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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警告和注意事项 

本章节包含在安装使用 iSUM560仔细阅读并严格遵守本手册中的所有警

告标识和注意事项。如果存在任何疑问，请与同有技术咨询部门联系。 

1.1 警告 

本手册仅供具有安装、配置磁盘阵列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使用，同有公

司假定您已经具有安装和维护存储设备的资格，并已受过相关培训能够识别

不同的产品危险等级。 

避免受伤 

为了避免操作人员在搬运磁盘阵列时受伤，请使用机械助力装置来将磁

盘阵列运输并放置到拆装位置。请不要抓住机箱后部电源等模块或前部机箱

面板来移动磁盘阵列。请使用手推车或其它机械助力装置来将磁盘阵列从一

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 

系统供电 

系统电源接通/断开：磁盘阵列后部电源上的开关并不能完全断开磁盘阵

列系统内部交流电源。即使开关已经关闭，磁盘阵列内部一些电路仍在工作。

所以在执行硬件安装操作之前，必须将电源线从交流电源插座中拔下，否则

有可能会引起人员受伤或设备损坏。 

电源的危险状况：电源内部始终存在危险的电压、电流。在电源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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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用户可维修的零件；必须由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进行维修。 

设备和电缆的危险状况：电源线和通信电缆可能存在危险的电气信号。

在更换机箱内任何部件之前，关闭后部所有电源上的开关，并拔掉电源的电

源线。否则，可能会造成人员伤害或设备损坏。 

1.2 注意事项 

静电保护 

本手册中所有操作必须在具有静电保护的工作台上执行，因为磁盘阵列

部件对静电非常敏感。如果没有所要求工作环境，可通过下列方法减小静电

放电导致的危害： 

 戴上防静电腕，并将它与磁盘阵列的机箱或其它金属外壳连接 

 在接触磁盘阵列部件前，先触摸一下磁盘阵列的机箱 

 在取走一些部件之前，使身体与磁盘阵列金属机箱保持接触，放完静电 

 避免不必要的来回走动 

 在拿磁盘阵列的部件时，仅拿住部件（特别是板卡）的边缘 

 将磁盘阵列的部件放在接地的、防静电的平台上。最好有导电薄膜垫（但

不是部件的包装材料） 

 不要将部件在操作平台上滑动 

散热和通风 

为了保证良好的散热和通风，在接通系统前，必须保证阵列机箱的前部、

后部留有一定的通风空间。否则，有可能会引起系统过热和部件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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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全规范要求 

使用范围： 

本产品是在计算机机房或相似环境的计算机操作平台下评测完成的。在

其它环境条件下使用需要进一步评定。 

对于本手册列出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必须仔细理解并在磁盘阵列使用

过程中严格执行，这将有助于更好地使用和维护磁盘阵列。 

1． 仔细阅读随机光盘提供的资料，了解磁盘阵列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2． 检查磁盘阵列的实际配置与装箱单是否一致，如有异议马上与经销商联系。 

3． 您使用的 iSUM560 磁盘阵列采用支持 110/220V 自适应电源供电系统。 

4． 一定要使用带接地保护的三芯电源插头和插座，良好的接地是磁盘阵列正

常工作的重要保证；如果缺少了接地保护，在机箱上可能出现高压。虽然

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是在接触时，可能会产生麻、痛等触电感觉。而

且如果擅自更换标准（通过安全认证）电源线，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 

5． 严格按照本手册中的联线方法安装磁盘阵列，各部件有锁定螺丝时要拧紧。 

6． 磁盘阵列内部采用了超大规模集成工艺, 温度过高会使系统工作异常,因此

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散热,尤其要注意下面几点： 

 不要将系统放在靠近热源的地方 

 不要让阳光直射到磁盘阵列 

 在使用过程中千万不要用其它物体堵塞系统机箱的散热孔 

 系统的前后留有一定的距离，前后机柜错开，确保合理的风流 

7． 磁盘阵列的某些部件对磁场比较敏感，强磁场对这些部件有很强的破坏作

用，因而要注意防磁，不要将磁盘阵列和磁盘放在靠近磁体的地方。 

8． 过分潮湿的环境也会对磁盘阵列造成不良影响，因而特别要注意防潮，切

勿将水或其它液体泼洒到系统上，一旦不小心发生这种情况，应立即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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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电源。 

9． 灰尘对磁盘阵列也有不利的影响，系统长时间工作在灰尘密度大的环境会

使系统内的部件过早老化、出现灰尘静电导致系统故障。 

10．磁盘阵列中许多部件属于精密仪器，因此移动系统时要轻拿轻放，特别注

意不要在加电状态时搬动，这种操作极易损坏磁盘中的磁头和盘片。即使

在断电以后也不要马上搬运磁盘阵列，应等待至少 1 分钟，等磁盘完全停

止工作后再移动。 

11．为减少对磁盘阵列的冲击，延长磁盘阵列寿命，尽量避免频繁重复加电。

断电后，应至少等待 1 分钟才能再次加电。 

12．为了避免市电电压的波动或发生突然掉电，造成文件丢失，磁盘损坏，或

其它磁盘阵列的部件故障，强烈建议为磁盘阵列配置 UPS。在用 UPS 供电

时，应保证 UPS 启动至少 1 分钟后再接通磁盘阵列电源，以避免 UPS 在

刚启动时对系统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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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对 iSUM560 磁盘阵列配置完成后，请及时保存磁盘阵列的配置信息，以

