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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认证体系介绍 

依托华为公司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专业的培训体系，华为认证考虑到不同客户对 ICT 技术不同层次的

需求，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实战性、专业化的技术认证。 根据 ICT 技术的特点和客户不同层次的需求，华

为认证为客户提供面向多个方向的多级认证体系。 

HCIA-Storage V4.0（Huawei Certified ICT Associate-Storage，华为网络存储工程师认证）主要

面向网络存储维护工程师，以及准备参加 HCIA-Storage 认证考试的人员；希望掌握 SAN 和 NAS 存储系

统与网络基本原理，以及华为存储系统管理、部署与维护能力的人员。 

HCIA-Storage V4.0 认证在内容上涵盖存储前沿技术和发展趋势，AI、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存储应用技

术，ICT 架构体系，存储系统的结构，常用的存储协议介绍，存储的组网技术，存储的可靠性技术，存储

常用的高级特性介绍，业务连续性方案介绍，备份方案技术和应用，容灾方案技术和应用，数据中心的基

础知识，数据中心的存储系统管理知识，数据中心的存储日常运维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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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简介 
本实验指导手册为 HCIA-Storage V4.0 认证培训教材，适用于准备参加 HCIA-Storage 考试的学

员或者希望了解存储基础知识、OceanStor V3 基础特性和存储系统日常维护操作的读者。 

 

内容描述 
本实验指导书共包含 12 个实验，主要介绍 OceanStor V3 存储系统的基础业务配置、常用基础

特性配置和常用的运维工具，完成实验后，学员具备单独完成 OceanStor V3 存储系统的基础

业务和基础特性的配置能力，以及存储系统的日常运维操作能力。 

这些实验包括： 

1 存储系统初始安装与配置。 

2 存储资源池配置。 

3 SAN 基础业务配置和使用。 

4 LUN 扩容和使用 SmartThin 创建精简 LUN。 

5 HyperSnap(LUN)配置和使用。 

6 SmartTier 配置和使用。 

7 SmartQoS 配置和使用。 

8 SmartPartition 配置和使用。 

9 NAS 基础业务配置和使用。 

10 SmartQuota 配置和使用。 

11 HyperSnap(FS)配置和使用。 

12 存储系统日常维护。 

读者知识背景 
本课程为华为网络存储认证基础课程，为了更好地掌握本书内容，阅读本书的读者应首先具备

以下基本条件： 

 具备计算机基础知识、硬件架构和软件基本原理、软件的基本操作。 

 具备 Windows, Linux 操作系统的基本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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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环境说明 

1、真机实验环境：（推荐） 

功能说明 

本实验环境是使用真实物理设备搭建部署的环境，可实现生产主机（Windows&Linux）和存储

设备间的映射、读、写等联动操作。比如：华为培训使用的 eLab 上机实验环境。 

组网说明 

本实验环境包括至少一台 OceanStor V3 存储设备，一台 Windows 和一台 Linux 应用服务器

（这两台服务器可以单独安装 Windows 和 Linux，也可以部署 FusionCompute 等虚拟化环境来

虚拟出多台 Windows 或 Linux 虚拟机以满足多实验并发的场景），组网逻辑示例图如下： 

 

 

硬件设备介绍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最少数量 软件版本 

存储设备 OceanStor 2600 V3 或

5300 V3或其它

OceanStor V3存储型号 

1 

V300R003或其以上版本 

维护终端 主流配置的PC或笔记本 

1 

安装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

浏览器版本在IE8以上或匹配

同等及以上版本的firefox、

Chrome浏览器 

应用服务器 华为RH服务器，如 2 Windows2008、Linux（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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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2288 V3或V5 SUSE或Redhat）或部署

FusionCompute虚拟出多台

Windows2008和Linux虚拟机 

 

软件介绍 

软件名称 说明 获取方式 

UltraPath 建议使用存储配套的最

新版本 

软件获取地址：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zh/cloud-
storage/ultrapath-pid-8576127/software 

OceanStor 
Toolkit 

建议使用存储配套的最

新版本 

软件获取地址：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zh/cloud-
storage/oceanstor-toolkit-pid-8576706/software 

Putty 使用当前主流版本，无

明显限制 

公网获取 

IOMeter 使用当前主流版本，无

明显限制 

公网获取 

2、DeviceManager Demo(V3 存储模拟器)环境 

功能说明 

为满足学习华为存储设备操作和管理的需求，华为公司开发了 OceanStor DeviceManager 的模

拟仿真版本—OceanStor DeviceManager Demo，为用户提供较为真实的体验环境，进一步加深

用户对华为存储系统的了解。 

 注意： 

o 该模拟器仅能模拟存储侧 DeviceManager 的配置演练，不能模拟生产主机侧的操

作也无法实现业务读写。 

o 该模拟器能覆盖本实验手册所有实验任务的存储侧配置操作步骤内容，不能覆盖

主机侧的操作步骤，具体的覆盖情况请参考本文中的”实验须知“部分内容描述。 

软件与说明指导书获取方式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zh/doc/DOC1000126977   

3、Dorado V3 仿真器（eStor）环境 

功能说明 

华为 OceanStor Dorado V3 是面向企业关键业务打造的第 4 代全闪存存储系统。为了帮助存储

认证学员更方便的学习华为存储，华为开发了 Dorado V3 仿真器，名称为 eStor。该仿真器可

以帮助使用者练习 Dorado V3 存储的 SAN 业务系统管理、IP-SAN 业务、快照、远程复制、

HyperMetro 等功能的配置和业务下发，可帮助学员快速学习存储产品的使用。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zh/doc/DOC100012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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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o 18 年的 Dorado V3 仿真器版本只能模拟 SAN 的部分业务，不能模拟 NAS 业务操

作。 

o 该仿真器只能覆盖本实验手册的部分实验任务，具体的覆盖情况请参考本文中的”

实验须知“部分内容描述。 

该仿真器支持的功能列表如下： 

1 Dorado V3 存储系统初始化配置 

2 Dorado V3 存储系统基本管理功能 

3 IP-SAN 基础业务配置和使用 

4 LUN 快照配置和使用 

5 LUN 远程复制配置和使用 

6 Hypermetro 双活配置和使用 

7 SmartQos 配置和使用 

8 SmartMigration 配置和使用 

软件与说明指导书获取方式 

大家可根据需求在华为 support 官网（https://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搜索关键字 

“eStor”下载软件和使用指导书。 

 实验须知 

本实验手册基于 eStor 和 DeviceManager 环境，真机版实验手册参考 HCIA-Storage 

V4.0 实验指导手册： 

      实验环境 

实验任务 

Dorado V3 Demo 仿真器环境（eStor） 

DeviceManager Demo 模拟器环境 (OceanStor V3存储模拟器) 

1.存储系统初始安装与配置 eStor+ DeviceManager 

2.存储资源池配置 eStor 

3.SAN 基础业务配置和使用 eStor+ DeviceManager 

4.LUN 扩容和使用 SmartThin

创建精简 LUN 
eStor 

5.HyperSnap(LUN)配置和使用 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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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martTier 配置和使用 DeviceManager 

7.SmartPartition 配置和使用 DeviceManager 

8.SmartQos 配置和使用 eStor 

9.NAS 基础业务配置和使用 DeviceManager 

10.SmartQuota 配置和使用 DeviceManager 

11.HyperSnap(FS)配置和使用 DeviceManager 

12.存储系统日常维护 eStor+ DeviceManager 

 注意：本实验手册中的存储设备将以 eStor 和 OceanStor 5300 V3 DeviceManager 为示

例，其他存储产品型号的配置操作与之类似，具体的产品说明和操作指导书，请根据实际

环境的产品配置从华为 Support 官网按产品名称关键字搜索下载相应的配置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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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储系统初始安装与配置 

1.1 实验介绍 

1.1.1 实验目标 

基于 eStor 仿真器完成本章任务，部分步骤需在 DeviceManager 场景中完成（步骤 2 和步骤 7）。

通过完成本章实验，学员将获得初始化配置存储阵列的技能，主要包括管理 IP 配置（使用

Putty 工具通过登陆串口，配置存储阵列管理 IP）、设置设备时间、监控控制框、监控硬盘框

及在 Web 界面上对设备接口模块上下电。 

1.1.2 组网及业务描述 

       真机组网： 

Windows PC 维护终端通过网线和串口线分别连接 OceanStor V3 的管理网口和串口，通过

DeviceManager 和 Putty 实现对存储的基础管理和监控功能。 

在真机环境中，DeviceManager 安装在存储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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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or 仿真器组网： 

              

          在 PC 机上安装虚拟化平台，在两台虚拟机上分别安装 Host 和 Controller A（eStor）。 

其中，Host 模拟物理组网中的服务器，Controller A 模拟物理组网中的存储设备。 

eStor 场景下，DeviceManager 安装在 eStor 上。 

        逻辑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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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or 上的管理口和业务口分别与 Host 上的管理口和业务口互联。 

（本实验中涉及的具体 IP 地址可参照 eStor 仿真器用户使用手册中的组网规划。） 

1.2 实验任务配置 

1.2.1 配置思路 

主要包括 eStor 仿真器的安装部署、管理 IP 配置（使用 Putty 工具通过登陆串口，配置存储阵

列管理 IP）、设置设备时间、监控控制框、监控硬盘框及在 Web 界面上对设备接口模块上下

电。 

1.2.2 配置步骤 

步骤 1 安装 eStor 仿真器。                                                           

在华为 support 官网（https://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搜索关键字“eStor”。

