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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Compliance Model Number: CYT2A and CYT2D
Product Family Name: StorEdge(tm) S1 AC100 and StorEdge(tm) S1 DC100

EMC
European Union
This equipment complies with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of the EMC Directive 89/336/EEC:

As Telecommunciation Network Equipment (TNE) in Telecom Centers Only:
EN300-386:2000  Required Limits (as applicable):

EN55022/CISPR22 Class A
EN300-386:2000 Subclause 6.2 (DC port Conducted Emissions 20 kHz - 30 MHz)
EN61000-3-2 Pass
EN61000-3-3 Pass
EN61000-4-2 Criteria B: 4 kV (Direct), 4 kV (Air)

Criteria R: 8 kV (Direct), 15 kV(Air)
EN61000-4-3 3 V/m
EN61000-4-4 1 kV AC Power Lines, 0.5 kV Signal and DC Power Lines
EN61000-4-5 Criteria B: 1 kV AC Line-Gnd and Outdoor Signal Lines

0.5 kV AC Line-Line and Indoor Signal Lines
Criteria R: 1 kV AC Line-Line, 2 kV AC Line-Gnd,

 4 kV Outdoor Signal Lines as applicable
EN61000-4-6 3 V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ITE) Class A per:
EN55022:1998/CISPR22:1997 Class A
EN55024:1998 Required Limits (as applicable):

EN61000-4-2 4 kV (Direct), 8 kV (Air)
EN61000-4-3 3 V/m
EN61000-4-4 1 kV AC Power Lines, 0.5 kV Signal and DC Power Lines
EN61000-4-5 1 kV AC Line-Line and Outdoor Signal Lines

2 kV AC Line-Gnd, 0.5 kV DC Power Lines
EN61000-4-6 3 V
EN61000-4-8 1 A/m
EN61000-4-11 Pass

EN61000-3-2:1995 + A1, A2, A14 Pass
EN61000-3-3:1995 Pass

Safety
This equipment complies with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of Low Voltage Directive 73/23/EEC:
EC Type Examination Certificates:

EN60950:1992, 2nd Edition, Amendments 1, 2, 3, 4, 11 TÜV Rheinland Certificate No.  S 9972359
IEC 950:1991, 2nd Edition, Amendments 1, 2, 3, 4 CB Scheme Certificate No. US/3368A/UL  (for CYT2A)

 Evaluated to all CB Countries       US/3637A/UL (for CYT2D)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This product was tested and complies with all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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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StorEdge S1 AC100 和 DC100 安裝維護手冊》提供 StorEdge™ S1 裝置的安裝配置資
訊以及維修程序。這些說明針對的對象均為有經驗的系統管理員。

本書編排方式
第 1 章說明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

第 2 章提供關於安裝程序及裝配 DC 輸入電源線的資訊。

第 3 章提供安裝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的說明。

第 4 章說明在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移除、更換或新增磁碟機的程序。

第 5 章包含有關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維護工作的資訊。

附錄 A 提供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的系統規格。



xxiv StorEdge S1 AC100 和 DC100 安裝維護手冊 • 2002 年 2 ㈪

使用 UNIX 指令
本文件可能不會包含關於基本 UNIX® 指令和程序 （如關閉系統、啟動系統和配置裝
置）的資訊。

關於這些資訊，請參閱㆘列文件：

� Solaris Handbook for Sun Peripherals

� Solaris™ 軟體環境的 AnswerBook2™ 線㆖說明文件

� 隨附於系統的其它軟體文件資料。

㊞刷習慣用法

字體 意義 範例

AaBbCc123 指令、檔案和目錄的名稱；

電腦螢幕的輸出

編輯您的 .login檔案。

使用 ls -a列出所有檔案。
%您㈲郵件。

AaBbCc123 您鍵入的內容，與電腦螢幕㆖的
輸出作為對照

% su
Password:

AaBbCc123 書名、新字或專有名詞，以及要
強調的字

請閱讀 《使用手冊》的第六章。
這些稱為 class 選項。

您必須 是超級使用者才能執行此項操作。

指令行變數；以實際名稱或數值

取代

若要刪除檔案，請鍵入 rm 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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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提示符號

相關文件

線㆖存取 Sun 文件㈾料
以㆘網站提供種類繁多的 Sun 系統文件：

http://www.sun.com/products-n-solutions/hardware/docs

完整的 Solaris 文件集和其它主題則位於：

http://docs.sun.com       

Shell 提示符號

C shell machine_name%

C shell 超級使用者 machine_name#

Bourne shell 和 Korn shell $

Bourne shell 和 Korn shell 超級使用者 #

㊜用狀況 標題 組件號碼

最新資訊 StorEdge S1 AC100 及 DC100 產品注意
事項

816-1772

配置資訊 StorEdge S1 Storage Subsystem Manager 
2.0 使用者指南

816-4393

Sun Cluster 資訊 Sun Cluster 3.0 U1 Hardware Guide 806-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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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 Sun 文件
Fatbrain.com 為㆒家專業網路書店，備有 Sun Microsystems, Inc. 的精選產品文件。

如果您需要文件清單以及訂購資訊，請查訪位於 Fatbrain.com 的 Sun Documentation 
Center （Sun 文件㆗心），它的網址是：

http://www.fatbrain.com/documentation/sun

Sun 歡迎您的指教
Sun 極欲改善文件內容，竭誠歡迎您的批評與指教。您可以將您的意見寄至 Sun 的電
子郵件信箱：

docfeedback@sun.com

請在電子郵件的主旨行標明文件的組件號碼 (816-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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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1

StorEdge S1 AC100 及 DC100 概觀

本章說明 StorEdge S1 AC100 及 DC100 硬體，但不包含硬碟。如需磁碟機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硬體隨附的文件。本章編排方式如㆘：

� 第 2 頁的 「StorEdge S1 AC100 及 DC100 概觀」

� 第 2 頁的 「特點」

� 第 3 頁的 「出廠套件內容物」

� 第 5 頁的 「位於裝置正面之元件」

� 第 9 頁的 「位於裝置背面之元件」

� 第 11 頁的 「內部元件」

� 第 15 頁的 「StorEdge S1 軟體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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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dge S1 AC100 及 DC100 概觀
StorEdge S1 磁碟單元為 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LVD) Sun Ultra™ SCSI 2/3 單元，
高 1.73 英吋（或 1RU）。單元的厚度可讓您在單㆒機架㆗堆疊多個單元。StorEdge S1 
儲存裝置具有㆒個電源供應器 （適用 AC 或 DC 版本），並最多具有㆔個可熱抽換

LVD SCSI 硬碟。儲存裝置支援 LVD SCSI，所以最多可以將㆕個儲存裝置接到㆒個

LVD SCSI 匯流排。

㊟意 —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也支援單端硬碟。如果使用單端硬碟，則這些磁碟機會
預設為單端速度。如果儲存裝置連接到單端 SCSI 匯流排或單端主機匯流排配接卡，則
整個儲存裝置會預設為單端模式。

圖 1-1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

㈵點
StorEdge S1 磁碟單元具有㆘列特點：

� 與現有的 Netra st D130 儲存裝置和單端主機完全回溯相容
� 1 RU 大小，19 英吋機架可掛載式，深 18.6 英吋
� 可選擇 AC 或 DC 電源供應器

� 提供隔離接㆞選項 （僅限 DC 電源模式）
� ㆔個熱抽換 SCSI 磁碟機

micr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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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電源和狀態 LED
� 後端 SCSI ID 基底位址選取器和前端 LED ㆓進位指示器
� 單通道、自我終止的 SCSI-3 高密度連線
� 菊鏈或叢集式的雙 SCSI 連線
� Ultra 3 SCSI（每秒 160 MB）介面至主機（也相容 Ultra SCSI 和 Ultra SCSI 2

介面）
� Telcordia NEBS 層級 3 認證
� 在 SCSI 鏈結㆗最多㆕個 StorEdge S1 的菊鏈
� StorEdge S1 和 Netra st D130 儲存裝置的菊鏈（每個單端 SCSI 鏈結最多兩個

單元）
� LVD (Ultra 3) SCSI 匯流排的長度最長 12 公尺
� StorEdge S1 Storage Subsystem Manager 軟體
� 內建的 SCSI LED 資訊卡

㊟意 — 只有在主機作業系統和系統主匯流配接卡㆖所安裝的磁碟機支援每秒 160 MB
時，才能達到每秒 160 MB 的資料傳輸速率。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作業系統文件。

出廠套件內容物
出廠套件包含㆘列項目：

� StorEdge S1 AC100 或 DC100 儲存裝置，安裝㆓到㆔台硬碟 （取決於您所購買的
配置）

� 電源接頭

� AC 版本：㆒條 AC 電源線
� DC 版本：DC 接頭套件

� 0.8 公尺的 Cable SCSI-3 對 SCSI-3 接頭纜線 (X1134A)
� Storage Subsystem Manager 2.0 光碟

� 架裝托架和螺絲

� 文件

� StorEdge S1 AC100 和 DC100 安裝維護手冊
� StorEdge S1 AC100 及 DC100 產品注意事項
� StorEdge S1 Storage Subsystem Manager 2.0 使用者指南

� 抗靜電腕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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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纜線

表 1-1 列出您可以向 Sun 經銷商訂購的選購纜線。

使用 SCSI-3 對 SCSI-3 接頭，以相互連接 StorEdge S1。如果您連接不同的裝置，您可
能需要使用 SCSI-3 對 VHDCI 接頭。比起 SCSI-3 接頭，VHDCI 接頭較窄且薄。

選購套件

S1 儲存裝置出廠時並未提供 19 英吋㆕腳機架的滑動軌道裝載。若要將 S1 安裝到 19 英
吋的㆕腳機架，您必須與 Sun 經銷商聯繫並訂購 19 英吋的滑動裝配組件 （請使用 X
選項編號 X6919A）。

