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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Ultra 40 工作站版本說明

請注意 Sun Ultra™ 40 工作站的下列事項。

一般資訊

■ 第 3 頁的「作業系統支援」

■ 第 3 頁的「文件的 URL」

■ 第 3 頁的「文件勘誤」

硬體/BIOS 事項

■ 第 4 頁的「Supplemental CD V1.0 包含舊的 BIOS 版本」

■ 第 4 頁的「為次要 PCI-E 圖形卡插槽設定 BIOS」

PC-Check 診斷軟體事項

■ 第 5 頁的「圖形卡測試僅能識別一片卡」

■ 第 5 頁的「無數位音效 (SFDIF) 診斷測試」

■ 第 5 頁的「無 TPM 診斷測試」

Solaris 事項

■ 第 6 頁的「在 Solaris 10，HW 1/06 下使用兩片圖形卡」

■ 第 6 頁的「Solaris 10 預先安裝軟體影像」

■ 第 7 頁的「使用 NVIDIA FX1400 圖形卡時，執行 install.sh 後顯示白色畫面」

■ 第 7 頁的「部分 1394 裝置可能會造成系統當機」

■ 第 7 頁的「部分不符標準的 USB 硬碟機可能導致系統當機」

■ 第 7 頁的「執行 sys-unconfig 時，時鐘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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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XP 事項

■ 第 8 頁的「以 XP 安裝 CD 開機之後畫面空白」

Linux 事項

■ 第 8 頁的「在 RHEL 4 Update 1 與 2 下使用 NVIDIA FX1400 卡時畫面顯示白色」

■ 第 9 頁的「執行 RHEL 3 的音效卡偵測程式時找不到音效卡」

■ 第 9 頁的「在 SMP 核心 RHEL 4，32 位元 Update 2 下執行 install.sh 程序檔並
重新開機之後，畫面變成空白」

■ 第 10 頁的「在 RHEL4，Update 2，32 位元 EL 核心下啟用 ACPI 時，Xserver 無法
啟動」

■ 第 10 頁的「RHEL3 Update 6 (64 位元) 發生 GART 錯誤」

■ 第 11 頁的「安裝視訊驅動程式之後，Kudzu 偶爾偵測到錯誤的圖形驅動程式」

■ 第 11 頁的「不必要的 RHEL4，Update 2 (64 位元) 訊息」

■ 第 11 頁的「RHEL4，Update 2 (32 位元) EL 核心上顯示 ATA 逾時訊息」

■ 第 12 頁的「在 RHEL3，Update 6 (32 位元) 上執行 init 3 之後系統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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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訊

作業系統支援 
Sun Ultra 40 工作站於本文件出版時支援下列作業系統 (OS) 版本：

■ 預先安裝的 Solaris 10，HW 1/06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4 32 位元/64 位元 Update 2

■ RHEL 3 32 位元/64 位元 Update 6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LES) 32 位元/64 位元 SP3 
■ Windows XP32 SP2

■ Windows XP64

如需支援作業系統的最新清單，請參閱 http://sun.com/ultra40

文件的 URL
如需 Sun Ultra 40 工作站文件的最新版本，請至下列 URL：

http://www.sun.com/products-n-solutions/hardware/docs/
Workstation_Products/Workstations/ultra_40/index.html

文件勘誤

在「Sun Ultra 40 Workstation Setup Guide」(819-3951-10) 第 11 頁「Installing the 
Operating System」(安裝作業系統) 一節，步驟 2 a 指示使用者在安裝 Windows XP 
作業系統之前，將 [Installed O/S] (安裝的 O/S) BIOS 設定變更為 [Win2K/XP]。

現在對於 Windows XP 正確的 BIOS [Installed O/S] (安裝的 O/S) 設定是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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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BIOS 事項

Supplemental CD V1.0 包含舊的 BIOS 版本

生產 BIOS 在 Sun Ultra 40 Workstation Supplemental CD V1.0 推出之後更新。這片 
CD 包含舊的 BIOS 版本。Supplemental CD v1.0 上的 BIOS 版本是 1.00。請勿從這片 
CD 快閃更新系統 BIOS。

請至下載連結 (http://www.sun.com/ultra40) 取得 Sun Ultra 40 工作站 BIOS 更
新的最新 Supplemental CD 版本。

為次要 PCI-E 圖形卡插槽設定 BIOS
主要的 PCI-Express 插槽是 PCI-E1 插槽。若要使用次要 PCI-Express x16 插槽 (PCI-E3)，
請對 BIOS 進行下列變更：

