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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2019HighPoint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文件包含受国际版权法保护的材料，保

留所有权利。未经HighPoint技术有限公司的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和任何目的复

制、传输或转录本手册的任何部分。

商标
本手册中提及的公司和产品仅供识别之用。本手册中出现的产品名称或品牌名称可能是或

可能不是其各自所有者的注册商标或版权。在使用HighPoint的产品之前备份您的重要数

据，使用风险自负。在任何情况下，HighPoint均不对因HighPoint产品或手册中的任何缺陷

或错误导致的任何利润损失或直接、间接、特殊、偶然或后果性损害负责。本手册中的信

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并不代表HighPoint的承诺。

注意
已尽合理努力确保本手册中的信息准确无误。HighPoint不对本文中包含的技术错误、印刷

错误或其他错误承担任何责任。

FCC第15部分B类射频干扰声明

根据FCC规则第15部分的规定，该设备经过测试，符合B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旨

在为住宅安装中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的保护。该设备可产生和辐射射频能量，如果不按照

说明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但是，不能保证在特定安装中不会

发生干扰。如果本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可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来

确定），鼓励用户尝试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来纠正干扰:
 重新定位或重新定位接收天线。
 增加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间距。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器连接的电路不同的出口上。

 请咨询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电视技术人员以获得帮助。

未经制造商明确批准的修改可能会使用户失去根据FCC规则操作设备的权限

该设备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的规定。操作受到以下两个条件的限制：（1）本设备可能

不会造成有害干扰；（2）本设备必须接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不期望操作

的干扰。欧盟合规声明本信息技术设备经过测试，符合以下欧洲指令:

 欧洲标准EN55022（1998）B级
 欧洲标准EN55024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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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ighPoint RocketRAID 3700介绍
RocketRAID3700系列主机总线适配器利用HighPoint二十年的RAID和存储技术，以传统主机 RAID解决方案的一小部分成

本提供专业级RAID存储。每个适配器均由我们经过行业验证的RAID技术、卓越的Gen 3.0 PCIe快速传输带宽和多达16个
专用的12Gb/s SAS通道提供支持，这些通道支持高性能的RAID 0、1、5、6、1/0、5/0和 JBOD配置，适用于任何磁盘格

式的SAS或SATA硬盘驱动器，包括512、512e和4Kn。

RocketRAID 3700技术规范

总线接口 8通道, 8 GT/s PCI Express 3.0兼容

端口数量 / 通道 16x 12Gb/s SAS / 6Gb/s SATA通道

数据传输速率: 每端口高达 12Gb/s
端口类型 SFF-8643 mini-SAS HD 和 SFF-8644 mini-SAS HD
设备数量 16x SAS/SATA硬盘/SSD
尺寸 5.97*2.68*0.06 (英寸)

RAID级别支持
0, 1, 5, 6, 1/0, 5/0, JBOD / Non-RAID

注意: 在macOS上不支持RAID6
RAID1/0相当于RAID10。RAID5/0相当于RAID5。

操作系统

Windows 7及更高版本

Windows Server 2008及更高版本

Linux (支持Linux驱动程序的自动编译)
macOS
FreeBSD

RAID功能套件
用于可升级BIOS的闪存ROM
存储健康检查

冗余RAID配置

支持即插即用和BIOS引导规范

可引导的RAID阵列
EFI for Mac平台

支持多个RAID分区
存储配置详细信息

支持多个RAID适配器

在线阵列漫游
在线磁盘阵列组态迁移 (ORLM)
在线容量扩展 (OCE)
RAID快速初始化

驱动器热插拔支持

支持热备盘

自动且可配置的RAID重建优先级
开机或重新启动系统后，自动恢复不完整的重建工作
磁盘格式兼容: 512, 512e, 4Kn
大于2TB的驱动器和RAID阵列支持

降速大量空闲磁盘阵列支持

原生命令队列
SAS TCQ
磁盘介质扫描和修复

设备错误恢复支持

自动重新映射并修复RAID阵列的驱动器坏块

交错驱动器启动

回写与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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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管理套件：

用户友好的基于浏览器的管理界面

易于使用的BIOS配置工具
Linux命令行接口(CLI)-可编写脚本的配置
工具

监控和管理支持 :
SGPIO, SES-2 and I2C
(支持驱动器LED: SGPIO, SES-2和 LED标题)

