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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本指南使用以下约定:

 粗体用于在命令行上键入的内容和屏幕输出。

 在命令中，项目周围的大括号{}表示必须指定该项目。

 在命令中，项目周围的方括号[]表示它是可选的。

 在命令中，内部带有管道的大括号{| | | |}表示必须在多个项目中指定一个选项。

 在命令中，内有管道的方括号[| | | | |]表示可以指定一个选项或多个选项。

 无论何时键入带空格的参数，都应使用双引号“”将其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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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Point命令行界面介绍

HighPoint CLI（命令行界面）是一个命令行实用程序，它通过命令行配置和管理

HighPoint磁盘 阵列卡。它非常适合无法使用基于浏览器的RAID管理实用程序的

系统。

支持的操作系统和适配器

当前的CLI版本支持Windows和Linux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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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命令参考

本章讨论各种HighPoint CLI命令：Query、Create、Delete、
OCE/ORLM、Rebuild、Verify、plug、Switch、Lscard、Rescan、
Init、Events、Mail、Task、Set、Clear、Help和Exit。

警告:

“创建/删除”命令下的操作可能会破坏存储在磁盘中的数据，并且丢

失的数据永远无法恢复。因此，在执行这些命令时应该特别小心。

在每次操作被提交前，CLI实用程序将不会出现提示。

查询命令

Syntax

 查询阵列卡

 查询设备

 查询设备 {device_id}

 查询阵列

 查询阵列 {array_id}

查询控制器

此命令将报告控制器的信息。

示例

HPT CLI>查询控制器

典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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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设备

属性

ID:

此命令显示阵列卡所有有物理设备的状态。它提供了设备ID、容

量、型号、状态和阵列属性的列表。每个设备的状态将列为以下状

态之一：正常、禁用、备用、RAID和引导。

设备ID是用于表示磁盘的字符串。它的格式是“控制器/端口”，
PATA控制器的格式是“控制器/通道/设备”。例如，1/2表示控制器1
端口2上的磁盘；1/2/1表示控制器1通道2主盘上的磁盘；1/2/2表示

控制器1通道2从盘上的磁盘。

容量 :

磁盘的容量，单位为GB。

MaxFree:

磁盘上可用于创建阵列的最大序列可用空间。

总计:

磁盘上可用于创建阵列的所有可用空间的总和。

硬盘状态:

正常:磁盘的状态为正常。

已禁用:该磁盘无法使用。（可能是磁盘故障或已删除）

RAID:该磁盘是某个RAID的成员。

备用:这是一个备用磁盘

型号:

磁盘的型号。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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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T CLI> query devices

典型输出:

查询设备{device_id}

此命令将显示有关指定设备的信息。

属性

序列号:

磁盘序列号

提前读取/写入高速缓存/TCQ/NCQ状态:

可以启用/禁用磁盘的读/写缓存/TCQ/NCQ状态/---（不

支持）

S.M.A.R.T属性 :

硬盘报告的S.M.A.R.T属性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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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SATA磁盘：

HPT CLI> query device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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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ME SSD:

HPT CLI>query devices 1/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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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磁盘:

HPT CLI>query devices 1/16

查询数组

属性

类型:

此命令列出所有已配置阵组的信息。它将列出每个阵列的ID、容

量、RAID级别和状态信息。

注意:数组ID通常由数字或一组数字表示。对于RAID1/0数组；每

个子数组将以“1-1”、“1-2”格式的ID表示。在需要指定数组的命令

行中使用数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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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Block:

Sector:

Cache:

示例

数组的类型。 (RAID0, RAID1, RAID5, RAID6, JBOD,
RAID10, RAID50)

禁用: 阵列已禁用。

EXP/IMG: 阵列正在扩展或迁移

重建: 数组正在重建中

验证: 数组正在验证

NEED EXP/IMG: 扩展/迁移未完成

INIT(F) 使用前景模式初始化阵列

INIT(B) 使用后台模式初始化阵列

未初始化 数组未初始化

关键 阵列降级状态 (无数据冗余)

正常 阵列状态为正常

数组块大小

每个扇区的字节数

阵列缓存策略

WT: 直写

WB: 回写

NONE: No Cache policy enabled

HPT CLI> query arrays

典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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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数组 {array_id}

