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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档仅供参考，并不能取代 IBM 的以下官方文档。 

IBM 官方服务文档内容介绍： 

1． 以下是红皮书 Redbook，全面的介绍了硬件结构，如何安装配置、管理和维护 

Implementing the IBM Storwize V7000   (SG24-7938-01) 

http://www.redbooks.ibm.com/abstracts/sg247938.html?Open 

 

2． 作为 IBM 工程师/BP 代理商/客户，任何安装，实施，维护和变更工作都应首先参考官

方服务文档： 

1） IBM Storwize V7000 Information Center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torwize/ic/index.jsp 

 

2） IBM 官方服务文档和微码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IBM System Support 门户网站（下载官方服务文档和微码） 

www.ibm.com/storage/support/storwize/v7000 

 

3）Support Information for IBM Storwize V7000（检查 V7K 兼容性列表的 link） 

http://www-01.ibm.com/support/docview.wss?uid=ssg1S1003741 

 

4) V7K 重要的警示信息 

https://www-947.ibm.com/support/entry/myportal/Alerts/Hardware/System_Storage/Disk_system

s/Mid-range_disk_systems/IBM_Storwize_V7000_(2076) 

 

 

 

http://www.redbooks.ibm.com/abstracts/sg247938.html?Open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storwize/ic/index.jsp
http://www.ibm.com/storage/support/storwize/v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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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7K 术语表。（在任何表述 V7K 部件时，请用下列名词，而不是像“控制器”这样的旧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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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V7000 系列的命名 

V7000 的 Machine Type 是 2076。V7000 的机头有以下 4 种型号： 

2076-112，包含 12 个 3.5 寸的硬盘 

2076-312，包含 12 个 3.5 寸的硬盘，并且支持 10Gbps 的 iscsi 连接 

2076-124，包含 24 个 2.5 寸的硬盘 

2076-324，包含 24 个 2.5 寸的硬盘，并且支持 10Gbps 的 iscsi 连接 

 

V7000 的扩展柜有以下 2 种型号： 

2076-212，包含 12 个 3.5 寸的硬盘 

2076-224，包含 24 个 2.5 寸的硬盘 

 

包含 12 个 3.5 寸硬盘的机头或扩展柜的正面图片： 

 

 

包含 24 个 2.5 寸硬盘的机头或扩展柜的正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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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 GUI 管理界面检查 V7000 系统的状态 

V7000 的管理方式是同时连接到两个控制器的以太网 Port 1，通过在浏览器输入

“https://Cluster IP/”来访问 GUI 界面。 

Cluster IP 是在 V7000 首次安装加电的时候，在通过 U 盘初始化 Clsuter 的过程中人为指定

的。 

默认的用户名是“superuser”，默认的密码是“passw0rd” 

注意：V7000 只支持 FireFox（3.5 或以上），以及 IE（7.0 或以上）两种浏览器。V7000 不

支持谷歌 Chrome 或其他浏览器。 

微码为 6.1 和 6.2 的 GUI 登录界面： 

 

微码为 6.3 的 GUI 登录界面： 

 

对于浏览器的语言设置，请务必设置成英文。否则 log 中某些日志信息在 decoder 网站上将

显示为乱码。以 firefox 为例，介绍设置方法： 

如何设置Firefox 浏览器显示英文管理界面： 

1. 选择工具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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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 “语言”  “选择”按钮 ，设置语言和字符编码。 注意如果没有"英语/美国[en-us]",

请手动添加，并将其置顶就可以。 

 

 

主要功能使用： 

1. 选择 Troubleshooting 菜单下面的“ Recommended Actions ”。这个功能类似于

DS4000/DS5000 的听诊器按钮，会显示出系统目前有没有需要人为干预的报错。 

 

注意：微码为 6.3 的 GUI，查看 Recommended Actions 应选择 Monitoring 菜单下面的“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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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没有输出，表明机器目前是健康的。 

 

有故障的例子如下，显示有两个电源模块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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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Troubleshooting 菜单下面的“Event Log”，检查系统的错误日志。 