运行温度 :
工作温度:+5°� ~ + 55°�.存储温度: −20°� ~ + 80°�
相对湿度: 5% ~ 60%不冷却

工作电压 : 12 V / 3.3 V, Power: 14W (12V 1A, 3.3V 0.5A)

认证标准: CE FCC RoHS REACH WEEE

2. 电路板布局和硬件安装

SFF-8643和SFF-8644连接器

每个SFF-8643和SFF-8644连接器都支持4个磁盘通道。使用适当的数据电缆将硬盘或磁盘背板连接到RAID控
制器。

激活/故障的LED PIN连接器 :
为每个设备通道提供激活/故障状态。

有关LED功能和连接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文档

:http://www.highpoint-tech.com/PDF/LED_connection.pdf
警报器

如果出现磁盘故障状态，将发出声音警报。

I2C Pin Connector引脚连接器

I2C引脚连接器可用于连接具有I2C协议的机柜设备，以进行机柜管理。

HPTLCD连接器

可选HPTLCD模块的接头。

硬件安装

3. 附件内容
请确保以下项目包括在您的购买中:

http://www.highpoint-tech.com/PDF/LED_connec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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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3700控制器卡

 支架

 快速安装指南

4. 使用RocketRAID 3700
4.1.使用RocketRAID系列主机适配器BIOS
4.1.1 RocketRAID BIOS设置应用程序
RocketRAID控制器BIOS实用程序是一个提供管理命令和控制器相关设置的接口。安装RAID控制器并接通系统后，RAID控
制器BIOS应在系统启动过程中发布。

使用Ctrl+H键登录到BIOS设置实用工具。BIOS设置实用程序可用于RAID管理。BIOS实用程序将显示有关连接到适配器的

硬盘驱动器的信息。请确保此实用程序已检测到所有附加的驱动器。如果未检测到任何硬盘驱动器，请关闭系统电源

并检查电源和电缆连接。

注意：以下屏幕截图描述了RocketRAID3700BIOS实用程序。然而，所有的RocketRAID模型都使用相同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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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使用BIOS实用程序
RocketRAID BIOS实用程序使用以下键:
Arrow keys –使用这些选项可以在不同的菜单项之间移动。
Enter –打开选定的工具栏命令/执行选定的命令。
Esc –移回上一个菜单，取消所选操作，或退出BIOS实用程序。

4.1.3 BIOS命令

Create: 此命令用于打开“RAID创建”菜单。

Delete: 此命令将删除选定的RAID数组。

Add/Remove Spare:此命令用于将硬盘分配为备用磁盘。该控制器能够使用备用磁盘自动重建损坏或出现故障的RAID阵
列。

Settings: 此命令打开设置菜单（选择引导磁盘/阵列、交错驱动器加速等）
View: 此命令用于查看硬盘和RAID信息。

Initialize:此命令用于准备与RAID阵列一起使用的磁盘。磁盘必须先初始化，然后才能用于创建阵列。

4.1.4 创建RAID阵列
初始化磁盘:
在创建RAID阵列之前，必须先初始化磁盘。磁盘初始化会将必要的RAID配置信息写入硬盘。从工具栏中选择初始

化命令，然后按Enter键。

使用箭头键高亮显示目标磁盘，然后按Enter键。在每个选定的磁盘之前都将显示一个数字。选择所有目标磁盘

后，按ESC键。该实用程序将显示一个警告，并要求您按Y（是）键进行初始化，或按N（否）键进行取消。初始

化后，这些磁盘可以用于创建RAID数组。这些磁盘将显示为“初始化”（在状态下）。

警告: 初始化将销毁所选硬盘上已存在的数据，只初始化不需要的磁盘包含关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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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组:
从工具栏中选择“创建”，然后按“回车”键。

