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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 SAS 接口柜安装手册 



概述 

宏宇服务器硬盘性能评测系统（HYDATA HDD Performance Rating System，简称 HRS）

是全球首款嵌入区块链技术的精准评测系统，评测全环节使用区块链时间戳加密技术，输出

无法篡改专业报告，软件支持服务器硬盘（SAS、FC、SCSI，SSA），支持批量修复与批量性

能评测，使用工厂固件内测技术，对主机 CPU 占用极少，不依赖系统总线速度，可测试从

1.5G/S 、3G/S、6G/S 、12GB/S、18GB/接口速度的硬盘，单盘容量支持 9.1GB 至 16TB，

支持评测柜级联，1-512 片硬盘同时测试，HRS 是硬盘交易和硬盘批量修复的全新的解决方

案。在 HRS 系统中，用户可以进行硬盘的批量格式化、清除警告、龙维修、清除 G 表等操

作，备份固件资源，可根据不同固件版本自定义测试流程，输出专业报告，支持二维码扫描

枪与专用标签打印机、支持手机二维码验证、支持时间戳校验、是硬盘能测试环节全方位整

体解决方案。 

HRS 是由软件及其硬件设备组成，其所有硬件的安装和维护都十分简单。 

 



 

哈尔滨宏宇数据软件有限公司  http://www.hydata.com 

 

目录 

概述 .......................................................................................................................................................................... 1 

一、 HRS 特点 .............................................................................................................................................. 1 

二、 HRS 全球首创独有技术 .................................................................................................................. 1 

三、 HRS 产品优势 ..................................................................................................................................... 1 

四、 HRS 初检流程图 ................................................................................................................................ 1 

五、 HRS-SAS 接口柜硬件及安装 ........................................................................................................ 3 

5.1 HRS-SAS 接口柜规格参数 ............................................................................................................... 3 

5.2 打开 HRS-SAS 接口柜包装箱 ........................................................................................................ 3 

5.3 HRS-SAS 接口柜电源 ........................................................................................................................ 6 

5.4 在机架中安装 HRS-SAS 接口柜 .................................................................................................... 7 

5.5 安装磁盘驱动器 ................................................................................................................................. 9 

5.6 数据和管理连接 .............................................................................................................................. 11 

5.7 设置电缆连接 ................................................................................................................................... 13 

5.8 连接电源 ............................................................................................................................................ 16 

六、 保养与维护 ....................................................................................................................................... 19 

6.1 更换电源 ............................................................................................................................................ 19 

6.2 更换 I/O 模块 .................................................................................................................................... 19 

6.3 更换冷却风扇 ................................................................................................................................... 20 

七、 HRS 软件截图 .................................................................................................................................. 22 

八、 专业硬盘测试报告样版 ................................................................................................................ 30 



 

哈尔滨宏宇数据软件有限公司  http://www.hydata.com 

1 

一、 HRS 特点 

 专业性 

顶级硬件 OEM 出品商 

 可信任性 

区块链时间戳技术全程护航 

 时间戳技术 

自带离线时间戳技术，不依赖网络时钟 

 区块链技术 

全环节评测结果动态加密 

 工厂技术固件， 

使用宏宇十五年的固件控制工厂技术模式 

 公正、专业评测 

离线加密结果可检验，权威可信任报告 

二、 HRS 全球首创独有技术 

 时间戳技术、区块链技术、工厂技术固件 

三、 HRS 产品优势 

 HRS 能够处理小型计算机 IBM，HP，DELL、及专业云存储 EMC、NETAPP、SUN 的坏

损硬盘的检测与修复工作，时刻保持硬盘健康状态。 

 HRS 可以满足传统环境中硬盘修复与评测业务应用的需求。 

 使用更多硬盘测试柜级联盘位（最多支持 512 片）提高了连接性，适应不断增加的硬

盘检测修复负荷的大数据时代。 

四、 HRS 初检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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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 初检流程图 1 

 

▲ HRS 初检流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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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HRS-SAS 接口柜硬件及安装 