注意： 微码 6.3 下，查看 Event Log 应选择 Monitoring 菜单下面的“Events”。 

三、通过 GUI 图形管理界面查看 V7000 的软件版本 

1． 登录 GUI，选择 Home 下面的“System Status”菜单： 

 

 

注意： 微码 6.3 下，查看软件版本应选择 Monitoring 菜单下面的“System”。 

 

 

2． V7000 的软件版本会显示在系统图标的下方：（例子中的软件版本是 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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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 Service IP 访问 V7000 的 Service Assistant 服务管理界面 

除了 GUI 之外，V7000 还提供了一个 Service Assistant 的服务管理界面。 

每个控制器的以太网 Port 1 可以设置一个 Service IP，通过在浏览器输入“https://Service 

IP/service/”来访问这个服务管理界面。 

Service IP 只能在每个控制器的以太网 Port 1 设置，不能在 Port 2 设置。默认的 Service IP 是： 

192.168.70.121（上面的控制器） 

192.168.70.122（下面的控制器） 

默认的密码是“passw0rd” 

 

 

 

 

1. 通过GUI图形管理界面查看和修改每个控制器的Service IP 

登录 GUI，选择 Configuration 下面的“Network”菜单 

注意： 微码 6.3 下，查看/更改 Service IP 应选择 Settings 菜单下面的“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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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Service IP Address”，选择相应的控制器 Node Canister。 

 

点击以太网 Port 1 的图标，查看或更改 Service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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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在浏览器输入“https://Service IP/service/”访问 Service Assistant Tool 服务管理界面 

请注意这里是 https:// 

 

可以通过这个服务界面进行关闭控制器，数据收集，恢复 Cluster，软件升级，修改 Service IP

等操作。请注意 Panel 01-1 代表(enclosure ID) – (Upper canister) 

              Panel 01-2 代表(enclosure ID) – (Lower canister) 

此处 Node name:  Node 1 / 2 是可以被修改的。请不要默认 Node 1 就是上部的 canister!!! 

注意：Service Assistant Tool 服务管理界面仅限 IBM 工程师使用。我们不建议客户使用这个

管理界面。  

五、V7K LED 灯状态与解释  

Note: 本章节详细解释都可以在以下文档第二章中查询。 

“V7000_Troubleshooting_Recovery_and_Maintenance_Guide” 

 

1) 机器正面左边盖板处LED 

LED 1：电源指示灯。绿色指示灯常亮表示供电正常。 

LED 2：错误指示灯。如果黄灯亮起，需要通过 management GUI 去查看具体的报错原因。 

LED 3：标示指示灯。用来指示所服务机器或者部件的位置。 

LED 4：数字标示由系统分配的 enclosur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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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ode canister 电源模块LED 

AC 电源错误告警灯      

 电源 OK 指示灯 

 风扇错误告警灯 

 DC 电源错误告警灯 

 电池错误告警灯 

电池状态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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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正常工作状态应该仅有电源 OK 灯及电池状态灯绿灯常亮，其他 LED 请参考手册 

 

3) Node canister上光纤口LED显示  

 

 

 

 

4) Node canister LED显示 (对于upper canister) 从左到右的次序如下： 

 系统状态指示灯(Cluster 状态灯) 

绿灯常亮代表 node 在 cluster 中是 active 的。 

 错误告警灯 

代表所指示的容器有错误存在 

 电源指示灯 

指示容器电源供应是否正常，同时也指示了容器启机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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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V7000 的开关机步骤（非常重要） 

开机顺序： 

打开 V7000 的 EXP 磁盘扩展柜或连接 V7000 的外部存储（如果有的话的）的电源开关打

开 V7000 的机头扩展柜的电源开关 

 

特别注意要先开所有扩展柜和外部存储之后，才开控制器。 

 

关机顺序： 

通过 GUI/CLI 关闭 V7000 的 Cluster 关闭 V7000 机头控制柜的电源开关关闭 V7000 的

EXP 磁盘扩展柜或外部存储的电源开关（如果有的话） 

 SAN 光纤交换机（如果有的话） 

 

