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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7

前言

本指南的目标读者是与 Oracle StorageTek SL150 Modular Tape Library 中的客户可
更换单元 (customer replaceable unit, CRU) 的移除和更换有关的所有人。

文档可访问性
有关 Oracle 对可访问性的承诺，请访问 Oracle Accessibility Program 网站 http://
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docacc。

获得 Oracle 支持
购买了支持服务的 Oracle 客户可通过 My Oracle Support 获得电子支持。有关信息，
请访问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如果您听
力受损，请访问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docac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docac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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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Oracle 的 StorageTek SL150 Modular Tape Library 是一个机架装载式自动化磁带
库，容量为 30 到 300 个线性磁带开放协议 (Linear Tape-Open, LTO) Ultrium 盒式
磁带（磁带）和一个到 20 个半高 LTO 磁带机。它支持 HP LTO-5 或 LTO-6 光纤通
道 (Fibre Channel, FC) 或串行连接 SCSI (Serial Attached SCSI, SAS) 和 IBM LTO-6
FC 或 SAS 磁带机（请参见图 1.1 “StorageTek SL150 基本模块和扩展模块 ”）。

图 1.1. StorageTek SL150 基本模块和扩展模块

图例：

1 - 基本模块（标识为模块 1）

2 - 扩展模块（标识为模块 2 到模块 10）

3 - 左侧磁带盒

4 - 右侧磁带盒

5 - 触摸屏面板

6 - 中转槽



常规信息

10

常规信息
磁带库的最低配置由一个 3U（133.4 毫米，5.25 英寸）基本模块（指定为模块 1）
组成，其中包括：一个机械手、一个中转槽、一个电源和一个磁带机（可以选择添加
另一个磁带机和另一个电源）。磁带位于模块两侧可容纳 15 个磁带的可移除磁带盒
中。最多可将基本模块左磁带盒的三个磁带插槽指定为保留插槽，以存储诊断磁带或
清洗磁带。

用于控制磁带库的外部接口由桥接的磁带机提供。机械手装置控制器是磁带机上显示
为 LUN 1 的 SCSI 介质转换器设备。基本模块是最小型的全功能磁带库。

磁带库可从一个模块扩展到十个模块。2U（88.9 毫米，3.5 英寸）扩展模块可为磁带
库提供 30 个磁带的附加容量以及最多两个磁带机。扩展模块被指定为模块 2 到模块
10。模块提供两个可容纳 15 个磁带的磁带盒、最多可容纳两个磁带机的插槽以及最
多可容纳两个电源的插槽。

一个图形用户界面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用于提供对 SL150 磁带库的基于角
色的本地或远程访问控制。

• 可以通过在 Web 浏览器中输入主机名或 IP 地址来访问该 GUI。图 1.2 “远程管理界
面” 显示了远程管理界面示例。

磁带库信息以图形方式显示。模块 1 显示了左磁带盒中的磁带插槽、右磁带盒中的
磁带插槽以及两个磁带盒之间的可用磁带机，以表示它们在模块背面的物理位置。
中转槽位于右磁带盒上方，而机械手装置位于左磁带盒上方。显示的磁带盒包含列
号和行号标识。磁带库中的每个模块都有单独的图像。

图 1.2. 远程管理界面

图例：

1 - 区域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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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左磁带盒控件

3 - 右磁带盒控件

4 - 插槽标识

5 - 磁带机（双向箭头表示桥接的磁带机）
• 基本模块前控制面板包含一个 LCD 触摸屏（操作面板），图 1.1 “StorageTek

SL150 基本模块和扩展模块 ” 中标识了该控制面板。该触摸屏提供关于磁带库的
基本信息，其目的在于用作信息点，而不是维护工具（请参见图 3.34 “"Home" 屏
幕”）。

前控制面板触摸屏还用于使用初始化向导执行基本初始化设置。

其他磁带库管理功能由管理员通过远程管理界面来执行。

SL150 磁带库支持分区。每个分区都有一个已分配的桥接磁带机，并且每个分区都作
为一个独立的磁带库运行。所有分区共用单个机械手装置、保留的插槽和中转槽。

注意:

低于 2.0 的代码版本支持两个分区，但是代码版本 2.0 和更高版本最多支持八个分区。

1 类激光产品声明

StorageTek SL150 Modular Tape Library 包含 IEC 60825-1 Ed. 2 (2007) 所定义的 1
类激光。

警告:

未按此处规定的过程进行控制、调节或操作均有可能造成有害辐射。

磁带库状态指示灯

磁带库状态指示灯位于左侧磁带盒上方的前控制面板上（请参见图 1.3 “磁带库状态
指示灯（前控制面板）”），以及磁带库背面机械手装置锁左侧深色矩形中的机械手
装置客户可更换单元 (customer replaceable unit, CRU) 上（请参见图 3.1 “CRU 位置
（SL150 基本模块和扩展模块的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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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磁带库状态指示灯（前控制面板）

• 故障：磁带库中任何一处发生故障都会触发故障指示灯。请在其他 CRU 上查找亮
起的故障指示灯。

• 正常：指示磁带库运行正常。

故障指示灯和正常指示灯同时亮起时表示磁带库处于降级状态。

客户可更换单元

SL150 Modular Tape Library 客户可更换单元 (Customer Replaceable Unit, CRU) 包
括：

• 前控制面板
• 磁带盒
• 机械手装置
• 磁带机
• 电源
• 扩展模块控制器
• 基本模块机箱
• 扩展模块机箱（模块 2 到模块 10）

CRU 指示灯和控件

每个客户可更换单元 (customer replaceable unit, CRU) 都有状态指示灯。

注意:

这些指示灯由主电源供电。如果关闭磁带库，则所有的指示灯也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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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磁带库指示灯：帮助识别需要注意的特定磁带库。在本地或从远程管理界面启
用此白色指示灯。此指示灯位于前面板上，在磁带库状态指示灯旁边，并且位于机
械手装置 CRU 上。

• 前控制面板 CRU 状态指示灯：

故障：指示前控制面板中某一处发生故障。

正常：运行正常。
• 机械手装置 CRU 状态指示灯（请参见图 3.1 “CRU 位置（SL150 基本模块和扩展

模块的后视图）”）：

故障：指示机械手装置 CRU 中某一处发生故障。

正常：运行正常。
• 机械手装置锁（请参见图 3.9 “指旋螺丝、锁扣和锁 ”）控件：用于在停放或手动抬

起机械手装置后将机械手装置固定在基本模块的顶部。在移除机械手装置之前或者
在更换扩展模块 CRU 时，必须锁定机械手装置。

• 电源 CRU 状态指示灯（请参见图 3.10 “电源 CRU”）：

故障：指示电源发生故障。

正常：运行正常。
• 磁带机 CRU 状态指示灯（请参见图 3.8 “磁带机托盘 CRU (HP LTO-5)”）：

允许维修操作：通过远程管理界面启用此蓝色指示灯以便准备从磁带库中移除磁带
机。

故障：指示磁带机托盘发生故障。

正常：运行正常。

端口 1 活动（HP FC 和 SAS 磁带机）。

端口 2 活动（HP LTO-5 和 HP LTO-6 SAS 以及 FC 磁带机）。

加密状态（仅限 HP 磁带机）：磁带机操作期间存在密钥时处于启用状态。

加密重置（仅限 HP 磁带机）：用于将磁带机重置为默认 IP 地址的按钮开关。
• 模块控制器 CRU 状态指示灯（请参见图 3.18 “模块控制器 CRU”）：

故障：模块控制器（KLE 卡）中任意一处发生故障都会触发故障指示灯并关闭特定
控制器的“正常”指示灯（一个磁带库最多可有九个模块控制器）。

正常：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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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备

本章介绍在执行 CRU 移除或更换过程之前需要考虑的常规主题。

静电放电
操作部件时请注意所需的预防措施。手指或其他导体释放的静电有可能会损坏对静电
敏感的设备。此类损坏可能会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

静电放电预防措施

• 通过在防静电容器中运输和存储产品来避免手部接触。
• 在静电敏感部件到达防静电工作区域之前，始终将各部件放在其容器中。
• 将部件放置在接地表面上，然后从容器中取出。
• 避免碰到管脚、导线或电路。
• 在触摸静电敏感组件或组合件时采用正确的接地做法。

防止静电放电的接地方法

操作或安装静电敏感部件时，请使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

• 使用通过接地线连接到接地机箱的手腕带。
• 使用可导电的现场维修工具。
• 使用具有折叠式静电释放工作垫的便携式现场维修工具包。

注意:

如果您没有用于正确接地的任何建议设备，请安排授权经销商安装相应部件。

SL150 远程界面
移除和更换客户可更换单元 (customer replaceable unit, CRU) 的过程取决于 SL150
远程界面 (GUI) 中的功能和命令。此处假定您已熟悉该界面的磁带库部分。

