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归 档归 档归 档归 档 存存存存 储储储储 的 未的 未的 未的 未 来 来 来 来     

智能智能智能智能归档归档归档归档光光光光盘库盘库盘库盘库    

● 方便地通方便地通方便地通方便地通过过过过 iSCSIiSCSIiSCSIiSCSI 连连连连接到接到接到接到（（（（虚拟虚拟虚拟虚拟））））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环环环环境境境境    

● 即用型系即用型系即用型系即用型系统统统统，，，，无无无无需需需需额额额额外的外的外的外的软软软软件件件件    

● LiteLiteLiteLite 版本可升版本可升版本可升版本可升级级级级到到到到 ArXtor ApplianceArXtor ApplianceArXtor ApplianceArXtor Appliance 版本版本版本版本    

DISC ArXtor Lite系列为蓝光归档存储

系统设置了一个新标准。基于 DISC

的经过实践验证的“非接触式''介质技

术和可靠的机器人技术，ArXtor Lite

光盘库是一款自动归档存储解决方

案，用于管理 120毫米光学介质

（BD/BDXL/DVD/CD）。 

 

由德国设计和制造，ArXtor Lite光盘

库是网络连接的存储设备，配备一个

基于Web的用户界面，以满足当今严

格的 IT环境的远程管理需求。 

一个完整的 iSCSI接口提供了一种

简单、成本低和统一的千兆以太网

连接方式，连接到大多数的网络环

境，使标准的存储协议可用于任何

Windows和/或 Linux系统。 

 

基于Web的图形用户界面显示在前

面的触摸屏上，提供直观的本地和

远程（Java客户端）设置和诊断功

能，为智能支持蓝光光盘库系统制

定了新的行业标准。 

● 可靠的长期存储 

● 易于使用和管理 

● 符合标准与规范 

● 最低的总体拥有成本 

● 绿色存储技术 

● 无限的虚拟容量 

ArXtor LITE的特性的特性的特性的特性    
    

● 由德国设计和制造 

● 专利的非接触式 120毫米蓝光介质（BD/

BDXL/ DVD/ CD）处理方式 

● iSCSI接口提供简单、低成本和统一的千兆以

太网连接，可连接到大多数的网络环境，使本

机的存储协议可用于任何Windows和/或

Linux系统 

● 前面板智能触摸显示屏和基于Web的 GUI

（JAVA） 

● 远程诊断和实时监测 BD驱动器/介质 

● 支持镜像和冗余配置，无需额外的硬件 

● 与任何类似的归档 SAN配置相比，最低的固

定资产和运营（CAPEX/OPEX）投资  

● 可提供 12U/19U/23U/35U机架式和独立基座

两种配置 

新的前面板触摸新的前面板触摸新的前面板触摸新的前面板触摸显显显显示屏示屏示屏示屏    

GUI 的四个

主要标签项 

显示访问级别

证书 

状态栏 

关闭报警 
虚拟机管理（仅

Appliance配置） 

Jukebox

概要 
信息 背光控制 关闭电源 

归 档归 档归 档归 档 存存存存 储储储储 的 未的 未的 未的 未 来来来来    



 ArXtor1000 ArXtor4000 ArXtor7000

盘片总数 45/105 145/400 510/690

驱动器数 1-2 2-6 2-10

容量 TB (BDXL 100GB 盘片) 4.5 / 10.5 14.5/40 51/69

SmartPacks (可移动 15片) 3/4 4 4

平均换盘时间 (秒) 2 4 6

自动连接 iSCSI iSCSI iSCSI

驱动器连接 iSCSI iSCSI iSCSI

光盘格式 BDXL-R,BD-ROM, BD-R, BD-RE,

DVD, CD

BDXL-R,BD-ROM, BD-R, BD-RE,

DVD, CD

BDXL-R,BD-ROM, BD-R, BD-RE,

DVD, CD
光盘容量 高达128GB 高达 128GB 高达 128GB

光盘特性 120毫米单面硬涂层表面 120毫米单面硬涂层表面 120毫米单面硬涂层表面

本机支持 Window s和Linux 本机支持 Window s和Linux 本机支持 Window s和Linux

寛（不包含支架） 290mm / 11.5” 385mm / 15.2" 385mm / 15.2"

寛（包含支架） n/a 535mm / 21.1" 840mm / 33.1"

高 451mm / 17.8" (11U) 1020mm / 40.2" (23U) 1547mm / 61" (35U)

深 730mm / 28.7" 705mm / 27.8" 705mm / 27.8"

重量 (不包含介质) 30kg / 66lbs 70kg / 154lbs 110kg / 242lbs

平均 (瓦) 120 180 240

峰值 (瓦) 180 450 920

冗余 冗余 冗余

电压 100 - 220 VAC 100 - 220 VAC 100 - 220 VAC

功耗功耗功耗功耗:

电源电源电源电源  (自动切换自动切换自动切换自动切换):

 DISC ARXTOR LITE 技术规格技术规格技术规格技术规格

光盘库特性光盘库特性光盘库特性光盘库特性 :

软件支持软件支持软件支持软件支持:

净尺寸净尺寸净尺寸净尺寸  /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

运运运运行行行行 iSCSI 启动启动启动启动程序的服程序的服程序的服程序的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 

确确确确认虚拟认虚拟认虚拟认虚拟存存存存储为储为储为储为本地存本地存本地存本地存储储储储 

高高高高达达达达 3×1 GbE 

IP 网网网网络络络络 

虚拟虚拟虚拟虚拟的本地的本地的本地的本地设备设备设备设备：：：：    

• 介质交换器 

• 驱动器 

SmartPack 

2/3层归档副本 

    

                

电子邮箱: mtlsales@moderntech.com.hk 

公司主页: www.moderntech.com.hk 

捷  捷  捷  捷      华  华  华  华      润润润润 

* 产品设计和技术规格（新品）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光盘库/介质槽位配备 2个驱动器，每额外增加两个驱动器，就要减少 30个盘片槽位。 

北京捷华润亚太科贸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香港（852）23413380

大陆：010-62140621，021-62411595，0755-25563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