/O) 刀片，为库存机中的 FC 磁带机提供 FC 连接。

如果扩展模块仅用于存储，并且不包含磁带机或 FC I/O 刀片，则无需单

独电源。所有电源来自 控制模块。

可堆叠性 1 库存机的 大机架高度是 41U，其中包含一个 5U 控制模块和四个9U 扩展

模块。图 4 说明库存机的可堆叠性以及推荐的库存机配置。

图 4  基本系统加 扩展模块

5U
（41 个插槽）

14U
（133 个插槽）

23U
（225 个插槽）

32U
（317 个插槽）

41U
（409 个插槽）

9U 扩展模块

5U 控制模块 5U 控制模块

5U 控制模块 9U 扩展模块 9U 扩展模块

5U 控制模块 9U 扩展模块 9U 扩展模块 9U 扩展模块

5U 控制模块 9U 扩展模块 9U 扩展模块 9U 扩展模块 9U 扩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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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组件

图 5 显示库存机的前面板组件。图 5 之后的段落详细描述了这些组件。

图 5  前面板组件

 

1 检修门

2 操作员面板

3 I/E 站

4 前部电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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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组件
检修门 1 通过检修门可以访问库存机的内部组件。每个控制模块和扩展模块检修

门。大多数情况下，无需通过此门访问库存机，除非要从库存机批量装载

或卸载磁带。

检修门由 I/E站门来锁定。要打开检修门，您必须先打开 I/E 站门。出于

安全原因，如果您要禁止他人访问库存机时可将 I/E 站门锁住。这样就可

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磁带盒。

可以使用 Operations（操作）菜单上的命令锁定和解锁 I/E 站门。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 234 页上的锁定和解锁 I/E 站。

如果检修门打开则不能使用库存机。当一个检修门（在任何模块中）打开

时，所有进行中的移动命令都将停止，并且机械手会缓慢地降低到库存机

的底部。检修门关闭后，库存机将机械手中的所有介质恢复到其原始插

槽，同时还会执行一次库存机清点。

 

I/E 站 1 I/E 站用来导入和导出磁带盒，通过这个装置可将中断库存机正常运行的

可能性降至 低。I/E 站位于控制模块和扩展模块的前部。5U I/E 站在一

个可拆卸磁带架中具有 6 个磁带的容量。9U I/E 站在两个可拆卸磁带架中

具有 12 个磁带的容量。

I/E 站还可配置为存储设备，作为库存机资源逻辑划分（称为分区）的一

部分。I/E 站在所有的分区间共享，但是一次只能由一个分区占用 I/E 站
插槽。将 I/E 站插槽分配给分区后，只有所分配的分区才能访问此插槽。

操作员面板 1 操作员面板是可显示图形用户界面 (GUI) 的触摸显示屏。操作员面板位于 控
制模块的检修门上。从该屏幕可执行库存机操作和维修功能。GUI 还可通过

远程 Web 客户端访问。有关库存机用户界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 章，

了解用户界面。

前部电源按钮 1 关闭前部电源按钮即可关闭机械手与操作员面板，但电源仍然供电。使用

前部电源按钮可手动关闭库存机。有关如何安全关闭或重新启动库存机的

说明，请参阅第 214 页上的关闭，关闭电源，以及完全去电。

注意：应该注意在机械手作业期间避免打开检修门，以免机械手突然停

止从而不能完成当前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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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组件
后面板组件

图 6 显示库存机的背面板组件。图 6 之后的段落详细描述了这些组件。

图 6  后面板组件

 

 

1 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2 FC I/O 刀片（可选）

3 FC I/O 风扇刀片（FC I/O 刀片要求）

4 后端电源开关

5 电源

6 扩展模块的上下以太网端口

7 模块端接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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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组件
后部电源开关 1 后部电源开关位于每个电源上。关闭电源的后部电源开关将断开库存机的

所有电源。在遇到任何紧急情况和进行维修时，应使用后部电源开关。

电源系统 1 库存机支持单个和冗余电源配置。单个电源配置具有单条 AC 输入线路和

单个 DC 电源。冗余配置具有两条 AC 输入线路和两个 DC 电源。

如果采用冗余电源，则可以对电源进行热切换（更换硬件时仍保持对库存

机供电），还可以向其他模块热添加电源（添加硬件时仍保持对库存机

供电）。

警告：在维护库存机时一定要关闭后部电源开关。如果出现危及人身或

财产的情况，应立即关闭后部电源开关并拔下所有的电源线。

注意：除非是紧急情况，否则应执行关闭步骤后再关闭后部电源开关。

有关如何关闭库存机的说明，请参阅第 214 页上的关闭，关闭电

源，以及完全去电。

注意：任何时候至少一个电源是插入的。

警告：电源插座必须靠近库存机并且必须易于插拔。

注意：控制模块和包含磁带机的每个 扩展模块必须至少为每四个磁带

机提供一个电源。您可以为每个模块添加一个冗余电源。在一个

模块中安装一个电源，但在其他模块中安装另一个电源并不能提

供冗余电源；两个电源必须位于相同的模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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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组件
电源系统由以下组件组成：

• 电源

• AC 电源线

电源有三个提供状态信息的发光二极管 (LED)。这些 LED 状态指示灯以蓝

色和绿色显示。

• 绿色表示 AC 正常或 DC 正常。

• 蓝色表示电源处于切换模式。

图 7 显示电源 LED。有关 LED 行为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56 页上

的电源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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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说明
后面板组件
图 7  电源 LED

 

库存机控制刀片 1 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管理整个库存机，包括操作员面板和机械手装置，

并且负责运行系统测试以确保库存机正常工作。LCB 还为光纤通道 (FC)
I/O 刀片插槽提供内部通信。LCB 有 4 个以太网端口，支持库存机中总共

4 个 FC I/O 刀片。

LCB 以三个 LED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服务性 (RAS) 状态指示灯指示其状

态。这些指示灯以绿色、琥珀色和蓝色显示。

1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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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说明
后面板组件
• 绿色代表处理器状态。

• 琥珀色代表运行状态。

• 蓝色代表电源控制状态。

图 8 显示 LCB 组件（包括 LED）的位置。有关 LCB LED 行为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448 页上的刀片状态 LED。

图 8  库存机控制刀片

        

1 LED （蓝色、琥珀色、绿色）

2 千兆以太网（外部网络）端口

3 以太网 I/O 刀片控制端口（如果没有安装 FC I/O
刀片则不活动）

4 服务以太网端口

5 服务串行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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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组件
光纤通道输入 / 输出刀片 1 扩展模块支持可选的光纤通道 (FC) 输入/输出 (I/O) 刀片，它可为库存机

中的磁带机提供连接。每个 FC I/O 刀片有一个嵌入的控制器，提供连接

性和可提高磁带机操作性能和可靠性的功能。I/O 刀片还汇集了 FC 磁带

机连接，从而降低交换机端口和线缆要求。

每个 FC I/O 刀片有 6 个自协商 4Gb/s FC 端口和背板连接。FC I/O 刀片

提供两个主机通讯端口和 4 个到 FC 磁带机的连接端口。每个 FC I/O 刀片

由一个安装在扩展模块中的 FC I/O 刀片旁的风扇刀片冷却。FC I/O 刀片

和风扇刀片可热插拔。

FC I/O 刀片不能安装在控制模块中，所以库存机配置必须至少包含一个

扩展模块，以便包括 FC I/O 刀片。每个扩展模块可以容纳 多两个 FC
I/O 刀片。根据安装的扩展模块数量，库存机可支持从一到四个 FC I/O
刀片。任何库存机配置都不能包含超过 4 个 FC I/O 刀片。库存机中的 FC
磁带机（包括控制模块中的磁带机）都可以连接到扩展模块中的 FC I/O
刀片。

FC I/O 刀片以三个 LED 状态指示灯指示其状态。这些指示灯以绿色、琥

珀色和蓝色显示。

• 绿色代表处理器状态。

• 琥珀色代表运行状态。

• 蓝色代表电源控制状态。

图 9 显示 FC I/O 刀片，包括 LED。有关 FC I/O 刀片 LED 行为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448 页上的刀片状态 LED。

有关配置 I/O 刀片的信息，请参阅第 96 页上的处理 FC I/O 刀片。

有关安装以及连线 FC I/O 刀片和 FC 磁带机的信息，请参阅第 12 章，安

装、卸下和更换。

注：FC I/O 菜单命令仅在库存机中安装了 FC I/O 刀片时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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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组件
图 9  FC I/O 刀片

每个 FC I/O 刀片由一个安装在扩展模块中的 FC I/O 刀片旁的风扇刀片冷

却。有关安装风扇刀片的信息，请参阅第 40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光

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图 10 将显示 FC I/O 风扇刀片，包括 LED。单个琥珀色 LED 表示运行状

态。有关 FC I/O 风扇刀片 LED 行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53 页上的磁

带机 LED。

1 主机 FC 端口

2 磁带机 FC 端口

3 LED（蓝色、琥珀色、绿色）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23



第 1 章  说明
机械手系统和条形码扫描器
图 10  FC I/O 风扇刀片

       

机械手系统和条形码扫描器

机械手系统可以识别磁带盒并在存储插槽、磁带机和 I/E 站之间移动磁带

盒。机械手臂（拾取装置）拥有的夹取装置使它能够抓住磁带盒，并沿

X、Y 和 Z 运动坐标将磁带盒移到相应的位置。机械手系统和条形码扫描

器相互配合，在库存机内识别资源的位置。

每个磁带盒必须含有条形码，在清点过程中条形码扫描器会读取这些条形

码。在清点过程中，条形码扫描器读取基准标签，以识别安装于库存机中

的磁带架和磁带机类型。

1 LED （琥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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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机支持
每个磁带盒都必须贴有机器能识别的唯一条形码。磁带盒不能有重复的条

形码标签。该条形码是磁带盒的标识。库存机将磁带盒的物理位置存储在

一个清单数据库中。所有的库存机或主机请求通常均根据此条形码号码来

引用磁带盒的位置。必须具有条形码标签，且条形码标签必须符合特定的

标准。有关条形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4 章，使用磁带和条形码。

磁带机支持

有关磁带机支持的详细信息：

• 每个库存机配置必须至少包含一个磁带机。

• 控制模块可以容纳 多 2 个磁带机。

• 扩展模块可以容纳 多 4 个磁带机。

Scalar i500 库存机支持的磁带机列表请参阅第 470 页上的支持的组件。

库存机支持在库存机中和分区中混合不同的磁带机类型。有关如何操作的

信息，请参阅第 61 页上的使用分区。

SCSI 和 SAS 磁带机直接与主机相连。FC 磁带机可直接连接到主机或存储

区域网络 (SAN)。FC 磁带机还可连接到管理主机和磁带机之间通讯的 FC
I/O 刀片。有关 FC I/O 刀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96 页上的处理 FC
I/O 刀片。HP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可使用库存机的“存储网络”功能

（请参阅第 6 章，存储网络）。

磁带机安装于库存机背面的磁带机插槽中。如果磁带机插槽是空的，则用

垫板将空的磁带机插槽覆盖，以防止碎屑进入库存机。磁带机在出厂时装

入了从库存机的底部到顶部的磁带机插槽，但是可以将磁带机重新装入任

何可用的磁带机插槽。

有关添加磁带机的信息，请参阅第 394 页上的添加磁带机。

注：必须正确安置磁带机垫板，确保库存机以正常速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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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机功能

本节介绍 Scalar i500 库存机的一些功能。

用户界面 1 操作员面板位于控制模块的前门，允许用户通过用户界面在库存机上本地

操作。Web 客户端允许用户从远程站点查看和执行库存机功能，并且可通

过浏览器访问。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包含类似用户界面和功能。

有关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 章，了解用户界面。

分区 1 分区是库存机中的虚拟部分，其外在表现为多个彼此独立的库，目的是为

了方便多个用户管理和存取文件或者是将分区专供一个或多个主机应用程

序使用。

对库存机进行分区可以将资源分为多个虚拟部分。分区可用于控制对库存

机上各部分的访问，方法是给用户帐户授予访问特定分区的权限。

有关分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1 页上的使用分区。

控制路径修改 1 控制路径磁带机用来将分区连接到主机应用程序。一次只能选择一个磁带

机作为控制路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6 页上的使用控制路径。

支持 WORM 1 Scalar i500 磁带库存机支持 LTO-3、LTO-4、LTO-5 和 LTO-6 磁带机中的

WORM（单次写入，多次读取）技术。WORM 允许写入非可重写和非可

擦写数据，并通过阻止意外数据清除来提供额外的数据安全性。无论何时

使用 WORM 磁带都支持 WORM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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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授权的功能

除了标准功能，以下附加的可授权功能可用于 Scalar i500：

• 高级报告，如第 4 章，Advanced Reporting（高级报告） 中所述 

• 按需扩容，如第 5 章，随需应变容量 中所述 

• 存储网络，如中所述第 6 章，存储网络

• 加密密钥管理，如第 7 章，加密密钥管理 中所述

如果与库存机一同购买这些功能，则授权在收到库存机时即已安装。如果

在初次购买之后升级或添加新功能，您需要获取并安装授权密钥。有关如何

获取和安装授权密钥的信息，请参阅第 78 页上的获取和安装授权密钥。

了解位置坐标

本节描述用来标识库存机组件的编号系统。库存机位置坐标包含以下数字

位：[模块]、[列]、[插槽]。图 11 显示如何给带有控制模块 和扩展的库存

机编号。

注：库存机位置坐标与逻辑组件地址不同；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0 页上的

了解逻辑组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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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库存机位置坐标

模块 1 库存机模块由库存机坐标的第一位表示。模块相对于控制模块.。

控制模块编号为 0（零）。堆叠在控制模块之上的扩展模块根据其在控制

模块上的位置采用正整数编址。例如，直接堆叠在控制模块上方的扩展模

块编号为 1。直接堆叠在模块 1 上的扩展模块 编号为 2，依此类推。

控制模块下的模块根据其相对于控制模块的位置标识为负整数。例如，直

接堆叠在控制模块下方的扩展模块编号为 –1。直接堆叠在模块 –1 下的扩

展模块 编号为 –2，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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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1 存储列是一组垂直排列于库存机中的插槽。列由库存机坐标的第二位表

示。列通过与库存机左前方的相对位置加以标识。库存机左前方的列其编

号为 1。按照围绕库存机顺时针的方向依序对列进行编号。I/E 站列的编

号始终为 6。

插槽 1 固定的存储插槽由库存机位置坐标的第三位表示。在每一列内插槽从 1 开
始由上到下进行编号。例如，在第 28 页上的图 11 中，插槽 1 完整的位置

坐标为 0, 1, 1。

磁带机 1 磁带机首先按模块进行编址，然后按模块内的磁带机托架进行编址。模块

内的磁带机托架从上到下进行编号。采用从 1 开始的编号方式。磁带机的

完整地址格式为 [模块,磁带机托架]；例如：[0,1], [1,3], [-1,2].

光纤通道 I/O 刀片 1 光纤通道 (FC) I/O 刀片首先根据模块编址，然后根据扩展模块中的 FC
I/O 刀片托架编址。模块内的刀片托架从上到下进行编号。采用从 1 开始

的编号方式。FC I/O 刀片托架的完整编址为 [模块,FC I/O 刀片托架]；例

如：[1,1], [-1,2].

以太网扩展刀片 1
以太网扩展刀片 (EEB) 首先根据模块编址，然后根据扩展模块 9U 库存机

扩展模块中的 EEB 刀片托架编址。模块内的刀片托架从上到下进行编号。

刀片托架总是位于装置底部。采用从 1 开始的编号方式。EEB 刀片托架的

完整地址格式为 [模块,EEB]；例如：[1,2], [-1,2].

电源 1 电源以 [模块,电源编号] 格式编址，其中电源编辑为 1 时是左边的电源，为

2 时是右边的电源。电源编号也刻在模块底盘上，位于各个电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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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逻辑组件地址

库存机中的存储插槽、 I/E 站插槽和磁带机均使用标准产业规范进行逻辑

编号。主机软件可以理解这些编址系统，通常不会出现与磁带盒插槽相关

的问题。但是主机有时候会出现与磁带机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在添加或移

除磁带机、库存机控制模块或库存机扩展模块时，或有空磁带机插槽时。

本节说明库存机如何对磁带机和插槽进行逻辑解址，让您使用主机软件时

避免一些常见问题。

磁带机逻辑组件地址 1 磁带机逻辑组件地址是由分区分配的。分区中的编号是顺序的，且每个分

区均重新开始。地址从分区中的 低库存机模块开始。模块和分区中的

高磁带机编号总是 256。下面的磁带机为 257，依此类推直到为该模块/分

区中的所有磁带机编号完成。编号从上面的下一个模块中的顶端磁带机继

续。空磁带机插槽将跳过（它们没有组件地址）。

添加、删除或更换控制模块 或扩展模块 时，或添加、删除或修改分区

时，主机软件可能产生识别磁带机相关问题，这是因为当前的组件地址可

能发生变化。因此，进行任何此类修改之后，您必须刷新所有管理库存机

的备份应用程序的配置以使用 新的磁带机位置。此外，您可能需要重启

主机服务器或重新扫描总线以检测更改。

请参阅第 32 页上的图 12有一个分区、六个磁带机且无空磁带机插槽的

14U 库存机的组件地址简例。请注意多个分区会使系统变得非常复杂。如

果您在创建库存机的组件地址时需要帮助，请联系 Quantum 支持部门。

磁带盒插槽逻辑组件地址 1 磁带盒插槽是按分区分配逻辑组件地址的。分区中的编号是顺序的，且每

个分区均重新开始。编号是从顶部左侧（您面对库存机时前方时） 下模

块开始的，向下顺序移到 左列。每个分区的 左上插槽编号总是 4096，
下面的插槽为 4097，依此类推。编号到达列低时，从右侧下一列顶端插槽

继续编号（只要是在同一模块和分区）并在该列向下移动。当同一分区中

低模块的所有插槽编号完成后，编号从上方的下一模块顶部左侧插槽继

续（只要是在同一分区中）。如果分区跨越模块且未用完一个模块中的所

有插槽时，编号会比较棘手。

注：本节描述的逻辑组件解址与第 27 页上的了解位置坐标中库存机专用

地址坐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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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盒插槽将分配一个表示是否包含磁带盒的逻辑组件地址。磁带盒本身

是没有逻辑组件地址的，仅插槽有。添加或删除插槽；添加、删除或修改

分区；或添加或删除清洁插槽时，插槽组件地址会发生变化。

I/E 站插槽与分区的编号方式不同。编号从包含 I/E 站的 上端模块中的顶

端 I/E 站开始，顺序向下。顶端插槽组件地址为 16。下面的插槽为 17，
依此类推。

清洁插槽属于系统分区，因此不会报告给主机。清洁插槽将跳过（它们没

有逻辑组件地址），因此添加或删除清洁插槽将对一个分区中的所有插槽

重新编号。

通常，即使逻辑插槽组件地址发生变化，主机也可轻松识别。主机下一次

发出 READ ELEMENT STATUS 命令时，它将处理新编号并重新计算所有

插槽地址。

请参阅第 32 页上的图 12 中有一个分区的 14U 库存机的组件地址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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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逻辑组件地址， 14U，

一个分区，已安装六个磁带机

分区中的磁带盒插槽

I/E 站插槽

磁带机

未用的插槽

注：空磁带机托架组件地址将

被跳过。此图假设已安装六个

磁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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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ar i500 库存机用户界面有两种格式：操作面板和 Web 客户端。在库存

机上的操作可通过使用操作员面板在控制面板上本地执行，或者使用 Web
客户端在计算机上远程执行。两种格式的常用元素具有相似的功能。

操作库存机同时需要Web 客户端和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一些功能只能通

过 Web 客户端使用，一些功能只能通过操作员面板使用。但是，建议使

用 Web 客户端而不是操作员面板来执行库存机操作（如果可行）。
   

本章介绍

• 常用用户界面元素

• 操作员面板

• Web 客户端

• 菜单树

• 用户权限

• 用户访问权

注意：在库存机执行清点时，请勿执行清点操作（例如，使用 RAS 标
签、创建 / 修改 / 删除分区）。否则会导致清点误差，例如丢失

磁带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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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用户界面元素

用户界面包含以下区域：

• Header（标头）— 显示在每个屏幕上，包含公司徽标、产品名称以及

三个主要导航按钮。主要导航按钮如下：

• Home（主页）— 主页。

• Help（帮助）— 活动屏幕的上下文相关帮助。

• Logout（退出）— 退出功能。

• Title Bar/Menu Tabs（标题栏 /菜单标签）（操作员面板）— 此区域出现在

标头下方。在主页上，它提供库存机/分区的名称，并可访问主屏幕上

的菜单标签。在所有其他屏幕上，该区域独占一栏，并显示屏幕名称。

• Menu Bar（菜单栏）（Web 客户端）— 列出菜单选项。

• Main（主屏幕）— 屏幕的主内容区域。

• Health/Navigation（运行状态 /导航）— 通过下列三个子系统状态按钮提

供有关库存机“运行状态”的信息：Library（库存机）、

Drives（磁带机）和 Media（介质）。有关子系统按钮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第 36 页上的系统摘要和子系统状态。

注：当机械手没有准备好执行库存机功能时，标题上的消息会向您发出

警报。有关标题上显示的“库存机未就绪”消息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第 440 页上的针对“Library Not Ready”（库存机未就绪）消息

排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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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和图 14显示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界面。

图 13  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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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Web 客户端用户界面     

系统摘要和子系统状态 2 您可以通过观察位于主页底部三个子系统状态按钮的颜色来快速评估库存

机的运行状态。使用这些按钮，可以快速访问有关库存机的“运行状态”

信息，以便在发生问题时更快地恢复。您可以选择这些按钮查看可靠性、

可用性及适用性 (RAS) 标签，它会报告子系统中出现的问题。

这三个子系统分别为

• Library（库存机）— 该子系统代表连接性、控制、冷却、电源和机械手。

• Drives（磁带机）— 该子系统代表磁带机组件，例如磁带机、磁带机固

件及磁带机滑轨。

• Media（介质）— 该子系统代表介质组件，例如磁带和条形码标签。

每个系统按钮都处于一种以颜色指示的状态（共三种状态）。这三个状态

分别为：

• Green（绿色）— 没有此子系统的 RAS 标签，或者即使有任何标签，

这些标签也全都已经关闭。

• Yellow（黄色）— 库存机包含用于此子系统的打开或未打开的、低优先

级或高优先级 RAS 标签。

• Red（红色）— 库存机包含用于此子系统的打开或未打开的、紧急 RAS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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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子系统按钮的颜色是红色或黄色，则单击此按钮可显示相应的 RAS

Tickets（RAS 标签）屏幕。根据所选按钮，此屏幕会列出库存机、磁带机

或介质的 RAS 标签。RAS 标签以每个事件的 后出现顺序显示，以 近

发生的事件开始。

通过单击任何标头项目（例如优先权、、上次发生时间或名称），可更改

RAS 标签显示的顺序。

在 Web 客户端上，可以通过选择 Include Closed Tickets（包含关闭的标签）

复选框查看已关闭的标签。

还可以通过选择 Tools（工具）> All RAS Tickets（所有 RAS 标签）打开 All

RAS Tickets（所有 RAS 标签）。有关 RAS 标签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32 页
上的关于 RAS 标签。

注：Last Occurrence（上次发生时间）表明标签事件上次发生的时间。事

件再次发生时将随时更新此信息。如果打开、关闭或完成 RAS 标
签，则 Last Occurrence（上次发生时间）不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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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面板
主页 2 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共用主页。主页提供有关库存机分区、插槽和

磁带机容量的表格化数据。您可使用主页来查看库存机容量的快速摘要。

还可以查看哪些分区在线（在 Storage Slots [存储插槽 ]部分）。当前用户

的登录权限决定在主页中显示的信息。

有关主页的详细信息：

• 在 Web 客户端上，用户可以查看有权访问的分区（按照字母顺序）。

• 在操作员面板上，如果用户有权访问到一个以上的分区，则他们可以

使用屏幕顶部标题栏中的分区分区名称旁的箭头导航至其他分区。

有关用户权限的信息，请查看第 45 页上的用户权限和第 86 页上的处理用

户账户 。

操作员面板

操作员面板实际连接到控制模块的前舱门。用户界面出现在操作员面板的

LCD 触摸显示屏上，用来执行基本的库存机管理功能。当用户按操作员面

板上的按钮时，会听到声音反馈或“击键”声。用户可选择禁用声音反

馈。请参见第 112 页上的配置系统设置。

Operator Panel Keypads
（操作员面板键盘） 2

当用户触摸要求输入数据的文本框时会出现一个键盘屏幕。字母、数字或

月份键盘会根据所触摸输入字段的类型而出现。所有的字母字符项都是小

写。文本框出现在屏幕顶部，而数字/字符则在输入后显示。按 123 可打

开数字键盘。

操作员面板表明需要干预 2 如果需要干预，操作员面板则会亮起（屏幕保护程序随即关闭）。例如，

将磁带导入到 I/E 站之后，操作员面板会随即亮起，以便操作员看到提

示，从而将磁带分配给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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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客户端

Web 客户端用户界面类似于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Web 客户端界面可以

从支持的 Web 浏览器进行访问。有关受支持浏览器的信息，请参阅第 472
页上的库存机容量。

若要从远程位置管理库存机，您必须从操作员面板触摸屏幕设置库存机的

初始网络配置。有关为远程使用设置网络配置的信息，请参阅第 110 页上

的配置库存机安全设置。

您必须禁用 Web 浏览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才能使用 Web 客户端界面和库

存机的在线帮助。添加 Scalar i500 的网络协议 (IP) 地址到 Scalar i500 支持

浏览器的信任/允许网站列表 ，使 Web 客户端页面能够自动刷新。

注：请不要使用 Internet 浏览器的 Back（返回）按钮在 Web 客户端的

页面之间导航。应该使用 Web 客户端中提供的按钮进行导航。

注：在使用 Web 客户端时，请先退出库存机，然后再关闭 Internet 浏
览器。若不退出，会话将保持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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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树

以下菜单将操作和命令组织成逻辑组合：

• Setup（设置）菜单包含一系列命令，管理员可用来设置和配置库存机

的各个方面，包括分区、I/E 站插槽、清洁插槽、控制路径、网络设

置、磁带机设置、用户、通知、日期和时间、授权、FC I/O 刀片、库

存机注册和电子邮件。

• Operations（操作）菜单包含用户可用来更改库存机的操作模式、导入

和导出磁带盒、装载和卸载磁带机、移动介质以及退出的命令。管理

员也可访问这些命令来锁定或解锁 I/E 站以及关闭库存机。

• Tools（工具）菜单包含一系列可用来维护库存机的命令，如查看 RAS
标签、生成诊断日志、标识磁带机、配置内部网络、保存和恢复库存

机配置、设置系统和安全设置以及更新固件。

• Reports（报告）菜单（仅 Web 客户端）由库存机信息摘要组成。

隐藏的 Service（服务）菜单供具有相应登录信息的服务用户使用。

Web 客户端和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的菜单项略有不同。管理员有权访问所

有菜单命令；具有用户权限的用户的访问会受到很多限制。

表 1 列出Web 客户端菜单。部分菜单命令仅供管理员使用。

I/O 刀片菜单项对包含 I/O 刀片的库存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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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Web 客户端菜单

Setup（设置）菜单**
Operations（操作）
菜单 Tools（工具）菜单*

Reports（报 告）
菜单

•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 Partitions

（分区逻辑库存机）
• Host Access

（主机访问）
• Host Registration

（主机注册）
• Host Connections

（主机连接）
• Cleaning Slots

（清洁插槽）

• I/E Station Slots（I/E 站
插槽）

• Drive Settings
（磁带机设置）

• Control Path（控制路径）

• License（授权）

• Notifications（通知）
• E-mail Configuration 

（电子邮件配置

• Advanced Reporting
（高级报告（若已授权）

• Receiver Addresses
（收件人地址）

• Media Security
（介质安全）

• RAS

• Receiver Addresses
（收件人地址）

• （联系信息）

• Network Management
（网络管理）

• Network（网络）

• SNMP

• SNMP Trap 
Registrations（SNMP 
捕获注册）

• Media（介质）

• Move（移动）

• Import（导入）

• Export（导出）

• Cleaning Media
（清洁介质）

• Import（导入）

• Export（导出）

• Partitions（分区逻
辑库存机）

• Change Mode
（更改模式）

• Drive（磁带机）

• Load（装载）

• Unload（卸载）

• Change Mode
（更改模式）

• I/E Station 
Lock/Unlock
（I/E 站锁定/解锁）*

• System Shutdown
（系统关闭）*

• Logout（退出）

• All RAS Tickets（所有 
RAS 标签）

• Capture Snapshot
（捕获快照）

• Save/Restore 
Configuration（保存/还原
配置）

• E-mail Configuration 
Record（电子邮件配置记
录）

• Save Configuration 
Record
（保存配置记录）

• Identify Drives（标识磁带
机）

• Drive Operations（磁带
机操作）

• Download SNMP MIB（下
载 SNMP MIB）

• FC I/O Blade Info（FC I/O 
刀片信息）**

• FC I/O Blade Port Info
（FC I/O 刀片端口信息）**

• （EKM 管理）
• Import Communication

Certificates（导 入 通 信
证书）

• Encryption Certificate
（加密证书）

• Import（导入）

• Export（导出）

• Encryption Key（加密密
钥）

• Import（导入）

• Export（导出）

• Retrieve SKM Logs （检
索 SKM 日志（若已启用 
SKM）

• System 
Information（系
统信息）

• Library 
Configuration
（库存机配置）

• Network 
Settings（网络
设置）

• Logged In Users
（登录用户）*

• All Slots
（所有插槽）

• Log Viewer
（日志查看器）*

• Advanced 
Reporting
（高级报告）*

• Drive 
Resource 
Utilization
（磁带机资源
使用情况）

• Media Integrity 
Analysi（介质
完整性分析）

• About（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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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树
• User Management（用户
管理）

• User Accounts（用户帐
户）

• Remote Authentication
（远程验证）

• FC I/O Blades（FC I/O 刀
片）**

• Port Configuration（端
口配置）

• Channel Zoning（通道
分区）

• Host Mapping（主机映
射）

• Host Management（主
机管理）

• Host Port Failover（主
机端口故障切换）

• Data Path Conditioning
（数据路径调节）

• FC I/O Blade Control
（FC I/O 刀片控制）

• Encryption（加密）（若
已授权）

• System Configuration
（系统配置）

• Partition Configuration
（分区配置）

•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
置）

• Date & Time（日期和
时间）

• Register Library（注册库
存机）

• Update Library Firmware
（更新库存机固件）

• Diagnostics（诊断）

*仅限管理员。**只有当库存机包含 I/O 刀片时方可使用。

Setup（设置）菜单**
Operations（操作）
菜单 Tools（工具）菜单*

Reports（报 告）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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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树
表 2 列出了操作员面板菜单。部分菜单命令仅供管理员使用。I/O 刀片菜

单项对包含 I/O 刀片的库存机可用。

表 2   操作员面板菜单
  

Setup（设置）菜单 Operations（操作）菜单 Tools（工具）菜单

• Partition Mgmt（分区管理）

• Create Partition（创建分区）

• Delete Partition（删除分区）

• Configure I/E Station Slots 
（配置 I/E 站插槽）

• Configure Cleaning SlotsUser 
Mgmt（配置清洁插槽）

• User Mgmt（用户管理）

• Create User（创建用户）

• Modify User（修改用户）

• Drive Settings（磁带机设置）

• Fibre（光纤）

• SCSI

• SAS

• Notification（通知）

• E-mail Alerts（电子邮件警
报）

• E-mail Account（电子邮件帐
户）

• Customer Contact（客户联
系）

• Licenses（授权）

• Date & Time（日期和时间）

• Network Mgmt（网络管理）

• IP version 4（IP 版本 4）

• IP version 6（IP 版本 6）
（若已启用）

• Port Settings（端口设置）

• Control Path（控制路径）

• Move Media（移动介
质）

• Import Media（导入介
质）

• Export Media（导出介
质）

• Import Cleaning Media
（导入清洁介质）

• Export Cleaning Media
（导出清洁介质）

• Change Partition Mode
（更改分区模式）

• Load Drive（装载磁带
机）

• Unload Drive（卸载磁带
机）

• Change Drive Mode（更
改磁带机模式）

• Lock/Unlock I/E Station
（锁定/解锁 I/E 站）a

• Shutdown（关闭）a

• All RAS Tickets（所有 RAS 标签）a

• Capture Snapshot（捕获快照）a

• Drive Mgmt（磁带机管理）a

• Clean drive（清洁磁带机）

• Reset drives（重置磁带机）

• Drive Info（磁带机信息）

• About Library（关于库存机）

• Network Info（网络信息）

• View Drive Info（查看磁带机信息）

• Partition Info（分区信息）

• Internal Network（内部网络）a

•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 User Session Timeout（用户会话超
时）（分钟）a

• Touch Screen Audio（触摸屏音频）

• Unload Assist（卸载协助）a

• Logical SN Addressing（逻辑 SN 寻
址）a

• Manual Cartridge Assignment（手动
磁带分配）a

• Disable Remote Service User（禁用
远程服务使用）a

• Enable SSL（启用 SSL）

• Enable SNMP V1/V2（启用 SNMP 
V1/V2）

• Enable IPv6（启用 IPv6）

• Enable SMI-S（启用 SMI-S）

• Unlabeled Media Detection（无标签
的介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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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树
•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b

• Port Configuration（端口配
置）

• Channel Zoning（通道分区）

• Host Mapping（主机映射）c

• Host Management（主机管
理）c

• Host Port Failover（主机端口
故障切换）

• Data Path Conditioning（数据
路径调节）

• FC I/O Blade Control（FC I/O 
刀片控制）

Security（安全性）a

• Network Interface（网络接口）

• SSH Services（SSH 服务）

• ICMP

• Remote UI（远程 UI）

• SNMP

• SMI-S

Display Settings（显示设置）

• Brightness（亮度）

• Contrast（对比度）

• Defaults（默认设置）

• Library Tests（库存机测试）a

• Installation & Verification Tests（安装
和验证测试）

• Library Demo（库存机演示）

• View Last Summary Log（查看上次摘
要日志）

• View Last Detailed Log（查看上次信
息日志）

• E-mail Last Detailed Log（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上次详细日志）

• Blade Info（刀片信息）b

• Port Info（端口信息）

• Command History Log（命令历史记录
日志）ab

 a仅限管理员。b仅当库存机包含 I/O 刀片时可用。c仅当启用主机映射时可见。

Setup（设置）菜单 Operations（操作）菜单 Tools（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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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权限
用户权限

用户权限级别手动分配给在库存机内创建的用户帐户。控制对库存机内屏

幕和操作的访问权可保持库存机及其中存储数据的完整性。有关设置用户

权限级别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6 页上的处理用户账户。

Scalar i500 库存机中定义有三 种用户：

• Administrators（管理员）有权访问整个物理库存机及其所有分区，并

可以配置库存机以及设置用户和管理员帐户。库存机的出厂设置中带

有一个默认的管理员帐户。默认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为 admin，密码

为 password。无法修改或删除默认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但可以修改

密码。如果忘记了默认管理员帐户的密码，请联系 Quantum 技术支

持（请参阅第 7 页上的获取详细信息和帮助）。

• Users（用户）有权访问一个或多个已分配的分区以及一部分 Operations

（操作）和 Reports（报告）菜单。用户不能访问 Setup（设置）和 Tools

（工具）菜单。用户可以执行分区内的功能（如执行磁带和磁带机操

作），但不能设置或配置库存机（如创建或删除分区）。

• Service（服务）用户不仅有权访问整个物理库存机及其所有分区，还

能访问包含服务和诊断工具的隐藏 Service（服务）菜单。每个库存机

都只有一个服务帐户。

有关用户权限的详细信息：

• 库存机可以包含 18 个用户帐户（用户和/或管理员），包括默认管理

员帐户。

• 18 个用户（用户和/或管理员）会话可以同时激活。

• 同一用户可以从多个远程位置登录到一个库存机。

• 单击 Web 客户端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X) 将关闭浏览器窗口，但用户或

管理员并不会就此退出。

• 经过一个可配置的不活动时段之后，所有用户都会自动退出。默认的

用户会话超时时段是 30 分钟，但管理员可以更改用户会话超时的值，

此值的下限和上限分别是 15 分钟和 480 分钟（8 小时）。请参见

第 112 页上的配置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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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访问权
• 操作面板处于非活动状态 10 分钟后，将调用屏幕保护程序。处于不活

动状态一小时后，屏幕将显示黑色。如果用户没有注销而导致不活

动，触摸操作员面板将重新激活，使用户返回上次使用的屏幕。（Web
客户端不使用屏幕保护程序。）

• 管理员可以从 Web 客户端禁用任何对库存机的访问。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112 页上的配置系统设置。

• 在服务用户登录时，所有其他活动用户将自动退出。

• 为了确保安全，管理员可以阻止服务用户从 Web 客户端或通过以太网

服务端口远程登录到库存机。但是，服务用户仍能从操作员面板界面

登录到库存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12 页上的配置系统设置。

用户访问权

管理员有权访问整个库存机。具有用户权限的用户只能访问一部分菜单。

有关 Web 客户端菜单树和权限级别信息，请参阅第 41页上的表 1。有关

操作员面板菜单树和权限级别信息，请参阅第 43页上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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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置库存机

一旦您按照 Scalar i500 快速入门指南中的描述安装了硬件，就做好了配置

您的库存机设置的准备。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帮助您开始配置库存

机，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上的菜单命令允许您随时重新配置库存机。

本章介绍

• 关于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 使用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 访问 Web 客户端

• 管理网络

• 使用分区

• 配置清洁插槽

• 配置 I/E I/E 站插槽

• 设置磁带机参数

• 使用控制路径

• 获取和安装授权密钥

• 设置客户联系信息

注意：修改可配置项后务必保存库存机配置。如有需要您就可恢复至

近的设置。请参见第 438 页上的保存和恢复库存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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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etup Wizard （安装向导）
• 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

• 处理 RAS 电子邮件通知

• 处理用户账户

• 本地验证与远程验证

• 创建本地用户帐户

• 配置 LDAP

• 配置 Kerberos

• 设置日期、时间和时区

• 处理 FC I/O 刀片

• 配置库存机安全设置

• 配置内部网络

• 配置系统设置

• 配置操作员面板显示设置

• 注册库存机

关于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当第一次开启库存机时，操作员面板将显示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它将指导您完成库存机基本工作设置的初始配置。

操作员面板中的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仅在首次启动时运行一次。之

后，管理员即可随时通过 Web 客户端访问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或

使用 Setup（设置）和 Operations（操作）菜单上的命令来修改所有库存机设

置，包括网络设置。请参见第 49 页上的使用菜单命令完成库存机配置。

虽然建议在首次启动时完成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但您可能需要立

即开始本地使用库存机。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取消 Setup Wizard（安装

向导）并允许库存机以默认设置运行。请参见第 52 页上的默认配置。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第 50 页上的使用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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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etup Wizard （安装向导）
使用默认管理员帐户 3 首次接通库存机电源时您无需登录便可使用操作员面板。您可以立即开始

使用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但在操作员面板上完成首次安装会话后，

您将需要登录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

库存机的出厂设置中带有一个默认的管理员帐户。该帐户的用户名是

admin，密码是  password。当您在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上看到 Login

（登录）屏幕时，请在 User Name（用户名）文本框和 Password（密码）文

本框中分别键入 admin 和 password。完成初始设置后，应立即更改默认

管理员帐户的密码。有关更改密码的信息，请参阅第 87 页上的修改本地

用户帐户。

 

使用菜单命令完成库存机

配置 3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可协助您完成库存机的初始配置。Setup Wizard
（安装向导）只包含部分配置任务。操作员面板选项卡和 Web 客户端菜

单提供对所有配置选项的访问，其中部分选项包含在 Setup Wizard（安装

向导）中，而许多其他选项不包含在其中。在完成初始的 Setup Wizard
（安装向导）会话后，管理员可以选择 方便或必要的方法来修改库存机

设置。

以下主题介绍如何使用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以及 Setup（设置）和

Operations（操作）命令配置库存机。并给出对于每个任务打开操作员面

板和 Web 客户端上相应屏幕的路径。对于操作员面板而言，路径是指主

页顶部的导航选项卡。对于 Web 客户端，路径是指菜单。

有关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上的菜单树，请参阅第 40 页上的菜单树。

注：不能删除默认的管理员帐户或修改该用户名。但您可以更改密码。

注：如果忘记了默认管理员帐户的密码，请联系 Quantum 技术支持

（请参阅第 7 页上的获取详细信息和帮助）。

注：配置库存机不需要循环加电（开关库存机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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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简化了配置库存机的过程。首次接通库存机电

源时，操作员面板会显示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之后，您将无法再

从操作员面板中访问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您可以随时从 Web 客
户端上的 Setup（设置）菜单中访问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建议按以下步骤使用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进行初始配置

1 打开库存机的电源，开始使用操作员面板上的 Setup Wizard（安装
向导）。

2 按照提示依次完成所有屏幕（请参阅第 52 页上的Setup Wizard（安装

向导）任务）。

3 当到达 Network Configuration（网络配置）屏幕时，请按照如下方

式配置网络设置：

 

• 如果使用 IPv4：在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上：启用 IPv6 屏幕，不

要选择 Enable IPv6（启用 IPv6）复选框。单击 Next（下一步）。

配置网络设置。

• 如果使用 IPv6：在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上：启用 IPv6 屏幕，不

要选择 Enable IPv6（启用 IPv6）复选框并单击 Next（下一步）。

虽然已启用 IPv6，但此处不会提示您配置 IPv6 设置。继续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屏幕。当完成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后，可以转到操作员面板中的 Setup（设置）> Network Mgmt（网

络管理）配置 IPv6 网络设置。

4 退出操作员面板。

5 使用默认管理员帐户，登录到 Web 客户端。在 User Name（用户名）

文本框中键入 admin，并在 Password（密码）文本框中键入 password。

6 完成 Web 客户端界面上的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屏幕。 后的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屏幕将提示您应用设置。

注：在配置网络设置前，您无法登录 Web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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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后，库存机配置报告出现在 Web 客户
端上。库存机配置报告提供关于库存机的磁带机、分区、I/E 站、存
储插槽、清洁插槽和所加载介质的信息。有关库存机配置报告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第 240 页上的查看库存机配置报告。

有关使用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的详细信息包括：

• 首次打开库存机的电源时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出现在操作员面

板上，这也是唯一一次您无需登录库存机。

• 一小时后将超时，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关闭，系统会让您退出

库存机。使用默认管理员帐户登录到操作员面板。

• 如果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超时或没有完成所有的 Setup Wizard
（安装向导）屏幕，库存机将应用默认配置及您所做的任何修改（请

参阅第 52 页上的默认配置）。

• 在操作员面板中配置完网络设置以前，您无法通过 Web 客户端登录到

库存机。要更改 IPv4 设置并配置 IPv6 设置，请转到 Setup（设置）>
Network Mgmt（网络管理）。

• 您可以从Web 客户端返回到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 任何创建的管理员也能通过 Web 客户端使用 Setup Wizard（安装向

导），以及使用 Setup（设置）和 Operations（操作）菜单命令来重

新配置库存机。

• 如果需要，可以在操作员面板上取消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并使

用已有的默认设置立即本地操作库存机。如果接受了默认网络配置设

置，将无法从 Web 客户端远程访问库存机。同时，您可以随时使用操

作员面板上的 Setup（设置）> Network Mgmt（网络管理）修改网络

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2 页上的默认配置。

注：根据库存机的大小，在您应用完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后

库存机配置报告页面加载时可能有略微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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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配置 3 默认配置如下：

• 授权密钥：COD， 少 41 个插槽。总数取决于购买的预激活插槽

数。

• 网络设置：启用 DHCP，禁用 IPv6

• 导入/导出 (I/E) 站插槽：6

• 清洁盒式磁带插槽：0

• 分区：默认情况下，库存机将创建分区并在分区之间按比例分配库

存机资源，同时基于磁带机接口类型（SCSI、FC 或 SAS）和磁带

机厂商的不同组合对磁带机进行分组。要在分区内混合磁带机类

型/厂商，则手动创建分区。请参见第 64 页上的手动创建分区。

另请参阅上面的第 48 页上的关于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任务 3
当您使用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进行配置时，请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

操作。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屏幕只包含部分配置选项。Setup（设置）和 
Operations（操作）菜单包含大部分配置选项，其中包含 Setup Wizard（安

装向导）中的选项。本章节包含配置任务的详细说明，包括如何通过 Setup

（设置）和 Operations（操作）菜单访问配置以及何时需要进行访问。

• Welcome（操作员面板）— 欢迎使用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 Hardware Installation（操作员面板）— 提醒您安装磁带机和以太网

电缆。

• 设置日期、时间和时区（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 允许您设置库

存机上的日期和时间。

• 管理网络（操作员面板）— 允许您使用 Web 客户端为远程访问配置 
IPv4 网络设置。允许启用 IPv6，以便稍后使用 Setup（设置） Network 

Mgmt（网络管理）配置 IPv6 网络设置。

• 应用授权密钥（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 允许您输入可授权功

能的授权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8 页上的获取和安装授权

密钥。

• 配置清洁插槽（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 允许您配置专用清洁

插槽。配置至少一个清洁插槽，可以启用自动清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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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I/E I/E 站插槽（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 允许您配置导入/
导出 (I/E) 站插槽。

• 使用分区（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 允许您设置库存机分区的

数量。

• Confirm Settings（确认设置）（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 允许您

确认库存机设置。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Setup Wizard（设置向导）。

• 在操作员面板中，仅当第一次开启库存机时才会显示 Setup Wizard（安

装向导）。

访问 Web 客户端

当在操作员面板中配置完网络设置后，您可以登录到库存机的 Web 
客户端。

操作员面板的 Network Configuration（网络配置）屏幕列出了库存机的

IP 地址。可以使用 Web 浏览器通过此 IP 地址访问 Web 客户端。在 Web
浏览器中键入 IP 地址时，请确保在前面加上 http://（例如，

http://123.123.123.123）。

注意：修改可配置项后一定要建立库存机的快照，并保存库存机的配

置。如果修改项目操作带来问题，则库存机快照有助于技术支持

人员解决问题。保存库存机配置后，您可以在必要时恢复 近的

设置。有关建立库存机快照、保存和恢复库存机配置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438 页上的保存和恢复库存机配置。

注：如果多个管理员从不同的位置登录，这些管理员不能同时执行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操作。当其他管理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

作时，您可以访问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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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网络

管理员可以配置以下项：

• 允许远程访问库存机的网络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4 页上的

修改网络设置。

• 安全套接字层 (SSL) 设置，可提高数据保护效果，使库存机的数据可以

安全通过 Internet 发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6 页上的启用 SSL。

•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设置，允许您使用外部管理应用程序监视

库存机的状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7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上的

SNMP 设置。

修改网络设置 3 操作员面板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使管理员能够配置网络设置，以便

允许从 Web 客户端远程访问库存机。您必须从操作员面板对网络设置进

行初始配置。初始配置后，您可以从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修改网络

设置。

您可从操作员面板中修改以下网络设置：库存机名称、启用/禁用无状态

配置（仅 IPv6）、启用/ 禁用静态 IP 配置（仅 IPv6）、启用/ 禁用

DHCP、IP 地址、子网掩码、网络前 和默认网关。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选择Setup — Network（设置 — 网络）屏幕以修改以下

网络设置：库存机名称；启用/禁用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启用/禁
用无状态自动配置（仅 IPv6）；启用/禁用静态 IP（仅 IPv6）、IP 地址；

子网掩码（仅 IPv4）；网络前 （仅 IPv6）和默认网关地址。

此外，当禁用 DHCP 时，可以从 Web 客户端配置主要和次要域名系统

(DNS) 服务器地址。DNS 服务器提供对完全合格的域名的 IP 地址解析。

DNS 设置可选。

如果要修改 IP 地址，您需要在 Web 浏览器的 Address（地址）字段中键

入新的 IP 地址才能访问 Web 客户端。

注意：必须启用安全设置，以允许 SNMP、SMI-S 和 IP 地址访问库存

机网络。默认启用了这些安全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10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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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置的详细信息包括：

• 库存机名称是您希望分配给库存机的网络名称。库存机名称限制为 12
个小写字母数字字符和破折号 (-)。

• DHCP 默认为启用。启用 DHCP 后，库存机自动获得一个 IP 地址。如

果未启用 DHCP，您必须手动输入 IP 地址、默认网关和子网掩码/网

络前 。

• IPv4 地址必须以点分形式输入（例如，192.168.0.1）。地址限制为仅包

含数字，且每个点分数值不得超过 255。

• IPv6 地址必须以适当方式输入。IPv6 地址可以按照 常用的方式输入，

八组四位十六进制数字。有效 IPv6 地址的示例：

2001:0ff8:55cc:033b:1319:8a2e:01de:1374。如果一组或多组四位数包含 
0000，可以忽略这些数字并用两个冒号 (::) 代替，只要该地址中仅使用

一组双冒号。使用这种表示方法，

2001:0ff8:0000:0000:0000:0000:01de:1374 与 2001:0ff8::01de:1374 相同。

• IP 地址是库存机的 IP 地址。对于 IP4，仅当 DHCP 被禁用时该文本框

才可用。

• 默认网关地址是您所在以太网部分默认网关的 IP 地址。对于 IP4，仅当

DHCP 被禁用时该文本框才可用。

• 子网掩码（仅 IPv4）。仅当 DHCP 被禁用时该文本框才可用。

• 网络前 （仅 IPv6）。

• 主要 DNS 地址（可选，仅 Web 客户端）必须作为 IP 地址输入。仅当

DHCP 被禁用时该文本框才可用。

• 次要 DNS 地址（可选，仅 Web 客户端）必须作为 IP 地址输入。仅当

DHCP 被禁用时该文本框才可用。

• Port Settings（端口设置）（仅管理员面板）可用于更改以太网端口上

的自动协商模式、速度和双工设置。

注：请确保在修改网络设置之前库存机已与网络相连接。如果以太网电

缆未正确安装，则无法配置网络设置。将以太网电缆的一端安装到

库存机控制槽 (LCB) 的顶部以太网端口，该控制槽位于三个 LED
的下方。LCB 位于控制模块背面。确保以太网电缆的另一端安装在

LAN 上相应的 LAN 端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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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中选择 Setup（设置）> Network Management（网络管理）>

Network（网络）。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Network Mgmt（网络管理）。

启用 SSL 3 管理员可以启用或禁用库存机上的 SSL 设置。启用 SSL 设置将加密所有

Web 浏览器到Web 客户端的连接，并且它启用基于 SSL 的对于 SMI-S 的
认证。SMI-S 是 SNMP 的 新标准，它使数据集持续保持可用。SMI-S 默
认为禁用。可以在操作员面板的 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

置）屏幕启用 SMI-S。

默认 SSL 设置为 Disabled（禁用）。禁用 SSL 设置创建一个从 Web 浏览器

到 Web 客户端的不加密连接。

参阅《Scalar Intelligent Libraries SMI-S 参考指南》(6-01317-xx) 了解更多

配置和访问详细资料。

   

注意：修改网络设置将修改网络连接性参数，从而要求远程通讯配置更

改。您当前的 Web 客户端浏览器会话可能变为无效，要求您关

闭当前浏览器会话。使用新网络配置设置访问 Web 客户端并再

次登录。

注：请确保将库存机的  IP 地址添加到库存机  支持的浏览器上的受信任

/允许的站点列表中，这样 Web 客户端页面将自动刷新。

注：对于分步式网络配置说明，请参阅库存机的联机帮助。要访问联机

帮助系统，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

（帮助）图标。

注：启用 SSL 设置前，请确保在配置网络设置（在操作员面板中的 Setup

（设置）> Network Mgmt（网络管理）中）时在  Library Name（库存

机名称）文本框中输入库存机的名称。启用 SSL 设置后，请使用该

库存机名称来访问库存机。如果不使用该名称，则会收到安全警告信

息。此外，还需要确保在启用 SSL 设置前完成 Web 客户端 Contact

Information（联系信息）屏幕（Setup（设置）> Notification（通知）>

Contact Information（联系信息））中列出的所有文本框。该信息用

于标识 SSL 证书中的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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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无法从 Web 客户端启用 SSL 设置。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Enable SSL（启用 SSL）。

配置库存机上的 SNMP 设
置 3 SNMP 是为远程管理和监控基础架构设备而设计的轻量协议。库存机提供

SNMP 支持，这样可以配置一个外部管理应用程序来接收库存机 SNMP
信息。库存机支持 SNMP，方式是发布可查询以获得库存机及许多其单独

组件状态的管理信息站 (MIB)。SNMP 信息可通过使用 SNMP 捕获和

GET 查询从库存机获得。

关于 SNMP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Scalar i500 Basic SNMP 参考指南

 (6-01370-xx)。有关将 MIB 与 SNMP 管理应用程序相集成的信息，请联系

您的网络管理应用程序提供商。

管理员可执行以下 SNMP 步骤：

• 注册外部管理应用程序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使它们能够从库存机接收

SNMP 捕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8 页上的注册外部管理应用

程序。

• 启用对 SNMP v1 和 v2c 的支持。SNMP v3 默认情况下启用，不能禁

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9 页上的启用 SNMP 版本。

• 选择库存机用来报告捕获的 SNMP 版本。可以选择 SNMPv1 或 
SNMPv2。默认设置为 SNMPv1。

• 修改默认 SNMP 团体字符串，该字符串用作验证在库存机和远程管理

应用程序间交换的 GET 和 GET-NEXT SNMP v1 和 SNMP v2c 消息的

密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0 页上的修改 SNMP 团体字符串。

• 启用或禁用 SNMP 验证捕获，这些是指示验证故障的消息。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 60 页上的启用和禁用 SNMP 验证捕获。

• 下载库存机 MIB，可用于将库存机与 SNMP 管理应用程序集成。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1 页上的下载 SNMP MIB。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57



第 3 章  配置库存机
管理网络
注册外部管理应用程序 3

管理员可以注册传输协议、IP 地址和外部管理应用程序的端口号，以便允

许它们接收来自库存机的 SNMP 捕获。（默认情况下，库存机忽略所有

SNMP SET 操作，这样外部管理应用程序无法注册以从库存机接收 SNMP
捕获。）

注册通信协议、IP 地址和相应的端口号之后，可以执行测试以验证库存机

可以将 SNMP 捕获发送到该地址。

注册外部管理应用程序以接收 SNMP 捕获时，可以设置以下参数：

• Transport（通信）— 通信协议。应该与 SNMP 捕获接收器上配置的通

信协议相同。选择以下选项中的一个：

• UDP/UDP6 — 用户数据报协议。对于 IPv4，选择 UDP；对于

IPv6，选择 UDP6。

• TCP/TCP6 — 传输控制协议。对于 IPv4，选择 TCP；对于

IPv6，选择 TCP6。

• Host Name/IP Address（主机名/IP 地址）— 希望注册的外部管理应用程

序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仅当启用 DNS 的情况下可以输入主机名。否

则，必须输入 IP 地址。有关 DNS 的信息，请参阅第 54 页上的修改网

络设置。

• Port（端口）— 希望注册的外部管理应用程序的端口号。外部应用程序

的默认端口号为 162。

• Create（创建）— 将外部应用程序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添加到将接收

SNMP 捕获的已注册地址列表。

• Delete（删除）— 允许您删除选定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 Test（测试）— 仅测试库存机已将 SNMP 捕获发送到所有已注册的 IP
地址。检查外部应用程序以验证是否收到捕获。

在测试过程中将出现 Progress Window（进度窗口）。如果测试成功，
Success（成功）将显示在 Progress Window（进度窗口）中，表示已成
功发送捕获。如果测试不成功，Failure（失败）将显示在 Progress
Window（进度窗口）中。按照 Progress Window（进度窗口）中列出的
说明解决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参见 Scalar i500 Basic SNMP 参考指南 (6-01370-xx) 了解更多配置和访问详

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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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Network Management（网络管理）>

SNMP Trap Registrations（SNMP 捕获注册）。

启用 SNMP 版本 3

库存机支持 SNMP v1、v2c 和 v3。

管理员可以启用或禁用对 SNMP v1 和 v2c 的支持。建议的做法是在高安

全环境中禁用 SNMP v1 和 SNMP v2c。

SNMP v3 始终处于启用状态，无法被禁用。验证算法设置为 MD5，在系

统范围内禁用加密。

参见 Scalar i500 Basic SNMP 参考指南 (6-01370-xx) 了解更多配置和访问详

细资料。.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Network Management（网络管理）>

SNMP。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Enable SNMP V1/V2（启用 SNMP V1/V2）。

选择 SNMP 捕获版本 3

库存机按照 RFC 1157 所定义的方式支持 SNMP v1 和 v2 捕获（v1 是默认

设置）。管理员可以选择库存机用来报告捕获的版本（v1 是默认设置）

所有对库存机的 SNMP 请求的超时时间必须在 10 秒以上（命令行参

数- t）。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Network Management（网络管理）>

SNMP。

注：从不同位置登录的多个管理员不应同时执行此项操作。当其他管理

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可以访问相应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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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SNMP 团体字符串 3

管理员可以修改 SNMP 团体字符串。SNMP 团体字符串是一个文本字符

串，它用作验证在库存机和外部管理应用程序间交换的 GET 和 GET-
NEXT SNMP v1 和 SNMP v2c 消息的密码。库存机使用的 SNMP 团体字

符串必须匹配外部管理应用程序使用的字符串。

库存机上的默认 SNMP 团体字符串是：publicCmtyStr。出于安全目的，

应修改此字符串。修改团体字符串时，请遵循以下原则：团体字符串区分

大小写，不能为空，不能超过 32 个字符。

参见 Scalar i500 Basic SNMP 参考指南 (6-01370-xx) 了解更多配置和访问详

细资料。

无法从操作员面板修改 SNMP 团体字符串。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Network Management（网络管理）>

SNMP。

启用和禁用 SNMP 验证捕获 3

管理员可以启用或禁用 SNMP 验证捕获。当库存机接收到不包含正确团体

字符串或其他验证信息的 SNMP 消息时，库存机将向已注册的远程管理系

统发送一条 SNMP 验证捕获消息，指示验证失败。默认情况下 SNMP 验
证捕获禁用。

参见 Scalar i500 Basic SNMP 参考指南 (6-01370-xx) 了解更多配置和访问详

细资料。

您无法从操作员面板启用或禁用 SNMP 验证捕获。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

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Network Management（网络管理）>

SN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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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SNMP MIB 3

库存机支持 SNMP MIB，后者可用于将库存机与商业 SNMP 管理应用程

序集成。可以对 MIB 进行查询以获得库存机及其各个组件的状态。管理员

可以从库存机下载 SNMP MIB。然后可将 MIB 安装在 SNMP 外部管理应

用程序上。

有关库存机 MIB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Scalar i500 Basic SNMP 参考指南

(6-01370-xx)》或联系 Quantum 技术支持（请参阅第 7 页上的获取详细信

息和帮助）。有关将 MIB 与 SNMP 管理应用程序相集成的信息，请联系

您的网络管理应用程序提供商。

您无法从操作员面板下载 SNMP MIB。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中选择 Tools（工具）> Download SNMP MIB（下载 SNMP

MIB）。

使用分区

分区是库存机中的虚拟部分，其外在表现为多个彼此独立的库，目的是为

了方便多个用户管理和存取文件或者是将分区专供一个或多个主机应用程

序使用。库存机至少必须包含一个未分配的磁带机和插槽才能创建分区。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分区屏幕使管理员能够选择要创建的新库存机

分区分区的数量。

首次配置库存机之后，管理员可以随时创建、修改和删除分区，方法是选

择 Setup（设置）> Partitions（分区）（位于 Web 客户端上），或通过选择

操作员面板上的 Setup（设置）> Partition Mgmt（分区管理）来创建和删除

分区。

有两种创建分区的方法

• 自动 — 库存机资源在分区间按比例分配。磁带机根据其接口类型（FC、
SCSI 或 SAS）和磁带机介质类型（例如，LTO-3、LTO-4、LTO-5、
LTO-6）进行分组。您不能在自动创建的分区中混合使用界面类型、

注：在 Scalar i500 文档和培训 CD 上也提供了 SNMP M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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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机供应商和介质类型。要创建混合界面类型、磁带机供应商和介

质类型的分区，您必须手动创建分区。您可在操作面板或 Web 客户端

上自动创建分区。当您自动创建分区时，您会增加已有分区的数量。

• 手动 — 管理员每次创建一个分区并根据需要分配资源。您可在手动创

建的分区中混合使用界面类型、磁带机供应商和介质类型。您只能在

Web 客户端上手动创建分区。当您手动创建分区时，您会增加已有分

区的数量。

 

可创建的分区的 大数量为库存机中的磁带机数量。表 3 显示在各个可用

的库存机配置下可创建的分区数量。

表 3   支持的分区数量

分区的详细内容有：

• 管理员可以创建、修改、删除和控制对所有分区的访问。用户只能访

问某些分区，无权访问另一些分区。

• 分区名称只能使用 12 个小写字母数字字符和下划线 (_)。

• 可创建分区的 大数量等于库存机中的磁带机数量。

• 一个分区至少包含一个磁带机和一个插槽。磁带机或插槽不能与其他

分区共享。

注：您不能在配置为库存机管理加密的分区内混合磁带机供应商类

型（例如，HP 和 IBM）（请参阅第 161 页上的步骤 6：为库

存机管理加密配置分区）。

可用配置
磁带机

最小数，最大数
分区

最小数，最大数

5U 1, 2 1, 2

14U 1, 6 1, 6

23U 1, 10 1, 10

32U 1, 14 1, 14

41U 1, 18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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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 站插槽可以被所有分区共享。当导入或导出磁带盒时分区临时拥有

对 I/E 站插槽的所有权。

自动创建分区 3 对库存机进行初始配置后，管理员可随时通过使用自动分区进程来增加现

有分区的数量。自动分区在分区中按比例指定可用库存机资源，并根据它

们的接口类型（SCSI、FC 或 SAS）、磁带机厂商和介质类型组合磁带

机。所创建的分区的默认数量是不同磁带机接口/供应商/介质类型组合中

当前未分配给分区的磁带机数量。您不能在自动创建的分区中混合使用界

面类型、供应商和介质类型。要创建混合界面类型、供应商和介质类型的

分区，您必须手动创建分区（请参阅第 64 页上的手动创建分区）。

 例如：

• 如果库存机包含了两台磁带机（一台 FC IBM LTO-4 和一台 IBM LTO-
LTO-5），将创建两个分区，这是因为尽管这两台磁带机具有相同接

口类型，但它们的介质类型（LTO-4 和 LTO-5）却不同。

• 如果库存机包含两个磁带机（一个光纤通道 IBM LTO-4 和一个光纤通

道 HP LTO-4），将创建两个分区，这是因为磁带机的供应商不同。

在 Automatically Create Partitions（自动创建分区）屏幕上，可以选择要创

建的分区数量，数量下限是由库存机指定的默认设置，而数量上限则等于

库存机中未分配的磁带机数量。

库存机必须至少包含一个未分配的磁带机和一个未分配的插槽才能自动创

建分区。如果没有未分配的磁带机或插槽，您必须修改或删除一个或多个

分区以便释放资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6 页上的修改分区和第 67 页
上的删除分区。

当库存机自动创建分区时，它会创建控制路径。有关默认控制路径和如何

创建这些路径的说明，请参阅第 76 页上的使用控制路径。

默认情况下，库存机将标准条形码格式应用到每个分区。您可以通过创建

后修改分区更改此设置。有关修改分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6 页上的

修改分区。

注意：从库存机中永久删除扩展模块之前，您需要执行一组配置操作，

其中包括删除所有分区。请参阅第 67 页上的删除分区和第 328
页上的卸下扩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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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Web 客户端选择Setup（设置）> Partitions（分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Partition（分区）Mgmt（管理）>

Create Partition（创建分区）。

手动创建分区 3 通过 Web 客户端，管理员可在库存机初次配置后随时手动创建其他分

区。可创建分区的 大数量等于库存机中的磁带机数量。

您可在手动创建的分区中混合使用界面类型、供应商和介质类型。例外：您

不能在配置为库存机管理加密的分区内混合磁带机供应商类型（例如，HP
和 IBM）（请参阅第 161 页上的步骤 6：为库存机管理加密配置分区）。

库存机至少必须包含一个未分配的磁带机和插槽才能创建分区。如果不存

在可用的磁带机或插槽，您必须修改或删除现有分区，以释放资源。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6 页上的修改分区和第 67 页上的删除分区。如果手动

创建分区，库存机会创建控制路径。有关默认控制路径和如何创建这些路

径的说明，请参阅第 76 页上的使用控制路径。

手动创建分区时需要提供以下信息：

• Partition Name（分区 /逻辑库存机名称）－ 只能使用 12 个小写字母数字

字符和下划线 (_)。

• Emulation Type（模拟类型）— 此设置使分区能够在主机上显示为不同

的库存机类型。在大部分情况下，您可忽略此设置并使用默认设置。

但是，如果主机应用程序不支持默认设置且无法识别使用默认设置的

分区，您可选择主机之前能够识别过的库存机类型。这样主机可将分

区识别为所选库存机类型并允许主机进行通信。

• ADIC Scalar i500（默认设置）

• Quantum Scalar i500

• Quantum Scalar i2000

• ADIC Scalar i2000

• ADIC Scalar 100

注：如果多个管理员从不同的位置登录，则他们不能同时执行此操作。

当其他管理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您可以访问屏幕，但不能应

用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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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IC Scalar 24

• Media Barcode Format（介质 /卷序列号 /条形码格式）— 此设置为库存机

读取和报告分区中的磁带盒条形码的方式。库存机支持以下选项（关

于各选项的定义请见第 468 页上的支持的条形码格式）。

• Standard（标准，默认）

• Standard Six（标准混合）

• Plus Six（加六）

• Extended（扩展） 

• Media ID Last（介质 ID 最后）

• Media ID First（介质 ID 最前）

• Number of Slots（插槽数）— 分配给新分区的存储插槽数量。

• Drives（磁带机）— 分配给分区的磁带机。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手动创建分区。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为：

• 您可从Web 客户端选择Setup（设置）> Partitions（分区）。

混合分区内的磁带机供应商

类型 3
在自动创建分区时，带有不同界面类型、供应商类型和介质类型的磁带机将

放在不同分区内。如果手动创建分区，则可混合磁带机类型，如下所示：

• 对于未加密的分区和使用应用程序管理加密的分区：

• 可以混合 SCSI、FC 和 SAS 磁带机。

• 可以混合 HP 和 IBM 磁带机。

• 可以混合不同版本的介质（例如 LTO-3、LTO-4、LTO-5）。

注：创建分区前，请验证已卸载所有磁带机。有关卸载磁带机的信息，

请参阅第 226 页上的卸载磁带机

注：如果多个管理员从不同的位置登录，则这些管理员不能同时执行

Creating Partitions（创建分区/逻辑库存机）操作。当其他管理员正

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您可以访问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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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使用库存机管理加密的分区：

• 磁带机必须为 FC 或 SAS。FC 和 SAS 磁带机可在同一分区。

• Q-EKM 分区 只能包含 IBM LTO-4 和 IBM LTO-5 磁带机。

• SKM 分区 只能包含 HP LTO-4 和 HP LTO-5 磁带机。

有关使用库存机管理加密的分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1 页上的步骤 6：
为库存机管理加密配置分区。

修改分区 3 通过 Web 客户端，管理员可在创建分区后随时手动创建其他分区。

设为特定分区控制路径的磁带机不能从该分区中删除。与控制路径关联的

复选框将呈现灰色。有关设置控制路径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6 页上的

使用控制路径。

在修改分区前库存机会自动将分区转为脱机状态，修改后再将分区重新

联机。

修改分区时可能需要提供以下信息：

• Emulation Type（模拟类型）— 此设置使分区能够在主机上显示为不同的

库存机类型。有关可用选项的说明请参阅第 64 页上的手动创建分区 。

• Partition Name（分区 /逻辑库存机名称）－ 只能使用 12 个小写字母数字

字符和下划线 (_)。

• Media Barcode Format（介质 /卷序列号 /条形码格式）— 此设置为库存机

读取和报告分区中的磁带盒条形码的方式。默认选择为 Standard（标

准）（各选项主义请参阅第 468 页上的支持的条形码格式）。

• Number of Slots（插槽数）— 分配给此分区的磁带盒插槽数。

• Drives（磁带机）— 分配给分区的磁带机。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手动修改分区。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为：

• 您可从Web 客户端选择Setup（设置）> Partitions（分区）。

注：如果此操作未成功完成，则分区将保持脱机直到您手动重新联机或

重启库存机（请参阅第 68 页上的将分区转入联机或脱机状态）。

注：从分区 , 中删除磁带机之前，先验证该磁带机是否已卸载。有关卸

载磁带机的信息，请参阅第 226 页上的卸载磁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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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分区 3 当不需要分区或准备从库存机取出模块时可将其删除。管理员一次只能删

除一个分区。

卸载分配给此分区的所有磁带机并导出其中的所有磁带盒。导出磁带盒之

后，从 I/E 站取出磁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6 页上的卸载磁带机 和
第 223 页上的导出介质。

有关删除分区的详细信息：

• 删除分区后该分区的资源例如磁带机和插槽将变为可用，可以重新分

配到新的或现有的分区。

• 删除分区并不会删除分配给该分区的用户。但是，如果未将这些用户

分配到其他分区，他们将无法执行库存机操作。请参见第 67 页上的更

改分区访问。

• 由于分区可能跨库存机的物理模块并共享资源，因此若永久删除或更

换库存机中的模块，但未事先删除或修改分区并修改诸如清洁插槽和

I/E 插槽等共享资源，库存机将报告错误。请参阅第 320 页上的准备

卸下或更换模块 以获取有关为永久卸载或更换模块对库存机做准备的

详细说明。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Partitions（分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Partition Mgmt（分区管理）。

更改分区访问 3 管理员可以通过修改用户帐户来控制所指定用户可访问的分区。此外还可

以将分配到已删除分区的任意用户重新分配到其他分区。

要更改分区的访问权限必须提供以下信息：

• Password（密码）— 可由管理员查看和修改的唯一密码。

• Privilege Level（权限级别）— 决定用户的访问权限。有关用户权限级别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5 页上的用户权限。

• Partition Access（分区/逻辑库存机访问）— 该用户具有访问权限的分区。

注：由于删除了分区，您可能需要修改主机应用程序中的设置。请参阅

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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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 User

Accounts（用户账户）。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User Mgmt（用户管理）> Modify

User（修改用户）。

将分区转入联机或脱机状

态 3 分区模式有两种：联机和脱机。联机和脱机。

• Online（联机）— SCSI 主机控制分区。在此模式中，将处理所有主机

应用程序 SCSI 命令。

• Offline（脱机）— SCSI 主机无法控制分区。在此模式中，可通过操作

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执行库存机操作。

本主题重点描述使用库存机用户界面更改分区的联机和脱机模式。使用库

存机用户界面更改分区模式，这可能会影响主机应用程序。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更改分区的详细内容包括：