通过在受支持的 Web 浏览器中输入磁带库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来访问远程界
面。图 2.1 “SL150 远程管理登录对话框” 中显示了 "Log In" 对话框。屏幕右上方提供
了 "Help" 链接。

在尝试执行任何移除或更换操作之前，请参阅用户指南 (http://docs.oracle.com)
或 "Help" 系统以便熟悉该界面。

http://docs.ora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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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SL150 远程管理登录对话框

图例：

1 - 用户 ID

2 - 密码

3 - "Help"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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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除和更换

图 3.1 “CRU 位置（SL150 基本模块和扩展模块的后视图）” 显示了机械手装置、磁
带机、电源和模块控制器客户可更换单元 (customer replaceable unit, CRU) 所在的
SL150 磁带库的背面。大多数 CRU 移除活动都涉及到断开电缆连接、释放锁扣或拧
松自持螺丝以及取出 CRU。在关闭磁带库电源时，必须执行某些 CRU 移除和更换活
动（请参见"其他 CRU"）。

图 3.1. CRU 位置（SL150 基本模块和扩展模块的后视图）

图例：

1 - 磁带机托盘

2 - 机械手装置（在基本模块中）

3 - 模块控制器（在扩展模块中）

4 - 电源

警告:

未按此处规定的过程进行控制、调节或操作均有可能造成有害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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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确定

本指南假定您已查出磁带库问题，而且拥有更换件。但是，如果您尚未确定问题出在
哪里，请使用用户指南中的故障排除信息 (http://docs.oracle.com) 或远程管理界
面帮助（请参见图 2.1 “SL150 远程管理登录对话框”）。

常见过程

本节介绍了各个 CRU 移除过程中使用的一些常见过程。

• 将磁带库设置为脱机，这样可确保主机磁带管理系统在其数据库发生手动更改时收
到通知并将磁带库置于维护模式。

• 将磁带库设置为联机，这样可使磁带库退出维护模式并使磁带库返回到受主机应用
程序控制。

• 启用定位指示灯以帮助在数据中心中查找磁带库。

将磁带库设置为脱机

1. 停止主机应用程序，防止处于活动状态的存储操作被中断。
2. 使用浏览器登录到 SL150 远程界面（请参见图 2.1 “SL150 远程管理登录对话

框”）。
3. 单击 Library is Online（请参见图 3.2 “将磁带库设置为脱机”）。
4. 选择 Set Library Offline 以将磁带库置于维护模式。
5. 在 "Set Library Offline" 对话框中单击 OK（请参见图 3.3 “脱机确认”）。

图 3.2. 将磁带库设置为脱机

图例：

1 - 磁带库状态控件

http://docs.ora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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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脱机确认

图例：

1 - 确认对话框（"OK" 按钮）

将磁带库设置为联机

1. 使用浏览器登录到 SL150 远程界面（请参见图 2.1 “SL150 远程管理登录对话
框”）。

2. 单击 Library is Offline。
3. 选择 Set Library Online（这会使磁带库退出维护模式）。
4. 在对话框中单击 OK。

磁带库状态将更改为联机。

启用定位指示灯

1. 使用浏览器登录到 SL150 远程界面（请参见图 2.1 “SL150 远程管理登录对话
框”）。

2. 单击屏幕左上部的定位图标（请参见图 3.4 “定位磁带库”）。
3. 选择 Switch Locate Light On。

GUI 定位指示灯将激活。

前控制面板上的物理定位指示灯和机械手装置 CRU（位于基本模块的背面，请参
见图 3.1 “CRU 位置（SL150 基本模块和扩展模块的后视图）”）上黑色矩形中的
物理定位指示灯将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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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定位磁带库

图例：

1 - 定位指示灯

磁带盒

添加或移除磁带盒会向与磁带库或受影响的分区相连的主机发布单元警示消息。

图 3.5 “磁带盒 ” 显示了模块右侧的磁带盒。左磁带盒与右磁带盒不能互换。每个磁带
盒都有 15 个用来存放磁带的插槽，这些插槽按照三行五列的方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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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磁带盒

图例：

1 - 磁带盒中的磁带插槽（三行五列）。

SL150 远程界面为脱机磁带库提供了一种解除锁定磁带盒的方法。图 3.6 “磁带盒操
作” 显示的是左磁带盒对应的带有扩展菜单的远程界面。

注意:

如果此方法不可行，请参见“手动移除磁带盒”。

移除磁带盒

下面的过程使用的是 SL150 远程管理界面。此过程仅适用于在磁带库正常运行的情况
下移除磁带盒。此过程不应当用作移除有故障的磁带库模块的准备步骤。

注意:

如果您无法登录到远程磁带库界面，请参见“手动移除磁带盒”。

任务 1 从 GUI 解除锁定磁带盒
1. 使用浏览器登录到 SL150 远程界面（请参见图 2.1 “SL150 远程管理登录对话

框”）。
2. 将磁带库设置为脱机（请参见"将磁带库设置为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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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左侧的导航区域中单击 Library 以显示磁带库的图形表示形式。
4. 找到相应的模块编号（必要时滚动屏幕）。
5. 单击您要移除的磁带盒的标签（请参见 图 3.6 “磁带盒操作”）。
6. 选择 Unlock。

如果磁带库运行的是代码版本 2.25 或更高版本，此时将显示 "Unlock
Magazines" 对话框，其中突出显示特定的磁带盒。

7. 单击 OK 以解除锁定磁带盒（请参见 图 3.7 “"Magazine Unlock" 对话框（代码
版本 2.25）”）。

图 3.6. 磁带盒操作

图例：

1 - 磁带盒控件 (Unlock)

图 3.7. "Magazine Unlock" 对话框（代码版本 2.25）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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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特定的磁带盒突出显示

2 - "OK" 按钮
任务 2 移除已解除锁定的磁带盒

注意:

尽管磁带盒中包含磁带止动弹簧，但是在拿磁带盒或移动磁带盒时一定要格外小心，以免磁
带从磁带盒中脱落或掉出。

1. 一只手抓住磁带盒的前把手并将它从模块中缓慢移出一小段距离。
2. 在移除过程中用另一只手拖住磁带盒的底部。
3. 将磁带盒从模块中拉出并将它放在一边。

更换磁带盒

注意:

尽管磁带盒中包含磁带止动弹簧，但是在拿磁带盒或移动磁带盒时一定要格外小心，以免磁带从
磁带盒中脱落或掉出。

1. 调整磁带盒的方向，使磁带插槽朝向模块中心。
2. 提起磁带盒并使其背部朝向模块插槽。
3. 使磁带盒与模块磁带盒托架中的轨道相啮合。
4. 确认所有磁带都已正确地放置在磁带盒插槽中。
5. 将磁带盒完全推入磁带库模块中。
6. 从 "Library" 列表中，选择 Lock and Audit。

注意:

低于 2.25 的代码级别没有 "Lock and Audit" 命令。

7. 在 "Lock and Audit" 对话框中选中 Set the Library back online after applying
this action 复选框。

8. 单击 OK。

可热交换的 CRU

本节提供了磁带机托盘 CRU 和电源 CRU 的移除和更换说明，可以在磁带库通电的情
况下更换这些 CRU。可以临时移除电源或磁带机托盘组件，然后在开放槽中插入相应
的 CRU。

警告:

请勿在磁带机插槽或电源插槽处于打开状态时对磁带库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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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机托盘组件

磁带机托盘组件（简称“磁带机托盘”）位于模块背面的中心（请参见图 3.1 “CRU 位置
（SL150 基本模块和扩展模块的后视图）”）。磁带机托盘的后面板上有一系列指示灯
（请参见图 3.8 “磁带机托盘 CRU (HP LTO-5)”），磁带机托盘的右侧指旋螺丝附近有
一个外露的电路卡，磁带机托盘上还有一个磁带机和一个机箱（又称为“滑板”）。

图 3.8. 磁带机托盘 CRU (HP LTO-5)

图例：

1 - 磁带机指示灯

2 - 端口指示灯（HP SAS 和 HP LTO-6 FC 磁带机）

3 - 加密指示灯和 IP 重置开关（仅限 HP 磁带机）

4 - 指旋螺丝（磁带机托盘有两个指旋螺丝）

桥接磁带机注意事项

机械手装置控制器是桥接的磁带机上显示为 LUN 1 的 SCSI 介质转换器设备。

• 如果未对磁带库进行分区，则存在指定的桥接磁带机来为整个磁带库提供机械手装
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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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磁带库进行了分区，则存在指定桥接磁带机来为分配给它的分区提供机械手
装置控制。

移除桥接磁带机会导致主机连接断开。

移除磁带机托盘

注意:

如果桥接磁带机出现故障，请参见“桥接磁带机注意事项”。

任务 1 准备
1. 停止此磁带机的活动。
2. 使用浏览器登录到 SL150 远程界面（请参见图 2.1 “SL150 远程管理登录对话

框”）。
3. （可选）启用定位磁带库指示灯（请参见"启用定位指示灯"）。
任务 2 为移除磁带机托盘做准备
1. 在左侧的导航区域中单击 Library 以显示磁带库的图形表示形式。如果模块图

