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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224磁碟櫃

安裝與連接纜線

熱新增機櫃- NS224機櫃

當HA配對符合特定需求、且已完成適用於HA配對的準備工作之後、您可以熱新增NS224

磁碟機櫃。

熱新增需求

在熱新增NS224磁碟機櫃之前、HA配對必須符合特定需求。

• 您的平台模式和ONTAP 版本的支援必須支援NS224機櫃和熱新增的磁碟機。

https://["NetApp Hardware Universe"^]

• 您必須擁有正確的纜線數量和類型、才能連接機櫃。

https://["NetApp Hardware Universe"^]

• 您的HA配對必須有足夠的可用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才能支援熱新增的磁碟櫃數量。

對於您要熱新增的每個機櫃、每個控制器至少需要兩個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這些連接埠可在控制器
上、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上、兩者的組合、或是具備RoCE功能的I/O模組上、如您的平台機型所支援。

如果您的HA配對沒有足夠可用的RoCE連接埠、而且您的平台機型支援使用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或I/O模
組、則您必須將額外的卡或I/O模組安裝到正確的控制器插槽中、如同您的平台機型所支援。

https://["NetApp Hardware Universe"^]

非專屬的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必須設定為供儲存使用（非網路使用）。

準備非專屬且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以進行熱新增

• 如果您有AFF 一對EzeA700 HA配對、而且要熱新增初始NS224磁碟機櫃（HA配對中沒有NS224磁碟機櫃
）、則必須在每個控制器中安裝核心傾印模組（X9170A、NVMe 1TB SSD）、才能支援核心傾印（儲存核
心檔案）。

"更換快取模組、或新增/更換核心傾印模組（AFF 即：VA700和FAS9000）"

• 您的HA配對必須少於支援的最大磁碟櫃數、至少要少於您計畫要熱新增的磁碟櫃數。

在熱新增磁碟櫃之後、您無法超過HA配對所支援的磁碟櫃數量上限。

https://["NetApp Hardware Universe"^]

• 如果要將機櫃熱新增至已有NS224機櫃的HA配對、HA配對就不會出現任何儲存設備纜線錯誤訊息、而且必
須以多重路徑HA的纜線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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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執行Active IQ Config Advisor 功能不全、以檢視任何儲存設備佈線錯誤訊息、以及您應採取的修正
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 您需要一側拉直的迴紋針或一支細尖端的圓球筆。

若要變更機櫃ID、請使用回形針或圓筆來存取操作員顯示面板（ODP）後面的機櫃ID按鈕。

熱新增的考量事項

在熱新增NS224磁碟機櫃之前、您應該先熟悉此程序的最佳實務做法和相關事項。

• 如果您有ASA 支援NS224磁碟櫃的SHA配對、可以使用此程序。

• *最佳實務做法：*最佳實務做法是在熱新增機櫃之前、先安裝目前版本的磁碟認證套件（DQP）。

安裝最新版的DQP可讓您的系統辨識及使用新的合格磁碟機。如此可避免系統事件訊息、因為無法辨識磁碟
機、因此無法取得非最新的磁碟機資訊並防止磁碟分割。此外、DQP也會通知您非最新的磁碟機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認證套件"^]

• *最佳實務做法：*最佳實務做法是Active IQ Config Advisor 在熱新增機櫃之前和之後執行

在Active IQ Config Advisor 熱新增機櫃之前執行支援功能可提供現有機櫃乙太網路（ENET）連線的快照、
驗證NVMe機櫃模組（NSM）韌體版本、並可讓您驗證HA配對中已使用的機櫃ID。在熱新增機櫃之後執
行Active IQ Config Advisor 功能、可讓您驗證機櫃的纜線是否正確、以及HA配對內的機櫃ID是否獨特。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 *最佳實務做法：*最佳實務做法是在新增磁碟櫃之前、先在系統上安裝最新版本的NVMe機櫃模組（NSM）
韌體和磁碟機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櫃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機韌體"^]

請勿將韌體還原至不支援機櫃及其元件的版本。

• 連接好熱新增的機櫃之後ONTAP 、即可識別出機櫃：

◦ 如果啟用自動磁碟機指派、則會指派磁碟機所有權。

◦ 如有需要、應自動更新NSM機櫃韌體和磁碟機韌體。

韌體更新最多可能需要30分鐘。

準備熱新增

在熱新增NS224磁碟機櫃之前、您必須先完成適用於HA配對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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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非專屬且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以進行熱新增

如果您的HA配對具有非專屬的RoCE連接埠、而您使用這些連接埠來熱新增NS224磁碟機櫃、則必須確定連接
埠已設定為供儲存設備使用（非網路使用）。視您的平台機型而定、控制器、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兩者的
組合、或是具備RoCE功能的I/O模組、都有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

開始之前

您必須符合系統需求。

[熱新增需求]

關於這項工作

• 對於某些平台機型、當控制器的支援插槽中安裝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或I/O模組時、連接埠會自動預設為
使用儲存設備（而非網路）；不過、建議您完成此程序、以驗證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是否已設定為用於
儲存設備。

• 如果您確定HA配對中的非專用的RoCE連接埠未設定為供儲存使用、則設定這些連接埠是不中斷營運的程
序。

如果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版本的32位版本、您必須一次重新啟動一個控制器。

如果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NetApp 9.7或更新版本、則不需要重新啟動控制器、除非其中
一個或兩個控制器都處於維護模式。此程序假設兩個控制器都未處於維護模式。

步驟

1. 驗證HA配對中的非專屬連接埠是否已設定用於儲存用途：「儲存連接埠顯示」

您可以在任一控制器模組上輸入命令。

如果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NetApp 9.8或更新版本、則非專屬連接埠會在「模式」欄中顯示「儲存」。

如果您的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32或9.6、則非專用連接埠在「專用」中顯示「假」 欄位、也會在「
tate」欄位中顯示「啟用」。

2. 如果將非專屬連接埠設定為供儲存使用、則您必須完成此程序。

否則、您必須完成步驟3到6來設定連接埠。

如果未將非專屬連接埠設定為供儲存使用、命令輸出會顯示下列項目：

如果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NetApp 9.8或更新版本、非專屬連接埠會在「模式」欄位中顯
示「network」（網路）。

如果您的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NetApp的支援、則非專用連接埠在「專用」中顯示「假」
欄位、也會在「tate」欄位中顯示「停用」。

3. 在其中一個控制器模組上設定非專用連接埠以供儲存使用：

您必須針對所設定的每個連接埠重複執行適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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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HA配對正在執行… 然後…

部分9.8或更新版
本ONTAP

"torage port modify -nodE nodE name -port port name -mode storage（更改端
口名稱-mode storage）"

資訊提供ONTAP 「torage連接埠啟用節點節點名稱-連接埠名稱」

4. 如果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32個9.6、請重新啟動控制器模組、使連接埠變更生效：「System Node

reboot-nodeNode name - rebooting rebooting」（系統節點重新開機-節點節點名稱-重新開機原因）

否則、請前往下一步。

重新開機最多可能需要15分鐘。

5. 對第二個控制器模組重複步驟：

如果HA配對正在執行… 然後…

更新版本ONTAP a. 重複步驟3。

b. 前往步驟6。

部分9.6 ONTAP a. 重複步驟3和4。

第一個控制器必須已完成重新開機。

b. 前往步驟6。

6. 確認兩個控制器模組上的非專屬連接埠均已設定為儲存用途：「儲存連接埠顯示」

您可以在任一控制器模組上輸入命令。

如果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NetApp 9.8或更新版本、則非專屬連接埠會在「模式」欄中顯示「儲存」。

如果您的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32或9.6、則非專用連接埠在「專用」中顯示「假」 欄位、也會在「
tate」欄位中顯示「啟用」。

準備AFF 一AFF 對用AFF 作熱新增第二個機櫃的功能、例如用作供應器的功能、例如用作供應器的功能AFF AFF

如果您有AFF 一個包含一個AFF NS224磁碟機櫃的ESDESA700、ESDEA800、AFF ESIC800、AFF ESIEA400

AFF 或EFC400 HA配對、並且該磁碟櫃已連接至每個控制器上一組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則必須重新裝上
機櫃 （在每個控制器上的兩個連接埠集上安裝額外的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或I/O模組之後、再熱新增第二個
機櫃。

開始之前

• 您必須符合系統需求。

[熱新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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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必須啟用所安裝之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或I/O模組上的連接埠。

準備非專屬且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以進行熱新增

關於這項工作

• 如果您的機櫃具有多重路徑HA連線功能、則重新啟用連接埠連線是不中斷營運的程序。

您可以在每個控制器上的兩個連接埠集合中重新放置第一個機櫃、以便在熱新增第二個機櫃時、兩個機櫃都
有更強的彈性連線能力。

• 在此程序期間、您一次移動一條纜線、以隨時維持與機櫃的連線。

步驟

1. 根據您的平台模式、可在每個控制器上的兩組連接埠之間重新連接現有機櫃的連線。

移動纜線時、從一個連接埠拔下纜線、然後將纜線插入另一個連接埠、不需要任何等待時
間。

如果您有… 然後…

部分A700 HA配對AFF 這些子步驟假設現有機櫃已連接至每個控制器插槽3中具有資源
相容的I/O模組。

如有需要、您可以參考兩個機櫃組態中現有單一機櫃和標註機櫃
的佈線圖例。

連接熱新增機櫃、以利AFF 進行AreA700 HA配對

a. 在控制器A上、將纜線從插槽3連接埠b（e3b）移至插槽7連接埠b（e7b）。

b. 在控制器B上重複相同的纜線移動

部分A800或不含資料
的C800 HA配對AFF AFF

以下步驟假設現有的機櫃已連接至每個控制器插槽5中的可操
作PCIe卡。

如有需要、您可以參考兩個機櫃組態中現有單一機櫃和標註機櫃
的佈線圖例。

連接熱新增機櫃、以利AFF 執行供應鏈以利實現供應鏈A800

或AFF 是鏈接至鏈接鏈接

a. 在控制器A上、將纜線從插槽5連接埠b（e5b）移至插槽3連接埠b（e3b）。

b. 在控制器B上重複相同的纜線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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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 然後…

VA400 HA配對AFF 如有需要、您可以參考兩個機櫃組態中現有單一機櫃和標註機櫃
的佈線圖例。

將熱新增機櫃連接至AFF 線纜、以供搭配使用

a. 在控制器A上、將纜線從連接埠e0d移至插槽5連接埠b（e5b）。

b. 在控制器B上重複相同的纜線移動

C400 HA配對AFF 如有需要、您可以參考兩個機櫃組態中現有單一機櫃和標註機櫃
的佈線圖例。

連接熱新增機櫃、以供AFF 搭配使用以進行功能不全的叢集
式C400 HA配對

a. 在控制器A上、將纜線從插槽4連接埠A（E4A）移至插槽5連接埠b（e5b
）。

b. 在控制器B上重複相同的纜線移動

2. 確認已正確連接的機櫃纜線。

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準備為熱新增手動指派磁碟機擁有權

如果您要手動指派熱新增NS224磁碟機櫃的磁碟機擁有權、則必須停用已啟用的自動磁碟機指派功能。

開始之前

您必須符合系統需求。

[熱新增需求]

