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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 

前言 

概述 

本文档详细描述了 ESS 系列网络存储设备的安装、配置、使用和文件共享等操作。 

适用型号 

主柜 

 ESS2016X 

 ESS3116X 

 ESS5016S、ESS5016S-R、ESS5016D-R 

 ESS5024S、ESS5024S-R、ESS5024D-R 

 ESS5048S、ESS5048S-R 

 ESS5116S、ESS5116D-R、ESS5116S-R 

 ESS5124S、ESS5124D-R、ESS5124S-R 

 ESS5148S、ESS5148S-R 

扩展柜 

 ESS2016X-J 

 ESS3116S-J、ESS3116S-JR、ESS3116D-JR 

 ESS3124S-J、ESS3124S-JR、ESS3124D-JR 

 ESS3148S-J、ESS3148S-JR 

符号约定 

在本文档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表示有高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会导致人员伤亡或严重伤

害。 

 

表示有中度或低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导致人员轻微

或中等伤害。 

 

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忽视这些文本，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数据

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不可预知的结果。 

 

表示静电敏感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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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明 

 

表示高压危险。 

 

表示强激光辐射。 

 表示能帮助您解决某个问题或节省您的时间。 

 
表示是正文的附加信息，是对正文的强调和补充。 

 



 

重要安全须知 III 

重要安全须知 

下面是关于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为预防危险、防止财产受到损失等内容，使用设备前请仔细阅读

本说明书并在使用时严格遵守，阅读后请妥善保存说明书。 

 

 请在设备布控后及时修改用户的默认密码，以免被人盗用。 

 请勿将设备放置和安装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或发热设备附近。 

 请勿将设备安装在潮湿、有灰尘或煤烟的场所。 

 请保持设备的水平安装，或将设备安装在稳定场所，注意防止本产品坠落。 

 请勿将液体滴到或溅到设备上，并确保设备上没有放置装满液体的物品，防止液体流入设备。 

 请将设备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场所，切勿堵塞设备的通风口。 

 仅可在额定输入输出范围内使用设备。 

 请勿随意拆卸设备。 

 请在允许的湿度和温度范围内运输、使用和存储设备。 

 

 请务必按照要求使用电池，否则可能导致电池起火、爆炸或燃烧的危险！ 

 更换电池时只能使用同样类型的电池！ 

 产品必须使用本地区推荐使用的电线组件（电源线），并在其额定规格内使用！ 

 请务必使用设备标配的电源适配器，否则引起的人员伤害或设备损害由使用方自己承担。 

 请使用满足 SELV（安全超低电压）要求的电源，并按照 IEC60950-1符合 Limited Power Source

（受限制电源）的额定电压供电，具体供电要求以设备标签为准。 

 请将 I 类结构的产品连接到带保护接地连接的电网电源输出插座上。 

 器具耦合器为断开装置，正常使用时请保持方便操作的角度。 

特别声明 

 产品请以实物为准，说明书仅供参考。 

 说明书将根据产品的变化定期更新，更新的内容将会在本手册的新版本中加入，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部分功能在更新前后可能存在细微差异。 

 最新程序及补充说明文档敬请与公司客服部联系。 

 说明书供多个型号产品做参考，每个产品的具体操作不一一例举，请用户根据实际产品自行对

照操作。 

 说明书可能包含技术上不准确的地方、或与产品功能及操作不相符的地方、或印刷错误，以公

司最终解释为准。 
 如不按照说明书中的指导进行操作，因此而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使用方自己承担。 

 在本文档中可能提及的其他商标或公司的名称，由其各自所有者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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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1 

1 产品概述 

网络存储服务器（以下简称“主柜”）是一种存储阵列产品，提供标准网络文件共享服务，实现

IPSAN/NAS 一体化解决方案，为各种视频监控系统提供大容量、高扩展性、高安全性的集中存储解

决方案。主柜支持外接扩展柜，通过扩展柜增大其存储容量。 

网络存储扩展柜（以下简称“扩展柜”），主要用于与主柜对接，增大主柜的存储容量。 

1.1 型号列表 

ESS 系列产品包括：网络存储服务器和网络存储扩展柜。 

本文档适用于多个产品型号，请您仔细核对所购买的产品型号及其功能特性等。 

 

ESS51 系列的产品外观、功能、操作和参数与 ESS50 系列基本一致，本文不再做详细介绍，具体以

产品实物为准。 

表1-1 主柜型号列表 

产品型号 机箱高度 硬盘数目 电源模式 网络配置 控制器个数 

ESS2016X 3U 16 盘位 单电源模式 LAN1、LAN2、WEB 接口 1 个 

ESS3116X 3U 16 盘位 单电源模式 LAN1、LAN2、LAN3、

LAN4 接口 

1 个 

ESS5016S/ 

ESS5016S-R 

3U 16 盘位 单电源模式或

者冗余电源模

式 

LAN1、LAN2、LAN3、

LAN4、10G_1、10G_2、

WEB 接口 

1 个 

ESS5116S/ 

ESS5116S-R 

ESS5016D-R 3U 16 盘位 冗余电源模式 LAN1、LAN2、LAN3、

LAN4、10G_1、10G_2、

WEB 接口 

2 个 

ESS5116D-R 

ESS5024S/ 

ESS5024S-R 

4U 24 盘位 单电源模式或

者冗余电源模

式 

LAN1、LAN2、LAN3、

LAN4、10G_1、10G_2、

WEB 接口 

1 个 

ESS5124S/ 

ESS5124S-R 

ESS5024D-R 4U 24 盘位 冗余电源模式 LAN1、LAN2、LAN3、

LAN4、10G_1、10G_2、

WEB 接口 

2 个 

ESS5124D-R 

ESS5048S/ 

ESS5048S-R 

8U 48 盘位 双电源模式或

者四电源模式 

LAN1、LAN2、LAN3、

LAN4、10G_1、10G_2、

WEB 接口 

2 个 

ESS514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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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5148S-R 

表1-2 扩展柜型号列表 

产品型号 机箱高度 硬盘数目 电源模式 控制器个数 

ESS2016X-J 3U 16 盘位 单电源模式 1 个 

ESS3116S-J/ESS3116S-JR 3U 16 盘位 单电源模式或者冗余电源模式 1 个 

ESS3116D-JR 3U 16 盘位 冗余电源模式 2 个 

ESS3124S-J/ESS3124S-JR 4U 24 盘位 单电源模式或者冗余电源模式 1 个 

ESS3124D-JR 4U 24 盘位 冗余电源模式 2 个 

ESS3148S-J/ESS3148S-JR 8U 48 盘位 双电源模式或者四电源模式 2 个 

1.2 组网场景 

图1-1 组网场景示意图 

 

1.3 ESS2016X 

1.3.1 前面板 

图 1-2 标识了 ESS2016X 的硬盘插槽排列顺序。纵向由上往下依次递增，横向由左往右依次递增，

如下方通道所示的“13”、“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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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SS2016X 前面板示意图 

 

指示灯/按钮 说明 

电源按钮 按压一次电源按钮将开机。 

长按 5 秒关机。 

硬盘指示灯 硬盘被访问时蓝色闪烁。 

报警指示灯 红色闪烁：表示设备出现报警或异常状况。 

网络指示灯 蓝色闪烁：表示网络连接正常。 

1.3.2 后面板 

ESS2016X 连接外部设备部件的接口和位置如图 1-3 所示。 

图1-3 ESS2016X 后面板示意图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1 电源开关 接通或切断设备电源。 

2 电源接口 连接交流电源。 

3 机箱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4 电源风扇 用于电源散热。 

5 SAS 接口 连接扩展柜的 IN 接口。 

LINK 灯：长亮表示主柜已连接扩展柜。 

ACCESS 灯：闪烁表示主柜正在访问扩展柜。 

6 eSATA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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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此接口为预留接口，ESS2016X 暂不支持。 

7 RS232 串口 RS232 串口用于调试设备，以及登录命令行界面。 

 

有关如何登录命令行界面的内容，请参见“附录 5”。 

8 LAN1、LAN2 数据网口，用于传输数据。 

9 WEB 接口 管理网口，通过此网口登录 WEB 管理页面。 

1.4 ESS3116X 

1.4.1 前面板 

图 1-4 标识了 ESS3116X的硬盘插槽排列顺序。纵向由上往下依次递增，横向由左往右依次递增，如

下方通道所示的“13”、“14”、“15”、“16”。 

图1-4 ESS3116X 前面板示意图 

 

序号 部件名称 指示灯说明 

1 电源按钮 按压一次电源按钮将开机。 

 

长按电源按钮可以将设备重新启动。 

2 系统盘指示灯 当对系统盘进行读写操作时，蓝色灯闪烁。 

 

系统盘中保存了设备的重要配置文件、出厂默认的配置文件和设

备的初始启动数据。 

3 报警指示灯 当设备中存在报警或异常状况时，由软件点亮报警指示灯。  

4 网络指示灯 网络连通时，网络指示灯呈蓝色闪烁。 

5、6 USB 接口 用于连接 USB 接口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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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后面板 

图1-5 ESS3116X 后面板示意图（单电源模式） 

 

图1-6 ESS3116X 后面板示意图（冗余电源模式）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电源接口 用于连接 220V交流电 

鼓风机 用于散热 

风扇 用于散热 

以太网口 用于数据传输，为千兆以太网口 

VGA口 用于连接显示器 

串口 用于连接 RS232 串口进入命令行界面 

SAS 接口 用于连接扩展磁盘柜 

1.5 ESS5016S/ESS5016S-R 

1.5.1 前面板 

图 1-7 标识了 ESS5016S/ESS5016S-R 的硬盘插槽排列顺序。纵向由上往下依次递增，横向由左往右

依次递增，如下方通道所示的“13”、“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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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ESS5016S/ESS5016S-R 前面板示意图（无面板） 

 

图1-8 ESS5016S/ESS5016S-R 前面板示意图（带面板） 

 

表1-3 前面板介绍 

指示灯/按钮 说明 

电源按钮 按压一次电源按钮将开机。长按 5 秒关机。 

硬盘指示灯 硬盘被访问时蓝色闪烁。 

报警指示灯 红色闪烁：表示设备出现报警或异常状况。 

网络指示灯 蓝色闪烁：表示网络连接正常。 

面板锁 锁上后将面板固定，可防尘、防止硬盘被盗或是误插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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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后面板 

图1-9 ESS5016S 后面板示意图（单电源模式） 

 

图1-10 ESS5016S-R 后面板示意图（冗余电源模式） 

 

表1-4 ESS5016S/ESS5016S-R 后面板接口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1 电源接口 连接交流电源。 

2 机箱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3 电源风扇 用于电源散热。 

4 主控模块 有关各接口和指示灯的介绍，请见下表。 

5 机箱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6 电池盒 此插槽暂不启用。 

表1-5 主控模块 

接口/指示灯 说明 

LAN1～LAN4 千兆数据网口，用于传输数据。 

10G_1、10G_2 万兆数据网口，用于传输数据。（选配） 

WEB 接口 管理网口，通过此网口登录 WEB 管理页面。 

USB 接口 USB 接口。 

PORT1、PORT2 连接扩展柜的 IN 接口。 

CONSOLE 串口，主要用于调试设备以及登录命令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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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指示灯 说明 

RUN RUN 灯亮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M/S 主控标志灯，正常运行则灯亮，运行异常则灯灭。 

ERR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CACHE  

预留接口，暂不可用。 

RST 长按 5 秒【RST】按键，系统（网络配置、用户密码、时间同步、邮件报警

等参数）恢复默认配置。 

1.6 ESS5016D-R 

1.6.1 前面板 

图 1-11 标识了ESS5016D-R 的硬盘插槽排列顺序。纵向由上往下依次递增，横向由左往右依次递增，

如下方通道所示的“13”、“14”、“15”、“16”。 

图1-11 前面板示意图（无面板） 

 

图1-12 前面板示意图（带面板） 

 

表1-6 前面板介绍 

指示灯/按钮 说明 

电源按钮 按压一次电源按钮将开机。 

长按 5 秒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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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按钮 说明 

硬盘指示灯 硬盘被访问时蓝色闪烁。 

报警指示灯 红色闪烁：表示设备出现报警或异常状况。 

网络指示灯 蓝色闪烁：表示网络连接正常。 

面板锁 锁上后将面板固定，可防尘、防止硬盘被盗或是误插拔。 

1.6.2 后面板 

ESS5016D-R 连接外部设备部件的接口和位置如图 1-13 所示。 

图1-13 后面板示意图 

 

表1-7 后面板接口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1 电源接口 连接交流电源。 

2 电池盒 用于安装电池盒。 

3 机箱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4 主控模块 有关各接口和指示灯的介绍，请见下表。 

表1-8 主控模块 

接口/指示灯 说明 

LAN1～LAN4 千兆数据网口，用于传输数据。 

10G_1、10G_2 万兆数据网口，用于传输数据。（选配） 

WEB 接口 管理网口，通过此网口登录 WEB 管理页面。 

USB 接口 USB 接口。 

PORT1、PORT2 连接扩展柜的 IN 接口。 

CONSOLE 串口，主要用于调试设备以及登录命令行界面。 

RUN RUN 灯亮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M/S 主控标志灯，灯亮表示为主控制器，灯灭表示为从控制器。 

ERR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CACHE  

预留接口，暂不可用。 

RST 长按 5 秒【RST】按键，系统（网络配置、用户密码、时间同步、邮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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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指示灯 说明 

等参数）恢复默认配置。 

1.7 ESS5024S/ESS5024S-R 

1.7.1 前面板 

图 1-14 标识了 ESS5024S/ESS5024S-R的硬盘插槽排列顺序。纵向由上往下依次递增，横向由左往右

依次递增，如下方通道所示的“21”、“22”、“23”、“24”。 

图1-14 ESS5024S/ESS5024S-R 前面板示意图（无面板） 

 

图1-15 ESS5024S/ESS5024S-R 前面板示意图（带面板） 

 

指示灯/按钮 说明 

电源按钮 按压一次电源按钮将开机。 

长按 5 秒关机。 

硬盘指示灯 硬盘被访问时蓝色闪烁。 

报警指示灯 红色闪烁：表示设备出现报警或异常状况。 

网络指示灯 蓝色闪烁：表示网络连接正常。 

面板锁 锁上后将面板固定，可防尘、防止硬盘被盗或是误插拔。 



 

产品概述 11 

1.7.2 后面板 

主柜连接外部设备部件的接口和位置如图 1-16 和图 1-17 所示。 

图1-16 ESS5024S 后面板示意图（单电源模式） 

 