特别提醒：V7000控制器的关机方式和DS4000/DS5000是不一样的： 

V7000必须要先通过GUI图形界面关闭整个Cluster，才能关闭机头两个电源的开关； 

绝对不能在GUI图形界面关机操作之前，直接去关闭机头两个电源的开关。 

直接关闭电源相当于firehose。 

1. 方法一：通过浏览器连接Cluster IP，通过GUI图形管理界面关闭Cluster 

5) 选择“Home”菜单下的“Manage Device”菜单 

 

注意： 微码6.3下，应选择Monitoring菜单下面的“System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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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左侧的v7000系统图标，选择右侧“Actions”下拉菜单的“Shut Down Cluster” 

 
7) 会出现确认对话框，提示关闭V7000会导致主机的访问丢失，确认后输入大写的“YES”，

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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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等待关机任务执行完毕 

 

9) 控制器的电源和风扇会随即关闭。等待风扇关闭之后，手动关闭机头的两个电源模块的

开关就行了。 

 

2. 方法二：通过浏览器连接Service IP，通过Service Assistant Tool服务管理界面分别关闭

两个控制器 

注意：这种方法只能在无法通过 Cluster IP 连接 GUI 图形管理界面的情况下使用 

1）通过浏览器连进上面控制器的Service Assistant Tool服务管理界面，点击node 2（也就是

partner节点），在“Action”栏选择“Power off”，点击“GO”按钮。等待任务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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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等待Node 2 Power off任务执行完毕 

 

3）点击 node 1（也就是 local 节点），在“Action”栏选择“Power off”，点击“GO”按钮。 

 

 

4）等待 Node 1 Power off 任务执行完毕。控制器的电源和风扇会随即关闭。等待风扇关闭

之后，手动关闭机头的两个电源模块的开关就行了。 

七、 如何通过 Putty 连接 CLI 

注：6.3.0.0 之后的微码，已经不需要上传 key，直接通过 ssh 就能连接。 

1. 通过 puttygen 生成 public Key 以及 Private Key 

选择参数选择，然后移动鼠标至 key 生成,保存 Key 到本地目录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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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传 Public Key 到 V7000 

点击 Access 菜单下面的 User,选择需要上传 Public Key 的 user,右击并选择 Properties 

 

3. 使用 Private Key 登陆之前上传了 Public Key 的用户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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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ty 登陆的界面： 

 

 

在 Storwize V7000 微码 6.3.0.0 之后，Key 不再是登陆 CLI 的必要条件，用户也可以选择用

户名/密码的登陆方式，但是上传 Public Key 的用户可以不用输入密码。 

八、 V7000 连线注意事项 

控制柜与扩展柜 SAS 的连接： 

 

 

FC Host port 的连接，在 SAN zone 上有特殊的要求。 

V7000 需要连接到 SAN 交换机供主机访问或者管理后端存储，请勿将 V7000 连接到没有 

zone 的光纤交换机，否则可能造成数据访问中断或者性能下降。两个 Canister 之间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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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不支持跨 ISL。SAN 网络最好是双 Fabric 冗余架构，以提高数据访问的可用性。 

V7K 不支持主机与存储的直连。 

 

 