關於這項工作

如果磁碟櫃中的磁碟機將由HA配對中的兩個控制器模組擁有、則您需要手動指派磁碟機擁有權。

步驟

1. 驗證是否已啟用自動磁碟指派：「torage disk option show」

您可以在任一控制器模組上輸入命令。

如果啟用自動磁碟指派、輸出會在「Auto assign」（自動指派）欄中顯示「On」（開啟）（針對每個控制
器模組）。

2. 如果已啟用自動磁碟指派、請停用此功能：「torage disk option modify -node_name -autodassign Off」（
磁碟選項修改-node_name -autodassign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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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停用兩個控制器模組上的自動磁碟機指派。

安裝熱新增磁碟機櫃

安裝新的NS224磁碟機櫃時、需要將磁碟櫃安裝到機架或機櫃、連接電源線（自動開啟磁碟櫃電源）、然後設定
磁碟櫃ID。

開始之前

• 您必須符合系統需求。

[熱新增需求]

• 您必須已完成適用的準備程序。

[準備熱新增]

步驟

1. 使用套件包裝箱隨附的安裝傳單、安裝機櫃隨附的軌道安裝套件。

請勿將機櫃裝在法蘭上。

2. 使用安裝說明將機櫃安裝並固定在支撐托架、機架或機櫃上。

滿載的NS224機櫃可重達66、78磅（30、29公斤）、需要兩個人才能舉升或使用液壓起重裝
置。避免移除機櫃元件（從機櫃正面或背面）、以降低機櫃重量、因為機櫃重量會不平衡。

3. 將電源線連接至機櫃、如果是AC電源供應器、請使用電源線固定器將電源線固定到位、如果是DC電源供應
器、請使用兩個指旋螺絲固定、然後將電源線連接至不同的電源供應器、以獲得恢復能力。

機櫃連接電源時會啟動、但沒有電源開關。當電源供應器正常運作時、雙色LED會亮起綠燈。

4. 將機櫃ID設為HA配對內的唯一編號：

如需更詳細的指示、請參閱：

"變更機櫃ID - NS224機櫃"

a. 取下左端蓋、找到LED右側的小孔。

b. 將回形針或類似工具的一端插入小孔、以觸及機櫃ID按鈕。

c. 按住按鈕（長達15秒）、直到數位顯示器上的第一個數字開始閃爍、然後釋放按鈕。

如果ID需要15秒以上的時間才能開始閃燈、請再次按住按鈕、確定一定要完全按下。

d. 按下並釋放按鈕、將號碼往前移、直到達到所需的0到9。

e. 重複子步驟4c和4d、設定機櫃ID的第二個編號。

最多可能需要三秒（而非15秒）、才能讓號碼開始閃燈。

7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https://docs.netapp.com/zh-tw/ontap-systems/ns224/change-shelf-id.html


f. 按住按鈕、直到第二個數字停止閃爍。

約五秒鐘後、兩個數字都會開始閃爍、ODP上的黃色LED會亮起。

g. 重新啟動機櫃、使機櫃ID生效。

您必須從機櫃拔下兩根電源線、等待10秒鐘、然後重新插回。

電源恢復供電時、二色LED會亮起綠色。

纜線連接磁碟機櫃以進行熱新增

您可以將每個熱新增的NS224磁碟機櫃纜線、以便每個機櫃都有兩個連線連接到HA配對中的每個控制器模組。
視您要熱新增的磁碟櫃數量和平台機型而定、您可以在控制器、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兩者的組合、或是具
備RoCE功能的I/O模組上使用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

熱新增的纜線配置考量

熟悉正確的纜線連接器方向、以及NS224 NSM磁碟機櫃模組上連接埠的位置和標籤、有助於在熱新增的磁碟櫃
佈線之前先行使用。

• 插入纜線時、連接器拉片朝上。

正確插入纜線時、會卡入定位。

連接纜線兩端之後、機櫃和控制器連接埠LK（綠色）LED會亮起。如果連接埠LNO LED未亮起、請重新拔
插纜線。

• 您可以使用下列圖例來協助實際識別機櫃NSM連接埠e0a和e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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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熱新增機櫃、以利AFF 進行AreA900 HA配對

如果需要額外的儲存空間、您可以將最多三個額外的NS224磁碟機櫃（總共四個磁碟櫃）熱新增至AFF 一對《
非洲》HA配對。

開始之前

• 您必須符合系統需求。

[熱新增需求]

• 您必須已完成適用的準備程序。

[準備熱新增]

• 您必須安裝磁碟櫃、開啟磁碟櫃電源、然後設定磁碟櫃ID。

[安裝熱新增磁碟機櫃]

關於這項工作

• 此程序假設您的HA配對至少有一個現有的NS224磁碟櫃、而且您要熱新增最多三個額外的磁碟櫃。

• 如果您的HA配對只有一個現有的NS224磁碟櫃、則此程序假設磁碟櫃已連接至每個控制器上兩個具有RoCE

功能的100GbE I/O模組。

步驟

1. 如果您要熱新增的NS224磁碟櫃是HA配對中的第二個NS224磁碟櫃、請完成下列子步驟。

否則、請前往下一步。

a.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a、用於控制器A插槽10連接埠A（E10A）。

b.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b至控制器B插槽2連接埠b（e2b）。

c.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A至控制器B插槽10連接埠A（E10A）。

d.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b至控制器A插槽2連接埠b（e2b）。

下圖顯示第二個機櫃纜線（和第一個機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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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要熱新增的NS224磁碟櫃是HA配對中的第三個NS224磁碟櫃、請完成下列子步驟。

否則、請前往下一步。

a.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a、用於控制器A插槽1連接埠A（e1a）。

b.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b至控制器B插槽11連接埠b（e11b）。

c.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A至控制器B插槽1連接埠A（e1a）。

d.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b至控制器A插槽11連接埠b（e11b）。

下圖顯示第三個機櫃的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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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要熱新增的NS224磁碟櫃是HA配對中的第四個NS224磁碟櫃、請完成下列子步驟。

否則、請前往下一步。

a.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a、用於控制器A插槽11連接埠A（e11a）。

b.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b至控制器B插槽1連接埠b（e1b）。

c.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A至控制器B插槽11連接埠A（e11a）。

d.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b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1連接埠b（e1b）。

下圖顯示第四個磁碟櫃的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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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認熱新增的磁碟櫃纜線正確。

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5. 如果您在準備此程序時停用了自動磁碟機指派、則需要手動指派磁碟機所有權、然後視需要重新啟用自動磁
碟機指派。

否則、您將完成此程序。

[完成熱新增]

將熱新增機櫃纜線連接AFF 至適用於不支援的A250、AFF 不支援的C250或FAS500f HA配對

如果需要額外的儲存空間、您可以將NS224磁碟機櫃熱新增至FAS500f或AFF S4A250 HA配對。

開始之前

• 您必須符合系統需求。

[熱新增需求]

• 您必須已完成適用的準備程序。

[準備熱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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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必須安裝磁碟櫃、開啟磁碟櫃電源、然後設定磁碟櫃ID。

[安裝熱新增磁碟機櫃]

關於這項工作

從平台機箱背面看、左側的RoCE卡連接埠為連接埠「a」（e1a）、右側連接埠為連接埠「b」（e1b）。

步驟

1. 纜線連接機櫃：

a.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a、用於控制器A插槽1連接埠A（e1a）。

b.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b至控制器B插槽1連接埠b（e1b）。

c.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A至控制器B插槽1連接埠A（e1a）。

d.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b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1連接埠b（e1b）。+下圖顯示機櫃佈線完成後的情形。

2. 確認熱新增的磁碟櫃纜線正確。

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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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在準備此程序時停用了自動磁碟機指派、則需要手動指派磁碟機所有權、然後視需要重新啟用自動磁
碟機指派。

否則、您將完成此程序。

[完成熱新增]

連接熱新增機櫃、以利AFF 進行AreA700 HA配對

如何在AFF 一對SzeA700 HA磁碟機櫃中連接纜線、取決於您要熱新增的磁碟櫃數量、以及您在控制器模組上使
用的具有Roce功能的連接埠集（一或兩個）數量。

開始之前

• 您必須符合系統需求。

[熱新增需求]

• 您必須已完成適用的準備程序。

[準備熱新增]

• 您必須安裝磁碟櫃、開啟磁碟櫃電源、然後設定磁碟櫃ID。

[安裝熱新增磁碟機櫃]

步驟

1. 如果您在每個控制器模組上使用一組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一個具備RoCE功能的I/O模組）熱新增一個
機櫃、而且這是HA配對中唯一的NS224機櫃、請完成下列子步驟。

否則、請前往下一步。

本步驟假設您已在每個控制器模組的插槽3（而非插槽7）中安裝具備RoCE功能的I/O模組。

a.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a、用於控制插槽3連接埠a

b.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b至控制器B插槽3連接埠b.

c.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A至控制器B插槽3連接埠a

d.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b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3連接埠b.

下圖顯示使用每個控制器模組中一個具備RoCE功能的I/O模組、連接一個熱新增機櫃的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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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在每個控制器模組中使用兩組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兩個具備RoCE功能的I/O模組）熱新增一或
兩個磁碟櫃、請完成適用的子步驟。

磁碟櫃 纜線

機櫃1. 這些子步驟假設您是從機櫃連接埠e0a佈線至插槽3中具有RoCE

功能的I/O模組、而非插槽7開始佈線。

a. 將NSM A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3連接埠a

b. 將NSM A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7連接埠b.

c. 將NSM B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3連接埠a

d. 將NSM B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7連接埠b.

e. 如果您要熱新增第二個機櫃、請完成「'helf 2'」子步驟；否則、請前往步
驟3。

機櫃2. 這些子步驟假設您是從機櫃連接埠e0a佈線至插槽7中具備RoCE

功能的I/O模組、而非插槽3（與機櫃1的佈線子步驟相關）開始佈
線。

a. 將NSM A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7連接埠a

b. 將NSM A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3連接埠b.

c. 將NSM B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7連接埠a

d. 將NSM B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3連接埠b.

e. 前往步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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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顯示第一個和第二個熱新增磁碟櫃的纜線佈線：

3. 確認熱新增的磁碟櫃纜線正確。

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4. 如果您在準備此程序時停用了自動磁碟機指派、則需要手動指派磁碟機所有權、然後視需要重新啟用自動磁
碟機指派。

否則、您將完成此程序。

[完成熱新增]

連接熱新增機櫃、以利AFF 執行供應鏈以利實現供應鏈A800或AFF 是鏈接至鏈接鏈接

如何在AFF SzeA800或AFF SzeC800 HA配對中連接NS224磁碟機櫃的纜線、取決於您要熱新增的磁碟櫃數
量、以及您在控制器模組上使用的具有Roce-Capable連接埠集（一或兩個）數量。

開始之前

• 您必須符合系統需求。

[熱新增需求]

