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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RAID 恢复 
停机时间

简介

根据所选的特定 RAID 级别，可配置多个硬盘的阵列以实现最大的数据可靠

性、最大 I/O 性能或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每一个 RAID 级别都采用唯一的技术组合（镜像、位级条带化、字节级条带

化、块级条带化、专用奇偶校验或分布式奇偶校验）来实现上述目的，但

常用线程会将这些 RAID 解决方案统一起来：冗余的需要，硬盘发生故障时

易于出错的 RAID 恢复。 

近些年，由于硬盘功能的极大提高远远超出了存储系统吞吐量的改善的速

度，所以仅增加对解决方案的需要，而导致 RAID 恢复耗时更长。恢复企业 

RAID 集可耗费几个小时，通常几天；而且在长时间恢复过程中发生辅助硬

盘故障的情况下将变得更加困难，RAID 数据会被视为不可读，IT 管理员必

须回退到此数据的备份版本。

传统 RAID 恢复通常在剩余活动硬盘上使用等量数据以恢复故障硬盘上的数

据，并将其写入热备份中，这本身就是一个速度慢且复杂的过程。希捷现

在通过希捷  RAID Rebuild™ 技术的部分故障拷贝功能提供了更好的解决方

案，可帮助主机快速地从故障硬盘将尽可能多的数据在复原到 RAID 恢复前

解压缩出来；通过大大降低要重新创建的数据量，此类型的 RAID 恢复速度

更快，且不易出错。

希捷 RAID Rebuild™ 技术的优势

基于广泛的研究，希捷已确定 RAID 恢复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有：

• RAID 恢复期间辅助故障的风险/曝露

• RAID 恢复期间系统级性能降低

• RAID 恢复从开始到结束所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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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 恢复过程会对硬盘产生极大的额外负荷，因为恢复要经历长时间的

读-写活动。考虑到由于现今企业硬盘上存储的数据量而需要较长的恢复时

间，在 RAID 恢复期间辅助硬盘发生故障也逐渐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

此外，这些长时间恢复活动会降低系统级性能，因此会延迟用户对 RAID 剩

余活动硬盘上的数据的访问。在 RAID 阵列中，使恢复过程的优先级高于主

机 I/O 可缩短恢复时间（并降低辅助硬盘发生故障的几率），但将会进一

步降低系统级性能。

Seagate RAID Rebuild 技术所包含的硬盘部分故障拷贝功能可直接解决上

述每一个挑战。通过允许故障硬盘主动协助主机可能在开始 RAID 恢复前检

索最大的数据量，希捷 RAID Rebuild 技术确保：

• 更快速、不易出错的 RAID 恢复

• 降低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 快速访问已恢复数据

Seagate RAID Rebuild™ 技术： 
运作方式

格式化 PI 硬盘

1. 首先尝试从故障硬盘进行读取。

2. 通过从故障硬盘进行复制来恢复第一个条带。

3. 通过从故障硬盘进行复制来恢复第二个条带。

4.  第三个条带遇到故障硬盘的错误，所以使用正

常的硬盘恢复数据。 

5. 通过从故障硬盘进行复制来恢复第四个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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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gate RAID Rebuild™ 技术包含 SAS 硬盘

