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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档为说明如何配置和使用 SmartBridge产品。 

本手册针对使用凯翔 SmartBridge云存储系统。为具备一定 Linux和文件系统概念的操

作人员或管理人员，提供使用帮助或进行使用查询。 

名词及术语 

名词 英文全称 中文解释 

SmartBridge  智能存储网关将本地软件设备与基于云的存

储相连接，从而在本地 IT 环境与云存储（对

象/文件存储）设施间提供具备数据安全功能

的无缝集成。 

MNG Manager SmartBridge 平台的组件，提供存储和设备管

理、告警、查询、日志等功能。 

EM Equipment 

Manager 

设备管理器，SmartBridge中部署于存储设备，

用于实际执行设备管理工作的组件 

网关设备 Gateway 

equipment 

提供本地磁盘作为缓存，用于加速远端 S3 或

NAS存储服务 

Volume  存储卷 

存储节点 存储服务节点 单台的物理存储设备 

iSCSI Internet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 

Internet 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是一种基

于 TCP/IP 的协议，用来建立和管理 IP 存储

设备、主机和客户机等之间的相互连接，并创

建存储区域网络（SAN）。 

  

http://baike.baidu.com/view/6115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8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710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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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NG 平台 

1.1 平台登录 

在台式电脑或者移动笔记本电脑上的浏览器中输入管理 ip 与端口 8060 进入 MNG 的设

置页面，系统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均为：admin，如图 1-1（1）所示。 

 

 

图 1-1（1） MNG的登录 

 

 

图 1-1 （2）MNG的设置 

注： 

    为方便您更好的体验和使用 MNG平台，本建议您安装并使用 chrome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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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平台介绍 

在 MNG的设置页面的左侧可看到菜单栏，分【概览信息】、【设备维护】、【存储网

关管理】、【SmartBridge管理】和【系统维护】五个一级菜单，除【概览信息】外，其他

四个还分别有二级菜单。 

在 MNG的设置页面从左至右可依次看到网关概要、卷使用情况、告警通知、CPU、内存、

卷统计、本地缓存空间，同时在该页面的下半部分可查看磁盘吞吐、IOPS、网络带宽、延迟。

如图 1-2（1）所示。 

 

 

 

图 1-2（1） MNG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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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注册和管理 

    设备注册是把一台新安装的 EM 设备纳入 MNG 管理的过程；纳入管理后的 EM 设备接受

MNG的集中管控，包括设备的注册和注销、磁盘管理、部件监控、网络配置和许可证管理。 

2.1 时钟源设备注册 

点击【设备维护】按钮，在二级菜单中点击【设备发现】按钮，点击获取时钟源设备（默

认 MNG设备为时钟源设备），然后选中时钟源设备并点击注册。如图 2-1（1）、图 2-2（1）、

图 2-2（2）所示。 

 

 

图 2-1（1） MNG设备注册 

2.2 其他设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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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其他设备注册 

 

图 2-2（2） 设备注册成功 

2.3 设备管理 

在二级菜单中点击“设备管理”按钮，菜单栏从左至右依次为设备名称、设备 IP地址、

总容量、剩余容量、状态和操作，如图 2-3（1）所示。 

 

图 2-3（1） 设备管理 

操作：有【查看详细】和【注销】两个按钮，点击【查看详细】或设备名称，可查看该

设备的详细信息，如图 3-3（2）所示。点击【注销】则表示该设备清除所有数据及配置信

息，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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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设备信息 

 

许可证：每台设备使用一个 License，该许可证需向上海凯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申请。

申请的许可证在设备初始化时写入。 

2.3.1  设备基本信息管理 

2.3.1.1 设置网关设备 

点击二级菜单中点击“设备管理”按钮，在【基本信息】一栏可设置网关设备，操作如

图 2-3-1-1 （1）所示，将“网关设备”选择为“是”，并点击保存修改。可将一台或多台

设备设为网关设备，只有设置了网关设备才能创建网关卷。 

 

图 2-3-1-1（1） 设置网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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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许可证管理 

点击二级菜单中点击“设备管理”按钮，在【基本信息】一栏，点击“注入许可证”可

更新许可证。 

方法一：手动输入。在输入框内输入许可证，点击【确定】按钮，完成许可证注入。如图

2-3-1-2（1）所示。 

 

图 2-3-1-2（1） 手动注入 

 

方法二：上传许可证文件。选择许可证文件（.license 结尾的文件），点击【上传】

按钮，完成许可证注入。如图 2-3-1-2（2）所示。 

 

图 2-3-1-2（2） 文件注入 

 