如需將儲存裝置安裝到 19 英吋㆕腳機架的說明，請參閱第 30 頁的 「將儲存裝置裝載
至㆕腳機架㆗」。

表 1-1 光學纜線 （68 針）

選㊠ 組件號碼 說明

X3830A 530-2454-02 4 公尺長纜線 SCSI-3 對 VHDCI 接頭

X9940A 530-2352-01 4 公尺長纜線 SCSI-3 對 SCSI-3 接頭

X3831A 530-2455-02 10 公尺長纜線 SCSI-3 對 VHDCI 接頭

X3832A 530-2453-02 2 公尺長纜線 SCSI-3 對 VHDCI 接頭

X1139A 530-2384-01 2 公尺長纜線 SCSI-3 對 SCSI-3 接頭

X1132A 530-2452-02 0.8 公尺長纜線 SCSI-3 對 VHDCI 接頭

X1134A 530-2383-01 0.8 公尺長纜線 SCSI-3 對 SCSI-3 接頭

SCSI-3 VHD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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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裝置正面之元件
前端的 Bezel 包含空白的標示牌和五個 LED。您可以使用標示牌，將識別貼紙或標籤
貼到系統㆖。如果您要移除標示牌，以便固定在其它系統㆖，請參閱第 7 頁的 「移除

Bezel ㆖的標示牌」。

如需前面板 LED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65 頁的 「前面板 LED」。

您可以移除前端 Bezel，以操作硬碟，並檢視 SCSI ID LED。如需移除前端 Bezel 的相
關資訊，請參閱第 56 頁的 「移除前端 Bezel 以操作磁碟機」。

如需這些 LED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67 頁的 「若要檢查㆓進位 SCSI ID LED 顯示」。
此外，貼附在系統的插卡也簡略說明 LED 所表示的資訊。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最多可連接㆔台 1 英吋高的磁碟機。如需 StorEdge S1 磁碟機的
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5 頁的 「新增、移除與更換磁碟機」。

圖 1-2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正面圖 （含 Bezel）

microsystems

系統電源 LED 系統摘要故障 LED

磁碟機活動 LED

標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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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正面圖 （Bezel 已移除）

㆓進位 SCSI LED (4)

HDD1 HDD2 HDD3 

磁碟機活動 LED

㆓進位 SCSI LED 卡



第 1 章 StorEdge S1 AC100 及 DC100 概觀 7

� 移除 Bezel ㆖的標示牌

您可以將標籤貼在標示牌前面。此標示牌是可以移除，以便您將其轉換到其它系統。
如果要移除標示牌，請遵循㆘列指示：

1. 向㊨按住標示牌㊧側 （請參閱圖 1-4）。

此時左側的固定柄會鬆開，而標示牌會從 Bezel 鬆開。

圖 1-4 鬆開左側固定柄以掀開標示牌

micr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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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 Bezel 拉出㊨側的固定柄，讓標示牌與 Bezel 分離 （請參閱圖 1-5）。

圖 1-5 從 Bezel 拉出右側的固定柄

� 將標示牌插入 Bezel ㆗
� 將標示牌㊨側的固定柄插入 Bezel，然後將㊧側的固定柄輕輕推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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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裝置背面之元件

圖 1-6 StorEdge S1，背面圖

電源開關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具有㆒個控制電源供應器的搖桿式電源開關。

圖 1-7 電源開關

� 開：電源供應器提供完整電源給儲存裝置。

� 空檔：從 「開」位置鬆放開關時，開關會回到 「空檔」位置，而電源供應器會保持
開啟。

� 待機：電源供應器提供待機電源給儲存裝置。

警告 — 將電源開關置於「待機」位置並不會完全關閉輸出至儲存裝置的電源。AC 或

DC 輸入會繼續流到電源供應器，直到從插座拔除電源線為止。

㊟意 — 如果您在開關位於「開」位置時拔除系統的電源線，則當您重新插回纜線時，
完整的電力會傳回系統。

SCSI-3 IN 連接埠

SCSI-3 OUT 連接埠

電源接頭 電源開關 SCSI ID 開關 系統和㉂動終止 LED

風扇

開

待機

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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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I ID 開關

SCSI ID 開關會設定磁碟機的 SCSI ID。

如需設定 SCSI ID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9 頁的 「設定 SCSI ID」。

圖 1-8 SCSI ID 開關

背面板 LED
如需說明背面板 LED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9 頁的 「背面板 LED」。

圖 1-9 背面板 LED

系統電源 LED

系統摘要故障 LED

㉂動終止指示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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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電源和系統摘要故障 LED

系統電源和系統摘要故障 LED 提供與裝置前端的系統電源和系統摘要故障 LED 相同的
診斷資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5 頁的 「前面板 LED」。

㉂動終止指示 LED

自動終止指示 LED 指示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是否為 UltraSCSI、寬 SCSI 或窄 SCSI
菊鍊的㆒部份。指示燈也指示裝置在菊鍊㆗的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9 頁的
「自動終止指示 LED」。

內部元件

電源供應器

StorEdge S1 儲存裝置具有提供內部元件電源的單㆒電源供應器。您系統的電源供應器
不是使用 AC 電源，就是使用 DC 電源。

AC 版本

AC 版本㆖的電源供應器會將輸入的 AC 電壓轉換為輸出的 DC 電壓。

圖 1-10 StorEdge S1 AC100 背面圖 

AC 電源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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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版本

DC 版本㆖的電源供應器會將輸入的 48 VDC 電壓轉換為輸出的 DC 電壓。DC 版本有
兩個接頭，您可以將單㆒的 StorEdge S1 DC100 儲存裝置連接到兩個 48V DC 電源。
每個 DC 電源應該有 10 安培的電路斷路器。

圖 1-11 StorEdge S1 DC100 背面圖

冷卻系統

冷卻系統的運作方式如㆘：

� 確定足夠的空氣流過系統。內部風扇可以達到最大約 20 cfm 的流通氣流。

� 空氣會從儲存裝置前端吸入，再從儲存裝置後端排出。

圖 1-12 氣流需求 （前端和後端）

DC 電源接頭

micr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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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架式系統和閉架式系統的氣流需求不同，如㆘圖所示。

圖 ����� 氣流需求 （開架式）

圖 ����� 氣流需求 （閉架式）

microsystems

microsystems

排氣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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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如果 ��������	�
儲存裝置安裝在封閉的或多單元的機架組件㆗，機架㆕周的
作業環境溫度可能會高於室溫。請確定機架周圍溫度未超過系統的環境規格。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第 �頁的「環境規格」。

硬碟

��������	�
儲存裝置㆗的硬碟全部可以熱抽換。如需系統所安裝硬碟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系統隨附的文件。

圖 ����� ��������	�
㆗的硬碟

��������	�
儲存裝置㆗的磁碟機 ����	��可使用儲存裝置背面的 ����	��開關來設
定。如需判斷您指定給儲存裝置磁碟機的 ����	��，請參閱 ��������	�
儲存裝置正
面的磁碟機 ���或儲存裝置背面的 ����	��開關。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頁的
「若要檢查㆓進位 ����	��	���顯示」。

發泡填充物

如果您訂購的 ��������	�
的磁碟機不足㆔台，則空的磁碟機插槽會放置發泡填充物。
發泡填充物是空氣檔板，可使儲存裝置保持最佳冷卻效果。如果插槽㆗沒有磁碟機，
則您必須�將發泡填充物插入插槽，以確保適當的冷卻效果。

警告�—�如果 ��������	�
儲存裝置正在執行且磁碟機插槽㆗沒有磁碟機或發泡填充
物，則 ��������	�
儲存裝置將無法適當冷卻而可能有過熱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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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軟體㊟意事㊠
��������	�
儲存裝置可以作為現有主機系統的額外磁碟儲存體。儲存體管理支援係由

��������	�
	�������	�������� 	!�"����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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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準備安裝與裝配纜線

本章提供的說明包括準備 ��������	�
	��
及	��
以進行安裝，以及裝配用於

��������	�
	��
裝置的 ��輸入電源線。

本章編排方式如㆘：

� 第 
�頁的「安裝概觀」

� 第 
�頁的「準備安裝」

� 第 �頁的「裝配 ��輸入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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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概觀
表 �$
顯示 ��������	�
儲存裝置的主要安裝工作。

準備安裝
在您安裝 ��������	�
儲存裝置之前：

�� 詳讀㆘列各節以確定您已㈲安裝 ������	
��� 儲存裝置所需的硬體與設備。

�� 詳讀所㈲的產品㊟意事㊠，取得已更新的產品㈾訊。

�� 準備安裝場㆞，包括決定現場的電源與空間需求。

請參閱附錄 �取得電源、尺寸與重量等統計資料。

硬體需求

安裝場㆞㆗必須要有㆘列硬體才能成功安裝您的 ��������	�
儲存裝置：

� 具 �%�或單端 &��������內建連接埠之主機系統，或是

� 安裝於主機系統的 ����主機配接卡。

為了要有 �%�	'&����	�(�)	����的功能，您的 ��������	�
儲存裝置所連接的主機或主
機配接卡必須要能達到 �%�	'&����	�(�)	����的速率。您可以將 ��������	�
儲存裝置
連接到具寬或窄 ����性能的主機配接卡，但是這種狀況㆘裝置的執行速度會比較慢。

表 ���� 安裝概觀

工作 章節

拆開包裝盒 第 �頁的 「出廠套件內容物」

準備安裝 第 
�頁的 「準備安裝」

裝配 ��輸入電源線 （如有必要） 第 �頁的 「將 ��������	�
裝置裝入機架」

將 ��������	�
裝入機架 第 �頁的 「將 ��������	�
裝置裝入機架」

設定 ����	�� 第 �*頁的 「設定 ����	��」

連接纜線 第 ��頁的 「連接纜線」

開啟儲存裝置與主機系統電源 第 ��頁的 「開啟儲存裝置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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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工具與設備
� ㆒支 �厘米扳鉗（用來組裝架裝軌道）

� ㆒支 �號十字螺絲起子

� ㆒支小型的平頭螺絲起子（必要時用來安裝 ��輸入電源線）

� ㆒塊 ���隔離墊與㆒條抗靜電腕帶

決定要安裝的單元數量

如果 ��������	�
單元是安裝在主機系統或主機配接卡 �%�	����連接埠㆖，則最多可
安裝㆕個 ��������	�
單元。

在㆘列情況㆗，可安裝的 ��������	�
數量是有限制的：

� 如果 ����連接埠是單端的，則您在 ����串接鏈㆖最多只能安裝兩個 ��������	�

單元。

� 如果 ����串接鏈㆖已經有單端裝置，或者會有單端裝置隨著 ��������	�
單元㆒併
安裝，則您只能在串接鏈㆖安裝㆒個 ��������	�
儲存裝置再加㆖另㆒個週邊裝置。

