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橫向擴展(Scale-Out)使用手冊 rev. v3 (適用 FW v3.02.00 以上)  

 

重要說明 

 

1. Client mode 為預設模式 

2. Scale-Out 功能可以設定為”Client-Server 複合模式”或是”純伺服器模式”。 

3. 一旦系統設定 Scale-Out 功能為”純伺服器模式”，所有其他服務都將停止。 

4. 建議在同一台 NAS 下都使用相同的硬碟型號。 

5. 若自動管理(Auto Management)啟用，請確認未使用的 brick 磁區大小等同或大於受損的磁區。 

6. 建議使用兩台系統來設定 Scale-Out 功能，以避免單點故障發生。 

7. 重設 Scale-Out 伺服器時，將會清除所有已存資料。 

8. 在本手冊中，“Brick”代表存儲磁區，如一個已格式化的硬碟或是一個 RAID 1 等。 

9. 雖然理論上可透過 VPNs 實現網際網路上的 Scale-Out 組合，但我們依然建議您使用具有 1GbE

頻寬等級的本地網路環境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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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擴展(Scale-Out)簡介 

Scale-Out 是什麼? 

Scale-Out 功能可連結同一個內網的多台獨立 Thecus NAS 系統，讓磁區容量進行動態擴展。Thecus 

Scale-Out 功能最顯著的優勢在於，可在不停機的狀態下進行容量擴展，對於系統影響較小。增加的

容量將無縫的整合至網路儲存器，資料會自動分配到新的儲存容量，即使是現有 NAS 也可將單顆硬

碟輕易的整合至 Scale-Out 環境中。 

此外，由於資料分佈在多個設備之間，所以在許多應用中，RAID 系統的冗餘變得過時，因為橫向擴

展系統提供了跨設備的資料冗餘（可設定複制份數），即使有一台 NAS 設備已無法使用，資料仍然

可以存取。 

Scale-Out 為客戶端-伺服器架構，建議使用最少兩台 Thecus NAS 系統。 一台當做客戶端，另一台

當作伺服器。不過，Scale-out 功能仍然支援單一 Thecus NAS 設備，但上面最少需要有三個磁區。 

以下章節我們將帶領您一步步的了解 Scale-Out 運作方式並學習如何快速設定。 

您可以在”儲存(Storage)”類別下找到 Scale-Out 功能並進行設定。 

開始使用及 Scale-Out 模式 

在此範例中，我們用 1 台 Thecus N2810 及 2 台 N5810PRO 來示範 Scale-Out 功能的實際設定及

使用。N2810 設定為 Client-Server 混和模式；N5810PRO 則作為 Scale-Out Server 模式。 

 

若要成為 Scale-Out Server，使用者必須先建立一個磁區，該磁區可以

是一個多顆硬碟所組成的 RAID 磁區或是單一硬碟 JBOD(您可以在系統

上的 RAID 清單下進行建立)。RAID 磁區可以透過標準建立程序進行建

立(請參考使用手冊)或是可以在進階設定頁面中啟用”自動管理(Auto 

Management)”。 

在此設備中我們已先建立了一個磁區。從下面截圖 RAID 建立清單顯示

有 2 個 JBOD 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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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 Scale-Out Client 端進行連接，首先我們需要系統 IP 位址。此範例中系統 IP 位址為

172.16.65.153。  

 
Scale-Out 功能位於 Storage 類別。點擊 Scale-Out 項目，設定頁面便會顯示同下截圖。初始狀態為”

尚未初始化”。要啟用 Scale-Out 功能，必須決定該設備的角色為”Client-Server 混和模式”或是”純伺

服器模式”。 

若要設定為” Client-Server 混和模式”，只需點擊”開始 Scale-Out (Start Scale-Out)”按鈕，並保留”純

伺服器模式”勾選框為空白。 

“Client-Server 混和模式”及“純伺服器模式”最大不同在於，” Client-Server 混和模式”可以同時當作

Client 及 Server 角色，這通常用於單一 NAS 環境，並在未來才擴充容量。”純伺服器模式”只能作為

伺服器角色。 

  

 

 

 

 

 

 

 

Scale-Out 功能預設狀態: 未初始化(Uninitialized) 

 

Client-Server 混和模式啟用 (純伺服器模式未勾選) 

注意 Scale-Out “Client-Server 混和模式”將保留主要 RAID
磁區作為 CLIENT 模式。其他磁區將會變成 Scale-Out
的 Bricks。 
Scale-Out “純伺服器模式”將會把系統上所有 RAID
磁區變成 Scale-Out 的 Br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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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伺服器模式啟用 

 

啟用 Scale-Out 功能 

Scale-Out 預設狀態為尚未初始化，若要啟用Scale-Out 功能，選擇如同前面章節所描述的Scale-Out 

模式，並輸入叢集密碼。按下”開始 Scale-Out”按鈕。叢集密碼是用於確認 Scale-Out 伺服器成員，

並以區分不同的 Scale-Out 群組。 

 