图1-17 ESS5024S-R 后面板示意图（冗余电源模式） 

 

表1-9 后面板接口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1 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2 电源接口 连接交流电源。 

3 主控模块 有关各接口和指示灯的介绍，请见下表。 

表1-10 主控模块 

接口/指示灯 说明 

LAN1～LAN4 千兆数据网口，用于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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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指示灯 说明 

10G_1、10G_2 万兆数据网口，用于传输数据。（选配） 

WEB 接口 管理网口，通过此网口登录 WEB 管理页面。 

USB 接口 USB 接口。 

PORT1、PORT2 连接扩展柜的 IN 接口。 

CONSOLE 串口，主要用于调试设备以及登录命令行界面。 

RUN RUN 灯闪烁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M/S 主控标志灯，正常运行则灯亮，运行异常则灯灭。 

ERR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CACHE  

预留接口，暂不可用。 

RST 长按 5 秒【RST】按键，系统（网络配置、用户密码、时间同步、邮件报警

等参数）恢复默认配置。 

1.8 ESS5024D-R 

1.8.1 前面板 

图 1-18标识了ESS5024D-R 的硬盘插槽排列顺序。纵向由上往下依次递增，横向由左往右依次递增，

如下方通道所示的“21”、“22”、“23”、“24”。 

图1-18 前面板示意图（无面板） 

 

图1-19 前面板示意图（带面板） 

 



 

产品概述 13 

表1-11 前面板介绍 

指示灯/按钮 说明 

电源按钮 按压一次电源按钮将开机。 

长按 5 秒关机。 

硬盘指示灯 硬盘被访问时蓝色闪烁。 

报警指示灯 红色闪烁：表示设备出现报警或异常状况。 

网络指示灯 蓝色闪烁：表示网络连接正常。 

面板锁 锁上后将面板固定，可防尘、防止硬盘被盗或是误插拔。 

1.8.2 后面板 

ESS5024D-R 连接外部设备部件的接口和位置如图 1-20 所示。 

图1-20 后面板示意图 

 

 

表1-12 后面板接口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1 机箱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2 电源接口 连接交流电源。 

3 主控模块 有关各接口和指示灯的介绍，请见下表。 

4 电池&风扇盒 用于安装电池和机箱散热。 

表1-13 主控模块 

接口/指示灯 说明 

LAN1～LAN4 千兆数据网口，用于传输数据。 

10G_1、10G_2 万兆数据网口，用于传输数据。（选配） 

WEB 接口 管理网口，通过此网口登录 WEB 管理页面。 

USB 接口 USB 接口。 

PORT1、PORT2 连接扩展柜的 IN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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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指示灯 说明 

CONSOLE 串口，主要用于调试设备以及登录命令行界面。 

RUN RUN 灯亮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M/S 主控标志灯，灯亮表示为主控制器，灯灭表示为从控制器。 

ERR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CACHE  

预留接口，暂不可用。 

RST 长按 5 秒【RST】按键，系统（网络配置、用户密码、时间同步、邮件报警

等参数）恢复默认配置。 

1.9 ESS5048S/ESS5048S-R 

1.9.1 前面板 

图 1-21 标识了主柜的硬盘插槽排列顺序。纵向由上往下依次递增，横向由左往右依次递增，如下方

通道所示的“45”、“46”、“47”、“48”。 

图1-21 前面板示意图 

 

指示灯/按钮 说明 

电源按钮 按压一次电源按钮将开机。 

长按 5 秒关机。 

电源指示灯 蓝色：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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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按钮 说明 

硬盘指示灯 硬盘被访问时蓝色闪烁。 

报警指示灯 红色闪烁：表示设备出现报警或异常状况。 

网络指示灯 蓝色闪烁：表示网络连接正常。 

1.9.2 后面板 

主柜连接外部设备部件的接口和位置如图 1-22 和图 1-23 所示。 

图1-22 ESS5048S 后面板示意图（双电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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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ESS5048S-R 后面板示意图（四电源模式） 

 

表1-14 后面板接口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1 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2 从控模块 有关各接口和指示灯的介绍，请见表 1-16。 

3 电源接口 连接交流电源。 

4 主控模块 有关各接口和指示灯的介绍，请见表 1-15。 

表1-15 主控模块 

接口/指示灯 说明 

LAN1～LAN4 千兆数据网口，用于传输数据。 

10G_1、10G_2 万兆数据网口，用于传输数据。（选配） 

WEB 接口 管理网口，通过此网口登录 WEB 管理页面。 

USB 接口 USB 接口。 

PORT1、PORT2 连接扩展柜的 IN 接口。 

CONSOLE 串口，主要用于调试设备以及登录命令行界面。 

RUN RUN 灯闪烁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M/S 主控标志灯，正常运行则灯亮，运行异常则灯灭。 

ERR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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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指示灯 说明 

CACHE  

预留接口，暂不可用。 

RST 长按 5 秒【RST】按键，系统（网络配置、用户密码、时间同步、邮件报警等

参数）恢复默认配置。 

表1-16 从控模块 

接口/指示灯 说明 

CONSOLE 串口，主要用于调试设备以及登录命令行界面。 

RUN RUN 灯闪烁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M/S 从控标志灯，正常运行则灯灭，运行异常则灯亮。 

ERR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SPD SAS 速率指示灯。连线正常时，灯常亮表示运行速率未达到 6G，灯灭表示运行

速率达到 6G。 

 



 

入门操作 18 

2 入门操作 

2.1 安装硬盘 

注意事项 

 建议使用企业级硬盘。普通硬盘极易出现故障，从而导致数据的损毁。因使用非企业级硬盘导

致的设备稳定性问题，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同一台主柜或者扩展柜中，建议使用相同型号、相同容量的硬盘。 

安装硬盘 

 单控型网络存储设备支持的硬盘类型包括 SAS 硬盘和 SATA硬盘。 

 双控型网络存储设备支持的硬盘类型为 SAS 硬盘。 

将硬盘安装在抽取盒内，并拧紧螺钉，然后插入设备前面板硬盘插槽内。 

图2-1 硬盘插槽 

 

 

序号 部件名称 颜色 状态 

1 硬盘电源指示灯 绿色 硬盘已正确插入插槽并上电。 

红色 硬盘故障。 

2 硬盘读写指示灯 蓝灯闪烁 硬盘正在被访问。 

红灯闪烁 “开启硬盘指示灯”功能已开启。 

3 抽取盒把手 方便插入、取出抽取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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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插拔硬盘 

 

硬盘作为一种存储介质，存储着用户的重要数据，因此请避免频繁的插拔操作，以免因为操作不当

造成的数据丢失。 

设备未上电启动时，插拔硬盘一般不会对设备或者硬盘造成损伤。但是如果设备已经启动，且处于

工作状态，则请勿随意插拔硬盘。更多注意事项请参见“附录 3 热插拔磁盘”。 

2.3 安装前面板（可选） 

硬盘安装完成后，需将前面板安装到机身上，防止硬盘被盗或误插拔。 

步骤1 将前面板对准设备的前脸，确保锁孔都对准后，缓缓推入前面板。 

步骤2 确保前面板安装正确后，用钥匙将左右 2 侧的面板锁锁住。 

2.4 安装电池 

 

仅双控型主柜支持。 

步骤1 从设备上取出电池盒（BBU），使用螺丝刀将电池盒的上盖打开。 

步骤2 从包装箱的附件盒中取出电池，放入电池盒内，将电池插头插入电路板上的插座。 

步骤3 将电池盒的上盖盖好，并拧紧螺钉。 

步骤4 将电池盒插入设备并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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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电池安装示意图（16 盘位双控主柜） 

 

图2-3 电池安装示意图（24 盘位双控主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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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开机和关机 

开机 

如果主柜已对接扩展柜，请务必先启动扩展柜后，再启动主柜。 

步骤1 连接电源线。 

步骤2 （可选，若设备无后面板开关，请忽略此步骤）将设备后面板的电源开关置于“ON”的状

态。 

步骤3 按一下主柜前面板的电源按钮。 

关机 

如果主柜已对接扩展柜，请务必先关闭主柜，再关闭扩展柜。 

步骤1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主柜的 WEB 管理页面。详情请参见“3.1 登录”。 

步骤2 选择“系统管理 > 系统关闭”。 

步骤3 单击“系统关闭”。 

 

您可以单击“系统关闭”页面右上角的快捷图标以关闭系统。 

2.6 网络配置 

主柜出厂默认的 IP 地址是 192.168.0.111，可能与当前需要接入的网络环境的 IP 地址网段不一致。因

此，您可以通过 PC 登录到 WEB 管理页面修改主柜的 IP 地址，以使其接入当前网络环境，方便后

期的使用和维护。 

 

 ESS3116X 型号的设备不区分管理与数据网口，连接任意一个网口皆可。 

 双控型主柜出厂默认的 IP 地址分别是“CTRL1”主控板：192.168.0.111 和“CTRL2”主控板：

192.168.0.121。 

步骤1 PC 与主柜通过网络连接。连接的管理网口即控制器上的“WEB”网口。 

步骤2 修改 PC 的 IP 地址为 192.168.0.*网段，子网掩码 255.255.0.0，默认网关 192.1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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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Internet 协议（TCP/IP）属性 

 

步骤3 在 PC 的浏览器中输入设备出厂默认 IP 地址 192.168.0.111，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主柜的

WEB 管理页面（输入用户名：admin，密码：888888888888）。 

步骤4 选择“网络管理 > 网络配置”，单击“编辑”图标，修改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参

数项。 

 

登录 WEB 界面，需修改管理网口的 IP 地址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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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网络配置 

 

步骤5 单击“保存”。 

步骤6 验证 IP 地址修改是否成功。直接登录主柜的 WEB 页面，或者在PC 端执行 ping命令，例如：

ping 172.1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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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柜配置 

请首先设置好网络连接，以便通过 WEB 管理界面对设备进行管理和设置。 

 

主柜配置以 ESS5016S 为例，其他型号操作类似，具体显示界面以设备实际界面为准。 

3.1 登录 

首先，请参见“2.6 网络配置”将主柜连接到网络，再参照以下步骤登录WEB 管理界面。 

步骤1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主柜的 IP 地址，按回车键，系统显示登录页面如图 3-1 所示。 

步骤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3 单击“登录”。 

 

 主柜具备管理网口和数据网口，请务必以管理网口的 IP 地址登录 WEB 页面。 

 系统支持多种类型的用户，例如：admin、guest，详情请参见“3.2.3 用户管理”。 

图3-1 登录页面 

 

3.2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主要包括“系统信息”、“参数配置”、“用户管理”、“快速向导”、“机箱管理”、“性能监视”、

“系统升级”、“系统关闭”和“版本信息”。 

3.2.1 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页面显示的信息包括：主机名、系统时间、开机时间、机器型号、软件版本号、硬件

版本号、电源状态及 iSCSI 的服务状态。 

双控型主柜能显示双控制器的各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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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参数配置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进入“参数配置”页面，您可以设置主机名、系统日期、系统时间以及自动时间

同步功能。 

 

首次使用设备时，请检查系统日期和系统时间的准确性。 

图3-2 参数配置 

 

参数名 参数说明 

主机名 设置系统的名称。 

设备位置 备注设备的位置信息。 

日期 设置系统当前的日期。勾选“Enable”才能生效。 

时间 设置系统当前的时间。勾选“Enable”才能生效。 

启动自动同步设置 启动时间自动同步功能。 

服务器地址 填写时间服务器的 IP 地址。 

 

请确保时间服务器与设备之间网络互通，否则可能无法同步时间。 

时间间隔 请求和时间服务器进行同步操作的时间间隔。 

立即更新 当单击“立即更新”时，系统会立刻与时间服务器进行一次时间同步，

若失败会返回“从时钟服务器同步系统时间失败。”的提示。 

3.2.3 用户管理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进入“用户管理”页面，该页面显示当前用户数目及其相关信息，您可以编辑、

增加、删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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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类型 初始密码 用户管理

权限 

权限说明 

admin 888888888888 编辑、删

除、增加 

admin 系统管理员可以读写并删除网络存储设备

中所有的存储资源，可以对整个系统进行配置，

同时可以对普通用户访问共享目录的权限进行控

制。 

ftpuser 111111111111 编辑 “ftpuser”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guest”一样

的普通系统用户，又是系统出厂默认的 FTP 服务

用户。 

 

系统中有且仅有一个 FTP 用户，即 ftpuser。 

guest 666666666666 编辑 guest 只能进行有限的操作，例如：修改自己的密

码，查看机箱状态，并存取自己操作的日志记录。 

单击“注销登录”图标即可注销当前用户，实现切换用户。 

图3-3 用户管理 

 

编辑用户 

在“用户管理”页面单击“编辑”图标，系统显示修改用户密码页面，如图 3-4 所示。输入完成后，

单击“保存”。如果操作成功，则返回到“用户管理”页面，如果失败，则显示提示信息。 

 

系统管理员（admin）修改普通用户（例如 guest）的密码时，没有“输入旧密码”参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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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编辑用户 

 

增加用户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进入“用户管理”页面，单击“增加”，系统显示新增用户页面，如图 3-5 所示。 

在“增加用户”页面，输入用户名、选择用户类别、输入用户密码和确认密码，单击“保存”。 

 

系统只支持增加普通用户（例如：user01），权限与 guest 一致。 

图3-5 增加用户 

 

删除用户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进入“用户管理”页面，单击“删除”图标，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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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户的所有信息被完全删除，无法再用该用户名登录系统或者访问共享目录。 

 

如果用户已被指定为共享的有效用户，则不允许删除。 

3.2.4 快速向导 

快速向导的目的是指引您尽快应用设备，因此您只需按照快速向导操作中各个页面的提示信息，并

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对每个页面可选配置进行选择，然后单击“下一步”。 

请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快速向导”页面进行操作，详情请参见“4.1 快速向导”。 

3.2.5 机箱管理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机箱管理”页面，可以查看主柜和扩展柜的设备信息、温度状态、电压状

态和风扇状态。 

设备具备对机箱内各监测点的温度、电压、风扇状态进行自动监测的功能，并根据检测数据显示当

前的状态，详情请见下表。 

状态提示 状态说明 

OK 表示组件正常，无可知错误。 

Critical 表示组件出现严重错误。 

Noncritical 表示组件出现普通告警。 

Unrecoverable 表示组件出现不可修复的错误。 

Not installed 表示组件没有安装。 

Unknown 表示组件出现未知错误。 

Not available 表示组件不可用。 

Noaccess allowed 表示组件不可访问。 

3.2.6 性能监视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性能监视”页面，可以查看主柜的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网络使用率

以及 IO 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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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性能监视 