   
获取仿真器用户使用手册。

   
根据用户使用手册，完成 eStor 仿真器安装部署。 

步骤 2 管理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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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框管理： 

使用 show controller general 命令查询控制器信息。 

运行 show controller general controller=? 查询按制器的详细信息。 

admin:/>show controller general 

Controller : 0A 

Health Status : Normal 

Running Status : Online 

CPU : Intel XXXXXX CPU XXX @ XXX GHz*2 

Location : ENG0.A 

Role : Master 

Cache Capacity : XXX GB 

CPU Usage(%) : 0 

Memory Usage(%) : 56 

Temperature(Celsius) : 59 

Voltage(V) : 1.8 

Software Version : XXXXXX 

PCB Version : XXXXXX 

SES Version : -- 

BMC Version : XXX 

Logic Version : XXX 

BIOS Version : XXX 

登陆 DeviceManager： 

启动 Firefox Explorer。 

在地址栏，输入 https://xxx.xxx.xxx.xxx:8088，然后按回车，在登陆设备时请输入实际设备的

IP 地址。 

 

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为修改之后的自定义密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点击“登陆”，DeviceManager 主窗口就可以显示出来。 

在登陆界面，点击 Advanced，设置认证模式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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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登陆”，DeviceManager 主窗口就可以显示出来。 

步骤 3 基础配置设置 



 

 

HCIA-Storage V4.0 实验指导手册 第 18 页 
 

 

设置设备名称和设备位置：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设置”按钮。  

在“基础服务设置”区域，点击“基本信息”。 

 

选择“基本信息”按钮。 

设置“设备名称”和“设备位置”。 

 

点击“保存”按钮，执行结果对话框显示操作成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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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关闭”。 

设置设备时间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设置”按钮。  

在“基础服务设置”区域，点击“基本信息”。 

 

选择“设备时间”。 

选择“手动更改”，点击“修改”。 

 

更改存储设备时间，然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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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警告框，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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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监控控制框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系统”按钮。 

 

在左边的功能窗口，点击机柜，点击控制框，点击       切换到后视图。 

点击“光纤端口”（在 DeviceManager 场景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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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修改”。 

 

在配置速率选项，为 FC 主机端口选择数据传输速率。 

点击“应用”。 

在对话框中确认信息，并选择“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行此操作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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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确定”，成功信息对话框就会显示出来， 表示操作成功。 

点击“确定”。 

点击 “以太网端口”。 

 

点击“修改”。 

在 IPV4 地址文本框里面，输入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说明此处输入地址为业务 IP 地址，请以

实际组网图为准）。 

其它选项请保持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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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应用”。 

在对话框中确认信息，并选择“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行此操作带来的后果”。 

 

点击“确定”，操作成功消息对话框将会显示。 

路由管理。 

点击 需要添加路由的以太网端口（做此操作主要是因为服务器的业务网段与阵列的以太网

段不在同一网段）。 

点击“路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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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P 地址项，选择以太网端口的 IP 地址。 

 

点击“增加”。 

 

在类型字段选择“默认路由”，网关处根据实际的网络情况，输入网关。 

点击“确定”。路由信息就添加到了路由列表中。 

在警告对话框中确认信息，并选择“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行此操作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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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关闭”。 

步骤 5 监控硬盘框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系统”按钮。 

在左边的功能面板，点击“机柜”。  

点击“硬盘框”。 

点击“硬盘”。 

 

选择需要定位的硬盘，在功能面版下面点击“硬盘定位”。执行定位硬盘的对话框就会显

示，表示操作成功。 

 



 

 

HCIA-Storage V4.0 实验指导手册 第 27 页 
 

 

 

说明：替换新硬盘之后，硬盘定位指示灯仍然会处于亮灯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取消硬盘

定位。 

点击“关闭”。 

选择需要取消定位的硬盘，在功能面版的下面点击“取消定位”，执行取消定位的对话框就

会显示，表示操作成功。 

 

点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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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上电或下电接口模块（在 DeviceManager 场景下完成）。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系统” 

在左边的功能面板，点击“机柜”。 

点击“控制框”。 

点击      切换到后视图。 

点击“接口模块”。 

点击“上电”，显示成功消息对话框，表示操作成功。 

 

点击“确定”。 接口模块上电。 

点击“下电”。 

阅读警告对话框中的信息，并且选择“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行此操作带来的后果”。 

 

点击“确定”。成功的消息对话框将会显示，表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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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 接口模块下电。 

 

1.3 结果验证  
请参照配置步骤。 

1.4 配置参考 
请参照配置步骤。 

1.5 思考题 
如何查看存储的业务 IP 以及如何定位有问题的磁盘位置？ 

 

 

——实验 1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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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储资源池配置 

2.1 实验介绍 

2.1.1 实验目标 

基于 eStor 仿真器完成本章任务。通过完成本章实验，你将了解 SAN 存储产品基础业务配置

和功能。资源池功能包括硬盘域、存储池、LUN、LUN 组等，这些步骤是配置 FC SAN 和 IP 

SAN 的前提。 

 

2.1.2 组网及业务描述 

真机组网： 

 

 

Windows PC 维护终端通过网线和串口线分别连接 OceanStor V3 的管理网，Windows PC

维护终端通过 OceanStor V3 的管理网口访问其管理 IP 从而打开 DeviceManager 对

OceanStor V3 进行配置和管理。 

eStor 仿真器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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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C 机上安装虚拟化平台，在两台虚拟机上分别安装 Host 和 Controller A（eStor）。 

其中，Host 模拟物理组网中的服务器，Controller A 模拟物理组网中的存储设备，PC 机即

为管理终端。 

 

2.2 实验任务配置 

2.2.1 配置思路 

了解 SAN 存储产品的基础配置和功能。实验内容包括配置硬盘域、存储池、LUN 和 LUN 组。 

2.2.2 配置步骤 

步骤 1 创建硬盘域 

说明：控制框中 0 到 3 号槽位的硬盘为保险箱盘，用于保存关键性的数据，所以硬盘的类型

要统一，在非必须情况下，禁止随意拔插保险箱硬盘、更换保险箱盘的顺序，否则，系统数

据可能会被损坏或丢失。 

登陆 DeviceManager。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 “资源分配”按钮  

在“存储配置与优化”区域，点击 “硬盘域”。 

点击 “创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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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硬盘域名称。 

在描述文本框内输入硬盘域的功能或属性。 

在选择硬盘区域，选择手动选择硬盘。  

点击选择按钮。 

 

在可选硬盘区域，选择需要添加到硬盘域的硬盘。 

勾选可用硬盘，点击  按钮。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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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创建硬盘域成功。点击“确定”。 

 

 

 

步骤 2 创建存储池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 “资源分配”按钮  

在“存储配置与优化”区域，点击 “存储池”。 

点击 “创建”按钮。 

 

在名称对话框中输入存储池名称，并在描述文本框中输入存储池的功能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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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途区域选择块存储服务。 

 

点击“高级”按钮，设容量告警阈值为 80，即将耗尽容量告警阈值为 90%。 

点击“确定”。 

 

在创建存储池向导中检查已填信息的完整性，然后点击“确定”。 

执行结果对话框显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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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导入 License 

 在 support 官网上下载 License 压缩包。 

  

 打开 DeviceManager，在右边导航栏点击“设置”按钮。 

 在基础服务设置区域中点击“License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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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导入并激活”。 

 

点击“选择”，并选择相应的 License 包，然后点击“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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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创建 LUN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在块存储服务区域中点击“LUN”。 

点击 “创建”按钮。 

 

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 LUN 名称。 

在描述文本框中输入新 LUN 描述。 

在容量区域输入 5，说明一个 LUN 的大小为 5GB。 

（在 eStor 场景下，LUN 容量最大为 5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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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调优”页签，让所有的设置保持默认，注意，这里面有几个可用的许可功能项。 

点击“确定”，关闭高级对话框。 

点击“确定”，执行结果对话框显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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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创建 LUN 组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 “资源分配”按钮 。 

在块存储服务区域，点击 LUN。 

选择 LUN 组，点击 “创建”。 

 

在名称文本框输入 LUN 组的名称。 

在描述文本框输入 LUN 组的描述。 

在可选 LUN 区域，选择需要添加到 LUN 组的 LUN。 

点击  添加 LUN 到 LUN 组。 

 

点击“确定” ，执行结果对话框显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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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关闭”。 

2.3 结果验证  
请参照配置步骤。 

2.4 配置参考 
请参照配置步骤。 

2.5 思考题 
创建存储池是创建 LUN 的必要前提吗？ 

 

——实验 2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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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N 基础业务配置和使用 

3.1 实验介绍 

3.1.1 实验目标 

基于 eStor 仿真器完成本章任务，部分步骤需在 DeviceManager 场景中完成（FC SAN 的配置）。 

通过完成本章节实验，你将具有如下操作技能： 

 创建主机 

 创建主机组 

 创建端口组 

 创建映射 

 在 Windows 和 Linux 环境下配置 IP SAN 和 FC SAN 

 在 Windows 和 Linux 环境下安装多路径软件 

 在 Windows 和 Linux 环境下使用 LUN 

3.1.2 组网及业务描述 

真机组网： 

FC SAN（Fibre Channel SAN）组网示意图如下： 

 