如上图所示的典型主机连接场景，可以划 4 个 zone，建议使用 WWNN 的方式建立 zone：  

 Zone 1 包括主机 1 的端口 A 和 V7000 的控制器 1 上的端口 1 和端口 3 以及控制器 

2 上的端口 1 和端口 3。  

 Zone 2 包括主机 1 的端口 B 和 V7000 的控制器 1 上的端口 2 和端口 4 以及控制器 

2 上的端口 2 和端口 4。  

 Zone 3 包括主机 2 的端口 A 和 V7000 的控制器 1 上的端口 1 和端口 3 以及控制器 

2 上的端口 1 和端口 3。  

 Zone 4 包括主机 2 的端口 B 和 V7000 的控制器 1 上的端口 2 和端口 4 以及控制器 

2 上的端口 2 和端口 4。 

九、 V7000 网络连接注意事项： 

V7000 的两个控制器中有一个节点是管理节点，管理节点的角色可以在两个节点间切换，可

以通过 cluster IP 登录到管理节点进行管理操作。因此请至少分别连接一根网线到 V7000

每个控制器，保证管理节点的访问。  

以下为 V7000 提供的默认 IP，可供初始安装使用：  

控制器 1（上）以太网口 1 的 IP: 192.168.70.121  

控制器 2（上）以太网口 1 的 IP: 192.168.70.122  

注意：在 V7000 初始化安装完成后，每个控制器节点 1 号以太网口也必须通过网线连接到

网络交换机，请勿将网线断开。 

十、 确保使用最新的 canister FRU 

The newest caniter FRU(for 112/124) should be 00L4579. 

new FRU for 2076-324/2076-312 is 00L4512. 

在日志 saout 的输出中, Hardware 100 意味着型号是 112/124,  300 意味着 312/324. 

使用 WPPL 网站来进行确认 

https://focalpoint.raleigh.ibm.com/ 

https://focalpoint.raleigh.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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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V7000 的故障数据收集 

1． 通过 GUI 图形管理界面 Download Support Package 是基本的数据收集方式 

1）选择 Troubleshooting 菜单下面的“Support”  

注意： 微码 6.3 下，应选择 Settings 菜单下面的“Support”。 

 

2）点击“Download Support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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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 4 个选项可供选择。在一般情况下，选择第一个选项“Standard logs”即可。其他的 3

个选项需要在 Support 的指导下收集。 

 

4）收集 Standard logs 的时间取决于系统的配置，单柜大概在 5 分钟左右 

 

5）收集完成后，会自动出现文件保存对话框，保存文件即可。Standard logs 的 snap 文件大

小在 10MB 以内。火狐浏览器的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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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 Service Assistant Tool 服务管理界面收集数据 

注意：这种方法只能在无法通过 Cluster IP 连接 GUI 图形管理界面的情况下使用 

1）通过浏览器连进上面控制器的 Service Assistant Tool 服务管理界面，点击“Collect Logs” 

 

2）在“Create a support package”下面，选择“Without latest statesave”，点击“Create and 

Download”按钮。（With latest statesave 选项必须在 support 的指导下使用）等待出现文件保

存对话框，保存相应的 snap 文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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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种方式只能收集单个控制器的 snap 数据。我们还需要通过浏览器连进另一个控制器的

Service Assistant Tool 服务管理界面，重复一遍数据收集的过程。 

 

 

通过 Service Assistant Tool 服务管理界面收集数据，必须在两个控制器都收集一遍并且同

时上传两个控制器的 snap 数据。 

 



 

第 26 页 共 37 页 

十二、V7000 故障数据的格式和上传方法 

1． 数据格式 

V7000 的数据是一个以“tgz”为后缀名的压缩文件，不需要重命名。 

文件名的格式是“snap.V7000 机头序列号.收集日期.收集时间.tgz” 

 

2． 上传地址：  

IBM  ECuREP网站  

http://www.ecurep.ibm.com/app/upload 

ECuREP网站是一个将会取代PFE网站的全新数据上传网站，这个是一个公网站点，不需要

连到IBM内部网，客户和蓝快工程师也可以上传。 

 

3． 上传方法：  

1）如果有开PMH或PMS，请选择“PMR”页，在“PMR Number”的地方输入PMR的完整

号码，例如88888,000,672 

2）“Upload is for”的位置选择“Hardware” 

3）如果有开CALL，那么请选择“RCMS”页，在“RCMS ticket id - country”的地方输入

完整的CALL number，例如“P4D0888 - 672” 

4）输入上传人的邮件地址（可选项），上传完毕后，网站会自动发邮件给上传者提示上传

完毕。 

按照PMR号码上传数据的图例如下： 

 

如果有输入PMR号码，在数据上传完毕后，相应的PMR里面会自动更新提示数据已经上传： 

-CDDR28 PMRUPDATE RS4  -SV0004SLS  -L203/-------P3S3-11/06/16-11:55--AT 

 Material received from HTTP server and stored in ECuRep:                  

