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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文档

■ 概述－《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介绍了如何使用 Oracle ILOM Web
和命令行界面配置和管理 Oracle 硬件。

■ 目标读者－本指南的目标读者是技术人员、系统管理员和获得授权的 Oracle 服务提
供商。

■ 必备知识－用户应该有管理系统硬件的经验。

产品文档库

可从以下网址获得有关该产品及相关产品的文档和资源：http://docs.oracle.com/cd/

E37444_01/index.html。

反馈

可以通过以下网址提供有关本文档的反馈：http://www.oracle.com/goto/docfeedback。

http://docs.oracle.com/cd/E37444_01/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37444_01/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goto/doc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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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与 Oracle ILOM 的管理连接和登录

说明 链接

有关 Oracle ILOM 支持的管理连接选项的信息，请参阅本部
分。

■ “与 Oracle ILOM 建立管理连
接” [15]

有关登录到 Oracle ILOM、预配置的用户帐户、受支持的操作系
统和 Web 浏览器的信息，请参阅本部分。

■ “登录到 Oracle ILOM 服务器 SP 或
CMM” [28]

有关 Oracle ILOM 支持的操作系统 Web 浏览器的完整列表，请
参阅本部分。

■ “Oracle ILOM 支持的 Web 浏览
器” [32]

有关如何查找增强 Oracle ILOM 安全性的准则的信息，请参阅
本部分。

■ “配置 Oracle ILOM 以最大程度地提高
安全性” [32]

相关信息

■ Oracle 服务器或刀片系统 CMM 的安装指南
■ Oracle 服务器的管理指南
■ 《Oracle ILOM 安全指南 (3.2.x)》

与 Oracle ILOM 建立管理连接
Oracle ILOM 固件在 Oracle 服务器或机箱监视模块 (chassis monitoring module, CMM)
上进行了预配置，从而与 Oracle ILOM 建立管理连接更为简单直接。

有关如何与 Oracle ILOM 建立管理连接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 “选择并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管理连接” [15]
■ “管理服务和网络默认属性” [27]

选择并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管理连接
Oracle ILOM 支持以下管理连接：

■ “专用网络管理连接（默认）” [16]
■ “边带网络管理连接” [18]
■ “专用本地管理连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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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互连 SP 管理连接” [21]

专用网络管理连接（默认）

附带 Oracle ILOM 的所有 Oracle 服务器和 CMM 都在机箱上提供了专用带内管理端
口，可用于将所有管理通信与主机安全分离。

所有服务器和 CMM 都为您与 Oracle ILOM 建立安全管理连接做好准备。只需将活动
LAN 连接连接到机箱上的物理网络管理端口 (NET MGT)，您就为登录做好了准备。有
关设置与 Oracle ILOM 的专用管理连接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以下过程。

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专用网络管理连接

开始之前

■ 查看“管理服务和网络默认属性” [27]。
■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中的 "Management Port" 属性设置为通过受管理设备上

的物理网络管理端口 (NET MGT) 路由所有管理通信。

注 - 专用网络管理连接设计为以独立于边带网络管理连接的方式实现。但是，其中任
意一个网络管理连接（专用或边带）都可与标准本地串行管理连接和（或）内部高速
互连管理连接共存。

■ 要使 Oracle ILOM 环境保持最安全可靠，服务器上的专用网络管理端口必须始终连
接到可信的内部网络或专用的安全管理/专用网络。

■ 可从 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配置 Oracle ILOM 的 "Management Port" 属
性。还可从 BIOS 实用程序为 x86 服务器配置该属性。

如果从 Oracle ILOM 修改 "Management Port" 属性，您必须使用默认 root 帐户或具
有 Admin (a) 角色特权的用户帐户登录。有关登录说明，请参见登录到 Oracle ILOM
SP 或 CMM [28]。

要验证或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专用网络管理连接，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物理服务器或 CMM 上，验证是否已与物理管理端口 (NET MGT) 建立 LAN 连接。
如果未与 NET MGT 端口建立物理 LAN 连接，请在网络交换机与设备上的物理 NET
MGT 端口之间连接一条以太网电缆。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 Oracle 服务器或 CMM 安
装指南中的布线部分。

注 - 当活动 LAN 连接与受管理服务器或 CMM 机箱上的 NET MGT 端口连接时，Oracle
ILOM 将从网络中的 IP 路由设备自动检测 SP 或 CMM 的 IP 地址。有关确定分配
给 Oracle ILOM SP 或 CMM 的 IP 地址的准则，请参见“IP 网络管理地址的使用准
则”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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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网络交换机端口的通信速率设置为自动协商。

注 - 如果未将网络交换机端口速率设置为自动协商，在连接到 Oracle ILOM 时可能会发
生网络通信错误。

3. 要验证是否为 Oracle ILOM SP 或 CMM 设置了默认 "Management Port" 属性，请使用
适用的用户界面执行以下步骤。

用户界面 步
骤

任务：验证或重置 SP 或 CMM 的默认管理端口属性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CLI，并使用 show 命令查看受管理设备的网络属性，例如，键入以下任一命
令：

■ show /SP/network

■ show /CMM/network

有关登录说明，请参见登录到 Oracle ILOM SP 或 CMM [28]。

2: 验证 /network 输出是否显示了 SP 或 CMM 的默认 "Management Port" 属性，例如：

■ SP 输出：managementport=MGMT

■ CMM 输出：switchconf=port0

Oracle ILOM CLI

3: 如有必要，重置 SP 或 CMM 的默认 Management Port 属性。

对于 SP，键入：

set /SP/network pendingmanagementport=MGMT commitpending=true

对于 CMM，键入：

set /CMM/network pendingswitchconf=port0 commitpending=true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Web 界面，然后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有关登录说明，请参见登录到 Oracle ILOM SP 或 CMM [28]。

Oracle ILOM Web
界面

2: 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验证 SP 的 "Management Port" 列表框是否设置为 MGMT，或 CMM
的 "Management Network Switch" 列表框是否设置为 Port 0。

如有必要，通过为 SP 选择 MGMT 或为 CMM 选择 Port0 来重置默认 "Management Port" 属性，然后
单击 "Save"。

1: 访问受管 x86 服务器上的 BIOS 设置实用程序，然后在 "BIOS Setup Utility" 对话框中，依次单击
"Advanced" > "IPMI 2.0 Configuration" > "Set LAN Configuration"。

BIOS 设置实用程序
（仅适用于 x86 服务
器） 2: 在 "LAN Configuration" 菜单中，验证默认 "Management Port" 属性是否设置为 MGMT。

如有必要，将默认 "Management Port" 属性重置为 MGMT，然后提交此更改。

相关信息

■ “修改默认连接配置属性” [94]
■ 设置和维护用户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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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带网络管理连接

对于支持边带管理的服务器，您可以选择通过服务器机箱上提供的标准数据端口连接到
Oracle ILOM 并远程管理服务器。实现与 Oracle ILOM 的边带管理连接后将不再需要为
主机和管理通信支持两个单独的网络连接。但是，此方法可能：(1) 降低与 Oracle ILOM
的连接性能，并 (2) 由于通过不可信的网络传输 Oracle ILOM 通信而带来风险。

要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通过边带管理连接传输管理通信，您必须将默认
"Management Port" 属性值 (MGMT|port0) 更改为服务器上的物理活动数据端口
（NET0、NET1、NET2 或 NET3）。

有关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边带管理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 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边带管理连接 [18]
■ “边带管理网络连接注意事项” [19]

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边带管理连接

开始之前

■ 大多数 Oracle 服务器都支持边带管理。但是，要验证服务器是否支持边带管理，请
参阅服务器管理指南或产品发行说明。

注 - 边带网络管理连接设计为以独立于专用网络管理连接的方式实现。但是，其中任
意一个网络管理连接（专用或边带）都可与标准本地串行管理连接和（或）内部高速
互连管理连接共存。

■ 查看“管理服务和网络默认属性” [27]。
■ 要使 Oracle ILOM 环境保持最安全可靠，服务器上的边带管理端口必须始终连接到

可信的内部网络或专用的安全管理或专用网络。
■ 可从 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配置 Oracle ILOM 的 SP "Management Port" 属

性。还可从 BIOS 设置实用程序为 x86 服务器配置该属性。
如果通过 Oracle ILOM 修改 "Management Port" 属性，将有以下要求：
■ 应当已与 Oracle ILOM 建立管理连接。有关说明，请参见以下部分之一：

－“专用网络管理连接（默认）” [16]
－“专用本地管理连接” [20]

■ 应当已登录到 Oracle ILOM。有关说明，请参见“登录到 Oracle ILOM 服务器 SP
或 CMM” [28]。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使用默认 root 帐户或具有 Admin (a) 角色特权的用户帐
户，才能修改 "Management Port" 属性。

要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边带管理连接，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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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物理服务器上，验证是否已与适用的以太网数据端口（NET0、NET1、NET2 或 NET3）建
立活动的 LAN 连接。
有关说明，请参阅服务器或刀片系统安装指南中的布线部分。

2. 要为边带管理配置 SP Management Port 属性，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从 Oracle ILOM Web 界面－依次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然
后单击 "Management Port" 列表框。
在 "Management Port" 列表框中，选择活动的物理数据端口名称
（NET0、NET1、NET2 或 NET3），然后单击 "Save"。

■ 从 Oracle ILOM CLI－键入：
set /SP/network pendingmanagementport=/SYS/MB/NETn commitpending=true

其中：

n 是服务器上的物理活动数据端口号（0、1、2 或 3）。

■ 从 BIOS 设置实用程序（适用于 x86 服务器） － 依次单击 "Advanced" > "IPMI 2.0
Configuration" > "Set LAN Configuration"。
在 "LAN Configuration" 菜单中，将 "Management Port" 设置为物理活动数据端口
名称（NET0、NET1、NET2 或 NET3），然后单击 "Commit" 使更改生效。

注 - 有关如何在主机 BIOS 设置实用程序中导航、设置和保存选项的信息，请参见为服
务器提供的管理指南。

相关信息

■ “边带管理网络连接注意事项” [19]
■ “IP 网络管理地址的使用准则” [30]
■ “修改默认连接配置属性” [94]
■ “关于生成树配置的建议做法 ” [117]
■ 设置和维护用户帐户
■ “分配系统标识信息” [112]

边带管理网络连接注意事项

本部分为您提供了在使用与 Oracle ILOM 的边带管理连接时要考虑的常规网络连接问
题：

■ 板载主机千兆位以太网控制器可能不支持服务器 SP 与主机操作系统之间的芯片内连
接。如果出现此情况，请使用其他端口或路由传送源目标和目的地目标之间的通信，
而不要使用 L2 桥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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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主机关开机循环可能会导致为边带管理配置的服务器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NET
0, 1, 2, 3) 的网络连接短暂中断。如果出现此情况，请将相邻的交换机/网桥端口配置
为主机端口。

■ 如果服务器上的以太网数据端口被配置为交换机端口并参与生成树协议 (Spanning
Tree Protocol, STP)，则由于重新计算生成树，您可能会遇到较长时间的故障。

专用本地管理连接

所有 Oracle 服务器和 CMM 的机箱上都有物理串行端口，从而能够更方便地与 Oracle
ILOM 建立安全本地管理连接。当本地控制台是访问和诊断系统故障的唯一方式，或
者当您在建立 LAN 连接之前需要一种替换方法来修改 Oracle ILOM 预配置的网络属性
时，此类型的管理连接尤其有用。

有关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本地串行管理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过程。

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专用本地管理连接

开始之前

■ 与 Oracle ILOM 的本地串行管理连接要求将物理串行控制台设备（文本终端、工作
站、手提电脑或终端仿真程序）连接到服务器或 CMM 上的 SER MGT 端口。
有关位于 Oracle 服务器上的物理串行管理端口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为服务器提供的
Oracle 文档。

要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专用本地管理连接，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串行控制台设备与服务器或 CMM 上的串行管理 (SER MGT) 端口之间连接一条串行
电缆。

2. 将控制台设备通信属性设置为以下值：9600 波特，8 位，无奇偶校验，1 个停止位。

注 - 如果 DTE-DTE 通信的传输和接收信号是反向的（交错的），则需要提供空调制解
调器配置。使用系统随附的适配器电缆可以实现空调制解调器配置。

3. 要在控制台设备与 Oracle ILOM SP 或 CMM 之间建立连接，请按 Enter 键。

相关信息

■ “管理服务和网络默认属性” [27]
■ “修改默认连接配置属性” [94]
■ “可分配的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 [35]
■ “串行管理端口所有者” [80]
■ “分配系统标识信息”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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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互连 SP 管理连接

对于支持内部 Ethernet-over-USB 接口的 Oracle 服务器，您可以选择性地从主机操作系
统 (operating system, OS) 客户机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 LAN 管理连接，而无需使用
服务器上的网络管理 (NET MGT) 端口。

实现这种类型的管理连接后，可以获得的一些优势如下：

■ 预配置的不可路由 IP 地址，可用于轻松部署
本地互连配置可使用每个内部连接点（ILOM SP 和主机 OS）的预配置的内部不可
路由 IP 地址进行自动配置。
Oracle ILOM 将安装在受管理服务器上的 Ethernet-over-USB 接口作为传统的“以太
网”接口。

■ 与 Oracle ILOM 的经验证的安全本地连接
通过本地互连连接 Oracle ILOM 需要用户验证，就如同通过专用或边带网络管理连
接与 Oracle ILOM 建立连接一样。
允许具有有效用户名和密码的所有操作系统用户访问 Oracle ILOM。

■ 本地管理的快速备选方法
通过内部高速专用管理连接执行所有 Oracle ILOM 管理任务。
本地互连管理连接提供比使用传统本地串行控制台或主机键盘控制器样式 (Keyboard
Controller Style, KCS) 接口更为快速的备选方法，以用于本地管理服务器。

有关与 Oracle ILOM SP 建立本地互连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 “本地互连的配置选项” [21]
■ 手动配置本地互连 [22]
■ “主机 OS 互连手动配置准则” [24]
■ “Oracle ILOM SP 互连属性 ” [26]

本地互连的配置选项

本地互连配置选项 说明

自动配置（建议） 安装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2.1.0 或更高版本的软件后，Oracle
ILOM 会自动进行本地互连管理连接的配置。这种情况下无需从 Oracle ILOM 进
行配置。
注 - 要自动配置本地互连连接点，需要接受 Oracle ILOM 中的默认 Host Managed
(hostmanaged) 设置（设置为 True），还需要在服务器上安装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2.1.0 或更高版本软件。

有关使用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进行自动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User's Guide》。

手动配置（高级用户） 如果您是高级网络管理员，不希望通过安装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来自动配置以太网 USB 连接点，则可以选择手动配置内部以太网 USB 接
口上的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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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互连配置选项 说明
有关手动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手动配置本地互连 [22]。

手动配置本地互连

注 - 或者，您可以使用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2.1.0 或更高版本软件来
自动配置受管理服务器上的本地互连连接点。有关本地互连自动配置的说明，请参见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User's Guide》。

开始之前

■ 查看“本地互连的配置选项” [21]。
■ 配置 SP 和主机 OS 之间的本地互连的该手动过程只应由高级用户执行。
■ 该手动过程提供了配置主机 OS 内部连接点的准则，以及选择性地配置 Oracle ILOM

SP 内部连接点的详细步骤。
■ 在修改 Oracle ILOM 中的默认 SP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属性之前，需要已建立

与 Oracle ILOM SP 的网络或本地串行管理连接。

注 - Oracle ILOM 中的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属性不可用于 CMM。但是，您可以
使用 Oracle ILOM CMM CLI 或 Web 界面来导航至并配置安装在机箱中的任何刀片
服务器的 SP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属性。

■ 需要使用预配置的 Oracle ILOM root 帐户或具有 Admin (a) 角色特权的客户配置的
用户帐户，才能修改 Oracle ILOM 中的 SP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属性。

请按照以下步骤手动配置主机 OS 和 Oracle ILOM SP 之间的内部以太网 USB 连接点：

1. 要为主机操作系统手动配置内部以太网 USB 连接参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a.    验证服务器是否支持内部 Ethernet-over-USB 接口。
要验证服务器是否支持与 Oracle ILOM 的本地互连管理连接，请参阅服务器管理指
南中介绍 Oracle ILOM 支持的功能的部分。

b.    确保 OS 软件分发包在受管理服务器上安装了特定于 OS 的以太网设备驱动程序。
如果在操作系统安装期间未提供特定于 OS 的以太网设备驱动程序，可以从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2.1.0 或更高版本软件分发包中获取内部 Ethernet-
over-USB 接口的设备驱动程序。有关如何从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软件分发包中提取该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User's Guide》。

c.    确认受管理服务器上的主机操作系统是否识别内部 Ethernet-over-USB 接口。然后
将网络参数手动分配给主机 OS 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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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准则，请参见“主机 OS 互连手动配置准则” [24]。

2. 要手动修改 Oracle ILOM SP 的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属性，请执行以下步骤：

a.    查看“Oracle ILOM SP 互连属性 ” [26]。

b.    使用 Web 浏览器或 CLI shell 登录到 Oracle ILOM。
有关登录说明，请参见“登录到 Oracle ILOM 服务器 SP 或 CMM” [28]。

c.    要修改 Oracle ILOM 中的 SP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属性，请在适用的 Oracle
ILOM 界面中执行以下步骤。

Oracle ILOM 界面 步骤：

Web 浏览器 1. 在 Oracle ILOM SP Web 界面中，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2. 将页面向下滚动至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部分，然后单击 "Configure"。
3. 在 "Configure USB Ethern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清除 "Host Managed" 对应的复选

框，启用 "State" 对应的复选框，仅在需要时修改为 SP 提供的本地不可路由 IPv4 地址或
网络掩码地址，然后单击 "Save"。

注：除非在网络中与这些参数存在冲突，否则您无需修改分配给 Oracle ILOM SP 的预配
置 IP 地址或网络掩码地址。

CLI shell 1. 导航到受管理服务器上的 /network/interconnect 工作目录。

例如：

在单个服务器 SP CLI 中，键入：cd /SP/network/interconnect

从 CMM CLI 中，键入：cd /Servers/Blades/BLn/network/interconnect

在多域服务器 SP CLI 中，键入： cd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SP/network/
interconnect

2. 要禁用 hostmanaged 属性并将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状态设置为 true，请键入以下内
容：

set hostmanaged=disabled

set state=true

注：除非在网络中与这些参数存在冲突，否则您无需修改分配给 Oracle ILOM SP 的预配
置不可路由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地址。

3. 要修改为 SP 提供的本地不可路由 IPv4 地址或网络掩码地址，请键入以下内容：

set pendingipaddress=specify_new_address set
pendingipnetmask=specify_new_address set commitpending=true

3. 要测试主机 OS 和 Oracle ILOM SP 之间的本地互连管理连接，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在受管理服务器主机操作系统上，使用 Web 浏览器或 CLI shell，通过输入分配给
SP USB 以太网连接点的不可路由 IP 地址登录到 Oracle ILOM SP。
预期结果为：

Web 浏览器连接－此时将显示 Oracle ILOM "Login"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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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hell 连接－此时将显示 Oracle ILOM 的授权提示符。

■ 从主机 OS 对本地互连 SP 地址执行 ping 命令。
有关说明，请参见测试 IPv4 和 IPv6 连接 [117]。

相关信息

■ “主机 OS 互连手动配置准则” [24]
■ “Oracle ILOM SP 互连属性 ” [26]
■ “登录到 Oracle ILOM 服务器 SP 或 CMM” [28]
■ 《Oracle ILOM 安全指南 (3.2.x)》，了解 LAN 互连接口
■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文档库，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pls/

topic/lookup?ctx=ohmp

主机 OS 互连手动配置准则

下表提供了为主机 OS 内部 USB 以太网连接点配置本地网络参数的一般准则。

注 - 安装在受管理服务器上的内部 USB 以太网在系统中显示为传统的以太网接口。为主
机 OS 手动配置本地互连点时，可能需要使用主机 MAC 地址 (hostmacaddress=) 来确定
分配给主机 OS 本地互连点的名称。

表 1 主机 OS 互连手动配置准则

操作系统 手动主机 OS 互连准则

Windows Server 2008 Microsoft Windows 发现受管理服务器上的 Ethernet-over-USB 接口后，将会显示一条消息，
提示您确定 Ethernet-over-USB 接口的设备驱动程序。由于实际不需要任何驱动程序，因此
确定 .inf 文件（可从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软件分发包提取）应当能够满足
Ethernet-over-USB 接口的通信堆栈。

可从 Oracle 软件产品下载页面下载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2.1.0 或更高版本的
软件分发包。

有关如何从 Oracle Server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提取 .inf 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Oracle Server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User's Guide》。

有关介绍如何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中配置 IP 网络参数的其他详细信息，请参见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文档或参阅以下 Microsoft TechNet 站点：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54203%28WS.10%29.aspx

Linux 受管理服务器上支持的大多数 Linux 操作系统安装都包括安装 Ethernet-over-USB 接口的设备
驱动程序。

通常，Linux 操作系统会自动发现 Ethernet-over-USB 接口，该接口在系统中显示为 usb0。但
是，对于给定的Linux 软件分发包，显示的该接口名称可能有所不同。

以下命令行指令说明如何为主机 OS 互连连接（对应于 usb0）配置网络参数：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ohmp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ohmp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54203%28WS.10%2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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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手动主机 OS 互连准则

\>lsusb usb0

\> ifconfig usb0 169.254.182.77

\> ifconfig usb0 netmask 255.255.255.0

\> ifconfig usb0 broadcast 169.254.182.255

\> ifconfig usb0

\> ip addr show usb0

注 - 您可以编写网络参数配置脚本，而无需逐一发出各个 ifconfig 命令。但是，用于配置网
络参数的确切网络脚本在 Linux 软件分发包中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您应参阅通常随每个
Linux 软件分发包一起提供的网络脚本示例。

有关如何使用 Linux 操作系统配置 IP 网络参数的其他详细信息，请参阅 Linux 操作系统文
档。

Solaris 受管理服务器上的大多数 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安装都包括 Ethernet-over-USB 接口的设
备驱动程序。如果未提供该接口的设备驱动程序，可从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2.1.0 或更高版本的软件分发包提取该驱动程序。

有关从管理包提取特定于 Solaris 的 OS 驱动程序的信息，请参阅《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User's Guide》。

通常，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会自动发现 Ethernet-over-USB 接口，该接口在系统中显示为
usbecm0。但是，显示的该接口名称在 Oracle Solaris 软件分发包中可能会有所不同。

以下命令行指令说明如何为主机 OS 互连连接（对应于 usbecm0）配置网络参数。

■ 键入以下命令之一来 plumb（激活）IP 接口或 unplumb（取消激活）IP 接口：

ifconfig usbecm0 plumb

■ 键入以下命令来设置地址信息：

ifconfig usbecm0 netmask 255.255.255.0 broadcast 169.254.182.255 169.254.182.77

■ 要设置接口，请键入：

ifconfig usbecm0 up

■ 要关闭接口，请键入：

ifconfig usbecm0 down

■ 要显示活动的接口，请键入：

ifconfig -a

■ 要测试连接性，请对 Oracle Solaris 主机或 SP 内部 USB 以太网设备执行 ping 命令。

ping <IPv4 address of Oracle Solaris host>

ping <IPv4 address of SP Ethernet-over-USB interface>

注 - 您可以编写网络参数配置脚本，而无需逐一执行各个 ifconfig 步骤。但是，用于配置网
络参数的确切网络脚本在每个 Oracle Solaris 软件分发包中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您应参阅
通常随每个 Oracle Solaris 软件分发包一起提供的网络脚本示例。

有关如何使用 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配置硬件设备的静态 IP 地址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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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ILOM SP 互连属性

下表介绍了在 Oracle ILOM CLI（目标：/network/interconnect）和 Oracle ILOM
Web 界面（"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
"Configure"）中显示的 SP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属性。

表 2 Oracle ILOM SP 互连属性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Host Managed

(hostmanaged=true|false)

Enabled (true) 默认情况下，Host Managed 属性已做好准备，使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软件能够自动配置主机 OS 和 Oracle
ILOM SP 之间的本地互连管理连接。

要防止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软件自动配置本地互
连连接，或者要手动配置主机 OS 和 Oracle ILOM SP 之间的连接
点，Host Managed 属性的值必须设置为 disabled (false)。

注：要防止使用 Ethernet-over-USB 接口，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
同时禁用 (false) Host Managed 属性和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状
态属性。

State

(state=disabled|enabled)

Disabled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中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属性的状态
设置为 disabled。

如果选择手动配置主机 OS 和 Oracle ILOM SP 之间的 Ethernet-
over-USB 连接点，则该属性的值必须设置为 enabled。

IP Address

(pendingipaddress=)

169.254.182.7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为 Oracle ILOM SP Ethernet-over-USB
连接点提供了预配置的不可路由 IPv4 地址。

通常您无需更改预配置的 IP 地址 (169.254.182.76)，除非网络中存
在与该地址冲突的项。

Netmask Address

(pendingipnetmask=)

255.255.255.0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为 Oracle ILOM SP Ethernet-over-USB
连接点提供了预配置的 IPv4 网络掩码地址。

通常您无需更改预配置的 IPv4 网络掩码地址 (255.255.255.0)，除
非网络中存在与该地址冲突的项。

Save

(commitpending=true|false)

对 Oracle ILOM SP Ethernet-over-USB 连接点的 IP Address 或
Netmask Address 所做的任何修改都将被视为暂挂，直到在 CLI 中
提交更改或将更改保存在 Web 界面中。

Service Processor MAC Address
(spmacaddress=)

只读 Service Processor MAC Address 只读属性显示分配给 Oracle
ILOM SP 的 MAC 地址。

Host MAC Address
(hostmacaddress=)

只读 Host MAC Address 只读属性显示分配给受管理服务器的 MAC 地
址，它还显示大多数操作系统如何识别内部 Ethernet-over-USB 接
口。

Connection Type 只读 该 Connection Type 只读属性指示连接类型为内部 USB 以太网。

CLI help 命令 要了解有关显示在 /network/interconnect CLI 目标下的可配置或不
可配置属性的其他信息，可以键入 help 命令，后跟属性名称。

语法： help /SP|CMM/network/interconnect property_name

示例：help /SP/network/interconnect hostman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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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和网络默认属性

为了使部署服务器的过程更为简单直接，Oracle ILOM 预配置为启用了大多数管理服务
端口和标准网络连接属性。但是，为了最大程度确保安全并防止对 Oracle ILOM 进行未
经授权访问，您应禁用任何不需要的管理服务端口的属性。

注 - 与 Oracle ILOM 建立管理连接后，Oracle ILOM 中的默认属性可由客户进行配置。

■ 表 3 “默认情况下启用的管理服务 ”
■ 表 4 “默认情况下启用的网络连接属性 ”

表 3 默认情况下启用的管理服务

管理访问 默认属性 服务端口 要修改可配置属性，请参见：

Web 服务器：Mode ■ Redirect HTTP
Connection to HTTPS

80 表 38 “ Web 服务器配置属性”

Web 服务器：State ■ HTTPS, Enabled 443 表 38 “ Web 服务器配置属性”

Web 服务器：SSL ■ SSLv3 and TLSv1
Enabled

■ Default SSL certificate
■ Default SSL self-signing

private key

- 表 39 “HTTPS Web 服务器的 SSL 证书和私钥配置属
性”

IPMI：State ■ Enabled 623 表 42 “ IPMI 服务配置属性”

注：要获得较高的安全级别，Oracle ILOM IPMI 客户
机应始终支持 IPMI 2.0 模式并在该模式下操作。

SNMP：State ■ SNMPv3, Enabled 161 表 40 “SNMP 配置属性”

单点登录 ■ Enabled 11626 “单点登录服务（默认情况下启用）” [36]

安全 Shell (Secure
Shell, SSH)

■ Enabled
■ RSA and DSA Key

Generation

22 表 41 “SSH 服务器配置属性”

远程 KVMS 重定向
（视频、键盘、鼠标和
存储）

■ Enabled 5120-
5123、
5555、
5556、
7578、7579

使用远程 KVMS 控制台实现主机服务器重定向

服务标签† ■ Enabled 6481 要修改服务标签属性，请键入：

set /SP/services/servicetag state=enabled|
disabled

†用于标识服务器并向 Oracle 服务解决方案提供集成的 Oracle 发现协议。

注 - 有关 Oracle ILOM 使用的默认网络端口的完整列表，请参见“Oracle ILOM 使用的默
认网络端口”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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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默认情况下启用的网络连接属性

网络连接属性 默认值 要修改可配置属性，请参见：

Network: State ■ Enabled

IPv4: Mode ■ DHCP, enabled

表 45 “网络连接标准配置属性 ”

IPv6: State ■ Enabled

IPv6: Mode ■ Auto-Config, Stateless

表 45 “网络连接标准配置属性 ”

Management Port: ■ Dedicated Network Management (MGMT) 表 45 “网络连接标准配置属性 ”

Local Host
Interconnect

■ Host Utilities Managed: Enabled
■ State: Disabled

“专用互连 SP 管理连接” [21]

DNS ■ Auto DNS via DHCP, Enabled 表 47 “DNS 配置属性 ”

Serial Port ■ Owner: Service Processor
■ Baud Rate: 9600
■ Host Flow Control: None

表 48 “串行端口配置属性 ”

User Authentication† ■ Root user account: root
■ Root password: changeme
■ Permitted local accounts：最多 10 个客户可

配置的用户帐户
■ Single Sign On：Enabled，用于远程 KVMS

和 CMM 刀片导航（深入查看）。

“管理用户凭证 ” [33]

†默认情况下，LDAP、RADIUS 和 Active Directory 的属性状态为禁用。

登录到 Oracle ILOM 服务器 SP 或 CMM

Oracle ILOM 具有预配置的用户帐户和默认网络参数，可简化首次登录到 Oracle ILOM
的过程。有关登录到 Oracle ILOM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 登录到 Oracle ILOM SP 或 CMM [28]
■ “IP 网络管理地址的使用准则” [30]
■ “默认情况下启用的预配置用户帐户” [31]
■ “Oracle ILOM 支持的 Web 浏览器” [32]

登录到 Oracle ILOM SP 或 CMM

开始之前

■ 需要已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本地或网络管理连接。
有关说明，请参见“选择并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管理连接” [15]。

■ 需要具有预配置的 Oracle ILOM root 帐户或客户配置的用户帐户，才能登录到
Oracle I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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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预配置的 root 帐户的信息，请参见“默认情况下启用的预配置用户帐
户” [31]。有关如何在 Oracle ILOM 中创建用户帐户的信息，请参见“管理用户凭
证 ” [33]。

要通过本地串行管理连接或网络管理连接登录到 Oracle ILOM，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要登录到 Oracle ILOM，请在适用的 Oracle ILOM 界面中执行以下步骤：

Oracle ILOM 界面 步骤

本地串行控制台（SER MGT 端口） ■ 通过按 Enter 键创建控制台和 Oracle ILOM 之间的连接后，在出现提示时键入
Oracle ILOM 用户名和密码。

例如，键入用户名 root 和密码 changeme。

Web 浏览器 1. 在 Web 浏览器中键入 http://ILOM_SP_or_CMM_ipaddress，然后按 Enter 键。

此时将显示 Oracle ILOM "Login" 页面。

有关输入分配给 Oracle ILOM 的 IP 地址的准则，请参见“IP 网络管理地址的使用准
则” [30]。

2. 通过指定有效的 Oracle ILOM 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 Oracle ILOM Web 界面。

例如，键入用户名 root 和密码 changeme。

此时将显示 Oracle ILOM "Summary" 页面。

CLI 安全 shell 1. 要与 Oracle ILOM CLI 建立 SSH 会话，请打开终端窗口。
2. 要使用默认的 root 帐户登录到 Oracle ILOM，请键入：

$ ssh root@ILOM_SP_or_CMM_ipaddress

Oracle ILOM 将提示您提供 root 密码。
3. 在 "Password" 提示符下，键入 changeme。

此时将显示 Oracle ILOM CLI 提示符 (->)。

要从 CMM CLI 访问刀片服务器 SP，请参阅“Managing Blade Servers From the
CMM CLI”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2. 要退出 Oracle ILOM，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退出 Oracle ILOM Web 界面会话－单击位于 Web 界面页面右上方的 "Log Out"
按钮。

■ 要退出 Oracle ILOM CLI 会话－键入：exit

相关信息
■ “分配系统标识信息” [112]
■ “CLI 和 Web 会话的默认超时” [76]
■ “修改默认管理访问配置属性” [82]
■ “登录时标题消息的管理” [76]
■ 设置和维护用户帐户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2bd161343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2bd161343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2bd161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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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 root 帐户的密码恢复” [40]
■ 设置与 Oracle ILOM 的管理连接和登录
■ 使用远程 KVMS 控制台实现主机服务器重定向
■ “Viewing System Inventory, Health, and Performing Service and Management

Action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CLI Reference for Mapping Management Tasks to CLI Target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执行固件更新” [231]

IP 网络管理地址的使用准则

下表提供的准则有助于确定：(1) 基于默认网络属性分配给 Oracle ILOM SP 或 CMM 的
IP 地址，(2) 接受的 IPv6 语法，以及 3) 不支持的 IPv6 服务器的列表。

表 5 IP 地址标识、IPv6 接受的语法和不支持的 IPv6 服务器

要确定： 准则

分配给 Oracle ILOM 的 IP 地址 要确定分配的 IP 地址，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与 ILOM SP 或 CMM 建立本地串行管理 (SER MGT) 连接。
2. 登录到 Oracle ILOM
3. 使用 show 命令查看以下位置下的 IP 网络属性：

/SP/network，以确定当前分配给 Oracle ILOM 的 IPv4 地址。

/SP/network/ipv6，以确定当前分配给 Oracle ILOM 的 IPv6 地址。

也可以通过网络中的 IPv4 DHCP 服务器或 IPv6 路由设备确定 IP 地址。

IPv6 网络地址的接受的语法 ■ 在 Web 浏览器中输入 URL 时，IPv6 地址必须括在括号中才能正常工作。例如：

https://[ipv6address]
■ 当使用 SSH 建立 Oracle ILOM CLI 会话时，IPv6 地址不应括在括号中。例如：

ssh root@ipv6address
■ 当使用 CLI load -source 命令和 tftp 传输文件时，IPv6 地址必须括在括号中。例如：

load -source tftp://[ipv6address]filename.extension

Oracle SPARC 服务器：

■ T5440
■ T5220
■ T5120
■ T5140
■ T5240
■ T6340

不支持 IPv6 的传统 Oracle 服务器

Oracle Sun Fire 服务器：

■ X414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bcf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bcf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bcf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9142019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914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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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 准则
■ X4150
■ X4240
■ X4440
■ X4450
■ X4600
■ X4600 M2
■ X4640

默认情况下启用的预配置用户帐户

Oracle ILOM 附带称为 root 的预配置 Administrator 用户帐户，以及称为 default 的密
码恢复用户帐户。有关使用这些帐户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表 6 默认情况下启用的本地用户帐户

预配置的用户帐
户

默认登录属性 说明 要进行修改，请参见：

root ■ Username:
root

■ Password:
changeme

Oracle ILOM root 用户帐户是在所有 Oracle ILOM 界面上
均可使用的永久本地用户帐户†，除非您选择删除永久 root
用户帐户。

内置管理特权－root 帐户包括使用所有 Oracle ILOM 特
性、功能和命令的内置管理特权（读和写）。

建议的安全操作－为防止对受管理服务器或 CMM 进行未经
授权的访问，您应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修改每个 Oracle ILOM 服务处理器 (service processor,
SP) 或机箱监视模块 (chassis monitoring module, CMM)
上提供的默认 root 密码 (changeme)。

－或者－
■ 删除 Oracle ILOM SP 和 Oracle ILOM CMM 上提供的预

配置 root 帐户。

在删除预配置的 root 帐户之前，必须将 root 帐户替换
为客户可配置的本地用户帐户或目录服务，如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注：如果将 root 帐户密码设置为 changeme（默认密码），
则登录时会在 CLI 中显示一条警告消息，在 Web 界面页面
的顶部也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管理用户凭证 ” [33]

default ■ Username:

default

■ Password:

defaultpassword

Oracle ILOM 中提供的预配置 default 用户帐户仅限用于密
码恢复情况。

仅限本地串行控制台－预配置的 default 用户帐户只能通过
本地串行连接使用。此外，您必须能够证明亲临服务器或
CMM 现场。

使用方案－如果在将 root 帐户替换为客户可配置的帐户之前
删除 Oracle ILOM 中的 root 帐户，则可以使用 default 帐

“默认 root 帐户的密码恢
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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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配置的用户帐
户

默认登录属性 说明 要进行修改，请参见：

户登录到 Oracle ILOM，并使用正常的 Oracle ILOM 命令来
创建新帐户。

相关信息：

■ 表 13 “恢复预配置的 root 帐户或 root 帐户密码（仅适
用于 CLI）”

■ （亲临现场）“分配系统标识信息” [112]

†Oracle ILOM Web 界面、CLI shell、本地串行控制台和 IPMI。

Oracle ILOM 支持的 Web 浏览器

Oracle ILOM 支持在 SP、CMM、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和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上使用以下 Web 浏览器。

表 7 Oracle ILOM 支持的 Web 浏览器

操作系统 Web 浏览器

Oracle Solaris 10、11 ■ Mozilla Firefox ESR 17
■ Mozilla Firefox ESR 24

Oracle Linux 6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 SuSE
Linux Enterprise 11 Ubuntu Linux LTS 12

■ Google Chrome 31
■ Mozilla Firefox ESR 17
■ Mozilla Firefox ESR 24

Microsoft Windows 7 ■ Google Chrome 31
■ Internet Explorer 8、9、10
■ Mozilla Firefox ESR 17
■ Mozilla Firefox ESR 24

Microsoft Windows 8 ■ Google Chrome 31
■ Internet Explorer 10
■ Mozilla Firefox ESR 17
■ Mozilla Firefox ESR 24

Apple Mac OS X 10.7†‡ ■ Safari 5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中的存储重定向功能在 Macintosh 浏览器客户机中不受支持。此外，国际键盘在
Macintosh 浏览器客户机中也不受支持。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在 Macintosh 浏览器客户机中不受支持。

配置 Oracle ILOM 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安全性

可以选择禁用或启用 Oracle ILOM 中所有可配置的属性，从而使 Oracle ILOM 管理环境
更为安全。有关在 Oracle ILOM 中增强安全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Oracle ILOM
安全指南》中介绍的安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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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和维护用户帐户

说明 链接

有关验证配置选项、用户角色特权、单点登录服务、许可的
用户会话、SSH 密钥配置、更改或恢复预配置的 root 帐户
和密码的信息，请参阅本部分。

■ “管理用户凭证 ” [33]

有关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本地用户帐户的要求和说明，请
参阅本部分。

■ “配置本地用户帐户 ” [41]

有关为所有本地用户帐户配置密码策略的信息，请参阅本部
分。

■ “管理本地用户的密码策略限制” [43]

有关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Active Directory 客户机的要求
和说明，请参阅本部分。

■ “配置 Active Directory ” [46]

有关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LDAP/SSL 客户机或 LDAP 客户
机的要求和说明，请参阅这些部分。

■ “配置 LDAP/SSL” [55]
■ “配置 LDAP” [63]

有关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RADIUS 客户机的要求和说明，
请参阅本部分。

■ “配置 RADIUS ” [66]

相关信息

■ “Manage User Accounts Using SNMP” in 《Oracle ILOM Protocol Management
Reference for SNMP and IPMI Firmware Release 3.2.x》

■ “Deployment Security Best Practices for Oracle ILOM” in 《Oracle ILOM Security
Guide Firmware Releases 3.0, 3.1, and 3.2》

■ “默认情况下启用的预配置用户帐户” [31]

管理用户凭证
用户对 Oracle ILOM 的访问权限由已验证身份的用户帐户控制。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
各个功能时所需的授权通过分配给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的一组用户角色进行管理。

首次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用户凭证时，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最多配置 10 个本地用户
帐户，也可以选择配置一个集中式验证服务以允许其他用户帐户。