处于折叠状态，请单击模块标识符旁边的按钮。
2. 将光标移到要更换的磁带机上。

磁带机在模块中具有一个位置（顶部或底部）和一个 SCSI 地址。
3. 右键单击磁带机图标，然后选择 Remove Drive。
4.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OK。

磁带机托盘背面的物理指示灯会亮起，指示该磁带机可以移除了。
任务 3 移除磁带机托盘
1. 访问磁带库的背面（打开机架的后门，如果适用）。
2. 找到带有蓝色指示灯（指示磁带机可以移除）的磁带机托盘。
3. 检验接口电缆是否有标签。必要时贴一个标签。
4. 断开与磁带机托盘上的插口相连的电缆（请参见图 3.1 “CRU 位置（SL150 基

本模块和扩展模块的后视图）”）。
5. 拧松磁带机托盘上的指旋螺丝（请参见图 3.9 “指旋螺丝、锁扣和锁 ”）。
6. 抓住磁带机托盘，将它从磁带库的磁带机插槽中拉出，然后将它面朝上平放在

工作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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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指旋螺丝、锁扣和锁

图例：

1 - 机械手装置指旋螺丝

2 - 磁带机托盘指旋螺丝

3 - 模块控制器锁扣

4 - 机械手装置锁（改进的锁设计）

更换磁带机托盘
任务 1 准备

注意:

设备损坏。不要接触电路卡或静电敏感组件。

1. 按照公认的做法操作以防 ESD 损坏。
2. 将更换磁带机托盘从装运箱中取出。留下包装材料，以备退回有故障的 CRU

时使用。

注意:

一手握住磁带机托盘的后角（靠近指旋螺丝），一手托住托盘的底部。避免接触实际磁
带机的上盖。

任务 2 更换磁带机托盘
1. 抓住磁带机托盘的后角。
2. 引导磁带机托盘的前部进入模块磁带机插槽中。
3. 将磁带机托盘完全推入磁带机插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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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验磁带机托盘背面的指示灯是否起作用。
5. 拧紧磁带机托盘每一侧的指旋螺丝，确保托盘在任何方向上都不能移动。
6. 按机械手装置 CRU 上的定位指示灯以重置该指示灯（如果适用）。
7. 将接口电缆和以太网电缆（如果适用）连接到磁带机托盘左侧的相应插口。
任务 3 确认
1. 确认磁带库可识别并顾及磁带机（SL150 远程界面的 "Drives" 区域）。

指示灯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显示磁带机是否正常运行。
2. 确保磁带机端口处于启用状态（查看 "Drive Properties" 并更改磁带机设置

（如果适用））。
3. 标识磁带机固件版本，如果需要，则升级该版本。

如果磁带库运行的是代码版本 2.0 或更高版本，请参阅《StorageTek SL150
Modular Tape Library 用户指南》或 "Help" 系统以获取相关说明。

如果磁带库代码低于 2.0，则遵循磁带机代码自述文件中的说明。
4. 从 SL150 远程界面注销。

电源

电源（图 3.10 “电源 CRU”）的左上角有一些指示灯，电源插座的右侧有一个释放锁
扣。

模块 1 需要一个电源（请参见图 3.1 “CRU 位置（SL150 基本模块和扩展模块的后视
图）”）。具有已安装的磁带机的扩展模块需要一个电源。

图 3.10. 电源 C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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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 - 电源指示灯

2 - 电源锁扣

移除电源
移除和更换过程包含具有两个或多个电源的磁带库（请参见"可热交换的 CRU "）。
如果磁带库具有单个电源，请先关闭磁带库电源，然后再继续此过程（请参见"关闭电
源"）。

1. 断开与有缺陷的电源相连的电源线（请参见图 3.1 “CRU 位置（SL150 基本模块和
扩展模块的后视图）”）。

2. 按左侧的锁扣（朝向风扇）以释放电源。
3. 抓住电源把手，将电源从磁带库中拉出，然后放在一边。

更换电源
任务 1 准备
1. 将电源从装运箱中取出。
2. 一只手抓住电源把手，另一只手托着电源的底部。
任务 2 将电源安装到模块插槽中
1. 放置电源，使它的插座位于右侧。
2. 将电源背面与模块插槽对齐。
3. 将电源完全推入模块插槽中。
4. 确保电源在模块插槽中固定好。
5. 将电源线连接到电源插座上。
6. 检验电源上的 OK 指示灯是否起作用。

注意:

如果电源指示灯不起作用，请按照"电源系统行为"中的说明继续操作。

其他 CRU
在使用以下 CRU 时，必须从磁带库中移除电源：

• 机械手装置
• 模块控制器
• 前控制面板
• 基本模块机箱和扩展模块机箱

注意:

机械手装置、前控制面板和基本模块机箱对于维护产品序列号和客户设置至关重要。当其中的任
何 CRU 需要进行更换时，您在一个电源关闭周期内只能更换一个 CRU。



其他 CRU

第 3 章 移除和更换 · 29

另外，必须移除磁带盒才能更换前控制面板 CRU、基本模块 CRU 和扩展模块 CRU。

准备过程

本节提供了完成以下操作的过程：移除磁带库电源、手动移除磁带盒以便对将模块固
定到机架上的螺丝进行操作。

关闭电源

可通过受控和强制两种方法来将电源从磁带库中移除。

• 使用前控制面板上的电源按钮或者 SL150 远程界面上的电源图标执行受控的电源关
闭。

• 在磁带库或机架电源处执行强制关闭方法。

注意:

只有当受控方法不奏效时才使用强制电源关闭方法（请参见"执行强制的电源关闭 "）。

从 GUI 执行受控的电源关闭

1. 停止主机应用程序，防止处于活动状态的存储操作被中断。
2. 使用浏览器登录 SL150 远程界面（请参见图 2.1 “SL150 远程管理登录对话

框”）。
3. 单击屏幕左上部的电源图标（请参见图 3.11 “关闭磁带库电源”）。
4. 选择 Power Down Library。
5. 选中 Prepare the Robot for removal before the library powers down（如果适

用）（请参见图 3.12 “为移除机械手装置做准备”）。
6. 单击 OK。
7.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例如，机械手装置锁定说明）操作。

图 3.11. 关闭磁带库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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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 - "Power Down Library" 命令

图 3.12. 为移除机械手装置做准备

图例：

1 - "Power Down Library" 对话框（复选框）

2 - "OK" 按钮

从前控制面板按一定顺序执行关闭操作

1. 停止主机应用程序，防止处于活动状态的存储操作被中断。
2. 按前控制面板上的电源按钮。
3. 点按相应复选框 (Prepare the Robot for removal before the library powers

down)。
4. 点按 OK。
5.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例如，机械手装置锁定说明）操作。

执行强制的电源关闭

1. 停止主机应用程序，防止处于活动状态的存储操作被中断。
2. （可选）启用定位磁带库指示灯（请参见"启用定位指示灯"）。
3. 查找要关闭其电源的磁带库所在的机架。
4.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切断磁带库的电源：

a. 使用强制（硬）关闭方法。按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一直按住它，直到磁带库
关闭为止（大约需要 10 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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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选）如果硬关闭方法不奏效，使用物理方法。将所有电源断电（断开所有
电源的电源线或者将 PDU 或电源配电盘开关设置到 off 位置）。

手动移除磁带盒

注意:

手动移除磁带盒可能会损坏机械装置。此过程支持移除和更换“其他 CRU”中列出的一些 CRU。
在开始此过程之前请关闭磁带库电源。

任务 1 释放磁带盒锁扣
1. 关闭磁带库电源（请参见"关闭电源"）。
2. 将安装工具包中提供的内六角扳手插入磁带盒内下角中的检查孔。
3. 调整内六角扳手，使其与磁带盒表面平行（请参见图 3.13 “释放磁带盒”）。
4. 将该工具缓慢推入检查孔中，使触摸屏后面的锁扣啮合，将内六角扳手固定就

位。

图 3.13. 释放磁带盒

任务 2 移除磁带盒

注意:

尽管磁带盒中包含磁带止动弹簧，但是在拿磁带盒或移动磁带盒时一定要格外小心，以免磁
带从磁带盒中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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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另一只手抓住磁带盒开口，将磁带盒从磁带库中拉出一小段距离。
2. 取下内六角扳手，并将它保存起来以备将来使用。
3. 在移除过程中用另一只手拖住磁带盒的底部。
4. 将磁带盒从磁带库模块中拉出并将其放在一边。

前控制面板

前控制面板位于基本模块上。图 3.14 “前控制面板的后视图” 显示了面板的背面，其中
包含上方卡舌的标识、电路卡插口以及面板两侧的锁扣。

注意:

