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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场地准备指南》介绍了安装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所
需的设施及系统要求。在您规划安装时，请遵照本文档介绍的原则。

本指南可帮助您做出有关通风、电源、地面承载以及网络配置的决定。进行电力测量，
确保存储阵列和输入电源不会受到电源噪音、功率峰值和功率起伏的影响。

阅读本指南之前
开始安装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之前，您必须首先阅读下书中介绍的规章和安全要求：

■ 《Sun Storage 2500-M2 Arrays Regulatory and Safety Compliance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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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

文档、支持和培训
以下 Web 站点提供附加资源：

■ 文档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oracle-
unified-ss-193371.html

■ 支持 https://support.oracle.com

■ 培训 https://education.oracle.com

任务 书名

查阅安全信息 《Sun Storage 2500-M2 Arrays Safety and Compliance 
Manual》

《Important Safety Information for Sun Hardware 
Systems》

查看已知问题和解决方法 《Sun Storage 2500-M2 Arrays Hardware Release Notes》

《Sun Storage Common Array Manager 软件发行说明》

准备场地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场地准备指南》

安装阵列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硬件安装指南》

安装管理软件 《Sun Storage Common Array Manager 快速入门指南》

《Sun Storage Common Array Manager 安装和设置指南》

安装多路径驱动器 《Sun StorageTek MPIO Device Specific Module 
Installation Guide For Microsoft Windows OS》
《Sun StorageTek RDAC Multipath Failover Driver 
Installation Guide For Linux OS》

管理阵列 《Sun Storage Common Array Manager Array 
Administration Guide》与联机帮助

故障排除和硬件更换过程 从 Sun Storage Common Array Manager 启动的服务顾问 
vi 场地准备指南 • 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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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规划安装

本章介绍了安装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时对准备用户场地的要求。包括以下几节：

■ 第 1 页的 “用户责任”

■ 第 1 页的 “安全信息”

用户责任
用户有义务告知 Oracle Corporation 任何或所有会影响产品安装的条例和规章。用户
负责履行所有与设备有关的政府条例和规章。此外，用户还需执行以下操作：

■ 遵守本规范中涉及的所有当地、国家/地区和国际条例。本文讨论的主题包括防火和
安全、建筑设施以及电气规范。

■ 记录并告知 Oracle Corporation 任何与本规范不符的方面。

安全信息
根据设备所在地的当地安全条例和规章安装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请务必阅读
《Sun Storage 2500-M2 Array Regulatory and Safety Compliance Manual》，了解其
中的安全预防措施。

以下几节介绍有关当地设施的其他安全信息：

■ 第 2 页的 “处置预防措施”

■ 第 2 页的 “安全安装要求”

■ 第 2 页的 “产品的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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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请勿对设备进行机械或电气改装。对于因改装产品而造成的违反规章问题， Oracle 
Corp. 概不负责。

处置预防措施

注意 – 完整组装后的机柜，其重量可能超过 1500 磅 （682 千克）。请确保移动本系统
时经过的所有地面均可承受此重量。

机箱配有滚轮，以便于移动。移动机箱时（尤其在倾斜的装卸台和斜坡上）应配备足够
的工作人员，以便将其抬至较高的机房地面。请小心、缓慢地移动机箱，确保机箱经过
的地面没有任何杂物和缆线，以免造成机箱翻倒。

注意 – 为避免人身伤害，在移动系统时应穿上防护鞋。

安全安装要求

为尽量避免在地震时造成人身伤害，必须将机箱妥善固定到机房内地面与天花板之间的
坚固立柱上，或固定到从墙壁伸出的坚固结构上。

应将机箱安装在水平表面上。机箱底座的每个角处都有可调整的防滑支脚。安装机箱后，
请展开这些防滑支脚以防机箱摇摆。请不要使用这些防滑支脚来支撑机箱的重量。

产品的放置

给机箱四周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维护机箱和其中的阵列。

注意 – 不要堵塞或遮住产品的开口部位。请勿让产品靠近散热器或热通风器。如果不
遵照上述指导原则，可能会导致产品过热而影响其可靠性。

空气从前至后流动以冷却系统机箱。空气从前面进入，在机箱内循环，然后从机箱背面排
出。因此前后门处应留出足够的空隙以便于冷却。有关具体的空隙规范，请参见第 2 章。
2 场地准备指南 • 2011 年 6 月 



第 2 章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规范

本章介绍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在物理、环境和电气方面的要求。包括以下几节：

■ 第 4 页的 “尺寸和重量规范”

■ 第 5 页的 “环境要求”

■ 第 7 页的 “电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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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和重量规范
安装场地的地面应足够稳固，可以承受机柜、控制器托盘、扩展托盘以及关联设备的总
重量。此外，该场地还需具备足够的空间用以安装、操作及维修阵列，具备良好的通风
条件以便给设备提供通畅的气流。