 

3.2.7 系统升级 

 

 进行升级操作之前须手动停止 iSCSI 服务、RAID 同步。 

 系统升级需要几分钟时间，请耐心等待升级完成，不要在升级过程中断开电源。 

升级主柜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进入“系统升级”页面，通过“选择主控制器升级文件”参数栏，升级主柜的系

统软件。单击“浏览”，选中升级文件，单击“升级”，如图 3-7 所示。升级完成后，请重新启动设

备。 

 

您可以在“机箱管理”的“设备信息”栏查看设备当前的软件版本是否为最新版本，以此判断升级

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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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系统升级 

 

升级扩展柜 

在“选择扩展柜”下拉列表框中选择需要升级的扩展柜，单击“浏览”，选中升级文件，再单击“升

级”，如图 3-7 所示。 

3.2.8 系统关闭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进入“系统关闭”页面，该页面提供两个基本功能：“关闭系统”和“重启系统”。

同时，在页面的右上角也有“关闭系统”和“重启系统”的快捷图标。 

双控型主柜含有 2 个控制器，单击“重启系统”，执行 2 个控制器交替重启；单击“强制重启”，2

个控制器同时重启。操作界面如图 3-8所示。 

图3-8 关闭系统、重启系统、强制重启（双控型主柜） 

 

3.2.9 版本信息 

在“版本信息”页面，可以查看各个模块的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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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网络管理 

3.3.1 网络配置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进入“网络配置”页面，在该页面可以查看“管理网口”、“数据网口”的状态，

编辑网口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等信息，绑定网卡等操作。 

 

 建议将管理网口和数据网口分别设置在不同的网络环境中。 

 数据网口必须接在千兆及以上的网络环境中。 

图3-9 网络配置 

 

ESS2016X 网口 

网口 网卡 主要功能 

管理网口 eth0 只能通过管理网口登录 WEB 界面。 

数据网口 eth1、eth2 通过数据网口读写数据。 

图3-10 ESS2016X 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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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3116X 网口 

ESS3116X 型号的设备不区分管理与数据网口，连接任意一个网口皆可。 

ESS50XXS/ESS50XXS-R/ESS50XXD-R 网口 

 

ESS50XXS/ESS50XXS-R/ESS50XXD-R，“XX”表示盘位数，即型号为 ESS5016S/ESS5016S-R、

ESS5024S/ESS5024S-R、ESS5048S/ESS5048S-R、ESS5016D-R、ESS5024D-R。 

网口 网卡 主要功能 

管理网口 eth0 只能通过管理网口登录 WEB 界面。 

数据网口 eth1、eth2、eth3、eth4、

10G_1、10G_2 

通过数据网口读写数据。 

图3-11 ESS50XXS/ESS50XXS-R/ESS50XXD-R 网口 

 

查看网卡状态 

在“网络配置”页面单击“状态”图标，系统显示网络状态页面，如图 3-12 所示。 

 

网口显示的数量，以实际设备为准，本文以 ESS5016S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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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网络状态 

 

编辑网卡信息 

在“网络配置”页面单击“编辑”图标，系统显示编辑网卡页面，如图 3-13 所示。 

图3-13 编辑网卡 

 

绑定网卡 

将物理网卡绑定成一个虚拟网卡，以提供负载均衡或者冗余，起到增加带宽的作用。当一个网卡坏

掉时，另一个网卡继续工作，从而保证业务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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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绑定网卡 

 

表3-1 绑定模式说明 

参数名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绑定模式 轮转模式 传输数据包顺序是依次传输，此模式增加了带宽，同时支持负载均衡

和容错能力。当有链路出问题，会把流量切换到正常的链路上。 

主备模式 一个端口处于主状态，一个处于从状态，所有流量都在主链路上处理，

从链路不会有任何流量。当主端口坏掉时，从端口接手主状态。 

LACP 模

式 

创建一个聚合组，它们共享同样的速率和双工设定。根据 802.3ad 规

范将多个 slave 工作在同一个激活的聚合体下。 

自适应模

式 

该模式包含适配器传输负载均衡功能，同时具有针对 IPv4 流量的接

收负载均衡，而且不需要任何交换机的支持。 

超大帧 启用 以超大帧模式传输数据，提高传输效率。 

 

为保证正常使用超大帧功能，需要链路中的交换机同样支持此功能。 

3.3.2 虚拟网络 

 

仅双控型主柜支持。 

虚拟网络专为配合 NAS 双控使用，虚拟 IP 可以在两个控制器之间漂移。相关配置与网络配置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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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虚拟网络 

 

3.4 磁盘管理 

3.4.1 磁盘信息 

“磁盘信息”页面显示当前系统内各物理磁盘的信息，包括：通道号、磁盘容量、磁盘状态、所属

RAID 组名称、使用状况、磁盘型号。 

3.4.1.1 主要信息 

 

 在“显示物理磁盘：”的下拉列表框可以选择查看扩展柜的磁盘信息。 

 显示的磁盘信息，设备型号不同显示的数量不同，请根据实际情况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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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磁盘信息 

 

开启/关闭硬盘指示灯 

单击 ，选择“开启硬盘指示灯”或者“关闭硬盘指示灯”，可以点亮或关闭设备上对应硬盘的指

示灯。 

初始化硬盘 

单击 ，选择“初始化硬盘”，可对空闲的硬盘进行初始化。 

初始化磁盘会给数据安全带来隐患，此功能必须谨慎使用。 

设置 MAID2.0 

单击“设置 MAID2.0”，开启硬盘休眠。 

硬盘休眠功能：如果硬盘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读写操作，硬盘盘片将根据设置自动停止旋转，以实

现节能和延长硬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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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硬盘休眠设置 

 

 

如果读写操作频繁，建议关闭硬盘休眠功能。否则硬盘经常性地停转和重新旋转，反而会缩短硬盘

寿命。 

增加热备盘 

本设备支持创建的热备盘为全局热备盘，即热备盘被所有 RAID 组共有，仅在使用时才占用实际的

物理磁盘空间。当 RAID 组内的磁盘损坏时，热备盘将自动顶替损坏的磁盘。 

 

 1 台设备最多只可添加 4 块热备盘。 

 主柜上建立的热备盘不能顶替与之相连的扩展柜上的坏盘，同理，扩展柜上的热备盘也不能顶

替主柜上的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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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增加热备盘 

 

移除热备盘 

在“移除热备盘”页面，选择需要移除磁盘后面的“选择”，然后单击“保存”，就可以将所选择的

磁盘从热备盘序列中移除，恢复“空闲”状态。 

检测和修复 

在空闲磁盘列表中选择需要检测的磁盘，单击“检测”，系统显示如图 3-19 所示。 

检测硬盘需要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检测完成后，磁盘如有错误，用户可以选择修复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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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检测和修复 

 

3.4.1.2 附加信息 

用户可以查看磁盘的接口类型、型号、转速、序列号及制造商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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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附加信息 

 

3.4.1.3 SMART 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磁盘状态”页面，查看各通道磁盘的各项状态以及 SMART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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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SMART 信息 

 

SMART（自我监控分析与报告技术）是一种磁盘诊断技术，用于提前发出磁盘故障警告。这种技术

使用户有机会在发生可能的磁盘故障之前采取行动，提醒用户备份或更换磁盘，有助于防止正在写

数据或重建磁盘时发生磁盘崩溃。 

单击“详情”，将弹出一个新的页面，里面包含了更详细的磁盘信息。 

3.4.2 RAID 配置 

以普通用户身份进入“RAID 配置”页面，仅具有查看的权限。而系统管理员具有查看、编辑、删除、

增加 RAID 组的权限。“RAID 配置”页面显示当前系统内各 RAID 组的信息，包括：组名、类型、

状态、组成磁盘、总容量、所属设备等。 

 

有关 RAID 的概念和等级的内容，请参见“附录 2RAID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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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RAID 配置 

 

状态参数 参数说明 

clean 表示该 RAID 组处于同步完成状态。 

degraded 表示该 RAID 组处于降级状态。 

recovering 表示该 RAID组处于恢复状态，其中[]里的数据表示已经恢复完成总容量的百分

比和同步的速度。 

resyncing 表示该 RAID组正在进行同步，其中[]里的数据表示已经同步完成总容量的百分

比和同步的速度。 

 

在 RAID 组同步过程中建议不要使用该组，即不要在该组上创建存储池及共享目

录。 

inactive 表示该 RAID 设备处于不可用状态。 

active 表示该 RAID 设备处于可用状态。 

增加 RAID 

在“RAID 配置”页面单击“增加”，系统显示创建 RAID 页面，如图 3-23 所示。 

 如果主柜连接了扩展柜，可在“所属设备”中进行选择。如果未连接扩展柜，则页面将不会显

示“所属设备”项。 

 “选择磁盘”参数栏仅显示可用的物理磁盘，已使用的磁盘或坏盘将不会被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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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增加 RAID 

 

 

“条带深度”参数项的取值影响设备的存储性能。请咨询技术支持人员后，再根据实际 I/O 数据写

入大小计算合适的取值。默认值为 16。 

RAID 类型 所需磁盘数目（单位：块） 

RAID0/JBOD 至少 2 块磁盘。 

RAID1 只能 2 块磁盘。 

RAID3 至少 3 块磁盘。 

RAID10 至少 4 块磁盘。 

RAID5 至少需要 3 块磁盘，建议 RAID5 组由 4 至 6 块磁盘组成。 

RAID6 至少需要 4 块磁盘。 

RAID50 至少 6 块磁盘。 

RAID60 至少 8 块磁盘。 

SRAID 至少需要 3 块磁盘。 

删除 RAID 

单击 ，选择“删除”，可以删除 RAID。 

删除操作共分以下三种情况： 

 如果 RAID 组当前没有被使用，即其上没有创建存储池，单击“删除”，可直接删除该 RAID 组。 

 如果 RAID 组当前正在被使用，其上已创建存储池，但是在存储池上没有创建共享目录，单击

“删除”，页面会提示“此 RAID 正被存储池所使用”。需要先把建立在该 RAID 组上的存储池

删除后，才可以删除该 RAID 组。 

 如果 RAID 组当前正在被使用，其上已创建存储池，并且在存储池上已创建用户卷，单击“删

除”，页面会提示“此 RAID 正被存储池所使用”，需要先把建立在相应存储池上的用户卷都删

除，然后把该存储池删除，最后才可以删除该 RAID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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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专属热备盘 

单击 ，选择“设置专属热备盘”，可以增加或者移除专属热备盘。 

图3-24 设置专属热备盘 

 

强制组装 

当开机时，RAID 没有组建起来，在 web 页面中显示“inactive”的失效状态，用户可以点击“强制

组装”，重新进行组装。 

开启/关闭定位灯 

单击 ，选择“开启定位灯”或者“关闭定位灯”，可以点亮或关闭设备上该 RAID 组对应硬盘的

指示灯。 

3.4.3 存储池配置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进入“存储池配置”页面，您可以增加、删除存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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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存储池配置 

 

增加存储池 

单击“增加”，系统显示“创建存储池”页面，如图 3-26 所示。 

构成存储池的设备类型可以为 RAID 组，也可以是单独的磁盘。 

如果主柜连接了扩展柜，则可在“所属设备”中进行选择；如果未连接扩展柜，则没有此参数项。 

图3-26 创建存储池 

 

删除存储池 

删除存储池操作共分以下两种情况： 

 如果该存储池上没有创建用户卷，单击对应的“删除”图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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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该存储池上已创建用户卷，请先删除用户卷后再单击“删除”图标，否则页面会提示“存

储池在用”。 

3.4.4 用户卷配置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进入“用户卷配置”页面，您可以增加、删除用户卷及扩容操作。 

图3-27 用户卷配置 

 

增加用户卷 

用户可以增加用户卷，分别设置用户名、卷类型、存储池和配置容量。 

卷类型分为普通卷和备份卷，备份卷可用于克隆。 

图3-28 创建用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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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用户卷 

用户可以删除用户卷。如果用户卷在使用中，则无法被删除。 

扩容用户卷 

单击 ，选择“扩容”，可以为用户卷扩容。本功能在用户卷未被使用时可用。 

图3-29 扩容 

 

修改用户卷名 

单击 ，选择“编辑”，可以为用户卷改名。本功能在用户卷未被使用时可用。 

图3-30 编辑用户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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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1 克隆 

 

双控型主柜暂不支持。 

克隆可以提供原有数据在某一时刻的完整数据状态。当克隆完毕之后，即使原有数据卷完全损坏，

克隆卷也可以完全恢复至原卷克隆时间点的数据状态。 

 

设置克隆前需满足以下条件： 

 存在与本用户卷容量大小一致的备份卷。 

 本用户卷已设置快照空间，具体设置请参见 3.5.3 快照配置。 

步骤1 单击 ，选择“设置克隆”。 

图3-31 设置克隆 

 

步骤2 勾选克隆卷，单击“保存”。 

步骤3 单击 ，选择“开始克隆”，系统开始克隆用户卷。 

如有必要，用户可以中途停止克隆，或者在完成后清除克隆。 

3.4.4.2 远程备份 

 

双控型主柜暂不支持。 

远程备份是指将远程设备建立备份卷，然后通过 iSCSI 映射至本地存储设备，然后将映射来的块设

备当做克隆备份卷。如果需要备份时，执行克隆操作，就可以将增量备份的数据拷贝至远程设备中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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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远程备份前需满足以下条件： 

 存在与本用户卷容量大小一致的备份卷。 

 本用户卷已设置快照空间，具体设置请参见 3.5.3 快照配置。 

 远程设备上已存在 iSCSI 共享，且容量大小一致。 

步骤1 单击 ，选择“设置远程备份”。 

图3-32 设置远程备份 

 

步骤2 输入远程备份地址，单击“下一步”。 

步骤3 选择备份的目标，单击“下一步。” 

步骤4 选择要备份的用户卷，单击“完成”。 

步骤5 单击 ，选择“开始远程备份”，系统开始远程备份用户卷。 

如有必要，用户可以中途停止远程备份，或者在完成后清除远程备份。 

3.5 卷高级管理 

 

双控型主柜暂不支持。 

3.5.1 精简池配置 

 

配置精简池前，请先配置存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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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管理员身份进入“精简池配置”页面，您可以增加、删除精简池以及扩容操作。 

图3-33 精简池配置 

 

增加精简池 

单击“增加”，系统显示“创建精简池”页面，如图 3-34 所示。 

图3-34 创建精简池 

 

删除精简池 

删除精简池操作共分以下两种情况： 

 如果该精简池上没有创建精简卷，单击对应的“删除”图标即可。 

 如果该精简池上已创建精简卷，请先删除精简卷后再单击“删除”图标，否则页面会提示“精

简池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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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精简池 

