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 

当硬盘报废或被移出有物理保护措施的数据中心，然后交给其他人的时

候，硬盘上的数据就会面临较大的风险。然而，出于各种原因，IT 部门仍

然必须按照常规做法移除和处置硬盘，包括：

• 将硬盘用于其他存储任务 

• 由于质保、维修或租赁合同到期而归还硬盘

当硬盘最终离开数据中心时，几乎所有的硬盘都出于不受其所有者控制的

状态；实际上，希捷估计每天等都有 5 万个硬盘被报废。对于大部分离开

数据中心的硬盘，保存在它们上面的公司和个人数据仍然可读。即使 RAID 

阵列中许多硬盘数据经过条带化后，同样容易丢失，因为在当今的大容量

阵列中，即使是一次普通的条带化也足以泄露大量敏感数据，比如数百个

名称和社会保险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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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控制难题和销毁成本

为了努力避免数据泄密和随之而来的数据隐私法律所要求的客户通知，各

公司在硬盘离开使用场所并可能被滥用之前，已经试过了无数的方法来擦

除报废硬盘上的数据。目前的报废方法着力于使数据不可读，这个过程严

重依赖人力的参与，并因此受到技术和人力失败的影响。

当今硬盘报废方法的缺点太多，充满了不确定性。

• 重写硬盘数据的代价高昂，需要占用珍贵的系统资源达数天之久。硬盘

不会生成完成通知，重写也不会覆盖重新分配的扇区，因此让此部分数

据暴露在外。

• 消磁或物理粉碎硬盘的成本也很昂贵。很难确保针对某硬盘类型的消磁

力度是否达到了最佳效果，并可能在硬盘上留下可读数据。物理销毁硬

盘对环境有害，而且质保和租赁到期也不接受以这种形式返回硬盘。 

• 某些公司已经得出结论，安全报废硬盘的唯一方法就是控制这些硬盘，

将它们无限期地存入仓库。但这并不是真的安全，因为大量的硬盘和人

力的参与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硬盘丢失或失窃。

• 其他公司选择雇用专业的销毁服务团队，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选择，必

须承担协调服务人员以及内部报告和审计的成本。更困难的是，将硬盘

运到服务公司也使硬盘面临着风险。哪怕只丢失一块硬盘，为了补救泄

密的数据也会给公司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性能、扩展性和复杂性方面的挑战导致 IT 部门开始寻求安全策略的支持，

这些策略都要求使用加密。此外，不熟悉密钥管理的人认为加密是在冒险，

是一个要确保公司随时能够解密自己数据的过程。自加密硬盘 (SEDs) 全面

解决了这些问题，让报废硬盘的加密更加快速、简单且成本低廉。

Seagate Instant Secure Erase 使得硬盘报废变得安全、 
快速而简单 

在进入硬盘时，SEDs 使用安全保存在硬盘中的数据加密密钥加密所有的数

据。因而，所有保存在 SED 上面的数据都是自动加密的。当硬盘报废或需要

重新利用时，其所有者只需向硬盘发送一条命令，让其实施Seagate Instant 

Secure Erase (ISE)。希捷 ISE 使用 SED 的加密擦除功能改变数据加密密

钥。1 加密擦除安全地替代 SED 内部的加密密钥，如图 1 所示。一旦原本用

于加密数据的密钥被改变，则使用该密钥加密的

任何及所有数据都变得不可读，并且不能被恢

复。这样，希捷 ISE 即时、安全、有效地破坏了

硬盘上面存储的数据——使得硬盘可以被安全报

废、再利用或者销售。SEDs，不管使用何种部

署方式，都能够减少 IT 运营支出，将 IT 人员从

硬盘控制难题和销毁成本中解放出来。希捷 SED 

硬盘提供了政府级数据安全性，有助于确保安全

港协议以及实现数据隐私合规性，而不影响 IT 

效率。而且，SED 通过以下方式简化报废，并保

留硬盘的返回和再利用价值：

• 无需覆盖硬盘或对硬盘进行破坏

• 安全的责任质保和过期租赁返回

• 使得硬盘可以被安全地再利用或出售

图 1. Seagate Instant Secure Erase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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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捷与多个行业领导者以及政府代理机构合作，最终实现加密擦除数据破坏的标准化；这是由 ISO/IEC WD 27040 下面的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完成的。 



不同的希捷解决方案满足各种安全需求

所有的希捷企业级 SEDs 提供了希捷 ISE 功能。当硬盘投入使用时，这项

功能实现的方式因情况而异，取决于实现什么级别的安全性。注意，每一

级包括前面那些级别的保护功能。

• 静态数据和安全防揭保护 (FIPS 140-2 Level 2 )

• 静态数据保护 

• 仅有再利用保护（希捷 ISE）

这些初始配置的每一种配置相关的擦除方法都在表 1 中详细列出。对于

那些拥有深度 SCSI 或 ATA 命令和编码技能的希捷客户，也有可能开发专

属的解决方案，以使用具有 TCG 存储、T10、T13 命令集和规范的希捷 

SEDs。如果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与您当地的希捷销售代表取得联系。 

FIPS  
140-2 认证

TCG 兼容的安全 
要求 TCG 主机控制器和 

密钥管理系统

SEAGATE INSTANT SECURE ERASE 
简单快速数据加密钥匙 
擦除加密擦除和清除功能

安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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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