有关 Oracle ILOM 中支持的用户凭证配置选项的更多详细信息以及有关管理 Oracle
ILOM 中的用户凭证的一般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 “受支持的用户验证配置选项” [3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biajcdc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biajcdc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SGbgbffda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SGbgbff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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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分配的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 [35]
■ “单点登录服务（默认情况下启用）” [36]
■ “支持的最大用户会话数” [37]
■ “管理每个受管理设备的用户已验证身份会话” [37]
■ “使用本地用户 SSH 密钥进行 CLI 验证 ” [39]
■ “安全操作：更改默认 root 帐户密码” [39]
■ “默认 root 帐户的密码恢复” [40]
■ “支持的文件传输方法” [40]

受支持的用户验证配置选项
在选择和配置希望如何在 Oracle ILOM 中实现用户验证之前，请考虑以下信息。

表 8 用户验证配置选项

选项 功能和注意事项

Local User Account Authentication ■ 最多可在 Oracle ILOM 本地存储 10 个可配置的用户帐户。
■ 附带两个预配置的用户帐户以便快速部署和维护：root 用户帐户和

default 用户帐户（请参见“默认情况下启用的预配置用户帐户” [31]）。
■ 用于授予对各个 Oracle ILOM 功能的只读或读写访问权限的可配置用户角

色特权（请参见“可分配的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 [35]）。
■ 用于本地和远程管理的安全用户验证和授权。
■ 为每个 SP 和 CMM 单独维护 Oracle ILOM 用户凭证。

有关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本地用户帐户的其他信息，请参见“配置本地用户
帐户 ” [41]。

Authentication Directory Service ■ 为 10 个以上的本地用户帐户提供对 Oracle ILOM 的用户访问权限。
■ 允许系统管理员集中创建和维护所有 Oracle ILOM 实例（本地网络环境中

的所有受管理服务器 SP 和 CMM）的用户凭证。
■ 允许已验证身份的 Oracle ILOM 用户有权访问所有 Oracle ILOM 实例。
■ 允许系统管理员配置用户验证规则以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功能。

表 9 支持的验证目录服务

验证服务 说明

Active Directory Active Directory 是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附带的分
布式服务。默认情况下 Active Directory 服务是安全的。

有关配置 Oracle ILOM 以使用 Active Directory 验证服务的其他
信息，请参见“配置 Active Directory ” [46]。

LDAP/SSL 默认情况下 LDAP/SSL 验证服务是安全的。它支持可选的严格认
证模式，该模式需要使用安全证书。

有关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LDAP/SSL 客户机的信息，请参
见“配置 LDAP/SSL” [55]。

LDAP LDAP (v2) 验证服务的安全性低于 LDAP/SSL 的安全性。仅当了
解并接受安全限制时才可配置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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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服务 说明
有关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LDAP 客户机的其他信息，请参
见“配置 LDAP” [63]。

RADIUS 远程验证拨入用户服务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vice, RADIUS) 是一种网络协议，它使用客户机/服务器模型提
供用户验证和授权。

有关配置 Oracle ILOM 以使用 RADIUS 验证服务的其他信息，请
参见“配置 RADIUS ” [66]。

可分配的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

在创建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期间，系统管理员会分配一组特权，用于授予用户访问
Oracle ILOM 中各个功能和操作的权限。Oracle ILOM 中的这些特权称为用户角色。

Oracle ILOM 最多可提供六个预定义的用户角色。系统管理员可以分配用于授予用户特
权或撤销用户特权的角色。

除了用户角色，Oracle ILOM 还提供称为 Administrator、Operator 和 Advanced Roles
的用户配置文件。利用这些用户配置文件，系统管理员可以一次为一个用户分配多个特
权。

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 Administrator 或 Operator 配置文件为一个用户帐户分配一组预定
义的用户角色。或者，系统管理员可以配置 Advanced Roles 配置文件以向一个帐户分
配六个预定义用户角色中的任意角色。

所有用户特权均可从 Web 界面或 CLI 分配给用户帐户。有关由单个配置文件或用户角
色授予的特权的说明，请参见以下各表：

■ 表 10 “ 由用户配置文件授予的特权”
■ 表 11 “ 由单个用户角色授予的特权”

表 10 由用户配置文件授予的特权

Web 属性 CLI 属性 由配置文件授予的特权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配置文件预定义有以下用户角色。

■ Admin (a)
■ User Management (u)
■ Console (c)
■ 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 Read-Only (o)

有关由每个用户角色授予的特权的说明，请参见表 11 “ 由单个用户角色授予的特
权”。

Operator operator Operator (operator) 配置文件预定义有以下用户角色：

■ Consol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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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属性 CLI 属性 由配置文件授予的特权
■ 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 Read-Only (o)

有关由每个用户角色授予的特权的说明，请参见表 11 “ 由单个用户角色授予的特
权”。

Advanced Roles a|u|c|r|o|s Advanced Roles 配置文件选项是用户只能通过 Web 界面才可配置的选项。利用
Advanced Roles 配置文件选项，系统管理员可以为一个用户帐户分配以下六个用户
角色中的任意角色：

■ Admin (a)
■ User Management (u)
■ Console (c)
■ 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 Read-Only (o)
■ Service (s)

注 - 可以从 CLI 将相同的六个用户角色 (a|u|c|r|o|s) 分别分配给一个用户帐户。

有关由每个用户角色授予的特权的说明，请参见表 11 “ 由单个用户角色授予的特
权”。

表 11 由单个用户角色授予的特权

用户角色 授予的特权

Admin (a) Admin (a) 用户角色（如果已启用）将授予所有 Oracle ILOM 系统管理功能的读取
和写入权限，但需要 Admin (a) 角色来启用以下附加用户角色的功能除外：User
Management (u)、Reset and Host Control (r)、Console (c) 和 Service (s)。

User Management (u) User Management (u) 用户角色（如果已启用）将授予所有 Oracle ILOM 用户管理验证
功能的读取和写入权限。

Console (c) Console (c) 用户角色（如果已启用）将授予执行以下远程控制台管理功能时所需的读
取和写入权限：远程控制台锁定选项、SP 控制台历史记录选项、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以及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用户角色（如果已启用）将授予执行以下主机管理功能时所
需的读取和写入权限：主机引导设备控制、运行和配置诊断实用程序、重置 SP、重置
CMM、子组件服务操作、故障管理操作、SPARC TPM 管理操作以及 SNMP MIB 下载
操作。

Read-Only (o) Read-Only (o) 用户角色将授予查看所有 Oracle ILOM 配置属性的状态以及更改分配给
单个用户帐户的帐户密码时所需的只读权限。

Service (s) Service (s) 用户角色（如果已启用）将授予在需要现场服务时为 Oracle 服务工程师提
供协助所需的读取和写入权限。

a|u|c|r|o 所有这些用户角色的组合 (aucro)（如果已启用）将授予在 Oracle ILOM 中执行备份和
恢复配置功能时所需的读取和写入权限。

单点登录服务（默认情况下启用）

Oracle ILOM 中的单点登录 (Single Sign-On, SSO) 功能是 Oracle 专用协议服务，该服
务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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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ILOM SP Web 界面已验证身份的用户启动 KVMS 应用程序（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或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且无需用户重新输入
其密码。

■ Oracle ILOM CMM 已验证身份的用户导航到机箱中安装的各个受管理刀片服务器，
且无需用户重新输入其密码。有关从 CMM Web 界面或 CLI 管理刀片服务器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Getting Started With Oracle ILOM 3.2.x”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中 SSO 服务的属性状态为启用。要修改此属性状态，请参
见下表。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service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User Accounts" > "Single Sign On"
■ 用户角色：Admin (a)（修改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ingle Sign On

(/sso state=)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SSO State CLI 语法示例

单个服务器 SP 或 CMM：

set /SP|CMM/services/sso state=enabled|disabled

多域服务器 SP：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SP/services/sso/state=enabled|disabled

支持的最大用户会话数

对于单个服务器 SP 或 CMM，Oracle ILOM 最多支持 10 个并发的活动用户会话。某些
SPARC 单个服务器 SP 限定于最多 5 个并发的活动用户会话。而且，如果 SPARC 服
务器是一个多服务器 SP，则每个 SP 最多允许 25 个并发的活动用户会话。

注 - 活动用户会话被视为与 Oracle ILOM 的以下任意连接：串行控制台、安全 Shell
(Secure Shell, SSH) 或 Web 界面。

管理每个受管理设备的用户已验证身份会话

通过使用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系统管理员可以识别当前已登录到 Oracle
ILOM 的用户的列表，以及他们启动的会话的类型（Web、控制台或 shell）。系统管理
员还可以使用 CLI 或 Web 界面来终止 Oracle ILOM 中的活动用户会话。有时可能需要
终止用户会话，例如，如果用户在外出度假前忘记了退出其会话。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3d3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3d316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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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删除某个用户帐户不会自动终止在 Oracle ILOM 中为该用户保留的活动用户会话。

要查看活动用户会话的列表或者终止某个活动用户会话，请参见下表。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session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Sessions"
■ 用户角色：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终止用户会话。

属性 说明

Active Sessions

(/sessions)

要从 Web 界面查看当前已登录到 Oracle ILOM 的用户的列表，请单击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Sessions"。

显示活动会话－CLI 语法

■ 在单个服务器 SP 或 CMM 中，键入：

show /SP|CMM/sessions

■ 在多域服务器 SP 中，键入：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SP/sessions

对 /session type= shell | console | web | snmp |video redirection | serialredirection 显示
的可能的属性值

■ Shell - SSH 会话或 IPMI 会话的活动的 CLI 会话。
■ Console - 通过串行控制台端口进行的活动的控制台会话。
■ Web - 活动的 Web 浏览器会话。
■ SNMP - 活动的 SNMP 会话。
■ Video Redirection - 活动的主机 KVM 重定向或活动的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视频重定向。
■ Serial Redirection - 活动的主机串行重定向或活动的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串行重定向。

对 /session mode= normal | service | escalation 显示的可能的属性值

"Active Session" > "Terminate"

(/sessions)

要从 Web 界面删除某个活动用户会话，请单击 "User Management" > "Sessions"，然后
从表格中选择一个用户会话并单击 "Terminate"。

此时将出现一条确认消息，单击 "OK" 继续或者单击 "Cancel" 取消操作。

删除活动会话－CLI 语法

■ 在单个服务器 SP 或 CMM 中，键入：

delete /SP|CMM/sessions/n
此时将出现一条确认消息，键入 "Y" 继续或者键入 "N" 取消操作。

■ 在多服务器 SP 或 CMM 中，键入：

delete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SP/sessions/n

此时将出现一条确认消息，键入 "Y" 继续或者键入 "N" 取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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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地用户 SSH 密钥进行 CLI 验证
作为使用标准用户密码的一种替代方法，系统管理员可以将生成的公共 SSH 密钥文件
与用户帐户关联，以通过安全 shell 获取对 Oracle ILOM CLI 的访问。通过将生成的公
共 SSH 密钥文件与 Oracle ILOM 帐户关联，自动化脚本可在 Oracle ILOM 中安全执行
SP 命令，而无需手动干预或嵌入明文密码。

将公共 SSH 密钥文件附加到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之前，必须首先使用 SSH 连接工具
（例如 ssh-keygen）生成私钥和公钥对并将生成的 SSH 密钥文件存储在远程 SSH 系
统上。

要将生成的用户公共 SSH 密钥文件上载并附加到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或将用户公
共 SSH 密钥文件从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中删除，请参见下表。

表 12 添加或删除每个本地用户帐户的公共 SSH 密钥文件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user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User Accounts" > "SSH Key"
■ 用户角色：Read-only (o)（用于个人 SSH 密钥），User Management (u)（用于其他用户 SSH 密钥）

属性 说明

Key Upload - File Transfer
Options

(set load_uri=)

Browser|TFTP|SFTP|SCP|HTTP|HTTPS|Paste

有关每个文件传输方法的说明，请参见表 14 “ 文件传输方法 ”。

Add SSH Key

(/ssh/keys/1)

Add SSH Key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users/user_account_name/ssh/keys/1 load_uri=transfer_method://username:
password@ipaddress_or_hostname/directorypath/filename

示例：

set /SP/users/adminuser/ssh/keys/1 load_uri=scp://adminuser:userpswd@198.51.100.4/keys/
sshkey_1.pub

Delete SSH Key

(clear action=true)

Delete SSH Key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users/user_account_name/ssh/keys/1 clear_action=true

键入 y 以清除公共 SSH 密钥或键入 n 以取消操作。

Save 仅限 Web 界面。要应用在 "SSH Key" 对话框中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安全操作：更改默认 root 帐户密码

为了首次登录并访问 Oracle ILOM，系统附带了默认的管理员 (root) 帐户及其密码。要
构建安全的环境，必须在初次登录到 Oracle ILOM 之后更改默认管理员 (root) 帐户的默
认密码 (changeme)。如果此默认管理员 (root) 帐户已更改，请与您的系统管理员联系，
获取具有管理员特权的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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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在 Oracle ILOM 中修改用户帐户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表 16 “ 查看、修改或
删除用户帐户”。

默认 root 帐户的密码恢复

如有必要，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预配置的 Oracle ILOM default 用户帐户密码来恢复预
配置的 Oracle ILOM 本地 root 帐户或本地 root 帐户的密码。有关进一步的恢复说明，
请参见下表。

表 13 恢复预配置的 root 帐户或 root 帐户密码（仅适用于 CLI）

先决条件 说明

■ 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本
地串行管理连接

■ 亲临受管理服务器现场，
如果 "Physical Presence
State" 为 enabled（默认
值）

1. 建立到 Oracle ILOM 的本地串行管理连接并使用 default 用户帐户登录到 Oracle ILOM。例
如：

SUNSP-0000000000 login: default Press and release the physical presence button.Press

return when this is completed...

2. 证明您亲临服务器现场。

有关如何证明亲临现场的相关说明，请参阅服务器硬件文档。如果您的服务器硬件文档没有
关于亲临现场的说明，请与 Oracle 服务代表联系。

3. 返回到串行控制台并按 Enter 键。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密码。
4. 键入 default 用户帐户的密码：defaultpassword。
5. 重置帐户密码或重新创建 root 帐户。

有关创建或修改用户帐户或密码的主题，请参阅本表中的“相关信息”部分。

相关信息

■ “安全操作：更改默认 root 帐户密码” [39]
■ 配置与 Oracle ILOM 的专用本地管理连接 [20]
■ （亲临现场）“分配系统标识信息” [112]
■ “管理本地用户的密码策略限制” [43]
■ 表 15 “创建用户帐户并分配用户角色”
■ 表 16 “ 查看、修改或删除用户帐户”

支持的文件传输方法

Oracle ILOM 支持以下用于将文件（例如 SSH 密钥或安全证书）上载到 Oracle ILOM
的传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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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文件传输方法

文件传输方法 说明

浏览器 Browser 文件传输方法仅适用于 Web 界面。利用此方法能够选择系统上本地存储的文件，也可以选择网
络共享中远程存储的文件。

TFTP TFTP 文件传输方法需要您指定 TFTP 主机名以及用于将指定文件上载到 Oracle ILOM 的目录路径。

FTP FTP 文件传输方法需要您指定 FTP 主机系统名、FTP 主机用户名和密码以及用于上载指定文件的目录路
径。

SFTP SFTP 文件传输方法需要您指定 SFTP 主机系统名称、SFTP 主机用户名和密码，以及指定文件的目录路
径。

SCP SCP 文件传输方法需要您指定 SCP 主机系统名称、SCP 主机用户名和密码，以及指定文件的目录路径。

HTTP HTTP 文件传输方法需要您指定 HTTP 主机系统名称、HTTP 用户名和密码，以及指定文件的目录路径。

HTTPS HTTPS 文件传输方法需要您指定 HTTPS 主机系统名称、HTTP 主机用户名和密码，并指定文件的目录路
径。

Paste Paste 文件传输方法仅适用于 Web 界面。此方法提供了一个文本框用于粘贴定制证书文件。

配置本地用户帐户
系统管理员在 Oracle ILOM 中最多可以创建和维护 10 个本地用户帐户。有关在 Oracle
ILOM 中使用可配置属性创建或维护本地用户帐户的说明，请参见以下各表：

■ 表 15 “创建用户帐户并分配用户角色”
■ 表 16 “ 查看、修改或删除用户帐户”

表 15 创建用户帐户并分配用户角色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user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User Account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说明

"Users" > "Add"

(user_name password=
role = )

user_name |Password=|Role=administrator |operator|advanced (a|u|c|r|o|s)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填充 "Add User" 属性，然后确认密码并分配用户角色。

用户名必须为 4 到 16 个字符，必须以字母字符开头，且不能使用空格。密码必须为 8 到 16 字符
且区分大小写。可使用除冒号和空格外的任何字符。

用于创建用户的 CLI 语法：

create /SP|CMM/users/user_name_for_account password= password_for_account
role=administrator|operator|a|u|c|r|o|s

语法示例：

create /SP/users user5 password=administrator role=aucr

注：通过 CLI 添加用户帐户时，不必提供角色或密码的属性值。角色将默认为 Read-Only (o)，并
且 CLI 将提示您提供密码并确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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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user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User Account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说明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在 "Add User" 对话框中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表 16 查看、修改或删除用户帐户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user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User Account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说明

Users

(/users)

查看 Oracle ILOM 中配置的本地用户帐户。

用于查看用户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users  语法示例：

show /SP/users

"Users" > "Edit"

(/user_name
password= role=)

Password=user_configurable|role=administrator |operator|advanced (a|u|c|r|o|s)

编辑针对密码和用户角色的适用 User 属性。密码必须为 8 到 16 字符且区分大小写。可使用除冒号和
空格外的任何字符。请注意，不能修改预配置的 root 用户的用户角色。

Web 界面－单击 "Save" 应用在 "Edit User" 对话框中所做的更改。

用于编辑用户帐户的 CLI 语法：

set /SP|CMM/users user_name password=assign_new_password
role=administrator|operator|a|u|c|r|o|s

语法示例：set /SP/users user5 password=administrator role=auco

"Users" > "Delete"

(/user_name)

指定要删除的用户帐户的名称。出现提示时，确认操作。

用于删除用户帐户的 CLI 语法：

delete /SP|CMM/users/user_name

语法示例：

delete /SP/users/user5

相关信息

■ “管理本地用户的密码策略限制” [43]
■ 表 10 “ 由用户配置文件授予的特权”
■ 表 16 “ 查看、修改或删除用户帐户”
■ 表 6 “默认情况下启用的本地用户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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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恢复预配置的 root 帐户或 root 帐户密码（仅适用于 CLI）”
■ “使用本地用户 SSH 密钥进行 CLI 验证 ” [39]
■ “安全操作：更改默认 root 帐户密码” [39]
■ 表 15 “创建用户帐户并分配用户角色”

管理本地用户的密码策略限制

自固件发行版 3.2.5 起，Oracle ILOM 对所有本地用户帐户强制执行密码策略。密码策
略附带一组默认的密码策略限制。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按原样使用默认属性，也可以对
其进行修改以满足密码策略需求。

注 - 应该在创建本地用户帐户之前设置对密码策略属性的修改。如果在配置本地用户帐
户后修改密码策略属性，Oracle ILOM 将自动：1) 删除所有本地用户帐户的配置，并 2)
恢复系统最初附带的默认 root 帐户。

每当更改或创建本地用户帐户密码时，Oracle ILOM 都会自动强制执行所有配置的密码
策略限制。

有关修改提供的默认密码策略限制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部分：

■ 修改本地用户的密码策略限制 [43]
■ “密码策略管理属性和默认值” [45]

修改本地用户的密码策略限制

开始之前

■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配置密码策略属性。
■ 密码策略仅适用于本地用户帐户。它对诸如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等远程用户验

证服务帐户没有影响。
■ 保存对密码策略属性所做的更改时，将会发生以下情况：

■ 从 Oracle ILOM 中删除所有本地用户帐户配置。
■ 恢复系统附带的默认本地用户帐户 (root)。
■ 以 root 用户身份初次登录时，系统将提示 root 用户更改 root 帐户密码。

请按照以下步骤为所有本地用户帐户设置密码策略。

1. 在 Oracle ILOM 中查看当前的密码策略属性：

■ Web：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Passwor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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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show /SP/preferences/password_policy

2. 根据需要修改适用的密码策略属性：

■ Web：执行以下步骤：

a.    在 "Minimum Length" 文本框中，指定一个从 8 到 16 之间的数字。

b.    要启用某个复选框的属性，请选中该复选框。要禁用某个复选框的属性，请清
除该复选框。
有关每个密码策略属性的说明，请参见表 17 “密码策略管理属性”。

c.    单击 "Save" 保存更改。
此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Clicking 'OK' will cause all user accounts to be deleted and restored

to factory defaults.Click 'Cancel' to not change the password policy

and keep current user accounts.

d.    单击 "OK" 继续保存更改并更新密码策略限制；否则，单击 "Cancel"。
如果单击 "OK"，将删除所有用户定义的本地帐户配置，并将默认 root 帐户的
密码恢复为其默认密码。

■ CLI：执行以下步骤：

a.    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set /SP/preferences/password_policy/policy=[min_length].[restrictions]

其中：

■ min_length = 最小密码长度为 8 到 16 个字符（必需）
■ . = 最小长度值后跟的一个分隔符（句点）（必需）
■ restrictions = 以下一个或多个字符：

■ u = 密码必须至少包含一个大写字母（可选）
■ l = 密码必须至少包含一个小写字母（可选）
■ n = 密码必须至少包含一个数字（可选）
■ s = 密码必须至少包含一个符号（可选）
■ h = 密码历史记录检查处于启用状态（可选）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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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密码策略属性设置为最小长度为 10 个字符且必须至少包含一个大写字母
和一个数字，应该键入：
set /SP/preferences/password_policy/policy=10.un

有关每个密码策略属性的说明，请参见表 17 “密码策略管理属性”。

b.    按 Enter 键。此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All user accounts will be deleted.The system will restore factory

default users.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

c.    键入 Y 保存更新的密码策略限制；否则，键入 N 取消更改。
如果键入 Y，将删除所有用户定义的本地帐户配置，并将默认 root 帐户的密码
恢复为其默认密码。

相关信息：
■ “Securing Oracle ILOM User Access” in 《Oracle ILOM Security Guide Firmware

Releases 3.0, 3.1, and 3.2》
■ “Post Deployment Considerations for Securing User Access” in 《Oracle ILOM

Security Guide Firmware Releases 3.0, 3.1, and 3.2》
■ “安全操作：更改默认 root 帐户密码” [39]
■ “默认 root 帐户的密码恢复” [40]
■ “配置本地用户帐户 ” [41]

密码策略管理属性和默认值
下表介绍了 Oracle ILOM 密码策略功能的 CLI 和 Web 属性。

表 17 密码策略管理属性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Minimum
Length

(8-16)

8 从 8 到 16 之间的任意值

"Minimum Length" 属性定义本地用户帐户密码必须至少包含多少个字符
才符合策略。

Uppercase
Letters

(u)

Disabled，无
限制

Disabled（无限制）| Enabled（必须至少包含 1 个）

"Uppercase Letters" 属性控制本地用户帐户密码是否必须至少包含一个
大写字母才符合策略。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不要求在本地用户帐户密码中使用大写字
母。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启用 "Uppercase Letters" 属性来强制本地用
户使其密码至少包含一个大写字母。

Lowercase
Letters

Disabled，无
限制

Disabled（无限制）| Enabled（必须至少包含 1 个）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SGz40005661394259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SGz40005661394259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SGz4002aeb139299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SGz4002aeb139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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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默认值 说明

(l) "Lowercase Letters" 属性控制本地用户帐户密码是否必须至少包含一个
小写字母才符合策略。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不要求在本地用户帐户密码中使用小写字
母。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启用 "Lowercase Letters" 属性来强制本地用
户使其密码至少包含一个小写字母。

Numbers

(n)

Disabled，无
限制

Disabled（无限制）| Enabled（必须至少包含 1 个）

"Numbers" 属性控制本地用户帐户密码是否必须至少包含一个数字字符
才符合策略。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不要求在本地用户帐户密码中使用数字字
符。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启用 "Numbers" 属性来强制本地用户使其密码
至少包含一个数字字符。

Symbols

(s)

Disabled，无
限制

Disabled（无限制）| Enabled（必须至少包含 1 个）

允许的符号包括：! @ # $ % ^ & * ( )

"Symbols" 属性控制本地用户帐户密码是否必须至少包含一个符号字符
才符合策略。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不要求在本地用户帐户密码中使用符号。系
统管理员可以通过启用 "Symbols" 属性来强制本地用户使其密码至少包
含一个符号字符。
注 - 扩展 ASCII 符号和冒号 (:) 不是可接受的密码字符。

History

(h)

Disabled，无
限制

Disabled（无限制）| Enabled（不能使用以前的 5 个密码）

"History" 属性控制 Oracle ILOM 是否阻止本地用户使用过去的五个密
码。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不限制本地用户重用过去五个密码中的任意
一个。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启用 "History" 属性来阻止本地用户重用以前
的密码。

配置 Active Directory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服务来验证 Oracle ILOM 用户，也可以定义用户授权级别来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功能。此服务基于客户机/服务器查询模型，该模型使用已分配的用户密码来验证
Active Directory 用户。

默认情况下，Active Directory 服务状态属性在 Oracle ILOM 中为禁用。要启用 Active
Directory 服务状态并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Active Directory 客户机，请参见以下各
表：

■ 表 18 “启用 Active Directory 验证 ”
■ 表 19 “ 上载或删除 Active Directory 证书文件”
■ 表 20 “选择性地配置 Active Directory 组”
■ 表 21 “ 配置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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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 选择性地配置 Active Directory 备用服务器”
■ 表 23 “ 选择性地编辑 DNS 定位器查询”
■ 表 24 “ Active Directory 验证的故障排除准则”

表 18 启用 Active Directory 验证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Directory" > "Setting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Active Directory 客户机之前，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必须配置有用户或用户组。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e

(state=)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要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Active Directory 客户机，必须将 State 属性设置为 enabled。

State 属性为 enabled 且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属性为 disabled 时，Oracle ILOM 会在
用户验证时通过安全通道提供 Active Directory 服务证书的某种验证。

State 属性为 enabled 且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属性为 enabled 时，Oracle ILOM 会在
用户验证时通过安全通道完全验证 Active Directory 服务证书的数字签名。

Stat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state=disabled|enabled
Roles

(defaultrole=)

None (server
authorization)

Administrator |Operator |Advanced |None (server authorization)

要定义 Oracle ILOM 中哪些功能可由已验证身份的 Active Directory 用户访问，请将默
认 Role 属性设置为以下接受的四个属性值之一：Administrator (a|u|c|r|o)、Operator (c|
r|o)、Advanced (a|u|c|r|o|s) 或 None (server authorization)。

将默认的 Role 属性设置为一个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后，用于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
功能的授权级别由已配置的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授予的特权指定。有关分配的特权的
说明，请参见下面的“相关信息”部分中列出的用户角色和用户配置文件主题。

将 Role 属性设置为 None (server authorization) 并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使用 Active
Directory 组后，用于使用 Oracle ILOM 中功能的授权级别由 Active Directory 组指定。
有关进一步的配置详细信息，请参见下面的“相关信息”部分中列出的“Active Directory 组”
主题。

Role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defaultrole=administrator|operator|a|u|c|r|o|s|none

相关信息：

■ 表 10 “ 由用户配置文件授予的特权”
■ 表 10 “ 由用户配置文件授予的特权”
■ 表 20 “选择性地配置 Active Directory 组”

Address

(address=)

0.0.0.0 IP address| DNS host name（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

要配置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网络地址，请使用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 IP 地址或
DNS 主机名填充 "Address" 属性。如果使用 DNS 主机名，则 Oracle ILOM 中的 DNS
配置属性必须配置正确且可运行。



配置 Active Directory

48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版 3.2.x） • 2015 年 10 月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Directory" > "Setting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Active Directory 客户机之前，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必须配置有用户或用户组。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Addres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address=active_directory_server
ip_address|active_directory_server_dns_host_name

相关信息：

■ 表 47 “DNS 配置属性 ”

Port

(port=)

0 (Auto-select) 0 Auto-select | Non-standard TCP port

Oracle ILOM 使用标准 TCP 端口与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进行通信。

Port Auto-select 属性为 enabled 时，默认情况下会将 Port 编号设置为 0。Port Auto-
select 属性为 disabled 时，Web 界面中的 Port number 属性会变为用户可配置状态。

提供可配置的 "Port" 属性，以防 Oracle ILOM 需要使用非标准 TCP 端口。

Po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port=number
Timeout

(timeout=)

4 seconds 4 |user-specified

Timeout 属性指定等待单个事务完成时所需的秒数。该值不代表完成所有事务的总时
间，因为配置不同，事务数也会不同。

默认情况下，Timeout 属性设置为 4 秒。如有必要，可根据需要调整此属性值，以在无
法访问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或该服务器不响应时微调响应时间。

Timeou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timeout=number_of_seconds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strictcertmode=)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属性为 enabled 时，Oracle ILOM 在验证时会完全验证 Active
Directory 证书中的数字签名。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属性为 "Disabled" 时，Oracle ILOM 会在验证时通过安全通道
提供受限的服务器证书验证。
注意 - 启用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属性之前，必须先装入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证书。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strictcertmode=disabled|enabled

相关信息：

■ 表 19 “ 上载或删除 Active Directory 证书文件”

DNS Locator
Mode

Disabled Disabled | Enabled



配置 Active Directory

设置和维护用户帐户 49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Directory" > "Setting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Active Directory 客户机之前，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必须配置有用户或用户组。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dnslocatorqueries) 要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使用 "DNS Locator Queries" 获取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列
表，请将 "DNS Locator Mode" 属性设置为 "Enable"。

DNS Locator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dnslocatorqueries/1=disabled|enabled

相关信息：

■ 表 23 “ 选择性地编辑 DNS 定位器查询”

Expanded
Search Mode

(expsearchmode=)

Disabled Disabled | Enabled

要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使用其他搜索选项查找 Active Directory 用户条目，请将
Expanded Search Mode 属性设置为 enabled。

"Expanded Search Mode" 属性为 "Disabled" 时，Oracle ILOM 将使用
userPrincipleName 搜索用户条目。在这种情况下，userPrincipleName 必须具有全限定
域名 (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 FQDN) 后缀。

Expanded Search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expsearchmode=disabled|enabled
Strict Credential
Error Mode

(strictcredentialerrormode=)

Disabled Disabled | Enabled

"Strict Credential Error Mode" 属性为 "Enabled" 且从任意服务器报告用户凭证错误后，
Oracle ILOM 将使这些用户凭证失效。

Strict Credential Error Mode 属性为 disabled 时，Oracle ILOM 将为要验证的其他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提供用户凭证（配置为备用服务器或由 DNS 定位器查询发
现）。

Strict Credential Error Mode 配置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strictcredentialerrormode=disabled|enabled

相关信息：

■ 表 19 “ 上载或删除 Active Directory 证书文件”

Log Detail

(logdetail=)

无 None | High | Medium | Low |Trace

要为 Active Directory 事件指定 Oracle ILOM 事件日志中记录的诊断信息量，请将 Log
Detail 属性设置为接受的属性值之一。

Log Detail 对应的 CLI 配置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logdetail=none|high|medium|low|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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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Directory" > "Setting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Active Directory 客户机之前，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必须配置有用户或用户组。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在 "Active Directory Settings" 页面中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表 19 上载或删除 Active Directory 证书文件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cert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Directory" > "Certificate Information"
■ 用户角色：(u) User Management（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Certificate File
Status

(certstatus=)

只读 Certificate present |Certificate not present

Certificate File Status 属性指示 Active Directory 证书是否已上载到 Oracle ILOM
中。
注意 - 启用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属性之前，Active Directory 证书文件必须先上载
到 Oracle ILOM 中。

用于显示证书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cert

File Transfer Method Browser（仅适用
于 Web 界面）

Browser|TFTP|FTP|SCP|Paste

有关每个文件传输方法的详细说明，请参见表 14 “ 文件传输方法 ”。

Load Certificate

(load_uri=)

Web 界面－单击 "Load Certificate" 按钮上载在 "File Transfer Method" 属性中定义
的 Active Directory 证书文件。

用于装入证书的 CLI 语法：

load_uri=file_transfer_method://host_address/file_path/filename
Remove Certificate

(clear_action=true)

Web 界面－单击 "Remove Certificate" 按钮删除目前存储在 Oracle ILOM 中的
Active Directory 证书文件。出现提示时，键入 y ("Yes") 删除或键入 n ("No") 取消操
作。

用于删除证书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cert clear_action=true

－或者－

re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cert

出现提示时，键入 y 删除，或键入 n 取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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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选择性地配置 Active Directory 组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Directory" > "(Name) Groups"
■ 用户角色：(u) User Management（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 Activity Directory 组之前，Active Directory 组必须存在于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且已分配有成员。

属性 说明

Admin Groups

(/admingroups/1|2|3|4|5)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 "Admin Group" 属性（而不是 "Role" 属性）来提供
用户授权。

Oracle ILOM 最多支持配置五个 "Admin Group"。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Admin Group" 属性时，
将检查用户的组成员关系是否与 admin 表中定义的任意组相匹配。如果出现匹配项，则授予该用户
Administrator 级别访问权限。

注－Oracle ILOM 根据在每个配置的组表中找到的匹配组（Operator、Administrator 或 Custom）来
授予组成员一个或多个授权级别。

使用以下可能值填充 Oracle ILOM 中每个 Active Directory Admin Group 的配置属性：

■ DN 格式：CN=admingroup,OU=groups,DC=domain,DC=company,DC=com
■ NT 域格式：domain\admingroup
■ 完整域格式：DC=domain,DC=company,DC=com\admingroup
■ 简单名称格式：admingroup

（最多为 128 个字符）

Admin Groups 对应的 CLI 配置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admingroups/n name=string

语法示例：

set /SP/clients/activedirectory/admingroups/1/

name=CN=spSuperAdmin,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com

Set 'name' to 'CN=spSuperAdmin,OU=Groups,DC=sales,DC=oracle, DC=com'

Operator Groups

(/operatorgroups/1|2|3|4|5)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 "Operator Group" 属性（而不是 "Role" 属性）来提
供用户授权。

Oracle ILOM 最多支持配置五个 "Operator Group"。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Operator Group" 属性
时，将检查用户的组成员关系是否与 operator 表中定义的任意组相匹配。如果出现匹配项，则授予
该用户 Operator 级别访问权限。

注－Oracle ILOM 根据在每个配置的组表中找到的匹配组（Operator、Administrator 或 Custom）来
授予组成员一个或多个授权级别。

使用以下可能值填充 Oracle ILOM 中每个 Operator Group 的配置属性：

■ DN 格式：CN=operatorgroup,OU=groups,DC=domain,DC=company,DC=com
■ NT 域格式：domain\operatorgroup
■ 完整域格式：DC=domain,DC=company,DC=com\operatorgroup
■ 简单名称格式：operatorgroup

（最多为 128 个字符）

Operator Groups 对应的 CLI 配置语法：



配置 Active Directory

52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版 3.2.x） • 2015 年 10 月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Directory" > "(Name) Groups"
■ 用户角色：(u) User Management（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 Activity Directory 组之前，Active Directory 组必须存在于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且已分配有成员。

属性 说明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operatorgroups/n name=string

语法示例：

set /SP/clients/activedirectory/operatorgroups/1

name=CN=spSuperOper,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com

Set 'name' to 'CN=spSuperOper,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 com''

Host Groups Active Directory Host Groups 属性是 Oracle 多域 SPARC 服务器系统所特有的。

对于多域 SP 服务器系统，Oracle ILOM 允许系统管理员最多配置 10 个用于 Active Directory 用户验
证的主机组。

Host Groups 对应的 CLI 配置语法：

set /SP/clients/activedirectory/hostgroups/n/ name=string hosts=string roles=string

其中：

■ name= 是一个读写属性，它为指定的主机组提供 Active Directory 组名称。
■ hosts= 是一个读写属性，它列出此主机组为之分配角色的 PDomain。
■ roles= 是一个读写属性，它为主机组指定特定于域的特权级别。此属性支持 a、c 和 r 的任意主机

角色 ID 组合（例如 acr），其中 a=admin、c=console 且 r=reset。

有关为多域服务器 SP 系统配置 "Host Group" 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适用于 Oracle 服务器的
管理指南。

Custom Groups

(/customgroups/1|2|3|4|5)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在 Oracle ILOM 中最多配置五个 "Custom Group" 属性来提供用户授权。
Oracle ILOM 在验证属于定制组成员的用户时使用 "Custom Group" 属性确定要分配的相应用户角
色。

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Custom Groups" 时，必须配置 "Roles" 属性和 "Custom Groups" 属性。有
关 "Roles" 的配置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表 18 “启用 Active Directory 验证 ” 中的 "Roles" 属性。

注－Oracle ILOM 根据在每个配置的组表中找到的匹配组（Operator、Administrator 或 Custom）来
授予组成员一个或多个授权级别。

使用以下可能值填充 Oracle ILOM 中每个 "Custom Group" 的配置属性：

■ 用户角色：administrator |operator|advanced (a|u|c|r|o|s)
■ DN 格式：CN=customgroup,OU=groups,DC=domain,DC=company,DC=com
■ NT 域格式：domain\customgroup
■ 完整域格式：DC=domain,DC=company,DC=com\customgroup
■ 简单名称格式：customgroup

（最多为 128 个字符）

Custom Groups 对应的 CLI 配置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customgroups/n name=string
roles=administrator|operator|a|u|c|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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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Directory" > "(Name) Groups"
■ 用户角色：(u) User Management（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 Activity Directory 组之前，Active Directory 组必须存在于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且已分配有成员。

属性 说明
语法示例：

set /SP/clients/activedirectory/customgroups/1

name=CN=spSuperOper,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com roles=au

Set 'name' to 'CN=spSuperOper,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com'' roles' to 'au'

相关信息：

■ “可分配的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 [35]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对 "Admin Groups"、"Operator Groups" 或 "Custom Groups" 对话框中的属性所
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表 21 配置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域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userdomains/n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Directory" > "User Domain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 Activity Directory 用户域之前，Active Directory 用户域必须存在于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且已分配有成

员。

属性 说明

User Domains

(1|2|3|4|5)

系统管理员最多可以配置五个用户域。定义一个或多个用户域后，Oracle ILOM 将依次使用这些属
性，直到能够验证 Active Directory 用户。

使用以下可能值填充 Oracle ILOM 中每个 User Domain 的配置属性：

■ UPN 格式：<USERNAME>@domain.company.com
■ DN 格式：CN=<USERNAME>,CN=Users,DC=domain,DC=company,DC=com

注 - 您可以将 <USERNAME> 用作字面值。将 <USERNAME> 用作字面值时，Oracle ILOM 会在用
户验证期间将 <USERNAME> 替换为当前输入的登录名。

User Domain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userdomains/n name=string

示例 1：name=CN=<USERNAME>

set /SP/clients/activedirectory/userdomains/1/name=CN<USERNAME>, OU=Groups, DC=sales, DC-

Oracle, DC=com

Set 'name' to 'CN=<USERNAME>,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com'

示例 2：name=CN=spSuperAdmin

set /SP/clients/activedirectory/userdomains/1/

name=CN=spSuperAdmin,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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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userdomains/n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Directory" > "User Domain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 Activity Directory 用户域之前，Active Directory 用户域必须存在于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且已分配有成

员。

属性 说明

Set 'name' to 'CN=spSuperAdmin,OU=Groups,DC=sales,DC=oracle, DC=com'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在 "Active Directory User Domains" 对话框中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表 22 选择性地配置 Active Directory 备用服务器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alternateservers/n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Directory" > "Alternate Server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说明

Alternate Servers

(/1|2|3|4|5)

通过 Oracle ILOM，系统管理员可以最多配置五个 Active Directory 备用服务器。

备用服务器提供验证冗余，并在需要隔离域时提供要使用的其他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的选项。

每个 Active Directory 备用服务器使用的用户授权规则和要求与主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使用的用
户授权规则和要求相同。例如，Oracle ILOM 将使用 Roles 属性中配置的用户角色来验证用户。但
是，如果未配置 Roles 属性，Oracle ILOM 将查询验证服务器是否具有合适的授权角色。