扩展托盘的总重量取决于其中所装驱动器的数量。

表 2-1 提供了阵列的物理尺寸和重量。

表 2-2 提供了阵列组件的重量。

表 2-1 尺寸和重量

组件 高度 宽度 厚度 重量 - 最大*

* 最大重量是指控制器托盘加上其所有驱动器和安装的其他组件的总重量。由于驱动器重量可能不同，此值可能与上述指定的值不同：对于 
3.5 英寸 SATA 驱动器，差值可达 0.66 磅（0.3 千克）乘以每控制器托盘的最大驱动器数量；对于 2.5 英寸 SATA 驱动器，差值可达 0.18 磅
（0.08 千克）乘以每控制器托盘的最大驱动器数量。

重量 - 空†

† 空重是指拆卸了控制器模块、电源风扇模块和驱动器的控制器托盘重量。

控制器托盘 3.4 英寸
（8.64 厘米）

19 英寸
（48.26 厘米）

21.75 英寸
（55.25 厘米）

59.52 磅
（27 千克）

41.01 磅
（18.60 千克）

扩展托盘 3.4 英寸
（8.64 厘米）

19 英寸
（48.26 厘米）

21.75 英寸
（55.25 厘米）

57.98 磅
（26.3 千克）

39.46 磅
（17.9 千克）

表 2-2 控制器托盘组件重量

组件 重量

控制器模块 4.70 磅 （2.131 千克）

电源风扇模块 5.51 磅 （2.5 千克）

2.5 英寸SATA 驱动器 0.66 磅 （0.3 千克）

3.5 英寸SATA 驱动器 2.2 磅 （1.0 千克）

表 2-3 控制器托盘装运重量

高度 宽度 厚度

9.5 英寸（24.13 厘米）*

* 带有 12 个 3.5 英寸驱动器的控制器托盘。

25 英寸（63.50 厘米） 23 英寸 （58.42 厘米）
4 场地准备指南 • 2011 年 6 月 



环境要求
本节介绍安装设备之前必须具备的环境条件，以及设备在正常操作下的发热情况。

表 2-4 列出了阵列运行的理想环境条件。

湿度

表 2-5 列出了控制器托盘的相对湿度范围。

表 2-4 控制器托盘温度*

* 如果您计划在海平面以上 3280 英尺至 9842 英尺 （1000 米至 3000 米）的海拔高度范围内运行系统，则在海平
面以上每升高 3280 英尺 （1000 米），环境温度会降低 3.3°F (1.7°C)。

参数 要求

工作范围 （机柜和子系统） 50°F 至 104°F （10°C 至 35°C）

最大变化率 每小时 50°F (10°C)

存储期间的范围 14°F 至 122°F （–10°C 至 50°C）

最大变化率 每小时 59°F (15°C)

搬运期间的范围 –40°F 至 140°F （–40°C 至 60°C）

最大变化率 每小时 68°F (20°C)

表 2-5 湿度 （无凝结）

参数 规范

工作范围 （机柜和子系统） 20% 至 80% （无冷凝）

存储期间的范围 10% 至 90%

搬运期间的范围 5% 至 90%

运行期间的渐变 最大每小时 50°F (10°C)

存储期间的渐变 最大每小时 59°F (15°C)

搬运期间的渐变 最大每小时 68°F (20°C)

最大露点 79°F (26°C)

最大梯度 每小时 10%
第 2 章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规范 5



海拔高度

表 2-6 列出了阵列的海拔高度规范。

气流和散热

噪声

表 2-6 控制器托盘的海拔高度范围

环境 规范

运行期间 海平面以下 100 英尺 （30.5 米）至海平面以上 9840 英尺 （3000 米）

存储 海平面以下 100 英尺 （30.5 米）至海平面以上 9840 英尺 （3000 米）

搬运期间 海平面以下 100 英尺 （30.5 米）至海平面以上 40,000 英尺 （12,000 米）

表 2-7 气流和最小空隙

位置 空隙 

正面 30 英寸 （76 厘米）

背面 24 英寸 （61 厘米）

表 2-8 控制器托盘的电源与散热

组件 KVA 瓦特 （交流电） BTU/小时

具有两个电源风扇模块和 12 个驱动器的控制器模块 0.400 399 1366

表 2-9 控制器托盘 25°C 时的噪声

测量 级别

声功率 （待机） 最大 6.2 贝尔

声压 （正常运行） 最大 6.2 贝尔
6 场地准备指南 • 2011 年 6 月 



撞击和震动 
表 2-10 列出了控制器托盘的撞击和震动规范。

电气要求
本节提供了场地电源和布线的信息、交流电源的要求、直流电源要求以及布置电源线的
指导。

场地布线和电源

控制器托盘使用的冗余电源量程范围很广，可以自动将交流电源或可选的 –48 VDC 电源
调节为自己需要的电压。这些电源满足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全球（除美国和加拿大
以外）电力运营所采用的标准电压要求。使用标准工业布线 （线到中性点或线到线）
电源连接。

