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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可向上擴充的網路儲存解決方案：具有 12 部內接式硬碟
的控制器裝置，可透過最先進的 SAS 介面連接擴充裝置
進行擴充

u 可設定的硬體架構 RAID 保護 (RAID‑5 或 RAID‑6) 提供
最高的系統效能

u 可熱插拔的備援電源供應器和散熱風扇

u 兩個 10 Gigabit 的乙太網路連接埠，可提供最高速的
iSCSI 連線

u 便於維修的完全模組化設計且受 NetApp 服務保護，包含
3 年次營業日現場支援

DSA E2700 代表新一代的 Bosch DSA E‑Series iSCSI 架
構數位視訊磁碟陣列。這些最先進的平台是專為保全產業最
嚴苛的數位視訊儲存應用程式所設計，可管理持續成長的數
位視訊資料。自從 HD 以及最近的 UHD (4K) IP 攝影機和
編碼器進入監控市場以來，產業面臨的主要挑戰就是使用者
對於高頻寬與低複雜度之儲存基礎架構的需求不斷成長。新
一代的 DSA E2700 正是最佳解答。

系統概覽

DSA E2700 以一部 2U 控制器裝置與 12 部內接式 3.5 吋
7.2 K NL-SAS (序列連接 SCSI) 企業級硬碟 (近線 SAS) 為
基礎。
控制器裝置提供了標準單工控制器設置和雙重單工控制器設
置以符合高容量與極端效能需求。
這套儲存系統是採用絕佳彈性設計的高效能解決方案，非常
適合各種視訊監控需求。其均衡的效能是針對支援高頻寬及
I/O 密集型工作負載所設計。
DSA E2700 磁碟支架選項提供了具有 12 部 3.5 吋 7.2 K
NL-SAS 企業級硬碟 (2U) 的標準 12 槽擴充裝置，以及具有
60 部 3.5 吋 7.2 K NL-SAS 企業級硬碟 (4U) 的高密度 60
槽擴充裝置，可讓您針對任何標準中型至大型企業環境最佳
化自訂設置。
此外，DSA E2700 完全備援的 I/O 路徑、進階保護功能及
廣泛的診斷能力可提供高度可用性、完整性與安全性。

功能

DSA E2700 是與 NetApp 聯名推出的 E2700 系列。這套可
向上擴充的網路儲存解決方案會提供安全性、最高的「現
成」擴充性、安心的資料保護以及所有視訊資料的簡易管理
功能。NetApp 於數年前率先推出 iSCSI 通訊協定，如今則
透過全新的 E2700 產品線，為視訊監控市場提供高階產
品。
採用單工/雙重單工控制器設置的 DSA E2700 最多可將七部
12 槽擴充裝置 (每一擴充支架 12 部硬碟) 連接到一部單/雙
控制器基本裝置。
注意：這僅適用於具有兩個 ESM 模組的 12 槽擴充裝置。
雙重單工控制器設置最多可將三部 60 槽擴充裝置 (每一擴
充支架 60 部硬碟) 連接到一部雙控制器基本裝置。不支援
將 60 槽擴充裝置連接到單控制器裝置。
這是功能完整的 RAID 保護磁碟陣列，可針對容量導向的環
境提供 RAID‑5 保護，而針對可用性導向的環境提供 RAID‑6
保護。RAID 保護是以硬體 RAID 實作為基礎，可提供最高
的系統效能。如果此系統將搭配大量磁碟支架擴充裝置使
用，則強烈建議選擇 RAID‑6。

高可靠性與可用性
DSA E2700 會透過可熱插拔的備援電源供應器和風扇，確
保您的資料安全可用，並且運用高效能 RAID‑6，在 RAID
重建期間避免雙磁碟故障與單一位元錯誤。



憑藉著超過 20 年的儲存裝置開發經驗，DSA E2700 的架
構設計經過了實地驗證，能夠提供高可靠性與可用性。其備
援元件、自動化路徑容錯移轉以及線上管理讓組織得以
24 小時全年無休地保持生產力。
其他高可用性功能包括：