说明：这里仅标明了生产服务器与存储的业务连线，管理上的连线请参照之前第一和第二个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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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SAN 组网示意图如下： 

 

说明：这里仅标明了生产服务器与存储的业务连线，管理上的连线请参照之前第一和第二个实

验。 

eStor 仿真器组网： 

  

          在 PC 机上安装虚拟化平台，在两台虚拟机上分别安装 Host 和 Controller A（eStor）。 

其中，Host 模拟物理组网中的应用服务器，Controller A 模拟物理组网中的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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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 Windows 的 SAN 任务配置 

3.2.1 配置思路 

配置前提条件：已完成存储资源池的配置。 

 

 

3.2.2  基于 Windows 下的 IP SAN 配置步骤 

步骤 1 配置 Windows 启动器 

双击“iSCSI Initiator”运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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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Discovery tab 页签，点击“Discovery Portal”按钮，输入存储端业务口的 IP 地址以

发现 iSCSI 目标，如果要配置多路径，两个 IP 都必须要添加 Target potals。前提条件：在阵

列相应的 iSCSI 端口上已经配置业务 IP 地址。 

 

 

说明:请使用 eLab 组网图所提供的 IP 业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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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Targets”页签，选中已经发现的目标器，点击“Connect”按钮。 

 

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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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创建主机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 

在“块存储服务”中，点击“主机”，选择“创建”，再选择“手动创建”。 

 

在名称文本框里面输入主机名称，选择操作系统为 Windows，其它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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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添加选择启动器，选择有效的启动器添加到已选启动器，点击 按钮。 

 

点击“下一步”，确认主机创建汇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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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完成”，并确认将要执的操作，点击“确定”。 

 

主机创建成功，点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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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创建 LUN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在块存储服务区域中点击“LUN”。 

点击 “创建”按钮。 

 

 

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 LUN 名称。 

在描述文本框中输入新 LUN 描述。 

在容量区域输入 1，说明一个 LUN 的大小为 1GB。 

在所属存储池选择存储池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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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高级”按钮。 

点击“属性”页签。  

在归属控制器下拉菜单，选择控制器 A，注意，也可以重定向 LUN 到控制器 B，或者是让系

统自动选择 LUN 的归属。 

策略和预取策略保持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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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调优”页签，让所有的设置保持默认，注意，这里面有几个可用的许可功能项。 

点击“确定”，关闭高级对话框。 

点击“确定”，执行结果对话框显示操作成功。 

 

 

 

步骤 4 创建主机组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 

在“块存储服务”中，点击“主机”。 

选择“主机组”，点击“创建”。 

 

主机组在创建主机组向导对话框中，输入主机组名称，输入主机组的描述信息。 

选择可选主机，点击  添加主机到已选主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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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执行结果显示创建主机组成功。 

 

 

步骤 5 创建端口组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 

在存储配置与优化区域，点击“端口”。 

选择端口组页签，点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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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文本框中输入端口组名称，端口组描述信息可随意输入。 

选择需要创建端口组的有效端口，点击  添加端口到已选端口。 

 

点击“确定”，执行结果信息框显示操作成功。 

步骤 6 创建映射视图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在“块存储服务”中点击“映射视图”。 

点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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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映射视图名称 

在 LUN 组中，点击  ，可以打开选择 LUN 组的对话框. 

从 LUN 组列表中选择 LUN 组，点击“确定”。 

添加主机组与端口组的方法与添加 LUN 组的方法是一样的 

 

点击“确定”，执行结果显示创建映射视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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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基于 Windows 下的 FC SAN 配置步骤 

步骤 1 安装基于 Windows 服务器的 FC HBA 卡驱动 

使用华为 eLab 实验环境时，FC HBA 卡驱动的获取路径为：ftp://10.158.180.10---->01 

Storage Tools--->FC HBA，下载 Windows 目录下文件，然后下载到本地计算机。 

 注意：ftp 服务器只能在 eLab PC 上访问。 

安装 FC HBA 卡驱动。（可选项，如使用华为 eLab 实验环境，则不需要此步骤） 

步骤 2 查询 FC HBA 卡的 WWPN 号 (Qlogic QLE2562 HBA) 

双击 QConvergeConsole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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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菜单屏幕输入 1，然后回车。 

 

在 FC Adapter Information 屏幕输入 1，然后回车，如下图红色框中所示： 

 

 

步骤 3 创建主机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在“块存储服务”中，点击“主机”，选择“创建”，再选择“手动创建”。 

 

在名称文本框里面输入主机名称，选择操作系统为 Windows，其它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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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添加选择启动器，选择有效的启动器添加到已选启动器，点击 。 

 

点击“下一步”，确认主机创建汇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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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完成”，并确认将要执的操作，点击“确定”。 

主机创建成功，点击关闭。 

 

步骤 4 创建主机组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在“块存储服务”中，点击“主机”。 

选择“主机组”，点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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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组在创建主机组向导对话框中，输入主机组名称，输入主机组的描述信息。 

选择已创建主机组，点击  添加主机到已选主机区域。 

 

点击“确定”，执行结果显示创建主机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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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创建端口组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在存储配置与优化区域，点击“端口”。 

选择端口组页签，点击“创建”。 

 

名称文本框中输入端口组名称，端口组描述信息可随意输入。 

选择需要创建端口组的有效端口，点击  添加端口到已选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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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执行结果信息框显示操作成功。 

 

步骤 6 创建映射视图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在“块存储服务”中点击“映射视图”。 

点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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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映射视图名称。 

在 LUN 组中，点击  ，可以打开选择 LUN 组的对话框。 

从 LUN 组列表中选择 LUN 组，点击“确定”。 

添加主机组与端口组的方法与添加 LUN 组的方法是一样的。 

 

点击“确定”，执行结果显示创建映射视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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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基于 Windows 环境下多路径配置 

步骤 1 查看 LUN 

打开服务管理器，在左边的导航栏点击 Storage- --Disk Management。 

（也可在 cmd 中输入 devmgmt.msc 命令打开 server manager，同样的，可在 server 

manager 中输入 diskmgmt.msc 命令打开 Disk Management） 

如果新磁盘没有被发现，点击窗口左边项部的“Action” 选择 Rescan Disks。 

 

在左边的服务管理器，选择 Diagnostics 打开 Device Manager 。在 Disk drives 下将显

示磁盘信息，如下显示是没有安装多路径软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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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是映射了 3 个磁盘给主机，从上图发现了 6 个新磁盘，是因为没有安装多路径原

因。 

步骤 2 安装多路径软件 

华为支持的多路径软件称作 UltraPath，可以从华为 support 官网或新购设备的配套 CD-

ROM 中获取，使用时要注意 UltraPath 的兼容性，也可以从在线远程实验室的 FTP 上下载多

路径软件（仅适用于使用华为 eLab 环境时）： 

下载路径: ftp://10.158.180.10--->admin1/admin1---->01 Storage Tools------> UltraPath-

Version is V100R008 

解压 UltraPath。 

双击安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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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当前用户名， 然后执行“下一步”，直到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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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以后，点击“ Finish”。 

多路径安装完成之后操作系统需要重新启动才会生效，选择 Yes， I want to restart my 

computer now ，点击 Next。 

 

操作系统重启完成之后，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打开 Disk Management，新磁盘的数在

原来的基础之上减少一半。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转到 Device Manager 查看磁盘。 你可以看到下述磁盘为 

UltraPath_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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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使用 LUN 

在服务管理器中可通过磁盘管理配置 LUN，LUN 配置完成之后，就会自动授予盘符，同时可

以向 LUN 磁盘存放数据。 

打开 Disk Management。 

右击 LUN，选择 Online。 

 

若 LUN 没有被初始化，选中 LUN，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Initialize Disk。 

所有的设置均保持默认，点击“确定”。 

 

磁盘完成初始化以后，点击标右键选择 New simple volume 创建一个新的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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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可以看到外挂磁盘，然后可以向磁盘中写入数据，对于其它外挂 LUN 的操作方法是一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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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 Linux 的 SAN 任务配置 

3.3.1 配置思路 

配置前提条件：已完成存储资源池的配置。 

              

3.3.2 基于 Linux 下的 IP SAN 配置步骤 

步骤 1 检测 Open-iSCSI 服务 

命令 描述 

service open-iscsi status 查看 iscsi 服务状态 

service open-iscsi start 开启 iscsi 服务 

service open-iscsi stop 停止 iscsi 服务 

Service open-iscsi restart 重启 iscsi 服务 

查询启动器名称： 

运行 cat /etc/iscsi/initiatorname.iscsi 查询启动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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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scsi 连接到 Linux 环境： 

以 root 用户登陆 LINUX 主机，root 用户密码为 123456。 

运行 iscsiadm –m discovery –t st –p ”存储业务网口 IP“或 iscsiadm –m discovery 

–t st –p ”存储另一业务网口 IP“，如果要配置多路径，两条命令都必须要执行，前提条

件：在阵列相应的 iSCSI 业务端口上已经配置业务 IP。 

注：ISCSI 业务 IP 的使用，请参考拓扑。 

 