每个 Active Directory 备用服务器均具有其自身的网络地址、端口、证书状态属性和用于上载和删除
证书的命令。如果未提供 Active Directory 证书但又需要此证书，Oracle ILOM 将使用顶级主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证书。
注 - 如果将备用服务器用于提供验证冗余，则可以选择性地启用 "Strict Credential Error Mode" 属
性。但是，如果将备用服务器用于跨接不相交的域，则应禁用 "Strict Credential Error Mode" 属性。
有关 "Strict Credential Error Mode" 的配置属性，请参见表 18 “启用 Active Directory 验证 ”。

备用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alternateservers/n address=sting port=string

备用服务器证书对应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alternateservers/n/cert

load_uri=file_transfer_method://host_address/file_path/filename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alternateservers/n/cert clear_action=true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在 "Active Directory Alternate Servers" 对话框中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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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选择性地编辑 DNS 定位器查询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dnslocatorquerie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Active Directory" > "DNS Locator Querie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DNS Locator
Queries

(/1)

_ldap._tcp.gc._msdcs.<DOMAIN>.
<PORT:3269>

DNS Locator
Queries

(/2)

_ldap._tcp.dc._msdcs.<DOMAIN>.
<PORT:636>

通过 Oracle ILOM，您可以最多配置五个 DNS 定位器查询。

DNS 定位器查询可标识已命名的 DNS 服务和端口 ID。端口 ID 通常是
记录的一部分，但可以使用格式 <PORT:636> 对其进行覆盖。此外，您
可以通过使用 <DOMAIN> 替换标记覆盖特定域的已命名 DNS 服务。

用于显示和编辑 DNS 定位器查询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dnslocatorqueries/1

set /SP|CMM/clients/activedirectory/dnslocatorqueries/1

service = string

service= string 的 DNS Locator Queries 语法示例：

service =_ldap._tcp.gc._msdcs.<DOMAIN>.<PORT:nnnn>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在 "Active Directory DNS Locator Queries" 对话框中
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表 24 Active Directory 验证的故障排除准则

对 Oracle ILOM 中的 Active Directory 验证和授权尝试进行故障排除时，请参阅以下准则。

■ 要测试和诊断 Active Directory 验证，请执行以下步骤：

1：将 Active Directory Log Details 属性设置为 trace。

2：尝试验证 Oracle ILOM 以生成事件。

3：查看 Oracle ILOM 事件日志文件。
■ 确保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中配置的用户组和用户域与 Oracle ILOM 中配置的用户组和用户域匹配。
■ Oracle ILOM Active Directory 客户机不会管理时钟设置。可手动或通过 NTP 服务器配置 Oracle ILOM 中的时钟设置。

注：使用 NTP 服务器配置 Oracle ILOM 中的时钟设置时，Oracle ILOM 在启动 NTP 守护进程之前将使用 NTP 服务器执行
ntpdate。

相关信息：

■ 表 18 “启用 Active Directory 验证 ”
■ “Managing Oracle ILOM Log Entrie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设置 SP 或 CMM 时钟的属性 ” [113]

配置 LDAP/SSL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使用 LDAP/SSL 目录服务来验证
Oracle ILOM 用户，也可以定义用户授权级别来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功能。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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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LDAP/SSL 服务状态属性在 Oracle ILOM 中为禁用。要启用 LDAP/SSL
服务状态并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LDAP/SSL 客户机，请参见以下各表：

■ 表 25 “启用 LDAP/SSL 验证 ”
■ 表 26 “ 上载或删除 LDAP/SSL 证书文件”
■ 表 27 “选择性地配置 LDAP/SSL 组”
■ 表 28 “ 配置 LDAP/SSL 用户域”
■ 表 29 “ 选择性地配置 LDAP/SSL 备用服务器”
■ 表 30 “ LDAP/SSL 验证的故障排除准则”

表 25 启用 LDAP/SSL 验证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ssl/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SSL" > "Setting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配置 Oracle ILOM 之前，LDAP/SSL 服务器必须配置有用户或用户组。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e

(state=)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要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使用 LDAP/SSL 验证和授权目录服务，请将 State 属性设置为
enabled。

当 State 属性设置为 disabled 时，将禁止 Oracle ILOM 将 LDAP/SSL 服务用于用户验
证和授权级别。

当 State 属性为 enabled 且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属性为 disabled 时，Oracle ILOM 在
进行用户验证时会通过安全通道提供 LDAP/SSL 服务证书的某种验证。

当 State 属性为 enabled 且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属性为 enabled 时，Oracle ILOM 在
进行用户验证时会通过安全通道完全验证 LDAP/SSL 服务证书的数字签名。

Stat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 state=disabled|enabled
Roles

(defaultrole=)

None (server
authorization)

Administrator |Operator |Advanced |None (server authorization)

要定义 Oracle ILOM 中哪些功能可由已验证身份的 LDAP/SSL 用户访问，请将默认
Role 属性设置为以下接受的四个属性值之一：Administrator (a|u|c|r|o)、Operator (c|r|
o)、Advanced (a|u|c|r|o|s) 或 None (server authorization)。

将默认的 Roles 属性设置为一个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后，用于使用 Oracle ILOM 中功
能的授权级别由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授予的用户特权指定。有关分配的特权的说明，
请参见下面的“相关信息”部分中列出的各表，以了解用户角色和用户配置文件。

将默认的 Roles 属性设置为 None (server authorization) 并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使用
LDAP/SSL 组后，用于使用 Oracle ILOM 中功能的授权级别由 LDAP/SSL 组指定。有关
进一步的 LDAP/SSL 配置详细信息，请参见下面的“相关信息”部分中列出的介绍 LDAP/
SSL 组的表。

Role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

defaultrole=administrator|operator|a|u|c|r|o|s|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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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ssl/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SSL" > "Setting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配置 Oracle ILOM 之前，LDAP/SSL 服务器必须配置有用户或用户组。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相关信息：

■ 表 10 “ 由用户配置文件授予的特权”
■ 表 11 “ 由单个用户角色授予的特权”
■ 表 27 “选择性地配置 LDAP/SSL 组”

Address

(address=)

0.0.0.0 IP address| DNS host name（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

要配置 LDAP/SSL 服务器的网络地址，请使用 LDAP/SSL IP 地址或 DNS 主机名填充
"Address" 属性。如果使用 DNS 主机名，则 Oracle ILOM 中的 DNS 配置属性必须配置
正确且可运行。

Addres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 address=LDAP/SSL_server
ip_address|active_directory_server_dns_host_name

相关信息：

■ 表 47 “DNS 配置属性 ”

Port

(port=)

0 Auto-select 0 Auto-select | Non-standard TCP port

Oracle ILOM 使用标准 TCP 端口与 LDAP/SSL 服务器进行通信。

Port Auto-select 属性为 enabled 时，默认情况下会将 Port 编号设置为 0。

Port Auto-select 属性为 disabled 时，Web 界面中的 Port number 属性会变为用户可配
置状态。

提供可配置的 "Port" 属性，以防 Oracle ILOM 需要使用非标准 TCP 端口。

Po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 port=number
Timeout

(timeout=)

4 seconds 4 |user-specified

默认情况下，Timeout 属性设置为 4 秒。如有必要，可调整此属性值，以在无法访问
LDAP/SSL 服务器或该服务器不响应时微调响应时间。

Timeout 属性指定等待单个事务完成时所需的秒数。该值不代表完成所有事务的总时
间，因为配置不同，事务数也会不同。

Timeou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 timeout=number_of_seconds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strictcert
mode=)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如果启用，Oracle ILOM 会在验证时通过安全通道完全验证 LDAP/SSL 证书签名。

如果禁用，Oracle ILOM 会在验证时通过安全通道提供受限的服务器证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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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ssl/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SSL" > "Setting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配置 Oracle ILOM 之前，LDAP/SSL 服务器必须配置有用户或用户组。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注意 - 启用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属性之前，必须先将 LDAP/SSL 服务器证书上载到
Oracle ILOM。

Strict Certificate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 strictcertmode=disabled|enabled

相关信息：

■ 表 26 “ 上载或删除 LDAP/SSL 证书文件”

Optional User
Mapping

(/optionalUsermapping)

Disabled Disabled | Enabled

如果未将 uid 用作用户域登录名的一部分，则通常会使用 Optional User Mapping 属
性。如果在用户验证时需要将简单用户登录名转换为域名，则将 Optional User Mapping
属性设置为 enabled。

■ State－启用后，可配置用于用户凭证验证的备用属性。
■ Attribute Information－使用接受的输入格式 (&(objectclass=person)

(uid=<USERNAME>)) 输入属性登录信息。利用 Attribute Information 能够使 LDAP/
SSL 查询基于提供的属性登录信息搜索用户域名。

■ Searchbase－将 Searchbase 属性设置为搜索基对象的标识名或 Oracle ILOM 应从
中查找 LDAP 用户帐户的 LDAP 树的一个分支。输入格式：OU={organization},DC=

{company},DC={com}

■ Bind DN－将 Bind DN 属性设置为 LDAP 服务器上的只读代理用户的标识名
(Distinguished Name, DN)。Oracle ILOM 必须对 LDAP 服务器具有只读访问权限，
才能搜索和验证用户。输入格式：OU={organization},DC={company},DC={com}

■ Bind Password－将 Bind Password 属性设置为只读代理用户的密码。

Optional User Mapping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optionalUsermapping/

attributeInfo=<string> searchbase=<string> binddn=cn=proxyuser,
ou=organization _name, dc=company, dc=com bindpw=password

Log Detail

(logdetail=)

无 None | High | Medium | Low |Trace

要为 LDAP/SSL 事件指定 Oracle ILOM 事件日志中记录的诊断信息类型，请将 Log
Detail 属性设置为五个接受的属性值（none、high、medium、low 或 trace）之一。

Log Detail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 logdetail=none|high|medium|low|trace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在 "LDAP/SSL Settings" 页面中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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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上载或删除 LDAP/SSL 证书文件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ssl/cert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SSL" > "Certificate Information"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Certificate File
Status

(certstatus=)

只读 Certificate Present |Certificate Not Present

Certificate File Status 属性指示 LDAP/SSL 证书是否已上载到 Oracle ILOM。

用于显示证书状态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clients/ldapssl/cert

File Transfer Method Browser（仅适用
于 Web 界面）

Browser|TFTP|FTP|SCP|Paste

有关每个文件传输方法的详细说明，请参见表 14 “ 文件传输方法 ”。

Load Certificate

(load_uri=)

Web 界面－单击 "Load Certificate" 按钮上载在 "File Transfer Method" 属性中指定
的 LDAP/SSL 证书文件。

用于装入证书的 CLI 语法：

load_uri=file_transfer_method://host_address/file_path/filename
Remove Certificate

(clear_action=true)

Web 界面－单击 "Remove Certificate" 按钮删除目前存储在 Oracle ILOM 中的
LDAP/SSL 证书文件。出现提示时，单击 "Yes" 继续操作，或单击 "No" 取消操作。

用于删除证书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cert clear_action=true

－或者－

reset /SP|CMM/clients/ldapssl/cert

出现提示时，键入 y 继续操作，或键入 n 取消操作。

表 27 选择性地配置 LDAP/SSL 组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ssl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SSL" > "(Name) Group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 LDAP/SSL 组之前，LDAP/SSL 组必须存在于 LDAP/SSL 服务器上且已分配有成员。

属性 说明

Admin Groups

(/admingroups/1|2|3|4|5)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 "Admin Group" 属性（而不是 "Role" 属性）来提供
用户授权。

Oracle ILOM 最多支持配置五个 "Admin Group"。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Admin Group" 属性时，
将检查用户的组成员关系是否与 admin 表中定义的任意组相匹配。如果出现匹配项，则授予该用户
Administrator 级别访问权限。

注－Oracle ILOM 根据在每个配置的组表中找到的匹配组（Operator、Administrator 或 Custom）来
授予组成员一个或多个授权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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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ssl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SSL" > "(Name) Group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 LDAP/SSL 组之前，LDAP/SSL 组必须存在于 LDAP/SSL 服务器上且已分配有成员。

属性 说明
Admin Group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admingroups/n name=string

语法示例：

set /SP/clients/ldapssl/admingroups/1/

name=CN=spSuperAdmin,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com

Set 'name' to 'CN=spSuperAdmin,OU=Groups,DC=sales,DC=oracle, DC=com'

Operator Groups

(/operatorgroups/1|2|3|4|5)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 "Operator Group" 属性（而不是 "Role" 属性）来提
供用户授权。

Oracle ILOM 最多支持配置五个 "Operator Group"。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Operator Group" 属性
时，将检查用户的组成员关系是否与 operator 表中定义的任意组相匹配。如果出现匹配项，则授予
该用户 Operator 级别访问权限。

注－Oracle ILOM 根据在每个配置的组表中找到的匹配组（Operator、Administrator 或 Custom）来
授予组成员一个或多个授权级别。

Operator Group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operatorgroups/n name=string

语法示例：

set /SP/clients/ldapssl/operatorgroups/1

name=CN=spSuperOper,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com

Set 'name' to 'CN=spSuperOper,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 com''

Host Groups LDAP/SSL Host Groups 属性是 Oracle 多域 SPARC 服务器系统所特有的。

对于多域 SP 服务器系统，Oracle ILOM 允许系统管理员最多配置 10 个用于 LDAP/SSL 用户验证的
主机组。

Host Groups 对应的 CLI 配置语法：

set /SP/clients/ldapssl/hostgroups/n/ name=string hosts=string roles=string

其中：

■ name= 是一个读写属性，它为指定的主机组提供 Active Directory 组名称。
■ hosts= 是一个读写属性，它列出此主机组为之分配角色的 PDomain。
■ roles= 是一个读写属性，它为主机组指定特定于域的特权级别。此属性支持 a、c 和 r 的任意主机

角色 ID 组合（例如 acr），其中 a=admin、c=console 且 r=reset。

有关为多域服务器 SP 系统配置 "Host Group" 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Oracle 服务器附带的管
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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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ssl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SSL" > "(Name) Group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 LDAP/SSL 组之前，LDAP/SSL 组必须存在于 LDAP/SSL 服务器上且已分配有成员。

属性 说明

Custom Groups

(/customgroups/1|2|3|4|5)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在 Oracle ILOM 中最多配置五个 "Custom Groups" 属性来提供用户授权。
Oracle ILOM 在验证属于定制组成员的用户时使用 "Custom Group" 属性确定要分配的相应用户角
色。

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Custom Groups" 时，必须配置 "Roles" 属性和 "Custom Groups" 属性。有
关 "Roles" 的配置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表 25 “启用 LDAP/SSL 验证 ” 中的 "Roles" 属性。

注－Oracle ILOM 根据在每个配置的组表中找到的匹配组（Operator、Administrator 或 Custom）来
授予组成员一个或多个授权级别。

Custom Group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customgroups/n name=string roles=administrator|
operator|a|u|c|r|o|s

语法示例：

set /SP/clients/ldapssl/customgroups/1

name=CN=spSuperOper,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com roles=au

Set 'name' to 'CN=spSuperOper,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 com'' roles' to 'au'

相关信息：

■ “可分配的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 [35]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对 "Admin Groups"、"Operator Groups" 或 "Custom Groups" 对话框中的属性所
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表 28 配置 LDAP/SSL 用户域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ssl/userdomains/n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SSL" > "User Domain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用户域之前，用户域必须存在于 LDAP/SSL 服务器上且已分配有成员。

属性 说明

User Domains

(/1|2|3|4|5)

系统管理员最多可以配置五个用户域。定义一个或多个用户域后，Oracle ILOM 将依次使用这些属
性，直到能够验证 LDAP/SSL 用户。

使用以下可能值填充 Oracle ILOM 中每个 User Domain 的配置属性。

■ UID 格式：uid=<USERNAME>,ou=people,dc=company,dc=com
■ DN 格式：CN=<USERNAME>,CN=Users,DC=domain,DC=company,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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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ssl/userdomains/n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SSL" > "User Domain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先决条件：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用户域之前，用户域必须存在于 LDAP/SSL 服务器上且已分配有成员。

属性 说明
注 - 您可以将 <USERNAME> 用作字面值。将 <USERNAME> 用作字面值时，Oracle ILOM 会在用
户验证期间将 <USERNAME> 替换为当前输入的登录名。

在配置用户域后，您可以根据需要通过附加 <BASE:string> 属性来指定特定搜索基。有关语法详细信
息，请参见下面的“示例 3”。

User Domain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userdomains/n domain=string

示例 1：domain=CN=<USERNAME>

set /SP/clients/ldapssl/userdomains/1 domain=CN=<USERNAME>,OU=Groups,DC=sales,DC-

oracle,DC=com

Set 'domain' to 'CN=<USERNAME>,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com'

示例 2：domain=CN=spSuperAdmin

set /SP/clients/ldapssl/userdomains/1

domain=CN=spSuperAdmin,OU=Groups,DC=sales,DC=oracle,DC=com

Set 'domain' to 'CN=spSuperAdmin,OU=Groups,DC=sales,DC=oracle, DC=com'

示例 3：使用 <BASE:string> 的 Searchbase 语法

set /SP/clients/ldapssl/userdomains/1

domain=uid=<USERNAME>,ou=people,dc=oracle,dc=com<BASE:ou=doc,dc=oracle,dc=com>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在 "LDAP/SSL User Domain" 对话框中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表 29 选择性地配置 LDAP/SSL 备用服务器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ssl/alternateservers/n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SSL" > "Alternate Server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说明

Alternate Servers

(/1|2|3|4|5)

通过 Oracle ILOM，您可以最多配置五个 LDAP/SSL 备用服务器。

备用服务器提供验证冗余，并在需要隔离域时提供要使用的其他 LDAP/SSL 服务器的选项。

每个 LDAP/SSL 备用服务器使用的用户授权规则和要求与主 LDAP/SSL 服务器使用的用户授权规则
和要求相同。例如，Oracle ILOM 将使用 Roles 属性中配置的用户角色来验证用户。但是，如果未
配置 Roles 属性，Oracle ILOM 将查询验证服务器是否具有合适的授权角色。

每个备用服务器均具有其自身的网络地址、端口、证书状态属性和用于上载和删除证书的命令。如
果未提供 LDAP/SSL 证书但又需要此证书，Oracle ILOM 将使用顶级主 LDAP/SSL 服务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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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ssl/alternateservers/n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SSL" > "Alternate Server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说明
用于备用服务器地址和端口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ssl/alternateservers/n address=sting port=string

用于备用服务器证书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clients/ldapssl/alternateservers/n/cert

load_uri=file_transfer_method://host_address/file_path/filename

set /SP|CMM/clients/ldapssl/alternateservers/n/cert clear_action=true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在 "LDAP/SSL Alternate Servers" 对话框中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表 30 LDAP/SSL 验证的故障排除准则

对 Oracle ILOM 中的 LDAP/SSL 验证和授权尝试进行故障排除时，请参阅以下准则。

■ 要测试 LDAP/SSL 验证并将 Oracle ILOM 事件日志设置为跟踪 LDAP/SSL 事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1：将 LDAP/SSL Log Details 属性设置为 trace。

2：尝试验证 Oracle ILOM 以生成事件。

3：查看 Oracle ILOM 事件日志文件。
■ 确保 LDAP/SSL 服务器中配置的用户组和用户域与 Oracle ILOM 中配置的用户组和用户域匹配。
■ Oracle ILOM LDAP/SSL 客户机不会管理时钟设置。可手动或通过 NTP 服务器配置 Oracle ILOM 中的时钟设置。

注：使用 NTP 服务器配置 Oracle ILOM 中的时钟设置时，Oracle ILOM 在启动 NTP 守护进程之前将使用 NTP 服务器执行
ntpdate。

相关信息：

■ 表 25 “启用 LDAP/SSL 验证 ”
■ “Managing Oracle ILOM Log Entrie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设置 SP 或 CMM 时钟的属性 ” [113]

配置 LDAP

系统管理员可以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使用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LDAP) 服务来验证用户。此服务基于客户机/服务器查询模型，该模型
使用只读代理用户帐户查询 LDAP 服务器来进行用户验证。

默认情况下，LDAP 服务状态属性在 Oracle ILOM 中为禁用。要启用 LDAP 服务状态并
配置属性以将 LDAP 目录服务用于用户验证，请参见以下各表：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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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 “ 允许 Oracle ILOM 作为 LDAP 客户机的要求” 允许 Oracle ILOM 作为 LDAP
客户机的要求

■ 表 32 “允许 Oracle ILOM 使用 LDAP 验证” 允许 Oracle ILOM 使用 LDAP 验证

表 31 允许 Oracle ILOM 作为 LDAP 客户机的要求

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LDAP 客户机之前，必须正确配置 LDAP 服务器。在配置 LDAP 服务器以将 Oracle ILOM 识别为 LDAP
客户机时，请参阅以下准则和“相关信息”部分。

■ 确保将 LDAP 服务器设置为使用默认密码 {crypt} 格式。要进行 Oracle ILOM 验证的所有 LDAP 用户的密码都必须采用以下
两种 {crypt} 格式之一存储：

userPassword: {CRYPT}ajCa2He4PJhNo

userPassword: {CRYPT}$1$pzKng1$du1Bf0NWBjh9t3FbUgf46

■ 请参阅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Schema (RFC 2307)（Internet 工程任务组架构 (RFC 2307)）以添加 posixAccount
和 shadowAccount 的对象类，然后填充以下项的所需属性值：

- uidnumber

- gidnumber

- uid（Oracle ILOM 用户名）
■ 使 LDAP 服务器能够接受匿名绑定，或在 LDAP 服务器上创建一个代理用户，该代理用户对将进行 Oracle ILOM 验证的所有

用户帐户具有只读访问权限。

相关信息：

■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Schema (RC2307)（Internet 工程任务组架构 (RC2307)）(http://www.ietf.org/rfc/
rfc2307.txt)

表 32 允许 Oracle ILOM 使用 LDAP 验证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 Setting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e

(state=)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要使 Oracle ILOM 能够使用 LDAP 目录服务来验证用户，请将 State 属性设置为
enabled。

State 属性为 enabled 后，Oracle ILOM 将查询 LDAP 服务器来验证 LDAP 用户。

Stat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 state=disabled|enabled
Roles

(defaultrole=)

Operato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Advanced

要定义 Oracle ILOM 中哪些功能可由已验证身份的 LDAP 用户访问，请将默认 Roles 属
性设置为以下三个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之一：Administrator (a|u|c|r|o)、Operator (c|r|
o) 或 Advanced (a|u|c|r|o|s)

用于使用 Oracle ILOM 中功能的授权级别由配置的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授予的用户特
权指定。有关分配的特权的说明，请参见下面的“相关信息”部分中列出的用户角色和用户
配置文件主题。

http://www.ietf.org/rfc/rfc2307.txt
http://www.ietf.org/rfc/rfc230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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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 Setting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Role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

defaultrole=administrator|operator|a|u|c|r|o|s

相关信息：

■ 表 10 “ 由用户配置文件授予的特权”
■ 表 11 “ 由单个用户角色授予的特权”

Address

(address=)

0.0.0.0 IP address| DNS host name（LDAP 服务器）

要配置 LDAP 服务器网络地址，请使用 LDAP 服务器 IP 地址或 DNS 主机名填充
"Address" 属性。如果使用 DNS 主机名，则 Oracle ILOM 中的 DNS 配置属性必须配置
正确且可运行。

Addres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 address=ldap_server
ip_address|ldap_server_dns_host_name

相关信息：

■ 表 47 “DNS 配置属性 ”

Port

(port=)

389 389 | User-specified TCP port

Oracle ILOM 使用 TCP 端口 389 与 OpenLDAP 服务器进行通信。

如有必要，可通过修改默认端口号 389 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使用其他端口。

Po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 port=number
Searchbase

(searchbase=)

ou=organization_unit |dn=domain_name|dc=domain|

Searchbase 是 LDAP 树中 Oracle ILOM 要从中进行搜索以验证用户凭证的位置。

使用搜索基对象的标识名或 Oracle ILOM 应从中搜索 LDAP 用户帐户的 LDAP 树分支通
过接受的输入格式填充 "Searchbase" 属性。

例如，要在 MyCompany.com 域中搜索 IT 容器，应指定以下搜索基：

ou=IT, dc=mycompany, dc=.com

Searchbas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 searchbase= ou=organization_name,
dn=domain_name, dc=domain

Bind DN

(binddn=)

ou=organization_unit |dn=domain_name|dc=domain|cn=common_name

要为 Oracle ILOM 提供对 LDAP 服务器的只读访问权限，请使用只读代理用户的标识名
(Distinguished Name, DN) 填充 "Bind DN"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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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ldap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LDAP Setting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注：Oracle ILOM 必须对 LDAP 服务器具有只读访问权限，才能搜索和验证 LDAP 用
户。

Bind DN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 binddn=cn=proxyuser, ou=organization _name,
dc=domain

Bind Password

(bindpw=)

要为 Oracle ILOM 提供只读代理用户的密码，请使用密码填充 "Bind Password" 属性。

Bind Password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ldap/ bindpw=password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在 "LDAP Settings" 页面中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配置 RADIUS
系统管理员可以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使用远程身份验证拨入用户服务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 RADIUS) 来验证用户。此服务基于客户机/服务
器查询模型，该模型使用共享密钥密码来验证用户。Oracle ILOM RADIUS 客户机和
RADIUS 服务器必须已知共享密钥密码，因为此密码从不通过网络传输。

默认情况下，RADIUS 服务状态属性在 Oracle ILOM 中为 disabled。要启用 RADIUS
服务状态并将 Oracle ILOM 属性配置为 RADIUS 客户机，请参见下表：

表 33 允许 Oracle ILOM 使用 RADIUS 客户机服务器验证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radiu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RADIUS Setting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要求：RADIUS 服务器必须预配置有用户和共享密钥密码。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e

(state=)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要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RADIUS 客户机，请将 State 属性设置为 Enabled。

State 属性为 enabled 时，Oracle ILOM 会将用户登录数据发送到 RADIUS 服务器以进
行用户验证和授权。

RADIUS Stat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radius/ state=disabled|enabled
Roles Operato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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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ents/radiu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User Management" > "RADIUS Settings"
■ 用户角色：User Management (u)（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要求：RADIUS 服务器必须预配置有用户和共享密钥密码。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defaultrole=) 要定义 Oracle ILOM 中的哪些功能可由已验证身份的 RADIUS 用户访问，请将默认
Roles 属性设置为以下三个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之一：Administrator (a|u|c|r|o)、
Operator (c|r|o)、Advanced (a|u|c|r|o|s)。

用于使用 Oracle ILOM 中功能的授权级别由配置的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授予的特权指
定。有关分配的特权的说明，请参见下面的“相关信息”部分中列出的用户角色和用户配置
文件表。

Role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radius/

defaultrole=administrator|operator|a|u|c|r|o|s

相关信息：

■ 表 10 “ 由用户配置文件授予的特权”
■ 表 11 “ 由单个用户角色授予的特权”

Address

(address=)

0.0.0.0 IP address| DNS host name（LDAP 服务器）

要配置 RADIUS 服务器的网络地址，请使用 RADIUS 服务器 IP 地址或 DNS 主机名填
充 "Address" 属性。如果指定 DNS 主机名，则 Oracle ILOM 中的 DNS 配置属性必须配
置正确且可运行。

Addres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radius/ address=radius_server
ip_address|ldap_server_dns_host_name

相关信息：

■ 表 47 “DNS 配置属性 ”

Port

(port=)

1812 1812 | User-specified TCP port

Oracle ILOM 使用 TCP 端口 1812 与 RADIUS 服务器进行通信。

如有必要，可通过修改默认端口号 1812 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使用其他端口。

Po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radius/ port=number
Shared Secret

(secret=)

使用已知 RADIUS 客户机服务器共享密码填充 "Shared Secret" 属性。RADUS 客户机
服务器模型使用共享密码相互识别并保护敏感用户凭证数据。

Shared Secre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radius/ secret=password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在 "RADIUS Settings" 对话框中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68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版 3.2.x） • 2015 年 10 月



修改网络部署和管理的默认设置 69

修改网络部署和管理的默认设置

说明 链接

要更好地了解 Oracle ILOM 的部署选项以及管理访问
和网络连接的默认设置，请参阅本部分。

■ “网络部署原则和注意事项” [69]

有关管理访问要求和配置属性，请参阅本部分。 ■ “修改默认管理访问配置属性” [82]

有关连接要求和配置属性，请参阅本部分。 ■ “修改默认连接配置属性” [94]

有关如何设置系统标识标签以及在 Oracle ILOM 中设
置日期和时间属性的说明，请参阅这些部分。

■ “分配系统标识信息” [112]
■ “设置 SP 或 CMM 时钟的属性 ” [113]

有关解决管理访问和网络连接问题的准则，请参阅本
部分。

■ “网络连接问题的建议解决方案” [115]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安全指南 (3.2.x)》中的部署注意事项
■ “Logging In to Oracle ILOM”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网络部署原则和注意事项

在网络上设置 Oracle ILOM 时，务必要了解 Oracle ILOM 附带的初始网络设置以及网络
管理员可以选择实现的其他可配置选项。

有关 Oracle ILOM 的网络部署选项的信息以及在网络环境中管理 Oracle ILOM 时要考虑
的常规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 “网络管理服务部署选项” [70]
■ “网络连接部署选项” [71]
■ “在 FIPS 符合性模式下运行 Oracle ILOM” [72]
■ “SSH 服务器 "State" 和 "Weak Ciphers" 属性的管理” [75]
■ “使用 Web 服务器证书和 SSH 服务器端密钥” [76]
■ “CLI 和 Web 会话的默认超时” [76]
■ “登录时标题消息的管理” [76]
■ “IPv4 和 IPv6 地址的输入格式” [8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4521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4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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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行管理端口所有者” [80]
■ “Oracle ILOM 使用的默认网络端口” [80]
■ “不支持 IPv6 的传统 Oracle 服务器” [81]

网络管理服务部署选项
Oracle ILOM 支持配置多个网络管理服务。这些服务中的某些服务在默认情况下处于启
用状态，而其他服务则需要进行配置。要更好地了解哪些管理服务在出厂时处于启用状
态，以及哪些管理服务是您的网络环境实际需要的，请参见下表。

注 -  应当仅启用您的网络管理环境需要的管理服务。

表 34 管理访问部署选项和默认设置

管理访问 管理服务 默认值 说明

Web 浏览器客户机 ■ Web 服务器 ■ HTTPS over
port 443
enabled

■ TLS enabled
■ SSL certificate

& self-signing
keys

■ Client timeout
session, 15
minutes

■ FIPS
compliance
mode disabled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中的 Web 服务器管理服务启
用 Web 浏览器客户机与 Oracle ILOM SP 或 CMM 之间的
安全通信通道。

网络管理员可以接受 Oracle ILOM 中提供的默认 Web 服
务器属性或根据需要选择修改这些属性。

相关信息：

■ “在 FIPS 符合性模式下运行 Oracle ILOM” [72]
■ “使用 Web 服务器证书和 SSH 服务器端密钥” [76]
■ 表 38 “ Web 服务器配置属性”
■ “解决 Web 浏览器安全设置问题” [115]

命令行 SSH 客户机 ■ 安全 Shell
(Secure Shell,
SSH) 服务器

■ Port 22
enabled

■ Weak Ciphers
disabled

■ Generated
SSH keys

■ Client timeout
session,
unlimited

■ FIPS
compliance
mode disabled

Oracle ILOM 中的 SSH 服务器服务使用服务器端密钥加
密 SSH 命令行客户机与 Oracle ILOM SP 或 CMM 之间的
管理通道。

Oracle ILOM 在第一次引导出厂默认系统时自动生成服务
器端 SSH 密钥。

相关信息：

■ 表 41 “SSH 服务器配置属性”
■ “在 FIPS 符合性模式下运行 Oracle ILOM” [72]
■ “使用 Web 服务器证书和 SSH 服务器端密钥” [76]

SNMP 应用程序客户
机

■ 简单网络管理协
议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

■ SNMPv3 over
port 161,
enabled

■ SNMP sets
disabled

■ User account
configuration
required

Oracle ILOM 中的 SNMP 管理服务提供了安全的协议管理
解决方案，以用于监视和管理 Oracle 服务器。

可以从 SNMP 应用程序（例如 Net-SNMP）访问所有
SNMP 监视和管理功能。

在 Oracle ILOM 中使用 SNMP 管理服务之前，必须创建
一个或多个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此外，在使用 SNMP
集之前，必须启用 SNMP set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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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访问 管理服务 默认值 说明
■ FIPS

compliance
mode disabled

Oracle ILOM 在出厂时启用了 SNMPv3，但管理员可以选
择启用 SNMPv1 或 SNMPv2c 属性。

相关信息：

■ 表 40 “SNMP 配置属性”
■ “在 FIPS 符合性模式下运行 Oracle ILOM” [72]
■ “Configuring SNMP Settings in Oracle ILOM” in

《Oracle ILOM Protocol Management Reference for
SNMP and IPMI Firmware Release 3.2.x》

■ “警报通知配置属性” [206]
■ Net-SNMP (http://net-snmp.sourceforge.net/)

IPMItoolclient ■ IPMI ■ IPMPv2 over
port 623,
enabled

■ IPMI Service
state enabled

■ IPMI 1.5
disabled by
default (as of
3.2.4)

Oracle ILOM 中的 IPMI 管理服务提供了安全的协议解决
方案，以用于监视和管理 Oracle 服务器。

可以使用 IPMItool 实用程序从 Oracle ILOM CLI 访问
IPMI 监视和管理功能。

Oracle ILOM 中的 IPMI 可配置属性包括 IPMI 管理服务状
态以及从 Oracle ILOM CLI 执行 IPMI 管理功能所需的用
户角色（Administrator 或 Operator）。
注 - 自固件 3.2.4 起，提供了用于启用和禁用 IPMI 1.5 的
可配置属性。当 FIPS 模式处于启用状态时，会从用户界
面中删除此属性。

相关信息：

■ 表 42 “ IPMI 服务配置属性”
■ “在 FIPS 符合性模式下运行 Oracle ILOM” [72]
■ “可分配的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 [35]
■ “Server Management Using IPMI” in 《Oracle ILOM

Protocol Management Reference for SNMP and IPMI
Firmware Release 3.2.x》

■ “警报通知配置属性” [206]
■ IPMItool (http://ipmitool.sourceforge.net/)

网络连接部署选项
Oracle ILOM 中的连接选项在出厂时进行了预配置，因此 Oracle ILOM 可以获悉物理服
务器 SP 或 CMM 网络地址。要更好地了解哪些连接属性在出厂时处于启用状态，以及
哪些连接属性是您的网络环境需要的，请参见下表。

表 35 连接部署选项和默认设置

连接选项 默认值 说明

Network ■ IPv 4, DHCP enabled
■ IP 6, Stateless,

enabled
■ Management Port:

MGMT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在出厂时已配置为在双协议栈 IPv4 和 IPv6 网
络环境中运行。设置与服务器或 CMM 的物理网络管理连接后，Oracle
ILOM 将尝试从在网络上配置的 IP 映射和路由设备获悉 SP 或 CMM 的物
理地址。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chaehfda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chaehfda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chaehfda
http://net-snmp.sourceforge.net/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z40009ab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z40009ab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z40009ab165586
http://ipmitool.sourcefor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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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选项 默认值 说明
网络管理员可以接受 Oracle ILOM 中的默认双协议栈 IP 网络属性，也可
以选择禁用这些属性并配置所需的 IP 网络属性。

相关信息：

■ 表 45 “网络连接标准配置属性 ”
■ “边带网络管理连接” [18]
■ “专用网络管理连接（默认）” [16]

DNS ■ Auto DNS via DHCP,
enabled

■ DNS timeout 5
seconds

■ DNS retries 1

Oracle ILOM 中的 Auto DNS 属性使用 DHCP 自动分配 DNS 命名服务器
和搜索路径。

网络管理员可以接受 Oracle ILOM 中的默认 Auto DNS 属性，也可以选择
禁用这些属性并配置所需的 DNS 名称服务器和搜索路径。

相关信息：

■ 表 47 “DNS 配置属性 ”
■ “动态 DNS 设置示例” [109]

Serial Ports ■ Owner = SP
■ Baud Rate = 9600
■ Flow Control = none

服务器上物理串行管理端口的控制台输出功能由服务器 SP 控制。

网络管理员可以接受服务器 SP 作为默认串行端口所有者，也可以将端口
所有权切换给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

在大多数服务器上，默认情况下，波特率设置为 9600。

相关信息：

■ 表 48 “串行端口配置属性 ”
■ “串行管理端口所有者” [80]
■ “专用网络管理连接（默认）” [16]

在 FIPS 符合性模式下运行 Oracle ILOM
自 Oracle ILOM 固件发行版 3.2.4 起，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提供了联邦信息处
理标准 (Fede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andards, FIPS) 1 级符合性的可配置模式。
当此模式处于启用状态时，Oracle ILOM 将提供符合 FIPS 140-2 安全标准的加密算法
来保护系统的敏感或重要数据。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中的 FIPS 模式 "State" 和 "Status" 属性处于禁用状态。有关
这些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以及要了解 FIPS 模式功能会对其他 Oracle ILOM 功能产生的
影响，请参见以下内容：

■ 修改 FIPS 模式  [72]
■ “FIPS 符合性模式对 ILOM 配置属性的影响” [74]
■ “当 FIPS 模式处于启用状态时不受支持的功能” [75]

修改 FIPS 模式

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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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 Oracle ILOM 中的 FIPS 模式之前，您应该查看“FIPS 符合性模式对 ILOM 配置
属性的影响” [74]和“当 FIPS 模式处于启用状态时不受支持的功能” [75]。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在 CLI 和 Web 界面中配置 FIPS
"State" 属性。

■ 修改 FIPS "State" 属性后，必须重新引导 Oracle ILOM 才能更改系统上的 FIPS 操
作模式并在 CLI 和 Web 界面中更新 FIPS "Status" 属性。

Oracle ILOM 中的 FIPS 模式由 "State" 和 "Status" 属性表示。"State" 属性反映 Oracle
ILOM 中的 FIPS 已配置模式，而 "Status" 属性反映系统的 FIPS 操作模式。默认情
况下，Oracle ILOM 中的 FIPS "State" 和 "Status" 属性处于禁用状态。要修改 Oracle
ILOM 中的 FIPS "State" 和 "Status" 属性，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导航到 Oracle ILOM FIPS Web 页面或 FIPS CLI 目标：

■ 对于 Web，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FIPS"。

■ 对于 CLI，键入 cd /SP/services/fips
（或从 CMM 中键入：cd /Servers/Blades/BLn/SP/services/fips）

2. 按照表 44 “ 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BS 140-2) 配置属性”中所述配置 FIPS "State" 属性。
系统上的 FIPS 操作模式更改在下次引导 Oracle ILOM 后才会生效。要确定系统上
当前运行的 FIPS 操作模式，请在 "Management Access" > "FIPS" Web 页面上查看
"Status" 属性，或者在 FIPS CLI 目标 (show /SP/services/fips) 下查看。有关更多详细信
息，请参见表 44 “ 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BS 140-2) 配置属性”中的 "Status" 说明。

3. 从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中重置 SP，例如：

■ 对于 Web，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Maintenance" > "Reset"。
如有必要，单击 "Reset" 页面上的 "More Details" 链接以查看有关如何重置 SP 的
说明。

■ 对于 CLI，键入 reset /SP
（或从 CMM 中键入 reset /Servers/Blades/BLn/SP）。

重置 Oracle ILOM 时，将会发生以下事件：

■ 在系统上应用 FIPS 模式的上次已配置状态。
■ 自动执行开机自检，以确保 Oracle ILOM 及其他系统组件正常运行。当 FIPS 模式处

于启用状态时，将对所有系统加密功能运行加密算法测试，以确保 FIPS 140-2 符合
性。

■ 成功执行开机自检后，ILOM 配置属性将自动重置为其默认值。
■ FIPS "Status" 属性在 FIPS Web 页面上和 FIPS CLI 目标 (show /SP/services/fips) 下