注 – 可选的 –48 VDC 电源配置的电力由中央直流发电装置提供，而不是由机箱中的交
流电源提供。有关具体的直流电源要求，请参阅相关的制造商文档。

在您准备阵列安装场地时，请考虑以下信息：

■ 保护性接地 - 在场地布线中，必须给交流电源或可选的 –48 VDC 电源附加保护性接
地连接。

注 – 保护性接地也称作安全接地或底盘接地。

■ 电路过载 - 电源电路以及相关断路器必须提供充足的电源和过载保护。为防止对阵
列可能造成的损坏，请将阵列的电源与大型交换负载 （如空调发动机、电梯发动机
和工厂负载）独立开来。

表 2-10 撞击和震动

情况 参数 规范

振动 运行期间 5-500-5 Hz，正弦曲线

非运行期间 （已拆箱） 5-500-5 Hz，正弦曲线，每分钟 1 倍频程，平坦曲线 0.50 G

撞击 运行期间 （无损坏） 10-g 峰值加速度， 5 毫秒持续时间， 1/2 正弦脉冲

非运行期间 （已拆箱） 20-g 峰值加速度， 8 毫秒持续时间，梯形脉冲
第 2 章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规范 7



■ 供电中断 - 无论是否集成有不间断电源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UPS)，
控制器托盘均能承受以下外加电压中断情况：

■ 输入瞬态 - 额定电压的 50% 

■ 持续时间 - 二分之一个循环 

■ 频率 - 每 10 秒一次 

■ 电源故障 - 如果电源整体发生故障，待电源恢复后，控制器托盘将自动执行通电恢
复过程，而无需操作人员介入。

注 – 如果发生电源故障，控制器托盘将使用电池电源备份缓存中的数据。

交流电源输入

交流电源必须提供托盘型号和序列号标签上所指定的正确电压、电流和频率。在表 2-11 
所列的范围内，托盘可以不中断地一直运行。

直流电源输入

直流电源必须提供阵列铭牌和序列号标号上所指定的正确电压、电流和频率。

直流电源的额定输入电压如下所示：

■ 输入电压：-42 至 -60VDC

■ 工作电流：21.7 至 15.3A

控制器托盘功率因数校正

功率因数校正应用于电源内部，可在额定输入电压下将控制器托盘的功率因数维持在 
0.95 以上。

表 2-11 托盘交流电源要求

情况 规范

输入电压 100 - 240V

输入频率 50Hz 或 60Hz 

输入电流 7.0 - 2.9A
8 场地准备指南 • 2011 年 6 月 



电源线和插座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的每个托盘配有两根交流电源线或两根直流电源线，具体取
决于所订购产品的配置。

交流电源线 
每根电源线可将托盘中的一个电源连接到独立的外部交流电源，如墙壁插座或 UPS。

如果您的机柜已经配有内部电源电缆，例如梯形电缆，就不需要使用随控制器-驱动器
托盘提供的交流电源线。

直流电源接口电缆

每个 -48 VDC 电源接口电缆都插入到控制器托盘背面的直流电源接口。电源接口电缆另
一端的三根电源线用于将托盘连接到中央直流发电装置（通常要通过机柜上方的母线）。

注意 – 需要由合格的服务人员按照 NEC 标准和 CEC 标准来进行此直流电源连接。

注意 – 电击风险－本单元有多个电源。要移除单元中的所有电源，必须拔掉电源上的
所有电源接口，从而断开所有直流供给电源 (DC MAINS)。

每个控制器托盘或扩展托盘都随附两个 （或者四个）直流电源接口电缆。如果需要更
多冗余，可使用每个托盘的直流电源背面的两个直流电源接口。

注 – 并非必须连接阵列直流电源上的第二个直流电源。第二个直流电源连接仅用于提
供更大的冗余度，可连接到第二个直流电源总线。

电池寿命

表 2-12 中列出了对于完全额定电池备份单元 (Battery Backup Unit, BBU) 电池寿命的
电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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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电池寿命规范

运行期间 50°F 至 95°F （10°C 至 35°C）

存储期间 （最长三个月） 14°F 至 113°F （-10°C 至 45°C）

搬运期间 （最长七天） -4°F 至 140°F （-20°C 至 6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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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配置工作单

本附录中的工作单可帮助您收集执行安装操作时所需的信息。

表 A-1 列出了配置阵列时需要收集的信息。

表 A-1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配置工作单

控制器 A 的 MAC 地址：

控制器 B 的 MAC 地址：

控制器 A 的 IP 地址：

控制器 B 的 IP 地址：

管理主机的 IP 地址：

网络掩码：

名称服务器的域名：

域名服务器 (DNS) 的 IP 地址：

网关的 IP 地址：

发送电子邮件通知时使用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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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列出了您需要为连接到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的每台数据主机收集的信息。

表 A-2 Sun Storage 2500-M2 阵列数据主机信息

主机名：

供应商：

型号：

操作系统：

修补程序/Service Pack：

HBA 数：

HBA 全局名称 (WWN)：

HBA 型号：

HBA 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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