运行 iscsiadm –m node –l 登陆目标器。 

 

步骤 2 创建主机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在“块存储服务”中，点击“主机”，选择“创建”，再选择“手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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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称文本框里面输入主机名称，选择操作系统为 Linux，其它可选。 

 

点击“下一步”，添加选择启动器，选择有效的启动器添加到已选启动器，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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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确认主机创建汇总信息, 选择“完成”，并确认将要执的操作，点击“确

定”。 

 

主机创建成功，点击“关闭”。 

 

步骤 3 创建主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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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 

在“块存储服务”中，点击“主机”。 

选择“主机组”，点击“创建”。 

 

主机组在创建主机组向导对话框中，输入主机组名称，输入主机组的描述信息。 

选择已创建主机组，点击  添加主机到已选主机区域。 

 

点击“确定”，执行结果显示创建主机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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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创建端口组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 

在存储配置与优化区域，点击“端口”。 

选择端口组页签，点击“创建”。 

 

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端口组名称，端口组描述信息可随意输入。 

选择需要创建端口组的有效端口，点击  添加端口到已选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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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执行结果信息框显示操作成功。 

步骤 5 创建映射视图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 

在“块存储服务”中点击“映射视图”。 

点击“创建”。 

 

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映射视图名称。 

在 LUN 组中，点击  ， 可以打开选择 LUN 组的对话框。 

从 LUN 组列表中选择 LUN 组，点击“确定”。 

添加主机组与端口组的方法与添加 LUN 组的方法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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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执行结果显示创建主机组成功。

 

3.3.3 基于 Linux 下的 FC SAN 配置步骤 

步骤 1 基于 Linux 环境安装 FC HBA 卡驱动 

运行 cat /etc/issue 查询系统版本，输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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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SUSE 11 SP2 主机上是否有 FC HBA 卡驱动标识，运行 cat /sys/class/fc_host/host3

（host4）/node_name 查询 FC HBA 卡的 WWN 号，输出如下： 

 

 

如果没有 FC HBA 卡驱动标识，就必须手动安装 HBA 驱动。下载路径如下所示： 

FC HBA 卡驱动获取：ftp://10.158.180.10---->01 Storage Tools------->FC HBA，下载 Linux

目录下的文件，然后下载到本地计算机，特别说明 ftp 服务器只能在 E-Lab PC 上访问。 

运行 rpm –ivh XXX 安装 。 

步骤 2 创建主机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 

在“块存储服务“中，点击“主机”，选择“创建”，再选择“手动创建”。 

 

在名称文本框里面输入主机名称，选择操作系统为 Linux，其它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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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添加选择启动器，选择有效的启动器添加到已选启动器，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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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确认主机创建汇总信息, 选择“完成”，并确认将要执的操作，点击“确

定”。 

 

主机创建成功，点击关闭。 

 

步骤 3 创建主机组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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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块存储服务”中，点击“主机”。 

选择“主机组”，点击“创建”。 

 

主机组在创建主机组向导对话框中，输入主机组名称，输入主机组的描述信息。 

选择已创建主机组，点击  添加主机到已选主机区域。 

 

 

 

点击“确定”，执行结果显示创建主机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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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创建端口组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 

在存储配置与优化区域，点击“端口”。 

选择端口组页签，点击“创建”。 

 

名称文本框中输入端口组名称，端口组描述信息可随意输入。 

选择需要创建端口组的有效端口，点击  添加端口到已选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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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执行结果信息框显示操作成功。 

步骤 5 创建映射视图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 

在“块存储服务”中点击“映射视图”。 

点击“创建”。 

 

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映射视图名称。 

在 LUN 组中，点击  ， 可以打开选择 LUN 组的对话框。 

从 LUN 组列表中选择 LUN 组，点击“确定”。 

添加主机组与端口组的方法与添加 LUN 组的方法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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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执行结果显示创建主机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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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基于 Linux 环境下多路径配置（在 eStor 场景下能完成） 

步骤 1 查看 LUN 

运行 fdisk –l 查看映射给主机的 LUN。 

 

也可以运行 lsscsi 查看映射给主机的 LUN。 

 

实际上只是映射了 3 个磁盘给主机，从上图发现了 6 个新磁盘，是因为没有安装多路径。 

步骤 2 安装多路径软件 

在使用 eLab 实验环境时，多路径软件的下载路径为： ftp://10.158.180.10--

->admin1/admin1---->01 Storage Tools------>UltraPath-Version is V100R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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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UltraPath（Linux 版）的安装目录。 

登陆 Linux 服务器运行以下命令，安装多路径软件，首先通过 unzip 解压多路径安装包。 

 

顺序执行如下命令： 

dos2unix install.sh 

chmod +x install.sh 

./install.sh 

选择系统 boot type. 通过本地 local disk 引导操作系统，输入“1”。 To boot the 

operating 通过本地 SAN 引导操作系统，输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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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完成多路径的安装，需要重新启动操作系统，输入 Y。 

 

系统启动完成之后，请检查磁盘数量，如果只有 3 个磁盘，说明多路径软件安装成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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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复制多路径软件到有空格的目录里面，例如：/home/Dad Dir/。否则，执行

install.sh 脚本的时候会产生错误。 

 如果多路径 UltraPath 安装在了 UltraPath 安装包所在的目录，就不要复制新的

UltraPath 到这个目录了，以避免造成混乱。 

步骤 3 使用 LUN 

以 root 用户登陆到 Linux 环境。 

就多路径软件来说，检查 Linux 是否安装了 UltraPath ：rpm –qa|grepUltraPath 

如果信息显示： Package UltraPath is not installed ， 说明没有安装 UltraPath。 

如果信息显示：UltraPath-8.01.047-2 ，说明已经安装 UltraPath。 

注意：以 UltraPath-8.01.047-2 为例。 实际版本可能不一样。 

在服务器上启动端口服务。 

当 iSCSI 端口被使用和 UltraPath 没有被安装，运行 service open-iscsi restart 启动 iSCSI 服

务和扫描最新被映射的 LUN。 

当 iSCSI 端口被使用和已安装 UltraPath 安装时， 运行/etc/init.d/iSCSI restart 启动 iSCSI 服

务。 

当 FC 主机端口被使用和 UltraPath 被安装时，运行 hot_add 命令重新加载 LUN，如下图所

示： 

 

运行 fdisk -1 查看服务器的磁盘信息 ，输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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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例子中，运行 fdisk /dev/sdb 为 sdb 划分扩展磁盘，输出如下： 

tc18167:/usr/sbin # fdisk /dev/sdb 

Device contains neither a valid DOS partition table nor Sun, SGI or OSF disklabel 

Building a new DOS disklabel. Changes will remain in memory until you decide to 

write them. After that, of course, the previous content won't be recoverable. 

The number of cylinders for this disk is set to 10240.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but this is larger than 1024 and could in certain setups cause problems with: 

software that runs at boot time. I.e old versions of LILO 

booting and partitioning software from other Oss. I.e DOS FDISK, OS/2 FDISK 

Warning: invalid flag 0x0000 of partition table 4 will be corrected by w(rite) 

Command (m for help): m 

Command action 

a   toggle a bootable flag 

b   edit bsd disklabel 

c   toggle the dos compatibility flag 

d   delete a partition 

l    list known partition types 

m   print this menu 

n   add a new partition 

o   create a new empty DOS partition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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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rint the partition table 

q   quit without saving changes 

s   create a new empty Sun disklabel 

t   change a partition's system id 

u   change display/entry units 

v   verify the partition table 

w   write table to disk and exit 

x   extra functionality (experts only) 

Command (m for help): n 

Command action 

e   extended 

p   primary partition (1-4) 

e 

Partition number (1-4): 1 

First cylinder (1-10240, default 1):  

Using default value 1 

Last cylinder or +size or +sizeM or +sizeK (1-10240, default 10240): Using default value 

10240 

Command (m for help): w 

The partition table has been altered! 

Calling ioctl() to re-read partition table. 

Syncing disks. 

设置/dev/sdb 为逻辑分区。 

tc18167:~ # fdisk /dev/sdb 

The number of cylinders for this disk is set to 10240.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but this is larger than 1024 and could in certain 

setups cause problems with: 

software that runs at boot time, I.e. old versions of LILO) 

booting and partitioning software from other OSs   I.e. DOS FDISK, OS/2 FDISK) 

Command (m for help): m 

Command action 

a   toggle a bootable flag 

b   edit bsd disklabel 

c   toggle the dos compatibility flag 

d   delete a partition 

l   list known partition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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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rint this menu 

n   add a new partition 

o   create a new empty DOS partition table 

p   print the partition table 

q   quit without saving changes 

s   create a new empty Sun disklabel 

t   change a partition's system id 

u   change display/entry units 

v   verify the partition table 

w   write table to disk and exit 

x   extra functionality (experts only) 

 

Command (m for help): n 

Command action 

l   logical (5 or over) 

p   primary partition (1-4) 

l 

 

First cylinder (1-10240, default 1): Using default value 1 

Last cylinder or +size or +sizeM or +sizeK (1-10240, default 10240): Using default value 

10240 

Command (m for help): w 

The partition table has been altered! 

Calling ioctl() to re-read partition table 

Syncing disks. 