• 访问 Change Partition Mode（更改逻辑库存机 /分区模式）屏幕时，您将

只能看到允许访问的分区。

• 使用 Online/Offline（联机/脱机）按钮可以在两种模式间进行切换。

• 如果分区正在被使用 Online/Offline（联机/脱机）按钮将呈现灰色。

• 重新启动库存机可使分区重新联机（请参阅第 215 页上的重新启动库

存机）。

注：某些维护活动要求整个库存机处于脱机状态。要将库存机转为脱机

状态请将所有分区的模式从联机更改为脱机。

注：将分区模式从联机更改为脱机时，会在模式更改开始之前完成所有

正在处理的主机应用程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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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Web 客户端选择Operations（操作）> Partitions > Change Mode

（分区/逻辑库存机更改模式）。

• 在操作员面板中，选择Operations >（操作）Change Partition Mode（更

改分区模式）。

禁用 / 启用手动磁带分配 3 管理员可以禁用或启用手动磁带分配。启用手动磁带分配（默认设置）

后，一旦磁带放入 I/E 站中，Assign I/E（分配 IE/IO）屏幕将自动显示在操

作员面板上。Assign I/E（分配 IE）屏幕会提示使用操作员面板将磁带分配

给特定分区或系统分区。

在禁用手动磁带分配时，Assign I/E（分配 IE）屏幕不会出现在操作员面板

上，I/E 站中的磁带在移入或导入库存机之前会保持“未分配”状态。

有关手动磁带分配如何影响介质导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7 页上的导

入介质。

您可以禁用手动磁带分配，方法是清除操作员面板 System Settings（系统

设置）屏幕上的 Manual Cartridge Assignment（手动磁带分配）复选框。有

关系统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2 页上的配置系统设置。

不能从 Web 客户端中配置手动磁带分配。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了解主机应用程序通知 3

在启用手动磁带分配后，SCSI Unit Attention 6/2801 将在 I/E 站被访问时

通知主机应用程序，以允许主机自动检测在 I/E 站中是否存在介质并更新

I/E 站状态信息。

在禁用手动磁带分配后，通过 SCSI Unit Attention 6/2801 的主机通知取

决于已配置的分区数：

• 如果定义了多个分区，在 I/E 站被访问时并不会通知主机应用程序。

I/E 站中存在的介质将报告给请求此介质的任何分区。

• 如果定义了单个分区，在 I/E 站被访问时将通知主机应用程序。当唯

一定义的分区或系统分区检查 I/E 站的状态变化时，存在的介质将报

告给这两个分区。

有关使用主机执行磁带操作的信息，请参阅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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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插槽用来存储那些用于清洁磁带机的清洁磁带。Setup Wizard（安装向

导）：Cleaning Slot Configuration（清洁插槽配置）屏幕将提示您输入要为

库存机指定的清洁插槽的数目（如果有）。您还可以直接在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上访问 Cleaning Slot Configuration（清洁插槽配置）屏幕。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默认设置为 0 个专用清洁插槽。要启用库存机的

自动清洁功能，则需至少配置一个清洁插槽。启用自动清洁功能后库存机

会允许您导入和导出清洁磁带。当磁带机需要清洁时，自动清洁功能会通

知库存机。如启用了自动清洁功能，库存机会使用装入清洁插槽的清洁磁

带来自动清洁磁带机。

清洁插槽并不专门分配给特定的分区。每个分区都可以访问专用清洁插槽

中的清洁磁带。

可配置的清洁插槽 大数量为 4 个。要禁用自动清洁功能，请配置零个清

洁插槽。

只要未分配的插槽可用，管理员就可以在初始化库存机配置期间及之后的

任何时间配置清洁插槽。如果库存机中无可用插槽，则您必须修改或删除

一个分区以释放插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6 页上的修改分区和

第 67 页上的删除分区。

管理员还可以手动清洁磁带机。有关信息，请参阅第 232 页上的手动清洁

磁带机。

注：只能清洁被授权、未分配且为空的插槽。如果有未分配插槽但无可

用的清洁插槽，请确保未分配介质没有 RAS 标签。

注：如果您配置 0 个 I/E 站插槽，将无法使用 I/E 站导入或导出清洁插

槽。请参见第 71 页上的配置 I/E I/E 站插槽。

注：从主机应用程序看不到清洁插槽。要选择基于主机的清洁，请勿配

置任何清洁插槽，配置主机应用程序便可管理磁带机的清洁。在库

存机中配置清洁插槽可能会影响主机应用程序。有关信息，请参阅

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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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Web 客户端选择Setup（设置）>Cleaning Slots（清洁插槽）。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Partition Mgmt（分区管理）> 

Configure Cleaning Slots（配置清洗插槽）。

配置 I/E I/E 站插槽

使用 I/E 站插槽可以将磁带导入及导出库存机而不中断正常的库存机操

作。Setup Wizard:I/E Station（安装向导：I/O I/E 站）屏幕可以配置 I/E 站插

槽。管理员也可使用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配置这些插槽。

每个控制模块包含 6 个 I/E 站插槽，每个扩展模块包含 12 个 I/E 站插

槽。可用库存机配置支持 少 5U 库存机中 6 个 I/E 插槽，至 多 41U 库
存机配置中 54 个 I/E 插槽。您还可以选择配置零个 I/E 站插槽并将全部

I/E 站中的所有插槽用于磁带盒存储。有关配置零个 I/E 插槽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73 页上的配置零个 I/E 站插槽。

每个 I/E 站（6 个插槽或 12 个插槽）被配置为一个完整的单元。配置 I/E
站时请将该 I/EI/E 站中的所有插槽配置为相同类型：全部为存储插槽或

全部为 I/E 插槽。

如果库存机包括一个控制模块，全部六个 I/E 站插槽必须配置为存储或

I/E 站插槽。一个 14U 库存机包括一个控制模块（带有六个 I/E 站插槽）

和一个扩展模块（带有 12 个 I/E 站插槽）。扩展模块中的全部 12 个插槽

必须以相同方式配置，即为 I/E 站插槽或存储插槽。因此，14U 库存机 可
以包含 少 6 个 多 18 个专用 I/E 站插槽。表 4 列出了适用于所有基础库

存机配置中每个库存机的可用 I/E 站插槽数目。

注：从不同位置登录的多个管理员不应同时执行此项操作。当其他管理员

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您可以访问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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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可用的 I/E 站插槽数量
       

有关配置 I/E 站插槽的详细信息包括：

• 更改 I/E 站插槽数量前，请从任何当前配置为 I/E 站插槽的插槽中取

出所有磁带盒。

• 配置用于存储的 I/E 站可以包含清洁插槽。必须先删除这些清洁插

槽，然后才能将存储插槽重新配置为 I/E 站插槽。

• 专用 I/E 插槽的默认数目为 6。如果您接受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

默认配置设置，则将在控制模块中创建 6 个 I/E 插槽。

• 如果您通过添加扩展模块增加库存机大小，则新模块中的 I/E 站将默

认为存储插槽。您可以选择将这些插槽重新配置为 I/E 插槽。

• 根据您所配置的 I/E 插槽数，库存机会自动决定将哪些 I/E 站配置为

I/E 插槽，哪些配置为存储插槽。

• 库存机首先配置控制模块 I/E 站中的 I/E 插槽，然后向外处理扩展模

块 I/E 站。控制模块以下的扩展模块中的 I/E 站优先级高于控制模块

上方的扩展模块 中的 I/E。

• I/E 站中的所有插槽均配置为相同类型：配置为存储插槽或 I/E 插

槽。出于此原因，如果您的库存机包含一个或更多 扩展模块并且超过 6
的偶数个 I/E 插槽，则控制模块 I/E 站可能自动配置为存储。

• 如果 I/E 站被配置成数据存储插槽，其门将始终处于锁定状态。有关

解锁 I/E 站的信息，请参阅第 234 页上的锁定和解锁 I/E 站。

• I/E 站插槽可供库存机中的所有分区共享。

库存机配置 5U 控制模块 9U 扩展模块 库存机总计

I/E 站
I/E
插槽

I/E
站

I/E
插槽

I/E
站 

I/E
插槽

5U 1 6 – – 1 6

14U 1 6 1 12 2 18

23U 1 6 2 24 3 30

32U 1 6 3 36 4 42

41U 1 6 4  48 5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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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确定特定 I/E 站磁带架的配置情况，可以查看 Library Configuration

（库存机配置）报告，可以从 Web 客户端的 Reports（报告）菜单打开

此报告。请参见第 240 页上的查看库存机配置报告。

配置零个 I/E 站插槽 3 您可配置零个 I/E 插槽，以增加库存机中存储插槽的数量，但会导致如下

后果：

• 您将不能使用 I/E 站来导入和导出磁带盒，包括清洁介质。

• 您必须中断库存机操作，打开库存机的检修门以批量装载和卸载磁带

盒。请参见第 221 页上的批量装载。

• 您将无法手动清洗带有清洁盒式磁带的磁带机。

有关使用 I/E 站来导入和导出介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3 页上的运行

库存机。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I/E Station Slots（I/E 站
插槽）。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Partition Mgmt（分区管理）> 

Configure I/E Station Slots（配置 I/E 站插槽）。

注意：配置已装入磁带的 I/E 站插槽会危及到数据安全。首先从 I/E 站
取出磁带然后再配置 I/E 站插槽。

注：如果多个管理员从不同的位置登录，则他们不能同时执行此操作。

当其他管理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您可以访问屏幕，但不能应

用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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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磁带机参数

管理员可以查看并修改某些磁带机参数。可为 SCSI 附带的磁带机设置

SCSI ID。可为光纤附带的磁带机设置环路 ID、拓扑连接模式和接口速

度。您可以查看但不能设置 SAS 磁带机的参数。SAS 磁带机的 SAS 地址

根据配置时磁带机收到的唯一全球资讯网结点名称 (WWN) 自动唯一生成。

如果受影响的分区处于联机状态，在设置参数前要将其转为脱机状态，在

设置结束后再将其恢复为联机状态。

SCSI 总线上的每个设备包括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都需要具有唯一的

SCSI ID。当一个总线上具有完全相同的 ID 时，则需要更改 SCSI ID。通

常将 HBA SCSI ID 设置为 7。例如，如果同一条总线上同时连接了两个磁

带机，则每个磁带机必须具有不同的 SCSI ID，而且它们必须不同于 HBA
的 SCSI ID。

对于 SCSI 磁带机，可以将 SCSI ID 设置为介于 0 至 15 之间的值。库存机

将以下默认 SCSI ID 分配给 SCSI 磁带机：

• 控制模块：1 和 2

• 每个扩展模块：3、4、5 和 6

对于 FC 磁带机：

• DPF（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您可在有存储网络许可的 HP LTO-5 光
纤通道磁带机上选择 DPF 复选框启用数据路径故障切换（请参阅

第 138 页上的配置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 回路 ID 可设置为 0 到 125 之间的值。默认情况下会为库存机中安装的

所有 FC 磁带机选择唯一的回路 ID。例如，控制模块的顶部磁带机架

中安装的磁带机分配默认回路 ID 61。安装在 控制模块底部驱动器架

中的磁带机，被指定一个默认循环 ID 63。

如果更改了默认回路 ID，请确保每个拓扑设置为 Auto (LN)、Loop (L)
或 Auto (NL) 的 FC 磁带机都具有唯一的回路 ID。

如果拓扑设置为“点对点”，则不能更改环路 ID。

注：如果此操作未成功完成，则分区将保持脱机直到您手动重新联机或

重启库存机（请参阅第 68 页上的将分区转入联机或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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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将要求的拓扑连接模式设为下列几种模式之一：

• 自动 (LN) — 自动配置先尝试 L 端口

• 环路 (L) — 强制连接 L 端口

• 点对点 — 强制连接 N 端口

• 自动 (NL) — 自动配置先尝试 N 端口（默认设置）

• 请求的接口速度可设置为“Auto”（自动）（默认设置）、1 Gb/s、
2 Gb/s、4 Gb/s 或 8 Gb/s（具体取决于磁带机类型）。 

• 如果不支持请求的 FC 拓扑和速度设置，将协商下一个合适的设置。

在 Web 客户端上，Drive Settings（磁带机设置）屏幕显示请求的和实

际的 FC 拓扑连接模式和接口速度。如果 FC 磁带机没有与主机相连

接，则协商的实际设置会在屏幕上显示为 unknown。

关于点对点的注释：   
— 如果磁带机通过交换机连接，则可使用“点对点”。

— 如果磁带机连接至主机，则可对 HP 磁带机使用“点对点”。

— 如果磁带机直接连接至主机，则不能使用“点对点”。

— 如果磁带机连接至 FC I/O 刀片，则不能使用“点对点”。

— 如果磁带机正用于控制路径故障切换（请参阅第 134 页上的

配置控制路径故障切换），则必须使用 Point to Point（点对

点）（请参阅第 138 页上的配置数据路径故障切换）。如果磁

带机正用于控制路径故障切换或数据路径故障切换，则无法将

拓扑更改为 Point to Point（点对点）之外的任何类型。

注意：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可配置的 快速度为 8 Gb/s。如果

这些磁带机的速度配置为 8 Gb/s，则应该将它们直接连接

至主机，而不是连接至 FC I/O 刀片，这是因为 FC I/O 刀
片允许使用的 快速度只有 4 Gb/s。如果将 LTO-5 光纤通

道磁带机连接至 FC I/O 刀片，就必须将磁带机速度配置为

4 Gb/s 或更低。

注：在 Web 客户端上，Drive Settings（磁带机设置）屏幕以表格显示磁

带机信息。可对表格中的粗体列标题进行排序。例如，如果选择

Location（位置）列标题，将按照位置坐标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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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Drive Settings（磁带机设置）。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Drive Settings（磁带机设置）。

使用控制路径

控制路径磁带机用来将分区连接到主机应用程序。

当您设置分区时，库存机将自动分配控制路径。您可以随时修改控制路径。

表 5 说明如何分配和更改控制路径。

表 5   分区创建期间的控制路径

分配

如果库存机
包含： 且分区包含：

则该分区的默
认控制路径为： 如果希望更改控制路径，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无光纤通道 
I/O 刀片

磁带机接口类

型（SCSI、 FC
或 SAS）的任

意组合

分配给该分

区的第一台

磁带机

必须选择磁带机作为控制路径。

一个或多个 FC 
I/O 刀片

至少一台 FC 
磁带机

FC I/O 刀片 使用 FC I/O 刀片作为控制路径将使您能够利用

LUN 映射和主机端口故障切换功能。）

如果未将磁带机连接至 FC I/O 刀片，则可以选择

将其作为控制路径。但是，建议您允许将 FC I/O 刀
片作为该分区的控制路径。

如果已将磁带机连接至 FC I/O 刀片，则您将无法

选择将其作为控制路径。

一个或多个 FC 
I/O 刀片

无 FC 磁带机： 分配给该分

区的第一台

磁带机

必须选择磁带机作为控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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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分区只能选择一个分区中的一个磁带机作为控制路径。如果主机应用

程序的控制路径连接失败，您可以为分区选择一个新的控制路径。此外，

如果分区的控制路径是 HP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并且在库存机上授权

了存储网络，则可为控制路径故障切换选择另一个 HP LTO-5 光纤通道磁

带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4 页上的配置控制路径故障切换）。

Setup（设置）> Control Path（控制路径）屏幕列出所选分区的磁带机，包括

当前指定为控制路径的磁带机。您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磁带机来为分区指定新

控制路径。您还可以通过清除当前控制路径选择禁用分区的控制路径。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Control Path（控制路径）。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Control Path（控制路径）。

注意：如果已将磁带机连接至 FC I/O 刀片，则请勿选择将其作为控制

路径。控制路径将按照 I/O 刀片过滤，且对主机不可见。

注：由于修改了控制路径，您可能需要修改主机应用程序中的设置。请

参阅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注：可对表格中的粗体列标题进行排序。例如，如果选择 Location（位

置）列标题，将按照位置坐标进行排序。

注：如果库存机中包含多个 FC I/O 刀片，则每个 FC I/O 刀片将作为

到主机的目标设备存在于各个分区当中，这将无法使用磁带机作为

控制路径。因此，主机将多次看到相同的分区。为了减少混淆，您

应该配置主机映射以便每台主机仅看到每台设备一次。请参见

第 104 页上的配置主机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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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和安装授权密钥

可以在初次购买时或购买以后为标准库存机配置添加多项功能（请参阅

第 27 页上的可授权的功能）。

本部分描述如何在库存机上授权这些功能，请查看以下部分：

• 关于授权密钥

• 查看授权和授权密钥

• 获取 授权密钥

• 应用授权密钥

关于授权密钥 3 如果与库存机一同购可授权的功能，则授权在收到库存机时即已安装。如

果在 初购买后升级或添加新功能，Quantum 将为您发送一个许可证密

钥证书。许可证密钥证书包含一个授权代码，允许您从 Quantum 网站检

索许可证密钥。一旦您在库存机上安装此授权密钥后，该功能即可使用。

有关授权密钥的详细信息：

• 用于获取授权密钥的授权代码只能使用一次。

• 授权密钥 多可包含 12 个字母数字字符。授权密钥还可包含符号“at”
(@)、破折号 (-) 或下划线 (_)。字母字符必须为小写。用户界面会自动

将输入转换为小写字母。

• 给定授权密钥只能用于指定的库存机，不能转移到另一台库存机上使

用。当把密钥应用到库存机时将验证密钥，以便确保该密钥是与库存

机序列号相关联的正确密钥。

• 授权密钥不会过期。

• 一旦安装到库存机上，授权密钥将无法删除（除非您更换控制模块或

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小型闪存卡）。

• 如果您更换控制模块：许可证密钥与控制模块的序列号相关联。如果

更换控制模块 ，您必须更换所有已安装的授权密钥。请向 Quantum
请求更换许可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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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更换 LCB 小型闪存卡：LCB 小型闪存卡包含有关您库存机配

置的信息。如果更换 LCB 小型闪存卡，您必须重新安装库存机上

的所有授权密钥。如果保存了许可证密钥，您可以自己重新安装

它们，也可以从上面列出的网站检索它们。有时候，出厂安装的

许可证密钥不会在网站上列出，您需要联系 Quantum 进行更换。

如果无法检索许可证密钥或需要帮助，请联系 Quantum。

查看授权和授权密钥 3 要查看已购买和已获得的授权，请转至：

http://www.quantum.com/licensekeys。该页面列出每项功能的许可历

史（许可功能、许可数量、授权码，以及获得授权密钥的日期）。 近的

许可包含该功能的全部授权数量（例如， 近的 COD 授权包含许可的 COD 
插槽的总数）并代替以前的授权密钥。

要查看您的库存机上启用了哪些可授权功能，请转到 Licenses（授权）

屏幕：

• 您可从Web 客户端选择Setup（设置）> License（授权）。

• 从“operator panel”（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安装）> Licenses

（许可证）。

获取 授权密钥 3 要获取新功能或升级的授权密钥：

1 请联系 Quantum 技术销售代表提交您的功能或升级订单。请参见第 7
页上的获取详细信息和帮助。

2 收到您的订单后，Quantum 将为您发送包含您的授权代码的许可证密

钥证书。

注：如果订购多于 46 个 COD 插槽：

COD 授权将附增 46 个插槽。如果订购的插槽数超过 46，将收

到多个授权密钥证书。例如，如果想要激活 92 个插槽，将收到

两个授权密钥证书。您需要为每个证书执行一次此处讲述的步

骤，共两次。但是，由于每个附加授权密钥都会替换先前应用

的授权密钥，因此只需对库存机应用一个授权密钥（ 后一个

授权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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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库存机 上找到 序列号。您需要序列号以便从网站检索授权密钥。查

看序列号：

• 在操作员面板上选择 Tools（工具）> About Library（关于库存机），

或者

• 在 Web 客户端上选择 Reports（报告）> About（关于）> Scalar i500。

4 访问 Quantum 授权密钥管理网站：

http://www.quantum.com/licensekeys。

5 在 Serial Number（序列号）框中输入序列号。

6 单击Submit（提交）。

如果输入了有效的序列号，网站将显示此功能的现有授权密钥。例
外：如果在工厂应用授权，则可能会显示单词 Factory（工厂）代替实
际的授权密钥。此时如果需要检索许可证密钥，请联系 Quantum 技
术支持（请参见第 7 页上的联系方式）。

7 在 Authorization Code（验证码）文本框中键入授权密钥证书中的授

权码。

8 单击 Get License Key（获取授权密钥）按钮。

如果已输入有效的授权码，网站会允许您为新功能或升级检索授权
密钥。

您现在做好了向库存机.应用许可证密钥的准备。请参见应用授权密钥。

应用授权密钥 3 可以在初始配置期间或购买授权功能时将授权密钥应用到库存机。如果购

买了附增的功能，新授权密钥将替代当前的授权密钥。

 

注：从不同位置登录的多个管理员不应同时执行此项操作。当其他管

理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您可以访问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

的更改。

注意：安装授权密钥时可能会中断备份操作。

注：如果您有多个可应用的授权，您可同时输入并用空格或连字符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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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 Setup Wizard：Licensing（安装向导：授权）屏幕上输入授权密钥，

也可以使用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上的命令在退出 Setup Wizard（安

装向导）后随时输入授权密钥。

在安装授权密钥后，可能需要刷新 Internet 浏览器才能查看新菜单和功能。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安装）> License（许可证）。

• 从“operator panel”（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安装）> Licenses

（许可证）。

设置客户联系信息

管理员可以使用 Web 客户端将库存机的主要客户联系人的联系信息输入

到库存机。随时更新该信息可以加快维修过程。

在库存机发生问题时，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将联系信息发送到 
techsup@quantum.com，若配置了默认电子邮件通知，请在电子邮件中附

带可靠性、可用性和可服务器性 (RAS) 标签信息。有关配置默认电子邮件

通知的信息，请参阅第 84 页上的创建 RAS 电子邮件通知。

您只能从 Web 客户端设置客户联系信息，但可从操作员面板查看此信息。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在 Web 客户端中，选择 Setup（设置）> Notifications（通知）> RAS >

Contact Information（联系信息）。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Notification（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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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

使用库存机电子邮件服务时，例如当库存机自动发送关于库存机问题的电

子邮件通知时，需要用到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

配置电子邮件帐户前，请向您的网络管理员询问 SMTP 服务器的 IP 地
址、有效登录帐户（可选）和有效密码（可选）。登录帐户名和密码可以

包含以下特殊字符：@ 和 #。电子邮件帐户设置不区分大小写。

配置电子邮件帐户后，您可以向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发送测试邮件以检验帐

户是否配置正确。

Setup（设置）> Notifications（通知）> E-mail Configuration（电子邮件配

置）屏幕包含以下选项：

• SMTP Server（SMTP 服务器）包括 SM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IP 地址必须以点表示方式输入（例如，192.168.0.1）且不能超过 255。

• Sender E-mail Address（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包含库存机的电子邮件

地址（例如“libraryname@mycompany.com”）。库存机使用 From

（发件人）字段中的地址发送电子邮件消息，表明消息的原始发送人。

Send snapshot with e-mail notifications（随电子邮件通知发送快照）指示库

存机自动将库存机快照文件（ASCII 格式）附加到特定 RAS 标签电子邮件

通知上（请参阅第 83 页上的处理 RAS 电子邮件通知）。（仅当快照有助

于阐述或诊断问题时自动生成快照。）此功能默认关闭。也可以使用

Capture Snapshot（捕获快照）操作将库存机快照文件发送到指定电子邮件

地址（请参阅第 436 页上的捕获库存机信息的快照）。如果库存机正在自

动捕获快照，则自动捕获快照结束之前您将无法使用 Web 客户端手动捕

获快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请等待 10 分钟后

再重试。

• Authentication（授权）中可以输入库存机登录帐户名和密码。选择该

对话框可以启用使用验证。清除该对话框可以禁用使用验证。以下字

段仅当启用了使用验证时才可用：

• Login Account（登录帐户）为 SMTP 服务器上有效帐户的名称（例

如“John.User”）。登录帐户名可以包含以下特殊字符：@ 和 #.

• Password（密码）是在 Login Account（登录帐户）文本框中指定帐

户的密码。密码可以包含以下特殊字符：@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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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 a test e-mail to（发送测试邮件至）允许您输入希望测试的电子

邮件地址。输入地址并单击 Send e-mail（发送电子邮件）。然后检

查电子邮件帐户以检验是否有电子邮件从库存机发出。

配置电子邮件帐户后，保存库存机配置。有关信息，请参阅第 438 页上的

保存和恢复库存机配置。

只能从 Web 客户端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但可从操作员面板查看电

子邮件帐户信息。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在 Web 客户端中，选择 Setup（设置）> Notifications（通知）> E-mail

Configuration（电子邮件配置）。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Notification（通知）> E-mail Account

（电子邮件帐户）。

处理 RAS 电子邮件通知

库存机可以配置为在其组件之一发生特定安全级别事件时自动向指定电子

邮件地址发送电子邮件通知。电子邮件通知中的信息提供关于出错时事件

和库存机状况的详细信息。

在配置电子邮件通知之前必须先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以便库存机可

以向指定收件人发送通知。有关如何配置电子邮件帐户的信息，请参阅

第 82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

有关设置额外电子邮件通知的信息，请参阅第 84 页上的创建 RAS 电子邮

件通知。库存机 多支持 20 个电子邮件通知收件人，包括默认支持电子

邮件通知。

注：库存机重启时 RAS 电子邮件通知将关闭。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

（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配置此设置。

注：默认的 techsup@quantum.com 电子邮件通知设置是可以修改的，但

不能予以删除。不能修改电子邮件地址 techsup@quant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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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三种电子邮件通知过滤级别：

• 所有标签

• 仅高安全级别和紧急的标签

• 仅紧急的标签

管理员可以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和电子邮件通知。用户可以接收电子

邮件通知，但不能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和/或通知。

只能从 Web 客户端配置电子邮件通知，但可从操作员面板查看这些通知。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在 Web 客户端中，选择 Setup（设置）> Notifications（通知）> RAS >

Receiver Addresses（收件人地址）。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Notification（通知）> E-mail Alerts

（电子邮件警报）。

创建 RAS 电子邮件通知 3 管理员可以创建电子邮件通知。库存机 多支持 20 个电子邮件通知收件

人，包括默认支持电子邮件通知。每个电子邮件通知收件人必须有唯一的

电子邮件地址。

若要设置电子邮件通知，您需要提供收件人电子邮件地址和筛选器级别设

置。有关筛选级别的信息请参阅处理 RAS 电子邮件通知。

每个电子邮件通知包含一个可选 Comments（注释）文本框，可以用于输

入重要系统配置详细信息，例如网络环境或与库存机交互的第三方软件应

用程序。此类信息将显示在电子邮件的正文中，有助于技术支持人员解决

库存机的问题。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在 Web 客户端中，选择 Setup（设置）> Notifications（通知）> RAS >

Receiver Addresses（收件人地址）> Create（创建）。

注：请不要在 Enter E-mail Address（输入电子邮件地址）文本框中输入

多个地址。如果需要向多个地址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请为每个电子

邮件地址创建一个电子邮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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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RAS 电子邮件通知 3 在创建电子邮件通知之后，管理员可以随时修改现有电子邮件通知设置。

例如，您可以修改电子邮件地址，添加、删除或修改注释，更改筛选器级

别，启用或禁用通知。有关筛选级别的信息请参阅第 83 页上的处理 RAS
电子邮件通知。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在 Web 客户端中，选择 Setup（设置）> Notifications（通知）> RAS >

Receiver Addresses（收件人地址）> Modify（修改）。

删除 RAS 电子邮件通知 3 管理员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电子邮件通知。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在 Web 客户端中，选择 Setup（设置）> Notifications（通知）> RAS >

Receiver Addresses（收件人地址）> Delete（删除）。

注：默认的 techsup@quantum.com 电子邮件通知设置是可以修改的，

但不能予以删除。不能修改电子邮件地址 techsup@quantum.com。

注：默认的 techsup@quantum.com 电子邮件通知设置是可以修改的，

但不能予以删除。不能修改电子邮件地址 techsup@quant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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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在库存机上为本地验证创建本地用户帐户，或为远程验证启用

和配置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LDAP)。您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两种方法中的一

种或同时使用两种方法。本章介绍如何为本地和远程验证设置用户帐户和

验证。

本地验证与远程验证 3 本地验证控制在库存机上进行管理。管理员在库存机上设置帐户和权限。

要使用本地验证，用户必须输入本地用户名和密码。

远程验证通过 LDAP 服务器进行管理。启用 LDAP 允许将驻留在 LDAP
服务器上的现有用户帐户集成到库存机当前用户帐户管理子系统中。用户

帐户集中，并由不同应用程序共享，从而简化用户帐户管理任务。

要使用远程验证，必须在库存机上启用 LDAP。启用 LDAP 后，用户可以

使用 LDAP 或本地验证登录库存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6 页上的

启用 LDAP 或 Kerberos 时登录。

关于本地用户帐户 3 管理员可以创建和修改两种类型本地用户帐户：用户和管理员。这两种用

户具有不同的库存机权限级别。

• User（用户）— 具有对一个或多个已分配分区的访问权限，可以在分区

内执行各种功能，例如执行介质和磁带机操作。但用户不能执行影响

物理库存机的操作，例如创建、修改或删除分区。

• Administrator（管理员）— 有权访问整个物理库存机及其所有分区。

库存机的出厂设置中带有一个默认的管理员帐户。该帐户的用户名为

admin ，密码为 password。您不能删除该用户帐户或更改其用户名称，但

可以更改它的密码。默认管理员帐户用于执行库存机的初始配置。如果忘

记了默认管理员帐户的密码，请联系 Quantum 技术支持。请参阅第 7 页
上的获取详细信息和帮助。

有关库存机权限级别的详细信息请，请参阅第 45 页上的用户权限。有关

更改密码的信息，请参阅第 87 页上的修改本地用户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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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本地用户帐户 3 在初始配置过程中或配置之后，可以使用默认管理员帐户创建 多 18 个
额外的本地用户帐户，包括其他管理员帐户。这些管理员也可创建其他本

地管理员和用户帐户。没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不能创建帐户。库存机可以

包含 18 个用户帐户，包括默认管理员帐户。

若要创建本地用户帐户，您需要为以下字段提供信息：

• User Name（用户名）— 您要创建的用户帐户的登录名。用户名限制为

1–12 个小写字母、数字和下划线 (_)。例如：john_usa。

• Password（密码）— 您要创建的用户帐户的唯一密码。密码限制为 6–16
个小写字母数字字符，并且还可以包括下划线 (_)、点 (.)、连字号 (-)、
星号 (*) 和符号 (@)。例如：pass_19。

• Privilege（权限）— 设置为 User或 Admin（管理员）。有关用户权限级

别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5 页上的用户权限。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 User

Accounts（用户帐户）。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User Mgmt（用户管理）> Create

User（创建用户）。

修改本地用户帐户 3 创建本地用户帐户后，管理员可以修改帐户设置，例如密码、权限级别和

分区访问权。您无法修改用户名。只能通过删除用户帐户并创建一个新帐

户来实现修改用户的目的。

若要修改本地用户帐户，您需要为以下字段提供信息：

• Password（密码）— 您要创建的用户帐户的唯一密码。密码限制为 6–16
个小写字母数字字符，并且还可以包括下划线 (_)、点 (.)、连字号 (-)、
星号 (*) 和符号 (@)。例如：pass_19。

• Privilege（权限）—设置为 User（用户）或 Admin（管理员）（管理

员）。有关用户权限级别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5 页上的用户权限。

• Partition Access（分区/逻辑库存机访问）— 该用户具有访问权限的分

区。此外还可以将分配到已删除分区的任意用户重新分配到其他分区。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

User Accounts（用户账户）。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User Mgmt（用户管理）> Modify

User（修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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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本地用户帐户 3 管理员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其他本地管理员和用户帐户。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

User Accounts（用户账户）。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User Mgmt（用户管理）> Modify

User（修改用户）。

配置 LDAP 3 管理员可以启用和配置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LDAP)。LDAP 是提供集中用

户帐户管理的业界标准 Internet 协议。

管理员只能添加、删除和修改本地用户帐户信息。库存机 Web 客户端不

允许您创建、修改或删除 LDAP 服务器上的用户帐户信息。这必须由目录

服务提供者完成。有关处理本地用户帐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6 页上

的关于本地用户帐户。

库存机支持所有 LDAP 服务器。您也可使用 Kerberos 来增强安全性。有

关配置 Kerberos 的特定说明，请参阅第 92 页上的配置 Kerberos。

Login（登录）屏幕仅当启用 LDAP 时显示远程验证登录选项。

LDAP 服务器指导原则 3

必须在 LDAP 服务器上创建以下组才能启用库存机上的远程登录：

• 库存机用户组 — 将需要库存机的用户访问权限的用户分配给此组。在

Setup — Remote Authentication（设置 — 远程验证）屏幕上的 Library

User Group（库存机用户组）字段（位于库存机 Web 客户端上）中输入

此组的名称（请参阅第 90 页上的在库存机上配置 LDAP）。

• 分区组 — 对于具有用户权限的 LDAP 用户，对库存机分区的访问权

由 LDAP 服务器上的组分配确定。必须在 LDAP 服务器上使用与库存

机分区名称相匹配的名称创建组（名称必须匹配，但不要求大小写一

致）。具有用户权限的用户必须分配给 LDAP 服务器上的这些组才能

拥有库存机上对应分区的访问权。

注：不能删除默认管理员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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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机管理组 — 将需要库存机的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分配给此组。

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LDAP 用户有权访问所有分区和管理员功能，并不

需要分配给 LDAP 服务器上与分区相关的组。在 Setup — Remote

Authentication（设置 — 远程验证）屏幕上的 Library Admin Group（库

存机管理员组）字段（位于库存机 Web 客户端上）中输入此组的名称

（请参阅第 90 页上的在库存机上配置 LDAP）。

至少需要向 LDAP 服务器上的“库存机用户组”和“库存机管理组”中各

分配一位用户才能测试库存机上的 LDAP 设置（请参阅第 91 页上的测试

LDAP 设置）。由于多数常规用户并不是这两组的成员，因此您可能需要

特地为此创建一个特殊用户或临时用户。

在库存机上配置安全 LDAP 3

配置安全 LDAP 是可选项。您可使用以下方法之一配置安全 LDAP（勿同

时使用两者）。

• LDAPS — 在 LDAP 的特定端口 (636) 上使用安全套接层 (SSL)。您可

在 Server URI 字段以“ldaps://hostname” 格式输入一个 URI 以启

用 LDAP SSL (LDAPS)。这样将使用 SSL 通过 636 端口发送安全通信。

如果 LDAP 服务器不支持 LDAPS 或未启用 LDAPS，则登录操作将失

败。LDAPS 已因 StartTLS 的使用而被否决（见下面的选项）。如果

使用了 StartTLS，请不要使用 LDAPS。当应用 LDAPS 后，StartTLS
将不可用。

• StartTLS — 在常规 LDAP 的同一端口 (389) 使用传输层安全 (TLS) 协
议。选择 StartTLS 复选框配置使用 TLS 的安全 LDAP 通信。如果您的

LDAP 服务器不支持 TLS 模式，则登录操作将失败。如果您使用了

LDAPS 请不要使用 StartTLS。请参见第 91  页上的图 15。

安装一个 LDAP TLS CA 证书 3

如果您使用 LDAPS 或 StartTLS，您还可安装一个 TLS CA 证书进一步验

证 LDAP 服务器没有受到影响。此证书必须与 LDAP 服务器上安装的证

书相同且必须为 .pem 格式。库存机仅在已配置安全 LDAP（使用 LDAPS
或 StartTLS）时执行验证。将证书文件放到计算机上可访问的位置并使用

Browse（浏览）按钮找到并安装。安装证书后，您可通过选择 Remove

TLS CA Certificate（卸载 TLS CA 证书）复选框来卸载。请参见第 91  页上

的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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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存机上配置 LDAP 3

配置 LDAP 前，从您的网络管理员获得以下 LDAP 参数。您需要在 Web
客户端的 Setup — Remote Authentication（设置 — 远程认证）屏幕上输入

这些参数。

• Server URI（服务器 URI）— 存储用户帐户信息的 LDAP 服务器的统一

资源标识符 (URI)。URI 包含 LDAP 服务器主机名或 IP 地址，并且可

以包含 LDAP 服务器网络端口。默认端口为 389。

示例：

ldap://hostname:389

ldap://10.50.91.103

ldap://mycompany.com

• LDAPS — 可选。请参见第 89 页上的在库存机上配置安全 LDAP。

• StartTLS — 可选。请参见第 89 页上的在库存机上配置安全 LDAP。

• Install TLS CA Certificate（安装 TLS CA 证书）— 可选。请参见第 89 页
上的安装一个 LDAP TLS CA 证书。

• Remove TLS CA Certificate（删除 TLS CA 证书）— 此复选框在安装了

TLS CA 证书后可用。可通过选择此复选框来删除证书。单击 Apply

（应用）即可删除证书。

• Principal（原则）— 有权搜索 LDAP 目录的 LDAP 用户登录 ID。库存

机使用此 ID 登录 LDAP。有关示例，请参阅第 91  页上的图 15。

• Password（密码）— 原则验证登录 ID 的密码。

• User DN（用户 DN）— 包含用户的完全限定的可分辨名称。有关示例，

请参阅第 91  页上的图 15。

• Group DN（组 DN）— 包含组的完全限定的可分辨名称。有关示例，

请参阅第 91  页上的图 15。

• Library User Group（库存机用户组）— 在 LDAP 服务器上与具有用户

级别权限的库存机用户关联的组表目的通用名称属性的值（请参阅

第 45 页上的用户权限 以获取有关权限级别的信息）。此组必须位于

LDAP 服务器上（请参阅第 88 页上的LDAP 服务器指导原则）。有关

示例，请参阅第 91  页上的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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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ary Admin Group（库存机管理员组）— 在 LDAP 服务器上与具有管

理员级别权限的库存机用户关联的组表目的通用名称属性的值（请参

阅第 45 页上的用户权限 以获取有关权限级别的信息）。此组必须位

于 LDAP 服务器上（请参阅第 88 页上的LDAP 服务器指导原则）。

有关示例，请参阅figure 15。

图 15  LDAP 设置示例

测试 LDAP 设置 3

Test Settings（测试设置）按钮可用于测试库存机与 LDAP 服务器之间的通

信，以及测试当前应用的 LDAP 设置。如果存在任何问题，将显示一条错

误消息，标识问题区域。

如果更改了 LDAP 设置，在测试之前应先单击 Apply（应用）保存所做的

更改。否则所做的所有更改将丢失且不会被测试。

下面显示的这个简易的 LDAP 服务器

配置是右图所示的库存机设置。

简易 LDAP 服务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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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测试设置，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 Test Settings（测试设

置）按钮。用于测试的用户必须是 LDAP 服务器上“库存机用户组”和“库存机

管理组”中的成员。由于多数常规用户并不是这两组的成员，因此您可能需

要特地为此创建一个特殊用户或临时用户。

配置 LDAP 设置后，保存库存机配置。

可从 Web 客户端中查看、启用和配置 LDAP 设置。不能使用操作员面板

来配置 LDAP 设置。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

Remote Authentication（远程认证）。

配置 Kerberos 3 若要进一步提高远程验证的安全性，请使用 Kerberos。

请确保库存机和 Kerberos/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设置为相同时间（5 分钟

内）。否则，验证将失败。建议您使用网络时间协议 (NTP) 同步库存机和

Kerberos 服务器之间的时间。请参见第 95 页上的使用网络时间协议设置

日期和时间。

除填写所有 LDAP 字段外，还需要填写以下 Kerberos 字段：

• Realm（领域）— Kerberos 领域名称，必须全部使用大写字母。通常，

领域名称即是 DNS 域名。

示例：MYCOMPANY.COM

• KDC（AD 服务器）— 密钥分发中心（也就是安装 Kerberos/Active 
Directory 的服务器）。

示例：mycompany.com:88

• Domain Mapping（域映射）— 库存机完整有效域名的域部分。

示例：mycompany.com

注：有关在库存机上配置 LDAP 的逐步指导，请参阅库存机的联机帮

助。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请单击 Web 客户端 右上方的 Help（帮

助）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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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Keytab（服务密钥标签）— 单击 Browse（浏览）按钮选择服务

密钥标签文件。服务密钥标签文件是在 Kerberos/Active Directory 服
务器上生成的文件。请参见第 93 页上的生成服务密钥标签文件。

可从 Web 客户端中查看、启用和配置 Kerberos 设置。不能使用操作员面

板来配置 Kerberos 设置。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

Remote Authentication（远程认证）。

生成服务密钥标签文件 3

这些说明用于生成随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一起使用的服务密钥

标签文件。如果未使用 Active Directory，请咨询 Kerberos 供应商，以获

取有关生成此文件的说明。

1 在 Windows 服务器上设置 Active Directory 域。

2 如果尚未配置 Active Directory，则运行 dcpromo。

3 仅 Windows 2003 服务器：将 Windows 支持工具安装在 Windows 2003
服务器上，如下所示：

a 转到 www.microsoft.com 并搜索“windows server 2003 support
tools sp2”或单击以下链接：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
=96a35011-fd83-419d-939b-9a772ea2df90&DisplayLang=en

b 下载 support.cab 和 suptools.msi。

c 运行 suptools.msi 开始安装。

4 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创建计算机帐户。

• 创建过程中不能选择任何复选框。

• 帐户名将用于后续步骤中的<计算机账户>字段。

5 在命令提示符下，将 SPN 映射到计算机帐户。使用以下格式：

setspn -A library/<fqdn of library> <computer account>

例如：

setspn -A library/delos.dvt.mycompany.com kerb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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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命令提示符下，为 SPN 创建密钥标签文件。使用以下格式之一：

• 对于 Windows 2003：

ktpass -out library.keytab -princ

library/<fqdn of library>@<realm>

+rndPass -ptype KRB5_NT_SRV_HST -crypto RC4-HMAC-NT -

mapUser <realm>/computers/<computer account>

例如：

ktpass -out library.keytab -princ 

library/delos.dvt.mycompany.com@OURREALM.LOCAL

+rndPass -ptype KRB5_NT_SRV_HST -crypto RC4-HMAC-NT -

mapUser ourrealm.local/computers/kerbtest

• 对于 Windows 2008：

ktpass -out library.keytab -princ library/

<fqdn of library>@<realm>

+rndPass -ptype KRB5_NT_SRV_HST -crypto AES256-SHA1

-mapUser <realm>/computers/<computer account>

例如：

ktpass -out library.keytab -princ 

library/delos.dvt.mycompany.com@OURREALM.LOCAL

+rndPass -ptype KRB5_NT_SRV_HST -crypto AES256-SHA1

-mapUser ourrealm.local/computers/kerbtest

设置日期、时间和时区

管理员可以手动设置库存机日期、时间和时区设置，或者配置网络时间协

议 (NTP)。

     

注：如果多个管理用户从不同的位置登录，则他们不应同时执行以下操

作。当其他管理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可以访问相应屏幕，但

不能应用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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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日期和时间 3 Setup Wizard — Date & Time（安装向导 － 日期和时间）屏幕可以用来为库存

机设置日期和时间。您还可以通过选择控制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 Setup

（设置）菜单中的 Date & Time（日期和时间）访问日期和时间设置屏幕。

使用日期和时间设置可以记录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还可以设置自动备

份及恢复功能的时间。在对库存机进行初始配置时，至少应包括日期和时

间设置。

时间的设置为 24 小时制。例如，下午 4 点应输入为 16:00。

使用网络时间协议设置日期

和时间 3
库存机支持网络时间协议 (NTP)。NTP 允许您将库存机日期和时间与 IT
体系结构中的其他组件同步。管理员可以手动修改日期和时区设置，或配

置 NTP。

如果启用了 NTP，则必须配置库存机上至少一个 NTP 服务器的时区和 IP
地址。有关 NTP 服务器 IP 地址信息，请联系您的网络管理员。

您可以使用 Web 客户端 Setup Wizard — Date & Time（安装向导：日期和时

间）屏幕启用和配置 NTP。您还可以通过选择 Web 客户端 Setup（设置）

菜单中的 Date & Time（日期和时间）访问日期和时间设置屏幕。

NTP 设置详细信息包括：

• 必须至少配置三组或以上可用的 NTP 服务器，仅有一种例外情况：也

可以使用一个 NTP 服务器配置。

• NTP 在 Date & Time（日期和时间）屏幕上启用。启用 NTP 后，您无法

手动配置日期和时间。有关手动设置日期和时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95 页上的手动设置日期和时间。

• 您可以为主要和辅助（可选）NTP 服务器输入 IP 地址。

• NTP 服务器 IP 地址必须以正确的格式输入。有关 IPv4 和 IPv6 地址格

式的信息，请参阅第 54 页上的修改网络设置。

注：对于分步式日期和时间配置说明，请参阅库存机的联机帮助。要访

问联机帮助系统，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

方的 Help（帮助）图标。

注：更改时间或时区后您可能会被从库存机上登出。如果发生这种情

况，只要重新登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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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NTP 设置后，系统时钟同步可能需要数分钟。

您只能在 Web 客户端上启用和配置 NTP。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Web 客户端选择Setup（设置）> Date & Time（日期和时间）。

设置时区 3 要从列表中选择时区，需要禁用 Use Custom Time Zone（使用自定义时

区）设置并选择时区。

如果您的时区未出现在列表中，或者需要对时间设置的更多控制，可以启

用 Use Custom Time Zone（使用自定义时区）并设置通用标准时间 (UTC)
偏差。

您仅可在 Web 客户端上设置时区。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Date & Time（日期和时间）。

设置夏令时 3 如果从下拉列表选择时区（请参阅设置时区），库存机将自动调整夏令

时。无需手动重设时钟便可自动调整夏时制。

但是，如果设置自定义时区，则库存机不会自动调整夏令时。您必须启用

Use Custom Daylight Saving Time（使用自定义夏令时）设置。启用后，您

可以设置开始和停止时间，精确度为一分钟。

您仅可在 Web 客户端上设置夏令时。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Date & Time（日期和时间）。

处理 FC I/O 刀片

库存机支持可选 FC I/O 刀片，此刀片提供与 LTO-2、LTO-3、 LTO-4 、
LTO-5 和 LTO-6 FC 磁带机的主机连接。任何库存机配置中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数量不能超过 4 个，库存机中的每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支持 多

4 个光纤通道磁带机。

FC I/O 刀片减少交换机端口和电缆要求，提高备份可靠性。磁带机连接

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后，库存机主动检查从主机通过光纤通道 I/O 刀片到

FC 磁带机的数据路径的状态和准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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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两个强大的功能提供管理主机与目标设备间交互的方式：

• Channel zoning（通道分区）允许您控制为主机服务器配置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端口和为目标设备配置的端口之间的访问权。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99 页上的配置 FC I/O 刀片通道分区。

• Host Mapping（主机映射）允许您控制对目标设备的可视性和从各个主

机服务器到目标设备的访问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0 页上的

管理 FC 主机和主机映射。

本部分中的主题涉及配置 FC I/O 刀片。有关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其他信

息，请参阅：

• 第 22 页上的光纤通道输入/输出刀片

• 第 235 页上的控制 FC I/O 刀片电源

• 第 247 页上的查看 FC I/O 刀片信息 

• 第 248 页上的查看 FC I/O 刀片端口信息

• 第 274 页上的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与光纤通道 I/O 刀片相连的光纤

通道磁带机 

• 第 281 页上的推荐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库存机电缆连接 

• 第 445 页上的识别光纤通道 I/O 刀片 

• 第 447 页上的重设光纤通道 I/O 刀片端口 

 

配置 FC I/O 刀片端口 3 在安装 FC I/O 刀片后，管理员可以配置 FC I/O 刀片的端口参数。

每个 FC I/O 刀片有 6 个端口。端口 1 和 2 始终是目标端口，并且可以配

置。端口 3 至 6 始终是启动器端口，不可配置。有关查看所有 I/O 刀片端口

当前配置的设置的信息，请参阅第 248 页上的查看 FC I/O 刀片端口信息。

有关配置 FC I/O 刀片端口的详细信息包括：

• Setup — I/O Blade Port Configuration（设置 — I/O 刀片端口配置）屏幕

列出库存机中找到的所有 I/O 刀片。屏幕列出每个 I/O 刀片的以下信

息：库存机中的位置、全球通用节点名称 (WWNN)、状态和端口。您

可以选择要配置的 I/O 刀片目标端口（1 或 2），然后继续下一屏

幕。对于选择的目标端口，屏幕显示全球通用端口号 (WWPN)。

注：FC I/O 刀片菜单命令仅在库存机中安装了 FC I/O 刀片时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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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选择的目标端口（端口 1 和 2），您可以配置以下参数：

• Loop ID（回路 ID）— 回路 ID 可以设置为 Auto（自动）或从 0 到
125 之间的固定值。选择 Auto（自动）将自动选择一个唯一回路

ID。一些 FC 主机操作系统要求固定回路 ID 设置。默认设置为

Auto（自动）。

• Speed（速度）— 接口速度可以设置为 Auto（自动）、1 Gb/s、

2 Gb/s 或 4 Gb/s。选择 Auto（自动）将自动设置接口速度。默认设

置为 Auto（自动）。

• Frame Size（帧大小）— 帧大小可以设置为 512、1024 或 2048。端

口 1 和 2 的默认设置为 2048。您的 FC 主机可能需要不同设置。

• Connection（连接）—端口的连接模式可设置为 Loop（回路）、Loop

Preferred（回路优先）或 Point to Point（点对点）。默认设置为 Loop

Preferred（回路优先）。

• 修改这些参数后，保存库存机配置。有关如何保存库存机配置的指

导，请参阅第 438 页上的保存和恢复库存机配置。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刀片）> Port 

Configuration（端口配置）。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Port 

Configuration（端口配置）。

用于介质更换器的 FC I/O 
刀片内部虚拟端口 3

FC I/O 刀片使用内部虚拟端口访问介质更换器设备（分区）。每个 FC
I/O 刀片可以访问所有介质更换器设备，定义与基于磁带机的访问有关联

的设备除外（即“LUN-1”）。Scalar i500 库存机可以有 多 18 个分区。

这些内部虚拟端口不能通过通道分区配置；因此所有介质更换器都可以通

过库存机中每个 FC I/O 刀片的端口 1 和 2 访问。这可能导致多次发现一

个或多个介质更换器，具体取决于系统与主机服务器的连接方式（例如，

如果具有两个 FC I/O 刀片的系统中定义了 4 个分区，则两个 FC I/O 刀片

的端口 1 和 2 上可能看到 4 个介质更换器，总共 16 个）。若要尽量减少不

必要的发现介质更换器，您需要配置主机映射。请参见第 100 页上的管理

FC 主机和主机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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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FC I/O 刀片通道分区3 在库存机中安装 FC I/O 刀片后，管理员可为所选的 FC I/O 刀片配置通道

分区。通道分区也称为端口分区，可配置对整个 FC 及该通道上所有 LUN
的访问权，以专用于单个端口上的一台主机或一组主机。通道分区使您可

以控制 FC I/O 刀片上特定目标端口 1 和 2 与启动器端口 3 到 6 之间的访

问权。

 

有关配置通道分区的详细信息包括：

• 默认情况下，FC I/O 刀片上的所有目标 FC 端口（端口 1 和 2）可以

访问所有启动器端口（端口 3–6）。

• 更改通道分区设置将导致受影响的 FC I/O 刀片重新引导。

• 如果 FC I/O 刀片上启用了主机端口故障切换，则必须配置通道分区，

这样所有目标 FC 端口可以访问所有启动器端口。有关主机故障切换

的信息，请参阅第 106 页上的配置 FC 主机端口故障切换。

• Setup — FC I/O Blade Channel Zoning（设置 — FC I/O 刀片通道分区）屏

幕（位于 Web 客户端上）将列出库存机中发现的所有 FC I/O 刀片。

FC I/O 刀片列出以下内容：库存机中的位置、WWNN 和状态。操作

员面板中相应的 Channel Zoning Select Blade（通道分区选择刀片）屏幕

列出在库存机中的位置和状态。您可以选择希望配置通道分区的 FC
I/O 刀片，然后继续下一屏幕。

• 网格中显示出两个 FC 目标端口（端口 1 和 2）和四个 FC 启动器端口

（端口 3–6），其中列表示目标端口，行表示启动器端口。复选框允

许您将目标端口与启动器端口关联。

• 若要允许访问，请选中目标端口和启动器端口交界处的复选框。

您可以将每个启动器端口与多个目标端口关联。

• 若要限制访问，请清除目标端口和启动器端口交界处的复选框。

注：通道分区在 FC 磁带机 LUN 上作用，通过 I/O 刀片上的启动器端

口查看。通道分区不影响介质更换器 LUN（分区）。如果您希望

通过 FC I/O 刀片将主机映射到介质更换器 LUN，则必须使用 FC
I/O 刀片的主机映射功能。有关 FC 主机映射的信息，请参阅

第 100 页上的管理 FC 主机和主机映射。

注：如果通道映射和主机映射都启用，则通道映射设置将取代 FC I/O
刀片上的任何主机 LUN 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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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复选框后，整个 FC 通道将分区。此分区设置影响可能访问

FC I/O 刀片的任何主机应用程序。如果通道映射和主机映射都启

用，则通道映射设置将取代 FC I/O 刀片上的任何主机 LUN 映射。

• 配置通道分区后，请保存库存机配置。有关如何保存库存机配置

的指导，请参阅第 438 页上的保存和恢复库存机配置。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Channel

Zoning（通道分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Channel

Zoning（通道分区）。

管理 FC 主机和主机映射 3 FC 主机是存储区域网络 (SAN) 上负责接收数据和其他与其他设备通讯的

主要处理服务器。在库存机中安装了 FC I/O 刀片后，管理员不仅可以访

问、添加、修改和删除 FC 主机，还可以配置 FC 主机映射。在您执行这

些 FC 主机管理操作前，需要启用主机映射，此功能默认为禁用。请参见

第 101 页上的启用/禁用 FC 主机映射。

 

注：从不同位置登录的多个管理员不应同时执行此项操作。当其他管理

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可以访问相应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

更改。

注：在操作员面板上，除非启用 FC 主机映射，否则主机管理屏幕（Setup

（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Host Management（主机管理））

不可用。

注：如果通道映射和主机映射都启用，则通道映射设置将取代 I/O 刀片

上的任何主机 LUN 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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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禁用 FC 主机映射 3 管理员可以启用或禁用可选 FC 主机映射功能。此功能默认为禁用。启用

主机映射后，您可以添加、修改和删除主机以及配置 FC 主机映射。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FC I/O

Blade Control（FC I/O 刀片控制）。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I/O Blades（I/O 刀片）> Blade Control

（刀片控制）。

查看 FC 主机信息 3 提供 FC 主机的以下信息：

• Host Name（主机名）— 主机设备名称

• I/O Blade（I/O 刀片）— FC I/O 刀片在库存机中的位置

• Status（状态）— 主机的联机/脱机（连接）状态（仅 Web 客户端 ）

• Host Port（主机端口）— 主机端口号

• WWPN — 主机设备的全球通用端口名

• Type（类型）— 主机设备的操作系统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Host

Management（主机管理）。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Host

Management（主机管理）。

注：从不同位置登录的多个管理员不应同时执行此项操作。当其他管理

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可以访问相应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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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修改和删除 FC 主机

连接 3
如果主机在打开时尚未连接到库存机，管理员可以手动创建对 FC 主机的

连接。您还可以修改和删除现有 FC 主机连接。您可以执行这些操作而无

需关闭库存机。每个 FC I/O 刀片可以添加 多 32 个 FC 主机连接。

创建、修改或删除 FC 主机连接后，保存库存机配置。有关如何保存库存

机配置的指导，请参阅第 438 页上的保存和恢复库存机配置。

创建 FC 主机连接 3

对于希望创建的每个 FC 主机连接，可以设置以下参数：

• Host Name（主机名）— 主机设备名称。

• Host Port（主机端口）— 主机端口号。

• WWPN — 主机设备的全球通用端口名。WWPN 文本框限于 17 个小写

字母数字字符和冒号 (:)。WWPN 必须按照以下格式键入：

12345678:0b33ef12。

• Type（类型）— 合适的主机操作系统。

• I/O blades（I/O 刀片）— 列出可以为主机选择的 I/O 刀片。

修改 FC 主机连接 3

对于希望修改的每个 FC 主机连接，可以设置以下参数：

• Host Name（主机名）— 主机设备名称。

• Host Port（主机端口）— 主机端口号。

• Type（类型）— 合适的主机操作系统。

您不能修改 WWPN。如果要修改 WWPN，则您必须删除并重新创建 FC
主机连接。

注：如果多个管理员从不同的位置登录，他们不应同时执行以下操作。

当其他管理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可以访问相应屏幕，但不能

应用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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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FC 主机连接 3

管理员可以直接删除与 FC 主机的连接，而无需关闭系统电源。删除 FC
主机连接前，请确保 FC 主机与 I/O 刀片断开连接（脱机）。

尝试删除 FC 主机时如果主机联机，将显示一条消息。若要继续，请使 FC
主机脱机或将 FC 主机与 I/O 刀片断开连接，等待 FC 主机脱机，然后继

续删除 FC 主机连接。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Host 
Management（主机管理）。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Host 

Management（主机管理）。

主机映射 — 概述 3 主机映射使您可以手动修改主机信息、设置逻辑单元号 (LUN) 映射以及将

特定主机映射到库存机 LUN 设备。

I/O 刀片发现连接到端口 3–6 的目标设备，以及它们的内部虚拟端口（请

参阅第 98 页上的用于介质更换器的 FC I/O 刀片内部虚拟端口）。这些设

备都有自己的本机逻辑单元号 (LUN)，用于通过连接的端口寻址设备。这

些 LUN 可以重新映射到新 LUN 以通过端口 1 和 2 表示。此外，可以为各

个主机同步定义自定义 LUN 映射。

例如，FCI/O 刀片可能发现连接到端口 3–6 的磁带机，每个磁带机在

LUN 0 报告自己。可以配置 FC I/O 刀片以将它们重新映射到 LUN 1、
2、3 和 4 以在端口 1 和 2 上发现。如果需要，还可以将它们同步映射到

LUN 3、5、7 和 9，以用于特定主机服务器。

默认情况下 LUN 0 处还有一个内部（即没有连接到端口）控制器设备。控

制器设备有助于初始化和设备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应用程序通常希

望在 LUN 0 发现介质更换器（分区）或磁带机，可能有助于将控制器设备

映射到不同 LUN。

注：如果主机应用程序通过 FC 交换机连接，则可能需要关闭 I/O 刀片

电源并重新启动才能使主机脱机。有关如何关闭 I/O 刀片电源并重

新启动的指导，请参阅第 235 页上的控制 FC I/O 刀片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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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映射 LUN 以供特定主机服务器全球通用端口名称 (WWPN) 访问。

可以将 LUN 映射到特定 WWPN 来代替通道分区以控制设备可见性。将

一个 LUN 映射到多个 WWPN 可能有助于为介质更换器（分区）、磁带

机或控制器设备创建冗余路径。如果希望通过所有主机服务器端口访问

（例如，LUN 需要映射到使用双端口 HBA 的服务器的两个 WWPN），

则 LUN 将需要映射到使用多个端口的主机服务器的每个 WWPN（例如，

多端口 HBA 或多个 HBA）。

LUN 掩码是对主机映射的补充概念，映射到特定主机服务器 WWPN 的
LUN 相对于其他主机服务器隐藏（即掩盖）。此功能在多个主机服务器

连接到 FC I/O 刀片时有用（例如在 SAN 中）。一个或多个 LUN 可以掩

盖以避免特定主机服务器发现，同时保持它们的映射和通过相同端口与其

他主机服务器的可访问性。

主机映射与通道分区 3 通道分区对映射的 LUN 具有可操作限制（例如，如果端口 1 分区到端口 3
和 4，但端口 3 到 6 的 LUN 已经映射到特定主机服务器 WWPN，则端口 5
和 6 上的设备不能通过端口 1 从该主机访问，即使它们映射到主机；只有

端口 3 和 4 上的设备可以通过端口 1 从主机访问）。

主机映射可用于控制 FC I/O 刀片内部虚拟端口上发现的介质更换器（分

区）设备的可见性，而通道分区可用于创建对其他目标设备的简单访问控

制。如果主机映射功能用于控制所有 LUN 的可见性和访问权，则可能不

需要通道映射功能。

配置主机映射 3 若要配置主机映射，您需要选择要映射的介质更换器（分区）或磁带机，

并为该设备分配新 LUN 号。

注：在操作员面板上，除非启用 FC 主机映射，否则主机映射屏幕（Setup

（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Host Mapping（主机管理））

不可用。请参见第 101 页上的启用/禁用 FC 主机映射。

注：根据主机操作系统限制，可能需要重新引导或重新配置主机，因为

配置主机映射可能导致设备映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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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配置主机映射的详细信息包括：

• 主机映射是一个可选功能，默认为禁用。有关如何启用或禁用主机映

射的指导，请参阅第 101 页上的启用/禁用 FC 主机映射。

• Setup — I/O Blade Host Mapping（设置 — I/O 刀片主机映射）屏幕（位

于 Web 客户端上）将列出主机名、I/O 刀片位置、全球端口名称

(WWPN) 和每个可用 FC 主机的操作系统类型。您可以选择要配置的

FC 主机，然后继续下一屏幕。

屏幕列出连接 FC 主机的 FC I/O 刀片所连接的可用分区和磁带机。对
于每个可用分区和磁带机，屏幕列出以下内容：

• Description（说明）— 对于磁带机：磁带机 [位置坐标][(相关分区)]。
对于分区：分区创建过程中分配给分区的名称。

• Type（类型）—设备类型，例如处理器、介质更换器（分区）、磁

带机。

• Serial Number（序列号）— 分区或磁带机的序列号。

• Vendor（提供商）— 设备制造商。

• Product（产品）— 设备名称。

• LUN — 当前逻辑单元号 (LUN) 分配。为设备分配新 LUN 号。

• 配置 FC 主机映射后，保存库存机配置。有关如何保存库存机配置的指

导，请参阅第 438 页上的保存和恢复库存机配置。

注：操作员面板主机映射配置屏幕显示每台设备的信息较少；但您

仍然可以选择主机和设备并配置 LUN 编号。

注：如果命令和控制 LUN (CCL) 或其他设备没有映射到 LUN 0，将

显示一条警告消息。LUN 0 通常由命令和控制 LUN (CCL) 占
据，除非其已经手动映射到其他 LUN。请确保至少一个设备映射

到 LU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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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Host

Mapping（主机映射）。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Host

Mapping（主机映射）。

配置 FC 主机端口故障切

换 3 在库存机中安装了 FC I/O 刀片后，管理员可以启用和配置可选 FC 主机端

口故障切换功能。此功能默认为禁用。

您可以配置 FC 主机端口故障切换功能，这样如果活动端口出错，I/O 刀
片上的“待机”目标端口（1 或 2）可以假定指定“活动”目标端口的 ID
和 LUN 映射配置。主机端口故障切换使库存机继续操作而不要求您重新

配置主机或 SAN。

要启用端口故障切换，您必须将 FC I/O 刀片上的目标端口 1 和 2 配置点对

点连接。（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Port Configuration

（端口配置））。FC I/O 刀片目标端口 1 和 2 必须连接到同一 SAN 光纤以

提供主机访问。主要活动端口用于主机通讯，而被动待机端口保持空闲。

此外，必须配置通道分区以便目标端口 1 和 2 可访问到所有启动器端口

（端口 3–6）（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Channel Zoning

（通道分区））。如果这些条件不满足，当您尝试启用主机端口故障切换时

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注：如果 FC 交换机连接到 FC I/O 刀片目标端口，FC 交换机将显示在

Blade Host Management（刀片主机管理）列表中，看起来就像

FC 主机。不要将库存机设备映射到 FC 交换机。若要避免混淆，

建议您修改 FC 交换机主机名并使用 Blade Host Management（刀

片主机管理）键入。请参见第 102 页上的修改 FC 主机连接。

注：如果通道映射和主机映射都启用，则通道映射设置将取代 FC I/O
刀片上的任何主机 LUN 映射。有关通道分区的信息，请参阅第 99
页上的配置 FC I/O 刀片通道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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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配置 FC I/O 刀片端口和通道分区的信息，请参阅第 97 页上的配置

FC I/O 刀片端口 和 第 99 页上的配置 FC I/O 刀片通道分区。

端口故障切换发生时，库存机生成可靠性、可用性和可服务性 (RAS) 标
签。请检查标签，确认故障切换原因。修复故障端口后，必须重新启用端

口以使其可作为待机或活动端口用于主机端口故障切换。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108 页上的修复和启用有故障的目标 端口。

有关配置主机端口故障切换的详细信息包括：

• Setup — Host Port Failover（设置 — 主机端口故障切换）屏幕列出库存

机中找到的所有 FC I/O 刀片。FC I/O 刀片列出以下内容：库存机中

的位置、WWNN（仅 Web客户端）和状态。您可以选择希望配置主

机端口故障切换的 FC I/O 刀片，然后继续下一屏幕。

• 若要为所选 FC I/O 刀片启用 FC 主机端口故障切换，您可以选择复选

框启用 FC 主机端口故障切换。清除复选框将为所选 FC I/O 刀片禁用

FC 主机端口故障切换。

• 如果您启用 FC 主机端口故障切换，请选择 FC I/O 刀片上的一个目标

端口作为 Active Port（活动端口）。所选目标端口默认变为活动状

态。其他目标端口将转为被动待机，直到故障切换发生。

• 启用或禁用 FC 主机端口故障切换后，保存库存机配置。有关如何保

存库存机配置的指导，请参阅第 438 页上的保存和恢复库存机配置。

注：目前实现的功能不支持仲裁环路或目标/启动器模式。

注：4 Gb FC I/O 刀片上用于故障切换的端口必须连接到相同的 SAN
光纤。

注：如果 FC I/O 刀片上的两个目标端口都连接到同一 SAN 光纤，您

可能看到报告介质更换器（分区）重复。若要阻止此情况发生，您

需要启用主机端口映射并配置主机映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04 页上的配置主机映射。

注：在主机端口故障切换配置中选择了光纤通道端口 2 时，活动端口将

在重新引导后切换为默认设置端口 1。重新配置主机端口故障切换

设置使指定端口为活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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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Host Port

Failover（主机端口故障切换）。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Host Port

Failover（主机端口故障切换）。

修复和启用有故障的目标

端口 3
主机端口故障切换发生后，必须修复和启用故障的目标端口，然后才能将

其配置为主机端口故障切换功能的活动或待机端口。若要修复故障端口，

请使用发生主机端口故障切换时生成的 RAS 标签中的信息。关查看和解

决 RAS 标签的信息，请参阅第 432 页上的关于 RAS 标签。

修复端口后，您可以启用它。有关启用修复的目标端口的详细信息包括：

• Setup — Host Port Failover（设置 — 主机端口故障切换）屏幕列出库存

机中找到的所有 I/O 刀片。I/O 刀片列出以下内容：库存机中的位

置、WWNN（仅 Web客户端）和状态。您可以选择存在故障目标端

口的 I/O 刀片，然后继续下一屏幕。

• 在 Web 客户端屏幕的 Physical Ports（物理端口）部分，检查故障端口

的 State（状态）、Failure Type（故障类型）和 Intervention（干预）列。

• 如果连接断开或出现错误，则端口的状态为脱机，将指出故障类型并

且 Intervention（干预）为 Fix Link（修复连接）。您必须使用主机端

口故障切换时生成的 RAS 标签中的信息修复故障端口。然后您可以返

回此屏幕，启用修复的端口。

• 修复问题后，干预显示 Enable Failover（启用故障切换）并且 Enable

（启用）按钮变为可用。单击 Enable（启用）使端口可用于其他故障切

换或重新配置为活动端口。

注：从不同位置登录的多个管理员不应同时执行此项操作。当其他管理

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可以访问相应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

更改。

注：如果您使用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请选择 Port Info（端口信息）

按钮查看物理端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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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纠正错误且启用连接后，端口状态将为联机且“干预”显示“不需

要”。

• 启用修复的目标端口后，请保存库存机配置。有关如何保存库存机配

置的指导，请参阅第 438 页上的保存和恢复库存机配置。

有关如何将修复的端口配置为待机或活动目标端口的信息，请参阅第 106
页上的配置 FC 主机端口故障切换。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Host Port

Failover（主机端口故障切换）。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Host Port

Failover（主机端口故障切换）。

处理数据路径调节 3 在安装 I/O 刀片后，管理员可以配置数据路径调节，这是一种自动验证、

监控和保护 FC I/O 刀片和 FC 磁带机之间数据路径完整性的方式。数据路

径调节允许您在数据路径问题影响备份、还原和其他数据传输操作前预先

检测并解决它们。

I/O 刀片不管理主机与 I/O 刀片之间路径上的数据路径调节。它管理本身

与 FC 磁带机之间路径上的数据路径调节。数据路径监控以可配置的间隔

自动定期发生。如果两个间隔之间的监控测试失败，I/O 刀片将生成 RAS
标签。

若要配置数据路径调节，请为所选 I/O 刀片设置以下参数：

• 监控 I/O 刀片及与之连接的 FC 磁带机之间数据路径的级别。有以下

两种级别：

• Interface Test（接口测试）— 执行测试，检验 I/O 刀片上的 FC 控
制器是否响应命令。这是默认级别。

• Device Datapath Test（设备数据路径测试）— 以 Interface Test（接

口测试）级别执行测试，还对每个目标设备执行设备查询。

注：从不同位置登录的多个管理员不应同时执行此项操作。当其他管理

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可以访问相应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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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 Interval（测试间隔）— 监控检查之间的时间间隔。您可以配置测试

间隔。范围从 5 到 2,880 分钟（48 小时）。如果您不配置测试间隔，

默认测试间隔为 60 分钟。如果禁用数据路径条件然后重新启用，那无

论以前是否更改过间隔时间，它都将恢复到默认的 60 分钟。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Data Path

Conditioning（数据路径调节）。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Data Path

Conditioning（数据路径调节）。

配置库存机安全设置

管理员可以使用操作员面板的 Security Settings（安全设置）屏幕来更改

下列安全功能：

• Network Interface（网络接口）— 通过以太网启用对库存机的外部访问。

默认情况下启用该设置，以允许外部访问。

• SSH Services（SSH 服务）— 打开端口 22 以允许 Secure Shell (SSH)
服务，访问库存机。默认情况下启用该设置以允许访问。

• ICMP — 启用通过 ping 库存机（通过发送 Internet 控制消息协议 [ICMP]
Echo 数据包）探测库存机的外部尝试。默认情况下启用该设置以允许

访问。

• Remote UI（远程 UI）— 打开端口 80 以允许通过 Web 客户端远程访问

库存机。默认情况下启用该设置以允许访问。

• SNMP — 打开端口 161 以允许到库存机的 SNMP 通信。默认情况下启

用该设置以允许访问。

注：从不同位置登录的多个管理员不应同时执行此项操作。当其他管理

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可以访问相应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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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S — 打开端口 5988 以允许到库存机的 SMI-S 通信。默认情况下启

用该设置以允许访问。

  

您无法从 Web 客户端配置安全设置。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Tools（工具）> Security（安全性）。