當 Scale-Out 純伺服器模式啟用後，系統會將使用者自動登出，使用者在登入時會發現有許多功能

都已被關閉，例如 iSCSI、Samba、AFP、FTP 等。如果使用”Client-Server 模式”，其他功能則會繼

續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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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 Scale-Out 功能啟用後，更多功能分頁將會出現在畫面中，可進行更多設定。  

 

 

儲存集區(Storage Pool) 

“儲存集區(Storage Pool)”分頁列出了目前 Scale-Out 伺服器成員可用的”Peers”。”Peers”可以視為

一個獨立系統。在以下截圖的”Peer”資訊區域，我們看到目前有一個”Brick”可以使用。”Brick”可以

視為相關系統的”磁區(Volume)”數量。在此範例中，該設備有兩個磁區，並使用”Client-Server 混和

模式”。所以主要磁碟陣列會扮演 Client 模式使用，剩下的磁區則會成為 Scale-Out 伺服器裡面可用

的 brick。請參考以下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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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從其他系統來增加更多”Bricks”，只需按下”新增 Peer”按鈕，系統將會尋找本地網路中可以新 增

的”Peers”。請參考以下範例清單。

 

 

讓我們選擇 N5810pm1st，並按”下一步”，系統將會要求您輸入該 Peer 的管理者密碼以取得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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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該相關系統的管理者密碼，並按下”新增”按鈕。

 
系統將會開始與選擇的系統進行通訊，當執行完成後便會跳出成功訊息。因系統會需要啟用該系統

(N5810pm1st)的 Scale-Out 角色，所以會需要執行一段時間，請耐心等待此工作完成。 

 

現在儲存集區有了一個新的 Peer，並多了 2 個 bricks(N5810pm1st 啟用純伺服器模式)，請參考以下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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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確認這些bricks的來源。登入我們剛才增加的NAS (http://172.16.65.103)(這僅此於此範例，

您的 NAS IP 應會不同)並確認 RAID 磁區，您會發現這些磁區都加入了 Scale-Out 的 bricks 清單。 

 

 

在同個 Scale-Out 伺服器群組內，所有設定將會定期同步至每個成員。您可看到以下截圖，我們使用

的第一台 Scale-out 設備 N2810@172.16.65.153 及後來增加的 N5810pm1st@172.16.65.103 都有

相同的儲存集區清單。  

 

 
 

http://172.16.6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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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從 Scale-Out 伺服器成員移除”Peer”，選擇該”Peer”，接著點擊”移除 Peer”按鈕並確認。 

 

 

 

  

注意 
如果該 Peer 是本機，將無法移除此 Peer。 

注意 
新增 Peer 會出現失敗訊息，可能是以下情況 
1. 選擇的 Peer 已經屬於其他 Scale-Out 伺

服器成員。 
2. 輸入錯誤的管理者密碼 
3. 選擇的系統不支援 Scale-Out 功能 



11 

Volumes 

當”Peer”及”Brick”設定完成後，現在我們可以來建立”Scale-Out Volume”，讓 Scale-Out 客戶端可以

進行連接。 

 

增加 Scale-Out Volume: 

在同一個 Scale-Out 伺服器群組下的任何成員都可以建立 Scale-Out volume。讓我們用 IP 

http://172.16.65.153 (範例)來建立第一個 Scale-Out volume。  

 
 

點擊”新增”後，一般設定視窗會跳出顯示如下： 

 

http://172.16.6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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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輸入 Volume 名稱：此名稱會用來建立共享資料夾。  

讓我們輸入”1stSCvolume”作為範例。  

 

2. 複本數(Replica)： 

此設定是決定每個 Volume 群組有多少份複本資料，預設值為 2 份。所以在此範例中，系統會自動

分配可用的 bricks 來符合此設定，也就是 2 份複本(一份來自 N2810，一份來自 N5810pm1st)為一個

群組(Group1)。若 brick 為 6，複本數為 3，該 volume 將會有 2 個群組，且每個群組有 3 個複本資料。 

 

 
若設定複本數為 3，volume 會有 3 份複本資料，如下截圖(N2810 一份、N5810pm1st 兩份)。 

 
 

若設定複本數為 4，volume 會沒有辦法建立，清單將不會顯示任何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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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在此範例中，可用的 bricks 為 3 個 (N2810 一個(”Client-Server 混合模式”)及 N5810pm1st

兩個 (”純伺服器模式”)。所以若複本數大於或等於 4 個時，您需加入額外 bricks。  

 

 

