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 硬盤安裝和 RAID 功能配置指南
1. SATA 硬盤安裝指南 ........................2
1.1 安裝 SATA 硬盤 ......................2
2.

RAID 功能配置指南 ......................3
2.1 RAID 簡介 .........................3
2.2 RAID 功能配置前的注意事項 .........5
®

2.3 在帶 RAID 功能的系統上安裝 Windows 7
		
/ 7 64 位元 / VistaTM / VistaTM 64 位元 ....6
®

2.4 在帶 RAID 功能的系統上安裝 Windows
		
XP / XP 64 位元 ........................6
2.5 設置 BIOS RAID 項目 .................9
2.6 配置 Intel RAID BIOS...............9
2.7 刪除 RAID 卷集 .....................13

1

1.

		

SATA 硬盤安裝指南
1.1

			
			
			
			
			
			
			
			

安裝 SATA 硬盤

Intel X79 芯片組支持 Serial ATA（SATA）硬盤的 RAID
功能，包括 RAID 0，RAID 1，RAID 5，RAID 10 和
Intel Rapid Storage。請仔細閱讀您主板所採用的
Intel 芯片組的 RAID 配置指南。您可以在這款主板上安
裝 SATA 硬盤作為內部存儲裝置。關于 SATA 安裝向導，
請查閱支持光盤里“User Manual”（用戶手冊）的
Serial ATA（SATA）硬盤安裝說明。本部分將引導您如
何在 SATA 接口上創建 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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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ID 功能配置指南
2.1

			
		
			
			
			
			

RAID 簡介

這款主板採用整合 RAID 控制器的 Intel 芯片組，通過
四條獨立的 Serial ATA (SATA) 通道支持 RAID 0 /
RAID 1 / Intel Rapid Storage / RAID 10 / RAID 5
等功能。本部分將介紹 RAID 的基礎知識並指導您設定
RAID 0 / RAID 1 / Intel Matrix Storage / RAID 10
/ RAID 5 的參數。

			 RAID
			

			
			
			
			

“RAID”全稱是“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意即獨立磁盤冗余陣列，簡稱磁盤陣列，是
一種將兩個或更多的硬盤組合成一個邏輯硬盤單位的方
法。為了達到最佳的性能，搭建 RAID 時，請安裝同樣
類型和相同容量的驅動器。

			 RAID 0 ( 數據分段 )
			
			
			
			

RAID 0 又稱數據分段，採用並行、交叉堆棧的方式使
兩個相同硬盤的數據讀寫性能最佳化。當具有相同數據
傳輸率的兩個硬盤執行同一任務時，此時的數據傳輸率
相當于單個硬盤的雙倍，這會改進數據的存取性能。
警告 !!
雖然 RAID 0 功能可以提高存取性能，但是
它不提供任何的容錯功能。熱插拔任何 RAID
硬盤將會導致數據的損壞或者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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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D 1 ( 數據鏡像 )
			

			
			
			
			

RAID 1 又稱數據鏡像，從一個驅動器複製保留一個相
同的鏡像到另一個驅動器。磁盤陣列管理軟體會指引所
有操作以確保驅動器倖免于難，哪怕一個驅動器發生故
障后，另一個驅動器還能夠保留一份完整的數據，從而
為整個系統提供了數據保護和超強容錯功能。

			 Intel Rapid Storage
			 Intel Rapid Storage 技術允許您使用兩塊相同的硬盤
			
			
			
			

驅動器創建 RAID 0 和 RAID 1 陳列。Intel Rapid
Storage 技術通過在每塊物理硬盤上划出兩個分區來創
建虛擬的 RAID 0 和 RAID 1 陳列。這項技術還允許您改
變硬盤驅動器的分區大小而不會丟失任何數據。

			 RAID 10
			

			
			
			
			
			

RAID 10 是一種帶有 RAID 1 陳列鏡像區塊的跨磁盤交錯
結構。這種結構擁有和 RAID 1 相同的容錯系統，並且
與鏡像單一的容錯系統的費用也一樣。RAID 10 依靠分
割 RAID 1 區塊達到較高的輸入 / 輸出速度。在某些實
例中，一組 RAID 10 陳列能夠支持多個同時發生的驅動
器故障。這種配置至少需要四塊硬盤驅動器。

			 RAID 5
			

			
			
			
			
			

RAID 5 分割數據和奇偶校驗信息並將它們分散到三個或
者更多個硬盤驅動器當中。RAID 5 列的優勢包括更好的
硬盤驅動器性能 ˋ 更好的容錯系統和較高的存儲能力。
對於事務處理 ˋ 系統數據庫 ˋ 企業資源規劃以及其它
商業系統，RAID 5 陳列是最佳配置。這種配置至少需要
三塊相同的硬盤驅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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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AID 功能配置前的注意事項

1.
		