配置内部网络

使用 Internal Network Configuration（内部网络配置）屏幕可以配置库存机

的内部网络设置。默认的内部网络地址为 10.10.10.X。

库存机组件间的通信通过库存机的内部网络进行。极少数情况下，内部网

络的默认地址会与您的网络有冲突，由此可能导致库存机混乱。安装 库存

机时，请确保外部网络设置不同于库存机上的内部网络设置。如果启用了

DHCP 或者不知道外部网络设置，请与网络管理员联系。

在操作员面板中，管理员可以使用 Internal Network Configuration（内部网

络配置）屏幕来更改内部网络的设置。从屏幕列表中选择新的内部 IP 地
址。您可以从 9 个 IP 地址中进行选择。

Internal Network Configuration（内部网络配置）屏幕只能从操作员面板进行

访问。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Tools（工具）> Internal Network（内部网络）。

注：此设置与 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菜单中的启

用 SNMP 服务不同（请参阅第 114 页上的启用 SNMP V1/V2）。

若要运行 SNMP，则必须打开此端口且必须启用 SNMP 服务。

注：此设置与 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菜单中的

启用 SMI-S 服务不同（请参阅第 115 页上的启用 SMI-S）。若

要运行 SMI-S，则必须打开此端口且必须启用 SMI-S 服务。

注意：备份 / 恢复操作时请不要更改库存机的内部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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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系统设置

本节描述您可在库存机上配置的系统设置。各个设置均将作详细说明。

有关系统设置的详细信息：

• 具有 User（用户）权限的用户可配置的唯一设置是 Touch screen audio

（触摸屏音频）设置。

• 管理员可以配置所有系统设置。

• 所有系统设置均可从操作面板上访问。您可从Web 客户端中配置的唯

一设置是用户会话超时和无标签的介质检测。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用户会话超时 （分钟） 3 当库存机在一段特定时长内未检测到活动时，库存机将自动注销用户或管

理员。您可以在 User session timeout (minutes)（用户会话超时（分钟））文

本框中输入数值以调整用户会话超时时间。有效的用户会话超时时间在 15
分钟到 480 分钟之间。您可以从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更改此设置。

当更改操作员面板上的设置时，Web 客户端也将同时更新，反之亦然。

• Touch Screen Audio（触摸屏音频）— 允许您启用或禁用每次按下操作

员面板时发出蜂鸣声。Touch screen audio（触摸屏音频）默认设置为

启用。

• Unload Assist（卸载协助）— 允许您指定库存机是否应自动从磁带机

弹出磁带。启动该设置后，如果主机命令未将磁带机卸载，则库存机

会协助进行磁带机卸载操作。禁用该设置后，如果磁带盒未卸载，库

存机将不会协助进行磁带机卸载操作并拒绝从磁带机移动磁带的请

求。默认情况下启用 Unload Assist（卸载协助）设置。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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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机逻辑 SN 寻址 3 库存机为库存机中各个磁带机插槽（不管是否被占用）分配一个固定的逻

辑序列号。启用 Logical SN Addressing（逻辑 SN 寻址）时，库存机仅向主

机报告逻辑序列号而不报告磁带机的物理序列号。如果磁带机稍后被同一

插槽中的另一个磁带机替换，则逻辑序列号仍然相同。在主机应用程序的角

度来看，更换后的磁带机与原始磁带机并无两样。Logical SN Addressing
（逻辑 SN 寻址）默认处于启用状态。

禁用 Logical SN Addressing（逻辑 SN 寻址）时，库存机仅向主机报告磁

带机的物理序列号。

为方便您查看，库存机系统信息报告中同时显示所安装磁带机的逻辑和物

理序列号（Reports（报告）> System Information（系统信息））。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手动磁带分配 3 管理员可以禁用或启用手动磁带分配。启用手动磁带分配（默认设置）

后，一旦磁带放入 I/E 站中，Assign I/E（分配 IE/IO）屏幕将自动显示在

操作员面板上。Assign I/E（分配 IE）屏幕会提示使用操作员面板将磁带

分配给特定分区或系统分区。然后磁带只能由分配的分区使用。

有关手动磁带分配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9 页上的禁用/启用手动磁带

分配。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注意：如果您更改了逻辑序列号寻址设置，则您必须关闭电源

并重新启动库存机以使更改生效。

注意：请特别注意此功能，因为 Admin（管理）和 Service（服

务）登录用户均可访问此功能。若在现有安装中启用此

功能，将更改主机和主机应用程序的磁带机序列号外

观。如果从先前设置的主机配置中（通过使用此功能）

更改序列号，部分主机操作系统和部分应用程序软件将

无法看到磁带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将需要重新配

置备份应用程序中的磁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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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远程服务用户 3 为了确保安全，您可以阻止服务用户从 Web 客户端Web 用户界面或通过

以太网服务端口远程登录到库存机。服务用户将仍能从操作员面板界面登

录库存机。此选项默认为禁用。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启用 SSL 3 为库存机与远程客户端之间的安全数据传输启用安全套接字层 (SSL)。此

选项默认为禁用。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启用 SNMP V1/V2 3 启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V1 和 V2 服务使其在库存机上运行。此选

项默认为禁用。

   

启用 IPv6 3 启用对 IPv6 的支持。此选项默认为禁用。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注：始终启用 SNMP v3。有关 SNMP 的详情，请参阅第 57 页上的

配置库存机上的 SNMP 设置。

注：此设置与 Tools（工具）> Security（安全性）菜单中的打开 SNMP
端口不同（请参阅第 110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安全设置）。若要

运行 SNMP，则必须打开此端口且必须启用 SNMP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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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SMI-S 3 启用 SMI-S 服务以在此库存机上运行。默认情况下禁用该设置。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Setup（设置）>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无标签的介质检测 3 在启动时和其他时间，库存机执行对所有插槽和介质的清点。如果插槽包

含条形码标签不可读取的介质（例如，标签丢失、破损或被涂抹），扫描

仪将无法识别它，这样库存机一般会将此插槽报告为空。

使用 Unlabeled Media Detection（无标签的介质检测）功能，可以将库存

机配置为检查并报告包含条形码不可读取的介质的插槽。由于一些库存机

功能无法使用条形码不可读取的磁带，因此了解哪些标签已损坏，便可尽

快将其替换为标签完好的磁带。

在启用 Unlabeled Media Detection（无标签的介质检测）时，校准传感器

将重新扫描在清点中标识为空的插槽，以查看实际在插槽中是否有磁带。

若是如此，库存机会将此磁带报告为具有不可读取的条形码。

此功能默认为禁用。启用时，将出现以下情况：

• 重新扫描可能花费数分钟才完成。

• 可以将库存机配置为仅重新扫描标识为空的 I/E 站插槽，或者重新扫描

库存机中标识为空的所有插槽。

注：此设置与 Tools（工具）> Security（安全性）菜单中的打开 SMI-S
端口不同（请参阅第 110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安全设置）。若要

运行 SMI-S，则必须打开此端口且必须启用 SMI-S 服务。

注：即使不启用 Unlabeled Media Detection（无标签的介质检测）

功能，库存机也始终会重新扫描库存机 上面一排和 下面一

排的“空”插槽。这是因为条形码扫描仪有时无法读取这两排

中的较小标签或位置较偏的标签。校准传感器将重新扫描 下

面一排，而拾取装置将实际检查 上面一排，这是因为校准传

感器无法抵达 上面一排。

此处的“ 下面一排”表示库存机配置报告中指明可用的 下

面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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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机配置报告通过在插槽角落中显示红色三角形来指明条形码不可

读取的介质。

• 库存机用户界面会将 No_Label 列为所有带不可读取标签的磁带的条

形码。

• 在检测到不可读取的条形码时，库存机将通电自检 RAS 标签 (T143)。
只要此标签仍然打开，即使发现更多不可读取的条形码标签，也不会

发布更多 T143 标签。

• 每当磁带移到新位置时都会重新扫描不可读取的条形码标签，以检查

它在新位置中是否可读取。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自动标签关闭 3 关于此功能的信息请参阅第 435 页上的自动关闭 RAS 标签。

配置操作员面板显示设置

您可以使用操作员面板 Display Settings（显示设置）屏幕来调整操作员面

板的亮度和对比度设置。当前应用的设置会显示在该屏幕上。通过按向上

和向下箭头调整亮度和对比度设置。Defaults（默认设置）按钮用于将亮度

和对比度设为默认值。

您无法从 Web 客户端配置显示设置。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Tools（工具）> Display Settings（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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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库存机

注册库存机将激活保证书。完成库存机的初始设置后，在 Web 客户端上

选择 Setup（设置）> Register Library（注册库存机）以自动注册库存机。库

存机将您在 Setup — Contact Information（设置 — 联系信息）屏幕（Setup

（设置）> Notifications（通知）> RAS > Contact（联系方式））中输入的信

息上传。如果您尚未填写联系信息，则您将收到一条带链接的消息。填写

Setup — Contact Information（设置 － 联系信息）屏幕，然后返回 Setup

（设置）> Register Library（注册库存机）完成注册。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中注册库存机。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中，选择 Setup（设置）> Register Library（注册库

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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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dvanced Reporting（高级报告）

高级报告是一种可获许可的功能。您必须在您的库存机上安装高级报告许

可证，这样才能使用本章所述的功能。有关许可证授权的信息，请参阅

第 78  页上的获取和安装授权密钥。

高级报告提供下列您可以配置、查看、保存和发送电子邮件的报告：

• 磁带机资源使用情况报告 — 提供磁带机使用情况信息，为您显示工作在

优容量和尚未充分利用的磁带机。该报告可以帮助您适当地分配磁

带机资源。

• 介质完整性分析报告 — 为各种磁带机、磁带盒及 TapeAlert 标志组合提

供 TapeAlert 计数。该报告可以帮助您确定问题是否是由特定磁带机

或磁带盒引起。

高级报告功能提供以下日志，您可以查看、保存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这些

日志：

• 介质安全日志 — 列出从库存机删除的介质。

• 介质使用日志 — 列出有关库存机中所有介质的信息。

此外，您可以在指定的时间里自动通过电子邮件将任何报告和日志给指定

的收件人。

 

注：想要使用高级报告的所有功能，您的库存机固件必须是 580G 版本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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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

• 关于高级报告许可证

• 使用“高级报告”报告

• 配置磁带机资源使用情况 报告

• 配置介质完整性分析报告

• Using Advanced Reporting Templates（使用高级报告模板）

• 加载和重新加载高级报告 数据

• 删除高级报告数据

• 保存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数据文件

• 配置和查看介质安全日志

• 查看介质使用日志

• 自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高级报告”报告和日志

关于高级报告许可证

高级报告许可证应用于您的所有库存机，无论库存机的大小如何。这表示

您只需购买一次授权。如果增加库存机的大小，您还可以将现有的授权应

用到新的库存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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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级报告”报告

“高级报告”报告的相关细节包括：

• 报告的数据收集保存在日志文件内。当日志文件达到其 大容量时，

添加新信息时将删除 旧的信息。这可能会影响可以访问的历史数据

数量。

• 屏幕报告包含一份图表和一份数据表。当日志文件很大时，将所有历

史数据加载到数据表可能会花费很长时间。因此，该表格 多显示

1000 行的数据，从 新的数据开始，即使还有更多的数据。（图表会

显示整个范围的信息。）要查看所有数据，您需要保存或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数据文件。请参见第 126  页上的保存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数据文件。

• 该报告根据日志文件中的数据，而不是当前库存机配置创建。因此，

库存机可能包括报告中没有显示的磁带机或磁带。类似地，报告中也

可能包含库存机中已经不包含的磁带机和磁带。

• 当磁带盒已安装（已装载）并从磁带机卸下（已卸载）后，有关磁带

机、磁带或操作的信息会记录到磁带机资源使用情况日志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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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磁带机资源使用情况
报告 4

此报告表明如何利用库存机中的磁带机资源。您可以使用此报告帮助确定

库存机中磁带机之间的适当工作量分配。

以下信息从安装在库存机中的各个磁带机上收集：

• 磁带机位置（模块、行）

• 磁带机序列号

• 分区

• 读取（兆）

• 写入（兆）

• 安装时间和日期 (UTC)

• 卸载时间和日期 (UTC)

• 介质运动时间（以秒为单位）

• 磁带盒条形码

要配置此报告，可以指定以下各项：

• Date Range（数据范围）— 指定报告的时间范围。选择以下选项中的

一个：

• Last 7 days（过去 7 天）

• Last 4 weeks (default)（过去 4 周[默认设置]）

• Last 3 months（过去 3 个月）

• All History (as far back as there is data in the log file)（所有历史

记录[日志文件中的所有记录]）

• Attribute（属性）— 指定在报告中包含哪些值。选择以下选项中的一个：

• “Data Written/Read”（数据写入/读取）（默认设置）— 写入

磁带机的数据量和从磁带机读取得数据量，分别显示在不同的图

表中。

• “Total Read and Write”（读取和写入总量）— 写入每个磁带机

和从每个磁带机读取的数据总量。

• “Media Mount Count”（介质安装计数）— 磁带盒安装的数量。

• “Media Mount Time”（介质安装时间）— 介质用于选定磁带机

的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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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Motion Time”（介质运动时间）— 介质在磁带机中运

动的时间总量（写入、读取、倒带等）。

• Chart（图表）— 指定数据如何在图表中显示。可以选择区域图、条形图

（默认）、线图或饼图。

• Type（类型）— 图表类型。选择以下选项中的一个：

• Rollup（累计图）（默认设置）— 在 x 轴上显示分组，在 y-轴上

显示属性的值。

• Trend（趋势图）— 显示选定分组的属性值如何随时间变化。

• Grouping（分组）— 指定在报告中包含哪些磁带机或分区。选择以下选

项中的一个：

• All Drives by Coordinate（根据坐标显示所有磁带机）（默认设

置）— 根据磁带机在库存机中的位置显示所有磁带机的选定属性

的总计。如果在选定范围内有多台磁带机位于该位置，则将在图

表中组合所有位于该位置的磁带机的属性值。

• All Drives by Physical SN（根据物理序列号显示所有磁带机）—
根据物理磁带机序列号显示所有磁带机的选定属性总计。

• All Partitions（所有分区）— 根据物理库存机中的分区分组显示

所有磁带机的比较。

• Selected Drive by Coordinate（根据坐标选定的磁带机）— 报告

图表基于库存机中单个磁带机的位置。如果在选定范围内有多台

磁带机位于该位置，则将在图表中组合所有位于该位置的磁带机

的属性值。

• Selected Drive by Physical SN（根据物理序列号选定的磁带机）—
报告图表基于由物理磁带机序列号标识的单个磁带机。

• Selected Partition（选定的分区）— 报告图表基于物理库存机中

的单个分区。

您仅能从 Web 客户端访问此报告。打开报告的路径是 Reports >（报告）

Advanced Reporting（高级报告）> Drive Resource Utilization（磁带机资

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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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介质完整性分析报告 4
此报告对磁带机、磁带盒与 TapeAlert 标志的不同组合提供 TapeAlert 计
数。可以使用该报告帮助确定问题是否是由特定磁带机或磁带盒引起。

此报告显示选定分组和属性组合的 TapeAlerts 数。此外，下载的报告中至

少包含每个 TapeAlert 的至少 10 条磁带机错误代码，分别显示在 Error #1、

Error #2 等列下。（屏幕报告中不显示磁带机错误代码。）

介质完整性分析报告为每个 TapeAlert 收集以下信息：

• TapeAlert 发生的时间和日期 (UTC)

• 磁带机物理序列号

• 磁带盒条形码

• TapeAlert 值

• 每个 TapeAlert 的发生次数

• 每个 TapeAlert 的磁带机错误代码

要配置此报告，可以指定以下各项：

• Date Range（数据范围）— 指定报告的时间范围。选择以下选项中的

一个：

• Last 7 days（过去 7 天）

• Last 4 weeks (default)（过去 4 周[默认设置]）

• Last 3 months（过去 3 个月）

• All History (as far back as there is data in the log file)（所有历史

记录[日志文件中的所有记录]）

• Attribute（属性）— 指定报告中包含哪些值，以及这些值如何组合。选

择组合方式，包括 all（所有）（默认设置）。若未选择任何属性，则

报告使用 Cartridge Barcode（磁带盒条形码）。

• Cartridge Barcode（磁带盒条形码）— 所有相关的磁带盒。

• Drive Physical SN（磁带机物理序列号）— 所有相关的磁带机。

• TapeAlert — 发出的所有 TapeAlert 标志。有关所有 TapeAlert 标
志的说明，请参阅附录 B， TapeAlert 标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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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t（图表）— 指定数据如何在图表中显示。可以选择区域图、条形图

（默认）、线图或饼图。

• Type（类型）— 指定图表类型。选择以下选项中的一个：

• Rollup（累计图）（默认设置）— 显示选定（默认）分组和属性

组合的 TapeAlerts 数。

• Trend（趋势图）— 显示 TapeAlerts 次数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 Grouping（分组）— 指定根据哪些磁带机或磁带盒生成报告。选择以

下选项中的一个：

• All（所有）（默认设置）— 指定日期范围内发出 TapeAlert 的所

有磁带机和磁带盒。

• Selected Drive by Physical SN（根据物理序列号选定的磁带机）—
单个磁带机。仅在报告中显示指定日期范围内发出 TapeAlert 的
磁带机。

• Selected Cartridge by Barcode（根据条形码选定的磁带盒）— 单
个磁带盒。仅在报告中显示指定日期范围内与 TapeAlert 相关的

磁带盒。

• Sorting（排序）— 指定数据的排序方式。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Alphabetical（字母顺序）

• Count（计数）（升序）

• Last Occurrence（上次发生时间）（默认设置）

您仅能从 Web 客户端访问此报告。打开此报告的路径是 Reports >（报

告）Advanced Reporting >（高级报告）Media Integrity Analysis（介质完整

性分析）。

Using Advanced Reporting 
Templates（使用高级报告
模板） 4

如果希望重复使用相同的配置，您可以将其保存为模板。您可以为每种高

级报告类型保存 多 20 个模板。

Creating a Template（创建模板） 4

1 在报告配置页面中选择您想用作模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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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该屏幕底部的 Report Templates（报告模板）方框中，将模板的名称

键入到 Save（保存）按钮旁边的空字段中。名称 多包含 15 个字符。

模板名称中只能使用小写字母、数字和下划线字符 (_)。

3 单击 Save（保存）。

报告将出现在 Load（加载）按钮旁边的下拉列表中。

Using a Template（使用模板） 4

要使用已保存的模板，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模板并单击 Load（加载）。

Deleting a Template（删除模板） 4

要删除某个模板，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该模板并单击 Delete（删除）。

加载和重新加载高级报告
数据 4

当您首次打开“Advanced Report”（高级报告）配置页面时，系统将把

该报告的所有数据从库存机日志文件加载到 Internet 浏览器中，以便为创

建报告做准备。如果日志文件中包含很多信息，则该过程可能需要几分钟

时间才能完成。

加载到 Internet 浏览器中的数据将保持不变，直到您登出库存机会话或重

新加载数据。如果在会话期间有新数据添加到库存机日志文件（例如，发

生磁带警报），则只有登出库存机并再次登录，或者重新加载数据才会在

屏幕上显示新添加的数据。要在不登出的情况下重新加载数据，可以单击

Reload（重新加载）按钮。此操作将重新加载整个数据集，完成该操作可能

需要几分钟时间。

您可以通过查看报告配置页面的“Report Data”（报告数据）部分了解该

报告从日志文件中加载了多少条记录。注释表明“XX records read，”

（已读取 XX 条记录），其中 XX 为记录条数（请参阅图 16）。

删除高级报告数据 4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希望删除用于构建高级报告的日志文件中包含的信

息。要执行此操作，请单击报告配置页面 Report Data（报告数据）部分

的 Delete（删除）按钮。此操作将删除用于磁带机使用情况报告和介质完

整性分析报告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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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Report Data Buttons

（报告数据按钮）

保存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
告数据文件 4

当报告显示在屏幕上时，您无法保存该报告，但您可以将数据作为逗号分

隔值 (.csv) 文件保存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您可以随后将 .csv 数据导入电

子表格程序，并创建您自己的报告以便进行分析。.csv 文件包含您指定日

期范围内日志文件中的所有数据。

1 生成报告。

2 向下滚动到报告查看屏幕的底部，直到出现标题为 Retrieve the Report

Data File（检索报告数据文件）的方框。

3 要将报告数据保存为 .csv 文件，请单击 Save（保存）。

注： 要从 Web 客户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保存的报告，您必须先保存报告，然后转到 Web 客户

端中的另一个页面。返回报告查看器页面，向下滚动到报告查看屏幕的底部，直到出现标题

为 Retrieve the Report Data File（检索报告数据文件）的方框，然后单击 E-mail（电子邮件）。

4 要将报告数据作为 .csv 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出去，请在 E-mail（电

子邮件）按钮旁边的空字段中键入收件人的姓名，然后单击 E-mail（电

子邮件）。

注意： 删除日志文件中的数据后，您将无法恢复这些数据。Reload

（重新加载）按钮不能检索已删除的数据！建议您在删除数据前

先保存所有用于磁带机资源使用情况报告和介质完整性报告的

所有数据（请参阅保存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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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保存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报告数据

配置和查看介质安全日志

当库存机运行一个库存（启动时；在关闭打开的机门后，等等）时，其检

测到介质取出。介质安全日志列出已从库存机上取出的介质。您可以启用

库存机来收集介质取出的相关信息，然后查看、保存和/或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日志。

您可以配置库存机来收集下列任何或全部的信息。默认的情况下，库存机

不收集信息，日志为空。您必须选择您希望库存机收集的各个项目：

• 仅在加电和重启之后检测到意外取出

• 库存机运行期间检测到意外取出

• 库存机操作时发生的预料到的从 I/E 插槽的删除检测

日志文件包含下列信息：

• 介质取出日期和时间

• 磁带盒条形码

• 取出（意外或如期）的类型

• 插槽位置坐标（从中取出磁带的插槽的坐标）（

• 插槽类型（I/E、储存或清除）

当日志文件达到其 大容量时，新添加信息将替换 旧的信息。

注：Unexpected removal（未预料到的删除）指从库存机删除而没有通过

I/E 站适当输出的磁带盒。

Expected removal（预料到的删除）指通过 I/E 站适当输出的磁带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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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在日志中跟踪哪些信息，请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 >（设置）

Notifications >（通知）Advanced Reporting>（高级报告）Media Security

（介质安全）。

要查看、保存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从 Web 客户端选择 Reports >

（报告）Log Viewer（日志查看器）。请从日志列表中选择  Media Security Log

（介质安全日志）并单击 Next（下一步）。

查看介质使用日志

介质使用报告列出在介质上写入和读取的数据有关的信息，并列出关于软

盘和硬盘读取和写入错误的信息。介质使用日志收集曾插入库存机内的所

有介质的信息，包括之后不再插入库存机内的介质。生命期介质使用指标

与磁带相关并保存在嵌入的盒式存储器内。一旦介质卸载，日志将显示磁

带机从嵌入的盒式存储器内发出的报告。如果磁带盒从不安装或卸载，则

不会在日志上显示。当日志文件达到其 大容量时，新添加信息将替换

旧的信息。这可能会影响可用历史数据的数量。

日志提供下列信息：

• Volser — 盒式磁带条形码标签

• SN — 盒式磁带序列号

• Mfr — 盒式磁带制造商

• Date — 盒式磁带制造日期（格式：YYYYMMDD）

• Type — 介质类型

• Mounts — 磁带安装数量

• RRE — 修复的读取错误

• URE — 未修复的读取错误

• RWE — 修复的写入错误

• UWE — 未修复的写入错误

• LW — 磁带寿命 MB 写入

• LR — 磁带寿命 MB 读取

• Enc — 磁带加密状态（U=未知、E=已加密、N=未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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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查看、保存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请从 Web 客户端中选择 
Reports >（报告）Log Viewer（日志查看器）。从日志列表选择 Media 

Usage Log（介质使用日志）并单击 Next（下一步）。

自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高级报告”报告和日志

您可以配置库存机，以便每天或每周自动通过电子邮件向指定的收件人发

送“高级报告”日志和报告。

您可以创建 多 20 个电子邮件收件人。如果您想要给同一个收件人发送

一组不同的报告，您可以多次输入同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在每个地址中选

择不同的报告。每一个条目均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收件人， 多 20 个。

每个电子邮件通知包含一个可选的注释文本框，您可以利用它来输入有关

库存机或您希望收件人了解的报告和日志的信息。此信息出现在电子-邮件

正文中。

一旦创建后，您可以随时修改现有电子邮件通知上的设置。如果不再需要

电子邮件通知，您可以删除。

在库存机发送电子邮件通知之前，您必须先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有

关如何配置电子邮件帐号的信息，请参阅第 82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电子邮

件帐户。

注：不允许有重复条目。重复条目意味着设定同一收件人从两个不同的

条目中接收完全相同的报告。如果您重复的收件人，请确保每个条

目内选择的报告并不完全相同。

例如，如果您周一创建了一个条目让收件人 A 接收磁带机使用率

和介质完整报告，那么您就不能在周四创建另一个条目给收件人 A
发送磁带机使用率和介质完整报告。但是，您可以为收件人 A 创
建一条记录并且每天发送报告（选择Daily（每天）作为发送报告的

日期），您还可以更改发送的报告，使其与第一条记录不同。您可

以为收件人 A 创建三个条目，如下：1) 周一发出这两个报告；2)
周四发出磁带机使用率报告；以及 3) 周四发出介质完整报告（使

用不同的条目）。收件人相同，但用每个条目发送的报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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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和电子邮件通知。拥有用户权限的用户

可接收电子邮件通知，但无法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账户或电子邮件通知。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在 Web 客户端中，选择 Setup >（设置）Notifications>（通知）Advanced 

Reporting（高级报告）>Receiver Addresses（收件人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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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Scalar i500 库存机配置配备了预先激活的已购买数量的插槽。所有库

存机配置 初的可用预激活插槽数量为 41 个，然后以 46 个插槽的增量逐

步递增，直到在 41U 库存机配置中达到 大 409 个插槽。

初购买库存机后，您可以通过购买 COD 授权升级来激活库存机中任意

其他非活动插槽。升级以 46 个插槽为增量出售。例如，一个 14U 库存机

在 初购买时可以被授权 87 个插槽（默认 41 个 + 购买 46 个 = 87）。14U
库存机的其余 46 个插槽可通过购买一个升级版在以后激活。这样 133 个插

槽将全部处于可用状态。

如果升级更多插槽，新的授权密码将包括与扩展插槽数相应的全部授权。

新的授权密钥将替换当前的授权密钥。有关许可证授权的信息，请参阅

第 78  页上的获取和安装授权密钥。

授权插槽可能多于库存机中实际可用的插槽。在此情况下，当添加扩展模

块时，多出的授权插槽将变为可用。

要查看库存机的当前配置和插槽可用性，请打开“库存机配置报告”（从

Web 客户端选择 Reports >（报告）Library Configuration（库存机配置））。

表 6 显示可用于购买的默认和可用预激活插槽数，以及可使用 COD 授权

密钥为每个库存机配置激活的插槽数。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131



第 5 章  随需应变容量
表 6    每种配置可用插槽和 
COD 升级

 

 

5U 14U 23U 32U 41U

小数， 大

数 可用插槽

（包括 I/E 站
插槽）

41, 41 41, 133 41, 225 41, 317 41, 409

默认设置

 预激活插槽

41 41 41 41 41

“Available”
（可用）

 预激活插槽

41 41, 87, 133 41, 87,
133, 179, 225

41, 87, 133, 
179, 225, 271, 
317

41, 87, 133, 
179, 225, 271, 
317, 363, 409

可用 COD 插
槽升级

NA 87, 133 87, 133,
179, 225

87, 133, 179,
225, 271, 317

87, 133, 179,
225, 271, 317, 
363,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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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网络 (SNW) 是可利用 8 Gb/s HP LTO-5 FC 磁带机（无需连接 4
Gb/s FC I/O 刀片）控制路径故障切换、数据路径故障切换和主机访问配

置功能的可授权功能。（由于 FC I/O 刀片的 小速度为 4 Gb/s，您只能

通过不连接 FC I/O 刀片来获取 大速度。）

SNW 授权也是 FIPS 合规性的必要条件。有关 FIPS 的详情，请参阅第 177
页上的FIPS 认证的加密解决方案。

本章介绍：

• 关于存储网络许可证

• 配置控制路径故障切换

• 强制控制路径故障切换

• 配置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 启用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 强制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 配置主机访问

• 为主机访问注册主机

• 为主机访问启用磁带机

• 映射主机到磁带机和分区

• 修改主机

• 删除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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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存储网络许可证

如果您在购买库存机后购买了存储网络 (SNW) 许可证，则必须在库存机

上安装授权密钥才能支持 SNW 功能。

SNW 许可证以磁带机为单位出售。在库存机上安装的许可证指示经授权

的磁带机数量。

如果您为一定数目的磁带机购买了 SNW 许可证，随后又要授权更多的磁

带机，您必须购买额外的 SNW 许可证。

此许可证与具体的磁带机无关，而是目前使用 SNW 的磁带机的数目有

关。如果您从一台磁带机上删除所有的 SNW 功能，则该许可证可用于其

他磁带机。

有关许可证授权的信息，请参阅第 78 页上的获取和安装授权密钥。

配置控制路径故障切换

如果 HP LTO-5 FC 磁带机是一个分区的控制路径，您可选择该分区的另

一台 HP LTO-5 FC 磁带机用于控制路径故障切换。这意味着如果控制路

径磁带机故障，故障切换磁带机会成为该分区的控制路径。故障切换磁带

机会一直是该分区的控制路径，除非其发生故障或库存机重启。无论哪种

情况出现时，库存机都会重启和尝试使用原控制路径磁带机用于控制路

径，以及原故障切换磁带机用于故障切换。

关于控制路径故障切换的详细信息包括：

• SNW 许可必须足以涵盖控制路径和故障切换磁带机以允许磁带机故障

切换。

• 控制路径和故障切换磁带机必须是 HP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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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路径和故障切换磁带机必须有配置为 Point to Point（点到点）的拓

扑结构。（请参阅第 74 页上的设置磁带机参数）。之前，配置控制路

径故障切换之后，库存机即允许更改拓扑，即使这会使此功能无法运

行。现在若未将控制路径和故障切换磁带机均配置为 Point to Point
（点到点），库存机将禁止启用控制路径故障切换，并且禁止更改配

置了控制路径故障切换的所有磁带机上的拓扑。

• 控制路径和故障切换磁带机必须不能连接到同一光纤上启用了 NPIV
的交换机。它们不能连接到 FC I/O 刀片。

• 控制路径和故障切换磁带机在库存机中按位置分配，所以即使更换磁

带机，库存机也会故障切换或转向指定的位置。

• 为某个分区配置控制路径故障切换之后，该分区将使用虚拟端口作为

控制路径通信端口。此虚拟端口的万维网端口名称 (WWPN) 显示在库

存机系统信息报告分区部分的 Control Path（控制路径）下（请参阅

第 239 页上的查看系统信息报告）。

• 控制路径故障切换和数据路径故障切换均可配置一个磁带机（请参阅

第 138 页上的配置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 您可手动强制故障切换（请参阅第 135 页上的强制控制路径故障切换）。

您只能从 Web 客户端配置控制路径故障切换。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 >（设置）Control Path（控制路径）。

强制控制路径故障切换 6
您可手动强制控制路径故障切换。可能希望强制故障切换以检查非活动磁

带机是否仍然能够运行，或在导致故障切换的问题被修复后切换回原始控

制路径磁带机。

要强制控制路径故障切换：

1 从 Web 客户端单击 Tools（工具）> Drive Operations（磁带机操作）。

显示 Tools — Drive Operations（工具 － 磁带机操作）屏幕（请参阅

图 18）。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135



第 6 章  存储网络
配置控制路径故障切换
图 18  强制控制路径故障切换

2 选择 Force Control Path Failover（强制控制路径故障切换）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显示 Force Control Path Failover（强制控制路径故障切换）屏幕（请参

阅图 19）。将列出所有启用了控制路径故障切换的分区。当前作为控

制路径的磁带机的位置和状态将显示在 Active（活动）列中。当前作为

待机控制路径的磁带机的位置和状态将显示在 Standby（待机）列中。

对于每个分区将显示以下信息：

列 表示

Active Drive

（活动磁带机）
当前控制路径磁带机的位置。

Active Status

（活动状态）
当前控制路径磁带机的就绪状态。

Active Connected

（活动已连接）
当前控制路径磁带机是否已连接并有有效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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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强制控制路径故障切换

3 选择要强制故障切换的分区。

4 单击 Apply（应用）。

新活动磁带机位置显示在 Active Drive（活动磁带机）列中。新待机磁

带机位置显示在 Standby Drive（待机磁带机）列中。

 

Standby Drive

（待机磁带机）
待机磁带机的位置。

Standby Status

（待机状态）
待机磁带机的就绪状态。

Standby Connected

（待机已连接）
待机磁带机是否已连接并有有效链接。

注：待机磁带机必须为 “ready” （就绪）且 “connected” （已

连接）才能强制故障切换。

注：如果未显示新磁带机位置，请刷新浏览器。

列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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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数据路径故障切换是首选数据路径出现故障时的备用数据路径。数据路径

故障切换功能是作为存储网络授权的一部分提供的，仅适用于 HP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

HP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有两个光纤通道端口。如果您在磁带机上启用

数据路径故障切换，则一个端口将用作数据传输的“活动端口”，另一个

端口将待机，以备活动端口故障时使用。如果磁带机丢失与活动端口的光

纤通道链接，它将自动“故障切换”并使用待机端口继续磁带机操作。库

存机将在发生自动故障切换时发出 RAS 标签。此外，库存机将监控待机

端口，并在待机端口未报告健康光纤通道链接状态时发出 RAS 标签。

除非发生故障切换，否则库存机使用端口 1 作为数据路径传输。发生故障

切换时，库存机使用端口 2，直到再次发生故障切换或库存机重启。与此

类似，如果配置了数据路径故障切换的磁带机是一个分区的控制路径，则

主机使用端口 1 发出介质更换器命令，除非发生故障切换。发生故障切换

时，主机使用端口 2，直到再次发生故障切换或库存机重启。

控制路径故障切换和数据路径故障切换均可配置一个磁带机。如果二者同

时配置，则只有控制路径磁带机上的两个端口全部发生故障时控制路径才

会故障切换到另一个磁带机。

您可在需要时手动切换活动端口（请参阅第 141 页上的强制数据路径故障

切换）。

注：除非端口 2 因强制故障转移而激活，否则执行磁带机重置操作便是

另一种再次激活端口 1 的方式（请参阅第 141 页上的强制数据路径

故障切换）。如果强制到端口 2 并重置磁带机，则库存机和主机将

一直使用端口 2 直到再次发生故障切换或库存机重启。

注：如果您在一个磁带机上未使用数据路径故障切换，则将仅使用敞口

1 作为数据路径或控制路径传输。除非在磁带机上启用数据路径故

障切换，否则库存机和主机将不能识别端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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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路径故障切换的详细信息包括：

• 磁带机必须是 HP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

• HP LTO-5 FC 磁带机固件必须为符合 Scalar i500 库存机要求的版本

（请参阅Scalar i500 发行说明中的合格固件等级）。

• 库存机必须有需要配置数据路径故障切换的磁带机的存储网络授权。

• 磁带机上的两个 FC 端口均必须连接到主机或交换机。任何一个磁带

机端口均不能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

• 必须在磁带机上启用数据路径故障切换（数据路径故障切换默认是禁

用的）。

• 磁带机拓扑设置必须为 Point to Point（点对点）。

启用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6  要启用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1 将两个磁带机光纤通道端口（端口 1 和端口 2）均连接到主机或交换机

（请参阅图 20）。

图 20  HP LTO-5 光纤通道磁带
机端口

端口 1 – 默认数据

路径

端口 2 – 默认故障

切换端口

端口 1 状态 LED 端口 2 状态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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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库存机 Setup（设置）菜单中单击 Drive Settings（磁带机设置）。

显示 Setup — Drive Settings（设置 － 磁带机设置）（请参阅图 21）。

3 对于要启用数据路径故障切换的每个磁带机，执行以下操作：

a 首先，将 Requested Topology（请求的拓扑）设置更改为 Point to
Point（点对点）。

b 然后选择 DPF 复选框。

4 单击 Apply（应用）。

图 21  启用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注：图例为端口 1 为默认端口，端口 2 为默认故障切换端口，但这些默认

设置仅适用于插入电缆时未启用数据路径故障切换功能时的情况。

数据启用了数据路径故障切换，插入电缆的第一个端口将成为活动

数端口，第二个端口则成为故障切换端口。例如，如果数据路径故

障切换已启用且您在端口 2 中插入电缆，则该端口成为活动数据端

口。在端口 1 中插入电缆会使其成为数据路径故障切换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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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6 您可通过强制故障切换在启用了 DPF 的磁带机上手动切换活动光纤通道端

口。您可通过强制故障切换检查未启用的端口是否仍然工作，或修复导致

故障切换的问题后切换回端口 1。

您每次只能在一个磁带机上强制故障切换。两个光纤通道端口均必须连接

到主机或交换机。

您只能从 Web 客户端强制故障切换。

要强制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1 从 Tools（工具）菜单单击 Drive Operations（磁带机操作）。

显示 Tools — Drive Operations（工具 － 磁带机操作）屏幕（请参阅

图 22）。

图 22  强制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2 选择 Force Data Path Failover（强制数据路径故障切换）并单击 Next（下

一步）。

显示 Force Data Path Failover（强制数据路径故障切换）页面（请参阅

图 23）。将列出所有启用了数据路径故障切换的磁带机。当前作为数

据路径使用的端口将在 Active Port（活动端口）列中显示。若没有端口

连接，则 Active Port 列将显示 “No Link”（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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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强制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3 选择要强制故障切换的磁带机。

4 单击 Apply（应用）。

新活动端口将显示在 Active Port（活动端口）列中。

 

注：磁带机必须在 “ready” （就绪）状态才能被选中。

注：若未显示新活动端口，请刷新浏览器页面。

注：若强制故障切换失败，库存机将发出一个 RAS 标签。若强制故

障切换成功，库存机不会发出 RAS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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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主机访问

主机访问提供了限制主机通过库存机接口访问指定磁带机和分区的一种

方式。

库存机上必须拥有存储网络许可证才能使用主机访问。存储网络许可必须

足以涵盖将要配置用于主机访问的磁带机。

若要配置主机访问，首先必须为主机访问配置主机并在所需磁带机上启用

主机访问。然后即可映射主机到需要访问的磁带机或分区。

关于主机访问的详情包括：

• 注册后的主机必须对库存机中未启用主机访问功能且已映射到主机的

所有磁带机拥有全面访问权限。注册后的主机不能访问已启用主机访

问但未映射到主机的磁带机。

• 未注册的主机可全面访问库存机中所有未启用主机访问功能的所有磁

带机，但不能访问已启用主机访问功能的磁带机。

• 启用主机访问的磁带机仅能有映射的已注册主机访问。

• 未启用主机访问功能的磁带机可由所有主机访问。

• 如果分区的控制路径和任何故障切换磁带机已启用主机访问功能，则

只有映射到此分区的主机能够发送介质更换器命令到此分区。未注册

的主机和已注但未映射到此分区的主机不能发送介质更换器命令到此

分区。但是未注册的主机和已注但未映射到此分区的主机仍可访问和

发送命令到所映射分区中任何未启用主机访问的磁带机。

• 各磁带机 多可映射 64 台主机条目以进行访问控制，无论主机是映射

到磁带机、此磁带机提供库存机控制路径的分区或者同时映射到两

者。如果同一主机同时映射到磁带机和分区，则此主机占用两个主机

条目。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配置控制主机访问控制。其菜单路径为：

• Setup >（设置）Host Access >（主机访问）Host Registration（主机
注册）和

• Setup >（设置）Host Access >（主机访问）Host Connections（主机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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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机访问注册主机 6 主注册主机有两种方式：使用 Create（创建）和 Add（添加）按钮。

Create（创建） 6

Create（创建）允许通过输入主机信息手动创建和注册主机。

1 从 Web 客户端中选 Setup >（设置）Host Access >（主机访问）Host

Registration（主机注册）。

2 单击 Create（创建）。

3 输入用户自定义的主机名称。

4 输入主机 WWPN。

5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主机类型。

6 单击 Apply（应用）。

主机在 Setup（设置）— Host Registration（主机注册）屏幕的已注册主

机下拉列表中出现。

Add（添加） 6

Add（添加）允许从未注册主机列表中选择主机注册。

1 从 Web 客户端中选 Setup >（设置）Host Access >（主机访问）Host

Registration（主机注册）。

2 单击 Add（添加）。

库存机会显示所有连接到库存机中磁带机或 FC I/O 刀片的当前未注

册主机的列表。

3 选择主机并单击 Add（添加）（一次只能添加一台主机）。

4 在 Add a Host（添加主机）下输入或修改 Name（名称）字段中的主机名

称并从 Select Type（选择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主机类型。

5 单击 Apply（应用）。

这就会注册主机。页面刷新后就可在 Setup（设置）— Host Registration

（主机注册）屏幕中看到已注册主机列表。刚添加的主机会出现在已注

册主机列表中（不再于未注册主机列表中显示）。

6 如果需要从未注册主机列表中注册多台主机，再次单击 Add（添加）即

可查看未注册主机列表，并从步骤 4 开始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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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机访问启用磁带机 6 在映射主机前必须为主机访问启用磁带机。

1 浏览至 Setup >（设置）Host Access >（主机访问）Host Connections

（主机连接），或从 Setup（设置）— Host Registration（主机注册）屏

幕中单击 Access（访问）按钮。

Setup（设置）— Host Connections（主机连接）屏幕出现，显示所有可

启用主机访问功能的磁带机列表。

2 选择需要启用主机访问功能的所有磁带机的 Access Control（访问控制）

复选框。

3 清除不需要启用主机访问功能的所有磁带机的 Access Control（访问控

制）复选框。

 

4 单击 Apply（应用）。

5 单击 Next（下一步）转到下一屏幕映射主机到磁带机和分区。（如果

Next（下一步）按钮不在屏幕上显示，则意味着没有磁带机可启用主机

访问功能。）

映射主机到磁带机和分区 6 一次只能映射一台主机，并需在配置每台主机后单击 Apply（应用）。

1 浏览至 Setup >（设置）Host Access >（主机访问）Host Connections

（主机连接），或从 Setup（设置）— Host Registration（主机注册）屏

幕中单击 Access（访问）按钮。

2 选择启用主机访问的磁带机（详见第 145 页上的为主机访问启用磁带

机）并单击 Next（下一步）。

Setup（设置）—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连接配置）屏幕出现，显

示要映射的两到三个项目：

• Hosts（主机）— 显示所有已注册主机。

• Partitions（分区）— 分区仅在该分区的控制路径磁带机启用主机访

问功能时显示。如果控制路径磁带机有相关的故障切换磁带机，

那么故障切换磁带机也必须启用主机访问功能。映射分区到主机可

允许主机通过控制路径磁带机发送介质更换器命令到分区。

注：如果禁用之前启用并映射到主机的磁带机，则此磁带机可由所

有主机访问。但是库存机会保持映射连接的记录，以便在随后重

新启用此磁带机时可重新恢复之前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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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s（设备）— 显示已启用主机访问功能的所有磁带机。映射

主机到磁带机可允许此主机访问该磁带机。

3 选择主机。

Partitions（分区）和 Devices（设备）列表刷新，显示当前选择的映射

到主机的分区和磁带机。

4 选择与分区/设备相对应的复选框以允许主机访问；清除复选框可让

主机无法访问此分区/磁带机。

5 单击 Apply（应用）。

6 对需要的其他主机重复上述步骤。

修改主机 6 您可修改已注册主机的主机名称和主机类型。更改这些设置不会影响主机

访问连接。如果如果要修改 WWPN，则必须删除主机并重新创建。

若要修改主机：

1 单击 Setup >（设置）Host Access >（主机访问）Host Registration（主

机注册）。

2 选择主机并单击 Modify（修改）。

3 修改或输入主机名称后单击 Apply（应用）。

删除主机 6 删除主机会在库存机中取消注册。主机会从已注册主机列表中删除。

如果主机在 Setup（设置）—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连接配置）屏幕中

映射到磁带机或分区，则需要在删除主机前禁用所有映射的连接。

若要删除主机：

1 单击 Setup >（设置）Host Access >（主机访问）Host Registration（主

机注册）。

2 选择主机并单击 Delete（删除）。

一个对话框打开，询问是否确认删除主机。

3 单击 OK（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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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密密钥管理

加密密钥管理 (EKM) 是一项可获得许可的功能。您的库存机必须安装

EKM 许可证，才可使用本章描述的加密密钥管理功能。

Scalar i500 支持三种加密密钥管理系统，如表 7 中所述。这些系统和库存

机一起生成、保护、存储和管理加密密钥。磁带机使用这些密钥加密写入

磁带的信息，以及解密从磁带介质读取的信息。库存机与加密密钥管理服

务器通信。这些加密密钥经过库存机，因此应用程序可以“看到”加密。

这种库存机使用方式被称为“库存机管理加密”。

注：这三种解决方案不可共同使用。Scalar i500 库存机不支持一个库存

机上多于一个加密密钥管理系统。

注：库存机固件版本 607G.GS003 (release i7.2) 仅支持 KMIP 密钥管理

器。不支持其他加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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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加密系统
 

如果您购买了 Q-EKM，Quantum 支持将安排时间为您的服务器安装应用

程序。如果您购买了 SKM，您将收到软件应用程序、两个密钥服务器

（可选），以及安装和配置说明。KMIP 兼容系统的安装因制造商而异，

且 高可包含 10 个密钥服务器。

本章介绍如何在库存机上配置加密密钥管理 (EKM) 解决方案，并介绍库存

机上提供的所有 EKM 功能。

请参阅Quantum Encryption Key Manager 用户指南、Scalar Key Manager 用
户指南或您的 KMIP key 管理器用户指南  中关于如何管理库存机外部加密

密钥系统 的信息。

本章介绍：

• 第 150 页上的库存机加密一般说明

• 第 150 页上的关于 EKM 许可证

• 第 150 页上的在库存机上配置加密密钥管理

• 第 163 页上的使用 EKM 路径诊断

加密系统 支持的磁带机 支持的介质

Quantum Encryption Key 
Manager (Q-EKM) 

IBM LTO-4 光纤通道和 SAS

IBM LTO-5 光纤通道

您必须运行 Q-EKM 版本 2.0（或更高版

本），以支持 IBM LTO-5 磁带机。

LTO-4 和 LTO-5 磁带盒

Scalar Key Manager 
(SKM)

HP LTO-4 光纤通道和 SAS

HP LTO-5 光纤通道和 SAS

LTO-4 和 LTO-5 磁带盒

KMIP 兼容密钥管理器* HP LTO-4 光纤通道和 SAS

HP LTO-5 光纤通道和 SAS

 LTO-4 和 LTO-5 磁带盒

*    密钥管理互操作性协议 (KMIP®) 是 OASIS® 制定的规范。其作用是使企业密钥管理系统和加密系统

之间的通信标准化。Scalar i500 库存机可提供 KMIP 1.0 版兼容加密解决方案。

仅特定环境支持 KMIP。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发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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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8 页上的查看磁带机加密设置

• 第 168 页上的在库存机上执行 Scalar 密钥管理器功能。

• 第 169 页上的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 第 171 页上的共享加密的磁带盒

• 第 172 页上的导出本机加密证书

• 第 172 页上的导入加密证书

• 第 173 页上的导出数据加密密钥

• 第 175 页上的导入数据加密密钥

• 第 175 页上的访问 SKM 服务器日志

• 第 176 页上的使用 SKM 加密密钥导入警告日志

KMIP 兼容加密密钥管理

密钥管理互操作性协议 (KMIP®) 是 OASIS® 制定的规范。其作用是使企业

密钥管理系统和加密系统之间的通信标准化。i7.2 版 Scalar i500 库存机可

提供 KMIP 1.0 兼容加密解决方案。

目前仅 SafeNet® KeySecure 服务器支持 KMIP。详情请联系 Quantum 
代表。

关于 Scalar i500 KMIP 兼容实施的详情包括：

• 和库存机支持的其他加密系统一样，若要通过 Scalar i500 使用 KMIP
兼容加密系统，您必须在库存机上安装一个加密密钥管理授权。

• 为进行故障切换，您 少需要两个 KMIP 兼容加密服务器。为提高故障

切换能力， 多可使用 10 个 KMIP 兼容加密服务器。

关于如何在库存机上配置 KMIP 兼容加密系统的信息请参阅第 150 页上的

在库存机上配置加密密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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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机加密一般说明 7 在库存机上使用加密时请记住以下几点：

• EKM 支持的磁带机中写入支持加密和能够加密介质的数据将被加密，

除非之前是以非加密形式写入数据的。为了对数据进行加密，必须使

用空白介质或者在磁带第一次写操作时 (BOT) 就已使用库存机管理加

密功能写入数据。

• 您不能将加密的数据添加到未加密的磁带上。

• 您不能将未加密的数据添加到加密的磁带上。

• 每个磁带盒只能使用一个数据加密密钥。

• 加密是按分区进行配置的。您必须为“库存机管理加密”配置分区。

EKM 分区必须只包含您使用的加密系统支持的磁带机。（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161 页上的步骤 6：为库存机管理加密配置分区。

关于 EKM 许可证 7 如果您是在购买库存机后购买 EKM 许可证，则必须在库存机上安装许可

密钥，才能启用 EKM 功能。EKM 许可证以磁带机为单位出售。许可证与

启用库存机管理加密的磁带机数量对应。如果库存机中启用加密的磁带机

数量超过许可证的覆盖范围，则需要另外购买许可证方可启用。新的许可

证密钥将替代当前许可证密钥，并且包含所有磁带机的整个许可。

在库存机上配置加密密钥管理

配置库存机前请确保您已安装和运行 Q-EKM、SKM 或 KMIP 兼容密钥 服
务器（请参阅 Quantum Encryption Key Manager 用户指南、Scalar Key
Manager 用户指南、或 KMIP 密钥管理器用户指南 中的说明）。

然后按顺序执行以下操作来配置库存机：

• 第 151 页上的步骤 1：在库存机上安装 EKM 许可证密钥

• 第 151 页上的步骤 2：为库存机管理加密准备分区

• 第 152 页上的步骤 3：配置加密设置和密钥服务器地址

• 第 155 页上的步骤 4：在库存机上安装 TLS 许可证（仅 SKM）

• 第 160 页上的步骤 5：运行 EKM 路径诊断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150



第 7 章  加密密钥管理
在库存机上配置加密密钥管理
• 第 161 页上的步骤 6：为库存机管理加密配置分区

步骤 1：在库存机上安装 EKM 许可证密钥 7

如果还未在库存机上安装 EKM 许可证密钥，请立即安装。

步骤 2：为库存机管理加密准备分区 7

对于每个要启用库存机管理加密的分区执行以下操作：

1 确保分区中包含支持加密和能够加密的磁带机和介质。请注意以下

内容：

• Q-EKM 分区必须仅包含 IBM LTO-4 和/或 IBM LTO-5 磁带机。

• SKM 分区必须只包含 HP LTO-4 和/或 HP LTO-5 磁带机。SKM
介质必须有有效的条形码标签。SKM 不支持使用无标签的介质。

• KMIP 分区必须仅包含 HP LTO-4 和/或 HP LTO-5 磁带机。

1 在磁带机上安装符合库存机固件版本的 新固件版本。关于磁带机固

件的正确版本的信息请参阅库存机发行说明。（建议将库存机固件升

级到 新版本）。

2 从配置 EKM 的所有分区中的磁带机中取出磁带盒。

注：由于要持续迅速处理大量操作，Scalar Key Manager 对网络稳定

性非常敏感。如果您收到 SKM 操作故障错误，请检查网络功能并

重试操作。

请确保已在网络上的所有防火墙中为 SKM 服务器上的 80、6000
和 6001 端口打开双向模式。如果没有，库存机可能无法与 SKM
服务器通信。

注：您必须运行 Q-EKM 版本 2.0（或更高版本），以支持 IBM
LTO-5 磁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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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配置加密设置和密钥服务器地址 7

如下配置加密设置和密钥服务器信息：

1 您可从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Encryption（加密）> System 
Configuration（系统配置）。

显示 Setup（设置）— Encryption System Configuration（加密系统

配置）屏幕（请参阅图 24）。

图 24  Setup（设置）— 
Encryption System Configuration

（加密系统配置）(KMIP Key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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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y Server Type（密钥服务器类型）— 该字段只有您在库存机上安装

HP 磁带机时显示。如果此字段可见，请选择要使用的加密解决方案

（Q-EKM、SKM 或 KMIP Key Manager）。

3 Automatic EKM Path Diagnostics（自动 EKM 路径诊断）— 根据需要

启用或禁用，但建议保留默认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6 页
上的使用自动 EKM 路径诊断）。启用后，此功能将根据指定间隔执

行检查，以确保两个密钥服务器均已连接到库存机并运行正常。如果

出现问题，库存机会生成 RAS 票证。

4 Interval（间隔）— 如果启用了自动 EKM 路径诊断，请选择库存机执

行诊断的间隔。

5 Test Warning Threshold（测试警告阈值）— 仅用于 Q-EKM。如果

启用了自动 EKM 路径诊断，请指定生成 RAS 标签所需的连续忽略测

试时间间隔次数。

6 SSL Connection（SSL 连接）— 按照下列操作启用或禁用，这取决于

您正在使用的密钥服务器：

• Q-EKM — 若要启用 SSL 以便在库存机和 EKM 服务器之间进行通

信，请选择 SSSL Connection（SSL 连接）复选框。此功能默认

为禁用。如果您启用 SSL，您必须确保 Port（端口）文本框（见

下文）中的端口号与 Q-EKM 服务器上设定的 SSL 端口号相匹

配。如果您启用 SSL，您必须确保第一和第二密钥服务器端口号

（见下文）与 Q-EKM 服务器上设定的 SSL 端口号相匹配。

• SKM — SSL 始终处于启用状态。SSL 端口号始终为 6000。

• KMIP Key Manager — SSL 始终处于启用状态。

7 密钥服务器 IP 地址或主机名 — 在文本框中按顺序输入故障切换时使

用的密钥服务器。“#” 列表示服务器的故障切换顺序。添加服务器

后，您可单击 Order（顺序）列中的上/下箭头更改故障切换顺序。

注：无论是否启用 SSL ，密钥从 Q-EKM 密钥服务器发送到磁

带机前都会被加密。启用 SSL 可进一步增强安全性。

注：对于 SKM 和 KMIP Key Manager，库存机实际上是使用

比 SSL 更安全的传输层安全协议 (TLS) 与加密服务器通信。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153



第 7 章  加密密钥管理
在库存机上配置加密密钥管理
对于初次密钥请求，库存机会先尝试服务器 #1（第一服务器）。如果

服务器 #1 不可用于执行密钥请求，则库存机尝试服务器 #2。对于 KMIP
密钥管理器，若服务器 #2 不可用，则库存机将尝试服务器 #3，按顺

序依此类推。

库存机找到可执行请求的服务器后，此服务器将保持为活动服务器，

直到它未成功执行密钥请求或库存机重启。此时，库存机将重新从服

务器 #1 开始尝试处理密钥请求。

在文本框中输入：

• 密钥服务器的 IPv4 或 IPv6 地址（DNS 未启用），或

• 密钥服务器的主机名称（DNS 启用）。

8 Port（端口）— 在 Port（端口）文本框中输入与所列服务器相应的端

口号。文本框中列出的端口号必须与服务器端口号匹配。请注意以下

内容：

• Q-EKM — 如果没有启用 SSL，则默认端口号是 3801。如果启用

SSL，则默认端口号是 443。

注：Q-EKM 需要一个或两个服务器。如果您不打算使用第二密钥服

务器，您可以在 #2 文本框内键入 0.0.0.0 作为 IP 地址，或者将

该文本框留为空白。

SKM 需要两个服务器。

KMIP Key Manager 需要至少两个服务器且可有 多 10 个服

务器以提高故障切换能力。

注：如果您更改了 Port（端口）文本框中库存机使用的默认 
Q-EKM 端口号，您必须同时更改所用密钥服务器的端口号

使其匹配，否则库存机管理加密将无法正常运行。有关在

Q-EKM 密钥服务器上设置端口号的信息，请参阅 Quantum
Encryption Key Manager 用户指南。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154



第 7 章  加密密钥管理
在库存机上配置加密密钥管理
• SKM — 对于 SKM，端口号始终为 6000。您无法更改 SKM 端
口号。

• KMIP Key Manager — 端口号必须与 KMIP 密钥管理器服务器上

配置的端口号匹配。KMIP 密钥管理器和库存机通信时使用的端

口号通常为 9003。

9 单击 Apply（应用）。

10 确保可在防火墙上打开所有与 EKM 服务器对应的端口，以允许库存机

连接到服务器。对于 SKM，80、6000 和 6001 端口必须打开。

步骤 4：在库存机上安装 TLS 许可证（仅 SKM） 7

如果您运行的是 SKM 或 KMIP 密钥管理器，您必须在库存机上安装具有

有效日期的传输层安全协议 (TLS) 通信许可证才能使库存机与连接的 EKM
服务器进行安全通信。

您任何时候都可以安装新的 TLS 证书序列，以覆盖当前的序列。新 TLS 证
书必须是有效的，否则无法覆盖，当前的证书将原处保留。

注：如果您要使用第二 Q-EKM 密钥服务器，则第一和第二密

钥服务器的端口号必须设为同一值。如果不设为同一值，

将不会执行同步和故障转移。

注：任何一个分区启用库存机管理加密时，将无法编辑加密系统配置

设置。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转至 Setup（设置）> Encryption
（加密）> Partition Configuration（分区配置），将所有  EKM
分区设置由 Enable（启用）Library Managed（库存机管理）

改为 Allow（允许）Application Managed（应用程序管理）。

然后对系统配置设置进行更改。最后返回并将所有 EKM 分区

设置改为 Enable（启用）Library Managed（库存机管理）。

注：如果您使用的是 Q-EKM，请跳过此步骤。不需要任何 TLS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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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您使用的加密系统采取以下操作之中的一项。

检查 新证书   7在 Tools（工具）菜单中，选择 EKM Management（EKM
管理）> Import Communication Certificates（导入通信证书）。

显示 Tools（工具）— TLS Communication Certificate Import（TSL 通
信证书导入）屏幕（请参阅图 25）。

如果当前已安装 TLS 证书，则它们将显示在屏幕底部。若未安装，则屏幕

底部会显示信息说明证书未安装。

加密系统 操作

Scalar Key Manager (SKM) 如果您购买的库存机配有 570G 或更高版本的

固件，那么该库存机则预装了 TLS 证书。您可

通过 Web 客户端查看是否安装了 TLS 证书（请

参阅第 156 页上的检查 新证书）。

如果当前安装了有效的 TLS 证书，则无需进行

任何操作。但是如果有需要，您可安装自己的

许可证以替换现有的证书（请参阅第 158 页上

的在库存机上安装您自己的 TLS 证书）。

如果未安装有效的 TLS 证书，您必须先安装。

您可安装以下证书：

Quantum 提供的 TLS 证书（请参阅第 157 页
上的在库存机上安装 Quantum 提供的 TLS
证书）。

安装您自己的 TLS 证书（请参阅第 158 页上的

在库存机上安装您自己的 TLS 证书）。

KMIP 兼容密钥管理器 TLS 证书将由您的 KMIP 服务器管理员提供。

根据第 158 页上的在库存机上安装您自己的 
TLS 证书 中的说明安装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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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TLS Communication 
Certificate Import （TLS 通信
证书导入）屏幕

在库存机上安装 Quantum 提供的 TLS 证书   7Quantum 提供的 TLS 证书

只能用于 SKM。在您收到的 CD 上有 Quantum 提供的证书。TLS 证书集

中放在一个文件夹内。

1 确保 SKM 服务器和库存机上的日期均设为当前日期。日期设置错误会

影响 TLS 证书，导致库存机停止与 SKM 服务器通信。

2 将 CD 插入计算机的 CD ROM 驱动器。将文件复制到计算机上的某个

已知位置，或者从 CD 中检索文件。

3 在 Tools（工具）菜单中，选择 EKM Management（EKM 管理）>
Import Communication Certificates（导入通信证书）。

显示 Tools（工具）— TLS Certificate Import（TSL 证书导
入）屏幕（请参阅图 25）。如果当前已安装 TLS 证书，则它们将显示

在屏幕底部。若未安装，则屏幕底部会显示信息说明证书未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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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 Select the Certificate Type to install（选择要安装的证书类型）下

拉列表中选择 SKM。

5 选中 Use the Quantum Certificate Bundle（使用 Quantum 证书束）

复选框。

6 单击 Quantum Communication Certificate Bundle File（Quantum 通信

证书束文件）字段旁边的 Browse（浏览）按钮，查找 TLS 证书文件。

7 单击 Open（打开）。

8 单击 Apply（应用）。

9 确定屏幕底部的表格中包含所需证书。

在库存机上安装您自己的 TLS 证书   7请根据这些说明安装您自己的 TLS
证书（对于 SKM），或为任意 KMIP 密钥管理器安装 TLS 证书。使用自

己的证书的前提是您了解 PKI 的概念且能够访问生成或获取证书所用的工

具或第三方资源。

注：如果您使用 SKM：您必须在 SKM 服务器上运行 SKM 1.1 或更高

版本，以便安装您自己的 TLS 证书。如果在库存机上安装您自己的

TLS 证书，您还必须在 SKM 服务器上安装您自己的证书。同样，

如果您在 SKM 服务器上使用 Quantum 提供的 TLS 证书，则您也

必须在库存机上安装 Quantum 提供的证书。另请参阅Scalar Key
Manager 用户指南中关于在 SKM 服务器上安装 TLS 证书的信息。

注：如果您使用 KMIP 密钥管理器：您的 KMIP 服务器提供商将提供

TLS 通信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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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提供以下证书：

这些文件必须采用正确的格式，如下所示。如未达到下列任何要求，则无

法导入任何证书。

• Root Certificate（根证书）必须为 2048 位且采用 PEM 格式。

• Admin（管理员）与 Client（客户端）证书必须为 1024 位且采用

pkcs#12 (.p12) 格式，两者均需包含单独的证书和私钥。

• Admin（管理员）与 Client（客户端）证书必须由 Root Certificate
（根证书）签署。

• 证书中的 Issuer（发行商）和 Subject inf（对象信息）中必须设置 the
Organization name (O)（组织名）。

• Admin certificate（管理员证书）Subject Info（对象信息）中的

Organizational Unit（组织单位）名称必须设为“akm_admin”。

• 加密密钥服务器与库存机必须安装相同的 Root Certificate（根证书）。

• 所有证书均必须有与加密密钥服务器上的日期和时间设置相符的有效

期限。

要安装您自己的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确保所有加密密钥服务器和库存机上的日期均设为当前日期。日期设

置错误会影响 TLS 证书，导致库存机停止与密钥服务器通信。

2 将 TLS 证书放在您计算机上的已知位置。

3 在 Tools（工具）菜单中，选择 EKM Management（EKM 管理）>
Import Communication Certificates（导入通信证书）。

加密系统 所需证书

SKM • Root Certificate（根证书）（也称 CA 证书或证

书颁发机构证书）

• Client Certificate（客户端证书）

• Admin Certificate（管理员证书）

KMIP 密钥管理器 • Root Certificate（根证书）（也称 CA 证书或证

书颁发机构证书）

• Client Certificate（客户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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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Tools（工具）— TLS Certificate Import（TSL 证书导入）屏幕

（请参阅第 157 页上的图 25）。如果当前已安装 TLS 证书，它们将显

示在屏幕底部。若未安装，则屏幕底部会显示信息说明证书未安装。

4 从  Select the Certificate Type to install（选择要安装的证书类型）下拉列

表中选择您的加密密钥管理系统（SKM 或 KMIP Key Manager）。

5 如下检索证书文件；

对于 SKM

a 确保取消选中 Use the Quantum Certificate Bundle（使用 Quantum
证书束）复选框。

b 单击 Browse（浏览）检索 Root Certificate File（根证书文件）。

c 单击 Browse（浏览）检索 Admin Certificate File（管理员证书
文件）。

d 在 Admin Certificate Password（管理员证书密码）字段中输入
生成证书文件时所用的密码。

e 单击 Browse（浏览）检索 Client Certificate File（客户端证书文件）。

f 在 Client Certificate Password （客户端证书密码）字段中输入
生成证书文件时所使用的密码。

g 如果您希望管理员与客户端使用相同的密码，那么请选中 Use 
Admin’s Password（使用管理员密码）复选框。

对于 KMIP 密钥管理器

a 单击 Browse（浏览）检索 Root Certificate File（根证书
文件）。

b 单击 Browse（浏览）检索 Client Certificate File（客户端证书
文件）。

c 在 Client Certificate Password（客户端证书密码）字段中输入生
成证书文件时所使用的密码。

6 单击 Apply（应用），将文件导入库存机。

7 确定屏幕底部的表格中包含所需 TLS 证书。

步骤 5：运行 EKM 路径诊断 7

根据 第 163 页上的使用 EKM 路径诊断 中的描述执行 EKM 路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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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为库存机管理加密配置分区 7

仅能按分区对 Scalar i500  磁带库存机进行加密。不能选择加密单独的磁带

机；必须选择加密整个分区。

按如下方式配置分区：

1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Encryption（加密）> Partition 
Configuration（分区配置）。

显示Setup（设置）— Encryption Partition Configuration（加密分

区配置）屏幕（请参阅图 26）。

图 26  Setup（设置）— 
Encryption Partition Configuration
（ 加密分区配置）屏幕

随即出现包含所有分区 的列表 ，以及一个下拉列表，显示各分区的加密

方法。此加密方法将应用到该分区的所有可加密的磁带机和介质。第 162
页上的表 8  说明了分区加密方法。

注：屏幕可能看起来与您使用的加密系统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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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分区加密方法
  

2 在每个要配置 EKM 的分区上将“加密方法”更改为 Enable Library 

Managed（启用库存机管理）。（要禁用 EKM，请选择 Allow 
Application Managed（允许应用程序管理））。

加密方法 说明

启用库存机管理 用于 EKM。通过所连接的  EKM 密钥服务器，为分

配给该分区的所有能够加密的磁带和介质启用加密

支持。

允许应用程序管理 不用于 EKM。允许外部备份应用程序向分区中所有

具备加密能力的磁带机和介质提供加密支持。库存

机将不与该分区上  EKM 密钥服务器通信。

如果分区内有具备加密能力的磁带机，则默认设置

为禁用。此选项应保持选定，除非 您将库存机连接

到外部 EKM 服务器。

注： 如果您希望一个外部应用程序管理加密，必须

特别配置该应用程序进行此操作。库存机不会参与

执行这种类型的加密。

Unsupported
（不支持）

表示该分区中没有任何支持加密的磁带机。

如果显示 Unsupported（不支持），则设置将变为

灰色且无法更改设置。

注：当您更改分区上的加密方法时，加密将脱机。成功更改完成

后，分区将自动联机。如果此操作未成功完成，则分区将保持

脱机直到您手动重新联机或重启库存机。

注：将分区从 Enable Library Managed（启用库存机管理）更改为

Allow Application Managed（允许应用程序管理）时，库存

机管理加密时写入分区的数据将无法读取，除非您将分区改回

Enable Library Managed（启用库存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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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KM Only（仅 SKM）— FIPS（联邦信息处理标准）是美国政府与

计算机安全和加密相关的标准。若要在 SKM 分区上启用 FIPS 模式，

请选择 FIPS 复选框。要禁用 FIPS，请清除 FIPS 复选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7 页上的FIPS 认证的加密解决方案。FIPS
模式仅适用于 SKM。

4 单击 Apply（应用）。

5 保存库存机的配置。

使用 EKM 路径诊断 7 EKM 路径诊断由一系列简短的测试组成，验证密钥服务器是否运行、已

连接以及是否按要求提供密钥服务功能。

每次更改密钥服务器设置或库存机加密设置。如果您运行的是 Q-EKM，您同

样需要在更换磁带机时运行手动 EKM 路径诊断。建议您一一测试与 Q-EKM
密钥管理器服务器通信的磁带机。

诊断由以下测试组成：

• Ping — 验证库存机与密钥服务器之间的以太网通信链路。

• Drive（磁带机）(Q-EKM only)（仅限 Q-EKM）：— 验证磁带机在库存机

中的路径（从库存机到磁带机单端连接，以及从磁带机单端到磁带机

连接）。磁带机必须空载、准备就绪并联机，以便运行该测试。如果

测试失败，则不执行路径和配置测试。

• Path（路径）— 检验密钥服务器是否在运行 EKM 服务。

• Config（配置）— 检验密钥服务器是否能够支持加密密钥。

注：仅限 Q-EKM：测试用的磁带机必须空载、准备就绪并联机，以运

行任何测试。

注：仅限 Q-EKM：如果磁带机测试失败，则无法运行该测试。

注：仅限 Q-EKM：如果磁带机测试失败，则无法运行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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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何测试不通过，请尝试以下解决方法，并重新运行测试，保证测试

通过：

• Ping Test Failure（Ping 测试不通过）— 检查密钥服务器主机是否在运

行，可否通过与库存机相连接的网络访问。

• Drive Test Failure（磁带机测试不通过）— 查找任何磁带机 RAS 标签并

按标签中的解决说明操作。

• Path Test Failure（路径测试不通过）— 检查密钥服务器是否确实在运

行、IP 地址、端口以及 SSL 设置是否与库存机配置设置匹配。检查是

否存网络配置问题，例如防火墙、阻止与服务器的通信。

• Config Test Failure（配置测试失败）—

• Q-EKM：检查是否设置密钥服务器以接受正在测试的磁带机。

• SKM：已检测到数据库不一致。请联系 Quantum 支持部门。

• KMIP 密钥管理器：表示有 KMIP 密钥服务器配置问题。服务器无

法支持库存机作为密钥服务器所需的所有功能。请联系您的 KMIP
服务器管理员请求帮助。

手动与自动 EKM 路径诊断

的区别 7
执行 EKM 路径诊断的方法有两种：

• 第 165 页上的使用手动 EKM 路径诊断

• 第 166 页上的使用自动 EKM 路径诊断

对于 SKM 和 KMIP 密钥管理，手动诊断和自动诊断是相同的。手动或自动

诊断时分区均保持联机。

对于 Q-EKM，手动诊断在以下方面与自动诊断不同：

• 手动诊断会使受影响的分区脱机。测试完成后，分区将返回测试前的

联机/脱机状态。

• 自动诊断不会使分区脱机，但在磁带机接受测试时，诊断进度会放缓。

• 手动诊断要求您选择一个磁带机用于测试。由于测试只验证选定的磁

带机，如果您要测试每个磁带机的路径，则必须多次运行测试（每个

磁带机一次）。此外，如果磁带机不可用（磁带机必须空载、准备就

绪并联机），则不执行磁带机、路径和配置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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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诊断依次测试各台相连的 EKM 服务器，库存机则选择各个测试所