Directory: /ecurep/pmr/0/3/03173,000,672/2011-06-16                       

File: 03173.000.672.snap.78G0357-1.110615.144313.tgz       4121192 bytes 

http://www.ecurep.ibm.com/app/up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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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CALL number上传数据的图例如下： 

 

 

5）选择“Continue”，出现选择文件上传的界面 

 

 

6）点击“浏览”选择好数据文件，点击“Submit”开始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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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传完毕后出现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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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V7000 的软件升级 

V7000 的软件和说明文件的下载地址： 

 

http://www-947.ibm.com/support/entry/portal/Downloads/Hardware/System_Storage/Disk_syste

ms/Mid-range_disk_systems/IBM_Storwize_V7000_(2076) 

注意：软件包“IBM Storwize V7000 Code”和 软件升级健康检查工具“IBM Storwize V7000 

Upgrade Test Utility”必须同时下载 

下载来的 V7K 的微码文件，打开后有一个 md5sums 的 MD5 校验码文件。里面的内容如： 

e20c99fe475ca970364e9bc04c6de43c  IBM2076_INSTALL_6.3.0.1 

4bb8dea132271a6207009759db4bec2e  IBM2076_INSTALL_upgradetest_7.3 

我们可以用 MD5 检验工具来验证自己下载的文件是完好的。 

 

 

软件升级步骤如下： 

1. 选择 Configuration 下面的“Advanced”： 

 

注意： 微码 6.3 下，应选择 Settings 菜单下面的“General”。 

http://www-947.ibm.com/support/entry/portal/Downloads/Hardware/System_Storage/Disk_systems/Mid-range_disk_systems/IBM_Storwize_V7000_(2076)
http://www-947.ibm.com/support/entry/portal/Downloads/Hardware/System_Storage/Disk_systems/Mid-range_disk_systems/IBM_Storwize_V7000_(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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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Upgrade Software”， 

GUI 会显示当前系统的软件版本，并且会自动连接 IBM 官网去检查有没有可用的升级版本。 

点击“Launch Upgrade Wizard” 

 

 

3.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下载或者选择 Upgrade Test Utility 软件升级健康检查工具。 

Upgrade Test Utility 软件升级健康检查工具和 V7000 的软件可以在官网的同一页面下载。 



 

第 31 页 共 37 页 

 

 

4. 点击“浏览”，选择 V7000 的 Upgrade Test Utility 软件升级健康检查工具文件，点击

“Next”，会出现对话框，提示 Upgrade Test Utility 软件升级健康检查工具已经上传到

V7000。点击“Next”继续。 

 
 

5. 需要手动输入微码升级的目标版本，例如 6.2.0.1，点击“Next” 

 

 

6. Upgrade Test Utility 软件升级健康检查工具会自动开始对 V7000 做一个微码升级前的健

康预检查。等待几分钟直到检查结束，确认检查没有发现问题，点击“Next” 

注意：务必确认 Upgrade Test Utility 的检查结果是“0 error and 0 warning”。 

如果检测到硬盘微码过低需要升级，那么结果会显示在 warning 里面。 

硬盘微码升级的说明请参照 Information Center 的 Upgrading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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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下载或者选择 V7000 的软件包 

 

 

8. 选择软件包文件后点击“Next”，等待几分钟，直到上传完毕 

 

 

9. 点击“Next”，GUI 提示 V7000 可以进行软件升级。点击“Finish”。 

 

 

10. 等待软件升级的命令提交完毕，点击“Close”，可以监控软件升级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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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ode 2 会首先 offline 进行软件升级。Node 1 会正常工作。 

 

12. Node 2 的软件升级耗时大约 30 – 40 分钟。GUI 会显示“Complete” 

 

13. Node 2 完成升级之后，GUI 会自动等待 30 分钟，用于检查系统是否正常，然后把数据

访问切换到 Node 2，同时 offline Node 1 开始软件升级 

 

 

14. Node 1 的软件升级耗时大约 30 – 40 分钟。GUI 会显示“Complete”。整个 V7000 的软

件升级耗时大约 90-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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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更换电池、电源的注意事项及电池行为的说明 

一：在更换电池或电源之前，我们需要确认移除一个电源，不会造成整个柜子

shutdown. 

