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3C UIS插拔盘各RAID卡型号修复指导 

 

1 文档说明 

本文档主要针对 H3C UIS 超融合平台拔盘插回后不同类型 RAID 卡的修复指导。拔

盘插回后需按该指导执行修复操作，在修复完成前禁止重启主机。 

2 RAID 卡类型确认 

登录 HDM 管理平台，单击导航树[系统信息/硬件信息]，点击[存储]，根据页面展示

的 RAID 卡信息确认 RAID 卡类型。 

 

3 各 RAID 卡插拔磁盘修复方法 

3.1 LSI 9361 RAID卡插拔数据盘恢复 

注意：硬盘拔插操作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

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3.1.1 无 FlashCache 加速的数据盘被错误拔出（插回原盘） 

1. 将一块数据盘被误拔时，ONEStor软件会监控到正常硬盘数量减少，如下图变

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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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主机名称，进入硬盘界面，找到该盘号“sdg”为“异常”。 

 

3. 找到误拔插的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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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入storcli目录。 

cd /opt/MegaRAID/storcli 

5. 输入./storcli64 /c0/eall/sall show查看物理盘的enclosure和slot号，用于定

位损坏的盘。 

如图所示，UBad的osd为插拔的硬盘，enclosure ID（EID）为252，slot ID

（Slt）为7。 

 

6. 恢复状态 

           ./storcli64 /c0/e<num>/s<num> set good force，输出结果为success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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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执行成功； 

 

7. 恢复逻辑盘 

输入命令./storcli64 /c0/fall import，输出结果为success时代表命令执行成

功； 

 

8. lsblk可见新增一个盘号为sdk的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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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盘进行挂载 

首先需要umount原来硬盘的挂载： 

umount /var/lib/ceph/osd/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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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盘sdk  mount到对应的osd目录，输入mount /dev/sdk1 

/var/lib/ceph/osd/ceph-8； 

lsblk可查看到sdk已经挂载相应的osd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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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此时ONEStor管理界面上已经可以正常ceph 看到盘名为sdk的硬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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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被 FlashCache 加速的数据盘被错误拔出（插回原盘） 

1、插回被错误拔出的硬盘。 

当集群中数据盘被错误拔出时，主机管理页面，监控到硬盘数减少。（图

中node127节点） 

 

进入该主机后，能够查看具体故障的硬盘。（图中s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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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mount被误拔的OSD。 

Xshell登陆到该节点，执行ceph osd tree，查看故障的osd。（图中osd 

7） 

 

执行mount查看该osd的挂载信息 

 

执行umount，取消被拔硬盘的挂载（图中os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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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寻找被拔出的盘符 

获取拔插后的硬盘盘符，注意拔插后的盘符会变。 

Step 1: 确认被拔插盘符的FLASHCAHE标识码。 

执行lsblk，查看缓存盘下flashcache的flashcahe标识码。（图中，两个

SSD缓存盘sdk、sdj） 

 

 

执行lsblk |grep “flashcahe标识码”，只有一条记录的即为被拔掉硬盘的

flashcache分区。（图中为e3abd762-ad2e-4221-b6d6-e9a29b6eae82） 

 

 

Step 2：找到被拔插硬盘的盘符。 

执行blkid |grep “flashcahe标识码”，找出拔插后的硬盘盘符，拔插后

盘符会有变化（图中，拔插前盘符为sdc，拔插后变为sdr）。 

 

10 
 



 

4、移除拔插硬盘失效的flashcache信息。 

Step 1：查找被拔插硬盘对应的flashcache信息。 

执行ls /proc/sys/dev/flashcache |grep “flashcahe标识码”，查找

flashcache信息， 

 

 

Step 2: 移除该硬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root@node127 ~]# sysctl -w dev.flashcache.f28c1e04-cf71-4853-

b628-8017db519b4a+e3abd762-ad2e-4221-b6d6-

e9a29b6eae82.fast_remove=1   

说明：around的模式没有fast_remove标记。不需要执行sysctl –w的命

令，back模式需要。 

[root@node127 ~]# dmsetup remove e3abd762-ad2e-4221-b6d6-

e9a29b6eae82 

 

5、重新激活对应的osd. 