用的磁带机。如果所选的磁带机不可用（磁带机必须空载、准备就绪

并联机），那么库存机将尝试与服务器相连的其他磁带机，直至找到

可用的磁带机。如果与特定密钥服务器相连的磁带机均不可用，则跳

过该服务器，不执行测试。如果连续地服务器连续跳过“X”个测试

间隔（其中“X”可在 Web 客户端上配置），库存机将生成 RAS 票
证。如果磁带机长时间保持加载状态，它可能不再接受测试。如果您

想测试特定的磁带机，则应使用手动 EKM 路径诊断。特别是更换了

磁带机后，请运行手动 EKM 路径诊断。

使用手动 EKM 路径诊断 7

1 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访问 EKM 路径诊断屏幕：

• 输入库存机诊断。从Web 客户端，选择Tools（工具）> Diagnostics
（诊断），并从显示的消息中单击 OK（确定）。从 Diagnostics
（诊断）菜单中单击  EKM > EKM Path Diagnostics（EKM 路径

诊断）。

• 选择 Setup（设置）>Encryption（加密）>System Configuration
（系统配置）或者 Setup（设置）>Encryption（加密）>Partition
Configuration（分区配置），并单击“Click here to run EKM
Path Diagnostics（单击此处运行 EKM 路经诊断）”的链接。

2 仅 Q-EKM：此时将显示为库存机管理的加密启用的所有磁带机列表，

以及磁带机状态和每个磁带机所在的分区。

3 仅限 Q-EKM：选择要执行诊断的磁带机，并单击 Apply（应用）。

磁带机必须空载、准备就绪并联机以运行测试。

此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告诉您选定分区将变为脱机。当测试完成

时，分区会自动恢复联机。

4 单击 OK（确定）来启动 Q-EKM 诊断，或单击 Apply（应用）来启动

SKM 或 KMIP 诊断。

注：进入诊断将断开所有其他具有相同或较低权限的用户，并

使分区脱机。当您退出 Diagnostics（诊断）时，分区将自

动恢复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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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库存机执行诊断，并在 Progress（进度）窗口中显示各个测试是否

通过。

6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 Progress Window（进度窗口）中出现 Completed（已完

成），表示已执行诊断（这不表示诊断已通过，只是表示已执行诊

断）。单击 Close（关闭）关闭 Progress Window（进度窗口）。

• 如果“Progress Window”（进度窗口）中出现 Failure（不通

过），表示无法执行诊断。按照 “Progress Window”（进度窗

口）中列出的说明解决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7 进入 Diagnostics（诊断）菜单后，从菜单栏选择 Exit（退出）并从显

示的消息中单击 OK（确定）。

使用自动 EKM 路径诊断 7 您可以让库存机按选定间隔自动执行 EKM 路径诊断。在每个间隔内，库

存机会测试每个已配置的密钥服务器。默认测试间隔为 10 分钟。如果出

现问题，库存机会生成 RAS 票证。

•  路径诊断，除非在您的站点加密失败通常是网络中断引起的。

• 对于 SKM 和 KMIP 密钥管理器：默认情况下启用自动 EKM 路径诊断，

应当一直保持启用状态。您不需要禁用它，除非 Quantum 支持人员

指示您这么做。

有关已执行测试的列表，请参阅第 163 页上的使用 EKM 路径诊断。

注：诊断测试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完成。

注意： 仅限 Q-EKM：如果连续在可配置的间隔次数内因为磁

带机不可用而跳过测试，运行 EKM 路径诊断会使 RAS
标签数量增多。为减少 RAS 票证的出现，您可以将生

成 RAS 票证所需的连续测试间隔次数提高，或者将库

存机设为在忽略测试的间隔内不再生成 RAS 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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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自动 EKM 路径诊断，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选择Setup（设置）> Encryption（加密）> System
Configuration（系统配置）。

2 选中 Automatic EKM Path Diagnostics（自动 EKM 路径诊断）复

选框。

3 从下拉列表选择一个测试 Interval（间隔）。

4 仅 Q-EKM：从 Test Warning Threshold（测试警告值）下拉列表中

选择在库存机生成 RAS 标签之前所需的连续错误测试间隔的次数，该

标签将通知您，在指定的间隔内无法执行测试。您可以选择“Off”
（关）或从 1 到 24 的任意值。如果您选择“Off”（关），则无论错

过多少测试，库存机均不生成 RAS 标签。默认阈值为 3。

查看和更改活动密钥服务器7 Key Manager Status（密钥处理器状态）屏幕显示当前活动的加密密钥服

务器，可用于更改活动的服务器。当您更改活动服务器后，下一次密钥服

务器操作和所有后续密钥服务器操作均将使用新活动服务器执行，直到服

务器出现故障或密钥服务器设置更改。

1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EKM Management（EKM 管
理）> Server Status（服务器状态）。

显示 Key Manager Status（密钥处理器状态）屏幕。并显示所有已连

接的 EKM 服务器列表。当前活动的服务器以绿色粗体显示，并在后

面添加 “(Active)”（活动）字样。

2 要选择其他服务器作为活动服务器，请选择该服务器的单选按钮，然

后单击 Apply（应用）。

注：此功能当前仅 KMIP Key Manager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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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磁带机加密设置 7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加密设置：

• System Information Report（系统信息报告）— 要查看所有密钥服

务器、分区和磁带机上的加密信息，请从 Web 客户端选择 Reports
（报告）> System Information（系统信息）。

• Library Configuration Report（库存机配置报告）— 要查看所选磁带机

或磁带盒的加密状态，请选择  Reports（报告）> Library Configuration
（库存机配置）（从 Web 客户端中选择），并单击某个磁带机或插

槽。加密状态将显示在弹出状态窗口中。

• Partition Encryption（分区加密）—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

置）> Encryption（加密）> Partition Configuration（分区配置），

以查看和更改分区的加密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1 页上的

步骤 6：为库存机管理加密配置分区。

在库存机上执行 Scalar 密
钥管理器功能。 7

一旦设置了 SKM 服务器，无需用户操作，大多数 SKM 的功能便自动生

效。SKM 通过库存机 Web 客户端提供一些密钥管理功能。

有关使用这些功能的完整描述和说明，请参阅库存机 Web 客户端在线

帮助。

这些功能有：

• 第 169 页上的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 第 171 页上的共享加密的磁带盒

• 第 172 页上的导出本机加密证书

• 第 172 页上的导入加密证书

• 第 173 页上的导出数据加密密钥

• 第 175 页上的导入数据加密密钥

• 第 175 页上的访问 SKM 服务器日志

• 第 176 页上的使用 SKM 加密密钥导入警告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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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7

数据加密密钥是按指定的数量一起生成的（请参阅Scalar Key Manager 用
户指南中的详细说明）。

库存机将跟踪数据加密密钥的使用情况并在需要更多密钥时给您通知。如

果您尝试在已有足够多尚未使用的数据加密密钥的 SKM 服务器上生成数

据加密密钥，则系统不会继续创建。您将在库存机远程 Web 客户端上收

到相应消息。

您可按以下方式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 初次设置时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 消耗完 80% 时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 消耗完 100% 时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 手动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初次设置时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7

初始设置时，库存机将触发各 SKM 服务器生成一系列数据加密密钥。详

细过程请见第 161 页上的步骤 6：为库存机管理加密配置分区。

消耗完 80% 时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7SKM 服务器使用了分配到特定库存机

的 80% 的数据加密密钥时，该库存机尝试在 SKM 服务器上自动生成数据

加密密钥。两个 SKM 服务器都要运行且正常才能成功地自动生成密钥。

• 如果自动密钥生成成功，将有一条 RAS 标签通知您密钥已生成且通知您

尽快备份两个 SKM 服务器的密钥存储库。

• 如果自动生成密钥失败，库存机将在每次请求新密钥时再次尝试，直到

消耗完 90% 的密钥。此时，库存机将停止尝试自动生成密钥并发布一

条 RAS 标签说明您必须手动生成密钥。请参见第 170 页上的手动生成

数据加密密钥。

注：每个连接到 SKM 服务器的库存机均需要有一套自己的数据加密密

钥。每个库存机仅从“属于”它的集合中提取数据加密密钥。这表

示一个 SKM 服务器可能包含多个不同的数据加密密钥集。当一个

库存机中的所有数据加密密钥被使用后，将有更多密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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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完 100% 时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7如果一个 SKM 服务器消耗完特定库

存机的所有数据加密密钥，则库存机将生成一个 RAS 标签，说明您已消耗

完数据加密密钥且库存机尝试故障切换到另一台 SKM 服务器。如果发生这

种情况，请立即在消耗完的服务器上手动生成一系列新数据加密密钥，然

后备份两个 SKM 服务器。请参见第 170 页上的手动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手动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7要手动生成数据加密密钥，您需要临时禁用分区

上的库存机管理加密，然后重新启用。在分区上启用库存机管理加密会触

发库存机检查 SKM 服务器上是否需要新数据加密密钥。如果是这样，它

将创建密钥。

避免同时在多于五个库存机上同时生成密钥，因为密钥生成过程要消耗

大量服务器资源。同时在五个以上库存机上手动生成密钥会导致无法完成

密钥生成操作，或者对关键的检索操作产生干扰。如果生成密钥时发生，

请等待 10 分钟，然后尝试重新启动。密钥生成过程将从出现错误的位置

继续。

要手动生成数据加密密钥：

1 确保两个 SKM 服务器均在运行且可操作。

2 从库存机的 Web 客户端上，访问加密分区配置屏幕（Setup（设置）>
Encryption（加密）> Partition Configuration（分区配置））。

3 为库存机管理加密选择一个 SKM 分区，然后将 Enable Library Managed
（启用库存机管理）加密方法改为 Allow Application Managed（允

许应用程序管理）暂时禁止库存机管理密钥。请记住该分区，因为您

需要在几分钟后将其改回来。请一定要单击 Apply（应用）。

注：数据加密密钥的生成过程需要约 15 分钟。在任意生成密钥和备份

过程中，您都不应该在 SKM 分区上运行任何库存机或主机上进行

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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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等待 3 分钟完成更改。

5 返回加密分区配置屏幕并将分区改回 Enable Library Managed（启用

库存机管理）。再次确保应用更改。

6 等待过程完成，然后恢复库存机操作。

7 备份两个 SKM 服务器。您必须每次在生成新数据加密密钥后备份两个

SKM 服务器，以避免数据受到灾难性服务器故障的损坏。备份 SKM
服务器的说明请参阅 Scalar Key Manager 用户指南。

共享加密的磁带盒 7

如果您使用的是 SKM，则可以与同样使用 SKM 管理加密密钥的公司和个

人共享加密磁带。

每个 SKM 服务器会为所加密的各个磁带盒提供一个唯一的加密密钥。要

读取原本提供加密密钥的服务器以外的 SKM 服务器所连库存机中的加密

磁带，起始（即来源）SKM 服务器的加密密钥需要与接收（即目标）

SKM 服务器共享。密钥（如果有多个磁带则为密钥列表）从来源 SKM 服
务器导出到文件，然后发送给目标收件人。该文件中包含的每个密钥都使

用目标 SKM 服务器的公钥进行加密。目标 SKM 服务器向来源 SKM 服务

器提供其公钥作为本机加密证书的一部分，然后来源 SKM 服务器使用该

证书来对加密密钥进行封装（加密）以便传输。到达时，含有封装加密密

钥的文件只能用相应的私钥来解包，该私钥驻留在目标 SKM 服务器上且

禁止共享。

注意： 将分区的加密方法更改为 Allow Application Managed
（允许应用程序管理）时，分区在 Enable Library
Managed（启用库存机管理）时向磁带写入的数据将无

法读取，除非您将分区改回 Enable Library Managed
（启用库存机管理）。因此您只能禁用一小段时间，然

后更改回 Enable Library Managed（启用库存机管

理）（只为触发密钥生成过程），这样影响会非常小。

切记不能忘记改回 Enable Library Managed（启用库

存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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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如下：

1 目标管理员导出属于目标 SKM 服务器的本机加密证书。（一个服务

器对中的两个 SKM 服务器共享同一个本机加密证书。）加密证书以

文件形式保存到管理员在计算机上指定的位置（请参阅第 172 页上的

导出本机加密证书）。

2 目标管理员通过电子邮件将本机加密证书文件发送给来源管理员。

3 来源管理员将加本机密证书文件保存到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然后将

其导入到来源 SKM 服务器（请参阅第 172 页上的导入加密证书）。

4 来源管理员导出数据加密密钥，分配目标 SKM 服务器的本机加密证书

以封装（加密）密钥。包含封装加密密钥的文件将保存到来源管理员

在计算机上指定的位置。请参见第 173 页上的导出数据加密密钥。

5 来源管理员通过电子邮件将包含封装数据加密密钥的文件发送给目标

管理员。

6 目标管理员将包含封装加密密钥的文件保存到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

然后将密钥导入到目标 SKM 服务器上（请参阅第 175 页上的导入数

据加密密钥）。

7 目标库存机现在可以读取加密的磁带。

有关密钥服务器和库存机管理加密 佳做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alar Key
Manager 用户指南。

导出本机加密证书 7

要从其它 SKM 服务器接收加密密钥，您必须先将您的 SKM 服务器的本机

加密证书发送给该服务器。本机加密证书中包含的公钥将用来封装（加

密）加密密钥，以便在传输过程中对其进行保护。

注：此功能供管理员使用，且仅适用于 SKM 服务器。由于本机加密证

书对同一 SKM 服务器对中的两个服务器均相同，您可在只有一个

SKM 服务器连接/可操作时将其导出。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172



第 7 章  加密密钥管理
在库存机上配置加密密钥管理
要导出加密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开始该过程之前，请阅读并遵循 第 171 页上的共享加密的磁带盒中

概述的步骤顺序。

2 从 Tools（工具）菜单中，选择 EKM Management（EKM 管理）>
Encryption Certificate（加密证书）> Export（导出）。

3 单击 Apply（应用）以导出您的 SKM 服务器的本机加密证书。

4 单击 Close（关闭）关闭 Progress Window（进度窗口）。

5 在出现的 File Download（文件下载）对话框中，单击 Save（保存）。

6 在打开的 Save As（另存为）对话框中，选择要保存文件的位置，然后

单击 Save（保存）。

导入加密证书 7

加密证书包含一个公钥，可用于封装（加密）加密密钥，之后才将它们传

送给另一个 SKM 服务器。当共享磁带盒时，您需要导入目标 SKM 服务器

的加密证书。

要导入加密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开始该过程之前，请阅读并遵循第 171 页上的共享加密的磁带盒中

概述的步骤顺序。

2 从目标 SKM 服务器管理员那里接收加密证书文件，并将它保存在计算

机一个已知的位置上。

3 从 Tools（工具）菜单中，选择 EKM Management（ EKM 管理）>
Encryption Certificate（加密证书）> Import（导入）。

4 单击 Browse（浏览），查找已保存的加密证书文件。

5 单击 Open（打开）。

6 单击 Apply（应用），将证书导入到您的 SKM 服务器上。

注：此功能供管理员使用，且仅适用于 SKM 服务器。两台 SKM 服务

器必须连接起来并正常工作，才能导入加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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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数据加密密钥 7

SKM 服务器为每个加密的磁带盒提供一个唯一的加密密钥。为了让另一

个（例如目的地）SKM 服务器读取由您的 SKM 服务器（例如来源）加密

的磁带，您需要导入用于加密这些磁带的加密密钥，并将它们发送给目标

服务器。

 要导出加密密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开始该过程之前，请阅读并遵循 第 171 页上的共享加密的磁带盒中

概述的步骤顺序。

2 从 Tools（工具）菜单，选择 EKM Management（EKM 管理）>
Encryption Key（加密密钥）> Export（导出）。

3 分配您“封装”（加密）密钥所需的加密证书，这可通过从 Certificate
Name Used For Export（用于导出的证书名称）下拉列表中选择。选

择将导入密钥的属于该服务器的证书。

注：此功能供管理员使用，且仅适用于 SKM 服务器。两台 SKM 服务

器必须连接起来并正常工作，才能导出加密密钥。

注：丢失 /更改的条形码标签 — 如果丢失了一个磁带盒的条形码标签，

则无法在 Export Current（导出当前）操作中导出用于加密磁带的

密钥。如果更改了一个磁带盒的条形码标签，则无法在 Export
Current（导出当前）或 Export Selective（导出所选）操作中导

出用于加密磁带的密钥。密钥存储库将把数据加密密钥匹配到第一

次加密时的存在的标签上。如果标签丢失或更改，则配对丢失，这

些导出选项将不会导出任何密钥或导出错误的密钥。加密读取/写

入操作不受介质条形码标签的影响，可继续正常使用。

注：该服务器的所有者应当已将证书发送给您，您应将其导入（请

参阅第 171 页上的共享加密的磁带盒和第 172 页上的导入加密

证书）。下拉列表包含您曾经导入 SKM 服务器的所有加密证

书（在列表中用“imported”（已导入）指明），以及属于您

的 SKM 服务器对的证书（列表中用“native”（本机）字样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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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从下列选项中要导出哪个 SKM 加密密钥：

• Export Used（导出已用密钥）— 导出所有曾用于给库存机上执行

这项导出操作的磁带盒加密的密钥。还导出通过“密钥导入”操

作从任何库存机上导入到密钥服务器中的所有密钥。

• 导出当前 — 导出所有用于加密当前在库存机中用于执行此次导出

的磁带盒的所有密钥。这包括存储插槽、I/E 站和磁带机。如果一

个磁带盒已不在库存机中使用，则不会导出用于加密该磁带的密

钥。如果一个磁带盒的条形码标签丢失或被更改，则不会导出用

于加密该磁带的密钥。

• Export Selective（导出所选）— 只导出与您键入文本框中内的字

符串相关的密钥。每个密钥与其加密的磁带盒相关，并用磁带盒

条形码进行标记。您可以键入全部或部分磁带盒条形码，并且将

导出所有与该字符串相关的密钥。如果您只是想要导出单个与特

定磁带盒相关的密钥，这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一个磁带盒的条形

码标签被更改，则不会导出用于加密该磁带的密钥。

5 单击 Apply（应用）。

将所有导出的密钥保存在一个单一加密密钥文件中。

6 Save As（另存为）对话框打开，以便您将加密密钥文件保存到您的计

算机上的某个位置上。选择一个位置，并单击 Save（保存）。

导入数据加密密钥 7

SKM 服务器为每个加密的磁带盒提供一个唯一的加密密钥。为了读取另

一个不同（例如来源）SKM 服务器加密的磁带，您需要将用于加密这些

磁带的加密密钥导入到您的 SKM 服务器（例如目标）。

 要导入加密密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开始该过程之前，请阅读并遵循第 171 页上的共享加密的磁带盒中

概述的步骤顺序。

2 接收来源 SKM 服务器的加密密钥文件，并将其保存在您的计算机上的

一个已知位置上。

注：此功能供管理员使用，且仅适用于 SKM 服务器。两台 SKM 服务

器必须连接起来并正常工作，才能导入数据加密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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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 Tools（工具）菜单中，选择 EKM Management（EKM 管理）>
Encryption Key（加密密钥）> Import（导入）。

4 单击 Browse（浏览），查找已保存的加密密钥文件。

5 单击 Open（打开）。

6 单击 Apply（应用），以便在您的 SKM 服务器上导入密钥。

7 根据 SKM 用户指南中的说明备份两个 SKM 服务器。

如果导入不完整，则库存机将显示一条信息并生成一份 RAS 标签。有关

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应做如何处理的说明，请参阅第 176 页上的使用 SKM
加密密钥导入警告日志。

访问 SKM 服务器日志 7

• 库存机可从 SKM 服务器下载审查和错误日志。您无需检索这些日志，

除非 Quantum 支持人员指示您这么做。您可以下载日志到您的计算

机上，或通过电子邮件将它们发送给收件人。若要发送日志电子邮

件，您必须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账户（请参阅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的

“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账户”）。

•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Tools（工具）> EKM Management（EKM 管
理）> Retrieve SKM Logs（检索 SKM 日志）。

使用 SKM 加密密钥导入警告日志 7

此日志列出加密密钥在 近一次加密密钥导入操作中失败的磁带盒。如果

您在导入加密密钥文件时只有部分成功（也就是说一些密钥导入成功，一

些密钥导入不成功），则库存机将显示“ import warning（导入警告）”

信息并生成一个 RAS 标签，指示您查看此日志，以了解哪些密钥没有导入。

对每一个导入失败的密钥，日志提供以下两者中的任何一种信息类型：

• Error（错误）— 不能导入密钥。

• Warning（警告）— 导入密钥，但元数据更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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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导入失败的密钥，日志提供以下其中一种信息说明：

• CRC Data Missing（CRC 数据丢失）— 错误。密钥的元数据丢失。

这表示导出文件已损坏。建议解决方案：再次导出所列出的磁带盒的

密钥，然后再次执行导入操作。

• CRC Check Failed（CRC 检查失败）— 错误。CRC 数据与密钥或关

键元数据不匹配。导出文件被破坏。建议解决方案：尝试再次导入相

同的文件。如果仍无法导入，请再次导出所列出的磁带盒的密钥，然

后再次执行导入操作。

• Import To Primary/Secondary Server Failed（导入第一 /第二服务器

失败）— 错误。密钥导入指定的服务器失败（可能是由于网络或其他

连接问题）。如果密钥未能导入第二服务器，则可能它已经成功导入

第一服务器。建议解决方案：再次检查网络连接和执行导入操作。

• Key Metadata Update Failed (but key data was imported successfully)
（关键元数据更新失败）（但关键数据成功导入）— 警告。已导入密

钥，但元数据更新失败。您可以访问密钥，但您不能导出，直到它实

际用于库存机上的加密操作为止。建议解决方案：使用密钥来读取

（解密）磁带。这会将密钥标记为“已用”，并更新元数据，允许您

导出密钥。

您只有运行 SKM 并且在库存机上获得加密密钥管理授权之后，此日志才

可用。

日志文件已被清除，并且为各个导入操作创建了新的日志文件，因此它只

显示 近一次加密密钥导入尝试所发生密钥损坏和导入失败。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Reports>（报告）Log Viewer（日志查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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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PS 认证的加密解决方案

FIPS（联邦信息处理标准）140-2 是美国政府的与计算机安全和加密相关

的标准。

Quantum Scalar i500 现在提供由包含 Scalar Key Manager 和 HP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的 Scalar i500 库存机构成的 .FIPS 140-2 1 级认证加密解决

方案。FIPS 模式可通过库存机用户界面在 HP LTO-5 磁带机上启用。在

FIPS 模式中时，磁带机和库存机控制器之间的所有加密密钥通信均将认证

和加密。

关于配置 FIPS 模式的信息包括：

• 库存机固件必须为 600G 或更新。

• HP LTO-5 FC 磁带机固件必须为符合 Scalar i500 库存机要求的 新版

本（请参阅 Scalar i500 发行说明中的合格固件等级）。

• 必须在库存机上安装能够覆盖要启用 FIPS 模式的磁带机的加密密钥管

理授权。

• 必须在库存机上安装能够覆盖要启用 FIPS 模式的磁带机的存储网络

授权。

• FIPS 模式是按分区配置的。FIPS 分区中必须仅包含 HP LTO-5 FC 磁
带机。

• 分区加密方法必须设置为 Enable Library Managed（启用库存机管

理）才能设置 FIPS 模式。

• FIPS 模式是默认禁用的。

• 启用 FIPS 模式的磁带机必须有以太网连接。对于大部分库存机，这需

要在库存机上安装一个或多个以太网扩展刀片，除非您的库存机只包

含一个 5U 控制模块。对于 5U 库存机，您可将磁带机直接连接到库存

机控制刀片 (LCB) 上的端口上。请参见第 412 页上的磁带机以太网连

接和以太网扩展刀片。

• 库存机必须连接到 Scalar Key Manager。Scalar Key Manager 软件必

须为 2.0 或更新版本才能进行 FIPS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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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FIPS 配置库存机 7 要为 FIPS 配置您的库存机，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库存机固件升级到 600 G 或更新版本。

2 对于所有要启用 FIPS 的 HP LTO-5 FC 磁带机，将固件版本更新为符

合 Scalar i500 库存机要求的 新版本（请参阅Scalar i500 发行说明中

的合格固件等级）。

3 关闭库存机。

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5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6 如果尚未在库存机上安装存储网络和加密密钥管理授权，请安装。

7 启用 FIPS 模式（请参阅第 179 页上的在 HP LTO-5 磁带机上启用和禁

用 FIPS）。

注意： 如果以太网扩展刀片出现故障且添加的磁带机启用了 FIPS 模

式，则添加的磁带机上的所有加密操作（加密、解密、密钥请

求）均将失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联系 Quantum 支持尽

快更换以太网扩展刀片。

如果您的库存机 ... 这么做 ...

5U 执行第 413 页上的通过电缆连接 5U 库存机实现以

太网连接。

14U 或更大 执行第 421 页上的通过电缆连接以太网扩展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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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P LTO-5 磁带机上启用

和禁用 FIPS 7
要使 HP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的操作兼容 FIPS，您必须启用“FIPS 模
式”。FIPS 模式是按分区配置的。在一个分区上启用 FIPS 模式后将在分

区上的所有磁带机上启用 FIPS 模式。

要更改分区的 FIPS 模式：

1 在库存机 Web 客户端上，选择 Setup（设置）> Encryption（加密）>
Partition Configuration（分区配置）。

显示Setup（设置）— Encryption Partition Configuration（加密分

区配置）屏幕（请参阅第 179 页上的图 27）。

将分区的加密方法更改为 Enable Library Managed（启用库存机管

理）。

2 选择 FIPS 复选框在分区上启用 FIPS 模式。清除 FIPS 复选框在分区

上禁用 FIPS 模式。

3 单击 Apply（应用）。

图 27  启用 FIPS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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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库存机上的 FIPS 状态7 查看库存机上的 FIPS 状态有三种方式：

• Partition Configuration（分区配置）屏幕（Setup（设置）> Encryption
（加密）> Partition Configuration（分区配置））中显示启用了 FIPS
的分区。FIPS 分区中的所有磁带机均已启用。

• System Information Report（系统信息报告）（Reports（报告）>
System Information（系统信息））中 Library Partitions（库存机分

区）部分包含一个 FIPS 列。如果分区启用了 FIPS，则该列显示“Yes”
（是），若禁用了 FIPS 则显示“No”（否）。

• Library Configuration Report（库存机配置报告）（Reports（报告）>
Library Configuration（库存机配置））的磁带机信息弹窗中包含

一个 FIPS Enabled（FIPS 启用）项。若磁带机为 HP LTO-5 光纤通

道磁带机，则显示此项。若磁带机启用了 FIPS，则此项显示“Yes”
（是），若禁用了 FIPS 则显示“No”（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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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数据生命周期管理 (EDLM) 通过扫描磁带盒、提供结果并允许

StorNext® 从坏的或可疑磁带上迁移数据来提供数据保护和完整性检查。

EDLM 让您能够随时在任意库存机上对磁带盒执行手动扫描，并根据您设

置的计划和策略执行自动扫描。

要使用 EDLM，您必须设置一个或多个扫描专用分区。这些分区称为“库

存机管理”分区，因为主机无法访问。您能够随时对任意磁带盒执行手动

扫描，也可设置自动扫描计划和策略。扫描使用的是与普通磁带机不同的

“EDLM 扫描磁带机”。您无法使用普通磁带机执行 EDLM 扫描。

本节涵盖以下主题：

• 第 182 页上的关于 EDLM

• 第 184 页上的清洁 EDLM 磁带机

• 第 184 页上的未完成的 EDLM 扫描

• 第 185 页上的配置 EDLM

• 第 185 页上的步骤 1：准备库存机

• 第 186 页上的步骤 2：为 SNAPI 安装 EDLM 插件（可选）

• 第 188 页上的步骤 3：在库存机上配置 StorNext 主机设置

• 第 190 页上的步骤 4：创建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

• 第 192 页上的步骤 5：设置分区上的自动 EDLM 扫描策略。

• 第 198 页上的暂停分区的 EDLM 扫描

• 第 200 页上的运行手动 EDLM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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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2 页上的处理 EDLM 测试结果

• 第 211 页上的测试可疑 EDLM 磁带机

关于 EDLM

EDLM 详细内容如下：

• EDLM 功能需要在库存机上安装扩展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授权。一个授

权即可覆盖整个库存机。有关如何启用授权的说明，请参见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 库存机固件必须为 620G 或更新版本才能使用 EDLM。

• 您需要管理员权限来配置 EDLM 并启动手动测试。

• 介质扫描需要至少一个专用库存机管理的分区。此库存机管理的分区

只能由库存机管理员访问。其他应用程序不可访问。库存机管理的分

区将分配其自己的专用资源，EDLM 扫描在后台执行。磁带盒将移到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中的 EDLM 扫描磁带机。扫描后，磁带盒将返

回原始位置。请参见第 190 页上的步骤 4：创建 EDLM 库存机管理的

分区。

• 您可随时手动扫描磁带盒。请参见第 200 页上的运行手动 EDLM 测
试。您也可按分区设置自动介质扫描策略。每个分区都有其自己的介

质扫描和操作策略。请参见第 192 页上的步骤 5：设置分区上的自动

EDLM 扫描策略。。

• 所有磁带盒类型（数据、清洁、诊断和固件更新磁带）均可进行手动

扫描。但是只有数据磁带盒可自动扫描。

• 如果使用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管理分区，您可将其与 EDLM 结合使

用以自动将数据从坏的或可疑磁带中复制出来或触发介质扫描。要使

用 StorNext，您必须另外安装一个 SNAPI 客户端插件。请参阅第 186
页上的步骤 2：为 SNAPI 安装 EDLM 插件。

• 所有要扫描的介质均必须有可读条形码标签。

• 所有扫描均以接收到请求的顺序执行。如果可用磁带机有太多扫描任

务，扫描请求将排队。例外：无论是否是计划的，手动扫描总排在队

列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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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磁带只能在队列中出现一次。例如，如果队列中的一个磁带根据

特定策略要进行扫描，另一个策略计划让它在队列中后移，则两个扫

描请求将结合，此磁带只会扫描一次，选择较早的时间和较长的扫描

时间（快速、普通或详细）

• 您不能使用 Operations（操作）>Media（介质）> Move（移动）命

令将介质移入或移出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

• 如果有标准分区启用了自动 EDLM 扫描策略，您将无法删除 后剩余

的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

• EDLM 扫描返回的 大记录数量为 500。

关于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的详细内容包括：

• 库存机中可有多个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

•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中的所有磁带机均需为“EDLM 扫描磁带机”

（非标准磁带机），请从 Quantum 购买。这些 EDLM 扫描磁带机是

HP LTO-4 光纤通道或 HP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同一 EDLM 库存

机管理分区中可同时有 LTO-4 和 LTO-5 EDLM 扫描磁带机。

•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支持任意数量的 EDLM 扫描磁带机（在物理库

存机支持的情况下）。

• 所有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中的所有 EDLM 扫描磁带机均必须连接

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每个 FC I/O 刀片支持 多四个磁带机。您可

使用多个 FC I/O 刀片来支持 EDLM 扫描磁带机。建议（但非必需）

用于 EDLM 扫描磁带机的 FC I/O 刀片中只添加 EDLM 扫描磁带机，

并推荐不要将刀片连接到主机。否则主机将可以访问 EDLM 磁带机。

因此，我们强烈阻止为 EDLM 磁带机和主机连接的 4 Gb/s SNW 磁带

机使用相同的 FC I/O 刀片。如果必须这么做，则 FC I/O 刀片必须为

“通道区”以避免主机访问 EDLM 扫描磁带机。

•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中的磁带机只能用于 EDLM 扫描。

•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可混合包含授权的和未授权的插槽。优先使用

未授权插槽，但是如果新配置的 EDLM 分区超过可用未授权插槽数

量，则将使用空的授权插槽。

• 标准磁带机清洁策略适用于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中的磁带机。

• 您可在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上设置 EDLM 扫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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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计划使用 EDLM 分区扫描使用库存管理加密方法加密的磁带，

您将需要对此分区进行库存机管理加密，使其能够从加密密钥服务器

请求正确的加密密钥。如果没有正确的加密密钥，EDLM 扫描磁带机

将无法对加密磁带执行正常或详细扫描。选择 Setup（设置）>
Encryption（加密）> Partition Configuration（分区配置）。

注： 为 Q-EKM 配置分区后，将无法选择 Normal（普通）和 Full（详细）扫描类型。

• 如果标准分区启用了 EDLM 策略，则您将无法删除剩余的 后一个

EDLM 分区。要在一个分区上禁用 EDLM 扫描，请为以下各项选择

None（无）：Scan upon import（导入时扫描），Scan based on
Tape Alert（根据磁带警报扫描）和 Use StorNext configuration（使

用 StorNext 配置）。此外，请将普通和详细扫描间隔设置为零。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92 页上的步骤 5：设置分区上的自动 EDLM 扫
描策略。。

清洁 EDLM 磁带机

您必须通过库存机的手动清洁功能或自动清洁功能清洁 EDLM 磁带机。只

将清洁磁带插入 EDLM 磁带不会启动清洁，这是因为 EDLM 磁带机的配

置是部分加载，磁带机不会加载磁带并清洁磁带机。

未完成的 EDLM 扫描

少数情况下，各种操作问题会使 EDLM 扫描无法正常启动。这些情况将在

相应的 EDLM 扫描结果上用 “I/O Blade Component Failure”（I/O 刀
片组件故障）表示。此消息并不表示一定是 I/O 刀片或磁带机有故障，也

可能是这些组件的操作软件中有逻辑错误。

如果在 EDLM 扫描结果中发现这些描述，Quantum 建议通过远程用户界

面的 Setup（设置）> FC I/O Blade（FC I/O 刀片）> FC I/O Blade
Control（FC I/O 刀片控制）屏幕为 EDLM 扫描进行 I/O 刀片的加电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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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电循环 FC I/O 刀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Setup（设置）> FC I/O
Blade（FC I/O 刀片）> FC I/O Blade Control（FC I/O 刀片控制）上的

在线帮助。

配置 EDLM 8 配置 EDLM 由以下步骤组成：

• 第 185 页上的步骤 1：准备库存机

• 第 186 页上的步骤 2：为 SNAPI 安装 EDLM 插件

• 第 188 页上的步骤 3：在库存机上配置 StorNext 主机设置

• 第 190 页上的步骤 4：创建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

• 第 192 页上的步骤 5：设置分区上的自动 EDLM 扫描策略。

步骤 1：准备库存机 8

1 将库存机固件升级到 新版本 620 G若有需要，请联系 Quantum 支持

获取固件。

2 将 EDLM 扫描磁带机安装到库存机中。

3 将各 EDLM 扫描磁带机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以下启动端口。如

果您有超过四个 EDLM 扫描磁带机，您将需要使用多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

4 作为管理员登录。

5 在库存机上安装扩展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授权。有关说明，请参见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或在线帮助。

6 建议：为测试 EDLM 扫描磁带机做准备，可预先创建一个“已知健康

磁带盒”。“已知健康磁带盒”表示崭新、已格式化、写满，且有健

康的盒式存储器 (CM) 的磁带盒。此磁带提供方便 验证的数据，用以区

分介质和磁带问题。若要购买“已知健康磁带”请联系 Quantum 技术

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1 页上的测试可疑 EDLM 磁带机。

注意： 如果连接了数据磁带机，请在加电循环刀处前确保停止所有运

行中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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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为 SNAPI 安装 EDLM 插件 8

此步骤是可选的。如果使用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管理分区，您可将其与

EDLM 结合使用以自动将数据从坏的或可疑磁带中复制出来或触发介质扫

描。如果您和 EDLM 一起使用 StorNext，请跳过此步骤。

若要将 StorNext 用于这些目的，您必须先在库存机上安装 StorNext 应用

程序编程界面 (SNAPI) 客户端，然后配置库存机使其与 StorNext 存储管

理器通信。SNAPI 的 EDLM 插件可从 Quantum 获得。

要为 SNAPI 安装 EDLM 插件：

1 确定管理您的分区的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应用程序受 Scalar i500 固件

的支持。关于支持的外部应用程序及其相应插件，请见 Scalar i500 发
行说明。

2 如下下载正确的 SNAPI 的 EDLM 插件：

a 转到以下网站：

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SoftwareandD
ocumentationDownloads/SI500/Index.aspx

b 单击 Drivers（驱动程序）查看可用插件。

c 单击 Download（下载）按钮下载要安装的插件。将文件下载到
计算机上可访问的位置。

插件包为 .zip 文件，包含以下文件：

• 客户端插件

• 终端用户/开源许可协议

3 从 .zip 文件中提取文件。

4 阅读终端用户/开源许可协议安装插件即表示接受许可协议。

5 从库存机 Web 客户端上选择 Tools（工具）> EDLM > Manage Plug-
ins（管理插件）。

6 显示 Tools（工具）— Manage EDLM Plug-ins（管理 EDLM 插件）

屏幕。

注：默认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端口号为 61776。如果您更改了服务

器上的端口号，请一定要在此字段填上新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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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安装 SNAPI 插件

7 单击 Install（安装）。

显示 Tools（工具）— Manage EDLM Plug-ins（管理 EDLM 插件）

屏幕。

图 29  安装 SNAPI 插件

8 单击 Browse（浏览）导航到并选择之前下载的 SNAPI 的 EDLM 插
件。

9 单击 Next（下一步）。

屏幕将显示一则确认信息。

10 单击 Install（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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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文件。安装完成后，会显示一条 Success（成功）信息。

11 单击 Close（关闭）关闭 Success（成功）信息。

步骤 3：在库存机上配置 StorNext 主机设置 8

此步骤是可选的。如果使用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管理分区，您可将其与

EDLM 结合使用以自动将数据从坏的或可疑磁带中复制出来或触发介质扫

描。如果您和 EDLM 一起使用 StorNext，请跳过此步骤。

安装 SNAPI 客户端插件后，您必须对库存机进行配置才能与 StorNext 存
储管理器主机服务器通信。

1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EDLM > Configure StorNext
Settings（配置 StorNext 设置）。

显示 Tools（工具）— EDLM StorNext Configuration（EDLM 
StorNext 配置）。

2 单击 Create（创建）。

显示 Tools（工具）— EDLM StorNext Configuration（EDLM 
StorNext 配置）输入屏幕。

图 30  StorNext Host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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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Name（名称）字段中输入用于识别 StorNext 存储处理器服务器的

名称。

4 从 API 客户端插件下拉列表中选择 SNAPI 客户端插件。

5 在 Primary Host Address（一级主机地址）字段中输入一级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服务器器的 IP 地址（若已配置 DNS 也可输入主机名。

6 在 Primary Host Port（一级主机端口）字段中接受默认或输入一级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服务器器的端口号。

7 您还可选择在 Secondary Host Address（二级主机地址）字段中输入

二级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服务器的 IP 地址（若已配置 DNS 也可输入

主机名）。

8 您还可选择在 Secondary Host Port（二级主机端口）字段中接受默认

或输入二级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服务器的端口号。

9 单击 Apply（应用）。

配置即完成。安装完成后，会显示一条 Success（成功）信息。

10 单击 Close（关闭）关闭 Success（成功）信息。

再次显示主屏幕并显示您刚输入的服务器。Diagnostics（诊断）列中

会显示一个 Run（运行）按钮。

11 单击 Run（运行）按钮可测试您配置的设置。若显示 Failed（失败）

信息，您可单击 Failed（失败）链接查看故障诊断消息框。请确定您

输入了正确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且支持所安装的插件。

注：默认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端口号为 61776。如果您更改了服务

器上的端口号，请一定要在此字段填上新端口号。

注：默认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端口号为 61776。如果您更改了服务

器上的端口号，请一定要在此字段填上新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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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测试 StorNext 设置

12 成功配置 StorNext 主机设置后，您即可在分区上配置 StorNext 相关

的 EDLM 策略，如第 8 章，步骤 5：设置分区上的自动 EDLM 扫描策

略。 中所述。

步骤 4：创建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 8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是库存机上设置的 EDLM 扫描介质专用分区。

此分区只能用于扫描介质且不能被主机和其他应用程序访问。磁带盒将移

动到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并使用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中的磁带机

进行扫描。扫描完成后，磁带盒将返回原始分区。

注：如果您计划使用 EDLM 分区扫描使用库存管理加密方法加密的磁

带，您将需要对此分区进行库存机管理加密，使其能够从加密密钥

服务器请求正确的加密密钥。如果没有正确的加密密钥，EDLM
扫描磁带机将无法对加密磁带执行正常或详细扫描。创建分区后，

选择 Setup（设置）> Encryption（加密）> Partition
Configuration（分区配置）并配置分区进行库存机管理的加密。

故障诊断文本框

失败信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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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 >（设置）Partitions（分区）。

2 单击 Create（创建）。

显示 Create Partition（创建分区）— Basic Settings（基本设置）屏

幕（请参阅图 32）。

图 32  创建 EDLM 分区

3 从 Select Partition Type（选择分区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库存机管理

(EDLM)。

4 在 Enter Name（输入名称）文本框中输入分区名称。

5 在 Enter Number of Slots（输入插槽数量）文本框中输入为分区分配

的存储插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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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表格中选择要添加分区的磁带机。列表中只显示 EDLM 扫描磁带机。

7 单击 Next（下一步）。

显示 Create Partition（创建分区）— EDLM Policy Settings（策略

设置）屏幕（请参阅第 193 页上的图 33）。

8 若有需要，您可在此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上设置 EDLM 扫描策

略（请参阅第 192 页上的步骤 5：设置分区上的自动 EDLM 扫描策

略。）。

9 如果您不希望在分区上配置自动 EDLM 扫描策略，请单击 Apply（应

用）结束。

步骤 5：设置分区上的自动 EDLM 扫描策略。 8

您可在标准分区和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上设置 EDLM 扫描策略。配

置后，扫描将根据策略自动执行。您可使用 Pause（暂停）功能临时停止

分区上的自动扫描（请参阅第 198 页上的暂停分区的 EDLM 扫描）。

1 作为管理员登录。

2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 >（设置）Partitions（分区）。

3 单击 Create（创建）创建新分区，或选择一个分区并单击 Modify（修

改）以修改现有分区。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此分区可使用的插槽数量。对于标准分区，

此数值等于可用的授权插槽数量，且默认等于可用插槽的总

数。由于 EDLM 分区中可能同时包含授权的和未授权的插槽

（使用授权插槽前先使用未授权插槽），因此括号中的数字等

于授权和未授权插槽的总数，且默认值等于可用未授权插槽的

数量。若有需要，您可配置 EDLM 分区使用零个插槽。

注：创建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时，您将无法选择Select Emulation
Type（选择模拟类型）和 Select Media Barcode Format（选

择介质条形码格式）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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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完常规设置后，单击 Next（下一步）。

显示 Create Partition（创建分区）— EDLM Policy Settings（策略

设置）屏幕（请参阅图 33 和 图 34）。

图 33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
上的 EDLM 策略设置

注：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上可用的策略比较少，这是因为主机无

法访问这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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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标准分区的 EDLM 策略
设置

5 在此分区上设置 EDLM 扫描策略。表 9 描述了您可设置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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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分区的 EDLM 策略设置

注：要在一个分区上禁用 EDLM 扫描，请为以下各项选择 None
（无）：Scan upon import（导入时扫描），Scan based on
Tape Alert（根据磁带警报扫描）和 Use StorNext configuration
（使用 StorNext 配置）。此外，请将普通和详细扫描间隔设

置为零。

设置 说明

常规设置

允许并发扫描 选择此分区在任意时间可进行的 EDLM 扫描的磁带机数量。如果您选择多

个使用 EDLM 扫描磁带机的分区，您可使用此功能划分 EDLM 磁带机资

源，这样具有较多扫描数量的分区就不会占用所有资源并妨碍其他分区及时

执行扫描。

选项有：Unlimited（无限制，默认）、1、2、3 或 4。“Unlimited”（无

限制）表示此分区可并发使用所有可用的 EDLM 扫描磁带机。

Report media 
inaccessible（无法访问

报告介质）

取消选择此复选框时（默认），如果有主机请求正在扫描的磁带机盒，则扫

描将取消，磁带机盒将返回原始位置以响应主机请求。中断的扫描不会被重

新计划。EDLM 报告中显示扫描中断或取消。这可确保 EDLM 扫描不会影

响正常操作。

选择此复选框时，如果主机请求正在扫描的磁带机盒，则库存机将回应磁带

机盒不可访问。

注： 此功能当前被禁用。库存机总是向主机报告介质可用（即此框是取消
选择的且无法被选中）。

使用 StorNext 配置 选择是否结合 EDLM 使用 StorNext 以执行特定的 EDLM 操作；以及，如果

是，使用哪个 StorNext 配置。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None（无，默认），或

选择您在第 188 页上的步骤 3：在库存机上配置 StorNext 主机设置中配置

的 StorNext 配置之一。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195



第 8 章  扩展数据生命周期管理
未完成的 EDLM 扫描
扫描设置

Scan upon import
（导入时扫描）

选择是否在将磁带导入分区后立即执行扫描；若是，执行哪种扫描类型。此

策略默认被禁用。

选项有：

• None（无，默认）— 不在导入时扫描。

• Quick（快速）— 不扫描磁带。仅评估盒式存储器 (CM) 中的数据。每个

磁带只需要不到一分钟。使用快速扫描的时机：

• 第一次将之前使用的暂存磁带导入库存机。

• 导入在其他备份和存档环境中使用的数据磁带盒时需求通过快速检查确

保磁带盒是否已接近生命终期、在生命终期，或者可能有读或写问题。

• Normal（普通）— 评估盒式存储器 (CM) 并扫描所选磁带分区，以 有可

能出问题的区域为主。每个磁带需要 多 20 分钟。使用普通扫描的时机：

• 库存机中经常使用的磁带，通过磁带机报告的介质 Tape Alert 事件触

发扫描。

• 库存机中经常使用的磁带，定期执行扫描。

• 详细 — 评估盒式存储器 (CM) 并扫描整个磁带。一个磁带可能需要 2 小时

甚至更多。使用详细扫描的时机：

• 磁带盒需要经常访问，且主要用于厂内或厂外的长期数据保存。

• 库存机中添加了包含宝贵数据的磁带盒，且磁带状态和条件未知。

设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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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 based on Tape 
Alert（根据 Tape Alert 
进行扫描）

选择是否根据 Tape Alert 计数进行扫描；若是，执行哪种扫描类型（Quick
（快速）、Normal（普通）或 Full（详细），如上所述）。选择 None（无）

可禁用此策略。此策略默认被禁用。

启用后，若报告的 Tape Alert 数量超过用户在 Tape Alert count（Tape Alert
计数）字段中设置的值，则对磁带进行扫描，详细说明请见下文。

计数中包含的 Tape Alert 有：

• 01h (1) – 读警告

• 03h (3) – 硬错误

• 04h (4) – 介质

• 05h (5) – 读取失败

• 06h (6) – 写入失败

• 12h (18) – 装入时磁带目录损坏

• 33h (51) – 卸载时磁带目录无效

• 34h (52) – 磁带系统区域写入错误

• 35h (53) – 磁带系统区域读取错误

• 37h (55) – 加载失败

• 3Bh (59) – WORM 介质完整性检查失败

Tape Alert 计数 结合 Scan based on Tape Alert（根据 Tape Alert 进行扫描）策略使用此字

段。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执行扫描前允许的 Tape Alert 数量。

Normal scan time 
interval（普通扫描时间

间隔）

自上次扫描后超过指定时间即对磁带进行扫描。在文本框中输入执行扫描的

时间间隔（以天为单位）。零傎（默认）表示此策略被禁用。

注： 设置间隔时请考虑整个库存机中要扫描的磁带数量和要执行的扫描类
型。详细扫描可能需要 2 小时甚至更多。过度计划会导致延迟或无法
按预期扫描磁带。

完整扫描时间间隔

设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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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Apply（应用）以完成。

暂停分区的 EDLM 扫描 8 您可暂时停止分区上的 EDLM 扫描但保持选择 EDLM 策略，这样您可稍

后重新启用。您可能会在怀疑有问题时执行此操作（例如，似乎有太多正

在扫描的磁带，以致影响了库存机的运行）。

当您暂停 EDLM 扫描时，当前扫描的磁带将完成扫描，然后从磁带机上卸

载并返回原始位置。不再进行其他扫描。队列中的磁带仍然留在队列中。

取消暂停后，暂停时应加入队列的磁带将加入队列，然后扫描恢复正常。

Scan based on StorNext 
media suspect count
（根据 StorNext 介质可

疑问题计数进行扫描）

仅在选择上面的 Use StorNext Configuration（使用 StorNext 配置）后

可用。

可疑问题计数表示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将决定停止数据写入磁带的的时机。

如果您选择此策略，则达到可疑问题计数的磁带将需要安排进行 EDLM 测
试。若 EDLM 测试显示磁带健康，则您可重置 StorNext 应用程序上的可疑

问题计数并继续使用磁带。关于可疑问题计数和重置计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torNext 应用程序的文档。

结果操作设置

Disable RAS ticket for 
bad or suspect media
（禁用坏或可疑介质的 
RAS 标签）

若您希望禁用根据 EDLM 扫描结果通知坏的或可疑问题介质的摘要 RAS 标
签和 RAS 标签电子邮件通知，请选择此复选框。默认情况下这些摘要 RAS
标签是禁用的（即复选框是选中状态），这是因为您可从 EDLM 测试结果

中查看此信息。

注： 特定磁带机和介质问题在 EDLM 扫描时发现的 RAS 标签是无法被禁用
的。您只能启用或禁用摘要结果标签和通知（说明介质是否是坏的或
可疑的）。

Initiate StorNext copy 
operation for（启用 
StorNext 复制操作）

仅在选择上面的 Use StorNext Configuration（使用 StorNext 配置）后

可用。

自动请求 StorNext 存储管理器将坏的或可疑磁带中的数据复制到另一个磁

带。您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复制坏磁带、可疑磁带或两者。您也可选择

Disabled（禁用），这将禁用此策略。此策略默认被禁用。

每个复制数据的请求都会生成相应的 RAS 标签，无论此请求成功与否。

设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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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停自动扫描，您必须如下更改分区上的 EDLM 模式：

1 作为管理员登录。

2 从 Web 客户端中，选择 Operations >（操作）Partitions >（分区）

Change Mode（更改模式）。

显示 Change Partition Mode（更改分区模式）屏幕。

3 在 EDLM Mode（EDLM 模式）下，Current（当前）列将显示以下内

容之一：

• Not Configured（未配置）— 未在此分区配置 EDLM 策略。

• Active（活动）— 已配置 EDLM 策略且正在运行。

• Paused（暂停）— EDLM 扫描暂停。

New（新建）列中包含一个 Active/Paused（活动 /暂停）按钮。此按

钮可以在两种模式间进行切换。

4 要在 Active（活动）和 Paused（暂停）模式之间切换，只要单击 New
（新建）列中的按钮，然后单击 Apply（应用）即可。

操作完成，若成功还将显示成功消息。

5 单击 Close（关闭）关闭 Success（成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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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手动 EDLM 测试 8 您可能需要对自动 EDLM 扫描策略之外的介质进行评估。要执行此操作，

您可使用手动 EDLM 扫描。手动扫描有 高优先级且位于队列 顶端。

EDLM 扫描磁带机完成当前扫描后将立即接受手动扫描磁带计划。所有手

动扫描完成后，扫描队列恢复正常。

只要满足以下条件，手动 EDLM 扫描可在库存机中的任何磁带上运行：

• 库存机上必须安装了 EDLM 授权。

• 必须在库存机上配置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请参阅第 190 页上的步

骤 4：创建 EDLM 库存机管理的分区）。

• 要扫描的磁带盒必须能够被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中的磁带机根据标

准 LTO-gen 向后兼容限制进行读取。

• 要扫描的磁带盒必须有正确的标签。无标签的介质是无法选择手动扫

描的。

• 磁带盒可位于任何分区，包括 EDLM 库存机管理分区。然而，磁带机

必须在 EDLM 磁带机中。

• 如果磁带正在被扫描，您将无法再选择进行手动扫描。

要运行手动 EDLM 扫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作为管理员登录。

2 选择 Tools（工具）> EDLM > Test Selection（测试选择）。

显示 Tools（工具）— EDLM Test Selection（EDLM 测试选择）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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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 Partition（分区）下拉列表中选择包含要扫描的磁带的分区。

4 从 Scan type（扫描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执行的扫描类型（Quick
（快速），Normal（普通）或 Full（详细）。默认设置为 Normal
（普通）。关于这些扫描类型的说明请参阅第 195 页上的表 9  的扫描

设置部分。

5 如果您希望测试在遇到错误时仍然继续，请选择 Continue On Error
（错误时继续）复选框。默认情况下，在普通和详细扫描时将先执行

盒式存储器 (CM) 测试。如果失败，则跳过剩下的扫描（磁带测试）

且测试失败。若您选择 Continue On Error（错误时继续），则即使

CM 测试失败，仍将执行磁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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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表格中选择要扫描的磁带。要选择列出的所有磁带，请选择复选框列

顶端的复选框。要筛选显示列表，请在 Filter by barcode（按条形码筛

选）字段中输入一个条形码或条形码的一部分并单击 Find（查找）。

7 单击 Apply（应用）。

测试加入队列。测试加入队列后会显示 Success（成功）消息。这并

不表示测试已运行或磁带已通过测试，它只说明测试已加入队列。

8 单击 Close（关闭）关闭 Success（成功）信息。

9 要查看测试结果，请选择 Tools（工具）> EDLM > Test Results（测

试结果）（请参阅第 202 页上的处理 EDLM 测试结果）。

处理 EDLM 测试结果 8 您可在 EDLM Test Sessions List（EDLM 测试进程列表）屏幕中查看所有

EDLM 测试进程的状态，包括已加入队列但尚未开始的测试。您可停止、

暂停、恢复或删除测试进程。请参见第 203 页上的使用 EDLM 测试进程

列表。

EDLM Test Sessions List（EDLM 测试进程列表）屏幕中的每个条目均代

表一个 EDLM 测试进程的概览。一个测试进程包含库存机中特定时间要扫

描的所有磁带。因此，一个测试进程中可能包含多个分区的不同磁带。

• 示例 1：您可选择 10 个要执行手动扫描的磁带。测试进程中将包含 10
个磁带。

注：如果您选择了 EDLM 扫描磁带机不支持的磁带，当您单击 Apply
（应用）时，会有一个对话框显示 “You have selected to
scan media that may not be supported by any of the EDLM
drives installed in the library（您选择了库存机中安装的所有

EDLM 可能均无法支持的扫描介质）。If you continue, these
scans may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如果继续，这些扫描可

能无法成功完成。）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o this?”（您

确定要继续吗？）如果继续，则磁带将加入扫描队列，但可能

会失败。

注：即使手动计划的测试直接移到队列顶端，磁带可能也不会直接

进行测试（如果所有 EDLM 磁带机都正在扫描磁带，则它们

将先完成当前扫描再执行手动计划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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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2： 分区 A 有一个自动扫描策略：导入时扫描磁带。您导入了一

个磁带。同时分区 B 有一个自动扫描策略：每 180 天执行一次扫描。

您将磁带导入分区 A 时，分区 B 有 10 个磁带恰好到了 180 天的扫描

期。因为这些自动扫描发生在同一时间，测试进程中将包含两个分区

的所有 11 个磁带。

在每个测试进程中，您可查看要扫描的各个磁带的详情（请参阅第 205 页
上的查看 EDLM 进程报告详情）。

使用 EDLM 测试进程列表 8

要查看 EDLM 测试进程的状态（自动和手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作为管理员登录。

2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EDLM > Test Results（测试

结果）。

显示 Tools（工具）— EDLM Test Results（EDLM 测试结果）屏幕。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203



第 8 章  扩展数据生命周期管理
未完成的 EDLM 扫描
表格中显示所选时间的介质测试集。表格中的每一行均代表一个

EDLM 测试进程的概览。表格中显示以下关于测试进程的信息：

3 从 Select Time Range（选择时间范围）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显示的

测试进程的时间范围。时间范围是以测试进程的开始时间为准的。选

择以下选项中的一个：

• Last Day（前一天）— 过去 24 小时内运行的测试进程。

• Last Week（前一周）— 过去 7 天运行的测试进程。

• Last Month（前一月）— 过去一个月内运行的测试进程。

项目 说明

进程 ID 进程标识符，为每个运行的进程分配的唯一数字。

状态 待定，完成，进行中，已停止，或已暂停。

开始时间 测试进程开始日期和时间。

结束时间 测试进程结束日期和时间。

结果 进程中所有介质测试的结果摘要。报告的值包含每个测试结果中的扫描磁带数量

（用括号表示）。

注：要查看进程中单个磁带的结果，请选择一个测试进程行并单击 Details（详

情）按钮。

结果如下：

• Good（健康）— 磁带健康。

• Bad（损坏）— 磁带已损坏。

• Suspect（可疑）— 磁带不可靠或有缺陷。

• Untested（未测试）— 无法对磁带进行完整扫描，原因包括：不兼容的介质；

磁带盒无法加载；磁带被加密但无法获取数据加密解密；磁带机无法与 I/O
刀片通信，测试停止。

注：未测试的介质不包括 RAS 标签或 EDLM 介质操作策略（如从损坏或可

疑磁带中复制数据）。

• Not Completed（未完成）— 测试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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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全部）— 库存机上运行全部测试进程。存储限制为 5,000 条介质

扫描。达到限制后将在添加新扫描结果时删除旧扫描结果。

4 要处理一个进程，请选择测试进程行并单击所需选项：

查看 EDLM 进程报告详情 8

要查看特定 EDLM 测试进程的详细内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转到 EDLM 测试结果屏幕（Tools（工具）> EDLM > 测试结果）。

2 选择一个行然后单击 Details（详情）按钮。

选项 说明

Stop（停止） 停止当前运行的测试进程。停止后，您将无法再重新开始此测试进程。显示目

前为止得到的所有测试结果。由于被停止而未完成测试的磁带将显示 Untested
（未测试）测试结果。

Pause（暂停） 暂停当前运行的测试进程。如果当前正在扫描一个磁带，该磁带将完成扫描，

然后弹出并返回原始位置。测试进程中尚未测试的磁带将保留在队列中。

Resume
（恢复）

恢复暂停的测试进程。加载并扫描队列中的磁带。

Detail
（详细资料）

在新窗口中显示所选测试进程的测试报告。请参见第 205 页上的查看 EDLM 进
程报告详情。

Delete（删除） 从列表中删除所选测试进程。选择后您将无法再次检索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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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新窗口中显示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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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顶部显示测试进程中的各个磁带。报告包含下列信息：

3 要查看特定磁带的测试详情，请在顶部选择一个行。关于测试结果的

详细信息即显示在表格下方的区域中。可显示以下详细信息：

项目 说明

条形码 介质条形码标识。

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为以下内容之一：

• Good（健康）— 磁带健康。

• Bad（损坏）— 磁带已损坏。

• Suspect（可疑）— 磁带不可靠或有缺陷。

• Untested（未测试）— 无法对磁带进行完整扫描，原因包括：不兼容的介质；

磁带无法加载；磁带被加密但无法获取数据加密解密；磁带机无法与 I/O
刀片通信，测试停止。

注：未测试的介质不会触发 RAS 标签或 StorNext 复制操作。

• Not Completed（未完成）— 测试尚未完成。

Scan Type
（扫描类型）

运行的扫描类型：Quick（快速），Normal（普通）或 Full（详细）。

Drive ID
（磁带机 ID）

测试磁带的磁带机的物理序列号。

Partition
（分区）

进程中所测磁带的分区。

State（状态） 当前测试状态：待定，进行中，完成，已停止，或已暂停。

Completed
（完成）

测试结束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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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说明

CM Scan Status
（CM 扫描

状态）

以下之一：

• Complete（完成）— 测试完成；但结果非“健康”。测试被停止时也会得到

此结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CM 扫描分析。

• Paused（暂停）

• Pending（待定）

• Not Run（未运行）— 详细信息请参阅CM 扫描分析

• In Progress（进行中）

•  Stopped（已停止）

CM 扫描分析。 以下之一：

• Good（健康）

• N/A（不适用）

• Failed to receive CM data（无法接收 CM 数据）

• CM hardware failure（CM 硬错误）

• Tape reached 99% of the manufacturer defined number of tape thread/load
operations（磁带到达制造商定义的磁带阈值/加载操作的 99%）

• Tape reached 99% of the manufacturer defined number of full tape capacity
write operations（磁带到达制造商定义的全磁带容量写入操作的 99%）

• CM indicates uncorrected errors on the tape（CM 显示磁带上有未校正

错误）

• Unable to load tape（无法加载磁带）

• Unable to unload tape（无法卸载磁带）

• Tape not present（磁带不存在）

• No compatible drive（无兼容磁带机）

• I/O Blade Component Failure（I/O 刀片组件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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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扫描状态 以下之一：

• Complete（完成）— 测试完成；但结果非“健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CM 扫描分析。

• Paused（暂停）

• Pending（待定）

• Not Run（未运行）— 详细信息请参阅CM 扫描分析。

• In Progress（进行中）

• Not Configured（未配置）— 您只请求了一个快速扫描，因此磁带未扫描。

• Stopped（已停止）

项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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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扫描分析 以下之一：

• Good（健康）

• N/A（不适用）

• I/O Blade Component Failure（I/O 刀片组件故障）

• Failed to retrieve scan data（无法检索扫描数据）

• Unexpected EOD.（异常 EOD）Possibly corrupt CM（CM 可能已损坏）

• Unformatted tape（未格式化磁带）

• Failed to read tape data（无法读取磁带数据）

• Un-recovered read errors on the tape（磁带上有未恢复的错误）

• Corrupt data format（损坏的数据格式）

• Tape experienced a mechanical error（磁带有机械故障）

• Tape performance is severely degraded（磁带性能受到严重影响）

• Unable to load tape（无法加载磁带）

• Unable to unload tape（无法卸载磁带）

• Tape is a cleaning cartridge（磁带是清洁磁带盒）

• CM fault detected（检测到 CM 故障）

• Unknown media type detected（检测到未知介质类型）

• Scan operation interrupted and ended（扫描操作被中断并结束）

• Drive does not report media presence（磁带机未报告存在介质）

• Tape is encrypted（磁带已加密）

• Tape is blank（磁带为空）

• Block size exceeds maximum（块大小超过 大值）

• Tape is a FUP tape（磁带是 FUP 磁带）

• Drive CM read failed（磁带机 CM 读取失败）

项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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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测试进程报告的复本，请在 Send（发送）字段输

入地址并单击 Send（发送）按钮。

5 要更新屏幕当前状态，请单击 Refresh（刷新）。

测试可疑 EDLM 磁带机 8 如果 EDLM 磁带机在一定时间内报告了可疑数量的错误，它将脱机并在手

动联机之前不在用于测试。此操作可对含已知健康磁带盒的磁带机进行测

试，以确定磁带机检测到的问题是正确的，还是由于磁带机本身引起的。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库存机将发出一个 RAS 标签指示您测试磁带机。

要测试磁带机：

1 选择 Tools（工具）> Drive Operations（磁带机操作）。

显示 Tools — Drive Operations（工具 — 磁带机操作）屏幕。

注：若要发送电子邮件，您必须在库存机中设置电子邮件通知

（Setup（设置）> Notifications（通知）> E-mail Configuration
（电子邮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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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Perform EDLM Drive Test（执行 EDLM 磁带机测试）并单击

Next（下一步）。

显示 EDLM Drive Test（EDLM 磁带机测试）。

3 将已知健康的磁带盒放入顶端 I/E 站插槽。

4 选择要测试的磁带机并单击 Apply（应用）。

即使用已知健康磁带盒对磁带进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将显示 Success
（成功）或 Failure（失败）消息。

5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结果为 Success（成功）— 手动联机磁带机（Tools（工具）>
Drives（磁带机）> Change Mode（更改模式））。

• 如果结果为 Failure（失败）— 如果您使用了已知健康磁带，则失

败表示磁带机有故障。检查 RAS 标签详情或联系 Quantum 支持

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注：“已知健康磁带盒”表示崭新、已格式化、写满，且有健康的

盒式存储器 (CM) 的磁带盒。建议提前准备一个用于此类型操

作的磁带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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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运行库存机

本章介绍访问和操作库存机的方法。可在 Operations（操作）菜单中找到

此处描述的大多数库存机功能。

本章介绍：

• 接通库存机电源

• 关闭，关闭电源，以及完全去电

• 重新启动库存机

• 登录

• 退出

• 执行介质操作

• 关于清洁磁带机

• 关于磁带机操作

• 锁定和解锁 I/E 站

• 控制 FC I/O 刀片电源

注：本章描述的信息假定您使用的是 Web 客户端。请注意 Web 客户端

与操作员面板在功能上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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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库存机电源

要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1 将所有电源线接到总电源上。

2 使用电源后部的开关打开每个电源。

3 按 库存机控制模块的前舱门上的电源按钮。

接通库存机电源后，库存机执行自检以确定所有组件运行正常。所有磁带

机和分区通电。

关闭，关闭电源，以及完全去电 

Shutdown（关闭）命令可以关闭库存机操作系统和固件。执行关闭时，库

存机将完成当前命令并降低库存机门上的机械手。

 

关闭前请一定要确保已连接的主机应用程序未正在向库存机发送命令。

要关闭库存机电源： 执行关闭流程，然后按 控制模块前面的电源按钮。

要完全切断电源： 执行关机流程并关闭库存机电源。然后关闭库存机后侧

各个电源上的开关。 后从总电源上断开电源线。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System Shutdown（系统

关闭）。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Operations（操作）>Shutdown（关闭）。

注意：总是在关闭库存机或完全切断库存机电源前执行关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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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动库存机

 Restart（重启）命令可关闭并重新启动库存机操作系统和固件。执行重启

时，库存机将完成当前命令，然后关闭库存机并重新启动。重启时，库存

机将使所有磁带机和分区联机并对磁带盒、磁带机和插槽进行清点。

重启前请一定要确保已连接的主机应用程序未正在向库存机发送命令。

控制模块重新启动需要约 5 分钟，而 14U 和 23U 库存机配置则需要更长

时间。

重新启动过程完成后，如果操作员面板上显示“Not Initialized”（未初

始化）信息，则库存机没有正确初始化。查看 All RAS Tickets（所有 RAS

标签）屏幕，找到影响库存机正确初始化的问题。请参见第 433 页上的查

看 RAS 标签。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System Shutdown（系统

关闭）。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Operations（操作）>Shutdown（关闭）。

登录

所有用户、服务用户、和管理员必须在登录库存机后，才能执行库存机功

能或查看库存机的运行情况。

如果您使用默认的管理员帐户首次登录库存机，请在 User Name（用户名）

文本框中键入 admin，并在 Password（密码）文本框中键入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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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第一次登录之后，请更改默认管理员帐户的密码。密码限制为 6–16
个小写字母数字字符，并且还可以包括下划线 (_)、点 (.)、连字号 (-)、星

号 (*) 和 “at” 符号 (@)。例如：pass_1。有关更改密码的信息，请参阅

第 87 页上的修改本地用户帐户?