运行 mkfs.ext3 /dev/sdb5 为 sdb 创建文件系统。 (请根据实际需求执行步骤) 输出如下： 

tc18167:~ # mkfs.ext3 /dev/sdb5 

mke2fs 1.38 (30-Jun-2005) 

Filesystem label= 

OS type: Linux 

Block size=4096 (log=2) 

Fragment size=4096 (log=2) 

1310720 inodes, 2621432 blocks 

131071 blocks (5.00%) reserved for the super user 

First data block=0 

Maximum filesystem blocks=268435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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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block groups 

32768 blocks per group, 32768 fragments per group 

16384 inodes per group 

Superblock backups stored on blocks:32768, 98304, 163840, 229376, 294912, 819200, 

884736, 1605632 

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 

Creating journal (32768 blocks): done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This filesystem will be automatically checked every 36 mounts or 180 days, whichever 

comes first. Use tune2fs -c or -i to override. 

运行命令创建目录，并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命名：mkdir /mnt/sdb5。 

运行命令挂载目录： mount /dev/sdb5 /mnt/sdb5。 

使用 df –h 命令检查目录是否挂载成功。 

 

3.4 结果验证  

3.4.1 验证 Windows 主机 

向 Windows 主机里的来自存储的 LUN 写入数据。 



 

 

HCIA-Storage V4.0 实验指导手册 第 97 页 
 

 

 

3.4.2 验证 Linux 主机 

向 Linux 主机里的来自存储的 LUN 写入数据。 

 

3.5 配置参考 
请参照配置步骤。 

3.6 思考题 
“hot_add”命令是 Linux 自带的命令吗？ 

 

——实验 3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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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UN 扩容和使用 SmartThin 创建精简 LUN 

4.1 实验介绍 

4.1.1 实验目标 

基于 eStor 仿真器完成本章任务。 

通过完成本章节实验，你将具有如下操作技能： 

 扩展 LUN 

 使用 LUN 

 使用 SmartThin 创建精简 LUN 

4.1.2 组网及业务描述 

组网同第三个实验中的 IP-SAN 或 FC-SAN 组网。 

本实验将介绍使用 OceanStor DeviceManage 和 Windows 磁盘管理器在已经存在的 LUN 上扩展

LUN 容量。 

4.2 扩容 LUN 实验任务配置 

4.2.1 配置思路 

          

       

4.2.2 配置步骤 

步骤 1 存储端扩容 LUN 

在右边的导航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 

在“块存储服务”区域，点击“LUN”。 

选择一个 LUN， 在页面顶部点击“扩容” 按钮，或右键单击需要扩容的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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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LUN 扩容向导窗口，在扩容容量文本框中，输入当前 LUN 需要增加的容量空间，注意容

量单位 Blocks, MB, GB 和 TB。 

点击“确定”。 

 

显示 LUN 扩容成功信息提示框，点击“确定”，完成 LUN 扩容。 

步骤 2 Windows 上扩容卷 

打开 Disk Management ，右击 Disk Management，选择 Rescan Disks，即可看到未分配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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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存在的分区位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Extend Volume”就会打开“Extend Volume 

Wizard”（扩容向导）。 

 

在以下页面点击“ Next”。 

 

 

在 Available 区域选择有效空间，点击“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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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Finish”，完成扩容 。 

 

查看扩展的分区，显示分区已经扩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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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创建精简 LUN 实验任务配置 

4.3.1 配置思路 

     

4.3.2 配置步骤 

步骤 1 创建精简 LUN 

在 eStor 场景下，创建的 LUN 的类型默认为 thin LUN。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在“块存储服务”区域，点击“LUN”按钮。 

点击“创建”按钮，进入创建 LUN 向导窗口 

 

创建过程同实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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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将精简 LUN 加入已映射的 LUN 组 

点“LUN 组”页签，点击“增加对象”按钮，添加精简 LUN 到已存在的 LUN 组。 

 

选择精简 LUN，点击  添加精简 LUN 到已选 LUN 区域。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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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框显示增加 Thin LUN 操作成功。 

 

步骤 3 Windows 上扩容卷 

打开 Server Manager，进入 Disk Management。 

在窗口顶部点击“Action”按钮,选择 Rescan Disks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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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卷显示出来以后右击鼠标，选择“Online”。 

选中未初始化的磁盘，右击鼠标选择“ Initialize Disk”。保持磁盘默认值，点击“确定”。 

 

选中未分配的空间，右击鼠标选择“ New Simple Volume” 。 

根据 New Simple Volume Wizard 依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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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一个驱动器，点击“ Next”。 

 

 在文本框内输入卷标（Volume label）描述，其它保持默认，点击“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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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Finish”按钮完成新简单卷向导。 

 

4.4 结果验证  
 

请参照配置步骤结果 

4.5 配置参考 
 

请参照配置步骤。 

4.6 思考题 
扩容会使得 Windows 侧的在线业务中断吗？ 



 

 

HCIA-Storage V4.0 实验指导手册 第 108 页 
 

 

 

——实验 4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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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yperSnap(LUN)配置和使用 

5.1 实验介绍 

5.1.1 实验目标 

基于 eStor 仿真器完成本章任务。该实验让你掌握块业务的快照操作，通过创建块业务快照

实现快照恢复数据。  

5.1.2 组网及业务描述 

组网同第三个实验中的 IP-SAN 或 FC-SAN 组网。 

通过对已经映射好的有数据的 LUN 创建快照，然后删除数据后再进行快照回滚操作，观察快

照回滚后的结果以了解快照的作用，并对快照进行取消激活和删除的操作。 

5.2 实验任务配置 

5.2.1 配置思路 

          

       

5.2.2 配置步骤 

步骤 1 创建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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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之前实验三中建立好的并已经映射给了 Windows 的 LUN，在其 LUN 上添加数据。 

 

DeviceManager 中选择“数据保护”，单击“快照”。 

 

在信息展示区“LUN”页，单击“创建”。 

 

选择 LUN，并可自定义快照名称。 

 

单击“确定”，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关闭”，完成快照的创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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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创建的快照运行状态为激活，并且未映射到任何主机。 

 

步骤 2 使用快照恢复数据 

本实验使用创建的快照来恢复数据。首先通过映射快照恢复单个文件，实验前将已经创建了快

照的 LUN 中数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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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LUN > LUN 组”，选择待修改的 LUN 组，单击“增加

对象”。 

 

系统弹出“增加对象”对话框，选择要添加到 LUN 组的快照，单击向右箭头，增加快照到

“已选快照”，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对话框，提示操作成功。  

 

在 Windows 系统中打开 Server Manager，选择 Disk Management。在 Server 

Manager 的左上角，点击“Action”下的 Rescan Disks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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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一个额外磁盘，点击鼠标右键按钮选择“Online”，磁盘将自动获取到盘符（也可

以刷新，查看磁盘管理），分别打开两个分区之后查看分区内的数据，注意快照 LUN 将包含所

有的原始数据，错误的文件可以从快照 LUN 复制到源 LUN。 

 

删除的文件已经恢复，取消快照映射，打开 Disk Management 在快照 LUN 上选择

“Offline”。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LUN > LUN 组”；选择待修改的 LUN 组，单击“移除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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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移除对象”对话框，选择 LUN 组中待移除的快照，单击向右箭头，增加快照到

“已选快照”。 

 

单击“确定”，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请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内容，确认后勾选“我已阅读上

述信息，了解执行此操作带来的后果”。 

 

单击“确定”，系统弹出“执行结果”对话框，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关闭”，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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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通过回滚快照恢复所有数据，实验开始前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把 LUN 中数据删

除，用来验证回滚的效果。 

在 Windows 系统中打开 Server Manager 转到 Disk Management，鼠标右键点击需要进

行回滚 LUN 的卷标，选择“Offline”。 

 

DeviceManager 中选择“数据保护 > 快照”，在下侧信息展示区，选择一个需要回滚的快

照，在菜单栏选择“更多 > 开始回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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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回滚快照”对话框，（注意：快照的状态必须为未映射），选择回滚速率为“中”，

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内容，确认后勾选“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行

此操作带来的后果”，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对话框，提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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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系统中打开 Server Manager，转到 Disk Management，鼠标右健单击 LUN

卷标，选择“Online”。 

 

查看文件恢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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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取消激活快照 

当源 LUN 所在的存储池容量不足时，通过该操作可以取消激活快照，以便回收快照占用的存

储空间用于其他快照任务。 

DeviceManager 中选择“数据保护 > 快照 > LUN”，在信息展示区，选择一个需要删除的

快照，在菜单栏单击“取消激活”。 

 

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请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内容，确认后选择“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

行此操作带来的后果”，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步骤 4 删除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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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操作，可以删除快照。快照删除后，快照占用的资源会被释放。 

DeviceManager 中选择“数据保护 > 快照 > LUN”，在信息展示区，选择一个需要删除的

快照，在菜单栏单击“删除”。 

 

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请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内容，确认后选择“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

行此操作带来的后果”，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5.3 结果验证  
请参照配置步骤结果，主机在快照前在 LUN 上添加了数据，对该 LUN 创建快照后删除了数

据，通过回滚恢复了之前被删除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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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配置参考 
请参照配置步骤。 

5.5 思考题 
快照的回滚操作会使得主机在线业务中断吗？ 

 