如需相關詳細資訊，請參閱㆘列各節：

� 第 �
頁的「單端 ����安裝」

� 第 ��頁的「�%�	����$�安裝」

� 第 ��頁的「混合單端與 �%�	����裝置」

決定纜線長度

用於 ��������	�
菊鏈之 ����纜線的總長度需視主機 ����連接埠或配接卡是 �%�	
����或單端 ����而定。

� 如果 ����連接埠或配接卡是 �%�	����，則接有最大數量（
�個）之 �%�	����
裝置的 �%�	����纜線總長度就不能超過 
�公尺。

� 如果 ����連接埠或配接卡是單端 '��)	����，則 ��	����纜線總長度就不能超過 �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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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配 � 輸入電源線
請依照㆘列說明裝配 ��輸入電源線，您可用這條電源線將 ��������	�
儲存裝置的

��電源供應器連接到 ��電源設備。

㊟意�—�請參閱第 ��頁的「現場電源需求」，以取得現場電源需求條件的相關資訊。

必要的連線材料

每個 ��������	�
儲存裝置都附有㆘列 ��連線材料，可用於 $��%	��電源設備的連
線：

� ㆕個+�,-	��接頭（兩個用於輸入纜線的 ��接頭和兩個備用的 ��接頭）

� ㆕個+�,-	��電線收存器（兩個用於輸入纜線的電線收存器和兩個備用的電線收
存器）

� ㆒支機箱夾鉗操作桿

� ㆕個束緊環

㆘列圖片顯示 ��接頭、電線收存器與機箱夾鉗操作桿。您可向 ��"	!./������� �	
�"/#0訂購額外的 ��連線材料（組件號碼 1*�*�）。

圖 ���� ��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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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電線收存器

圖 ���� 機箱夾鉗操作桿

㆘圖顯示 ��電源供應器㆖的電源接頭。

圖 ���� ��電源供應器㆖的 ��接頭

底部 頂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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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配 � 輸入電源線

�� 關閉通過斷路器到 � 電源設備的電源。

警告�—�在您關閉通過斷路器到 ��電源設備的電源之前，請勿�繼續進行㆘列步驟。

�� 從出廠套件㆗取出 � 接頭。

�� 找出用來連接您的單元的 � 電源設備㆖的㆔條電線：

� $��%
� ,2�（接㆞）
� $��%回傳

�� 將 � 電源設備㆖每㆒條電線的絕緣皮剝除 ���� 英吋 （� 厘米）。

警告�—�每條電線剝除的絕緣皮長度不能超過 �(
�英吋（�厘米），否則裝配完成後
會有無絕緣皮包覆的電線暴露在 ��接頭外。

圖 ���� 剝除電線絕緣皮

�� 將機箱夾鉗操作桿插入 � 接頭㆗要插入第㆒條電線的插孔正㆖方的方形孔㆗，再將機
箱夾鉗操作桿往㆘按。

��接頭這㆒部分的機箱夾鉗便會開啟。

���� 英吋（�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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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 使用機箱夾鉗操作桿開啟 ��接頭機箱夾鉗

您也可以將小型平頭螺絲起子插入 ��接頭㆗要插入第㆒條電線的插孔正㆖方的方形孔
㆗，再將螺絲起子往㆘按，以開啟 ��接頭機箱夾鉗。

接頭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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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 使用螺絲起子開啟 ��接頭機箱夾鉗

�� 將白色電線露出的部分插入 � 接頭㆗㊜當的插孔㆗。

圖 �$�顯示哪幾條電線應插入 ��接頭㆗的每個插孔。

圖 ���� 裝配 ��輸入電源線

�� 對另外兩條電線重複步驟 � 和步驟 � 以完成 � 輸入電源線的裝配。

接頭頂部

接頭頂部

藍色（���� 回傳電源）

綠色���黃色（接㆞電源）

白色（���� 電源）

� � �



第 � 章 準備安裝與裝配纜線 ��

�� 重複步驟 � 到步驟 � 以製作第㆓條 � 輸入電源線。

您不能將第㆒條輸入電源線接到 ��電源 �並將第㆓條 ��輸入電源線接到 ��電源

�，如第 �*頁的 「連接電源線」所述。

若要將電線從 ��接頭㆖拔㆘，請將機箱夾鉗操作桿或小型螺絲起子插入電線正㆖方的
插槽並往㆘按（圖 �$�與圖 �$�）。

� 安裝電線收存器

�� 將電線收存器的底部插入 � 接頭㆖的凹槽使它卡入定位，如圖 �$*所示。

確定電線收存器已於 ��接頭㆖卡入定位；如果未將電線收存器固定好，您便無法完成
裝配程序。

圖 ���� 將電線收存器的底部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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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 電源設備的㆔條電線拉過電線收存器底部的開口，如圖 �$
所示。

圖 ���� 將電線由電線收存器的底部拉出

�� 將束緊環插入電線收存器的底部，如圖 �$

所示。

圖 ����� 將電線固定在電線收存器㆖

�� 將束緊環纏繞到電線㆖並從電線收存器後方拉出，然後再將束緊環拉緊使電線固定在電
線收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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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電線收存器的頂部放低 （圖 �$
�）使頂部㆖的㆔個尖叉可以插入 � 接頭㆗的開口，
並將電線收存器的頂部與底部同時往前推，直到它們卡入定位為止。

圖 ����� 組裝電線收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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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安裝 ������	
��� 裝置

本章提供有關準備場㆞、連接纜線及啟動儲存裝置的說明。

本章編排方式如㆘：

� 第 �頁的「將 ��������	�
裝置裝入機架」

� 第 �*頁的「設定 ����	��」

� 第 ��頁的「連接纜線」

� 第 ��頁的「開啟儲存裝置電源」



� ������	
�������� 和 ���� 安裝維護手冊 � 2002�年�2�㈪

將 ������	
��� 裝置裝入機架
您可使用隨附的托架將 ��������	�
裝載在兩腳繼電機架㆗，或是使用可選購的滑動裝
配組件將它裝載在㆕腳機架㆗。

本小節說明主題如㆘：

� 第 �頁的「機架安裝注意事項」

� 第 �頁的「將儲存裝置裝載至㆕腳機架㆗」

� 第 ��頁的「將儲存裝置裝入兩腳繼電機架」

機架安裝㊟意事㊠

請遵循㆘列注意事項，以避免㆟身傷害及設備損壞：

� 將較重的系統安裝在機架底部以增加穩定性。

� 調整各機架的位置，使機架後側排出的熱氣不會直接流向另㆒個機架的冷空氣引入
區。

� 確定機架都已緊緊㆞鎖在㆞㆖。

警告�—�確定每個系統都已有接㆞線連接到機架，而每個機架也都已連接到建築物的
㆞面。

� 將儲存裝置裝載㉃㆕腳機架㆗

㊟意�—�若要使用 
*英吋的㆕腳機架，您必須與 ��"供應商聯繫並訂購㆒組用於 
*英
吋的滑動裝配組件（請使用 1選項編號 1�*
*�）。

㆘述步驟適用於將 ��������	�
安裝到標準 
*英吋寬的電信機架或是 ��"	��������3!	
��英吋高 （
*英吋寬）的機架。

�� 定位滑動組件的兩個零件，使雙面折角端 �� 位於正確的位置。

在標準 
*英吋寬的機架㆗，雙面折角端 '�)必須位於前方 （請參閱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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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標準 
*英吋活動機架的滑動裝配組件

在 ��"	��������	��英吋高 （
*英吋寬）機架㆗，雙面折角端 '�)必須位於後側
（請參閱圖 �$�）。

圖 ���� ��"	��英吋活動機架的滑動裝配組件

�� 使用隨附的 !� 螺帽將兩個零件鎖在㆒起，但不要鎖緊。

�� 計算機架前後腳柱之間的距離。

�� 調整滑動裝配組件，使前後裝配凸耳之間的距離約等同於機架前後腳柱之間的距離。

�� 對齊滑動裝配組件，使兩端的螺栓位於㊜當的腳柱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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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緊 !� 螺帽，將滑動裝配組件的兩個零件固定在㆒起。

�� 使用隨附的螺絲將滑動裝配組件鎖在機架㆖。

請不要將螺絲鎖死，如此將 ��������	�
單元插㆖後才能再做調整。請參閱圖 �$�㆗的
標準 
*英吋機架及圖 �$�㆗的 ��"	��������	��英吋高機架。

圖 ���� 將滑動裝配組件鎖到標準 
*英吋機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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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將滑動裝配組件鎖到 ��"	��������	��英吋高機架㆖	―	正面與後側圖
（為求清楚起見，已將側面板拆㆘）

正面

後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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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	
��� 單元滑入機架（圖 �$�）。

圖 ���� 將 ��������	�
單元滑入機架

"� 將系統側邊的螺絲對齊機架㆗的滑動裝配組件（圖 �$�）。

如有必要，請重新調整滑動裝配軌道使其與系統對齊。以手指拴緊指捻螺釘。

micr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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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 調整裝配組件並鎖緊指捻螺釘

��� 如果您還沒將滑動裝配軌道完全固定好，請將它鎖在機架㆖。

��� 使用螺絲起子鎖緊系統正面的指捻螺釘。

這些螺釘會將系統固定在機架㆗。

��� 將纜線整理支架掛在系統後側的滑動裝配組件㆖。請參閱圖 �$�和圖 �$�。

圖 ��
� 纜線整理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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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纜線整理支架已安裝在兩個活動機架㆖

��� 將纜線固定束帶穿過纜線整理支架的固定孔。

��� 當您將纜線接㆖系統時，請將它們綁在㆒起，再用纜線束帶固定。

如需有關連接纜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頁的 「連接纜線」。

纜線整理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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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儲存裝置裝入兩腳繼電機架

請使用㆘列步驟將 ��������	�
裝置安裝到兩腳繼電機架㆗。

�� 將兩個固定托架固定在系統前方第㆓及第㆔個栓孔 （參閱圖 �$*）或是系統後側的栓孔
（參閱圖 �$
）。

請使用隨附的十字埋頭螺釘。

圖 ���� 將架裝托架接在前方

圖 ���� 將架裝托架接在後側

microsystems

micr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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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儲存裝置在機架㆗的位置並鎖緊螺絲（請參閱圖 ���� 與圖 ����）。