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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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FIPS 模式处于启用状态且在系统上运行时，Oracle ILOM Web 浏览器窗口的主
工具栏区域中将会显示 FIPS 护盾图标。否则，如果 FIPS 模式在系统上处于禁用状
态，Oracle ILOM Web 浏览器窗口的主工具栏区域中不会显示 FIPS 护盾图标。

FIPS 符合性模式对 ILOM 配置属性的影响

对 FIPS "State" 属性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将自动导致 Oracle ILOM 中所有用户定义的配置
设置在下次引导 ILOM 时重置为其默认值。为避免丢失用户定义的配置设置，您应该在
执行以下操作之前查看下面的准则：1) 部署运行 FIPS 模式的新服务器，或者 2) 更新
Oracle ILOM 固件并修改现有环境中服务器上的 FIPS 模式。

表 36 运行 FIPS 模式的服务器部署或更新准则

准则 说明

运行 FIPS 模式的新服务器部署 为避免在部署运行 FIPS 模式的新服务器时丢失 Oracle ILOM 中用户定义的配置设置，
您应该：

1. 确定是否需要 FIPS 模式。
2. 如果需要 FIPS 模式，则在配置 Oracle ILOM 配置设置之前启用 FIPS 模式。

更新 Oracle ILOM 固件并修改现有环
境中服务器上的 FIPS 模式 "State" 属
性

为避免在更新 Oracle ILOM 固件并修改现有服务器上 FIPS "State" 属性时丢失用户定
义的配置设置，您应该：

1. 备份现有 Oracle ILOM 配置设置：

■ 在 Web 中，导航到 "ILOM Administration" >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
"Backup/Restore" 页面。

■ 有关更多备份说明，请在 Web 界面中单击 "Backup/Restore" 页面上的 "More
Details" 链接或者参见备份 Oracle ILOM 配置设置 [243]。

2. 执行 Oracle ILOM 固件更新：

■ 在 Web 中，导航到 "ILOM Administration" > "Maintenance" > "Firmware
Update" 页面。

■ 要简化固件更新完成后与 Oracle ILOM 的重新连接，您应该启用 "Preserve the
ILOM Configuration"（或 "Preserve the SP Configuration"）的固件更新选项。

■ 有关更多固件更新说明，请在 Web 界面中单击 "Firmware Update" 页面上的
"More Details" 链接或者参见“执行固件更新” [231]。

3. 修改 FIPS 模式（此操作将重置 Oracle ILOM 中的配置并要求重新引导）：

■ 在 Web 中，导航到 "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FIPS"
页面。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修改 FIPS 模式  [72]。

4. 恢复备份的 Oracle ILOM 配置：

■ 在 Web 中，导航到 "ILOM Administration" >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
"Backup/Restore" 页面。

■ 有关更多恢复说明，请在 Web 界面中单击 "Backup/Restore" 页面上的 "More
Details" 链接或者参见恢复 Oracle ILOM 备份 XML 文件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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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说明
注 - 如果在执行步骤 1 之前执行步骤 2，则需要在步骤 4 中恢复配置文件之前编辑备份
的 XML 配置文件并删除 FIPS 设置。否则，备份的 Oracle ILOM XML 配置文件与服务
器上运行的 FIPS 模式状态之间将会出现不一致的配置，这是不允许的。

当 FIPS 模式处于启用状态时不受支持的功能

当 Oracle ILOM 中的 FIPS 符合性模式处于启用状态且在系统上运行时，下表中所述的
功能不受支持。

不受支持的功能 说明

IPMI 1.5 当 FIPS 模式处于启用状态且在系统上运行时，会从 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中
删除 IPMI 1.5 配置属性。将在 Oracle ILOM 中自动启用 IPMI 2.0 服务。IPMI 2.0 既支
持符合 FIPS 的模式，又支持不符合 FIPS 的模式。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的固件兼容性

Oracle ILOM 中的 FIPS 模式阻止较低的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固件
版本与较高的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固件版本兼容。

例如，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客户机固件版本 3.2.4 可以向后兼容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固件版本 3.2.3 及更低版本。然而，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客户机固件版本 3.2.3 及更低版本不可以向前兼容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固件版本 3.2.4 及更高版本。
注 - 此固件兼容性限制不适用于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在较高版本的服务处理器系统（例如 SPARC T5
及更高版本的系统以及 x4-4、x4-8 及更高版本的系统等 Oracle x86 服务器）上提供。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在较低版本的服务处理器系统（例如 SPARC
T3 和 T4 以及 x4-2、x4-2L、x4-2B 及更低版本的系统等 Oracle x86 服务器）上提
供。

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LDAP)

当 FIPS 模式处于启用状态且在系统上运行时，会从 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中
自动删除 Oracle ILOM 的 LDAP 配置属性。
注 - 符合和不符合 FIPS 的模式都支持以下远程验证服务：Active Directory 和 LDAP/
SSL。

远程验证拨入用户服务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
RADIUS)

当 FIPS 模式处于启用状态且在系统上运行时，会从 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中
自动删除 Oracle ILOM 的 RADIUS 配置属性。
注 - 符合和不符合 FIPS 的模式都支持以下远程验证服务：Active Directory 和 LDAP/
SSL。

SSH 服务器 "State" 和 "Weak Ciphers" 属性的管理

Oracle ILOM 在出厂时启用了 SSH 服务器 "State" 属性，自固件 3.2.5 起，禁用了 SSH
"Weak Ciphers" 属性。管理员可以选择按原样使用这些默认设置，也可以对其进行修
改。有关配置这些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表 41 “SSH 服务器配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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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eb 服务器证书和 SSH 服务器端密钥
Oracle ILOM 在出厂时预配置了 Web 服务器自签名证书和一组生成的 SSH 服务器端密
钥，使 Oracle ILOM 能够确保服务器或客户机的真实性。

网络管理员可以选择使用现成可用的自签名 Web 服务器证书，也可以向 Oracle ILOM
上载签名的 Web 服务器证书。此外，可以根据需要重新生成已生成的 SSH 服务器端密
钥。

有关 Web 服务器证书配置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表 39 “HTTPS Web 服务器的
SSL 证书和私钥配置属性”。

有关 SSH 服务器端密钥配置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表 41 “SSH 服务器配置属
性”。

CLI 和 Web 会话的默认超时
Oracle ILOM 提供了可配置属性，用于控制 Web 或命令行客户机可以处于非活动状态
多少分钟后 Oracle ILOM 将终止会话。

授权 Web 用户的默认超时会话设置为 15 分钟，为授权命令行用户设置的默认超时会话
为 0 分钟（这意味着未设置 CLI 默认超时）。要防止未授权使用无人参与的会话，您应
该为所有 Web 和 CLI 用户配置合适的超时。

有关 CLI 会话超时配置属性，请参见表 43 “ CLI 会话超时和定制提示符配置属性”。有
关 Web 会话超时配置属性，请参见表 38 “ Web 服务器配置属性”。

登录时标题消息的管理
利用 Oracle ILOM 中的标题消息属性，系统管理员可以在 Oracle ILOM 用户登录前或登
录后立即向其显示重要消息。例如，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使用标题消息就特殊访问
限制向用户发出警报或告知用户有关预定的系统维护情况。

有关标题消息配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部分：

■ 创建或更新标题消息 [77]
■ 删除标题消息 [78]
■ 控制登录消息的消息接受行为 [79]

开始之前

■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配置标题消息。
■ 标题消息的长度不能超过 10,000 个字符。
■ 连接消息（如果已配置）在登录前显示标题消息。
■ 登录消息（如果已配置）在登录后立即显示标题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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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同时配置两种标题消息、配置一种标题消息或不配置任何标题消
息。

创建或更新标题消息

1. 要指定要创建或更新的标题类型，请在 Web 或 CLI 中执行适当的步骤：

■ Web：单击 "Connect" 或 "Login" 消息文本框下方的 "Update"。
此时将显示 "Edit Banner Message" 对话框。

■ CLI：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cd /[SP | CMM]/preferences/banner/[connect | login]

其中：

■ SP = 服务器 SP 管理
■ CMM = 机箱管理（机箱监视模块）
■ connect = 登录前消息
■ login = 登录后消息

2. 要指定标题消息，请在 Web 或 CLI 中执行适当的步骤。

■ Web：在 "Edit Banner Message"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在 "Data" 文本框中粘贴或键入消息，请从 "Transfer Method" 框中选择
"Paste"，在 "Data" 文本框中输入文本，然后单击 "Save"。

■ 要从文件上载内容，请从 "Transfer Method" 框中选择一个协议，填写相应的
"Transfer Method" 文本框，然后单击 "Save"。
有关每个文件传输协议的说明，请参见“支持的文件传输方法” [40]。

■ CLI：要粘贴、上载或键入消息，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从目标位置粘贴消息：

a    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load -source console

注 -  通过控制台设置消息仅支持 1000 个字符。对于更长的消息，请参见步骤 223 以了
解如何使用文件传输协议上载消息内容。

b    将消息粘贴在步骤 2a 中键入的命令字符串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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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以下组合键之一：

■ Ctrl-Z－保存并处理更改。
此时将显示 Load Successful 确认消息。

■ Ctrl-C－退出并放弃更改。

■ 要手动输入消息内容，请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set message=[message content]

■ 要使用文件传输协议上载消息内容，请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load -source URI [file transfer protocol]://[username:
password@ipaddress_or_hostname]/[file-path]/[filename]

其中：

■ file transfer method = tftp | ftp | sftp | scp | http | https
有关每个文件传输协议的说明，请参见“支持的文件传输方法” [40]。

■ username = 所选传输方法服务器的用户帐户的名称。对于 scp、sftp 和
ftp，username 是必需的。对于 tftp，不需要 username；而对于 http 和
https，username 是可选的。

■ password = 所选传输方法服务器的用户帐户密码。对于 scp、sftp 和 ftp，
password 是必需的。对于 tftp，不使用 password；而对于 http 和 https，
password 是可选的。

■ ipaddress_or_hostname = 键入所选传输方法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 filepath = 键入传输方法服务器上的文件位置。
■ filename = 键入分配给文件的名称，例如 foo.xml

删除标题消息

要删除标题消息，请在 Web 或 CLI 中执行适当的步骤：

■ Web：单击 "Connect" 或 "Login" 消息文本框下方的 "Delete"。
Oracle ILOM 将显示一条提示消息，提示您确认要删除标题消息。

在提示消息中，单击 "OK" 以删除标题消息，或单击 "Cancel" 以保留标题消息。

■ CLI：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set /[SP | CMM]/preferences/banner/[connect | login] message=""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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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 服务器 SP 管理
■ CMM = 机箱管理（机箱监视模块）
■ connect = 登录前消息。
■ login = 登录后消息。

控制登录消息的消息接受行为

要控制登录消息的消息接受行为，请在 Web 或 CLI 中执行适当的步骤：

■ Web：设置适用的消息接受行为：

■ 要提示接受：

a    选中 "Login Message Acceptance Enabled" 复选框。
当 "Enabled" 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时，系统将提示用户通过单击 "Accept"
或 "Logout" 来接受登录消息的条件。单击 "Accept" 将继续登录过程，单
击 "Logout" 将退出登录过程。

b    单击 "Save"。

■ 要继续而不接受：

a    清除 "Login Message Acceptance Enabled" 复选框。
当 "Enabled" 复选框处于清除状态时，系统将提示用户通过单击 "OK" 继
续登录过程。默认情况下，"Enabled" 复选框处于清除状态。

b    单击 "Save"。

■ CLI：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以设置适用的消息接受行为：
set /[SP | CMM]/preferences/banner/login message_acceptance= [enabled | disabled]

其中：

■ SP = 服务器 SP 管理
■ CMM = 机箱管理（机箱监视模块）
■ enabled = 系统将提示用户通过单击 "Accept" 或 "Logout" 接受登录消息的条

件。
■ disabled = 系统将提示用户通过单击 "OK" 继续登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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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和 IPv6 地址的输入格式
Oracle ILOM 接受 IPv4 和 IPv6 地址的以下输入格式。

地址 输入格式

IPv4（32 位） 使用四个以点分隔的十进制数：n.n.n.n

示例：192.0.2.0

IPv6（128 位） 输入 IPv6 地址或链路本地 IPv6 地址时，地址必须括在括号中才能正常工作。但是，当指定 IPv6 地
址以使用 SSH 登录到 Oracle ILOM 时，不要将 IPv6 地址括在括号内。

示例：

■ IPv6 地址：[2001:db8:0:0:0:0:0:0/32]
■ 使用 SSH 和 root 帐户的 IPv6 地址：ssh root@2001:db8:0:0:0:0:0:0/32
■ 链路本地 IPv6 地址：[fe80::214:4fff:feca:5f7e/64]

串行管理端口所有者
装有 Oracle ILOM 的所有 Oracle 服务器在出厂时都将 SER MGT 端口的输出显示设置
为服务器 SP。但是，在某些 Oracle 服务器上，Oracle ILOM 提供了一个属性，网络管
理员可以利用此属性在服务器 SP（默认设置）与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之间切换串行端
口的所有权。

将串行端口的所有者切换到主机服务器时，主机操作系统控制串行端口的功能，服务器
SP 无法控制或访问该串行端口。

将串行端口所有者切换到主机服务器之前，网络管理员应确保已经建立了与服务器 SP
的网络管理连接。否则，如果没有网络管理连接并且主机服务器属性设置为串行端口所
有者，则 Oracle ILOM SP 将变为无法供所有用户在本地和远程进行访问。

要修改 Oracle ILOM 中串行端口所有者的默认属性，请参见表 48 “串行端口配置属性
”。

Oracle ILOM 使用的默认网络端口
要确定 Oracle ILOM 默认情况下使用（现成可用）的网络端口，请参见下表：

表 37 Oracle ILOM 默认网络端口

端口 协议 应用

通用网络端口
22 SSH over TCP SSH－安全 Shell

25 SMTP over TCP SMTP 客户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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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协议 应用

69 TFTP over UDP TFTP－普通文件传输协议（传出）

80 HTTP over TCP Web（用户可配置）

123 NTP over UDP NTP－网络时间协议（传出）

161 SNMP over UDP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用户可配置）

162 IPMI over UDP IPMI－平台事件陷阱 (Platform Event Trap, PET)（传出）

389 LDAP over UDP/TCP LDAP－轻量目录访问协议（传出；用户可配置）

443 HTTPS over TCP Web（用户可配置）

514 Syslog over UDP Syslog－（传出）

623 IPMI over UDP IPMI－智能平台管理接口

546 DHCP over UDP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客户机）

1812 RADIUS over UDP RADIUS－远程身份验证拨入用户服务（传出；用户可配置）

SP 网络端口
5120 TCP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CD；或者，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针对存储介质的非 SSL
加密

5121 TCP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键盘和鼠标

5123 TCP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磁盘

5555 TCP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加密；或者，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针对存储、视频和用户
验证的 SSL 加密。

5556 TCP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验证

5122 TCP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7578 TCP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视频

7579 TCP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串行

CMM 网络端口
8000 - 8023 HTTP over TCP Oracle ILOM 深入到服务器模块（刀片）

8400 - 8423 HTTPS over TCP Oracle ILOM 深入到服务器模块（刀片）

8200 - 8219 HTTP over TCP Oracle ILOM 深入到 Network Express 模块。

8600 - 8619 HTTPS over TCP Oracle ILOM 深入到 Network Express 模块。

不支持 IPv6 的传统 Oracle 服务器

有关当前不支持 IPv6 的传统 Oracle 服务器 SP 的列表，请参见下表。

Oracle 平台 服务器型号

SPARC Enterprise ■ T5440
■ T5220
■ T5120
■ T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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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平台 服务器型号
■ T5240
■ T6340

x86 Sun Fire ■ X4140
■ X4150
■ X4240
■ X4440
■ X4450
■ X4600
■ X4600 M2
■ X4640

修改默认管理访问配置属性
网络管理员可以选择接受或修改 Oracle ILOM 附带的默认管理访问属性。要修改 Oracle
ILOM 中的默认管理访问属性，请参见以下各表：

■ 表 38 “ Web 服务器配置属性”
■ 表 39 “HTTPS Web 服务器的 SSL 证书和私钥配置属性”
■ 表 40 “SNMP 配置属性”
■ 表 41 “SSH 服务器配置属性”
■ 表 42 “ IPMI 服务配置属性”
■ 表 43 “ CLI 会话超时和定制提示符配置属性”
■ 表 44 “ 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BS 140-2) 配置属性”

表 38 Web 服务器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service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Web Server" > "Web Server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HTTP Webserver
(http/
securedirect=enabled

servicestate=disabled)

Redirect
Connection to
HTTPS

Redirect Connection to HTTPS |Enabled |Disabled

HTTP Webserver 属性设置为 "Redirect Connection to HTTPS" 时，将自动启用
HTTPS Webserver 的服务状态属性。这些默认属性值指示 Oracle ILOM 使用 HTTPS
将信息安全传输到 Web 服务器。

HTTP Webserver 属性设置为 enabled 时，Oracle ILOM 使用非加密协议 HTTP 来将
信息传输到 Web 服务器。

HTTP Webserver 属性设置为 disabled 时，将禁止在 Oracle ILOM 中使用 HTTP 来
将信息传输到 Web 服务器。

HTTP Web Server 对应的 CLI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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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service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Web Server" > "Web Server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et /SP|CMM/services/http securedirect=enabled|disabled
servicestate=disabled|enabled

HTTP Port

(http/ port=)

80 80 |User_defined

HTTP 服务处于启用状态时，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通过 TCP 端口 80 使用
HTTP 与 Web 服务器通信。如有必要，可以更改默认端口号。

HTTP Po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http port=<n>
HTTP Session
Timeout

(http/
sessiontimeout=)

15 seconds 15 seconds |User_defined

HTTP Web 会话超时确定将非活动 Web 浏览器客户机自动注销之前的分钟数。默认
HTTP Web 会话超时为 15 分钟。如有必要，可以增加或减少默认会话超时值。

HTTP Session Timeou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http sessiontimeout=<n>
HTTPS
Webserver (https/
servicestate=enabled)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HTTPS Webserver 属性设置为 enabled 时，Oracle ILOM 使用 HTTPS 来将信息安
全传输到 Web 服务器。

HTTPS Webserver 属性设置为 disabled 时，将禁止在 Oracle ILOM 中使用 HTTPS
来将信息传输到 Web 服务器。

HTTPS Webserver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https servicestate=enabled|disabled
HTTPS Port

(https/ port=)

443 443 |User_defined

HTTPS 服务处于启用状态时，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通过 TCP 端口 443 使用
HTTPS 与 Web 服务器通信。如有必要，可以更改默认端口号。

HTTPS Po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https port=<n>

HTTPS Session
Timeout

(https/
sessiontimeout=)

15 seconds 15 seconds |User_defined

HTTPS Web 会话超时确定将非活动 Web 浏览器客户机自动注销之前的分钟数。默认
HTTPS Web 会话超时为 15 分钟。如有必要，可以增加或减少默认会话超时值。

HTTPS Session Timeou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https sessiontimeout=<n>

SSLv2 ( https/
sslv2=disabled)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默认情况下，SSLv2 属性处于禁用状态。如有必要，可以启用默认的 SSLv2 属性。

SSLv2 对应的 CLI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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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service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Web Server" > "Web Server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et /SP|CMM/services/https sslv2=disabled|enabled

SSLv3 (https/
sslv3=enabled)

注 - 此属性在运
行低于 3.2.4 的
固件版本的所有
服务器上默认处
于启用状态。此
属性在运行固件
版本 3.2.4.x 的
某些服务器型号
上默认处于禁用
状态

Disabled |Enabled
注 - 由于发现了与 SSLv3 有关的安全漏洞，因此您应该禁用 SSLv3，直到有可用
的修复方案为止。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Oracle MOS SSLv3 Vulnerability
Article（Oracle MOS SSLv3 漏洞文章）。

要启用最强的安全套接字层加密，Oracle ILOM 支持使用 SSLv3 和 TLS。

SSLv3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https sslv3=enabled|disabled

TLS v1.0, v1.1, and
v1.2, (https/tlsv#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使用 SSLv3 以及 TLS 版本 1、2 和 3 来启用最强的安全
套接字层加密。如有必要，可以禁用默认的 TLS 属性。
注 - 在固件发行版 3.2.4 之前，Oracle ILOM 仅支持 TLS v1.0。
注 - 如果仅启用了 TLSv_1.1 或 TLSv_1.2 且在服务器上运行 Java 7 或更低版本，
则无法运行基于 Java 的 Oracle ILOM 远程系统控制台应用程序。如果服务器上需要
TLSv_1.1 或 1.2，则需要安装 Java 8 才能成功运行基于 Java 的 Oracle ILOM 远程
系统控制台应用程序。否则，如果在服务器上运行 Java 7 且不需要 TLSv1.1 和 1.2，
则只需启用 TLSv1.0 即可成功运行基于 Java 的 Oracle ILOM 远程系统控制台应用程
序。

TLSv1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https(tlsv1=|tlsv1_1= |tlsv1_2=)enabled|
disabled

Weak Ciphers
(https/
weak_ciphers=disabled)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默认情况下，Weak Ciphers 属性处于禁用状态。可能需要启用 weak ciphers 来支持
使用较早的 Web 浏览器。

Weak Cipher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https weak_ciphers=disabled|enabled

相关信息：

■ “解决 Web 浏览器安全设置问题” [115]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在 "Web Server Settings" 页面内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https://mosemp.us.oracle.com/epmos/faces/DocumentDisplay?_afrLoop=479758807296745&id=1935986.1&_afrWindowMode=0&_adf.ctrl-state=1bzj7f3jp_4
https://mosemp.us.oracle.com/epmos/faces/DocumentDisplay?_afrLoop=479758807296745&id=1935986.1&_afrWindowMode=0&_adf.ctrl-state=1bzj7f3jp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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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HTTPS Web 服务器的 SSL 证书和私钥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用户角色、SSL 证书要求：

■ CLI：/SP|CMM/services/https/ssl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SSL Certificate" > "SSL Certificate Upload"
■ 用户角色：admin(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要求：有效的定制 SSL 配置需要上载定制证书和定制私钥。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Certificate File
Status

(certstatus=)

使用默认值（不
装入定制证书或私
钥）

Default_Certificate |Custom_Certificate

Certificate Status 属性为只读属性。此属性指示 HTTPS Web 服务器当前使用的是
以下哪种类型的 SSL 证书：

■ 随 Oracle ILOM 提供的默认 SSL 证书和自签名私钥

－或者－
■ 可信证书颁发机构提供的定制可信 SSL 证书和私钥

注－使用默认 SSL 证书时，系统会通知第一次连接到 Oracle ILOM Web 界面的用
户存在默认自签名证书，并提示他们接受使用该证书。默认自签名 SSL 证书可确保
完全加密 Web 浏览器客户机与 Oracle ILOM SP（或 CMM）之间的所有通信。

用于显示证书状态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https/ssl

Custom Certificate
Load

(/

custom_certificate)

Web 界面－单击 "Load Certificate" 按钮可上载文件传输方法属性中指定的定制证书
文件。

注：有效的定制证书配置需要上载定制证书和定制私钥。只有这样，随后才会应用
定制 SSL 证书配置，且该配置在系统重新引导以及备份和恢复操作过程中一直有
效。

用于装入定制证书的 CLI 语法：

load_uri=file_transfer_method://host_address/file_path/custom_certificate_filename

其中，file_transfer_method 可以包括：Browser|TFTP|FTP|SCP|HTTP |
HTTPS|Paste

有关每种文件传输方法（不包括 Paste）的详细说明，请参见“支持的文件传输方
法” [40]。

Custom Certificate
Remove

(/custom_certicate
clear_action=true)

Web 界面－单击 "Remove Certificate" 按钮可删除 Oracle ILOM 中当前存储的定制
SSL 证书文件。出现提示时，单击 "Yes" 删除，或单击 "No" 取消操作。

用于删除证书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https/ssl/custom_certificate

clear_action=true

出现提示时，键入 y 删除，或键入 n 取消操作。

Custom Private Key

(/custom_key)

Web 界面－单击 "Load Custom Private Key" 按钮可上载文件传输方法属性中指定
的定制私钥文件。

注：有效的定制证书配置需要上载定制证书和定制私钥。只有这样，随后才会应用
定制 SSL 证书配置，且该配置在系统重新引导以及备份和恢复操作过程中一直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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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用户角色、SSL 证书要求：

■ CLI：/SP|CMM/services/https/ssl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SSL Certificate" > "SSL Certificate Upload"
■ 用户角色：admin(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要求：有效的定制 SSL 配置需要上载定制证书和定制私钥。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用于装入定制私钥的 CLI 语法：

load_uri=file_transfer_method://host_address/file_path/custom_key_filename

其中，file_transfer_method 可以包括：Browser|TFTP|FTP|SCP|HTTP |
HTTPS|Paste有关每种文件传输方法（不包括 Paste）的详细说明，请参见“支持的
文件传输方法” [40]。

Custom Private Key
Remove

(/custom_key
clear_action=true)

Web 界面－单击 "Remove Custom Private Key" 按钮可删除 Oracle ILOM 中当前存
储的定制私钥文件。出现提示时，单击 "Yes" 删除，或单击 "No" 取消操作。

用于删除证书私钥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https/ssl/custom_key clear_action=true

出现提示时，键入 y 删除，或键入 n 取消操作。

表 40 SNMP 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用户角色和 SNMP 要求：

■ CLI：/SP|CMM/services/snmp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SNMP" > "SNMP Management"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要求：SNMPv3 服务需要用户帐户；SNMPv1 或 v2c 服务需要团体。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e

(state=)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默认情况下，SNMP State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如果此属性处于启用状态，且配置了
SNMP 的一个或多个用户帐户或团体的属性，则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 SNMP 管理
服务。

SNMP State 属性处于禁用状态时，将阻止 SNMP 端口，从而禁止 Oracle ILOM 和网络之
间的所有 SNMP 通信。

SNMP Stat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snmp state=enabled|disabled
Port

(port=)

161 161 | User_specified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使用 UDP 端口 161 传输 Oracle ILOM SP（或 Oracle ILOM
CMM）和网络之间的 SNMP 通信。如有必要，可以更改默认端口属性值。

SNMP Po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snmp port=n
Engine ID
(engineid=)

由 SNMP 代理
自动设置

Engine ID 属性由 Oracle ILOM SNMP 代理自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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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用户角色和 SNMP 要求：

■ CLI：/SP|CMM/services/snmp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SNMP" > "SNMP Management"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要求：SNMPv3 服务需要用户帐户；SNMPv1 或 v2c 服务需要团体。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此 ID 对于每个启用 Oracle ILOM SNMP 的系统是唯一的。虽然 Engine ID 可配置，但是
该 ID 在每个 Oracle ILOM 系统的数据中心内应始终保持唯一。只应由熟悉 SNMP v3 安
全性的有经验 SNMP 用户来修改 SNMP Engine ID 属性。

Set Requests
(sets=)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默认情况下，在 Oracle ILOM 中禁用 Set Requests 属性。

Sets Requests 属性处于禁用状态时，可以使用以下 SNMP MIB 实现监视目的：

■ SUN-HW-TRAP-MIB－使用此 MIB 可监视硬件相关事件（例如故障）的陷阱通知。
■ SUN-PLATFORM-MIB－使用此 MIB 可轮询硬件相关信息，例如清单和运行状况。

Set Requests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时，可以使用上述 MIB 实现监视目的，使用以下 MIB 实
现管理目的：

■ SUN-HW-CTRL-MIB－使用此 MIB 可配置硬件策略，例如电源管理。
■ SUN-ILOM-CONTROL-MIB－使用此 MIB 可配置 Oracle ILOM 功能，例如创建用户和

配置服务。

Set Request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snmp sets=disabled|enabled

相关信息：

■ “Configuring SNMP Settings in Oracle ILOM” in 《Oracle ILOM Protocol Management
Reference for SNMP and IPMI Firmware Release 3.2.x》

Protocols (v1|v2c|
v3)

v3, Enabled v1|v2c|v3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启用 SNMP v3，禁用 SNMP v1 和 v2c。

SNMPv1 和 v2c 不支持加密，使用团体字符串作为一种验证形式。SNMPv3 使用加密来
提供一个安全通道，并使用安全存储在 SNMP 管理站上的单独用户名和密码。

如有必要，可以配置默认 SNMP Protocol 属性值。
注 - 使用 SNMP v2c 或 v3 实现监视目的，并保持禁用 Set Requests 的默认属性。

用于修改默认协议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snmp v1|v2c|v3=enabled|disabled
Save Web 界面－要应用在 "SNMP Management" 页面中对属性所做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SNMP
Communities
(/communities)

  Community Name |Permission= Read-only (ro)| Read-write (rw)

SNMP Communities 仅适用于 SNMP v1 或 v2c，用于控制 Oracle ILOM 中的用户访问和
授权级别。SNMP v1 或 v2c 的 Protocols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时，可以在 Oracle ILOM 中
配置 SNMP 团体的属性。

配置团体时，以下规则适用：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chaehfda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chaeh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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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用户角色和 SNMP 要求：

■ CLI：/SP|CMM/services/snmp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SNMP" > "SNMP Management"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 要求：SNMPv3 服务需要用户帐户；SNMPv1 或 v2c 服务需要团体。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 团体名称－长度最多为 35 个字符，必须以字母字符开头，且不得包含任何空格
■ 保存（仅限 Web 界面）－必须保存在 SNMP "Add SNMP User" 对话框中所做的所有

更改

用于创建 SNMP 团体的 CLI 语法：

create /SP|CMM/services/snmp/communities name=community_name
permission=rw|ro

show /SP|CMM/services/snmp/communities public|private

delete /SP|CMM/services/snmp/communities community_name
SNMP Users

(/users)

Username |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 Permission|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 Privacy
Protocol

SNMP Users 仅适用于 SNMP v3，用于控制 Oracle ILOM 中的用户访问和授权级别。
SNMP v3 的 Protocol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时，可以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 SNMP 用户的属
性。

配置 SNMP 用户时，以下规则适用：

■ 用户名－SNMP 用户名最多可以包含 32 个字符，可以是字母数字字符（大写字母、小
写字母和数字）的任意组合。SNMP 用户名不能包含空格。

■ 验证或隐私密码－验证密码可以包含 8 到 12 个字符，可以是字母数字字符（大写字
母、小写字母和数字）的任意组合。

■ 隐私密码－输入隐私密码（只有当您选择了 "DES" 或 "AES" 时才需要）。此密码区分
大小写，必须包含 8 个字符且不能包含冒号或空格。

■ 保存（仅限 Web 界面）－必须保存在 SNMP "Add SNMP User" 对话框中所做的所有
更改。

用于创建 SNMP 用户的 CLI 语法：

create /SP|CMM/services/snmp/users/[new_username]
authenticationprotocol=[MD5|SHA] authenticationpassword=[changeme]
permission=[ro|rw] privacyprotocol=[AES|DES|none]
privacypassword=[user_password]

show /SP|CMM/services/snmp/users

delete /SP|CMM/services/snmp/username
注 - 当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了 FIPS 符合性模式时，不支持验证协议 MD5 和 DES 隐私
协议。

MIBs Download

(/mibs dump_uri=)

Oracle ILOM 允许直接从服务器 SP 或 CMM 下载 SUN SNMP M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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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SSH 服务器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services/ssh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SSH Server" > "SSH Server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e

(state=)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默认情况下，SSH 服务器 "State"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

当 SSH 服务器 "State"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时，SSH 服务器使
用服务器端密钥来允许远程客户机使用命令行界面安全连接到
Oracle ILOM SP（或 Oracle ILOM CMM）。

当禁用或重新启动 SSH 服务器 "State" 属性时，将自动终止通
过 SSH 运行的所有 CLI SP 或 CLI CMM 会话。
注 -  Oracle ILOM 在第一次引导出厂默认系统时自动生成 SSH
服务器端密钥。

Web 界面：只有在单击 "Save" 后，在 Web 界面中对 SSH 服
务器状态所做的更改才会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注 - 对 SSH 服务器 "State" 属性所做的更改不要求您重新启动
SSH 服务器。

SSH 服务器 Stat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ssh state=enabled|disabled
Weak Ciphers

(weak_ciphers=)

Disabled Enabled |Disabled
注 - 自 Oracle ILOM 固件发行版 3.2.5 或更高版本起，可以配置
"Weak Ciphers" 属性。

"Weak Ciphers" 属性控制是否启用 Oracle ILOM SSH 服务器的
"Weak Ciphers" 模式。

■ Disabled（默认值）－当 SSH "Weak Ciphers" 模式处于禁
用状态时，Oracle ILOM SSH 服务器将阻止远程 SSH 客户
机使用较弱的密码组（较弱的加密）来传输敏感信息。

■ Enabled－当 SSH "Weak Ciphers" 模式处于启用状态时，
Oracle ILOM SSH 服务器将允许远程 SSH 客户机协商较弱
的密码组（较弱的加密）来传输敏感信息。此选项最好用在
专用内联网环境中。

Web 界面：只有在单击 "Save" 后，在 Web 界面中对 SSH
"Weak Ciphers" 属性所做的更改才会生效。
注 - 对 "Weak Ciphers" 属性所做的更改不要求您重新启动 SSH
服务器。更改在所有新的 SSH 连接上立即生效。

SSH Weak Cipher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ssh weak_ciphers=enabled|
disabled

"Restart" 按钮

(restart_sshd_action=)

True|False

重新启动 SSH 服务器将自动：(1) 终止所有连接的 SP 或 CMM
CLI 会话，以及 (2) 激活新处于暂挂状态的服务器端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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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services/ssh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SSH Server" > "SSH Server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Resta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ssh restart_sshd_action=true

"Generate RSA Key" 按钮

(generate_new_key_type=rsa
generate_new_key_action= true)

允许生成新的 RSA SSH 密钥。

Generate RSA Key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ssh

generate_new_key_type=rsa

generate_new_key_action=true

"Generate DSA Key" 按钮
(generate_new_key_type=dsa
generate_new_key_action=)

允许生成新的 DSA SSH 密钥。

Generate DSA Key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ssh

generate_new_key_type=dsa

generate_new_key_action=true

表 42 IPMI 服务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services/ipmi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IPMI" > "IPMI Settings"

用户角色：

■ admin (a)－修改 IPMI 规范配置属性时必需
■ Administrator 或 Operator－从 Oracle ILOM CLI 使用 IPMI 服务 (IPMItool) 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e

(state=)

Enabled Enabled（默认值）|Disabled

默认情况下，IPMI v2 的 "State"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

当 IPMI "State"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时，Oracle ILOM 允许远程
IPMItool 客户机使用命令行界面安全连接到 Oracle ILOM SP
（或 Oracle ILOM CMM）。

当 IPMI "State" 属性处于禁用状态时，将自动终止通过 Oracle
ILOM CLI 连接到 SP 或 CMM 的所有 IPMItool 客户机。

Web 界面：只有在单击 "Save" 后，在 Web 界面中对 IPMI 状
态所做的更改才会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IPMI Stat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ipmi state=enabled|disabled
v1.5 Sessions Disabled Enabled |Disabled（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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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services/ipmi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IPMI" > "IPMI Settings"

用户角色：

■ admin (a)－修改 IPMI 规范配置属性时必需
■ Administrator 或 Operator－从 Oracle ILOM CLI 使用 IPMI 服务 (IPMItool) 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v1_5_sessions=) 注 -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支持使用 IPMI v2.0 服务。在固
件发行版 3.2.4 之前，默认情况下，对 IPMI v1.5 和 v2.0 服务
的会话支持处于启用状态。

自 Oracle ILOM 固件发行版 3.2.4 起，提供了 IPMI v1.5 服务的
一个可配置会话属性。默认情况下，"v1.5 Sessions" 属性处于
禁用状态。

当 "v1.5 Sessions" 属性处于禁用状态时，将阻止使用 IPMI
v1.5 服务的所有远程 IPMItool 客户机连接到 Oracle ILOM。

当 "v1.5 Sessions"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时，Oracle ILOM 将允许
使用 IPMI v1.5 服务的远程 IPMItool 客户机使用命令行界面连
接到 Oracle ILOM SP（或 Oracle ILOM CMM）。

v1.5 Session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vices/ipmi v1_5_sessions=enabled|
disabled
注 - 当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了 FIPS 模式时，不符合 FIPS
140-2 的 IPMI "v1.5 Sessions" 属性会从 Oracle ILOM 界面中删
除而不能再进行配置。有关在使用 IPMI 服务管理 Oracle 服务
器时确保 Oracle ILOM 安全的其他信息，请参见《Oracle ILOM
安全指南》中的 IPMI 主题。

表 43 CLI 会话超时和定制提示符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CLI"

用户角色：

■ admin (a)－修改 IPMI 规范配置属性时必需
■ Administrator 或 Operator－从 Oracle ILOM CLI 使用 IPMI 服务 (IPMItool) 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ession Timeout

(timeout=)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minutes=n

CLI Session Timeout 属性确定将非活动 CLI 会话自动注销之前
的分钟数。

默认情况下，未配置 CLI 超时。如果在共享控制台上使用
Oracle ILOM CLI，建议网络管理员将 CLI 会话超时值设置为
15 分钟或更少。

Web 界面：只有在单击 "Save" 后，在 Web 界面中对 CLI 会话
超时属性所做的更改才会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修改默认管理访问配置属性

92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版 3.2.x） • 2015 年 10 月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CMM/cli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CLI"

用户角色：

■ admin (a)－修改 IPMI 规范配置属性时必需
■ Administrator 或 Operator－从 Oracle ILOM CLI 使用 IPMI 服务 (IPMItool) 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CLI Session Timeou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 timeout=enabled|disabled
minutes=value

Custom Prompt

(prompt=)
注 - 定制 CLI 提示符功能最初自固件发行
版 3.2.5.x 起可以在 Oracle Network OPUS
Switches 上进行配置。

None（禁用） None（默认值）| ["Literal Text"] |  "<HOSTNAME>" |
"<IPADDRESS>"

为帮助标识独立系统或者机架或机箱内的系统，管理员可以
定制标准的 CLI 提示符 (->)，方法是前置文字文本、替换标记
("<HOSTNAME>" "<IPADDRESS>") 或文字文本与替换标记的
组合。

Web 界面：只有在单击 "Save" 后，在 Web 界面中对 CLI
"Custom Prompt" 属性所做的更改才会在 Oracle ILOM 中生
效。有关详细信息，请单击 "Management Access" > "CLI" 页
面上的 More details... 链接。

定制 CLI 提示符对应的 CLI 语法：

示例：

■ set /SP | CMM | FMM/cli prompt="Literal_Text"
■ set /SP | CMM |FMM/cli prompt="<HOSTNAME>"

■ set /SP | CMM | FMM/cli prompt="<IPADDRESS>"

■ set /SP | CMM |FMM/cli prompt=["Literal_Text"]
"<HOSTNAME>"

■ set /SP | CMM | FMM/cli prompt=["Literal_Text"]
"<HOSTNAME>" "<IPADDRESS>"

表 44 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BS 140-2) 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services/fip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FIPS"
■ 用户角色：admin (a)（修改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us

(status=)

Disabled "Status" 是一个只读属性，指示 Oracle ILOM 中 FIPS 服务的当前状态。可能的
状态值包括：

■ Disabled－当符合以下条件时，"Management Access" > "FIPS" 页面上将显
示 Disabled 状态：

1. 系统上的 FIPS 操作模式处于禁用状态。
2. "State" 属性设置为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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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services/fip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Access" > "FIPS"
■ 用户角色：admin (a)（修改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3. Oracle ILOM 窗口的主工具栏区域中未显示 FIPS 护盾图标。

■ Enabled－当符合以下条件时，"Management Access" > "FIPS" 页面上将显
示 Enabled 状态：

1. 系统上的 FIPS 操作模式处于启用状态。
2. "State" 属性设置为启用。
3. Oracle ILOM 窗口的主工具栏区域中显示了 FIPS 护盾图标。

■ Disabled; enabled at next boot－当符合以下条件时，"Management
Access" > "FIPS" 页面上将显示 Disabled; enabled at next boot 状态：

1. 系统上的 FIPS 操作模式处于禁用状态。
2. "State" 属性设置为启用。
3. Oracle ILOM 窗口的主工具栏区域中未显示 FIPS 护盾图标。