——实验 5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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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martTier 配置和使用 

6.1 实验介绍 

6.1.1 实验目标 

在 DeviceManager 场景中完成本章任务。通过完成本章节实验，你将具有如下操作技能： 

 使用 SmartTier 特性 

 创建 SmartTier 服务监控 

 监控数据迁移 

6.1.2 组网及业务描述 

组网同第三个实验中的 IP-SAN 或 FC-SAN 组网。 

对映射给 Windows 主机的 LUN 写入一定量数据并配置 smarttier 策略，将迁移方式设置为向低

性能层迁移，待迁移完成后观察数据迁移情况。  

6.2 实验任务配置 

6.2.1 配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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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配置步骤 

步骤 1 创建存储池和 LUN 等相关操作并映射给 Windows 

在右边的导航点击“资源分配”按钮 。 

在存储配置与优化区域，点击“存储池”按钮。 

点击“创建”。 

在配置存储介质时，至少选择两种不同类型的硬盘。 

填写 RAID 策略和容量。 

注：因为初始容量自动分配的 LUN 会优先占用性能层的容量，为了使得建立的 LUN 的容量

横跨三种硬盘，这里创建的存储池的每个硬盘层级的大小为 2G，存储池总共大小为 6G，然

后在该存储池上创建一个大小为 2G 的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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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之前基于 Windows 下的 IP SAN 配置步骤，完成该 LUN 到 Windows 主机的映射。 

步骤 2 在 Windows 里往 LUN 写入一定量数据 

在之前映射了 LUN 的 Windows 主机上对其 LUN 写入一定量数据，方便起见，可以从 C 盘直

接拷贝数据至目标 LUN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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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配置 SmartTier 策略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 SmartTier”，选择待设置的存储池，设置

数据迁移速率为“低”，然后点击“属性”，设置如下图所示，将数据迁移计划设置为“手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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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 

步骤 4 设置 SmartTier 的迁移方式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LUN”，选择待设置的 LUN，点击“属性”，选中

“SmartTier”，设置 SmartTier 策略为“向低性能层迁移”或者”向高性能层迁移“，与此

同时可以看到数据在该 LUN 上的容量分布是性能层 97%，容量层是 3%。点解”确认“使得

配置生效。 

 

回到如下 SmartTier 配置和使用界面点击”更多 > 开始“。 

 

保持默认，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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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观察数据迁移情况 

实验可设置向高性能层或低性能层迁移，然后根据以上步骤触发手动迁移，观察迁移的状态，

如下图所示。            

 

6.3 结果验证  
待完成手动迁移至低性能层之后再来查看 LUN 的属性，发现容量分布里性能层占 15%，容量

层占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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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配置参考 
请参照配置步骤。 

6.5 思考题 
请阐述设置 SmartTier 不同的迁移方式所对应的迁移结果。 

 

——实验 6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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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martPartition 配置和使用 

7.1 实验介绍 

7.1.1 实验目标 

在 DeviceManager 场景中完成本章任务。这个实验帮助你掌握 SmartPartition 配置和使用。该

实验将创建 SmartPartition、修改其属性、添加 LUN，在这个实验的最后，我们将删除创建

的 SmartPartition。 

7.1.2 组网及业务描述 

组网同第三个实验中的 IP-SAN 或 FC-SAN 组网。 

通过对某个 LUN 的内存 SmartPartition 配置和使用策略，提高某业务的内存占用量。 

7.2 实验任务配置 

7.2.1 配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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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配置步骤 

步骤 1 创建 SmartPartition 

配置 SmartPartion 之前，先通过 IOMeter 工具（下载安装步骤类比多路径软件安装）创建

一个 4 KB；0%读操作；0%随机测试，该测试在 LUN 上运行 1 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得到的性

能统计数据，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每秒的总 I/Os 是 1948.20。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单击“SmartPartition”。 

 

系统进入 SmartPartition 界面，单击“创建”。 

 

系统弹出“创建 SmartPartition 向导”对话框，在“名称”和“描述”文本框中输入

SmartPartition 的名称及相关描述，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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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入“设置分区大小”界面，为新创建的 SmartPartition 设置“引擎”、“读分区大

小”和“写分区大小”参数都为 1GB，单击“下一步”。 

 

在弹出的“选择 LUN”页面从可选 LUN 选择需要应用此 SmartPartition 的 LUN，单击向右箭

头，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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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选择文件系统”页面选择应用 SmartPartition 对应的文件系统。可以添加到文件

系统到 SmartPartition，本实验将不涉及文件系统，所以单击“下一步”。 

 

系统进入“信息汇总”页面，如果创建的 SmartPartition 信息正确，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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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警告”对话框，请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内容，确认后勾选“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

解执行此操作带来的后果”并单击“确定”。 

 

系统进入“执行结果”页面，提示创建 SmartPartition 成功，单击“关闭”。 

重新用 IOMeter 用相同的测试模式测试 LUN，可以看到每秒的总 I/O 提升到 2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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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修改 SmartPartition 属性 

修改 SmartPartition 属性。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 > SmartPartition”，选择需要修改的

SmartPartition 并单击“属性”。 

 

单击“常规”页签，根据需要修改 SmartPartition 的“名称”或“描述”，此实验不做修

改。 

 

单击“目标”页签，根据业务需求，设置“读分区大小”和“写分区大小”，此处修改“写分

区大小”为 2GB，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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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对话框，提示操作成功。 

修改 SmartPartition LUN 的属性。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 > SmartPartition”，单击底部的 LUN 页

签，选择需要修改属性的 LUN，单击“属性”。 

 

系统弹出“LUN 属性”对话框，在“LUN 属性”对话框中，选择“SmartPartition”页签，根

据需要，在“SmartPartition”中选择该 LUN 归属的 SmartPartiton，此处不做修改，单击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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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增加 LUN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 > SmartPartition”，在左侧信息展示区上

侧，选中需要添加 LUN 的 SmartPartition，单击“更多 > 增加 LUN”。 

 

系统弹出“增加 LUN”对话框，在“可选 LUN”列表中，选择需要为 SmartPartition 增加的

LUN，单击“向右箭头”，增加 LUN 到“已选 LUN”列表中，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请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内容，确认后勾选“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

行此操作带来的后果”，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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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步骤 4 删除 SmartPartition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 > SmartPartition”，在左侧信息展示区上

侧，选中需要移除 LUN 的 SmartPartition，单击“更多 > 移除 LUN”。 

 

系统弹出“移除 LUN”对话框，在“已增加的 LUN”列表中，选择需要移除的 LUN，单击

“向右箭头”，添加到“待移除的 LUN”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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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确定”，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请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内容，确认后勾选“我已阅读上

述信息，了解执行此操作带来的后果”，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选择待删除的 SmartPartition，单击“删除”。  

注：只有移除了所有的 LUN，才能删除 SmartPar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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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操作成功的提示信息，单击“确定”。 

 

7.3 结果验证  
通过步骤一中在 SmartPartition 配置和使用前后由 IOMeter 在主机侧所测得的 IOPS 值的差

异可验证 SmartPartition 的作用结果。 

说明：由于目前无法模拟存储满负荷工作的情况，所以该结果验证的方式效果不明显，在此仅

做参考以说明 SmartPartition 的功能。 

7.4 配置参考 
请参照配置步骤。 

7.5 思考题 
不同业务的 LUN 可共用一个 SmartPartition 分区吗？ 

 

——实验 7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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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martQoS 配置和使用 

8.1 实验介绍 

8.1.1 实验目标 

基于 eStor 仿真器完成本章任务。这个实验帮助你掌握配置 SmartQoS，我们将为 LUN 设置

I/O 优先级、创建 SmartQoS 策略、激活和停用 SmartQoS 策略、添加和删除 LUN 到流量控

制策略和修改 SmartQoS 策略，在这个实验的最后，我们将删除 SmartQoS 策略。 

8.1.2 组网及业务描述 

组网同第三个实验中的 IP-SAN 或 FC-SAN 组网。 

通过对某个 LUN 的 SmartQoS 策略的设置，提高其业务的优先级以及性能控制。 

8.2 实验任务配置 

8.2.1 配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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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配置步骤 

步骤 1 设置 I/O 优先级 

实验之前创建两个 5GB 大小的 LUN，并将这两个 LUN 映射到两个不同的主机。在配置

SmartQoS 之前，先使用 IOMeter 进行 IO 统计，测试方法与实验 7 相同。 

LUN001: 

 

LUN002: 

 

在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单击“Smart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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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优先级控制”页签，在下侧列表中选择待修改的 LUN，单击“修改 I/O 优先级”。 

 

系统弹出“修改 I/O 优先级”对话框，选择 I/O 优先级为“高”，单击“确定”。 

 

系统会弹出高危提示框，请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内容，确认后勾选“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

执行此操作带来的后果”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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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执行结果”对话框，提示操作成功。 

 

步骤 2 创建流量控制策略 

DeviceManager 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 > SmartQoS”，单击“流量控制”页签，单

击“创建”。 

 

系统弹出“创建流量控制策略向导”对话框，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流量控制策略的名称，

单击“下一步”。 

系统进入“设置控制目标”页面，“控制类型”默认“读 I/O 和写 I/O”，“带宽”设置成

10MB/s。  

 