1. 在視訊顯示器連接到主要圖形卡插槽時，將工作站開機。

2. 當顯示 Sun 標誌畫面時，按下 F2 進入 BIOS 設定公用程式。

3. 選取 [Advanced] (進階) 功能表。

[PCI-E X16 VGA CARD SELECT] 項目定義哪一個插槽是主要圖形卡插槽。僅會在此卡
顯示 POST 與 BOOT 資訊。

4. 選取 [PCI Express Slot 3] (PCI Express 插槽 3) 以啟用 PCI-E 3 圖形卡插槽。

5. 按下 F10 鍵，以儲存變更並結束 BIOS。

下次工作站重新開機時，次要圖形卡將會顯示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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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Check 診斷軟體事項

圖形卡測試僅能識別一片卡

執行圖形卡測試時，PC-Check 僅能識別主要圖形卡。若要在安裝雙卡的狀況下測試兩
片卡，請將主要圖形卡顯示切換為次要圖形卡 (請參閱第 4 頁的「為次要 PCI-E 圖形卡
插槽設定 BIOS」)，然後重新執行圖形卡診斷測試。

未來的 PC-Check 版本可能會加入測試兩片卡的功能。

無數位音效 (SFDIF) 診斷測試

初版的 PC-Check 不含 SPDIF 埠的特定測試。

未來的 PC-Check 版本可能會加入這項測試。

無 TPM 診斷測試

初版的 PC-Check 不含 TPM 測試。

未來的 PC-Check 版本可能會加入這項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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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is 事項

在 Solaris 10，HW 1/06 下使用兩片圖形卡

本事項僅適用於 Solaris™ 10 作業系統 HW 1/06 版本的完全重新安裝，而不適用於 Sun 
Ultra 40 工作站隨附的預先安裝影像。

登入新的 Solaris 10 HW 1/06 安裝時，登入嘗試會失敗，而且產生混亂的顯示圖形。

解決方法：安裝 Ultra 40 Workstation Supplemental CD 上包含的非隨附 NVIDIA 顯示
器驅動程式，步驟如下：

1. 在指令提示符號下登入為根 (超級使用者)。

2. 將 Supplemental CD 放入 CD-ROM 光碟機。

3. 從 /cdrom/cdrom0/drivers/sx86 目錄執行 install.sh。

4. 將工作站重新開機。

5. 在嘗試以 JDS 登入之前，以 CDE 桌面登入工作站一次。

所有後續的 JDS 登入都將成功。

Solaris 10 預先安裝軟體影像 
若將圖形卡在 PCI-Express 插槽之間移動，OS 仍然會將舊插槽實例記為 nvidia0，而
將新插槽指定為 nvidia1。

解決方法：

● 將 /dev/nvidia0 連結變更為指向 /dev/fbs/nvidia1，或

● 更新 /etc/path_to_inst 檔案，步驟如下：

a. 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etc/path_to_inst 檔案：

vi /etc/path_to_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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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檔案中移除所有 nvidia 項目。

c. 儲存並關閉檔案。

d. 在開機指令提示符號下鍵入 b -r，進行配置重新啟動。

如此會將 nvidia0 指定給新插槽。

使用 NVIDIA FX1400 圖形卡時，執行 install.sh 
後顯示白色畫面

在 Solaris 10 作業系統，HW 1/06 上執行 install.sh 後，重新開機後畫面可能會變
成白色。若發生這種現象，請將工作站再次重新開機。

部分 1394 裝置可能會造成系統當機

這是影響部分 1394 裝置的已知問題。在編寫本文件之時，並無修補程式 ID 可用，但是
正在處理中。

如需詳細資訊，請在下列 URL 中搜尋錯誤 ID 6260568：

http://sunsolve.sun.com

部分不符標準的 USB 硬碟機可能導致系統當機

這是影響部分 USB 硬碟機的已知問題。在編寫本文件之時，並無修補程式 ID 可用，
但是正在處理中。

如需詳細資訊，請在下列 URL 中搜尋錯誤 ID 6346270：

http://sunsolve.sun.com 

執行 sys-unconfig 時，時鐘發生錯誤

執行 sys-unconfig 之後，以及在後續的日期與時間配置之後，可能發生時鐘錯誤
訊息。

按下 F2，繼續執行 Solaris 10 作業系統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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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XP 事項

以 XP 安裝 CD 開機之後畫面空白

若硬碟機上有一些 Linux 分割區，可能會發生這種現象。若發生這種現象，請移除硬碟
機上的 Linux 分割區。

若要移除開機磁碟分割區，請以 Sun Ultra 40 Workstation Supplemental CD 將工作
站重新開機，並選擇選項 3，讓 Erase Primary Boot Disk (清除主要開機磁碟) 
公用程式將整個磁碟清除乾淨。

Linux 事項

在 RHEL 4 Update 1 與 2 下使用 NVIDIA FX1400 
卡時畫面顯示白色

某些 Linux 發行軟體的內建 nv 驅動程式有錯誤，在安裝期間可能使畫面變白。

若具備 FX1400 卡的系統發生這種現象，請執行下列操作：

1. 在文字模式中安裝作業系統，或在安裝期間選擇 VESA 圖形驅動程式。

2. 安裝完成後，執行 Sun Ultra 40 Workstation Supplemental CD 上的 install.sh 檔
案，以安裝更新後的 NVIDIA 顯示器驅動程式。