■ Enabled; disabled at next boot－当符合以下条件时，"Management
Access" > "FIPS" 页面上将显示 Enabled; disabled at next boot 状态：

1. 系统上的 FIPS 操作模式处于启用状态。
2. "State" 属性设置为禁用。
3. Oracle ILOM 窗口的主工具栏区域中显示了 FIPS 护盾图标。

相关信息：

■ “在 FIPS 符合性模式下运行 Oracle ILOM” [72]
■ “当 FIPS 模式处于启用状态时不受支持的功能” [75]

State

(state=disabled |enabled)

Disabled 按照以下说明修改 FIPS "State" 属性：

■ 要禁用 FIPS 模式（默认值）－选中 "State" 复选框以禁用 FIPS 符合性模
式。

■ 要启用 FIPS 模式－清除 "State" 复选框以启用 FIPS 符合性模式。

只有在下次重新引导 Oracle ILOM 后，对服务器上 FIPS 操作模式所做的更改
才会生效。在那时，Oracle ILOM 用户定义的配置设置将自动重置为其出厂默认
设置。

FIPS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services/fips state=enabled|disabled

相关信息：

■ 修改 FIPS 模式  [72]
■ “FIPS 符合性模式对 ILOM 配置属性的影响”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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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默认连接配置属性
网络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接受或修改 Oracle ILOM 附带的默认连接属性。要修改 Oracle
ILOM 中的默认连接属性，请参见以下各表：

■ 表 45 “网络连接标准配置属性 ” 网络连接标准配置属性

注 - 标准 IP 属性包括有关为 IPv4 环境或双协议栈（IPv4 和 IPv6）环境单独启用或
禁用网络连接的说明。

■ 表 46 “网络连接增强配置属性 ” 网络连接增强配置属性

注 - 自 Oracle ILOM 3.2.4 起，IP 设置得到了增强，能够为 IPv4 和 IPv6 网络连接单
独启用或禁用 "State" 属性。另外，还可以配置新的静态 IPv6 网关属性。这些增强
设置在大多数新服务器型号以及运行较高软件发行版的部分传统服务器上可用。

■ 表 47 “DNS 配置属性 ”  
■ 表 48 “串行端口配置属性 ”

注 - 对于 Oracle 的多域 SPARC 服务器，请参阅服务器管理指南以了解如何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连接属性的详细信息。

表 45 网络连接标准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标准连接配置属性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3.2.0、3.2.1、3.2.2 和 3.2.3 的所有服务器。这些属性也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固件 3.2.4 及更
高版本的某些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e

(state=)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默认情况下，网络 State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必须始终启用此属性，
Oracle ILOM 才能在 IPv4 网络环境或在双协议栈 IPv4 和 IPv6 网络环境
中运行。

用于设置网络状态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 state=enabled|disabled
MAC Address

Out of Band MAC Address

只读 macaddress=| outofbandaddress= |sidebandmac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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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标准连接配置属性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3.2.0、3.2.1、3.2.2 和 3.2.3 的所有服务器。这些属性也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固件 3.2.4 及更
高版本的某些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ideband MAC Address 服务器 SP 和 CMM 的介质访问控制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地址是

在出厂时设置的。

SP 和 CMM 的 MAC Address 属性在 Oracle ILOM 中是不可配置的只读
属性。

用于显示 MAC 地址属性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network

Management Port

(managementport=)

MGMT MGMT |NETn

所有附带 Oracle ILOM 的服务器都包括物理网络管理端口 (MGT)，用于通
过网络连接到 Oracle ILOM。某些附带 Oracle ILOM 的系统还支持边带管
理。边带管理共享服务器上的物理数据端口使用 (NETn)，以允许对主机
操作系统和 Oracle ILOM 进行网络访问。

对于支持此选项的系统，网络管理员可以选择接受默认的 "Management
Port" 属性 (MGMT)，也可以针对边带管理使用 (NETn) 修改
"Management Port" 属性。

SP Management Po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network pendingmanagementport=MGMT|NETn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相关信息：

■ “边带网络管理连接” [18]
■ “专用网络管理连接（默认）” [16]

VLAN Tag (pendingvlan_id=) （无） 介于 1 和 4079 之间的整数

在 Oracle ILOM 中，默认情况下将禁用 VLAN 标记。禁用 VLAN 标记
后，系统不会生成带 VLAN 标记的以太网帧，不会处理传入的带 VLAN
标记的以太网帧。如果启用 VLAN 标记，系统将根据电气和电子工程师
协会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802.1Q 标
准生成和接收带 VLAN 标记的以太网帧。将 VLAN 标记指定为介于 1 和
4079 之间的整数。也可以在 Web 界面中使用 0 作为 "VLAN Tag" 值或在
CLI 中使用 ““ 来禁用 VLAN 标记。

VLAN Tag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network pendingvlan_id=[1–4079|””]
commitpending=true



修改默认连接配置属性

96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版 3.2.x） • 2015 年 10 月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标准连接配置属性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3.2.0、3.2.1、3.2.2 和 3.2.3 的所有服务器。这些属性也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固件 3.2.4 及更
高版本的某些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IPv4 IP Discovery Mode
(ipdiscovery=)

DHCP DHCP |Static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中的 IPv4 Discovery Mode 属性设置为
DHCP。此属性设置为 DHCP 时，Oracle ILOM 使用 DHCP 来确定服务
器 SP 或 CMM 的物理网络地址。

或者，网络管理员可以禁用 DHCP 属性并选择为服务器 SP 或 CMM 配置
静态 IPv4 网络地址、掩码地址和网关地址。

注：设置 DHCP 后，Oracle ILOM 使用默认 Auto DNS 属性分配 DNS
命名服务器和搜索路径。对于双协议栈 DHCP 配置，Oracle ILOM 中的
DNS 设置可以设置为从 IPv4 或 IPv6 DHCP 服务器接收 DNS 信息。

IPv4 IP Discovery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 pendingipdiscovery=dhcp|static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相关信息：

■ 表 47 “DNS 配置属性 ”

IPv4

DHCP Client ID
(dhcp_clientid=)

无 None|SysID

默认情况下，DHCP Client ID 属性设置为 None。或者，网络管理员可以
使用 /SP 目标下方的 system_identifier 属性为 DHCP Client 设置 SysID
（System Identifier，系统标识符）。

IPv4 DHCP Client ID 对应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network dhcp_clientid=none|sysid

相关信息：

■ “分配系统标识信息” [112]

IPv4

Network Address

Netmask Address

Gateway Address

Static IP
Discovery Mode,
Disabled

ipaddress=|ipnetmask=|ipgateway=
注 - 以下子网中的 IP 地址将保留，不能进行分配：169.254.10.n、
169.254.11.n 和 169.254.12.n

默认情况下，在 Oracle ILOM 中禁用网络、网络掩码和网关的 IPv4 用户
可配置地址属性。

网络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为 "IP Discovery Mode" 属性设置静态值，并为
网络、网络掩码和网关手动填充静态 IPv4 地址。

IPv4 静态地址对应的 CLI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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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标准连接配置属性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3.2.0、3.2.1、3.2.2 和 3.2.3 的所有服务器。这些属性也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固件 3.2.4 及更
高版本的某些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et /SP|CMM/network pendingipaddress=value
pendingipnetmask=value pendingipgateway=value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相关信息：

■ “IPv4 和 IPv6 地址的输入格式” [80]

IPv6

State (/ipv6/ state=)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默认情况下，在 Oracle ILOM 中会启用 "IPv6 State" 属性。网络管理员可
以选择性地禁用不依赖于双协议栈 IP 网络连接的任何网络环境的 IPv6 网
络状态。

注－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IPv6 状态，才能支持双协议栈 IP 网络连
接。

IPv6 Stat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ipv6 state=enabled|disabled
IPv6 Autoconfig

(/ipv6 autoconfig=)

Stateless disabled|stateless

默认情况下，IPv6 Autoconfig 属性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为 Stateless。
当启用了 Autoconfig Stateless 属性时，Oracle ILOM 将从 IPv6 路由器处
获悉 IPv6 动态地址前缀。

当 IPv6 Autoconfig Stateless 属性设置为 Disabled 时，将禁用 IPv6
Autoconfig 功能。

特别注意事项：

■ IPv6 Autoconfig Stateless 选项在没有 DHCPv6 服务器提供任何 IP 支
持的情况下确定 IP 地址。

■ 无论 DHCPv6 Autoconfig 属性的设置如何，都可以在 Oracle ILOM 中
启用 IPv6 Autoconfig Stateless 属性。

IPv6 Autoconfig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ipv6 autoconfig=stateless|disabled

DHCPv6 Autoconfig (/ipv6
autoconfig=)

（无） DHCPv6_Stateless |DHCP_Stateful

默认情况下，在 Oracle ILOM 中会禁用 DHCPv6 Autoconfig 属性。当此
属性处于禁用状态时，禁止 Oracle ILOM 从网络上的 DHCPv6 服务器获
悉 SP 或 CMM 网络地址和 DNS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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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标准连接配置属性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3.2.0、3.2.1、3.2.2 和 3.2.3 的所有服务器。这些属性也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固件 3.2.4 及更
高版本的某些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或者，网络管理员可以通过设置下列属性值之一来选择启用 DHCPv6
Autoconfig 属性：

■ DHCPv6 Stateless－处于启用状态时，Oracle ILOM 自动从 DHCPv6
网络路由器处获悉 SP（或 CMM）的 DNS 信息。

■ DHCPv6 Stateful－处于启用状态时，Oracle ILOM 自动从 DHCPv6
网络路由器处获悉 SP（或 CMM）的动态 IPv6 地址和 DNS 信息。

特别注意事项：

■ 对于双协议栈 DHCP 配置，Oracle ILOM 中的 DNS 设置可以设置为
从 IPv4 或 IPv6 DHCP 服务器接收 DNS 信息。

■ Oracle ILOM 上次用来检索 DHCPv6 网络信息的 DHCPv6 服务器的
唯一 ID 由 dhcpv6_server_duid 属性予以标识。

DHCPv6 Autoconfig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ipv6 autoconfig=dhcpv6_stateless|
dhcpv6_stateful

Link-Local IPv6 Address

(/ipv6 link_local_ipaddress=)

只读 Link-Local IPv6 Address 只读属性是不可路由的地址，可用于从同一网络
上的另一个启用 IPv6 的节点连接到 Oracle ILOM SP（或 CMM）。

Oracle ILOM 应用以下原则来为 SP 或 CMM 构建链路本地地址：

■ Oracle ILOM 将 SP 或 CMM MAC 地址与链路本地标识符前缀结合使
用。

■ 初始化时，Oracle ILOM 使用重复地址检测 (Duplicate Address
Detection, DAD) 协议来确保 SP（或 CMM）的已报告本地链路地址是
唯一的。

Link-Local Address 对应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network/ipv6

IPv6

Static IP Address

(/ipv6 static_ipaddress=)

无 当 IPv6 处于启用状态时，网络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向 SP 或 CMM 分配
静态 IPv6 地址。
注 - 以下子网中的 IP 地址将保留，不能进行分配：169.254.10.n、
169.254.11.n 和 169.254.12.n

用于指定 IPv6 静态 IP 和网络掩码的参数为：IPv6_address/
subnet_mask_length_in_bits。网关地址是自动配置的。

示例：fec0:a:8:b7:214:4fff:feca:5f7e/64

Static IPv6 Address 对应的 CLI 语法：



修改默认连接配置属性

修改网络部署和管理的默认设置 99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标准连接配置属性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3.2.0、3.2.1、3.2.2 和 3.2.3 的所有服务器。这些属性也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固件 3.2.4 及更
高版本的某些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et /SP|CMM/network/ipv6

pending_static_ipaddress=ipaddress/subnetmask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IPv6 Gateway (/ipv6
ipgateway=)

只读 此属性中提供的只读 IPv6 网关地址是从网络上的 IPv6 路由器获悉的。

IPv6 Gateway 对应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network/ipv6

Dynamic IPv6 Address (/ipv6
dynamic_ipaddress_n)

只读 发生以下情况时，Oracle ILOM 会报告动态 IPv6 地址：

■ 在 Oracle ILOM 中同时启用了 Autoconfig Stateless 和 Autoconf
DHCPv6_Stateful 属性或者启用了其中一个属性。

■ IPv6 网络路由器或 DHCPv6 服务器报告服务器 SP 或 CMM 的多个动
态网络地址。

特别注意事项：

■ Oracle ILOM 在内部结构中最多存储 10 个动态地址。
■ Oracle ILOM 对所有动态网络地址都会进行响应。
■ 如果仅设置 Autoconfig DHCPv6_Stateless 属性，将不在 Oracle ILOM

界面中报告任何动态网络地址。

Dynamic IPv6 Address 对应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network/ipv6

"Save" 按钮

(commitpending=true)

所有暂挂网络修
改

Web 界面－必须先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修改，这
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CLI－必须在 /network 目标下提交所有暂挂网络修改。

特别注意事项：

■ IPv4 暂挂修改在提交或保存后生效。
■ 向受管理设备分配新的静态 IPv4 地址将结束与 SP 或 CMM 的所有活

动 Oracle ILOM 会话。要重新登录到 Oracle ILOM，请打开新的浏览
器会话并输入新分配的 IPv4 地址。

■ IPv6 暂挂修改在提交或保存后生效。对 autoconfig 属性进行的更改不
需要在 CLI 中提交。

■ 新获悉的自动配置 IPv6 地址不会影响当前连接到受管理设备（SP 或
CMM）的任何 Oracle ILOM 会话。

IPv4 提交暂挂修改对应的 CLI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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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标准连接配置属性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3.2.0、3.2.1、3.2.2 和 3.2.3 的所有服务器。这些属性也适用于运行 Oracle ILOM 固件 3.2.4 及更
高版本的某些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et /SP|CMM/network state=enabled|disabled
pendingipdiscovery=static|dhcp pendingipaddress=value
pendingipgateway=value pendingipnetmask=value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IPv6 提交暂挂修改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ipv6 state=enabled|disabled
pending_static_ipaddress=ipv6_address/
subnet_mask_length_in_bits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相关信息：

■ 测试 IPv4 和 IPv6 连接 [117]

表 46 网络连接增强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网络连接增强配置设置适用于大多数新服务器型号以及运行 Oracle ILOM 3.2.4 及更高版本的部分传统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MAC Address

Out of Band MAC Address

Sideband MAC Address

只读 macaddress=| outofbandaddress= |sidebandmacaddress=

服务器 SP 和 CMM 的介质访问控制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地址是
在出厂时设置的。

SP 和 CMM 的 MAC Address 属性在 Oracle ILOM 中是不可配置的只读
属性。

用于显示 MAC 地址属性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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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网络连接增强配置设置适用于大多数新服务器型号以及运行 Oracle ILOM 3.2.4 及更高版本的部分传统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Management Port

(managementport=)

MGMT MGMT |NETn

所有附带 Oracle ILOM 的服务器都包括物理网络管理端口 (MGT)，用于通
过网络连接到 Oracle ILOM。某些附带 Oracle ILOM 的系统还支持边带管
理。边带管理共享服务器上的物理数据端口使用 (NETn)，以允许对主机
操作系统和 Oracle ILOM 进行网络访问。

对于支持此选项的系统，网络管理员可以选择接受默认的 "Management
Port" 属性 (MGMT)，也可以针对边带管理使用 (NETn) 修改
"Management Port" 属性。

SP Management Po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network pendingmanagementport=MGMT|NETn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相关信息：

■ “边带网络管理连接” [18]
■ “专用网络管理连接（默认）” [16]

VLAN Tag (pendingvlan_id=) （无） 介于 1 和 4079 之间的整数

在 Oracle ILOM 中，默认情况下将禁用 VLAN 标记。禁用 VLAN 标记
后，系统不会生成带 VLAN 标记的以太网帧，不会处理传入的带 VLAN
标记的以太网帧。如果启用 VLAN 标记，系统将根据电气和电子工程师
协会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802.1Q 标
准生成和接收带 VLAN 标记的以太网帧。将 VLAN 标记指定为介于 1 和
4079 之间的整数。也可以在 Web 界面中使用 0 作为 "VLAN Tag" 值或在
CLI 中使用 ““ 来禁用 VLAN 标记。

VLAN Tag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network pendingvlan_id=[1–4079|””]
commitpending=true

IPv4 State

(state=)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默认情况下，IPv4 网络 "State"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

IPv4 State 对应的 Web 属性说明：

■ Enabled（默认值）－当 "IPv4 State" 的 "Enabled" 复选框处于选中状
态时，启用到 Oracle ILOM 的 IPv4 以太网连接。

■ Disabled－当 "IPv4 State" 的 "Enabled" 复选框处于清除状态时，禁用
到 Oracle ILOM 的 IPv4 以太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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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网络连接增强配置设置适用于大多数新服务器型号以及运行 Oracle ILOM 3.2.4 及更高版本的部分传统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IPv4 State 对应的 CLI 语法和属性说明：

set /SP|CMM/network state=enabled|ipv4-only|ipv6-
only|disabled

CLI IPv4 属性说明

■ enabled（默认值）－设置为 enabled 将在双协议栈 IPv4 和 IPv6 网络
环境中运行，在此环境中启用到 Oracle ILOM 的 IPv4 和 IPv6 以太网
连接。在这种情况下，"IPv6 State" 属性 (/network/ipv6 state=) 也必
须设置为 enabled。

■ ipv4-only－当设置为 ipv4-only 时，仅启用到 Oracle ILOM 的 IPv4
以太网连接。

■ ipv6-only－当设置为 ipv6-only 时，仅启用到 Oracle ILOM 的 IPv6
以太网连接。

■ disabled－设置为 disabled 将阻止到 Oracle ILOM 的 IPv4 和 IPv6 以
太网连接。

IPv4 IP Discovery Mode
(ipdiscovery=)

DHCP DHCP |Static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中的 IPv4 Discovery Mode 属性设置为
DHCP。此属性设置为 DHCP 时，Oracle ILOM 使用 DHCP 来确定服务
器 SP 或 CMM 的物理网络地址。

或者，网络管理员可以禁用 DHCP 属性并选择为服务器 SP 或 CMM 配置
静态 IPv4 网络地址、掩码地址和网关地址。

注：设置 DHCP 后，Oracle ILOM 使用默认 Auto DNS 属性分配 DNS
命名服务器和搜索路径。对于双协议栈 DHCP 配置，Oracle ILOM 中的
DNS 设置可以设置为从 IPv4 或 IPv6 DHCP 服务器接收 DNS 信息。
注 - 某些服务器 SP（例如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不再支持配置 DHCP
IPv4 地址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IP Discovery" 属性显示为 "Static"。

IPv4 IP Discovery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 pendingipdiscovery=dhcp|static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相关信息：

■ 表 47 “DNS 配置属性 ”

IPv4 无 None|Sy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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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网络连接增强配置设置适用于大多数新服务器型号以及运行 Oracle ILOM 3.2.4 及更高版本的部分传统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DHCP Client ID
(dhcp_clientid=)

默认情况下，DHCP Client ID 属性设置为 None。或者，网络管理员可以
使用 /SP 目标下方的 system_identifier 属性为 DHCP Client 设置 SysID
（System Identifier，系统标识符）。
注 - 某些服务器 SP（例如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不再支持配置 DHCP
IPv4 地址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DHCP Client ID" 属性。

IPv4 DHCP Client ID 对应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network dhcp_clientid=none|sysid

相关信息：

■ “分配系统标识信息” [112]

IPv4

Network Address

Netmask Address

Gateway Address

Static IP
Discovery Mode,
Disabled

ipaddress=|ipnetmask=|ipgateway=
注 - 以下子网中的 IP 地址将保留，不能进行分配：169.254.10.n、
169.254.11.n 和 169.254.12.n

默认情况下，在 Oracle ILOM 中禁用网络、网络掩码和网关的 IPv4 用户
可配置地址属性。

网络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为 "IP Discovery Mode" 属性设置静态值，并为
网络、网络掩码和网关手动填充静态 IPv4 地址。
注 - 某些 Oracle 服务器 SP（例如 Oracle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不再
支持配置 DHCP IPv4 地址的功能。

IPv4 静态地址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 pendingipaddress=value
pendingipnetmask=value pendingipgateway=value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相关信息：

■ “IPv4 和 IPv6 地址的输入格式” [80]

IPv6 State

(/ipv6 state=)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默认情况下，在 Oracle ILOM 中会启用 "IPv6 State" 属性。网络管理员可
以选择性地禁用不依赖于 IPv6 或双协议栈（IPv4 和 IPv6）网络连接的任
何网络环境的 IPv6 网络状态。

当 "IPv6 State" 设置为 "Enabled" 时，为 IPv6 网络连接启用 Oracle ILOM
以太网网络端口。当 "IPv6 State" 设置为 "Disabled" 时，为 IPv6 网络连
接禁用 Oracle ILOM 以太网网络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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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网络连接增强配置设置适用于大多数新服务器型号以及运行 Oracle ILOM 3.2.4 及更高版本的部分传统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注－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同时启用 "IPv4 State" 和 "IPv6 State" 属性，
才能支持双协议栈（IPv4 和 IPv6）网络连接。

IPv6 Stat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ipv6 state=enabled|disabled
IPv6 Autoconfig

(/ipv6 autoconfig=)

Stateless disabled|stateless

默认情况下，IPv6 Autoconfig 属性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为 Stateless。
当启用了 Autoconfig Stateless 属性时，Oracle ILOM 将从 IPv6 路由器处
获悉 IPv6 动态地址前缀。

当 IPv6 Autoconfig Stateless 属性设置为 Disabled 时，将禁用 IPv6
Autoconfig 功能。

特别注意事项：

■ IPv6 Autoconfig Stateless 选项在没有 DHCPv6 服务器提供任何 IP 支
持的情况下确定 IP 地址。

■ 无论 DHCPv6 Autoconfig 属性的设置如何，都可以在 Oracle ILOM 中
启用 IPv6 Autoconfig Stateless 属性。

IPv6 Autoconfig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ipv6 autoconfig=stateless|disabled

DHCPv6 Autoconfig (/ipv6
autoconfig=)

（无） DHCPv6_Stateless |DHCP_Stateful

默认情况下，在 Oracle ILOM 中会禁用 DHCPv6 Autoconfig 属性。当此
属性处于禁用状态时，禁止 Oracle ILOM 从网络上的 DHCPv6 服务器获
悉 SP 或 CMM 网络地址和 DNS 信息。

或者，网络管理员可以通过设置下列属性值之一来选择启用 DHCPv6
Autoconfig 属性：

■ DHCPv6 Stateless－处于启用状态时，Oracle ILOM 自动从 DHCPv6
网络路由器处获悉 SP（或 CMM）的 DNS 信息。

■ DHCPv6 Stateful－处于启用状态时，Oracle ILOM 自动从 DHCPv6
网络路由器处获悉 SP（或 CMM）的动态 IPv6 地址和 DNS 信息。

特别注意事项：

■ 对于双协议栈 DHCP 配置，Oracle ILOM 中的 DNS 设置可以设置为
从 IPv4 或 IPv6 DHCP 服务器接收 DNS 信息。

■ Oracle ILOM 上次用来检索 DHCPv6 网络信息的 DHCPv6 服务器的
唯一 ID 由 dhcpv6_server_duid 属性予以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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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网络连接增强配置设置适用于大多数新服务器型号以及运行 Oracle ILOM 3.2.4 及更高版本的部分传统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DHCPv6 Autoconfig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ipv6 autoconfig=dhcpv6_stateless|
dhcpv6_stateful

Link-Local IPv6 Address

(/ipv6 link_local_ipaddress=)

只读 Link-Local IPv6 Address 只读属性是不可路由的地址，可用于从同一网络
上的另一个启用 IPv6 的节点连接到 Oracle ILOM SP（或 CMM）。

Oracle ILOM 应用以下原则来为 SP 或 CMM 构建链路本地地址：

■ Oracle ILOM 将 SP 或 CMM MAC 地址与链路本地标识符前缀结合使
用。

■ 初始化时，Oracle ILOM 使用重复地址检测 (Duplicate Address
Detection, DAD) 协议来确保 SP（或 CMM）的已报告本地链路地址是
唯一的。

Link-Local Address 对应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network/ipv6

IPv6

Static IP Address

(/ipv6 static_ipaddress=)

无 当 IPv6 处于启用状态时，网络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向 SP 或 CMM 分配
静态 IPv6 地址。
注 - 以下子网中的 IP 地址将保留，不能进行分配：169.254.10.n、
169.254.11.n 和 169.254.12.n

用于指定 IPv6 静态 IP 和网络掩码的参数为：IPv6_address/
subnet_mask_length_in_bits。默认情况下，网关地址是自动配置的。

示例：fec0:a:8:b7:214:4fff:feca:5f7e/64

Static IPv6 Addres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ipv6

pending_static_ipaddress=ipaddress/subnetmask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IPv6 Static Gateway

(/ipv6 static_ipgateway=)

无 您可以选择性地分配一个静态 IPv6 网关地址，它将与通过路由器通告接
收的任何 IPv6 网关地址结合使用。

IPv6 Static Gateway 示例：2001:db8:0:0:0:379c:a562:bef0

IPv6 Gateway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 SP|CMM/network/ipv6

pending_static_ipgateway=[user_specified_ipv6_gateway_address]



修改默认连接配置属性

106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版 3.2.x） • 2015 年 10 月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网络连接增强配置设置适用于大多数新服务器型号以及运行 Oracle ILOM 3.2.4 及更高版本的部分传统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IPv6 Gateway (/ipv6
ipgateway=)

只读 此属性中提供的只读 IPv6 网关地址是从网络上的 IPv6 路由器获悉的。

IPv6 Gateway 对应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network/ipv6

Dynamic IPv6 Address (/ipv6
dynamic_ipaddress_n)

只读 发生以下情况时，Oracle ILOM 会报告动态 IPv6 地址：

■ 在 Oracle ILOM 中同时启用了 Autoconfig Stateless 和 Autoconf
DHCPv6_Stateful 属性或者启用了其中一个属性。

■ IPv6 网络路由器或 DHCPv6 服务器报告服务器 SP 或 CMM 的多个动
态网络地址。

特别注意事项：

■ Oracle ILOM 在内部结构中最多存储 10 个动态地址。
■ Oracle ILOM 对所有动态网络地址都会进行响应。
■ 如果仅设置 Autoconfig DHCPv6_Stateless 属性，将不在 Oracle ILOM

界面中报告任何动态网络地址。

Dynamic IPv6 Address 对应的 CLI 语法：

show /SP|CMM/network/ipv6

"Save" 按钮

(commitpending=true)

所有暂挂网络修
改

Web 界面－必须先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修改，这
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CLI－必须在 /network 目标下提交所有暂挂网络修改。

特别注意事项：

■ IPv4 暂挂修改在提交或保存后生效。
■ 向受管理设备分配新的静态 IPv4 地址将结束与 SP 或 CMM 的所有活

动 Oracle ILOM 会话。要重新登录到 Oracle ILOM，请打开新的浏览
器会话并输入新分配的 IPv4 地址。

■ IPv6 暂挂修改在提交或保存后生效。对 autoconfig 属性进行的更改不
需要在 CLI 中提交。

■ 新获悉的自动配置 IPv6 地址不会影响当前连接到受管理设备（SP 或
CMM）的任何 Oracle ILOM 会话。

IPv4 提交暂挂修改对应的 CLI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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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networ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Settings"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要求：

■ 网络连接增强配置设置适用于大多数新服务器型号以及运行 Oracle ILOM 3.2.4 及更高版本的部分传统服务器型号。要确定系统上支持哪些
Oracle ILOM IP 设置，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员指南或产品说明。

■ 必须提交所有 CLI 暂挂网络修改，这些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必须保存在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所有 Web 修改，这些
修改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生效。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et /SP|CMM/network state=enabled|disabled
pendingipdiscovery=static|dhcp pendingipaddress=value
pendingipgateway=value pendingipnetmask=value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IPv6 提交暂挂修改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network/ipv6 state=enabled|disabled
pending_static_ipaddress= value/
subnet_mask_valuepending_static_ipgatewayaddress= value

set /SP|CMM/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相关信息：

■ 测试 IPv4 和 IPv6 连接 [117]

表 47 DNS 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clients/dn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DNS" > "DNS Configuration"
■ 用户角色：admin (a)（修改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Auto DNS via DHCP

(auto_dns=)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默认情况下，在 Oracle ILOM 中会启用 "Auto DNS via DHCP" 属性。此属性处
于启用状态时，Oracle ILOM 会自动从 DHCP 服务器检索 DNS 信息。

或者，网络管理员可以禁用 Auto DNS 属性，以在 Oracle ILOM 中手动配置
DNS 信息。

Auto DNS via DHCP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dns auto_dns=enabled|disabled
DNS Named Server

(nameserver=)

无 Auto DNS 属性处于禁用状态时，最多可以手动在 DNS Named Server 属性中
配置三个 IP 地址。

输入多个 IP 地址时，请遵循以下准则：

■ 每个地址必须以逗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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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clients/dns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DNS" > "DNS Configuration"
■ 用户角色：admin (a)（修改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 IPv4 和 IPv6 地址混合使用时，首先列出 IPv4 地址。

DNS Named Server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dns nameserver=ip_address_1, ipaddress_2,
ipaddress_3

DNS Search Path

(searchpath=)

无 Auto DNS 属性处于禁用状态时，最多可以手动在 DNS Search Path 属性中配
置六个域后缀。每个搜索后缀必须以逗号分隔。

DNS Search Path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dns searchpath= domain_1.com, domain_2.edu,
and so on

DNS Timeout (timeout=) 5 seconds 介于 1 和 10 之间的整数

DNS Timeout 属性值指定为 DNS 服务器分配来完成 DNS 查询的秒数。

或者，网络管理员可以增加或减少分配给 DNS 服务器的默认超时值。

DNS Timeou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dns timeout=n

相关主题：

■ “动态 DNS 设置示例” [109]

DNS Retries (retries=) 1 retry 介于 0 和 4 之间的整数

DNS Retries 属性值指定在超时情况下重试 DNS 查询的次数。

或者，网络管理员可以增大或减小默认的 DNS Retries 属性值。

DNS Retrie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dns retries=n
"Save" 按钮（仅限 Web） Web 界面－在 "DNS Configuration" 页面中所做的更改必须保存在 Oracle ILOM

中才能生效。

表 48 串行端口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serial/portsharing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Serial Port" > "Serial Port Settings"
■ 用户角色：(a) Admin（修改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Owner

(owner=)

SP SP |host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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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serial/portsharing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Serial Port" > "Serial Port Settings"
■ 用户角色：(a) Admin（修改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可以在某些 Oracle 服务器上配置串行端口 "Owner" 属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见“串行管理端口所有者” [80]。

串行端口 Owner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serial/portsharing owner=SP|hostserver
Host Serial Port

(/host pendingspeed=
flowcontrol=)

Baud Rate =
9600

Flow Control =
None

Baud Rate = 9600 |Flow Control = Software |Hardware|None

可以在某些 Oracle 服务器上配置 Host Serial Port 属性。

Host Serial Port 选项的属性值必须与为主机服务器上的串行控制台端口设置的
属性值相匹配。通常指串行端口 0、COM1 或 /dev/ttyS0。

Host Serial Po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ial/host pendingspeed=value flowcontrol=value
commitpending=true

External Serial Port

(/external pendingspeed=
flowcontrol=)

Baud Rate =
9600

Flow Control =
None

Baud Rate = 9600 |Flow Control = None

受管理设备上的外部串行端口是串行管理 (SER MGT) 端口。

或者，网络管理员可以更改外部串行端口的默认波特率速度。

External Serial Po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serial/external pendingspeed=value
commitpending=true

"Save" 按钮（仅限 Web） Web 界面－在 "Serial Port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更改必须保存在 Oracle
ILOM 中才能生效。

动态 DNS 设置示例

通过设置动态域名服务 (Dynamic Domain Name Service, DDNS)，可以进一步利用
DHCP，从而自动使网络环境中的 DNS 服务器识别新添加的所有 Oracle ILOM 系统
（使用 DHCP）的主机名。

配置 DDNS 后，网络管理员可以确定特定 Oracle ILOM SP 或 CMM 的主机名，方法
是将产品序列号与以下前缀之一组合：SUNSP 或 SUNCMMn。例如，假定产品序列
号为 0641AMA007，服务器 SP 的主机名将为 SUNSP-0641AMA007，安装单个机箱
的 CMM 的主机名将为 SUNCMM-0641AMA007，安装两个机箱的 CMM 的主机名将为
SUNCMM0-0641AMA007 和 SUNCMM1-0641AMA007。



示例：设置 DDNS 配置

110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版 3.2.x） • 2015 年 10 月

示例：设置 DDNS 配置
本示例介绍了如何设置典型的 DDNS 配置。

假设：

以下假设适用于此 DDNS 配置示例：

■ 存在一个服务器，负责处理 SP 所在网络的 DNS 和 DHCP。
■ SP 网络地址为 192.168.1.0。
■ DHCP/DNS 服务器地址为 192.168.1.2。
■ 从 192.168.1.100 到 192.168.1.199 之间的 IP 地址用作地址池，为 SP 和其他客户

机提供地址。
■ 域名为 example.com。
■ 不存在现有的 DNS 或 DHCP 配置。如果存在，请参考本示例中的 .conf 文件对现有

配置进行更新。

注 -设置 DDNS 的具体方式取决于站点所使用的基础结构。Oracle Solaris、Linux 和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都支持提供 DDNS 功能的服务器解决方案。本示例配置使
用 Debian r4.0 作为服务器操作系统环境。

可以使用此处提供的以下步骤和样例文件，进行特定于站点的修改后设置您自己的
DDNS 配置。

1. 安装 Debian 分发包中的 bind9 和 dhcp3-server 软件包。
安装 dnsutils 软件包后可以访问 dig、nslookup 以及其他有用工具。

2. 使用 dnssec-keygen，生成要在 DHCP 和 DNS 服务器之间共享的密钥，以控制对 DNS
数据的访问。

3. 创建一个名为 /etc/bind/named.conf 的 DNS 配置文件，其中包含以下内容：

options {

  directory "/var/cache/bind";

  auth-nxdomain no;    # conform to RFC1035

  listen-on-v6 { any; };

};

// prime the server with knowledge of the root servers

zone "." {

  type hint;

  file "/etc/bind/db.root";

};

// be authoritative for the localhost forward and reverse zones, // and for broadcast zones as

 per RFC 1912

zone "localhost" {

  type master;



示例：设置 DDNS 配置

修改网络部署和管理的默认设置 111

  file "/etc/bind/db.local";

};

zone "127.in-addr.arpa" {

  type master;

  file "/etc/bind/db.127";

};

zone "0.in-addr.arpa" {

  type master;

  file "/etc/bind/db.0";

};

zone "255.in-addr.arpa" {

  type master;

  file "/etc/bind/db.255";

};

// additions to named.conf to support DDNS updates from dhcp server

key server.example.com {

  algorithm HMAC-MD5;

  secret "your-key-from-step-2-here"

};

zone "example.com" {

  type master;

  file "/etc/bind/db.example.com";

  allow-update { key server.example.com; };

};

zone "1.168.192.in-addr.arpa" {

  type master;

  file "/etc/bind/db.example.rev";

  allow-update { key server.example.com; };

};

4. 为本地网络添加空区域文件。
空区域文件的名称应为 /etc/bind/db.example.com 和 /etc/bind/db.example.rev。
复制分发包中提供的 db.empty 文件即可；DNS 服务器将自动更新这些文件。

5. 创建 /etc/dhcp3/dhcpd.conf 文件，其中包含以下内容：

ddns-update-style interim;

ddns-updates      on;

server-identifier server;

ddns-domainname   "example.com.";

ignore client-updates;

key server.example.com {

  algorithm hmac-md5;

  secret your-key-from-step-2-here;

}

zone example.com. {

  primary 127.0.0.1;

  key server.example.com;

}

zone 1.168.192.in-addr.arpa. {

  primary 127.0.0.1;

  key server.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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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lease-time 600;

max-lease-time 7200;

authoritative;

log-facility local7;

subnet 192.168.1.0 netmask 255.255.255.0 {

  range 192.168.1.100 192.168.1.199;

  option domain-name-servers 192.168.1.2;

}

6. 完成上述步骤 1 至 5 后，运行 /etc/init.d 脚本以启动 DNS 和 DHCP 服务器。
这些服务器处于运行状态后，当已配置 DHCP 的任何新 Oracle ILOM SP 开机时，
可使用这些 ILOM SP 的主机名自动访问这些 ILOM SP。如有必要，请使用日志文
件、dig、nslookup 以及其他实用程序进行调试。

参考

有关本示例中使用的 Linux DHCP 和 DNS 服务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Internet Systems
Consortium Web 站点，网址为：http://www.isc.org/

分配系统标识信息
Oracle ILOM 提供了一组可配置属性来帮助标识环境中的特定受管理设备。系统管理员
可以使用这些参数唯一标识受管理设备的物理位置、受管理设备的联系点以及分配给受
管理设备的主机名。有关更多系统标识配置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表 49 设备标识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Identification"
■ 用户角色：Admin (a)（修改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Host Name

(hostname=)

无 Host Name 在定义后可帮助标识连接到计算机网络的受管理设备。

"Host Name" 属性值最多可包含 60 个字符。它必须以字母开头，并且只能包含
字母数字、连字符和下划线字符。

Host Nam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 hostname=value
System Identifier

(/system_identifier=)

无 System Identifier 在定义后可帮助标识 SNMP 陷阱的有效载荷元素中的受管理
设备。

System Identifier 属性值最多可以包含 60 个字符，可使用除引号之外的任何标
准键盘键。

可以在服务器 SP 和 CMM 中配置此属性。

http://www.i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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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Identification"
■ 用户角色：Admin (a)（修改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ystem Identifier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 system_identifier=value
System Contact

(/system_contact=)

无 System Contact 在定义后可帮助标识受管理设备的联系点，例如负责该设备的
人员的姓名或电子邮件地址。

System Contact 属性值可以由使用标准键盘键输入的文本字符串（引号除外）
组成。

System Contac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 system_contact=value
System Location

(/system_location=)

无 System Location 在定义后可帮助标识受管理设备的物理位置，例如机架标识符
或数据中心位置。

System Location 属性值可以由使用标准键盘键输入的文本字符串（引号除外）
组成。

System Contac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 system_location=value
Physical Presence Check

(/check_physical_
presence=)

Enabled Physical Presence Check 影响恢复预配置的 Oracle ILOM root 帐户密码的行
为。

■ Enabled (true)－处于启用状态时，必须按物理系统上的 "Locator" 按钮才能
恢复默认的 Oracle ILOM 密码。

注 - 在某些 Oracle 服务器上，可使用除 "Locator" 按钮以外的其他方法指示
亲临现场。

■ Disabled (false)－处于禁用状态时，可以重置默认的 Oracle ILOM 管理员密
码，而无需按物理系统上的 "Locator" 按钮。

Physical Presence Check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 check_physical_presence=true|false

相关主题：

■ 表 13 “恢复预配置的 root 帐户或 root 帐户密码（仅适用于 CLI）”

"Save" 按钮（仅限 Web） Web 界面－在 "Identification" 页面中所做的更改必须保存在 Oracle ILOM 中才
能生效。

设置 SP 或 CMM 时钟的属性

首次部署 Oracle ILOM 时，系统管理员应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时钟设置，以确保
Oracle ILOM 记录的系统管理事件显示正确的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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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将 Oracle ILOM 时钟与 NTP 服务器同步，也可以选择使用主机服
务器上的 UTC/GMT 时区在 Oracle ILOM 中本地手动配置日期和时间。

有关 Oracle ILOM 时钟配置属性，请参见下表。

表 50 Oracle ILOM 时钟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CMM/clock
■ Web："ILOM Administration" > "Date and Time" > "Clock Settings | Timezones"
■ 用户角色：admin (a)（修改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Date and Time

(datetime=)

无 使用月、日和年填充 "Date" 属性。使用小时和分钟填充 "Time" 属性。

用于设置 Date and Time 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ock datetime=MMDDhhmmYYYY
Timezones

(timezones=)