		
		
		
		
		
2.

如果您為了提高執行性能安裝 RAID 0（區塊延展）陣列，
請使用兩塊新的硬盤。推薦使用相同大小的兩塊 SATA
硬盤。如果您使用的兩塊硬盤大小不相同，每一塊硬盤
的基本存儲容量將取決于較小容量的硬盤。例如，如果
一塊硬盤擁有 80GB 的存儲容量而另一塊硬盤擁有 60GB
的存儲容量，80GB 硬盤的最大存儲容量將變為 60GB，
同時 RAID 0 設置的存儲總量為 120GB。
為了保護數據，您可以使用兩個新的驅動器，或者
使用一個已有的驅動器和一個新的驅動器創建 RAID
1（鏡像）陣列 ( 新的驅動器必須具備與現有驅動器
相同的或更大的容量 )。 如果您使用了不同容量的
兩個驅動器，那么容量小的硬盤將決定存儲容量的大
小。例如，如果一個硬盤有 80GB 存儲容量，而另一
個硬盤有 60GB， RAID 1 配置的最大存儲容量就是
60GB。
3. 在您搭建新的 RAID 陣列之前，請檢查您的硬盤狀
況。

		

警告 !!

		

在您創建 RAID 的功能之前，請先將您的資料備份。在您
創建 RAID 功能的過程中 , 系統會問您是否要”Clear
Disk Data”。建議您選擇”Yes”, 而後您的資料建立
將會在一個乾淨的環境中重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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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在帶 RAID 功能的系統上安裝 Windows 7

			 / 7 64 位元 / VistaTM / VistaTM 64 位元
如果您想在帶 RAID 功能的 SATA/SATA2/SATA3 硬盤上安
®
裝 Windows 7 / 7 64 位元 / VistaTM / VistaTM 64 位元，
請按下面的步驟操作。
步驟 1: 設置 UEFI。
A. 進入 UEFI SETUP UTILITY (BIOS 設置程序 ) →
Advanced Screen ( 高級界面 ) → Storage
Configuration（儲存配置 )。
B. 對于 SATA2_2 到 SATA2_5 以及 SATA3_0 和 SATA3_1 端
口，將選項 SATA Mode Selection“SATA 模式選擇”
設為 [RAID]。
步驟 2: 使用”RAID Installation Guide”設置 RAID。
在您開始配置 RAID 功能之前 , 您需要核對支持光碟裡的
安裝指南了解正確的配置。請查閱支持光碟裡的文件 ,
”Guide to SATA Hard Disks Installation”(SATA 硬
碟安裝和 RAID 配置嚮導 ) 位於如下路徑的文件夾裡 :
..\RAID Installation Guide
®
步驟 3: 在系統上安裝 Windows 7 / 7 64 位元 /
		
VistaTM / VistaTM 64 位元操作系統。

2.4

®

在帶 RAID 功能的系統上安裝 Windows XP

			 / XP 64 位元
如要在支持 RAID 功能的 SATA/SATA2/SATA3 硬盤驅動器
®
上安裝 Windows XP / XP 64-bit，請執行下列步驟。
步驟 1：設置 UEFI。
A. 進入 UEFI SETUP UTILITY →高級畫面→存儲配置。
B. 對于 SATA2_2 到 SATA2_5 以及 SATA3_0 和 SATA3_1 端
口，將選項 SATA Mode Selection“SATA 模式選擇”
設為 [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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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制作 SATA/SATA2/SATA3 驅動程序軟盤。
A. 將支持光盤放入光驅以啟動系統。
B. 在系統啟動的 POST 階段，按 <F11> 鍵，隨后顯示一
個窗口讓您選擇引導設備。請選擇 CD-ROM 作為引導
設備。
C. 當屏幕上顯示消息“是否生成 SATA 驅動程序軟盤
[YN]”時，按 <Y>。
D. 隨后，您會看到如下消息，
		
請將一張軟盤插入軟盤驅動器
		
警告 ! 格式化軟盤時軟盤中的所有數据都將丟失
		
開始格式化和复制文件 [YN]?
請將一張軟盤插入軟盤驅動器，然后按 <Y>。
E. 系統開始格式化軟盤，并將 SATA/SATA2/SATA3 驅動
程序复制到軟盤中。
步驟 3：使用“RAID 安裝指南”來設置 RAID 配置。
在開始配置 RAID 功能之前，您需要查看支持光盤中的安
裝指南，以确保正确配置。請參見支持光盤中的文檔
“SATA 硬盤安裝和 RAID 配置指南”，它位于如下路徑的
文件夾中：
.. \ RAID Installation Guide
®
步驟 4：在系統中安裝 Windows XP / XP 64-bit 操作系
		