主机将通过发出 Send Diagnostic 命令请求故障硬盘自我标记。如果硬盘 

未旋转，将尝试旋转，无论是否存在正常的磁头。如果硬盘未能旋转，那

么将返回 HARDWARE ERROR 且不能通过希捷 RAID Rebuild 部分拷贝功

能解压缩硬盘数据。

如果硬盘成功旋转，将通过删除任何不必要的后台活动准备进行部分拷贝

功能，从而确定该硬盘是否包含任何不可使用的磁头，写保护介质并进入

包含将错误恢复限制于免费重试的特殊方式。此方式将保持活动状态直到

硬盘动力驱动且将持续任何总线重置活动期间。

然后主机应发出后续读取工作负载以解压缩可用数据。在后续读取期间，

硬盘会基于重试速率选择向不可读磁头列表进行添加。当命令包含不可读

磁头列表中的磁头时，硬盘将返回用于确定故障 LBA 所在位置以及下一个

可接受 LBA 所在位置的敏感数据；主机应在下一个可接受 LBA 重新启动

后续读取工作。（如果主机正在发出已列入队列的读取命令，那么可能有

几个命令都将失败，并指向相同的下一个可接受 LBA。）

主机负责维护仍需要重建的 LBA 列表，即那些无法从硬盘读取的 LB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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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捷 RAID Rebuild™ 技术包含 SATA 硬盘

主机将向故障硬盘发出 S.M.A.R.T. Offline 

Immediate 命令。（如果硬盘未能旋转，且不能

通过希捷 RAID Rebuild 部分拷贝功能解压缩硬

盘数据。）发出此命令时，硬盘将删除任何不必

要后台活动，确定该硬盘是否包含任何不可读磁

头，写保护介质，并进入包含将错误恢复限制在

免费重试的特殊方式。此方式将保持活动状态直

到硬盘动力驱动为止。

主机应发出后续读取工作负载以使用 Read 

FPDMA Queued 命令解压缩可用数据。在后续

读取期间，硬盘会基于重试速率选择向不可读磁

头列表进行添加。当命令包含不可用磁头列表中

的磁头时，硬盘将返回相应的状态值和错误值，

错误 LBA 和下一个可用 LBA 必须可由主机从日

志页面 0×10 中进行读取，以便继续操作。 

（在 SATA 协议中，发生 NCQ 错误后，设备将

不会接受任何新的命令直到主机读取此日志。）

主机然后应在下一个可接受 LBA 重新启动后续

读取工作。

主机负责保留仍需重建的 LBA 列表；即那些无

法从硬盘读取的 LBA。2

1  通过 SAS 硬盘，Force Unit Access (FUA) 位可在 Read 命令上使用，以基于每个命令重新启用完整错误恢复并忽略故障

磁头列表。
2  通过 SATA 硬盘，Force Unit Access (FUA) 位可在 Read FPDMA Queued 命令上使用，以基于每个命令重新启用完整错

误恢复并忽略故障磁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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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希捷 RAID Rebuild™ 部分故障拷贝功能随附的硬盘值清晰且具强制性：可从

故障硬盘直接解压缩的数据越多，必须在耗时且易于出错的 RAID 恢复期间恢

复的数据越少。

希捷 RAID Rebuild 技术所支持的快速恢复可使辅助硬盘故障的风险/曝露最小

化，从而保护 RAID 环境中的数据完整性。这是希捷独有的技术，可降低系统

级性能降级，并确保可使故障硬盘数据快速恢复联机。

公司背景 
作为领先行业标准体的一员，希捷已向委员会提交 RAID Rebuild™ 功能的开

放式标准提案，其名称为 Rebuild Assist to the T10 3 (SAS Proposal: 11-298) 
and SATA-IO 4 (SATA Proposal: SATA31_TPR_D144)，以包含在委员会的已发

布标准规范中。 

3  T10 是国际信息技术标准委员会 (INCITS) 的组成部分，经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认证，并按照其规则运作。这些规则旨在

确保自愿性标准经过业界团体的一致同意而制定。INCITS 开发信息处理系统标准，同时 ANSI 认同这些流程，通过这些流程

进行开发和发布。ANSI 还作为美国联合技术委员会，即国际标准组织 (I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的 1 (JTC-1) 的代表。有

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t10.org/

4  串行 ATA 国际组织 (SATA-IO) 是独立的、非盈利的组织，由领先行业公司开发，也服务于领先行业公司。 SATA-IO 提供行业

指南与支持，用于实现 SATA 规范。标准化 SATA 规范将 15 年的技术更换为多达未来十年的高速串行总线支持。SATA-IO 成

员具有影响或直接贡献 SATA 规范开发的影响。欲知详情，请访问 http://www.sata-io.org/

www.seaga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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