1. 使用箭头键选择RAID级别，并按下Enter键
2. 使用箭头键可突出显示“阵列名称”选项，并按下输入键。此时将出现有关阵列名称的对话框。使用键

盘输入一个新的数组名称，然后按Enter键

注意：Array Name命令是可选的，不需要为数组命名。以后可以命名该数组，并且可以随时更改该数组

的名称。

3. 在“创建”菜单上，使用箭头键突出显示“选择设备”项，然后按“输入”键。此时将会出现一个设备列

表，并显示所有可用的硬盘驱动器。

4. 高亮显示您要使用的目标磁盘，并按Enter键来选择它们。在每个选定的磁盘之前都将显示一个数

字。此数字表示磁盘的顺序。选择所有磁盘后，按ESC键返回“创建”菜单。

5. 接下来，使用↓箭头键突出显示“容量(GB)”选项，然后按Enter键。将显示总可用容量。如果您希望使

用所有可用空间，请按Enter键。如果希望为其他数列/单个磁盘预留磁盘空间，请使用键盘输入要为

此特定数列预留的空间量(以GB为单位)，然后按Enter键。

注意：可以使用同一组硬盘驱动器创建多个阵列。“容量”选项允许您留出用于创建其他阵列、设置为备
用磁盘或分区为单个磁盘（由操作系统操作）的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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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冗余RAID阵列（RAID5、50），请选择高速缓存策略:
回写 –为冗余RAID阵列提供更高的写入性能。当出现电源故障、系统内核死机和无响应的异常情况

时，数据将面临风险。

直写 –直接写入磁盘（可能会降低关键故障期间数据丢失的风险，但代价是性能较低）。

7. 扇区大小 – 也被称为“可变扇区规模”。如果您使用的是较旧的32位Windows操作系统，请使用此选

项。这使得旧的操作系统支持超过2Tb的卷。如果操作系统已经支持大容量(如GPT)，则不要使用。

8. 要完成创建过程，请使用箭头键高亮显示“开始创建”项，并按下输入键。

创建RAID 5阵列时，该窗口将显示两个选项：后台初始化和无初始化。

后台初始化:
在执行磁盘初始化时，可以访问RAID阵列
A. 此选项将删除磁盘上的所有内容。

B. 与“前台”相比，初始化时间更长，但可以在初始化过程中使用逻辑驱动器。

无初始化:
在保存原始初始化数组以进行测试时，建议使用无初始化选项。

此选项将不会对每个磁盘的数据区域进行任何更改。选择此选项后，将显示一个弹出窗口；按Y（是）

创建阵列，或按N（否）取消创建过程。

4.1.5 删除数组
从工具栏中突出显示“删除”命令，然后按下Enter键。

BIOS实用程序将显示可用RAID数组的列表。选择要删除的数列，然后按Enter键。

该实用程序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按Y（是）以删除数组，或选择N（否）以取消。

警告: 存储在阵列上的所有数据都将丢失–如果阵列包含关键数据，请勿删除。

4.1.6 添加/删除备用磁盘
“添加/删除备用”命令用于分配硬盘作为备用磁盘。备用磁盘可用于

在磁盘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自动重建冗余RAID阵列(RAID1、5、10)。与创建RAID阵列一样，必须初始化磁盘

才能用作备盘。要将硬盘设置为备用磁盘，请使用箭头键从初始化的磁盘列表中选择目标磁盘，然后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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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键。删除备用磁盘

从硬盘中设置，突出显示备用磁盘，然后按Enter键。通常，单个磁盘被指定为备盘(未配置为RAID阵列的磁

盘)。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作为RAID数组成员的磁盘也可以被指定为备用磁盘。如果有问题的磁盘是RAID
阵列的一部分，在创建时没有利用全部可用容量，那么这些磁盘可以用作备盘。

4.1.7 设置
要访问“设置”菜单，请从工具栏中突出显示“设置”命令，然后按输入键。在菜单中有“选择启动设备和参数

设置”选项。

选择引导设备:
如果主板BIOS指示板卡作为引导设备，则选择哪个磁盘或阵列将作为引导磁盘。

 当启动系统时，在HighPoint RocketRAID启动屏幕期间按CTRL+H，进入BIOSRAID创建实用程序。

 使用箭头键导航到“设置”。
 按 Enter
 再次按 Enter键
 选择所需的RAID数组

 设置引导标志后，您将返回主屏幕

交错旋转:
此选项的默认值将被禁用。启用此设置将指示板卡按顺序启动硬盘（大约每2秒启动一个硬盘）。并非所有磁盘

都支持此设置-请咨询磁盘

有关获取更多信息的文档。

4.1.8 View
“视图”菜单提供了两个选项:
设备–此选项将显示HBA托管的每个磁盘的信息。

RAID阵列–此选项将显示有关HBA承载的每个RAID阵列的信息。突出显示目标设备，然后按Enter键查看有关

配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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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驱动程序和WebGUI安装
4.2.1 驱动程序和WebGUI安装(Windows)
从产品下载页面下载并准备Windows驱动程序和WebGUI。
RocketRAID 3700:
http://www.highpoint-tech.com/USA_new/series_rr3700a-Download.htm
1. 安装RAID控制器后，启动到Windows操作系统。
2. Windows应自动将该卡检测为设备管理器下的新“RAID控制器”。

