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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說明 Sun x64 伺服器上原廠預先安裝之 Windows Server 2003 R2 SP2 作業系統
的初始設定。

產品更新
如需可供下載之原廠預先安裝 Windows Server 2003 R2 作業系統及 Sun x64 伺服器的
產品更新，請至：

http://www.sun.com/windows

相關文件
隨附原廠預先安裝之 Windows Server 2003 R2 SP2 的伺服器提供下列文件：

■ 入門指南

執行 Windows Server 2003 作業系統的初始設定之前，請先閱讀本指南。

■ Sun x64 伺服器 Windows Server 2003 R2 復原安裝指南。

如果您訂購的系統包含選購的復原媒體套件，請使用本文件中的指示，將系統還原
至原廠預設值。如果訂購的系統未含選購的恢復媒體套件，請與您的 Sun 支援代表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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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慣例

連絡 Sun 技術支援
若本文件未能答覆您的伺服器技術性問題，請前往：

http://www.sun.com/service/contacting

請至 Support (支援) 功能表，選取 Knowledgebase (知識庫) 連結。

如果您需要連絡 Sun 技術支援，請備妥下列資訊，以便我們能儘量協助您解決問題：

■ 問題的描述，包含問題發生時的情形及問題對作業的影響

■ 機器類型、作業系統版本和產品版本，包含可能影響問題的任何修補程式及其他軟體

■ 您已經試圖重新產生此問題的方法及詳細步驟

■ 所有錯誤記錄檔或核心損毀傾印檔

字體*

* 您的瀏覽器設定可能與這裡的設定不同。

意義 範例

AaBbCc123 指令、檔案及目錄的名稱；電腦的
畫面輸出

請編輯您的 .login 檔案。

請使用 ls -a 列出所有檔案。

% You have mail.

AaBbCc123 您所輸入的內容 (相對於電腦的
畫面輸出)

% su

Password:

AaBbCc123 書名、新字彙或術語、要強調的
字彙。請用實際的名稱或值取代
指令行變數。

請參閱 「使用者指南」的第 6 章。

這些被稱為類別選項。

您必須是超級使用者才能執行此操作。

若要刪除檔案，請輸入 rm 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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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廠商網站
對於本文件中提及的協力廠商網站之可用性，Sun 概不負責。對於任何源自或經由該網
站或資源取得之內容、廣告、產品、或其他資料，Sun 不作任何保證，也不承擔任何責
任或義務。對於因使用或信賴任何源自或經由該網站或資源取得之內容、商品或服務所
導致，或與其相關的任何實際或聲稱之損害或損失，Sun 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

Sun 歡迎您提出寶貴意見
Sun 非常樂於提高文件品質，誠心歡迎您提出意見與建議。請將意見傳送至：

http://www.sun.com/hwdocs/feedback

請隨函附上文件書名與文件號碼：

「Sun x64 伺服器 Windows Server 2003 R2 作業系統預先安裝版本說明」，
文件號碼 820-4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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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1

需要知道的事項

第一次開啟系統電源之前，請閱讀下列資訊：

■ 入門指南

此指南隨附於系統。執行 Windows Server 2003 作業系統的初始設定之前，請先
閱讀本指南。

■ 第 2 章第 3 頁的 「原廠預先安裝之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 SP2 作業
系統的初始設定」。

■ 平台的產品注意事項。這章涵蓋所有最新資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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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2

原廠預先安裝之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 SP2 作業系統的初始
設定

本章說明如何完成原廠預先安裝之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 作業系統的
初始設定。

本章包含下列主題：

■ 第 4 頁的 「硬體與軟體前提條件」

■ 第 5 頁的 「建立伺服器或伺服器模組的連線」

■ 第 7 頁的 「提供 Windows 安裝程式的客戶資訊」

■ 第 10 頁的 「使用 SunLink 取得更新」
3



硬體與軟體前提條件
請先完成系統的實體安裝 (包括佈線)，然後再繼續。如需安裝程序，請參閱系統隨附的
安裝指南。

您也可能要將安裝有 Windows 作業系統的磁碟機設定為 RAID 陣列的一部分。出廠
時，此磁碟機未設定為 RAID。若要使磁碟成為 RAID 陣列的一部分，並同時保留磁碟
機上的資料，請將磁碟機新增至鏡像 RAID 集 (也稱為硬體 RAID 層級 1)。這項操作可
以在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初始設定之前或之後執行。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表 2-1 中
的文件。