单击 ，选择“扩容”，可以为精简池扩容。 

图3-35 扩容 

 

3.5.2 精简卷配置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进入“精简卷配置”页面，您可以增加、删除精简卷。 

图3-36 精简卷配置 

 

增加精简卷 

单击“增加”，系统显示“创建精简卷”页面，如图 3-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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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7 创建精简卷 

 

删除精简卷 

用户可以删除精简卷。如果精简卷在使用中，则无法被删除。 

3.5.3 快照配置 

管理员在快照配置界面设置、扩容、清除快照空间，并手动快照或者设置自动快照的时间点。 

设置快照空间后，用户才可以在用户卷上进行克隆和远程备份操作。 

图3-38 快照配置 

 

快照的作用主要是能够进行在线数据备份与恢复。当原有数据发生损坏时，可以通过快照来进行快

速的数据恢复，将数据恢复至某个可用时间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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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快照空间 

用户可设置条带深度、用户卷以及容量。快照空间容量必须大于等于源卷容量。 

图3-39  

 

用户根据实际需要，可对快照空间扩容和清除。 

手动快照 

用户可根据需要手动快照，创建快照界面如图 3-40 所示。 

图3-40 创建快照 

 

自动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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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置的快照时间，自动触发自动快照。 

图3-41  

 

3.5.4 远程备份 

用户可在此界面查看远程备份的各项信息。具体配置操作请参见“3.4.4.2 远程备份”。 

图3-42 远程备份 

 



 

主柜配置 55 

3.6 iSCSI 管理 

3.6.1 iSCSI 配置 

iSCSI 管理主要是向用户提供 iSCSI 共享服务。在“iSCSI 配置”页面，您可以增加、删除 iSCSI。 

图3-43 iSCSI 配置 

 

增加 iSCSI 

 

在增加 iSCSI 前，请先创建用户卷，详情请见“3.4.4 用户卷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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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4 iSCSI 配置 

 

参数 说明 

共享名 由您自行设置，以便区分不同的 iSCSI 共享。 

用户卷 选择创建 iSCSI 共享的用户卷。 

块大小 设置共享的存储容量大小。 

缓存类型 分为回写和直写两种类型，精简卷只能选择直写。详细解释见页面

下方的说明。 

目标 iSCSI 卷对应的目标。用户可以选择用户卷单独对应一个目标，也可

以多个用户卷对应一个目标。具体配置请参见“目标配置”。 

删除 iSCSI 

在“iSCSI 配置”页面，单击“删除”图标，删除 iSCSI 共享。 

3.6.2 目标配置 

 

双控型主柜暂不支持。 

用户可在此界面查看并编辑目标配置的各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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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5 目标配置 

 

单击 ，选择“编辑”，对目标进行配置。 

图3-46 目标编辑 

 

CHAP 认证用户：设置加载 iSCSI 共享时，是否需要输入有效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详情请参见“4.2

创建共享目录”和“附录 4iSCSI Initiator”。 

3.6.3 iSNS 配置 

 

双控型主柜暂不支持。 

输入 iS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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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7 iSNS 配置 

 

3.7 NAS 管理 

3.7.1 共享配置 

“共享配置”页面显示 SAMBA、NFS、FTP、AFP 和 HTTP 的共享信息，您可以增加、修复和删除

共享目录。 

图3-48 共享配置 

 

表3-2 共享状态参数说明 

共享类型 状态参数 参数说明 

SAMBA共享 cifs 向 Windows 用户提供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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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类型 状态参数 参数说明 

NFS 共享 nfs 向 Linux用户提供共享服务。 

FTP 共享 ftp 既可向 Windows 用户提供共享服务，又可向 Linux 用户

提供共享服务。 

AFP 共享 afp 向苹果用户提供共享服务。 

HTTP http 向 http 用户提供共享。 

 

如果共享状态为“禁用”，则该目录处于非共享状态。 

增加共享目录 

 

 请先创建用户卷或精简卷，然后再增加共享目录。 

 AFP、HTTP 共享方式及多种共享方式功能，双控型主柜暂不支持。 

以管理员身份进入“共享配置”页面，单击“增加”，进入增加共享服务设置页面，如图 3-49所示。 

图3-49 共享配置 

 

表3-3 共享配置 

参数名 参数名 参数解释 

NAS 共享配置 用户卷名 系统管理员可以在用户卷菜单列表中任意选择一个用户

卷。 

NAS 目录 即用户卷中创建的共享文件夹名称。 

共享描述 对该目录中所存内容进行描述（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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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名 参数解释 

SAMBA 有效用户 选中的用户才有权限访问共享目录。如不选择有效用户，

则所有用户都具有访问权限 

NFS 有效 IP 允许连接该共享目录的客户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IP 地址可

以设置为一个固定 IP 或有效 IP 段。 

 设置固定 IP：只有固定的 IP 地址（例如：10.6.5.77）

才可以访问该 NFS共享目录，并且该用户的访问权限

为可读写。 

 设置有效 IP 段：在有效网段内（例如：IP 地址范围在

10.6.0.0～10.6.255.255）的所有Linux用户都可以访问

该 NFS 共享目录，访问权限为可读写。 

 

32 和 16 都为子网掩码的另一种表示方式，32 等同于

255.255.255.255；16 等同于 255.255.0.0。 

FTP 有效用户 选择有效用户，也可以不选，不选时只有 ftpuser 可以访问。 

 

FTP 功能中 ftpuser 具有超级用户功能，能管理所有 ftp 用

户创建的目录与文件，其他普通用户则不具有此功能，只

能管理本用户创建的目录与文件。 

AFP - 无需配置 

HTTP - 无需配置 

多种共享方式 - 为用户卷同时选择多种共享方式。 

修复共享目录 

如果共享目录的描述变为“文件系统挂载失败”，可单击对应的“修复”图标，修复共享目录。 

删除共享目录 

在共享配置主页面的共享列表中，在要删除的目录名后，单击对应的“删除”。删除后此目录不存在。 

3.7.2 FTP 配置 

以管理员身份进入“FTP 配置”页面。您可以对 FTP 共享服务进行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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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0 FTP 配置 

 

参数 说明 

传输速度 FTP 共享传输过程中的最大传输速度。 

 传输速度设置为 0（KB）：表示不对 FTP 共享传输过程中的传输速度

进行限制。 

 传输速度设置为 1000（KB）：表示每个链接的传输过程中传输速度

不超过 1000KB。 

每 IP 链接数 每个访问者（以 IP 为参考单位）同时访问 FTP 共享的最大链接数。 

总客户端数 所有访问者（以 IP 为参考单位）同时访问 FTP 共享的最大链接数。 

3.7.3 HTTP 访问 

 

双控型主柜暂不支持。 

用户可在此界面查看 HTTP 共享的各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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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 HTTP 访问 

 

单击“访问”，用户可在“共享操作”界面上传、下载和删除文件。 

图3-52 共享操作 

 

3.8 报警管理 

 在“报警管理”页面可以对邮件报警服务参数进行配置。当参数设置结束后，单击“保存”，再

单击“测试”，发件人会向收件人发送测试邮件，若测试成功，会显示“邮件报警测试发送成功”

的信息，同时收件人邮箱接收到系统发送的测试邮件，否则返回错误信息。 

 当“机箱管理”检测到异常情况，或者 RAID 组失效（inactive），如果已启用邮件报警，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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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动向接收者发送报警邮件；如果已启用蜂鸣器报警，则设备将发出蜂鸣般的声音以提醒操

作人员。 

 支持 SNMP 协议的第三方管理软件接入。提供可查询的内容包括系统信息、磁盘信息、RAID

信息等，TRAP 告警消息包括硬盘插拔、RAID 降级或失效。用户可下载 Mib 文件用于 SNMP

客户端的二次开发。 

图3-53 报警设置 

 

3.9 状态管理 

3.9.1 日志查看 

在“日志查看”页面，系统管理员可以对系统内所有日志记录进行检索、导出。普通用户只能检索

和导出自己操作的日志记录。 

参数名 参数说明 

检索全部 按时间前后顺序显示全部日志内容。 

检索前（N）条记

录 

检索一定数目的日志，所检索的日志是以当前时间为起点，向前检索 N 条记

录并显示。 

按日期检索 显示所设定的时间段内的日志内容。 

按类型检索 检索类型包括：“信息”、“警告”和“错误”。 

按关键词检索 输入关键词，并以此为检索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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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4 日志查看 

 

日志导出 

单击“导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保存”即可导出所有系统日志。日志具有如下特性： 

 根据用户权限的不同，导出日志的内容也不同。admin 用户为最高系统权限的用户，可以查看

并导出系统启动后的所有用户的全部操作记录，普通用户只能查看并导出自己的操作记录。 

 日志记录最多 1000 条，当超过 1000 条时，最新的日志将覆盖最早的日志。 

 

日志文件已加密，您无法自行打开。如果设备出现异常，您可以将导出的日志文件（例如：

log_packet.tar.gz.encod）发回我公司工程师，用以分析异常的原因。 

3.9.2 服务状况 

单击“状态管理>服务状态”即进入“服务状况”页面。“服务状况”页面主要显示当前用户访问 SAMBA

共享目录的基本情况，如图 3-55 所示。 

 客户端：显示当前访问 SAMBA共享目录的计算机名及其 IP 地址。 

 访问目录：正在访问的 SAMBA共享目录名称。 

 访问时间：访问具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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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5 服务状态页面 

 

3.9.3 恢复配置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进入“恢复配置”页面，在该页面可以进行“配置导出”、“配置导入”和“恢复

出厂配置”等操作。 

 

配置文件已加密，您无法自行打开。如果设备出现异常，您可以将导出的配置文件（例如：SysConf- 

log_packet.tar.gz.encode）发回我司工程师，用以分析异常的原因。 

图3-56 恢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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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恢复全部配置 系统恢复为出厂默认配置。 

恢复用户配置 除系统出厂默认的用户外，其余用户都将被删除。 

恢复网络配置 将网络参数恢复到出厂状态。 

恢复 NAS 配置 删除全部 NAS 共享。 

恢复 iSCSI 配置 删除全部 iSCSI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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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用功能 

4.1 快速向导 

使用须知 

如果您是首次使用设备或者不熟悉设备的相关操作，您可以参照以下步骤，尽快的熟悉设备的使用

流程。 

但是使用快速向导有如下条件限制： 

 主柜前面板槽位必须插满空闲可用硬盘，不能有空余槽位。 

 16 盘位设备默认创建 5 块盘、5 块盘、5 块盘 3 个 RAID5，剩下一块设置为全局热备盘。 

 24 盘位设备默认创建 9 块盘、9 块盘、5 块盘 3 个 RAID5，剩下一块设置为全局热备盘。 

 48 盘位设备默认创建 9 块盘、9 块盘、5块盘、9 块盘、9 块盘、5块盘 6 个 RAID5，剩下两块

设置为全局热备盘。 

如果您不想受快速向导的条件限制，可以参见“4.2 创建共享目录”，根据实际需要创建共享目录。 

4.2 创建共享目录 

本章通过以下示例指导您在刚组装好并且完成网络设置的网络存储系列产品上，快速地创建 SAMBA、

NFS、FTP、iSCSI 共享目录，以提供共享服务。 

4.2.1 创建 SAMBA 共享 

图4-1 创建 SAMBA共享流程图 

 

步骤1 登录 WEB 管理软件，详情请参见“3.1 登录”。 

步骤2 创建类别为“Samba/NFS/FTP”的系统用户，详情请参见“3.2.3 用户管理”。 

步骤3 增加 RAID 组，详情请参见“3.4.2RAID 配置”中的“增加 RAID”章节。 

步骤4 增加存储池，详情请参见“3.4.3 存储池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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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增加用户卷，详情请参见“3.4.4 用户卷配置”。 

步骤6 增加 SAMBA共享目录，详情请参见“3.7.1 共享配置”。 

1. 选择步骤 5 中创建的用户卷。 

2. 选择 SAMBA共享方式。 

3. 选择“有效用户”。 

4. 单击“保存”。 

创建好 SAMBA共享后，请参见“4.3.1访问 SAMBA共享目录”，访问 SAMBA共享目录里的内容。 

4.2.2 创建 NFS 共享 

创建 NFS共享过程与创建 SAMBA共享过程类似，只在共享目录配置和启动共享服务时略有不同。 

步骤1 请参见“4.2.1 创建 SAMBA共享”完成快速创建 NFS 共享。 

步骤2 请参见“3.7.1 共享配置”，在增加共享目录配置中，选择 NFS 共享方式。 

4.2.3 创建 FTP 共享 

创建 FTP 共享示例流程与创建 SAMBA、NFS 共享基本相同。 

因为该流程中大部分操作方法与创建 NAS共享﹑SAMBA共享相同，因此这里主要介绍不同的操作：

“共享配置”和“FTP 配置”。 

步骤1 请参见“4.2.1 创建 SAMBA共享”完成快速创建 FTP 共享。 

步骤2 请参见“3.7.1 共享配置”，在增加共享目录配置中，选择 FTP 共享方式。 

步骤3 配置传输速度、每 IP 链接数、总客户端数，详情请参见“3.7.2FTP 配置”。 

4.2.4 创建 iSCSI 共享 

图4-2 创建 iSCSI 共享流程图 

 

步骤1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admin）登录 WEB，详情请参见“3.1 登录”。 

步骤2 （可选步骤）增加 RAID 组，详情请参见“3.4.2RAID 配置”。 

步骤3 增加存储池。如果执行步骤 2 增加RAID 组，则可以在该 RAID 组上创建存储池。详情请参

见“3.4.3 存储池配置”。 

步骤4 增加用户卷，详情请参见“3.4.4 用户卷配置”。 

步骤5 增加 iSCSI 共享目录，详情请参见“3.6iSCSI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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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访问共享目录 

4.3.1 访问 SAMBA 共享目录 

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访问 SAMBA共享目录。 

步骤1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主柜的 IP 地址（例如：\\172.12.5.5）。 

步骤2 在弹出的登录对话框内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此处输入的有效用户名和密码，即在创建 SAMBA共享时选择的有效用户。如图 3-49 所示。 

图4-3 登录对话框 

 

当主柜接入集中监控管理软件平台时，可以将主柜上的 SAMBA 共享目录视作一块网络硬盘，并将

其映射为本地磁盘。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访问 SAMBA共享目录，如图 4-4 所示。 

步骤2 设置网络磁盘。鼠标右键选择“共享目录（如：HOST_SAMBA_md3）>映射网络驱动器>

选择驱动器盘符（A:—Z:）>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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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映射网络驱动器 