3. 提取Windows驱动程序，然后双击驱动程序文件夹中的Setup.exe。
4. 重新启动系统，以便完全加载驱动程序。
5. The RocketRAID 3700控制器将在Windows重新启动后准备好使用。

6. 提取WebGUI软件包并双击要安装的安装程序。

4.2.2 驱动程序和WebGUI安装(Linux)
从产品下载页面下载并准备驱动程序和WebGUI。
RocketRAID 3700:
http://www.highpoint-tech.com/USA_new/series_rr3700a-Download.htm

有关安装步骤，请参阅软件文件夹下的自述文件和安装指南。

http://highpoint-tech.com/USA_new/series-rr3700-download.htm
http://highpoint-tech.com/USA_new/series-rr3700-downloa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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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驱动程序和WebGUI安装(Mac)
http://www.highpoint-tech.com/USA_new/series_rr3700a-Download.htm
1. 提取Mac驱动程序，然后双击驱动程序文件夹中的程序包
2. 重新启动系统，以便要完全加载驱动程序

3. RocketRAID3700控制器将准备好，请检查驱动程序是否安装

a) Apple Icon > About this Mac... > System Report > PCI.
4. 提取WebGUI软件包并双击要安装的安装程序。

4.3使用HighPointWebGUI
有关使用WebGUI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指南:
http://www.highpoint-tech.com/help/

双击桌面图标以启动Web浏览器。它将自动登录到 HighPoint RAID管理系统。

可以在第一次登录后设置密码。若要更改密码，请从菜单栏中选择“设置>安全性”

验证控制器状态

全局视图选项卡将显示控制器的总体状态。虚拟磁盘列在“逻辑设备信息”下。各个驱动器将在“物理设

备信息”下列出。

http://highpoint-tech.com/USA_new/series-rr3700-download.htm
http://www.highpoint-tech.com/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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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组

创建数组:

1. 登录HRM
2. 从左上角的下拉式菜单中选择正确的控制器

3. 单击 Logical
4. 单击Create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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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类型 :
阵列是物理磁盘的集合，操作系统(OS)将将其视为一个虚拟驱动器。

RR3700能够创建以下数组类型：
 RAID 0 —条带

 RAID 1 —镜像
 RAID 5 – 1个驱动器冗余
 RAID 6 – 2个驱动器冗余
 RAID 1/0 —条带镜像阵列
 RAID 5/0 – 1个驱动器冗余镜像

根据您使用的应用程序，每个RAID级别都有其优缺点（注意：请参阅RAID级别快速参考）

数列 名字: 将在“逻辑设备”中显示的名称

信息(默认值: RAID_<级>_<阵列编号>)

初始化方法：磁盘初始化将所有数据位设置为0，本质上清除驱动器上的所有数据。初始化磁盘很重要，因

为以前物理存储在驱动器上的数据可能会干扰新数据。

 保留旧数据:此选项跳过初始化过程，阵列的每个物理磁盘上的数据将不影响所有数据。

 快速初始化:此选项通过跳过初始化过程来授予对RAID数组的即时访问权限，但它将删除所有数

据。注意：通常不建议跳过初始化，因为磁盘上的剩余数据可能会干扰未来的新数据。

 前景:阵列初始化过程将被设置为高优先级。在此期间，数组不可访问，但初始化过程将更

快地完成。（推荐使用）

 背景：数组初始化过程的优先级将会较低。在此期间，数组将会被访问，但初始化过程

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注意:初始化需要大量的时间(使用硬盘驱动器时大约每1TB2小时)。