SmartBridge 用户手册                                                                     

 8 

2.3.1.3 物理环境下有以下配置 

2.3.1.3.1 磁盘管理 

    在点击【查看详情】后的页面，点击【磁盘管理】，您将看到 RAID 卡管理界面，如图

2-3-1-3（1）所示。如图 2-3-1-3（2）所示。也可新建软 RAID。 

 

 

图 2-3-1-3（1） 硬盘管理 

 

 

图 2-3-1-3（2） 其他磁盘信息 

2.3.1.3.2 配置小文件加速 

在【设备维护】->【设备管理】->查看详情->【磁盘管理】界面，在软 RAID管理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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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建软 RAID”（必须有未分配的 SSD 盘和 HHD 盘），选择磁盘，点击“下一步”如

下图所示。 

 

图 3-3-2-1（1） 选磁盘建软 RAID 

 

 

 

 

图 3-3-2-1（2） 建软 RAID 

 

可以参考 3.3.3.1设置网关设备，将该设备设为网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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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1（3） 设置网关设备 

在【存储网关管理】->【空间管理】->【本地磁盘管理】可将新建的软 raid 磁盘进行

初始化，以便以后建网关卷，建卷的时候选择这样的磁盘，便享受小文件加速的功能了。如

图 3-3-2-1（4）所示。 

 

图 3-3-2-1（3） 初始化磁盘 

2.3.1.4 部件监控 

点击部件监控，在该界面可监控存储设备的磁盘、电源、风扇、网卡、内存、CPU和硬

盘的状态信息。 

2.3.1.5 网络配置 

在设备信息界面，点击【网络配置】按钮，可进行链路聚合配置、网卡配置和路由规则

配置。 

链路聚合是为了提升网络的冗余度，可将网卡进行绑定的功能。点击【添加】，输入配

置信息，点击【保存】即可完成链路聚合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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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卡配置页面，选择目标网络接口后，点击【删除】，即可清除当前的网卡配置信息；

点击【修改】，进入网络配置修改界面；输入相应信息，点击【确认】，即可完成网络配置

的修改，如图 2-3-1-5（1）所示。（mng设备不可修改该信息） 

 

 

图 2-3-1-5（1） 网络配置修改 

 

    在路由规则配置页面，选择目标规则后，点击【删除】，即可删除当前的路由规则配置

信息；点击【添加】进入路由规则添加页面，输入相应字段点击【确认】即可完成路由规则

的配置，如图 2-3-1-5（2）所示。 

 

 

图 2-3-1-5（2） 添加路由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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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设备注销 

在二级菜单中点击“设备管理”按钮，在菜单栏【操作】一栏中点击【注销】按钮则可

对该设备注销，点击注销后，在弹出的温馨提示对话框内会提示是否确认注销该设备，点击

【确定】后会显示设备注销成功的“温馨提示”对话框，点击【确定】即可完成设备的注销，

如图 2-4（1）、2-4（2）所示。 

 

 

图 2-4（1） 注销设备 

 

 

图 2-4（2）注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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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服务集群管理 

2.5.1 创建服务集群 

点击一级菜单下【设备维护】下的二级菜单【服务集群】，进入服务集群管理页面，点

击【添加集群】按钮，输入集群名称后，点击确定，如图 2-5-1（1）所示。 

 

图 2-5-1（1） 

2.5.2 将设备添加到服务集群中 

点击【服务集群】，点击已创建好的服务器集群右侧的【查看详情】如图 2-5-2（1），

2-5-2（2）所示 

 

图 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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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2） 

点击图 2-5-2（2）实例中的【设备管理】页面，点击【添加设备】如图 2-5-2（3）所示 

 

图 2-5-2（3） 

2.5.3 设备退出服务集群 

点击一级菜单【设备维护】下的二级菜单【服务集群】，进入服务集群管理界面，选择

需要设备退出的服务集群，点击其右侧的【查看详情】，并点击【设备管理】，选择需要退

出集群的设备，点击【退出设备】即可。如图 2-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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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3 

2.5.4 删除服务集群 

点击一级菜单【设备维护】下的二级菜单【服务集群】，进入服务集群管理界面，选择

需要删除的服务集群，点击【删除集群】，如图 2-5-4 所示 

 

图 2-5-4 

3 机架管理（物理环境下） 

注：机架管理是在物理环境下的功能，虚拟机环境下无该配置。 

    机架管理是为了让您更为直观的查看设备，该功能可实现机架的增加、删除，将设备加

入或移出指定机架的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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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增机架 