 

图4-5 映射网络驱动器 

 

步骤3 查看本地 PC 机磁盘。双击“我的电脑”，“网络驱动器”部分不为空，表明映射网络驱动器

成功。图 4-6显示 IP 地址为 172.12.5.5的网络存储系列产品提供 SAMBA服务，并且该设备

上的 SAMBA共享目录 HOST_SAMBA_md3 被映射到本地 PC 机，映射的盘符为“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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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网络驱动器 

 

 

此时共享目录 HOST_SAMBA_md3 相当于本地 PC 机的 Z 盘，集中监控管理软件平台可直接把存

储根路径设置为：“Z:/”。 

4.3.2 访问 NFS 共享目录 

在 Linux 环境下，用命令把 NFS 共享目录挂到 Linux 系统中的某个目录下，对该目录的内容进行访

问。 

步骤1 Linux用户挂载网络存储系列产品的NFS共享目录的前提条件为 Linux用户工作台和网络存

储系列产品的 NFS 服务都开启。 

步骤2 具体挂载命令（Linux用户端）如下： 

mount –t nfs 10.12.5.14:/mnt/pool1/DVRch2/DVRch2/home/user 

10.12.5.14：网络存储系列产品的 IP 地址； 

/mnt/pool1/DVRch2/DVRch2：网络存储系列产品中的 NFS 共享目录； 

/home/user：                      Linux用户端的挂载目录。 

步骤3 在结束 NFS 挂载使用后，需要用命令把卸载挂载，具体命令如下： 

umount  /home/user 

/home/user：   Linux用户端的挂载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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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访问 FTP 共享目录 

访问 FTP 共享目录有两种方式，建议您通过 FTP 软件访问 FTP 共享目录。 

 通过 FTP 软件访问 

在您的 PC 机器上，安装 FTP 软件实现 FTP 共享，如：LeapFTP、flashfxp 等等。 

 直接通过 IE 浏览器访问，如图 4-7。 

步骤1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主柜的 IP 地址。 

步骤2 在弹出的“登录身份”对话框内，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系统出厂默认的 FTP 用户名

为：ftpuser，系统默认的 FTP 用户名为：111111111111。 

图4-7 访问 FTP 共享目录登录界面 

 

4.3.4 访问 iSCSI 共享目录 

有关如何访问 iSCSI 共享目录的内容，请参见“附录 4iSCSI Init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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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扩展柜 

网络存储扩展柜是一款扩容设备，主要用于网络存储服务器（主柜）容量的扩展。 

将主柜与扩展柜对接，即相当于在主柜系统中增加了可用磁盘；而扩展柜的 WEB 操作及共享应用均

在主柜上进行。 

5.1 安装硬盘 

在扩展柜上安装硬盘的操作与主柜相同，因此您可以参见“2.1 安装硬盘”。 

5.2 ESS2016X-J 

5.2.1 前面板 

图5-1 扩展柜前面板 

 

序号 指示灯 说明 

1 电源按钮 系统开机后，蓝色灯亮。 

2 磁盘访问指示灯 磁盘被访问时蓝色灯亮。 

3 报警指示灯 温度高于阈值，或者风扇转速低于阈值蓝色灯亮，并有蜂鸣报警。 

4 网络访问灯 此指示灯预留，暂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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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后面板 

图5-2 扩展柜后面板 

 

序号 接口 接口介绍 

1 电源开关 接通或者切断设备电源。 

2 电源接口 用于连接交流电源。 

3 机箱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4 电源风扇 用于电源散热。 

5 IN 口指示灯 Link 灯亮表示 IN 口已连接主柜或者上一级扩展柜。 

Access 灯亮表示主柜正访问扩展柜内的磁盘。 

IN 口 IN 口连接主柜（例如：ESS2016X）或上一级扩展柜的 OUT 口，通过 IN

口访问扩展柜内的磁盘。 

6 串口 通过串口访问系统，主要用于调试设备。 

7 指示灯 RUN 灯亮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M/S 即主控标志灯，正常运行则灯亮，运行异常则灯灭。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SPD灯亮表示访问磁盘的速度异常；SPD灯灭表示访问磁盘的速度正常。 

8 OUT 口 OUT 口连接下一级扩展柜，以实现扩展柜级联。 

OUT 口指示

灯 

Link 灯亮表示 OUT 口已连接下一级设备。 

Access 灯亮表示 OUT 口有数据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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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SS3116S-J/ESS3116S-JR 

5.3.1 前面板 

图5-3 前面板 

 

表5-1 前面板说明 

指示灯 说明 

电源按钮 按压一次电源按钮将开机。 

长按 5 秒关机。 

硬盘指示灯 硬盘被访问时蓝色闪烁。 

报警指示灯 红色闪烁：表示设备出现报警或异常状况。 

网络指示灯 此指示灯预留，暂不支持。 

面板锁 锁上后将面板固定，可防尘、防止硬盘被盗或是误插拔。 

5.3.2 后面板 

ESS3116S-J 后面板主要有两种类型：单电源模式和冗余电源模式。这两种类型只是在电源模块和风

扇模块儿上有稍许差别，请您仔细核对自己设备的类型。 

ESS3116S-J 连接外部设备部件的接口和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5-4 ESS3116S-J 后面板（单电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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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ESS3116S-J 后面板（冗余电源模式） 

 

表5-2 后面板接口说明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1 电源接口 连接交流电源。 

2 机箱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3 电源风扇 用于电源散热。 

4 主控模块 有关各接口和指示灯的介绍，请见下表。 

5 机箱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6 电池盒 此插槽暂不启用。 

表5-3 主控模块 

接口/指示灯 说明 

IN 口指示灯 Link 灯亮表示 IN 口已连接主柜或者上一级扩展柜。 

Access 灯亮表示主柜正访问扩展柜内的磁盘。 

IN 口 IN 口连接主柜（例如：ESS5016S）或上一级扩展柜的 OUT 口，通过 IN 口

访问扩展柜内的磁盘。 

串口 通过串口访问 ESS3116S-J 系统，主要用于调试设备。 

指示灯 RUN 灯闪烁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M/S 即主控标志灯，正常运行则灯亮，运行异常则灯灭。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SPD 灯亮表示主柜与扩展柜之间的链路速率异常；SPD 灯灭表示正常。 

OUT 口 OUT 口连接下一级扩展柜，以实现扩展柜级联。 

OUT 口指示灯 Link 灯亮表示 OUT 口已连接下一级设备。 

Access 灯亮表示 OUT 口有数据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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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SS3116D-JR 

5.4.1 前面板 

图5-6 ESS3116D-JR 前面板 

 

表5-4 前面板说明 

指示灯 说明 

电源按钮 按压一次电源按钮将开机。 

长按 5 秒关机。 

硬盘指示灯 硬盘被访问时蓝色闪烁。 

报警指示灯 红色闪烁：表示设备出现报警或异常状况。 

网络指示灯 此指示灯预留，暂不支持。 

面板锁 锁上后将面板固定，可防尘、防止硬盘被盗或是误插拔。 

 

5.4.2 后面板 

ESS3116D-JR 连接外部设备部件的接口和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5-7 ESS3116D-JR 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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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后面板接口说明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1 电源接口 连接交流电源。 

2 机箱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3 主控模块 有关各接口和指示灯的介绍，请见下表。 

4 电池盒 此插槽暂不启用。 

表5-6 主控模块介绍 

接口/指示灯 说明 

IN 口指示灯 Link 灯亮表示 IN 口已连接主柜或者上一级扩展柜。 

Access 灯亮表示主柜正访问扩展柜内的磁盘。 

IN 口 IN 口连接主柜（例如：ESS5016D-R）或上一级扩展柜的 OUT 口，通过 IN

口访问扩展柜内的磁盘。 

串口 通过串口访问 ESS3116D-JR 系统，主要用于调试设备。 

指示灯 RUN 灯闪烁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M/S 即主控标志灯，正常运行则灯亮，运行异常则灯灭。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SPD 灯亮表示主柜与扩展柜之间的链路速率异常；SPD 灯灭表示正常。 

OUT 口 OUT 口连接下一级扩展柜，以实现扩展柜级联。 

OUT 口指示灯 Link 灯亮表示 OUT 口已连接下一级设备。 

Access 灯亮表示 OUT 口有数据访问。 

5.5 ESS3124S-J/ESS3124S-JR 

5.5.1 前面板 

图5-8 前面板 

 

表5-7 前面板说明 

指示灯 说明 

电源按钮 按压一次电源按钮将开机。 

长按 5 秒关机。 

硬盘指示灯 硬盘被访问时蓝色闪烁。 

报警指示灯 红色闪烁：表示设备出现报警或异常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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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说明 

网络指示灯 此指示灯预留，暂不支持。 

面板锁 锁上后将面板固定，可防尘、防止硬盘被盗或是误插拔。 

5.5.2 后面板 

扩展柜后面板主要有两种类型：ESS3124S-J 单电源模式和ESS3124S-JR 冗余电源模式。这两种类型

只是在电源模块和风扇模块儿上有稍许差别，请您仔细核对自己设备的类型。 

扩展柜连接外部设备部件的接口和位置如图 5-9 和图 5-10 所示。 

图5-9 ESS3124S-J 后面板（单电源模式） 

 

图5-10 ESS3124S-JR 后面板（冗余电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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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后面板接口说明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1 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2 电源接口 连接交流电源。 

3 主控模块 有关各接口和指示灯的介绍，请见下表。 

表5-9 主控模块 

接口/指示灯 说明 

IN 口指示灯 Link 灯亮表示 IN 口已连接主柜或者上一级扩展柜。 

Access 灯亮表示主柜正访问扩展柜内的磁盘。 

IN 口 IN 口连接主柜（例如：ESS5024S）或上一级扩展柜的 OUT 口，通过 IN 口

访问扩展柜内的磁盘。 

串口 通过串口访问 ESS3124S-J 系统，主要用于调试设备。 

指示灯 RUN 灯闪烁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M/S 即主控标志灯，正常运行则灯亮，运行异常则灯灭。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SPD 灯亮表示主柜与扩展柜之间的链路速率异常；SPD 灯灭表示正常。 

OUT 口 OUT 口连接下一级扩展柜，以实现扩展柜级联。 

OUT 口指示灯 Link 灯亮表示 OUT 口已连接下一级设备。 

Access 灯亮表示 OUT 口有数据访问。 

5.6 ESS3124D-JR 

5.6.1 前面板 

图5-11 ESS3124D-JR 前面板 

 

表5-10 前面板说明 

指示灯 说明 

电源按钮 按压一次电源按钮将开机。 

长按 5 秒关机。 

硬盘指示灯 硬盘被访问时蓝色闪烁。 

报警指示灯 红色闪烁：表示设备出现报警或异常状况。 

网络指示灯 此指示灯预留，暂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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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说明 

面板锁 锁上后将面板固定，可防尘、防止硬盘被盗或是误插拔。 

5.6.2 后面板 

ESS3124D-JR 连接外部设备部件的接口和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5-12 ESS3124D-JR 后面板 

 

表5-11 后面板接口说明 

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说明 

1 机箱风扇 用于机箱散热。 

2 电源接口 连接交流电源。 

3 主控模块 有关各接口和指示灯的介绍，请见下表。 

表5-12 主控模块介绍 

接口/指示灯 说明 

IN 口指示灯 Link 灯亮表示 IN 口已连接主柜或者上一级扩展柜。 

Access 灯亮表示主柜正访问扩展柜内的磁盘。 

IN 口 IN 口连接主柜（例如：ESS5024D-R）或上一级扩展柜的 OUT 口，通过 IN

口访问扩展柜内的磁盘。 

串口 通过串口访问 ESS3124D-JR 系统，主要用于调试设备。 

指示灯 RUN 灯闪烁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M/S 即主控标志灯，正常运行则灯亮，运行异常则灯灭。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SPD 灯亮表示主柜与扩展柜之间的链路速率异常；SPD 灯灭表示正常。 

OUT 口 OUT 口连接下一级扩展柜，以实现扩展柜级联。 

OUT 口指示灯 Link 灯亮表示 OUT 口已连接下一级设备。 

Access 灯亮表示 OUT 口有数据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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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SS3148S-J/ESS3148S-JR 

5.7.1 前面板 

图5-13 前面板 

 

序号 指示灯 说明 

1 电源按钮 按压一次电源按钮将开机。 

长按 5 秒关机。 

2 电源指示灯 蓝色：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3 硬盘指示灯 硬盘被访问时蓝色闪烁。 

4 报警指示灯 红色闪烁：表示设备出现报警或异常状况。 

5 网络指示灯 暂未使用。 

5.7.2 后面板 

扩展柜后面板主要有两种类型：ESS3148S-J 双冗余电源模式和ESS3148S-JR 四冗余电源模式。这两

种类型只是在电源模块和风扇模块儿上有稍许差别，请您仔细核对自己设备的类型。 

扩展柜连接外部设备部件的接口和位置如图 5-14 和图 5-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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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ESS3148S-J 后面板（双冗余电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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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ESS3148S-JR 后面板（四冗余电源模式） 

 

表5-13 扩展柜后面板接口说明 

序号 接口 描述 

1 风扇 对扩展柜进行散热。 

2 从控模块 有关各接口和指示灯的介绍，请见表 5-15。 

3 电源接口 用于连接交流电源。 

 

冗余电源被拔出时、设备有蜂鸣报警。主板和背板的温度

和电压检测点超过设定的阈值时，设备有蜂鸣报警。 

4 主控模块 有关各接口和指示灯的介绍，请见表 5-14。 

表5-14 主控模块 

接口/指示灯 说明 

IN 口指示灯（LINK、

ACCESS） 

IN 口指示灯 

 LINK 灯亮表示 IN 口已连接主柜或者上一级扩展柜。 

 ACCESS 灯亮表示主柜正访问扩展柜内的磁盘。 

IN 口 IN 口连接主柜（例如：ESS5048S）或上一级扩展柜的 OUT 口，通

过 IN 口访问扩展柜内的磁盘。 

CONSOLE 串口 通过串口访问扩展柜系统，主要用于调试设备。 

RUN RUN 灯亮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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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指示灯 说明 

M/S M/S 即主控标志灯，正常运行则灯亮，运行异常则灯灭。 

ERR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SPD SPD 灯亮表示访问磁盘的速度异常；SPD灯灭表示访问磁盘的速度

