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储架构简要历史

30 年前，一家小型软件公司同意与 IBM 公司合作生产第一个 IBM PC 操

作系统。这家公司便是 Microsoft，开发的操作系统是 DOS 或 PC-DOS，

后成为 IBM 的品牌。DOS 成为操作系统的基础，并作为 PC 行业的标准

被广泛采用，也是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很多方面的基础。   

那时，没人预料到计算机行业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最终引领当

今超快的处理器、海量固态内存和大容量硬盘（现在的可用大小一般都能

达到 2TB）。当初，计算机原始架构（硬件和软件）中的一些基本设计决策

注定要成为本行业的限制。其中一个影响当今存储行业的限制就是：如何

访问容量超过 2.1TB 的硬盘。

存储架构中最基础的元素之一为扇区。扇区是硬盘中最小的物理数据

块。30 多年前，扇区定义为 512 字节长度，该定义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

向较大的 4K 扇区（也称为“高级扇区格式”）过渡需求迫切，但数年内，

此过渡不会在主机级别（硬盘控制器、操作系统、BIOS 等）完全实现。同

时，尽管对容量的需求不断增长，存储行业仍要使用 512 字节的基本扇区

大小。  

架构决策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与硬盘扇区相关。这就是分配给扇区地址的空

间。每个扇区都分配有唯一一个地址，定义数据在硬盘上的位置。称为逻

辑块寻址 (LBA)。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没人料到硬盘容量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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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1TB，这样看来，将 LBA 范围限制在 2.1TB 也是

绰绰有余。因此，操作系统、BIOS 控制器、HDD 控制

器和设备驱动程序都使用相同的 2.1TB 基本限制，作

为硬盘或逻辑存储设备的最大容量。

现在，硬盘行业即将发布容量超过 2.1TB 的硬盘，重

点是如何在之前的架构设计限制内部署新一代大容量

存储解决方案。最佳做法是在两个不同的细分市场中

分别部署：台式机 PC 和工作站市场，以及侧重于多硬

盘存储阵列和服务器的企业市场。

台式机市场

评估如何在台式机环境中部署 2.1TB 以上容量的硬盘

时，要考虑以下三种不同的安装情况：

1. 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XP 或更早版本或者使用

不支持长 LBA 寻址的操作系统来部署原始容量超

过 2.1TB 的硬盘

2. 使用支持长 LBA 寻址的操作系统部署原始容量超

过 2.1TB 的不可引导硬盘

3. 部署原始容量超过 2.1TB 的可引导硬盘

情况一

遗憾的是，不支持长逻辑块寻址（一般称作长 LBA 寻

址）的操作系统无法成功使用容量超过 2.1TB 的硬

盘。这些操作系统中包括 Windows XP，尽管它的安

装基础较大。长 LBA 寻址扩展了命令描述符块 (CDB) 

中的字节数，以便能访问超过 2.1TB 限制的 LBA 范

围。CDB 仅仅是一种数据结构，用来格式化主机和

硬盘之间所传递的数据。此数据的关键因素就是 

LBA，LBA 可告知硬盘正在寻址的特定扇区。  

不支持此长 LBA 寻址的操作系统将无法识别容量

超过 2.1TB 的硬盘。实际上，在 Windows XP 系统

中使用容量超过 2.1TB 的硬盘可能会产生不可预知

的结果，此结果因使用的 BIOS 而有所不同。可能仅

识别达到 2.1TB 的容量，或者只能识别超出 2.1TB 

限制的那部分容量。因此，一个 2.5TB 的硬盘很可

能被 Windows XP 系统识别为 400GB 的硬盘或 

2.1TB 的硬盘，但不能正确识别为 2.5TB 硬盘。要使

用原始容量超过 2.1TB 的硬盘，需要使用 Windows 

Vista、Windows 7 或其他支持长 LBA 的操作系统。

情况二

我们已经清楚，基本操作系统要求即是要支持长 LBA 

寻址，才能使用容量超过 2.1TB 的硬盘。如果使用的

硬盘是不可引导硬盘，那么只多一个要求，即必须使用 

GUID 分区表 (DPT) 对硬盘进行分区。

Intel 最先在更加复杂的规范中对 GPT 进行了定义，

目的是创建原始 PC BIOS 的替代设计。 其中标准名

为可扩展固件接口 (EFI)，该规范目前由统一可扩展固

件接口论坛 (UEFI) 管理。除了其他改进外，GPT 还允

许更长的 LBA 寻址模式，支持使用超过 2.1TB 大小

的硬盘。此外，传统标准 MBR（主引导记录，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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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 Record）也会产生前面提到的相同限制，将硬盘