启用 LDAP 或 Kerberos 时
登录 9

当启用 LDAP 或 Kerberos 时， Login（登录）屏幕将显示 Remote 

Authentication（远程验证）复选框。按照下列操作登录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

• 选择 Remote Authentication（远程验证）复选框，以使用目录服务用户

名和密码来登录。

• 清除 Remote Authentication（远程验证）复选框，以使用本地用户名和

密码来 登录。

有关 LDAP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8 页上的配置 LDAP。

有关 Kerbero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2 页上的配置 Kerberos。

退出

退出登录可以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库存机。库存机访问结束后，可通

过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退出登录。

从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中，单击屏幕右上方的 LOGOUT（退出）按

钮退出登录。从 Web 客户端，您也可选择 Operations（操作）>Logout

（登出）。

注：如果忘记了默认管理员帐户的密码，请联系 Quantum 技术支持。

相关联系信息，请参阅第 7 页上的获取详细信息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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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介质操作

管理员和用户可以使用 Web 客户端和操作员面板上的 Operations（操

作）菜单上的命令来执行以下介质操作：

• 将数据磁带导入库存机

• 将数据磁带导出库存机

• 在某个分区的磁带机、I/E 站和存储插槽之间移动数据磁带

• 将清洁磁带导入库存机（启用自动清洁）

• 将清洁磁带导出库存机（启用自动清洁）

• 将磁带盒载入磁带机

• 从磁带机卸载磁带盒

• 将磁带机从联机模式改为脱机模式，亦可根据需要恢复联机状态

此外，管理员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手动清洗磁带机，在操作员面板上使用 Tools（工具）> Drive Mgmt（磁

带机管理）> Clean Drive（清洁磁带机）命令，或从 Web 客户端使用

Tools（工具）> Drive Operations（磁带机操作）> Clean a tape drive（清

洁磁带机）。

以下主题提供了对于这些介质操作的概述。有关逐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

库存机的联机帮助。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

面板右上方的 Help（帮助）图标。

注：用户指南内的信息和程序专门适用于库存机 Web 客户端和操作员

面板用户界面，而不适用于主机应用程序。通过库存机用户界面执

行介质操作可能会影响主机应用程序。有关信息，请参阅主机应用

程序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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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介质 9 使用导入介质操作可通过 I/E 站将数据磁带导入库存机。库存机的扫描器

会自动读取导入到库存机的新磁带上的条形码。

本主题主要描述使用库存机用户界面而非主机应用程序来导入介质。通过

库存机导入介质时，需要使用主机应用程序清点库存机。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通过库存机导入磁带盒有两种方式：利用启用或禁用的手动磁带分配。默

认情况下，需要在库存机上启用手动磁带分配。有关禁用/启用这项功能

的信息，请参阅第 69 页上的禁用/启用手动磁带分配。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 第 218 页上的利用启用的手动磁带分配来导入介质

• 第 219 页上的利用禁用的手动磁带分配导入

• 第 219 页上的导入介质的过程

下表描述您可根据手动磁带分配状态执行操作的不同之处：

注：如果库存机包含零个 I/E 站插槽，您将无法导入或导出介质。请参

见第 71 页上的配置 I/E I/E 站插槽。

手动磁带分配 I/E 站的磁带分配
是否允许导入未分配
的介质？

Enabled（已启

用，默认）

当您将磁带放入 I/E 站之后，则要求

您立即将磁带分配给某个分区。您可

以“关闭”此窗口，这样就不用给某

个分区分配磁带。

从操作面板开始：

否

从Web 客户端：

是

已禁用 没有要求您给某个分区分配磁带，并

且磁带将保持未分配状态，直到导入

到 库存机为止。

从操作面板开始：

是

从Web 客户端：

是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218



第 9 章  运行库存机
执行介质操作
利用启用的手动磁带分配来导入介质 9

• 当启用手动磁带分配（默认）时，一旦您将磁带盒装载到 I/E 站并关

闭 I/E 站门，则 Assign I/E（分配 IE）屏幕将自动显示在操作面板上。

Assign I/E（分配 IE）屏幕会提示使用操作员面板将磁带分配给特定分

区或系统分区。然后磁带只能由分配的分区使用。您放在 I/E 站内的

所有磁带将分配给您所选定的同一分区。

• 如果您退出 Assign I/E（分配 IE）屏幕（或忘记给某一分区分配所插入

的磁带），磁带将保持未分配状态，直到您通过 Web 用户界面将其

导入，或打开和关闭 I/E 站，这样 Assign I/E（分配 IE）屏幕才会再次

显示。

• 您不能通过操作面板将 未分配的介质库存机。

• 您可以通过 Web 客户端将未分配的介质导入库存机。当通过 Web 客
户端导入磁带时，I/E 站内的所有未分配的磁带将被分配给相同的分

区。然而，只有您选定的磁带才会被移入库存机存储插槽内。未选定

的磁带将保留在分配给该分区的 I/E 站内，直到您将它们导入到该分

区内为止。想要将之前分配的磁带导入到不同的分区内，您必须先从

I/E 站中取出磁带，并将它放在另一个 I/E 站插槽内，然后再将它导

入到指定的分区内。

• 从主机应用程序上看不到未分配的磁带。

利用禁用的手动磁带分配导入 9

• 禁用手动磁带分配允许您将几个磁带盒装载到 I/E 站内，并将它们分

配给不同的分区。

• Assign I/E（分配 IE）屏幕不会显示在操作员面板上。I/E 站中的磁带可

以由任何分区使用，包括系统分区。I/E 站内的磁带保持未分配状态，

直到您将它们导入到一个分区内（导入功能将它们分配给该分区）。

• 您可以通过操作面板或 Web 客户端导入未分配的磁带盒。当您导入未

分配的磁带盒，则只有您实际导入到分区内的磁带被分配给该分区。

剩余的磁带仍然在 I/E 站内保持未分配状态。

• 从主机应用程序可看到未分配的磁带，按照先到先得的方式，任何主

机应用程序可以索要未分配的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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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介质的过程 9

要导入磁带，您必须拥有 I/E 站和操作员面板的权限。

如果已经启用了自动请洁，还可以将清洁磁带导入库存机。有关信息，请

参阅第 229 页上的 Importing Cleaning Media（导入清洁介质）。此外，

您还可以批量装载磁带到库存机内，而不是使用 I/E 站来导入介质。有关

信息，请参阅第 221 页上的批量装载。

导入磁带的步骤如下：

1 从库存机正面将磁带盒插入 I/E 站。

2 关闭 I/E 站门。

如果在操作员面板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屏幕（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中启用 Manual Cartridge Assignment

（手动磁带盒分配）设置，则操作员面板中将出现 Assign I/E（分配 IE）

屏幕。

如果 Assign I/E（分配 IE）屏幕出现，则执行以下操作：

a 通过选择 Assign I/E（分配 IE）屏幕上所列的分区，将磁带分配给
相应的分区。

选中分区后该分区的按钮会变为红色。

b 选择 Apply（应用）。

如果选中的分区处于联机状态，在执行导入操作前要将其转为脱
机状态，在完成操作后再将其恢复为联机状态。即使库存机包含
多个分区，一个分区的导入操作不会影响其他分区的操作。

注：开始导入操作后，不要打开或关闭 I/E 站门以避免干扰操作。

注意：如果选择了错误的分区，请打开 I/E 站门。将磁带移到另一

个不同的 I/E 站插槽，然后关闭 I/E 站门。库存机将重新扫

描 I/E 站，并且会再次显示 Assign I/E（分配 IE）屏幕。

注：如果此操作未成功完成，则分区将保持脱机状态直到您手

动重新联机或重启库存机（请参阅第 68 页上的将分区转入

联机或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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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操作员面板上的 Import Media（导入/插入清洁介质）屏幕或 Web 客
户端将磁带导入分区。请按照屏幕上的提示操作，或参阅库存机的联

机帮助，获取逐步说明。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

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您需要在  Import Media（导入/插入介质）屏幕中提供以下信息才能导入

介质：

• Partition（分区 /逻辑库存机）— 要导入磁带的分区。该屏幕仅列出

了您有权访问的分区。该屏幕还包含了有关逻辑库存机模式联机

或脱机的信息，以及分区空闲插槽的数目。可以导入的磁带数以

空闲的插槽数为限。

• Media（介质）— 要导入的磁带。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 Media（介质）> Import

（导入）。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Operations（操作）>ImportMedia（导入 /插入

介质）。

有关逐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库存机的联机帮助。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

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批量装载 9 批量装载是装载介质到库存机内的另一途径。如果配置了零个 I/E 站插

槽，您将需要经常批量装载磁带到库存机内。如果 I/E 站插槽已经配置，

则当您首次开始使用您的库存机时，您 好执行一次初始批量装载。批量

装载结束之后，库存机将清点目录。

批量装载之前，请从 Web 客户端打印输出库存机配置报告，以便查看如

何配置库存机的物理插槽。该报告显示不可用的、配置为清洁插槽或 I/E
站插槽的插槽。有关访问报告的信息，请参阅第 240 页上的查看库存机配

置报告。

注：可以通过在 Search（搜索）文本框中输入全部或部分条形码过

滤介质列表。可以使用星号 (*) 作为通配符进行搜索。也可以

通过单击标题为粗体的列来对列表进行排序。例如，如果选择

Location（位置）列的标题，将按照位置坐标对列表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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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I/E 站插槽已经配置为 I/E 插槽时，I/E 站门会解锁，您可以打开库存

机的主检修门。如果所有 I/E 站插槽都被配置为存储插槽，则 I/E 站门将

始终处于锁定状态。如果事先没有解锁 I/E 站门，则您将无法打开主检修

门去批量装载磁带盒到库存机内。可能的话，先批量装载库存机，然后再

将 I/E 站插槽配置为存储插槽。若非如此，则需要解锁 I/E 站门。有关锁

定和解锁 I/E 站的信息，请参阅第 234 页上的锁定和解锁 I/E 站。有关配

置 I/E 站插槽的信息，请参阅第 71 页上的配置 I/E I/E 站插槽。

要执行初次批量装载，请打开检修门，然后将您计划使用的磁带直接手动

插入存储插槽内。如果插入不正确，磁带将无法进入。

 

当完成初始批量装载之后，只要 I/E 站插槽已经配置完毕，您就可以使用

Import Media（导入 /插入介质）屏幕来添加磁带，无需中断库存机操作。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7 页上的导入介质。

未用的插槽 9

各库存机均包含有限数量的机械手不能存取的插槽。本用户指南内的插槽

总数不包含这些不可用的插槽。

在任何库存机配置中，由于库存机的底部没有足够的间距容纳机械手，因

此机械手无法存取堆内 低模块的每一列中底部的两个插槽。当批量装载

库存机内时，请不要将存储或清洁磁带插入到库存机配置中 低模块的底

端行。

注意：将磁带放入经适当配置的插槽中，例如，清洁磁带不应放入配置

用于存储的插槽中。

注：有少量的物理存储插槽无法被机械手存取，因此不应当用于任何磁

带盒。这些插槽在库存机配置报告中显示为不可用。有关这些插槽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2 页上的未用的插槽。

注：当您打开主检修门将磁带盒载入库存机时，库存机会自动生成一个

可靠性、可用性及适用性 (RAS) 标签有关解决 RAS 标签的信息，

请参阅第 432 页上的关于 RAS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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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介质 9 介质导入库存机之后，就可以使用 Move Media（移动介质）操作在一个

分区内的磁带机和插槽之间移动单个数据磁带。

本主题主要描述使用库存机用户界面而非主机应用程序来移动介质。通过

库存机移动介质时，需要使用主机应用程序清点库存机。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有关使用库存机移动介质的详细信息包括：

• 如果分区联机，在执行移动操作前要将其转为脱机状态，在完成移动

后再将其恢复为联机状态。您将被询问以确认是否要将分区脱机。

• 您仅可以选择有权访问的分区。

• 您一次只能在一个分区内移动介质。

要移动介质，您需要在用户界面中提供下列信息：

• Partition（分区/逻辑库存机）— 列出您有权访问的分区。

• Selected Media（选定介质）— 您要移动的单个磁带。

• Selected Destination（选定目标）— 您要将单个磁带移动到的目标位置。

•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 Media（介质）> Move

（移动）。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Operations（操作）> Move Media（移动介质）。

有关逐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库存机的联机帮助。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

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注：如果库存机具有零个 I/E 站插槽，则无法将磁带移入和移出 I/E
站。请参见第 71 页上的配置 I/E I/E 站插槽。

注：如果此操作未成功完成，则分区将保持脱机状态直到您手动重

新联机或重启库存机（请参阅第 68 页上的将分区转入联机或脱

机状态）。

注：可以通过在 Search（搜索）文本框中输入全部或部分条形码过滤介

质列表。可以使用星号 (*) 作为通配符进行搜索。也可以通过单击

标题为粗体的列来对列表进行排序。例如，如果选择 Location（位

置）列的标题，将按照位置坐标对列表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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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介质 9 使用导出介质操作可以将数据磁带从存储槽位导出到空闲的 I/E 站插槽

中，以便从库存机中移除。

本主题主要描述使用库存机用户界面而非主机应用程序来导出介质。通过

库存机导出介质时，需要使用主机应用程序清点库存机。但是，如果主机

应用程序已经发出防止介质移除的命令，则不能使用库存机用户界面导出

介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如果已启用了自动清洁功能还可以导出清洁磁带。有关信息，请参阅

第 231 页上的导出清洁介质。

有关导出磁带的详细信息包括：

• 如果分区处于联机状态，在执行导出操作前要将其转为脱机状态，在

完成操作后再将其恢复为联机状态。您将被询问以确认是否要将分区

脱机。

 

• 您仅可以选择有权访问的分区。

• 如果 I/E 站插槽都是空的，则您只能导出磁带盒。

• 要导入清洁磁带，您必须拥有访问库存机 I/E 站和操作员面板的权限。

注：如果库存机包含零个 I/E 站插槽，您将无法导入或导出介质。请参

见第 71 页上的配置 I/E I/E 站插槽。

注：开始导出操作后，不要打开或关闭 I/E 站门以避免干扰操作。

注意：当 I/E 站中包含已分配到另一分区的磁带时，有些主机应用程序

可能会无法执行导入 / 导出。将磁带从 I/E 站尽快移走，以避免

可能与其它分区冲突。

注：如果此操作未成功完成，则分区将保持脱机状态直到您手动重

新联机或重启库存机（请参阅第 68 页上的将分区转入联机或脱

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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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在 Export Media（导出/取出介质）屏幕提供以下信息才能导出介质：

• Partition（分区 /逻辑库存机）— 要导出磁带的分区。该屏幕还包含了有

关分区模式联机或脱机的信息，以及空闲 I/E 站插槽的数目。可以导

出的磁带数以空闲的插槽数为限。

• Media（介质）— 要导出的磁带。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 Media（介质）> Export

（导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Operations（操作）>Export Media（导出/取出

介质）。

有关逐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库存机的联机帮助。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

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加载磁带机 9 使用 Load Drive（加载磁带机）操作可以将磁带从存储插槽载入磁带机。

存储插槽和磁带机必须分配给相同的分区。

本主题主要描述使用库存机用户界面而非主机应用程序来加载磁带机。通

过库存机加载磁带机时，需要使用主机应用程序进行清点。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有关加载磁带机的详细信息包括：

• 如果分区联机，在执行加载操作前要将其转为脱机状态，在完成操作

后再将其恢复为联机状态。您将被询问以确认是否要将分区脱机。

• 您仅可以选择有权访问的分区。

• 如果条形码字段为空或被清除，则会突出显示默认磁带机的位置。

注：可以通过在 Search（搜索）文本框中输入全部或部分条形码过滤介

质列表。可以使用星号 (*) 作为通配符进行搜索。也可以通过单击

标题为粗体的列来对列表进行排序。例如，如果选择 Location（位

置）列的标题，将按照位置坐标对列表进行排序。

注：如果此操作未成功完成，则分区将保持脱机状态直到您手动重

新联机或重启库存机（请参阅第 68 页上的将分区转入联机或脱

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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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磁带盒装入磁带机，您需要在 Load Drive（加载磁带机）屏幕上提供以

下信息：

• Partition（分区 /逻辑库存机）— 您要载入磁带机的磁带所处的分区。该

屏幕还包含了有关分区模式联机或脱机的信息。

• Media（介质）— 要移动的磁带盒。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 Drive（磁带机）> Load

（加载）。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Operations（操作）>Load Drive（加载磁带机）。

有关逐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库存机的联机帮助。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

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卸载磁带机 9 使用“卸载磁带机”操作可以将磁带从磁带机卸载到存储插槽。存储插槽

和磁带机必须分配给相同的分区。

本主题主要描述使用库存机用户界面而非主机应用程序来卸载磁带机。通

过库存机卸载磁带机时，需要使用主机应用程序进行清点。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有关卸载磁带机的详细信息包括：

• 只有加载了介质的磁带机才会显示在屏幕上。

• 您仅可以选择有权访问的分区。

• 如果受影响的分区联机，在执行卸载操作前要将其转为脱机状态，在

完成操作后再将其恢复为联机状态。

注：可以通过在 Search（搜索）文本框中输入全部或部分条形码过滤介

质列表。可以使用星号 (*) 作为通配符进行搜索。也可以通过单击

标题为粗体的列来对列表进行排序。例如，如果选择 Location（位

置）列的标题，将按照位置坐标对列表进行排序。

注：如果此操作未成功完成，则分区将保持脱机状态直到您手动重

新联机或重启库存机（请参阅第 68 页上的将分区转入联机或脱

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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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磁带机卸载磁带盒，您需要在 Unload Drive（卸载磁带机）屏幕上提供

以下信息：

• Partition（分区 /逻辑库存机）— 您要卸载磁带机所处的分区。该屏幕还

包含了有关分区模式联机或脱机的信息。

• Tape drive（磁带机）— 您要从中卸载磁带盒的磁带机。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 Drive（磁带机）> Unload

（卸载）。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Operations（操作）>Unload Drive（卸载磁带机）。

有关逐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库存机的联机帮助。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

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联机或脱机使用磁带机 9 磁带机模式有两种：联机和脱机。

• Online（联机）— 磁带机可供使用。这是磁带机的正常工作模式。

• Offline（脱机）— 从主机应用程序中看不到磁带机，它也不适用于主机

应用程序启动的磁带载入和卸载（移动）操作，但它仍然可用于 Web
客户端或操作面板发出的移动命令。

某些操作需要磁带机处于脱机状态。可以将一个磁带机而不是整个库存机

或分区脱机，从而 大限度地减少库存机运行中断的情形。

本主题重点描述使用库存机用户界面而非主机应用程序来更改磁带机模

式。使用库存机更改磁带机模式可能会影响主机应用程序。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有关更改磁带机模式的详细信息包括：

• 默认的磁带机模式为联机。

• 您仅可以选择具有访问权限的分区中的磁带机。

注：可以通过单击标题为粗体的列来对磁带机列表进行排序。例如，如果

选择 Location（位置）列的标题，将按照位置坐标对列表进行排序。

注：如果磁带已经放在磁带机内，当您脱机使用磁带机时，主机仍

然能够在磁带上读取和写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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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Online/Offline（联机/脱机）按钮可以在两种模式间进行切换。

• 脱机后，磁带机将在重新联机或库存机重启前保持脱机状态。重新启

动库存机可使所有脱机的磁带机重新联机。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 Drive（磁带机）> Change

Mode（更改模式）。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Operations（操作）> Change Drive Mode

（更改磁带机模式）。

有关逐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库存机的联机帮助。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

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关于清洁磁带机

库存机的磁带机需要不定期地进行清洁。清洁磁带用于清除各磁带机的读/
写磁头上积聚的灰尘。

库存机支持两种使用清洁磁带清洁磁带机的方法：自动清洁和手动清洁。

AutoClean（自动清洁）— 通过配置一个或多个专用的清洁插槽执行自动清

洁。清洁磁带存储在指定的清洁插槽中。磁带机需要清洁时就会通知库存

机，然后库存机会通过清洁插槽中装入的清洁磁带自动清洁磁带机。自动

清洁集成于常规库存机操作中。主机应用程序会请求库存机移动磁带盒。

如果执行移动操作的磁带机需要清洁，库存机会执行移动操作，然后在通

知主机应用程序移动操作完成之前使用清洁磁带自动清洁该磁带机。

清洁磁带过期后，RAS 标签会通知用户从库存机中导出过期的磁带。如果

当前有多个清洁磁带，下一次清洁中将会使用下一个清洁磁带。如果没有

其他可以使用的清洁磁带，RAS 标签会在通知用户磁带机需要清洁的同

时，通知其需要导出清洁磁带。

注：如果将控制路径磁带机的模式更改为脱机，则会出现注意对话框，

要求您确认模式更改。有关控制磁带机路径的信息，请参阅第 76
页上的使用控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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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管理员才能够配置清洁插槽，从而启用自动清洁功能。启用自动清洁

功能后，库存机允许您通过 I/E 站导出和导出清洁介质。

有关配置清洁插槽的信息，请参阅第 70 页上的配置清洁插槽。有关导出

和导出清洁介质的信息，请参阅第 229 页上的Importing Cleaning Media
（导入清洁介质） 和第 231 页上的导出清洁介质 。

  

Manual Cleaning（手动清洁）— 当磁带机需要清洁时它会通知库存机。如

果库存机的自动清洁功能没有启用（未配置清洁插槽），库存机会生成一

个 RAS 标签，通知用户磁带机需要清洁。管理员可以随时利用操作面板

或 Web 客户端上的命令来手动清洁磁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32
页上的手动清洁磁带机。

启用自动清洁 9 要启用自动清洁，管理员必须在库存机内至少配置一个清洁插槽。有关配

置清洁插槽的信息，请参阅第 70 页上的配置清洁插槽。有关自动清洁的

说明，请参阅第 228 页上的关于清洁磁带机。

查看清洁计数 9 清洁计数是指已使用清洁磁带来清洁磁带机的次数。了解这个计数可以帮

助您决定何时更换清洁插槽。清洁计数现已列在两个位置上：

• 库存机配置报告（从 Web 客户端中，请选择 Reports（报告）> Library

Configuration（库存机配置））

• 导出清洁介质屏幕（从 Web 客户端中，请选择 Operations（操作）>

Cleaning Media（清洁介质）> Export（导出））

使用有效的清洁介质 9 标记清洁插槽的首选方法是在标签上将 CLN 或 CLNU 作为前 。不管任何

介质标识扩展名如何，使用 CLN 或 CLNU 前 检测到的任何磁带将被视为

一种通用的清洁盒式磁带。包含 C1、C2、C3、C4、C5 和 CU 介质标识的

磁带将被视为清洁盒式磁带，而且将被跟踪和当作好像介质标签包含前

CLN 或 CLNU。

注：从主机应用程序看不到清洁插槽。要选择基于主机的清洁，请勿配

置任何清洁插槽，配置主机应用程序便可管理磁带机的清洁。在库

存机中配置清洁插槽可能会影响主机应用程序。有关信息，请参阅

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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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ing Cleaning Media

（导入清洁介质） 9
启用自动清洁后（已配置了至少一个清洁插槽），可通过Import Cleaning
Media（导入/插入清洁介质）操作将清洁磁带从 I/E 站导入指定的清洁

插槽。有关配置清洁插槽的信息，请参阅第 70 页上的配置清洁插槽。有

关自动清洁的说明，请参阅第 228 页上的关于清洁磁带机。

当启用手动磁带分配（默认设置）时，您不能通过操作员面板导入磁带，

直到您已经分配它们给特定的分区或系统分区。清洁磁带盒应始终分配给

系统分区。将清洁磁带盒分配给系统分区，使其可供库存机中的所有分区

使用。有关手动磁带分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7 页上的导入介质和

第 69 页上的禁用/启用手动磁带分配。

要导入清洁磁带，您必须拥有访问库存机 I/E 站和操作员面板的权限。

        

导入清洁磁带的步骤如下：

1 从库存机正面将磁带盒插入 I/E 站。

 

2 关闭 I/E 站门。

如果在操作员面板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屏幕（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中启用 Manual Cartridge Assignment

（手动磁带盒分配）设置，则操作员面板中将出现 Assign I/E（分配 IE）

屏幕。

注意：当 I/E 站中包含已分配到另一分区的磁带时，有些主机应用程序

可能会无法执行导入 / 导出。将磁带从 I/E 站尽快移走，以避免

可能与其它分区冲突。

注：如果库存机包含零个 I/E 站插槽，您将无法导入或导出清洁介质。

请参见第 71 页上的配置 I/E I/E 站插槽。

注：开始导入操作后，不要打开或关闭 I/E 站门以避免干扰操作。

注：请勿在重新启动过程中将磁带插入 I/E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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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Assign I/E（分配 IE）屏幕出现，则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Assign I/E（分配 IE）屏幕上选择 System（系统）。

System（系统）按钮会在选中后变为红色。选择 System（系统）

将磁带分配给物理库存机而不是特定分区。

b 选择 Apply（应用）。

3 使用操作员面板上的 Import Media（导入/插入清洁介质）屏幕或 Web 客
户端将清洁磁带导入逻辑库存机分区。请按照屏幕上的提示操作，或

参阅库存机的联机帮助，获取逐步说明。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请单

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您需要在 ImportCleaning Media（导入 /插入清洁介质）屏幕中提供以下信息

才能导入介质：

• Media（介质）— 要导入的清洁磁带。

此屏幕还包含了有关库存机中空闲清洁插槽数的信息。可以导入的清洁磁

带数以空闲的清洁插槽数为限。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 Cleaning Media（清洁介质）>

Import（导入）。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Operations（操作）>Import Cleaning Media（导入/
插入清洁介质）。

导出清洁介质 9 启用自动清洁后，可通过导出清洁介质操作将一个或多个清洁磁带从专用

清洁槽位导出到 I/E 站，以便从库存机中取出。您可能需要导出过期的清

洁磁带或释放清洁插槽以存储数据。

导出清洁磁带后您可减少配置的清洁插槽数量。多余的插槽可用作存储插

槽。有关配置清洁插槽的信息，请参阅第 70 页上的配置清洁插槽。有关

自动清洁的说明，请参阅第 228 页上的关于清洁磁带机。

注：可以通过在 Search（搜索）文本框中输入全部或部分条形码过滤介

质列表。可以使用星号 (*) 作为通配符进行搜索。也可以通过单击

标题为粗体的列来对列表进行排序。例如，如果选择 Location（位

置）列的标题，将按照位置坐标对列表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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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导出清洁磁带的详细信息：

• 要导出清洁磁带，您必须拥有访问库存机 I/E 站和操作员面板的权限。

• 如果 I/E 站插槽都是空的，则您只能导出磁带盒。

您需要在 Export Cleaning Media（导出/取出清洁介质）屏幕提供以下信息才

可以导出清洁介质：

• Media（介质）— 要导出的磁带。

此屏幕还包含了有关库存机中空闲的 I/E 站插槽数的信息。可以导出的清

洁磁带数以空闲的 I/E 站插槽数为限。屏幕还显示库存机内每个清洁磁带

的清洁状态（可用/过期）和清洁计数（使用磁带清洁磁带机的次数）。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 Cleaning Media（清洁介质）>

Export（导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Operations（操作）> Export Cleaning Media（导出/
取出清洁介质）。

有关逐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库存机的联机帮助。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

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注意：当 I/E 站中包含已分配到另一分区的磁带时，有些主机应用程序

可能会无法执行导入 / 导出。将磁带从 I/E 站尽快移走，以避免

可能与其它分区冲突。

注：如果库存机包含零个 I/E 站插槽，您将无法导入或导出清洁介质。

请参阅第 73 页的“配置 I/E 站插槽”。

注：开始导出操作后，不要打开或关闭 I/E 站门以避免干扰操作。

注：可以通过在 Search（搜索）文本框中输入全部或部分条形码过滤介

质列表。可以使用星号 (*) 作为通配符进行搜索。也可以通过单击

标题为粗体的列来对列表进行排序。例如，如果选择 Location（位

置）列的标题，将按照位置坐标对列表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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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清洁磁带机 9 Clean Drive（清洁磁带机）屏幕允许管理员手动清洁磁带机。

 

如果您至少清洁一次配置的插槽（请参阅第 70 页上的配置清洁插槽），

并且您可以使用 Web 客户端，您可以从配置的清洁插槽或 高 I/E 站
插槽中选择清洗带。如果已配置两个或多个清洁插槽，且插槽中已经有

清洗带，则库存机将选择使用那个清洗带。如果配置零个清洁插槽，或者

正在使用操作员面板，那您必须使用 上方 I/E 站插槽中的清洗带。系统

将提示您在适当的插槽中插入清洗带，并选择希望清洗的磁带机。库存机

随后会将相关的分区转为脱机状态，并将清洁磁带从 I/E 站插槽移到指定

的磁带机，然后对其进行清洁。您将被询问以确认是否要将分区转为脱机

状态。

完成清洁操作后，库存机会将清洁磁带移回 I/E 站插槽，并将相关分区恢

复为联机状态。

 

有关逐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库存机的联机帮助。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

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Drive Operations（磁带机操作）>

Clean a tape drive（清洁磁带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Tools（工具）> Drive Mgmt（磁带机管理）> Clean

drive（清洁磁带机）。

注：准备清洁磁带机之前一定要将磁带机中的磁带卸载。如果磁带机中

载入了磁带，则不能执行此操作。

注：如果此操作未成功完成，则分区将保持脱机状态直到您手动重新联机

或重启库存机（请参阅第 68 页上的将分区转入联机或脱机状态）。

注：如果库存机有零个 I/E 站插槽，您将无法手动清洁磁带机。请参见

第 71 页上的配置 I/E I/E 站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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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磁带机操作

您可以执行以下磁带机操作：

• 使用固件映像文件升级磁带机固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52 页
上的使用映像文件升级磁带机固件。

• 检索磁带机日志。可以从库存机中安装的任何磁带机检索磁带机日

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44 页上的检索磁带机日志。

• 检索磁带机滑轨日志。可以从库存机中安装的任何滑轨检索磁带机滑

轨日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45 页上的检索磁带机滑轨日志。

• 清洁磁带机。随时可以手动清洁磁带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28 页上的关于清洁磁带机。

• 上载/卸载磁带机固件以便自动分级。仅用于连接至 FC I/O 刀片的 FC
磁带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54 页上的自动平级磁带机固件。

• 重置磁带机。当磁带机仍在库存机的驱动器滑板中时，重置磁带机关闭

电源并重新启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62 页上的磁带机重设。

• 强制数据路径故障切换。用于存储网络许可和 HP LTO-5 磁带机。请

参见第 141 页上的强制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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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和解锁 I/E 站

每个 控制模块和扩展模块都有一个 I/E 站门和多个打开和关闭的传感器。

I/E 站门后面的辅助门起到冗余指示的作用，用来确定 I/E 站是打开还是

关闭的。结束对 I/E 站的访问后，请确保站门完全关闭。

管理员可以使用此操作来锁定或解锁所有已经被配置为 I/E 站插槽的 I/E
站的门。如果将所有的 I/E 站插槽配置为存储插槽，此操作则只能解锁控

制模块I/E 站。

 

I/E 站门锁定有三个原因：

• 库存机将磁带从 I/E 站门导入或导出。当库存机试图从一个指定的 I/E
站槽位导入或导出磁带时，只有相关的 I/E 站门会锁定在关闭位置。

其他所有 I/E 站门都保持在可访问状态。从 I/E 站插槽导入导出磁带

时，相关的 I/E 站门会保持锁定，直到该介质成功移到其目的地为

止。这样，如果出现放置错误就可以将介质返回 I/E 站插槽。

• 用户请求锁定 I/E 站门。

• 如果 I/E 站插槽被配置为存储插槽，则站门将始终处于锁定状态。当

所有的 I/E 站插槽被配置为存储插槽时，可通过“锁定和解锁 I/E 站”

操作解锁控制模块中的 I/E 站。I/E 站被解锁后，您就可以打开控制

模块上的主检修门。这样，通过依次解锁库存机中所有剩余的 I/E
站，您就可以访问库存机中其他所有的检修门。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I/E Station（I/E 站）。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Operations（操作）> Lock/Unlock（锁定/解锁）I/E

Station（I/E 站）。

注：某些主机应用程序使用命令来锁定或解锁 I/E 站门。该命令通常无

法被库存机覆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则使用主机应用程序锁定或

解锁 I/E 站门。使用库存机锁定/解锁操作可能会影响主机应用程

序。有关信息，请参阅主机应用程序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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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FC I/O 刀片电源

管理员可以打开、关闭或关闭后再打开库存机内的各个 FC I/O 刀片。关

闭或关闭后再打开 FC I/O 刀片会造成与所连主机的通信暂时丢失。屏幕

会显示有关通信丢失的警告消息，并要求您确认是否继续。

Setup — Blade Control（设置 — 刀片控制）屏幕允许在所选 FC I/O 刀片上

执行以下操作：

在Web 客户端上：

• 单击 On（开）打开 FC I/O 刀片。

• 单击 Off（关）关闭 FC I/O 刀片。

• 单击 Cycle（循环）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 FC I/O 刀片。大约需要 3 分
钟才能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刀片。

在操作员面板上，选择所需的选项：

• Power Cycle Blade（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刀片）

• Power On Blade（打开刀片电源）

• Power Off Blade（关闭刀片电源）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Blade Control

（刀片控制）。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Blade Control

（刀片控制）。

注：从不同位置登录的多个管理员不应同时执行此项操作。当其他管理

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可以访问相应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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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查找有关库存机信息的方法。

从操作员面板，可以在 About Scalar i500（关于 Scalar i500）屏幕（Tools

（工具）> About Library（关于库存机））中查找系统信息。从 Web 客户

端，您可在设 Reports（报告）和 Tools（工具）菜单中找到信息。

 

本章介绍：

• 查看关于 Scalar i500 的信息

• 查看系统信息报告

• 查看库存机配置报告

• 查看网络设置报告

• 查看登录的用户

• 查看“所有插槽”报告

• 查看、保存和电子邮件库存机日志

• 查看 FC I/O 刀片信息

• 查看 FC I/O 刀片端口信息

注：无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只能查看某些报告。有关用户权限的信息，请

参阅第 45 页上的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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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关于 Scalar i500 的信息

About（关于）屏幕可让您快速浏览库存机设置。

从 Web 客户端，您可以查看 About Scalar i500 报告，此报告提供关于库

存机的以下信息：

• 序列号

• 固件版本号

从操作员面板中，About（关于）屏幕提供以下有关库存机的信息：

• 库存机名称

• 状态

• 序列号

• 系统固件版本号

• 上次固件升级的日期和时间

• 当前日期和时间

从 操作员面板 About（关于）屏幕，您还可以导航到其他屏幕，了解有关

下列各项的详细信息：

• 网络（IP 地址）

• 磁带机

• 分区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在 Web 客户端上选择 Reports（报告）>About（关于）>Scalar i500。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Tools（工具）>About Library（关于库存机）。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238



第 10 章  获取信息 － 日志和报告
查看系统信息报告
查看系统信息报告

System Information（系统信息）报告包含关于以下库存机设置的信息：

• Date and time（日期和时间）— 当前日期、时间和时区设置

• Physical library（物理库存机）— 物理库存机的主机名、Internet Protocol
(IP) 地址、序列号和固件版本，以及主板支持软件包 (BSP) 级别、上

次更新 BSP 的日期和机械手固件版本。

• Encryption（加密）（仅当在库存机上授权并配置了加密密钥管理时才

显示此部分）— 密钥服务器类型、加密软件版本、SSL 连接（已启用/
已禁用）、第一主机（第一密钥服务器 IP 地址或主机名）、第一密钥

服务器端口号、第一密钥服务器序列号、第二主机（第二密钥服务器 IP
地址或主机名）、第二密钥服务器端口号、第二密钥服务器序列号。

• Library Partitions（库存机分区）— 名称、序列号、控制路径、模式、

加密方法、加密系统类型、插槽数量、介质数量、磁带机数量，以及

FIPS 是否针对每各个分区进行了配置。

• Tape drives（磁带机）— 位置坐标、供应商名称、型号、类型、物理序

列号 (P-SN)、逻辑序列号 (L-SN)、固件级别、滑轨引导版本、滑轨应

用程序版本、加密方法，以及磁带机是否连接到 I/O 刀片。

• I/O blades（I/O 刀片）— 如果库存机包含 FC I/O 刀片，该表将列出位

置坐标、全球节点名称 (WWN)、固件级别和就绪状态。

• EE blades（EE 刀片）— 如果库存机包含以太网扩展刀片，该表将列出

位置坐标和状态。

从 Web 客户端打开报告的路径是 Reports（报告）> System Information

（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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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库存机配置报告

库存机配置报告是各种库存机资源物理位置的一种动态表示，包括磁带

机、插槽、分区和模块。

采用唯一颜色显示每个分区的插槽并采用图例加以指明。I/E 站插槽、清

洁插槽和不可用的插槽也采用唯一颜色显示。插槽左上角的黑色三角形表

示插槽中存在介质。红色三角形表示存在介质，但是无法读取介质条形码

标签。磁带机中的 “c” 表示分区的控制路径。

默认情况下，库存机配置报告显示已分配给分区的授权插槽的坐标。要查看

所有库存机插槽坐标，请单击 Show ALL coordinates（显示所有坐标）。要

显示所有已导入磁带盒的条形码，请单击 Show Barcodes（显示条形码）。

图 35显示一个库存机配置报告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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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库存机配置报告

使用此报告查看关于下列资源的详细信息：单击要查看的项目，信息将出

现在库存机图表右边的方框中。

• Tape drives（磁带机）— 根据接口类型，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包括以下全

部内容：接口类型、磁带机类型、就绪状态、模式（联机/脱机）、

分配的分区名称、位置坐标、介质条（“No_Label” 表示条码不可

读）、介质类型、元件地址、供应商、型号、物理 SN、逻辑 SN、万

维网节点名称 (WWNN)、万维网端口名称 (WWPN)、环 ID、拓扑请

求、速度请求、实际拓扑、实际速度、 大速度、活动端口（如果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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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机有一个以上的 FC 端口）、SNW 许可证（显示磁带机使用的存储

网络功能，如有，参见第 6 章，存储网络）、SCSI ID、SAS 地址、磁

带机固件级别、控制路径状态和各磁带机的加密方法。

 

• Slots（插槽）— 类型、已分配的分区名称（仅存储和导入/导出 [I/E]
站插槽）、位置坐标、条形码（仅限存储和 I/E 站插槽）、介质类

型、元件地址、加密方法、取出计数、取出重试、放入计数和放入重

试。如果插槽是清洁插槽，还显示清洁状态（可用/过期）和清洁计

数（磁带用于清洗过磁带机的次数）。有关插槽数据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第 244 页上的查看“所有插槽”报告。

• Partitions（分区）— 名称、联机状态、仿真类型、条形码策略、分区

中的磁带机总数、活动磁带机分区的数量、介质总数、已安装的介

质、插槽总数、完整插槽、I/E 站总数、完整 I/E 站和每个分区的加

密方法。

• Modules (Chassis)（模块 [机箱 ]）— 制造商、型号类型和每个模块的序

列号。

您可以通过单击报告窗口中的打印机图标打印报告。

从 Web 客户端打开报告的路径是 Reports（报告）> Library Configuration

（库存机配置）。

注：库存机配置报告按照由磁带机报告的方式列出本机设备标识

符。 HP 磁带机始终将 SCSI 报告为本机设备标识符，即使它们

是光纤通道或 SAS。例如，如果有 HP L TO-4 光纤通道或 SAS
磁带机，它们将作为 HP LTO-4 SCSI 磁带机列出在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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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Settings（网络设置）报告提供以下库存机网络设置信息：

• Network（网络）— 主机名、主要 DNS、备用 DNS。

• IPv4 Settings（IPv4 设置）— 启用/禁用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IP 地址、网关地址和子网掩码。

• IPv6 Settings（IPv6 设置）（如果启用 IPv6）— 启用/禁用 DHCP 、
启用/禁用无状态、启用/禁用静态、网络前 、网关，以及所有 IPv6
地址。

• SSL — 库存机的 SSL、端口和密码。

• SMI-S — 库存机的访问和状态启用/禁用设置。

• Access（访问）指明是启用还是禁用对库存机的 SMI-S 流量的 SMI-S
端口（端口 5988）。可以通过操作员面板上的 Tools（工具）>

Security（安全性）菜单更改此设置。默认设置是“已启用”。

• State（状态）：指明是启用还是禁用允许在库存机上运行 SMI-S。
可以通过操作员面板上的 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

置）更改此设置。默认设置是“已禁用”。

• SNMP — 启用/禁用访问、启用/禁用 V1、启用/禁用 V2、启用/禁用

V3、算法、启用/禁用加密，以及端口。

• SNMP-Traps（SNMP-捕获）— IP 地址和端口。

从 Web 客户端打开报告的路径是 Reports（报告）> Network Settings（网络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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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ged-in User’s Report（登录的用户报告）报告中包含当前登录到库存

机的用户的相关信息。报告包含下列信息：

• User name（用户名）— 登录用户的名称。

• Role name（角色名）— 登录用户的权限级别（例如，管理用户为 
Admin，非管理用户和非服务用户为 User）。

• Login date and time（登录日期和时间）— 用户登录库存机的日期和时间。

• Last activity date and time（上次活动日期和时间）— 用户上次登录到库

存机的日期和时间。

• Login location（登录位置）— 用于访问系统的系统 IP 地址或主机名。

• Management interface（管理界面）— 用于访问系统的用户界面（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

从 Web 客户端打开报告的路径是 Reports（报告）> Logged in Users（登录

的用户）。

查看“所有插槽”报告

All Slots（所有插槽）报告包含关于当前分配给分区的所有插槽和所有

I/E 插槽的信息。每页 多显示 20 条响应。您可以使用屏幕左下方的页面

箭头滚动页面。此报告包含关于每个插槽的下列信息：

• Slot type（插槽类型）— 磁带机、I/E　站、清洁或存储插槽。

• 条形码 — 插槽上安装的磁带盒的条形码（无条形码表示插槽为空）。

• Partition（分区）— 拥有插槽的分区。

• Location（位置）— 插槽的位置坐标。（有关位置坐标的说明，请参阅

第 27 页上的了解位置坐标。）

• Element Address（元件地址）— 插槽的元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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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ryption（加密）— 插槽中介质的加密状态。为了使库存机了解加密

状态，磁带必须放置在库存机能够加密的磁带机中。能够加密的磁带

机读取并记录磁带的加密状态，且加密状态显示为“已加密”或“未

加密”。如果库存机中能够加密的磁带机中未放置磁带，或者插槽为

空，则加密状态显示为“未知”。

• Get Count（取出计数）— 拾取装置从插槽中成功取出磁带的次数。

• Get Retries（取出重试）— 拾取装置执行恢复操作以便从插槽中取出磁

带的次数。

• Put Count（放入计数）— 拾取装置成功将磁带放入插槽中的次数。

• Put Retries（放入重试）— 拾取装置执行恢复操作以便将磁带放入插槽

的次数。

从 Web 客户端打开报告的路径是 Reports（报告）> All Slots（所有插槽）。

查看、保存和电子邮件库存机日志

库存机可以将能够在屏幕上查看的特定信息收集到日志文件、保存到计算

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收件人的信箱中。可以提供以下库存机日志：

• Installation Verification Test Summary Log（安装确认测试摘要日志）—
该日志将在每次运行安装确认测试 (IVT) 后保存。该日志仅保存 近

一次运行测试的信息。如果再次运行测试，则新的信息将覆盖以前的

信息。此选项显示摘要日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57 页上的使

用安装验证测试。

• Installation Verification Test Detailed Log（安装确认测试详细日志）— 该
日志将在每次运行安装确认测试 (IVT) 后保存。该日志仅保存 近一

次运行测试的信息。如果再次运行测试，则新的信息将覆盖以前的信

息。此选项显示详细日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57 页上的使用

安装验证测试。

注：“取出”和“放入”计数和重试次数从开始使用库存机时开

始计数。如果更换 LCB 小型闪存卡，则计数将从零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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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and History Log（命令历史日志）— 仅当使用 FC I/O 刀片时才

可用。当选择此报告时，您需要选择 FC I/O 刀片和希望运行报告的

设备。Blade（刀片）菜单列出所有安装在库存机中的 FC I/O 刀片

（如果安装多个刀片）。Devices（设备）菜单列出与选定 FC I/O 刀
片相关联的设备。该报告显示从选定设备到选定刀片的所有命令。当

日志文件达到其 大容量时，新添加信息将替换 旧的信息。

• Cleaning Log（清洁日志）— 显示自从安装固件版本 520G 之后库存机

执行的所有清洁操作。当日志文件达到其 大容量时，新添加信息将

替换 旧的信息。以逗号分隔值的文件 (csv) 可以提供以下信息：

日期和时间；条形码（清洗带的条形码）；磁带（清洗带的位置坐标）；

磁带机（执行清洗的磁带机的位置坐标）、状态（成功/失败）；返回

代码（仅供服务使用）；清洁类型（手动、自动、MoveMedium）、是

否过期（如果清洗带过期或误用数据磁带进行清洗，则显示“无效”，

如果不适用则显示“-”）；使用计数（如果清洗尚未完成则显示

“N/A”）；保留。

• Slot Position Log（插槽位置日志）— 显示库存机中所有插槽的当前信

息。以逗号分隔值的文件 (csv) 可以为每个插槽提供以下信息：

日期和时间、插槽类型（拾取装置、磁带机、存储或 IE）、对象是否

存在？（是，否）， 位置坐标，X 位置，Y 位置，角度位置，X 校准

偏移量，Y 校准偏移量。

• RAS Tickets Log（RAS 标签日志）— 记录库存机的所有 RAS 标签。当

日志文件达到其 大容量时，新添加信息将替换 旧的信息。

• Media Security Log（介质安全日志）— 列出已完全从库存机中卸下的

介质。仅当在库存机上安装了“高级报告”授权（请参阅第 78 页上的

获取和安装授权密钥）并启用了库存机来收集日志文件数据时才能使

用此日志。有关此日志及如何启用库存机来收集日志数据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127 页上的配置和查看介质安全日志。

• Media Usage Log（介质使用日志）— 列出有关在介质上读写数据的信

息并列出有关软读写错误和硬读写错误的统计数据。仅当在库存机上

安装了“高级报告”授权（请参阅第 78 页上的获取和安装授权密钥）

时才能使用此日志。有关此日志显示的信息的详情，请参阅第 128 页
上的查看介质使用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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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M Encryption Key Import Warning Log（SKM 加密密钥导入警告日

志）— 列出 近数据密钥导入操作失败的密钥。仅当运行 Scalar 密钥

管理器 (SKM) 时才能使用此日志。有关此日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76 页上的使用 SKM 加密密钥导入警告日志。

从 Web 客户端打开报告的路径是 Reports（报告）> Log Viewer（日志查

看器）。

查看 FC I/O 刀片信息

管理员可查看库存机中安装的所有 FC I/O 刀片的信息。Tools — Blade

Information（工具 — 刀片信息）屏幕列出以下 I/O 刀片信息：

• Location（位置）— 刀片的库存机位置坐标：[模块，刀片编号 ]，其中

模块中 顶部的刀片编号为 1， 底部的刀片编号为 2。

• Firmware Version（固件版本）— 刀片的固件版本（库存机固件的一

部分）。

• Serial Number（序列号）— 刀片的序列号。

• WWNN— 刀片的全球节点名称。

• CCL— 命令控制 LUN。

• Status/State（状态）— 刀片的状态可以是：Ready（就绪）、Not Ready
（注意就绪）、Auto Level Failed（自动调节失败）、Auto Leveling
Booting（自动调节引导）和 Unknown（未知）。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中选择 Tools（工具）> I/O Blade Info（I/O 刀片信息）。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 Blade Info（刀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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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查看库存机中安装的所有 FC I/O 刀片的信息。Tools — Blade Port

Information（工具 — 刀片端口信息）屏幕列出每个 I/O 刀片的以下信息：

• Port number（端口号）— 端口号：1–6. 

• WWPN — 端口的全球端口名称。

• Status（状态）— 刀片的状态：Config wait（配置等待）、Loop init
（回路启动）、Login（登录）、Ready（就绪）、Lost Sync（丢失

同步）、Error（错误）、Re-Init（重新启动）、Non part（无部分）

和 Failed（失败）。

• Actual Speed（实际速度）— 端口的协议速度：1 Gb/s、2 Gb/s 或
4 Gb/s。若端口未在就绪状态，则显示 “N/A”。

• Actual Loop ID（实际环路 ID）— 端口协商的环路 ID：0–125. 在 Web
客户端上，如果端口连接的类型为点对点，或者如果端口处于未就绪

状态，则显示“N/A”。在操作员面板上，如果端口处于未就绪状

态，则显示“N/A”。

• Requested Speed（请求速度）— 端口的协议速度：自动、1 Gb/s、
2 Gb/s、4 Gb/s 或 8 Gb/s（仅 Web 客户端）。

• Requested Loop ID（请求环路 ID）— 端口的请求环路 ID：自动或 0–125
（仅 Web 客户端）。

• Framesize（帧大小）— 端口的帧大小设置：528、1024 或 2048。

• Mode（模式）— 端口模式：公共或私有。

• Role（角色模式）— 端口角色：目标（端口 1–2）或启动器（端口 3–6）。

• Connection（连接）— 端口连接类型：回路、点对点或首选回路。

有关配置 FC I/O 刀片端口的信息，请参阅第 97 页上的配置 FC I/O 刀片

端口。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中选择 Tools（工具）> I/O Blade Port Info（I/O 刀片端口

信息）。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Blade Info（刀片信息）> Port Info

（端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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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更新库存机和磁带机固件

库存机上有两种可升级的固件类型：库存机固件（包括磁带机滑轨固件）

和磁带机固件。有时，可能需要按照 Quantum支持的指导来升级库存机

和磁带机固件。

您可在 Quantum 网站上找到发行说明、升级说明和 新固件版本的列表：
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SoftwareandDocument
ationDownloads/SI500/Index.aspx。

您需要直接联系 Quantum 支持才能获取固件。装载固件之前，请确保它

与库存机和磁带机兼容。

本章介绍：

• 升级库存机固件

• 更新磁带机固件

• 自动平级磁带机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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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机固件升级操作允许您使用 Web 客户端升级库存机固件。对于大型

配置，升级库存机固件可能需要花费长达一个小时。

联系 Quantum 支持以获取 新固件副本。将文件下载至您的计算机硬

盘。库存机固件附随了磁带机固件、固件升级说明和发布声明。使用发布

声明或 Quantum 支持来验证库存机升级所使用的固件版本是否正确。有

关技术支持，请参阅第 7 页上的获取详细信息和帮助。

库存机固件版本 200G.GSxxx 和 210G.GSxxx (SP1) 支持 多 14U 的库存机

配置。库存机固件 300G.GSxxx (I1)  支持 多 23U 的库存机配置。库存机

固件版本 320G.GSxxx (SP3)  和更高版本支持 多 41U 的库存机配置。确

保运行相应的固件版本来支持库存机的规模。建议使用 新版本的固件，

不论库存机的大小如何。

• 若要确定 新的库存机固件版本，请参考发行说明或以下 Quantum 
网站：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Softwareand
DocumentationDownloads/SI500/Index.aspx。

• 要查找磁带机固件的 新版本，请参阅发行说明。

您可在此找到升级库存机和磁带机固件的说明：
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SoftwareandDocument
ationDownloads/SI500/Index.aspx。

建议您完成并关闭所有打开的 RAS 标签再升级库存机固件。若启用了

Auto-Ticket Closure（自动标签关闭），则所有打开的 RAS 标签均将在固

件升级后重启时关闭（请参阅第 435 页上的自动关闭 RAS 标签）。

建议在升级库存机固件前保存当前库存机配置，以防升级失败。升级固件

后，再次保存库存机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8 页上的保存和恢

复库存机配置。

还有一个好办法，即在对系统进行重大更改（如升级库存机固件）之前捕

获库存机信息的快照。技术支持人员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快照文件排除库存

机的故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6 页上的捕获库存机信息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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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当前正在运行库存机固件版本 320G.GS004 或 400G.GS006，
您必须在升级固件之前先安装并运行库存机服务实用程序。如果

不先运行库存机服务实用程序，则无法成功完成固件升级。库存

机服务实用程序和安装说明位于包含固件下载文件的“.zip”文

件中。

如果当前正在运行版本 320G.GS004 以前的库存机固件，则请不

要升级到版本 320G.GS004 或 400G.GS006，而应该升级到 新

版本。您不需要运行库存机服务实用程序。

注：如果从主要固件版本降级到更早期的主要版本，库存机配置设置

将重设为出厂默认设置。您可以利用在库存机中安装早期版本库存

机固件时保存的配置文件来恢复其他可配置项，也可以重新配置库

存机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8 页上的保存和恢复库存机

配置。

注：如果您运行 400G 或更高的固件版本并希望降级，请见以下说明：

• 如果库存机的品牌是 Quantum，则可降级至的 低版本是
400G（Quantum 品牌固件没有更低版本）。

• 如果库存机的品牌是 ADIC 并安装了 FC I/O 刀片，可降级
至的 低版本也是 400G。固件版本 320G 和更低版本不支持
FC I/O 刀片。如果库存机不含 FC I/O 刀片，则可降级至更
低版本的固件。

注：如果您的库存机固件为 600G 或更新，您只能将库存机固件降级到

410G 或更新版本。如果您在降级到 410 G 之前的版本时需要帮

助，请联系 Quantum 支持部门。

注：如果是在 2008 年 10 月 15 日以后购买的库存机，则不能使库存机

固件降至版本 520G 以下。

注：此操作不可由多个管理员同时执行。当其他管理员正在执行相同的

操作时，您可以访问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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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Quantum 网站中找到有关库存机固件的更新说明。还可以在库存

机的联机帮助中找到逐步式说明。要访问联机帮助

系统，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升级库存机固件。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Web 客户端，选择Setup（设置）> Update Library Firmware（更

新库存机固件）。

更新磁带机固件

您也可以使用 Web 客户端界面，使用从 Quantum 支持获得的映像文件来

升级库存机中的一个或多个磁带机。

使用映像文件升级磁带机

固件 11
您可以通过 Web 客户端使用固件映像文件升级磁带机固件。固件升级可

能需要 40 分钟（若使用 FC I/O 刀片执行升级则时间可能会减少）。

Quantum 支持提供磁带机固件。使用发布声明或 Quantum 技术支持来验

证磁带机升级所使用的固件版本是否正确。

有关使用映像文件升级磁带机固件的详情包括：

• 库存机允许您一次升级多个磁带机上的固件。同时升级所有界面类型

相同的磁带机可确保所有的磁带机处于相同的固件级别。建议库存机

中不要出现不同级别的磁带机固件。

• 每个磁带机界面类型都需要唯一的固件。映像文件必须包含对应于

SCSI、FC 或 SAS 磁带机类型的 SCSI、FC 或 Serial Attached SCSI
(SAS) 固件映像。

注：固件升级完成后，库存机将自动重新启动。登录库存机前，须清除

Web 浏览器缓存。请参阅Web 浏览器的文档资料，了解如何清除

高速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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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带机和相关的分区会在操作期间自动脱机，并在操作完成后恢复联

机。您将被提示确认是否要将磁带机和分区脱机。

您可在此找到升级磁带机固件的说明：
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SoftwareandDocument
ationDownloads/SI500/Index.aspx。。还可以在库存机的联机帮助中找

到逐步式说明。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

用户界面右上方的 Help（帮助）图标。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使用映像文件升级磁带机固件。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

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Drive Operations（磁带机操作）。

下载 IBM LTO-4 磁带机固件 11IBM  LTO-4 磁带机程序固件 PGA3 (82FB) 及更新版本包括特定安全限

制，以便防止将此固件下载到不兼容 FIPS 的早期版本中 [例如，PGA1
(77BE)]。

如果需要将 LTO-4 磁带机固件从 82FB 水平或更高降低到 77BE 水平或更

低，请联系 Quantum 技术支持了解说明和帮助。

注：如果此操作未成功完成，则分区将保持脱机状态直到您手

动重新联机或重启库存机（请参阅第 68 页上的将分区转入

联机或脱机状态）。

注意：由于固件升级后磁带机会重启，因此请在升级固件前确保相应磁

带机中未加载相应磁带盒。

注意：不要在升级过程中关闭库存机电源。否则库存机将会出现问题。

注：此操作不可由多个管理员同时执行。当其他管理员正在执行相同的

操作时，可以访问相应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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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平级磁带机固件

自动平级功能使您能够自动升级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或以太网扩展刀

片的所有光纤通道磁带机上的固件。这使您能保持所有同类型光纤通道磁

带机（例如，LTO-5）为同一固件级别。无论何时重设磁带机，都会检查

磁带机固件，比如关闭并重新打开或重新启动库存机，或添加或更换磁带

机时。如果固件不匹配，将会自动平级磁带机固件。

光纤通道磁带机必须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或以太网扩展刀片 才能进

行自动平级操作。库存机不支持对直接连接到光纤通道主机或交换机的光

纤通道磁带机进行自动平级。此外，库存机不支持对 SCSI 或 SAS 磁带机

进行自动平级。

要启用自动平级，必须将固件映像文件上载到库存机。如果库存机中装有

多种版本的光纤通道磁带机（例如，LTO-4 和 LTO-5），必须为每个版本

的磁带机上载一个特定固件映像文件。还可以在不再需要自动平级磁带机

固件时删除固件映像文件。

上载在自动平级中使用的磁

带机固件 11
上载磁带机固件前，通过公布的发行说明或 Quantum支持，确认上载了正

确版本的固件。相关联系信息，请参阅第 7 页上的获取详细信息和帮助。

必须能够访问磁带机固件映像文件才能启用自动平级。磁带机固件可以从

Quantum 支持。

上载新版本前没有必要删除旧版本固件。新版本固件会覆盖旧版本。

可以在库存机的联机帮助中找到逐步式说明。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请单

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的 Help（帮助）图标。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上载磁带机固件。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Drive Operations（磁带机操作）>

Upload/remove tape drive firmware for autoleveling（上载 /卸载磁带机固

件以便自动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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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在自动平级中使用的磁

带机固件 11
库存机还允许在不再需要自动平级磁带机固件时删除固件映像文件。此

外，如果库存机不再包含特定型号的磁带机，可能希望删除固件映像文

件。例如，如果使用 LTO-4 磁带机更换了所有 LTO-3 磁带机，将不再需

要 LTO-3 固件。

可以在库存机的联机帮助中找到逐步式说明。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请单

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的 Help（帮助）图标。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上载磁带机固件。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Drive Operations（磁带机操作）>

Upload/remove tape drive firmware for autoleveling（上载 /卸载磁带机固

件以便自动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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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安装、卸下和更换

本章将介绍如何在库存机内添加、卸下和更换硬件。添加、卸下或更换库

存机组件可能要求您关闭整个库存机的电源。但是，有几个组件您可以在

不关闭库存机电源的情况下进行操作，如更换磁带机。您可能只需将特定

分区转为脱机状态，也可能根本不需要影响库存机的状态。

     

警告：所有高于 14U 的库存机必须安装在具有主保护接地端子的机架
上，必须使用工业插头和插座，供电插座和/或电器连接器须符合
IEC 60309（或同等的国家标准）且须使用截面积至少为 1.5 mm2

(14 AWG) 的保护地线。

为了保证适当的空气流动和操作空间，库存机前后应保持 60 cm
（24 英寸）的空间。

警告：加载一个或多个模块的同时切勿移动机架。

警告：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或电源的情况下，控制模块的重量约为
60 磅（27.2 千克）。扩展模块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或电源
的情况下重量超过 65 磅（29.5 千克）。

为了避免造成严重伤害，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安全地抬起模块。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256



第 12 章  安装、卸下和更换
本章介绍

• 将库存机联机/脱机

• 连接库存机的电缆

• LTO-5 磁带机的特定说明

• 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 SCSI 磁带机

• 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 SAS 磁带机

• 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直接与主机或交换机相连的光纤通道磁带机

• 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与光纤通道 I/O 刀片相连的光纤通道磁带机

• 推荐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库存机电缆连接

• 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实现以太网连接

• 电缆管理指导

• 安装独立式 5U 控制模块

• 安装新的多模块库存机配置

• 将扩展模块添加至现有库存机

• 准备卸下或更换模块

• 从现有库存机中永久卸下扩展模块

• 更换控制模块

• 更换扩展模块

• 卸下和更换库存机控制刀片和 LCB 小型闪存卡

• 添加、卸下和更换电源

• 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

• 添加、卸下和更换磁带机

• 添加、卸下和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

• 添加、卸下和更换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 磁带机以太网连接和以太网扩展刀片

• 通过电缆连接 5U 库存机实现以太网连接

• 安装以太网扩展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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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移除或重新放置以太网扩展刀片

• 在相同位置更换以太网 扩展刀片

• 查看以太网连接

• 准备移动或运输库存机

将库存机联机/脱机

联机库存机允许主机应用程序完全控制库存机操作。在库存机脱机时，将

库存机控制切换给用户界面，并限制使用主机应用程序命令请求。

将库存机联机 12 要使整个库存机联机，请将所有分区转入联机状态。

1 使用库存机操作员面板，选择 Operations（操作）> Change Partition

Mode（更改分区模式）；或使用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

Partitions（分区）> Change Mode（更改模式）。

2 对于要联机的每个分区请单击 Online（联机）。

3 单击 Apply（应用）。

将库存机脱机 12 要使整个库存机脱机，请将所有分区转入脱机状态。

1 使用库存机操作员面板，选择 Operations（操作）> Change Partition Mode

（更改分区模式）；或使用 Web 客户端，选择 Operations（操作）>

Partitions（分区）> Change Mode（更改模式）。

2 对于要脱机的每个分区请单击 Offline（脱机）。

3 单击 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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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库存机的电缆

根据磁带机类型使用以下相应的连接步骤：

• 第 259 页上的LTO-5 磁带机的特定说明

• 第 262 页上的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 SCSI 磁带机

• 第 267 页上的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 SAS 磁带机

• 第 271 页上的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直接与主机或交换机相连的光纤

通道磁带机

• 第 274 页上的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与光纤通道 I/O 刀片相连的光纤

通道磁带机

• 第 281 页上的推荐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库存机电缆连接

• 第 283 页上的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实现以太网连接

LTO-5 磁带机的特定说明 12 库存机根据磁带机以不同的方式处理 LTO-5 磁带机上的以太网和光纤通道

数据端口。详情请参阅图 36、图 37 和图 38。

     

注意：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的可配置速度 快达 8 Gb/s 且支持速度

自动协商至 8 Gb/s、4 Gb/s 和 2 Gb/s。如果将它们的速度配置

为 8 Gb/s，则应该将它们直接连接至主机或交换机，而不是连

接至 FC I/O 刀片上，这是因为 FC I/O 刀片允许使用的 快速

度只有 4 Gb/s。如果将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连接至 FC I/O
刀片，则速度将自动协商至 4 Gb/s（请参阅第 74 页上的设置磁

带机参数）。不支持小于 2 Gb/s 的速度。

注意：如果启用数据路径故障切换、控制路径故障切换或主机访问控

制，请不要将磁带机连接到 FC I/O 刀片。

注意：不要将磁带机同时连接到 FC I/O 刀片和以太网扩展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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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HP LTO-5 双端口光纤通
道磁带机

1 以太网端口 — 用于在 FIPS 模式下使

用以太网个端口，请使用此端口。

2 光纤通道端口 2 — 默认故障切换端口

（用于数据路径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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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HP LTO-5 单端口 SAS
磁带机

图 38  IBM LTO-5 单端口光纤通
道磁带机
       

1 以太网端口 — 不使用

2 SAS 端口 — 使用此端口

1 以太网端口 — 不使用

2 光纤通道端口 — 使用此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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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 
SCSI 磁带机 12

如果您要安装含有 SCSI 磁带机的库存机，请参照图 39 和图 40 并使用此

步骤进行安装：

        

图 39  独立式 5U 控制模块的
SCSI 电缆连接

警告：所有高于 14U 的库存机必须安装在具有主保护接地端子的机架
上，必须使用工业插头和插座，供电插座和/或电器连接器须符
合 IEC 60309（或同等的国家标准）且须使用截面积至少为 
1.5 mm2 (14 AWG) 的保护地线。

为了保证适当的空气流动和操作空间，库存机前后应保持 60 cm
（24 英寸）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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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多模块 SCSI 电缆连接

1 到客户网络的以太网电缆

2 GB 以太网端口

3 SCSI 端接器

4 电源

5 后端电源开关

6 到主机的 SCSI 电缆

7 库存机控制刀片

8 模块端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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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您的库存机大于 14U，请将其安装到机架上。请参阅第 374 页上

的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了解有关说明。说明包括卸下和更换磁带机

的步骤。

2 将 SCSI 电缆连接到磁带机。推荐使用两种通过电缆连接 SCSI 磁带机

的方式：每条 SCSI 总线一个磁带机或每条 SCSI 总线两个磁带机（请

参阅图 41）。

若要每条 SCSI 总线连接一个磁带机：

a 使用一条 SCSI 电缆将磁带机底部端口连接到主机。

b 使用 SCSI 端接器端接磁带机的顶部端口。

1 模块到模块电缆

2 库存机控制刀片

3 GB 以太网端口

4 SCSI 端接器

5 电源

6 后端电源开关

7 电源线

8 到主机的 SCSI 电缆

9 模块端接器

10 到客户网络的以太网电缆

注：为避免可能的性能问题，请勿在每个 SCSI 总线上连接两个以上

的 SCSI 磁带机。

注意：库存机可支持 大电缆长度为 12 米（包括内部布线）的 
Ultra 160 SCSI 电缆和 Ultra 320 SCSI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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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每条 SCSI 总线连接两个磁带机：

a 将 SCSI 电缆一端连接到底部磁带机的顶部 SCSI 端口。然后，将
电缆另一端连接到顶部磁带机的底部 SCSI 端口。连接两个磁带机
的 SCSI 电缆应至少长 30 cm。

b 用另一条 SCSI 电缆将 SCSI 总线底部磁带机连接到主机。

c 用 SCSI 端接器端接 SCSI 总线连接的顶部磁带机。

图 41  在每条 SCSI 总线上连接
一个或两个磁带机

 

1 SCSI 端接器

2 SCSI 磁带机至主机电缆

3 连接两个 SCSI 磁带机的 SCSI 电缆

每条 SCSI
总线上

连接一个
磁带机

每条 SCSI
总线上

连接两个
磁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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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模块端接器。

 

a 使用模块端接器对库存机堆内的顶部和底部模块进行端接。在
顶端模块的顶部端接连接器中安装一个模块端接器，同时在 底
端模块的底部端接连接器中安装另一个。

如果您的库存机配置只包含一个模块，则在模块顶部和底部的模
块端接连接器中安装模块端接器。

b 如果需要将扩展模块添加到控制模块，则应从 靠近该扩展模块

的控制模块端接器连接处卸下模块端接器。

c 将该模块端接器安装到距控制模块 远的扩展模块端接器连接处。

4 将模块至模块电缆从控制模块连接到扩展模块。

5 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上的千兆 (GB) 以太网端

口，以便通过 Web 客户端远程访问库存机。

6 将电源线连接到库存机后面的电源插口。

应该始终保持一条电源线连接到控制模块上的电源插口。如果使用冗

余电源，则要将电源线连接到每个附加电源的插口。

7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a 打开每个电源的后部电源开关。

b 打开前部电源开关。

c 打开主机系统。

8 检查与总线上所有设备的通信。

9 使用操作员面板上的命令配置库存机。请参阅第 47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

中的配置信息。

注意：模块端接器与 SCSI 端接器不同。使用 SCSI 端接器代替模块

端接器将会损坏库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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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 SAS 
磁带机 12

每个 SAS 磁带机均应使用 SAS 电缆直接连接至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Scalar i500 库存机中的 LTO-4 和 LTO-5 SAS 磁带机使用 SFF-8088 型 SAS
连接器。电缆的主机端所需的连接器取决于正在使用的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的类型。

库存机不支持菊花链式 SAS 电缆。库存机目前不支持使用 SAS 扩展器设

备或电缆。

如果要将 SAS 电缆直接连接到主机，请使用此步骤，并参照图 42 和图 43。 

注意： Quantum 销售 SAS-1 和 SAS-2 磁带机。与 SAS-1 相较而言，

SAS-2 技术和 SAS-2 标准不仅提升了连接速度，还增加了电缆长

度。Quantum 建议在使用 SAS 磁带机时利用经 Quantum 认可

的电缆。Quantum 工程师明确限定使用与磁带库存机 SAS 连接

架构兼容的电缆。

警告：所有高于 14U 的库存机必须安装在具有主保护接地端子的机架
上，必须使用工业插头和插座，供电插座和/或电器连接器须符
合 IEC 60309（或同等的国家标准）且须使用截面积至少为 
1.5 mm2 (14 AWG) 的保护地线。

为了保证适当的空气流动和操作空间，库存机前后应保持 60 cm
（24 英寸）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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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独立式控制模块的 SAS
电缆连接

1 到网络的以太网电缆

2 GB 以太网端口

3 电源

4 后端电源开关

5 电源线

6 到主机的 SAS 电缆

7 库存机控制刀片

8 模块端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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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多模块 SAS 电缆连接

 

1 模块到模块电缆

2 库存机控制刀片

3 GB 以太网端口

4 电源

5 后端电源开关

6 电源线

7 到主机的 SAS 电缆

8 模块端接器

9 到网络的以太网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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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您的库存机大于 14U，请将其安装到机架上。请参阅第 374 页上

的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了解有关说明。说明包括卸下和更换磁带机

的步骤。

2 将 SAS 电缆的一端连接到磁带机。将 SAS 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主机。

3 如果您的库存机配置只包含一个模块则在模块顶部和底部的模块端接

连接器中安装模块端接器。

4 如果库存机包含一个以上的模块，应按以下方式将模块连接起来：

a 使用模块端接器对库存机堆内的顶部和底部模块进行端接。在
顶端模块的顶部端接连接器中安装一个模块端接器，同时在 底
端模块的底部端接连接器中安装另一个。

b 如果需要将扩展模块添加到控制模块，则应从 靠近该扩展模块

的控制模块端接器连接处卸下模块端接器。

c 将该模块端接器安装到距控制模块 远的扩展模块端接器连接处。

d 将模块至模块电缆从控制模块连接到扩展模块。

5 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上的千兆 (GB) 以太网端

口，以便通过 Web 客户端远程访问库存机。

6 将电源线连接到库存机后面的电源插口。

应该始终保持一条电源线连接到控制模块上的电源插口。如果使用冗

余电源，则要将电源线连接到每个附加电源的插口。

7 将电源线插入附近的交流电源。

8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a 打开每个电源的后部电源开关。

b 打开前部电源开关。

c 打开主机系统。

注意：模块端接器与 SCSI 端接器不同。使用 SCSI 端接器代替

模块端接器将会损坏库存机。

注意：模块端接器与 SCSI 端接器不同。使用 SCSI 端接器代替

模块端接器将会损坏库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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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查与总线上所有设备的通信。

10 使用操作员面板上的命令配置库存机。请参阅第 47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

中的配置信息。

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直接

与主机或交换机相连的光纤

通道磁带机 12

如果您要安装含有直接连接主机的光纤通道磁带机的库存机，请使用此步

骤并参照图 44 和图 45。

图 44  独立式控制模块的光纤通
道电缆连接

 

1 到客户网络的以太网电缆

2 GB 以太网端口

3 电源

4 后端电源开关

5 电源线

6 到主机的光纤电缆

7 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8 模块端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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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多模块光纤通道电缆连接
     

1 到网络的以太网电缆

2 GB 以太网端口

3 电源

4 后端电源开关

5 电源线

6 到主机的光纤电缆

7 模块端接器

8 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9 模块到模块电缆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272



第 12 章  安装、卸下和更换
连接库存机的电缆
  

1 如果您的库存机大于 14U，请将其安装到机架上。

请参阅第 374 页上的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了解有关说明。说明包括

卸下和更换磁带机的步骤。

2 将光纤电缆连接到磁带机。

a 将光纤电缆的一端连接至每个磁带机的光纤端口。

b 将电缆的另一端连接至主机或交换机。

 

3 连接模块端接器。

 

a 使用模块端接器对库存机堆内的顶部和底部模块进行端接。在
顶端模块的顶部端接连接器中安装一个模块端接器，同时在 底
端模块的底部端接连接器中安装另一个。

如果您的库存机配置只包含一个模块则在模块顶部和底部的模块
端接连接器中安装模块端接器。

b 如果需要将扩展模块添加到控制模块，则应从 靠近该扩展模块

控制模块端接器连接处卸下模块端接器。

c 将该模块端接器安装到距控制模块 远的扩展模块端接器连接处。

4 将模块至模块电缆从控制模块连接到扩展模块。

警告：所有高于 14U 的库存机必须安装在具有主保护接地端子的机架
上，必须使用工业插头和插座，供电插座和/或电器连接器须符
合 IEC 60309（或同等的国家标准）并须使用截面积至少为 
1.5 mm2 (14 AWG) 的保护地线。

为了保证适当的空气流动和操作空间，库存机前后应保持 60 cm
（24 英寸）的空间。

注：为获得 佳可用性，请注意机架中操作员面板的方位。

注：可将光纤电缆从磁带机连接到交换机而不是主机。

注意：模块端接器与 SCSI 端接器不同。使用 SCSI 端接器代替模

块端接器将会损坏库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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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上的千兆 (GB) 以太网端

口，以便通过 Web 客户端远程访问库存机。

6 将电源线连接到库存机后面的电源插口。

应该始终保持一条电源线连接到控制模块上的电源插口。如果使用冗

余电源，则要将电源线连接到每个附加电源的插口。

7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a 打开每个电源的后部电源开关。

b 打开前部电源开关。

c 打开主机系统。

8 检查与总线上所有设备的通信。

使用操作员面板上的命令配置库存机。请参阅第 47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中

的配置信息。

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与光

纤通道 I/O 刀片相连的光纤

通道磁带机 12

这些说明解释如何安装将光纤通道磁带机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光纤

通道电缆。FC I/O 刀片支持连接至 LTO-2、LTO-3 LTO-4、LTO-5 和
LTO-6 磁带机。

  

有关安装 FC I/O 刀片的信息，请参阅第 39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光

纤通道 I/O 刀片。

电缆连接可能受所配置的分区更改的影响。用电缆连接到磁带机时，确保

连接到所定义分区的正确主机。如果 FC I/O 刀片有活动的通道分区，确

保将磁带机连接到所定义区域可访问的端口。有关分区、配置 FC I/O 刀
片端口、通道分区和主机映射的信息，请参阅第 3 章，配置库存机。

注意：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的可配置速度 快达 8 Gb/s 且支持自动

协商至 8 Gb/s、4 Gb/s 和 2 Gb/s。如果将它们的速度配置为

8 Gb/s，则应该将它们直接连接至主机，而不是连接至 FC I/O
刀片，这是因为 FC I/O 刀片允许使用的 快速度只有 4 Gb/s。
如果将 LTO-5 光纤通道磁带机连接至 FC I/O 刀片，则速度将自

动协商至 4 Gb/s（请参阅第 74 页上的设置磁带机参数）。不支

持小于 2 Gb/s 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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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电缆连接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详情包括：