点击一级菜单【设备维护】下的二级菜单【机架管理】，进入机架管理页面，点击【添

加机架】按钮，输入机架名称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机架的添加如图 3-1（1）、3-1

（2）、3-1（3）所示。 

 

图 4-1（1） 添加机架 

 

图 4-1（2）添加机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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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展示机架 

3.2 将设备添加到机架中 

点击【设备管理】，点击目标设备的【查看详情】按钮进入设备详情页面。 

选择设备存放的【机架名称】和【机架位置】，点击【保存修改】，再点击【确定】即

可，如图 3-2（1）、3-2（2）、3-2（3）所示。也可通过将设备直接拖曳至对应机架的对

应位置，将设备添加其中。 

 

 

图 3-2（1）选择机架和机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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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设备添加到机架成功 

 

添加机架后再次点击【机架管理】，可以看到设备已经加入机架的相应位置，如图 3-2

（3）所示。 

 

图 3-2（3） 机架管理 

3.3 将设备从机架中移除 

点击【设备管理】，点击目标设备的【查看详情】按钮进入设备详情页面。 

修改机架名称为【<-不加入机架->】。点击【保存修改】按钮即可将设备从机架中移除，

如图 3-3（1）所示。也可直接将设备从机架中移出，拖曳至设备列表的方法将设备从机架

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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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机架管理 

3.4  删除机架 

点击一级菜单【设备维护】下的二级菜单【机架管理】，进入机架管理页面，点击机架

右上角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当前机架，如图 3-4（1）、3-4（2）所示。 

 

图 3-4（1）删除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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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机架删除成功 

4 存储网关管理 

4.1 空间管理 

     在【存储网关管理】->【空间管理】界面，在“本地磁盘管理”一栏我们可以查看网

关设备的磁盘编号、磁盘总容量、磁盘未分配容量、磁盘类型、磁盘状态；在“云空间管理”

一栏可以查看已建好的 S3云空间、NAS云空间，也可以进行对以上云空间的添加、修改、

删除操作，如图 4-1（1）、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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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云空间管理 

 

 

图 4-1（2）云空间管理 

4.1.1 本地磁盘管理 

【存储网关管理】->【空间管理】界面，在“本地磁盘管理”一栏我们可以将一个或多

个网关设备的磁盘进行初始化，以便为网关卷提供本地磁盘缓存空间，如图 4-1-1（1）、

所示。 

 



SmartBridge 用户手册                                                                     

 22 

 

图 4-1-1（1）磁盘初始化 

 

4.1.2 云空间管理 

在【存储网关管理】->【空间管理】-【云空间管理】界面，点击添加，可添加 S3云空

间或者添加 NAS 云空间如图 4-1-2（1）、4-1-2（2）所示，也可以对添加好的云空间信息

进行修改或者删除。 

在【存储网关管理】->【空间管理】-【云空间管理】界面，S3云空间管理一栏，点击

添加，填写正确的云空间名称、地址、端口、桶名 AK、SK、云空间容量，选择所需的厂商

云空间，点击确定。 

 

图 4-1-2（1）添加 S3 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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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储网关管理】->【空间管理】-【云空间管理】界面，NAS 云空间管理一栏，点

击添加，填写正确的云空间名称、挂载点目录、挂载点 ip、云空间容量，选择所需的厂商

云空间，点击确定。 

 

图 4-1-2（1）添加 NAS云空间 

 

4.2 卷管理 

点击一级菜单【存储网关管理】下的二级菜单【卷管理】您可以看到网关卷管理页面，

如图 4-2（1）所示。可进行网关卷的添加、查看、删除。 

 

 

图 5-2（1）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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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块网关卷创建 

点击一级菜单【存储网关管理】下的二级菜单【卷管理】-【块网关卷】点击添加卷，

填写正确的卷名、卷容量、本地缓存空间，选择合适的云空间类型、云空间、设备、磁盘，

点击“展开”也可按需要设置块大小、转存时间、本地文件缓存最大阈值容量、本地文件缓

存阈值容量、同步线程数、IO线程数，如图 4-2-1（1）所示。 

 

 

图 4-2-1（1）添加块网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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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文件网关卷创建 

点击一级菜单【存储网关管理】下的二级菜单【卷管理】-【文件网关卷】点击添加卷，

填写正确的卷名、卷容量、本地缓存空间，选择合适的云空间类型、云空间、设备、磁盘，

点击“展开”也可按需要设置块大小、转存时间、本地文件缓存最大阈值容量、本地文件缓

存阈值容量、同步线程数、IO线程数，如图 5-2（2）所示。 

 