希捷自加密硬盘如何实施 Instant Secure 
Erase

希捷 SEDs 支持一种或者多种希捷 ISE 执行方

式，取决于硬盘的接口指令集和配置。例如，和

支持一个 SAS 接口的设备相比，一个带有 SAS 

接口的设备可能具有不同的擦除性能。 另外，

附加的安全和擦除性能是可用的，通过 SED 支

持的 TCG 存储安全协议实现。注意，在所有的

环境中，主机控制器必须通过支持的命令实现希

捷 ISE 支持。 

1. 配置静态数据保护功能的硬盘，具备或者不 

具备安全防揭保护功能，通过 TCG 企业协议

启用。

一个通过 TCG 存储规范协议管理的设备支持

频带级别的希捷 ISE。除了在使用硬盘的时候

保护数据，频带级希捷 ISE 允许用户将存储

在设备上面的部分或全部数据擦除，而不会

影响硬盘上面的其他数据带。这种数据擦除

方式是通过每个数据带上面的 TCG 存储安全

协议（擦除方法）实现的，需要第三方的软

件支持。 

通过 TCG 存储规范协议管理的设备也可以被

一次性擦除，使用了安全协议的 RevertSP 方

法。这种安全擦除需要实际占用设备，从而读

取打印在标签上面的 32-字符 PSID（物理安

全 ID），从而安全地擦除硬盘，使之恢复到

出厂默认状态。

2. 配置了简单的处置和再利用保护的设备只是通

过 ATA 安全命令启用。

 使用 ATA 命令集的希捷 SED ，是通过 ATA 安

全擦除准备和安全擦除单元命令擦除的。注

意，这是希捷 ISE 所特有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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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种级别的安全实现的 Seagate Secure™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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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eagate Instant Secure Erase 选项

初始配置 静态数据保护，具备或者不具备安全防揭保护 仅有再利用保护 无安全性保证

擦除方法
TCG 安全协议  

擦除

TCG 安全协议  

RevertSP

ATA 安全 

安全擦除准备和安全擦除单位命令

清除 

清除功能设置命令

支持的配置 带有 TCG 存储的希捷 SEDs 带有 TCG 存储的希捷 SEDs 希捷 SATA SEDs
支持的希捷 SATA 和 SAS 
SEDs

擦除范围 频带级别的加密擦除 整个硬盘的加密擦除 整个硬盘的加密擦除 整个硬盘的加密擦除

副作用 解锁频带和重置频带密码 SED 恢复到出厂默认状态 解锁硬盘并禁用 ATA 安全 无初始安全可以避免意外擦除 

访问控制
通过所需的主机管理或者设备默认

密码认证

通过所需硬盘标签上面打印的密码

（和条形码）认证
通过所需的主机管理密码认证

根据设计未经证实的（如果硬

盘被锁定，必须在执行之前由

操作人员解锁）

优势

静态数据保护

FIPS 140-2 2 级验证

全功能安全管理接口  
基于 TCG 存储规范

静态数据保护

FIPS 140-2 2 级验证

全功能安全管理接口基于 TCG 存
储规范

ATS 硬盘级安全

使用标准的 ATA 安全命令

提供无管理开销的安全擦除 
（例如，不需要密码管理）

评论 需要兼容 TCG 的硬件或软件
需要实际占有的 SED 以读取硬盘

安全代码 
使用标准的 ATA 安全命令

命令的不受保护的属性可能导

致错误的或者有害的数据擦除

表 1 提供了在 SED 上面部署 ISE 的不同方法的概览请查看表格后面的备注。

注意

1.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安全擦除具有更高安全配置的硬盘的方法也适合于较低的安全设置，作为一个例子，RevertSP 协议也适合使用 ATA 配置模式的硬盘， 
并且假定硬盘也支持 TCG 指令集（安全性支持可能因不同的硬盘型号而有所不同）。

2. 术语静态数据保护是指 SED 提供非常强大的保护功能的能力，避免数据接口被锁定以拒绝未授权访问的硬盘上面的数据被损坏，同时计算机是处于运行 
状态中。

3. 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140-2 是一种美国政府计算机安全标准，用于授权加密模式。它被称之为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140-2)，是由美国国家标准技 
术研究所 (NIST)颁布。这个标准规定了在安全系统保护敏感的环境中，加密模型的安全要求。  
但是未分类以及受保护的类数据。希捷 FIPS 硬盘通过 2 级（安全防揭）；更多可用信息，请访问：  
www.seagate.com/docs/pdf/whitepaper/mb605_fips_140_2_faq.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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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希捷 SED 上面实施 Seagate Instant Secure Erase   

基于一种 SED 和选项，用于安全地擦除设备，实际数据擦除可以通过多种

方式实现。下列解决方案是可用的：

• 适用于 Windows 系统的希捷 SeaTools™ 软件：免费工具，PC 可以使

用这种工具诊断内部和外部存储设备。SeaTools 软件支持希捷 ISE。可

以从 www.seagate.com 网站下载 SeaTools 软件工具，支持和下载选项

卡——SeaTools - 诊断软件。

• 第三方，现货解决方案：使用来自 LSI 和 Intel 的 RAID 控制器， 

或者来自 IBM 的完整的密钥解决方案（Tivoli 密钥生命周期管理 

器），Wave，Winmagic 等。 

• 客制/嵌入式解决方案：（内部）已经开发的性能整合到一个系统中，或

者主机应用程序中，以支持希捷 ISE。如果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与您

当地的希捷销售代表取得联系。

参考资料

TCG 存储规范—— 
www.trustedcomputinggroup.org/developers/storage/specifications

ATA 规范—— 
www.t13.org/

SCSI 规范—— 
www.t10.org/

希捷 SeaTools 软件—— 
http://www.seagate.com/cn/zh/support/downloads/seatoo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