无 时区缩写（PST、EST 等）

使用适当的时区填充 "Timezones" 属性。

用于设置 Timezones 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ock timezones=3_to_4_characters
Synchronize Time with NTP
Server

(usentpserver=)

Disabled Enabled|Disabled

当设置为禁用时，Oracle ILOM 时钟将不与 NTP 服务器同步。当设置为启用
时，Oracle ILOM 时钟将与指定的网络时间协议 (Network Time Protocol, NTP)
服务器同步。
注 -  当处于启用状态时，可以将 Oracle ILOM 时钟设置为与一个或两个网络时
间协议 (Network Time Protocol, NTP) 服务器同步。

用于使时钟与 NTP 服务器同步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ock usentpserver=enabled|disabled
NTP Server 1 (2)

(/SP|CMM/clients/

ntp/server/n
address=<address>)

无 设置 Oracle ILOM 时钟将与之同步的一个或多个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 DNS
主机名。配置两个 NTP 服务器可以提供冗余。

用于设置 NTP 服务器地址的 CLI 语法：

set /SP|CMM/clients/ntp/server/1 address=<address>

set /SP|CMM/clients/ntp/server/2 address=<address>
"Save" 按钮（仅限 Web） Web 界面－在 "Clock Settings" 页面和 "Timezone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更改

必须保存在 Oracle ILOM 中才能生效。

请参阅 Oracle 服务器文档以确定：

■ Oracle ILOM 中的当前时间是否可以在 SP 重新引导期间持续生效。
■ 在主机引导期间，Oracle ILOM 中的当前时间是否可以与主机保持同步。
■ 系统是否支持用于存储时间的实时时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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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问题的建议解决方案
■ “解决 Web 浏览器安全设置问题” [115]
■ “解决连接问题” [116]
■ “关于生成树配置的建议做法 ” [117]
■ 测试 IPv4 和 IPv6 连接 [117]

解决 Web 浏览器安全设置问题
自 Oracle ILOM 3.1.0 起，Internet Explorer (IE) 6 用户如果不执行以下两个任务之一则
无法再连接到 Web 界面：

■ 任务 1－将浏览器升级到 IE 7 或更高版本，或者是等同或更新版本的其他浏览器。
－或者－

■ 任务 2－修改 Oracle ILOM Web 服务器属性以及 SSL 证书和密钥。有关说明，请参
见以下过程。

修改默认的 Web 服务器属性来支持 Internet Explorer 6

Oracle ILOM 附带的预配置 Web 服务器自签名证书使用 IE 6 不支持的更强加密。

对于不希望从 IE 6 升级到 IE 7 的用户，必须修改以下过程中的 Web 服务器属性来允许
IE 6 连接到 Oracle ILOM Web 界面。

开始之前

■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 Oracle ILOM 中的 Web 服务器属性。

1. 登录 Oracle ILOM CLI。

2. 通过键入以下内容启用弱密码：
set /SP|CMM/services/https weak_ciphers=enabled

3. 通过键入以下内容上载定制密钥：
set /SP|CMM/services/https/ssl/custom_key load_uri=<uri_string >

4. 通过键入以下内容上载定制证书：
set /SP|CMM/services/https/ssl/custom_cert load_uri=<uri_string>

相关信息：

■ 表 38 “ Web 服务器配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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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连接问题

如果与 Oracle ILOM 界面建立网络连接时遇到困难，请参阅以下 IPv4 和 IPv6 信息以了
解建议的解决方案。

■ 表 51 “IPv4 连接问题故障排除”
■ 表 52 “IPv6 连接问题故障排除”

表 51 IPv4 连接问题故障排除

问题 建议的解决方案

无法使用 IPv4 从网络客户机
访问 Oracle ILOM。

确保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的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上或 Oracle ILOM CLI 中的 /SP/
network 目标下启用了 State 的设置。还有一些针对诊断 IPv4 网络问题的建议，其中包括：

■ 验证是否已建立与物理管理端口 (NET MGT) 的 LAN 连接。
■ 验证 Oracle ILOM 中是否已启用适当的网络服务：SSH、HTTP 或 HTTPS。在 Web 界面

中，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以验证和更改网络连接设置。
■ 使用行业标准网络诊断工具（如 IPv4 Ping 或 Traceroute），测试与受管理设备的网络连

接。

从 Web 或 CLI 运行 ping。或者，从服务 Oracle ILOM 受限 shell 运行 traceroute。

无法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6 (IE 6) Web 浏览器访问
Oracle ILOM Web 界面。

Internet Explorer 6 用户必须升级其浏览器或上载定制证书和私钥，才能在 Oracle ILOM Web 界
面中使用 SSL。

有关如何上载定制 SSL 证书的说明，请参阅表 39 “HTTPS Web 服务器的 SSL 证书和私钥配置
属性”。

表 52 IPv6 连接问题故障排除

问题 建议的解决方案

无法使用 IPv6 地址访问
Oracle ILOM Web 界面。

确保 URL 中的 IPv6 地址用括号括起来，例如：https://[2001:db8:0:0:0:0:0:0]

无法使用 IPv6 地址下载文
件。

确保 URL 中的 IPv6 地址用括号括起来，例如：

load -source tftp://[2001:db8:0:0:0:0:0:0]/desktop.pkg

无法使用 IPv6 从网络客户机
访问 Oracle ILOM。

如果位于单独的子网，请尝试以下操作：

■ 验证 Oracle ILOM 是否具有动态或静态地址（而不仅仅是链路本地地址）。
■ 验证网络客户机是否已配置 IPv6 地址（而不仅仅是链路本地地址）。

如果位于同一子网或单独子网，请尝试以下操作：

■ 确保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的 "Network Settings" 页面上或 Oracle ILOM CLI 中的 /SP/
network/ipv6 目标下启用了 IPv6 State 属性。

■ 验证 Oracle ILOM 中是否已启用适当的网络服务：SSH、HTTP 或 HTTPS。

在 Web 界面中，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以验证和更改网络连接设
置。

■ 使用行业标准网络诊断工具（如 IPv6 Ping 或 Traceroute），测试与受管理设备的网络连
接。

从 Web 或 CLI 中运行 ping6。或者，从服务 Oracle ILOM 受限 shell 运行 trace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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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建议的解决方案

无法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6 (IE 6) Web 浏览器访问
Oracle ILOM Web 界面。

Internet Explorer 6 必须升级浏览器或上载定制证书和私钥，才能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使
用 SSL。

有关如何上载定制 SSL 证书的说明，请参阅表 39 “HTTPS Web 服务器的 SSL 证书和私钥配置
属性”。

关于生成树配置的建议做法

由于 SP 网络管理端口并未设计为交换机端口行为模式，因此 SP 网络管理端口无法像
生成树 portfast 一样支持交换机端口功能。

配置生成树参数时，请参考以下建议：

■ 用于连接 SP 网络管理端口和相邻网络交换机的端口应始终将 SP 网络管理端口视为
主机端口。

■ 连接到相邻网络交换机的端口上的生成树选项应完全禁用或至少配置了以下参数：

生成树参数 建议的设置

portfast 使该接口立即转换到转发状态。

bpdufilter 不在该接口上发送或接收 BPDU。

bpduguard 不在该接口上接受 BPDU。

cdp 不在该接口上启用发现协议。

测试 IPv4 和 IPv6 连接

要从 Oracle ILOM 中配置的 IP 和网关地址将网络测试发送到网络中的设备，请执行以
下过程：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CLI：
要从 CLI 发出 ping 连接测试，请键入以下命令之一：

set /SP|CMM/network/test ping=device_ipv4_address_on network

set /SP|CMM/network/test ping6=device_ipv6_address_on network

如果测试失败，将显示错误消息。在某些 Oracle 服务器上，如果测试成功，则会显
示成功消息。

■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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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 Web 发出 ping 连接测试，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Connectivity" > "Network" > "Network Tools"。

b.    在工具对话框中，选择测试类型，指定网络上设备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
"Test"。

相关信息：

■ 表 45 “网络连接标准配置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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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远程 KVMS 控制台实现主机服务器重定向

说明 链接

要确定 Oracle Sun 系统上支持的主机服务器重定
向 KVMS 控制台选项，请参阅本部分。

■ “支持的 Oracle ILOM 远程 KVMS 控制台” [119]

有关从 Oracle ILOM CLI 建立与主机服务器的串行
重定向会话的说明，请参阅本部分。

■ “建立与服务器的主机串行控制台会话 ” [120]

将存储映像文件从远程 NFS 或 SAMBA 服务器重
定向到主机服务器。

对于 SPARC M7 或 T7 系列服务器，管理预安装
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

■ “将映像文件从存储设备重定向到主机服务
器” [124]

■ 将新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从 SP 上载到主机
（SPARC M7 和 T7） [128]

相关信息
■ 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或存储重定向 CLI
■ 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 “Using Remote KVMS Securely” in 《Oracle ILOM Security Guide Firmware

Releases 3.0, 3.1, and 3.2》

支持的 Oracle ILOM 远程 KVMS 控制台
Oracle ILOM 附带了以下远程 KVMS 控制台之一：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原始版本）－此 Oracle ILOM KVMS 控制
台包括一项基于 GUI 的远程系统控制台功能和一项基于文本的存储重定向 CLI 功
能。这两项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功能在所有从 Oracle ILOM 3.0.x
升级到 3.1.x 或者从 Oracle ILOM 3.1.x 升级到 3.2.1 或更高版本的 Oracle Sun 服务
器上都可用。
有关设置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或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功能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或存储重
定向 CLI。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较高版本）－此 Oracle ILOM KVMS
控制台包括一个类似于原始版本的图形远程系统控制台，但是它未包括存储重定向
CLI 功能。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在所有新发行的附带了 Oracle ILOM 固
件 3.2.1 或更高版本的 Sun 系统上都可用。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SGz4002aeb139237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SGz4002aeb139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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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设置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功能的详细说明，请参
见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 主机 OS 串行重定向－除了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和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中的串行重定向选项之外，Oracle ILOM 还提供了从 Oracle
ILOM CLI 启动与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的串行重定向会话的功能。
有关从 Oracle ILOM CLI 启动或停止主机串行重定向会话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建立
与服务器的主机串行控制台会话 ” [120]。

■ 主机存储重定向－Oracle ILOM 中的主机存储重定向功能支持将存储映像从中央
NFS 或 SAMBA 系统信息库重定向到主机服务器。此外，自 Oracle ILOM 固件发行
版 3.2.4 起，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主机存储重定向功能来查看服务器上 Solaris 的当
前版本，以及通过再将一个 Solaris 软件包上载到主机服务器来恢复主机服务器上的
Solaris 映像。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将映像文件从存储设备重定向到主机服务
器” [124]

建立与服务器的主机串行控制台会话

系统管理员可以从 Oracle ILOM CLI 启动或停止主机串行重定向控制台会话。有关从
CLI 启动和停止主机串行控制台会话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以下内容：

■ 启动串行控制台重定向和登录到主机服务器 OS [120]
■ “主机串行控制台日志属性” [121]

启动串行控制台重定向和登录到主机服务器 OS

开始之前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Console (c) 角色，才能启动与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的串
行重定向会话。

注 - 对于支持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的 Oracle Sun 服
务器，Oracle ILOM CLI 主机控制台 (HOST/console) 会话中的读写和仅查看模式是
由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窗口中的串行重定向设置确
定的。例如，如果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窗口中为
串行重定向启用了完全控制模式，则所有活动的 CLI 主机控制台会话将被强制进入
仅查看模式。要在 CLI 主机控制台会话中返回到读写模式，则主 KVMS 用户必须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窗口中放弃完全控制权，然后重
新启动会话（通过键入 start -f /HOST/console）。

■ 查看“主机串行控制台日志属性” [121]。此外，对于 SPARC 多域服务器，请参
见表 54 “SPARC PDomain 的主机状态历史记录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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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具有主机服务器用户凭证才能访问主机操作系统。在从 Oracle ILOM 终止主机
重定向会话之前，用户应先从主机操作系统注销。

■ 可以从 Oracle ILOM SP CLI 或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中
的串行重定向模式来启动主机控制台串行重定向会话。

注 - Solaris 用户必须使用串行重定向来访问 Solaris Host Console、查看 Solaris
Host Console 消息或发出 Solaris Host Console 命令，例如 boot 命令。不得使用
视频重定向来访问 Solaris Host Console、查看 Solaris Host Console 消息或发出
Solaris Host Console 命令，例如 boot 命令。

1. 要从 Oracle ILOM SP CLI 启动主机串行重定向控制台，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对于单个主机服务器 SP，请键入：
start /host/console

■ 对于多域 SPARC 服务器 SP，请键入：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console

此时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指定用户凭证。

2. 键入所需的用户凭证以访问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
您现在已通过主机串行控制台登录到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

注 - 要发出标准 Oracle ILOM CLI 命令，您必须先退出主机串行控制台。

3. 要终止主机重定向会话，请执行以下操作：

a.    从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注销。

b.    要终止主机串行控制台与 Oracle ILOM 之间的连接，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对于 x86 系统，请同时按以下键：ESC 和 (

■ 对于 SPARC 系统，请键入 #。

注 - 要向主机发送一个中断请求，请按 Esc 键，并键入大写字母 B。

主机串行控制台日志属性

Oracle ILOM 提供了一组属性供系统管理员用来配置以下内容：1) 主机串行控制台历
史记录日志如何显示，以及 2) 哪些转义符用来终止主机串行控制台重定向会话。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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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属性的说明，请参见以下各表（表 53 “主机串行控制台日志属性”或表 54 “SPARC
PDomain 的主机状态历史记录日志 ”）

注 - 下面的“主机串行控制台日志属性”表中未指定多域服务器的 CLI 路径。对于这
类 SPARC 服务器，请在下表中描述的 CLI 路径的开头附加 /Servers/PDomains/
PDomain_n。

表 53 主机串行控制台日志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console（或者 /Servers/PDomain/PDomain_n/Host/console）
■ 用户角色：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 logging 和 escapechars 属性。

需要具有 Console (c) 角色才能修改 line_count、pause_count 和 start_from 属性。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logging enabled enabled|disabled

设置 logging 属性以打开或关闭串行控制台历史记录日志记录。如果
将 "logging" 属性设置为 "disabled"，则 show /HOST/console/history
命令将返回以下错误：

failed. could not get console history

logging 对应的 CLI 语法：

单个主机服务器：

set /HOST/console logging=enabled|disabled

多域主机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PDomain_n/HOST/console
logging=enabled|disabled

line_count 0 介于 0 和 2048 之间的整数

指定要显示多少行串行控制台日志记录日志。值为 0 指示 Oracle
ILOM 显示整个历史记录日志。

line_count 对应的 CLI 语法：

单个主机服务器：

set /HOST/console line_count=0 to 2048

多域主机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console
line_count=0 to 2048

pause_count 0 介于 0 和 2048 之间的整数

指定一次显示多少行串行控制台日志记录日志。在显示指定的行数
后，Oracle ILOM 将提示您继续：



启动串行控制台重定向和登录到主机服务器 OS

使用远程 KVMS 控制台实现主机服务器重定向 123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console（或者 /Servers/PDomain/PDomain_n/Host/console）
■ 用户角色：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 logging 和 escapechars 属性。

需要具有 Console (c) 角色才能修改 line_count、pause_count 和 start_from 属性。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or ???q' to quit

值为 0 指示 Oracle ILOM 一次显示整个历史记录日志。

pause_coun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console pause_count=0 to 2048

start_from end beginning|end

设置 start_from 属性以指示 Oracle ILOM 是从头还是从末尾开始显
示串行控制台历史记录日志。

start_from 对应的 CLI 语法：

单个主机服务器：

set /HOST/console start_from=beginning|end

多域主机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console
start_from=beginning|end

escapechars #. 指定用来退出控制台重定向会话的转义符。

escapechars 对应的 CLI 语法：

单个主机服务器：

set /HOST/console escapechars=characters

多域主机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console
escapechars=characters
注 - escapechars 属性仅适用于 SPARC 系统。

timestamp no（禁用了显示） no（默认值）| yes

要在 x86 服务器 SP 的控制台历史记录日志中显示时间戳条目，请将
"timestamp" 属性设置为 yes。

timestamp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console escapechars=yes|no
注 -

自固件发行版 3.2.5 起，timestamp 属性仅在 x86 服务器（Intel 和
Grantley）上可用

history 不适用 查看主机控制台日志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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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console（或者 /Servers/PDomain/PDomain_n/Host/console）
■ 用户角色：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 logging 和 escapechars 属性。

需要具有 Console (c) 角色才能修改 line_count、pause_count 和 start_from 属性。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history 对应的 CLI 语法：

单个服务器：

show /HOST/console/history

多域服务器：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console/history

表 54 SPARC PDomain 的主机状态历史记录日志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SP CLI：/Servers/PDomains/PDomain_0/HOST/status_history

■ Web："Host Management" > "Status History Log"

自 ILOM 固件发行版 3.2.5 起，提供了 SPARC 多域服务器的状态历史记录日志。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list 不适用 查看 SPARC 多域服务器的主机状态历史记录日志。

Web：单击 "Status History" 页面上的 "More details..." 链接，以查
看状态日志历史记录的说明。

用于查看主机状态历史记录列表的 CLI 语法：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HOST/status_history/

list

将映像文件从存储设备重定向到主机服务器
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主机存储设备功能可以执行以下任一操作：1) 从 NFS 或
SAMBA 服务器挂载存储映像，并将其作为连接的主机存储设备进行重定向，或者 2) 配
置服务处理器 (service processor, SP) 以使 SP 上安装的 Oracle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
可供受管理服务器上的主机使用。

注 - 主机存储设备 Miniroot 模式仅在 SPARC M7、T7 及更高版本的系列服务器上可
用。

要从当前存储在远程 NFS 或 SAMBA 服务器上的单个文件引导服务器时，NFS 或
SAMBA 重定向配置很有用。要从 Oracle ILOM SP 恢复 Oracle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
时，Miniroot 重定向配置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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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主机存储设备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信息：

■ “配置主机存储设备属性的特殊注意事项” [125]
■ “CLI 和 Web 主机存储设备属性” [125]
■ 将新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从 SP 上载到主机（SPARC M7 和

T7） [128]（SPARC T7、M7 或更高版本的系列服务器）

配置主机存储设备属性的特殊注意事项

■ Oracle ILOM 的主机存储设备功能仅在支持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的系统上可用。

■ 从任何 Oracle ILOM KVMS 用户界面一次都只能重定向一个存储映像。例如，如果
在其他 KVMS 存储重定向正在进行时尝试重定向存储映像文件，后面的存储重定向
尝试将失败，并显示错误消息。

■ 自 Oracle ILOM 固件发行版 3.2.5.5 起，主机存储设备 Miniroot 模式在 SPARC
M7、T7 及更高版本的系列服务器上可用。

■ 在 Oracle ILOM 发行版 3.2.4 之前，主机存储设备功能称为“远程设备”功能（可从
Web 界面中访问：单击 "Remote Control" > "Remote Device"）。

■ 对于包含多个主机（域）的 SPARC 服务器配置，必须在下方“主机存储设备属性”表
中显示的 SP CLI 目标前面加上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按以下方式在 Web 界
面中导航："Domain#" > "Remote Control" > "Host Storage Device"。

CLI 和 Web 主机存储设备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SP/services/kvms/remote_virtual_device

■ Web："Remote Control" > "Host Storage Device"
■ 用户角色：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配置 "Remote Device" 属性。需要具有 Read-Only (o) 角色才能查看当前设

置。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mode

(mode)

disabled（对于使用
SP 固件 3.2.4 或更
低版本的系统）

miniroot（对于预安
装有 Solaris OS 映
像且使用 SP 固件
3.2.5.5 或更高版本
的较新 SPARC M7
和 T7 系列服务器）

disabled |remote|miniroot

"Mode" 属性用于控制主机存储设备重定向行为。

■ Disabled－选择 "Disabled" 可停用 Oracle ILOM 中的主机存
储重定向服务

■ Remote－选择 "Remote" 可将在远程 NSF 或 SAMBA 服务器
上挂载的虚拟存储映像作为连接的主机存储设备进行重定向。

■ Miniroot－选择 "Miniroot" 可将 SP 配置为指向当前安装在受
管理服务器上的预先装入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有关如
何将新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从 SP 上载到受管理服务器
的说明，请参见将新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从 SP 上载到
主机（SPARC M7 和 T7）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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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SP/services/kvms/remote_virtual_device

■ Web："Remote Control" > "Host Storage Device"
■ 用户角色：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配置 "Remote Device" 属性。需要具有 Read-Only (o) 角色才能查看当前设

置。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注 - "Miniroot" 选项仅在 SPARC T7、M7 或更高版本的
SPARC 系列服务器上可用。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单个服务器：

set /SP/services/kvms/host_storage_device

mode=[disabled|remote|miniroot]
注 - "Miniroot" 选项仅在 SPARC T7 和 M7 服务器上可用。

多域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s-n/SP/services/kvms/
host_storage_device mode=[disabled|remote| miniroot]

Server URI

(target_URI)

（无） NFS 或 Samba URI

将主机存储设备的 "Mode" 设置为 "Remote" 时，使用 NFS 或
Samba 协议输入远程服务器上映像的位置。

■ 要使用 NFS 输入 URI，可使用以下格式：nfs://server:/

path/file

样例 NFS URI：nfs://198.51.100.2:/export/robert/

biosimage.img

■ 要使用 Samba 输入 URI，可使用以下格式：smb://server:/

path/file 或 smb://server/path/file

样例 Samba URI：smb://198.51.100.2/robert/biosimage.img

target_URI 对应的 CLI 语法：

单个服务器：

set /SP/services/kvms/host_storage_device

target_URI=NFS_or_Samba_URI

多域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SP/services/kvms/
host_storage_device target_URI=NFS_or_Samba_URI

SMB User
Name

(username)

（无） SAMBA 服务器用户名

如果使用 Samba 挂载虚拟存储设备，则需要进行验证。

将主机存储设备的 "Mode" 设置为 "Remote" 时，应输入远程
SAMBA 服务器的用户名。

username 对应的 CLI 语法：

单个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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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SP/services/kvms/remote_virtual_device

■ Web："Remote Control" > "Host Storage Device"
■ 用户角色：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配置 "Remote Device" 属性。需要具有 Read-Only (o) 角色才能查看当前设

置。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et /SP/services/kvms/host_storage_device

username=username

多域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SP/services/kvms/
host_storage_device username=username

SMB Password

(password)

（无） SAMBA 服务器密码

如果使用 Samba 挂载虚拟存储设备，则需要进行验证。

将主机存储设备的 "Mode" 设置为 "Remote" 时，应输入与指定的
"SMB User Name" 关联的密码。

password 对应的 CLI 语法：

单个服务器：

set /SP/services/kvms/host_storage_device

password=password

多域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 /SP/services/kvms/
host_storage_device password=password

Status

(status)

disabled 只读 "Status" 属性指示 Remote Device 重定向服务的操作状
态。"Status" 属性的可能值如下所示：

■ Connecting－指示通过 USB 向主机传输数据的连接已终止或
尚未建立。

■ Device not mounted－虚拟存储设备映像未成功挂载。
■ Disabled－远程设备重定向的 "Service State" 属性设置为禁

用。
■ Internal file error－尝试挂载设备时在 Oracle ILOM 中发生了

问题。
■ Operational－虚拟存储设备重定向已成功启动。
■ Remote file transfer error－传输远程设备的数据时发生了错

误。
■ Remote file configured in URI not found－在远程系统上未找

到在 URI 中指定的文件。
■ Remote storage is currently connected via KVMS－如果远程

主机存储设备连接到了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则无
法使用主机存储设备。

■ Remote target not available－虚拟存储设备映像的路径无
效。

■ URI not configured－未设置远程服务器 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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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SP/services/kvms/remote_virtual_device

■ Web："Remote Control" > "Host Storage Device"
■ 用户角色：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配置 "Remote Device" 属性。需要具有 Read-Only (o) 角色才能查看当前设

置。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 URI not valid for requested operation－远程服务器 URI 无

效。
■ Username or password not configured（仅限 Samba）－未

设置用户名或密码。

status 对应的 CLI 语法：

单个服务器：

show /SP/services/kvms/host_storage_device status

多域服务器：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n/SP/services/kvms/
host_storage_device status

将新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从 SP 上载到主机
（SPARC M7 和 T7）

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 Miniroot 属性可以管理当前安装在受管理服务器上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例如，从 Oracle ILOM 中，您可以查看受管理服务器上已安装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版本。您还可以通过将新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上载到服
务处理器 (service processor, SP) 并将其连接到主机服务器来恢复受管理服务器上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

开始之前

■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在 SP 上装入新版本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
■ 必须在下面的一个服务器上安装 Oracle ILOM 固件发行版 3.2.5.5 或更高版本：1)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2) SPARC T7 系列服务器，3) 更高版本的 SPARC 系列服
务器。

■ Miniroot 功能仅适用于预安装有 Solaris Miniroot 映像的 SPARC 服务器。
■ 要自动将新的 miniroot.iso 文件连接到主机服务器，必须将 "Remote Control" >

"Host Storage Device" 页面上的 "Mode" 属性设置为 "Miniroot"。
■ 必须将 Oracle ILOM 中的 "Host Management" > "Keyswitch" 属性设置为

"Normal"。否则，如果将 "Keyswitch" 属性设置为 "Locked"，将会禁用 "Miniroot" 页
面上的 "Load" 按钮。

■ 可从活动 SP 访问系统管理 Miniroot 属性。在 "Host Storage Device" 页面（或者
host_storage_device CLI 目标）上设置主机存储重定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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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如何更新 Solaris Miniroot 映像的信息，请参见 Solaris 文档 (http://idg-base.
us.oracle.com/knn/libraries/E53394/E53394_01/html/E54742/gplct.html) 中关于
“如何更新回退 Miniroot 映像”的说明。

请按照以下步骤从 Oracle ILOM SP Web 界面管理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

注 - 有关 Miniroot CLI 属性，请参见“系统管理 Miniroot 属性说明” [130]，以及“CLI 和
Web 主机存储设备属性” [125]中所述的 "Mode" 属性。

1. 要查看受管理服务器上安装的 Solaris Miniroot 映像版本，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Miniroot"。
受管理服务器上安装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版本将显示在 "Miniroot" 页面上。

2. 要将新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上载到 SP 并使其自动连接到主机服务器，请执行以下
操作：

a.    导航到 "Remote Control" > "Host Storage Device" 页面，以确保将 "Mode" 属性设
置为 "Miniroot"。
有关如何在 "Remote Control" > "Host Storage Device" 页面上修改 "Mode" 属性的
说明，请单击 "More details ..." 链接。

b.    要将新的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上载到 SP 并使其自动连接到主机服务器，请执行
以下步骤：

i.    导航到 "System Management Miniroot" 页面，然后单击 "Load Miniroot
Package" 按钮。
此时将显示 "Miniroot Update" 页面。

ii.    在 "Miniroot Update" 页面中，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 "Local File Browse" 按钮或指定 URL 以找到新的 Solaris Miniroot 软
件包。

■ 单击 "Upload"。
此时将显示一条确认消息，指明上载已完成且没有必要重置 SP。新上载
的 Solaris miniroot.iso 文件将自动连接到受管理服务器上的主机。

http://idg-base.us.oracle.com/knn/libraries/E53394/E53394_01/html/E54742/gplct.html
http://idg-base.us.oracle.com/knn/libraries/E53394/E53394_01/html/E54742/gpl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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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 Miniroot 属性说明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CLI：/SP/firmware/host/miniroot

■ Web："System Management" > "Miniroot"
■ 用户角色：admin (a)（修改属性时必需）

属性 说明

Miniroot Version

(version=)

"Miniroot Version" 是一个只读属性，标识受管理服务器上已安装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的版本。

用于创建用户的 CLI 语法：

show /SP/firmware/host/miniroot version=

Load Miniroot Package
（按钮）

(load_uri=)

使用 "Load" 按钮或 load_uri 目标可以指定新 Solaris Miniroot 软件包的位置。

Load Miniroot Package 对应的 CLI 语法：

load /SP/firmware/host/miniroot

load_uri=file_transfer_method://host_address/file_path/minroot.iso_filename

其中，file_transfer_method 可以包括：TFTP|FTP|SFTP|SCP|HTTP|HTTPS|Paste。

有关每种文件传输方法（不包括 Paste）的详细说明，请参见“支持的文件传输方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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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或
存储重定向 CLI

注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和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功能在所有
从 Oracle ILOM 3.0.x 升级到 3.1.x 或者从 Oracle ILOM 3.1.x 升级到 3.2.1 或更高版本
的 Oracle 系统上都可用。

说明 链接

要了解如何设置和使用基于 GUI 的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来实现主机服务器 KVMS 重定向，请参
阅这些部分。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 [131]
■ “首次设置 Remote System Console ” [132]
■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138]
■ “Remote System Console 菜单选项、使用注意事项以及切

换键 ” [140]
■ “国际键盘支持” [143]

有关设置和使用基于文本的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功能的信息，请参阅这些
部分。

■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143]
■ “首次设置存储重定向 CLI” [143]
■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149]
■ “存储重定向命令和选项” [152]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安全指南 (3.2.x)》中的“安全地使用远程 KVMS”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在所有从 Oracle ILOM 3.0.x 升级到 3.1.x 或者
从 Oracle ILOM 3.1.x 升级到 3.2.1 或更高版本的 Oracle 系统上都可用。

通过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系统管理员可以远程重定向主机服务器系
统设备（例如，键盘、视频、鼠标和存储器）。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同时提供了一个串行重定向选项和一个视频重定向选项：

■ 串行重定向（仅适用于 Oracle 的 SPARC 服务器）－串行重定向选项在每个服务器
SP 上支持一个完全控制的基于文本的控制台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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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重定向（所有 Oracle 系统）－视频重定向选项在每个服务器 SP 上支持一个或
多个完全控制的图形控制台会话。

注 - 如果您收到了新发行的安装有 Oracle ILOM 固件 3.2.1 或更高版本的 Oracle 服务
器，请参见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有关设置或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
主题：

■ “首次设置 Remote System Console ” [132]
■ “选择性地设置锁定模式以确保主机服务器桌面的安全 ” [136]
■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149]
■ “Remote System Console 菜单选项、使用注意事项以及切换键 ” [140]

首次设置 Remote System Console

要在首次使用时设置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请参阅以下主题：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的使用要求” [132]
■ 配置本地客户机 KVMS 设置 [133]
■ 为 Windows IE Web 浏览器注册 32 位 JDK Java 插件 [135]
■ 为 Mozilla Firefox Web 浏览器注册 32 位 JDK Java 插件 [135]
■ “选择性地设置锁定模式以确保主机服务器桌面的安全 ” [136]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的使用要求

在首次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之前，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表 55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的使用要求

设置要求 说明

固件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在所有附带了 Oracle ILOM 3.0.x 或 Oracle ILOM 3.1.x 或者已
从 Oracle ILOM 3.0.x 或 Oracle ILOM 3.1.x 升级到 Oracle ILOM 3.2.1 或更高版本的所有服务器上都
可用。

KVMS 设置 为键盘、视频和鼠标重定向行为配置 SP 本地客户机属性。

KVMS 默认值：

State：Enabled，Mouse Mode：Absolute，Display Quality：YUV420，Lock Mode：Disabled

相关信息：

■ 配置本地客户机 KVMS 设置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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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要求 说明

Java 运行时环境 必须在本地客户机系统上安装 Java 运行时环境（1.5 或更高版本）。要下载最新的 Java 运行时环
境，请访问 http://java.com。
注 - 在服务器上运行 Java 7 或更低版本时，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不支持 TLSv1.1 或
TLSv1.2。如果需要在 SP 上运行 TLSv1.1 或 1.2，请安装 Java 8。否则，当运行 Java 7 或更低版本
时，仅启用 TLSv1.0。

需要 JDK 和 Web 浏览
器

■ 对于 IPv4 网络，需要 32 位 JDK。
■ 对于 IPv6 网络，需要 JDK170b36 或更高版本。

有关支持的 Web 浏览器，请参见“Oracle ILOM 支持的 Web 浏览器” [32]。

针对视频重定向注册
32 位 JDK

必须先在本地客户机 Web 浏览器中注册 32 位 JDK Java 插件，然后才能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进行视频重定向。

相关信息：

■ 为 Windows IE Web 浏览器注册 32 位 JDK Java 插件 [135]
■ 为 Mozilla Firefox Web 浏览器注册 32 位 JDK Java 插件 [135]

用户角色和主机服务器
用户凭证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 KVMS 服务状态。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Console (c) 角色，才能修改 KVMS 属性（不包括 "State" 属性）和启

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 需要具有主机服务器用户凭证才能访问重定向的主机服务器。

视频重定向和串行重定
向的使用

启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时，用户可以使用以下重定向方法之一启动远程 KVMS
会话：

■ Serial Redirection（仅适用于 Oracle SPARC 服务器）－此选项仅可用于 Oracle SPARC 服务器
SP。启用了此选项时，Oracle ILOM 会为串行主机服务器重定向提供一个基于文本的控制台。

■ Video Redirection－此选项可用于 Oracle 的 CMM、x86 服务器 SP 以及 SPARC 服务器 SP。此
选项可为视频重定向的主机服务器提供一个基于 GUI 的控制台。

需要通信 TCP/IP 端口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默认情况下使用以下 TCP/IP 通信端口：

■ 对于 CD 重定向，使用端口 5120。
■ 对于软盘重定向，使用端口 5123
■ 对于用户验证重定向，使用端口 5556
■ 对于视频重定向，使用端口 7578
■ 仅对于 Oracle SPARC 服务器重定向，使用端口 7579

有关默认网络端口的完整列表，请参见“Oracle ILOM 使用的默认网络端口” [80]。

配置本地客户机 KVMS 设置
1. 要在 Oracle ILOM 中访问服务器 SP KVMS 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对于 Oracle 单个服务器 SP 系统：
Web－单击 "Remote Console" > "KVMS" > "KVMS Settings"。

CLI－键入 show /SP/services/kvms

■ 对于 Oracle 多域 SP 系统，请键入：

http://jav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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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从 "Manage" 列表框中选择一个域，然后单击 "Remote Console" > "KVMS"
> "KVMS Settings"。

CLI－键入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SP/services/kvms

2. 根据需要修改以下 KVMS 属性：

属性 说明

State

(servicestate=)

默认情况下，KVMS 服务 "State" 为 "enabled"，可进行重定向。

只有在 "State"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时才能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如果 "State" 属性为 "disabled"，则您将无法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KVMS Service State 对应的 CLI 语法：

■ 单个服务器 SP：

set /SP/services/kvms servicestate=enabled|disabled
■ 多域服务器 SP：

set Server/Pdomains/PDomain_n/SP/services/kvms
servicestate=enabled|disabled

Mouse Mode

(mousemode=)

从以下列表中设置合适的鼠标模式选项：

■ Relative（默认值）－如果远程主机运行的是 Linux OS，请设置此本地鼠
标模式。

■ Absolute－如果远程主机运行的是 Windows 或 Solaris OS，请设置此本
地鼠标模式。

KVMS Mouse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 单个服务器 SP：

set /SP/services/kvms mousemode=absolute|relative
■ 多域服务器 SP：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SP/services/kvms
mousemode=absolute|relative

Display Quality

(display_quality=)

从以下列表中选择合适的视频显示质量选项：

■ YUV420（初始出厂默认值）－选择此设置来传输压缩率较高的彩色图像
数据方案，可获得最佳数据传输速率。

■ YUV444－选择此设置来传输压缩率较低的彩色图像数据方案，可获得较
高的图像分辨率。

■ VQ2－选择此设置来传输压缩率较低的、最适合双色终端显示输出的视频
数据方案。

■ VQ4－选择此设置来传输压缩率较低的、最适合四色终端显示输出的视频
数据方案。

注 - 您设置的显示质量值在您重新引导 SP 后将永久保留。因此，如果执行了
修改，不会保留初始出厂默认值 (YUV420)。

KVMS Display Quality 对应的 CLI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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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单个服务器 SP：

set /SP/services/kvms display_quality=YUV420| YUV444|VQ2|
VQ4

多域服务器 SP：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SP/services/kvms

display_quality=YUV420|YUV444|VQ2|VQ4

Host Lock Mode

(lockmode=)

有关主机锁定属性的说明，请参见“选择性地设置锁定模式以确保主机服务器
桌面的安全 ” [136]。

3. 要应用修改，请单击 "KVMS Settings" 页面上的 "Save"。

为 Windows IE Web 浏览器注册 32 位 JDK Java 插件
1. 在 Windows 客户机上，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而非 Internet Explorer）。

2.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对话框中，单击 "Tools"（工具）> "Folder Options"（文件夹选
项），然后单击 "Files Types"（文件类型）选项卡。

3. 在 "Files Types"（文件类型）选项卡上，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Registered File Type"（已注册的文件类型）列表中，选择 JNLP 文件类型并单
击 "Change"（更改）。

b.    在 "Open With"（打开方式）对话框中，单击 "Browse"（浏览）以选择 32 位 JDK
文件。

c.    选中 "Always use the selected program to open this kind of file"（始终使用选择的
程序打开这种文件）复选框。

d.    单击 "OK"（确定），然后启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有关说明，请参见“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138]。

为 Mozilla Firefox Web 浏览器注册 32 位 JDK Java 插
件

1. 从 Oracle ILOM Web 界面启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单击 "Remote Console" > "Re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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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aunch Redirection" 页面中，选择串行或视频重定向方法（如果已提供），然后单
击 "Launch Remote System Console" 按钮。

注 - 也可以从 Web 界面 "Summary" 页面的 "Actions" 面板访问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此时将显示 "Java Start Web Program" 对话框。

2. 在 "Java Start Web Program"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单击 "Open with..." 指定 32 位 JDK 文件的位置。

b.    选中 "Do this automatically for files like this from now on" 复选框。

注 - 如果显示一条证书警告消息，指出站点的名称与证书上的名称不匹配，请单击 "Run"
继续。

此时将显示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窗口。

有关如何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重定向 KVMS 设备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138]。

选择性地设置锁定模式以确保主机服务器桌面的安全

使用 Oracle ILOM，只要远程 KVMS 会话断开连接，便可以选择锁定主机服务器桌面。
此功能确保当 KVMS 会话用户在注销主机服务器桌面之前关闭了会话时，将提示后续的
KVMS 会话用户输入其用户凭证来获取对系统的访问权限。

有关锁定模式选项以及如何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锁定模式的说明，请参见以下信息：

■ 表 56 “可配置的主机服务器锁定选项 ” 可配置的主机服务器锁定选项
■ 当断开远程 KVMS 会话连接时锁定主机桌面 [137]

表 56 可配置的主机服务器锁定选项

锁定模式属性值 说明

Windows

(lockmode=windows)

"Windows" 锁定模式设置可配置用于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主机服务器。

当主机 Lock Mode 属性设置为 Windows 时，Oracle ILOM 与标准 Windows 键盘快捷键
(Ctrl+Alt+Del K) 配合使用来锁定 Windows 操作系统桌面。

Custom

(lockmode=custom)

Custom 锁定模式设置适用于运行 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基于 Linux 的操作系统或不使
用 Ctrl+Alt+Del K 组合键的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主机服务器。

在 Oracle ILOM 中将主机的 "Lock Mode" 属性设置为 "Custom" 时，Oracle ILOM 支持使用
以下组合键来锁定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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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模式属性值 说明
■ Oracle Solaris 或基于 Linux 的操作系统支持的定制组合键。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Custom" 锁定模式设置之前，需要先在主机操作系统上定义定制组合键。有关创建定制
组合键的说明，请参阅操作系统供应商文档。

■ Windows 支持的定制组合键，如 Windows 徽标键+L 键盘快捷键。Oracle ILOM 中的
"Custom" 锁定模式选项不支持使用标准 Windows 键盘快捷键（Ctrl+Alt+Del 组合键）来
锁定桌面。

Disabled

(lockmode=disabled)

将主机的 "Lock Mode" 属性设置为 "Disabled"（默认设置）时，当远程 KVMS 会话结束
时，Oracle ILOM 不会自动锁定主机服务器桌面。

当断开远程 KVMS 会话连接时锁定主机桌面

开始之前

■ 对于 "Custom" 锁定模式配置，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 "Custom" 锁定模式选项
之前在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上定义定制组合键。