• 自動磁碟機容錯移轉、偵測及重建 (如果使用全域熱備用磁
碟機)

• 具有備用電池的資料快取以及可刷新的非同步寫入元件
• SANtricity 主動磁碟機狀況監視會在有問題的磁碟機產生問

題之前先找出它們

監視
完整的 SNMP 支援，而且支援 MIB‑II 和 NetApp 自訂
MIB。如果發生元件故障 SNMP，就會產生電子郵件警示通
知。此外，也可以使用事件監視器，將警示通知傳送至中央
主要事件記錄。
如果 DSA E2700 連接到網際網路/內部網路，就可以傳送自
動產生的 AutoSupport 訊息。AutoSupport 可強化客戶服
務、加快問題解決速度並且有助於預防問題。它會根據事件
或時間 (每週、每日、其他) 條件自動傳送警示以提供更快更
好的客戶服務，讓您的系統能夠長期正常運作。

管理
NetApp SANtricity 儲存管理軟體結合了穩健與簡單易用的
優點。全職儲存管理員必定喜歡廣泛的設置彈性，因為他們
可以進行最佳效能調整並且完全控制資料配置。兼職系統管
理員將愛上專為簡化工作所設計的直覺化介面與精靈。具有
動態功能的 SANtricity 軟體支援即時動態擴充、重新設定及
維護，不需要中斷儲存系統 I/O。此軟體提供了 32 位元與
64 位元的 Microsoft 作業系統安裝套件 (提供於 Bosch 產
品目錄上)。

認證與許可

地區 認證

歐洲 CE DSA E-Series (E2700)

CE DSA E-Series expansions(E2700)

美國 UL DSA E-Series (E2700)

安裝/設定備註

可安裝在 32 位元與 64 位元 Windows 用戶端上的
SANtricity 儲存管理軟體能讓您輕鬆地集中管理位於同一個
網路上的所有 DSA E‑Series 陣列。完全不需要在週邊裝置
上安裝其他任何軟體。此外，這套系統提供了功能強大的命
令列介面 (CLI)，完全可透過 SSH (安全殼層) 進行遠端存
取。
DSA E‑Series 的每個控制器都提供一個序列主控台連接器
和兩個專屬的乙太網路管理連接埠以進行管理存取，以及
2 個 10 Gigabit 乙太網路 iSCSI 主機連接埠。每個連接埠
都必須設定不同的 IP 位址；這兩個 iSCSI 主機連接埠是儲
存系統的隔離存取路徑，分別代表個別的 iSCSI 目標。
可用的淨容量如下表所示：

設置資訊 (RAID-5) 淨容量 (GB)

單工控制器裝置 (12 x 8 TB) 81928

雙重單工控制器裝置
(12 x 8 TB)

81928

設置資訊 (RAID-5) 淨容量 (GB)

12 槽擴充裝置 (12 x 8 TB) 81928

60 槽擴充裝置 (60 x 8 TB) 409640

設置資訊 (RAID-6) 淨容量 (GB)

單工控制器裝置 (12 x 8 TB) 74480

雙重單工控制器裝置
(12 x 8 TB)

74480

12 槽擴充裝置 (12 x 8 TB) 74480

60 槽擴充裝置 (60 x 8 TB) 372400

10 Gbit/s 網路中每一控制器裝置的效能資料 (在 1 Gbit/s
網路中，可用的網路頻寬是限制因素)：

網路上行 10 GbE (RAID-5 / RAID-6)

 IP 攝影機 頻寬 Mbps
(基本裝置
12 部硬碟)

頻寬 Mbps
(最少 1 部基本裝置 +
1 部擴充裝置：24 部

硬碟)

單一
連接
埠

400 650 / 150 1050 / 200

雙重
連接
埠

800 (每一
連接埠

400)