• 每个扩展模块可以容纳 多两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任何库存机配置

中 多可以有四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 多可以有四个光纤通道磁带

机连接到一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

• 每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端口 1 和 2 专门保留用于连接主机。端口 1
和 2 始终处于目标模式。其它四个端口（3、4、5 和 6）始终处于启动

器模式。请参阅图 46。

• 理想情况下，装好的磁带机应通过电缆连接到 近光纤通道 I/O 刀片

上的端口以避免管理过长的电缆。 近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通常位于

与磁带机相同的扩展模块中。

注：请参阅第 283 页上的电缆管理指导了解有关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的

佳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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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FC I/O 刀片

 

如果您要安装含有连接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光纤通道磁带机的库存机，请

参照 图 47 并使用以下步骤进行安装。

1 到主机的目标端口 1 和 2

2 到磁带机的启动器端口 3 – 6

3 LED（蓝色、琥珀色、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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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带有 I/O 刀片电缆连接的
光纤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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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工具：无

1 如果您的库存机大于 14U，请将其安装到机架上。请参阅第 374 页上

的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了解有关说明。说明包括卸下和更换磁带机

的步骤。

    

1 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2 GB 以太网端口

3 电源

4 电源线

5 从 LCB 到扩展模块的以太网线
（每个 FC I/O 刀片一根）

6 从光纤通道 I/O 刀片到磁带机的光
纤通道电缆

7 模块端接器

8 到主机的光纤通道电缆

9 模块到模块电缆

10 到网络的以太网电缆

11 UPPER 和 LOWER 以太网端口

警告：所有高于 14U 的库存机必须安装在具有主保护接地端子的机架
上，必须使用工业插头和插座，供电插座和/或电器连接器须符合
IEC 60309（或同等的国家标准）并须使用截面积至少为 1.5 mm2

(14 AWG) 的保护地线。

为了保证适当的空气流动和操作空间，库存机前后应保持 60 cm
（24 英寸）的空间。

注：为获得 佳可用性，请注意机架中操作员面板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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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安装在扩展模块中的每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将包含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扩展模块连接到 LCB 上以太网集线器中的端口：

 

a 如果光纤通道 I/O 刀片安装在扩展模块底部托架中，可以将以太
网电缆的一端连接到扩展模块右下角标有 LOWER 的以太网端口
中。将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LCB 上以太网集线器的端口中。

b 如果光纤通道 I/O 刀片安装在扩展模块顶部托架中，可以将以太

网电缆的一端连接到扩展模块右下角标有 UPPER 的以太网端口

中。将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LCB 上以太网集线器的端口中。

c 根据第 283 页上的电缆管理指导中的说明实现 佳以太网电缆布线。

3 从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端口取下必要数目的黑色橡胶保护层。

4 小心展开光纤通道电缆并取下两端的白色塑料保护盖。

 

5 将光纤通道电缆连接到以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某个启动器端口：

3、4、5 或 6。选择端口时，应考虑准备连接到同一光纤通道 I/O 刀
片的其它磁带机的位置。请参阅第 283 页上的电缆管理指导 了解有关

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的 佳实践指南。

6 将光纤通道电缆的另一端插入光纤通道磁带机上的光纤通道端口。

7 为每个想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光纤通道磁带机重复上述步骤。

请勿将任何这些光纤通道电缆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端口 1 
或 2。

8 将主机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端口 1 和/或 2。

注：不连接这些以太网电缆，光纤通道 I/O 刀片将不会工作。

注意：如果弯曲超过四英寸弧度，光纤通道电缆将会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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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装模块端接器。

 

a 使用模块端接器对库存机堆内的顶部和底部模块进行端接。在
顶端模块的顶部端接连接器中安装一个模块端接器，同时在 底
端模块的底部端接连接器中安装另一个。

如果您的库存机配置只包含一个模块则在模块顶部和底部的模块
端接连接器中安装模块端接器。

b 如果您需要将扩展模块添加到控制模块，则应从 靠近该扩展模

块的控制模块端接器连接处卸下模块端接器。

c 将该模块端接器安装到距控制模块 远的扩展模块端接器连接处。

10 将模块至模块电缆从控制模块连接到扩展模块。

11 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上的千兆 (GB) 以太网端

口，以便通过 Web 客户端远程访问库存机。

12 将电源线连接到库存机后面的电源插口。

应该始终保持一条电源线连接到控制模块上的电源插口。如果使用冗

余电源，则要将电源线连接到每个附加电源的插口。

13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a 打开每个电源的后部电源开关。

b 打开前部电源开关。

c 打开主机系统。

14 检查与总线上所有设备的通信。

15 使用操作员面板上的命令配置库存机。请参阅第 47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

中的配置信息。

注意：模块端接器与 SCSI 端接器不同。使用 SCSI 端接器代替模

块端接器将会损坏库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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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库存机电缆连接 12

光纤电缆将光纤通道磁带机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并将光纤通道 I/O 刀
片连接到存储区域网络 (SAN) 结构或主机。正确管理库存机后面的这些电

缆可以防止电缆和光纤通道端口损坏并确保实现 佳数据传输。

 

理想情况下，装好的磁带机应通过电缆连接到 近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

端口以避免管理过长的电缆。 近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通常位于磁带机所

在的扩展模块。

需要提供足够长的光纤电缆将主机或 SAN 交换机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
片上的目标端口。

用电缆将磁带机和主机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时要特别注意磁带机如何

分配到分区。如果希望主机能够与分配到特定分区的磁带机通信，能够访

问分区的磁带机和主机应通过同一光纤通道 I/O 刀片通信。

下表提供了 41U 库存机以及连接了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磁带机的示例。

图片旁边的信息显示了各个磁带机和光纤通道 I/O 刀片以及各磁带机连接

的端口。

注：此部分适用于包含光纤通道磁带机的库存机，该磁带机使用光纤通

道 I/O 刀片连接到主机或光纤通道交换机。对于直接连接到主机或

SAN 交换机的磁带机，应遵守标准光纤电缆布线的 佳实践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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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与最大容量库存机中的 FC I/O 刀片
电缆连接 磁带机 光纤通道 I/O 刀片

光纤通道 I/O 
刀片端口

[1,1] N/A（直接连接）

[1,2] N/A（直接连接）

[1,3] [1,2] 端口 3

[1,4] [1,2] 端口 4

[0,1] [1,2] 端口 5

[0,2] [1,2] 端口 6

[-1,1] [-1,2] 端口 3

[-1,2] [-1,2] 端口 4

[-1,3] [-1,2] 端口 5

[-1,4] [-1,2] 端口 6

[-2,-1] [-2,-2] 端口 3

[-2,-2] [-2,-2] 端口 4

[-2,-3] [-2,-2] 端口 5

[-2,-4] [-2,-2] 端口 6

[-3,1] [-3,2] 端口 3

[-3,2] [-3,2] 端口 4

[-3,3] [-3,2] 端口 5

[-3,4] [-3,2] 端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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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实现以

太网连接 12
请参阅第 426 页上的查看以太网连接。

电缆管理指导

随着库存机扩展为支持更大的配置，非常有必要认真整理库存机后面的电

缆和电源线。这样可以保证很方便地接近库存机后面并减少电缆损坏的可

能性。

通过此部分了解电源线和以太网电缆的管理指导和 佳实践。使用下面 电
缆管理套件 章节中指定的设备。

电缆管理套件 12 如果购买光纤通道 I/O 刀片或以太网扩展刀片，您将收到一个包含用于执行

这些步骤所有必要装置的电缆管理套件。也可从 http://shop.quantum.com
订购电缆管理套件。带子的颜色与要固定的电线的颜色相对应。

组件 说明 数量

黑色绑扎带 — 将电源线固定到扩展模块。 1

蓝色绑扎带 — 将以太网电缆固定到扩展模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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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电源线 12 电源线整理很重要，特别对于大型的扩展库存机配置。41U 库存机（ 大

配置），可包含 多 10 个电源装置，有 10 根电源线要管理。

要整理库存机后面的电源线，需给每个模块安装黑色绑扎带，然后用绑扎

带固定电源线。

库存机提供的电源线和电源线绑扎带都为黑色。

可以为任何至少包含一个扩展模块的库存机执行以下步骤。

推入夹 — 将绑扎带固定到 扩展模块。 2

M5 指旋螺丝 — 用于较早机型的不带推入夹穿孔的库存

机。M5 指旋螺丝将绑扎带连接到模块机箱右下角的 
M5 螺纹孔。

2

推入式电缆夹 — 将以太网电缆固定到控制模块。 2

粘贴式电缆夹 — 用于较早机型的不带推入电缆夹穿孔的

库存机。粘贴式电缆夹将以太网电缆固定到 控制模块。

2

组件 说明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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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电源线固定到库存机机架：

1 正对库存机后部，找到扩展模块后的绑扎带专用钻孔。该孔位于库存

机后部，在库存机机箱右侧距扩展模块顶部大约三英寸。请参阅以下

说明找到此孔。

 

2 将推入式铆钉插入黑色绑扎带的铆孔。铆钉头应在塑料圈的同侧。

3 将推入式铆钉紧紧压入上述扩展模块的孔中。绑扎带现在应已固定到

库存机机箱上。

4 将电源线插入离绑扎带 近的电源装置。

5 确定需要多长的电线才能够到并轻松插入交流电源。在准备好打开库

存机前请勿将电线插入电源。

6 如果有多余的电源线，将多余的电线绑成 8 字形。线把的大小应以一

手拿着舒服为宜，或长度大约为八英寸。

7 用绑扎带捆扎线把。将带子穿过塑料圈并捆绑住电线。下压固定带子。

电源线现在应已固定到扩展模块。如有必要，重复这些步骤固定其它电源

线。使用相同的绑扎带将相邻电源线捆绑到一起。

完成后，41U 库存机的电源线整理应类似于第 286 页上的图 48。

注：如果模块机箱没有钻孔，使用 M5 指旋螺丝将黑色绑扎带连接到模

块右下角 近的可用 M5 螺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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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电源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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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以太网电缆 12 带有 FC I/O 刀片或以太网扩展刀片的 Scalar i500 库存机使用库存机后面

的外部以太网电缆，在控制模块和扩展模块中的 LCB 之间提供连接性。扩

展模块中的上部和下部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以太网扩展刀片托架在模块

后面分别有对应的以太网端口。在该端口和 LCB 上的以太网集线器端口间

使用以太网电缆将在刀片和 LCB 间建立以太网连接。

LCB 在其内部以太网集线器上提供 多四个以太网电缆的端口。这使库存

机 大可支持四个 FC I/O 刀片和/或以太网扩展刀片。

要整理库存机后面的以太网电缆，在控制模块上安装两个电缆夹，以便将

以太网电缆束缚在库存机右侧。将蓝色绑扎带装到各个模块上并随后用来

固定以太网电缆。

库存机提供的以太网电缆和以太网线绑扎带都为蓝色。

对包含至少一个扩展模块和至少一个 FC I/O 刀片或以太网扩展刀片的库

存机应用以下步骤。

要使用电缆束带将以太网电缆固定到库存机机架：

1 正对库存机后部，将两个推入式电缆夹安装到控制模块机箱上。将一

个夹的铆钉按入 LCB 右侧盖板的钻孔。将另一个夹的铆钉按入库存机

控制模块电源下方 右端附近的孔中。请参阅第 289 页上的图 49 了解

这些孔的位置。

 

2 找到扩展模块后面用于固定绑扎带的特定钻孔。该孔位于库存机后

部，在机架后盖板右侧距扩展模块底部大约三英寸。请参阅第 289 页
上的图 49 了解该孔的位置。

 

3 将推入式铆钉插入蓝色绑扎带的铆孔。铆钉头应在塑料圈的同侧。

4 将推入式铆钉紧紧压入上述扩展模块的孔中。绑扎带现在应已固定到

库存机机箱上。

5 将以太网电缆的一端插入 LCB 上四个以太网集线器端口的某个端口中。

注：如果您的控制模块机箱没有钻孔，请在图 49 所示位置使用粘贴

式电缆夹。

注：如果模块机箱没有钻孔，使用 M5 指旋螺丝将黑色绑扎带连接

到模块右下角 近的可用 M5 螺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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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以太网电缆的另一端插入扩展模块上的相应端口中。

如果光纤通道 I/O 刀片安装在模块的上部 I/O 刀片托架中，请将电缆

插入标有 UPPER 的以太网端口中。如果光纤通道 I/O 刀片或以太网

扩展刀片安装在模块的下部 I/O 刀片托架中，请将电缆插入标有

LOWER 的以太网端口中。

7 打开 LCB 近的电缆夹，放入以太网电缆，并将电缆夹合拢。

8 为其它电缆夹重复以上步骤。

9 如果有多余的以太网电缆，将多余的电缆绑成 8 字形。线把的大小应以

一手拿着舒服为宜，或长度大约为六英寸。

10 用绑扎带捆扎线把。将带子穿过塑料圈并捆绑住电缆。下压固定带子。

以太网电缆现在应已固定到扩展模块。如有必要，重复这些步骤固定其它

以太网电缆。

完成后，包含四个 I/O 刀片的 41U 库存机的以太网电缆连接应类似于

第 289 页上的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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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以太网电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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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显示了安装有 FC I/O 刀片的 41U 库存机如何连接电源、以太网和光

纤电缆，以及如何根据这些指导原则管理电缆。

图 50  电缆管理，所有电缆，已
安装 FC I/O 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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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显示了安装有以太网扩展刀片的 41U 库存机如何连接电源、以太网

和光纤电缆，以及如何根据这些指导原则管理电缆。

图 51  电缆管理，所有电缆，已
安装以太网扩展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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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独立式 5U 控制模块

所需工具：无

使用以下步骤来安装 5U 库存机配置：

1 如果您要在机架中安装您的库存机，则请准备固定模块的机架。有关安

装架装套件的操作说明，请参阅第 374 页上的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

2 确保所有磁带机都已从控制模块中卸下。有关卸下磁带机的操作说

明，请参阅第 394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磁带机。

3 确保所有电源都已从控制模块中卸下。有关卸下电源的操作说明，请

参阅第 371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电源。

4 打开库存机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抬起控制模块，将其置于所需的

位置。

5 如果将控制模块置于机架中，应使用机架协助板将控制模块固定到机

架上。有关说明，请参阅第 384 页上的将底部模块安装到机架中。

6 若尚未安装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请在控制模块中安装。有关安装

LCB 的操作说明，请参阅第 361 页上的卸下和更换库存机控制刀片和

LCB 小型闪存卡。

7 将磁带机添加到模块。

8 安装电源。有关安装电源的操作说明，请参阅第 371 页上的添加、卸

下和更换电源。

9 关闭库存机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

10 连接所有电源线和网络数据电缆。请参阅第 259 页上的连接库存机的

电缆。

11 在顶端和底端的模块端接连接器中安装模块端接器。有关安装模块端

接器的信息，请参阅第 259 页上的连接库存机的电缆。

12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13 使用操作员面板的 Setup Wizard 配置库存机。

14 使用 I/E 站将磁带盒添加到库存机中。

15 如果您的主机应用程序可以清点库存机中每盒磁带的位置，请打开主机

应用程序并重新清点，以便使其逻辑清点与库存机的物理清点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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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新的多模块库存机配置

使用此步骤安装新的多模块库存机。多模块库存机包含控制模块和 多四

个扩展模块。

关于控制模块应安装在库存机配置的什么位置，没有任何限制。但是，建

议将库存机配置（ 多 32U）中的控制模块安装在所有已安装的 9U 扩展

模块之上。建议将 41U 库存机配置的控制模块安装在 3 个 9U 扩展模块之

上和顶端的扩展模块之下。

  

扩展模块

控制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警告：所有高于 14U 的库存机必须安装在具有主保护接地端子的机架
上，必须使用工业插头和插座，供电插座和/或电器连接器须符合
IEC 60309（或同等的国家标准）并须使用截面积至少为 1.5 mm2

(14 AWG) 的保护地线。

为了保证适当的空气流动和操作空间，库存机前后应保持 60 cm
（24 英寸）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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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安装多模块库存机 12 所需工具：

• Phillips #2 螺丝刀，用于卸下和安装顶部盖板

• T10 TORX 螺丝刀，用于卸下和安装底部盖板

1 如果您要在机架中安装您的库存机，则请准备固定模块的机架。有关

安装架装套件的操作说明，请参阅第 374 页上的将库存机安装到机

架中。

2 确保所有的磁带机都已从您计划安装的所有模块中卸下。有关卸下磁

带机的操作说明，请参阅第 394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磁带机。

3 确保所有的电源都已从您计划安装的所有模块中卸下。有关卸下电源

的操作说明，请参阅第 371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电源。

4 将机械手装置停放到控制模块中。拆卸库存机之前，必须将机械手停

放到控制模块中。

a 打开每个模块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

b 用手轻轻地将机械手装置提升到控制模块内。机械手装置应在一

定阻力下缓慢滑动。

 

c 当机械手装置提升到大约在控制模块中部后，用一只手稳住机械手，

并用另一只手沿逆时针方向移动归位金属片直到它停在“停靠”

位置。归位金属片位于列 1 的底部。

d 轻轻释放机械手装置，使其停靠在归位金属片上。

注意：通过紧抓 X 轴金属宽板来支撑机械手装置。用细金属杆提升

机械手装置会使金属杆变弯。若使用黑色的塑料拾取装置抬

起机械手，则可能会损伤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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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需要，可卸下再装上盖板。卸下盖板后，确保您未拆下 y 复位标记

螺丝，如 第 296 页上的图 52 所示。

 

1 将归位金属片停放在“停靠”位置

注意：卸下控制模块的底盖板之前，必须按上面的步骤 4 所述停放

机械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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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带 y 复位标记的盖板

 

1 要拆除的螺丝

2 y 复位标记螺丝 — 不要拆除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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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库存机顶部，并且如果有一个扩展模块
将位于其下，则卸下控制模块的底部盖板和扩展模块的顶部盖板。

b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扩展模块之间，则卸下控制模块的顶

部和底部盖板。另外，卸下扩展模块位于控制模块下方的顶部盖

板和扩展模块位于 控制模块上方的底部盖板。

c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库存机的底部，并且如果有一个扩展

模块将位于其上，则卸下控制模块的顶部盖板和扩展模块的底部

盖板。

图 53  推荐的模块位置

5U 14U 23U 32U 41U

盖板

盖板 扩展模块

盖板 控制模块 控制模块

盖板 控制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盖板 控制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控制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盖板 盖板 盖板 盖板 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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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扩展模块 12 按以下步骤安装扩展模块：

1 打开扩展模块的检修门，向上拉并如同拧螺丝一样轻微旋转导销将导

销拔起。否则，导销可能会将叠在下面的模块的前门刮伤。

 

1 导销

2 指旋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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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抬起新的扩展模块，然后从库存机的前侧将其置入要求的位置。

3 如果在另一个模块的顶部叠放扩展模块，则可通过分别拧紧模块前侧

和后侧基座上的四个指旋螺丝来将两个模块固定在一起。然后通过旋

转和下推导销的方式来放下模块的导销（位于模块前侧的基座）。

4 拧紧模块前后侧基座上的指旋螺丝。

5 利用机架协助板将模块固定在机架上。有关安装架装套件的信息，请

参阅第 374 页上的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

6 如果在另一个模块的顶部叠放扩展模块，则需在库存机配置中接合新

模块的 Y 轨道。请确保 Y 轨道完全对齐，并且指旋螺丝完全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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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端 Y 轨道

2 后端 Y 轨道

3 Y 轨道（此端向上）

4 挤压此处松开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300



第 12 章  安装、卸下和更换
安装新的多模块库存机配置
a 从库存机的前侧打开扩展模块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挤压 Y 轨道
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从锁定的位置抬起，并尽可能地向下滑动
到 远的位置。

b 从库存机的后侧找到位于模块右侧内部的后部 Y 轨道释放装置。

挤压 Y 轨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从锁定的位置抬起，并尽可能

地向下滑动到 远的位置。

 

执行该操作后，可将 Y 轨道与其下面模块的 Y 轨道对齐。

图 54  Y 轨道解锁，正常使用
位置

7 安装每个扩展模块时重复这些步骤。

注意：请仔细检查，以确保库存机前部和后部 Y 轨道的顶端和底端之间

没有缝隙。如果存在缝隙，则库存机无法机械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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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控制模块 12 按照下面步骤安装 5U 控制模块：

1 打开控制模块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

2 抬起控制模块将其置于所需的位置。

3 如果在另一个模块的顶部叠放控制模块，则可通过分别拧紧模块前侧

和后侧基座上的四个指旋螺丝来将两个模块固定在一起。然后通过旋

转和下推导销的方式来放下模块的导销（位于模块前侧的基座）。

4 拧紧模块前后侧基座上的指旋螺丝。

5 使用机架协助板将控制模块固定到机架上。

6 若尚未安装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请在控制模块中安装。有关安装

LCB 的操作说明，请参阅第 361 页上的卸下和更换库存机控制刀片和

LCB 小型闪存卡。

准备使用多模块库存机 12 按下面步骤准备使用库存机：

1 放开机械手装置。

a 轻轻抬高机械手装置，使它不再停靠在归位金属片上。

b 使用空闲的手顺时针方向移动归位金属片，直到它停在 “ 非停靠 ”

位置。当处于正确的位置时，归位金属片将从模块内部完全取

出，并且轻易不会掉入机械手的轨道中。

c 轻轻地释放机械手装置。它将下降到库存机的底部模块。

注意：通过紧抓 X 轴金属宽板来支撑机械手装置。用细金属杆提升

机械手装置会使金属杆变弯。若使用黑色的塑料拾取装置抬

起机械手，则可能会损伤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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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闭库存机的I/E 站门和检修门。

3 将磁带机添加到模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94 页上的添加、卸

下和更换磁带机。

4 如果库存机包含光纤通道 I/O 刀片，请在扩展模块中安装 I/O 刀片和

配套的风扇刀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0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

更换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5 添加电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71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电源。

1 将归位金属片停放在“非停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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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连接所有电源线、网络数据电缆以及模块至模块电缆。确保模块端接

器已安装在模块堆的顶部和底部。有关电缆连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

第 259 页上的连接库存机的电缆。

7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对于比 14U 大的库存机，启动时间可能需要 
15-20 分钟。

8 使用操作员面板界面上的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配置库存机。

9 从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使用 I/E 站命令将磁带盒添加到库存机的

模块中。

10 打开主机应用程序并重新清点，以便使其逻辑清点与库存机的物理清

点同步。

将扩展模块添加至现有库存机

将扩展模块添加至库存机中可增加库存机系统中可用的数据磁带数。这些

说明介绍了如何将扩展模块添加至现有库存机。

 

在向现有库存机添加扩展模块时须注意一些配置方面的事项。

• 所有的 COD 授权保持不变。如果当前授权密钥不涵盖扩展的容量，

则您将需要一个新的授权密钥以使用新的可用插槽。

• 分区、I/E 站插槽和清洁插槽的分配不会发生更改，但是未分配的插槽

可能会改变位置。

• 修改分区可能会导致存储插槽分散于整个库存机。

• 新模块中的 I/E 站插槽会被指定为数据存储插槽。将扩展模块添加到

库存机后，可以将这些插槽重新配置为 I/E 站插槽。

库存机 多可以使用 4 个扩展模块， 大高度可达 41U。

注：库存机中支持的扩展模块的 大数量取决于库存机运行的固件级别。

如果从 5U 或 14U 配置升级到更大的配置，则应在库存机上安装

新的固件。 新固件可在 www.quantum.com/support上找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49 页上的更新库存机和磁带机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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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制模块应安装在库存机配置的什么位置，没有任何限制。但是，建

议将库存机配置（ 多 32U）中的控制模块安装在所有已安装的扩展模块

之上。建议将 41U 库存机配置的控制模块安装在三个扩展模块之上和 上

面的扩展模块之下。

向现有库存机配置添加附加扩展模块时，推荐将新扩展模块安装在现有库

存机配置的下方（但 41U 除外，41U 的推荐位置在顶部）。在现有库存机

配置的底部安装新扩展模块将会逻辑分配库存机内的插槽编码。

      

扩展模块

控制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警告：所有高于 14U 的库存机必须安装在具有主保护接地端子的机架
上，必须使用工业插头和插座，供电插座和/或电器连接器须符合
IEC 60309（或同等的国家标准）并须使用截面积至少为 1.5 mm2

(14 AWG) 的保护地线。

为了保证适当的空气流动和操作空间，库存机前后应保持 60 cm
（24 英寸）的空间。

警告：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或电源的情况下，5U 控制模块的重量
大约 60 磅（27.2 千克）。9U 扩展模块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
或电源的情况下的重量超过 65 磅（29.5 千克）。

为了避免造成严重伤害，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安全地抬起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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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安装附加扩展模块 12 按照如下方式准备安装附加扩展模块：

   

所需工具：

• Phillips #2 螺丝刀，用于卸下和安装顶部盖板

• T10 TORX 螺丝刀，用于卸下和安装底部盖板

您需要取消库存机的叠放，以便在新的库存机配置的底部安装新的扩展

模块。

1 将库存机固件升级到相应的级别，以支持您添加的模块数量。有关升

级固件的信息，请参阅第 249 页上的更新库存机和磁带机固件。

2 如果有跨模块的分区，而且您计划在这些模块之间安装新的扩展模块，

则必须在安装新模块前删除分区（请参阅第 67 页上的删除分区）。

3 使用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的导入和导出命令卸下库存机中的所有

磁带盒。

4 关闭库存机电源。

5 将连接各模块的所有电源线、网络数据电缆以及模块至模块电缆断开

 

6 将机械手装置停放到控制模块中。拆卸库存机之前，必须将机械手停

放到控制模块中。

a 打开每个模块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

警告：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或电源的情况下，5U 控制模块的重量
大约 60 磅（27.2 千克）。9U 扩展模块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
或电源的情况下的重量超过 65 磅（29.5 千克）。

为了避免造成严重伤害，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安全地抬起模块。

注意：如果库存机中包含跨模块的分区，而且您计划在这些模块之间安

装新的扩展模块，则必须在安装新模块前删除分区，并在安装模

块后重新创建分区。

注：在卸下所有电缆之前，您应在电缆上贴上标签，以便以后可以

重新连接到其各自的正确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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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手轻轻地将机械手装置提升到控制模块内。机械手装置应在一

定阻力下缓慢滑动。

 

c 当机械手装置提升到大约在控制模块中部后，用一只手稳住机械手，

并用另一只手逆时针方向移动归位金属片直到它停在“停靠”位

置。归位金属片位于列 1 的底部。

d 轻轻释放机械手装置，使其停靠在归位金属片上。

注意：通过紧抓 X 轴金属宽板来支撑机械手装置。用细金属杆

提升机械手装置会使金属杆变弯。若使用黑色的塑料拾

取装置抬起机械手，则可能会损伤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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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卸下各模块的所有电源。

8 卸下各模块的所有磁带机。

分离现有模块 12 按照如下方法分离模块：

1 从库存机 上面的模块开始打开 I/E 站门和检修门。

 

2 如果当前配置使用了扩展模块，请将 Y 轨道分开以便能够安全地分离

模块堆。

a 从库存机的前侧找到位于模块左侧的 Y 轨道释放装置。挤压 Y 轨
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抬起，然后再释放，以便将其锁定到位。

b 从库存机的后部找到位于模块右侧内部的后部 Y 轨道释放装置。

挤压 Y 轨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抬起，然后再释放，以便将其

锁定到位。

 

1 将归位金属片停放在“停靠”位置

注意：分离模块前，机械手装置必须按上面的准备安装附加扩

展模块所述停放。

注：安装磁带机后，无法抬起后部 Y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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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端 Y 轨道

2 后端 Y 轨道

3 Y 轨道（此端向上）

4 挤压此处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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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将模块固定在机架上的机架协助板。

4 拧松模块前后侧底座的指旋螺丝。

 

1 指旋螺丝（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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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开模块的检修门，向上拉并轻微旋转导销将导销拔起，如同拧动螺

丝一样。否则，导销可能会将其下面模块的前门刮伤。

 

6 从库存机的前侧将整个模块滑向您并将其抬起，使它与下面的模块

分离。

7 对需要卸下的每个模块重复这些步骤。

1 导销

2 指旋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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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新的 9U 扩展模块 12 按照下面步骤安装新的 9U 扩展模块：

1 如果您要在机架中安装您的库存机，则请准备固定模块的机架。有关安

装架装套件的操作说明，请参阅第 374 页上的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

2 如果需要，可卸下再装上盖板。

 

a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库存机顶部，并且如果有一个扩展模块
将位于其下，则卸下 控制模块的底部盖板和扩展模块的顶部盖板。

b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扩展模块之间，则卸下控制模块的顶部

和底部盖板。另外，卸下扩展模块位于控制模块下方的顶部盖板

和扩展模块位于控制模块上方的底部盖板。

c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库存机底部，并且如果有一个扩展模块

将位于其上，则卸下控制模块的顶部盖板和扩展模块的底部盖板。

注意：卸下控制模块的底部盖板前，必须按上面的 准备安装附加扩展

模块 所述停放机械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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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添加扩展模块后盖板的
位置

*用于添加扩展模块的推荐位置。

5U 14U 23U 32U 41U

盖板

盖板 新建扩展模块*

盖板 控制模块 控制模块

盖板 控制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盖板 控制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控制模块 新建扩展模块* 新建扩展模块* 新建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盖板 盖板 盖板 盖板 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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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扩展模块的检修门，向上拉并如同拧螺丝一样轻微旋转导销将导

销拔起。否则，导销可能会将叠在下面的模块的前门刮伤。

 

1 导销

2 指旋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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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抬起新的扩展模块从库存机的前侧将其置入要求的位置。

5 如果已安装了一个模块，可通过拧紧模块前后侧基座上的四个指旋螺

丝来将两个模块固定在一起。然后通过旋转和下推导销的方式来放下

模块的导销（位于模块前侧的基座）。

6 拧紧模块前后侧基座上的指旋螺丝。

7 利用机架协助板将模块固定在机架上。

8 在库存机配置中接合新模块的 Y 轨道。请确保 Y 轨道完全对齐，并且

指旋螺丝完全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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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端 Y 轨道

2 后端 Y 轨道

3 Y 轨道（此端向上）

4 挤压此处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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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库存机的前侧打开 扩展模块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

b 挤压 Y 轨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从锁定的位置抬起，并尽可能

地向下滑动到 远的位置。

c 从库存机的后侧找到位于模块右侧内部的后部 Y 轨道释放装置。

挤压 Y 轨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从锁定的位置抬起，并尽可能

地向下滑动到 远的位置。

执行该操作后，可将 Y 轨道与其下面模块的 Y 轨道对齐。

 

 

9 对您需要在库存机配置中重新安装的每个模块重复这些步骤。

注意：请仔细检查，以确保库存机前部和后部 Y 轨道的顶端和底端之

间没有缝隙。如果存在缝隙，则库存机无法机械初始化。

1 Y 轨道解锁，正常使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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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使用库存机 12 按下面步骤准备使用库存机：

1 将磁带机添加到模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94 页上的添加、卸

下和更换磁带机。

2 添加电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71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电源。

3 将 LCB 添加到控制模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61 页上的卸下和

更换库存机控制刀片和 LCB 小型闪存卡。

4 如果库存机包含光纤通道 I/O 刀片，请在扩展模块中安装 I/O 刀片和

配套的风扇刀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9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

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第 40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5 放开机械手装置。

a 轻轻抬高机械手装置，使它不再停靠在归位金属片上。

 

b 使用空闲的手顺时针方向移动归位金属片，直到它停在“非停靠”

位置。当处于正确的位置时，归位金属片将从模块内部完全取

出，并且轻易不会掉入机械手的轨道中。

c 轻轻地释放机械手装置。它将下降到库存机的底部模块。

注意：通过紧抓 X 轴金属宽板来支撑机械手装置。用细金属杆

提升机械手装置会使金属杆变弯。若使用黑色的塑料拾

取装置抬起机械手，则可能会损伤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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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连接所有电源线、网络数据电缆以及模块至模块电缆。确保模块端接

器已安装在模块堆的顶部和底部。有关电缆连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

第 259 页上的连接库存机的电缆。

7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8 使用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重新配置库存机，包括应用新的 COD
授权密钥。

9 重新创建您在安装模块前删除的分区。

1 将归位金属片停放在“非停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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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从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使用 I/E 站命令将磁带盒添加到库存机的

模块中。

11 打开主机应用程序并重新清点，以便使其逻辑清点与库存机的物理清

点同步。由于库存机对磁带机的内部逻辑分址方式，添加新扩展模块

会更改组件的地址，这会影响到与控制主机的正确通信。请参阅第 30
页上的了解逻辑组件地址。因此，您必须刷新所有管理库存机的备份

应用程序的配置以使用 新的磁带机位置。此外，您可能需要重启主

机服务器或重新扫描总线以检测更改。

准备卸下或更换模块

请先按照本部分中的说明进行操作，然后再执行以下任意步骤：

• 第 327 页上的从现有库存机中永久卸下扩展模块

• 第 337 页上的更换控制模块

• 第 348 页上的更换扩展模块

 

所需工具：

• Phillips #2 螺丝刀，用于卸下和安装顶部盖板

• T10 TORX 螺丝刀，用于卸下和安装底部盖板

注意： 如果更换控制模块，所有库存机数据都将失效，并需要新库存机

配置。按照以下说明完整地导出所有磁带盒并完全删除所有分

区配置和清洁插槽分配。

注意： 如果删除或更换了一个 扩展模块，您必须先根据下面的步骤修改或

删除所有受影响的分区才能删除模块。删除或更换完成后重新

创建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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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在卸下或更换任何库存机模块之前查看库存机的当前配置以确定可能

受影响的分区、磁带盒与分区的对应关系以及是否在要卸下或更换的

库存机模块内配置了清洁插槽。请参阅第 240 页上的查看库存机配置

报告。

例如，在 图 56 中，可能会显示以下库存机配置。注意：共配置了三个

分区。所有三个分区共享 控制模块中的六个 I/E 组件。库存机被配置

为自动清洁，并且在扩展模块中配置了三个清洁插槽。

• Library_a 配置了控制模块中的所有存储元件，并在控制模块和扩

展模块中各配置了一个磁带机。

• Library_b 配置了控制模块中的多数插槽，但它引用的 后一个存

储元件却在 扩展模块中。此分区在 控制模块和 扩展模块中各配置

了一个磁带机。

• Library_c 配置了 扩展模块中的所有存储元件，同时还在此 扩展

模块中配置了两个磁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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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库存机配置示例 1
   

2 如果将清洁插槽配置为“自动”，库存机将启动清洁操作，从要卸下

或更换的模块内包含的元件中导出所有受影响的清洁介质。请参阅

第 231 页上的导出清洁介质。

3 如果清洁插槽受到影响并且从要卸下或更换的模块中导出了所有清洁

介质，将减少或删除清洁插槽，以便使清洁插槽不再被配置在要卸下

或更换的模块内。您可以在取出或更换模块后指定新清洁插槽。请参

阅第 70 页上的配置清洁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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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要卸下或更换的模块包含磁带机，请确保这些磁带机中均未安装

介质。请参阅第 226 页上的卸载磁带机。

5 如果要卸下或更换的模块包含 I/E 插槽，请从受影响的 I/E 插槽中卸

下所有介质并分别为每个分区存储这些介质，以便可以在完成模块卸

载或更换后将它们导入到相同分区。

6 如果一个或多个分区引用要卸下或更换的模块内的任何存储插槽，将

导出受影响的分区中的所有磁带盒，并保持已导出的磁带盒与分区分

隔开，这样就能在完成模块卸载或更换后将它们导入到相同的分区。

请参阅第 223 页上的导出介质。  

7 如果分区引用要卸下或更换的模块内的存储插槽，请删除此类分区。

在卸下或更换模块后，可以创建新的分区。请参阅第 61 页上的使用

分区。

注意：库存机将无法找到从一个分区卸下并装回另一个分区的磁带

盒。磁带盒必须装回到将其卸下时的同一个分区。

注：如果分区的 后几个元件驻留在要卸下或更换的模块中，则可

改为修改分区，而不是将其删除。（请参阅第 30 页上的了解逻

辑组件地址 中关于库存机为磁带机和插槽分配逻辑地址的更多

信息）。在上述情况中，您可改为 1) 导出驻留在要卸下或更

换的模块内的磁带盒和 2) 修改分区，而不是将其删除，以便使

分区不再引用要卸下或更换的模块内的任何存储或磁带机元

件。请参阅第 66 页上的修改分区。

例如，在图 57 中，从要卸下的模块中导出所有受影响的磁带盒

后，将删除清洁插槽，然后完全删除 Library_c，而 Library_b
则被修改为减少一个存储插槽计数，这是因为上述操作删除了扩

展模块中的存储插槽引用。不需要为 Library_a 修改存储元件。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323



第 12 章  安装、卸下和更换
准备卸下或更换模块
图 57  库存机配置示例 2
 

8 如果分区引用要卸下或更换的模块内的磁带机，则修改所有受影响的

分区，方法是从分区中卸下所有被引用的磁带机元件。请参阅第 66 页
上的修改分区。

例如，在第 322 页上的图 56 中，所有分区均引用扩展模块中的磁带

机。在第 324 页上的图 57 中，Library_c 及其在扩展模块中的磁带机

引用均已被删除。Library_a 和 Library_b 仍需修改分区才能删除磁带

机引用，进而使扩展模块清空所有分区资源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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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要卸下或更换扩展模块，则将 I/E 站插槽的数目设置为 6。在完

成模块卸载或更换后，可以重新配置 I/E 站插槽。请参阅第 71 页上的

配置 I/E I/E 站插槽。

10 关闭库存机电源。

11 将与要卸下的各个模块相连接的所有电源线、网络数据电缆以及模块

至模块电缆断开。 

12 将机械手装置停放到控制模块中。拆卸库存机之前，必须将机械手停

放到控制模块中。

a 打开每个模块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

b 用手轻轻地将机械手装置提升到控制模块内。机械手装置应在一

定阻力下缓慢滑动。

 

c 当机械手装置提升到大约在控制模块中部后，用一只手稳住机械手，

并用另一只手逆时针方向移动归位金属片直到它停在“停靠”位

置。归位金属片位于列 1 的底部。

d 轻轻释放机械手装置，使其停靠在归位金属片上。

注：在卸下所有电缆之前，您应在电缆上贴上标签，以便以后可以

重新连接到其各自的正确位置上。

注意：通过紧抓 X 轴金属宽板来支撑机械手装置。用细金属杆

提升机械手装置会使金属杆变弯。若使用黑色的塑料拾

取装置抬起机械手，则可能会损伤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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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从要卸下的每个模块上卸下所有电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71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电源。

14 从要卸下的每个模块上卸下所有磁带机。如果要更换模块，则标明磁

带机的位置，便于以后就能重新将它们装回相同位置。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394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磁带机。

1 将归位金属片停放在“停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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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果要卸下或更换的模块包含 FC I/O 刀片，则从扩展模块中卸下 I/O
刀片和配套的风扇刀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99 页上的添加、

卸下和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第 40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光纤

通道 I/O 风扇刀片。

16 在卸下模块之前，必须先卸下模块上面的所有扩展模块（如果有）。

将与要卸下或更换的模块及其上面的所有模块相连接的所有电源线、

网络数据电缆以及模块至模块电缆断开。然后卸下模块。

   

从现有库存机中永久卸下扩展模块

这些说明介绍了如何从库存机永久卸下扩展模块。

从现有库存机卸下扩展模块时需注意一些配置方面的事项。

• COD 授权保持不变。卸下扩展模块后，授权的插槽可能会多于可用的

插槽。License（授权）屏幕上只显示可用的插槽。

• 卸下的模块中的所有资源将被删除。其所有资源都在卸下的模块中的

分区仍会显示，但不带任何插槽或磁带机。只能将此分区删除。

警告：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或电源的情况下，控制模块的重量
大约 60 磅（27.2 千克）。扩展模块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
盒或电源的情况下的重量超过 65 磅（29.5 千克）。

为了避免造成严重伤害，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安全地抬起
模块。

注：如果库存机安装在机架中，需要执行附加步骤才可将模块从机

架中卸下和置入机架内。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74 页上的

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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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扩展模块 12 要卸下扩展模块：

1 在卸下模块之前，请按照第 320 页上的准备卸下或更换模块中的说明

进行操作。

2 对于准备卸下的每个模块，打开它们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

 

3 将 Y 轨道分开，以便能够安全地分离模块堆。

警告：所有高于 14U 的库存机必须安装在具有主保护接地端子的机架
上，必须使用工业插头和插座，供电插座和/或电器连接器须符合
IEC 60309（或同等的国家标准）并须使用截面积至少为 1.5 mm2

(14 AWG) 的保护地线。

为了保证适当的空气流动和操作空间，库存机前后应保持 60 cm
（24 英寸）的空间。

警告：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或电源的情况下，5U 控制模块的重量
大约 60 磅（27.2 千克）。9U 扩展模块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
或电源的情况下的重量超过 65 磅（29.5 千克）。

为了避免造成严重伤害，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安全地抬起模块。

注意：分离模块前，必须按第 320 页上的准备卸下或更换模块所述停放

机械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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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端 Y 轨道

2 后端 Y 轨道

3 Y 轨道（此端向上）

4 挤压此处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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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库存机的前侧找到位于控制模块左侧的 Y 轨道释放装置。挤压
Y 轨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抬起，然后再释放，以便将其锁定
到位。

b 从库存机的后部找到位于模块右侧内部的后部 Y 轨道释放装置。

挤压 Y 轨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抬起，然后再释放，以便将其

锁定到位。

 

4 卸下将模块固定在机架上的机架协助板。有关使用机架协助板的详细

说明，请参阅第 374 页上的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

5 拧松模块前侧底座的指旋螺丝。

1 Y 轨道锁定，不可使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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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拧松模块后侧底座的两个指旋螺丝。

1 指旋螺丝（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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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开模块的检修门，向上拉并轻微旋转导销将导销拔起，如同拧动螺

丝一样。否则，导销可能会将其下面模块的前门刮伤。

8 从库存机的前侧将整个模块滑向您并将其抬起，使它与下面的模块

分离。

9 对要卸下的每个模块重复这些步骤。

10 如果需要，可卸下再装上盖板（请参阅图 58）。

 

a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库存机顶部，并且如果有一个扩展模块
将位于其下，则卸下 控制模块的底部盖板和扩展模块的顶部盖板。

b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扩展模块之间，则卸下控制模块的顶

部和底部盖板。另外，卸下扩展模块位于控制模块下方的顶部盖

板和扩展模块位于控制模块上方的底部盖板。

c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库存机底部，并且如果有一个扩展模块

将位于其上，则卸下控制模块的顶部盖板和扩展模块的底部盖板。

图 58  卸下扩展模块后盖板的
位置
      

注意：卸下控制模块的底部盖板前，必须按上面的第 320 页上的准

备卸下或更换模块 所述停放机械手装置。

5U 14U 23U 32U

盖板

盖板 控制模块

盖板 控制模块 扩展模块

盖板 控制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控制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

盖板 盖板 盖板 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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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使用新的库存机配置12 按下面步骤准备使用新的库存机配置：

1 请确保 Y 轨道完全对齐，并且指旋螺丝完全拧紧。
 

1 前端 Y 轨道

2 后端 Y 轨道

3 Y 轨道（此端向上）

4 挤压此处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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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库存机的前侧打开 扩展模块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挤压 Y 轨道
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从锁定的位置抬起，并尽可能地向下滑动
到 远的位置。

b 从库存机的后侧找到位于模块右侧内部的后部 Y 轨道释放装置。

挤压 Y 轨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从锁定的位置抬起，并尽可能

地向下滑动到 远的位置。

执行该操作后，可将 Y 轨道与其下面模块的 Y 轨道对齐。

 

 

2 将磁带机添加到模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94 页上的添加、卸

下和更换磁带机。

3 添加电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71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电源。

注意：请仔细检查，以确保库存机前部和后部 Y 轨道的顶端和底端之间

没有缝隙。如果存在缝隙，则库存机无法机械初始化。

1 Y 轨道解锁，正常使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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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库存机包含 FC I/O 刀片，请在扩展模块中安装 I/O 刀片和配套

的风扇刀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9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

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第 40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光纤通道 I/O 风
扇刀片。

5 放开机械手装置。

a 轻轻抬高机械手装置，使它不再停靠在归位金属片上。

 

b 使用空闲的手顺时针方向移动归位金属片，直到它停在“非停靠”

位置。当处于正确的位置时，归位金属片将从模块内部完全取出，

并且轻易不会掉入机械手的轨道中。

c 轻轻地释放机械手装置。它将下降到库存机的底部模块。

注意：通过紧抓 X 轴金属宽板来支撑机械手装置。用细金属杆

提升机械手装置会使金属杆变弯。若使用黑色的塑料拾

取装置抬起机械手，则可能会损伤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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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闭库存机的I/E 站门和检修门。

7 连接所有电源线、网络数据电缆以及模块至模块电缆。确保模块端接

器已安装在模块堆的顶部和底部。有关电缆连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

第 259 页上的连接库存机的电缆。

8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9 根据需要重新创建和/或修改分区、清洁插槽和 I/E 站插槽。

1 将归位金属片停放在“非停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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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需将磁带盒导入到正确的库存机分区内。

11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12 如果主机应用程序可以清点库存机中每盒磁带的位置，请打开主机应

用程序并重新清点，以便使其逻辑清点与库存机的物理清点同步。由

于库存机对磁带机和插槽采用内部逻辑分址方式，永久性地从库存机

中删除一个扩展模块会更改组件的地址，这会影响到与控制主机的正

确通信。请参阅第 30 页上的了解逻辑组件地址。因此，您必须刷新所

有管理库存机的备份应用程序的配置以使用 新的磁带机位置。此

外，您可能需要重启主机服务器或重新扫描总线以检测更改。

更换控制模块

这些说明解释了如何卸下控制模块以及如何将其更换为 控制模块的现场可

更换部件 (FRU)。如果控制模块的机箱严重损坏，则可能需要更换该控制

模块。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仅控制模块中的某些客户可更换部件 (CRU)
或 FRU 需要更换。

在更换控制模块时，需注意一些配置设置方面的事项。

• 如果已经对原有控制模块应用一个或多个授权密钥，则将需要更换每

个授权密钥并将其应用到新的控制模块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78 页上的获取和安装授权密钥。

• 其所有资源都在卸下的模块中的分区仍会显示，但不带任何插槽或磁

带机。只能将此分区删除。

对于控制模块在库存机配置中安装的位置没有限制。但是，建议将库存机

配置 多达 32U 的控制模块安装在所有已安装的扩展模块之上。建议将 41U
库存机配置的控制模块安装在 3 个 扩展模块之上和顶端扩展模块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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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控制模块 12 1 在卸下模块之前，请按照第 320 页上的准备卸下或更换模块 中的说明

进行操作。

2 从库存机 上面的模块开始打开每个模块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

 

3 将 Y 轨道分开，以便能够安全地分离模块堆。

a 从库存机的前侧找到位于模块左侧的 Y 轨道释放装置。挤压 Y 轨
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抬起，然后再释放，以便将其锁定到位。

b 从库存机的后部找到位于模块右侧内部的后部 Y 轨道释放装置。

挤压 Y 轨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抬起，然后再释放，以便将其

锁定到位。

注意：分离模块前，必须按第 320 页上的准备卸下或更换模块

所述停放机械手装置。

注：安装磁带机后，无法抬起后部 Y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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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将模块固定在机架上的机架协助板。

5 拧松模块前后侧底座的指旋螺丝。

1 前端 Y 轨道

2 后端 Y 轨道

3 Y 轨道（此端向上）

4 挤压此处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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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开模块的检修门，向上拉并轻微旋转导销将导销拔起，如同拧动螺

丝一样。否则，导销可能会将其下面模块的前门刮伤。

 

7 将整个模块滑向您并将其抬起，使其与下面的模块分离。

1 控制模块（前面）

2 指旋螺丝

3 控制模块（后面）

1 导销

2 指旋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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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控制模块 12 1 如果尚未卸下，则从要更换的控制模块中卸下磁带机和电源。

2 如果需要，可使用 Phillips #2 螺丝刀（用于顶部盖板）和 T10 TORX
螺丝刀（用于底部盖板），从模块的顶部和底部卸下新的控制模块的

盖板。

 

a 如果您的库存机仅包含控制模块，则无需卸下盖板。

b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库存机顶部，并且如果有一个扩展模

块将位于其下，则卸下控制模块的底部盖板。

c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库存机中间，则同时卸下顶部和底部

盖板。

d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库存机底部，并且如果有一个扩展模

块将位于其上，则卸下控制模块的顶部盖板。

3 从卸下的控制模块上卸下 LCB 并将其放在一边。

LCB 存储有关库存机的目录和配置的信息，因此您可能会想要在新的

控制模块中安装此 LCB（或者可能仅仅是 LCB 小型闪存卡）。有关卸

下 LCB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61 页上的卸下和更换库存机控制刀片

和 LCB 小型闪存卡。

 

4 如果库存机配置包括控制模块下方的扩展模块，则现在将其安装在库

存机中。

5 在库存机中安装新的控制模块。抬起控制模块并从库存机的前侧将其

置入要求的位置。

将控制模块置于扩展模块的顶部并将其滑动到设备的后部。将控制模

块底部的小槽口与 9U 扩展模块的顶部对齐。

6 使用机架协助板将控制模块固定到 9U 扩展模块的顶部。

7 如果已将控制模块置于扩展模块的顶部，则可通过分别拧紧模块前侧

和后侧基座上的四个指旋螺丝来固定两个模块。然后通过旋转和下推

导销的方式来放下模块的导销（位于模块前侧的基座）。

注意：卸下控制模块的底部盖板前，必须按上面的第 320 页上的准

备卸下或更换模块 所述停放机械手装置。

注：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 9U 扩展模块上方，则一定要先将

机械手停放到控制模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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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所有扩展模块（如果有）放回到控制模块上方的原有位置。使用机

架协助板将模块固定在机架上，然后拧紧分别位于模块前后侧基座上

的所有指旋螺丝。

9 接合 Y 轨道。拧紧指旋螺丝并放下导销。执行该操作后，可将 Y 轨道

与其下面模块的 Y 轨道对齐。

a 从库存机的前侧打开控制模块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挤压 Y 轨道
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从锁定的位置抬起，并尽可能地向下滑动
到 远的位置。

 

b 从库存机的后侧找到位于模块右侧内部的后部 Y 轨道释放装置。

挤压 Y 轨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从锁定的位置抬起，并尽可能

地向下滑动到 远的位置。

10 放开机械手装置。

a 轻轻抬高机械手装置，使它不再停靠在归位金属片上。

1 Y 轨道解锁，正常使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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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空闲的手顺时针方向移动归位金属片，直到它停在“非停靠”

位置。当处于正确的位置时，归位金属片将从模块内部完全取

出，并且轻易不会掉入机械手的轨道中。

c 轻轻地释放机械手装置。它将下降到库存机的底部模块。

 

注意：通过紧抓 X 轴金属宽板来支撑机械手装置。用细金属杆提升

机械手装置会使金属杆变弯。若使用黑色的塑料拾取装置抬

起机械手，则可能会损伤机械手。

1 将归位金属片停放在“非停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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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使用控制模块 12 1 关闭库存机的I/E 站门和检修门。

2 将磁带机添加到模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94 页上的添加、卸

下和更换磁带机。

3 添加电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71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电源。

4 将卸下的控制模块中的 LCB 或闪存卡安装到新的控制模块。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第 361 页上的卸下和更换库存机控制刀片和 LCB 小型闪

存卡。

5 连接所有电源线、网络数据电缆以及模块至模块电缆。确保模块端接

器安装于其原先在模块堆顶部和底部的位置。有关电缆连接的操作说

明，请参阅第 259 页上的连接库存机的电缆。

6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7 根据需要重新创建和/或修改分区、清洁插槽和 I/E 站插槽。

8 按需将磁带盒导入到正确的分区。

9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10 如果主机应用程序可以清点库存机中每盒磁带的位置，请打开主机应

用程序并重新清点，以便使其逻辑清点与库存机的物理清点同步。由

于库存机对磁带机采用内部逻辑分址方式，更换控制模块会更改组件

的地址，这会影响到与控制主机的正确通信。请参阅第 30 页上的了解

逻辑组件地址。因此，您必须刷新所有管理库存机的备份应用程序的

配置以使用 新的磁带机位置。此外，您可能需要重启主机服务器或

重新扫描总线以检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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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更换运行 SKM 的
库存机中的控制模块的

特殊说明 12

如果库存机正在运行 SKM，必须在更换控制模块后在 SKM 服务器上运行

一个特殊的脚本。此脚本将纠正与密钥服务器数据库相关的库存机序列

号，让您能够正确通过 Web 客户端导出使用过的 SKM 加密密钥。相关说

明，请参阅Scalar Key Manager 2.0 用户指南中的“更换库存机控制模块后

更新 SKM Keystore”。

运行脚本时，将需要同时输入未运行的控制模块和新更换的控制模块的序

列号。在将控制模块返回 Quantum 之前，请先记录序列号以备不时之

需。如果已将故障控制模块返回 Quantum，请联系 Quantum 支持获取模

块的序列号。

在 Scalar i500 上查找序列号  12

在 Scalar i500 上，序列号标签位于控制模块内部，在库存机后方的水平条

上。要查看标签，请打开前侧门。请参阅图 4 中的位置和 图 60 中的示例。

首先列出的是序列号。序列号即序列号标签上 “%SN” 后的所有字符。

在 SKM 命令行上输入序列号时请不要输入 “%SN”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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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打开前侧门看到的控制模

块上的 Scalar i500 序列号标签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347



第 12 章  安装、卸下和更换
更换扩展模块
图 60  Scalar i500 SN/WWN 
标签

还可按如下方式在库存机上找到序列号：

• 操作员面板 — 选择 Tools（工具）> About Library（关于库存机）。

• Web 客户端 — 选择 Reports（报告）> System Information（系统信

息）。序列号位于 Physical Library（物理库存机）表中的 Serial
Number（序列号）列中。

更换扩展模块

这些说明介绍了如何卸下及更换扩展模块。如果扩展模块的机箱严重损

坏，则可能需要更换该扩展模块。

库存机 多可以使用 4 个 扩展模块， 大高度可达 41U。

在卸下和更换扩展模块时，需注意一些配置设置方面的事项。

• COD 授权保持不变。卸下扩展模块后，授权的插槽可能会多于可用的

插槽。License（授权）屏幕上只显示可用的插槽。

• 卸下的模块中的所有资源将被删除。其所有资源都在卸下的模块中的

分区仍会显示，但不带任何插槽或磁带机。只能将此分区删除。

  

注：库存机中支持的扩展模块的 大数量取决于库存机运行的固件

级别。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49 页上的更新库存机和磁带

机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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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 9U扩展模块 12 1 在卸下模块之前，请按照第 320 页上的准备卸下或更换模块中的说明

进行操作。

2 从库存机 上面的模块开始，打开每个模块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

 

3 将 Y 轨道分开，以便能够安全地分离模块堆。

警告：所有高于 14U 的库存机必须安装在具有主保护接地端子的机
架上，必须使用工业插头和插座，供电插座和/或电器连接
器须符合 IEC 60309（或同等的国家标准）并须使用截面积
至少为 1.5 mm2 (14 AWG) 的保护地线。

为了保证适当的空气流动和操作空间，库存机前后应保持 
60 cm（24 英寸）的空间。

警告：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或电源的情况下，控制模块的重量
大约 60 磅（27.2 千克）。扩展模块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
盒或电源的情况下的重量超过 65 磅（29.5 千克）。

为了避免造成严重伤害，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安全地抬起
模块。

注意：分离模块前，必须按第 320 页上的准备卸下或更换模块所述

停放机械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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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端 Y 轨道

2 后端 Y 轨道

3 Y 轨道（此端向上）

4 挤压此处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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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库存机的前侧找到位于控制模块左侧的 Y 轨道释放装置。挤压
Y 轨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抬起，然后再释放，以便将其锁定
到位。

 

b 从库存机的后部找到位于模块右侧内部的后部 Y 轨道释放装置。

挤压 Y 轨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抬起，然后再释放，以便将其

锁定到位。

4 卸下将模块固定在机架上的机架协助板。有关使用机架协助板的详细

说明，请参阅第 374 页上的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

5 拧松模块前侧底座的指旋螺丝。

1 Y 轨道锁定，不可使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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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旋螺丝（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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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拧松模块后侧底座的两个指旋螺丝。

7 打开模块的检修门，向上拉并轻微旋转导销将导销拔起，如同拧动螺

丝一样。否则，导销可能会将其下面模块的前门刮伤。

8 从库存机的前侧将整个模块滑向您并将其抬起，使它与下面的模块

分离。

9 对需要卸下的每个模块重复这些步骤。

10 如果需要，可卸下再装上盖板。

  

a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库存机顶部，并且如果有一个 9U扩展
模块将位于其下，则卸下控制模块的底部盖板和 9U 扩展模块的顶
部盖板。

b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 9U 扩展模块之间，则卸下控制模块的

顶部和底部盖板。另外，卸下 9U 扩展模块位于控制模块下方的顶

部盖板和 9U 扩展模块位于控制模块上方的底部盖板。

c 如果准备将控制模块叠放到库存机的底部，并且如果有一个 9U 扩
展模块将位于其上，则卸下控制模块的顶部盖板和 9U 扩展模块的

底部盖板。

更换 9U 扩展模块 12 1 从要添加的 扩展模块卸下所有磁带机。有关卸下磁带机的操作说明，

请参阅第 394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磁带机。

2 从要添加的 扩展模块卸下电源。有关卸下电源的操作说明，请参阅

第 371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电源。

3 打开 扩展模块的检修门，向上拉并如同拧螺丝一样轻微旋转导销将导

销拔起。否则，导销可能会将叠在下面的模块的前门刮伤。

注意：卸下控制模块的底部盖板前，必须按第 320 页上的准备卸下

或更换模块所述停放机械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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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销

2 指旋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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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抬起新的扩展模块从库存机的前侧将其置入要求的位置。

5 利用机架协助板将模块固定在机架上。

6 通过拧紧模块前后侧基座上的四个指旋螺丝来将两个模块固定在一

起。然后通过旋转和下推导销的方式来放下模块的导销（位于模块前

侧的基座）。

7 拧紧模块前后侧基座上的指旋螺丝。

8 在库存机配置中接合每个模块的 Y 轨道。请确保 Y 轨道完全对齐，并

且指旋螺丝完全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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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端 Y 轨道

2 后端 Y 轨道

3 Y 轨道（此端向上）

4 挤压此处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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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库存机的前侧打开 扩展模块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挤压 Y 轨道
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从锁定的位置抬起，并尽可能地向下滑动
到 远的位置。

 

b 从库存机的后侧找到位于模块右侧内部的后部 Y 轨道释放装置。

挤压 Y 轨道释放装置的把手，将其从锁定的位置抬起，并尽可能

地向下滑动到 远的位置。

执行该操作后，可将 Y 轨道与其下面模块的 Y 轨道对齐。

 

1 Y 轨道解锁，正常使用位置

注意：请仔细检查，以确保库存机前部和后部 Y 轨道的顶端和底端

之间没有缝隙。如果存在缝隙，则库存机无法机械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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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放开机械手装置。

a 轻轻抬高机械手装置，使它不再停靠在归位金属片上。

 

b 使用空闲的手顺时针方向移动归位金属片，直到它停在 “ 非停靠 ”

位置。当处于正确的位置时，归位金属片将从模块内部完全取

出，并且轻易不会掉入机械手的轨道中。

c 轻轻地释放机械手装置。它将下降到库存机的底部模块。

注意：通过紧抓 X 轴金属宽板来支撑机械手装置。用细金属杆提

升机械手装置会使金属杆变弯。若使用黑色的塑料拾取装置

抬起机械手，则可能会损伤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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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归位金属片停放在“非停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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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使用 9U 扩展模块 12 1 关闭库存机的I/E 站门和检修门。

2 将磁带机添加到模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94 页上的添加、卸

下和更换磁带机。

3 添加电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71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电源。

4 如果库存机包含光纤通道 I/O 刀片，请在扩展模块中安装 I/O 刀片和

配套的风扇刀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9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

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 和 第 40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5 连接所有电源线、网络数据电缆以及模块至模块电缆。确保模块端接

器已安装在模块堆的顶部和底部。有关电缆连接的操作说明，请参阅

第 259 页上的连接库存机的电缆。

6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7 根据需要重新创建分区、清洁插槽和 I/E 站插槽。

8 按需将磁带盒导入到正确的分区。

9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10 如果主机应用程序可以清点库存机中每盒磁带的位置，请打开主机应

用程序并重新清点，以便使其逻辑清点与库存机的物理清点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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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和更换库存机控制刀片和 LCB 小型闪存卡

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管理整个库存机，包括操作员面板和机械手装置，

并且负责运行系统测试以确保库存机正常工作。

LCB 小型闪存卡包含有关您库存机配置的重要信息。如果更换了小型闪存

卡，则需要重新配置库存机。您有两个选择：

• 更换 LCB/小型闪存卡或仅更换小型闪存卡

• 仅更换 LCB

联系 Quantum 支持部门以确定您需要更换的组件和要遵守的说明。

更换 LCB/小型闪存卡或仅

更换小型闪存卡 12
请联系 Quantum 支持部门以帮助您确定同时更换 LCB 和小型闪存卡还是

仅更换小型闪存卡。除仅更换小型闪存卡时您将重用 LCB 且仅更换小型闪

存卡外，两种选择的说明几乎完全相同。您需要按如下所述升级固件。

所需设备 12

• 以太网电缆。

• 连接到 Scalar i500 库存机的主机或笔记本。

• 保存到主机或笔记本中的当前 Scalar i500 库存机固件文件。若有需要，

请联系 Quantum 支持部门获取固件。保存在计算机或笔记本上的

新库存机配置。

说明 12

小型闪存卡是新的，尚未初始化。它只包含使库存机能够启动并显示升级

通知信息的 低限度的信息。安装 LCB/小型闪存卡后，需要升级固件并

重新配置您的网络设置。

注：请不要将旧的小型闪存卡从库存机控制刀片中取出（除非您仅更换

小型闪存卡）。将旧的 LCB/小型闪存卡一起返回 Qua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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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可能，请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2 关闭库存机电源。

3 断开现有 LCB 的所有电缆连接。您可能需要对连接现有 LCB 的每条

电缆进行标记，以确保可以将其正确地重新连接到新 LCB。

4 从库存机中卸下现有 LCB。

若要卸下现有 LCB，需将 LCB 的两个锁钩释放，将锁钩用作把手将整

个 LCB 拉向您。

 

5 如果新的 LCB 和小型闪存卡使用独立包装，请将新的小型闪存卡插入

新 LCB 中（或者，若仅更换小型闪存卡，请取出已有的小型闪存卡并

在现有的 LCB 中安装新的闪存卡）。

1 LCB 小型闪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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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新的 LCB 插入库存机背面空闲的 LCB 插槽。

当将新的 LCB 插入插槽时，请确保 LCB 的 LED 位于刀片的顶部，而

锁钩位于刀片的右侧。

在将新的 LCB 滑入插槽时不应该有阻力。

 

7 在插入新的 LCB 后，将两个 LCB 锁钩按到刀片中，以确保将其固定

住。LCB 将顺利地固定到插槽中。

8 重新连接 LCB 的所有电缆。

9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前面板的绿色电源灯打开。屏幕可能出现 多 5 分钟的黑屏。然后显

示 Initialization In Progress（正在初始化）屏幕。初始化过程可能需

要 30 分钟的时间，具体取决于库存机的配置。

注意：不要将 LCB 强行插入插槽，否则可能会造成损坏。

注意：从此时开始直到这个过程结束，切勿关闭库存机电源！否则

会引发故障并使 LCB 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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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完成后，屏幕上将显示“Upgrade Notification: Compact Flash
Replacement”（升级通知：小型闪存卡更换）画面，如下所示。

10 单击 OK（确定）。

显示登录屏幕。

11 输入以下默认用户名和密码：

• User name（用户名）：admin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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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按 OK（确定）。

显示“启用 IPv6”屏幕。

13 如果需要使用 IPv6，请选择  Enable IPv6（启用 IPv6）复选框，若不启

用请不要选中此复选框。

14 按 Next（下一步）。

显示 Network Configuration（网络配置）屏幕。系统默认为 DHCP。
对于 IPv4，可取消选择 DHCP 选项并分配一个静态 IP 地址。不能为

IPv6 分配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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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 Apply（应用）接受默认设置，或更改网络设置后按 Apply（应用）。

完成后进度窗口会显示 “Success”（成功）消息。

16 按 Close（关闭）。

下一个屏幕将列出分配给库存机的一个或多个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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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写下 IP 地址。从 Web 浏览器登录时您将需要此地址。

18 单击 Close（关闭）。

系统将使您退出并返回到登录屏幕。

19 在主机 PC 上打开一个 Web 浏览器并在地址栏中输入以下地址：

http://<ipaddress>/ 

其中，ipaddress 是您之前记下的分配给库存机的 IP 地址之一。

出现一个屏幕，显示库存机固件的当前版本。

20 单击 Click here to upgrade your library’s firmware（单击此处升级您的库

存机固件）链接。

显示 Tools — Update Library Firmware（工具 — 升级库存机固件）

屏幕。

注意：此时安装尚未完成。根据以下步骤安装 新库存机固

件。固件安装可能需要 1 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在此

过程中请勿关闭库存机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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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单击 Browse（浏览）从计算机中检索 .tgz 固件文件，然后单击 Apply

（应用）。

显示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可以重启库存机。

22 单击 OK（确定）。

屏幕在进度窗口中显示“WORKING”（正在处理）。

固件从计算机转到库存机后将显示登录屏幕。

 

固件升级过程中，库存机操作员面板中可能显示以下“正在升级”消

息；也可能什么也不显示，或者不断出现变化。

注意： Web 浏览器上显示登录屏幕并不表示固件升级已完成；只

是表示固件映像已移动至 LCB/ 小型闪存卡。安装了六个磁

带机的 14U 库存机可能需要 50 分钟才能完成此过程。实际

时间可能有所差异。固件升级完成前您将无法登录。

注意：固件升级过程中切勿关闭库存机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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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固件升级完成后，操作员面板上将显示登录屏幕。

24 输入以下默认用户名和密码：

• User name（用户名）：admin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25 按 OK（确定）。

显示 Setup Wizard（安装向导）屏幕。

26 将库存机设置重新配置为之前的设置。

注：此时即表示已安装好采用出厂默认设置的 Scalar i500 库存机。

注意：恢复配置之前，请先联系 Quantum 支持部门。一般来讲，

建议您使用安装向导手动重新配置库存机。不建议使用

“restore configuration”（恢复配置）工具恢复之前的设

置。这么做会完全重装安装新 LCB/ 小型闪存卡之前的库存

机固件等级和可能的缺陷配置设置。如果您恢复了之前的配

置并降低了固件版本，您将需要再次安装 新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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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更换 LCB 12 这些说明解释如何更换 LCB 并重用现有的 LCB 小型闪存卡。

所需工具： 无

1 关闭库存机电源。

2 从库存机背面找到现有 LCB。

3 断开现有 LCB 的所有电缆连接。您可能需要对连接现有 LCB 的每条

电缆进行标记，以确保可以将其正确地重新连接到新 LCB。

4 从库存机中卸下现有 LCB。

若要卸下现有 LCB，需将 LCB 的两个锁钩释放，将锁钩用作把手将整

个 LCB 拉向您。

5 从现有 LCB 中删除现有 LCB 小型闪存卡。

 

1 LCB 小型闪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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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现有的 LCB 小型闪存卡插入到新的 LCB。

7 将新的 LCB（包含现有 LCB 小型闪存卡）插入到库存机背面的空 LCB
插槽。

当将新的 LCB 插入插槽时，请确保 LCB 的 LED 位于刀片的顶部，而

锁钩位于刀片的右侧。

在将新的 LCB 滑入插槽时不应该有阻力。

 

8 在插入新的 LCB 后，可通过将两个 LCB 锁钩按到刀片中，以确保将

其固定在控制模块内。LCB 将顺利地固定到插槽中。

9 重新连接 LCB 的所有电缆。

10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前面板的绿色电源灯打开。屏幕可能出现 多 5 分钟的黑屏。然后显

示 Initialization In Progress（正在初始化）屏幕。

11 检查 LCB LED 的状态。其所有 LED（蓝色、琥珀色和绿色）都应该

短时间地稳定发亮。

添加、卸下和更换电源

库存机的电源由各个供电电源在库存机的前面板上进行控制。每个电源后

部的开关用来关闭各电源的输入。控制模块前面的开关用于为所有控制模

块和 9U 扩展模块提供电源。如有必要，也可以使用 Web 客户端关闭库存

机电源。

注意：不要将 LCB 强行插入插槽，否则可能会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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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冗余电源 12 这些说明介绍了向模块添加第二个冗余电源的方法。您可能需要给库存机

添加一个冗余电源，以确保在本身电源出现故障时库存机不会瘫痪（变得

无法访问）。如果第一个电源由于任何原因出现故障，那么库存机将会自

动使用冗余电源。

 

所需工具：无

1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2 找到空闲的电源插槽，除去其盖板。保存好盖板，以便将来需要卸下

冗余电源时使用。

3 将新的电源插入空闲的插槽中。

4 当插入电源时请确保正确插入，其开关应位于电源底部并在把手下

面。电源必须保持水平以便平稳滑动。

5 拧紧电源的指旋螺丝以将电源固定在库存机模块上。

6 插上电源线。

7 用电源的后部开关打开电源。

8 检查电源的 LED 状态。上面的绿色 LED 和蓝色 LED 应该稳定发亮。

9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10 检查电源的 LED 状态。两个绿色 LED 应该稳定发亮，而蓝色 LED 应
该是熄灭状态。

永久卸下冗余电源 12 这些说明介绍了从控制模块卸下冗余电源的方法。如果库存机不再需要第

二个电源，您可能要将其卸下。

所需工具：无

1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2 从库存机的背面找到要更换的电源。

注：控制模块和每个带有磁带机的扩展模块都必须至少使用一个电源。

您可以为每个模块添加一个冗余电源。

在一个模块中安装一个电源而在其他模块中安装另一个电源并不能

提供冗余电源；两个电源必须位于相同的模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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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电源的后部开关关闭电源。

4 断开电源线与电源及其电力供应端的连接。

5 拧松电源的指旋螺丝。

6 抓住电源把手并向您的方向拉动，以卸下电源。

7 将盖板安装到空出的电源插槽上。

卸下和更换电源 12 这些说明介绍了如何卸下电源以及更换新电源。如果当前使用的电源遇到

问题，则可能需要更换电源。

如果库存机拥有一个冗余电源，则可以在不关闭库存机电源的情况下更换

电源。如果库存机只有一个电源，则在执行该步骤前必须先关闭库存机的

电源。

所需工具：无

1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2 如果库存机未使用第二个冗余电源，则要关闭库存机电源。