圖 ����� 將托架往前安裝到兩腳繼電機架㆗

圖 ����� 將托架往後安裝到兩腳繼電機架㆗

microsystems

micr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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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

找出可用的 ��#�#�

請參閱 《��������	
��������》線㆖說明文件㆗的 《����������
������������
�
�����������》，以取得如何找出系統可用 ����目標 ��的相關資訊。

�� 找出哪些 ��#�#� 不可用來指定給 ������	
��� 磁碟機。

� 哪些 ��#�#� 正由主機系統使用？

某些主機系統的系統匯流排具有專屬的 ����裝置。例如，2����	�
	!����	
(
�
系統便保留 ����	��	�供 ����控制器使用，並保留 ����	��	及 
供內建磁碟使
用；因此，選擇 ��������	�
儲存裝置的基底 ����	��時，請避免使用這㆔個保留的

��。2����	3
	���與 ���伺服器則無此項限制。

� 是否已㈲外接 ��# 裝置連接到 ��# 匯流排？

例如，是否已有現有的 2����	��	�
�儲存裝置或外接磁帶機？如果有，則㆘列其㆗
㆒項或兩項 ����	��序列會指定給 2����	��	�
�裝置：

� 磁碟機 ��	�、�及 �的 ����	��基底位址 �
� 磁碟機 ��	
	'�)、

	'�)與 
�	'�)的 ����	��基底位址 
	'�)

如需針對 2����	��	�
�儲存裝置設定 ����	��位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2����	��	
�
�說明文件。

� 預設的 ��# 控制器 #� 為 ��#�#���。除非已將預設的控制器 #��修改為其它�#�，
否則不能將這個 #� 指定給 ������	
��� 磁碟機。

�� 找出您可將哪些 ��#�#� 指定給必須安裝的 ������	
��� 單元。

不論磁碟槽㆗是否已有磁碟機，��������	�
單元的㆔個磁碟槽全都必須指定為 ����	
��編號。����	��必須以㆒組㆔個的方式指定給 ��������	�
單元 （請參閱圖 �$
�）。
指定給主機系統或其它週邊裝置的數列㆗ ����	��必須解除指定。

圖 ����� ����	��磁碟機指定序列範例

例如，若要將 ��������	�
單元指定為 ����	��	�、�與 �，則數列 （�、�與 �）㆗的
所有 ����	��都必須可以使用，並且不可指定給其它週邊裝置或 ����控制器。

基底 基底�$�� 基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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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您打算指定給磁碟機的 ��#�#� 序列基底位址。

該基底位址即為 ����	��編號的第㆒個編號。例如，在 ����	��	�、�和 �數列㆗，基
底 ����	��位址即為 �。

� 設定磁碟機的 ��#�#�

�� 找出裝置後側的 ��#�#� 開關。

圖 ����� 後面板㆖的 ����	��開關

�� 以尖狀物按㆘號碼任㆒側的方形開關，設定儲存裝置㆗基底位址的 ��#�#� 位址
（磁碟機數列的第㆒個位址）。

按㆘右側開關會遞增位址，而按㆘左側開關則遞減位址。您可將這個編號寫在模組托槽
標籤㆖，以便從正面檢視。

例如，若要使用第㆒個 ��������	�
單元的 ����	��位址 �、�和 �，請將 ����切換開
關設定為 �。

圖 ����� 儲存裝置後側的 ����	��位址開關

㊨側開關
遞增位址

㊧側開關
遞減位址

ID��#�#��位址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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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系統電源開啟，請先關閉，再重新開啟。

若要將更新資料傳送到磁碟機，必須使用這項步驟。

�� 如果㈲其它要安裝的 ������	
��� 裝置，請重複步驟 � 及步驟 �。

㊟意�—�若要取得正確的 ����資料，主機伺服器的電源必須等到所有附接 ����裝置
（例如 ��������	�
	��
與 ��
）開啟之後�才能開啟。

㆘列小節提供部分 ����	��指定配置範例。

單端 ��# 安裝

圖 �$
�與表 �$
顯示兩個 ��������	�
單元連接到 2����	�
	!����	
(
�系統內建

����連接埠的範例。此項配置的限制包括：

� 因為 2����	�
伺服器是單端單元，所以可用於此項配置的 ��������	�
單元最多為
兩個。

� ����	��	和 
是由主機系統內建磁碟機所使用，而 ����	��	�則是由 ����控制器所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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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 2����	�
	!����	
(
�主機㆖兩個 ��������	�
	裝置 （範例）

表 ���� 2����	�
	!����	
(
�	主機㆖兩個	��������	�
	裝置

������� 位址 �� 編號的可能用途 ������� 位址 �� 編號的可能用途

����	��	 主機㆖的磁碟機 ����	��	� 第㆓個 ��������	�
的磁碟機 


����	��	
 主機㆖的磁碟機 ����	��	* 第㆓個 ��������	�
的磁碟機 �

����	��	� 第㆒個 ��������	�
的磁碟機 
 ����	��	� 第㆓個 ��������	�
的磁碟機 �

����	��	� 第㆒個 ��������	�
的磁碟機 � ����	��	�

����	��	� 第㆒個 ��������	�
的磁碟機 � ����	��	�

����	��	� ����	��	�

����	��	� 主機㆖的光碟機 ����	��	�

����	��	� ����控制器 ��

��#�#� 連接埠

��#�%&� 連接埠

�
��'����������� 主機系統

������	
��� 裝置

��# 連接埠

��#�#� 連接埠

��#�#��
指定

�、�、�

������	
��� 裝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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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

圖 �$
�與表 �$�顯示的範例為㆒部主機系統㆖有㆕個 ��������	�
單元連接到內建

�%�	����連接埠㆖，例如 2����	3
	���及 ���伺服器或硬體匯流排配接卡㆖的
連接埠。此項配置的限制較少：

� 因為此種系統支援 �%�	����，並且沒有任何其它週邊裝置連接到此匯流排㆖，所以
可用於此項配置的 ��������	�
單元最多為㆕個。

� ����	��	�正由 �%�	����控制器所使用。

圖 ���
� 含有 �%�	����的主機系統㆖㆕個 ��������	�
裝置 （範例）

��#�#��
指定

�、�、�

�、�、�

�、"、�

)、、�

������	
��� 裝置

������	
��� 裝置

������	
��� 裝置

������	
���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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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2����	3
	���與 ���伺服器最多可支援八個 ��������	�
裝置。雙埠硬
體匯流排配接卡最多則可支援 
�個 ��������	�
裝置。

混合單端與 (�����# 裝置

圖 �$
�與表 �$�顯示的主機系統範例為 �%�	����	4��配接卡同時連接㆒個單端

2����	��	�
�裝置和㆒個 ��������	�
裝置。此項配置的限制較多：

� 因為 2����	��	�
�是單端週邊裝置（會限制連接到匯流排的週邊裝置只能有兩
個），所以可用於此項配置的 ��������	�
單元最多為㆒個。

� 2����	��	�
�裝置使用 ����	��	�、�和 �，而預設的 ����控制器則使用

����	��	�。

� ����匯流排的整體速度受到限制。

� ����纜線的最大長度為㆔公尺。

表 ���� 含有 �%�	����的主機系統㆖㆕個 ��������	�
裝置

������� 位址 �� 編號的可能用途 ������� 位址 �� 編號的可能用途

����	��	 第㆒個 ��������	�
的磁碟機 
 ����	��	� 第㆔個 ��������	�
的磁碟機 


����	��	
 第㆒個 ��������	�
的磁碟機 � ����	��	* 第㆔個 ��������	�
的磁碟機 �

����	��	� 第㆒個 ��������	�
的磁碟機 � ����	��	� 第㆔個 ��������	�
的磁碟機 �

����	��	� 第㆓個 ��������	�
的磁碟機 
 ����	��	� 第㆕個 ��������	�
的磁碟機 


����	��	� 第㆓個 ��������	�
的磁碟機 � ����	��	� 第㆕個 ��������	�
的磁碟機 �

����	��	� 第㆓個 5的磁碟機 � ����	��	� 第㆕個 ��������	�
的磁碟機 �

����	��	� 主機㆖的光碟機 （如果有） ����	��	�

����	��	� ����控制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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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含有 �%�	����的主機系統㆖㆒個 ��������	�
裝置與
㆒個 2����	��	�
�裝置 （範例）

表 ���� 含有 �%�	����的主機系統㆖㆒個 ��������	�
裝置
與㆒個 2����	��	�
�裝置

������� 位址 �� 編號的可能用途 ������� 位址 �� 編號的可能用途

����	��	 ����	��	� ��������	�
的磁碟機 


����	��	
 ����	��	* ��������	�
的磁碟機 �

����	��	� 2����	��	�
�的磁碟機 
 ����	��	� ��������	�
的磁碟機 �

����	��	� 2����	��	�
�的磁碟機 � ����	��	�

����	��	� 2����	��	�
�的磁碟機 � ����	��	�

����	��	� ����	��	�

����	��	� ����	��	�

����	��	� ����控制器 �� ����	��	6

��#�#��
指定

�、�、�

�、"、�

������	
����裝置

�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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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纜線
本小節說明如何將 ����纜線與電源線連接到 ��������	�
裝置。

準備主機系統

將 ����纜線從主機系統連接到 ��������	�
裝置之前，必須先準備主機系統。

㊟意�—�如果您的主機系統支援外接式 ����裝置的熱抽換拆裝作業，則請勿關閉系統
電源。例如，如果您的主機系統是 2����	/�	�或 �伺服器或類似的系統，則您不應
該關閉系統電源。請由步驟 �開始準備主機系統。