統。
在制作 SATA/SATA2/SATA3 驅動程序軟盤并使用 RAID 安
裝指南設置 RAID 配置后，您可以開始在系統中安裝
®
Windows XP / XP 64-bit。在 Windows 安裝程序開始
時，按 F6 安裝第三方 RAID 驅動程序。看到提示時，插
®
入包含 Intel RAID 驅動程序的 SATA/SATA2/SATA3 驅動
程序軟盤。讀取軟盤后，驅動程序即准備完畢。根据您
選擇的模式和安裝的操作系統，選擇要安裝的驅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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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 Windows 7 / 7 64 位元 / VistaTM / VistaTM 64 位元 / XP / XP 64 位元
操作系統之後 , 如果您想管理 RAID 功能 , 可以使用”RAID Installation
Guide”(RAID 安裝指南 ) 和”Intel Rapid Storage”(Intel 矩陣存儲器資料 )
設置 RAID。請查閱支持光碟裡的文件 ,’Guide to SATA Hard Disks
Installation and RAID Configuration’(SATA 硬盤安裝和 RAID 配置嚮導 ) 位
於如下路徑的文件夾裡 : ..\RAID Installation Guide,“Guide to Intel
Rapid Storage”(Intel 矩陣存儲器指南 ) 位於如下路徑的文件夾裡 : ..\Intel
Rapid Storage Information
®

如果您打算在 Windows 環境下使用”Intel Rapid Storage”, 請再
次從支持光盤安裝 SATA2 驅動程序 , 就像在系統上安裝”Intel
Rapid Storage”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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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設置 BIOS RAID 項目

在完成硬盤驅動器的安裝之后，在設置您的 RAID 之前，請
在 BIOS 裡設置必要的 RAID 項目。啟動您的系統，按 <F2>
鍵進入 BIOS 設置程序。將高亮條移動到 Advanced( 高級 )
并按 <Enter> 鍵，然後將會顯示 BIOS 設置程序的主界面。
請將 Configure SATA as ( 配置 SATA 為 ) 選項設置為
[RAID]。在您退出 BIOS 設置之前，請保持您的更改。

2.6 設置 Intel RAID BIOS
重新啟動您的電腦，一直等到 RAID 軟件提示您按 <Ctrl+I>
鍵。

按 <Ctrl+I> 鍵，然后，出現 Intel RAID Utility Create RAID Volume (Intel RAID 程序 - 創建 RAID 卷
集 ) 窗口。

選擇 Create RAID Volume ( 創建 RAID 卷集 ) 選項并且
按 <Enter>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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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reate Volume( 創建卷集 ) 菜單中 , 在 Name( 名稱 )
項目下面 , 為您的 RAID 卷集輸入一個 1-16 位的專用名
稱 , 然後按 <Enter> 鍵。

		
使用上或者下的箭頭指示選擇您想要的

		
		
		

RAID 級別。您
可以為 RAID 級別選擇 RAID 0 (Stripe, 交錯 ), RAID 1
(Mirror, 鏡像 ), RAID 5 或 RAID 10。按 <Enter> 鍵 ,
然後您可以選擇 Strip Size( 分割的尺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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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選擇 RAID 0 (Stripe, 交錯 ), 使用上或者下的
箭頭指示選擇 RAID 0 陳列分割的尺寸 , 然後按 <Enter>
鍵。可選數值從 8KB 至 128KB。默認值是 128KB。選擇
分割值要考慮驅動器的用法。
•8/16KB - 低標準磁盤用法
•64KB - 標準磁盤用法
•128KB - 高性能磁盤用法
設置磁盤區塊之后 , 按 <Enter> 鍵設置磁盤容量。

		

設置磁盤容量后 , 請按 <Enter>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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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Create Volume( 創建卷集 ) 項目下的 <Enter> 鍵。
接下來出現一條有用的確認信息。

按 <Y> 鍵完成 RAID 的設置。

完成之后 , 您將看到構建的 RAID 的詳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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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在 BIOS RAID 環境下您每次只能創建一個 RAID
分區。如果您想創建額外的 RAID 分區 , 請在安裝操作
系統之后在 Windows 環境下使用 RAID 程序配置 RAID 功
能。

2.7
		
		
		

刪除 RAID 卷集

如果您想刪除 RAID 卷集 , 請選擇 Delete RAID Volume
( 刪除 RAID 卷集 ) 選項 , 按 <Enter> 鍵 , 然后遵照屏幕
的指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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