背景和前景初始化

前景初始化阵列将完全消除磁盘上的数据，这意味着磁盘将被完全擦除，磁盘上的每一位将被设置为0。后台初

始化意味着数组仍然将被创建，并且您仍然可以将新数据写入数组。但是当您的数组需要重建时，剩余的数据可

能会干扰过程。

缓存策略 (默认值:回写)

回写 –任何写入阵列的数据都将被存储为缓存，从而产生更好的I/O性能，以面临数据故障的风险。在数据

被物理写入磁盘之前，数据将作为缓存存储；当电源中断发生时，缓存中的任何数据都将丢失。

直写 –写入数组的数据被直接写入磁盘，这意味着更高的数据可用性的写性能较低。如果没有缓存作为缓

冲区，写性能将明显变慢，但由于停电或其他故障而造成的数据丢失将大大最小化。

字区大小 (默认值: 512K)
[128K到512K是受支持的块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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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磁盘使用情况调整块大小可以带来一些性能提高。

在典型的RAID配置中，虚拟驱动器的数据与物理驱动器条带（或跨）物理驱动器。拥有较小的阵列块大

小，将增加在处理大的I/O请求时访问所有物理驱动器的可能性。多个物理驱动器并行工作增加了吞吐量，

这意味着更好的性能。

对于较小的I/O请求（512字节到4 KB），最好让每个磁盘处理自己的I/O请求，从而提高IOPS（每秒I/O），而不

是让一个微小的I/O请求由多个磁盘处理。

容量（默认值：最大值）

您希望RAID数组所占用的空间总量。在创建RAID级别时，磁盘容量会受到最小磁盘的限制。

磁盘容量如何受最小磁盘限制的示例。

 您有两个驱动器连接到机柜

 第一个驱动器是6TB，第二个是4TB
 在同时使用驱动器和最大容量创建RAID级别1之后，第一个驱动器将有2TB，第二个将有0TB的

空闲容量

 第二个驱动器上的可用容量可用于与其他驱动器创建单独的阵列。
您还可以选择每个阵列将使用多少空间。您可以使用剩余空间创建另一个阵列（最多支持4个阵

列）。

添加备用磁盘

备用磁盘是将立即替换阵列中的关键磁盘的物理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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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添加备用磁盘：

1. 登录到HRM

2. 单击Logical

3. 单击Spare Pool:

4. 在“可用磁盘”下选中需要作为备用磁盘的磁盘

5. 单击“添加备用”，然后从弹出窗口中选择“确定”进行确认:

6. 该磁盘现在已被分配为备用磁盘。单击“确定”确认:

添加到备用池的磁盘将显示在“备用池”下，可以通过在目标驱动器之前的复选框来删除，然后单击“删除备

用”按钮。

每当磁盘故障时，标记为备用的物理驱动器将自动添加到阵列。该特性通过减少阵列处于关键状态的时间，将数

据丢失的机会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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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逻辑设备信息

逻辑设备选项卡是单击HRM的逻辑选项卡后的默认页面。此页面包含有关RAID阵列和系统检测到的各个磁盘

的信息。

逻辑设备信息

您创建的数组和与它们关联的属性将显示在这里。

维修

创建阵列后，维护菜单将提供了维护或编辑它的选项。要访问“维护”菜单，请单击阵列名称右侧的“维护”按钮。

数组信息

单击维护按钮将显示阵列信息框。不同的阵列状态（正常、关键、禁用）将具有不同的维护选项。

阵列信息和维护选项：正常状态

状态正常的阵列运行正常。

处于正常状态的阵列将具有以下选项：

Delete –删除所选的RAID数组

Verify –验证RAID阵列的完整性

Rename –重命名RAID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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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信息和维护选项：关键状态

可以访问和利用处于关键状态的阵列，但不再具有容错。应尽快重建关键阵列，以恢复冗余。

关键状态数组具有除下列状态选项外的所有正常状态选项:

 该数组不能再被重命名

 “添加磁盘”将替换“验证磁盘”选项

一旦阵列状态变为关键，故障磁盘将脱机，您可以：

 重新插入同一个磁盘

 插入新磁盘

重新插入同一磁盘将触发重建状态，因为磁盘上的数据将被识别。

如果插入新磁盘，单击“添加磁盘”将允许您选择该磁盘并将其添加到阵列中。

如果有一个备用磁盘可用，则已进入关键状态的阵列将开始使用下一个可用的备用磁盘进行重新构

建。

阵列信息和维护选项：禁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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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为“禁用”的阵列意味着RAID级别没有足够的磁盘来运行。