 

图 5-2（1）添加网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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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卷服务 

4.3.1 块网关卷服务 

点击【存储网关管理】、【卷服务】，进入网关卷的服务列表页面，成功创建了多少个

卷，就会有几条对应的卷服务信息。 

点击“详情”，在“基本信息”一栏可设置是否开启访问认证，若开启访问认证，则需

要填写 AUTH IP，只有符合 auth ip 的设备才能访问并使用该网关卷；若未开启访问认证，

则所有设备均有权限访问并使用该卷。在该栏目，若选择了“只读”，则用户仅能对该卷进

行只读操作。如图 4-3-1所示  

 

图 4-3-1 

点击“详情”，在“用户与客户端”一栏可以查看访问该卷的所有设备的 ip 等信息，

若绑定了 chap 用户，则在访问该卷时，选按照绑定的方式（正向或双向）进行认证，认证

通过后才可以使用。 

 

图 4-3（1） 查看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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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块网关卷挂载 

4.3.2.1 Linux 挂载使用 

Iscsi 块挂载首先需要发现目标，然后再挂载。在 linux 上发现的命令如下： 

   iscsiadm -m discovery -t st -p 127.0.0.1 

127.0.0.1 为提供 iscsi 服务卷的服务器的 ip，下图中红框标出的就是我们需要挂载

的目标 lun； 

 

发现已经找到了 lun。然后通过挂载命令将 lun 挂载到系统，命令如下： 

  

iscsiadm -m node -T iqn.sz.test2 –l 

 

iqn.xxx.xxx 为我们发现的 lun 名称，如下图： 

 

 看到 successful 提示就表示已经成功挂载。 

  

 然后通过 lsblk 命令可以看到系统已经多了一块盘： 

 

 此时，通过格式化然后挂载到相关目录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4.3.2.2 Windows 挂载使用 

在 windows 搜索栏输入 iscsi 发起程序： 

    

打开 iscsi 发起程序，在目标中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点击快速连接，会自动弹出连

接成功，点击完成，即可完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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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打开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就可以找到我们挂载上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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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击新磁盘——右键——初始化磁盘——确定： 

    

然后点击磁盘——新建简单卷，默认下一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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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格式化完成，就可以在文件管理里看到该磁盘了： 

    

4.3.3 文件网关服务 

点击【存储网关管理】、【卷服务】，进入卷服务列表页面，点击【文件网关服务】，

若创建了文件网关卷，则在【未开启卷服务】列表内，可以查看已创建的文件网关卷，此时

文件网关卷未开启任何服务，处于不可用状态，如图 4-3-2 所示。 

 

图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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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1 开启 NFS 服务 

在【卷服务】菜单下选择【文件网关服务】，在【未开启卷服务】列表内，选择需要开

启服务的文件网关卷，点击【查看详情】，启动【NFS 服务】，同时【服务集群】选择 2.5

章节中已创建好的服务集群，然后点击【修改服务集群】即可成功开启 NFS 服务 

 

 挂载方式： 

mount -t nfs 127.0.0.1:/nfs/test /mnt 

4.3.3.2 开启 CIFS 服务 

在【卷服务】菜单下选择【文件网关服务】，在【未开启卷服务】列表内，选择需要开

启服务的文件网关卷，点击【查看详情】，启动【CIFS 服务】，同时【服务集群】选择 2.5

章节中已创建好的服务集群，然后点击【修改服务集群】即可成功开启 CIF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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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3 开启 CIFS 用户访问权限 

开启 CIFS 服务后，点击【用户访问权限】，点击【添加】，根据需要选择：访问权限、

对应的服务集群、以及对应的用户和用户组，点击确定即可。 

 

 访问方式：windows 资源管理器输入：\\ip\卷名 如下图： 

 

然后输入用户名密码登录即可访问。 

    

4.3.3.4 开启 FTP 服务 

在【卷服务】菜单下选择【文件网关服务】，在【未开启卷服务】列表内，选择需要开

启服务的文件网关卷，点击【查看详情】，启动【FTP 服务】，同时【服务集群】选择 2.5

章节中已创建好的服务集群，然后点击【修改服务集群】即可成功开启 FTP 服务 

fil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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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5 开启 FTP 用户访问权限 

开启 FTP 服务后，点击【用户访问权限】，点击【添加】，根据需要选择：访问权限、

对应的服务集群、以及对应的用户和用户组，点击确定即可。 

 