備註 – 各產品均配備兩個以上的硬碟抽取盒，可裝入作業系統的開機磁碟。但是，
安裝的目標磁碟機必須在 BIOS 啟動順序中列為第一個磁碟機。如需確認或變更 BIOS 
啟動順序的資訊，請參閱產品文件。

表 2-1 何處可找到 RAID 配置資訊

產品 RAID 資訊

Sun Blade X6220 伺服器模組 請參閱 「Sun Blade X6220 伺服器模組 Windows 作業系統安裝
指南」與 「x64 伺服器公用程式參考手冊」。

Sun Blade X6250 伺服器模組 請參閱 「Sun StorageTek RAID Manager 軟體使用者指南」中的
「建立 RAID 磁碟區」。

Sun Blade X8440 伺服器模組 請參閱 「Sun Blade 8000 系列安裝指南」。

Sun Fire X4150 伺服器 請參閱 「Sun Fire X4150 伺服器安裝指南」與 「Sun Fire 伺服器
主機匯流排介面卡文件」。

Sun Fire X4450 伺服器 請參閱 「Sun Fire X4450 伺服器安裝指南」與 「Sun Fire 伺服器
主機匯流排介面卡文件」。

Sun Fire X4600 M2 伺服器 請參閱「Sun Fire X4600 與 Sun Fire X4600 M2 Windows 作業系統
安裝指南」與 「x64 伺服器公用程式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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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伺服器或伺服器模組的連線
您必須建立下列其中一個主控台連線，連接至伺服器或伺服器模組，以完成原廠預先
安裝之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初始設定：

表 2-2 連接至伺服器或伺服器模組

產品 連接系統的選項 (選擇一個選項。)

Sun Blade X6220 
伺服器模組

• 使用硬體鎖纜線將 VGA 監視器、USB 滑鼠及鍵盤連接至系統。

或

• 透過 ILOM 設定 KVMS 連線。

請參閱 「Sun Blade X6220 伺服器模組安裝指南」與 「Sun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ILOM) 2.0 使用者指南」。

Sun Blade X6250 
伺服器模組

• 使用硬體鎖纜線將 VGA 監視器、USB 滑鼠及鍵盤連接至系統。

或

• 透過 Embedded LOM 設定 KVMS 連線。

請參閱 「Sun Blade X6250 伺服器模組安裝指南」與 「Sun Blade X6250 
Server Module Embedded Lights Out Manager 管理指南」，以取得詳細資料。

Sun Blade X8440 
伺服器模組

• 使用硬體鎖纜線將 VGA 監視器、USB 滑鼠及鍵盤連接至系統。

或

• 透過 ILOM 設定 KVMS 連線。

請參閱 「Sun Blade 8000 系列安裝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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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Fire X4150 
伺服器

• 將 VGA 監視器、USB 滑鼠及鍵盤連接至系統。

或

• 透過 Embedded LOM 設定 KVMS 連線。

請參閱 「Sun Fire X4150 伺服器安裝指南」。

Sun Fire X4450 
伺服器

• 將 VGA 監視器、USB 滑鼠及鍵盤連接至系統。

或

• 透過 Embedded LOM 設定 KVMS 連線。

請參閱 「Sun Fire X4450 伺服器安裝指南」。

Sun Fire X4600 
M2 伺服器

• 將 VGA 監視器、USB 滑鼠及鍵盤連接至系統。

或

• 透過 ILOM 設定 KVMS 連線。

請參閱 「Sun Fire X4600 與 Sun Fire X4600 M2 伺服器維修手冊」與 
「Sun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ILOM) 2.0 使用者指南」。

表 2-2 連接至伺服器或伺服器模組

產品 連接系統的選項 (選擇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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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Windows 安裝程式的客戶資訊
請按下列步驟啟動 Windows 原廠預先安裝影像，並設定語言、授權、日期與時間及
網路等初始 Windows 作業系統設定。