容量限制为 2.1TB。

情况三

很明显，在台式机 PC 配置中使用单个硬盘非常普遍。

这种情况下，硬盘必须是可引导硬盘。在可引导配置中

使用容量超过 2.1TB 的硬盘的要求与情况二中所述要

求相同，同时还有两个其他要求。

第一，为了克服部署容量超过 2.1TB 可引导硬盘中出

现的问题，检查传统 PC BIOS 是非常必要的。尽管 

PC BIOS 标准具有同样的基础限制（无法寻址容量大

于 2.1TB 的硬盘），该标准仍然沿用了很多年。目前，

针对此限制的唯一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使用新的 BIOS 

标准，该标准也是 UEFI 论坛的工作之一。UEFI BIOS 

具有超过较早 PC BIOS 系统的多个扩展。其中之一便

是寻址容量大于 2.1TB 的硬盘。但到目前为止，台式机

市场上 UEFI BIOS 的使用非常少见。然而，随着新一

代大容量硬盘的引入，UEFI BIOS 系统的采用将会越

来越频繁。

部署容量超过 2.1TB 硬盘的第二个要求是使用兼容的

硬盘控制器驱动程序。PC 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一款驱

动程序是 Intel Matrix Storage 驱动程序。这款驱动

程序作为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 操作系统配

置的组件出货，同样有不能正确寻址容量超过 2.1TB 

硬盘的限制。Intel 正在计划更新这款驱动程序。同

时，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 安装中随附的标

准 Windows HDD 驱动程序解决了这个问题。

服务器和存储阵列 

基本来说，标准台式机市场上容量超过 2.1TB 硬盘的

要求同样适用于服务器和存储阵列市场。这两个市场

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管理和控制企业解决方案中常见

的多硬盘所使用的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或 RAID 

控制器的情况。

使用 HBA 或 RAID 控制器可简化更高容量硬盘的采

用，因为寻址和控制问题主要通过 HBA 或 RAID 控

制器来管理。但是有关控制器下硬盘的大小和类型的

详细信息却从操作系统中隐藏了。 

此外，这些高级存储解决方案通常将利用非常小的硬

盘作为主引导硬盘，而依赖于 HBA 或 RAID 控制器来

管理其余作为总体解决方案一部分所安装的硬盘。

希捷建议您联系 RAID 或 HBA 控制器制造商，咨询

容量超过 2.1TB 硬盘的使用情况，以确保兼容性。有

些控制器制造商能够支持最新的 6Gb/秒 SAS，如果

您使用的是 SATA 3Gb/秒控制器，那么将要对其进行

更新。

如果您选择在现有传统控制器（不支持长 LBA 寻址）

之下运行容量超过 2.1TB 的硬盘，那么必须使用模式

选择限制硬盘容量，以适应您的传统控制器。



辅助硬盘（不可引导）解决方案台式机、工作站

要求 说明

支持长 LBA 的操作系统

（Windows Vista、Windows 7 或 Linux 修订版）
XP 不支持 2.1TB 以上容量的硬盘

需要 GUID 分区表 (GPT) 传统主引导记录 (MBR) 分区大小限制为 2.1TB。

主硬盘（可引导）解决方案台式机，工作站

要求 说明

支持长 LBA 的操作系统

（Windows Vista [64 位]、Windows 7 [64 位] 或 Linux 修订版） 
XP 不支持 2.1TB 以上容量的硬盘

需要 GUID 分区表 (GPT) 传统主引导记录 (MBR) 分区大小限制为 2.1TB。

可引导硬盘的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 (UEFI) BIOS 大小需要大于 2.1TB
较早的 BIOS 不支持容量超过 2.1TB 的硬盘。

针对此用途的 BIOS（支持 UEFI）正在更新。

HDD 驱动程序支持容量超过 2.1TB 的硬盘
正在修改并测试标准 HDD 驱动程序更新。

标准 Windows 驱动程序已经就绪，Intel 正在测试修改部分。

存储服务器或存储阵列解决方案

要求 说明

确保 HBA 或 RAID 控制器支持长 LBA 寻址 控制器，管理 HDD 寻址

使用“模式选择”限制硬盘容量，以适应传统系统的容量 传统控制器不支持长 LBA 寻址

表 1.要求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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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短期内要克服一些障碍，才能在台式机环境中广泛采

用容量超过 2.1 TB 的硬盘，尤其是可引导硬盘。在企

业市场中采用新型大容量硬盘的限制比较少，也比较简

单。在详细说明中，这些情况看上去可能比较复杂，下

表 1 中显示了这些情况的简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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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请阅读希捷文档中的常见

问题解答，大容量（超过 

2.1TB）存储准备：常见问题解

答，MB603。

马上行动

如今，即使小型企业也需要海量的存储。存储需求不断

增长，存储市场也不断在容量、性能和成本效率方面

取得进步，较大容量硬盘仍将是要进行改进的重要部

分。对于企业市场尤为如此，企业市场的数据中心和

云计算随时准备采用更高容量来进行快速部署，从而

可极大地推动操作效率并降低存储成本。下一代大容

量硬盘突破了传统系统的限制，容量超过 2.1TB，将在 

2010 年秋开始出货。要最大程度降低集成复杂性并令

新型大容量硬盘为客户带来利益，系统构建商、集成商

和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商需要马上行动起来。 

如果您的产品发展方向重点在于存储阵列和服务器（

依赖于 RAID 控制器和 HDD 主机总线适配器），那么

请向供应商咨询其有关超过 2.1TB 的大容量 HDD 支

持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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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开发的解决方案侧重于台式机、工作站或服务

器解决方案（依赖于配有主板的 HDD 控制器和操作

系统支持），那么您应与组件系统供应商联系上述事

宜。Intel 和 Microsoft 在这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它们

已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限制。但是，您的呼吁更加重要，

可以让供应商和相关供应商具有紧迫感，加快实施解

决方案，突破传统 HDD 的容量限制，以使硬盘容量超

过 2.1TB。

我们将通力合作，将大容量、高性能的计算和存储解决

方案引入市场，并继续推动行业效率和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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