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PTEC 灵活配置

技术简报

灵活的配置选项
Adaptec 8系列 (12Gb/s) 和 Adaptec 7系列 (6Gb/s)
SAS/SATA RAID 控制卡
自动卷模式
自动卷容积模式设置选项，通过为驱动设
备编写少量元数据，自动配置硬盘驱动器
和（或者）固态硬盘为逻辑设备。这样驱
动设备可以被视作一个逻辑块存储设备。
其优势在于，控制卡的内存可以用于高速
缓存，加速读取/写入，减少访问时间和
延迟。

高密度机架的存储环境需要优化的设备尺
寸解决方案，以提直连存储最大高容量和
灵活的配置。
Adaptec 8系列和7系列RAID控制卡，提
供灵活的配置选项，允许自动的配置原始
和逻辑设备适应程序应用的需求。灵活的
配置管理提供三种设置选项，通过控制卡
的预启动工具来调整 :

RAID 模式
控制卡的默认设置为RAID模式，它支持完
整的硬件RAID数据保护功能，函括业界
领先的功能集，maxCache和其他相关功
能。 通过手动配置附加设备，RAID模式
还支持自动卷容积模式和HBA模式所有的
特性和功能。

• 自动卷模式 – 自动配置所有HDD / SSD
设备作为逻辑设备
• RAID 模式（默认）– 常规RAID控制卡功
能和使用模式
• HBA 模式 – 对操作系统自动开放物理
设备

HBA 模式
HBA模式设置自动开放物理驱动（例如，
对物理驱动提供完全的接入功能）如硬
盘，固态硬盘，磁带设备和自动加载机到
操作系统。它支持板卡上SATA接口，以及
其他SAS/SATA I/O 控制卡接口的磁盘迁
移。此外，这种模式支持第三方工具通过
模式页面来访问/配置驱动设备。

> 灵活的配置要点

Adaptec 8系列 (12Gb/s) 和
7系列 (6Gb/s) RAID 控制卡

具有的功能

三种配置选项
– 自动卷模式 — 自动配置所有的
HDD/SSD 驱动设备作为逻辑驱
动
– RAID 模式 (默认选项) — 常规
RAID控制卡功能和使用模式
– HBA 模式 — 对操作系统自动开
放物理设备

通过控制卡的预启动工具来
调整。
具有自动配置原始和逻辑设备
的能力,适应程序应用的需求
优异的方案针应对高密度机
架的存储环境和可扩展背板
需求 通过控制卡的预启动工
具来调整。

通过支持混合的部署逻辑和物理设备，
Adaptec 8系列和7系列控制卡把硬盘驱动
器（HDD），固态硬盘（SSD），配置磁
带和存储外设的数据位置控制进行混合部
署变为可能。
控制卡设置

说明支持的驱动设备

支持的驱动设备

设备配置

优势

自动卷模式

自动配置所有的 HDD/SSD 驱动设备作
为逻辑驱动

自动

• 通过DRAM读/写高数缓存，减少访问时间和延迟，
实现加速

RAID 模式

常规ARC 功能和使用模式（原始设备，
简单卷容积，RAID 卷容积，磁带驱动和
自动加载机）

手动

• 支持完整的硬件RAID数据保护，功能集，以及RAID级
迁移
• 支持 for maxCache (SSD 缓存)
• 支持自动卷容积/HBA 模式功能集

HBA 模式

自动开发物理驱动设备给操作系统
（HDD, SSD, 磁带, 自动加载机）

自动

• 支持板卡上SATA接口，以及其他 SATA/SAS I/O 控制卡接
口的磁盘迁移
• 给操作系统/应用层提供物理驱动完全的接入功能
• 支持第三方工具通过模式页面来访问/配置设备

逻辑驱动器

物理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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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 8盘位服务器
JBODs

使用案例
一个1U服务器通常配备的插槽空间非常有限，通常只支持
8个直接连接驱动器托架。半高小尺寸的Adaptec 8885 和
78165 RAID控制卡则是专门为这样的环境需求设计的，它
采用灵活的配置管理，可支持8个内部驱动器，为关键数据
配置逻辑卷。该控制卡还提供外部连接到JBOD。这些还能
配置为原始设备仪器，用于最大容量的冷数据存储---全包括
在MD2尺寸内。

写入>=
数据限度

主写入

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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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

阵列卡缓存

灵活配置的优势
因为可以采用灵活的配置，Adaptec 8系列 (12Gb/s) 和7系
列 (6Gb/s) RAID控制卡提供了一个高效的硬件投资方案，
使得数据中心只需购买一片控制卡，即可在三个配置选项中
选择满足他们需要的方案。

1U 8盘位服务器
JBODs
写入>=

灵活的配置也是扩展背板应用的理想选择。无论是在服务器
数据限度
机箱的内部或外部，扩展背板在供可扩展性时也引入了兼容 驱动器
和延迟性的问题。 7系列RAID控制卡提供16 和24端口的直
连选项。通过配置每个驱动器为简单卷，板载DRAM能够提
主写入
升读写性能。当配上“大区块旁路模式”
– 在每片Adaptec
写入<
RAID控制卡上都含有的功能，过滤将写入到驱动器的超大I
数据限度
/ O，并保持高速缓存服务小的随机I/O，--灵活的配置给随
阵列卡缓存
机I/O性能提供了显著的性能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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