■ 需要具有 Console (c) 角色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修改主机锁定属性。

1.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在 Oracle ILOM 中为主机的 "Lock Mode" 属性设置值：

■ Web－单击 "Remote Control" > "KVMS"。在 "KVMS Settings" 页面中，单击 "Lock
Mode" 列表框选择以下值之一："Windows"、"Custom" 或 "Disable"。

■ CLI－键入：
set /SP/services/kvms lockmode=windows|custom|disabled

如果 "Lock Mode" 属性设置为 "Custom"，请转至步骤 2。如果您没有将 Lock
Mode 属性设置为 Custom 并且您使用的是 Web 界面，请转至步骤 3。否则，您已
经完成了该过程。

2. 如果在步骤 1 中 "Lock Mode" 属性被设置为 "Custom"，请执行以下步骤以指定
"Custom Lock Modifiers" 和 "Custom Lock Key"：

■ Web－在 "KVMS Settings" 页面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单击 "Custom Lock Modifiers" 列表框，然后选择在主机服务器 OS 上定义的定
制组合键。

b.    单击 "Custom Lock Key" 列表框，然后选择一个定制锁定键。

■ CLI－键入：

a.    set /SP/services/kvms lockmodifiers=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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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et /SP/services/kvms custom_lock_key=value

"Custom Lock Modifiers" 的可能值有：l_alt、r_alt、l_shift、r_shift、l_ctrl、r_ctrl、
l_gui、r_gui

最多可以指定四个定制锁定修改键值。可以用逗号分隔各个修改键。

"Custom Lock Key" 的可能值有：esc、end、tab、ins、del、home、enter、space、
break、backspace、pg_up、 pg_down、scrl_lck、sys_rq、num_plus、num_minus、
f1、f2、f3、f4、f5、 f6、f7、f8、f9、f10、f11、f12、a-z、0-9、!、@、#、$、%、
^、&、 *、(、)、-、_、=、+、?、|、~、[、{、]、}、;、:、<、.、>、/

请参见此过程之后的主机锁定配置示例。

3. 要应用在 "KVMS Settings" 页面中执行的属性更改，请单击 "Save"。

主机锁定配置示例：

如果已在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上将 Shift+Control+Backspace 定义为定制的锁定组合
键，则将在 Oracle ILOM SP 中设置以下 KVMS 锁定属性：

/SP/services/kvms

Properties:

custom_lock_key = backspace
custom_lock_modifiers = l_shift, l_ctrl

lockmode = custom

mousemode = absolute

servicestate = enabled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有关启动和使用基于 Web 的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的说明，请参见以
下主题：

■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138]
■ “Remote System Console 菜单选项、使用注意事项以及切换键 ” [140]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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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已满足首次使用要求：表 55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的使用要
求 ”。

■ 需要具有 Console (c) 用户角色特权才能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和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 在启动 "Remote Control" > "Redirection" 页面时，只会针对 Oracle SPARC 服务器
SP 提供一个串行重定向和一个视频重定向选项。对于 Oracle x86 服务器 SP，默认
使用视频重定向选项。

■ Solaris 用户必须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中的串行重定向模式
来访问 Solaris Host Console、查看 Solaris Host Console 消息或发出 Solaris Host
Console 命令，例如 boot 命令。不得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中
的视频模式重定向选项来访问 Solaris Host Console、查看 Solaris Host Console 消
息或发出 Solaris Host Console 命令，例如 boot 命令。

■ 要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和主机桌面之间控制键盘和鼠标的使
用，请参见“键盘和鼠标控制的切换组合键 ” [142]。

■ 建立与主机服务器的重定向会话后，需要使用用户凭证来登录到主机操作系统桌面。

1. 要启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单击 "Remote Console" > "Redirection"。

注 - 另外，SP 和 CMM 用户还可以从 "Summary" 页面上的 "Actions" 面板启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b.    在 "Launch Redirection" 页面中，单击一个重定向选项（如果显示了多个选项），
然后单击 "Launch Remote Console" 按钮。
此时会显示当前状态下的重定向主机服务器桌面。例如，如果正在打开主机服务器
的电源，将显示一组引导消息；如果已启动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将显示桌面登录
对话框；如果未打开主机服务器的电源，将显示黑屏。

2. 要停止、重新启动重定向会话，或者启动一个新的重定向会话，请单击 "Redirection" 菜
单，然后选择相应的菜单选项。
有关菜单选项的说明，请参见“"Redirection" 菜单选项” [140]。

特别注意事项：

■ 从单个主机服务器 SP 启动 KVMS 会话时，会自动显示单个重定向视图。
■ 在以下情况下可能会显示多个重定向视图：(1) 手动添加新的 KVMS 会话时；(2) 从

机箱监视模块 (chassis monitoring module, CMM) Web 界面启动初始 KVMS 会话
时。CMM KVMS 会话将为每个由机箱管理的 CPU 刀片服务器 SP 提供一个重定向
视图。

3. 要重定向设备，请单击 "Devices" 菜单，然后选择相应的菜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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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菜单选项的说明以及重定向存储介质的特殊注意事项，请参见“"Devices" 菜单选项
” [141]。

4. 要设置键盘模式和发送选项，请单击 "Keyboard" 菜单，然后选择相应的菜单选项。
有关菜单选项的说明，请参见“"Keyboard" 菜单选项” [142]。

5. 要退出 Remote System Console，请单击 "Redirection" 菜单中的 "Quit"。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的使用要求” [132]
■ “Remote System Console 菜单选项、使用注意事项以及切换键 ” [140]
■ “选择性地设置锁定模式以确保主机服务器桌面的安全 ” [136]
■ “首次设置存储重定向 CLI” [143]

Remote System Console 菜单选项、使用注意事项以及切换键

有关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菜单选项、设备重定向注意事项以及切换
键用法的说明，请参阅这些主题。

■ “"Redirection" 菜单选项” [140]
■ “"Devices" 菜单选项 ” [141]
■ “设备重定向使用注意事项” [141]
■ “"Keyboard" 菜单选项” [142]
■ “键盘和鼠标控制的切换组合键 ” [142]
■ “国际键盘支持” [143]

"Redirection" 菜单选项

菜单选项 说明

Start Redirection（默认情况下启
用）

单击 "Start Redirection" 以启用重定向服务。

此选项默认情况下处于启用状态，因此在启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对话框时会自动启动重定向服务。

Restart Redirection "Restart Redirection" 选项可停止然后启动活动的键盘、视频、鼠标
和存储重定向。

Stop Redirection "Stop Redirection" 选项可停止活动的键盘、视频、鼠标和存储重定
向。

New Session 向当前选项卡集合中添加一个新的重定向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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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选项 说明

Delete Session 从当前选项卡集合中删除一个重定向会话。

"Devices" 菜单选项

"Devices" 菜单选项 说明

Keyboard（默认情况下启用） 单击 "Keyboard" 可针对本地客户机键盘打开或关闭重定向服务。

此选项默认情况下处于启用状态，因此会针对本地客户机键盘自
动启动重定向服务。

Mouse（默认情况下启用） 单击 "Mouse" 可针对本地客户机鼠标打开或关闭重定向服务。

此选项默认情况下处于启用状态，因此会针对本地客户机鼠标自
动启动重定向服务。

CD-ROM 单击 "CD-ROM"，可使本地 CD 设备的行为方式就如同直接连接
到远程主机服务器一样。

Floppy 选择 "Floppy" 可使本地软盘设备的行为方式就如同直接连接到远
程主机服务器一样。

此选项在 Oracle SPARC 主机服务器上不受支持。

CD-ROM Image 选择 "CD-ROM Image" 可指定存储在本地客户机或网络共享中的
CD-ROM 映像文件的位置。

Floppy Image 选择 "Floppy Image" 可指定存储在本地客户机或网络共享中的软
盘映像文件的位置。

此选项在 Oracle SPARC 主机服务器上不受支持。

Save as host defaults 单击 "Save as host defaults" 可将所选 "Devices" 菜单选项设置为
默认设置。

设备重定向使用注意事项
■ 如果您从某个分发介质（例如 CD 或 DVD）安装软件，请确保将介质插入到本地客

户机上重定向的驱动器中。
■ 如果从 ISO 映像安装软件，请确保此 ISO 映像存储在本地客户机或网络共享文件系

统中。
■ 对于 Oracle Solaris 客户机用户，必须在重定向存储设备之前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已启用 Volume Manager，将需要禁用此功能。
■ 以 root 身份登录以启动存储重定向。

要启动存储重定向，也可以通过输入以下命令为运行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的处理器分配 root 特权：
su to root

ppriv -s +file_dac_read pid_javar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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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board" 菜单选项

注 - 有关支持的键盘语言列表，请参见“国际键盘支持” [143]

"Keyboard" 菜单选项 说明

Auto-Keybreak Mode（默认情况下启用） 选择 "Auto-keybreak Mode" 可自动在每次击键后发送一
个键中断。

此选项有助于解决慢速网络连接中的键盘问题。

Stateful Key Locking 此选项适用于带有 Xsun 或 OSX 的 Oracle Solaris。

如果本地客户机使用有状态键锁定，请单击 "Stateful
Key Locking"。有状态键锁定适用于以下三个锁定键：
Caps Lock、Num Lock 和 Scroll Lock。

Left Alt Key Windows 客户机上没有此选项。

选择 "Left Alt Key" 可打开或关闭左侧 Alt 键。

Right Alt Key / Alt Graph Key 此选项适用于非美式键盘。

单击 "Right Alt Key" ("Alt Graph Key") 可打开或关闭右
侧 Alt 键。

选择该选项后，可以键入键上的第三个键字符。

F10 单击 "F10" 可应用 F10 功能键。

此选项通常适用于 Oracle x86 主机服务器上的 BIOS 功
能。

Control Alt Delete 单击 "Control Alt Delete" 可发送 Ctrl+Alt+Del 组合键。

Control Space 单击 "Control Space" 可向主机服务器发送一个 Ctrl+空
格组合键，该组合键可启用键盘输入。

Caps Lock 单击 "Caps Lock" 可向主机服务器发送 Caps Lock 键，
以允许使用俄语和希腊语键盘进行输入。

键盘和鼠标控制的切换组合键

使用以下切换组合键之一可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应用程序和本地
客户机桌面之间切换对键盘和鼠标的控制。

本地客户机设备 切换组合键

鼠标 Alt-m

键盘 Al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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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键盘支持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支持使用以下国际键盘语言布局：

■ 巴西葡萄牙语
■ 中文
■ 繁体中文（中国台湾）
■ 英语（美国）
■ 爱沙尼亚语

■ 法语
■ 德语
■ 意大利语 (IT)
■ 日语
■ 韩语

■ 西班牙语
■ 日语 (JP) 注：仅在英语模式

下。
■ 俄语
■ 土耳其语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功能在所有从 Oracle ILOM 3.0.x 升级到 3.1.x 或者从
Oracle ILOM 3.1.x 升级到 3.2.1 或更高版本的 Oracle 系统上都可用。

通过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系统管理员可以远程重定向主机服务器系统上的存
储设备。有关设置和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
题：

■ “首次设置存储重定向 CLI” [143]
■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149]

首次设置存储重定向 CLI
要在首次使用时设置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请参阅以下主题：

■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的使用要求” [143]
■ 为 Windows IE 浏览器注册 Java 插件并首次启动服务 [144]
■ 首次启动服务并为 Mozilla Firefox 浏览器注册 Java 插件 [145]
■ 安装存储重定向客户机 [147]
■ 选择性地修改用于存储重定向的默认网络端口 2121 [147]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的使用要求
在首次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之前，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表 57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的使用要求

设置要求 说明

JRE 1.5 环境 存储重定向服务和客户机是 Java Web Start 应用程序，需要在本地客户机系统上安装 Java 运行时环
境（1.5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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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要求 说明

要下载最新的 Java 运行时环境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请访问  http://java.com。

注册 32 位 JDK 插件并
启动存储重定向服务

存储重定向服务必须安装在本地，或已设置为从 Oracle ILOM Web 界面运行。

还必须在本地客户机 Web 浏览器中注册 32 位 JDK Java 插件。

相关信息：

■ 为 Windows IE 浏览器注册 Java 插件并首次启动服务 [144]
■ 首次启动服务并为 Mozilla Firefox 浏览器注册 Java 插件 [145]

安装存储重定向客户机 在本地客户机 Web 浏览器中注册 32 位 JDK 插件并首次启动存储重定向服务之后，必须将存储重定向
客户机安装在本地客户机系统上。

相关信息：

■ 安装存储重定向客户机 [147]

用户角色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Console (c) 角色，才能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需要 TCP/IP 通信端口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默认情况下使用 TCP/IP 端口 2121 与主机服务器进行通信。

相关信息：

■ 选择性地修改用于存储重定向的默认网络端口 2121 [147]

为 Windows IE 浏览器注册 Java 插件并首次启动服务

请执行以下过程以便：(1) 在 Microsoft Windows IE 浏览器中注册 32 位 JDK Java 插
件，(2) 首次启动存储重定向服务。

1. 在本地 Windows 客户机上，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而非 Internet Explorer）。

2.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对话框中，单击 "Tools"（工具）> "Folder Options"（文件夹选
项），然后单击 "Files Types"（文件类型）选项卡。

3. 在 "Files Types"（文件类型）选项卡上，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Registered File Type"（已注册的文件类型）列表中，选择 JNLP 文件类型并单
击 "Change"（更改）。

b.    在 "Open With"（打开方式）对话框中，单击 "Browse"（浏览）以选择存储在本地
客户机系统上的 32 位 JDK 文件。

c.    启用 "Always use the selected program to open this kind of file"（始终使用选择的
程序打开这种文件）对应的复选框。

d.    单击 "OK"（确定）。

http://jav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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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首次启动存储重定向服务，请打开 Oracle ILOM Web 界面，然后单击 "Remote
Control" > "Redirection" > "Launch Service"。
此时将显示 "Opening Jnlpgenerator-cli" 对话框。

5. 在 "Opening Jnlpgenerator-cli" 对话框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安装文件，或从 Web 界
面运行文件：

■ Install－单击 "Save to disk"，指定文件存储位置，然后单击 "OK"。

■ Run－单击 "Open it with"，并选择本地系统上的 javaws（默认值）32 位 JDK 文
件，然后单击 "OK"。在运行存储重定向服务之前会显示 "Security Warning" 对话
框。

特别注意事项：

■ 如果选择运行 Jnlpgenerator-cli 文件，而不是安装此文件，后续用户在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控制台之前需要从 Oracle ILOM Web 界面启动存储重定向服
务。

■ 如果您选择运行 Jnlpgenerator-cli 文件并且选择了 "Always perform this action
when handling this file type" 复选框，则 Jnlpgenerator-cli 对话框在将来会变得不可
用，并且您将无法修改默认的存储网络端口。因此，如果以后需要修改默认网络端口
(2121)，则不应启用此复选框。

6.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来启动存储重定向服务：

■ 如果 Jnlpgenerator-cli 文件安装在本地：
键入已安装的 Jnlpgenerator-cli 文件的位置，后跟 javaws rconsole.jnlp 命令，以
启动该服务。
语法示例：
cd jnlp_file_location javaws rconsole.jnlp

■ 如果将 Jnlpgenerator-cli 文件配置为运行：
在 "Security Warning" 对话框中，单击 "Run"（或 "Yes"）来启动服务。

如果存储重定向服务启动失败，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告知您相关的错误情况。如果未
显示错误消息，说明服务已启动，正在等待用户输入。

首次启动服务并为 Mozilla Firefox 浏览器注册 Java 插
件
请执行以下过程以便：(1) 首次启动存储重定向服务，(2) 在 Mozilla Firefox Web 浏览器
中注册 32 位 JDK Java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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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 Oracle ILOM Web 界面启动存储重定向服务。
单击 "Remote Control" > "Redirection" > "Launch Service"。

此时将显示打开 Jnlpgenerator-cli 文件的对话框。

2. 在 "Opening Jnlpgenerator-cli" 对话框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在本地安装服务，或从
Web 界面运行服务：

■ Install－单击 "Save to disk"，指定文件存储位置，然后单击 "OK"。

■ Run－单击 "Open it with"，并选择本地系统上的 javaws（默认值）32 位 JDK 文
件，然后单击 "OK"。在运行存储重定向服务之前会显示 "Security Warning" 对话
框。

特别注意事项：

■ 如果选择运行 Jnlpgenerator-cli 文件，而不是安装此文件，后续用户在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控制台之前需要从 Oracle ILOM Web 界面启动存储重定向服
务。

■ 如果您选择运行 Jnlpgenerator-cli 文件并且选择了 "Always perform this action
when handling this file type" 复选框，则 Jnlpgenerator-cli 对话框在将来会变得不可
用，并且您将无法修改默认的存储网络端口。因此，如果以后需要修改默认网络端口
(2121)，则不应启用此复选框。

3.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来启动存储重定向服务：

■ 如果 Jnlpgenerator-cli 文件安装在本地：
键入已安装的 Jnlpgenerator-cli 文件的位置，后跟 javaws rconsole.jnlp 命令，以
启动该服务。

语法示例：

cd jnlp_file_location javaws rconsole.jnlp

■ 如果将 Jnlpgenerator-cli 文件配置为运行：
在 "Security Warning" 对话框中，单击 "Run"（或 "Yes"）来启动服务。

如果存储重定向服务启动失败，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告知您相关的错误情况。如果未
显示错误消息，说明服务已启动，正在等待用户输入

相关信息：

■ 安装存储重定向客户机 [147]
■ 选择性地修改用于存储重定向的默认网络端口 2121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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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存储重定向客户机

请执行以下过程在本地客户机系统上安装存储重定向客户机：

注 - 这是一个需要在首次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之前完成的一次性客户机安
装过程。

开始之前

■ 应注册 Java 插件并首次启动存储重定向服务。
有关说明，请参见以下部分之一：
■ 为 Windows IE 浏览器注册 Java 插件并首次启动服务 [144]
■ 首次启动服务并为 Mozilla Firefox 浏览器注册 Java 插件 [145]

要安装存储重定向客户机，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单击 "Remote Console" > "Redirection" > "Download
Client"。
此时将显示 "Opening StorageRedir.jar" 文件对话框。

2. 在 "Opening StorageRedir.jar"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 "Save it to disk"，然后单击 "OK"。

■ 在 "Save As" 对话框中，将 StorageRedir.jar 文件保存到本地客户机系统上的某个
位置。

相关信息：

■ 选择性地修改用于存储重定向的默认网络端口 2121 [147]
■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149]

选择性地修改用于存储重定向的默认网络端口 2121

请执行以下过程选择性地修改 Oracle ILOM 用于存储重定向的默认网络端口 2121。

开始之前

■ 以下过程需要访问 Jnlpgenerator-cli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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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如果存储重定向服务的 Jnlpgenerator-cli 文件以前已配置为从 Web 界面运
行，并且 "Opening Jnlpgenerator-cli" 文件对话框以前已配置为不显示，则您将无法
使用以下过程更改默认的存储重定向网络端口。

■ 需要具有 Console (c) 角色才能从 Oracle ILOM Web 界面运行存储重定向服务。
■ 修改了默认的存储重定向端口号之后，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用户在通过命令窗口

或终端启动、停止或查看存储重定向时，必须始终指定此非默认的端口号。

要修改默认的存储重定向网络端口 2121，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要访问 Jnlpgenerator-cli 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安装了存储重定向服务 Jnlpgenerator-cli 文件：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本地存储的 Jnlpgenerator-cli 文件。

■ 如果存储重定向服务 Jnlpgenerator-cli 文件已设置为从 Web 界面运行：

a.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单击 "Remote Console" > "Redirection" >
"Launch Service"。
此时将显示 "Opening Jnlpgenerator-cli" 文件对话框。

b.    在 "Opening Jnlpgenerator-cli" 对话框中，单击 "Save to disk"，然后单击
"OK"。

c.    在 "Save As" 对话框中，指定文件的存储位置，然后单击 "OK"。

d.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存储在本地客户机系统上的 Jnlpgenerator-cli 文件。

2. 修改 Jnlpgenerator-cli 文件中引用的端口号参数，然后保存对文件所做的更改。
文件示例：

<application-desc>

<argument>cli</argument>

<argument>2121</argument>

</application-desc>

在更改了默认的网络端口 2121 并保存了对本地存储的 Jnlpgenerator-cli 文件所做的更
改之后，在通过命令窗口或终端启动、停止或查看存储重定向时，必须始终指定此非默
认的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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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要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请参见以下主题：

■ 启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和重定向存储设备 [149]
■ “交互和非交互 Shell 语法” [152]
■ “存储重定向命令和选项” [152]

启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和重定向存储设备

请使用以下过程来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控制台：

开始之前

■ 确保已满足首次使用要求：表 57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的使用要求”。
■ 需要具有 Console (c) 角色，才能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 查看 shell 模式的语法和存储重定向命令：

“交互和非交互 Shell 语法” [152]
“存储重定向命令和选项” [152]

要启动存储重定向 CLI 和重定向存储设备，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要启动存储重定向服务，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按以下方式从 Oracle ILOM Web 界面运行存储重定向服务：

a.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单击 "Remote Console" > "Redirection" >
"Launch Service"。
此时将显示 "Opening Jnlpgenerator-cli" 文件对话框。

b.    在 "Opening Jnlpgenerator-cli" 对话框中，单击 "Open it with"，选择 javaws
（默认）32 位 JDK 文件，然后单击 "OK"。

c.    在 "Security Warning" 对话框中，单击 "Run" 启动存储重定向服务。

d.    在本地客户机系统上打开一个命令窗口或终端，以启动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
向 CLI。
有关 Oracle ILOM 存储重定向 CLI 的启动说明，请参见步骤 2。

■ 按照以下方式从命令窗口启动（已安装的）存储重定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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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本地客户机系统上打开一个命令窗口或终端。
例如：

Windows 系统：在 "Start"（开始）菜单中单击 "Run"（运行），键入 cmd，然
后单击 "OK"（确定）。

Oracle Solaris 或 Linux 系统：在桌面上打开一个终端窗口。

b.    导航到 Jnlpgenerator-cli 文件的安装位置，然后发出 javaws rconsole.jnlp
命令启动服务。
例如：

cd jnlp_file_location/javaws rconsole.jnlp

2. 要从命令窗口或终端启动存储重定向 CLI 控制台，请基于所使用的 shell 模式执行以下
过程之一：

Shell 模式 说明和过程

交互 shell 模式 当需要输入一系列存储重定向命令时，交互模式会很有用。

要使用交互 shell 模式启动存储重定向 CLI，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命令行界面中，使用 cd 命令导航到存储重定向客户机 (StorageRedir.jar) 的安装目录。

例如：

cd my_settings/storage_redirect_directory
2. 输入以下命令启动存储重定向 CLI：

java -jar StorageRedir.jar

例如：

C:\Documents and Settings\redirectstorage java -jar StorageRedir.jar

此时将显示提示符 <storageredir>。

注 - 如果使用的是 Windows，必须为目标磁盘驱动器指定大写字母。例如，如果分配给目标磁
盘驱动器的盘符为 c:，则必须指定 C: 而不是 c:。
提示 - 在 java 前仅输入一个空格，在 -jar 前后仅输入一个空格。否则 java -jar
StorageRedir.jar 命令将失败。

相关信息：

■ “交互和非交互 Shell 语法” [152]

非交互 shell 模式 当需要运行批处理过程或脚本时，非交互模式会很有用。

要使用非交互 shell 模式启动存储重定向 CLI 控制台，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命令行界面中的 shell 提示符 ($) 下，输入用于启动存储重定向 CLI 的命令 (java -jar
StorageRedir.jar)。

例如：

$ java -jar StorageRedir.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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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模式 说明和过程

注－如果尚未配置 JAVA_HOME 环境，可能需要使用 Java 二进制文件的完整路径。例如，如
果 JDK 软件包安装在 /home/user_name/jdk 之下，则应键入 /home/user_name/jdk/bin/
java -jar ...

2. 如果存储重定向 CLI 启动失败，将显示一条详细的错误消息，说明相关的错误情况。如果
未显示错误消息，表示存储重定向 CLI 已为用户输入做好准备。

注 - 您可以通过从本地命令窗口或终端发出存储重定向命令 (-jar StorageRedir.jar) 来启动多
个存储重定向 CLI 控制台。
提示 - 在 -jar 前后仅输入一个空格。否则 java -jar StorageRedir.jar 命令将失败。

相关信息：

■ “交互和非交互 Shell 语法” [152]
■ “存储重定向命令和选项” [152]

3. 要验证存储重定向服务是否正在运行，请键入以下命令：
test-service

此时将显示一条消息，指出重定向服务是成功还是失败。
有关命令说明和 shell 模式语法，请参见以下主题：

■ “存储重定向命令和选项” [152]
■ “交互和非交互 Shell 语法” [152]

4. 要启动存储重定向，请键入以下 start 命令，后跟以下内容的相关子命令和属性：重定
向设备类型、设备路径、远程 SP 用户名和密码以及远程 SP 的 IP 地址。
例如：

注 - 应该将以下示例中显示的命令作为一个连续字符串输入。

start -r redir_type -t redir_type_path -u remote_username [-s remote_user_password]
[-p non_default_storageredir_port] remote_SP_IP
有关命令说明和 shell 模式语法，请参见以下主题：

■ “存储重定向命令和选项” [152]
■ “交互和非交互 Shell 语法” [152]

5. 要查看活动的存储重定向，请键入 list 命令，后跟以下内容的相关子命令和属性：任何
非默认存储重定向端口以及远程主机服务器 SP 的 IP 地址。
例如：
list [-p non_default _storageredir_port] remote_SP
有关命令说明和 shell 模式语法，请参见以下主题：

■ “存储重定向命令和选项” [152]
■ “交互和非交互 Shell 语法”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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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停止重定向存储设备，请键入 stop 命令，后跟以下内容的相关命令和属性：存储设备
类型、远程 SP 用户名和密码、存储重定向端口以及远程主机服务器 SP 的 IP 地址。
例如：

stop -r redir_type -u remote_username [-s remote_user_password] [-p
non_defult_storageredir_port] [-a yes/no] remote_SP

有关命令说明和 shell 模式语法，请参见以下主题：

■ “存储重定向命令和选项” [152]
■ “交互和非交互 Shell 语法” [152]

7. 要显示命令行帮助，请键入以下命令：
help

此时将显示以下有关命令语法和用法的信息。

用法：

list [-p storageredir_port] [remote_SP]

start -r redir_type -t redir_type_path -u remote_username [-s remote_user_password]

[-a yes/no][-p storageredir_port] remote_SP stop -r redir_type -u remote_username [-s

remote_user_password] [-a yes/no] [-p storageredir_port] remote_SP

stop-service [-p storageredir_port]

test-service [-p storageredir_port]

help

version

quit

交互和非交互 Shell 语法

在其中任一模式下输入存储重定向命令所需的语法如下：

■ 交互 shell 模式语法
storageredir <command> <command_options> <sub_commands>
<sub_command_options>

■ 非交互 shell 模式语法
$ java -jar StorageRedir.jar <command> <command_options>
<sub_commands> <sub_command_options>

存储重定向命令和选项
■ 表 58 “存储重定向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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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9 “存储重定向命令选项 ”
■ 表 60 “存储重定向子命令 ”
■ 表 61 “存储重定向子命令选项 ”

表 58 存储重定向命令

命令名称 说明

java -jar StorageRedir.jar java -jar 命令用于从命令窗口或终端启动存储重定向客户机
(StorageRedir.jar)。

storageredir storagedir 命令用于执行所有的存储重定向操作。

表 59 存储重定向命令选项

选项名称 说明

- h -h 命令选项用于显示命令行帮助信息。

- v -v 命令选项用于显示 Java 命令版本信息。

表 60 存储重定向子命令

子命令名称 说明

list list 子命令用于提供一个或所有远程 SP 上当前活动的存储重定向的列表。

语法用法示例：

storageredir list [-p storageredir_port] [remote_SP]
start start 子命令用于调用本地主机和远程主机服务器之间的指定重定向。如果未提供

验证密码，系统将会提示您提供验证密码。

语法用法示例：

storageredir start -r redir_type -t redir_type_path -u remote_username [-s remote_user_password] 
[-p storageredir_port] remote_SP

注 - 必须指定 Oracle ILOM 中有效的 admin (a) 或 console (c) 角色帐户，才能在远
程服务器上启动存储设备的重定向。

stop stop 子命令用于停止本地主机和远程主机服务器之间的指定重定向。如果未提供验
证密码，系统将会提示您提供验证密码。

语法用法示例：

storageredir stop -r redir_type -u remote_username
[-s remote_user_password] [-p storageredir_port] remote_SP

注 - 必须指定 Oracle ILOM 中有效的 admin (a) 或 console (c) 角色帐户，才能在远
程服务器上停止存储设备的重定向。

test-service test-service 子命令用于验证存储重定向服务连接是否在本地主机上处于活动状
态。

语法用法示例：

storageredir test-service [-p storageredir_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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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命令名称 说明

stop-service stop-service 子命令用于停止与远程主机服务器建立的存储重定向服务连接。

语法用法示例：

storageredir stop-service [-p storageredir_port]

表 61 存储重定向子命令选项

子命令选项名称 说明

-r redir_type -r redir_type 标识被重定向的存储介质的类型。

redir_type 的有效设备值包括：

■ CD-ROM 设备：语法： -r cdrom

■ CD-ROM 映像：语法： -r cdrom_img

■ 软盘设备：语法： -r floppy

■ 软盘映像：语法： -r floppy_img

-t redir_type_path -t redir_type_path 标识存储重定向介质的存储或安装位置的完整路径。

语法用法示例：

-t /home/username/JRC_Test_Images/CDROM.iso
-u remote_username -u remote_username 标识登录到 Oracle ILOM SP 所需的用户名。

语法用法示例：

-u john_smith
注 - Oracle ILOM 中的任何有效用户帐户都可以在本地系统上安装或启动存储重定
向服务或客户机。但是，需要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有效 admin (a) 或 console (c)
角色，才能在远程服务器上启动或停止存储设备的重定向。

-s remote_user_password -s remote_user_password 标识登录到 Oracle ILOM SP 所需的密码。

语法用法示例：

-s my_password

如果在命令行中未指定此密码子命令，系统将自动提示您指定它。

-s yes/no -s yes/no 选项用于指示存储重定向服务在服务器安全证书不受其信任时是否接受
此证书。如果未指定此选项，则证书不受信任时，系统将自动提示您指定它。

自 Oracle 固件 3.2.5.3 起，当发出 Start 和 Stop 子命令时，-s yes/no 选项适用。

语法用法示例：

-s yes

或

-s no

-p storageredir_port -p storageredir_port 标识本地主机上的存储重定向通信端口。提供的默认端口为
2121。

语法用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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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命令选项名称 说明

-p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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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注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在所有新发行的附带了 Oracle ILOM
固件 3.2.1 或更高版本的 Oracle 系统上都可用。

说明 链接

有关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功能的信息以及首次设置说明，请参阅这些部分。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157]

■ “首次设置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 [159]

有关如何修改 KVMS 最大会话计数或者如何在退
出重定向会话时确保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桌面安全
的说明，请参阅这些部分。

■ 修改 KVMS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
（可选） [162]

■ “设置锁定模式以确保主机服务器桌面的安全（可
选）” [163]

有关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的信息，请参阅这些部分。

■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165]

■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菜单选项、使用注
意事项以及支持的键盘” [169]

■ “切换按钮、虚拟键和状态图标 ” [172]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安全指南 (3.2.x)》中的“安全地使用远程 KVMS”
■ 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Oracle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在所有
新发行的随附了 Oracle ILOM 固件 3.2.1 或更高版本的 Oracle 系统上都可用。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同时包括了一个基于文本的串行控制台和一个基于
图形的视频控制台，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这些控制台远程重定向主机服务器系统键盘、
视频、鼠标和存储设备。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支持以下串行和视频重定向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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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行重定向会话（仅适用于 Oracle SPARC 服务器）－对于每个服务器 SP，串行重
定向选项对主用户支持一个完全控制的基于文本的控制台会话，对其他已登录的用户
支持一个或多个基于文本的仅查看控制台会话。
串行重定向会话的最大数量
可从 Oracle ILOM 的 "Redirection" Web 页面最多启动一个完全控制的串行重定向会
话。可从 Oracle ILOM CLI 启动其他基于文本的控制台会话 (start /HOST/Console)。

注 - Solaris 用户必须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中的串行
重定向模式来访问 Solaris Host Console、查看 Solaris Host Console 消息或发
出 Solaris Host Console 命令，例如 boot 命令。不得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中的视频模式重定向选项来访问 Solaris Host Console、查看
Solaris Host Console 消息或发出 Solaris Host Console 命令，例如 boot 命令。

■ 视频重定向会话（Oracle X86 和 SPARC 服务器）－视频重定向选项在每个服务器
SP 上对主用户支持一个完全控制的图形控制台会话，对所有其他已登录的用户支持
一个或多个仅查看图形控制台会话。
视频重定向会话的最大数量
默认情况下，可从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的 "Redirection" Web 页
面最多启动四个视频重定向会话。此外，自固件发行版 3.2.4 起，可以配置 KVMS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该属性用于限制可查看视频重定向会话
的用户数。要修改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请参见修改 KVMS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可选） [162]。

授予 Remote System Console 会话的重定向特权

对于主视频或串行用户，将自动为其启用完全控制重定向特权。主用户是指第一位启动
与主机服务器的重定向会话的用户。

对于在主用户已启动重定向会话后才与主机服务器建立重定向会话的用户，将自动为其
启用仅查看重定向特权。

主用户可以放弃重定向会话的完全控制，方法是退出视频或串行会话窗口，或选择视频
会话窗口 KVMS 菜单中的 "Relinquish Full-Control"。仅查看用户可以获得已放弃的完全
控制重定向会话的完全控制，方法是退出并重启会话窗口，或选择视频会话窗口 KVMS
菜单中的 "Take Full-Control"。

有关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以下
主题：

■ “首次设置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 [159]
■ “设置锁定模式以确保主机服务器桌面的安全（可选）” [163]
■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165]
■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菜单选项、使用注意事项以及支持的键盘” [169]

注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不支持 CLI 存储重定向客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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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如果您的系统附带的是低于 3.2.1 的固件版本；或者，如果您将系统从 Oracle ILOM
3.0.x 升级到了 3.1.x 或更高版本，请参见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或存储重定向 CLI。

首次设置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要在首次使用时设置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请参见以下主题：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的使用要求” [159]
■ 配置本地客户机 KVMS 设置 [161]
■ 修改 KVMS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可选） [162]
■ “设置锁定模式以确保主机服务器桌面的安全（可选）” [163]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的使用要
求
在首次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之前，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表 62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的使用要求”

表 62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的使用要求

设置要求 说明

固件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在附带了 Oracle ILOM 3.2.1 或更高版本的 Oracle 服务器
上都可用。

为键盘、鼠标和视频重定向行为配置 SP 本地客户机属性。

KVMS 默认值：

KVMS State：Enabled，Mouse Mode：Absolute，Lock Mode：Disabled

相关信息：

■ 配置本地客户机 KVMS 设置 [161]
■ “设置锁定模式以确保主机服务器桌面的安全（可选）” [163]

KVMS 设置

注 - 建议对所有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使用 "Absolute Mouse Mode"，除了不包括 "Absolute" 模式的鼠
标驱动程序支持的基于 Linux 的操作系统外。这种情况下，对于没有驱动程序支持的基于 Linux 的系
统，应配置 "Relative Mouse Mode"。自 Oracle ILOM 固件版本 3.2.2 起，可配置 Oracle ILOM 中的
"Mouse Mode" 属性。

使用 Relative Mouse
Mode 的 Oracle
Solaris 11 和 Linux 操
作系统的硬件鼠标指针
设置

使用 "Relative Mouse" 模式时，要更好地控制鼠标指针，应当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修改针对
"Acceleration"、"Sensitivity" 和 "Threshold" 的默认硬件鼠标设置：

步骤 1：更好地控制鼠标：（Oracle Solaris 和 Linux OS）

1. 启动与主机服务器的重定向会话。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165]。



首次设置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160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版 3.2.x） • 2015 年 10 月

设置要求 说明
2. 登录到主机服务器桌面并启动一个终端窗口。
3. 在终端窗口中，键入：xset m 1 1，然后按 Enter 键。
4. 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重定向窗口中单击 "Mouse Sync"。

步骤 2：永久保存鼠标设置：（Oracle Solaris 和 Linux OS）

1. 在主机 OS 系统上，单击 "System" > "Preferences" > "Mouse"。
2. 在 "Mouse" 对话框的 "General" 选项卡中，为 "Acceleration" 设置最慢的参数，为 "Sensitivity" 设

置最低的参数，为阈值设置最小的参数。

相关信息：

■ “"Preference" 菜单选项” [170]中的“'Bandwidth' 和 'Low Bandwidth' 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 Relative Mouse
Mode 的 Windows 操
作系统的硬件鼠标指针
设置

在基于 Windows 的操作系统上使用 "Relative Mouse" 模式时，要更好地控制鼠标指针，可通过以下步
骤禁用 "Enhanced Pointer Precision"（提高指针精确度）的 "Mouse Hardware"（鼠标硬件）选项：

1. 单击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Mouse"（鼠标）。
2. 在 "Mouse Properties"（鼠标属性）对话框中，选择 "Pointer Options"（指针选项）选项卡。
3. 在 "Pointer Options"（指针选项）选项卡中，禁用 "Enhanced Pointer Precision"（提高指针精确

度）的选项，然后单击 "OK"（确定）。

Java 运行时环境 必须在本地客户机系统上安装 Java 运行时环境（1.6 或更高版本）。要下载最新的 Java 运行时环
境，请访问 http://java.com。
注 - 在服务器上运行 Java 7 或更低版本时，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不支持
TLSv1.1 或 TLSv1.2。如果需要在 SP 上运行 TLSv1.1 或 1.2，请安装 Java 8。否则，当运行 Java 7
或更低版本时，仅启用 TLSv1.0。

需要 JDK ■ 对于 IPv4 网络，需要 32 位或 64 位的 JDK。
■ 对于 IPv6 网络，需要 32 位或 64 位 JDK170b36 或更高版本。

用户角色和主机服务器
用户凭证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 KVMS 服务状态。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Console (c) 角色，才能修改 KVMS 属性（不包括服务 "State" 属性）

和启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 需要具有主机服务器用户凭证才能访问重定向的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桌面。

Web 浏览器支持 有关支持的 Web 浏览器的列表，请参见“Oracle ILOM 支持的 Web 浏览器” [32]。

视频重定向和串行重定
向的使用

启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时，用户可以使用以下重定向方法之一启动远程
KVMS 会话：

■ Serial Redirection（仅适用于 Oracle SPARC 服务器）－此选项仅可用于 Oracle SPARC 服务器
SP。处于启用状态时，串行重定向选项对主用户支持一个完全控制的基于文本的控制台会话，对所
有其他当前已登录服务器 SP 的串行用户支持一个基于文本的仅查看控制台会话。

■ Video Redirection－此选项适用于 Oracle x86 服务器 SP 和 SPARC 服务器 SP。处于启用状态
时，对于每个服务器 SP，视频重定向选项对主用户支持一个完全控制的 GUI 控制台会话，对于其
他已登录的用户支持一个仅查看 GUI 控制台会话。

最大重定向会话数 ■ 最大串行重定向会话数－最多可以针对每个 SP 从 Oracle ILOM 的 "Redirection" 页面启动一个串
行重定向会话。

■ 视频重定向－默认情况下，最多可以针对每个 SP 从 Oracle ILOM 的 "Redirection" 页面启动四个
视频重定向会话。不过，为了防止 SP 上其他已登录的视频会话用户在视频会话期间查看机密数
据，可将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设置为 1。有关如何修改从 SP 启动的最大视频会
话数的说明，请参见修改 KVMS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可选） [162]。

需要通信 TCP/IP 端口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默认情况下使用以下 TCP/IP 通信端口：

■ 端口：5120 用于非 SSL 加密的存储介质重定向
■ 端口：5555 用于 SSL 加密的存储介质、视频，以及用户验证重定向

http://jav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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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要求 说明
有关默认网络端口的完整列表，请参见“Oracle ILOM 使用的默认网络端口” [80]。