正常。 

OUT 口 OUT 口连接下一级扩展柜，以实现扩展柜级联。 

OUT 口指示灯（LINK、

ACCESS） 

LINK 灯亮表示 OUT 口已连接下一级设备。 

ACCESS 灯亮表示 OUT 口有数据访问。 

表5-15 从控模块 

接口/指示灯 说明 

CONSOLE 串口 通过串口访问扩展柜系统，主要用于调试设备。 

RUN RUN 灯亮表示设备已上电，正在运行。 

M/S M/S 即从控标志灯，正常运行则灯灭，运行异常则灯亮。 

ERR ERR 灯亮表示系统有异常情况；ERR 灯灭表示系统运行正常。 

 

从控模块的 ERR 只检测从控主板模块，不对背板的电压、温度和风

扇进行检测。 

SPD SPD 灯亮表示访问磁盘的速度异常；SPD灯灭表示访问磁盘的速度

正常。 

5.8 扩展柜级联 

5.8.1 级联关系表 

5.8.1.1 单控设备 

单控制器扩展柜只拥有 1 个主控模块，只能对接单控制器主柜设备。 

以下为单控设备可对接的主柜产品以及主柜级联扩展柜的最佳数量和最大硬盘数。 

表5-16 单控级联关系表 

扩展柜 

主柜 
ESS2016X-J ESS3116S-J ESS3124S-J ESS3148S-J 

ESS2016X 
数量 2 2 2 1 

磁盘数 48 48 64 64 

ESS5016S 
数量 4 4 4 2 

磁盘数 80 80 112 112 

ESS5024S 
数量 4 4 4 2 

磁盘数 88 88 120 120 

ESS5048S 
数量 3 3 3 1 

磁盘数 96 96 120 96 

ESS5064S 
数量 2 2 2 1 

磁盘数 96 96 11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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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S5000 
数量 2 2 2 1 

磁盘数 48 48 64 64 

EVS7024S 
数量 4 4 4 2 

磁盘数 88 88 120 120 

EVS7048S 
数量 3 3 3 1 

磁盘数 96 96 120 96 

5.8.1.2 双控设备 

双控制器扩展柜拥有 2 个主控模块，只能对接双控制器主柜设备。 

以下为双控设备可对接的主柜产品以及主柜级联扩展柜的最佳数量和最大硬盘数。 

表5-17 双控级联关系表 

扩展柜 

主柜 
ESS3116D-J ESS3124D-J 

ESS5016D 
数量 4 4 

磁盘数 80 112 

ESS5024D 
数量 4 4 

磁盘数 88 120 

ESS5064D 
数量 2 2 

磁盘数 96 112 

EVS7024D 
数量 4 4 

磁盘数 88 120 

5.8.2 级联示意图 

5.8.2.1 单控设备级联示意图 

图 5-16 以 ESS2016X 对接 ESS2016X-J 为例。 

图 5-17 以 ESS50XXS 系列产品对接 ESS31XXS-J 系列产品为例。 

如果对接 EVS 系列产品，请将扩展柜的 IN 口与主柜的 SAS 口相连，连接方式可参考下图。 

 

扩展柜主控模块与主柜主控模块必须一一对应，用 SAS 线连接。请勿错连或者漏连，否则扩展柜将

无法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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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扩展柜级联示意图（ESS2016X 对接 ESS2016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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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 扩展柜级联示意图（ESS50XXS 对接 ESS31XXS-J） 

 

5.8.2.2 双控设备级联示意图 

图 5-18 以 ESS50XXD 系列产品对接ESS31XXD-JR 系列产品为例。 

如果对接 EVS 系列产品，请将扩展柜的 IN 口与主柜的 SAS 口相连，连接方式可参考下图。 

 

扩展柜主控模块与主柜主控模块必须一一对应，用 SAS 线连接。请勿错连或者漏连，否则扩展柜将

无法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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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 扩展柜级联示意图（ESS50XXD 对接 ESS31XXD-JR） 

 

5.9 开机和关机 

开机 

在主柜与扩展柜连用的情况下，请务必先启动扩展柜后，再启动主柜。 

步骤1 连接电源线。 

步骤2 （可选，若设备无后面板开关，请忽略此步骤）将扩展柜后面板的电源开关置于“ON”的

状态。 

步骤3 按一下扩展柜前面板的电源按钮。蓝色灯亮表示已正常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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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等待设备启动。后面板 RUN 灯闪烁表示启动成功。 

步骤5 在保证已经连接 SAS 线缆后，启动主柜。 

关机 

在主柜与扩展柜连用的情况下，请务必先关闭主柜，再关闭扩展柜。 

步骤1 请务必先关闭主柜，详情见参见“2.5 开机和关机”。 

步骤2 再长按电源按钮关闭扩展柜。 

 

请勿在主柜运行时强行关闭扩展柜或插拔它们之间相连的 SAS 线缆，否则将导致扩展柜上RAID 配

置和数据丢失。 

5.10 扩展柜配置 

配置扩展柜的磁盘及共享应用等操作，均在主柜 WEB 管理页面进行。 

下表列举了几种常见的配置操作以供参考，详情请参见主柜 WEB 页面的介绍。 

参数项 参数配置 

磁盘信息 在“磁盘信息”页面，查看扩展柜的磁盘信息。 

增加 RAID 在“RAID 配置”页面，可以选择在扩展柜上创建 RAID 组。 

增加存储池 在“存储池配置”页面，可以选择在扩展柜上创建存储池。 

增加用户卷 在“用户卷配置”页面，可以选择在扩展柜的存储池上创建用户卷。 

iSCSI 管理 在“iSCSI 配置”页面，可以选择在扩展柜的用户卷上创建 iSCSI 共享。 

共享配置 在“NAS 管理 > 共享配置”页面，可以选择扩展柜上的用户卷。 

5.11 扩展柜升级 

注意事项 

 升级扩展柜之前，建议您将硬盘中的重要数据做好备份。 

 登录主柜的 WEB 界面，手动停止扩展柜上的所有共享服务，以及 RAID 同步。 

 准备好升级主程序。 

升级步骤 

扩展柜的升级操作均在主柜的 WEB 页面进行，因此请先用 SAS 线缆将扩展柜与主柜对接。本文以

扩展柜对接主柜（ESS3116D）为例进行介绍。 

步骤1 在 PC的浏览器中输入主柜的 IP 地址，以管理员身份登录主柜的WEB 页面，详情请参见“3.1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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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选择“系统管理>系统升级”，选择扩展柜型号，如图 5-19 所示。 

步骤3 单击“浏览”，选择要升级的程序（请提前将升级主程序存放于 PC）。 

步骤4 单击“升级”。系统弹出升级确认提示框，再单击“确定”。 

图5-19 升级扩展柜 

 

步骤5 系统升级约耗时 1 分钟，请您耐心等待。 

步骤6 升级成功后，根据系统提示，先关闭主柜，再重新启动扩展柜设备，最后再开启主柜。 

验证升级结果 

升级结束后，选择“系统管理>机箱管理”，在“显示信息”下拉列表中选中扩展柜。您可以在“设

备信息”中查看当前设备的“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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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规格 附录1

附录1.1 主柜规格（ESS2016X） 

型号 ESS2016X 

系统 主处理器 多核专用存储 CPU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电源模式 单电源模式 

风扇 冗余双滚珠轴承风扇，MTBF＞10 万小时 

主板 服务器级（支持 7x24 小时运行） 

内存 标配 4G 

机箱 整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 1.2mm 的加厚热镀锌钢板；自主专利的抽

拉式硬盘架。 

配置界面 WEB GUI 

存储协议 存储协议 iSCSI、NFS、CIFS、SAMBA、FTP 

视频性能 视频接入 128 路 2Mbps 

数据管理 硬盘个数 16 个硬盘，支持 SAS、SATA硬盘、支持 4T 硬盘 

RAID 模式 RAID0、1、5、6、10、50、60、JBOD、Hot-Spare（热备）、单盘模

式 

硬盘安装 独立硬盘支架，支持硬盘热插拔 

硬盘热备 支持专属热备盘、全局热备盘 

扩展柜 最大支持两级扩展 

网络接口 管理网口 1 个 10/100/1000Mbps 以太网口 

数据网口 2 个 10/100/1000Mbps 以太网口 

其他 电源 100V～240V AC，50Hz～60Hz 

整机功耗 小于 200W（不含硬盘） 

尺寸 488mm×133mm×472mm（宽×高×深） 

安装方式 标准 19 英寸机架式安装 

重量 15kg（不含硬盘）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工作环境湿度 10%～80%（非凝露） 

储存环境温度 -20℃～70℃ 

储存环境湿度 5%～90%（非凝露） 

工作海拔 -60m～5000m 

附录1.2 主柜规格（ESS3116X） 

型号 DH-ESS3116X-NS 

DH-ESS3116X-NR 

DH-ESS3116X-ES 

DH-ESS3116X-ER 

系统 主处理器 64位多核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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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DH-ESS3116X-NS 

DH-ESS3116X-NR 

DH-ESS3116X-ES 

DH-ESS3116X-ER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 

电源 支持 1+1冗余电源（-NR/ER）/单电源（-NS/ES） 

风扇 冗余双滚珠轴承风扇，MTBF＞10万小时，支持在线更换 

主板 服务器级（支持 7x24小时运行） 

内存 服务器级（带 ECC 校验）, 内存标配 4G, 最大支持 8G 

机箱 整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 1.2mm 的加厚热镀锌钢板；自主专利的抽

拉式硬盘架。 

配置界面 WEB GUI 

存储协议 存储协议 SAMBA、NFS、iSCSI、CIFS、FTP、HTTP、AFP 

视频性能 视频接入 192路 D1(2Mb)，96路 720P(4Mb)，48路 1080P(8Mb) 

数据管理 硬盘个数 16个 SATAⅡ硬盘（3T,4T硬盘支持） 

Raid模式 RAID0、1、3、5、6、10、50、60、SRAID、JBOD、Hot-Spare（热备）、

单盘模式 

硬盘安装 独立硬盘支架，支持硬盘热插拔 

数据保护 支持快照、克隆、远程灾备 

硬盘热备 支持全局热备盘 

扩展柜 不支持 最大支持 4级扩展 

网络接口 网口个数 4个 10/100/1000Mbps以太网口 

网口特性 负载均衡、绑定，或 4个独立千兆网口 

其他 电源 100V～240V AC， 47～63Hz 

整机功耗 小于 200W（不含硬盘）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工作环境湿度 10%～80%（非凝露） 

储存环境温度 -20℃～70℃ 

储存环境湿度 5%～90%（非凝露） 

工作海拔 -60m～5000m 

尺寸 448mm×133mm×472mm（宽×高×深） 

重量 19.5kg(单电源不含硬盘)；19.6kg(双电源不含硬盘)； 

安装方式 标准 19英尺机架式安装 

附录1.3 主柜规格（ESS5016S/ESS5016S-R） 

型号 ESS5016S ESS5016S-R 

系统 主处理器 多核存储专用 64 位 CPU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 

电源模式 400W，单电源 400W，1+1冗余电源，支持在线更换 

风扇 冗余双滚珠轴承风扇，MTBF＞10 万小时 

主板 服务器级（支持 7x24 小时运行） 

内存 标配 4G，带 ECC 校验，最大支持 8G 

机箱 整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 1.2mm 的加厚热镀锌钢板；自主专利的抽

拉式硬盘架，符合 SBB2.0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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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ESS5016S ESS5016S-R 

配置界面 WEB GUI、集中管理软件 

存储协议 存储协议 SAMBA、NFS、iSCSI、CIFS、FTP、HTTP、AFP 

视频性能 视频接入 320 路 2Mbps 

数据管理 硬盘个数 16 个硬盘，支持 SAS、SATA 硬盘，支持 6T 硬盘，支持 2.5英寸硬

盘 

RAID 模式 Raid0、1、3、10、5、6、50、60、SRAID、JBOD、单盘模式 

硬盘安装 独立硬盘支架，支持硬盘热插拔 

数据保护 支持快照、克隆、远程灾备 

绿色节能 支持 MAID2.0磁盘休眠功能 

硬盘热备 支持全局热备盘、专属热备盘 

扩展柜 最大支持四级级联 

网络接口 管理网口 1 个 10/100/1000Mbps 以太网口 

数据网口 4 个 10/100/1000Mbps 以太网口，支持多网口绑定、负载均衡；可扩

展 4 个千兆数据口或 2 个万兆数据口 

其他 电源 100V～240V AC，60Hz/50Hz 

整机功耗 小于 250W（不含硬盘） 

尺寸 448mm×133mm×472mm（宽×高×深，不含面板） 

安装方式 标准 19 英寸机架式安装 

重量 24kg（不含硬盘） 24.2kg（不含硬盘）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工作环境湿度 10%～80%（非凝露） 

储存环境温度 -20℃～70℃ 

储存环境湿度 5%～90%（非凝露） 

工作海拔 -60m～5000m 

附录1.4 主柜规格（ESS5016D-R） 

型号 ESS5016D-R 

系统 控制器 双控制器架构 

主处理器 2个 Intel多核处理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 

电源模式 500W，1+1冗余，支持在线更换 

风扇 冗余双滚珠轴承风扇，MTBF＞10万小时 

主板 服务器级（支持 7x24小时运行） 

内存 标配 16G，带 ECC校验，可扩展至 32GB 

机箱 整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 1.2mm 的加厚热镀锌钢板；自主专利的抽

拉式硬盘架，符合 SBB2.0 规范。 

配置界面 WEB GUI 

存储协议 存储协议 iSCSI，SAMBA，NFS，FTP，AFP，HTTP、CIFS 

视频性能 视频接入 400路 2Mbps 

数据管理 硬盘个数 16个硬盘，支持 SAS/SATA（需配转接板）/SSD硬盘、支持 6T硬盘 

RAID模式 Raid0、1、3、10、5、6、50、60、SRAID、JBOD、单盘模式 

硬盘安装 独立硬盘支架，支持硬盘热插拔 



 

技术规格  95 

型号 ESS5016D-R 

扩展柜 支持双控制器架构扩展柜；最大支持四级级联 

数据保护 支持掉电保护 

绿色节能 支持 MAID2.0磁盘休眠功能 

硬盘热备 支持全局热备盘、专属热备盘 

网络接口 管理网口 2个千兆以太网口 

数据网口 8个千兆以太网口，支持多网口绑定、负载均衡；可扩展 8个千兆数

据口或 4个万兆数据口 

其他 电源 100V~240V AC，60Hz/50Hz 

整机功耗 小于 250W（不含硬盘） 

尺寸 448mm×133mm×472mm（宽×高×深，不含面板） 

安装方式 标准 19英寸机架式安装 

重量 30kg（不含硬盘）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工作环境湿度 10%～80%（非凝露） 