 您的数据将无法访问

 重建不会触发，因为RAID阵列没有足够的奇偶校验数据来重建

您在维护过程中使用的选项是:

 Delete

Delete –将删除数组

物理设备信息

 Location—驱动器位于哪个控制器和端口中

 Model—所连接驱动器的型号

 Capacity—驱动器的总容量

 Max Free—未配置的总容量
 Revision —驱动器的修订版本
 Status —驱动器当前状态
 PCIe Width —驱动程序占用的PCIe宽度
 PCIe Speed —当前带宽速率

重复扫描

单击“重新扫描”将强制驱动程序报告阵列状态。对于热插拔到设备中的任何磁盘；在检测到所有物理驱动器

并显示在“逻辑设备信息”下之前，不要单击“重新扫描”。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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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选项卡，您可以更改以下内容：

 启用自动重建

 启用错误时重建

 启用声音报警

 设置降速空闲磁盘(分钟)
 仅限于本地主机

 设置重建优先级

 更改端口号

 更改 HRM密码

系统设置

启用自动重建功能（默认值：已启用）

当物理驱动器出现故障时，控制器将使驱动器脱机。重新插入或更换磁盘后，除非启用此选项，否则控

制器不会自动重建阵列。

启用错误时继续重建（默认值：已启用）

启用后，重建过程将忽略坏磁盘扇区，并继续重建，直到完成。重建完成后，数据可能可以访问，但也

可能不一致，因为在重建过程中忽略了任何坏扇区。如果启用此选项，HighPoint建议定期检查事件日志

中的坏扇区警告。

启用声音报警（默认值：启用）

当磁盘掉落时，蜂鸣器将发出嘟嘟声。如果禁用此选项，您将听不到任何声音。

设置降速空闲磁盘(分钟)(默认值:Diable)

如果禁用此选项，连接到RR3740A的磁盘将不会停止旋转。如果设置了时间限制，当系统不读取或写入时，

磁盘将根据指定的时间停止旋转。

限制本地主机访问（默认值：已启用）

当启用时，对控制器的远程访问将受到限制；您网络中的其他用户将无法远程登录到HRM。

重建优先级 (默认值：中等)
可以指定用于重建阵列的系统资源量。有5个优先级级别[最低、低、中、高、最高]

端口号(默认值: 7402)
HighPoint HRM监听的默认端口是7402。您可以将其更改为任何开放端口。

密码设置

更改HRM密码

在“密码设置”下，键入新密码并确认，然后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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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您的HRM密码

如果忘记了密码，可以删除hptuser.dat，然后，您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并打开WEBGUI以设置新密码。

对于Windows用户:

1.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2. 导航到 C:/Windows/
3. 删除hptuser.dat
4. 重启

电子邮件设置

电子邮件中包含以下主题：

SMTP设置

添加收件人

当某些事件触发时，您可以指示控制器向您选择的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事件选项

卡）。

SMTP设置

要设置电子邮件提醒：:

1. 检查“启用事件通知”框。

2. 输入ISP服务器地址名称或SMTP名称

3. 输入发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要发送警报的电子邮件帐户）

4. 输入发件人的帐户名和密码

5. 输入SMTP端口（默认值：25）

6. 如果您的ISP支持SSL，请选中支持SSL框（端口值将更改为465）

注意：单击“更改设置”后，密码框将变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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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添加收件人

您可以添加多个电子邮件地址作为通知的接收者。

1. 在电子邮件文本框中键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
2. 在“姓名”文本框中键入收件人的姓名

3. 使用相应的事件级别复选框，检查哪些类型的事件将触发电子邮件。

4. （可选）点击测试，通过发送测试电子邮件来确认设置是否正确

5. 单击“添加”，将收件人添加到收件人列表中
6. 添加的收件人将显示在“收件人”下

电子邮件将包括事件日志中记录的输出。

电子邮件示例：

图1.事件日志电子邮件示例

事件选项卡

在“事件”选项卡中，可以看到与HighPoint设备关联的日志条目。在对设置进行故障排除时，事件日志提供了有用

的信息。

在事件选项卡中，有四个选项可用：

Download –在您的计算机上保存日志文件

Clear –清除所有日志条目

Prev –查看上一个日志页面

Next –查看下一个日志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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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存储健康检查员)