�� 停止作業，並關閉主機系統電源。

如需關閉系統電源的相關指示，請參閱主機系統說明文件。

�� 如㈲必要，請在主機系統㆖安裝主機配接卡。

如需安裝指示，請參閱配接卡隨附的說明文件。

�� 安裝過程㆗請備妥軟體文件（位於系統光碟㆖）。

連接 ��# 纜線

� 連接 ��# 纜線

如果主機系統具有 %7���	����接頭，則必須使用 #�公尺長的 %7���(����$�
纜線。

�� 確認主機系統電源已經關閉。

請參閱第 ��頁的 「準備主機系統」。

�� 將 ��� 公尺長的 ��# 纜線㆒端連接到主機系統。

您可以將 ����纜線連接到 &��������	4��主機配接卡或內建的 ����連接埠，只要是

&��������連接埠即可連接。如需主機系統的 &��������連接埠位置，請參閱主機系統
隨附的說明文件。



第 � 章 安裝 ������	
��� 裝置 �


�� 將 ��# 纜線的另㆒端連接到 ������	
��� 後側的 ��#�#� 連接埠。

圖 ����� ��������	�
後側圖 （��版本）

�� 確定此 ������	
��� 儲存裝置位於 ��# 串接鏈的開端或末端。

� 如果這個儲存裝置位於 ����串接鏈的末端（您並未將其它週邊裝置連接到主機系
統），請移至第 �*頁的「連接電源線」。

� 如果這個儲存裝置位於 ����串接鏈的開端（如果您要以菊鏈方式將這個裝置串接其
它 ��������	�
儲存裝置或週邊裝置），請注意㆘列各項：

� 如果您擁有 �%�	����連線，則不能將超過㆕個的 ��������	�
儲存裝置㆒同串
接。如果您擁有單端 ����連線，則不能將超過兩個的 ��������	�
儲存裝置㆒
同串接。

� 如果您要在 ����串接鏈㆗加入㆒個單端週邊裝置（例如 2����	��	�
�裝置），
則您只能以㆒個 ��������	�
串接該裝置。

如需指定 ����	��位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頁的 「找出可用的 ����	��」。

� �%�	����的 ����匯流排總長度不得超過 
�公尺，而單端 ����匯流排總長度不得
超過 �公尺。��������	�
儲存裝置內部纜線的 ����匯流排長度為 
公尺。如果您
要在這個菊鏈㆗連接其它類型的週邊裝置，請參閱週邊裝置隨附的說明文件，瞭解
內部 ����匯流排的長度。

�� 將 ��# 纜線㆒端連接到第㆒個 ������	
��� 儲存裝置的 ��#�%&� 連接埠。

�� 將 ��# 纜線的另㆒端連接到第㆓個 ������	
��� 儲存裝置或週邊裝置的 ��#�#� 連
接埠。

�� 如果您要安裝㆔個以㆖ ������	
��� 裝置，請重複步驟 � 與步驟 �，直到所㈲裝置都連
接到 ��# 串接鏈為止。

如需佈線配置的其它範例，請參閱第 �*頁的 「找出可用的 ����	��」的圖 �$
�到
圖 �$
�。

�� 決定您是否必須在 ��# 菊鏈末端安裝外接終止器。

� 如果 ����菊鏈的最後㆒個裝置是 ��������	�
儲存裝置或其它類型的 ���������
裝置，則請勿在該裝置㆖安裝外接終止器。裝置的自動終止器會以 &��������模式
運作。

� 如果 ����菊鏈的最後㆒個裝置是寬 ����裝置，則於必要時在該裝置的 ����	-&3
連接埠㆖安裝外接終止器。如需確定該裝置是否需要外接終止器，請參閱隨寬 ����
裝置隨附的說明文件。

��#�#� 連接埠

��#�%&� 連接

電源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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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寬 ����裝置使用 
�或 ��位元匯流排，可傳送的資料量是窄 ����裝置的
兩倍。

� 如果 ����菊鏈的最後㆒個裝置是窄 ����裝置，則在該裝置的 ����	-&3連接埠㆖
安裝外接終止器。

如需自動終止 ���的資訊，請參閱第 �*頁的 「自動終止指示 ���」。

圖 ���� 以菊鏈方式串接 ��������	�
儲存裝置與窄 ����裝置

主機系統

������	
��� 裝置

窄 ��# 裝置

��# 連接埠

��#�%&� 連接

��#�#� 連接埠

�������� 連接

��#�#� 連接埠

埠裝㈲終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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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源線

連接電源線的程序會因為您的 ��������	�
系統是 ��或 ��版本而不同：

� 第 �*頁的「連接 ��電源線」

� 第 �頁的「連接 ��電源線」

㊟意�—�如需現場電源需求條件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頁的「現場電源需求」。

� 連接 � 電源線

警告�—�確認在供電電路㆖連接多個單元不會造成供應器過流保護或供應器線路的負載
現象。如需判斷安裝所用的正確分流電路額定值，請參閱 ��������	�
儲存裝置標示牌
㆖的電量額定值。

�� 將 � 電源線連接到 ������	
��� 儲存裝置㆖的 � 電源接頭。

�� 將 � 電源線連接到 � 電源。

圖 ����� 連接 ��電源線

㊟意�—�㆒旦系統接㆖電源，便會立刻進入「待機」模式。琥珀色的「系統摘要錯誤

���」會亮起，以顯示這個狀態；但這並不代表發生錯誤。

電源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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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 � 電源線

�� 取得㆒條 � 接㆞線和兩個星狀墊圈。

�� 將 � 接㆞線對齊 ������	
��� 儲存裝置後側的兩顆 � 接㆞螺帽。

圖 ����� 連接 ��接㆞線

�� 將星狀墊圈置於 � 接㆞線及用來將接㆞線㆒端固定在兩顆螺帽㆖的兩個螺栓之間。

�� 鎖緊兩個螺栓，將接㆞線固定在兩顆螺帽㆖。

�� 將接㆞線的另㆒端固定在建築物㆞面。

如果您要將 ��������	�
儲存裝置安裝在機架㆗，只要機架已經正確連接到建築物㆞
面，則您便可以將接㆞線固定在機架的適當接㆞點。

�� 確認 � 電源設備是通過斷路器送出電源。

警告�—�在您確認電源是通過斷路器流向 ��電源設備之前，請勿�繼續進行㆘列步驟。

�� 如㈲必要，請配裝 � 輸入電源線。

如果您尚未配裝 ��電源線，請參閱第 �頁的 「裝配 ��輸入電源線」。

�� 經由斷路器將 � 輸入電源線連接到 � 電源設備。

將第㆒條 ��輸入電源線連接到 ��電源 �，並將第㆓條 ��輸入電源線連接到 ��
電源 �。

"� 將㆒條 � 輸入電源線連接到 ������	
��� 儲存裝置後側的 � 接頭。

��接㆞螺帽��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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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將 ��輸入電源線連接到 ��接頭

��� 重複步驟 "，將第㆓條 � 輸入電源線連接到裝置後側的另㆒個 � 接頭。

如需裝置後側 ��電源供應器的 ��接頭位置，請參閱圖 �$��。

��� 開啟斷路器，對裝置供電。

若要從 ��接頭㆖拔㆘ ��電源線，請按㆘ ��輸入電源線側邊的兩個卡榫，並從 ��
電源供應器輕輕拔㆘ ��輸入電源線。

㊟意�—�㆒旦系統接㆖電源，便會立刻進入「待機」模式。琥珀色的「系統摘要錯誤

���」會亮起，以顯示這個狀態；但這並不代表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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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從 ��接頭拔㆘ ��輸入電源線

隔離基座接㆞連線 （僅㊜用於 � 版本）

每個 ��������	�
儲存裝置在出廠時都已使用裝置後側電源供應器㆖的兩顆螺絲，而將
基座接㆞連接到共通輸出回傳㆖。

� 隔離基座接㆞連線

�� 移到 ������	
��� 儲存裝置後側，找出用來隔離基座連線的兩顆螺絲。

圖 ����� 找出基座接㆞連線螺絲

�� 鬆開這兩顆基座接㆞連線螺絲。

㊟意�—�請勿拆除緊鄰 ��接頭左側、緊貼基座的兩顆螺絲。這些是用來固定 ��接頭
位置的螺絲。請拆除固定 ��接頭位置的兩顆螺絲左側的兩顆螺絲，也就是稍微凸出基
座的螺絲。

基座接㆞
連線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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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出廠套件㆗找出兩個基座接㆞隔離絕緣套。

�� 將兩個絕緣套及螺絲插入螺絲孔，並鎖緊螺絲。

圖 ���	� 固定基座接㆞連線螺絲

開啟儲存裝置電源
在所有的 ����纜線和電源線都連接到 ��������	�
儲存裝置後，請按照㆘列程序開啟
裝置電源。

� 開啟儲存裝置電源

�� 開啟儲存裝置電源之前，請檢查㆓進位 ��#�(�� 顯示器是否已處於通電待機狀態。

如需讀取㆓進位 ���指示燈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頁的「若要檢查㆓進位 ����	��	
���顯示」。

�� 按㆘儲存裝置後側的電源開關，使它切換到「開啟」�+ 位置。

如需電源開關位置的資訊，請參閱圖 �$
*。請注意，當您放開電源開關時，它會停在㆗
央 （空檔）位置，電源會保持開啟，裝置正面及後側的系統摘要錯誤 ���也會由琥珀
色變成綠色。

�� 檢查系統電源 (��、系統摘要錯誤 (��、硬碟及㉂動終止 (��，確認儲存裝置是否運
作正常。

如需 ���作業的相關說明，請參閱第 ��頁的 「前面板 ���」及第 �*頁的 「背面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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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主機系統電源。

'� 確定 ������	
��� 裝置及其它連接到主機系統的所㈲週邊裝置的電源都已開啟。

,��如果您關閉主機系統電源，請將它開啟。

如需正確指示，請參閱主機系統說明文件。

-��確定主機系統是否支援外接 ��# 裝置的熱抽換連接作業。

例如，2����	/�	�與 �伺服器便可在熱抽換模式㆘連接 ����裝置。若要確定系
統是否支援熱抽換，請參閱系統說明文件。

� 如果您的系統支援熱抽換，請依照系統或 ����配接卡說明文件㆗的指示連接外接

����裝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cfgadmin_scsi'
!)線㆖援助頁。

� 如果您的系統不支援熱抽換，請按照㆘列步驟關機，並在主機系統㆖執行重新配
置開機。

.� 登入為超級使用者，使用 shutdown指令停止主機系統，並顯示 %/
0)���1�

2�%!�ok提示。

..� 在 ok提示處，使用 boot -r指令在系統㆖執行重新配置開機。

如果您不使用 -r參數，則系統無法辨識新裝置。

���確定 ������	
��� 裝置已成功連接到主機系統。

如需具體指示，請參閱主機系統說明文件。

8	shutdown -y -i0 -g0

ok boo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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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移除與更換磁碟機