3 从库存机的背面找到要更换的电源。

4 用电源的后部开关关闭电源。

5 断开电源的电源线连接。

6 拧松电源的指旋螺丝。

7 抓住电源把手并向您的方向拉动，以卸下电源。

8 将新的电源插入空出的电源插槽中。

当插入电源时请确保正确插入，其开关应位于电源底部并在把手下面。

电源必须保持水平以便平稳滑动。

9 拧紧电源的指旋螺丝以将电源固定在库存机模块上。

10 重新连接电源的电源线。

11 打开电源。

12 检查电源的 LED 状态。上面的绿色 LED 和蓝色 LED 应该稳定发亮。

13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14 检查电源的 LED 状态。两个绿色 LED 应该稳定发亮，而蓝色 LED 应
该是熄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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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

所有高于 14U 的 Scalar i500 libraries 均必须安装到机架中。机架将固定底

部模块，并且将所有其它模块固定到底部模块。

架装套件可以将您的库存机固定在机架内。这些说明介绍了如何将独立式

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以及如何将附加模块安装到现有机架中。

将模块安装到机架中至少需要两个人。

  

警告：所有高于 14U 的库存机必须安装在具有主保护接地端子的机架
上，必须使用工业插头和插座，供电插座和/或电器连接器须符合
IEC 60309（或同等的国家标准）并须使用截面积至少为 1.5 mm2

(14 AWG) 的保护地线。

为了保证适当的空气流动和操作空间，库存机前后应保持 60 cm
（24 英寸）的空间。

警告：加载一个或多个模块的同时切勿移动机架。

警告：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或电源的情况下，控制模块的重量大约
60 磅（27.2 千克）。扩展模块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或电源
的情况下的重量超过 65 磅（29.5 千克）。

为了避免造成严重伤害，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安全地抬起模块。

注：架装套件不能用于每种类型的机架。例如，带有螺纹滑轨或独特孔

间距的机架可能不支持架装套件。此外，机架必须留有介于 605 毫米

（23.8 英寸）和 770 毫米（30.3 英寸）之间的轨道空间（从前至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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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安装 12 所需工具：无

1 开始安装之前，请检查架装套件目录（请参阅表 10）和机架协助板套件

（请参阅表 11）。

• 每台库存机仅需要一套架装套件。架装套件允许您将底部模块固

定在机架中。它还包括用于提供额外安全性的机架协助板套件。

• 每个附加模块需要一套机架协助板套件。每个机架协助板套件包

括安装在每个模块右侧和左侧的机架协助板。

• 您必须为机架中的每个模块安装一组机架协助板。

表 10   架装套件目录
组件 说明 数量

小金属环 — 用于带有

圆孔的机架

10 个（8 个
必需，2 个
备用）

大金属环 — 用于带有

方孔的机架

10 个（8 个
必需，2 个
备用）

指旋螺母 — 将机架托

板固定到机架上

8 

M5 指旋螺丝 — 固定

机架协助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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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协助板，左 — 将
模块固定在机架上

1

机架协助板，右 — 将
模块固定在机架上 

1

组件 说明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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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机架协助板套件目录

机架托板，左 — 将模

块固定在机架上

1

机架托板，右 — 将模

块固定在机架上

1

组件 说明
需要的
数量

夹螺帽 — 用于带有方孔

的机架

4

锁定螺母 — 用于带有圆

孔的机架

4

组件 说明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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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所有可能影响架装套件安装的机架硬件以及您要添加到机架中的模

块卸下。

M5 指旋螺丝 — 固定机

架协助板

4

机架协助板，左 — 将模

块固定在机架上

1

机架协助板，右 — 将模

块固定在机架上 
1

组件 说明
需要的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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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虑卸下机架的前门和后门，以便可以顺利地在安装孔以及机架的其

他区域进行安装。

4 确定架装套件适用的机架类型。不同的机架需要不同的架装部件。虽

然架装套件包含许多部件，但您需要根据机架的安装孔来使用相应的

部件。

a 如果机架有圆形安装孔，则使用小的金属环和夹螺帽。

b 如果机架有方形安装孔，则使用大的金属环和锁定螺母。

c 如果机架有螺纹（螺纹 M6）孔，则不要使用金属环、夹螺帽或锁

定螺母。

5 确定要在机架中安装架装托架的位置。

考虑托架的安装高度，让控制模块的基座可以放在 28U 到 32U 线向标

之间的任何位置，这通常是适合读取操作员面板的高度。记住， 可以

将控制模块置于库存机配置内的任何位置，在任何扩展模块上面、下

面或之间都可以。但是，有关推荐配置，请参阅第 293 页上的安装新

的多模块库存机配置。

安装架装托架 12 所需部件：架装托架、（8 个）金属环、（8 个）指旋螺母

1 如果架装托架被拉伸，则可将它们收缩成 小的长度。托架收缩后，

就可以更容易地将其置于机架中。

2 在每个螺栓的末端安一个金属环，并将其完全拧紧。金属环较大的一

端应朝向架装托架，渐缩的一端应朝外。务必使用第 375 页上的准备

安装所述的大小适当的金属环。

注：拉伸托架可能会有点困难，但是它们是专为用手调整长度而设

计的。不要使用工具来调整托架的长度，切勿将它们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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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架装托架安装到机架中，使其彼此保持水平。

a 将托架的后部螺栓安装到机架的后部安装孔内。

b 将托架置于机架适当的一侧（右或左），并以所需的高度对齐

托架。

c 将托架的后部螺栓插入到机架的后部安装孔。

1 螺栓

2 金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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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拧紧每个螺栓末端的指旋螺母。使金属环与机架孔完全适合，以

确保机架稳固。

e 下一步，将托架的前部螺栓安装到机架的前部安装孔内。

f 如果螺栓无法够到安装孔，则可以向您的方向拉托架的前部，以

将其延伸到需要的长度。用一只手握住托架的底部，用另一只手

拉托架的可延伸部分。

g 将托架的前部螺栓插入到机架的前部安装孔内。

h 拧紧每个螺栓末端的指旋螺母。使金属环与机架孔完全适合，以

确保机架稳固。

4 目测以确保两个托架在同一水平，并且在机架内完全对齐。

5 确保所有指旋螺母都完全拧紧。某些指旋螺母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

松动。

注：拉伸托架可能会有点困难，但是它们是专为用手调整长度

而设计的。不要使用工具来调整托架的长度，切勿将它们

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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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将模块安装到机架中12 1 关闭库存机电源并断开所有电源线、网络数据电缆以及模块至模块电

缆的连接。

2 从库存机模块上拆下所有磁带盒、磁带机、电源以及所有线缆。在没

有磁带机附加重量的情况下，很容易将模块抬到机架中。

3 将机械手装置停放到控制模块中。（无论安装哪种模块，将模块放到

机架之前必须先将机械手停放到控制模块中。）

a 打开每个模块的 I/E 站门和检修门。

b 用手轻轻地将机械手装置提升到控制模块内。机械手装置应在一

定阻力下缓慢滑动。

 

c 当机械手装置提升到大约在控制模块中部后，用一只手稳住机械手，

并用另一只手逆时针方向移动归位金属片直到它停在“停靠”位

置。归位金属片位于列 1 的底部。

d 轻轻释放机械手装置，使其停靠在归位金属片上。

警告：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或电源的情况下，控制模块的重量
大约 60 磅（27.2 千克）。扩展模块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
盒或电源的情况下的重量超过 65 磅（29.5 千克）。

为了避免造成严重伤害，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安全地抬起
模块。

注意：通过紧抓 X 轴金属宽板来支撑机械手装置。用细金属杆提升

机械手装置会使金属杆变弯。若使用黑色的塑料拾取装置抬

起机械手，则可能会损伤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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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归位金属片停放在“停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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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底部模块安装到机架中12 所需部件： 机架协助板，（4 个）M5 指旋螺丝

部件说明：每个机架协助板包括两个伸长的孔，以便将其固定到机架（使

用 M5 指旋螺丝）中 适当的安装孔中。

1 将所需的模块（您要放在库存机底部的任何模块）放入架装托架。从

机架的前面，将模块抬到托架上，并将其轻轻滑到机架中。将模块滑

到机架的后部，以便模块的前部与安装孔平齐。

2 从机架的后面通过拧紧连接在架装托架后面的两个银色指旋螺丝将模

块固定到架装托架。

3 安装右侧的机架协助板。从库存机的正面：

a 打开 I/E 站门。模块的右下角有一个垂直插槽。将右侧的机架协
助板的铰链插入该插槽，然后将机架协助板的孔置于与机架轨道
平齐的位置。

  

b 使用两个 M5 指旋螺丝将机架协助板固定在机架上。指旋螺钉应该

穿过机架托板中的孔，并完全固定。

1 机架协助板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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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左侧的机架协助板。

a 打开 I/E 站门后，打开模块左侧的门（检修门），并找到模块左
下角的插槽。（门铰链非常灵活，可以将门从模块移开，这样就
可以顺利地够到插槽。）

b 按照与安装右侧机架协助板相同的方法安装左侧的机架协助板。

c 使用两个 M5 指旋螺丝将机架协助板固定在机架上。指旋螺钉应该

穿过机架托板中的孔，并完全固定。

注：为了能够到插槽，可能需要将门朝您所在的方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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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只安装一个模块（一个控制模块5U 库存机控制模块），则现在放

开机械手装置。有关说明，请参阅第 302 页上的步骤 1。如果要安装

多个模块，请继续下面的步骤且不要放开机械手装置。

6 关闭模块的门。

7 按照第 387 页上的将附加模块安装到机架中 中的说明安装库存机的剩

余模块（如果有）。

8 将磁带机、电源和磁带盒重新安装到库存机中。

9 根据需要连接库存机电缆，按照第 259 页上的连接库存机的电缆 中的

说明进行操作。

10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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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附加模块安装到机架中12 所有添加到机架中的模块必须放置在以前安装的模块上方，因为底部模块

必须固定到架装托架上（除非您决定从机架卸下整个库存机并进行重新

配置）。

所需部件： 机架协助板、（4 个）M5 指旋螺丝、（4 个）夹螺帽或（4 个）

锁定螺母

部件说明：每个机架协助板包含两个拉长的孔，这使您可以通过 容易插入

的安装孔将协助板固定（用 M5 指旋螺丝和夹螺帽或锁定螺母）在机架上。

1 如果在当前装有顶盖的模块上方安装新模块，则需要卸下顶盖。类似

的，如果正在安装的模块装有底盖，则在机架中另一个模块上方安装

模块之前需要卸下底盖。您需要确保库存机“中空”，只在 上方有

一块顶盖且在 下方有一块底盖。请参阅第 312 页上的安装新的 9U
扩展模块。

2 确定夹螺帽（或锁定螺母）在机架中的安装位置。

a 如果将模块直接添加到以前安装到机架中的扩展模块上面，则需
要从扩展模块机架协助板的位置起数九个标准机架单位，然后准
备将夹螺帽（或锁定螺母）安装到机架上的这个位置。

例如，如果扩展模块的机架协助板位于 1U 或 2U 处，那么夹螺帽
（或锁定螺母）应该安装在 10U 和 11U 处。

下一步，确定您须在 10U 和 11U 标记内使用的孔。注意，每个机
架单位 (U)，由机架中的线向标描绘，容纳了三个安装孔。如果将
模块添加到控制模块上方的任意位置，则要将夹螺帽（或锁定螺
母）置于相应机架单位中间的那个孔中。如果将模块添加到控制
模块下方的任意位置，则要将夹螺帽（或锁定螺母）置于相应机
架单位上面的那个孔中。

注：考虑使用下列方法来确定安装夹螺帽（或锁定螺母）的位置，

而不是先将模块添加到机架中。如果您先将模块添加到机架

中，那么安装夹螺帽（或锁定螺母）时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

机架的空间已受到限制。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387



第 12 章  安装、卸下和更换
将库存机安装到机架中
b 如果将模块直接添加到以前安装到机架中的控制模块上面，则需

要从控制模块机架协助板的位置起数五个标准机架单位，然后准

备将夹螺帽（或锁定螺母）安装到机架上的这个位置。

例如，如果控制模块的机架协助板位于 1U 或 2U 处，那么夹螺帽
（或锁定螺母）则应该安装在 6U 或 7U 处。

下一步，确定您须在 6U 和 7U 标记内使用的孔。注意，每个机架
单位，由机架中的线向标描绘，容纳了三个安装孔。如果将模块
添加到控制模块上方的任意位置，则要将夹螺帽（或锁定螺母）
置于相应机架单位中间的那个孔中。如果将模块添加到控制模块
下方的任意位置，则要将夹螺帽（或锁定螺母）置于相应机架单
位上面的那个孔中。

3 将夹螺帽（或锁定螺母）安装到机架中所需的位置。

安装夹螺帽：

a 握住夹螺帽，使其半圆形图案面向机架的外面。

b 将夹螺帽推到机架的安装孔上，使螺帽位于机架孔的后面。（安

装夹螺帽后，如有必要，您可以在安装孔上进行上下滑动。

安装锁定螺母：

a 握住锁定螺母，使其铰链面向机架的外面，并且钩住方孔的上部
和下部。

b 将锁定螺母置于所需的孔中。先将一个铰链插入孔内，然后压紧

锁定螺母并将它推入孔中，直到其咬定到位。（您可以使用螺丝

刀来帮助将铰链推入孔中。

4 准备要叠放在机架中的模块。

a 关闭模块电源并断开所有电源线、网络数据电缆以及模块至模块
电缆的连接。

b 考虑将所有磁带机从模块中卸下。在没有磁带机附加重量的情况

下，很容易将模块抬到机架中。

c 打开模块的检修门，向上拉并轻微旋转导销将导销拔起，如同拧

动螺丝一样。否则，导销可能会将叠在下面的模块的前门刮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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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抬起模块，将它对齐以使它与下面的模块平行并滑动入位。

6 通过旋转和下推的方式放下模块的导销。

7 通过拧紧位于模块前后侧基座上的指旋螺丝，将模块固定于其下面的

模块上。按下指旋螺丝，然后将其拧紧。

1 导销

2 指旋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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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制模块（前部）

2 指旋螺丝

3 控制模块（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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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装右侧的机架协助板。从库存机的正面：

a 打开 I/E 站门。模块的右下角有一个垂直插槽。将右侧的机架协
助板的铰链插入该插槽，然后将机架协助板的孔置于与机架轨道
平齐的位置。

  

b 使用两个 M5 指旋螺丝将机架协助板固定在机架上。指旋螺钉应该

穿过夹螺帽（锁定螺母），并完全固定。

1 机架协助板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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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装左侧的机架协助板。

a 打开 I/E 站门后，打开模块左侧的门（检修门）并将门向您的方
向拉，以便可以检修位于模块左下角的插槽。（门铰链非常灵
活，可以将门从模块移开，这样就可以顺利地够到插槽。）

b 按照与安装右侧机架协助板相同的方法安装左侧的机架协助板。

c 使用两个 M5 指旋螺丝将机架协助板固定在机架上。指旋螺钉应该

穿过夹螺帽（锁定螺母），并完全固定。

注：为了能够到插槽，可能需要将门朝您所在的方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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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闭模块的门。

11 重新将磁带机安装到库存机中。

12 根据需要连接库存机电缆，按照第 259 页上的连接库存机的电缆中的

说明进行操作。

13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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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卸下和更换磁带机

磁带机总是位于通用磁带机滑轨 (UDS) 中，它们是有效的统一体。如果您

订购新的或更换用磁带机，则磁带机已安装到滑轨中。

添加磁带机 12 这些说明介绍了如何将磁带机添加到库存机。您可以在库存机电源打开时

添加磁带机。

所需工具：无

1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2 拆下磁带机插槽的盖板。松开盖板的指旋螺丝，然后卸下盖板。

将盖板存放在单独的柜子内。如果将来您要卸下磁带机，则需要重新

安装盖板。

3 将磁带机插入磁带机插槽。使用磁带机及磁带机插槽上的导轨将磁带

机缓慢地滑入插槽。磁带机必须保持水平以便平稳滑动。

4 拧紧磁带机的指旋螺丝，将磁带机固定在模块上。

指旋螺丝必须与模块的螺孔对齐。如果没有对齐，磁带机就不能正确

插入。

5 打开库存机电源（如果还未打开）。

注：如果您要在库存机通电时安装多个磁带机，请参阅下面步骤 3 中的

说明。

注：安装多个磁带机的特殊说明：如果您要在库存机通电时安装多个

磁带机，请不要将其直接完全插入。而是要将其推到几乎安全

进入的位置，在外面留出约 3 英寸的大小，使其不会与库存机

背板接触。其他新磁带机同样采取部分插入的方式。部分插入

所有新磁带机后，将它们同时完全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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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绿色指示灯稳定发亮三秒钟然后再闪烁两次，则等待 10-15 分钟让

通用磁带机滑轨 (UDS) 固件进行升级。

库存机上有两种类型的固件：磁带机本身的固件，以及磁带机外围上

的 UDS 的固件。UDS 固件是库存机固件的一部分。如果新插入的

UDS 上的固件与库存机当前的 UDS 固件不同，则库存机会自动升级

UDS 固件。下载固件可能需要大约 15 分钟。

7 将主机接口电缆连接到磁带机。

8 将磁带机联机。

a 从 Opera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Drive（磁带机）> Change Mode
（更改模式）。

显示 Change Drive Mode（更改磁带机模式）屏幕。

b 找到您要联机的磁带机。

c 在 New（新建）列中，单击 Offline（脱机）将按钮状态改为联机。

9 检查磁带机的 LED 以确保磁带机正常工作（请参阅第 453 页上的磁带

机 LED）。如果蓝色或琥珀色的 LED 稳定亮起，则重新安装磁带机。

10 将新磁带机添加到相应的分区。磁带机在分配到某分区之前不可使用。

11 如有必要，按照第 249 页上的更新库存机和磁带机固件 中提供的说明

升级磁带机固件。升级固件后，库存机可以立刻使用磁带机。

12 由于库存机对磁带机采用内部逻辑分址方式（请参阅第 30 页上的了解

逻辑组件地址），在库存机中添加磁带机可能会更改磁带机的顺序，

进而影响与控制主机的正常通信。因此，您必须刷新所有管理库存机

的备份应用程序的配置以使用调整后的磁带机位置和新磁带机位置。

此外，您可能需要重启主机服务器或重新扫描总线以检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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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卸下磁带机 12
这些说明介绍了如何卸下您不想用其他磁带机更换的磁带机。如果您缩减

了 SAN 的大小或减少了库存机中的分区数，那么可能希望将磁带机永久

地从库存机中卸下。

您可以在库存机电源打开时卸下磁带机。但是，不要卸下正在使用的磁

带机。

所需工具：无

1 准备主机应用程序以卸下磁带机。

2 保存库存机的配置。

3 如果目标磁带机中有磁带盒，则可使用 Web 客户端将磁带盒退出。

4 使用 Web 客户端，删除使用目标磁带机的分区。如果需要，再重新创

建分区，让分区使用其他磁带机。

5 断开主机接口电缆与要卸下的磁带机的连接。

6 从库存机背面拧松磁带机的指旋螺丝。

7 抓住磁带机把手将整个磁带机向您的方向拉动，卸下磁带机。

8 将盖板安装到空出的磁带机插槽上。

如果找不到盖板，可以联系 Quantum 支持部门订购一个。所有空闲的

插槽都应有一个盖板，以避免多余物质进入库存机，这是很重要的。

9 由于库存机对磁带机采用内部逻辑分址方式（请参阅第 30 页上的了解

逻辑组件地址），从库存机永久性删除磁带机可能会更改磁带机的顺

序，进而影响与控制主机的正常通信。因此，您必须刷新所有管理库

存机的备份应用程序的配置以使用调整后的磁带机位置和新磁带机位

置。此外，您可能需要重启主机服务器或重新扫描总线以检测更改。

警告：在没有盖板的情况下运行库存机可能发生危险。这样做还可
能导致库存机运行速度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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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和更换磁带机 12
这些说明介绍如何卸下磁带机，以及更换新的磁带机。如果您当前使用的

磁带机遇到问题，可能需要更换。

您可以在库存机电源打开时卸下磁带机。但是，不要卸下正在使用的磁

带机。

新磁带机将替换分区中的旧磁带机。一般无需删除旧磁带机或向分区中添

加新磁带机，除非更换的磁带机的类型（版本、接口或供应商）与原来的

不同。如果原磁带机位于某个分区内，而更换用磁带机的类型却与之不

同，那么库存机将生成 RAS 标签，但并不会激活磁带机。若出现这种情

况，必须将磁带机更换为相同类型的磁带机，或者从分区中删除旧磁带

机，然后向分区中添加新磁带机（请参阅第 66 页上的修改分区）。

所需工具：无

1 准备主机应用程序以卸下磁带机。

2 保存库存机的配置。

3 如果磁带机中有磁带盒，则可使用 Web 客户端将磁带盒退出。

4 使用 Web 客户端将磁带机转为脱机状态。当磁带机已准备好被卸下

时，其蓝色的 LED 将会稳定发亮。

a 从 Opera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Drive（磁带机）> Change Mode
（更改模式）。

显示 Change Drive Mode（更改磁带机模式）屏幕。

b 找到您要将其模式转为脱机的磁带机。

c 在 New（新建）列中，单击 Online（联机）将模式改为脱机。

5 断开主机接口电缆与要卸下的磁带机的连接。

6 从库存机背面拧松磁带机的指旋螺丝。

7 抓住磁带机把手将整个磁带机向您的方向拉动，卸下磁带机。

8 将新的磁带机添加到空出的插槽。用磁带机及磁带机插槽上的导轨，

将磁带机缓慢地滑入插槽。磁带机必须保持水平以便平稳滑动。

9 拧紧磁带机的指旋螺丝，将磁带机固定在模块上。

指旋螺丝必须与模块的螺孔对齐。如果没有对齐，磁带机就不能正确

插入。

10 打开库存机电源（若尚未打开）并等待初始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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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绿色指示灯稳定发亮三秒钟然后再闪烁两次，则等待 10-15 分钟让

通用磁带机滑轨 (UDS) 固件进行升级。

库存机上有两种类型的固件：磁带机本身的固件，以及磁带机外围上

的 UDS 的固件。UDS 固件是库存机固件的一部分。如果新插入的

UDS 上的固件与库存机当前的 UDS 固件不同，则库存机会自动升级

UDS 固件。下载固件可能需要大约 15 分钟。

12 将主机接口电缆连接到磁带机。

13 将磁带机联机。

a 从 Operations（操作）菜单中，选择 Drive（磁带机）> Change Mode
（更改模式）。

显示 Change Drive Mode（更改磁带机模式）屏幕。

b 找到您要联机的磁带机。

c 在 New（新建）列中，单击 Offline（脱机）将模式改为 联机。

14 检查磁带机的 LED 以确保磁带机正常工作（请参阅第 453 页上的磁带

机 LED）。如果蓝色或琥珀色的 LED 稳定亮起，则重新安装磁带机。

15 如有必要，按照第 249 页上的更新库存机和磁带机固件 中提供的说明

升级磁带机固件。升级磁带机固件后，库存机可以立刻使用磁带机。

16 更换磁带机时，如果启用了 Logical SN Addressing（逻辑序列号寻址）

功能，则库存机会向主机报告插槽的逻辑磁带机序列号，因此同一插

槽中的更换用磁带机会报告相同的逻辑序列号， 使主机能够立即识别

（请参阅磁带机逻辑 SN寻址 on page 113）。如果禁用了 Logical SN

Addressing（逻辑序列号寻址），则库存机会向主机报告磁带机实际

序列号，因此除非您刷新所有管理库存机的备份应用程序的配置，否

则更换用磁带机无法在主机中注册。此外，您可能需要重启主机服务

器或重新扫描总线以检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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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卸下和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

本部分介绍了如何添加、卸下和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光纤通道 I/O 刀
片支持连接至 LTO-2、LTO-3 LTO-4、LTO-5 和 LTO-6 磁带机。

有关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详情包括：

• 为了使用光纤通道 I/O 刀片，您必须运行 400 级别代码或更高级别的

代码。

• 每个扩展模块可以容纳 多两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

• 任何库存机配置中 多可以有四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

• 多可以有四个光纤通道磁带机连接到一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

• 光纤通道 I/O 刀片不能安装在 控制模块中。但是，控制模块中的光纤

通道磁带机可以连接到扩展模块中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

• 每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附带有一个风扇刀片，可以冷却光纤通道 I/O
刀片。风扇刀片安装在扩展模块中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右侧。每个扩

展模块有四个托架，可容纳两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两个风扇刀片。

图 61 显示了扩展模块中安装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风扇刀片。有关

安装风扇刀片的操作说明，请参阅第 40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光

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 在任意扩展模块中安装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风扇刀片的推荐顺序是从

底部的两个托架开始向上安装。

注意：如果添加新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或完全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
片，请务必阅读 第 76 页上的使用控制路径。如果没有正确配置

控制路径，与磁带机和介质变换器（分区）的通信将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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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扩展模块中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风扇刀片托架

1 光纤通道 I/O 刀片

2 风扇刀片

3 扩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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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阅读：完成安装步骤12 当安装光纤通道 I/O 刀片时，必须遵守以下安装步骤，否则与库存机中光

纤通道 I/O 刀片和磁带机的通信将无法正常工作。

您可以在库存机电源打开时执行以下步骤。

1 确保正在运行 400 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固件。

2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3 将以太网电缆从库存机控制刀片连接到扩展模块。对于安装在扩展模块

中的每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将包含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扩展模块连

接到 LCB 上以太网集线器中的端口（请参阅第 277 页上的图 47）。

• 如果光纤通道 I/O 刀片安装在扩展模块底部托架中，可以将以太网电

缆的一端连接到扩展模块右下角标有 LOWER 的以太网端口中。将电

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LCB 上以太网集线器的端口中。

• 如果光纤通道 I/O 刀片安装在 9U 库存机扩展模块顶部托架中，可以将

以太网电缆的一端连接到 9U 库存机扩展模块右下角标有 UPPER 的以太

网端口中。将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LCB 上以太网集线器的端口中。

4 从计划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磁带机中移除控制路径。如果已将

光纤通道磁带机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则请勿选择将其作为控制

路径。否则，控制路径将按照 I/O 刀片过滤，且对主机不可见。如果

光纤通道磁带机目前作为分区的控制路径，并且您计划将磁带机连接

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则必须从该磁带机移除控制路径。要从磁带机

移除控制路径：

a 从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Control Path（控

制路径）。

b 如果有多个分区，则应选择适当的分区并单击 Next（下一步）。

c 清除任何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光纤通道磁带机上的控制路

径选项。

注意：如果添加新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或完全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

请务必阅读 第 76 页上的使用控制路径。如果没有正确配置控制

路径，与磁带机和介质变换器（分区）的通信将出现故障。

注意：如果未连接 LCB 和扩展模块之间的以太网电缆，那么当对刀片

供电时，刀片将停止在 “ 正在启动 ”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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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照第 40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中的说明

添加或更换风扇刀片。风扇刀片是防止光纤通道 I/O 刀片过热的必要

组件。

6 按照第 403 页上的添加光纤通道 I/O 刀片 或 第 408 页上的更换光纤通

道 I/O 刀片 中的说明正确添加或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如果在扩展

模块中安装两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则应首先安装较低的一个。

7 确保给扩展模块中所有未使用的托架都装上盖板。

8 将库存机和磁带机电缆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请参阅第 277 页上

的图 47）。另请参阅第 281 页上的推荐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库存机

电缆连接。

9 如果需要配置/重新配置库存机分区（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

置）> Partitions（分区））。

10 如果需要配置控制路径。库存机将在生成新分区时为其分配控制路

径。确保每个分区只有一条控制路径。确保如果已将光纤通道磁带机

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则不选择将其作为控制路径。有关控制路

径的更多重要信息，请参阅第 76 页上的使用控制路径。要修改控制路

径，可以从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Control Path

（控制路径）。

11 配置主机映射（可选）。如果库存机中包含多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

则每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将作为到主机的目标设备存在于无法使用磁

带机作为控制路径的各个分区中。因此，主机将多次看到相同的分

区。为了减少混淆，您应该配置主机映射以便每台主机仅看到每台设

备一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3 页上的主机映射 — 概述 和
第 104 页上的配置主机映射。要配置主机映射：

a 从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
（光纤通道 I/O 刀片）> FC I/O Blade Control（光纤通道 I/O 刀片控

制）并启用主机映射。

b 从操作员面板或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

（光纤通道 I/O 刀片）> Host Mapping（主机映射）。

12 在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可选）上配置主机端口故障切换。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光纤通道 I/O 刀片）> Host

Port Failover（主机端口故障切换）。要启用端口故障切换，必须将光纤

通道 I/O 刀片上的目标端口 1 和 2 配置为点对点连接。（Setup（设置）>

FC I/O Blades（光纤通道 I/O 刀片）> Port Configuration（端口配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6 页上的配置 FC 主机端口故障切换。

13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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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光纤通道 I/O 刀片 12 这些说明解释如何在库存机中添加光纤通道 I/O 刀片。可以在库存机通电

期间添加光纤通道 I/O 刀片。

所需工具：无

1 访问扩展模块背部。

2 从相应托架卸下盖板。

3 向上并向外按，打开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各端的锁钩。

注：在扩展模块中安装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风扇刀片的推荐顺序是

从底部的托架开始向上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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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心将光纤通道 I/O 刀片与托架中的导槽对齐。状态 LED 必须位于

底部。

1 光纤通道 I/O 刀片

2 LED

3 锁钩，打开

注意：强行将刀片装入托架会造成销钉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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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均 按压刀片两端并将其滑入扩展模块，直至锁钩开始移向刀片中

心。将锁钩向刀片中心推，直至锁定位置。刀片锁定到位时，会感到

刀片销钉连接到扩展模块的背板。

6 准备好连接刀片电缆后，从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端口取下必要数目

的黑色橡胶保护层。

注：刀片正确装入扩展模块后，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 LED 位于刀

片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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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锁钩，锁定

2 光纤通道 I/O 刀片

3 空托架盖板

4 光纤通道 I/O 刀片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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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保给 扩展模块中所有未使用的托架都装上盖板。

8 按 第 274 页上的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与光纤通道 I/O 刀片相连的光

纤通道磁带机 所述连接库存机电缆。

9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 12 这些说明解释如何从库存机中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可以在库存机通电

期间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

所需工具：无

1 操作包含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扩展模块的后面。

2 连接和断开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所有光纤通道电缆。

3 将锁钩抬出锁定位置并向上推。会感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与扩展模块

背板脱离。

4 继续抬升锁钩，直到刀片完全从背板脱离。

5 将光纤通道 I/O 刀片滑出扩展模块。

6 确保给扩展模块所有未使用的托架都装上盖板。

7 如果永久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需要配置库存机，使其停止监控光纤

通道 I/O 刀片（请参阅第 446 页上的永久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

8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注意：没有安装刀片的托架必须安装盖板。如果没有安装盖

板，光纤通道 I/O 刀片会出现温度错误。

注：卸下 I/O 刀片时，库存机会生成 RAS 标签。如果不想让库存机生

成 RAS 标签，可以在卸下前关闭 I/O 刀片电源。请参阅第 235 页
上的控制 FC I/O 刀片电源。

注意：小心处理光纤通道电缆。如果弯曲超过四英寸弧度，光纤通

道电缆将会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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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 12 这些说明解释如何在库存机中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可以在库存机通电

期间卸下并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

所需工具：无

1 访问扩展模块背部。

2 如果尚未这样做，则按照第 407 页上的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 中的说

明卸下旧的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3 向上并向外按，打开所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各端的锁钩。

4 小心将光纤通道 I/O 刀片与托架中的导槽对齐。状态 LED 必须位于

底部。

5 均 按压刀片两端并使其滑入扩展模块，直至锁钩移向刀片中心。将

锁钩向刀片中心推，直至锁定位置。刀片锁定到位时，会感到刀片销

钉连接到扩展模块的背板。

6 从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端口取下必要数目的黑色橡胶保护层。

7 将光纤通道电缆重新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相应光纤通道端口。

注：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时，库存机会生成 RAS 标签。如果不想让

库存机生成 RAS 标签，可以在卸下前关闭光纤通道 I/O 刀片电

源。请参阅第 235 页上的控制 FC I/O 刀片电源。

注意：强行将刀片装入托架会造成销钉弯曲。

注：刀片正确装入扩展模块后，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 LED 位于刀

片底部。

注意：如果弯曲超过四英寸弧度，光纤通道电缆将会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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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添加、卸下和更换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每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都由一个风扇刀片冷却。风扇刀片始终安装在光纤

通道 I/O 刀片右边的托架中。每个扩展模块都有四个托架，并且可以容纳

两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两个风扇刀片。

在扩展模块中安装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风扇刀片的推荐顺序是从底部的两

个托架开始向上安装。

第 400 页上的图 61 显示了在扩展模块中并排安装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

I/O 风扇刀片。

添加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12这些说明解释如何向库存机中添加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可以在库存机

通电期间添加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所需工具：无

1 访问扩展模块背部。

2 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右侧刀片托架的盖板。

3 向上并向外按，以打开光纤通道 I/O 刀片各端的锁钩。LED 必须位于

刀片底部。

注：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后，库存机会确保光纤通道 I/O 刀片装

载正确的固件。该固件会基于当前所装库存机固件的级别。如

果自动平级过程失败，光纤通道 I/O 刀片将不能操作，并且库

存机会创建标签以报告问题。有关自动平级操作期间刀片上

LED 行为的信息，请参阅第 448 页上的刀片状态 LED。

注：在扩展模块中安装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风扇刀片的推荐顺序是

从底部的两个托架开始向上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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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均 按压风扇刀片两端并将其滑入扩展模块，直至锁钩移向刀片中

心。将锁钩向刀片中心推，直至锁定位置。刀片锁定到位时，会感到

刀片销钉连接到扩展模块的背板。

5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1 风扇刀片

2 指示灯

3 锁钩，打开

注意：强行将刀片装入托架会造成销钉弯曲。

注：刀片正确装入扩展模块后，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的 LED 位
于刀片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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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12这些说明解释如何从库存机中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可以在库存机通电

期间卸下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所需工具：无

1 操作包含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的扩展模块的后面。

2 将锁钩抬出锁定位置并向上推。您会感觉到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与

扩展模块背板脱离。

3 继续抬升锁钩，直到刀片完全从背板脱离。

4 将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滑出扩展模块。

5 如果永久卸下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请在空托架上放置盖板。

6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更换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12这些说明解释如何在库存机中更换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可以在库存机

通电期间卸下并更换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所需工具：无

1 访问9U 库存机扩展模块扩展模块背部。

2 如果尚未这样做，则按照第 411 页上的卸下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中
的说明卸下旧的 I/O 风扇刀片。

3 向上并向外按，打开所更换 I/O 风扇刀片各端的锁钩。

4 小心将 FC I/O 风扇刀片与托架中的导槽对齐。状态 LED 必须位于

底部。

5 均 按压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两端并使其滑入扩展模块，直至锁钩移

向刀片中间。推入刀片后，会感到刀片销钉连接到扩展模块的背板。

6 将锁钩推入锁定位置。

7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注意：除非要将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所关联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一

起永久卸下，否则不要永久卸下该光纤通道 I/O 风扇刀片。

注意：强行将刀片装入托架会造成销钉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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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机以太网连接和以太网扩展刀片

LTO-5 FC 磁带机使您能够通过以太网而非因特网串行通信，使用磁带机

以太网连接执行 FIPS 认证的密钥交换、磁带机日志收集、磁带机固件更

新以及磁带机固件自动平级。这可提高操作速度和 FIPS 认证的密钥交换

的安全性。5U 库存机可直接通过库存机控制刀片访问磁带机以太网连

接。对于高于 5U 的库存机，Quantum 提供可方便 HP LTO-5 光纤通道磁

带机和库存机内部以太网通过库存机控制刀片直接进行以太网连接的以太

网扩展刀片。

磁带机以太网连接和以太网扩展刀片的详细信息包括：

• 库存机固件必须为 600G 或更新。

• HP LTO-5 FC 磁带机固件必须为符合 Scalar i500 库存机要求的版本

（请参阅Scalar i500 发行说明中的合格固件等级）。

• 必须在库存机上安装能够覆盖要使用以太网操作的磁带机的加密密钥

管理授权。

• 必须在库存机上安装能够覆盖要使用以太网操作的磁带机的存储网络

授权。

• 5U 库存机不支持以太网扩展刀片。对于 5U 库存机，将 HP LTO-5 FC
磁带机连接到库存机控制刀片的内部以太网端口之一（请参阅第 414
页上的图 62）。

• 在大于 5U 的库存机中，建议将所有 HP LTO-5 FC 磁带机均连接到以

太网扩展刀片。以太网扩展刀片是您购买 8 Gb 存储网络磁带机时作为

FIPS 兼容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提供的。

• 以太网扩展刀片不在数据路径中，因此不会对磁带机控制路径产生

影响。

• 每个以太网扩展刀片都有六个以太网端口， 多可添加六个 HP LTO-5 FC
磁带机。切勿将其他类型的磁带机添加到以太网扩展刀片上。

• 切勿将以太网扩展刀片连接到外部以太网源上。以太网扩展刀片是供

库存机中的内部以太网连接使用的。

• 以太网扩展刀片必须安装在扩展模块中的底部左侧垂直托架上。以太

网扩展刀片右侧的空托架必须盖上盖板。

• 库存机中可同时包含以太网扩刀片和 FC I/O 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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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同时将磁带机连接到 FC I/O 刀片和以太网扩展刀片。

• 每个库存机 多可使用四个刀片（任意组合的以太网扩展刀片和

FC I/O 刀片）。

• 如果磁带机的以太网连接或以太网扩展刀片出现故障，将无法在任何

启用了 FIPS 模式的已连接磁带机上执行加密操作。但仍可通过内部串

行通信收集磁带机日志并更新磁带机固件。

通过电缆连接 5U 库存机实

现以太网连接 12
在 5U 库存机中：

1 将库存机固件升级到 600 G 或更新版本。

2 将您要通过以太网连接的所有 HP LTO-5 FC 磁带机的固件版本更新为

符合 Scalar i500 库存机要求的 新版本（请参阅 Scalar i500 发行说明

中的合格固件等级）。

3 关闭库存机。

4 使用以太网电缆将磁带机连接到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的四个内部以

太网端口之一（请参阅图 62）。

5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注意：如果以太网扩展刀片或以太网连接出现故障且添加的磁带机启用

了 FIPS 模式，则在连接的磁带机上执行的所有加密操作（加

密、解密、密钥请求）均将失败。这些操作无法通过内部串行通

信自动继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联系 Quantum 支持部门尽

快更换以太网扩展刀片。

注：此图和后面的图仅显示了两根电缆，但除非您使用数据路径故

障切换，否则将仅使用一根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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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网
以太

L
内部

服

图 62  5U 库存机的以太网连接

安装以太网扩展刀片 12 以太网扩展刀片必须安装在扩展模块中的底部左侧垂直托架上。以太网扩

展刀片右侧的空托架必须盖上盖板。

所需设备 12

• 以太网扩展刀片

• 盖板

• 以太网电缆（每个要连接到以太网扩展刀片的磁带机需要一根），每

个以太网扩展刀片还需要一根，这样便可将 LCB 连接到安装以太网扩

展刀片的扩展模块上。

络的
网电缆

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从磁带机到 LCB 的
以太网电缆

到主机的光
纤通道电缆

电源线

CB 上的

以太网
端口

务端口 –
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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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工具 12

无

说明 12

1 将库存机固件升级到 600 G 或更新版本。

2 将所有 HP LTO-5 FC 磁带机的固件版本更新为符合 Scalar i500 库存机要

求的 新版本（请参阅 Scalar i500 发行说明中的合格固件等级）。

3 可选 —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中的详细说明）。

4 关闭库存机。

5 对于每个包含以太网扩展刀片的扩展模块，将一根标准以太网电缆从

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的四个内部以太网端口之一连接到要安装以太

网扩展模块的扩展模块底部右侧标有 “LOWER” 标记的以太网端

口。一共有两个端口，分别标记 “UPPER” 和 “LOWER”。由于

以太网扩展刀片必须安装到扩展模块的下部托架中，因此必须使用标

有 “LOWER” 的以太网端口。“LOWER”端口位于右侧。请参阅

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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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道

图 63  将库存机控制刀片通过以
太网连接到扩展模块

到网络的
以太网电缆

盖板

到主机
光纤通
电缆

通过以太网线连接到 LCB 的 
“LOWER” 端口

“UPPER” 端口。切勿

用于以太网扩展刀片。

到扩展模块的
以太网电缆

LCB 上的内部

以太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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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准备在库存机上安装以太网扩展刀片。以太网扩展刀片必须安装在扩

展模块的底部左侧托架上。

• 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卸下 FC I/O 刀片及其风扇刀片或为其重

新安排位置。有关详细的操作说明，请参阅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 拆下盖住两个底部左侧插槽的盖板。要拆下盖板，请先拆下固定盖

板的两个锁定螺丝，然后向外拉盖板。保存盖板以备将来使用。

7 从防静电袋中取出新的以太网扩展刀片。

8 向上并向外按，打开刀片各端的锁钩。保持以太网扩展刀片直立，使

其锁钩位于左侧，状态 LED 位于底部（请参阅图 64）。

图 64  以太网扩展刀片

锁钩，打开

状态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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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心地将以太网扩展刀片与托架中的导槽对齐。

10 均 按压刀片两端并将其滑入扩展模块，直至锁钩移向刀片中心。将

锁钩向刀片中心推，直至锁定位置。刀片锁定到位时，会感到刀片销

钉连接到扩展模块的背板。

11 观察以太网扩展刀片上的状态 LED蓝色 LED 应每 10 秒闪烁一次，表

示刀片已接通电源。绿色 LED 应每秒闪烁一次，表示刀片处理器正常

运行。琥珀色 LED 应熄灭。

12 在以太网扩展刀片右侧空托架上安装一个盖板。

注意：强行将刀片装入托架会造成销钉弯曲。

注意：如果未安装以太网扩展刀片旁的盖板，则会发生以太网

扩展刀片温度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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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安装以太网扩展刀片

13 通过电缆连接以太网扩展刀片（请参阅第 421 页上的通过电缆连接以

太网扩展刀片）。

14 接通库存机的电源。

锁钩，关闭

LED

以太网扩展刀片 盖板

双座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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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确定以太网扩展刀片的“就绪”状态：

• 观察以太网扩展刀片上的 LED。绿色 LED 应每秒闪烁一次，蓝色

LED 应每 10 秒闪烁一次，琥珀色 LED 应熄灭。

• 使用 Web 客户端：

a 选择 Tools（工具）> Diagnostics（诊断）进入库存机诊断。

b 此时会显示一条消息，提示进入诊断将断开所有其他具有相同或

较低权限的用户。

c 单击 OK（确定）同意注销所有其他用户。

d 显示诊断菜单栏。

e 选择 Drives（磁带机）> EE Blade Control（EE 刀片控制）。

f 此时会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若启用了 FIPS 则为以太网扩展刀片

通电会导致密钥交换失败。

g 单击 OK（确定）以继续。

h 显示 Diagnostics — Ethernet Expansion Blade Control（诊断 —
以太网扩展刀片控制）屏幕（请参阅第 424 页上的图 67）。

i  检查 Status（状态）列中的以太网扩展刀片状态，确保状态显示

为 “Ready”（就绪）。

16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库存机用户指南中的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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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缆连接以太网扩展

刀片 12
按如下所述，通过电缆连接库存机和以太网扩展刀片（请参阅第 422 页上

的图 66）。

• 在 14U 和更高的库存机中，建议不要将 HP LTO-5 FC 磁带机连接到

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而要使用普通以太网电缆将磁带机连接到以

太网扩展刀片。

• 以太网扩展刀片必须安装在扩展模块的底部左侧插槽中。以太网扩展

刀片旁边的盖板上必须盖上盖板。请参阅图 66。

• 对于每个包含以太网扩展刀片的扩展模块，一定将一根标准以太网线

从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的四个内部以太网端口之一连接到要安装以

太网扩展模块的扩展模块底部右侧标有 “LOWER” 标记的以太网端

口。一共有两个端口，分别标记 “UPPER” 和 “LOWER”。由于

以太网扩展刀片必须安装到扩展模块的下部托架中，因此必须使用标

有 “LOWER” 的端口。“LOWER”端口位于右侧。请参阅图 66。
在将以太网扩展刀片放到库存机中之前，必须先根据第 414 页上的安

装以太网扩展刀片 中的说明执行此操作。

• 连接到以太网扩展刀片的磁带机不得连接到 FC I/O 刀片。而要将其

连接到主机或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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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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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14U 或更高库存机中的
以太网连接

到网络的以太网电缆

盖板

有六个以太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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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电缆连接到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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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

通过以太网线连接到 LCB 的 
“LOWER” 端口

“UPPER” 端口。切勿

用于以太网扩展刀片。

电源线

电源线

LCB 上的内部

以太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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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移除或重新放置以太网

扩展刀片 12
将以太网扩展刀片装到库存机之后，库存机固件会对其进行监控。安装以

太网扩展刀片后，库存机会认为该刀片在每次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后都位

于同一个安装位置。

如果将以太网扩展刀片从库存机永久移除或在库存机内重新部署，则必须

对库存机固件进行配置，使其停止监控 EE 刀片。如果未执行此操作且库

存机继续监控已移除的 EE 刀片，则会生成 RAS 标签。

1 如果要永久性移除以太网扩展刀片，请在移除以太网扩展刀片前先在

所有连接以太网扩展刀片的磁带机上禁用 FIPS 模式。要禁用 FIPS 模
式，必须使用以太网连接磁带机才能重新配置磁带机。请参阅第 179
页上的在 HP LTO-5 磁带机上启用和禁用 FIPS。

2 按如下所述从库存机配置中移除以太网扩展刀片：

a 在库存机 Web 客户端上，选择 Tools（工具）> Diagnostics（诊
断）进入库存机诊断。

此时会显示一条消息，提示进入诊断将断开所有其他具有相同或
较低权限的用户。

b 单击 OK（确定）同意注销所有其他用户。

显示诊断菜单栏。

c 选择 Drives（磁带机）> EE Blade Control（EE 刀片控制）。

显示 Diagnostics — Ethernet Expansion Blade Control（诊断 —
以太网扩展刀片控制）屏幕（请参阅图 67）。

注：如果在同一个位置使用新以太网扩展刀片更换出现故障的以太网扩

展刀片，则无需配置库存机使其停止监控以太网扩展刀片（请参阅

第 425 页上的在相同位置更换以太网 扩展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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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以太网 27
以太网扩展刀片控制

d 单击要移除的以太网扩展刀片所对应的 Remove（移除）按钮。

3 单击 OK（确定）继续或 Cancel（取消）取消操作且不移除以太网扩

展刀片。

4 断开以太网扩展刀片上的以太网电缆。

5 将锁钩抬出锁定位置并向上推（请参阅第 417 页上的图 64）。会感到

刀片与库存机背板脱离。

6 继续抬高锁钩直到以太网扩展刀片完全脱离背板。

7 将以太网扩展刀片滑出托架。

8 从以太网扩展刀片右侧空托架上拆下盖板。在两个托架上安装原来的

双座盖板。这是散热和防尘的必需部件。如果需要盖板，可以联系

Quantum。

9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库存机用户指南中的操作说明）。

注：若启用了 FIPS，移除以太网扩展刀片可能会导致密钥交换

失败。屏幕会显示关于失败的警告消息，并要求您确认是

否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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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位置更换以太网

扩展刀片 12
如果您要在相同位置更换以太网扩展刀片，无需像永久移除时那样通过

Web 客户端执行“移除”操作。

1 断开以太网扩展刀片上的以太网电缆。

2 将锁钩抬出锁定位置并向上推（请参阅第 417 页上的图 64）。会感到

刀片与库存机背板脱离。

3 继续抬高锁钩直到以太网扩展刀片完全脱离库存机背板。

4 将以太网扩展刀片滑出托架。

5 安装新的以太网扩展刀片（请参阅第 414 页上的安装以太网扩展刀片）。

6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库存机用户指南中的操作说明）。

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以太网

扩展刀片 12
管理员可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库存机中的单个以太网扩展刀片。您可能需

要在故障诊断时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单个以太网扩展刀片，例如解决可靠

性、稳定性和适用性 (RAS) 标签时。只能从 Web 客户端关闭电源并重新

启动以太网扩展刀片。

要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以太网扩展刀片：

1 从 Web 客户端上，选择 Tools（工具）> Diagnostics（诊断）进入库

存机诊断。

此时会显示一条消息，提示进入诊断将断开所有其他具有相同或较低

权限的用户。

2 单击 OK（确定）同意注销所有其他用户。

显示诊断菜单栏。

3 选择 Drives（磁带机）> EE Blade Control（EE 刀片控制）。

4 单击 OK（确定）以继续。

显示 Diagnostics — Ethernet Expansion Blade Control（诊断 — 以
太网扩展刀片控制）屏幕（请参阅第 424 页上的图 67）。

5 单击要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的以太网扩展刀片所对应的 Cycle（循环）

按钮。

大约需要 1 分钟才能完成以太网扩展刀片的重启。重启时会显示“正

在启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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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以太网连接 12 Web 客户端上有两个可告诉您磁带机是否通过以太网（通过以太网扩展刀

片或直接连接到库存机控制刀片）连接的位置。这两个位置为：

• Tools（工具）> Drive Operations（磁带机操作）> Update tape drive
firmware using a firmware image file（使用固件映像文件更新磁带机

固件）

• Tools（工具）> Drive Operations（磁带机操作）> Retrieve Tape Drive
Log（检索磁带机日志）

这两个屏幕中的磁带机表均有一个 Ethernet Connected（已连接以太网）

列。如果磁带机通过以太网连接，则该列将显示磁带机的 IP 地址。如果磁

带机可使用以太网但未连接，则该列显示 “No”（否）。如果磁带机无

法使用以太网，该列显示 “N/A”（不适用）。

您还可在库存机系统信息报告中查看位置坐标和以太网扩展刀片状态：

• Reports（报告）> System Information（系统信息）

以太网扩展刀片状态 LED12 以太网扩展刀片的状态 LED 位于 ETH 6 下方以太网扩展刀片的底部（请

参阅第 427 页上的图 68）。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426



第 12 章  安装、卸下和更换
磁带机以太网连接和以太网扩展刀片
图 68  以太网扩展刀片 LED

以太网扩展刀片状态 LED

    — 左 = 蓝色

    — 中 = 琥珀色

    — 右 = 绿色

端口 LED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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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以太网扩展刀片状态 
LED 说明

表 13   以太网扩展刀片以太网
端口 LED 状态说明

LED 颜色 表示 刀片状态

绿色 处理器状态。 • 稳定熄灭 — 刀片主处理器未运行 （或刀片正在启动）。

• 稳定亮起 — 刀片主处理器未运行。

• 每秒闪烁 1 次 (1 Hz) — 正常。

琥珀色 运行状态 • 稳定熄灭 — 正常。

• 稳定亮起 — 故障或刀片正在自动平级。

如果蓝色 LED 每 10 秒闪烁一次，则表示正常状态。每个刀片的自动

平级需要约 3 分钟，刀片将顺序自动平级。除非琥珀色 LED 指示灯稳

定亮起至少 10 分钟，否则一定不要移除刀片。

蓝色 电源控制状态 • 稳定熄灭 — 刀片未接通电源。

• 稳定亮起 — 刀片未运行。

• 每秒闪烁 1 次 (1 Hz) — 电源关。可移除。

• 每秒闪烁 10 次 （闪亮） — 正常。刀片通电。

LED 颜色 刀片状态

绿色 • 稳定亮起 — 建立链接；可通过以太网端口发送或接收数据。

• 稳定熄灭 — 未建立链接；不可通过以太网端口发送或接收数据。

琥珀色 • 不规则闪烁 — 正在通过以太网端口传输数据。

• 稳定熄灭 — 无正在通过以太网端口传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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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移动或运输库存机

在移动或运输库存机之前，请遵守以下步骤：

1 保存库存机配置（请参阅第 439 页上的保存库存机配置）。

2 使用本地操作员面板关闭库存机（Operations（操作）> System Shutdown

（系统关闭））。这将把机械手降低至库存机底板上的“运输”位置。

3 以下是有关操作员面板的说明。

4 通过按下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关闭库存机电源。

5 关闭库存机后面的所有电源。

6 安装橙色机械手束缚装配件以便将机械手固定到库存机底板上。机械

手束缚装配件是库存机原装包的一部分。

7 从库存机后面取下所有电线和电缆。

8 从库存机上卸下所有磁带盒。

注意： 移动库存机时：完整或部分卸载时均需要制造商提供的原装或购

买的包装。必须安装橙色的机械手束缚装配件以免损坏机械手。

推荐使用原装运输箱和包装材料以便在运输过程中进一步保护您

的库存机。不使用必需包装可能会使支持合同失效。对设备造成

的任何损坏需要重新认证或需要 Quantum 进行任何修理，或需

要采取这两项措施。Quantum 提供拆卸服务。详细信息请联系

Quantum 授权销售商或当地 Quantum 代表。

注意： 当运输库存机时：使用库存机原装运输箱、包装材料以及橙色机

械手束缚装配件。这将有助于避免损坏库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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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从库存机上卸下磁带机以便降低提升模块时的重量。

10 如果采用机架安装，请一次从机架卸下一个模块。保留架装硬件和托

板，以便在新的位置使用。

11 将模块放置在运输箱的底部。

12 重新将磁带机安装到模块中。

13 完成包装。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拆开包装说明。

警告：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盒或电源的情况下，控制模块的重量
大约 60 磅（27.2 千克）。扩展模块在不包括磁带机、磁带
盒或电源的情况下重量超过 65 磅（29.5 千克）。

为了避免造成严重伤害，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安全地抬起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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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故障排除

Scalar i500 库存机包含先进的系统监控和报警机制，可向您通知库存机的状

态和问题。它可以向您提供有关各种库存机子系统和组件的状态信息，还

可以通知您检测到的问题，并在问题妨碍备份前指导您进行诊断和纠正。

本章介绍

• 关于 RAS 标签

• 捕获库存机信息的快照

• 保存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库存机配置记录

• 保存和恢复库存机配置

• 针对“Library Not Ready”（库存机未就绪）消息排除故障

• 发现重复的设备

• 发现重复的介质更换器设备

• 识别磁带机

• 检索磁带机日志

• 检索磁带机滑轨日志

• 识别光纤通道 I/O 刀片

• 永久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

• 重设光纤通道 I/O 刀片端口

• 查看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命令历史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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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知识库
• 解释 LED

• 使用安装验证测试

• 配置内部网络

• 库存机诊断

• 磁带机诊断Drive Tests（磁带机测试）Media Tests（介质测试）

以太网扩展刀片控制

• 机械手诊断

Quantum 知识库

Quantum 为各种产品保存了常见问题、故障排除提示和服务通告的动态

列表。要访问知识库，请转到 Quantum 支持网站并单击 Knowledge Base

（知识库）：

http://www.quantum.com/ServiceandSupport/Index.aspx。

关于 RAS 标签

Scalar i500 库存机使用问题检测、报告以及通知等先进技术在出现问题时

及时向您报警。库存机执行多次自我测试，以监视库存机的温度、电压和

电流以及标准库存机操作。每次打开库存机时，以及库存机空闲时的正常

操作期间都会执行这些自我测试。

如果自我测试检测到问题，库存机会生成一个可靠性、可用性及适用性

(RAS) 标签，指出可能导致问题的组件。库存机的发光二极管 (LED) 也可

能会发亮或熄灭，并通过闪烁来表示异常状态。如果问题不严重，库存机

会继续向所有未受影响的分区提供全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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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 标签有三种优先级别：

• 低— 参考信息。表明具有调查和修正担保的库存机存在异常情况，但

此情况在本质上对操作只有很小的影响或没有影响。

• 高 — 警告消息。表明库存机内存在影响系统性能、冗余或特定主机应

用程序的情况。虽然可能有应用程序出现故障并需要重启，但在没有

立即采取修正措施的情况下仍可继续进行一般库存机操作。用户应立

即调查情况并尽快纠正问题。

• 紧急 — 关键问题。表明库存机内发生故障或存在严重情况，需要立即

采取修正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硬件组件的功能达不到可接受水平

或已发生故障。要求备份或恢复的一般库存机操作或无法进行，或高

度不可靠。

可能的话，RAS 标签也会提供解决问题的说明。您可在操作员面板和Web
客户端上查看 RAS 标签。如果您对提供的说明有疑问，则可以访问库存

机的联机帮助系统。要访问联机帮助系统，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

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通常您可以自行解决简单的问题，但是如果问题复杂或涉及现场可更换部

件 (FRU)，则您需要直接与维护人员联系。只有合格的维护技术人员才可

以维修 FRU。

 

查看 RAS 标签 13 从操作员面板和Web 客户端的Tools（工具）菜单上选择 All RAS Tickets

（所有 RAS 标签）打开 All RAS Tickets（所有 RAS 标签）屏幕，从 新事件

开始按事件发生顺序显示 RAS 标签。

列表中包含了 RAS 标签所捕获错误情况的简要描述。All RAS Tickets（所

有 RAS 标签）屏幕可用于查看 RAS 标签详情并导航至标签解决信息。如果

您想请求技术支持，Ticket Details（标签详情）和 Ticket Resolve（标签解

决）窗口将提供在线维护请求网站的链接。

注意：库存机进行清点时，请勿使用 RAS 标签，否则会导致清点误差，

例如丢失磁带盒。

注：Last Occurrence（上次发生时间）表明标签事件上次发生的时间。

事件再次发生时将随时更新此信息。如果打开、关闭或完成 RAS
标签，则 Last Occurrence（上次发生时间）不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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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RAS 标签的初始状态均为 Unopened（未打开）。当管理用户在 All

RAS Tickets（所有 RAS 标签）屏幕选择 Resolve（解决）按钮查看标签时，

其状态将变为 Opened（开启）。当用户关闭标签后，其状态则改为 Closed
（已关闭）。您既可以在操作员面板上也可以在 Web 客户端查看已打开

和未打开的标签，但只能在 Web 客户端上查看已关闭的标签 。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All RAS Tickets（所有 RAS 标签）。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Tools（工具）> All RAS Tickets（所有 RAS 

标签）。

解决和关闭 RAS 标签 13 管理员可解决某些 RAS 标签。其他标签问题则必须由维修人员解决。每

人每次只能解决一个标签问题。但是多个用户可以同时查看标签的详细信

息。如果您的 Web 客户端会话在解决 RAS 标签时停止，则继续解决 RAS
标签（从 Web 客户端或控制面板）之前必须等待 3 分钟。

1 登录到 Web 客户端。

2 从 Tools（工具）菜单中选择 All RAS Tickets（所有 RAS 标签）。

显示 Tools — All RAS Tickets（工具 — 所有 RAS 标签）屏幕。

3 确定要解决其问题的 RAS 标签。

4 单击 Resolve（解决）。

显示 Ticket Resolution（标签解决）窗口。此窗口包含有关如何解决标

签的信息。

5 查看说明。

注意：按下 Close All Tickets（关闭所有标签）按钮时请当心。此操作将

关闭所有 RAS 标签，即使它们是未决标签。建议查看、分析并

单独关闭每个 RAS 标签。

注：您可以使用屏幕底部的 Go to RAS Ticket（转到 RAS 标签）文本

框找到特定的 RAS 标签号。此外，如果 RAS 标签不止一页，

可以使用 Page 1 of x（第 1 页，共 x 页）箭头查看其他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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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a 要立即关闭标签，请单击 Close（关闭）。

显示 Tools — All RAS Tickets（工具 — 所有 RAS 标签）窗口，但列
表中不再显示 RAS 标签。任务完成，RAS 标签问题得到解决。

b 要将标签保持在开启状态以便将来排除故障，请单击 Exit（退出）。
然后您可执行解决相关的 RAS 标签所需的诊断步骤。

如果您想请求技术支持，标签 Resolve（解决）窗口将提供在线维护请求

网站的链接。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All RAS Tickets（所有 RAS 标签）。

自动关闭 RAS 标签 13 当您重新引导库存机时，库存机将关闭所有当前打开的 RAS 标签。如果

重新引导时发生错误，库存机将发出新标签。

只会在您通过重新引导库存机、关闭库存机或升级库存机固件故意开始重

新引导时，出现自动标签关闭。如果库存机意外关闭或电源被拔出，不会

发生自动标签关闭。

您随时可在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All RAS Tickets（所有 RAS 标

签）并单击 Include Closed Tickets（包含关闭的标签）复选框查看关闭的标

签。自动关闭的标签显示有“Canceled”（已取消）标记。

自动标签关闭是默认启用的。您可从操作员面板启用或禁用此功能。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注：要显示所有已关闭的标签，请选择屏幕底部的 Include Closed

Tickets（包含关闭的标签）复选框。此操作将刷新 Tools — All RAS

Tickets（工具 — 所有 RAS 标签）屏幕，所有已关闭的 RAS 标签将

不能再使用 Resolve（解决）按钮。

注意：按下 Close All Tickets（关闭所有标签）按钮时请当心。此操作将

关闭所有 RAS 标签，即使它们是未决标签。建议查看、分析并

单独关闭每个 RAS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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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库存机信息的快照

技术支持人员可能会要求您执行捕获快照操作，以便他们能更好地诊断问

题。Capture Snapshot（捕获快照）操作可以捕获有关整个库存机的详细信

息，并将这些信息收集到单个 ASCII 文件中，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技

术支持人员。

记录的信息包含库存机组件的配置数据、状态信息以及跟踪日志。跟踪日

志收集问题数据，并给支持人员提供帮助排除故障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库存

机信息。

您既可以从操作员面板也可以从 Web 客户端上通过电子邮件传送捕获快

照。在 Web 客户端上，还可以将捕获快照文件下载到计算机中。您不能

从库存机操作员面板下载捕获快照文件，而且不能从 Web 客户端或操作

员面板打印捕获快照文件。

根据库存机配置以及您的连接速度，保存捕获快照文件大约需要 30 分
钟。生成的文件可能会很大。您的防火墙文件大小限制可能会阻止您用电

子邮件对该文件进行传送。

在Web 客户端上，确保库存机电子-邮件账户已正确配置，然后再从库存

机发送快照电子邮件。如果未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地址，则会出现错

误。有关设置电子邮件帐户的信息，请参阅第 82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电子

邮件帐户。

您可配置库存机自动将库存机快照文件附加到特定 RAS 标签电子邮件通

知上（请参阅第 82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如果库存机正在

自动捕获快照，则自动捕获快照结束之前您将无法使用 Web 客户端手动

捕获快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请等待 10 分钟

后再重试。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中选择 Tools（工具）> Capture Snapshot（捕获快照）。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Tools（工具）> Capture Snapshot（捕获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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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机配置记录是包含库存机配置详细信息的文本文件。配置记录可以保

存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特定的电子邮件地址。库存机中的信息。配置记

录包括：

• 产品信息 — 供应商、型号、产品 ID、产品版本（库存机固件版本）和

序列号。

• 按容量所需　(COD) 授权信息 — 授权插槽和过期日期。

• 模块信息 — 供应商、模块类型、模块序列号和模块位置坐标。

• 磁带机信息：

• SCSI 磁带机 — 分区名称、分区中磁带机的数量、磁带机位置、SCSI
元件地址、联机状态、活动状态、就绪状态、供应商、型号、序

列号、磁带机固件版本、磁带机类型、逻辑序列号、接口类型、

SCSI ID 和 LUN。

• 光纤通道 (FC) 磁带机 — 分区名称、分区中磁带机的数量、磁带

机位置、SCSI 元件地址、联机状态、活动状态、就绪状态、供应

商、型号、序列号、磁带机固件版本、磁带机类型、逻辑序列号、

接口类型、全球通用节点名称 (WWNN) 回路 ID、拓扑、速度和

实际速度。

• 串行连接 SCSI (SAS) 磁带机 — 分区名称、分区中磁带机的数量、

磁带机位置、SCSI 元件地址、接口类型、磁带机类型、就绪状

态、联机状态、条形码、介质类型、元件地址、供应商、型号、

物理序列号、逻辑序列号、SCSI ID、固件级别、控制路径状态。

• I/O 刀片信息 — 刀片数、刀片 ID、位置坐标、序列号、WWNN、

固件版本和控制 LUN。

• 分区信息 — 分区数、清洁插槽数、未分配插槽数、导入/导出 (I/E)
插槽数、I/E 手动分配设置、分区名称、插槽数、磁带机数量和磁

带盒数量。

注：如果光纤通道磁带机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WWNN
会指示 I/O 刀片的 WWNN，而不是磁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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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ing the 
Configuration Record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配置
记录） 13

管理员可以使用 Web 客户端上的 Tools — E-mail Configuration Record（工

具 — 电子邮件配置记录）屏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库存机配置记录。

请勿在 Tools — E-mail Configuration Record（工具 — 电子邮件配置记录）屏幕

的  E-mail Address（电子邮件地址）文本框中输入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如果需

要向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发送配置记录，请为每个电子邮件地址重复此步骤。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配置记录前，必须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有关设置

电子邮件帐户的信息，请参阅第 82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库存机配置记录。打开相应屏幕的路

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选择Tools（工具）>E-mail Configuration Record

（电子邮件配置记录）。

保存配置记录 13 管理员可以使用 Web 客户端上的 Tools — Save Configuration Record（工具 —

保存配置记录）屏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库存机配置记录。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保存库存机配置记录。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Save Configuration Record

（保存配置记录）。

保存和恢复库存机配置

库存机有许多可配置项，例如磁带机 ID、分区、用户帐户、导入/导出

(I/E) 站和清洁插槽。如果硬件出现故障或固件需要升级，则可以使用保

存和恢复操作将库存机的可配置项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注：卸下或更换控制模块或扩展模块后，不能恢复已保存的配置。卸下

和/或更换模块后，保存库存机配置，以便将来使用。

注：如果多个管理员从不同的位置登录，则他们不能同时执行保存和恢

复操作。当其他管理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您可以访问屏幕，

但不能应用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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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库存机配置 13

该操作可保存当前的库存机配置和库存机固件。请在已知库存机配置处于

正常工作状态时，对其进行保存。如果硬件出现故障，则可以在维修硬件

后使用保存的配置恢复其配置。在开始固件升级之前，应先保存库存机配

置。之后，您就可以选择在升级成功或失败后恢复配置。

Save/Restore Configuration（保存/恢复配置）操作只能在 Web 客户端

上使用。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为：

•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Save/Restore Configuration

（保存/恢复配置）。

恢复库存机配置和库存机

固件 13
您可以使用保存的配置文件将库存机的配置项目恢复到以前状态。如果自

上次保存配置以来更新了库存机固件，库存机会自动将库存机固件恢复到

保存配置时的版本。

您还可以使用 Tools（工具）> Update Library Firmware（更新库存机固件）

命令将库存机固件降级到早期版本。请注意，除网络设置、日期和时间以

及授权密钥之外，所有当前的库存机配置信息在恢复操作后都会丢失。您

可以利用在库存机中安装早期版本库存机固件时保存的配置文件来恢复其

他可配置项，也可以重新配置库存机设置。

Configuration（配置）操作只能在 Web 客户端上使用。打开相应屏幕的

路径为：

• 您可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Save/Restore Configuration

（保存/恢复配置）。

注意：在修改可配置项后和升级固件前一定要保存库存机配置。这样，

可根据需要恢复至 近的设置。

注：配置文件必须与当前库存机上安装的固件版本相同或更早。您不能

恢复使用较新固件版本创建的配置文件。

注：如果您的库存机运行的固件版本为 600G 或更新，您只能恢复保存

的使用 410G 或更新版本固件创建的配置。如果您要恢复使用 410
G 之前的固件版本创建的配置，请联系 Quantum 支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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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Library Not Ready”（库存机未就绪）消息排除故障

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分别包括公司徽标、产品名和三个主导航按钮

Home（主页）、Help（帮助）和 Logout（退出）的标题。此外，该标题中

的消息会在库存机未就绪时进行警告提示。（库存机准备好时该标题不显

示消息。）

当库存机机械手尚未准备好执行库存机功能时，操作员面板将以固定的时

间间隔闪烁 LIBRARY NOT READY（库存机尚未就绪）信息。要查看库存机

状态的详情，可以选择 Tools（工具）>  About Library（关于库存机）。

About Library（关于库存机）屏幕上的 State（状态）字段将显示 Not ready

（未就绪），并在适用时显示简要说明。例如，如果库存机门打开，State

（状态）字段将显示：Not ready, door is open（未就绪，门打开）。

Web 客户端中的标题也会在库存机未就绪时警告用户。例如，如果库存机

门打开，标题将显示以下消息：Library’s door is open（库存机门已打开）。

在以下情况下，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的标题中将出现“Library Not
Ready”（库存机未就绪）消息：

• 机械手正在进行校准。当机械手完成校准后，将不再显示“Library Not
Ready”（库存机未就绪）消息。

• 机械手无法校准。例如，基准标签丢失，造成机械手无法校准。

• 机械手需要手动干预。例如，拾取装置含有无法卸载的磁带。

• 库存机门打开。如果门打开，机械手将无法运行。

• 如果不属于以上情况，但是库存机仍然未准备好运行，标题将会显示

“Library Not Ready”（库存机未就绪）消息而不提供任何详细信

息。如果库存机进入“未就绪”状态，库存机会生成一个 RAS 标签。

RAS 标签会提供信息以帮助解决问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33
页上的查看 RAS 标签。

“Library Not Ready”（库存机未就绪）消息将继续显示在标题和 About

Library（关于库存机）屏幕上，直到问题得到解决且机械手完成其校准。

 

注：在刷新浏览器之前，您不会看到 Web 客户端中的“Library Not
Ready”（库存机未就绪）消息。同样，即使问题已解决，在刷新

浏览器之前，“Library Not Ready”（库存机未就绪）消息也不

会从 Web 客户端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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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重复的设备

如果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两个目标端口（端口 1 和端口 2 ）连接到相同

的主机，或者如果多台主机连接到一个目标端口，则您可能会看到所有重

复的设备连接到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初始端口（端口 3 – 6）。为避免发生

这种情况，可以执行以下任何一种（或两种）操作：

• 如果只有一个主机连接到目标端口，可以使用通道分区告诉目标端口

查看哪些设备（请参阅第 99 页上的配置 FC I/O 刀片通道分区）。

•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主机连接到目标端口，可以使用主机映射告诉各个

主机查看哪些设备（请参阅第 104 页上的配置主机映射）。

发现重复的介质更换器设备

可能会看到一个或多个介质更换器设备（分区）被多次找到。有关为何发

生这种情况的信息，请参阅第 98 页上的用于介质更换器的 FC I/O 刀片内

部虚拟端口。

为防止发生这种情况，请执行以下操作：

• 确保主机映射已启用（请参阅第 101 页上的启用/禁用 FC 主机映射）。

• 为每个介质更换器分配唯一的 LUN，并将每个介质更换器映射到适当

的主机（请参阅第 104 页上的配置主机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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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磁带机