储存环境温度 -20℃～70℃ 

储存环境湿度 5%～90%（非凝露） 

工作海拔 -60m～5000m 

附录1.5 主柜规格（ESS5024S/ESS5024S-R） 

型号 ESS5024S ESS5024S-R 

系统 主处理器 多核存储专用 64 位 CPU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 

电源模式 500W，单电源 500W，1+1冗余电源，支持在线更换 

风扇 冗余双滚珠轴承风扇，MTBF＞10 万小时 

主板 服务器级（支持 7x24 小时运行） 

内存 标配 4G，带 ECC校验，最大支持 8G 

机箱 整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 1.2mm 的加厚热镀锌钢板；自主专利的抽

拉式硬盘架，符合 SBB2.0 规范。 

配置界面 WEB GUI 

存储协议 存储协议 SAMBA、NFS、iSCSI、CIFS、FTP、HTTP、AFP 

视频性能 视频接入 320 路 2Mbps 

数据管理 硬盘个数 24 个硬盘，支持 SAS、SATA硬盘，最大支持 6T 硬盘，支持 2.5英

寸硬盘 

RAID 模式 RAID0、RAID1、RAID3、RAID5、RAID6、RAID10、RAID50、RAID60、

JBOD、SRAID，单盘模式；支持全局热备盘 

硬盘安装 独立硬盘支架，支持硬盘热插拔 

数据保护 支持快照、克隆、远程灾备 

绿色节能 支持 MAID2.0磁盘休眠功能 

硬盘热备 支持全局热备盘，专属热备盘 

扩展柜 最大支持四级扩展 

网络接口 管理网口 1 个 10/100/1000Mbps 以太网口 

数据网口 4 个 10/100/1000Mbps 以太网口，支持多网口绑定、负载均衡；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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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ESS5024S ESS5024S-R 

展 4 个千兆数据口或 2 个万兆数据口 

其他 电源 100V~240V AC，60Hz/50Hz 

整机功耗 小于 250W 

尺寸 446mm×175mm×495mm（宽×高×深，不含面板） 

安装方式 标准 19 英寸机架式安装 

重量 26.7kg（不含硬盘） 26.8kg（不含硬盘）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工作环境湿度 10%～80%（非凝露） 

储存环境温度 -20℃～70℃ 

储存环境湿度 5%～90%（非凝露） 

工作海拔 -60m～5000m 

附录1.6 主柜规格（ESS5024D-R） 
型号 ESS5024D-R 

系统 控制器 双控制器架构 

主处理器 2个 Intel多核处理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 

电源模式 500W，1+1冗余，支持在线更换 

风扇 冗余双滚珠轴承风扇，MTBF＞10万小时 

主板 服务器级（支持 7x24小时运行） 

内存 标配 16G，带 ECC校验，可扩展至 32GB 

机箱 整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 1.2mm 的加厚热镀锌钢板；自主专利的抽

拉式硬盘架，符合 SBB2.0 规范。 

配置界面 WEB GUI 

存储协议 存储协议 SAMBA、NFS、iSCSI、CIFS、FTP、HTTP、AFP 

视频性能 视频接入 400路 2Mbps 

数据管理 硬盘个数 24 个硬盘，支持 SAS/SATA（需配转接板）/SSD 硬盘、最大支持 6T

硬盘 

RAID模式 Raid0、1、3、10、5、6、50、60、SRAID、JBOD、单盘模式 

硬盘安装 独立硬盘支架，支持硬盘热插拔 

扩展柜 支持双控制器架构扩展柜；最大支持四级级联 

数据保护 支持掉电保护 

绿色节能 支持 MAID2.0磁盘休眠功能 

硬盘热备 支持全局热备盘，专属热备盘 

网络接口 管理网口 2个千兆以太网口 

数据网口 8个千兆以太网口，支持多网口绑定、负载均衡；可扩展 8个千兆数

据口或 4个万兆数据口 

其他 电源功耗 100V~240V AC，60Hz/50Hz 

整机功耗 小于 300W（不含硬盘） 

尺寸 446mm×178mm×495mm（宽×高×深，不含面板） 

安装方式 标准 19英寸机架式安装 

重量 34kg（不含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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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ESS5024D-R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工作环境湿度 10%～80%（非凝露） 

储存环境温度 -20℃～70℃ 

储存环境湿度 5%～90%（非凝露） 

工作海拔 -60m～5000m 

附录1.7 主柜规格（ESS5048S/ESS5048S-R） 

型号 ESS5048S ESS5048S-R 

系统 主处理器 多核存储专用 64 位 CPU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 

电源模式 2×500W 冗余电源，支持在线更

换 

4×400W 冗余电源，支持在线更换 

风扇 冗余双滚珠轴承风扇，MTBF＞10 万小时 

主板 服务器级（支持 7x24 小时运行） 

内存 标配 4G，最大支持 8G 

机箱 整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 1.2mm 的加厚热镀锌钢板；自主专利的抽

拉式硬盘架，符合 SBB2.0 规范。 

配置界面 WEB GUI 

存储协议 存储协议 SAMBA、NFS、iSCSI、CIFS、FTP、HTTP、AFP 

视频性能 视频接入 320 路 2Mbps 

数据管理 硬盘个数 48 个硬盘，支持 SAS、SATA硬盘，支持 4T 硬盘，支持 2.5英寸硬

盘 

RAID 模式 RAID0、RAID1、RAID3、RAID5、RAID6、RAID10、RAID50、RAID60、

JBOD、SRAID，单盘模式；支持全局热备盘 

硬盘安装 独立硬盘支架，支持硬盘热插拔 

数据保护 支持快照、克隆、远程灾备 

绿色节能 支持 MAID2.0磁盘休眠功能 

硬盘热备 支持全局热备盘，专属热备盘 

扩展柜 最大支持 2级扩展 

网络接口 管理网口 1 个 10/100/1000Mbps 以太网口 

数据网口 4 个 10/100/1000Mbps 以太网口，支持多网口绑定、负载均衡，可扩

展至 8个 

规格尺寸 电源 100V~240V AC，60Hz/50Hz 

整机功耗 小于 500W(不含硬盘) 

尺寸 445mm×353mm×495mm (宽×高×深） 

安装方式 标准 19 英寸机架式安装 

重量 48.6kg（不含硬盘） 50.2kg（不含硬盘） 

环境要求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工作环境湿度 10%～80%（非凝露） 

工作海拔 -60m～5000m 

储存环境温度 -20℃～70℃ 

储存环境湿度 5%～90%（非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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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8 扩展柜规格（ESS2016X-J） 

型号 ESS2016X-J 

系统 主处理器 专用存储扩展 CPU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电源模式 单电源模式 

风扇 冗余双滚珠轴承风扇，MTBF＞10 万小时 

主板 服务器级（支持 7x24 小时运行） 

机箱 整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 1.2mm 的加厚热镀锌钢板；自主专利的抽

拉式硬盘架。 

数据管理 硬盘个数 16 个硬盘，支持 SAS、SATA硬盘，支持 3T、4T 硬盘 

硬盘安装 独立硬盘支架，支持硬盘热插拔 

数据接口 miniSAS 接口 

其他 电源功耗 100V～240V，50Hz～60Hz 

整机功耗 小于 200W（不含硬盘） 

尺寸 448mm×133mm×472mm（宽×高×深） 

安装方式 标准 19 英寸机架式安装 

重量 15kg（不含硬盘）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工作环境湿度 10%～80%（非凝露） 

储存环境温度 -20℃～70℃ 

储存环境湿度 5%～90%（非凝露） 

工作海拔 -60m～3000m 

附录1.9 扩展柜规格（ESS3116S-J/ESS3116S-JR/ESS3116D-JR） 

型号 ESS3116S-J ESS3116S-JR ESS3116D-JR 

系统 控制器 1 个 2 个 

电源模式 400W，单电源 400W，1+1 冗余电源，支持在线更换 

风扇 冗余双滚珠轴承风扇，MTBF>10 万小时，支持在线更换 

主板 服务器级（支持 7x24 小时运行） 

机箱 整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 1.2mm的加厚热镀锌钢板；自主专利的抽拉式硬盘架，

符合 SBB2.0 规范 

配置界面 通过主柜 WEB GUI 进行配置和程序升级 

数

据

管

理 

硬盘个数 16 个硬盘，支持 SAS、SATA 硬盘，支持 6T 硬

盘 

16 个硬盘，支持 SAS 硬盘，

支持 SATA硬盘（需另外购买

转接板），支持 6T 硬盘 

硬盘安装 独立硬盘支架，支持硬盘热插拔 

规

格

尺

寸 

电源规格 100V～240V AC，50Hz～60Hz 

整机功耗 小于 100W(不含硬盘) 小于 180W(不含硬盘) 

尺寸 448mm×133.2mm×490.4mm（宽×高×深，不

含面板） 

446mm×133.2mm×490.4mm

（宽×高×深，不含面板） 

安装方式 标准 19 英寸机架式安装 

重量 23kg（不含硬盘） 23.2kg（不含硬盘） 25kg（不含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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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ESS3116S-J ESS3116S-JR ESS3116D-JR 

环

境

要

求 

工作环境

温度 

0℃～40℃ 

工作环境

湿度 

10%～80%（非凝露） 

储存环境

温度 

-20℃～70℃ 

储存环境

湿度 

5%～90%（非凝露） 

工作海拔 -60m～3000m -60m～5000m 

附录1.10 扩展柜规格（ESS3124S-J/ESS3124S-JR/ESS3124D-JR） 

型号 ESS3124S-J ESS3124S-JR ESS3124D-JR 

系统 控制器 1 个 2 个 

电源模式 500W，单电源 500W，1+1冗余电源，支持在线更换 

风扇 冗余双滚珠轴承风扇，MTBF＞10 万小时 

主板 服务器级（支持 7x24 小时运行） 

机箱 整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 1.2mm 的加厚热镀锌钢板；自主专利的抽拉式硬盘

架，符合 SBB2.0 规范。 

配置界面 通过主柜 WEB GUI 进行配置和程序升级 

数

据

管

理 

硬盘个数 24 个硬盘，支持 SAS、SATA硬盘、最大支持 6T

硬盘，支持 2.5 英寸硬盘 

24 个硬盘，支持 SAS 硬盘

/SATA 硬盘（需配转接板）、

最大支持 6T 硬盘，支持 2.5

英寸硬盘 

硬盘安装 独立硬盘支架，支持硬盘热插拔 

硬盘热备 支持全局热备盘，专属热备盘 

规

格

尺

寸 

电源规格 100V～240V AC，50Hz～60Hz 

整机功耗 小于 100W(不含硬盘) 小于 180W(不含硬盘) 

尺寸 446mm×175mm×495mm（宽×高×深，不含面板） 

安装方式 标准 19 英寸机架式安装 

重量 25.44kg（不含硬盘） 25.54kg（不含硬盘） 27.5kg（不含硬盘） 

环

境

要

求 

工作环境

温度 

0℃～40℃ 

工作环境

湿度 

10%～80%（非凝露） 

储存环境

温度 

-20℃～70℃ 

储存环境

湿度 

5%～90%（非凝露） 

工作海拔 -60m～5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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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11 扩展柜规格（ESS3148S-J/ESS3148S-JR） 

型号 ESS3148S-J ESS3148S-JR 

系统 

电源模式 2 个 500W 冗余电源，支持在线更

换 

4 个 400W 冗余电源，支持在线更

换 

风扇 冗余双滚珠轴承风扇，MTBF＞10 万小时 

主板 服务器级（支持 7x24 小时运行） 

机箱 整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 1.2mm 的加厚热镀锌钢板；自主专利的抽

拉式硬盘架，符合 SBB2.0 规范。 

配置界面 通过主柜 WEB GUI 进行配置和程序升级 

数据管理 硬盘个数 48 个硬盘，支持 SAS、SATA硬盘、最大支持 6T 硬盘，支持 2.5英

寸硬盘 

硬盘安装 独立硬盘支架，支持硬盘热插拔 

硬盘热备 支持全局热备盘，专属热备盘 

规格尺寸 电源 100V～240V AC，50Hz～60Hz 

整机功耗 小于 350W（不含硬盘） 

尺寸 445mm×353mm×495mm(宽×高×深） 

安装方式 标准 19 英寸机架式安装 

裸机重量 48.32kg（不含硬盘） 49.92kg（不含硬盘） 

环境要求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工作环境湿度 10%～80%（非凝露） 

储存环境温度 -20℃～70℃ 

储存环境湿度 5%～90%（非凝露） 

工作海拔 -60m～5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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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D 介绍 附录2

RAID 概念 

RAID 是独立磁盘冗余阵列（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的缩写。 

RAID 是一种把多块独立的硬盘（物理硬盘）按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硬盘组（逻辑硬盘），

从而提供比单个硬盘更高的存储性能和提供数据冗余的技术。 

RAID 等级 

RAID 拥有多种级别，每一种等级都具有不同的数据保护、数据可用性和性能水平。 

RAID 级别 说明 最少磁盘

数目 

RAID0 它代表了所有 RAID 级别中最高的存储性能。RAID0 存储性能的原理

是把连续的数据分散到多个磁盘上进行存取，这样，系统有数据请求

就可以被多个磁盘并行的执行，每个磁盘执行属于它自己的那部分数

据请求。 

2 

RAID1 RAID1 又称为 Mirror 或 Mirroring（镜像），它的宗旨是最大限度的保

证用户数据的可用性和可修复性。 RAID1 的操作方式是把用户写入硬

盘的数据百分之百地自动复制到组成 RAID1 的其它硬盘上。 

2 

RAID3 RAID3 不对存储的数据进行备份，而是把数据信息存储到组成 RAID3

的数据磁盘上，把校验信息存储到组成 RAID3 的校验磁盘上，校验信

息和相对应的数据分别存储于不同的磁盘上。当 RAID3 的一个磁盘数

据发生损坏后，利用剩下的数据和相应的校验信息去恢复被损坏的数

据。 

3 

RAID10 RAID10 是一个Raid 0 与 Raid1 的组合体，它利用了 RAID0 极高的读

写效率和 RAID1 较高的数据保护、恢复能力，使 RAID10 成为了一种

性能及安全性比较高的等级。但是，RAID10 对存储容量的利用率和

RAID1 一样低，只有 50%。 

4 

RAID5 RAID5 不对存储的数据进行备份，而是把数据和相对应的校验信息存

储到组成 RAID5 的各个磁盘上，并且校验信息和相对应的数据分别存

储于不同的磁盘上。当 RAID5的一个磁盘数据发生损坏后，利用剩下

的数据和相应的校验信息去恢复被损坏的数据。 

3 

RAID6 在 RAID5 的基础上，校验盘增加到 2 块，校验信息同样是分布打散在

每块盘上。RAID6 能够保证同时坏两块盘的情况下，数据依然可以通

过剩余数据和校验信息恢复被损坏的数据。 

4 

RAID50 RAID50 是 RAID5、RAID0 的组合体，使用多组 RAID5 按着 RAID0

的方式组成 RAID50，既保证了拥有 RAID0 的极高读写速度，又保证

了拥有 RAID5 的数据保护和恢复能力。RAID50 与 RAID10 相比提高

了对存储容量的利用率。最多支持每一个子 RAID5 分别坏一块盘，这

时可以通过其他盘恢复数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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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 级别 说明 最少磁盘