  注意：OSD重新加入集群，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

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执行ceph-disk activate /dev/sd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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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查看硬盘是否被正常修复 

在Handy页面上，看到对应的硬盘状态恢复正常。 

 

3.2 PM8060（P430）RAID卡插拔普通数据盘恢复 

3.2.1 部署了写加速或者无加速盘集群的数据盘原盘拔出后插回的恢复方法 

P430是基于PMC 8060芯片的UIS-RAID-1000-M2 RAID卡，硬盘默认的RAID配置

方式为SIMPLE VOLUME。该配置方式下，硬盘拔插都可以被操作系统直接识别，不需要

使用RAID管理软件在命令行人为地去修复，但是硬盘拔插后操作系统上所识别的盘号会发

生变化。 

原盘插拔盘分2种：有计划的拔盘和误操作拔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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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有计划的插拔盘 

请参考章节3.1.1。只是由于R390X G2的RAID模式和磁盘飘移情况，插回原盘后不需

要做RAID，在mount OSD目录的时候需要根据新盘符来挂载。例子如下： 

1、 通过 lsblk 命令记录 OSD 的 mount 关系 

 

2、 停止需要插拔盘的 OSD，umount 原有挂载 

例如计划插拔磁盘sdf，则先停OSD 

systemctl stop ceph-osd@16.service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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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插拔盘 sdf  

在UIS前端界面，存储-节点管理界面下查看逻辑盘符对应的物理位置。 

4、 等待一段时间插回原盘，再次使用 lsblk，发现磁盘 sdf 消失，出现新的盘符 sdn 

这是由于R390X G2的识别机制导致的，属于正常现象。 

 

5、 重新挂载 OSD 目录，启动 OSD 即可 

mount /dev/sdn1 /var/lib/ceph/osd/ceph-16 

systemctl start ceph-osd@16.service 

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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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超过30分钟之后，再插回去磁盘，则因为ceph的机制30分钟内如果异常退

出的话，会限制拉起的次数，目前是拉3次，如果3次不能拉成功，则不会去拉osd

了，osd的进程会退出。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手动激活该osd，使用ceph-disk 

activate /dev/sdn1命令来激活 

注意：如果是插拔了多块盘，必须按照顺序进行mount。 

3.2.1.2 误操作的插拔盘 

1、 未按照要求，直接将磁盘拔出，并插回原盘 

可以从Handy界面看到异常的磁盘，后台lsblk可以看到一块有分区，无挂载的磁盘

sdn，且通过ceph osd tree 发现异常的OSD号为16 

15 
 



 

2、 使用 df 命令查看，原有的挂载依然存在，sdf 已经飘移为 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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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挂原有 OSD 目录挂载，新盘符重新挂载 

输入umount /var/lib/ceph/osd/ceph-16将旧OSD目录从原有关系解挂，使

用命令挂载新关系 

mount /dev/sdn1 /var/lib/ceph/osd/ceph-16 

4、 启动 OSD 

Systemctl start  ceph-osd@16.service即可启动，如果发现OSD仍然处于

down的状态，则需要手动激活该osd，使用ceph-disk activate /dev/sdn1命令来

激活。此时ONEStor管理平台上界面已经可以正常看到sdd盘了。若5分钟该sdd盘

仍旧处于异常状态，则需要在界面上删除并重新添加进集群，等待数据平衡后，集

群即可恢复正常。 

注意：如果是插拔了多块盘，必须按照顺序进行mount。 

UIS-RAID-1000-M2 RAID 必须更新到最新驱动，否则拔盘可能导致无法修复，需要

重启主机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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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部署了读加速或者读写加速集群的数据盘原盘拔出后插回的恢复方法 

P430是基于PMC 8060芯片的UIS-RAID-1000-M2 RAID卡，硬盘默认的RAID配置

方式为SIMPLE VOLUME。该配置方式下，硬盘拔插都可以被操作系统直接识别，不需要

使用RAID管理软件在命令行人为地去修复，但是硬盘拔插后操作系统上所识别的盘号会发

生变化。 

原盘插拔盘分2种：有计划的拔盘和误操作拔盘 

3.2.2.1 有计划的插拔盘 

请参考章节3.1.2。只是由于R390X G2的RAID模式和磁盘飘移情况，插回原盘后不需

要做RAID，在mount OSD目录的时候需要根据新盘符来挂载。例子如下： 

1、 通过 lsblk 命令记录 OSD 的 mount 关系，并记住那一长串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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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止需要插拔盘的 OSD，umount 原有挂载 