 访问方式：使用 ftp 客户端工具访问 

4.4 用户管理 

4.4.1 chap 用户管理 

点击【存储网关管理】、【用户管理】，在 CHAP 用户管理页面，可进行 chap用户的创

建或删除。 

点击新建 CHAP 用户，输入正确的用户名称、密码、选择服务设备，点击【确认】后，

完成创建，如图 4-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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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 创建 chap用户 

 

点击【存储网关管理】、【用户管理】，在 CHAP用户管理页面，选中 CHAP用户信息，

点击页面右上方删除，点击【确认】后，可删除 chap 用户，如图 4-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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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 删除 chap用户 

4.4.2 本地用户管理 

4.4.2.1 创建用户 

点击【存储网关管理】、【用户管理】，在本地用户管理页面，点击【添加】 

选择用户：名称、密码、以及服务集群和用户组 

 

4.4.2.1 创建用户组 

点击【存储网关管理】、【用户管理】，在用户组管理页面，点击【添加】 

选择用户组：名称、以及服务集群合包含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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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AD 域用户对接 

点击【存储网关管理】、【用户管理】选择【AD 域用户】，点击配置，填写： 

“管理员名称”、“域名称”、“管理员密码”、“域控制 IP 地址”点击确定。 

 

出现如下图所示结果， 

 

点击【设备维护】、【服务集群】，在集群列表中选择要添加域的集群，点击【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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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amba 同步类型】中，选择【AD 域】，并点击【修改集群】 

 

选择【设备管理】，点击【重新同步】将域用户信息同步到 SmartBridge 智能存储网关中 

 
显示如下图【同步域成功】，即 AD 域对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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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在【存储网关管理】、【用户管理】中的【AD 域用户里面】查看到以及对接成功的域

用户。 

 

5 SmartBridge 管理 

5.1 告警策略 

如图 5-1（1）所示，依次点击，【SmartBridge 管理】、【告警和通知管理】、【告

警策略设置】，进入告警策略配置页面。可设置告警配置项和各个配置项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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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告警策略配置 

5.2 告警管理 

方法一：点击【概览信息】右上角图标内的条目 ，可进入告警页面查看详细通知，如

图 5-2（1）所示。 

  

 

图 6-2（1） 告警信息 

 

    方法二：依次点击【SmartBridge管理】、【告警和通知管理】，进入告警页面，如图

6-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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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告警日志列表 

 

5.2.1 告警处理 

进入告警管理页面，点击需处理告警的，【查看详情】，如图 6-2-1（1）所示。 

 

图 5-2-1（1） 告警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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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处理状态改为【新告警、未解决、解决中、已解决】中的某个状态，点击【保存】按

钮，即可完成告警处理的操作，如图 5-2-1（2）所示。 

 

图 5-2-1（2） 告警处理 

5.2.1.1 告警删除 

    进入告警页面，点击相应的告警信息后的删除按钮，即可将一条告警信息删除，如图

5-2-1-1（1）所示。 

 

图 5-2-1-1（1）告警删除 

5.3 操作日志 

依次点击【SmartBridge管理】、【操作日志】，进入操作日志页面。 

页面的操作、操作人、操作结果将被记录。例如：初始化设备，修改设备，添加卷等等，

如图 5-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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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操作日志 

6 系统维护 

6.1 管理员配置 

依次点击【系统维护】、【管理员配置】，进入管理员配置页面。 

Admin、Manager、Guest为默认用户，如图 6-1 （1）所示。 

 

默认用户权限解释： 

 

用户 角色 权限 

Admin 

（默认用户） 

系统管理员 可登录系统，对集群进行查看修改等操作，可对所

有用户进行修改 

Manager 

（默认用户） 

管理员 可登录系统，对集群进行查看修改等操作 

Guest 

（默认用户） 

访客 可以登录系统，查看设备、卷等集群信息，无修改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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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用户列表 

6.1.1 管理员配置密码修改 

进入管理员配置页面后，勾选用户后，点击【修改】，然后进入修改界面。 

输入新的密码后，点击【确定】，如图 6-1-1（1）所示。 

 

 

图 6-1-1（1） 管理员密码修改 

6.2 时钟同步（集群配置） 

    系统要求各设备的系统时间要一致，时钟同步就是将集群内各设备的系统时间进行设

置。 

依次点击【系统维护】、【时钟同步】，进入时钟同步页面。  

点击【修改】，选择时钟源设备，然后选择内部时钟源或者外部时钟源进行设置，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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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源需输入时钟源服务地址，点击【保存】，完成配置。如图 6-2（1）、6-2（2）所示。 

 

图 6-2（1）时钟同步 

 

 

图 6-2（2）时钟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