此命令将显示指定数组中的每个磁盘的信息。

属性

进度 :

阵列任务的进度（验证、重建、初始化、EXP/MIG）

示例

HPT CLI> query arrays 1

Typical output:

初始化命令

您可以使用init命令来初始化磁盘或数组。在用于创建数组之前，

必须先初始化一个驱动器。

Syntax

 init {device_id}

 init {array_id} {start|stop}

init {device_id}

此命令初始化第一次使用的磁盘或控制器上的旧磁盘。

Example

HPT CLI> init 1/3

此命令指示控制器初始化控制器1通道3上的磁盘。磁盘上的所有数

据都将被销毁。



HighPoint CLI参考

- 11 -

Init {array_id} {start|stop}

此命令将启动/停止冗余数组上的初始化过程。

示例

HPT CLI> init 1 stop

此命令指示控制器停止阵列1上的初始化过程。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内

继续初始化。

创建命令

此命令允许您创建新的RAID阵列，或添加备用磁盘，或扩展/迁移现有

阵列。在用于创建数组之前，必须先初始化一个驱动器。

Syntax

创建 {RAID0|RAID1|RAID10| RAID5|RAID6|RAID50|JBOD|spare}
[创建-选项 ]

参数

您可以为此命令指定一个或多个创建选项，以空格分隔。这些选项可以

按任何顺序输入。

磁盘=指定将组成新阵列的成员磁盘，例如，磁盘=1/1、1/2、磁盘

=*。字符*表示所有可用的驱动器。

注意:在shell提示符下输入包含参数磁盘=*的完整命令

时，正确的写入操作是磁盘=“*”。

例如 :
hptraidconf –u RAID –p hpt创建 RAID0磁盘 ="*"。
init=指定初始化选项（前台、后台、快速初始化、保留数

据）。默认选项为“仅创建”。仅创建选项适用于所有RAID
类型，即创建阵列而无需任何初始化过程。

冗余数组需要初始化，以提供数据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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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使用前景模式初始化阵列。这是在创建冗余RAID
数组时推荐使用的方法。

背景：使用后台模式初始化数组。数组初始化期间可访

问。

快速初始化：执行快速初始化。

保留数据 :创建RAID阵列，但保留RAID阵列上的现有数据。尝试恢

复RAID阵列时，应选择此选项。

name= 指定要创建的数组的名称。

如果省略了该选项，则该实用程序将为该数组分配一个默

认名称。

src= 指定了一个要扩展/迁移的现有数组。源阵列上的所有数据

都将被在线重新分配到目标阵列。如果省略此参数，则会

创建一个新的数组。

容量= 指定目标阵列的容量，大小为MB。
默认为最大容量。

bs= 指定目标阵列的块大小（KB）。此选项仅对剥离RAID级
别有效。默认值为64KB。

扇区= 指定目标阵列的逻辑扇区大小，单位为B/KB。此选项仅对

剥离的RAID级别有效。512字节是默认的。

matrix=n*m
（仅适用于RAID50）指定RAID5的成员数量(n）和

RAID0的成员数量(m）。

cp=

示例

缓存策略选项。

WB: 回写。

WT: 直写。

NONE: 没有缓存策略。

 HPT CLI>创建 RAID0名称=myraid0磁盘=1/3,1/4

此命令指示系统使用连接到控制器1通道3和4的磁盘创建一个RAID0阵
列，并将其命名为myraid0。

 HPT CLI>创建 RAID5磁盘=* src=1

此命令指示控制器使用所有可用的磁盘将现有的阵列扩展到RAID5阵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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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T CLI> create spare disks=1/4

此命令指示您将把控制器1通道4上的磁盘设置为备用磁盘。

删除 Command

此命令允许您删除现有的RAID阵列或删除备用磁盘。删除后，原始数

组及其上的所有数据都将丢失。所有的成员磁盘都将被列出为可用的

单个磁盘。

Syntax

delete {array_or_spare_ID}

示例

 HPT CLI> delete 1/3

此命令指示删除控制器1通道3上的备用磁盘。

 HPT CLI> delete 1

此命令表示删除id为“1”的数组。您可以在删除之前查询数组ID。

拔出命令

此命令允许您在正在运行的系统中删除阵列或磁盘，而无需关闭。

Syntax

拔下 {array_id or device_id}

示例

HPT CLI> unplug 1

此命令指示控制器断开阵列“1”，然后您可以安全地断开驱动器。

重建命令

当RAID1、RAID1/0或RAID5阵列损坏时，可以使用rebuild命令来

重建。

Syntax

 rebuild {array_id} {device_id}

 rebuild {array_id} {start|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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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 {array_id} {device_id}