机械手装置、前控制面板和基本模块机箱对于维护产品序列号和客户设置至关重要。当其中的任
何 CRU 需要进行更换时，您在一个电源关闭周期内只能更换一个 CRU。

图 3.14. 前控制面板的后视图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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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卡舌

2 - 插口

3 - 锁扣

移除前控制面板

1. 关闭磁带库电源（请参见"从 GUI 执行受控的电源关闭"）。
2. 将两个磁带盒从基本模块中移除（请参见"手动移除磁带盒"）。
3. 按每个磁带盒托架内壁内部的锁扣，将面板的下沿从模块中拉出，直到面板释放出

来（请参见图 3.15 “前控制面板侧视图”）。
4. 将面板上沿的卡舌与模块脱开。
5. 将面板的上沿相对于模块顶部旋转约 90 度，并用一只手使面板保持在此位置。
6. 断开与电路卡上的插口相连的带状电缆插头（请参见图 3.16 “前控制面板插

孔”）。
7. 将面板 CRU 放置在防静电垫子上。

图 3.15. 前控制面板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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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前控制面板插孔

更换前控制面板

注意:

ESD 损坏。不要接触任何暴露的电子组件、电缆或触点。

1. 从包装中取出更换前控制面板。
2. 抓住面板的塑料外壳并将其提升至与基本模块齐平。
3. 将电缆连接到面板背面的电路卡插口。确保连接器与插口齐平。
4. 将面板上沿的卡舌插入基本模块插槽中（请参见图 3.17 “基本模块中的前控制面板

插槽”）。
5. 向下旋转前控制面板并将下沿按入基本模块插槽中。面板将卡扣入位。
6. 更换两个磁带盒（请参见"更换磁带盒"）。
7. 继续执行“电源系统行为”中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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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基本模块中的前控制面板插槽

图例：

1 - 基本模块机箱中的插槽

模块控制器

从磁带库的背面看，模块控制器位于扩展模块的右上角（请参见图 3.1 “CRU 位置
（SL150 基本模块和扩展模块的后视图）”）。模块控制器从连接到基本模块上的模块
输出端口的扩展电缆获取电源。

图 3.18 “模块控制器 CRU” 中显示了模块控制器，其中标识了与移除和更换模块控制
器有关的项。

移除模块控制器

注意:

请参见“静电放电”。

任务 1 准备
1. 启用出现故障的模块控制器所在磁带库上的定位指示灯（请参见"启用定位指示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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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到出现故障的控制器所在的模块。
3. 关闭磁带库电源（请参见"从 GUI 执行受控的电源关闭"）。

图 3.18. 模块控制器 CRU

图例：

1 - 铰链

2 - 锁扣

3 - 插槽

4 - 扩展电缆插口
任务 2 移除
1. 断开与模块控制器上的插孔相连的扩展电缆。不要断开电缆另一端与基本模块

的连接。
2. 将锁扣的两部分捏合在一起。
3. 将锁扣完全拉出模块控制器。
4. 将控制器卡从模块插槽中拉出。
5. 将模块控制器放置在防静电工作台上。

更换模块控制器

注意:

ESD 损坏。不要接触任何电子组件或电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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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 ESD 包装中取出更换模块控制器。
2. 抓住模块控制器，不要接触任何组件或电触点。
3. 打开固定锁扣。
4. 将模块控制器插入模块插槽中，组件面朝上。
5. 在插槽中扣好锁扣以固定模块控制器。
6. 将扩展电缆连接到模块控制器上的插孔。

电缆的另一端已经连接到机械手装置 CRU 上的模块输出端口。
7. 将出现故障的模块控制器插入 ESD 包装中。
8. 继续执行“电源系统行为”中的操作。

机械手装置模块

机械手装置模块位于基本模块的顶部（请参见图 3.9 “指旋螺丝、锁扣和锁 ”）。尝试
取出机械手装置模块之前，机械手装置必须停放在基本模块中，机械手装置的锁必须
处于啮合状态，指旋螺丝必须处于松开状态。

通过前控制面板和 SL150 远程管理界面都可以在关闭电源过程中完成机械手装置的移
除准备工作。

注意:

机械手装置、前控制面板和基本模块机箱对于维护产品序列号和客户设置至关重要。当其中的任
何 CRU 需要进行更换时，您在一个电源关闭周期内只能更换一个 CRU。

移除机械手装置

注意:

尝试移除机械手装置 CRU 之前，一定要确保机械手装置已停放到位而且处于锁定状态。

任务 1 停放并锁定机械手装置
1. 在启用 "to prepare the robot for removal" 选项的情况下关闭磁带库电源。（请

参见“从 GUI 执行受控的电源关闭”。）

如果不能通过关闭电源过程来停放机械手装置，请执行“手动收回机械手装
置”。

2. 从基本模块中移除顶部磁带机托盘或磁带机填充面板。
3. 透过磁带机插槽观察并确定机械手装置的位置。
4. 确认机械手装置完全贴合到磁带库的顶面。

必要时重复执行停放过程以确保机械手装置固定在正确的位置。
5. 将机械手装置锁置于锁定位置。

如果机械手装置锁是带有旋钮的类型，则抓住旋钮并逆时针转动旋钮，直到指
针旋过红色的锁定状态挂锁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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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机械手装置锁是具有螺丝的类型，则松开指旋螺丝，取出该装置，将该装
置旋转 180 度，插入该装置并拧紧指旋螺丝。

注意:

确保显示锁定的挂锁图标。

6. 更换基本模块中的顶部磁带机或磁带机填充面板。
任务 2 机械手装置移除

注意:

机械手装置 CRU 重约 5 千克（11 磅）。

1. 确保找出机械手装置上的每个以太网端口及其连接的电缆（需要时可以为电缆
贴上标签）。

注意:

以太网接口可能连接到不同的网络。

2. 断开与机械手装置 CRU 相连的所有电缆（以太网电缆和扩展电缆）。

注意:

如果为了准备更换基本模块而移除了扩展模块，请将扩展电缆放到一边。

3. 松开机械手装置模块指旋螺丝（请参见图 3.19 “移除和更换机械手装置”）。

图 3.19. 移除和更换机械手装置

4. 抓住机械手装置模块指旋螺丝，将机械手装置从基本模块中拉出约 254 毫米
（10 英寸）。

5. 将双手放回伸出的机械手装置的中心附近。
6. 将机械手装置从基本模块中完全拉出，并将其放在防静电工作台上。
7. 继续执行“更换机械手装置”中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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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收回机械手装置

注意:

无法通过关闭电源过程停放机械手装置时可以执行此过程。

1. 将顶部磁带机托盘从基本模块中移除（请参见"磁带机托盘组件"）。
2. 找到位于磁带库内部、顶部磁带机插槽上方的牵引轮齿轮（请参见图 3.20 “牵引轮

齿轮和机械手装置锁”）。
3. 透过磁带机插槽观察并确定机械手装置的位置。
4. 用拇指转动齿轮来提升机械手装置，用一个手指将齿轮固定到位，重新放回拇指并

转动齿轮。根据需要重复操作，直到机械手装置位于基本模块顶部。

如果机械手装置未收回，继续执行“手动释放机械手装置”中的操作。
5. 在机械手装置完全抬起的情况下托住牵引轮齿轮，直到将机械手装置锁定。
6. 返回到任务 1 停放并锁定机械手装置的步骤 5 并继续执行至“任务 2 机械手装置移

除”的最后一步。

图 3.20. 牵引轮齿轮和机械手装置锁

图例：

1 - 牵引轮齿轮

2 - 机械手装置锁（改进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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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释放机械手装置

注意:

仅当磁带库电源关闭（任务 1 停放并锁定机械手装置的步骤 1）或"手动收回机械手装置"不起作
用时，才执行此过程。此过程会对机械手装置组件造成损害。

任务 1 断开电缆
1. 确保磁带库电源已关闭。
2. 从基本模块中移除所有磁带机。
3. 断开可折叠电缆（折叠起来的带状电缆）。
4. 伸入磁带库中并将两条背部悬架电缆全部断开。
5. 断开前部悬架电缆。

Z 平台应固定到底部模块的基底。
任务 2 移除机械手装置 CRU
1. 松开机械手装置模块指旋螺丝。
2. 抓住机械手装置模块指旋螺丝，将机械手装置从基本模块中拉出约 254 毫米

（10 英寸）。
3. 将双手放回伸出的机械手装置两侧靠近基本模块处。
4. 将机械手装置从基本模块中完全拉出并将它放在一边。
任务 3 移除 Z 平台
1. 从基本模块中移除磁带盒。
2. 从扩展模块中移除磁带盒，直到找到 Z 平台。

注意:

也可通过从模块中移除磁带机或磁带机填充面板并从磁带机开口探入来在磁带库的背面
执行此过程。

3. 从磁带盒或磁带机开口探入并抓住平台。
4. 用手将平台抬起到基本模块的顶部。
5. 将平台从基本模块背面的机械手装置 CRU 开口推出足够远，使其不会滑回磁