可以使用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用户界面查看有关库存机中安装的所

有磁带机的信息。此外，可以在所选分区中识别磁带机，包括控制路径磁

带机。Web 客户端也可用来识别未分配给特定分区的磁带机。在 Web 客
户端上，只能识别处于就绪状态的磁带机。

操作员面板 Drive Information（磁带机信息）屏幕列出各个磁带机的以下

信息：

• 控制路径磁带机状态 — 是/否

• 供应商

• 型号

• 类型

• 序列号

• 磁带机固件版本

• 滑轨引导版本

• 滑轨应用程序版本

• 模式状态 — 联机/脱机、就绪/未就绪

• 装载状态 — 已卸载/已装载

• SCSI 磁带机的 SCSI ID

• 光纤通道 (FC) 磁带机的全球通用节点名称 (WWNN)

• SAS 磁带机的 SAS 地址

Web 客户端 Identify Drives（识别磁带机）屏幕列出每台磁带机的以下信息：

• 位置坐标

• 模式状态 — 联机/脱机

• 状态 — 就绪/未就绪

• 磁带机类型

• 协议

• 控制路径磁带机状态 —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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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

• 物理序列号 (P-SN)

• 逻辑序列号 (L-SN)

• 磁带机固件版本

在操作员面板 Drive Information（磁带机信息）屏幕上，您可以通过磁带机

背面闪烁的绿色发光二极管 (LED) 识别分配到选定分区的磁带机，以及该

分区的控制路径磁带机。

• 使用 Identify All（识别全部）按钮可使分配给分区的磁带机背面的绿色

LED 闪烁。这些 LED 每秒钟闪烁 10 次，共持续一分钟。

• 使用 Identify Ctrl Path（识别控制路径）按钮可使分区的控制路径磁带机

背面的绿色 LED 闪烁。控制路径磁带机用来将各个分区连接到主机应

用程序。当您连接库存机的电缆或排除磁带机的库存机控制路径故障

时，可使用该按钮。这些绿色 LED 每秒钟闪烁 10 次，共持续一分钟。

在 Web 客户端 Identify Drives（识别磁带机）屏幕上，通过处于就绪状态的

磁带机背面的闪烁绿色 LED，可确定分配给特定分区的磁带机、所有未分

配磁带机和用于每个分区的控制路径磁带机。

• 使用 Identify All（识别全部）按钮可使选定磁带机背面的 LED 闪烁。

只有当磁带机处于就绪状态时，LED 才会闪烁。如果已选择了特定的

分区，或只配置了某个分区，则所有该分区中的磁带机上的绿色 LED
都将会闪烁。如果已选定 Unassigned（未分配），则所有未分配磁带

机上的绿色 LED 将闪烁。如果选定 All（全部），则安装在库存机中所

有磁带机上的绿色 LED 都将闪烁。

• 单击 Identify Control Path（识别控制路径）将使一个或多个控制路径磁

带机背面的 LED 闪烁。只有当磁带机处于就绪状态时，LED 才会闪

烁。控制路径磁带机用来将各个分区连接到主机应用程序。当您连接

库存机的电缆或排除磁带机的库存机控制路径故障时，可使用该按

钮。如果已经选择了一个分区，则该分区的控制路径磁带机上的绿色

LED 将会闪烁。如果选定 All（全部），所有就绪控制路径磁带机上的

绿色 LED 都将闪烁。

注：可对表格中的粗体列标题进行排序。例如，如果选择 Location（位

置）列标题，将按照位置坐标进行排序。

注：使用光纤通道 I/O 刀片将磁带机连接到主机应用程序的分区没

有控制路径磁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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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Identify Drives（识别磁带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 >（工具）Drive Info（磁带机信息）。

检索磁带机日志

管理员可以使用 Web 客户端检索磁带机日志。磁带机日志信息有助于对

库存机和磁带机的问题进行故障排除。您可以使用 Retrieve Drive Log（检

索磁带机日志）屏幕选择适当的磁带机。

有关检索磁带机日志文件的详细信息包括：

• 由于日志检索过程需要多达 30 分钟，因此磁带机和相关分区会自动在

运行期间脱机，并在操作完成后恢复联机。您将被提示确认是否要将

磁带机和分区脱机。

• 磁带机日志遵守以下命名规范：UDS_ID_SN.dmp，其中 ID 表示库存机

中磁带机的坐标位置，而 SN 表示磁带机的序列号。

• 可以选择要检索日志的磁带机接口类型（SCSI、SAS 或 FC）。

有关详细的逐步说明，请参阅您的库存机联机帮助。要访问联机帮助系

统，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检索磁带机日志。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Drive Operations（磁带机操作）。

注：可对表格中的粗体列标题进行排序。例如，如果选择 Location（位

置）列标题，将按照位置坐标进行排序。

注：如果此操作未成功完成，则分区将保持脱机直到您手动重

新联机或重启库存机（请参阅第 68 页上的将分区转入联机

或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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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磁带机滑轨日志

管理员可以检索磁带机滑轨日志。磁带机滑轨日志信息可用于帮助排除库

存机、磁带机滑轨和磁带机问题。您可以使用 Retrieve Drive Sled Log（检

索磁带机滑轨日志）屏幕来选择适当的磁带机滑轨。

有关检索磁带机滑轨日志文件的详细信息包括：

• 磁带机滑轨日志遵守以下命名规范：UDS_ID_SN.LOG，其中 ID 表示库

存机中磁带机滑轨的坐标位置，而 SN 表示磁带机滑轨的序列号。

• 可以选择要检索日志的磁带机滑轨的接口类型（SCSI、SAS 或 FC）。

• Save（保存）对话框允许您指定保存磁带机滑轨日志文件的位置。

有关详细的分步说明，请参阅您的库存机联机帮助。要访问联机帮助系

统，请单击 Web 客户端或操作员面板用户界面右上方 Help（帮助）图标。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检索磁带机滑轨日志。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Drive Operations（磁带机操作）。

识别光纤通道 I/O 刀片

管理员可以让所选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绿色 LED 闪烁，从而确认 I/O
刀片在库存机中的物理位置。执行此刀片操作后，转到库存机背面并识别

光纤通道 I/O 刀片底部快速闪烁 LED 的 I/O 刀片。LED 将会闪烁一分钟。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Blade Control

（刀片控制）。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I/O Blades（I/O 刀片）> Blade

Control（刀片控制）> Identify Blade（识别刀片）。

注：可对表格中的粗体列标题进行排序。例如，如果选择 Location（位

置）列标题，将按照位置坐标进行排序。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445



第 13 章  故障排除
永久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
永久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

将所有光纤通道 I/O 刀片装到库存机之后，库存机固件会进行监控。安装

FC I/O 刀片后，库存机认为该刀片在每次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后都位于

同一安装位置。

如果光纤通道 I/O 刀片从库存机重新部署或永久性删除，则库存机固件必

须配置为停止监控刀片。管理员可以通过选择光纤通道 I/O 刀片执行此操

作，并在 Setup — FC I/O Blade Control（设置 — FC I/O 刀片控制）屏幕执行

删除刀片操作。如果未完成此操作且库存机继续监控已删除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则会生成 RAS 标签。

如果使用新刀片更换故障刀片，则不需要配置库存机停止监控光纤通道

I/O 刀片。有关如何卸下和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说明，请参阅第 399
页上的添加、卸下和更换光纤通道 I/O 刀片。

执行卸下刀片操作会造成临时失去与所连主机的通信。屏幕会显示有关通

信丢失的警告消息，并要求您确认是否继续。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FC

I/O Blade Control（FC I/O 刀片控制）。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FC

I/O Blade Control（FC I/O 刀片控制）> Remove Blade（删除刀片）。

注：永久性卸下光纤通道 I/O 刀片前，请验证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位

置。请参见第 445 页上的识别光纤通道 I/O 刀片。

注：从不同位置登录的多个管理员不应同时执行此项操作。当其他管理

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可以访问相应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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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设光纤通道 I/O 刀片端口

管理员可以重设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各个端口。重设这些端口有助于对

光纤通道 I/O 刀片问题进行故障排除。Setup — Blade Control（设置 — 刀

片控制）屏幕允许对选定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端口执行重设端口操作。

重设光纤通道 I/O 刀片端口将导致暂时丢失与连接主机间的通信。屏幕会

显示有关通信丢失的警告消息，并要求您确认是否继续。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FC

I/O Blade Control（FC I/O 刀片控制）。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Setup（设置）> FC I/O Blades（FC I/O 刀片）> FC

I/O Blade Control（FC I/O 刀片控制）> Reset Port（重置端口）。

查看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命令历史日志

安装完光纤通道 I/O 刀片后，管理员可以使用 Command History Log（命

令历史记录）屏幕查看 近与外部可编址库存机设备、控制器 LUN、分区

和磁带机相关的命令和响应活动。此信息可以帮助找出问题根源，比如库

存机设备或主机应用程序。

您可以选择库存机中任何已配置的光纤通道 I/O 刀片，并显示相关库存机

设备的列表。对于每个设备，可以查看命令历史日志。还可以选择将命令

历史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特定的电子邮件地址。日志作为文本文件附加到

电子邮件中。

注：从不同位置登录的多个管理员不应同时执行此项操作。当其他管理

员正在执行相同的操作时，可以访问相应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

更改。

注：重设光纤通道 I/O 刀片端口之前，请验证光纤通道 I/O 刀片的位

置。请参见第 445 页上的识别光纤通道 I/O 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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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命令历史日志前，必须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有关

设置电子邮件帐户的信息，请参阅第 82 页上的配置库存机电子邮件帐户

（在 配置库存机 中）。

您不能从 Web 客户端查看命令历史记录。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 Command History Log（命令历史

记录）。

解释 LED

LED 提供关于某些库存机组件状态的直观指示。LED 有时能够显示 RAS
标签无法显示的问题。例如，LED 可以显示会阻止库存机生成 RAS 标签

的固件问题。

带有 LED 的库存机组件如下：

• 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 光纤通道 I/O 刀片

• FC I/O 风扇刀片

• 以太网扩展刀片

• 磁带机

• 电源

其中的某些组件可能还包含光纤端口链路 LED。

刀片状态 LED 13 本节介绍以下状态 LED：

• 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

• 光纤通道 I/O 刀片

• FC I/O 风扇刀片

• 以太网扩展刀片

图 69 显示刀片 LED 的位置。使用表 14 解读 LED 的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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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刀片 LED 的位置

库存机控制刀片 光纤通道 I/O 刀片和风扇刀片 以太网扩展刀片

库存机
控制刀片
状态 LED

FC I/O 刀片
状态 LED

光纤通道 I/O 风扇
刀片 LED

端口链

接
LED

Ethernet

（以太网）

端口 LED

以太网扩展刀片状态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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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刀片 状态 LED

LED 颜色 表示 刀片状态

绿色 库存机应用代

码/刀片处理

器状态

• 每秒闪烁 1 次— 正常工作。

• 稳定发亮 — 未运行。

• 稳定熄灭 — 未运行（或刀片正在重启）。

• 稳定发亮 3 秒钟然后闪烁 2 次（仅 FC I/O 刀片）— 正在下载刀片

固件。

• 每秒闪烁 10 次（仅 FC I/O 刀片）— 识别模式（按用户请求与其他刀

片进行区别，请参阅第 445 页上的识别光纤通道 I/O 刀片）。

琥珀色 运行状态 • 稳定熄灭 — 正常工作。

• 每秒闪烁一次（仅 LCB）— 库存机应用程序代码未运行或当前小型闪

存卡正在进行固件升级/降级。

• 稳定发亮 —

• LCB — 故障或刀片正在启动或新小型闪存卡正在进行初次固件更新。

如果稳定发亮起超过 10 分钟，则 LCB 可能需要更换。

• FC I/O 刀片 — 故障或刀片正在启动或刀片固件正在自动平级。

• FC I/O 风扇刀片 — 可能有一个或多个问题，包括：风扇速度太高或

太低；温度太高；风扇速度传感器有故障；或有电源控制问题。

• 以太网扩展刀片— 故障或刀片正在启动。

注：大部分情况下稳定发亮表示有故障；但如果同时蓝色 LED 每 10
秒闪烁一次，则稳定发亮的琥珀 LED 在短时间内可能表示正常情

况。每个刀片的自动平级需要约 3 分钟，刀片将顺序自动平级。永

远不要在琥珀色 LED 灯稳定发亮时移除刀片，除非该指示灯持续稳

定发亮至少 10 分钟。永远不要在库存机通电时移除 L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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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片端口 LED 13 本节说明刀片端口 LED。

LCB 以太网端口 LED 13

以太网集线器端口 LED 位于端口上方。使用 表 15 解读 LCB 上的以太网

集线器链路活动。

表 15   LCB 以太网集线器链路
活动

蓝色 电源控制状态 • 每秒闪烁 10 次— 正常。刀片通电。

• 稳定发亮 —

• LCB — 故障情况。删除或更换 LCB 前关闭库存机。

• FC I/O 刀片—切换模式：准备移除或更换刀片。

• 以太网扩展刀片—刀片未运行。

• 稳定熄灭 — 刀片未接通电源。

• 每秒闪烁一次（以太网扩展刀片）— 电源关闭。可删除。

LED 颜色 表示 光纤端口链路状态

琥珀色 链路和活动 • 稳定发亮 — 链路运行。

• 闪烁 — 链路运行并正在传输命令。

LED 颜色 表示 刀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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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光纤端口链路 LED 13

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光纤端口链路 LED 显示光纤通道链路的当前状

态，并指示链路是否已为传输命令作好准备。

光纤通道 I/O 刀片光纤端口的链路 LED 可以位于端口的下方或上方。对

于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每个链路 LED 对，左侧的 LED 属于下方的光纤端

口。右边的 LED 属于上面的光纤端口。光纤通道 I/O 刀片面板上的黑线

可能表示 LED 与端口的所属关系。

使用 表 16 解释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光纤通道链路活动。

表 16   光纤通道 I/O 刀片上的光
纤端口链路 LED

以太网扩展刀片以太网端口 LED 13

表 17   以太网扩展刀片以太网
端口 LED 状态

LED 颜色 表示 光纤端口链路状态

绿色 链路和活动 • 闪烁 — 链路有活动。

• 熄灭 — 无链路或链路持续活动*。

• 稳定发亮 — 刀片正在初始化。

*  LED 闪烁随活动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如果活动足够多可能会实际显示熄灭。另外，当刀片启动时，链路 LED 会全

部点亮，直到固件初始化完端口，这时 LED 会熄灭，直到启用端口传送器并建立链路。

LED 颜色 刀片状态

绿色 稳定发亮 — 建立链接；可通过以太网端口发送或接收数据。

稳定熄灭 — 未建立链接；不可通过以太网端口发送或接收数据。

琥珀色 不规则闪烁 — 正在通过以太网端口传输数据。

稳定关 — 无正在通过以太网端口传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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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LED 的状态维护
LCB 13 1 观察 LED 的闪烁模式 30 秒以上。

2 捕获库存机快照，将其发送到 Quantum 技术支持进行分析。

磁带机 LED 13 RAS 标签通常报告所有与磁带机相关的问题，包括错误代码和 TapeAlerts。
然而，通过观察磁带机 LED 的闪烁模式，您可以判断出磁带机当前正在

执行哪项操作。

图 70显示磁带机 LED 和光纤端口链路 LED 的位置

图 70  磁带机 LED 的位置

 

从表 18 中查找磁带机活动的说明：

1 光纤端口 LED

2 磁带机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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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磁带机 LED

LED 颜色 表示 磁带机状态

绿色 处理器活动 • 每秒闪烁 1 次— 正常工作。

• 稳定发亮/稳定熄灭 — 磁带机的主处理器未工作。

• 每秒闪烁 10 次 — 识别模式（请参阅第 442 页上的识别磁带机）。

• 3 秒内闪烁 3 次，然后暂停（稳定熄灭），然后重复 — 磁带机

正在初始化。

• 稳定发亮 3 秒钟然后闪烁 2 次 — 正在下载刀片固件。

• 1.25 秒内快速闪烁 2 次；然后稳定发亮 1.25 秒；重复 — 正在下

载磁带机滑轨固件。

琥珀色 磁带机运行状态 • 稳定熄灭 — 正常工作。

• 稳定发亮 — 磁带机出现故障。

蓝色 电源控制状态 • 每 10 秒闪烁 1 次— 正常运行。

• 稳定发亮 — 脱机。可以删除或更换。

• 稳定熄灭 — 磁带机未接通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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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机上的光纤端口链路 
LED 13

光纤端口链路 LED 显示 FC 链路的当前状态，并指示链路是否已为传输命

令作好准备。磁带机上的光纤端口链路 LED 位于磁带机的背面，光纤端

口的旁边。

从表 19 中查找 FC 链路活动的说明：

表 19   光纤端口链路状态

LED 颜色 表示 光纤端口链路状态

绿色 回路初始化协议 (LIP) 和
活动

• 稳定发亮 — 出现回路初始化协议 (LIP)。

• 按规则的时间间隔闪烁 — 正在发生主机命令/数据活动。

琥珀色 联机和光检测 • 稳定发亮 — 库存机已启用磁带机数据总线并能检测到通

过光缆的光。

无颜色 未检测到活动或光 • 稳定熄灭 — 磁带机关闭或磁带机无法检测到通过光纤的

光（相当于找不到光缆）。如果磁带机脱机，则磁带机

的蓝色状态 LED 将稳定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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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LED 13 RAS 标签通常会报告与电源相关的所有问题。也可以通过观察电源上

LED 的闪烁状态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工作。

电源的 LED 通过其闪烁速率显示状态。LED 的颜色显示所报告组件存在

的区域。

使用表 20 解读电源活动。

表 20   电源状态

与故障电源相关的 RAS 标签中记录了模块编号和连接到该模块的电源编号。

扩展模块根据其相对于控制模块的位置编号。控制模块分配的编号为 0。
所有堆放在控制模块下方的扩展模块都分配负数编号，而堆放在控制模块

上方的扩展模块则分配正数编号。例如，扩展模块 -2 是位于控制模块下方

的第二台扩展模块，而扩展模块 +2 则是位于控制模块上方的第二台扩展

模块。

每个模块 多可以有两个电源。左边的电源为 #1，右边的电源为 #2。

LED 颜色和
位置 表示 电源状态

绿色

（顶部）

AC 正常 • 稳定发亮 — 电源的 AC 输入高于工作的 低要求。

• 稳定熄灭 — 电源的 AC 输入低于工作的 低要求。

绿色

（中间）

DC 正常 • 稳定发亮 — 电源的输出电压在规定范围内。

• 稳定熄灭 — 电源的输出电压不在规定范围内。

蓝色

（底部）

待机 • 稳定熄灭 — 正常。

• 稳定发亮 — 切换模式：可以删除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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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装验证测试

管理员可以在库存机维护操作完后运行安装验证测试 (IVT)，以确定库存

机是否可用于生产。库存机维护操作包括安装新库存机或更换 FRU 或
CRU 等。

每次运行 IVT 都会创建一个新 IVT 日志。日志会报告有关库存机就绪情况

的详细信息，并会指出库存机子系统中特定临界情况和故障的位置（如果

有）。

整个 IVT 会分为五个子测试。可以根据可用时间和关注的领域选择只运行

特定的子测试。对于包括五个模块、五个 I/E 站和 18 个磁带机的 高配

置库存机来说，完整的 IVT 可能需要长达五个半小时。

• Robot（机械手）测试评估库存机机械手装置的基本功能，包括拾取装

置和 Y 承载装置、条形码扫描器和校准传感器。完成机械手测试的时

间是五分钟。

• Frame（帧）测试评估控制和扩展模块配置和校准。每个模块完成帧测

试的时间是三分钟。

• I/E Station（I/E I/O站）测试评估每个 I/E 站的配置和功能。完成 I/E
Station（I/E I/O 站）测试所需时间为每个 I/E 站 3 分钟。

• Drives（磁带机）执行库存机设备的功能测试。完成磁带机测试所需的

时间是每个磁带机 15 分钟。

• Tour（巡检）通过存储在端点库存机位置的所有存储插槽移动空白数据

磁带。还会扫描库存机中 顶部和 底部的插槽。完成巡检的时间是

每个模块五分钟。

注：IVT 适用于库存机固件版本 520G 及更高版本，以及 2008 年 7 月 1
日之后构建的库存机（序列号后四位数字为 8602 和更高）。

• 如果库存机构建于 2008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并且正在运行固件
版本 520G 或更高版本，则您将无法运行 IVT 测试，即使该选择
可用。

• 如果库存机建立于 2008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并且正在运行固件版
本 500G 或更低版本，则您可以运行测试，但并不推荐运行此测
试，因为它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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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IVT 子测试的详细信息包括：

• 默认情况下预先选中所有 IVT 子测试。清除子测试名旁边的复选框将

该测试排除在此次 IVT 运行之外。当准备好运行 IVT 时，可以选择

Apply（应用）。

• 机械手、磁带机和巡检子测试每项都需要在测试开始前提供空白数据磁

带。如果选择了其中一个测试，则会提示将一盘空白数据磁带放入顶部

I/E 站插槽中。当关闭 I/E 站时，如果在操作员面板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屏幕（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中启用

Manual Cartridge Assignment（手动磁带分配）设置，则会显示 Assign

I/E（分配 IE）屏幕将新的空白数据磁带分配到 System（系统）分区，

然后选择 Apply（应用）。

• 磁带机子测试仅测试那些与空白数据磁带相同介质类型的磁带机。例

如，如果空白数据磁带是 LTO-3，则磁带机测试会跳过所有非 LTO-3
的磁带机。如果库存机中的磁带机包含不同的介质类型，那您必须对

每种磁带机介质类型使用不同的空白数据磁带多次运行磁带机测试。

• 如果子测试缺少所需的资源（例如，空白数据磁带），子测试将会

失败。

• IVT 开始时会执行库存机清点。清点会与测试结果一起记录到 IVT 日
志中。

• 选择 Library Test Progress（库存机测试进度）屏幕上的 Details（详细

信息）查看 IVT 结果。如果 IVT 仍在运行，将只会看到已完成测试

的结果。

• 选择 Library Test Progress（库存机测试进度）屏幕上的 Stop（停止）取

消当前子测试之间的 IVT 运行。 后发出的命令完成后才会返回库存

机控制权。

• 选定测试完成后，选择 Next（下一步）。可以选择查看详细的 IVT 日志

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详细的 IVT 日志。确定并选择 Next（下一步）。

IVT 测试不能从 Web 客户端运行。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 Library Tests（库存机测试）> 

Installation & Verification Tests（安装和验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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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IVT 日志 13 每次运行 IVT 都会创建一个新 IVT 日志。日志会报告有关库存机就绪情况

的详细信息，并会指出库存机子系统中特定临界情况和故障的位置（如果

有）。可以在 IVT 运行后查看摘要或详细的日志。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Reports（报告）> Log Viewer（日志查看器）>

Installation Verification Test Summary Log（安装验证测试摘要日志）。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Reports（报告）> Log Viewer（日志查看器）>

Installation Verification Test Detailed Log（安装验证测试详细日志）。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 Library Tests（库存机测试）> View

Last Summary Log（查看最后一个摘要日志）。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 Library Tests（库存机测试）> View

Last Detailed Log（查看最后一个详细日志）。

保存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IVT 日志 13

您可以使用 Web 客户端保存并通过电子邮件以文本文件形式发送摘要和

详细 IVT 日志。从操作员面板，您可以将详细 IVT 日志作为文本文件通过

电子邮件发送。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Reports（报告）> Log Viewer（日志查看器）>

Installation Verification Test Summary Log（安装验证测试摘要日志）。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Reports（报告）> Log Viewer（日志查看器）>

Installation Verification Test Detailed Log（安装验证测试详细日志）。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 Library Tests（库存机测试）> E-

mail Last Detailed Log（电子邮件最后一个详细日志）。

运行库存机演示 13 管理员可以运行库存机演示，这是在更换 FRU 或 CRU 后测试机械手功能

的简单方法。它显示库存机将空白数据磁带从 I/E 站移动到随机选定在演

示停止前始终开启的存储插槽的能力。

有关运行库存机演示的详细信息包括：

• 存储磁带架中的介质不受演示影响。空白数据磁带按照每 20 次移动一

周期或在演示停止时返回 I/E 站。

• 运行库存机演示前，确保没有主机应用程序在存取库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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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选择 Tools（工具）> Library Tests（库存机测试）屏幕上的  Library

Demo（库存机演示）后，系统将提示您 把空白数据磁带放入顶部 I/E
站插槽中。库存机机械手将使用该磁带在演示期间执行移动。

• 当关闭 I/E 站时，如果在操作员面板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屏幕

（Tools（工具）>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中启用 Manual Cartridge

Assignment（手动磁带分配）设置，则会显示 Assign I/E（分配 IE）屏

幕。将新的空白数据磁带分配到 System（系统）分区，然后选择 Apply

（应用）。

• 演示开始前，库存机会开始清点。如果屏幕显示闪烁的“Library Not
Ready”（库存机未就绪）消息，这表示正在进行清点，您应该在选

择 Apply（应用）开始库存机演示之前等候库存机就绪。

• 操作员面板会显示演示正在进行。在移动介质命令之间会有意延迟两

秒钟以避免不必要的机械手磨损。

• 要停止演示，可以选择 Library Demo（库存机演示）屏幕中的 Stop（停

止）。 后发出的命令完成后，演示才会停止并且返回库存机控制权。

操作员面板将显示“Demo Being Stopped”（正在停止演示）消息。

库存机演示不能从 Web 客户端运行。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操作员面板，选择 Tools（工具）> Library Tests（库存机测试）> Library

Demo（库存机演示）。

配置内部网络

安装库存机时，请确保外部网络设置不同于库存机上的内部网络设置。如

果外部与内部网络设置相同，Web 客户端将无法连接到库存机。如果启用

了 DHCP 或者不知道外部网络设置，请与网络管理员联系。

通过操作员面板，您可以使用 Internal Network Configuration（内部网络配

置）屏幕来更改内部网络的设置。从屏幕列表中选择新的内部 IP 地址。

仅可从管理员面板访问该屏幕。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为：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Tools（工具）> Internal Network（内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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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机诊断

Diagnostics（诊断）菜单包含一系列测试，您可通过运行它来确定磁带

机、机械手和 Q-EKM 路径（如果授权 Q-EKM）是否如预期那样工作。

以下章节介绍诊断测试：

• 第 461 页上的磁带机诊断

• 第 464 页上的机械手诊断

• 第 163 页上的使用 EKM 路径诊断（仅在库存机上授权 EKM 时可用）

有关诊断的注意事项包括：

• 只有管理员级别权限的用户才可以访问诊断。

• 每次只允许一个用户登录到诊断。进入诊断将断开操作员面板和 Web
客户端上所有其他具有相同或较低权限的库存机用户。当某个管理级

别用户登录到诊断时，所有其他具有管理级别权限的用户和较低级别

权限的用户将无法登录到库存机，并且将收到表示正在进行诊断的错

误消息。

• 进入诊断会使所有库存机分区脱机。确保在进入诊断前停止所有关键

操作。退出诊断时，分区将返回到之前的联机/脱机状态。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执行诊断（唯一的例外是磁带机重设操作；请参阅

第 462 页上的磁带机重设）。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中选择 Tools（工具）> Diagnostics（诊断）。

磁带机诊断

磁带机诊断可分为以下两类：

• Drive Tests（磁带机测试） — 测试任何磁带机且不需要使用空白磁带。

• Media Tests（介质测试） — 仅测试 IBM 磁带机并需要您在 I/E 站插槽

中插入一个空白磁带以执行测试。

• 以太网扩展刀片控制 — 允许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以太网扩展刀片并从

库存机配置中删除以太网扩展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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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 Tests（磁带机测试） 13磁带机测试目前只包括一项测试，即磁带机重设操作。

磁带机重设 13

当磁带机仍在库存机的驱动器滑轨中时，磁带机重设操作将关闭电源并重

新启动。如果磁带机无法就绪或者工作不正常（例如，磁带卡在磁带机中

且无法装载），您可能希望执行重设。

重设操作完成后，将重新引导和配置磁带机。该过程需要 60 秒。在执行

下一步磁带机操作前等待 60 秒。

 

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Diagnostics（诊断），然后选

择 Drives（磁带机）> Drive Tests（磁带机测试）> Drive Reset（磁带机

重设）。

• 从操作员面板中，选择 Tools（工具）> Drive Mgmt（磁带机管理）> Reset

drives（重设磁带机）。

Media Tests（介质测试） 13介质测试是一种磁带机测试，它需要将空白磁带或不可信磁带插入到库存

机顶部（ 上边）的 I/E 站插槽中。您只能在 IBM 磁带机上运行这些测

试。有以下主题：

• Drive Self Test（磁带机自检测试）— 执行磁带机加电自检测试 (POST)
以确保磁带机硬件正常工作。

• Read/Write Test（读取/写入测试）— 读取并写入每个空白磁带四个数据

扇区的 96 组有效数据。测试过程，磁带机将覆盖空白磁带上的数据。

• Fast Read/Write Test（快速读取 /写入测试）— 读取并写入每个空白磁带

四个数据扇区的两组有效数据。测试过程，磁带机将覆盖空白磁带上

的数据。

注：此操作不可由多个管理员同时执行。当其他管理员正在执行相同的

操作时，您可以访问屏幕，但不能应用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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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Test（介质测试）— 如果您怀疑磁带盒中的介质已损坏，则可以

运行此测试。由于介质损坏通常发生在磁带边缘，所以此测试将读取

并写入磁带整个长度两边两个外部数据区上的两组有效数据。对于此

测试，需要将不可信磁带插入顶部 I/E 站插槽。此测试将覆盖不可信

磁带上的数据。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执行介质测试。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中选择 Tools（工具）> Diagnostics（诊断）> Drives（磁

带机）> Media Tests（介质测试）。

以太网扩展刀片控制 13 以太网扩展刀片控制菜单可执行以下功能：

• 以太网扩展刀片加电

• 从库存机配置中删除以太网扩展刀片

以太网扩展刀片加电 13

管理员可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库存机中的单个以太网扩展刀片。您可能需

要在故障诊断时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单个以太网扩展刀片，例如解决可靠

性、稳定性和适用性 (RAS) 标签时。

从 EE Blade Control（EE 刀片控制）屏幕，单击要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的以

太网扩展刀片相应的 Cycle（重新启动）按钮。

大约需要 1 分钟才能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以太网扩展刀片。关闭电源并重

新启动时会显示“正在启动”状态。

您只能从 Web 客户端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太网扩展刀片。打开相应屏幕

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选择 Tools（工具）> Diagnostics（诊断）> Drives（磁

带机）> EE Blade Control（EE 刀片控制）。

从库存机配置中删除以太网扩展刀片 13

此功能详细说明请参阅第 423 页上的永久移除或重新放置以太网扩展刀片。

注：若启用了 FIPS 则关闭电源并重新启动以太网扩展刀片会导致密钥

更换失败。
Scalar i500  用户指南 463



第 13 章  故障排除
机械手诊断
机械手诊断

机械手诊断目前仅包含一项测试，即 Get/Put 测试。

Get/Put 测试 13

Get/Put 测试需要将机械手从顶部 I/E 站插槽取出一个磁带盒，然后将该

磁带盒放回相同的插槽中。要运行此测试，您必须将磁带插入库存机顶部

（ 上面）的 I/E 站插槽中。

不能从操作员面板执行机械手测试。打开相应屏幕的路径如下所示：

• 从 Web 客户端中选择 Tools（工具）> Diagnostics（诊断）> Robotics

（机械手）> Robotics Get/Put Test（机械手 Get/Put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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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使用磁带和条形码的方法。使用磁带盒时，应注意一些特殊事

项。例如，库存机中的所有磁带盒都必须贴有条形码标签。此外，载入库

存机时，应注意磁带盒是否有写保护。

本章将对此类事项进行一般性介绍。有关各种磁带机支持的磁带盒的信

息，请参阅第 470  页上的库存机规格。

本章介绍：

• 正确处理磁带

• 磁带写保护

• 条形码标签要求

• 支持的条形码格式

• 粘贴条形码 标签

正确处理磁带

为确保磁带有尽可能长的使用寿命，请遵循下列准则：

• 请将介绍正确处理介质的步骤说明贴在一个显眼之处。

• 确保处理磁带的所有人员都接受过各个步骤的正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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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将磁带掉到地上，也不要敲打磁带。过度的震动可能损坏磁带的

内部内容或盒套本身，从而导致磁带无法使用。

• 不要将磁带直接暴露在阳光下或者热源（包括便携式加热器和加热

管）附近。

• 将磁带尽量储存到无尘的位置。灰尘会损坏磁带介质或者降低其性能。

• 若要进行长期外部存储，请将磁带放到垂直方向上。

• 如果必须水平堆放磁带以进行运输，堆叠放置时不要超过五盘。

• 线性磁带开放协议 (LTO) 磁带的工作温度范围介于 50ºF 至 113ºF
（10ºC 至 45ºC）。相对湿度范围为 10% 至 80%（无冷凝）。存储温

度范围为 60.8ºF 至 89.6ºF（16º 至 32ºC）。高于 125.6ºF (52ºC) 的温度

会造成永久性损坏。

• 如果磁带已经暴露在超出上述指定范围的温度下，请将其置于室温下

稳定；如果暴露在极限温度下的时间超过 24 小时，则置于室温下稳定

的时间应该与其相同；如果不到 24 小时，则置于室温下稳定的时间应

该为 24 小时。

• 不要将磁带放在电磁能量源或强磁场源（如计算机监视器、电动机、

扬声器或 X 射线设备）的附近。暴露在电磁能量或磁场中会损坏磁带

制造商写在介质上的数据和内嵌伺服代码，导致磁带无法使用。

• 仅可在磁带的指定插槽中粘贴条形码标签。

• 装运磁带时，请使用原包装或更结实的包装。

• 不要将已损坏的磁带插入磁带机。

• 不要触碰磁带或磁带前引段。

注意：不要对将要重复使用的磁带消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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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写保护

所有的磁带都有一个写保护（禁止写入）开关，用于防止意外清除或覆

盖数据。磁带装入库存机之前，请确保写保护开关已处于正确位置（开

或关）。

将红色或橙色的写保护开关滑至右侧，这样挂锁就显示在关闭位置。开关

位于磁带正面的左侧。

条形码标签要求

磁带必须要贴有一个机器可读的外部条形码标签。Quantum 提供的条形

码标签效果 佳。也可使用其他来源的条形码标签，但是必须符合下列

要求：

• ANSI MH10.8M-1983 标准。

• 字体：39 码 (3/9)。

• 允许的字符：大写字母 A 到 Z 和数值 0 到  9。

• 字符数量：5 到 16（LTO 默认为 6+2）。

• 背景反射：大于 25%。

• 印刷对比度：大于 75%。

• 放大系数：大于 2.2。

• 模块： 小 .254 mm (10 mil)。

• 印刷公差：± 57 mm。

注：条形码标签不支持检验字符。

注：建议 多使用 12 个字符。根据 39 码标签规范，粘贴标签的磁带

区上超过 12 个字符的条形码标签可能会无法打印。有效磁带条

形码标签长度，包括所有介质 ID，可限制为 大 12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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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区域长度：5.25 mm ± 0.25 mm。

• 空区或空白区域不能有黑色痕迹。

• 条形图案上不能有白色区域。

支持的条形码格式

Quantum 根据如下 Standard Six（标准 6）和 Plus Six（加 6）格式提供 6 + 2
的长度的业界标准 LTO 条形码标签。对于高级应用，您的 Quantum 库存

机支持 多 16 个字符的标签长度，可用于创建自定义标签。标签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467  页上的条形码标签要求。

库存机支持以下磁带条形码格式：

• Standard（标准）— 总共 5 到 16 个字符，包括一个条形码数字和可选的

双字符介质 ID。如果包括介质 ID，标签必须有 5 到 14 个字符条形码数

字，后面带有介质 ID；例如，“XXXXXXXXXXXXXXL4”。如果不包

括介质 ID，标签必须有 5 到 16 个字符条形码数字；例如，“XXXXX”
或 “XXXXXXXXXXXXXXXX”。只将条形码报告给主机。

• Standard Six（标准 6）— 6 字符条形码数字，带有或者不带有 2 字符

介质 ID；例如，“XXXXXXL4”或“XXXXXX”。只将 6 字符条形码

报告给主机。

• Plus Six（加 6）— 6 字符条形码数字，后接 2 字符介质 ID；例如，

“XXXXXXL4”。六字符条形码和介质 ID 都报告给主机。

• Extended（扩展）— 总共 5 到 16 个字符，包括一个条形码数字和可选

的双字符介质 ID。所有字符报告给主机，与条形码标签是否有介质

ID 无关。如果包括介质 ID，标签必须有 5 到 14 个字符条形码，后面

带有介质 ID；例如，“XXXXXXXXXXXXXXL4”。如果不包括介质

ID，标签必须有 5 到 16 个字符条形码数字；例如，“XXXXX” 或
“XXXXXXXXXXXXXXXX”。

• Media ID Last（介质 ID 最后）—  5 到 14 个字符条形码数字，后接 2 字
符介质 ID，例如，“XXXXXXXXXXXXXXL4”。介质 ID 以
“XXXXXXXXXXXXXXL4” 形式 后报告给主机。

• Media ID First（介质 ID 首先）—  5 到 14 个字符条形码数字，后接 2 字
符介质 ID，例如，“XXXXXXXXXXXXXXL4”。介质 ID 以
“L4XXXXXXXXXXXXXX” 形式首先报告给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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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条形码 标签

库存机中的每个磁带都必须贴有可供机器读取的外部标签，以便识别条形

码。大多数制造商都提供已有标签的磁带，或随附标签供您使用。

所有的条形码标签必须贴在磁带正面。揭下标签，将其贴在磁带上。标签

必须全部位于磁带的可访问区域。请确定标签方向正确，数字显示于条形

码上方（请参阅第 469  页上的图 71）。

将条形码标签尽量平放到标签区。如果标签未水平放置，则条形码标签扫

描/读取操作可能会遇到读取标签问题。

不要在磁带盒的顶部或底部粘贴不干胶贴纸或标签，因为如果标签松动，

可能会卡在磁带机中或导致扫描器无法读取。

图 71  条形码标签朝向

注意：不要将条形码标签或任何标签贴在磁带的顶部或底部。否则将导

致磁带盒和磁带机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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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库存机规格

Scalar i500 库存机符合本章所描述的规格。

支持的组件

 Scalar i500 库存机支持下列组件。

支持的磁带 • LTO-1 （在 LTO-3 磁带机中为只读）

• LTO-2 （LTO-2 和 LTO-3 磁带机中读写； LTO-4 磁带机中只读）

• LTO-3 （在 LTO-3 和 LTO-4 磁带机中为可读 / 可写；在 LTO-5 磁带机中

只读；支持单次写入，多次读取 (WORM) 功能）

• LTO-4（在 LTO-4 和 LTO-5 磁带机中为可读 / 可写；支持 WORM 功能）

• LTO-5 （在 LTO-6 磁带机中为可读 / 可写；支持 WORM 功能）

• LTO-6 （在 LTO-6 磁带机中为可读 / 可写；支持 WORM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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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磁带机类型 • IBM LTO-2 （SCSI 和光纤通道）

• RoHS-compliant IBM LTO-3 （SCSI 和光纤通道）

• RoHS-Compliant HP LTO-4 （光纤通道和 SAS）

• RoHS-compliant IBM LTO-4 （SCSI，光纤通道和 SAS）

• HP LTO-5 双端口光纤通道磁带机

• HP LTO-5 单端口 SAS 磁带机

• IBM LTO-5 单端口光纤通道磁带机

支持的 SAS 电缆 SFF-8088

库存机机械手控制 逻辑单元号 (LUN)

连接 原始磁带机接口

电源 350W 带有可选冗余电源和电源线

库存机管理 • 操作员面板触摸屏

• Web 客户端

• SNMP 协议

•  SMI-S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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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机容量
库存机容量

库存机器容量如下。 

 

注：本用户指南中的插槽计数不包括所有库存机配置底部的一排五个不

可存取的插槽。有关这些插槽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2 页上

的未用的插槽。

5U 14U 23U 32U 41U

大可用存储插槽

（包括 I/E 站插槽）

41 133 225 317 409

可用的 I/E 站插槽 0, 6 0, 6, 12, 18 0, 6, 12, 
18, 24, 30

0, 6, 12, 18,
24, 30, 36, 42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大磁带机容量 2 6 10 14 18

大电源数 2 4 6 8 10

大分区 2 6 10 14 18

大 FC I/O 刀片数 0 2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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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求

 下面列出了库存机的环境要求。

用电要求

库存机的用电要求是：100–240 VAC，50–60 Hz

注：温度范围是指产品入口的温度，而不一定是周围的室温。机架壳内

空气流动受限制，或存在其他产生热量的设备都将使温度高于周围

室温。

工作 非工作 存储

海拔高度 高 10,000 英尺

(3,048 m)
高 10,000 英尺

(3,048 m)
高 10,000 英尺

(3,048 m)

温度 50º 至 104º F

(10º 至 40º C)

50º 至 113º F

（10º 至 45º C）

 –40º 至 150º F

（–40º 至 65º C）

相对湿度 20 至 80%，无冷凝 10 至 90%，无冷凝 0 至 95%，无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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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尺寸

组件重量

库存机配置
机架
高度 H（高度）x W（宽度）x D（深度）

5U 控制模块 5U 8.6 英寸 x 17.4 英寸 x 31.4 英寸

（21.9 厘米 x 44.2 厘米 x 79.8 厘米）

9U 扩展模块 9U 15.8 英寸 x 17.4 英寸 x 31.4 英寸

（40 厘米 x 44.2 厘米 x 79.8 厘米）

5U 控制模块 + (1) 9U 
扩展模块

14U 24.4 英寸 x 17.4 英寸 x 31.4 英寸

（61.9 厘米 x 44.2 厘米 x 79.8 厘米）

5U 控制模块 + (2) 9U 
扩展模块

23U 40.1 英寸 x 17.4 英寸 x 31.4 英寸

（101.9 厘米 x 44.2 厘米 x 79.8 厘米）

5U 控制模块 + (3) 9U 
扩展模块

32U 55.9 英寸 x 17.4 英寸 x 31.4 英寸

（141.9 厘米 x 44.2 厘米 x 79.8 厘米）

5U 控制模块 + (4) 9U 
扩展模块

41U 71.6 英寸 x 17.4 英寸 x 31.4 英寸

（181.9 厘米 x 44.2 厘米 x 79.8 厘米）

组件 重量

磁带机滑轨 10 磅（4.6 千克）

电源 5 磅（2.3 千克）

5U 底盘（空） 60 磅（27.2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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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机的功耗和热量输出

下面列出了库存机的典型功耗（瓦/小时）和热量输出（BTU/小时）。

9U 底盘（空） 65 磅（29.5 千克）

5U 包装套件 20 磅（9 千克）

9U 包装套件 24 磅（10.9 千克）

14U 包装套件 40 磅（18 千克）

注：磁带机的“典型”值假定磁带机处于写入状态。

库存机配置
典型功耗

（瓦 / 小时）
典型热量输出
（BTU/ 小时）

部件功耗：

配备机械手和 LCB 的 Scalar I500 库存机（未安装磁带机；机械手

正在移动；已安装 LCB）

79 269

UDS3 IBM LTO-2 磁带机滑轨模块 (SCSI) 29 99

UDS3 IBM LTO-2 磁带机滑轨模块（光纤通道） 32 109

UDS3 IBM LTO-3 磁带机滑轨模块 (SCSI) 27 92

UDS3 IBM LTO-3 磁带机滑轨模块（光纤通道） 29 97

UDS3 IBM LTO-4 磁带机滑轨模块 (SCSI) 40 135

UDS3 IBM LTO-4 磁带机滑轨模块（光纤通道） 42 143

组件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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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S3 IBM LTO-4 磁带机滑轨模块 (SAS) 43 148

UDS3 HP LTO-4 磁带机滑轨模块（光纤通道） 40 135

UDS3 HP LTO-4 磁带机滑轨模块 (SAS) 37 127

UDS3 IBM LTO-5 磁带机滑轨模块（光纤通道） 42 143

UDS3 HP LTO-5 磁带机滑轨模块（光纤通道） 40 135

UDS3 HP LTO-5 磁带机滑轨模块 (SAS) 37 127

UDS3 IBM LTO-6 磁带机滑轨模块（光纤通道） 42 143

UDS3 IBM LTO-6 磁带机滑轨模块（光纤通道） 43 148

光纤通道 I/O 刀片 36 123

以太网扩展刀片 5 17

控制模块：

小值（未安装磁带机；机械手未移动） 47 160

大值（2 台磁带机正在写入；机械手正在移动） 166 565

扩展模块：

小值（未安装磁带机；机械手未移动） 12 41

大值（4 台磁带机正在写入；已安装 2 个光纤通道 I/O 刀片；

机械手正在移动）

256 879

库存机配置
典型功耗

（瓦 / 小时）
典型热量输出
（BTU/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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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apeAlert 标记说明

TapeAlert 是用于标记错误并为存储设备及其介质提供可能解决方案的开

放行业标准。本节介绍了磁带机发出的 TapeAlert 标记相关信息，包括标

识号、严重级别、推荐的消息和可能的原因。表 21 说明了严重性代码、

表 22 列出了现在 TapeAlert 标记及其说明。

对特定 TapeAlert 标记的支持会根据磁带机类型和固件版本而不同。并不是

所有的磁带机都支持各种 TapeAlert。有关详情，请参阅磁带机 SCSI 手册。

有关 TapeAlert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www.t10.org/index.html 了
解 INCITS SCSI 流命令 — 3 (SSC-3)。

表 21   TapeAlert 标记严重级别

代码

     

I 参考信息。

W 警告 — 系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不纠正错误继续工作可能导致

故障或导致严重 TapeAlert 标记。

C 严重 — 已经发生故障或者即将发生故障。需要立即纠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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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磁带机 TapeAlert 标记

说明

编号 标记 严重级别 建议的应用程序客户端信息 可能原因

1 读警告 W 磁带机存在读数据问题。没有丢失数据，

但是磁带性能下降。

磁带机存在严重读

问题。

2 写警告 W 磁带机存在写数据问题。没有丢失数据，

但是磁带容量下降。

磁带机存在严重写

问题。

3 硬错误 W 操作因读或写数据时发生磁带机无法改正

的错误而停止。

磁带机存在读或写硬

错误。

4 介质 C 数据存在丢失危险：

1 复制出该磁带上的所有需要数据。

2 不要再使用该磁带。

3 换一盘磁带重试操作。

磁带不能再写/读，

或者性能严重下降。

5 读故障 C 磁带损坏或磁带机有故障。请致电磁带机

供应商帮助热线。

磁带机不能再从磁带

读取数据。

6 写故障 C 该磁带存在故障或磁带机有故障：

1 使用状态良好的磁带测试磁带机。

2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致电磁带机供应

商帮助热线。

磁带机不能再向磁带

写数据。

7 介质寿命 W 磁带盒已达到计算的使用寿命：

1 把需要的数据复制到另一盘磁带。

2 废弃旧磁带。

磁带已经超过规定使

用寿命。

8 无数据级 W 磁带盒不是数据级的。写到磁带上的所有

数据都存在丢失危险。换为数据级磁带。

磁带机无法读 MRS* 
条带。

9 写保护 C 试图向写保护盒式磁带进行写操作。请取

消写保护或使用其他磁带。

试图对写保护磁带执

行写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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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防止取出介质 I 无法弹出磁带，因为磁带机正在使用。

等待操作完成，然后再弹出磁带。

禁止退带时试图手动

或软件卸载。

11 清洁介质 I 磁带机内的磁带是清洗带。 磁带机内装入了

清洗带。

12 不支持的格式 I 试图装入磁带机不支持类型的磁带。 试图装入不支持格式

的磁带。

13 可恢复的机械磁

带故障

C 操作失败，原因是磁带机中的磁带出现

机械故障：

1 废弃旧磁带。

2 换一盘磁带重试操作。

磁带机内的磁带出现

绞带或其他机械故

障，但是磁带可以

取出。

14 不可恢复的机械

磁带故障

C 操作失败，原因是磁带机中的磁带出现

机械故障：

1 请勿尝试取出磁带盒。

2 请致电磁带机供应商帮助热线。

磁带机内的磁带出

现绞带或其他机械

故障，且磁带无法

取出。

15 磁带内的内存芯

片故障。

W 磁带盒中的存储器发生故障，导致性能

下降。不要再使用该磁带进行写操作。

磁带内的内存芯片

故障。

16 强制弹出 C 操作失败，原因是在磁带机正在写或读

时磁带盒被手动取出。

磁带机正在写或读时

磁带被手动或强制

弹出。

17 只读格式 W 向此磁带机中装载了只读类型的盒式磁

带。磁带将显示已写保护。

装入了只读格式的

磁带。

18 加载时损坏磁带

目录

W 磁带盒内的目录损坏。文件搜索性能将

下降。可以通过读取磁带上的所有数据

来重建磁带目录。

装有磁带的情况下磁

带机关机，或者永久

性错误使磁带目录不

能更新。

编号 标记 严重级别 建议的应用程序客户端信息 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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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TapeAlert 标记说明
19 即将到达介质

寿命

I 磁带盒即将到达其计算的使用寿命。

建议您：

1 下次备份时使用另一磁带盒。

2 把该磁带盒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已备

将来从其上恢复需要的数据。

磁带可能已经超过其

规定通过次数。

20 必须清洁 C 磁带机需要清洗：

1 如果操作已停止，请弹出磁带并清洗

磁带机。

2 如果操作还没有停止，则等待其完成

后清洗磁带机。

阅读磁带机用户手册中的详细清洗说明。

磁带机磁头阻塞或需

要清洗。

21 请求清洗 W 磁带机到了例行清洗时间：

1 等待当前操作结束。

2 然后使用一盘清洗带清洗。

阅读磁带机用户手册中的详细清洗说明。

磁带机已经准备好进

行定期清洗。

22 清洗带过期 C 磁带机使用的 后一个清洁盒式磁带已

用完：

1 废弃磨损的清洗带。

2 等待当前操作结束。

3 然后使用新的清洁盒式磁带。

清洗带已经过期。

23 无效的清洁

磁带机

C 磁带机使用的 后一个清洁盒式磁带属

于无效类型：

1 不要在该磁带机内使用这盘清洗带。

2 等待当前操作结束。

3 然后使用一盘有效的清洗带清洗。

使用了无效清洗带

类型。

编号 标记 严重级别 建议的应用程序客户端信息 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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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TapeAlert 标记说明
24 请求保留 W 磁带机请求保留操作。 磁带机出现必须通过

一个保留循环解决的

严重读写问题。

25 主端口上的多端

口接口错误

W 磁带机上的一个冗余接口出现故障。 双端口配置（例如光

纤通道）中的一个接

口出现故障。

26 冷却风扇故障 W 磁带机冷却风扇出现故障。 磁带机系统或机箱内

出现风扇故障。

27 电源故障 W 磁带机机箱内一个冗余电源出现故障。

请阅读机箱用户手册中有关故障电源更

换的说明。

磁带机机箱或者机架

子系统内的冗余电源

出现故障。

28 功率消耗 W 磁带机功率消耗超出规定范围。 磁带机功率消耗超出

规定范围。

29 磁带机预防性

维护

W 磁带机需要预防性维护。阅读磁带机用户

手册，了解特定设备的预防性维护任务，

或者致电磁带机供应商帮助热线。

磁带机需要预防性维

护（不是清洗）。

30 硬件 A C 磁带机有硬件错误：

1 弹出磁带或磁带架。

2 复位磁带机。

3 重新执行操作。

磁带机存在需要复

位才能恢复的硬件

故障。

31 硬件 B C 磁带机有硬件错误：

1 关闭磁带机电源，然后打开。

2 重新执行操作。

3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致电磁带机供应

商帮助热线。

磁带机存在与读/写
无关的或者需要关闭

电源并重新启动来恢

复的硬件故障。

32 主要接口 W 磁带机的主机接口存在故障。

1 检查电缆和电缆连接。

2 重新执行操作。

磁带机发现了接口

故障。

编号 标记 严重级别 建议的应用程序客户端信息 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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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弹出介质 C 操作失败。

1 弹出磁带或磁带架。

2 重新插入磁带或磁带架。

3 重新执行操作。

错误恢复措施。

34 微码更新失败 W 微码更新失败，原因是用户试图在该磁

带机上使用不正确的微码。获取正确的

微码后重试。

微码更新失败。

35 磁带机湿度 W 磁带机内的环境条件超出了规定湿度

范围。

超出了磁带机湿度

限值。

36 磁带机温度 W 磁带机内的环境条件超出了规定温度

范围。

冷却故障。

37 磁带机电压 W 磁带机电源电压超出规定范围。 超出了磁带机电压

限值。

38 预测故障 C 预测到磁带机硬件故障。请致电磁带机

供应商帮助热线。

预测磁带机硬件

故障。

39 请求诊断 W 磁带机可能存在硬件故障。执行扩展诊断

来检查和诊断问题。参阅磁带机用户手册

中关于执行扩展诊断测试的详细说明。

磁带机可能存在

可以通过扩展诊断

（例如，SEND 

DIAGNOSTIC 命令）

找出的硬件故障。

40 – 
46

废弃

47 – 
49 

保留

50 丢失统计数据 W 过去一段时间的磁带统计数据丢失。 磁带机或库存机在装

有磁带机的情况下关

闭电源。

编号 标记 严重级别 建议的应用程序客户端信息 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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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卸载时磁带机目

录无效

W 刚刚卸下的磁带盒上的磁带目录已经损

坏。文件搜索性能将下降。可以通过读

取所有数据来重建磁带目录。

存在的错误使卸下时

磁带目录不能更新。

52 磁带系统区域写

故障

C 刚卸下的磁带无法成功写系统区。

1 把数据复制到另一磁带盒。

2 废弃旧磁带。

卸下时写系统区中出

现写错误。

53 磁带系统区域读

故障

C 加载磁带时无法成功读磁带系统区。

1 把数据复制到另一磁带盒。

加载时读系统区中发

生读错误。

54 无开始数据 C 无法在磁带上找到数据开始点。

1 确认使用的是正确格式的磁带。

2 废弃磁带或者将其退回给供应商。

磁带损坏、整体消磁

或不正确的格式。

55 加载或穿带故障 C 操作失败，原因是磁带无法加载和穿带：

1 取出磁带，按产品手册所述进行检

查，然后重试操作。

2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致电磁带机供应

商帮助热线。

磁带机无法加载磁带

和穿带。

56 不可恢复的卸下

故障

C 操作失败，原因是磁带无法卸下：

1 请勿尝试取出磁带盒。

2 请致电磁带机供应商帮助热线。

磁带机无法卸下

磁带。

57 自动化接口故障 C 磁带机的自动化接口存在故障：

1 检查自动化系统的电源。

2 检查电缆和电缆连接。

3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致电磁带机供应

商帮助热线。

磁带机发现了接口

故障。

58 微码故障 W 磁带机因检测到微码故障而自动复位。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致电磁带机供应商

帮助热线。

微码错误。

编号 标记 严重级别 建议的应用程序客户端信息 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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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质识别系统 (Media Recognition System, MRS) 是将预先定义的磁条放置在介质开始处以识别介质的方法。

可以通过读取 MRS 磁条的内容确定介质是否为数据级。数据级介质应该用于 SCSI 流设备中，因为它的质量和

一致性必须达到用于存储数据的要求（例如，不能使用音频 / 视频级介质）。

59 WORM 介质 — 
完整性检查失败

W 磁带机在 WORM 介质完整性检查中检测

到不一致性。磁带可能被某人篡改。

某人篡改了 WORM 
介质。

60 WORM 介质— 
试图覆盖

W 试图覆盖 WORM 磁带上的用户数据。

1 如果意外使用了 WORM 磁带，则应

换成正常数据介质。

2 有意使用 WORM 磁带时：

a) 确认软件应用程序与所用 WORM 
介质格式兼容。

b) 检查 WORM 的介质编码是否

正确。

应用程序软件不能识

别磁带为 WORM。

61 – 
64

保留

编号 标记 严重级别 建议的应用程序客户端信息 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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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1U、2U、3U 等  为安装计算机硬件制造的机架，通常将垂直空间定义为“

单元”。安装到机架中的组件按所需机架空间单元来定义。例如，一个机

架单元的高度为 1.75 英寸。如果组件的厚度为 5.25 英寸，则该组件为 3U
组件。

B 捕获  当符合预定义情况时发送的 SNMP 警报。例如，错误捕获测试错误

情况并提供恢复例程。

C CAN（控制器区域网络）  一种微控制器串行总线网络，连接系统或子系统

中的设备、传感器和致动器来实时控制应用程序。控制器区域网络中没有

传统网络（比如以太网）寻址的寻址方案。消息是通过使用网络唯一的标

识符广播到网络中的所有节点。

Cartridge（磁带）  容纳存储介质（比如磁带或光盘）的保护容器。

CLI（命令行界面）  一种与文件系统交互的方法，用户从命令行使用特定的

命令语法键入命令。

COD（按需增长容量）  一种库存机功能，允许用户安装大的物理库存机，

但只使用总容量的一部分作为授权容量。用户只按当前所用容量付费。授

权升级可获得更多容量，但不会造成系统中断。

CRU（客户可更换单元）  可以由客户在客户安装时更换的 小的硬件组件。

操作员干预消息  请参阅 RAS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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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机  一种设备，在读取和写入存储数据时它旋转磁盘和磁带。

磁带架  用于在磁带库存机中存储移动介质的容器。

存储插槽  数据磁带所在的物理位置。

存储设备  包含数据的装置，用户可以访问、添加、更改或删除。存储介质

类型包括磁带和光盘。存储设备可以是一个磁盘驱动器或包含成千上万盘

磁带的大型磁带库。

D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用于给网络上的设备分配动态 IP 地址的协

议。DHCP 支持混合静态和动态 IP 地址。

点对点  一种光纤通道拓扑，包含两种设备间的专用连接：发送设备和接收

设备。

E Ethernet（以太网）  一种本地区域网络，设计用来以高达每秒 1 千万位传

输数据。其他软件，比如 TCP/IP 在以太网上向应用程序提供高级别网络

服务。

F F_端口  光纤端口。光纤交换机上的一个端口，N_端口可以直接连接。

F_Port 不能和 FC-AL 协议通讯。

FC-AL 设备  一种采用光纤通道仲裁环路并包含一个或多个 NL_端口的设备。

FC-AL（光纤通道仲裁环路）  一种光纤通道网络，在环路拓扑中 多可连

126 个节点。另请参阅仲裁环路。

FC（光纤通道）  一种高速数据传输架构。使用光纤连接设备，光纤通道通

信是全双工串行通信，数据传输速率可达 200 MBps。

FL_端口  光纤环路端口。F_端口能够支持连接的光纤通道仲裁环路。环路

上的 FL_端口将具有 AL_PA 十六进制 ’00’，使光纤有 高优先级访问环

路。N_端口或 NL_端口可以在仲裁环路拓扑中与其相连并能够用 FC-AL
协议通信。

FMR（现场微码更换）磁带  请参阅FUP（固件升级）磁带。

FRU（现场可更换单元）  可以由经认证的现场服务代表在客户现场安装时

更换的 小的硬件组件。

防火墙  一组安全工具，用来将内部网络与公共 Internet 分开，旨在将非授

权用户挡在受限制网络之外。防火墙是企业的主要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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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底层物理库存机的抽象表示，将不同的特性、容量或二者呈现给主机。

反映了真实的物理组件，组合成不同于物理库存机的集合。另外它也是物

理库存机的逻辑部分，主机将其视为完整的库存机。分区表示多个不同库

存机，以供文件管理、多用户访问或专用于一个或多个主机应用程序。

G Gb E 或 GigE（千兆以太网）  一种用来通过传统 LAN 传输数据的传输协

议。GigE 是以太网协议的增强本版，多年以来用于在 IP 网络中作为基础

传输技术。

GUI（图形用户界面）  一种计算机环境，通过结合窗口、图标、菜单和指点

设备提供了系统的可视化视图。也称为窗口、图标、鼠标和指针 (WIMP)
界面。

光纤  一种细玻璃丝。包含核心和覆层的光波导，能够以光的形式传送信

息。光纤还用来泛指光纤通道支持的所有物理介质，比如光纤、双绞线和

同轴电缆。

H HAT（主机访问表）  HP FC 存储访问磁带机会保持当前和之前登录的主机

信息到主机访问表 (HAT) 中。其中条目是主机 WWPN 及其所连接磁带机

FC 端口的组合。主机信息在 HAT 中存储和维护直到填满，然后会删除日

期 早的未使用条目以允许新主机在 HAT 中注册。

HDD（高密度驱动器）  包含位和/或每平方英寸磁道高存储容量的驱动器。

HTTP（超级文本传输协议）  一种通讯规则，Web 浏览器（客户端）和服务

器据此发送 Web 页交换信息。

互操作性  两个或多个硬件设备或两个或多个软件一起协同工作。

滑轨  请参阅UDS。

环路  借助这种光纤通道选项，端口可运行连接的环路设备。如果连有点对

点设备，装置将不能与之通信。

环路 ID  唯一的 7 位值，范围从 0 到 126，代表环路上 127 个有效的 AL_PA
（物理地址）。

混合介质  库存机能够同时支持多种存储介质的能力。

I I/E 插槽  一个包含 I/E 站中单件介质的磁带箱。

I/E 站  包含磁带架的库存机前面的门，通过这里要导入的磁带可手工放入

或要导出的磁带通过拾取装置放置。

I/EI/E（导入/导出或插入/弹出）  数据或硬件从处理和存储系统进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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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Internet 协议）  一种指定数据包和地址格式的协议。地址由四组 2 或 3
个数位组成，中间用点隔开，比如 255.255.255.255。

J 基准  在库存机存储环境中，基准可能是“基准标签”或“基准卡片”，允

许可靠识别磁带架和磁带机滑轨，包括位置和介质域信息。在 Scalar i500
磁带库存机中，“基准标签”指安装在介质存储列上的塑料定位器标签。

机械手确定这些标签的位置以识别介质存储位置。“基准标签”指磁带架

或磁带机滑轨上的条形码标签，用于识别磁带架或磁带机滑轨类型。

架装  工业标准通信和计算机设备机架机柜。

介质  存储数据的物质，比如磁带或光盘。

介质 ID  连接到特定介质的条形码号。

介质更换器设备  一个 SCSI 术语，指一个磁带库存机或一个分区，包括所用

的机械手。

介质类型  介质的格式/大小，例如，LTO。

K 可靠性  用来防止存储解决方案出现故障的 RAS 特性。另请参阅RAS。

可热交换  在系统继续正常运行时更换故障组件的能力。

可维护性  一种 RAS 特性，表示经过设计的组件可以准确诊断和报告故

障，以及尽量减少存储解决方案的停机时间。另请参阅RAS。

可用性  一种 RAS 属性，表示系统资源当前的可访问性；例如系统正常运

行时间的测量。

控制路径  分区和主机应用程序间的连接。控制路径连接通过指定磁带机建

立。每个分区只能选择一个磁带机作为控制路径。

控制模块  库存机的第一个模块。含有操作员面板触摸屏、库存机控制刀片

(LCB)、存储、磁带机、电源和I/E 站。

控制器  一种 PCB 或系统，将计算机数据和命令转换成一种适当的形式供

存储磁盘使用。

库存机控制模块  请参阅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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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  通过复制元数据而不是拷贝整个数据集在与原数据同样的磁盘上 初

创建的卷的快速即时点映像。快照经常用于防备数据损坏（病毒等）或创

建测试或预生产环境。快照还经常作为创建非中断即时点备份的第一步，

以及用于拷贝数据集到第二个磁盘来创建卷的完整复制拷贝。快照创建在

磁盘上，并与原数据格式一样。快照还用来表示即时点拷贝和影子拷贝。

扩展模块  库存机的一种可选模块。它提供附加存储、磁带机容量、电源和

可选 I/E 站。该模块没有操作员面板触摸屏和 LCB。

L L_端口  环路端口。只能通过 FC-AL 集线器和 FL_端口通讯。

LED（发光二极管）  具有短波光收发器多模电缆的数据传输模式。相比较

而言，单模电缆使用高功率长波激光。

Library（库）  一种带有机械手的大型磁带设备，可以容纳多个磁带机和很

多磁带。

LTO（线性开放磁带）  系列磁带介质，它是“开放”的，意即不由某一家

供应商专有。LTO 有两种格式，Accelis 和 Ultrium。Accelis 速度快，而

Ultrium 密度高。

LUN（逻辑单元号）  SCSI 总线上用来区分共享同一总线的各种设备的唯一

标识符。LUN 可以是 终用户、文件或应用程序。在存储技术中，单一

的大型存储设备可能会分为多个较小的部分，为的是更容易管理巨大的存

储空间或将存储空间专门用于不同的服务器、驱动器或应用程序。当存储

空间分为较小的部分时，每个部分都会配置有自己的 SCSI 唯一标识符或

LUN。

连接  硬件设备或软件与其他硬件或软件通信的方法。

路径名  目录的列表，由斜线 (/) 分隔并以目录或非目录文件的名称结尾。

路径名用来跟踪文件结构中的路径以查找或标识文件。

逻辑库存机  请参阅分区。

M 媒介  请参阅介质。

默认设置  在用户没有明确指定的情况下，由硬件或软件选择的值或设置。

目录  包含其他文件列表的文件。目录是目录文件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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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_端口  节点端口。只能通过 F-端口通讯。计算机、磁带机等设备上的端

口，设备通过该端口可以作为直接光纤连接端口与点对点或光纤拓扑进行

光纤通道通信。用全球通用名称标识。

NL_端口  节点环路端口。能够通过 FC-AL 集线器和 F_端口通讯。

内核  UNIX 操作系统的心脏。内核是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分配资源并控制

进程。设计策略是保持内核尽可能小，并将其他 UNIX 功能分配不同的编

译和执行程序。

O OS（操作系统）  计算机的一种控制程序，分配计算机资源、计划任务并使

用户能够访问资源。

Q 清洗插槽  清洗磁带或磁带所在的初始物理位置。

清洗磁带/清洁盒式磁带  用来清洁磁带机记录磁头和读取磁头的磁带。

驱动程序  一种软件程序，使计算机能够与硬盘、CD ROM 驱动器、打印

机和其他外设通讯。驱动程序存储在硬盘上并在启动时载入内存。

R RAS 标签  用来向维护人员和客户发出有关库存机问题警报的标签。RAS
标签标识哪些库存机组件 有可能导致问题。可能的话，RAS 标签也提供

解决问题的说明。

RAS（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  计算系统质量设计的三个重要特性。请

参阅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一种支持可维护性的基础架构，用来识

别、诊断和修复系统中的问题。该方法用来支持维护人员和客户诊断和解

决系统中发现的问题。此外，配置旨在支持硬件配置兼容问题诊断和 FRU
间一致性。

S “Server”（服务器）  一种功能强大的中央计算机（或程序），根据请求

向客户端（小型计算机或程序）提供信息。

SAM（SCSI 架构型号）  一种 ANSI 标准，规定了在定义其他 SCSI 标准时

的一般要求和总体框架。该标准的新版本由数字后 标识，例如，第二版

标准为 SAM2。

SAN（存储区域网络）  一种将存储设备和服务器连接到池中的专用网络，

提供了整合的存储和存储管理。存储在多个发起方和目标设备间互连。

SAN 允许在多个服务器（发起方）中共享资源（目标设备）。

SCSI ID（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地址）  SCSI 总线上的地址。通常在单一通道

SCSI 总线上有 16 个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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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I（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  一组高速并行接口标准，将处理设备连接到

外设，比如存储子系统。首字母缩写的发音为“scuzzy”。

SMI-S（存储管理计划规范）  一种由 SNIA 制定的工业标准 SMI-S 应用程序

编程接口 (API)，帮助在存储区域网络 (SAN) 环境中管理多供应商设备。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一种规定网络管理和网络设备及功能监控的协

议。与 SAM 相似，只不过 SNMP 规定 LAN，而 SAM 规定 SAN。

SSL（安全套接层）  一种提供 Internet 加密通信的协议。SSL 位于应用程序

协议（比如 HTTP、SMTP、Telnet、FTP、Gopher 和 NNTP）之下，并

位于连接协议 TCP/IP 之上。

设置向导  用于初始配置库存机的工具。在用户第一次启动库存机时出现。

不过，可以在 初配置后的任何时间用来修改配置项。

拾取装置  搬运磁带的机械手。

事件  一种编号且符合预定义环境的情况。

事件日志  库存机和软件管理工具记录的所有预定义事件的列表。

授权密钥  一个只可以增加授权功能的绝对值。例如，可以将授权密钥应用

到库存机以启用未授权的插槽。

T TCP/IP（传输控制协议/Internet 协议）  Internet 使用的通信协议。在以太网

上运行以将高级别网络服务提供给应用程序。

条形码  一组印刷的粗细不一的矩形条和间隔，可通过扫描和读取来识别

对象。

通道分区  根据每个通道将存储区域网络划分为各个独立区域的方法，旨在

加强安全和验证访问。

拓扑  网络上各个站的逻辑和/或物理规划。

U UDS（通用驱动器滑轨）  在模块中承载光纤通道和 SCSI 磁带机的硬件。

UTC（世界标准时间）  时间的全球标准，通常认为相当于“格林威治标准

时间”和“祖鲁时间”。对于所有这些时间标准，零 (0) 小时是英格兰格

林威治的午夜，它位于零纬度子午线下。缩写中的字母顺序是英语和法语

术语 (Temps Universel Coordonné) 的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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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ORM（单次写入, 多次读取）  一种常见的数据存储介质类型，数据在记录

后可以读取和重读，但不可更改。

WWNN（全球通用节点名）  由公认命名机构分配的唯一号。全球通用名称

与光纤通道运行密切相关。

WWPN（全球通用端口名称）  WWPN 是一个 64 位硬编码地址，用于 FC 连
接设备上的每个端口。用于标识终端的可用 SAN 设备。

X X-轴，X-位置  库存机机械手臂的水平位置。

小型闪存  LCB 上的一块卡，存储有关库存机内容和配置的信息。

Y Y-轴，Y-位置  库存机机械手臂的垂直位置。

用户 ID  一个字母数字值，密码数据库与之关联有登录名。也称，UID。

原位  存取器轴定位在垂直和水平 0 度，作为其他库存机组件的位置参照

点。原位作为校准的基础。

Z 在线  组件的一种状态，表示组件处于活动状态且可用。

仲裁  设备提交请求访问仲裁环路以便可以在环路中传输数据。

仲裁环路  一种在环路中连接多个通信端口的光纤通道配置。两个或多个端

口可以互连，但只有两个端口可以同时通信。

主机  一般来说，主机是一台计算机或程序，包含数据并向其他计算机或设

备提供服务。在光纤通道中，主机是发起与存储设备联系的计算机。

子系统状况  一种功能，使用本地或远程警报发出有关连接丢失或设备故障

的警报。子系统状况使管理员能够在问题影响备份或其他数据传输操作前

解决问题。

总线  一种传输通道，电信号通过其从一台设备传到另一台设备。

组件 ID — 逻辑  库存机用来查找和跟踪库存机组件的地址。该地址用程序

逻辑指定而不是组件在库存机中的物理位置。使用逻辑库存机时，逻辑组

件 ID 会屏蔽物理组件 ID。

组件 ID — 物理  库存机用来查找和跟踪库存机组件的地址。该地址基于组

件在库存机中的物理位置。应用程序会在特定 ID 看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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