1. 重設伺服器或伺服器模組。

如需平台的重設指示，請參閱表 2-3

表 2-3 重設伺服器或伺服器模組的選項

產品 重設伺服器或伺服器模組的選項 (選擇一個選項。)

Sun Blade X6220 
伺服器模組

• 從 ILOM Web 介面中，選擇 [Remote Power Control] (遠端電源控制) 
標籤上的 [Reset] (重設)。

或

• 在 Blade SP 上的 ILOM CLI 中，鍵入： 
reset /SYS 

或

• 在 CMM 上的 ILOM CLI 中，鍵入： 
reset /CH/BLn/SYS
其中 n 是 Blade 在機箱中的插槽號碼。

或

• 按下 Blade 前板上的 「電源」按鈕 (一瞬間，1 秒) 關閉 Blade 電源，
然後按下 「電源」按鈕 (一瞬間，1 秒) 開啟 Blade 電源。

Sun Blade X6250 
伺服器模組

• 在 Embedded LOM Web GUI 中，選擇 [Remote Power Control] 
(遠端電源控制) 標籤上的 [Reset] (重設)。

或

• 在伺服器模組 SP 上的 ELOM CLI 中，鍵入： 
reset /SYS 

或

• 按下 Blade 前板上的 「電源」按鈕 (一瞬間，1 秒) 關閉 Blade 電源，
然後按下 「電源」按鈕 (一瞬間，1 秒) 開啟 Blade 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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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重設伺服器或伺服器模組的選項

BIOS POST 螢幕會出現，然後 [EMS Detection] (EMS 為 「緊急管理服務」 ) 對話
方塊會出現。

秘訣 – 如果滑鼠或鍵盤沒有回應，請等待，直至正確偵測到裝置。

2. 在 [EMS Connection Detected] (偵測到 EMS 連線) 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OK] 
(確定)，繼續使用本機連線。

[Welcome to Windows Setup] (歡迎使用 Windows 安裝程式) 對話方塊將會出現。

產品 重設伺服器或伺服器模組的選項 (選擇一個選項。)

Sun Blade X8440 
伺服器模組

• 在 ILOM Web 介面中，選擇 [Remote Power Control] (遠端電源控制) 
標籤上的 [Reset] (重設)。

或

• 在 Blade SP 上的 ILOM CLI 中，鍵入： 
reset /SYS 

或

• 在 CMM 上的 ILOM CLI 中，鍵入： 
reset /CH/BLn/SYS
其中 n 是 Blade 在機箱中的插槽號碼。

或

• 按下 Blade 前板上的 「電源」按鈕 (一瞬間，1 秒) 關閉 Blade 電源，
然後按下 「電源」按鈕 (一瞬間，1 秒) 開啟 Blade 電源。

Sun Fire X4150 
伺服器

• 在 Embedded LOM Web GUI 中，選擇 [Remote Power Control] 
(遠端電源控制) 標籤上的 [Reset] (重設)。

或

• 按下系統前板上的 「電源」按鈕 (一瞬間，1 秒) 關閉系統電源，然後按下
「電源」按鈕 (一瞬間，1 秒) 開啟系統電源。

Sun Fire X4450 
伺服器

• 在 Embedded LOM Web GUI 中，選擇 [Remote Power Control] 
(遠端電源控制) 標籤上的 [Reset] (重設)。

或

• 按下系統前板上的 「電源」按鈕 (一瞬間，1 秒) 關閉系統電源，然後按下
「電源」按鈕 (一瞬間，1 秒) 開啟系統電源。

Sun Fire X4600 
M2 伺服器

• 從 ILOM Web 介面中，選擇 [Remote Power Control] (遠端電源控制) 
標籤上的 [Reset] (重設)。

或

• 在 ILOM CLI 中，鍵入： 
reset /SYS 

或

• 正常關機。按下系統前板上的 「電源」按鈕 (一瞬間，1 秒) 關閉系統
電源，然後按下 「電源」按鈕 (一瞬間，1 秒) 開啟系統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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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繼續安裝程序，然後按照螢幕上的指示操作。