此命令允许您将指定的磁盘添加到损坏的阵列中并重新构建它。

示例

HPT CLI> rebuild 1 1/3

此命令指示控制器添加磁盘“1/3”，以重新构建阵列“1”。您可以在重

建命令之前先使用查询命令来验证设备ID和阵列ID信息。

Rebuild {array_id} {start|stop}

此命令允许您启动或停止指定数组上的重建过程。停止重建过程后，

稍后可以通过重建启动命令恢复该过程。

示例

 HPT CLI> rebuild 1 start

此命令将启动数组“1”上的重建过程。

 HPT CLI> rebuild 1 stop

此命令将停止在数组“1”上的重建过程。

验证命令

Syntax

 verify {array_id} {start|stop}

此命令将启动或停止指定数组上的验证过程。

Examples

 HPT CLI> verify 1 start

此命令将开始验证数组“1”。

 HPT CLI> verify 1 stop

此命令将停止在数组“1”上的验证过程。

OCE/ORLM命令

Syntax

 OCE/ORLM {array_id} {start|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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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将启动或停止指定阵列上的联机容量扩展/联机RAID级别迁移

进程。

示例

 HPT CLI> OCE/ORLM 1 stop

此命令将停止数组“1”上的OCE/ORLM进程。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恢复

这个过程。

重新扫描命令

此命令将重新扫描连接到RAID控制器上的所有物理设备。

Syntax

rescan

示例

HPT CLI> rescan

Lscard命令

lscard命令用于列出多个RAID控制器。

Syntax

lscard

示例

HPT CLI> lscard

典型输出:

交换机命令

switch命令用于在多RAID控制器中切换有源卡。

Syntax

switch {card_id}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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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T CLI> switch 0

典型输出:

事件命令

CLI系统将在屏幕输出上自动记录三种类型的事件：信息（缩写为

“Inf”）、警告（缩写为“War”）和错误（缩写为“Err”）。这些命令允

许您查询、保存或清除记录的事件。

Syntax

 事件

 事件清除

 事件保存 {file_name}

events

此命令将显示所有已记录的事件的列表。

Example

HPT CLI> events

典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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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清除

此命令将清除所有已记录的事件。

示例

HPT CLI> events clear

事件保存 {file_name}

此命令将把所有记录的事件保存为纯文本文件。

示例

HPT CLI> events save j:/raidlog.txt

此命令将把所有事件保存到j:/raidlog.txt.

邮件命令

Syntax

 邮件收件人

 邮件收件人添加 {recipient_name}{mail_address} [Inf|War|Err]

 邮件收件人删除 {recipient_name}

 邮件收件人测试 {recipient_name}

 邮件收件人集 {recipient_name}{Inf|War|Err}

 邮件服务器

 邮件服务器 {server_address}{port} { status } {from_address}
[username] [password]

 邮件服务器 {a|p|s|m|u|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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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收件人

---列出所有的邮件收件人

示例

HPT CLI> mail recipient

典型输出:

邮件收件人添加{recipient_name}{mail_address}[Inf|War|Err]

---添加不存在的收件人

示例

HPT CLI> mail recipient add admin admin@somecompany.com Inf War Err

此命令将设置RAID系统以发送邮件到

admin@somecompany.com记录所有记录的事件。

邮件收件人删除 {recipient_name}

---删除已存在的收件人。

示例

HPT CLI> mail recipient delete Ferry

邮件收件人测试 {recipient_name}

---请向指定的收件人发送测试邮件。

示例

HPT CLI> mail recipient test RAID

邮件收件人集 {recipient_name} {Inf|War|Err}

---设置收件人的通知类型。

mailto:admin@some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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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HPT CLI> mail recipient set admin War Err

电子邮件服务器

---打印SMTP服务器信息

示例

HPT CLI> mail server

典型输出:

邮件服务器设置{server_address}{port}{ssl}{status}{from_address}
[username] [password]

---使用此命令可以配置邮件服务器设置。

{server_address} – SMTP服务器地址

{port} –端口，一般为25

{ssl} –使用ssl, '1'表示启用，端口需要465, '0'表示

禁用

{status} –状态，“e”表示启用，“d”表示禁用

{from_address} –邮件发件人地址

{username} –用户名

{password} –用户的密码

示例:

HPTCLI>邮件服务器设置emailsrvr.com 465 1 e name@somecompany.com

name@somecompany.com密码

HPT CLI>邮件服务器设置为mail.somecompany.com 25 0 e admin@somecompany.com

mailto:name@somecompany.com
mailto:name@somecompany.com
mailto:admin@some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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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服务器集 {a|p|s|m|u|t} {value}

---使用此选项单独设置邮件服务器值

参数

a – SMTP服务器地址

p –端口，一般为25

s – s状态，“e”表示启用，或“d”表示禁

用

m–邮件发件人地址

u –用户名

t –用户密码

示例:

HPT CLI>邮件服务器设置了一个 smtp.somecompany.com

---更改服务器地址

HPT CLI> 邮件服务器设置为 p 25

---更改端口

HPT CLI>邮件服务器集 d

---禁用邮件通知

HPT CLI>邮件服务器集 s e

---启用邮件通知

任务命令

当阵列需要定期验证或重新构建时，您可以在后台使用任务命令来自

动化此过程。只要您拥有适当的权限，您就可以添加新的任务，并修

改或删除现有的任务。

Syntax

 任务

 任务重建 {array_id} {name=} {once|daily|monthly|weekly}={day}
interval={interval} start=mm/dd/yyyy end=mm/dd/yyyy time=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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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验证 {array_id} {name=} {once|daily|monthly|weekly}={day}
interval={interval} start=mm/dd/yyyy end=mm/dd/yyyy time=hh:mm:ss

 任务删除 {task_id}
 任务启用 {task_id}

 任务禁用 {task_id}

任务

此命令将显示有关所有已计划任务的详细信息。

示例

HPT CLI> task

此命令将显示当前的后台任务。

HPT CLI>任务重建 {array_id} {name=} {once|daily|weekly|monthly}={day} interval={interval}

start=mm/dd/yyyy end=mm/dd/yyyy time=hh:mm:ss

此命令允许您按一次、每日、每周或每月调度频率，以及重建指定数

组的详细时间范围。第一个mm/dd/yyyy指定任务开始日期，而第二个

mm/dd/yyyy指定任务结束日期。

注意:

当添加任务重建选定数组时，参数{day}应该省略。

示例

 HPT CLI> task rebuild 1 name=test once start=10/8/2005 time=12:35:46

此命令添加一个名为test的任务调度来重建数组“1”
2005年10月8日12：35：46。重建频率设置为一次。

 HPT CLI> task rebuild 4 name=myraid4 daily=2 start=2/8/2005 end=2/22/2005

time=13:49:58

该命令添加了一个名为myraid4的任务计划，以在2005年8月
2日至2005年2月22日期间每2天在13：49：58重新构建数组

“4”。

 HPT CLI> task rebuild 3 name=myraid3 weekly=2 interval=3 start=2/8/2004

end=2/22/2008 time=13:49:58

此命令将添加一个名为myraid3的任务计划，以重新构建数组“3”在周一的13：49：
58（一周中的第二天），每3周开始一次2004年8月2日至2008年2月22日。

 HPT CLI> task rebuild 2 name=myraid2 monthly=3 interval=4 start=2/8/2004

end=2/8/2006 time=12: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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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添加名为myraid3的任务计划，以重建从2004年2月8日起，每4个月在每月第3
天12:30:33排列“2”至2006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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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T CLI>task verify {array_id} {name=} {once|daily|weekly|monthly}={day} interval={interval}

start=mm/dd/yyyy end=mm/dd/yyyy time=hh:mm:ss

此命令允许您安排一个验证任务。此命令的用法与添加重建任务计划相

同。

任务删除 {task_id}

此命令允许您删除计划中的任务。您可以通过任务命令查询任务ID。

Example

HPT CLI> task delete 2

此命令将删除任务“2”。

任务启用 {task_id}

此命令将启用已禁用的任务。

Example

HPT CLI> task enable 1

此命令将启用已禁用的任务“1”。

任务禁用 {task_id}

此命令将手动禁用计划中的任务。

Example

HPT CLI> task disable 1

此命令将禁用计划中的任务“1”。

设置命令

Syntax

注意 : 并非所有的控制器和驱动程序都支持此命令。

 set [name]={value}

 set

set

显示系统可设置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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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输出:

设置 RP={0-100}

更改重建优先级。如果未指定控制器，则此命令将设置全局重建优先级。

Note:

[0-12] 最低

[13-37] 低

[38-67] 中等

[68-87] 高

[>88] 最高

Example

HPT CLI> set RP=50

设置AR={y|n}

 将启用或禁用设置为“自动重建”参数。

Example

HPT CLI> set AR=y

设置AA={y|n}

 设置启用或禁用“声音报警”参数。

Example

HPT CLI> set AA=y

设置 SS={y|n}

 设置启用或禁用“交错旋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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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HPT CLI> set SS=y

设置 DS={seconds(1-4)}

 设置[启动之间的延迟]参数的值（1-4）。

Example

HPT CLI> set DS=2

设置 CE={y|n}

 设置启用或禁用“根据错误继续重建”参数。

Example

HPT CLI> set CE=y

设置 BP={y|n}

 设置启用或禁用蜂鸣器。

Example

HPT CLI> set BP=y

设置 SD={minutes}

 [降速空闲磁盘]的设置值

[1-10] 10

[11-20] 20

[21-30] 30

[31-60] 60

[61-120] 120

[121-180] 180

[181-240] 240

Example

HPT CLI> set SD=10



HighPoint CLI参考

- 26 -

设置 IT={y|n}

 设置启用或禁用[INT13支持]参数。

Example

HPT CLI> set IT=y

设置 {device id} tcq={y|n} ncq={y|n} wc={y|n} ra={y|n} smart={y|n}

 设置设备参数

选项包括:

 tcq={y|n}

设置启用或禁用tcq参数。

 ncq={y|n}

设置为ncq参数的启用或禁用。

 wc={y|n}

设置启用或禁用wc参数。

 ra={y|n}

设置启用或禁用ra参数。

 smart={y|n}

设置为启用或禁用该智能参数。

Example

HPT CLI> set 1/2 tcq=y ra=y

HPT CLI> set 1/2 ncq=n

HPT CLI> set 1/2 wc=y

HPT CLI> set 1/2 ra=y

请注意，每个命令最多允许一个参数。

设置 PUIS= {y|n} disks={device id}

 设置磁盘，然后设置功能

Example:

HPT CLI> set PUIS=y disks=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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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T CLI> set PUIS=y d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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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array id} name={name} cp={wt|wb|none}

选项包括:

 {array id}

阵列 ID。

 name={name}

设置数组名称。这是一个用来重命名数组的选项。

 cp={wt|wb|none}

设置数组的高速缓存策略。

Example

HPT CLI>set 1 name=my_arr

HPT CLI>set 1 init=y

HPT CLI>set 1 cp=none

请注意，每个命令最多允许一个参数。

帮助命令

Syntax

 help

 help {command}

help

 显示有关此实用程序的常规帮助。

Example

HPT CLI> help

help {command}

 显示有关特定命令的帮助信息。

Example

HPT CLI> help create



HighPoint CLI参考

- 29 -

退出命令

Syntax

exit

从交互模式中退出并关闭该窗口。

清除命令

此命令用于清除屏幕。

Syntax

clear/cls/c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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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修订历史

描述 日期 更新
1.0.0 2013/12/20 首次发布。
1.0.2 2014/08/08 修复了文件中的一些文本错误。
1.0.3 2015/01/07 修复一些示例错误。
1.0.4 2015/01/08 更新版权。
1.0.5 2015/01/09 更新任务命令示例。
1.0.6 2015/01/12 修复日期错误。
1.0.7 2015/12/03 更新设置命令示例。
1.0.8 2019/2/15 更新的智能命令示例
1.0.9 2019/4/19 删除一些不受支持的功能

1.0.10 2019/07/05 替换了Init命令的位置，并添加了创建RAID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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