5.1HRS-SAS 接口柜规格参数 

HRS-SAS 接口柜 

技术参数 

存储能力 

硬盘位 16 盘位 

最大级联数 32 柜 

硬盘物理参数 3.5 英寸、2.5 英寸 SAS；SATA； 

 硬盘物理接口速度 1.5G~18G 

 内部传输 1.5G~3G、6G、12G、18G 或更高 

 外部传输 3G/s 

 SAS 硬盘容量支持 
9.1G~16TB 或更高 

SATA 支持最高 2TB（受 SAS 协议限制） 

供电要求 

电源模块 2x450W 支持热插拔 

电源要求 100~240VAC，47~63Hz 

最大电流 8A（100V）；4A（240V） 

系统风扇 N+1 冗余设计 

 

硬件规格 

物理特性 

外形尺寸 3U，460.5mm（W）x446.2mm（D）x131mm（H） 

产品重量 15.8kg±5% 

工作环境温度 +10°C~+35°C 

工作环境湿度 +20%~+80%（无冷凝） 

贮存环境温度 -40°C~+70°C 

贮存环境湿度 +10%~+95%（无冷凝） 

海拔高度 -60m~+3000m 

产品认证 认证标准 CB，CE，FCC-class-A，UL，RoHS 

注：本产品规格有任何变更，以最终产品为准。 

5.2打开 HRS-SAS 接口柜包装箱 

HRS-SAS 接口柜包装箱包含了下列物品： 

 HRSEXP900-16 单元  HRSSFF8088SAS 接口线 

 3.5&2.5 英寸硬盘螺丝  HRS-SAS 双通道适配卡  

 

HRS-SAS 接口柜正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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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SAS 接口柜背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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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附件 

 
▲HRS-SAS 双通道适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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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英寸硬盘螺丝 

 
▲HRS-SFF8088-SAS 接口线 

5.3HRS-SAS 接口柜电源 

HRS-SAS 接口柜所使用的电源是全汉台湾原产双冗余 450W*2 服务器电源，有效的能

源效率可提高电源利用，减少功率损耗与热能输出，相对的也延长电源供应器寿命及降低散

热装置支出，满足用户对高质量环保节能产品需求。为测试硬盘提供高品质、稳定的电源供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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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参数 

5.4在机架中安装 HRS-SAS 接口柜 

使用现有导轨将 HRS-SAS 接口柜安装到机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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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可用导轨的机架中安装 HRS-SAS 接口柜 

 

 注意！ 

 至少需要两个人来安全地抬起，放置和将 HRS-SAS 接口柜连接到机架系统中。 

 请勿通过把手，电源或 I/O 模块来抬起或搬移 HRS-SAS 接口柜。请抓住 HRS-SAS 接口

柜本身。 

 仅由熟悉安装过程的技术员才能安装 HRS-SAS 接口柜。 

 请确保在安装 HRS-SAS 接口柜或更换组件之前所有开关都已 OFF（关闭）。 

在有可用导轨的机架中安装 HRS-SAS 接口柜。 

1. 请检查机架系统中的安装导轨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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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有需要请调整安装导轨的长度。 

3. 使用来自机架系统的安装螺钉将安装导轨组件连接到机架柱的外面，请确认底部的支持

面朝内。 

4. 拧紧调整螺钉和连接螺钉。 

5. 将 HRS-SAS 接口柜放在导轨上。 

6. 使用来自机架系统的安装螺钉通过每个把手将 HRS-SAS 接口柜固定到机架。 

机架固定部件图 

 

5.5安装磁盘驱动器 

可用待修复的 SAS 或 SATA 硬盘驱动器装入 HRS-SAS 接口柜，请尽量安装相同型号和

容量的硬盘驱动器。 

驱动器插槽编号 

可以将待修复的硬盘驱动器安装到 HRS-SAS 接口柜机壳内的任何插槽中。下图显示

HRS-SAS 接口柜的驱动器是如何编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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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SAS 接口柜驱动器插槽编号 