650 / 150 1050 / 200

注意：整體頻寬是依控制器而定，而非取決於使用的連接埠
數目。如果使用兩個連接埠 (而非一個連接埠)，攝影機數目
將會加倍。

注意
IP 攝影機的數目是指預設軟體設置 (無直接重播模
式)。頻寬資料是指 <錄影> / <重播>。
在 10 GbE 上行網路中，雙重單工控制器系統的整體頻
寬上限為 2500 Mbps 讀取/寫入處理能力。

注意
僅 Bosch 韌體 5.60 及更新版本、VRM 3.0 及更新版
本，以及 Configuration Manager 5.32 及更新版本支
援 DSA E2700 裝置。
如果系統的淨容量總計超過 500 TB，就需要支援大型
LUN 的 Video Recording Manager 和 Bosch 韌體
(最低版本是 VRM 3.60 和韌體 6.30)。

注意
只有當個別系統已在收到並安裝後立即註冊時，才能提
供次營業日到府服務等級。否則，將盡最大努力提供服
務。
每次出貨 (註冊表單) 均會隨附註冊細節的相關資訊，
或可從 Bosch 線上產品目錄取得。
並非所有國家/地區均可提供次營業日服務。有關限制
和例外情況，請參閱註冊表單中的註冊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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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裝置和 12 槽擴充裝置的尺寸

60 槽擴充裝置的尺寸

控制器裝置的正面視圖

1 末端套蓋 (左側末端套蓋具
有控制器-磁碟機托架摘要
LED)

2 磁碟機槽

雙重單工控制器裝置的背面視圖
1 21 2

1 控制器槽 2 電源-風扇槽

12 槽擴充裝置的正面視圖

1 末端套蓋 (左側末端套蓋具
有磁碟機托架 LED)

3 右側末端套蓋

2 磁碟機   

12 槽擴充裝置的背面視圖

1 ESM A 槽 3 電源-風扇 A 槽

2 ESM B 槽   

60 槽擴充裝置的正面視圖

1 磁碟機抽取匣 1 4 磁碟機抽取匣 4

2 磁碟機抽取匣 2 5 磁碟機抽取匣 5

3 磁碟機抽取匣 3   

60 槽擴充裝置的背面視圖

1 風扇槽 3 ESM 槽

2 電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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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

單工控制器 12 x 8 TB (DSA‑N2E7X8‑12AT) / 雙重單工控
制器 12 x 8 TB (DSA‑N2C7X8‑12AT)

電力需求

參數 低範圍 高範圍

額定電壓 100 VAC 240 VAC

頻率 50 至 60 Hz 50 至 60 Hz

一般操作電流 3.61 A 1.50 A

最大操作電流 5.16 A 2.15 A

磁碟機群組依序啟
動

4.27 A 1.76 A

磁碟機同時啟動 6.81 A 2.71 A

系統額定標示牌標
籤

9.0 A 3.6 A

額定功率 (一般操作功率)

KVA 0.361

AC 瓦數 358

BTU/h 1220

注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最新的 NetApp E‑Series 儲存系統
站台準備指南

電池資料

電池數目 2

電池類型 鋰離子電池

電池重量 0.157 公斤 (0.346 磅)

電池外殼 原裝

電池群組 蓄電池

系統硬體規格

機箱 DSA E2700 控制器-磁碟機托
架符合 483 公釐 (19.0 吋) 機
架標準

電源供應器 雙重備援，可熱插拔

磁碟機數目上限 12 部 8 TB 3.5 吋近線 SAS

淨容量上限 81928 GB (已設定 RAID‑5)

DDR2 記憶體 (系統 RAM) 4 GB

整合式 I/O 2 個 100 Mbps 管理連接埠；
2 個 1/10 Gigabit 乙太網路，
銅線

遠端管理 (透過 LAN) 是 (以及專屬連接埠的序列主
控台)

機械規格

尺寸 (高 x 寬 x 深)

• 控制器-磁碟機托架 86.4 x 482.6 x 552.5 公釐 (3.4
x 19 x 21.75 英吋)