• 您必須已完成適用的準備程序。

[準備熱新增]

• 您必須安裝磁碟櫃、開啟磁碟櫃電源、然後設定磁碟櫃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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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熱新增磁碟機櫃]

步驟

1. 如果您在每個控制器模組上使用一組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一個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熱新增一個
機櫃、而且這是HA配對中唯一的NS224機櫃、請完成下列子步驟。

否則、請前往下一步。

此步驟假設您已在插槽5中安裝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

a.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a、用於控制器A插槽5連接埠A（e5a）。

b.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b至控制器B插槽5連接埠b（e5b）。

c.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A至控制器B插槽5連接埠A（e5a）。

d.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b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5連接埠b（e5b）。

下圖顯示每個控制器模組上使用一個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連接一個熱新增機櫃的纜線：

2. 如果您在每個控制器模組上使用兩組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兩個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熱新增一或
兩個磁碟櫃、請完成適用的子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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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步驟假設您已在插槽5和插槽3中安裝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

磁碟櫃 纜線

機櫃1. 這些子步驟假設您是從機櫃連接埠e0a佈線至插槽5中具有RoCE

功能的PCIe卡、而非插槽3開始佈線。

a. 將NSM A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5連接埠A（e5a）。

b. 將NSM A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3連接埠b（e3b）。

c. 將NSM B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5連接埠A（e5a）。

d. 將NSM B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3連接埠b（e3b）。

e. 如果您要熱新增第二個機櫃、請完成「'helf 2'」子步驟；否則、請前往步
驟3。

機櫃2. 這些子步驟假設您是從機櫃連接埠e0a佈線至插槽3中具有RoCE

功能的PCIe卡、而非插槽5（與機櫃1的佈線子步驟相關）開始佈
線。

a. 將NSM A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3連接埠A（e3a）。

b. 將NSM A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5連接埠b（e5b）。

c. 將NSM B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3連接埠A（e3a）。

d. 將NSM B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5連接埠b（e5b）。

e. 前往步驟3。

下圖顯示兩個熱新增磁碟櫃的纜線佈線：

18



3. 確認熱新增的磁碟櫃纜線正確。

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4. 如果您在準備此程序時停用了自動磁碟機指派、則需要手動指派磁碟機所有權、然後視需要重新啟用自動磁
碟機指派。

否則、您將完成此程序。

[完成熱新增]

將熱新增機櫃連接至AFF 線纜、以供搭配使用

如何在AFF 一個SzeA400 HA配對中連接NS224磁碟機櫃的纜線、取決於您要熱新增的磁碟櫃數量、以及您在控
制器模組上使用的具有RoCE功能的連接埠集（一或兩個）數量。

開始之前

• 您必須符合系統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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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新增需求]

• 您必須已完成適用的準備程序。

[準備熱新增]

• 您必須安裝磁碟櫃、開啟磁碟櫃電源、然後設定磁碟櫃ID。

[安裝熱新增磁碟機櫃]

步驟

1. 如果您在每個控制器模組上使用一組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內建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熱新增一個機
櫃、而且這是HA配對中唯一的NS224機櫃、請完成下列子步驟。

否則、請前往下一步。

a.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a至控制器A連接埠e0c。

b.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b至控制器B連接埠e0d。

c.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A至控制器B連接埠e0c。

d.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b連接至控制器A連接埠e0d。

下圖顯示如何使用每個控制器模組上一組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來連接一個熱新增機櫃的纜線：

2. 如果您要在每個控制器模組上使用兩組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主機板內建和PCIe卡具備RoCE功能的連
接埠）熱新增一或兩個磁碟櫃、請完成下列子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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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碟櫃 纜線

機櫃1. a. 將NSM A連接埠e0a連接至控制器A連接埠e0c。

b. 將NSM A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5連接埠2（e5b）。

c. 將NSM B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連接埠e0c。

d. 將NSM B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5連接埠2（e5b）。

e. 如果您要熱新增第二個機櫃、請完成「'helf 2'」子步驟；否則、請前往步
驟3。

機櫃2. a. 將NSM A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5連接埠1（e5a）。

b. 將NSM A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連接埠e0d。

c. 將NSM B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5連接埠1（e5a）。

d. 將NSM B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連接埠e0d。

e. 前往步驟3。

下圖顯示兩個熱新增磁碟櫃的纜線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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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熱新增的磁碟櫃纜線正確。

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4. 如果您在準備此程序時停用了自動磁碟機指派、則需要手動指派磁碟機所有權、然後視需要重新啟用自動磁
碟機指派。

否則、您將完成此程序。

[完成熱新增]

連接熱新增機櫃、以供AFF 搭配使用以進行功能不全的叢集式C400 HA配對

如何在AFF 一套SzeC400 HA配對中連接NS224磁碟機櫃的纜線、取決於您要熱新增的磁碟櫃數量、以及您在控
制器模組上使用的具有RoCE功能的連接埠集（一或兩個）數量。

開始之前

• 您必須符合系統需求。

[熱新增需求]

• 您必須已完成適用的準備程序。

[準備熱新增]

• 您必須安裝磁碟櫃、開啟磁碟櫃電源、然後設定磁碟櫃ID。

[安裝熱新增磁碟機櫃]

步驟

1. 如果您在每個控制器模組上使用一組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熱新增一個機櫃、而且這是HA配對中唯一
的NS224機櫃、請完成下列子步驟。

否則、請前往下一步。

a.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a、用於控制器A插槽4連接埠1（E4A）。

b. 纜線櫃NSM A連接埠e0b至控制器B插槽4連接埠2（e4b）。

c.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A至控制器B插槽4連接埠1（E4A）。

d. 纜線櫃NSM B連接埠e0b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4連接埠2（e4b）。

下圖顯示如何使用每個控制器模組上一組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來連接一個熱新增機櫃的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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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在每個控制器模組上使用兩組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熱新增一或兩個磁碟櫃、請完成下列子步驟。

磁碟櫃 纜線

機櫃1. a. 將NSM A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4連接埠1（E4A）。

b. 將NSM A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5連接埠2（e5b）。

c. 將NSM B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連接埠插槽4連接埠1（E4A）。

d. 將NSM B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5連接埠2（e5b）。

e. 如果您要熱新增第二個機櫃、請完成「'helf 2'」子步驟；否則、請前往步
驟3。

機櫃2. a. 將NSM A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5連接埠1（e5a）。

b. 將NSM A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4連接埠2（e4b）。

c. 將NSM B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插槽5連接埠1（e5a）。

d. 將NSM B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插槽4連接埠2（e4b）。

e. 前往步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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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顯示兩個熱新增磁碟櫃的纜線佈線：

3. 確認熱新增的磁碟櫃纜線正確。

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4. 如果您在準備此程序時停用了自動磁碟機指派、則需要手動指派磁碟機所有權、然後視需要重新啟用自動磁
碟機指派。

否則、您將完成此程序。

[完成熱新增]

將熱新增機櫃連接至AFF 線纜、以供搭配使用

需要額外儲存時、您可以將第二個NS224磁碟機櫃纜線連接至現有的HA配對。

開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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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必須符合系統需求。

[熱新增需求]

• 您必須已完成適用的準備程序。

[準備熱新增]

• 您必須安裝磁碟櫃、開啟磁碟櫃電源、然後設定磁碟櫃ID。

[安裝熱新增磁碟機櫃]

關於這項工作

本程序假設AFF 您的S3220 HA配對已有NS224機櫃、而且您正在熱新增第二個機櫃。

步驟

1. 將機櫃連接至控制器模組。

a. 將NSM A連接埠e0a連接至控制器A連接埠e0e。

b. 將NSM A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連接埠e0b。

c. 將NSM B連接埠e0A纜線連接至控制器B連接埠e0e。

d. 將NSM B連接埠e0b纜線連接至控制器A連接埠e0b。+下圖顯示熱新增機櫃（機櫃2）的佈線：

2. 確認熱新增的磁碟櫃纜線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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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3. 如果您在準備此程序時停用了自動磁碟機指派、則需要手動指派磁碟機所有權、然後視需要重新啟用自動磁
碟機指派。

否則、您將完成此程序。

[完成熱新增]

完成熱新增

如果您在準備NS224磁碟機櫃熱新增時停用了自動磁碟機指派、則需要手動指派磁碟機擁有權、然後視需要重新
啟用自動磁碟機指派。

開始之前

您必須已依照HA配對的指示、將機櫃連接好纜線。

[纜線連接磁碟機櫃以進行熱新增]

步驟

1. 顯示所有未擁有的磁碟機：「torage disk show -conter-type unallected」

您可以在任一控制器模組上輸入命令。

2. 指派每個磁碟機：「torage disk assign -disk disk_name -Owner_name」

您可以在任一控制器模組上輸入命令。

您可以使用萬用字元一次指派多個磁碟機。

3. 如有需要、請重新啟用自動磁碟指派：「儲存磁碟選項modify -node_name -autodassign on」

您必須在兩個控制器模組上重新啟用自動磁碟機指派。

變更機櫃ID - NS224機櫃

當系統尚未執行任何功能時、或是在將機櫃連接至系統之前熱新增機櫃時、您可以變更系
統中的機櫃ID ONTAP 。您也可以在ONTAP 啟用並執行更新時變更機櫃ID（控制器模組可
用於處理資料）、機櫃中的所有磁碟機均為無擁有、備援磁碟機、或是外聯Aggregate的一
部分。

開始之前

• 如果已啟動且正在執行（控制器模組可用於提供資料）、您必須已確認機櫃中的所有磁碟機均為無擁有、備
援或是外聯Aggregate的一部分。ONTAP

您可以使用「儲存磁碟show -sh現 況_機櫃_機櫃_編號_」命令來驗證磁碟機的狀態。如果是故障磁碟
機、「Container Type」（容器類型）欄中的輸出應顯示「shpare」或「中斷」。此外、「Container

Name」（容器名稱）和「Owner"（擁有者）欄應該會有破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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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需要一側拉直的迴紋針或一支細尖端的圓球筆。

您可以使用回形針或圓筆、透過操作員顯示面板（ODP）中LED右側的小孔存取機櫃ID按鈕。

關於這項工作

• 有效的機櫃ID為00至99。

• 機櫃ID必須在HA配對中是唯一的。

• 您必須重新啟動磁碟櫃（拔下兩條電源線、等待適當的時間、然後重新插上）、磁碟櫃ID才會生效。

插回電源線之前所等待的時間取決於ONTAP 資訊的狀態、如本程序稍後所述。

NS224機櫃的電源供應器上沒有電源開關。

步驟

1. 開啟機櫃電源（如果尚未開啟）。

您先將電源線連接至機櫃、然後使用電源線固定器將電源線固定到位、再將電源線連接至不同的電源供應
器、以獲得恢復能力。

2. 取下左端蓋、找出LED右側的小孔。

3. 變更機櫃ID的第一個編號：

a. 將回形針或圓球筆插入小孔。

b. 按住按鈕、直到數位顯示器上的第一個數字開始閃爍、然後釋放按鈕。

此數字可能需要15秒的時間才能開始閃爍。這會啟動機櫃ID程式設定模式。

如果ID需要15秒以上的時間才能開始閃燈、請再次按住按鈕、確定一定要完全按下。

c. 按下並釋放按鈕、將號碼往前移、直到達到所需的0到9。

每個新聞稿和發佈持續時間可短至一秒。

第一個數字會持續閃爍。

4. 變更機櫃ID的第二個編號：

a. 按住按鈕、直到數位顯示器上的第二個數字開始閃爍。

最多可能需要三秒時間、才能讓號碼開始閃燈。

數位顯示器上的第一個數字會停止閃爍。

a. 按下並釋放按鈕、將號碼往前移、直到達到所需的0到9。

第二個數字會持續閃爍。

5. 鎖定所需的號碼、然後按住按鈕、直到第二個數字停止閃爍、結束程式設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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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數字可能需要三秒鐘才能停止閃爍。