单击“下一步”,系统弹出“设置触发策略”对话框，在“开始日期”文本框中设置该策略开

始执行的日期，在“运行周期”区域框中设置该策略执行的周期，在“运行时间”区域框中设

置该策略执行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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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一步”，在“可选 LUN”区域框中选择该策略调控的 LUN。 

 

单击“下一步”，系统弹出“信息汇总”对话框，钩除现在激活选项，单击“完成”。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取消“立即激活”，单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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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IOMETER 工具在 Windows 系统中对两个 LUN 使用相同的测试模式进行测试，可以看到性

能统计值没有太大发生变化。因为 SmartQos 是在存储性能几乎满负荷情况下，用于保障重

要业务的 LUN 的性能，e-lab 暂时无法模拟存储性能满负荷的情况，这里 IOMeter 的结果仅

供作为演练方法的参考。 

步骤 3 增加 LUN 到流量控制策略 

DeviceManager 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 > SmartQoS”，单击“流量控制”页签，在

左侧信息展示区上侧，选中需要添加 LUN 的流量控制策略，单击“更多 > 增加对象”。没有

激活的流量控制策略才能增加 LUN。 

 

系统弹出“增加对象”对话框，选择需要为流量控制策略增加的 LUN，单击“向右箭头”，增

加 LUN 到列表中，单击“确定”。 



 

 

HCIA-Storage V4.0 实验指导手册 第 146 页 
 

 

 

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请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内容，确认后勾选“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

行此操作带来的后果”，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步骤 4 修改流量控制策略属性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 > SmartQoS > 流量控制”,选择待修改的

流量控制策略并单击“属性”。只有当流量控制策略处于非激活状态属性才能修改。 

 

系统弹出“流量控制策略属性”对话框，单击“常规”页签，可以修改名称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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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目标”页签，修改“带宽”为 20MB/s，单击“应用”。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修改成功，单击“关闭”。 

 

选择“触发策略”页签，可以修改“开始日期”、“运行周期”和“运行时间”，此处不做修

改，单击“确定”，返回流量控制策略管理界面。 

 

步骤 5 激活流量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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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 > SmartQoS > 流量控制”，选择需要激

活的流量控制策略，选择“更多 > 激活”。 

 

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关闭”。 

 

返回流量控制策略管理界面，可以看到状态已经激活。 

 

步骤 6 去激活流量控制策略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 > SmartQoS > 流量控制”，选择需要取

消激活的流量控制策略，选择“更多 >取消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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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单击“关闭”，返回流量控制策略管理界面，可以看到状态已经为“未激活”。 

 

步骤 7 删除流量控制策略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资源调优 > SmartQoS > 流量控制”，勾选需要删

除的流量控制策略，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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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仔细阅读上述信息，确认后勾选“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行此操作

带来的后果”，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8.3 结果验证  
由于 SmartQos 是在存储性能几乎满负荷情况下，用于保障重要业务的 LUN 的性能，e-lab

暂时无法模拟存储性能满负荷的情况，这里 IOMeter 的结果仅供作为演练方法的参考。 

8.4 配置参考 
请参照配置步骤。 

8.5 思考题 
SmartQoS 可以限制哪些参数？ 

 

——实验 8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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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AS 基础业务配置和使用 

9.1 实验介绍 

9.1.1 实验目标 

在 DeviceManager 场景中完成本章任务。通过完成本实验，你将具备如下技术： 

 NAS 技术的基本原理与应用 

 CIFS 共享配置 

 NFS 共享配置 

9.1.2 组网及业务描述 

 

说明： 

 这里仅标明了生产服务器与存储的业务连线，管理上的连线请参照之前第一和第二个

实验。 

 通过 IP 网络连接分别实现存储到业务服务器 Windows 或 Linux 的 CIFS 和 NFS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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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实验任务配置 

9.2.1 配置思路      

       

 

9.2.2 配置步骤 

步骤 1 创建存储池 

点击“资源分配”在存储配置与优化区域中点击“存储池”，点击“创建”按钮。 

 

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存储池名称，并且在存储池描述文本框中输入正确的描述。 

填写用途，选择“文件存储服务”。 

选择硬盘域，选择可用的硬盘域。 

存储介质，根据用户需求选择存储介质，其它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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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填写完成以后，点击“确定”。执行结果框显示操作成功。 

 

步骤 2 创建文件系统 

点击“资源分配”，在文件存储服务区域中点击“文件系统”，点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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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系统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文件系统名称，并且在文件系统描述文本框中输入正确的文件系

统描述。 

填写用途，选择“文件存储服务”。 

根据用户的需求，选择“Thin”。(可选)。 

根据用户的需求，填写文件系统容量为 50GB。 

根据用户的需求，填写文件系统的数量，其它可选。 

 

点击“确定”，执行结果框显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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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配置 NFS 共享 

点击“资源分配”在文件存储服务区域中点击“共享”，进入 NFS 共享，点击“创建”。 

 

在文件系统名称文本框中选择文件系统名称，其它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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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设置权限 

点击“增加”按钮。 

 

主机类型可以选择主机，也可以选择为网段。 

根据用户需求在权限文本框中选择权限。 

在高级下拉框中，root 权限限制选择“no_root_squash”，其它保持默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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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查看 NFS 共享信息汇总。 

 

点击“完成”，执行结果框显示操作成功，点击“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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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创建本地认证用户 

点击“资源分配”在文件存储服务区域中点击“认证用户”，选择“本地认证用户”，点击“创

建”。 

 

在用户名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名为 test12。 

密码和确认密码必须保持一致，为 Huawei@123。 

主组为“default_group”，主组也可以自己创建，也可以选择系统默认的主组。 

点击“确定”，添加本地认证用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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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配置 CIFS 共享 

点击“资源分配”在文件存储服务区域中点击“共享”，选择“CIFS”，点击“创建”。 

 

在文件系统文本框中选择可用文件系统。 

输入共享名称“share”。 

其它选项保持默认，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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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用户权限，点击“增加”。 

 

选择“查找”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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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可用用户后点击“确定”。 

 

以下显示表示用户添加成功，同时将权限级别设置为完全控制权限，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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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用户/用户组列表中是否存在用户信息，然后点击“下一步”。 

 

查看汇总信息是否正确，然后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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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显示表示 CIFS 共享创建成功，点击“关闭”。 

 

步骤 6 配置逻辑端口 

点击“资源分配--端口--逻辑端口--创建”。 

 

输入相关信息，点击“选择”，这里的 IP 地址为自定义，不与网络内其它 IP 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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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选择一个没有配置 IP 地址的物理的业务网口。 

 

注：可以在“以太网端口”选项里查看运行状态为“已连接”的业务网口，确认其没有配置

IP 地址，如下图中 CTE.B.H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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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选择好逻辑端口的主用端口之后，点击“确认“。 

 

点击“确定”后显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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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结果验证  

9.3.1 验证 NFS 共享 

前提条件：存储阵列的逻辑端口已经配置完成，共享目录只能通过访问逻辑端口实现。 

运行 showmount -e ipaddress 命令，查看存储系统当前所有的 NFS 共享。 

 

创建挂载目录。 

 

运行 mount -t nfs -o vers=n,proto=m,rsize=o,wsize=p,hard,intr,timeo=q 

ipaddress:filesystem /mnt 命令，挂载 NFS 共享的文件系统。 

说明： 

vers 为 NFS 协议版本，根据实际情况 n 选择 3 或 4。 

NFS v4 共享协议在单控切换时可能导致业务中断，故在高可靠性环境中推荐使用 NFS v3。 

proto 为传输协议方式，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tcp 或 udp。 

rsize 为读时传输块大小，单位为字节，推荐为“1048576”，Redhat 7 推荐为“16384”。 

wsize 为写时传输块大小，单位为字节，推荐为“1048576”。 

timeo 为超时重传时间，单位为十分之一秒，推荐为“50”。 

filesystem 为存储系统中创建的 NFS 共享的路径。 

例:mount -t nfs -o vers=3,proto=tcp,rsize=16384,wsize=1048576,hard,intr,timeo=50 “IP 

地址”:FileSystem001_001 /mnt 

 

运行 mount 命令，验证是否已将 NFS 共享的文件系统挂载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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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完成时，请将所挂载目录的内容全部删除，然后使用取消挂载，取消挂载可以使用

umount 命令或重启系统完成。 

9.3.2 验证 CIFS 共享 

前提条件：存储阵列的逻辑端口已经配置完成，共享目录只能通过访问逻辑端口实现。 

打开资源管理器，在资源管理器中输入\\“IP 地址” ,然后回车，输入本地认证用户名和密

码。 

 

出现以下对窗口说明共享已经创建成功。 

 

9.4 配置参考 
请参照配置步骤。 

9.5 思考题 
NFS 共享支持以用户名和密码鉴权吗？ 

 

——实验 9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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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martQuota 配置和使用 

10.1 实验介绍 

10.1.1 实验目标 

在 DeviceManager 场景中完成本章任务。这个实验帮助你配置文件业务配额，我们将创建

quota tree 和配额，启用和删除 quota tre，修改和删除配额。 

10.1.2 组网及业务描述 

组网同第九个实验中的 NAS 组网。 

通过 SmartQuota 配置和使用限制某文件系统的写入容量。 

10.2 实验任务配置 

10.2.1 配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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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实验介绍 