带库内。
6. 转到磁带库的背面，抓住机械手装置 CRU，将其从磁带库移除。
任务 4 最后的操作
1. 检查磁带库基底并取出任何由机械手装置破损而造成的碎片。
2. 更换在此过程中移除的所有磁带盒和磁带机。
3. 继续执行“更换机械手装置”中的操作。

更换机械手装置

任务 1 准备
1. 将更换机械手装置从装运箱中取出，并放在防静电垫子上。留下包装材料，以

备退回有故障的 CRU 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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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 更换
1. 抓住机械手装置靠近中心的位置，使指旋螺丝面向您。
2. 将机械手装置插入基本模块中（请参见图 3.19 “移除和更换机械手装置”）。
3. 将机械手装置完全推入模块中。
4. 拧紧机械手装置 CRU 每一侧的指旋螺丝。
5. 将机械手装置锁置于未锁定位置。

如果机械手装置锁是带有旋钮的类型，则抓住旋钮并顺时针转动旋钮，直到指
针旋过黑色的未锁定状态挂锁图标。

如果机械手装置锁是具有螺丝的类型，则松开指旋螺丝，取出该装置，将该装
置旋转 180 度，插入该装置并拧紧指旋螺丝。

注意:

确保显示未锁定的挂锁图标（请参见图 3.20 “牵引轮齿轮和机械手装置锁”）。

图 3.21. 机械手装置锁（未锁定）

任务 3 电缆连接
1. 将每个模块的扩展电缆插入到基本模块连接器中（允许将电缆连接到任何可用

的连接器）。
2. 将以太网电缆插入适当的 Net Mgt 端口。
3. 继续执行“电源系统行为”中的操作。

扩展模块机箱

图 3.22 “附加模块 CRU” 中显示了扩展模块 CRU。必要时，必须将磁带盒、磁带机、
磁带机填充面板、电源、电源填充面板和模块控制器从出现故障的模块转移到 CRU。

更换有缺陷的模块时，可能需要移除几个正常运行的模块才能接近有缺陷的模块。例
如，150 磁带库包含五个模块。如果模块 2 有缺陷，则需要移除模块 5、模块 4 和模
块 3，才能接近有缺陷的模块 2。还必须从缺陷模块上方的模块中移除磁带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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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附加模块 CRU

图例：

1 - 挡片

2 - 卡舌

移除扩展模块

任务 1 准备

注意:

尝试移除扩展模块之前，一定要确保机械手装置已停放到位而且处于锁定状态。

1. 在启用 "to prepare the robot for removal" 选项的情况下关闭磁带库电源。（请
参见“从 GUI 执行受控的电源关闭”。）

2. 按照“任务 1 停放并锁定机械手装置”中的说明执行操作。
3. 移除缺陷模块中的磁带盒，其下方的所有模块以及位于其正上方的模块。（请

参见“手动移除磁带盒”。）
任务 2 移除基底、电缆和电源线
1. 抓住磁带库基底上位于磁带盒开口内的抓握把托（请参见图 3.23 “磁带库基底

面板”）。
2. 将基底从模块前面拉出。

注意:

如果基底未移动，则从磁带盒开口伸入并向下推触摸屏面板后面的基底以移开基底锁。
用您的另一只手向前拉基底。

3. 断开与每个受影响的扩展模块控制器上的插口相连的电缆。
4. 打开环扣带，取出所有电缆和电源线，然后移除环扣带（打开塑料铆钉上的塞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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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断开电源线。
6. 必要时断开磁带机接口电缆和以太网电缆。

图 3.23. 磁带库基底面板

图例：

1 - 基底抓握把托

2 - 基底锁（改进的基底设计）
任务 3 移除有缺陷模块下面的正常运行扩展模块

警告:

重物。扩展模块重达 19.9 千克（43.9 磅）左右，它带有两个磁带盒、30 个盒式磁带、两个
磁带机和两个电源。

1. （可选）移除磁带机和电源以减轻扩展模块的重量。（根据需要，参见"磁带机
托盘组件"和“电源”。）

2. 移除将扩展模块紧固到机架前端的十字螺丝。
3. 抓住模块并将其向前拉，直到能够看见挡片中的间断，放低模块前端，将模块

抽离它上面的模块，并使其离开机架。
4. 放下模块，使其离开机架前端。
5. 从模块中移除十字螺丝和后滑轨。使夹片螺母保持原位（请参见图 3.24 “移除

模块后滑轨”）。
6. 根据需要重复任务 3 移除有缺陷模块下面的正常运行扩展模块，直到移除位于

故障扩展模块下面的所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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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移除模块后滑轨

图例：

1 - 后滑轨

2 - 夹片螺母
任务 4 移除 CRU 和有缺陷的模块
1. 移除磁带机托盘（视情况而定）。（请参见“任务 3 移除磁带机托盘”。）
2. 移除磁带机填充面板（视情况而定）。（请参见“移除磁带机填充面板”。）
3. 移除电源（视情况而定）。（请参见“移除电源”。）
4. 移除电源填充面板（视情况而定）。（请参见“移除电源填充面板”。）
5. 移除模块控制器。（请参见“任务 2 移除”。）
6. 移除出现故障的扩展模块。
7. 继续执行标题为“为更换扩展 CRU 做准备”的一节中的操作。

移除磁带机填充面板

1. 松开磁带机填充面板每一侧的指旋螺丝（请参见图 3.25 “磁带机填充面板”）。
2. 抓住自持螺丝并将填充面板拉向自己。
3. 从磁带机插槽中移除填充面板并将它放在一边。以后会将填充面板安装在 CRU

中。
4. 返回到“任务 4 移除 CRU 和有缺陷的模块”的步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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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磁带机填充面板

图例：

1 - 磁带机填充面板指旋螺丝

移除电源填充面板

1. 手指勾住电源填充面板上的孔（请参见图 3.26 “电源填充面板”）。
2. 从电源插槽拉出填充面板并将它放在一边。
3. 继续执行“为更换扩展 CRU 做准备”中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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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电源填充面板

图例：

1 - 电源填充面板

为更换扩展 CRU 做准备

1. 抓住扩展模块机箱的侧面并将其从装运箱中取出。
2. 确认 CRU 是否为底部磁带库模块。如果它不是底部模块，请继续执行“更换扩展

CRU 机箱”中的操作。

安装基底

1. 将模块翻转过来。
2. 调整基底的方向，使基底指孔朝向磁带盒插槽的内部。
3. 将基底的后沿插入到模块底部的凹槽中。
4. 将基底推入模块中并使后基底卡舌与模块插槽啮合（请参见图 3.27 “基底卡

舌”）。
5. 将基底完全推入模块中，使基底的夹片嵌入每个磁带盒插槽（请参见图 3.28 “基底

锁定卡舌 ”）。
6. 将模块翻转过来并确认基底的夹片完全嵌入机箱中。
7. 继续执行适用的过程：

• "更换扩展 CRU 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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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基本模块机箱"

图 3.27. 基底卡舌

图例：

1 - 基底插槽

2 - 基底卡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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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基底锁定卡舌

图例：

1 - 基底夹片

2 - 基底

更换扩展 CRU 机箱

任务 1 安装
1. 提起扩展模块的两边。
2. 使扩展模块的后挡片对准磁带库模块下前沿的凹槽。
3. 将扩展模块向磁带库中推入几英寸。

注意:

模块挡片中有一个缝隙。

4. 放低扩展模块的上前沿，同时慢慢地将其推向磁带库。
5. 操作时要小心，避免扩展模块内部垂直挡片与磁带库模块的塑料挡板有任何接

触（请参见图 3.29 “避免接触操作面板 ”）。
6. 在内部垂直挡片到达已安装模块的表面后面之后，将模块的前沿提升到水平位

置。继续推入模块，直到它距离机架的前竖挡大约 51 毫米（2 英寸）。
7. 找到扩展模块对齐卡舌和磁带库模块左磁带盒插槽中的槽（请参见图 3.30 “模

块对齐 ”）。
8. 将扩展模块推入并使对齐卡舌完全嵌入到左磁带盒插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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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据需要贴上扩展模块 CRU 标签（划线标记内的左上后角）。

图 3.29. 避免接触操作面板

图例：

1 - 挡片（短截面）

2 - 内部垂直挡片

3 - 挡片（长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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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0. 模块对齐

图例：

1 - 对齐卡舌

2 - 插槽
任务 2 固定模块
1. 插入用于每个模块的后滑轨，并用十字螺丝将其固定。
2. 用两个十字螺丝将模块固定到机架的前端。
任务 3 在更换后的模块中安装 CRU、填充面板和磁带盒
电缆和电源线是在安装 CRU 的过程中连接的。
1. 安装模块控制器。（请参见“更换模块控制器”。）
2. 安装磁带机组件。（请参见“更换磁带机托盘”。）
3. 安装磁带机填充面板。（请参见“安装磁带机填充面板”。）
4. 安装电源。（请参见“更换电源”。）
5. 安装电源填充面板。（请参见“安装电源填充面板”。）
6. 插入磁带盒。
任务 4 安装剩余扩展模块
1. 找到要安装的下一个扩展模块（请参阅模块背面的模块编号标签）。
2. 重复执行安装任务，直到安装完所有扩展模块和 CRU（请参阅任务 1 安装