數位顯示器上的兩個數字都會開始閃爍、ODP上的黃色LED會在約五秒後亮起、提醒您擱置中的機櫃ID尚未
生效。

6. 重新啟動機櫃、使機櫃ID生效。

您必須從機櫃上的兩個電源供應器拔下電源線、等待適當的時間、然後將電源線插回機櫃電源供應器、以完
成電源循環。

電源線插入時、電源供應器即會立即開啟。其雙色LED應會亮綠燈。

◦ 如果ONTAP 尚未執行緒、或您正在熱新增機櫃（尚未連接至系統）、請等待至少10秒鐘。

◦ 如果執行的是（控制器可用於處理資料）、而且機櫃中的所有磁碟機均為無擁有、備援或是外
聯Aggregate的一部分、請等待至少70秒。ONTAP

這次ONTAP 、支援使用者正確刪除舊的機櫃位址、並更新新機櫃位址的複本。

7. 更換左端蓋。

纜線櫃作為交換器附加儲存設備- NS224磁碟櫃

如果您的系統需要將NS224磁碟機櫃纜線作為交換器附加儲存設備（非直接附加儲存設備
）、請使用提供的資訊。

• 透過儲存交換器連接NS224磁碟機櫃：

https://["交換器連接NS224磁碟機櫃的佈線資訊"^]

• 安裝儲存交換器：

https://["VMware交換器文件AFF FAS"^]

• 確認您的平台機型支援的硬體、例如儲存交換器和纜線：

https://["NetApp Hardware Universe"^]

維護

更換開機媒體- NS224磁碟櫃

當在執行ONTAP 更新版本的HA配對中、NS224磁碟機櫃上的開機媒體故障、或磁碟櫃執
行NVMe機櫃模組（NSM）韌體版本0111或更新版本時、您可以更換開機媒體。更換開機
媒體時、磁碟機櫃電源開啟且I/O正在進行中、無需中斷營運即可完成。

開始之前

• 您的HA配對必須已執行ONTAP 支援NSM韌體最低版本的更新版本、或者HA配對必須已執行ONTAP NSM

韌體版本0111或更新版本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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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任一控制器的主控台輸入「儲存櫃show -module’命令、以驗證機櫃上的NSM韌體版本。

如果您的機櫃未執行NSM韌體版本0111或更新版本、則無法更換開機媒體、您必須更換NSM

模組。

"更換NSM模組- NS224磁碟櫃"

• 您需要一把飛利浦#1螺絲起子。

用於將開機媒體固定至主機板的螺絲需要使用一號十字螺絲起子；使用不同類型的螺絲起子可能會使螺絲脫
開。

• 磁碟櫃的合作夥伴NSM模組必須已啟動且正在執行、而且纜線必須正確連接、以便在移除故障FRU的NSM

模組（目標NSM模組）時、磁碟櫃仍能維持連線。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 系統中的所有其他元件必須正常運作。

關於這項工作

• 更換開機媒體之後、磁碟櫃的合作夥伴NSM模組的開機映像會自動複製到更換的開機媒體。

這可能需要五分鐘的時間。

• 在移除和安裝NVMe機櫃模組（NSM）之間、請至少等待70秒。

這讓ONTAP 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NSM移除事件。

• 如有需要、您可以開啟機櫃的位置（藍色）LED、以協助實際找出受影響的機櫃：「儲存櫃位置導向的修改-

機櫃名稱_bidle_name_-leide-Status on」

如果您不知道受影響的機櫃的「shider_name」、請執行「shorage sh儲存 櫃show」命令。

機櫃有三個位置LED：一個在操作員顯示面板上、一個在每個NSM模組上。位置LED會持續亮起30分鐘。您
可以輸入相同的命令來關閉它們、但可以使用「Off」（關閉）選項。

• 更換開機媒體之後、您可以依照套件隨附的RMA指示、將故障零件退回NetApp。

如果您需要RMA號碼或更換程序的其他協助、請聯絡技術支援部門： https://["NetApp支援"^]電話：888-

463-8277（北美）、00-800-44-638277（歐洲）或+800-800-80-800（亞太地區）。

• 您可以使用下列動畫或書面步驟來取代開機媒體。

動畫-更換NS224磁碟機櫃中的開機媒體

步驟

1. 確定機櫃中的兩個NSM模組都執行相同版本的韌體：0200版或更新版本。

2. 請妥善接地。

3. 從包含您要更換之FRU的NSM模組拔下纜線：

a. 如果電源線是AC電源供應器、請打開電源線固定器、將電源線從電源供應器拔下；如果是DC電源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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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請打開兩個指旋螺絲、然後從電源供應器拔下電源線。

電源供應器沒有電源開關。

b. 從NSM模組連接埠拔下儲存設備纜線。

記下每條纜線所連接的NSM模組連接埠。重新插入NSM模組時、請將纜線重新連接至相同的連接埠、稍
後再執行此程序。

4. 從機櫃中移除NSM模組：

a. 將您的索引手指繞過NSM模組兩側閉鎖機制的指孔。

如果您要移除底部NSM模組、而且底部軌道阻礙了鎖定機制的存取、請將指標手指從內
側的指孔中（手臂交叉）放置。

b. 用您的拇指按住鎖定機制頂端的橘色彈片。

鎖定機制會舉起、清除機櫃上的鎖定銷。

c. 輕拉直到NSM模組離開機櫃約三分之一、用兩隻手抓住NSM模組兩側以支撐其重量、然後將其放在平穩
的表面上。

當您開始拉動時、閉鎖機制臂會從NSM模組延伸、並鎖定在完全展開的位置。

5. 鬆開NSM模組護蓋指旋螺絲、然後打開護蓋。

6. 實際找到故障的開機媒體。

開機媒體位於與電源供應器相對的機櫃機箱牆上。

7. 更換開機媒體：

a. 使用1號十字螺絲起子、小心地移除將開機媒體底部（有缺口）端固定至主機板的螺絲。

b. 將開機媒體稍微向上旋轉、然後朝自己的方向輕拉、直到其從插槽中釋放、即可將其取出。

您可以將姆指和手指放在側邊邊緣的缺口末端、以容納開機媒體

c. 從防靜電袋中打開開機媒體的包裝。

d. 將替換的開機媒體輕推入插槽、直到它完全和正面地插入插槽。

您可以將姆指和手指放在側邊邊緣的缺口末端、以容納開機媒體請確定散熱片的一側朝上。

當正確就位、當您離開開機媒體時、開機媒體的缺口端會向上調整、使其遠離主機板、因為它尚未使用螺絲
固定。

a. 插入開機媒體時、請輕壓開機媒體的缺口端、然後使用螺絲起子鎖緊螺絲、將開機媒體固定到位。

將螺絲鎖緊至足以將開機媒體牢牢固定到位的程度、但請勿過度鎖緊。

8. 合上NSM模組護蓋、然後鎖緊指旋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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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將NSM模組重新插入機櫃：

a. 確定鎖定機制臂鎖定在完全延伸位置。

b. 用兩隻手將NSM模組輕推入機櫃、直到機櫃完全支撐NSM模組的重量為止。

c. 將NSM模組推入機櫃、直到停止為止（距離機櫃背面約半英吋）。

您可以將拇指放在每個指環（鎖定機制臂）前方的橘色彈片上、以推入NSM模組。

d. 將您的索引手指繞過NSM模組兩側閉鎖機制的指孔。

如果您要插入底部NSM模組、而且底部軌道阻礙了鎖定機制的存取、請將指標手指從內
側的指孔中（手臂交叉）放置。

e. 用您的拇指按住鎖定機制頂端的橘色彈片。

f. 向前輕推、將栓鎖移到停止點上方。

g. 從鎖定機制頂端釋放您的指稱、然後繼續推動、直到鎖定機制卡入定位為止。

NSM模組應完全插入機櫃、並與機櫃邊緣齊平。

10. 將纜線重新連接至NSM模組：

a. 將儲存設備纜線重新連接至相同的兩個NSM模組連接埠。

插入纜線時、連接器拉片朝上。正確插入纜線時、會卡入定位。

b. 將電源線重新連接至電源供應器、如果是AC電源供應器、請將電源線與電源線固定器固定、如果是DC

電源供應器、請將兩顆指旋螺絲鎖緊。

當電源供應器正常運作時、雙色LED會亮起綠燈。

此外、NSM模組連接埠LnK（綠色）LED也會亮起。如果LNO LED未亮起、請重新拔插纜線。

11. 確認NSM模組上包含故障開機媒體和機櫃操作員顯示面板的警示（黃色）LED不再亮起。

注意LED可能需要5到10分鐘的時間才能關閉。這是NSM模組重新開機和開機媒體映像複本完成所需的時
間。

如果故障LED持續亮起、表示開機媒體可能未正確就位、或是有其他問題、您應聯絡技術支援部門以尋求協
助。

12. 執行Active IQ Config Advisor 下列動作、確認NSM模組的纜線正確連接。

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更換DIMM - NS224磁碟櫃

您可以在開啟電源的NS224磁碟機櫃中、以及I/O進行中、不中斷地更換故障的DI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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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

• 磁碟櫃的合作夥伴NSM模組必須已啟動且正在執行、而且纜線必須正確連接、以便在移除故障FRU的NSM

模組（目標NSM模組）時、磁碟櫃仍能維持連線。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 系統中的所有其他元件、包括其他三個DIMM、都必須正常運作。

關於這項工作

• 在移除和安裝NVMe機櫃模組（NSM）之間、請至少等待70秒。

這讓ONTAP 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NSM移除事件。

• *最佳實務做法：*最佳實務做法是在更換FRU元件之前、先在系統上安裝最新版本的NVMe機櫃模組（NSM

）韌體和磁碟機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櫃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機韌體"^]

請勿將韌體還原至不支援機櫃及其元件的版本。

• 如有需要、您可以開啟機櫃的位置（藍色）LED、以協助實際找出受影響的機櫃：「儲存櫃位置導向的修改-

機櫃名稱_bidle_name_-leide-Status on」

如果您不知道受影響的機櫃的「shider_name」、請執行「shorage sh儲存 櫃show」命令。

機櫃有三個位置LED：一個在操作員顯示面板上、一個在每個NSM模組上。位置LED會持續亮起30分鐘。您
可以輸入相同的命令來關閉它們、但可以使用「Off」（關閉）選項。