 S.M.A.R.T属性

 调度任务（任务列表和运行状况检查器调度程序）

SHI使用SMART（自我监控分析和报告技术）硬盘技术输出收集的信息。此选项卡上提供的数据可帮助您根

据各种受监控的硬盘属性预测任何磁盘故障。

如何启用智能监控

访问各个磁盘的SMART属性:

1. 登录到 HRM

2. 使用左上角的下拉菜单选择正确的控制器

3. 单击SHI选项卡

4. 单击所需磁盘上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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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Health Inspector计划程序

运行状况检查器调度程序(HIS)允许您安排磁盘/阵列检查，以确保磁盘/阵列的最佳运行。

如何创建一个新的验证任务

所有冗余验证都将出现在“新验证任务”下

1. 登录到HRM
2. 从左上角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正确的控制器

3. 单击 SHI

4. 单击 Schedule

5. 选择要计划验证任务的阵列

6. 在任务名称输入框中键入名称

7. 选择您是否要安排时间

8. 在特定日期（HH：MM：SS、24小时时钟）执行一次验证任务（YYYY-MM-DD）

9. 或者是您可以根据每日、每周或每月的选项进行调整的特定时间表

10. 单击“提交”

11. 您的条目将出现在“任务列表”下

注意:只有在具有正常状态数组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新建验证任务”框。如果您有一个关键阵列，新的重建任

务将替换新的验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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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本节为您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提供指导：

 处理关键阵列

 处理禁用的阵列

 安装板卡时，PC会挂起。

处理关键阵列

当一个或多个磁盘处于可访问状态时（取决于磁盘阵列的一个或多个磁盘仍处于可访问状态），以及当一个

或多个磁盘处于故障状态时。

在磁盘上检测到坏扇区

常见场景 这是数组的一部分

临界状态 运行期间无法恢复的数据

重建

有缺陷的端口或电缆

中断重建过程

为了从这种情况中恢复过来，

1. 备份现有数据

2. 确定哪个磁盘有故障

您可以参考机柜上的LED指示灯。请参考“HRM逻辑”选项卡和“事件”选项

卡。

3. 重新插入故障磁盘或更换新磁盘。

如果您启用了自动重建设置，并且您重新安装了故障磁盘，则阵列将自动重建。

注意：如果阵列仍然未自动重建，请单击“重新扫描”。

4. I果添加了新磁盘，但它不会自动开始重建，则可以在维护中手动添加该磁盘。

登录到HRM，点击

“逻辑”选项卡

单击“维护>”“添加磁盘>”，选择适当的磁盘

5. 现在应该开始重建。

如果重建尚未开始，请单击左侧面板上的“重新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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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重建阵列平均每1TB的磁盘容量需要2小时。这个过程将扫描整个磁盘，即使您使用的磁盘空间很

少。

重建因坏扇区而停止

如果由于坏磁盘扇区错误而无法完成重建（请查看事件日志），则可以在HighPoint HRM中选择“出错时继续重建”。
1. 登录到 HRM
2. 单击“设置”选项卡

3. 在“系统设置”下，更改启用错误后继续重建到启用

此选项将使重建能够忽略坏的扇区，并试图使您的数据可访问。备份完成后立即备份，替换或修复有坏扇区的磁

盘。

当您删除故障磁盘时，关键阵列将被禁用

I果是这种情况，您可能已经删除了错误的磁盘。当您从关键阵列中删除错误的磁盘时，该阵列的状态可能

会被禁用。已禁用的阵列无法访问数据。按照以下步骤将数组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1. 关闭你的电脑

2. 将所有磁盘放回原始配置

3. 启动PC

您的阵列应恢复到关键状态。确定正确的磁盘并从中重建。

处理禁用的阵列

如果阵列中的两个或多个磁盘由于错误或物理断开而脱机，则您的阵列将被禁用。已禁用的阵列很难恢

复，因此尽快修复任何关键状态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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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阵列漫游

所有HighPoint RAID控制器的功能之一是在线阵列漫游，有关RAID配置的信息存储在物理驱动器上。因此，

如果一张卡出现故障或您希望切换卡，RAID配置数据仍可以由另一张卡读取。

帮助

在线帮助

注册产品

在线帮助将您重定向到有关高点HRM的其他文档。

注册产品带您进入HighPoint在线Web支持门户。在这个页面上，你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客户档案，注册你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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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HRM图标指南