到任务 4 安装剩余扩展模块）。
3. 在底部磁带库模块中安装基底。（请参见“安装基底”。）
任务 5 最后的操作
1. 将环扣带固定到更换的扩展模块（关闭铆钉的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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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电缆排列整齐并用环扣带固定它们。
3. 继续执行“电源系统行为”中的操作。

安装磁带机填充面板

1. 使磁带机填充面板的弹簧夹朝上。
2. 抓住自持螺丝并引导填充面板进入磁带机插槽。
3. 拧紧两颗指旋螺丝。
4. 返回到“任务 3 在更换后的模块中安装 CRU、填充面板和磁带盒”的步骤 4。

安装电源填充面板

1. 使填充面板的弹簧夹朝上。
2. 将填充面板右侧卡舌插入电源插槽中，直到槽口接近模块框架。
3. 将填充面板的槽口卡入模块框架边缘。
4. 将填充面板的左侧推入电源插槽中。
5. 返回到“任务 3 在更换后的模块中安装 CRU、填充面板和磁带盒”的步骤 6。

基本模块（模块 1）机箱

图 3.31 “基本模块 CRU” 中显示了基本模块 CRU。必须将磁带盒、前控制面板、磁带
机、磁带机填充面板、电源、电源填充面板和机械手装置从有缺陷的基本模块转移到
CRU 中。

图 3.31. 基本模块 CRU

注意:

机械手装置、前控制面板和基本模块机箱对于维护产品序列号和客户设置至关重要。当其中的任
何 CRU 需要进行更换时，您在一个电源关闭周期内只能更换一个 C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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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磁带库具有扩展模块，请移除所有扩展模块以处置有缺陷的基本模块。

移除基本模块机箱

任务 1 准备
1. 停放并锁定机械手装置（请参见任务 1 停放并锁定机械手装置）。

注意:

一定要确保机械手装置已停放到位，方可继续操作。

2. 移除基本模块下方的所有模块。（请参见“移除扩展模块”。）
任务 2 移除要重新使用的基本模块部件
1. 移除磁带盒。（请参见“移除磁带盒”。）
2. 移除前控制面板。（请参见“移除前控制面板”。）
3. 移除机械手装置。（请参见“移除机械手装置”。）

注意:

包括移除以太网电缆和扩展电缆。将扩展电缆放在一边。

4. 移除磁带机托盘。（请参见“移除磁带机托盘”。）
5. 移除磁带机填充面板。（请参见“移除磁带机填充面板”。）
6. 移除电源。（请参见“移除电源”。）
7. 移除电源填充面板。（请参见“移除电源填充面板”。）
任务 3 移除

警告:

基本模块重约 12.8 千克（28.3 磅），其中不含磁带盒、磁带机、电源或机械手装置 CRU。
最好让两个人配合抬起该设备。

1. 移除将基本模块固定到机架前端的螺丝。
2. 从机架上取出模块。

为更换基本模块 CRU 做准备

1. 抓住基本模块机箱的侧面并将其从装运箱中取出。
2. 确认 CRU 是否为底部磁带库模块。如果这是底部模块，请安装基底。（请参

见“安装基底”。）

更换基本模块机箱

任务 1 安装 CRU
1. 沿侧面抓住基本模块并将其提起，直到其背面高于机架滑轨。
2. 引导模块进入机架，将后侧卡舌放在机架滑轨上（请参见图 3.32 “基本模块侧

卡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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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基本模块侧卡舌

图例：

1 - 前卡舌

2 - 中央卡舌

3 - 底部卡舌

4 - 后部卡舌
3. 将模块推入机架中，将其底部侧卡舌与中央的侧卡舌啮合。

注意:

如果无法与滑轨完美啮合，应移除基本模块并调整滑轨。请不要为了与滑轨啮合而弯折
卡舌。

4. 将模块推入机架中，直到前侧卡舌接近机架滑轨的前端。
5. 向上轻提模块，将其推入机架中，并将前卡舌放到机架滑轨上。
6. 用螺丝将基本模块固定到机架上（先将每个螺丝放上去并拧几圈，再将两个一

起拧紧）。
任务 2 安装基本模块 CRU
电缆和电源线是在更换 CRU 的过程中安装的。
1. 安装机械手装置。（请参见“更换机械手装置”。）
2. 安装磁带机托盘。（请参见“更换磁带机托盘”。）
3. 安装磁带机填充面板。（请参见“安装磁带机填充面板”。）
4. 安装电源。但此时不要连接电源电缆。（请参见“更换电源”。）
5. 安装电源填充面板。（请参见“安装电源填充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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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前控制面板。（请参见“更换前控制面板”。）
任务 3 安装扩展模块
1. 找到模块 2。
2. 确认它是否为底部磁带库模块。在底部模块中安装磁带库基底。（请参见“安装

基底”。）
3. 安装模块。（请参见“更换扩展 CRU 机箱”。）

注意:

CRU、磁带机电缆和模块互连电缆是在更换扩展模块的过程中安装的。

4. 根据需要找到下一个模块并重复步骤 2 和步骤 3，直到完成所有模块的安装。
5. 在所有模块中安装磁带盒。（请参见“更换磁带盒”。）
任务 4 最后的操作
1. 将电缆排列整齐。用环扣带固定电缆（如果适用）。

图 3.33. 电缆连接

图例：

1 - 带光纤通道电缆的磁带机

2 - 扩展模块电缆

3 - 以太网电缆

4 - 电源线

5 - 具有 SAS 电缆的磁带机
2. 将电源线连接到所安装的每个电源上。
3. 继续执行“电源系统行为”中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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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系统行为

在为系统电源接通 AC 电源时，SL150 磁带库的行为取决于磁带库上次从通电状态关
闭的方式。系统 BIOS 设置为恢复上一次断开 AC 电源（如设备供电中断，拔掉 AC
电源线，或者关掉 PDU 或配电盘）之前的状态。

当 AC 电源恢复后，系统会将磁带库电源打开大约 4 秒，此时系统 BIOS 确定磁带库
在 AC 电源断开时所处的电源状态。

• 如果磁带库在断开 AC 电源时处于开机状态，它将保持开机状态并进入引导序列。
• 如果磁带库在 AC 电源断开时处于关机状态，它将在 AC 供电恢复之后恢复到关机

状态（大约 4 秒）。

从 SL150 远程管理界面或物理磁带库电源按钮（还会用到触摸屏 GUI）执行受控的电
源关闭。如果电源是在执行受控的电源关闭之后断开的，则 BIOS 会在 AC 供电恢复
之后，将电源重置为打开电源大约 4 秒。磁带库返回到电源关闭状态，直到通过按下
电源按钮向磁带库供电。

对磁带库执行强制关闭电源操作，方法是按住电源按钮（大约需要 10 秒），直到磁
带库关闭电源。如果电源是在执行强制电源关闭之后断开的，则在 AC 供电恢复之
后，磁带库将不会执行 4 秒钟的 BIOS 电源打开操作。磁带库保持电源关闭状态，直
到按下电源按钮向磁带库供电。

打开磁带库电源

1. 确保机械手装置未处于锁定状态。
2. 确保基底安装在底部磁带库模块中。
3. 如有必要，按下基本模块上的电源开关以便开始重新启动。

注意:

不要在磁带库执行重新启动时手动移除磁带盒。仅当磁带库处于正常运行和脱机状态时，才
可手动移除磁带盒。

关于该过程的描述，请参见附录 A, 启动。在启动过程中会进行磁带库的初始化，
初始化过程涉及到通过移动机械手装置来确定磁带库中模块和磁带机的数量。如果
磁带库初始化失败，将不会启用磁带机端口。

注意:

在桥接磁带库中，如果不启用桥接磁带机端口，主机将无法看到磁带库。可通过执行用户指
南中的故障排除过程来解决桥接磁带机问题。

启动需要的时间长度因磁带库模块的数量而异。启动完成后，触摸屏上会显示出
"Home"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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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 "Home" 屏幕

图例：

1 - 磁带库运行状况
4. 检查所有 CRU 上的 OK 指示灯。
5. 从触摸屏（请参见）或 SL150 远程界面确认磁带库的运行状况是

Operational图 3.34 “"Home" 屏幕”。

如果运行状况为已降级或失败，请查阅用户指南的故障排除部分来帮助解决该问
题。

验证磁带库运行状况

1. 根据需要，针对更换的 CRU 执行运行状况检查：

测试能否通过面板执行常规操作（定位指示灯、触摸屏、打开中转槽等）。

确认磁带库已识别出模块控制器（触摸屏的 "Modules" 区域或 SL150 远程界面的
"Library" 区域）。

2. 从 SL150 远程界面运行脱机自检（有关说明，请参阅《StorageTek SL150
Modular Tape Library 用户指南》或 "Help" 系统）。