下表依照對話方塊的出現順序簡要描述了 [Windows Setup] (Windows 安裝程式) 
對話方塊，以及完成這些安裝所需的動作。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入門指南」。

完成 [Windows Setup ] (Windows 安裝程式) 後，系統會重新啟動，然後自動
登入。其他應用程式將會安裝，且設定會儲存，而系統將重新啟動。初始設定
即已完成。

Windows 安裝程式畫面名稱 所需動作

歡迎使用 Windows 安裝程式精靈 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授權合約 如果接受授權合約，請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區域語言選項 指定區域與語言設定，然後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個人化您的軟體 鍵入您的名稱與組織，然後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授權模式 選擇適當的授權模式。如有必要，更新同時連線的
數目。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秘訣 – 用戶端存取授權 (CAL) 不得超過購買的數量。

電腦名稱以及系統管理員密碼 接受預設的電腦名稱或鍵入電腦名稱。鍵入系統管理員
密碼。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日期時間設定 指定日期、時間及時區，然後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工作群組或電腦網域 指定有效的網域或工作群組，然後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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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unLink 取得更新
Sun Link 應用程式隨附於原廠預先安裝的 Windows 作業系統。您可以從 [開始] 功能表存

取，並方便地取得 x64 伺服器更新、檢視線上文件，然以及安裝補充軟體 (請參閱圖 2-1)。

圖 2-1 Sun Link 歡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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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3

已知問題

本章說明原廠預先安裝之 Windows Server 2003 R2 SP2 作業系統及復原媒體的已知
問題。其中包括下列小節：

■ 第 11 頁的 「從復原媒體安裝 Windows 作業系統後，遺失多語言使用者介面套件 
(6631191)」

■ 第 13 頁的 「AMD PowerNow! 原廠預先安裝之 Windows 作業系統無法提供的
功能 (6644504)」

從復原媒體安裝 Windows 作業系統後，
遺失多語言使用者介面套件 (6631191)
視記憶體配置而定，從復原媒體安裝 Windows 作業系統時，可能不會包含所有多語言
使用者介面套件。若要確定已安裝所有使用者介面套件，請從 [控制台] 開啟 [新增或移
除程式] 應用程式。下列項目將會出現：

■ Microsoft Windows 西班牙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 Microsoft Windows 西班牙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R2
■ Microsoft Windows 法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 Microsoft Windows 法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R2
■ Microsoft Windows 繁體中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 Microsoft Windows 繁體中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R2
■ Microsoft Windows 德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 Microsoft Windows 德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R2
■ Microsoft Windows 義大利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 Microsoft Windows 義大利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R2
■ Microsoft Windows 日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11



■ Microsoft Windows 日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R2
■ Microsoft Windows 韓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 Microsoft Windows 韓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R2
■ Microsoft Windows 簡體中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 Microsoft Windows 簡體中文使用者介面套件 R2

如果以上任何一種語言均未出現，您可從復原媒體的 Disk 1 手動安裝語言支援。

解決方案

1. 插入復原媒體的 Disk 1。

2. 使用 [Windows 檔案總管] 瀏覽至 d:\mui。

其中 d 代表 CD 光碟機字母。

下列清單顯示語言支援檔案：

■ 西班牙文 = 0c0a.msi
■ 西班牙文 = 0c0a_r2.msi
■ 法文 = 040c.msi
■ 法文 = 040c_r2.msi
■ 繁體中文 = 0404.msi
■ 繁體中文 = 0404_r2.msi
■ 德文 = 0407.msi
■ 德文 = 0407_r2.msi
■ 義大利文 = 0410.msi
■ 義大利文 = 0410_r2.msi
■ 日文 = 0411.msi
■ 日文 = 0411_r2.msi
■ 韓文 = 0412.msi
■ 韓文 = 0412_r2.msi
■ 簡體中文 = 0804.msi
■ 簡體中文 = 0804_r2.msi