本章提供新增、移除與更換 ��������	�
㆗磁碟機的軟、硬體說明。

本章編排方式如㆘：

� 第 ��頁的 「移除前端 �����以操作磁碟機」

� 第 ��頁的 「移除前端 �����以操作磁碟機」

� 第 �頁的 「移除與更換硬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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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前端 )
3
4 以操作磁碟機
在您可新增或移除磁碟機之前，您必須先從系統正面拆㆘ �����。若要拆卸 �����，
請執行㆘示步驟：

� 壓住兩端的彈簧鎖並將 )
3
4 從裝置拉出，以移除 )
3
4 （請參閱圖 �$
）。

�����以閂鎖接在系統㆖，因此當您移除磁碟機時 �����會吊在基座正面。

如需關於將閂鎖從基座拆㆘的資訊，請參閱第 �
頁的 「若要卸㆘前端 �����並清理

�����的隔板」。

圖 ���� 移除前端 �����

microsystems

micr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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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磁碟機
本節說明在電源開啟且作業系統仍在執行的狀態㆘新增磁碟機時，應如何配置儲存裝
置。這種方法稱為熱抽換。

新增硬碟的方法乃依您所使用的軟體應用程式而定。請針對每㆒種應用程式，決定安裝
新磁碟機的位置、新增磁碟，然後再重新配置作業環境。每㆒種應用程式都不同。

在所有的狀況㆘，您都必須選取插槽、實體安裝磁碟機，以及配置 �����.�作業環境使
其辨識磁碟機。接著您必須配置您的應用程式以接受新磁碟機。

警告�—�這些程序只能由合格的系統管理員來執行。在作用㆗的磁碟機㆖執行熱抽換作
業可能會導致資料遺失或損毀。

警告�—�當您進行㆘列程序時，請使用系統附帶的拋棄式抗靜電腕帶。

� 新增磁碟機

�� 移除並卸㆘前端 )
3
4 （請參閱第 �� 頁的 「移除前端 )
3
4 以操作磁碟機」）。

�� 為新磁碟機選取 ������	
��� 裝置㆗的任㆒可用插槽。

請記㆘您所選擇的插槽，作為配置軟體環境時的參考。

�� 取出發泡填充物。

�� 請將發泡填充物存放在安全的㆞方，以備將來使用。它可作為空氣檔板，且是插槽㆗沒
㈲硬碟存在時系統內部冷卻所需的元件。

�� 依㆖面標示的方向讓彈簧鎖滑出，以開啟磁碟機㆖的鎖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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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新增磁碟機

�� 將新磁碟機滑入空插槽㆗。

�� 在磁碟機正面兩側施加相同的力量，並用力推直到鎖柄接合為止。

磁碟機現在應該緊貼裝置的正面。

�� 將鎖柄完全關㆖。

當磁碟機已安裝妥當時，便會自動開始轉動。

"� 確定您安裝之磁碟機的 ��#�#�。

請參閱第 ��頁的 「若要檢查㆓進位 ����	��	���顯示」。

��� 蓋㆖前端 )
3
4。

執行軟體配置程序

新增磁碟機時，您必須在 /devices、/dev/dsk和 /dev/rdsk等目錄㆗為磁碟機建
立新的裝置項目。新磁碟機會被指定㆒個與其安裝插槽有關聯的唯㆒名稱。

� 建立新的 ��4'�.* 裝置㊠目

連接主機配接卡之磁碟的命名慣例為 c�t�d�s�，其㆗：

��對應於您系統㆗的控制器
� 對應於磁碟的 ����目標
� 為磁碟機的邏輯單元 （㆒律為 ）
� 為磁碟㆖的片段 （或分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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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 ��������	�
儲存裝置連接到對應於控制器 c2的主機配接卡，且您將磁碟
機新增到 ��������	�
儲存裝置的第㆓個插槽，而 ����	��切換器位於最左邊的位置
（為裝置內部磁碟機指定的 ����	��為 �、�和 �），則新的磁碟機將顯示為

/dev/dsk/c2t3d0s[0-7]與 /dev/rdsk/c2t3d0s[0-7]。

�� 以超級使用者身份，使用 drvconfig和 disks指令新增新裝置：

�� 確認新磁碟已新增完成：

其㆗ c2t3d0s*是第㆔個插槽㆗新磁碟機的預期裝置名稱。

現在，新磁碟機便可作為區塊或字元裝置來使用了。請參閱 sd'�)線㆖援助頁，以取得
進㆒步的詳細資訊。

� 在您的應用程式內配置新的磁碟機

警告�—�這些程序只能由合格的系統管理員來執行。在作用㆗的磁碟機㆖執行熱抽換作
業可能會導致資料遺失或損毀。

請使用㆘面的程序來配置要用於 &2�1檔案系統 '&6�)之磁碟㆖的片段 （單㆒實體分
割區）。

�� 確認裝置標籤符合您的需求。

您可使用 prtvtoc指令查看磁碟的標籤。若要修改標籤，請使用 format指令。請參
閱 prtvtoc'
!)及 format'
!)線㆖援助頁，以取得詳細資訊。

�� 為您的 &5� 檔案系統選定磁碟片段之後，請在片段㆖建立檔案系統。

請參閱 newfs'
!)線㆖援助頁，以取得詳細資訊。

# drvconfig
# disks

# ls -l /dev/dsk/c2t3d0s*

��newfs /dev/dsk/c�t�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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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必要，請為新的檔案系統建立裝載點：

其㆗  ��
�!���
�是完整的合格路徑名稱。請參閱 mount'
!)線㆖援助頁，以取得詳
細資訊。

�� 建立檔案系統與裝載點之後，請修改 /etc/vfstab檔案以反映新的檔案系統。

請參閱 vfstab(4)線㆖援助頁，以取得詳細資訊。

�� 使用 mount指令裝載新的檔案系統：

其㆗  ��
�!���
�是您所建立的目錄。

現在檔案系統已經備妥可以使用了。

移除與更換硬碟機
��������	�
儲存裝置出廠時已配置有 
英吋高的磁碟機。移除與裝回磁碟機的程序只
有在您用來控制磁碟的軟體㆗才會有所不同。所有的狀況㆘硬碟都是可以熱抽換的。

� 移除硬碟

警告�—�如果 ��������	�
儲存裝置正在執行且磁碟機插槽㆗沒有硬碟或發泡填充物，

��������	�
裝置將無法適當冷卻而可能會有過熱的現象。如果您不更換硬碟，則必須�
在空插槽㆗裝入發泡填充物。發泡填充物是空氣擋板，可使系統達到最佳的冷卻效果。
將磁碟機從裝置㆗拆㆘之前，請確認您已有更換用磁碟機或發泡填充物。

�� 確定磁碟機已無任何活動。

如果磁碟機的 「磁碟機 ���」閃綠燈，則表示磁碟機仍在作用㆗。當 「磁碟機 ���」
是明亮綠燈時，則表示磁碟機已不再是作用㆗狀態，可安全移除。

# mkdir  ��
�!���
�

# mount /dev/dsk/cwtxdysz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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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如果磁碟機的負載量非常㆞大，���可能會有很長的㆒段時間都不亮燈，在這
種狀況㆘，您就絕對不能移除磁碟機。但是，如果 ���不亮是因為磁碟機故障，當然
就可以安全㆞將它移除。您會知道磁碟機是否已經故障，因為通知故障狀況的訊息會出
現在主控台畫面㆖。

�� 準備軟體環境以移除磁碟機。

請參閱軟體附帶的說明文件，了解您在移除磁碟機之前是否需先執行特定應用程式所需
的程序。

�� 壓住兩端的彈簧鎖並將 )
3
4 從裝置㆗拉出，以移除 )
3
4 （圖 �$
）。

�� 順著圖 �$�標示的方向將彈簧鎖滑出以鬆開磁碟機托架柄的彈簧鎖。

圖 ���� 移除與更換磁碟機

�� 將托架柄拉出將它往外拉開。

�� 繼續轉動基座㆖的磁碟機托架柄，輕輕壓，直到磁碟機脫離為止。

�� 使磁碟機滑出裝置。

�� 決定您是否要更換磁碟機。

� 如果您要更換磁碟機，請移至第 ��頁的 「更換硬碟」。

� 如果您不要更換磁碟機且將繼續使用系統，請在空磁碟機插槽㆗插入發泡填充物。

� 如果您不要更換磁碟機且要退回有瑕疵的裝置，請不要在磁碟槽㆗插入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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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換硬碟

�� 如㈲必要，請參閱您的 ���#�����6�! 或 ��4*�.-
��.*7�8.�
 軟體附帶的說明文件，
了解您是否需先執行任何程序才能更換磁碟機。

�� 開啟磁碟機㆖的鎖柄。

順著箭號方向推以鬆開彈簧鎖。

�� 將更換之磁碟機滑入空插槽㆗。

�� 用力推動磁碟機，直到鎖柄接合且磁碟機緊貼裝置正面為止。

�� 將鎖柄完全關㆖。

�� 蓋㆖前端 )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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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維護工作

本章說明您可能需要定期執行的 ��������	�
	��
和 ��
儲存裝置的維護工作。

本附錄的編排方式如㆘：

� 第 ��頁的 「關閉儲存裝置電源」

� 第 ��頁的 「疑難排解」

� 第 �
頁的 「清理 ��������	�
隔板」

� 第 ��頁的 「移除和替換 2����	��	�
�或 ��������	�
儲存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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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儲存裝置電源

� 若要關閉儲存裝置電源

警告�—�關閉系統電源之前，請結束作業系統。否則可能導致資料損失。

�� 如㈲需要，請通知使用者系統即將關閉。

�� 如㈲需要，請備份系統檔案和㈾料。

�� 停止作業系統。

�� 將儲存裝置㆖的電源系統開關調㉃待機位置。

�� 請確定系統電源 (�� 是暗的。

�� 將電源纜線從儲存裝置後端的電源接頭拔除。

警告�—�即使電源開關位於待機位置，電源仍然會送至裝置，並且電源供應器㆗的電壓
可能會造成裝置受損。您必須將電源纜線從電源插座拔除，以完整㆞移除裝置電源。

警告�—�在從 ��接頭拔除 ��輸入電源纜線時務必非常小心；��接頭非常敏感，如
果您沒有完全壓住 ��輸入電源纜線旁邊的固定片就拔除 ��輸入電源纜線，這可能會
造成 ��接頭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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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定期㆞檢查 ��������	�
㆖的 ���顯示，以確定裝置和磁碟機正常運作。