3. 将 SL150 磁带库设置为联机状态并注销 SL150 远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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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更换 CRU 之后，运行应用程序命令来确保磁带库和磁带机应用程序处于同步状态。请参见
主机磁带应用程序文档以获取相关指导。

CRU 退回
将机械手装置 CRU 和磁带机托盘 CRU 退回 Oracle。已经提供了有关特定 CRU 的退
回流程的说明。

请根据具体情况处置或回收所有其他 C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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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启动

接通电源（插入电源线或打开外部电源）后，SL150 磁带库通常会启动。如果之前手
动关闭了磁带库的电源（通过前面板的电源开关或远程管理界面的关机功能），则按
下前面板上的电源开关将启动磁带库。

在磁带库启动期间，将执行以下步骤：

1. 机械手装置启动。
2. 机械手完全收回。
3. 机械手装置从整个磁带库的顶部移至底部。机械手装置在顶部启动并一次向下移动

一个模块，从而确定模块的顺序。
4. 机械腕执行全方位搜寻操作。
5. 机械手在整个轨道范围内移动。
6. 伸出装置伸出并收回。
7. 锁定磁带盒。
8. 执行全面的磁带库审计。

您可以在 Web 浏览器中通过 "Library" 视图监测磁带库审计的进度。磁带库尚未审
计的磁带插槽显示为灰色，而通过审计的磁带插槽处于活动状态（插槽中有条形码
图标）。将光标移动到活动插槽上时，将显示磁带位置和条形码信息。如果条形码
信息的值不可读取，可能是因为条形码标签不符合规范、已损坏或者标签不存在。

请注意，条形码图标是副本图像，不代表实际的磁带条形码。

审计完成后，如果所有磁带机都已就绪，则磁带库将处于可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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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本词汇表定义了此出版物中使用的术语和缩写。

某些定义取自其他词汇表。跟在某些定义后面括号中的字母表明该定义的来源：

(A)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Dictionary for Information Systems（信息系统用美国国家标准
词典），ANSI X3.172-1990，版权所有 1990，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E) ANSI/美国电子工业协会 (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EIA) Standard-440-A，Fiber Optic
Terminology（光纤术语）。

(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cabulary（信息技术词汇表），由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国际电工技术委员
会共同设立的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下属第一分技术委员会 (ISO/IEC/JTC1/SC1) 编制。

(IBM) IBM Dictionary of Computing（IBM 计算技术词典），版权所有 1994，IBM 公司。

(T) 由 ISO/IEC/JTC1/SC1 编制的国际标准委员会草案以及工作文件。

alphanumeric（字母数
字型字符）

一个或一组字符，用来标识寄存器、存储器的特定部分以及其他某些数
据源或目标。(A)。

arm（机械臂） 下降到位于磁带列之间的一种机械组件。机械臂会抓紧从 Z 装置引出
的四根线缆。机械臂由机械手、机械手在上面骑跨的滑轨、带动机械手
沿着滑轨移动的轨道电机以及 KLT 卡组成。

audit（审计） 记录磁带库中所有磁带位置的过程。

base chassis（基本机
箱）

钣金或塑料材质的机箱，构成基本模块（模块 1）的框架。

base module（基本模
块）

最小型的全功能磁带库，其中包括基本机箱、中间背板、机械手装置、
前控制面板、中转槽、一个或两个电源、最多两个半高 LTO Ultrium 磁
带机、左磁带盒和右磁带盒。

cartridge（磁带） 一种存储设备，在保护壳中的供带轮上装有磁带。磁带盘脊上通常包
含列有卷标识号的标签。也称为 tape（磁带）、tape cartridge（磁带
盒）或磁带卷。

cell（单元） 请参见 slot（插槽）。

cleaning cartridge（清
洗磁带）

一种盒式磁带，其中包含用于清洗磁带传输路径或磁带机的特殊材
料。LTO Ultrium 清洗磁带标签上带有 CLN 前缀和 CU 介质标识符。

configuration（配置） 对于信息处理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进行组织和互连的方式。(T)

data cartridge（数据磁
带）

此术语用于区分磁带机可在上面写入数据的一种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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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s（诊断） 有关于程序错误和设备故障的检测及隔离。

dismount（卸载） 从磁带机中取出磁带。

drive cleaning（磁带机
清洗）

一种设备功能，使用清洗磁带对磁带机进行清洗。

drive slot（磁带机插槽） 在磁带库中容纳磁带机的空间。

drive tray（磁带机托
盘）

请参见 tape drive（磁带机）。

drive（磁带机） 磁带机控制着磁带的运动，并按用户的要求在磁带上记录或读取数据
（请参见 tape drive（磁带机））。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
议）

一种网络协议，使服务器能够自动向网络上的设备分配 IP 地
址。DHCP 从为给定网络所定义的号码范围中动态分配地址号码。

encryption（加密） 一种数据处理过程，将数据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必须解密才能读取，从
而防止未经授权对数据进行访问和使用。

Ethernet（以太网） 一种局域分组交换总线拓扑，允许连接多个计算机系统。以太网体系结
构类似于 IEEE 802.3 标准。

expanded mailsot（扩展
中转槽）

一种可选的磁带库配置，用于将中转槽的容量从 4 个磁带增加到 19 个
磁带。这是一个逻辑实体，包含标准中转槽中的 4 个插槽加上基本模
块右磁带盒中的 15 个插槽（中转槽扩展）。

expansion cable（扩展
电缆）

用于将模块 2–10 连接到基本模块（模块 1）的电缆。该电缆每端有
USB A 型连接器。

expansion chassis（扩
展机箱）

钣金或塑料材质的机箱，构成模块 2–10 的框架。

expansion module（扩
展模块）

这种模块可以附加到现有磁带库底部，扩大其磁带机和盒式磁带（磁
带）容量。该模块包括扩展机箱、模块控制器、最多两个电源、最多两
个半高 LTO Ultrium 磁带机、左磁带盒和右磁带盒。扩展模块通过扩展
电缆连接到基本模块。

export（导出） 一种操作，设备将磁带放入中转槽中，使操作员可以取出磁带。也称为
弹出。

FC 请参见 Fibre Channel（光纤通道） 。

fiber optics（光纤） 光学技术的一个分支，涉及通过玻璃、熔融石英和塑料等透明材料制成
的纤维进行辐射功率传输。(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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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er-optic cable（光纤
电缆）

一种由超细玻璃纤维或石英纤维制成的电缆，可以通过激光脉冲传输数
据。光纤电缆相比铜电缆有几大优势：信号损失很低；能以更高速度并
通过更长距离传输信息；不受外部电噪声干扰；更适合要求安全性的传
输。

Fibre Channel（光纤通
道）

一项美国国家信息技术标准委员会标准，定义了一种与内容无关的超高
速多层数据传输接口，同时支持多种协议。光纤通道支持通过铜缆和光
纤物理介质连接数百万个设备，可在不同拓扑结构中提供最佳的网络和
通道特性。

front control panel（前
控制面板）

安装在基本机箱前面的一个组件。其中包括触摸屏操作面板、各种
LED 指示灯和开关以及相关的电子装置。

get（获取） 一种机械手装置从插槽或磁带机中获取磁带的活动。

gripper（夹持器） 机械手组件中用于夹持磁带的部分。

GUI 图形用户界面。允许用户通过可视屏幕来控制设备的软件。

hand（机械手） 可以抓住盒式磁带将它们在插槽和磁带机之间移动的机械装置。它是机
械臂的一个组件。机械手具有伸出装置，可以从插槽或磁带机中获取盒
式磁带，或者在其中放入盒式磁带。机械手还具有机械腕装置，可以旋
转机械手，使其够到任一侧的磁带或磁带库背面的磁带机。

hardware（硬件） 信息处理系统（如计算机或外部设备）的全部或部分物理组件。(T) (A)

HBA 请参见 host bus adapter（主机总线适配器）。

host bus adapter,
HBA（主机总线适配器）

安装在多平台主机或设备中的一种电路，是设备和总线之间的接口。

host bus adapter,
HBA（主机总线适配器）

安装在多平台主机或设备中的一种电路，是设备和总线之间的接口。

host computer（主机） 计算机网络中的一台计算机，通常执行网络控制功能并向最终用户提供
计算和数据库访问等服务。(T)

host interface（主机接
口）

网络和主机之间的接口。(T)

import（导入） 将磁带从中转槽放入磁带库的过程。也称为输入。

indicator（指示器） 一种指示装置，通过视觉或其他形式的指示来指明存在所定义的状态。
(T)

initialization（初始化） 在使用数据介质或执行操作过程之前，调整设备使其达到启动状态的一
个过程。(T)

interface（接口） 将系统、程序或设备连在一起的硬件、软件或两者。(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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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y（清单） 请参见 audit（审计）。