便在发生配置信息丢失时能够及时恢复； 

 对 iSUM560 磁盘阵列配置进行修改前，先将磁盘阵列中的数据进行备

份； 

 对 iSUM560 磁盘阵列进行任何有可能导致数据丢失的操作之前(比如：

扩容、数据迁移等)，必须先将磁盘阵列中的数据进行备份； 

 对 iSUM560 磁盘阵列配置进行修改时，一定确保修改的正确性，并及时

将修改后的配置进行保存。 

 警告： 

 对于同一套 iSUM560 存储子系统，强烈建议在同一个箱体中使用相同型

号和相同 Firmware 版本的硬盘； 

 同一 RAID 卷组中所含磁盘尽量处于同一个阵列箱柜中并且具有相同的

型号和 Firmware 版本； 

 修改或配置 iSUM560 磁盘阵列，有可能导致原来磁盘阵列上保存的数据

破坏或丢失，要注意备份数据； 

 因未按规定或不正确操作而导致的数据破坏或丢失，同有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 

 注意： 

 请不要轻易修改 iSUM560 磁盘阵列的配置信息，如欲进行此类操作请向

同有技术支持人员咨询； 

 确保理解配置信息的含义并在同有技术支持人员协助下对 iSUM 560 磁

盘阵列的配置信息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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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安装步骤 

2.1 打开 iSUM560 包装 

打开磁盘阵列的包装箱,根据《同有 NetStor 系列产品装箱清单》检验是否

缺少物件。 

2.2 安装导轨 

1. 预备工作：检查导轨材料清单，检验是否缺少物件。 

 

导轨材料清单： 

 

 

材料清单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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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机箱安装的位置。 

 

3U 机箱前导轨卡槽安装： 

注意 8 号材料四角螺帽（4 个）的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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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 机箱后导轨螺丝安装位置： 

 

注意，上两个图中的 5 号材料螺丝暂时不用安装，该位置用于固定导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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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整导轨长度：调节左右导轨组成部件的固定螺钉，将导轨调整为机柜前后

立柱外壁距离的长度。 

 

 

 

4. 将调整好长度的导轨置于机柜前后两个立柱外壁之间，呈水平放置。并用 5

号材料螺丝（8 个）将左右导轨分别固定在机架上。如下图： 

 

 

采用在第 1 步中的 5 号材料螺丝的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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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 4 号材料填充金属板（Filler plate*2）用 6 号材料螺丝（4 个）固定在机箱

把手背部。如下图： 

 

 

6. 将 3 号材料（2 个）通过 7 号材料螺丝（6 个）固定在机箱尾部的两侧。如下

图： 

 

 

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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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视图 

 

 

 

 

7. 将机器装入机架，推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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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装 iSUM560 磁盘阵列 

2.3.1 安装 HBA 卡 

 把预先准备好的 HBA 卡安装到服务器的插槽上。 

 启动服务器，在操作系统下安装 HBA 卡的驱动程序 

注：iSUM560 所支持的 HBA 卡，请参见同有磁盘阵列兼容列表。 

2.3.2 安装磁盘 

把准备好的 SAS 或 SATA 磁盘按如下步骤安装到磁盘阵列 

 

步骤一：将磁盘安装到磁盘架，并用螺丝固定。 

 安装 SAS 磁盘 

SAS 磁盘接口朝外，基本与磁盘托架口齐平，标准是对准螺钉孔，用四颗

螺钉固定，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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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 SATA 磁盘 

SATA 磁盘平放入盘托，向内推 SATA 磁盘，让 MUX Kit 插入磁盘，用四

颗螺钉固定，如图： 

 

 

 

 

 

 

 

 

步骤二：打开磁盘架的引导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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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把带磁盘的磁盘架插入到磁盘阵列中 

 

 
 

步骤四：向下关闭磁盘架的引导锁 

 

 

 

 

步骤五：如有必要，锁磁盘架 



NetStor® iSUM560 快速安装指南 

 15 

 

 

注意： 

[1] 如果使用 SAS 和 SATA 硬盘混插，请将 SAS 硬盘置于 SATA 硬盘左侧，且

SAS 硬盘与 SATA 硬盘不能置于同一列，如下图所示。 

[2] 如果使用 SAS 的 15K RPM 和 7.2K RPM 的不同转速的磁盘混插，请将高速

SAS 盘（15K）尽量放置在盘阵左列，低速盘放置在盘阵右列。同一列中如

果 SAS 高速和低速盘混插，将高速盘放置在低速盘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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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扩展柜的连接 

 iSUM560 扩展柜的外观 

前视图 

 