关键–缺少磁盘

A阵列中缺少一个磁盘，使其处于“关键”状态。该阵列仍然可访问，但另一个磁盘故障可能导

致数据丢失。

检验

该阵列当前正在运行磁盘完整性检查。

重建

该阵列目前正在重建，这意味着您替换了故障磁盘或将新磁盘添加到“关键”状态阵列。
关键-需要重建

该阵列拥有所有磁盘，但有一个磁盘需要重新构建。

无法运转

图标表示禁用的阵列，意味着多个磁盘故障，阵列不再可访问

正在初始化

数组正在初始化。初始化的两种类型分别是前景和背景。（请参见初始化）

未初始化

数组初始化过程已中断，且进程未完成。

未初始化

磁盘尚未初始化，在使用前需要初始化

OCE/ORLM
阵列正在执行OCE/ORLM操作

OCE/ORLM已停止

阵列扩展过程已停止。

遗留

已在磁盘上检测到现有的文件系统。这些磁盘被归类为遗留驱动器。

备用

该设备是一个备用驱动器，它将自动替换阵列中的任何故障驱动器部分。

正常

阵列状态正常

正在初始化

数组正在初始化，包括前台或后台初始化

初始化已停止

初始化已停止，当前状态未初始化。

关键-不一致

数组中的数据不一致，需要重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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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

该阵列没有足够的磁盘来维护RAID级别。已禁用的数组不可访问。

严重缺失磁盘

磁盘已被删除或出现故障，用户需要重新插入磁盘或添加新磁盘。

重建

该数组当前正在重建。

检验

该数组正在执行数据一致性检查，数组状态将显示“正在验证”。

OCE/ORLM
阵列正在扩展其容量或迁移到一个不同的raid级别，状态将显示“扩展/迁

移”，OCE/ORLM已停止。

“扩展/迁移”进程已停止，状态将显示“需要扩展/迁移”。

关键 – OCE/ORLM
在OCE/ORLM过程中，磁盘成员丢失。

关键 – OCE/ORLM -重建

扩展/迁移阵列需要重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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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RAID等级参考指南

类型 说明 最少 可用 优点 不足 应用环境
磁盘数 空间

JBOD
简单磁盘捆绑

1 100%
每个驱动器都可以作为单个卷访

问

无容错性，一个驱动器发生故障
会导致数据完全丢失

备份

RAID 0 磁盘条带 2 100%
读写速度快，可利用所有硬盘空
间

没有任何数据保护措施 临时文件
性能驱动
应用

RAID 1
磁盘镜像

2 50%
最高安全性 实际使用容量只有总容量的一半 数据库

备份和处理事务
数据库

RAID 10

先做镜像再做
条带

4 50%

兼顾安全性和速度。基础4盘的

情况下，允许对柜盘2块故障，

随着硬盘数量的提示，容错量也

会相对应提升。

对盘的数量要求稍高，磁盘使用
率为一半。

需要性能和数据保护的快
速数据库和应用服务器

RAID 5

分布式奇偶校
验的独立磁盘
结构 3 67-87%

存储成本相对较低，支持在一块

盘离线的情况下保证数据的正常

访问

写入数据的速度比对单个磁盘进
行写入操作稍慢。

数据存档，非常适合需要
数据保护的应用程序

RAID 50

磁盘镜像之后
是RAID5

6 67-75%

具有更高的容错能力 不建议用于需要频繁/大量写入会
话的应用程序。

数据存档，非常适合需要
数据保护的应用程序

RAID 6

两种存储的奇
偶校验码的磁
盘结构

4 50-75%

高读取性能和中等写入性能，在

多达两个驱动器发生故障时提供

数据保护

不建议用于需要频繁/大量写入会
话的应用程序。

数据存档，非常适合需要
数据保护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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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客户支持
如果您在使用RocketRAID系列HBA时遇到任何问题，或者对此产品或任何其他HighPoint Technologies，Inc.
产品有任何疑问，请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户支持部门。

网络支持:
http://www.highpoint-tech.cn/rma.html

官网:
http://www.highpoint-te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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