LC connector（LC 连接
器）

一种用于光纤通道数据传输的标准光纤电缆连接器。

LED（LED 指示灯） 发光二极管。一种电流通过时变亮的电子装置。

left magazine（左磁带
盒）

一种包含 15 个磁带插槽的塑料组件，可插入模块 1–10 的左侧（前
视）。左磁带盒与右磁带盒不能互换。

library（磁带库） 一种机械系统，可以存储、移动、安装和卸载在数据读写操作中使用的
盒式磁带。

LTO Linear Tape-Open（线性磁带开放协议）技术的首字母缩写。一种“开
放格式”技术，允许用户使用多种来源的产品和介质。

LUN 逻辑单元号。SCSI 设备组件的地址。在这种设备中，主机将针对磁带
库的 SCSI 命令发送到主磁带机的 LUN 1，将针对磁带机自身的 SCSI
命令发送到 LUN 0。

MAC address（MAC 地
址）

介质访问控制地址是分配给设备的唯一标识符，用于在物理网络上进行
通信。

magnetic tape drive（磁
带机）

一种控制磁带运动的装置，通常用于移动磁带经过读磁头或写磁头，或
者进行自动重绕。(I) (A)

magnetic tape（磁带） 一种具有磁性层，可在上面存储数据的带状材料。(T)

mailslot expansion（中
转槽扩展）

当磁带库具有扩展中转槽配置时，此术语指的是基本模块右磁带盒（位
于标准中转槽正下方的磁带盒）。中转槽容量从 4 个磁带（标准中转
槽）扩展到 19 个磁带。

mailslot（中转槽） 标准中转槽是一个塑料和金属材质的组件，位于基本机箱右上角，用于
向磁带库输入磁带或从中取出磁带。以前的 StorageTek 磁带库称其为
CAP（Cartridge Access Port，磁带存取口）。

midplane（中间背板） 安装在基本机箱或扩展机箱中的一块板卡，位于磁带插槽之后、磁带机
之前。其他卡通过直接连接或通过电缆与其连接。

Module 1（模块 1） 请参见 base module（基本模块）。

module controller（模块
控制器）

插入到模块 2–10 背后的一块卡，用于控制模块的操作。它通过扩展电
缆连接到机械手装置。

Module X（模块 2-10） 请参见 expansion module（扩展模块） 。

mount（挂载） 在磁带机中放入磁带以供主机系统访问。

multimode fiber（多模
光纤）

一种设计为同时传输不同频率或相位的多路信号的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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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mask（网络掩码） 一个 32 位或 4 字节的点分十进制格式数字（通常写成句点分隔的四组
数字，比如 255.255.0.0 或 255.255.255.0），应用于 IP 地址来标识一
个主机或路由器接口的网络和节点地址。（与子网掩码同义。）

network（网络） 一种节点和分支布置方式，通过软件和硬件链路将数据处理设备彼此连
接起来，以便进行信息交换。

offline（脱机） 既不受计算机控制，也不与其进行通信。(IBM)

online（联机） 指的是功能单元在计算机直接控制之下进行操作。(T)

operator panel（操作面
板）

前控制面板的一个组件，由七英寸 WVGA 彩色触摸屏组成。

port（端口） 主机内一个特定的通信端点。端口由端口号进行标识。(IBM) (2) 在光
纤通道中，指的是链路所连接的设备中的访问点。

power supply filler（电
源填充面板）

当电源插槽中不安装电源时滑动插入其中的一个金属框架。

power supply（电源） 交流转直流电源，安装在模块 (1–10) 背面。当指的是安装在特定模块
中的电源时，称为顶部电源或底部电源。

put（放置） 一种机械手装置将磁带放入插槽或磁带机的活动。

release（发行） 发行新产品或现有产品的新功能和修复程序。(IBM)

right magazine（右磁带
盒）

一种包含 15 个磁带插槽的塑料组件，可插入模块 1–10 的右侧（前
视）。右磁带盒与左磁带盒不能互换。

robot（机械手装置） 包括基本模块中大部分电子装置以及机械组件在内的一套组件。这套组
件是机械组件、电子装置和钣金框架的组合体。它位于基本机箱顶部，
由机械臂、Z 装置、CPU 板以及 KLC 卡和 KLZ 卡组成。

SAS 串行连接 SCSI。一种计算机总线技术，也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适用
于包括磁盘驱动器和高性能磁带机等的直接连接存储设备。

SCSI 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一种用于在海量存储设备和其他设备之间传输数
据的标准接口和命令集。主机使用 SCSI 命令对设备进行操作。根据设
备型号的不同，主机和磁带机之间的物理连接将使用并行 SCSI、SAS
或光纤通道接口。

SLAAC Stateless automatic address configuration（无状态自动地址配置）。
主机生成其自己的地址（通过使用 MAC 地址等本地可用信息和路由器
所通告的信息的组合）的过程。

slot（插槽） 一个空槽位，里面可以装入其他一些设备或介质。最常用来指示在磁带
盒或中转槽中可以放置盒式磁带的位置。电源和磁带机也装入插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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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交换机） 在光纤通道技术中，将光纤网络中的光纤通道设备互相连接起来的一种
设备。

tape cartridge（磁带
盒）

容纳磁带的容器，可以在不把磁带与容器分离的情况下进行处理。这
种设备使用数据磁带和清洗磁带。这些磁带是不可互换的。请参见
cartridge（磁带） 。

tape drive filler（磁带机
填充面板）

当磁带机插槽中不安装磁带机时滑动插入其中的一个金属框架。

tape drive（磁带机） 一种用于移动磁带的机电设备，包含将数据写入磁带和从磁带读取数据
的装置。磁带机安装在一种专有托盘（有时称为“滑板”）中。

tape（磁带） 也称为磁带盒、磁带卷、卷或盒式磁带等。

Terabyte（兆兆字节） 一个存储单位，缩写为 T 或 TB，等于 1,024 千兆字节。

U 机箱高度的度量单位。机架尺寸测量中使用的 1U 为 44.45 毫米（1.75
英寸）。

USB 通用串行总线。一种用于设备接口连接的串行总线标准。

World Wide Name（全
局名称）

在光纤通道或 SAS 存储网络中使用的唯一标识符。其中前三个字节来
自 IEEE 的组织唯一标识符 (Organizationally Unique Identifier, OUI)，
指明制造商或供应商。其余五个字节由供应商分配。

WORM Write Once Read Many times（一写多读）的首字母缩写，是一种只允
许记录和增加数据，但不能改变已记录数据的记录系统。

wrist（机械腕） 机械手组件的一个组件，可以使机械手水平旋转。

Z mechanism（Z 装置） 安装在机械手装置后部的机械组件，可以升降机械臂。Z 装置包括电
机、齿轮、牵引轮、线缆以及拉紧机械臂的滑轮。当电机转动时，牵引
轮旋转将线缆放出或收回，使机械臂进行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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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数字
1 类激光产品，11

C
产品描述，
磁带盒

手动移除
注意，55
过程，31

描述，10，20
更换，23
移除，21

磁带盒, 磁带，10
磁带机填充面板

更换，51
移除，44

磁带机托盘
描述，24
更换，26
移除，25

磁带库
关闭电源，29
启动，
打开电源，55
控制接口，10

CRU
列表，12
指示灯，12

D
打开电源，55
电源

填充面板
更换，51
移除，45

描述，27
更换，28
移除，28

电源系统行为，55
定位指示灯

打开，19
磁带库, 描述，13

E
ESD 预防，15

F
分区，11

G
更换

前控制面板，34
基底，46
填充面板

电源，51
磁带机，51

机械手装置模块，40
机箱

基本模块，52
扩展模块，48

模块控制器，36
电源，28
磁带机托盘，26
磁带盒，23

故障指示灯
CRU，12
磁带库系统，12

关闭电源，29

J
机械手装置模块

停放机械手装置，30，37
手动收回机械手装置，39
手动释放，40
更换，40
移除，37

基本模块机箱
更换，52
移除，52

基底, 安装，46
激光

产品，11
声明，11
注意，17

加密重置，12
界面, SL150 远程管理，15，15

K
扩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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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箱更换，48
移除，42

M
描述, 产品，
模块

基本（模块 1），51
扩展，41

模块控制器
描述，35
更换，36
移除，35

Q
启动说明，
前控制面板

描述，32
更换，34
移除，33

S
设置磁带库

联机，19
脱机，18

SL150 远程界面，15

T
停放机械手装置，30，37

Y
移除

前控制面板，33
填充面板

电源，45
磁带机，44

机械手装置模块，37
机箱

基本模块，52
扩展模块，42

模块控制器，35
电源，28
磁带机托盘，25
磁带盒，21
磁带盒, 手动，31

引导，
用户界面, GUI，15

允许进行维修操作指示灯，13

Z
指示灯

CRU 描述，12
磁带库系统，11
磁带机维修操作，13

注意辐射暴露，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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