前面板 (��

前面板 ���顯示系統電源、系統故障、硬碟活動和 ����	��的指定。圖 �$
和圖 �$�
顯示前面板 ���的位置，而表 �$
則顯示指示燈的意義並提供修正動作。系統㆖也貼
附了快速參考卡片，解釋 ����	��	���所代表的意義。

圖 ���� 前面板 ���，含 ����

圖 ���� 前面板 ���，�����已移除

microsystems

系統電源 (�� 系統摘要故障 (��

磁碟機活動 (��

㆓進位 ��#�(��（㆖列）

9���� 9���� 9����

磁碟機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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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如果硬碟處在不尋常的大量負載（例如磁碟機正在重新格式化），則磁碟機

���可能會長時間熄滅，即使硬碟並未故障。如果磁碟機確實故障，您應該會看到主
控台視窗訊息告知您磁碟機離線。

表 ���� 前面板 ���及其代表的意義

��� 顏色 意義 動作

系統電源 綠 裝置電源是開啟的。 不需採取行動。

熄滅 附件電源是關閉的。 不需採取行動。

系統摘要故障 熄滅 裝置運作正常。 不需採取行動。

系統摘要故障 黃 有兩種可能的原因：

9 電源處在待機模式或
9 硬碟以外的元件故障，例如電

源供應器或風扇。系統摘要故障

���不會指出硬碟是否已故障。

硬碟 ���會提供㆒些硬碟的診
斷資訊。

請遵循以㆘步驟：


# 首先，檢查電源是否在 「待
機」模式。如果是，則請打

開電源。請參閱第 

頁的
「電源供應器」。

�# 如果電源是開啟的，則表示
元件故障。您必須更換整個

��������	�
儲存裝置。在送

修裝置之前，請移除所有的
磁碟機。請參閱第 �頁的

「移除與更換硬碟機」。如需
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當㆞的

��"服務代表。

磁碟機 明亮綠 硬碟存在於插槽，但未在作

用㆗。

不需採取行動。

閃爍綠 硬碟存在於插槽且在作用㆗。 不需採取行動。

熄滅 插槽㆗沒有硬碟，或硬碟故障。 如果電源是開啟的、硬碟存在於
插槽且硬碟 ���熄滅，那麼您

必須更換硬碟。請參閱第 �頁
的 「移除與更換硬碟機」。

㆓進位 ����	��� 明亮綠
（有多種組合）

㆓進位顯示的位置指示㆔磁碟機
序列的基底號碼 （第㆒個號
碼）。請參閱插卡或第 ��頁的

「若要檢查㆓進位 ����	��	���
顯示」。

不需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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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檢查㆓進位 ��#�#��(�� 顯示

檢查㆓進位 ����	���顯示，以確定 ����	��是否正確設定或判斷指定了哪些 ����	��
給哪些磁碟機。

�� 壓住兩端的彈簧鎖並將 )
3
4 從裝置㆗拉出，以移除 )
3
4。

圖 ���� 檢查㆓進位 ����	���

�� 找出㆓進位 ��#�(�� （請參閱圖 �$�）。

�� 使用表 �$�或貼附在系統㆖的插卡，以判斷指定了哪些 ��#�#� 給儲存裝置㆗的磁
碟機。

磁碟機 ����	��號碼是以㆒列㆔個號碼的序列來指派。序列的第㆒個號碼是基底位址。
基底位址用來設定儲存裝置後端的 ����切換開關，並在儲存裝置前端的磁碟機 ���的
最㆖㆒列以㆓進位格式表示。如需設定 ����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頁的 「連接
纜線」。

microsystems

SCSI Target 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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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表格㆗灰色的列代表無法使用的 ����	��序列，因為 ����	��	�已指派給 ����
控制器。有些伺服器會保留 ����	��	�給光碟機，��	和 
給內部磁碟機。

�� 更換前端 )
3
4。

表 ���� ㆓進位 ����	��	���

基底 ���� 目標 �� 後端㈩㈥進位 ������� 開關 前端㆓進位 ��� 顯示 磁碟機槽的 ���� 目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	6:	


� 6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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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板 (��

圖 ���� 背面板 ���

系統電源和系統摘要故障 (��

系統電源和系統摘要故障 ���提供與裝置前端的系統電源和系統摘要故障 ���相同的
診斷資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表 �$
。

㉂動終止指示 (��

自動終止指示 ���指示 ��������	�
儲存裝置是否為 &��������、寬 ����或窄 ����
菊鍊的㆒部份。指示燈也指示裝置在菊鍊㆗的位置。

㊟意�—�位於菊鍊末端的 &��������裝置（例如 ��������	�
儲存裝置）不需要終端子
機，但菊鍊末端的某些寬 ����裝置則需要終端子。請參考您的寬 ����文件，以判斷
是否需要終端子。位於菊鍊末端的窄 ����裝置㆒定需要終端子。

表 ���� 自動終止指示 ���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高 低 意義

-;; -;; ��������	�
裝置是 &��������或寬 ����菊鍊㆗的第㆒部裝置；另㆒台裝

置則在 ��������	�
裝置之後。

-" -" ��������	�
儲存裝置是 &��������或寬 ����菊鍊㆗最後或唯㆒的裝置。

-" -;; 菊鍊㆗窄 ����裝置是在 ��������	�
儲存裝置之後。

-;; -" 2(�

系統電源 (��

系統摘要故障 (��

㉂動終止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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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或寬 ����菊鍊的自動終止指示 ���

圖 ��	� 窄 ����菊鍊㆗的自動終止指示 ���

無㉂動終止

主機系統

亮著的指示 (��

高和低㉂動終止
亮著的指示 (��

高㉂動終止

主機系統

������	
��� 裝置

亮著的指示 (��

窄 ��#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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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 ������	
��� 隔板
為了確保您的 ��������	�
儲存裝置有最佳效能，請定期清理裝置前後的隔板。

� 若要卸㆘前端 )
3
4 並清理 )
3
4 的隔板

�� 壓住兩端的彈簧鎖並將 )
3
4 從裝置拉出，以移除 )
3
4 （請參閱圖 �$�）。

圖 ��
� 移除前端 �����

microsystems

micr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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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著您㉂己拉出閂鎖之㆒，直到鎖頭擋住無法再從底座的洞拉出 （請參閱圖 �$�）。

圖 ���� 拉出閂鎖之㆒直到鎖頭擋住無法拉出為止

�� 接著推入閂鎖到㆒邊 （請參閱圖 �$*），使其鎖頭從底座的洞露出㆒部份。

圖 ���� 將閂鎖推入到㆒邊，使鎖頭露出㆒部分

�� 接著，將同㆒個閂鎖推入到相反的方向 （請參閱圖 �$
）。

圖 ���� 將閂鎖推入到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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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將鎖頭整個從底座拉出 （請參閱圖 �$

）。

圖 ����� 將鎖頭整個從底座拉出

�� 對 )
3
4 另㆒端的閂鎖重複步驟 � 到步驟 �。

�� 使用吸塵器清理 )
3
4 後端隔板㆖的灰塵。

圖 ����� 清理前端 �����隔板

� 若要將 )
3
4 閂鎖重新接到底座

�� 將閂鎖之㆒置於底座的洞的前方，並予以傾斜使鎖頭的㆒半進入底座的洞。

您可能需要輕輕㆞將鎖頭推入。

�� 在鎖頭的㆒半進入底座的洞後，變更角度使鎖頭能完整㆞進入洞㆗。

您可能需要再次將鎖頭輕輕㆞推回原位。

�� 對 )
3
4 另㆒端的閂鎖重複步驟 � 和步驟 �。

使用吸塵器清理這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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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清理後端風扇隔板

� ㉃系統後端並使用吸塵器清除儲存裝置後端風扇隔板㆖的所㈲灰塵和垃圾。

圖 ����� 清理後端風扇隔板

移除和替換 �
��'�*������ 或

������	
��� 儲存裝置
這些指示是用來移除 2����	��	�
�或 ��������	�
儲存裝置並使用 ��������	�
儲存
裝置替換。如需關於移除 2����	��	�
�儲存裝置的詳細資訊，請參考《"��������#$%&�
安裝維護手冊》，	文件號碼 ��$��*�。

㊟意�—�如果您的主機系統支援外部 ����裝置的熱抽換附接和拆卸，則請勿關閉系統
電源。例如，如果您的主機系統是 2����	/�	�或 �或類似的伺服器，則您不該關
閉系統電源。開始移除步驟 �的伺服器。

�� 記㆘指派給要移除的儲存裝置硬碟的 ��#�#� 位址。

�� 如㈲需要，請關閉主機系統電源。

�� 關閉儲存裝置電源。請參閱第 �� 頁的 「若要關閉儲存裝置電源」。

�� 拔除您要移除的裝置的 ��# 和電源纜線。

�� 從裝置移除硬碟。請參閱第 �� 頁的 「移除與更換硬碟機」。

�� 從機架移除裝置。

�� 安裝新的 ������	
��� 裝置。請參閱第 � 章。

使用吸塵器清理這些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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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系統規格與現場需求

本附錄提供㆘列用於 ��������	�
儲存裝置的規格：

� 第 ��頁的 「實體規格」

� 第 ��頁的 「現場電源需求」

� 第 �頁的 「環境規格」

� 第 �
頁的 「聲波發射」




	 �������	
�������� 和 ���� 安裝維護手冊 � ���2 年 2 ㈪

實體規格

表 ���� 實體規格

度量單位 英制 公制

寬度 
�#
�英吋 ��#�公分

深度 
�#��英吋 ��#�公分

高度 
#��英吋


個機架單位 '
<&)
�#�公分

重量，
不含磁碟機


�磅 �#*公斤

重量，完整配備 
�磅 �#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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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電源需求