3. 對於 [控制台] 中遺失的各語言，請在安裝清單中，連按兩下語言.msi 檔案及語言

_R2.msi 檔案。

例如，若要安裝西班牙文支援，請連按兩下 0c0a.msi 檔案和 0c0a_R2.msi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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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 PowerNow! 原廠預先安裝之 
Windows 作業系統無法提供的功能 
(6644504)
在 AMD 系統上，原廠預先安裝之 Windows Server 2003 R2 SP2 作業系統所隨附及
復原媒體上的 CPU 驅動程式不支援 AMD PowerNow!技術。

解決方案

您可從 Sun 產品更新網站取得 PowerNow! 支援的更新驅動程式 。如果平台有提供 
Tools and Drivers (工具與驅動程式) CD，該 CD 上也會提供更新驅動程式。請參閱
表 3-1，以取得安裝指示。

秘訣 – 您可以使用 Sun Link 應用程式快速存取 Sun 產品更新網站。從 [開始] 功能
表中選擇 「Sun Link — 線上資訊」。當對話方塊出現時，按一下 [檢查更新] 按鈕， 
便會進入您產品的 Sun 產品更新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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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安裝更新的 AMD CPU 驅動程式

產品 指示

Sun Blade X6220 
伺服器模組

使用 Tools and Drivers (工具與驅動程式) CD
執行檔案

d:\windows\w2k3\packages\InstallPack_version.exe
其中 d 代表 CD 光碟機字母，version 是版本字串。

從 Sun 產品更新網站下載

1. 在 [Tools and Drivers Platform] (工具和驅動程式平台) 
部分，下載 Windows 專屬檔案。

2. 解壓縮下載檔案中的內容。

3. 執行檔案
windows\w2k3\packages\InstallPack_version.exe
其中 version 是版本字串。

Sun Blade X8440 
伺服器模組

使用 Resource CD
1. 下載並燒錄 Sun Blade 8000 模組化系統資源 CD (4.0 或更新
版本)。

2. 執行檔案 
d:\support\drivers\w2k3sp1\x86\DPInst\
SunBlade_xxB_AMD_v1_3_1.exe
其中 d 代表 CD 光碟機字母，xx 為 32 (適用於 32 位元驅動程式) 
或 64 (適用於 64 位元驅動程式)。

Sun Fire X4600 M2 
伺服器

使用 Tools and Drivers (工具與驅動程式) CD
執行檔案

d:\windows\w2k3\packages\InstallPack_version.exe
其中 d 代表 CD 光碟機字母，version 是版本字串。

從 Sun 產品更新網站下載

1. 在 [Tools and Drivers Platform] (工具和驅動程式平台) 
部分，下載 Windows 專屬檔案。

2. 解壓縮下載檔案中的內容。

3. 執行檔案
windows\w2k3\packages\InstallPack_version.exe
其中 version 是版本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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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復原 Windows Server 2003 作業系統

如果您訂購的系統包含選購的復原媒體套件，請使用「Sun x64 伺服器 Windows Server 
2003 R2 復原安裝指南」中的指示，將系統還原至原廠預設值。如果訂購的系統未含選
購的恢復媒體套件，請與您的 Sun 支援代表聯絡。

Windows 復原媒體支援的版本有：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含 SP2，Standard Edition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含 SP2，Standard Edition 64 位元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含 SP2，Enterprise Edition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含 SP2，Enterprise Edition 32 位元
15



16 Sun x64 伺服器 Windows Server 2003 R2 作業系統預先安裝版本說明 • 2008 年 2 月


	Sun x64 伺服器 Windows Server 2003 R2 作業系統預先安裝版本說明
	目錄
	前言
	需要知道的事項
	原廠預先安裝之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 SP2 作業系統的初始 設定
	硬體與軟體前提條件
	建立伺服器或伺服器模組的連線
	提供 Windows 安裝程式的客戶資訊
	使用 SunLink 取得更新

	已知問題
	從復原媒體安裝 Windows 作業系統後， 遺失多語言使用者介面套件 (6631191)
	解決方案

	AMD PowerNow! 原廠預先安裝之 Windows 作業系統無法提供的功能 (6644504)
	解決方案


	復原 Windows Server 2003 作業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