数目 

RAID60 在 RAID6、RAID0 的基础上，使用多组 RAID6 按着 RAID0 的方式组

成 RAID60，既保证了拥有RAID0 的读写速度，又保证了 RAID6 的数

据冗余性。RAID60 最多支持每一个子 RAID6 分别坏二块盘，这时可

以通过其他盘恢复数据。 

8 

JBOD 简单磁盘捆绑（Just a Bunch Of Disks）的缩写，对磁盘进行独立编址。 2 

SRAID 在 RAID5 的基础上，增加了快速初始化、磁盘防闪断、局部重构、写

时重构、磁盘预拷贝、永不踢盘、快速迁移等功能，增强了 RAID 的

对磁盘错误的容错功能与 RAID 的重构性能。 

3 

计算 RAID容量 

参数名 N 块磁盘的总容量 

RAID60 （N-2*span）× min(capacityN) 

RAID50 （N-span）× min(capacityN) 

RAID10 （N/2）× min(capacityN) 

RAID6 （N-2）× min(capacityN) 

RAID5 （N-1）× min(capacityN) 

RAID3 （N-1）× min(capacityN) 

RAID1 min(capacityN) 

RAID0 组成该磁盘组磁盘容量的总和 

SRAID （N-1）× min(capacityN) 

 

 capacityN 表示组成磁盘组的所有磁盘中容量最小的磁盘，这些容量应该以 web 页面上显示的

数值为准。 

 span 表示由多少个 RAID5 组成 RAID50，表示由多少个 RAID6 组成 RAI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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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插拔磁盘 附录3

热插拔即带电插拔，允许用户在不关闭系统，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取出和更换损坏的磁盘，从而提

高了系统的及时恢复能力、扩展性和灵活性。 

热插拔磁盘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磁盘处于空闲状态时，拔出此磁盘对系统和磁盘的软硬件均不会造成灾难性破坏。 

 磁盘处于工作状态时，如果要保证拔出磁盘后，设备始终处于可用状态，且数据不会丢失或者

可恢复，请参照以下示例。 

热拔磁盘示例 

热插拔磁盘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拔出已损坏磁盘，一种是强行拔出正常工作的磁盘。 

拔出已损坏磁盘 

如果磁盘损坏，可直接从磁盘架上拔出磁盘。因为磁盘本身已经损坏，数据也已经损坏。 

拔出正常工作的磁盘 

如果强行拔出正常工作的磁盘，且在热插拔后，数据不丢失或者可恢复的前提条件如下： 

 

当设备正常运转，没有损坏磁盘时，不建议您进行热插拔操作。 

 热插拔的磁盘组必须已经被配置为 RAID6、RAID5 或者 RAID1 类型。 

 热插拔的磁盘组 RAID 组必须处于“工作状态”。 

 RAID5 和 RAID1 仅允许热拔或热插磁盘组中的任意一块磁盘，RAID6 允许热拔或热插磁盘组

中的任意两块磁盘。被热拔一块磁盘后即变为“降级状态”。此时用户如果再对该 RAID组热拔

磁盘，必定会造成组内数据全部丢失！ 

热插磁盘示例 

 

 下面的热插磁盘示例是针对上述热拔磁盘示例讲述的，是热拔磁盘后的后续操作。 

 热插磁盘操作只有在已经被热拔操作过的磁盘组中进行，才能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设备仅允许向处于“降级状态”的RAID6、RAID5、RAID1 磁盘组中热插磁盘，此后该 RAID 设备

状态变为“准备状态”，待磁盘组同步完成后，即返回到“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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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CSI Initiator 附录4

网络存储系列产品提供 iSCSI 共享，在应用 iSCSI 共享前，必须在本地 PC 机上安装相应的软件。 

本章主要介绍在Microsoft Windows XP 操作系统下 iSCSI 的连接，即 iSCSI Initiator 的安装和使用方

法，进而实现对网络存储系列产品 iSCSI 共享的应用。 

基本流程 

步骤1 您可以到微软官方网站直接下载微软 iSCSI Initiator软件。根据安装向导的提示完成安装后，

桌面上会出现一个名为 Microsoft iSCSI Initiator 的图标。 

步骤2 通过 iSCSI Initiator 软件建立对网络存储系列产品 iSCSI 共享的连接。 

步骤3 映射网络存储系列产品的 iSCSI 存储为本地磁盘，对该磁盘分区，格式化。 

详细步骤 

步骤1 双击PC 上的 Microsoft iSCSI Initiator 图标，系统显示“iSCSI Initiator 属性”界面，如附录

图 4-1 所示。 

步骤2 单击“Discovery”。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主柜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OK”。 

 

对于 ESS2016X 主柜，请输入其数据网口的 IP 地址，并确保数据网口已插入网线，并正确接入网络。 

附录图4-1 iSCSI Initiator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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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Targets”页签，选中一个 iSCSI 共享，单击“Log On”。 

附录图4-2 目标 

 

在“Targets”页面可以查看网络存储服务器 iSCSI共享的情况。“Inactive”即 iSCSI共享目标已经被

发现但还没有连接。 

步骤4 如果“Automatically restore this connection when the system boots”被选中，则每次 Windows

系统重新启动时，都会自动连接该 iSCSI 共享设备。 

附录图4-3 连接到目标 

 

步骤5 此步操作分两种情况：1、iSCSI 共享设备无有效用户，2、iSCSI 共享设备有有效用户。 

1. iSCSI 共享设备无有效用户。 

操作步骤：直接单击“OK”。 

2. iSCSI 共享设备有有效用户。 

操作步骤：单击“Advanced”，然后在弹出的“Advanced Settings”对话框内选中“CH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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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n information”项，然后在“User name”项中输入该 iSCSI 共享的有效用户名，并

在“Target secret”项中输入该用户的密码，最后单击“OK”。 

 

有效用户即目标配置时选择的“CHAP 认证用户”。详情请参见“3.6.2 目标配置。” 

附录图4-4 高级设置 

 

步骤6 配置完成后，成功连接的状态如附录图 4-5 所示。 

附录图4-5 共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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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 iSCSI为本地磁盘 

步骤1 右键“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如附录图 4-6 所示。 

附录图4-6 本地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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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右键单击附录图 4-6 中的“磁盘 2”，单击“初始化磁盘”，再单击“确定”。 

附录图4-7 初始化磁盘 

 

步骤3 右键单击“1799.95GB 未指派”，单击“新建磁盘分区”，如附录图 4-8 所示。 

附录图4-8 新建磁盘分区 

 

步骤4 按照 Windows 的提示，逐步实现对该磁盘的设置并格式化。如附录图 4-9 所示。 

附录图4-9 磁盘格式化 

 

步骤5 完成格式化后，网络存储系列产品所提供的 iSCSI 共享就会显示为新加卷，并配有一个应用

的驱动号。新加卷（G：）即 Windows 系统加载后的 iSCSI 共享目录。 

附录图4-10 新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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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4-11 新加卷 

 

 

 

双控设备故障修复，恢复双活状态，为了 windows iscsi 发起程序能够快速自动连接设备 iscsi 共享，

修改如下参数表的值：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7B-E325-11CE-B

FC1-08002BE10318}\<Instance Number>\Parameters 

修改 PortalRetryCount 值为十进制数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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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行 附录5

附录5.1 Putty 终端 

Putty终端是一款用于登录ESS系列网络存储服务器后台的软件。当忘记WEB登录密码或 IP 地址时，

您可以通过 Putty 终端进行重置，将设备快速恢复到可使用状态。 

 

通过网口（SSH 协议）或者串口均可登录设备后台，请您登录前先连接好网线或者串口线。 

登录 

步骤1 请客户自己下载 Putty 软件，并将该软件拷贝到 PC 中。 

步骤2 双击 ，配置页面如附录图 5-1 所示。 

步骤3 如果通过网口登录后台，则请在“Connection type”中选择“SSH”，在“Host Name(or IP address)”

参数项输入 IP 地址，例如：172.12.5.210。 

附录图5-1 配置页面（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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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如果通过串口登录后台，则请选择“Serial”，并在“Speed”中输入 115200。 

 

如果您不记得设备的 IP 地址，则只能通过串口登录。 

附录图5-2 配置页面（Serial） 

 

步骤5 单击“Open”。在系统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分别是：

dh_admin 和 666666666666），如附录图 5-3 所示。 

附录图5-3 登录对话框 

 

步骤6 按【Enter】键登录后，系统显示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附录图5-4 配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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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菜单（Configuration Menu） 

查看系统信息 

在主界面选择“Sysinfo Display”，按【Enter】键。您可以在系统信息界面查看设备的 IP 地址、软件

版本等信息。 

重置密码 

在主界面选择“Password Reset”，按【Enter】键。您可以在此界面重置 admin 用户登录WEB的密码

（重置为：888888888888）。 

网络配置 

在主界面选择“Network Configuration”，按【Enter】键。您可以在此界面配置设备 IP 地址、子网掩

码、网关等参数。 

 

如果是 ESS2016X，则修改完网络配置的参数后，需要您先将设备关机，重新启动后网卡才能生效。 

超级用户 

该功能仅提供给我公司技术支持等相关人员使用，用于调试设备和排查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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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解释 附录6

CIFS CIFS（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是为客户系统在网络上向服务器请求文

件和打印服务的开放跨平台的运行机制。它是建立在广泛应用于个人电脑和

工作站等操作系统的标准服务器消息块（SMB）协议。 

FTP 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是TCP/IP 协议组中的协议之一，它的任务是从

一台计算机将文件传送到另一台计算机，与这两台计算机所处的位置﹑联接

方式﹑甚至是否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无关。 

iSCSI 互联网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Internet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是一

种在 Internet 协议网络上进行数据块传输的标准，是一个供硬件设备使用的可

以在 IP 协议上层运行的 SCSI（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指令集。简单地说，iSCSI

可以实现在 IP 网络上运行 SCSI 协议，使其能够在高速千兆以太网上进行路

由选择。 

iSNS 互联网存储名称服务协议是一种灵活的轻量级协议，规定 iSNS 客户机和服

务器间的通信方式。适合多种平台，包括交换机、目标机以及服务器主机

（server host）。 

MAID 2.0 MAID(Massive Array of Idle Disks) 2.0，大规模空闲磁盘阵列技术 2.0，智能控

制硬盘工作状态以进行节能。 

NAS NAS（Network Attached System）通过网络向用户提供文件系统服务。 

NFS NFS（Network File System）一种分布式文件系统，允许网络中的计算机像本

地机一样的使用另一台联网计算机的文件和外设。它主要用在类 UNIX 平台

上。 

SAMBA 是一套让 UNIX 系统能够应用 Microsoft 网络通讯协议的软件。它的核心是

SMB(Server Message Block)协议。SMB协议是客户机/服务器型协议,客户机通

过该协议可以访问服务器上的共享文件系统、打印机及其他资源。 

SATA SATA（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一种基于行业标准的串行硬

件驱动器接口，采用串行方式传输数据而得名。现在已经发布的 Serial ATA 2.0

的数据传输率将达到 300MB/sec。 

SATA硬盘 
采用 SATA 规范接口的硬盘，目前主要硬盘厂商如希捷、西部数据和日立都

已大批量生产这种硬盘。 

存储池 
存储设备被虚拟化后的一种逻辑设备。它由系统负责管理，可以由多个实际

磁盘或者 RAID 组组成，是实现存储虚拟化的主要手段之一。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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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目录 
本地电脑通过网络访问共享存储空间的最顶层目录。它的建立和销毁以及对

它的访问权限和可用用户都只能在存储设备上设定。用户只能在它的下层进

行各种目录和文件的操作。根据共享协议的不同，它分为 SAMBA 共享目录

﹑NFS 共享目录﹑FTP 共享目录。 

工作状态 
此状态仅针对 RAID6、RAID5、RAID1，即 RAID 处于同步完成后磁盘组的

状态。当磁盘组处于“工作状态”时，单击WEB配置页面的“磁盘管理 > RAID

配置”进入 RAID 配置主页面，该 RAID 设备对应的状态应为“clean”。 

降级状态 
此状态针对 RAID1、RAID5 处于“工作状态”的 RAID 磁盘组热拔掉一块磁

盘或 RAID6 拔掉两块磁盘后的状态。该 RAID 设备对应的状态应为

“degraded”。 

可管理状态 
工作台可以通过WEB 页面对设备进行配置时，设备所处的状态。实际上，设

备在没有发生灾难性故障时，应该始终所处的状态。 

可用状态 
工作台可以通过网络对设备的磁盘空间进行访问时，设备所处的状态。只有

管理员按照本说明书中的要求完成对于设备的正确配置操作之后，设备才是

可用的。一些非故障性问题（例如，错误配置，错误热拔事件）可能导致设

备不可用。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配置的手段使得设备重新可用，但是期间可能

会造成数据丢失！ 

克隆 
可以提供原有数据在某一时刻的完整数据状态。当克隆完毕之后，即使原有

数据卷完全损坏，克隆卷也可以完全恢复至原卷克隆时间点的数据状态。 

快照 
能够进行在线数据备份与恢复。当原有数据发生损坏时，可以通过快照来进

行快速的数据恢复，将数据恢复至某个可用时间点的状态。并且快照不同于

镜像，不会占用和原有数据盘一样大的空间，减少了空间浪费率。恢复数据

的速度也非常快。 

同步 
在建立 RAID1 或者 RAID5 后实际开始使用之前，为了保证系统的一致性，

系统会自动对磁盘以一定的速率进行读写和某种固定算法计算，这个过程被

称为同步。此时系统由于部分资源被占用导致响应速率较慢。 

远程备份 
基于快照和克隆实现远程备份功能，提供了异步远程备份方案。生产数据不

必中断，不影响生产数据的业务流。提供后台拷贝线程，将远程备份时间点

的数据拷贝至远程灾备中心，从而实现数据远程灾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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