• 裝運紙箱 241.3 x 584.2 x 685.8 公釐
(9.5 x 23 x 27 英吋)

重量

• 最大重量 24.9 公斤 (54.9 磅) 單工控制
器
27 公斤 (59.52 磅) 雙重單工
控制器

• 最大裝運重量 29.65 公斤 (65.37 磅) 單工控
制器
31.75 公斤 (70.0 磅) 雙重單工
控制器

空間需求

正面—散熱 機櫃正面 760 公釐 (30 吋) 的
空隙

背面—散熱 機櫃背面 610 公釐 (24 吋) 的
空隙

機箱正面—維護 機櫃正面 760 公釐 (30 吋) 的
空隙

機箱背面—維護 機櫃背面 610 公釐 (24 吋) 的
空隙

環境

溫度

• 操作範圍 (機櫃與子系
統)

+10 °C 至 +40 °C (+50 °F 至
+104 °F)

• 最大溫度變化率 每小時 10 °C (50 °F)

• 儲存範圍 -10 °C 至 +50 °C (+14 °F 至
+122 °F)

相對濕度 (非冷凝)

• 操作範圍 (機櫃與子系
統)

20 至 80%

• 儲存範圍 10 至 90%

噪音

• 聲音功率 (待機操作) 最大 65 dB

• 聲音壓力 (一般操作) 最大 65 dBA

12 槽擴充裝置 12 x 8 TB (DSX‑N1D6X8‑12AT)

電力需求—擴充裝置

參數 低範圍 高範圍

額定電壓 100 VAC 240 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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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50 至 60 Hz 50 至 60 Hz

閒置電流 2.96 A 1.23 A

最大操作電流 3.03 A 1.26 A

磁碟機群組依序啟
動

4.23 A 1.76 A

磁碟機同時啟動 4.43 A 1.83 A

系統額定標示牌標
籤

7.0 A 2.9 A

額定功率—擴充裝置

KVA 0.276

AC 瓦數 276

BTU/h 954

注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最新的 NetApp E‑Series 儲存系統
站台準備指南

系統硬體規格—擴充裝置

機箱 DE1600 控制器-磁碟機托架符
合 483 公釐 (19.0 吋) 機架標
準

電源供應器 雙重備援，可熱插拔

磁碟機數目上限 12 部 8 TB 3.5 吋近線 SAS

淨容量上限 81928 GB (已設定 RAID‑5)

整合式 I/O 6 Gb SAS

機械規格—擴充裝置

尺寸 (高 x 寬 x 深)

• 磁碟機托架 86.4 x 482.6 x 552.5 公釐 (3.4
x 19 x 21.75 英吋)

• 裝運紙箱 241.3 x 584.2 x 685.8 公釐
(9.5 x 23 x 27 英吋)

重量

• 最大重量 27 公斤 (59.52 磅)

• 最大裝運重量 31.75 公斤 (70.0 磅)

空間需求

正面—散熱 機櫃正面 760 公釐 (30 吋) 的
空隙

背面—散熱 機櫃背面 610 公釐 (24 吋) 的
空隙

機箱正面—維護 機櫃正面 760 公釐 (30 吋) 的
空隙

機箱背面—維護 機櫃背面 610 公釐 (24 吋) 的
空隙

環境—擴充裝置

溫度

• 操作範圍 (機櫃與子系
統)

+10 °C 至 +40 °C (+50 °F 至
+104 °F)

• 最大溫度變化率 每小時 10 °C (50 °F)

• 儲存範圍 -10 °C 至 +50 °C (+14 °F 至
+122 °F)

相對濕度 (非冷凝)

• 操作範圍 (機櫃與子系
統)

20 至 80%

• 儲存範圍 10 至 90%

噪音

• 聲音功率 (待機操作) 最大 65 dB

• 聲音壓力 (一般操作) 最大 68 dB

60 槽擴充裝置 60 x 8 TB (DSX‑N6D6X8‑60AT)