安装硬盘驱动器 

1. 卸下硬盘驱动器托架。 

2. 小心地将硬盘放在驱动器托架外壳的前面，这样在边上的螺孔朝上。 

3. 将螺钉穿过驱动器托架的孔并插入硬盘驱动器的侧面。 

◼ 仅安装与 HRS-SAS 接口柜一起提供的反向螺钉。 

◼ 每个驱动器安装四颗螺钉。 

◼ 将每颗螺钉拧紧，请勿拧得过紧。 

4. 将驱动器外壳重新安装回 HRS-SAS 接口柜机箱。 

重复步骤 1 至 3 直至所有硬盘驱动器安装好。 

安装在驱动器外壳中的硬盘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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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数据和管理连接 

HRS-SAS 接口柜连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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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硬盘修复连接： 

1. 连接 HRS-SFF8088-SAS 接口线的一端到第一个 HRS-SAS 接口柜的 I/O 模块上的 

Master-Channel 端口。 

2. 连接HRS-SFF8088-SAS接口线的另一端到第二台HRS-SAS接口柜的 I/O模块上的

Slave-Channel 端口。 

3. 连接第二个HRS-SAS接口柜的 I/O模块的 Master-Channel端口到第三个HRS-SAS

接口柜的 I/O 模块上的 Slave-Channel 端口。 

4. 将第三台 HRS-SAS接口柜的 I/O 模块的 Master-Channel 端口连接到主机计算机的

HRS-SAS 双通道适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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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SAS 接口柜连接示意 

5.7设置电缆连接 

使用来自 HRS-SAS 接口柜其他附件中的 HRS 电源控制线，一端连接在主机计算机中的

DRT-SCSITOOL 输出端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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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电源控制线的另一端连接到HRS-SAS接口柜 I/O模块的 EPW-Power-Control接口。 

连接时需要按住 HRS 电源控制线上的卡扣，稍加用力推入 HRS-SAS 接口柜 I/O 模块的

EPW-Power-Control 接口。 

 
将来自HRS-SAS接口柜其他附件中的HRS-SFF8088-SAS接口线一端连接到主机计算机

的 HRS-SAS 双通道适配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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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SFF8088-SAS 接口线的另一端连接到 HRS-SAS 接口柜 I/O 模块的 SFF-8088（SAS 

26P）标有 Master-Channel 接口。 

 
HRS-SAS接口柜电缆连接后的全局样式，上面是主机计算机，下面是 HRS-SAS 接口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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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连接电源 

将 HRS-SAS 接口柜机柜背面的电源电缆插入到电源插座中并打开电源。 

注意！ 

要使用 HRS-SAS 接口柜的 EPW 电源控制，需要将电源开关处于下图所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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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电源打开了，机柜前面板 LED 指示灯、控制器 LED 指示灯和硬盘驱动器 LED 指示

灯会亮。 

前面板 LED 指示灯 

当启动完成并且 HRS-SAS 接口柜工作正常： 

 电源、全局机柜状态指示灯显示稳定的绿色。 

 当有控制活动时控制器活动 LED 指示灯闪烁绿色。 

HRS-SAS 接口柜前面板指示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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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模块 LED 指示灯 

当引导完成时 HRS-SAS 接口柜工作正常： 

 风扇 LED 指示灯显示稳定绿色。 

 当有活动时 Master-Channel/Slave-Channel 端口 LED 指示灯闪烁。 

HRS-SAS 接口柜 I/O 模块 LED 指示灯 

 

硬盘驱动器 LED 指示灯 

在每个驱动器外壳上面有两个 LED 指示灯，他们报告硬盘驱动器的存在、驱动器的活

动和当前条件。 

HRS-SAS 接口柜磁盘驱动器外壳 LED 指示灯 

 

如果在外壳中有硬盘驱动器，电源/活动 LED 指示灯显示绿色。否则，电源/活动 LED

指示灯仍然为暗。电源/活动 LED 指示灯在驱动器活动期间闪烁。 

当硬盘已配置时磁盘状态 LED 指示灯显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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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保养与维护 

6.1更换电源 

HRS-SAS 接口柜的冗余电源设计为现场可更换单元。无需从机架上卸下 HRS-SAS 接口

柜即可更换电源。 

HRS-SAS 接口柜更换电源 

 