• 當您打開更換的DIMM的包裝時、請保留所有包裝材料、以便在退回故障的DIMM時使用。

如果您需要RMA號碼或更換程序的其他協助、請聯絡技術支援部門： https://["NetApp支援"^]電話：888-

463-8277（北美）、00-800-44-638277（歐洲）或+800-800-80-800（亞太地區）。

• 您可以使用下列動畫或書面步驟來更換DIMM。

動畫-更換NS224磁碟機櫃中的DIMM

步驟

1. 請妥善接地。

2. 從包含您要更換之FRU的NSM模組拔下纜線：

a. 如果電源線是AC電源供應器、請打開電源線固定器、將電源線從電源供應器拔下；如果是DC電源供應
器、請打開兩個指旋螺絲、然後從電源供應器拔下電源線。

電源供應器沒有電源開關。

b. 從NSM模組連接埠拔下儲存設備纜線。

記下每條纜線所連接的NSM模組連接埠。重新插入NSM模組時、請將纜線重新連接至相同的連接埠、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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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執行此程序。

3. 從機櫃中移除NSM模組：

a. 將您的索引手指繞過NSM模組兩側閉鎖機制的指孔。

如果您要移除底部NSM模組、而且底部軌道阻礙了鎖定機制的存取、請將指標手指從內
側的指孔中（手臂交叉）放置。

b. 用您的拇指按住鎖定機制頂端的橘色彈片。

鎖定機制會舉起、清除機櫃上的鎖定銷。

c. 輕拉直到NSM模組離開機櫃約三分之一、用兩隻手抓住NSM模組兩側以支撐其重量、然後將其放在平穩
的表面上。

當您開始拉動時、閉鎖機制臂會從NSM模組延伸、並鎖定在完全展開的位置。

4. 鬆開NSM模組護蓋指旋螺絲、然後打開護蓋。

NSM模組護蓋上的FRU標籤顯示四個DIMM的位置、兩個位於散熱器兩側的NSM模組中央。

5. 實體識別故障的DIMM。

當DIMM故障時、系統會將警告訊息記錄到系統主控台、指出哪個DIMM故障。

6. 更換故障DIMM：

a. 請注意插槽中的DIMM方向、以便您可以使用相同方向插入替換的DIMM。

b. 緩慢地將DIMM插槽兩端的彈出彈出彈片分開、然後將DIMM從插槽中提出、藉此將DIMM從插槽中退
出。

小心拿住DIMM的邊角或邊緣、避免對DIMM電路板元件造成壓力。

推出式彈片仍保持在開啟位置。

c. 從防靜電包裝袋中取出備用DIMM。

d. 拿住DIMM的邊角、然後將DIMM正面插入插槽。

DIMM底部插針之間的槽口應與插槽中的卡舌對齊。

正確插入時、DIMM應可輕鬆插入、但應緊密插入插槽中。如果沒有、請重新插入DIMM。

a. 小心地向下推DIMM頂端邊緣、但穩固地推入、直到彈出彈片卡入DIMM兩端的槽口為止。

7. 合上NSM模組護蓋、然後鎖緊指旋螺絲。

8. 將NSM模組重新插入機櫃：

a. 確定鎖定機制臂鎖定在完全延伸位置。

b. 用兩隻手將NSM模組輕推入機櫃、直到機櫃完全支撐NSM模組的重量為止。

c. 將NSM模組推入機櫃、直到停止為止（距離機櫃背面約半英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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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拇指放在每個指環（鎖定機制臂）前方的橘色彈片上、以推入NSM模組。

d. 將您的索引手指繞過NSM模組兩側閉鎖機制的指孔。

如果您要插入底部NSM模組、而且底部軌道阻礙了鎖定機制的存取、請將指標手指從內
側的指孔中（手臂交叉）放置。

e. 用您的拇指按住鎖定機制頂端的橘色彈片。

f. 向前輕推、將栓鎖移到停止點上方。

g. 從鎖定機制頂端釋放您的指稱、然後繼續推動、直到鎖定機制卡入定位為止。

NSM模組應完全插入機櫃、並與機櫃邊緣齊平。

9. 將纜線重新連接至NSM模組：

a. 將儲存設備纜線重新連接至相同的兩個NSM模組連接埠。

插入纜線時、連接器拉片朝上。正確插入纜線時、會卡入定位。

b. 將電源線重新連接至電源供應器、如果是AC電源供應器、請將電源線與電源線固定器固定、如果是DC

電源供應器、請將兩顆指旋螺絲鎖緊。

當電源供應器正常運作時、雙色LED會亮起綠燈。

此外、NSM模組連接埠LnK（綠色）LED也會亮起。如果LNO LED未亮起、請重新拔插纜線。

10. 確認包含故障DIMM的NSM模組上的警示（黃色）LED和機櫃操作員顯示面板不再亮起。

NSM模組重新開機後、NSM模組警示LED會關閉、而且不會再偵測到DIMM問題。這可能需要三到五分鐘的
時間。

11. 執行Active IQ Config Advisor 下列動作、確認NSM模組的纜線正確連接。

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熱交換磁碟機- NS224磁碟櫃

您可以在開啟電源的NS224磁碟機櫃中、以及I/O進行中、不中斷地更換故障磁碟機。

開始之前

• 您要安裝的磁碟機必須由NS224機櫃支援。

https://["NetApp Hardware Universe"^]

• 如果已啟用SED驗證、您必須使用ONTAP 本文檔中的SED替換說明。

本白皮書中的說明ONTAP 說明說明更換SED之前和之後、您必須執行的其他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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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使用CLI進行NetApp加密概述"^]

• 系統中的所有其他元件都必須正常運作；如果無法正常運作、請聯絡技術支援部門。

• 驗證您要移除的磁碟機是否故障。

您可以執行「儲存磁碟show -disfed’命令來驗證磁碟機是否故障。故障磁碟機出現在故障磁碟機清單中。如
果沒有、您應該稍候、然後再次執行命令。

視磁碟機類型和容量而定、磁碟機可能需要數小時才會出現在故障磁碟機清單中。

關於這項工作

• *最佳實務做法：*最佳實務做法是先安裝目前版本的磁碟認證套件（DQP）、再進行磁碟機熱交換。

安裝最新版的DQP可讓您的系統辨識及使用新的合格磁碟機。如此可避免系統事件訊息、因為無法辨識磁碟
機、因此無法取得非最新的磁碟機資訊並防止磁碟分割。此外、DQP也會通知您非最新的磁碟機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認證套件"^]

• *最佳實務做法：*最佳實務做法是在更換FRU元件之前、先在系統上安裝最新版本的NVMe機櫃模組（NSM

）韌體和磁碟機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櫃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機韌體"^]

請勿將韌體還原至不支援機櫃及其元件的版本。

• 磁碟機韌體會自動更新（不中斷營運）、以安裝非最新韌體版本的新磁碟機。

每兩分鐘檢查一次磁碟機韌體。

• 如有需要、您可以開啟機櫃的位置（藍色）LED、以協助實際找出受影響的機櫃：「儲存櫃位置導向的修改-

機櫃名稱_bidle_name_-leide-Status on」

如果您不知道受影響的機櫃的「shider_name」、請執行「shorage sh儲存 櫃show」命令。

機櫃有三個位置LED：一個在操作員顯示面板上、一個在每個NSM模組上。位置LED會持續亮起30分鐘。您
可以輸入相同的命令來關閉它們、但可以使用「Off」（關閉）選項。

• 打開更換磁碟機的包裝時、請保留所有包裝材料、以便在退回故障磁碟機時使用。

如果您需要RMA號碼或更換程序的其他協助、請聯絡技術支援部門： https://["NetApp支援"^]電話：888-

463-8277（北美）、00-800-44-638277（歐洲）或+800-800-80-800（亞太地區）。

• 以下動畫概述了磁碟機熱交換程序的實體移除與插入部分。

動畫-熱插拔NS224磁碟機櫃中的磁碟機

步驟

a. 如果您想要手動指派更換磁碟機的磁碟機所有權、則必須停用自動磁碟機指派（如果已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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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磁碟櫃中的磁碟機是由HA配對中的兩個控制器模組所擁有、則您需要手動指派磁碟
機擁有權。

您可以手動指派磁碟機擁有權、然後在本程序稍後重新啟用自動磁碟機指派。

i. 驗證是否已啟用自動磁碟指派：「torage disk option show」

您可以在任一控制器模組上輸入命令。

如果啟用自動磁碟指派、輸出會在「Auto assign」（自動指派）欄中顯示「On」（開啟）（針對每個控
制器模組）。

i. 如果已啟用自動磁碟指派、請停用此功能：「torage disk option modify -node_name -autodassign

Off」（磁碟選項修改-node_name -autodassign Off）

您必須停用兩個控制器模組上的自動磁碟機指派。

b. 請妥善接地。

c. 實體識別故障磁碟機。

當磁碟機故障時、系統會將警告訊息記錄到系統主控台、指出哪個磁碟機故障。此外、磁碟機櫃操作員
顯示面板上的警示（黃色）LED和故障磁碟機也會亮起。

故障磁碟機上的活動（綠色）LED可亮起（持續亮起）、表示磁碟機已開機、但不應閃
爍、這表示I/O活動。故障磁碟機沒有I/O活動。

d. 移除故障磁碟機：

i. 按下磁碟機面上的釋放按鈕、以開啟CAM握把。

ii. 使用CAM握把將磁碟機滑出磁碟櫃、並用另一隻手支撐磁碟機。

e. 請等待至少70秒、再插入替換磁碟機。

這可讓系統辨識磁碟機已移除。

f. 插入替換磁碟機：

i. 在CAM握把處於開啟位置時、請用兩隻手插入更換的磁碟機。

ii. 推動直到磁碟機停止。

iii. 合上CAM握把、讓磁碟機完全插入中間平面、並將握把卡入定位。

請務必緩慢關閉CAM握把、使其與磁碟機正面正確對齊。

g. 確認磁碟機的活動（綠色）LED亮起。

當磁碟機的活動LED持續亮起時、表示磁碟機已有電力。當磁碟機的活動LED燈在閃爍時、表示磁碟機
已開機且I/O正在進行中。如果磁碟機韌體正在自動更新、LED會開始閃爍。

h. 如果您要更換另一個磁碟機、請重複步驟3到步驟7。

i. 如果您在步驟1中停用自動磁碟機指派、請手動指派磁碟機擁有權、然後視需要重新啟用自動磁碟機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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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顯示所有未擁有的磁碟機：「torage disk show -conter-type unallected」