 

后视图 

 

                     单控扩展柜 

 

双控扩展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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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柜指示灯 

                                                          

 

 扩展柜设置开关 

当前扩展柜是第几号扩展柜，就把指针拨向几个数字 

 

 

 

 

 连接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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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M560 连接扩展柜图（左为单控级联图，右为双控级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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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HBA 卡与主机通道的连接 

 控制器 A 和控制器 B 通过 SAS 线，把磁盘阵列（主机通道）和 HBA 卡连

接在一起。如下图以 iSUM560-16R2SS11 为例所示。 

 

 

2.3.5 连接管理链路 

 将管理网线插入到磁盘阵列管理网口，另一端再插到服务器的网口位置。

（以 iSUM560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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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连接电源 

 把电源线插入到磁盘阵列的电源插槽（如下图以 iSUM560 为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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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启动磁盘阵列 

3.1 开启磁盘阵列电源 

拨动“电源开关”即可开启磁盘阵列（左右两个电源开关要全部开启，如有 JBOD

阵列应先开 JBOD 电源等完全启动后再依次开启主阵列电源及服务器电源） 

3.2 磁盘阵列启动完成 

当磁盘阵列启动完成，液晶屏会提示如下图信息。 

 

 

 

3.3 开启服务器 

 

 

 

 

iSUM560    

No Host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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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配置磁盘阵列 

 仅以 SANManager 软件为例 

4.1 安装 SANManager 软件 

 SANManager 安装程序需要 JAVA1.4.2 或以上版本的支持。 

 双击 SANManager 安装程序，进入安装界面。 

 

 连续点击“NEXT”按钮，开始开装 SANManager 程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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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Finish”按钮，完成安装。 

4.2 进入管理界面 

 点击“SANManager 程序图标”，进入管理界面。 

 

 管理主机登陆对话框内“IP 地址”输入主机 IP，“密码”输入“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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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出现的自动扫描对话框中选择取消 

 

 依次点击“文件”、“输入 IP 地址”，在“输入 IP 地址”对话框中输入

“192.168.0.200”点击“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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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图，“带外管理”中右键单击“NetStor iSUM560”图标，选择“管理磁盘

阵列” 

 

 用户名设置成“配置”，密码默认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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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到 iSUM560 磁盘阵列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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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查看磁盘信息 

 进入 SANManager，选择“维护/物理盘”项查看磁盘信息. 

 

4.4 创建 RAID 

按如下步骤创建 RAID 

 步骤一：进入“SANManager”； 

 步骤二：进入“配置/创建逻辑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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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三：点击需要加入到 RAID 的硬盘，设置好逻辑盘的参数（包括 RAID

级别，写策略，硬盘容量，条带大小等），然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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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RAID 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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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创建逻辑卷 

 进入 SANManager 中的“配置/创建逻辑卷 

 

 点击选择可用逻辑盘，逻辑卷名称，然后点击“确认”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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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创建逻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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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卷创建完成； 

 

4.6 创建分区 

在逻辑卷的基础上进行分区的建立，如果不建立分区不能完成映射； 

 进入 SANManager 中的“配置/现有逻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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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键选择需要分区的逻辑卷，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栏中选择“配置

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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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出框中选择“创建”。 

 

 在弹出框中设置“分区名称”和“容量”，然后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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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区创建过程开始； 

 

 分区创建过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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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创建映射 

 在 SANManager 中的“配置/主机 LUN 映射”中，在“主机 LUN”栏中点击

鼠标右键，在弹出命令菜单中选择“添加 LUN 映射至 slot A”或者“添加

LUN 映射至 slot B”。 

 

 在弹出框中选择要映射的分区，点击“映射”，完成映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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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查询分区 

 在服务器上，右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进入后选择“磁盘管理”。在此，

能看到刚才所创建的分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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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对新分区初始化 

 右击该区域，选择“初始化磁盘”，选择“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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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读写数据 

 新盘初始化完成后，在“我的电脑”里会多出一个新的分区，格式化这个分区，

即可进行数据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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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技术支持 

5.1 联系技术支持部门 

同有技术支持部门为同有用户获取信息和更新提供多种选择。我们鼓励您使

用电子服务，这些服务可提供产品信息更新最有效的服务和支持。 

如果决定与我们联络，请提供下列信息： 

 产品名称、型号和序列号 

 Firmware 和驱动程序版本 

 问题或情况的说明 

 系统配置信息，包括：硬盘器型号、RAID 配置、映射的配置、操作

系统信息以及相连接的交换机、服务器的配置。 

5.2 技术支持服务方式 

 

同有 Online™ Web 站点（中国大陆） http://www.toyou.com.cn/service.php 

电子邮件支持 service@toyou.com.cn 

电话支持  +86-800-810-6651 

 

 

http://www.toyou.com.cn/service.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