例如计划插拔磁盘sdj，则先停OSD 

systemctl stop ceph-osd@16.service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16 

删除flashcache映射。 

umount /dev/mapper/ 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 

通过lsblk找到flashcache的标识码。 

Step 1：查找被拔插硬盘对应的flashcache信息。 

执行ls /proc/sys/dev/flashcache |grep “flashcahe标识码”，查找

flashcache信息， 

19 
 



Step 2: 移除该硬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root@node127 ~]# sysctl -w dev.flashcache.f28c1e04-cf71-4853-

b628-8017db519b4a+76873c89-c7c1-4d88-84b3-

94501ff3ea2b.fast_remove=1   

说明：around的模式没有fast_remove标记。不需要执行sysctl –w的命

令，back模式需要。 

dmsetup remove 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 

3、 插拔盘 sdj 

根据arcconf 命令和逻辑盘sdj查找到对应的物理盘位置。 

4、 等待一段时间插回原盘，再次使用 lsblk，发现磁盘 sdj 消失，出现新的盘符 sdn 

这是由于R390X G2的识别机制导致的，属于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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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新激活即可 

ceph-disk activate /dev/sdn1 

激活结果必须带有flashcache映射，否则将导致读缓存不生效。 

21 
 



 

 

3.2.2.2 误操作的插拔盘 

1、 未按照要求，直接将磁盘拔出，并插回原盘 

可以从Handy界面看到异常的磁盘，后台lsblk可以看到一块有分区，无挂载的磁盘

sdn，且通过ceph osd tree 发现异常的OSD号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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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df 命令查看，原有的挂载依然存在，需要解挂载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16 

 

3、 查找 flashcache 映射 ID 

由于是误插拔，很有可能没有记录之前的flashcache映射ID，因此直接尝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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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h-disk activate /dev/sdn1进行激活： 

root@onestor152:~# ceph-disk activate /dev/sdn1 

mount: /dev/mapper/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 can't 

read superblock 

ceph-disk: Mounting filesystem failed: Command '['/bin/mount', '-t', 

'xfs', '-o', 'noatime,inode64', '--', '/dev/mapper/76873c89-c7c1-4d88-84b3-

94501ff3ea2b', '/var/lib/ceph/tmp/mnt.kpfke6']' returned non-zero exit 

status 32 

报无法挂载，但是我们得到了旧的flashcache映射ID，执行： 

umount  /dev/mapper/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 

 

通过lsblk找到flashcache的标识码。 

Step 1：查找被拔插硬盘对应的flashcache信息。 

执行ls /proc/sys/dev/flashcache |grep “flashcahe标识码”，查找

flashcache信息， 

Step 2: 移除该硬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root@node127 ~]# sysctl -w dev.flashcache.f28c1e04-cf71-4853-

b628-8017db519b4a+76873c89-c7c1-4d88-84b3-

94501ff3ea2b.fast_remove=1   

说明：around的模式没有fast_remove标记。不需要执行sysctl –w的命

令，back模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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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setup remove 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 

4、 激活 OSD 

ceph-disk activate /dev/sdn1 

激活结果必须带有flashcache映射，否则将导致读缓存不生效 

 

UIS-RAID-1000-M2 RAID 必须更新到最新驱动，否则拔盘可能导致无法修复，需要

重启主机恢复 

 

 

25 
 


	1 文档说明
	2 RAID卡类型确认
	3 各RAID卡插拔磁盘修复方法
	3.1 LSI 9361 RAID卡插拔数据盘恢复
	3.1.1无FlashCache加速的数据盘被错误拔出（插回原盘）
	3.1.2被FlashCache加速的数据盘被错误拔出（插回原盘）

	3.2 PM8060（P430）RAID卡插拔普通数据盘恢复
	3.2.1部署了写加速或者无加速盘集群的数据盘原盘拔出后插回的恢复方法
	3.2.1.1有计划的插拔盘
	3.2.1.2误操作的插拔盘

	3.2.2部署了读加速或者读写加速集群的数据盘原盘拔出后插回的恢复方法
	3.2.2.1有计划的插拔盘
	3.2.2.2误操作的插拔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