電力需求—擴充裝置

參數 低範圍 高範圍

額定電壓 220 VAC 240 VAC

頻率 50 至 60 Hz 50 至 60 Hz

閒置電流 6.0 A 6.0 A

最大操作電流 7.56 A 7.56 A

注意：60 槽擴充系統隨附的纜線是針對搭配 220 - 240 VAC 配
電裝置使用所設計

額定功率—擴充裝置

KVA 1.268

AC 瓦數 1222

BTU/h 4180

注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最新的 NetApp E‑Series 儲存系統
站台準備指南

系統硬體規格—擴充裝置

機箱 DE6600 控制器-磁碟機托架符
合 483 公釐 (19.0 吋) 機架標
準

電源供應器 雙重備援，可熱插拔

磁碟機數目上限 60 部 8 TB 3.5 吋近線 SAS

淨容量上限 409640 GB (已設定 RAID‑5)

整合式 I/O 6 Gb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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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規格—擴充裝置

尺寸 (高 x 寬 x 深)

• 磁碟機托架 177.8 x 482.6 x 825.5 公釐
(7.0 x 19 x 32.5 英吋)

• 裝運紙箱 482.6 x 609.6 x 1009.7 公釐
(19 x 24 x 39.75 英吋)

重量

• 最大重量 105.2 公斤 (232 磅)

• 最大裝運重量 193.2 公斤 (426 磅)

空間需求

正面—散熱 機櫃正面 760 公釐 (30 吋) 的
空隙

背面—散熱 機櫃背面 610 公釐 (24 吋) 的
空隙

機箱正面—維護 機櫃正面 760 公釐 (30 吋) 的
空隙

機箱背面—維護 機櫃背面 610 公釐 (24 吋) 的
空隙

環境—擴充裝置

溫度

• 操作範圍 0 °C 至 +35 °C (+32 °F 至 +95
°F)

• 最大溫度變化率 每小時 10 °C (50 °F)

• 儲存範圍 -10 °C 至 +50 °C (+14 °F 至
+122 °F)

相對濕度 (非冷凝)

• 操作範圍 20 至 80%

• 儲存範圍 10 至 90%

噪音

• 聲音功率 (待機操作) 最大 65 dB

• 聲音壓力 (一般操作) 最大 68 dB

注意：
RAID 系統的一般技術資訊提供於 NetApp E‑Series 儲存系
統站台準備指南 (下載網址為 https://
library.netapp.com/ecm/ecm_download_file/
ECMP12366559)
NetApp、AutoSupport 和 SANtricity 是 NetApp 的註冊商標，保留所有權利。所有資料及尺寸均

參考自 NetApp 站台準備指南和 NetApp 網站，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訂購資訊

DSA E-Series 單工控制器，12 x 8 TB
具備 iSCSI 磁碟陣列的高效能及高容量儲存系統基本裝置。
12 部 8 TB 硬碟
訂單編號 DSA-N2E7X8-12AT

DSA E-Series 雙重單工控制器，12 x 8 TB
具備 iSCSI 磁碟陣列的高效能及高容量儲存系統基本裝置，
雙控制器。
12 部 8 TB 硬碟
訂單編號 DSA-N2C7X8-12AT

DSA E-Series 12 槽擴充裝置，12 x 8 TB
具備 iSCSI 磁碟陣列的高效能及高容量儲存擴充裝置。
12 部 8 TB 硬碟
訂單編號 DSX-N1D6X8-12AT

DSA E-Series 60 槽擴充裝置，60 x 8 TB
具備 iSCSI 磁碟陣列的高效能及高容量儲存擴充裝置。
60 部 8 TB 硬碟
訂單編號 DSX-N6D6X8-60AT

配件
DSA E-Series 儲存擴充 8 TB
容量為 8 TB 的硬碟儲存擴充。
訂單編號 DSA-EDTK-800A

DSA E-Series 機架
40U 空機架。
訂單編號 DSX-NRCK40-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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