卸下旧电源 

要拆除旧电源 

 确认电源指示灯为琥珀色或红色。 

 关闭计划更换的电源。 

 拔下电源线。 

 松开并拆下电源左侧的固定螺钉。 

 将电源从 HRS-SAS 接口柜外壳中拔出。 

安装新电源 

要安装新电源： 

 小心地将电源滑入 HRS-SAS 接口柜外壳。 

 安装并拧紧电源左侧的固定螺钉。 

 插上电源插头。 

 打开电源。 

 核实新的电源更换过程。 

6.2更换 I/O 模块 

HRS-SAS 接口柜 I/O 模块监视和管理逻辑驱动器。当更换 I/O 模块时，所有逻辑驱动器

数据和配置都保持不变，因为逻辑驱动器信息储存在磁盘驱动器上。 

I/O 模块很少发生故障，但您可能需要卸下并重新安装相同的 I/O 模块，以便更换本章

所述的冷却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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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不要仅根据 LED 指示灯颜色更换 I/O 模块，只有在得到承诺技术支持的指导时才能

更换 I/O 模块。 

 只有合格的技术人员才能执行此步骤。 

 必须先关闭 HRS-SAS 接口柜扩展单元，然后才能执行此步骤。 

卸下旧的 I/O 模块 

要更换 I/O 模块： 

完全关闭 HRS-SAS 接口柜，关闭电源开关。 

断开 SAS，串行和电源线。 

在 I/O 模块上，拧松翼形螺钉，向右转动闩锁，然后将 I/O 模块拉出机箱。 

更换 I/O 模块 

 

安装新的 I/O 模块 

 小心地将新的 I/O 模块滑入 HRS-SAS 接口柜机箱。 

 向左转动闩锁，并用翼形螺钉固定。 

 重新连接 SAS，串行和电源线。 

打开电源开关。 

6.3更换冷却风扇 

原始模块 

注意！ 

 只有合格的技术人员才能执行此步骤。 

 必须先关闭 HRS-SAS 接口柜扩展单元，然后才能执行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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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换风扇： 

1. 确认 I/O 模块上的风扇 LED 指示灯为琥珀色或红色。 

风扇 LED 指示灯 

 

2. 完全关闭 HRS-SAS 接口柜，并移除 I/O 模块。 

3. 将 I/O 模块放在不引起无线电干扰的表面上，拆下盖板固定螺钉（每侧一个），然

后拆下盖板。 

I/O 模块盖板和固定螺钉，3U 型号如图所示 

 
4. 拆卸四个固定螺钉。 

5. 断开风扇的电源接头并将旧风扇从 I/O 模块中取出。 

I/O 模块冷却风扇，3U 型号如图所示 

 
6. 将新风扇放入 I/O 模块，连接电源接头，然后安装四个连接螺钉。 

7. 安装 I/O 模块盖，并安装两个固定螺钉。 

8. 重新安装 I/O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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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HRS 软件截图 

 
▲HRS 软件主界面 

 
▲HRS 软件执行任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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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 软件批量格式化界面 

 

▲HRS 软件系统菜单—SCSI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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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 软件系统菜单—Task-Center 菜单 

 
▲HRS 软件系统菜单—Universal-Tests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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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 软件系统菜单—Factory-Tests 菜单 

 

▲HRS 软件系统菜单—Report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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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 软件系统菜单—右键菜单 

 

▲HRS 软件系统对话框—Show-Information 对话框 

 

▲HRS 软件系统对话框—Family-Define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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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 软件系统对话框—Setting 对话框 

 
▲HRS 软件系统对话框—Verify-Code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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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 软件系统对话框—Custom-Task-Setting 对话框 

 
▲HRS 软件系统对话框—About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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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S 离线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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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专业硬盘测试报告样版 

 
▲HRS 标签 

 



 

哈尔滨宏宇数据软件有限公司  http://www.hydata.com 

31 

 



 

哈尔滨宏宇数据软件有限公司  http://www.hydata.com 

32 

 
▲HRS 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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