菜单步骤 V6.1-V6.2 

 Home>Manage Device，选中需要更换的enclosure的电源，检查Safe to Remove 

property 

V6.3的菜单是： 

Monitor -> System Detail 

 
物理移除步骤见inforCenter. 

二.更换的步骤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 

     如果是control enclosure,电池必须从旧的PS从移到新的PS。 

                                                                       

        ATTENTION: The PSU MUST be reinstalled no more than 5 minutes    

after the PSU is removed, otherwise the enclosure will overheat and      

power off!                                                               

        NOTE: For control enclosure PSU replacement, you must transfer   

the battery from the original PSU to the new PSU                         

 

三、关于电池的状态: 在缺省的 log 中，只能看见 overall 的电池的状态。而实际每个电池有

3 个 Cell 组成。必须收集 enclosure dump 才能看见其真实状态。 

四、关于电池行为的说明: 

1.目前微码设计的电池寿命是 3 年。临近时将会有“"near end of life"和"end of life"两种提示。

实际寿命会跟电池的使用情况有关。比如发生“紧急关机”（firehose dump）的次数。 

2.电池只存在于 Controller canister 电源模块中。Enclosure canister PSU 中并没有电池。 

3.如果 V7K 的两路外部电源丢失，V7K 将 power off。当有一路 AC Power 恢复，V7K 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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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外部人员干预的情况下重新启动。启动的时间将依赖于将电池充致足够支持再次“紧急

关机”（firehose dump）的电量。正常情况下，第一次掉电后，AC 恢复，v7K 将很快就能重

启。如果再次掉电，则必须充致一半的电量，在此之前，只能启动到 service 模式，IO 并不

被允许。这个重新充电的时间大约是 30 分钟。如果在一个电池损坏的情况下，则这个充电

时间将被延长至约 1 小时。 

4.在 Controller enclosure 中，每个电源 PSU 中有一个电池。这些 PSU 和 Battery 都同时支持

2 个 Node canister。每个电池都有足够的容量支持在掉电的情况下，将 cache 中的关键数据

存入 canister 内部的 32GB  SSD。所以正常情况下 2 个充满的电池能支持整个系统保存关

键数据 2 次。（连续 2 次的意外掉电） 

5.对于短暂的 AC input lost 的容忍时间是 10s。如果在 10s 内电力恢复，这个事件将被成为

“Brown out”。 

6.如果两个 node canister 在没有保存 cache 数据和状态数据的情况下宕机，v7K 系统将不能

正常开机。必须 Call support 恢复。所以必须 Follow 正确的 service 步骤。 

 

十五、硬盘的更换方法 

由于 V7K 的 array (mdisk) 有很多和传统存储不同的概念和特性。在没有正确理解的情况下，

请不要将传统存储的一些概念和做法带入 V7K。关于磁盘和 Array 状态的详细解释，请参考

InforCenter 和 implementing Guide。 

更换磁盘之前，必须认真检查磁盘所在的 enclosure 和 slot。千万不要把 Drive ID 当成 Slot

号，而拔错盘。下面的例子中红色是 ID 号，而蓝色才是 enclosure 和 slot 号。 

svcinfo lsdrive -delim : 

id:status:error_sequence_number:use:tech_type:capacity:mdisk_id:mdisk

_name:member_id:enclosure_id:slot_id:node_id:node_name 

0:online::spare:sas_hdd:418.7GB::::1:1:: 

1:online::member:sas_hdd:418.7GB:4:HyperV_disk3:0:1:2:: 

2:online::member:sas_hdd:418.7GB:4:HyperV_disk3:1:1:4:: 

 

正常的磁盘更换步骤，将 Follow  DMP (Directed Maintenance Procedures) 的指导，从 fix 

procedure 的 GUI 界面完成。 

注意：与 DS4K/5K 不同，直接插拔磁盘不能换成磁盘的更换。而且将导致 legacy drive 信

息的产生，必须借助 CLI 命令才能去除。 

如果 DMP 不能完成磁盘更换，请遵照手工更换磁盘的步骤：（来自 V7K WIKI） 

Storwize V7000 drive replacement procedure:                              

Before removing a drive, you need to make sure it is safe to do so. 