您可以在任一控制器模組上輸入命令。

ii. 指派每個磁碟機：「torage disk assign -disk disk_name -Owner_name」

您可以在任一控制器模組上輸入命令。

您可以使用萬用字元一次指派多個磁碟機。

i. 如有需要、請重新啟用自動磁碟指派：「儲存磁碟選項modify -node_name -autodassign on」

您必須在兩個控制器模組上重新啟用自動磁碟機指派。

更換風扇- NS224磁碟櫃

您可以在開啟電源的NS224磁碟機櫃中、以及I/O進行中、不中斷地更換故障的風扇。

開始之前

• 磁碟櫃的合作夥伴NSM模組必須已啟動且正在執行、而且纜線必須正確連接、以便在移除故障FRU的NSM

模組（目標NSM模組）時、磁碟櫃仍能維持連線。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 系統中的所有其他元件、包括其他四個風扇、都必須正常運作。

關於這項工作

• 在移除和安裝NVMe機櫃模組（NSM）之間、請至少等待70秒。

這讓ONTAP 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NSM移除事件。

• *最佳實務做法：*最佳實務做法是在更換FRU元件之前、先在系統上安裝最新版本的NVMe機櫃模組（NSM

）韌體和磁碟機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櫃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機韌體"^]

請勿將韌體還原至不支援機櫃及其元件的版本。

• 如有需要、您可以開啟機櫃的位置（藍色）LED、以協助實際找出受影響的機櫃：「儲存櫃位置導向的修改-

機櫃名稱_bidle_name_-leide-Status on」

如果您不知道受影響的機櫃的「shider_name」、請執行「shorage sh儲存 櫃show」命令。

機櫃有三個位置LED：一個在操作員顯示面板上、一個在每個NSM模組上。位置LED會持續亮起30分鐘。您
可以輸入相同的命令來關閉它們、但可以使用「Off」（關閉）選項。

• 打開更換風扇的包裝時、請保留所有包裝材料、以便在退回故障風扇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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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RMA號碼或更換程序的其他協助、請聯絡技術支援部門： https://["NetApp支援"^]電話：888-

463-8277（北美）、00-800-44-638277（歐洲）或+800-800-80-800（亞太地區）。

• 您可以使用下列動畫或書面步驟來更換風扇。

動畫-更換NS224磁碟機櫃中的風扇

步驟

1. 請妥善接地。

2. 從包含您要更換之FRU的NSM模組拔下纜線：

a. 如果電源線是AC電源供應器、請打開電源線固定器、將電源線從電源供應器拔下；如果是DC電源供應
器、請打開兩個指旋螺絲、然後從電源供應器拔下電源線。

電源供應器沒有電源開關。

b. 從NSM模組連接埠拔下儲存設備纜線。

記下每條纜線所連接的NSM模組連接埠。重新插入NSM模組時、請將纜線重新連接至相同的連接埠、稍
後再執行此程序。

3. 從機櫃中移除NSM模組：

a. 將您的索引手指繞過NSM模組兩側閉鎖機制的指孔。

如果您要移除底部NSM模組、而且底部軌道阻礙了鎖定機制的存取、請將指標手指從內
側的指孔中（手臂交叉）放置。

b. 用您的拇指按住鎖定機制頂端的橘色彈片。

鎖定機制會舉起、清除機櫃上的鎖定銷。

c. 輕拉直到NSM模組離開機櫃約三分之一、用兩隻手抓住NSM模組兩側以支撐其重量、然後將其放在平穩
的表面上。

當您開始拉動時、閉鎖機制臂會從NSM模組延伸、並鎖定在完全展開的位置。

4. 鬆開NSM模組護蓋指旋螺絲、然後打開護蓋。

NSM模組護蓋上的FRU標籤會顯示NSM模組背面牆上五個風扇的位置。

5. 實體識別故障的風扇。

當風扇故障時、系統會將警告訊息記錄到系統主控台、指出哪個風扇故障。

6. 更換故障風扇：

a. 抓住藍色接觸點所在的兩側、然後垂直提起故障風扇、將其從插槽拔下、以移除故障風扇。

b. 將備用風扇對齊導引頭、然後向下推、直到風扇模組連接器完全插入插槽。

7. 合上NSM模組護蓋、然後鎖緊指旋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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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將NSM模組重新插入機櫃：

a. 確定鎖定機制臂鎖定在完全延伸位置。

b. 用兩隻手將NSM模組輕推入機櫃、直到機櫃完全支撐NSM模組的重量為止。

c. 將NSM模組推入機櫃、直到停止為止（距離機櫃背面約半英吋）。

您可以將拇指放在每個指環（鎖定機制臂）前方的橘色彈片上、以推入NSM模組。

d. 將您的索引手指繞過NSM模組兩側閉鎖機制的指孔。

如果您要插入底部NSM模組、而且底部軌道阻礙了鎖定機制的存取、請將指標手指從內
側的指孔中（手臂交叉）放置。

e. 用您的拇指按住鎖定機制頂端的橘色彈片。

f. 向前輕推、將栓鎖移到停止點上方。

g. 從鎖定機制頂端釋放您的指稱、然後繼續推動、直到鎖定機制卡入定位為止。

NSM模組應完全插入機櫃、並與機櫃邊緣齊平。

9. 將纜線重新連接至NSM模組：

a. 將儲存設備纜線重新連接至相同的兩個NSM模組連接埠。

插入纜線時、連接器拉片朝上。正確插入纜線時、會卡入定位。

b. 將電源線重新連接至電源供應器、如果是AC電源供應器、請將電源線與電源線固定器固定、如果是DC

電源供應器、請鎖緊兩個指旋螺絲、然後從電源供應器拔下電源線。

當電源供應器正常運作時、雙色LED會亮起綠燈。

此外、NSM模組連接埠LnK（綠色）LED也會亮起。如果LNO LED未亮起、請重新拔插纜線。

10. 確認包含故障風扇的NSM模組上的警示（黃色）LED和機櫃操作員顯示面板不再亮起。

NSM模組重新開機後、NSM模組警示LED會關閉、而且不會再偵測到風扇問題。這可能需要三到五分鐘的
時間。

11. 執行Active IQ Config Advisor 下列動作、確認NSM模組的纜線正確連接。

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熱移除機櫃- NS224機櫃

您可以熱移除NS224磁碟機櫃、其中的集合體已從磁碟機移除、在HA配對中開啟並提供資
料（I/O正在進行中）。

開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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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HA配對無法處於接管狀態。

• 您必須從要移除的磁碟機櫃中移除所有的集合體（磁碟機必須是備用磁碟機）。

如果您嘗試在要移除的機櫃上使用Aggregate執行此程序、則可能會在多磁碟故障時使系統故
障。

您可以使用「shorage aggregate offline -Aggregate Aggregate name」命令、然後使用「shorage

aggregate delete -Aggregate name」命令。

• 如果您的系統是在系統機櫃中出貨、則需要使用十字螺絲起子來移除將機櫃固定至機櫃後端的螺絲。

關於這項工作

• 如果您要熱移除多個機櫃、一次只能移除一個機櫃。

• *最佳實務做法：*最佳實務做法是在移除磁碟櫃中的集合體後、移除磁碟機所有權。

從備用磁碟機移除擁有權資訊、可將磁碟機正確整合至另一個節點（視需要）。

移除磁碟機所有權的程序可在磁碟和集合體內容中找到：

https://["磁碟與集合體總覽"^]

此程序需要停用自動磁碟指派。您可在本程序結束時（熱移除磁碟櫃之後）重新啟用自動磁碟指
派。

• 如有需要、您可以開啟機櫃的位置（藍色）LED、以協助實際找出受影響的機櫃：「儲存櫃位置導向的修改-

機櫃名稱_bidle_name_-leide-Status on」

如果您不知道受影響的機櫃的「shider_name」、請執行「shorage sh儲存 櫃show」命令。

機櫃有三個位置LED：一個在操作員顯示面板上、一個在每個NSM模組上。位置LED會持續亮起30分鐘。您
可以輸入相同的命令、但使用「關閉」選項來關閉這些命令。

• 從非專屬的RoCE連接埠（主機板上的控制器、具備RoCE功能的PCIe卡、兩者的組合、或I/O模組）中斷連
接機櫃之後、您可以選擇重新設定這些連接埠以供網路使用。

如果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版本的32位版本、您必須一次重新啟動一個控制器。如果HA配
對執行ONTAP 的是NetApp 9.7或更新版本、則不需要重新啟動控制器、除非其中一個或兩個
控制器都處於維護模式。此程序假設兩個控制器都未處於維護模式。

步驟

1. 請妥善接地。

2. 確認您要移除的磁碟機沒有集合體（為備用磁碟機）、而且所有權已移除：

a. 輸入下列命令、列出您要移除磁碟櫃中的所有磁碟機：「torage disk show -ball_bider_number_」

您可以在任一控制器模組上輸入命令。

b. 檢查輸出、確認磁碟機上沒有集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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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集合體的磁碟機在「Container Name」（容器名稱）欄位中會有破折號。

c. 檢查輸出、確認磁碟機已移除所有權。

沒有擁有權的磁碟機在「擁有者」欄位中會有一個破折號。

如果您有故障的磁碟機、它們會在「Container Type（容器類型）」欄中顯示「中斷」。
（故障磁碟機沒有所有權。）

下列輸出顯示正在移除磁碟櫃（磁碟櫃2）上的磁碟機處於移除磁碟櫃的正確狀態。所有磁碟機上的集合
體都會移除、因此每個磁碟機的「Container Name」（容器名稱）欄會出現一個破折號。所有磁碟機的
擁有權也會被移除、因此每個磁碟機的「擁有者」欄會出現破折號。

cluster1::> storage disk show -shelf 2

           Usable           Disk     Container   Container

Disk         Size Shelf Bay Type     Type        Name       Owner

-------- -------- ----- --- ------   ----------- ---------- ---------

...

2.2.4           -     2   4 SSD-NVM  spare                -         -

2.2.5           -     2   5 SSD-NVM  spare                -         -

2.2.6           -     2   6 SSD-NVM  broken               -         -

2.2.7           -     2   7 SSD-NVM  spare                -         -

...