3. Brick 分散模式(Brick distribution mode)：共有兩種模式可以選擇-安全性優先(Based on 

Security)及容量優先(Based on Capacity) 。 

我們來看看在獨立的 Scale-Out 伺服器 N5810pm2nd(有 4 個 bricks)上，選擇這兩種模式會有甚麼結

果。這台 Scale-Out 伺服器的 IP 為 172.16.65.107 並有 4 個可用的 bricks。 

 

 
 

安全性優先(Based on Security):選擇此模式，系統要求可用的 bricks 需分別來自不同的設備。也

就是說選擇這個模式，您至少要有兩個系統才能滿足這個條件，否

則系統將出現錯誤訊息。  

下面截圖即是選擇安全性優先模式，但卻沒有符合條件的 Bricks

來建立 Scale-Out volume 所出現的錯誤訊息。 

  

注意 
在此範例中，有 3 個可用的 bricks，您可以設定複本數為 2 或 3 。 

1. 可用的 brick 必須大於或等於複本數，否則無法建立 volume。  

2. 若設定 2 份複本，且可用的 bricks 為 4。則 volume 會變為兩個群

組，資料 I/O 會同時讀寫該 volume 的兩個群組且每個群組有兩份

資料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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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優先(Based on Capacity): 選擇此模式，系統會將可用 bricks 的最大空間來建立 Scale-Out 

volume。 在此模式中所有可用 bricks 不需要來自不同的系統，

但系統發生錯誤時會有資料遺失風險。以下截圖即是使用容量優

先(Based on Capacity)模式，可建立共7.3TB(2個群組容量加總)

的 Scale-Out volume。 

  

 

 
 

 

注意 
當 Scale-Out volume 模式設定完成，即無法再
做變更，若要進行變更需要重設 Scale-Out 並
重新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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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進階按鈕，可進一步設定三個項目。一般來說不需變更此設定值。 

 

 

4. 快取大小(Cache size):讀取時的快取大小，預設為 32MB。  

 

5. 回寫式快取大小(Write Behind Cache Size): 寫入時的快取大小，預設為 1MB。 

 

 

6. IO (輸入/輸出) Thread 數量: 平行處理 IO 運算的執行緒數量，預設值為 16。 

 

 

按下”執行”按鈕以套用設定，您的第一個 Scale-Oute volume 即建立完成，請參考以下截圖。

 

此 volume 有一個群組，且每個群組有兩個資料複本。  

 

 

 

注意 
系統會將可用的 brick 自動分配群組，目前無
法手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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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精簡化佈建優化了 Scale-Out volume 容量。使用者可以依據需求建立多個 Scale-Out volumes。  

 

讓我們來建立第二個 Scale-Out volume “2ndSCvolume”(複本數為 3)。與前面章節一樣的設定步驟，

您會看見如下截圖的結果。 

 

第一個 Scale-Out volume “1stSCvolume”一個群組內有兩份複本。

 
 

第二個 Scale-Out volume “2stSCvolume”一個群組內有 3 份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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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操作 

Volume 啟動及停止: 

已建立的 Scale-Out volume 可以透過操作選單來停止或再次啟動。若要停止 Scale-Out volume，只

需按下停止按鈕並進行確認，Scale-Out volume 狀態即會變為”停止(Off)”，且無法再存取 Scale-Out 

客戶端。反之亦然，您可以按下”啟動”按鈕重新啟動 Scale-Out volume，Scale-Out volume 狀態即變

為”啟動”。 

 

 

 

Volume 擴充: 

Scale-Out 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動態擴充。在操作清單中，會顯示全域容量擴增及修復。 

 

 

 
若要擴增特定 volume 容量，選擇該 volume 並點擊”擴增容量(Expand Capacity)”，接著系統便會自

動檢查可用的 bricks 並執行 volume 容量擴充。如需要擴充全部的 volume，只需選擇”擴增所有

Volume 容量(Expand All Volum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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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在 N5810pm1st(172.16.65.103)上新建額外的 3 個 RAID 磁區，並執行容量擴增。 

您可於以下截圖上看到我們以新建了額外的 3 個 RAID 磁區： 

 

 

在 Scale-Out 伺服器 N5810pm1st 上，Brick 數量也從 2 個變成 5 個。

 

選擇 2ndSCvolume 並從操作下拉清單中，選擇容量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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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檢查可用的 bricks 及 Scale-Out 模式。在此範例中，系統找到三個未使用的 bricks，Scale-Out

模式為”容量優先模式”。您可以看到以下截圖的綠色區塊顯示，空間增加了 1.8TB。 

 

 

按下”執行”按鈕，總容量會從 1.8TB 擴充到 3.6TB。 

 

 

 

 

 

 

提示 

此容量擴增的例子只適用於
2ndSCvolume，因為所有可用的 brick 都來
自相同的系統。而 1stSCvolume volume 模
式為安全性優先模式，brick 需來自不同的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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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修復: 