        Go to the Physical Storage>Internal panel in the GUI 

        Select the drive to be removed, and select Actions -> Show 

Dependent Volumes 

        If any volumes are reported, do not continue. 

 

        WARNING: If you are intending to remove multiple drives, then you 

need to select all of the drives to be removed (using shift click or control click) 

and check for redundancy as a group, rather than individually.  

 

    If the drive has a use of 'member', then use the following steps to mark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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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 as failed before continuing: 

        Go to the Physical Storage>Internal panel in the GUI 

        Select the drive to be removed, and select Actions -> Take Offline  

    Follow the actions in the Troubleshooting, Recovery, and Maintenance 

Guide to perform the physical reseat/replaceme. 

    If this is a reseat procedure： 

    Mark the error as fixed 

    This will cause the system to re-enable the SAS Ports on the drive, and the 

drive will come back online.  

 

        The drive will be in the failed state., and the following actions are 

needed to bring it back into the system: 

        Go to the Physical Storage>Internal panel in the GUI 

        Select the drive which was reseated, and select Actions -> Mark as -> 

Candidate 

        Select the drive which was reseated, and select Actions -> Mark as -> 

Spare 

        Once the drive is marked as a spare, the RAID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queue up a member exchcange to swap the current array 

member with the reseated drive. This member exchange will begin once the 

rebuild operation has completed and will swap the two drives without reducing 

redundancy.  

If this is a replace procedure： 

then the old drive needs to be 'cleaned up', and the new drive needs to be 

configured for use: 

        Remove ('Clean up') the Old Drive with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Go to the Physical Storage>Internal panel in the GUI 

            Select the old drive (will be offline) and select Actions -> Mark as 

-> Unused ( Note the drive must already be marked as failed ! ) 

 

    This will cause the offline drive object to be deleted from the system  

 

        Make New Drive Useable 

            Select the new drive id (currently use=unused) and select Actions 

-> Mark as -> Candidate followed by Actions -> Mark as -> Spare  

        If the drive in this slot had previously been a member of an array, then 

once the drive is marked as a spare, the RAID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queue 

up a member exchcange to swap the current array member with the new drive. 

This member exchange will begin once the rebuild operation has completed 

and will swap the two drives without reducing redundancy. 

        If the new drive is not a perfect replacement (size, RPM & tech_type ) 

for the old drive, additional steps may be required. See the procedure fo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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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1692 for the additional steps.  

CLI commands: 

 

    Show dependent volumes => svcinfo lsdependentvdisks -drive <list of 

colon delimited drive IDs> 

    Take Offline => svctask chdrive -use failed <drive ID> 

    Mark as Unused => svctask chdrive -use unused <drive ID> 

    Mark as Candidate => svctask chdrive -use candidate <drive ID> 

    Mark as Spare => svctask chdrive -use spare <drive ID>  

关于Show Dependent Volumes的结果，请忽略CMMVC6912E的warning。需要关

注Storage Pool这一栏中是否有内容。 

 

 

十六、Node canister 的更换 

Node canister 的更换，目前必须得到 PFE 的 Approval。步骤会根据具体 case 而有所不同，

请遵照 PMS 的回复。 

十七、Enclosure chassis 的更换 

Enclosure chassis 的更换步骤比较复杂，请遵照 PMS 的回复和 InforCenter。目前 Enclosure 

chassis 的更换，必须得到 PFE 的批准。 

十八、忘记 Cluster IP 和 Service IP 时的处置方法 

如果客户忘记了 Cluster IP 和 Service IP，造成无法连接管理界面。我们可以插一个干净的空

USK key 到任意一个 Node canister,这时 node 会亮红灯。等 Node canister 红灯灭掉后拔出

USB key。在 USB key 中会产生一个 satask_result.html 的文件。里面会有 Cluster 的基本配置

信息。从而获得相关 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