這項錯誤在開放原始碼 nv 驅動程式中已經改正。在編寫本文件之時，這項改正尚未包
含於任何標準發行軟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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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RHEL 3 的音效卡偵測程式時找不到音效卡

執行 install.sh 之後，modules.conf 檔案更新為 NVIDIA 音效驅動程式的資訊。

若在 Linux 中執行音效偵測程式，modules.conf 檔案會更新為不正確的資訊，使用 
NVIDIA 音效驅動程式時音效將無法運作。

解決方法：

1. 將下列各行增加到 /etc/modules.conf 檔案中：

2. 將工作站重新開機。

RHEL 4 並無此問題。

在 SMP 核心 RHEL 4，32 位元 Update 2 下執行 
install.sh 程序檔並重新開機之後，畫面變成
空白 
此錯誤僅發生於 RHEL 4，32 位元，Update 2，SMP 核心版本 2.6.9-22。這是 RHEL 4 
Update 2 的預設核心。

在 RHEL 4，32 位元，Update 2 安裝下執行 install.sh 程序檔之前，請執行下列操作： 

1. 從下列網站下載 2.6.9-22-3 (或更新版的) SMP 核心更新：

http://people.redhat.com/~jbaron/rhel4/RPMS.kernel/

2. 安裝 kernel 與 kernel-devel rpm。

3. 將工作站重新開機。

alias scsi_hostadapter sata_nv
alias usb-controller usb-ohci
alias usb-controller1 ehci-hcd
alias eth0 nvnet
alias eth1 nvnet
alias sound-slot-0 nvsound
alias snd-intel8x0 off
alias i810_audio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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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 Supplemental CD 執行 install.sh。

此核心更新改正下列問題：

■ 執行 install.sh 之後 Xserver 無法啟動

■ 結束 glxgears 或其他應用程式會導致系統鎖定

在 RHEL4，Update 2，32 位元 EL 核心下啟用 ACPI 
時，Xserver 無法啟動

這發生於 1.00 Ultra 40 工作站 BIOS。 

若要改正此問題，請在 /etc/grub.conf 中的 kernel 指令行中增加 acpi=off，以
停用 ACPI，如下列範例所示：

RHEL3 Update 6 (64 位元) 發生 GART 錯誤

RHEL 3 Update 6 (64 位元) 上的主控台或系統日誌內報告下列錯誤訊息。此訊息可予
忽略。

titl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AS-up (2.6.9-22.EL)
root (hd0,0)
kernel /vmlinuz-2.6.9-22.EL ro … rhgb quiet acpi=off
initrd /initrd-2.6.9-22.EL.img

Northbridge status a6000001:00050016
Error gart error
Gart TLB error generic level
err CPU 1
processor context corrupt
error uncorrectible
previous error lost
NB error address 0000000037FF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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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視訊驅動程式之後，Kudzu 偶爾偵測到錯誤的
圖形驅動程式

這個問題不常發生，而且可能只發生於使用 NVIDIA 7676 顯示器驅動程式的情況下；

Supplemental CD 內不含此驅動程式。

執行 install.sh 之後重新開機，可能使 Kudzu 錯誤地重新偵測圖形卡。若發生這種
現象，可能會將視訊卡偵測為 nv41。

解決方法：

● 於 Kudzu 提示時選擇 [ignore] ( 忽略 ) 。

選取配置將自動更新 xorg.conf 檔案，並以 "vesa" 取代 "nvidia"，如下列 
xorg.conf 檔案的範例部份所示：

若發生這種現象，可將 "vesa" 變更回 "nvidia"。若如上述步驟所示選擇[ignore] 
(忽略)，就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不必要的 RHEL4，Update 2 (64 位元) 訊息

下列主控台訊息可能會出現多次，但可予以忽略。

RHEL4，Update 2 (32 位元) EL 核心上顯示 ATA 逾
時訊息

 下列主控台訊息可能會出現多次，但可予以忽略。

Section "Device"
Identifier "VideoCard"
Driver "vesa"
VendorName "Video Card Vendor"
BoardName "Nvidia Quadro FX540"

K8-bus.c bus 254 has empty cpu mask.

ata2: command 0x35 timeout, stat 0xd0 host_stat 0x20 error
 Sun Ultra 40 工作站版本說明 11



在 RHEL3，Update 6 (32 位元) 上執行 init 3 之後

系統當機

以 init 3 指令從執行層次 5 變更為執行層次 3 之後，系統偶爾會當機。

若發生這種現象，請將工作站重新開機。

不必要的 SLES 9 訊息

可能會出現下列主控台訊息，但可予以忽略。

linux kernel: driver/usb/input/hid-input.c: event field not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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