除了可以擴充 volume 容量外，也可以修復毀損的 bricks。使用者可以修復特定或是所有的 volume。

請參考範例如下，在 Peer 172.16.65.103，系統偵測到一個毀損的 bricks，volume 狀態即顯示”異常

(Abnormal)”，並列出毀損的 brick。 

 

我們來替換掉這個 brick 以進行修復，要進行此動作，我們需要在 Scale-Out 伺服器 N5810pm1st 建

立一個新的 RAID 磁區叫做”1st03SCrepair”。 

 

 

下一步，到 Scale-Out volume 設定頁面，並選擇” 修復所有 Volume 容量(Repair All Volumes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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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volume 已修復並恢復健康狀態。

 
 

編輯 Scale-Out Volume: 

已建立的 Scale-Out volume，您可以點擊”編輯”按鈕來進行相關變更。Scale-Out volume 可以透過進

階設定變更快取大小、回寫快取大小及 IO Thread 數量。 

 

Scale-Out volume 也可以設定允許或拒絕連線規則。點擊”安全性設定(Security Setting)”即會出現

以下截圖畫面。 

 

點擊”新增規則(Add Rule)”來增加新的連線設定，或是”移除所有規則(Remove All Rules)”一次清空

連線規則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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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管理(Auto Management) 

通過啟用自動管理功能，讓 Scale-Out 實現智能化控制。  

共有三種不同設定可以啟用。  

 

1. 如果第一個項目啟用，系統會自動將已安裝的硬碟(乾淨無分割區)冷啟動，RAID 磁區將自動建

立，並變成未使用的 brick。 

2. 若勾選第二個項目，若有新硬碟插入時(熱插拔、硬碟內乾淨無分割區)，系統將自動建立 RAID

磁區，並成為未使用的 brick。 

3. 若有任何 brick 毀損，系統會嘗試用未使用的 brick 來進行修復。 

停止 Scale-Out 

在任何情況下，若要停止 Scale-Out 伺服器，只需點擊”停止 Scale-Out”按鈕。Scale-Out 伺服器狀

態即會變為”離線(Offline)”。 

 

以下範例為停止 Scale-Out 伺服器(IP: 172.16.65.153)的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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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現在檢查 Scale-Out 伺服器群組的任何成員，如在 IP:172.16.65.103 機器上您可以看到 IP: 

172.16.65.153 的狀態顯示”離線(Offline)”， 

 

 

 

停止 Scale-Out 伺服器並不會影響任何已儲存至 Scale-Out volume 的資料。透過重新啟動 Scale-Out

伺服器讓 Scale-Out 成員恢復上線狀態。 

.  

重置 Scale-Out 

如果 Scale-Out 伺服器需要從群組移除，請按下”重置 Scale Out”按鈕來執行。  

警告: 一旦確認進行重置 Scale Out，所有 Scale-Out volume 裡面的資料將被清除，

且無法再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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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Scale-Out 共享資料夾 

Scacle-Out 伺服器群組設定完成後，您便可以開始使用 Scale-Out volume。後面我們將會說明 Scale-Out

客戶端如何連接至 Scale-Out volume。 

讓我們使用 N2810 (http://172.16.65.153)作為 Scale-Out 客戶端。因先前該系統已經建立 Scale-Out 

“Client-Server 混和模式”，所以它可當做客戶端角色來存取 Scale-Out volume。 

若要連接至 Scale-Out volume，請至”權限”下面的”共用資料夾”進行設定。 

 

 

 

點擊”新建”按鈕後即會出現以下畫面。  

 

步驟 

1. 資料夾名稱：我們設定”1stSCfolder”作為資料夾名稱。 

http://172.16.6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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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說明：如需要的話請填入相關說明。  

3. 公開/唯讀/可瀏覽：如需要的話請點選以啟用或關閉。  

4. 掛載 Scale-Out Volume: 啟用此項目並輸入 Scale-Out Volume 網路位址及 Volume 名稱。 

 
IP 位址可以為 Scale-Out 伺服器的任何成員，我們有 172.16.65.153 及 172.16.65.103 兩個成員的

IP 位址。Volume 名稱為我們之前所建立的 “1stSCvolume” 及  “2ndSCvolume”。讓我們輸入

172.16.65.153 及” 1stSCvolume”，接著按下執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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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共用資料夾清單已增加”1stSCfolder”。該資料夾使用起來如同一般共用資料夾一樣。讓我們透過

Windows 來進行存取”1stSCfolder”共享資料夾，請參考以下截圖。您可以使用相同步驟建立更多的

Scale-Out 資料夾，並使用相同的儲存資源。 

 

技術支援 

如果您在 NAS 或是設定 Scale-Out 上有任何技術問題或是需要協助，請連繫 Thecus 技術支援小組: 

http://www.thecus.com/sp_tech.php 

 

http://www.thecus.com/sp_tech.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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