3. 實際找到您要移除的機櫃。

4. 從您要移除的機櫃拔下纜線：

a. 如果電源線是AC電源供應器、請打開電源線固定器、以從電源供應器拔下電源線、如果是DC電源供應
器、請拆下兩個指旋螺絲、然後從電源供應器拔下電源線。

電源供應器沒有電源開關。

b. 拔下儲存設備纜線（從機櫃到控制器）。

5. 從機架或機櫃實際移除機櫃。

滿載的NS224機櫃可重達66、78磅（30、29公斤）、需要兩個人才能舉升或使用液壓起重裝
置。避免移除機櫃元件（從機櫃正面或背面）、以降低機櫃重量、因為機櫃重量會不平衡。

如果您的系統是在機櫃中出貨、則必須先將固定機櫃的兩顆十字螺絲轉開、使其固定在後端
的權利上方。螺絲位於底部NSM模組的機櫃內側。您應該同時移除兩個NSM模組、以存取螺
絲。

6. 如果您要移除多個機櫃、請重複步驟2至5。

否則、請前往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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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您在移除磁碟機所有權時停用自動磁碟機指派、請重新啟用：「torage disk option modify -autodassign

on（磁碟選項修改自動指派開啟）」

您可以在兩個控制器模組上執行命令。

8. 您可以選擇完成下列子步驟、重新設定非專屬的RoCE連接埠以供網路使用。

否則、您將完成此程序。

a. 驗證目前設定用於儲存用途的非專屬連接埠名稱：「儲存連接埠顯示」

您可以在任一控制器模組上輸入命令。

輸出中會顯示設定用於儲存用途的非專屬連接埠、如下所示：如果HA配對執行ONTAP 的
是版本號為2、9.8或更新版本、則非專屬連接埠會在「模式」欄中顯示「儲存」。如果您
的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32或9.6、則非專用連接埠在「專用」中顯示「假」 欄位、也
會在「tate」欄位中顯示「啟用」。

b. 完成適用於ONTAP HA配對所執行版本的一系列步驟：

如果HA配對正在執行… 然後…

部分9.8或更新版本ONTAP i. 在第一個控制器模組上重新設定非專屬連接埠以供網路使用
：「torage port modify -node-node-node-name_-port port

name-mode network」

您必須針對要重新設定的每個連接埠執行此命令。

ii. 重複上述步驟、重新設定第二個控制器模組上的連接埠。

iii. 前往子步驟8c以驗證所有連接埠變更。

更新ONTAP i. 在第一個控制器模組上重新設定非專用連接埠以供網路使用
：「torage port disable-node-node-node-name_-port port

name」

您必須針對要重新設定的每個連接埠執行此命令。

ii. 重複上述步驟、重新設定第二個控制器模組上的連接埠。

iii. 前往子步驟8c以驗證所有連接埠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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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HA配對正在執行… 然後…

版本的32 ONTAP i. 在第一個控制器模組上重新設定具備RoCE功能的連接埠以供網
路使用：「torage port disable -node/node/node/node/-port port

name」

您必須針對要重新設定的每個連接埠執行此命令。

ii. 重新啟動控制器模組、使連接埠變更生效：

「系統節點重新開機-節點節點名稱_-重新開機原因_」

重新開機必須先完成、才能繼續下一步。重新開
機最多可能需要15分鐘。

iii. 重複第一步（A）、重新設定第二個控制器模組上的連接埠。

iv. 重複第二個步驟（b）、重新啟動第二個控制器、使連接埠變更
生效。

v. 前往子步驟8c以驗證所有連接埠變更。

c. 確認兩個控制器模組的非專屬連接埠已重新設定為網路使用：「torage port show」（儲存連接埠顯示）

您可以在任一控制器模組上輸入命令。

如果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NetApp 9.8或更新版本、非專屬連接埠會在「模式」欄位中顯示「
network」（網路）。

如果您的HA配對執行ONTAP 的是32或9.6、則非專用連接埠在「專用」中顯示「假」 欄位、也會在「
tate」欄位中顯示「停用」。

更換NSM模組- NS224磁碟櫃

您可以在開啟電源的NS224磁碟機櫃中、在不中斷營運的情況下、在I/O進行中、更換功能
受損的NVMe磁碟櫃模組（NSM）。

開始之前

• 磁碟櫃的合作夥伴NSM模組必須已啟動且正在執行、而且纜線必須正確連接、以便在移除故障的NSM模組
時、磁碟櫃仍能維持連線。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 系統中的所有其他元件必須正常運作。

關於這項工作

• 更換NSM模組需要將DIMM、風扇和電源供應器從受損的NSM模組移至更換的NSM模組。

您不會移動即時時鐘（RTc）電池或開機媒體。它們已預先安裝在替換的NSM模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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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移除和安裝NVMe機櫃模組（NSM）之間、請至少等待70秒。

這讓ONTAP 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NSM移除事件。

• *最佳實務做法：*最佳實務做法是在更換FRU元件之前、先在系統上安裝最新版本的NVMe機櫃模組（NSM

）韌體和磁碟機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櫃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機韌體"^]

請勿將韌體還原至不支援機櫃及其元件的版本。

• 機櫃（NSM）韌體會在新的NSM模組上自動更新（不中斷營運）、該模組的韌體版本為非最新版本。

NSM模組韌體檢查每10分鐘進行一次。NSM模組韌體更新最多可能需要30分鐘。

• 如有需要、您可以開啟機櫃的位置（藍色）LED、以協助實際找出受影響的機櫃：「儲存櫃位置導向的修改-

機櫃名稱_bidle_name_-leide-Status on」

如果您不知道受影響機櫃的「shelf_name」、請執行「shorage shelage show」命令。

機櫃有三個位置LED：一個在操作員顯示面板上、一個在每個NSM模組上。位置LED會持續亮起30分鐘。您
可以輸入相同的命令來關閉它們、但可以使用「Off」（關閉）選項。

• 當您打開替換NSM模組的包裝時、請保留所有包裝材料、以便在退回故障的NSM模組時使用。

如果您需要RMA號碼或更換程序的其他協助、請聯絡技術支援部門： https://["NetApp支援"^]電話：888-

463-8277（北美）、00-800-44-638277（歐洲）或+800-800-80-800（亞太地區）。

• 您可以使用下列動畫或書面步驟來取代NSM模組。

動畫-更換NS224磁碟機櫃中的NSM模組

步驟

1. 請妥善接地。

2. 實體識別受損的NSM模組。

系統會將警告訊息記錄到系統主控台、指出哪個模組受損。此外、磁碟機櫃操作員顯示面板和受損模組上的
警示（黃色）LED會亮起。

3. 從受損的NSM模組拔下纜線：

a. 如果電源線是AC電源供應器、請打開電源線固定器、將電源線從電源供應器拔下；如果是DC電源供應
器、請打開兩個螺絲、然後從電源供應器拔下電源線。

電源供應器沒有電源開關。

b. 從NSM模組連接埠拔下儲存設備纜線。

記下每條纜線所連接的NSM模組連接埠。您可以將纜線重新連接至替換NSM模組上的相同連接埠、稍後
將在本程序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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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機櫃中移除NSM模組：

a. 將您的索引手指繞過NSM模組兩側閉鎖機制的指孔。

如果您要移除底部NSM模組、而且底部軌道阻礙了鎖定機制的存取、請將指標手指從內
側的指孔中（手臂交叉）放置。

b. 用您的拇指按住鎖定機制頂端的橘色彈片。

鎖定機制會舉起、清除機櫃上的鎖定銷。

c. 輕拉直到NSM模組離開機櫃約三分之一、用兩隻手抓住NSM模組兩側以支撐其重量、然後將其放在平穩
的表面上。

當您開始拉動時、閉鎖機制臂會從NSM模組延伸、並鎖定在完全展開的位置。

5. 打開替換NSM模組的包裝、並將其放置在靠近受損NSM模組的水平表面。

6. 打開受損NSM模組和替換NSM模組的機箱蓋、方法是鬆開每個機箱蓋的指旋螺絲。

NSM模組護蓋上的FRU標籤會顯示DIMM和風扇的位置。

7. 將DIMM從受損的NSM模組移至替換的NSM模組：

a. 請注意插槽中的DIMM方向、以便您可以使用相同方向將DIMM插入替換的NSM模組。

b. 緩慢地將DIMM插槽兩端的彈出彈出彈片分開、然後將DIMM從插槽中取出。

小心拿住DIMM的邊角或邊緣、避免對DIMM電路板元件造成壓力。推出式彈片仍保持在
開啟位置。

c. 拿住DIMM的邊角、然後將DIMM正面插入替換NSM模組的插槽。

DIMM底部插針之間的槽口應與插槽中的卡舌對齊。

正確插入時、DIMM應可輕鬆插入、但應緊密插入插槽中。如果沒有、請重新插入DIMM。

a. 小心地向下推DIMM頂端邊緣、但穩固地推入、直到彈出彈片卡入DIMM兩端的槽口為止。

b. 對其餘的DIMM重複執行步驟7a到7d。

8. 將受損的NSM模組中的風扇移至更換的NSM模組：

a. 從藍色接觸點所在的側邊牢牢抓住風扇、然後垂直提起風扇、將其從插槽拔下。

您可能需要前後輕搖風扇、才能將其拔除、然後再將其取出。

b. 將風扇對準替換NSM模組中的導軌、然後向下推、直到風扇模組連接器完全插入插槽。

c. 對其餘風扇重複執行步驟8a和8b。

9. 合上每個NSM模組的機箱蓋、然後鎖緊每個指旋螺絲。

10. 將電源供應器從受損的NSM模組移至更換的NSM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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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握把向上旋轉至水平位置、然後加以抓住。

b. 用您的姆指按下藍色彈片以釋放鎖定機制。

c. 將電源供應器從NSM模組中拉出、同時用另一隻手支撐其重量。

d. 用手支撐並將電源供應器邊緣與替換NSM模組的開孔對齊。

e. 將電源供應器輕推入NSM模組、直到鎖定機制卡入定位。

請勿過度施力、否則可能會損壞內部接頭。

f. 向下轉動握把、使其遠離正常作業。

11. 將替換的NSM模組插入機櫃：

a. 確定鎖定機制臂鎖定在完全延伸位置。

b. 用兩隻手將NSM模組輕推入機櫃、直到機櫃完全支撐NSM模組的重量為止。

c. 將NSM模組推入機櫃、直到停止為止（距離機櫃背面約半英吋）。

您可以將拇指放在每個指環（鎖定機制臂）前方的橘色彈片上、以推入NSM模組。

d. 將您的索引手指繞過NSM模組兩側閉鎖機制的指孔。

如果您要插入底部NSM模組、而且底部軌道阻礙了鎖定機制的存取、請將指標手指從內
側的指孔中（手臂交叉）放置。

e. 用您的拇指按住鎖定機制頂端的橘色彈片。

f. 向前輕推、將栓鎖移到停止點上方。

g. 從鎖定機制頂端釋放您的指稱、然後繼續推動、直到鎖定機制卡入定位為止。

NSM模組應完全插入機櫃、並與機櫃邊緣齊平。

12. 將纜線重新連接至NSM模組：

a. 將儲存設備纜線重新連接至相同的兩個NSM模組連接埠。

插入纜線時、連接器拉片朝上。正確插入纜線時、會卡入定位。

b. 將電源線重新連接至電源供應器、如果是AC電源供應器、請將電源線與電源線固定器固定、如果是DC

電源供應器、請將兩顆指旋螺絲鎖緊。

當電源供應器正常運作時、雙色LED會亮起綠燈。

此外、NSM模組連接埠LnK（綠色）LED也會亮起。如果LNO LED未亮起、請重新拔插纜線。

13. 確認機櫃操作員顯示面板上的警示（黃色）LED不再亮起。

NSM模組重新開機後、操作員顯示面板注意LED會關閉。這可能需要三到五分鐘的時間。

14. 執行Active IQ Config Advisor 下列動作、確認NSM模組的纜線正確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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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15. 確定機櫃中的兩個NSM模組都執行相同版本的韌體：0200版或更新版本。