10.3.1 实验目标 

这个实验帮助你掌握 HyperSnap(FS)配置和使用。你将创建快照并使用快照恢复数据。 

本实验将会以 5300 V3 为示例。 

10.3.2 组网及业务描述 

组网同第九个实验中的 NAS 组网。 

10.3.3 配置步骤 

步骤 1 创建 quota tree 

实验开始之前需要创建一个文件系统 FileSystem001。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文件系统”，选择需要创建 quota tree 的文件系

统，在菜单栏选择“更多 > 创建 quota tree”。 

 

系统弹出“创建 quota tree”对话框，输入名称和数量，不选择“启用”，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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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修改 quota tree 属性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文件系统”，选择需要修改 quota tree 属性的文件

系统，在下方“详细信息”区域，单击“Quota Tree”页签，选择需要修改属性的 quota 

tree，单击“属性”。 

 

系统弹出“quota tree 属性”对话框，选择“启用”，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HCIA-Storage V4.0 实验指导手册 第 171 页 
 

 

 

步骤 3 创建文件系统配额 

登录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文件系统”，选择需要创建配额的文件系统，

在菜单栏选择“更多 > 创建配额”。 

 

系统弹出“创建配额向导”对话框，选择配额类型为“目录配额”，并单击“下一步”。 

 

“指定 quota tree” 选择创建好的 quota tree，并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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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配额设置硬配额 500MB、软配额 300MB，文件数配额设置硬配额 2（千）、软配额 1

（千），并单击“下一步”。 

 

确认需要创建的配额信息，并单击“完成”。 

 

系统进入“执行结果”界面，提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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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验证配额 

复制一些文件到 fs_qotatree 目录，当文件的总大小超过软配额 300MB，系统将发出重大报

警。 

 

当复制更多的数据总大小超过了硬指标，Windows 操作系统将线程错误：0x80070718：Not 

enough quota is available to process this command。 

 

步骤 5 修改配额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文件系统”，选择需要修改配额属性的文件系统，在

下方“详细信息”区域，单击“配额”页签，选择需要修改属性的配额，单击“修改”。 



 

 

HCIA-Storage V4.0 实验指导手册 第 174 页 
 

 

 

系统弹出“修改配额”对话框，修改文件数配额的应配额为 4（千）、软配额为 2（千），单击

“确定”。 

 

系统弹出“成功”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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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删除文件系统配额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文件系统”，选择需要删除配额的文件系统，在下方

“详细信息”区域，单击“配额”页签，选择需要删除的配额，单击“删除”。 

 

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内容，确认后选择“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行

此操作带来的后果。”，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步骤 7 删除 quota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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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文件系统”，选择需要删除 quota tree 的文件系

统，在下方“详细信息”区域，单击“Quota Tree”页签，选择需要删除的 quota tree，单

击“删除”。 

 

系统弹出提示框，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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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结果验证  
请参考步骤 4 验证配额。 

10.5 配置参考 
请参照配置步骤。 

10.6 思考题 
如果 smartquota 产生了告警，怎么处理和消除告警？ 

 

——实验 1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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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yperSnap(FS)配置和使用 

11.1 实验介绍 

11.1.1 实验目标 

在 DeviceManager 场景中完成本章任务。该实验让你掌握文件系统（FS）的快照操作，通过创

建文件系统业务快照实现快照恢复数据。  

11.1.2 组网及业务描述 

组网同第九个实验中的 NAS 基础业务组网。 

通过对已经映射好的有数据的 FS 创建快照，然后删除数据后再进行快照回滚操作，观察快照

回滚后的结果以了解快照的作用，并对快照进行取消激活和删除的操作。 

11.2 实验任务配置 

11.2.1 配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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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配置步骤 

步骤 1 映射 CIFS 共享空间 

在 Windows 客户端，右键单击“Computer”，选择“Map network drive”，在

“Folder”中，输入映射的文件夹路径并选择“Connect using different credentials”，文件

夹路径的输入格式为“\\logical ip address\sharename”。其中 logical ip address 是之

前实验已经配置的 CIFS 共享逻辑端口 IP，sharename 是之前实验已经配置的 CIFS 共享名，

单击“完成”。 

 

在“Windows Security”对话框中，输入已经在存储系统中配置的 CIFS 共享本地认证用户名

和密码，单击“确定”。 

 

CIFS 共享空间的网络驱动器在资源管理器中打开，新建 3 个文件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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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文件系统”，选择需要手动创建快照的文件系统，在

菜单栏选择“更多 > 创建快照”。 

 

系统弹出“创建快照”对话框，输入名称，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成功”提示框，提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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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回滚快照恢复数据 

快照创建以后，从 CIFS 共享中删除一些数据：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文件系统”，选择需要回滚快照的文件系统，信息栏

下方单击“快照”页签，选择需要回滚的文件系统快照，单击“回滚”。 

 

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内容，确认后选择“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行

此操作带来的后果。”，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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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执行结果”对话框，提示操作成功。 

 

在 Windows 中系统中查看 CIFS 数据恢复成功。 

 

步骤 4 删除快照 

DeviceManager 中选择“资源分配 > 文件系统”，选择需要删除快照的文件系统，信息栏

下方单击“快照”页签，选择需要删除的文件系统快照，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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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高危提示框，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内容，确认后选择“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行

此操作带来的后果。”，单击“确定”。  

 

系统弹出“执行结果”对话框，提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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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结果验证  
请参考步骤 3 回滚快照恢复数据，删除一部分数据后通过快照回滚将其恢复。 

11.4 配置参考 
请参照配置步骤。 

11.5 思考题 
文件业务快照回滚是否需要 Windows 中断业务？ 

 

——实验 11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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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存储系统日常维护 

12.1 实验介绍 

12.1.1 实验目标 

基于 eStor 仿真器完成本章任务，部分步骤需在 DeviceManager 场景中完成（步骤 2、3、4）。

通过完成本实验，你将学会收集和保存存储系统各种故障诊断信息的方法。 

 

12.1.2 组网及业务描述 

组网同第三个实验中的 IP-SAN 或 FC-SAN 组网。 

12.2 实验任务配置 

12.2.1 配置思路      

       

 

12.2.2 配置步骤 

步骤 1 导出配置数据 

登陆 DeviceManager。 

在右边的导航栏，点击“设置”按钮。 

在任务区域，点击“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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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出数据对话框中导出运行数据，点击“下载”。 

 

步骤 2 使用维护工具 

本实验使用 OceanStor Toolkit。 

如使用华为 e-lab 实验环境，可以由如下方式获取 Toolkit： 

远程 E-lab 实验室 Ftp Server Link: ftp://10.158.180.10--->admin1/admin1---->01 Storage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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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OceanStor Toolkit 保持默认即可，依次点击下一步。 

启动 OceanStor Toolkit. 点击 ToolStore，选择将要使用的工具，然后自定义安装。  

 

步骤 3 巡检及续保检查 

在这部份实验将会对设备执行实时和全方位巡检。 

启动 OceanStor Toolkit。 

点击“我的工具”转到“维护”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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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巡检及续保检查，巡检向导对话框将会显示。

 

点击“下一步”，点击“选择设备”页签会显示出来，点击“添加设备”在添加设备对话框中

输入与设备相关的信息，点击“下一步”。 

 

如果设备在巡检设备列表中显示，说明添加设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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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新添加的设备，点击“下一步”。 

在选择检查项页签中选择检查项目点击 “下一步”。 

 

在设置检查策略页签中设置检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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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开始巡检设备。 

 

完成巡检以后，立即处理检测失败的项目，然后点击“完成”。 

步骤 4 信息收集 

这部份实验将学习如何收集各种设备的信息。 

启动 OceanStor Toolkit。 

点击“我的工具”，在“维护”页签中点击“信息收集”，信息收集的对话框就会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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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收集对话框中点击“添加设备”。 

 

选择准备收集信息的设备，点击“收集”，OceanStor Toolkit 开始收集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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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完成以后，信息收集进度条将达到 100%，同时显示信息收集成功，如有收集信息失败请

及时处理。 

 

12.3 结果验证  
巡检和信息收集之后可以在目标路径获取巡检结果和日志信息。 

12.4 配置参考 
请参照配置步骤。 

12.5 思考题 
Toolkit 可以实现定时巡检吗？ 

 

——实验 12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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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思考题答案 
1. 参考第一个实验中的步骤 3 和步骤 4。 

2. 创建存储池是创建 LUN 的必要前提，一个存储池可包含多个 LUN，一个 LUN 只属于一个

存储池。 

3. hot_add 不是 Linux 自带的命令，是华为多路径的命令。 

4. 不会，Windows 支持在线扩容，但根据实际业务情况，离线扩容更为稳妥。 

5. 会。 

6. 除了“自动迁移”方式是遵循 smarttier 的数据热度监测和迁移规则，其余的三个迁移策略

“不迁移”、“向高性能层迁移”、“向低性能层迁移”都是按其字面意思进行主动迁移。 

7. 可以。 

8. 带宽和 IOPS。 

9. 不能，是以 IP 地址或机器名来鉴权的。 

10. 跟客户协商看是否能删除无用数据或者扩大配额。 

11. 会。 

12. 不能。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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