� 電源需求

過流保護需求

㊟意�—�過流保護裝置必須符合適用之國家與㆞方電氣安全法規，且已經過證實可用於
其預期之用途㆖。

� 每㆒個設備機架都必須附有過流保護裝置。

� 斷路器位於 ��電源及 ��������	�
儲存裝置之間。

� 當 
安培的突波電流持續達 �分鐘時，斷路器就絕對不能跳開。

㆗斷電源連線以進行維修

您可利用㆘列方法之㆒㆗斷電源連線以進行維修：

� 將電源線從裝置背面 ��電源供應器㆖的接頭拔㆘。

� 關閉裝有裝置之機架㆗之斷路器的電源。

� ㆗斷主要接頭與 ��電源設備的連線。

確定安裝完成後㆗斷電源連線的所有方法在仍然可以使用。

警告�—�在分流電路的電磁特性不明的電源輸送裝置可能需有外接的濾波與突波抑制
裝置。

表 ���� ��電源需求

電氣元素 需求

電壓 
	%��到 ��	%��（應有）

功率 ��$��	7�

輸入電流 =	�#安培	>	
	%��（
�瓦）

最大突波電流 9 �安培峰值冷開機 （在 ��電源已關閉超過 �分鐘後）
9 
安培峰值暖開機 （在 ��電源關閉少於 �分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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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設備需求

��電源必須：

� 與所有 ��電源隔離

� 確實接到㆞面 （電池槽正極總線接㆞）

� 每㆒對輸送裝置最多能提供 �瓦的連續電源

㊟意�—���版本的 ��������	�
儲存裝置必須安裝在限制進出㆞點。依據「美國國家
電氣法規」'2��.�"��	���/��./��	����)之定義，限制進出㆞點是指僅限合格或受過訓
練之㆟員進入的區域，且此㆒區域之進出需由某種鎖定機制控制，如鑰匙鎖或出入卡
系統。

過流保護需求

㊟意�—�過流保護裝置必須符合適用之國家與㆞方電氣安全法規，且已經過證實可用於
其預期之用途㆖。

� 每㆒個設備機架都必須附有過流保護裝置。

� 斷路器必須位於��電源設備及��������	�
儲存裝置之間。您應該在每個電源供應器
㆖使用兩個 
安培、雙埠式、快速跳開、��等級的斷路器。

表 ���� ��電源需求

電氣元素 需求

電壓 $��	%��

輸入電流 =	�#安培 >	$�	%��（
�瓦）

最大輸入突波電流 9 �安培峰值冷開機 （在 ��電源已關閉超過 �分鐘後）
9 
安培峰值暖開機 （在 ��電源關閉少於 �分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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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器與接㆞導體需求
� 銅是唯㆒㆒種適用的導電材料。

� 通過輸入接頭的電源供應器連線：
�	�+,（位於 ��������	�
及斷路器之間）。
有㆔種導體：

� $��%
� 連接電源供應器的接㆞連線
� $��%傳回

� 系統接㆞導體：�	�+,（用來連接到基座）

� 纜線絕緣等級：最小 ���、低煙 '��6)、耐燃

� 纜線種類為㆘列之㆒：

� &�型 
��或其它 &�	
��
'%+$
)相容的同型纜線
� 符合 ����	���
� 符合 ����	
��$
**


� 分流電路纜線絕緣皮顏色：依適用之 「美國國家電氣法規」

'2��.�"��	���/��./��	�����)

� 接㆞纜線絕緣皮顏色：綠色	(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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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規格
��������	�
儲存裝置已獲 3��/���.�	2���	,<$��$�-<�	��?��	�（㆞震危險區 �）
之認證。

㊟意�—�2���	��?��	�標準載明符合短期作業	狀態之狀況應為連續時數不超過 *�個小
時，每年總時數不超過 ��個小時，且每年不可有超過 
�次的單獨活動。

表 ���� 溫度規格

狀態 溫度範圍

作業狀態 �
@6到 
�@6，（�@�到 �@�）

短期 	A作業狀態 ��@6到 
�
@6，（$�@�到 ��@�）

非作業狀態 $�@6到 
��@6，（$�@�到 �@�）

� 請參閱㆘面的 「注意」

表 ���� 濕度規格

狀態 相對濕度 （未凝結）範圍

作業狀態 �B到 ��B（但不超過 #��公斤水份	(	公斤乾燥空氣）

短期 	A作業狀態 �B到 *B（但不超過 #��公斤水份	(	公斤乾燥空氣）

非作業狀態 *B

� 請參閱㆘面的 「注意」



附錄 � 系統規格與現場需求 ��

聲波發射
��������	�
儲存裝置發射之聲波少於 �	���（使用 ,<$��$�-<�測試方法）。

(�����# 連接埠針腳說明

表 ��	� �%�	����連接埠針腳說明

信號㈴稱 接頭觸點號碼 纜線導體號碼� 纜線導體號碼 接頭觸點號碼 信號㈴稱

C��'
�) 
 
 � �� $��'
�)

C��'
�) � � � �� $��'
�)

C��'
�) � � � �� $��'
�)

C��'
�) � � � �� $��'
�)

C��'4
) � * 
 �* $��'4
)

C��') � 

 
� � $��')

C��'
) � 
� 
� �
 $��'
)

C��'�) � 
� 
� �� $��'�)

C��'�) * 
� 
� �� $��'�)

C��'�) 
 
* � �� $��'�)

C��'�) 

 �
 �� �� $��'�)

C��'�) 
� �� �� �� $��'�)

C��'�) 
� �� �� �� $��'�)

C4D�<�� 
� �� �� �� $4D�<��

,<-&2� 
� �* � �* ,<-&2�

��66��2� 
� �
 �� � ,<-&2�

3�<!4+< 
� �� �� �
 3�<!4+<

3�<!4+< 
� �� �� �� 3�<!4+<

<���<%�� 
* �� �� �� <���<%��

,<-&2� � �* � �� ,<-&2�

C�32 �
 �
 ��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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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 ,<-&2�

C��E �� �� �� �� $��E

C��F �� �� �� �� $��F

C<�3 �� �* � �* $<�3

C!�, �� �
 �� � $!�,

C��� �� �� �� �
 $���

C�(� �� �� �� �� $�(�

C<�G �* �� �� �� $<�G

C�(- � �* � �� $�(-

C��'�) �
 �
 �� �� $��'�)

C��'*) �� �� �� �� $��'*)

C��'
) �� �� �� �� $��'
)

C��'

) �� �� �� �� $��'

)

�� 導體號碼指的是使用排線纜線時的導體位置。

表 ��	� �%�	����連接埠針腳說明	 （續）

信號㈴稱 接頭觸點號碼 纜線導體號碼� 纜線導體號碼 接頭觸點號碼 信號㈴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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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字母
��	版本

連接電源線，�*

電源供應器，



電源需求，��

�����
移除，��:	�


標示牌，�

��	版本

��	供應器與接㆞導體，�*

連接電源線，�至 ��

連線材料，�

裝配	��	輸入電源線，�至 ��

過流保護，��

隔離基座，��

電源供應器，
�

電源需求，��

��	接㆞線，連接，�

���
㆓進位	����	��，��:	��

自動終止指示，

:	�*

系統電源，11, 66, 69
系統摘要故障，11, 66, 69
背面板，10, 69
磁碟機，66

NEBS 認證，3, 80
Netra st D130，移除，74

SCSI ID
㆓進位 SCSI ID LED，68
基底位址，40
設定，10, 39 至 41
開關，10, 40

SCSI 安裝

LVD SCSI-3，43
混合，44
單端，41

SCSI 連接埠，位置，47
SCSI 纜線，連接，46
Solaris 裝置項目，58
Solstice DiskSuite，62
Veritas VxVM，15, 62

㆓劃
㆓進位 SCSI ID LED，67

㆕劃
內部元件，11 至 14

㈤劃
出廠套件內容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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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劃
安裝

設定 SCSI ID，39 至 41
連接纜線，46 至 53
單元數量，19
硬體需求，18
開啟電源，53 至 54
概觀，18
準備，18 至 19
電源線，20 至 27
需要的工具與設備，19
機架裝載，30 至 38
纜線長度，19

自動終止指示 LED，11, 69

㈦劃
冷卻系統，12
系統電源 LED，11, 66, 69
系統摘要故障 LED，11, 66, 69

㈧劃
兩腳繼電機架，37

㈨劃
前端 Bezel

特點，5
移除，56

背面板 LED，10, 69
閂鎖

重新插入，73
移除，71

㈩劃
氣流需求，12, 13
特點，2
窄 SCSI，48, 69, 70

㈩㆒劃
清理

前端 Bezel 隔板，71 至 73
後端風扇隔板，74

現場電源需求，77
產品概觀，1 至 15
移除磁碟機，60 至 61
規格

LVD SCSI 連接埠針腳，81
電氣，77
實體，76
環境，80

軟體注意事項，15
軟體配置，58
連接

DC 接㆞線，50
SCSI 纜線，46
電源線，49

㈩㆓劃
發泡填充物，14
硬碟

更換，62
移除，60

硬體需求，18
開啟裝置電源，53

㈩㆔劃
新增磁碟機，57 至 60
滑動裝配套件 （19 英吋機架），30
準備主機系統，19
電氣規格，77
電源供應器

AC 版本，11
DC 版本，12

電源開關，9
電源線

裝配，20 至 27

電源線，連接，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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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㆕劃
實體規格，76
疑難排解，65
磁碟管理軟體，15
磁碟機

命名慣例，58
移除，60 至 61
軟體配置程序，58
新增，57 至 60

磁碟機 LED，66
維護

清理隔板，71 至 74
移除和替換，74
檢查 LED，65 至 70
關閉電源，64

需要的工具與設備，19

㈩㈤劃
寬 SCSI，47, 70
標示牌，5

重新插入，8
移除，7

㈩㈥劃
機架裝載

19 英吋㆕腳機架，30
兩腳繼電機架，37

選購纜線，4

㈩㈦劃
儲存裝置正面，5 至 6
儲存裝置背面，9 至 11
環境規格，80

㈩㈨劃以㆖
關閉裝置電源，64
纜線

AC 連線，49
DC 連線，51 至 52
SCSI 連線，46 至 48
選購纜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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