熱交換電源供應器- NS224磁碟櫃

您可以在開啟電源的NS224磁碟機櫃中、以及I/O進行中、不中斷地更換故障的電源供應
器。

關於這項工作

• 請勿混用具有不同效率額定值或不同輸入類型的電源供應器。

永遠像這樣更換。

• 如果您要更換多個電源供應器、則必須一次更換一個電源供應器、以便磁碟櫃維持電力。

• *最佳實務做法：*最佳實務做法是在從NSM模組移除後兩分鐘內更換電源供應器。

如果超過兩分鐘、磁碟櫃會繼續運作、ONTAP 但在更換電源供應器之前、會將降級電源供應器的相關訊息
傳送至主控台。

• 請勿將韌體還原至不支援機櫃及其元件的版本。

• 如有需要、您可以開啟機櫃的位置（藍色）LED、以協助實際找出受影響的機櫃：「儲存櫃位置導向的修改-

機櫃名稱_bidle_name_-leide-Status on」

如果您不知道受影響機櫃的「shelf_name」、請執行「shorage shelage show」命令。

機櫃有三個位置LED：一個在操作員顯示面板上、一個在每個NSM模組上。位置LED會持續亮起30分鐘。您
可以輸入相同的命令、但使用「關閉」選項來關閉這些命令。

• 打開更換用電源供應器的包裝時、請保留所有包裝材料、以便在退回故障的電源供應器時使用。

如果您需要RMA號碼或更換程序的其他協助、請聯絡技術支援部門： https://["NetApp支援"^]電話：888-

463-8277（北美）、00-800-44-638277（歐洲）或+800-800-80-800（亞太地區）。

請針對您的PSU類型使用適當的程序：AC或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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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1：更換AC電源供應器

若要更換AC電源供應器、您可以觀看動畫或完成下列步驟。

動畫-熱插拔NS224磁碟機櫃中的電源供應器

步驟

1. 請妥善接地。

2. 實體識別故障的電源供應器。

系統會將警告訊息記錄到系統主控台、指出哪個電源供應器故障。此外、機櫃操作員顯示面板上的警示
（黃色）LED會亮起、故障電源供應器上的雙色LED會亮起紅色。

3. 打開電源線固定器、從電源供應器拔下電源線、然後從電源供應器拔下電源線。

電源供應器沒有電源開關。

4. 移除電源供應器：

a. 將握把向上旋轉至水平位置、然後加以抓住。

b. 用您的姆指按下藍色彈片以釋放鎖定機制。

c. 將電源供應器從NSM模組中拉出、同時用另一隻手支撐其重量。

5. 插入替換的電源供應器：

a. 用兩隻手支撐電源供應器的邊緣、並將其與NSM模組的開孔對齊。

b. 將電源供應器輕推入NSM模組、直到鎖定機制卡入定位。

請勿過度施力、否則可能會損壞內部接頭。

c. 向下轉動握把、使其遠離正常作業。

6. 將電源線連接至電源供應器、並使用電源線固定器固定電源線。

當電源供應器正常運作時、雙色LED會亮起綠燈。

選項2：更換DC電源供應器

若要更換DC電源供應器、請完成下列步驟。

1. 請妥善接地。

2. 實體識別故障的電源供應器。

系統會將警告訊息記錄到系統主控台、指出哪個電源供應器故障。此外、機櫃操作員顯示面板上的警示
（黃色）LED會亮起、故障電源供應器上的雙色LED會亮起紅色。

3. 拔下電源供應器：

a. 旋下 D-sub DC 電源線接頭上的兩個拇指螺絲。

步驟 4 中的圖例和表格顯示兩個指旋螺絲（項目 1 ）和 D-sub DC 電源線接頭（項目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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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電源供應器拔下 D-sub DC 電源線接頭、並將其放在一邊。

4. 移除電源供應器：

a. 將握把向上旋轉至水平位置、然後加以抓住。

b. 用您的姆指按下藍色彈片以釋放鎖定機制。

c. 將電源供應器從NSM模組中拉出、同時用另一隻手支撐其重量。

電源供應器不足。從NSM模組移除時、請務必用兩隻手支撐、以免它從NSM模組中
移出而造成傷害。

3

4

2

1

指旋螺絲

D-sub DC電源線連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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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供應器握把

藍色電源供應器鎖定彈片

5. 插入替換的電源供應器：

a. 用兩隻手支撐電源供應器的邊緣、並將其與NSM模組的開孔對齊。

b. 將電源供應器輕推入NSM模組、直到鎖定機制卡入定位。

電源供應器必須與內部連接器和鎖定機制正確接合。如果您覺得電源供應器未正確安裝、請重複此
步驟。

請勿過度施力、否則可能會損壞內部接頭。

a. 向下轉動握把、使其遠離正常作業。

6. 重新連接D-sub DC電源線：

電源恢復後、狀態LED應為綠色。

a. 將 D-sub DC 電源線接頭插入電源供應器。

b. 鎖緊兩顆指旋螺絲、將 D-sub DC 電源線接頭固定至電源供應器。

更換即時時鐘電池- NS224磁碟櫃

您可以在開啟電源的NS224磁碟機櫃中、以及I/O進行中、不中斷地更換故障的即時時鐘
（RTC）電池。

開始之前

• 磁碟櫃的合作夥伴NSM模組必須已啟動且正在執行、而且纜線必須正確連接、以便在移除故障FRU的NSM

模組（目標NSM模組）時、磁碟櫃仍能維持連線。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 系統中的所有其他元件必須正常運作。

關於這項工作

50



• 在移除和安裝NVMe機櫃模組（NSM）之間、請至少等待70秒。

這讓ONTAP 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NSM移除事件。

• 更換完RTC電池後、重新安裝NSM模組、然後開機模組、ONTAP 實時時鐘時間會由更新。

• *最佳實務做法：*最佳實務做法是在更換FRU元件之前、先在系統上安裝最新版本的NVMe機櫃模組（NSM

）韌體和磁碟機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櫃韌體"^]

https://["NetApp下載：磁碟機韌體"^]

請勿將韌體還原至不支援機櫃及其元件的版本。

• 如有需要、您可以開啟機櫃的位置（藍色）LED、以協助實際找出受影響的機櫃：「儲存櫃位置導向的修改-

機櫃名稱_bidle_name_-leide-Status on」

如果您不知道受影響機櫃的「shelf_name」、請執行「shorage shelage show」命令。

機櫃有三個位置LED：一個在操作員顯示面板上、一個在每個NSM模組上。位置LED會持續亮起30分鐘。您
可以輸入相同的命令來關閉它們、但可以使用「Off」（關閉）選項。

• 當您打開更換的RTC電池時、請保留所有包裝材料、以便在退回故障的RTC電池時使用。

如果您需要RMA號碼或更換程序的其他協助、請聯絡技術支援部門： https://["NetApp支援"^]電話：888-

463-8277（北美）、00-800-44-638277（歐洲）或+800-800-80-800（亞太地區）。

• 您可以使用下列動畫或書面步驟來更換RTC電池。

動畫-在NS224磁碟機櫃中更換一顆RTC電池

步驟

1. 請妥善接地。

2. 從包含您要更換之FRU的NSM模組拔下纜線：

a. 如果電源線是AC電源供應器、請打開電源線固定器、將電源線從電源供應器拔下；如果是DC電源供應
器、請打開兩個指旋螺絲、然後從電源供應器拔下電源線。

電源供應器沒有電源開關。

b. 從NSM模組連接埠拔下儲存設備纜線。

記下每條纜線所連接的NSM模組連接埠。重新插入NSM模組時、請將纜線重新連接至相同的連接埠、稍
後再執行此程序。

3. 從機櫃中移除NSM模組：

a. 將您的索引手指繞過NSM模組兩側閉鎖機制的指孔。

如果您要移除底部NSM模組、而且底部軌道阻礙了鎖定機制的存取、請將指標手指從內
側的指孔中（手臂交叉）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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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您的拇指按住鎖定機制頂端的橘色彈片。

鎖定機制會舉起、清除機櫃上的鎖定銷。

c. 輕拉直到NSM模組離開機櫃約三分之一、用兩隻手抓住NSM模組兩側以支撐其重量、然後將其放在平穩
的表面上。

當您開始拉動時、閉鎖機制臂會從NSM模組延伸、並鎖定在完全展開的位置。

4. 鬆開NSM模組護蓋指旋螺絲、然後打開護蓋。

NSM模組護蓋上的FRU標籤顯示了RTC電池的位置、靠近NSM模組正面和電源供應器右側。

5. 實體識別故障的RTC電池。

6. 更換RTC電池：

a. 從電池座中輕推電池、直到電池呈斜角（從電池座上斜放）、然後將其從電池座中取出。

b. 將替換電池以斜角（從電池座向外傾斜）插入電池座、將電池推入直立位置、然後將電池穩固地壓入連
接器、直到電池完全就位。

電池的正向側（標有加號）朝向外（遠離電池座）、對應於NSM模組板上標示的加號。

7. 合上NSM模組護蓋、然後鎖緊指旋螺絲。

8. 將NSM模組重新插入機櫃：

a. 確定鎖定機制臂鎖定在完全延伸位置。

b. 用兩隻手將NSM模組輕推入機櫃、直到機櫃完全支撐NSM模組的重量為止。

c. 將NSM模組推入機櫃、直到停止為止（距離機櫃背面約半英吋）。

您可以將拇指放在每個指環（鎖定機制臂）前方的橘色彈片上、以推入NSM模組。

d. 將您的索引手指繞過NSM模組兩側閉鎖機制的指孔。

如果您要插入底部NSM模組、而且底部軌道阻礙了鎖定機制的存取、請將指標手指從內
側的指孔中（手臂交叉）放置。

e. 用您的拇指按住鎖定機制頂端的橘色彈片。

f. 向前輕推、將栓鎖移到停止點上方。

g. 從鎖定機制頂端釋放您的指稱、然後繼續推動、直到鎖定機制卡入定位為止。

NSM模組應完全插入機櫃、並與機櫃邊緣齊平。

9. 將纜線重新連接至NSM模組：

a. 將儲存設備纜線重新連接至相同的兩個NSM模組連接埠。

插入纜線時、連接器拉片朝上。正確插入纜線時、會卡入定位。

b. 將電源線重新連接至電源供應器、如果是AC電源供應器、請將電源線與電源線固定器固定、如果是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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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供應器、請鎖緊兩個指旋螺絲、然後從電源供應器拔下電源線。

當電源供應器正常運作時、雙色LED會亮起綠燈。

此外、NSM模組連接埠LnK（綠色）LED也會亮起。如果LNO LED未亮起、請重新拔插纜線。

10. 確認NSM模組上包含故障的RTC電池和機櫃操作員顯示面板的警示（黃色）LED不再亮起

NSM模組重新開機後、NSM模組警示LED會關閉、而且不會再偵測到任何RTC電池問題。這可能需要三到
五分鐘的時間。

11. 執行Active IQ Config Advisor 下列動作、確認NSM模組的纜線正確連接。

如果產生任何纜線錯誤、請遵循所提供的修正行動。

https://["NetApp下載Config 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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