键盘支持 请参见“国际键盘支持” [171]。

配置本地客户机 KVMS 设置

开始之前

■ 必须在 Oracle ILOM 上启用 Administrator (a) 角色特权才能修改 KVM "State" 属
性。

■ 必须在 Oracle ILOM 上启用 Console (c) 角色特权才能修改 "Host Lock" 设置。
■ 自固件发行版 3.2.2 起，可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 "Mouse Mode" 属性。

注 - 对于运行 Oracle ILOM 固件版本 3.2.1 的服务器，Oracle ILOM 将根据主机服务器
的硬件配置自动设置适用的鼠标模式。

1. 要访问 Oracle ILOM 中的服务器 SP KVMS 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 Web－单击 "Remote Console" > "KVMS" > "KVMS Settings"。

■ CLI－键入：
show /SP/services/kvms

2. 根据需要修改以下 KVMS 属性：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e

(servicestate=)

Enabled 默认情况下，KVMS 服务 "State" 为 "enabled"，可进行重定向。

只有在 "State" 属性处于启用状态时才能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如果禁用了 "State" 属性，您将无法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KVMS Service Stat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services/kvms servicestate=enabled|disabled
Maximum Session Count

(max_session_count=)

4 4（默认值）|3|2|1

使用 "Maximum Session Count" 属性可以控制允许查看从服务器 SP 启动的视频重定
向会话的用户数。自固件发行版 3.2.4 起，Oracle ILOM 提供了 "Maximum Session
Count" 属性。

有关更多配置详细信息，请参见修改 KVMS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
（可选） [162]。

Mouse Mode (mousemode=) Absolute Absolute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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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默认值 说明
自 Oracle ILOM 固件版本 3.2.2 起，Oracle ILOM 中的 "Mouse Mode" 属性默认设置
为 "Absolute"。

建议对运行 Windows、Oracle Solaris 或包括支持 "Absolute Mouse Mode" 的驱动
程序的 Linux 版本的所有主机服务器使用 "Absolute mode"。如果远程主机运行不
包括支持 "Absolute Mouse Mode" 的鼠标驱动程序的 Linux 版本，则使用 "Relative
Mouse Mode"。
注 - 如果当主用户在 SP 上打开远程系统控制台会话时修改了鼠标模式，只有在主会
话用户执行以下操作后，更改才会生效：1) 使用会话窗口中的 KVMS 菜单放弃会话
的完全控制并获取会话的完全控制；或 2) 退出并重启会话窗口。如果采取这些操作
来更改客户机上的鼠标模式，将会导致 SP 上任何活动的存储重定向会话停止。

Mouse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services/kvms mousemode=absolute|relative

Host Lock Mode

(lockmode=)

Disabled 有关如何设置主机锁定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设置锁定模式以确保主机服务器桌面
的安全（可选）” [163]。

3. 要应用修改，请单击 "KVMS Settings" 页面上的 "Save"。

修改 KVMS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
（可选）

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允许您从 "Remote Redirection" Web 页面在 SP 上最多启
动四个视频客户机会话。您可以选择性地在 CLI 或 Web 界面中修改 KVMS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来限制 SP 上的视频客户机会话数。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
参见以下信息。

开始之前

■ 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Console (c) 角色特权才能修改 KVMS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

■ 为了防止 SP 上其他登录的视频会话用户查看主视频会话用户输入的机密信息，必须
将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值设置为 1。

■ 在 Oracle ILOM 中重置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时，将终止 SP 上所
有活动的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视频会话。

1. 要修改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请按照下面针对首选 Oracle ILOM 界面
的说明进行操作。

Oracle ILOM 界面 说明

Web 1. 导航到 "Remote Console" > "KVMS" 页面。
2. 在 "KVMS" 页面中，修改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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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ILOM 界面 说明
注 - 最小客户机视频会话数的值为 1。最大客户机视频会话数的默认值为 4。

3. 单击 "Save"。

此时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告知您更改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将
导致 SP 上的所有活动远程控制台视频会话都会终止。

4. 单击 "Yes" 继续，或单击 "No" 取消此操作。

CLI 1. 键入：

set /SP/services/kvms max_session_count=[1|2|3|4（默认值）]

此时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告知您更改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将
导致 SP 上的所有活动远程控制台视频会话都会终止。

2. 键入 "y" 继续，或键入 "n" 取消此操作。

2. 修改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后，从 "Remote Control" > "Redirection"
Web 页面重启 Oracle ILOM Remote Console Plus。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165]。

设置锁定模式以确保主机服务器桌面的安全（可选）
使用 Oracle ILOM，只要远程 KVMS 会话断开连接，便可以选择锁定主机服务器桌面。
此功能确保当 KVMS 会话用户在注销主机服务器桌面之前关闭了会话时，将提示后续的
KVMS 会话用户输入其用户凭证来获取对系统的访问权限。

有关锁定模式选项以及如何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锁定模式的说明，请参见以下主题：

■ 表 63 “可配置的主机服务器锁定选项 ”
■ 当断开远程 KVMS 会话连接时锁定主机桌面 [164]

表 63 可配置的主机服务器锁定选项

锁定模式属性设置 说明

Windows

(lockmode=windows)

"Windows" 锁定模式设置可配置用于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主机服务器。

当主机 Lock Mode 属性设置为 Windows 时，Oracle ILOM 与标准 Windows 键盘快捷键
(Ctrl+Alt+Del K) 配合使用来锁定 Windows 操作系统桌面。

Custom

(lockmode=custom)

"Custom" 锁定模式设置适用于运行 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基于 Linux 的操作系统或不使
用 Ctrl+Alt+Del K 组合键的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主机服务器。

在 Oracle ILOM 中将主机的 "Lock Mode" 属性设置为 "Custom" 时，Oracle ILOM 支持使用
以下组合键来锁定桌面：

■ Oracle Solaris 或基于 Linux 的操作系统支持的定制组合键。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Custom" 锁定模式设置之前，需要先在主机操作系统上定义定制组合键。有关创建定制
组合键的说明，请参阅操作系统供应商文档。

■ Windows 支持的定制组合键，如 Windows 徽标键+L 键盘快捷键。Oracle ILOM 中的
Custom 锁定模式设置不支持用于锁定桌面的标准 Windows 键盘快捷键 (Ctrl+Alt+De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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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模式属性设置 说明

Disabled

(lockmode=disabled)

将主机的 "Lock Mode" 属性设置为 "Disabled"（默认设置）时，当远程 KVMS 会话结束
时，Oracle ILOM 不会自动锁定主机服务器桌面。

当断开远程 KVMS 会话连接时锁定主机桌面

开始之前

■ 对于 "Custom" 锁定模式配置，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 "Custom" 锁定模式选项
之前在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上定义定制组合键。

■ 需要具有 Console (c) 角色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修改主机锁定属性。

1.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在 Oracle ILOM 中为主机的 "Lock Mode" 属性设置值：

■ Web－单击 "Remote Control" > "KVMS"。在 "KVMS Settings" 页面中，单击 "Lock
Mode" 列表框选择以下值之一："Windows"、"Custom" 或 "Disable"。

■ CLI－键入：
set /SP/services/kvms lockmode=windows|custom|disabled

如果 "Lock Mode" 属性设置为 "Custom"，请转至步骤 2。如果您没有将 Lock
Mode 属性设置为 Custom 并且您使用的是 Web 界面，请转至步骤 3。否则，您已
经完成了该过程。

2. 如果在步骤 1 中 "Lock Mode" 属性被设置为 "Custom"，请执行以下操作以指定
"Custom Lock Modifiers" 和 "Custom Lock Key"：

■ Web－在 "KVMS Settings" 页面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单击 "Custom Lock Modifiers" 列表框，然后选择在主机服务器 OS 上定义的定
制组合键。

b.    单击 "Custom Lock Key" 列表框，然后选择一个定制锁定键。

■ CLI－键入：

a.    set /SP/services/kvms lockmodifiers=value

b.    set /SP/services/kvms custom_lock_key=value

"Custom Lock Modifiers" 的可能值有：l_alt、r_alt、l_shift、r_shift、l_ctrl、r_ctrl、
l_gui、r_gui

最多可以指定四个锁定修改键值。可以用逗号分隔各个修改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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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 Lock Key" 的可能值有：esc、end、tab、ins、del、home、enter、space、
break、backspace、pg_up、 pg_down、scrl_lck、sys_rq、num_plus、num_minus、
f1、f2、f3、f4、f5、 f6、f7、f8、f9、f10、f11、f12、a-z、0-9、!、@、#、$、%、
^、&、 *、(、)、-、_、=、+、?、|、~、[、{、]、}、;、:、<、.、>、/

请参见此过程之后的主机锁定配置示例。

3. 要应用您在 "KVMS Settings" 页面中所做的属性更改，请单击 "Save"。

主机锁定配置示例：

如果已在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上将 Shift+Control+Backspace 定义为定制的锁定组合
键，则将在 Oracle ILOM SP 中设置以下 KVMS 锁定属性：

/SP/services/kvms

Properties:

custom_lock_key = backspace
custom_lock_modifiers = l_shift, l_ctrl

lockmode = custom

servicestate = enabled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有关启动和使用基于 Web 的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的说明，请参
见以下主题：

■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165]
■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菜单选项、使用注意事项以及支持的键盘” [169]
■ “切换按钮、虚拟键和状态图标 ” [172]

启动和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开始之前

■ 确保已满足首次使用要求：表 62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的使
用要求”。

■ 将自动检测存储驱动器设备（例如 CD、DVD、软盘和 USB 设备）并将其列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中。如果在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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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器中未检测到可引导的介质，则在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中列出的驱动器上将
出现一个锁图标。

■ 在启动 KVMS 会话后，必须向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添加存储映像。

■ Solaris 用户必须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中的串行重定向
模式来访问 Solaris Host Console、查看 Solaris Host Console 消息或发出 Solaris
Host Console 命令，例如 boot 命令。不得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中的视频模式重定向选项来访问 Solaris Host Console、查看 Solaris
Host Console 消息或发出 Solaris Host Console 命令，例如 boot 命令。

■ 需要以下用户凭证：
■ 需要具有 Console (c) 用户角色特权才能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 要以独占方式从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应用程序控制存储

介质，您必须符合以下任一条件：
－在 Linux 客户机上具有 Root 特权。
－在 Windows 客户机上具有 Administrator 特权。
－启动 Java Web Start 程序时的 "Run as Administrator" 特权，该程序可启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应用程序。

■ 需要在主机服务器上具有用户帐户才能登录到重定向的主机桌面。

1. 要启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单击 "Remote Control" > "Redirection"。

注 - 另外，您还可以从 "Summary" 页面上的 "Actions" 面板启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b.    在 "Launch Redirection" 页面中，选择某个重定向选项（video 或 serial），然后单
击 "Launch Redirection Console"。

注 - 将自动为主用户启用完全控制模式。将自动为所有后来登录的会话用户启用仅查看
模式。

在单击 "Launch Redirection Console" 按钮后，视频重定向的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窗口将以主机服务器的当前状态显示重定向的主机
服务器桌面。例如：

■ 如果主机服务器正在开机，则会显示一组引导信息。
■ 如果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已开机，则会显示主机桌面的 GUI（图形用户界面）

屏幕。
■ 如果主机服务器没有开机，则会显示在关机之前最后的主机控制台状态的快照。

例如，如果在服务器关机之前显示的是主机登录屏幕，则 KVMS 会话窗口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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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主机登录屏幕。在这种情况下，服务器实际上已关机，主机重定向将被禁
用，直到服务器开机。

2. 要获得或放弃对当前重定向会话的完全控制权，请在 KVMS 菜单中单击 "Take Full-
Control" 或 "Relinquish Full-Control"。

■ Take Full-Control－具有仅查看权限的用户可以选择获取对重定向会话的完全控制权
并强制现有的主用户进入仅查看模式。

■ Relinquish Full-Control－主用户可以放弃对当前重定向会话的完全控制特权并切换
到仅查看模式。

注 - SPARC SP 串行用户。当在 KVMS 窗口中向某个串行重定向会话应用了完全控
制权时，所有并发的用户 CLI 主机控制台会话 (/HOST/console) 将被强制进入仅查看
模式。要在 CLI 主机控制台中获取完全控制权，必须发生以下操作：1) 主 KVMS 用
户必须在 KVMS 会话窗口中放弃对串行重定向会话的完全控制权；2) 主机控制台用
户必须重新启动 CLI 控制台会话 (start -f /HOST/console)。

注 - SPARC 或 X86 SP 视频会话用户。默认情况下，可从 Oracle ILOM 的
"Redirection" Web 页面最多启动四个视频客户机会话。要限制 SP 上允许的最
大视频会话数，请参见修改 KVMS "Maximum Client Session Count" 属性（可
选） [162]。

3. 要重定向存储介质，请执行以下操作：

a.    验证您对重定向会话是否具有完全控制特权。如果没有，请在 KVMS 菜单中单击
"Take Full-Control"。

注 - 如果您是具有完全控制特权的主用户，则 "Take Full-Control" 选项在 KVMS 菜单中
处于禁用状态。

b.    在 KVMS 菜单中单击 "Storage"。
此时将显示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

注 -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自动显示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上检测到的存储驱动器设备（例如 CD、DVD、软盘和 USB 设备）。如果在驱动
器中未检测到可引导的介质，则在驱动器上会出现一个锁图标，该图标指示：1) 驱动器
存在，2) 在驱动器中未找到可引导的介质。

c.    要向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添加存储映像（例如 DVD 映像），请单击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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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要从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重定向存储介质，请选择存储介质并单击
"Connect"。

注 - 要与某个存储设备建立重定向连接，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应
用程序必须对该存储设备具有独占控制权。如果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对存储设备没有独占访问权，则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Unable to open drive

exclusively（无法以独占方式打开驱动器）。要更正此错误，您必须确保该存储设备没
有被客户机上的任何其他进程或应用程序访问、使用或探测。

注 - 与设备建立了连接后，"Storage Device" 对话框中的 "Connect" 按钮上的标签将更改
为 "Disconnect"。

e.    要从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停止某个存储介质重定向，请选择介质，单击
"Disconnect"，然后单击 "OK" 以关闭对话框。

f.    要从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删除存储介质，请单击存储介质，然后单击
"Remove"。

g.    要查看从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重定向存储介质时的特殊注意事项的列表，请参
见“KVMS 菜单选项” [169]中的“存储介质注意事项”或“USB 介质注意事项”

4. 要使用虚拟键盘，请在 KVMS 菜单中单击 "Keyboard"。
有关虚拟键盘菜单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KVMS 菜单选项” [169]。

注 - 您必须具有完全控制特权才能使用虚拟键盘。

5. 要更改受管理服务器上本地监视器的电源状态，请在 KVMS 菜单中单击 "Turn Local
Monitor On" 或单击 "Turn Local Monitor Off"。
有关本地监视器菜单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KVMS 菜单选项” [169]。

注 - 您必须具有完全控制特权才能打开或关闭本地监视器的电源。

6. 要退出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请单击 KVMS 菜单中的 "Exit"。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的使用要求” [159]
■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菜单选项、使用注意事项以及支持的键盘” [169]
■ “设置锁定模式以确保主机服务器桌面的安全（可选）”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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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菜单选项、使用注意事项以及支持
的键盘

有关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菜单选项和切换键用法的说明，请参
阅以下主题。

■ “KVMS 菜单选项” [169]
■ “"Preference" 菜单选项” [170]
■ “"Help" 菜单选项” [171]
■ “国际键盘支持” [171]

KVMS 菜单选项

菜单选项 说明

Storage 当被选中时，"Storage" 选项将打开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

  存储介质使用注意事项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应用程序必须能够独占控制介质设备。客户机上
的任何其他进程或应用程序都不能访问、使用或探测该介质设备。如果在尝试重定向介质设备
时其他进程或应用程序正在使用该介质设备，则将显示以下消息：Unable to open the drive

exclusively（无法以独占方式打开驱动器）。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等到其他进程完成，之后
才能尝试重定向该存储设备。

■ 支持的存储介质包括：物理光盘驱动器 (CD/DVD)、物理软盘驱动器以及 ISO 映像，包括单会话
DVD ISO。此外，还支持 USB 软盘驱动器和 USB 内存条。

■ 物理（或 ISO）CD 或 DVD 可以达到介质允许的最大容量（对于 CD，为 600 MB；对于
DVD，为 4.7 GB）。最大软盘容量可以达到 1.44 MB。

■ 要对自动检测到的存储设备执行成功的重定向，需要：1) 设备中存在可引导的介质；并且 2) 在
主机客户机上启用 Administrator (Windows) 或 root (Linux) 特权以便以独占方式控制重定向的存
储设备。

■ 在重定向期间无法以物理方式弹出存储介质。要更改重定向的介质，必须先断开重定向设备的连
接，然后在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中建立其他存储重定向。

■ 对于 Linux 客户机，多个 ISO 映像将无法在主机操作系统上自动挂载。对于这些情况，必须在
启动重定向时手动挂载 ISO 映像，然后在停止重定向时手动卸载它们。

■ 当您更换软盘时，在弹出软盘之后应当至少等待 5 秒再插入新软盘；否则，显示的将是已弹出的
软盘的内容而不是新插入的软盘的内容。

■ 如果从分发介质（例如 CD 或 DVD）安装软件，请确保此介质已插入到本地客户机上重定向的
驱动器中。

■ 如果从 ISO DVD 映像安装软件，请确保此 ISO DVD 映像存储在本地客户机或网络共享文件系
统中。

  USB 介质使用注意事项

■ 重定向 RHEL 4.8 32 位客户机上的 8 GB NTFS 内存条时，客户机系统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
检测并装入 8 GB NTFS 内存条。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应用程序必须能够完全控制 USB 设备。在尝试重定
向设备时，客户机上的任何其他进程或应用程序都不能访问、使用或探测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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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选项 说明
例如，活动进程（如在 Windows 7 客户机上运行的 McAfee Endpoint 进程）或 Hardware
Access Layer Daemon (HALD) 进程（在 Oracle Solaris 客户机上运行）会阻止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获取对存储设备的独占访问权限。如果阻止了，您将需要禁用
（停止）其他进程才能允许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独占访问该设备。

■ Windows 客户机用户必须作为管理员登录才能获得对本地 USB 设备的完全控制权。
■ 在 SLES11SP1 客户机上使用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之前，应当使用命令行挂载 USB 内存

条，或者删除 USB 内存条的挂载点。
■ 当从 Linux 客户机重定向 USB 内存条时，USB 内存条不是受支持的可引导设备。

Virtual Keyboard "Virtual Keyboard" 选项用于打开 "Virtual Keyboard" 对话框。默认情况下，虚拟键盘的语言为英
语。您可以在 "Preference" 菜单中更改语言（请参见“"Preference" 菜单选项” [170]）。

虚拟键盘使用注意事项

■ 处于启用状态时，Lock 键将启用以下特殊键：Shift 键、Alt 键、Ctrl 键、上下文键和 Windows
键。要释放这些特殊键，请禁用 Lock 键。

Turn Local Monitor On

－或者－

Turn Local Monitor Off

"Turn Local Monitor On" 和 "Turn Local Monitor Off" 选项控制连接到服务器的本地监视器的显示。
默认情况下，本地监视器选项处于启用（或打开）状态。

Take Full-Control

－或者－

Relinquish Full-Control

以下选项使多个用户可以在完全控制模式与仅查看模式之间切换：

■ Take Full-Control－处于启用状态时，此选项使仅查看用户可以获得对远程键盘、鼠标以及（如
果适用）远程存储介质的完全控制权限。如果有已连接的另一个主用户，则其他主用户将被强制
进入仅查看模式。

■ Relinquish Full-Control－处于启用状态时，此选项使主用户可以从完全控制模式切换到仅查看模
式。

注 - 如果重定向存储介质时放弃了完全控制权，则活动的存储重定向会话将自动断开连接，对键盘
和鼠标的会话控制也是如此。

Exit "Exit" 选项将关闭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会话。

"Preference" 菜单选项

"Preference" 菜单选项 说明

Mouse Sync on Mode Change
（默认情况下启用）

"Mouse Sync on Mode Change" 默认情况下启用。

处于启用状态时（即选中了复选框时），在完全控制模式与仅查看模式之间切换时，远程鼠标
和本地鼠标将自动同步。

Language 虚拟键盘的默认语言是英语。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更改虚拟键盘的语言：1) 从 "Language" 列表框中选择另一种语言，然后 2)
单击 "OK"。
注 - 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和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Preference" 菜单）
上的 "Language" 选项必须匹配。

Bandwidth 默认的 "Bandwidth" 设置为 "Unlimited"。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更改 "Bandwidth" 设置：1) 从 "Bandwidth" 列表框中选择另一个选项，然后
2) 单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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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 菜单选项 说明
注 - "Bandwidth" 选项影响本地服务器与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之
间的数据传输速率。

"Bandwidth" 和 "Low Bandwidth" 使用注意事项

■ 降低 "Bandwidth" 和 "Low Bandwidth" 速率会影响视频重定向质量和鼠标移动。
■ 如果在主机服务器上检测到了 Matrox 驱动程序，并且如果更改了 "Bandwidth" 默认值，不

需要更改 "Low Bandwidth" 默认值。
■ 如果在主机服务器上未检测到 Matrox 图形驱动程序，并且如果 "Bandwidth" 速率更改为

"Unlimited" 之外的任何值，则必须将 "Low Bandwidth" 的默认值更改为 3 bpp（每像素位
数）或 8 bpp 以解决与鼠标移动有关的任何问题。

Low Bandwidth 注："Low Bandwidth Preference" 菜单选项仅在图形模式中可用。

默认的 "Low Bandwidth" 设置为 16 bpp。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更改 "Low Bandwidth" 设置：1) 从 "Low Bandwidth" 列表框中选择另一个选
项，然后 2) 单击 "OK"。

Global Logging 默认的 "Global Logging" 设置为 "Console and Log File"。启用了此默认选项时，事件消息将直
接输出到 Java 控制台和控制台日志文件。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更改 "Global Logging" 目标：1) 从 "Global Logging" 列表框中选择另一个选
项，然后 2) 单击 "OK"。
注 - 选择 "None" 将为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禁用事件日志记录。

Logging Level 默认的 "Logging Level" 设置为 "Error"。

"Error" 日志记录级别仅提供所报告的最高级别的错误并且在日志文件中生成的事件消息最
少。"Debug" 日志记录级别捕获所有事件并且在日志文件中生成的事件消息最多。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更改 "Logging Level" 目标：1) 从 "Logging Level" 列表框中选择另一个选
项，然后 2) 单击 "OK"。

Console Log File 默认情况下，控制台日志文件将保存到您的主目录。

单击 "Browse" 按钮可以更改用于保存日志文件的位置，然后在 "Preference" 对话框中单击
"OK"。

"Help" 菜单选项

"Help" 菜单选项 说明

Performance "Help" 菜单中的 "Performance" 选项每秒显示过去的 10 个视频重定向帧。

About "Help" 菜单上的 "About" 选项显示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的当前
Java 版本和版权日期。

国际键盘支持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支持使用以下国际键盘语言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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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语（丹麦）
■ 荷兰语 (NL)
■ 荷兰语，比利时

(NL)
■ 英语（美国）
■ 芬兰语 (FI)

■ 法语 (FR)
■ 法语，比利时 (FR)
■ 德语 (DE)
■ 德语（瑞士）
■ 意大利语 (IT)

■ 日语 (JP) 注：仅在英
语模式下。

■ 挪威语 (NO)
■ 葡萄牙语 (PT)
■ 西班牙语 (ES)
■ 瑞典语 (SV)

■ 土耳其语 - F (TR)
■ 土耳其语 - Q (TR)
■ 英国 (EN)

切换按钮、虚拟键和状态图标

有关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切换按钮、虚拟键和状态图标的说
明，请参阅下表。

项 说明

"Mouse Sync" 按钮 使用显示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窗口上的 "Mouse Sync" 按钮，您可以
手动同步本地和远程鼠标指针。
注 -  当获取完全 KVMS 控制权时，不需要同步鼠标指针。

虚拟键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窗口上显示了以下虚拟键。这些虚拟键在 KVMS
会话期间提供与键盘上的键相同的行为。

■ L Ctl－空格键左侧的 Control 键
■ L Win－空格键左侧的 Windows 键
■ L Alt－空格键左侧的 Alt 键
■ R Alt－空格键右侧的 Alt 键
■ R Win－空格键右侧的 Windows 键
■ R Ctl－空格键右侧的 Control 键
■ Context－键盘上的“菜单”键
■ Lock－键盘上的 Caps Lock 键
■ Ctrl+Alt+Del－在键盘上按 Control 键、Alt 键和 Delete 键

状态图标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窗口上显示了以下状态图标：

■ 键盘和鼠标组合图标－显示键盘重定向状态：突出显示的图标－开启，灰显的图标－关闭，红色的
图标－错误

■ 存储图标－显示存储重定向状态：突出显示的图标－开启，灰显的图标－关闭，红色的图标－错误
■ 监视器图标－显示监视器重定向状态：突出显示的图标－开启，灰显的图标－关闭

存储驱动器设备上的锁
图标

将自动检测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客户机上的存储驱动器并将其列在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中。如果在驱动器中未检测到可引导的介质，则在 "Storage Device" 对话框中列出的驱
动器上将显示一个锁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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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链接

有关主机电源控制的 CMM 和 SP 可配置属性的说
明，请参阅本部分。

■ “控制服务器或刀片系统机箱的主机电源
” [173]

有关 SP 可配置诊断属性的说明，请参阅本部分。 ■ “设置要运行的诊断测试” [174]

有关下次引导设备的 x86 SP 可配置属性的说明，请
参阅本部分。

■ “设置 x86 主机服务器上的下次引导设
备” [181]

有关主机控制的 SPARC SP 属性的说明，请参阅本部
分。

■ “设置 SPARC 主机服务器上的引导行为” [183]

有关 OpenBoot 和 LDoms 的 SPARC SP 可配置引导
模式属性的说明，请参阅本部分。

■ “覆盖 SPARC 主机引导模式” [186]

有关如何设置 Verified Boot 属性的说明，请参阅本部
分。

■ “配置 SPARC Verified Boot 属性” [188]

有关主机域的 SPARC SP 可配置引导属性的说明以及
当前设置的 LDom 配置列表，请参阅本部分。

■ “管理 SPARC 主机域” [190]

有关主机 KeySwitch 状态的 SPARC SP 可配置属性
值的说明，请参阅本部分。

■ “设置 SPARC 主机 KeySwitch 状态 ” [192]

有关主机 TPM 状态的 SPARC SP 可配置属性值的说
明，请参阅本部分。

■ “设置 SPARC 主机 TPM 状态 ” [193]

有关用于出错时的主机状态捕获的 SPARC SP 可配置
属性值的说明，请参阅本部分。

■ “设置 SPARC 主机状态捕获” [194]

有关 SPARC 主机 I/O 重新配置属性值的说明，请参
阅本部分。

■ “管理 SPARC 主机 I/O 重新配置策略” [196]

有关查看 PDomain 和 DCU 的主机分配以及管理
SPM 和 SPP 故障转移行为的说明，请参阅本部分。

■ “管理 SPARC PDomain 和 DCU 分配” [197]

有关如何将主机输出重定向到背部的 VGA 端口的说
明，请参阅本部分。

■ “将主机输出重定向到背部的 VGA 端口 ” [203]

相关信息
■ 维护 x86 BIOS 配置参数

控制服务器或刀片系统机箱的主机电源
Oracle ILOM 提供了一组参数，系统管理员可以利用这些参数来控制主机服务器或刀片
机箱系统的电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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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员可以从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发出电源控制命令。有关每个电源控
制命令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注 - 对于 Oracle 多域服务器系统，您可以控制各个服务器域上的电源状态。

表 64 适用于主机管理的设备的远程电源控制命令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command] /System（或者，对于多域服务器：[command]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 Web："Host Management" > "Power Control"
■ 用户角色：Admin (a) 角色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选定的电源选项，必须单击 "Save"。

Web CLI 适用于： 说明

Reset ■ x86 SP：reset /System

■ SPARC：reset -

force /System

■ 任何受管理服务器 使用 "Reset" 为受管理服务器插入一次关开机循
环，同时持续为系统组件（例如磁盘驱动器等）供
电。

Graceful Reset ■ reset /System ■ 仅限 SPARC 受管
理服务器

在对受管理服务器执行关开机循环之前，使用
"Graceful Reset" 以正常方式关闭主机操作系统。

Immediate
Power Off

■ stop -force /System ■ 任何受管理服务器
或刀片系统机箱

使用 "Immediate Power Off" 直接关闭受管理设备
的电源。

Graceful
Shutdown and
Power Off

■ stop /System ■ 任何受管理服务器
或刀片系统机箱

在关闭受管理设备的电源之前，使用 "Graceful
Shutdown and Power Off" 以正常方式关闭主机操
作系统。

Power On ■ start /System ■ 任何受管理服务器
或刀片系统机箱

使用 "Power On" 对受管理设备应用完全电源模
式。

Power Cycle ■ stop /System

■ start /System

■ 任何受管理服务器 使用 "Power Cycle" 关闭所有系统组件的系统电
源，然后对所有系统组件应用完全电源模式。

相关信息

■ “Navigating the Web Interface”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Navigating the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 Namespace Target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设置要运行的诊断测试
Oracle ILOM 提供了一组特定于服务器的诊断属性，系统管理员可以利用这些属性控制
系统诊断测试是否在启动时运行。可以从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配置这些诊断
属性。有关这些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各表：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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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5 “x86 服务器 SP 诊断属性 ”
■ 表 66 “ 传统 SPARC 系统（M6、M5、T5 及更低版本）的主机诊断属性”
■ 表 67 “ 较新 SPARC 系统（M7、T7 及更高版本）的主机诊断属性”
■ 表 68 “较新 SPARC 系统（M7、T7 及更高版本）的 SP 诊断属性”

表 65 x86 服务器 SP 诊断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

■ Web："Host Management" > "Diagnostics"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诊断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诊断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Run Diagnostics on Boot

(diag state=disabled |enabled |
extended|manual)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Extended |Manual

■ Disabled－在打开 x86 服务器电源时不运行 PC-Check 诊断测试。
■ Enabled－在打开 x86 服务器电源时运行基本 PC-Check 诊断测

试，完成该过程大约需要 3 分钟。
■ Extended－在打开 x86 服务器电源时运行扩展 PC-Check 诊断测

试，完成该过程大约需要 20 分钟。
■ Manual－在服务器电源复位后以手动模式运行 PC-Check 诊断测

试。打开服务器电源时会显示 PC-Check 诊断测试菜单，通过该菜
单可以手动激活测试。

Run Diagnostics on Boo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diag state=disabled|enabled|extended|manual

"Generate NMI" 按钮

(generate_host_nmi=true)

无值 启用此选项后，会向主机操作系统发送不可屏蔽的中断。
注 - 根据主机操作系统配置，此操作可能导致操作系统发生以下情况：
崩溃、停止响应或等待外部调试器输入。

Generate NMI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generate_host_nmi=true

表 66 传统 SPARC 系统（M6、M5、T5 及更低版本）的主机诊断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diag（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diag）
■ Web："Host Management" > "Diagnostics"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诊断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诊断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Trigger HW-Change Power-On| HW-Change|Error-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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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diag（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diag）
■ Web："Host Management" > "Diagnostics"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诊断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诊断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trigger=error-reset| hw-change|
power-on-resets)

指定以下一个或多个可使开机自检 (Power-On-Self-Test, POST) 运行
的触发器。

■ Power On－启用后，将在打开 SPARC 服务器电源时运行开机自
检 (Power-On-Self-Test, POST)。

■ HW-Change－启用后，如果发生以下硬件更改，则在启动时运行
开机自检 (Power-On-Self-Test, POST)：更换 FRU、移除机盖或
AC 关开机循环。

■ Error-reset－启用后，将在发生任何错误调用的电源复位时运行开
机自检 (Power-On-Self-Test, POST)。

Trigger 对应的 CLI 语法：

对于 SPARC 单个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HOST/diag trigger=error-reset|hw-change|power-on-resets

对于 SPARC 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diag trigger=error-
reset|hw-change|power-on-resets

Trigger Levels

(power_on_level=|
hw_change_level=|

error_reset_level=)

Max Max |Min

为启用的每个触发器单独设置测试级别。

■ Max－启用后，将运行最高级别的诊断测试。
■ Min－启用后，将运行最低级别的诊断测试。

Trigger Levels 对应的 CLI 语法：

对于 SPARC 单个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HOST/diag error_reset_level=min|max
hw_change_level=min|max power_on_level=min|max

对于 SPARC 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set Servers/PDomains/

PDomain_n/HOST/diag error_reset_level=min|max
hw_change_level=min|max power_on_level=min|max

Trigger Verbosity

(power_on_verbosity=|
hw_change_verbosity=|

error_reset_verbosity=)

Min Normal |Min |Max| Debug |None

为启用的每个触发器单独设置报告级别：

■ Normal－启用后，Oracle ILOM 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适量的调试信
息。输出信息包括运行的每个测试的名称和结果。

■ Min－启用后，Oracle ILOM 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限量的输出信息
（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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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diag（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diag）
■ Web："Host Management" > "Diagnostics"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诊断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诊断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 Max－启用后，Oracle ILOM 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有关每个 POST

步骤的调试信息。
■ Debug－启用后，Oracle ILOM 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大量调试信

息。输出信息包括已测试组件的名称以及运行的每个测试的测试结
果。

■ None－启用后，Oracle ILOM 将禁止向系统控制台输出调试信息。

Trigger Verbosity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diag/error_reset_verbosity=normal|min|max|
debug|none hw_change_verbosity=normal|min|max|debug|none
power_on_verbosity=normal|min|max|debug|none

Mode

(mode=)

Normal Off |Normal

将模式设置为对所有已启用的触发器启用或禁用开机自检。

■ Off－阻止为所有已启用的触发器运行开机自检 (Power-On-Self-
Test, POST)。

■ Normal－为所有已启用的触发器运行开机自检 (Power-On-Self-
Test, POST)。（默认值）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diag/mode=normal|off

表 67 较新 SPARC 系统（M7、T7 及更高版本）的主机诊断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diag（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diag）
■ Web："Host Management" > "Diagnostics"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诊断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诊断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 Oracle ILOM 固件 3.2.5.5 及更高版本。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Default Level and
Verbosity

(default_level=)

(default_verbosity=)

Level = Off

Verbosity =
Normal

Level：Off | Min | Max

Verbosity：Normal | None | Min | Max |Debug

使用默认设置可以指定在例行打开系统电源时发生的以下开机自检 (Power-On-
Self-Test, POST) 行为之一。

■ Level Off（默认值）－启用后，例行打开系统电源时，POST 不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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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diag（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diag）
■ Web："Host Management" > "Diagnostics"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诊断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诊断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 Oracle ILOM 固件 3.2.5.5 及更高版本。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Level Min－启用后，例行打开系统电源时，POST 将运行基本的诊断测试。

Level Max－启用后，例行打开系统电源时，POST 将运行基本的诊断测试以
及广泛的处理器和内存测试。

■ Verbosity Normal－启用后，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适量的调试信息。输出信息
包括测试名称和结果。

Verbosity None－启用后，不会向系统控制台输出任何调试信息。

Verbosity Min－启用后，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限量的调试信息。

Verbosity Max－启用后，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所有 POST 步骤的调试信息。

Verbosity Debug－启用后，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大量的调试信息。输出信息
包括所测试设备的名称以及每项测试的结果。

Default Level and Verbosity 对应的 CLI 语法：

对于 SPARC 单个主机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HOST/diag default_level=off|min|max default_verbosity=normal|
none|min|max

对于 SPARC 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diag default_level=off|min|
max default_verbosity=normal|none|min|max

Error Reset Level and
Verbosity

(error_level=)

(error_verbosity=)

Level = Max

Verbosity =
Normal

Level：Off | Max |Min

Verbosity：Normal | None | Min | Max

为启用的每个触发器单独设置测试级别。

■ Level Max－启用后，发生错误调用的复位时，将运行最高级别的诊断测试。

Level Min－启用后，发生错误调用的复位时，将运行有限级别的诊断测试。

Level Off－启用后，发生错误调用的复位时，POST 不会运行。
■ Verbosity Normal－启用后，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适量的调试信息。输出信息

包括测试名称和结果。

Verbosity None－启用后，不会向系统控制台输出任何调试信息。

Verbosity Min－启用后，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限量的调试信息。

Verbosity Max－启用后，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所有 POST 步骤的调试信息。

Verbosity Debug－启用后，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大量的调试信息。输出信息
包括所测试设备的名称以及每项测试的结果。

Error Reset Level and Verbosity 对应的 CLI 语法：

对于 SPARC 单个主机服务器 SP，请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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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diag（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diag）
■ Web："Host Management" > "Diagnostics"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诊断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诊断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 Oracle ILOM 固件 3.2.5.5 及更高版本。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et /HOST/diag error_reset_level=off|min|max verbosity_level=normal
\none|min|max

对于 SPARC 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set Servers/PDomains/

PDomain_n/HOST/diag error_reset_level=off|min|max
verbosity_level=normal|none|min|max|debug

HW_Change Level and
Verbosity

(hw_change_level=)

(hw_change_verbosity=)

Level = Max

Verbosity =
Normal

Level：Off |Min |Max

Verbosity：None | Min | Max | Debug

■ Level Max－启用后，发生硬件更改（例如关开机循环、移除机箱盖或更换
FRU）时，POST 将运行最高级别的诊断测试。

Level Min－启用后，发生硬件更改（例如关开机循环、移除机箱盖或更换
FRU）时，POST 将运行有限级别的诊断测试。

Level Off－启用后，发生硬件更改（例如关开机循环、移除机箱盖或更换
FRU）时，POST 不会运行一系列测试。

■ Verbosity Normal－启用后，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适量的调试信息。输出信息
包括测试名称和结果。

Verbosity None－启用后，不会向系统控制台输出任何调试信息。

Verbosity Min－启用后，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限量的调试信息。

Verbosity Max－启用后，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所有 POST 步骤的调试信息。

Verbosity Debug－启用后，将向系统控制台输出大量的调试信息。输出信息
包括所测试设备的名称以及每项测试的结果。

Trigger Verbosity 对应的 CLI 语法：

对于 SPARC 单个主机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HOST/diag/ hw_change_verbosity=normal|min|max|debug|none
hw_change_level=off|min|max

对于 SPARC 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diag hw_change_level=off|min|
max hw_change_verbosity=normal|none|min|max|de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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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较新 SPARC 系统（M7、T7 及更高版本）的 SP 诊断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SP/diag

■ Web："System Management" > "Diagnostics"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诊断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诊断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 Oracle ILOM 固件 3.2.5.5 及更高版本。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Default Level

(default_level=)

Level = Off Level：Off | Min | Max

指定发生例行服务器关开机循环（关闭/打开电源）或服务器复位
时相应的诊断行为。默认情况下，POST 的 "Default Level" 设置为
"Off"。
注 - POST 的 "Default Level" 属性不适用于错误调用的复位或硬件
更改事件。

■ Off（默认值）－选择 "Off" 可阻止运行 POST。
■ Min－选择 "Min" 可运行一套基本的诊断测试。
■ Max－选择 "Max" 可运行一套基本的诊断测试外加广泛的处理器

和内存测试。

CLI 语法：

set /SP/diag default_level=off|min|max

HW Change

(hw_change_level=)

Level = Max Level：Max | Min|Off

指定发生拔插服务器电源线循环、拆卸服务器顶盖或更换 FRU
（field-replaceable unit，现场可更换单元）时相应的诊断行为。默
认情况下，POST 的 "HW Change Level" 设置为 "Max"。
注 - 拔插服务器电源线循环是指拔下或更换电源线或者首次为服务
器接通电源的时候。

■ Max（默认值）－选择 "Max" 可运行一套基本的诊断测试外加广
泛的处理器和内存测试。

■ Min－选择 "Min" 可运行一套基本的诊断测试。
■ Off－选择 "Off" 可阻止运行 POST。

CLI 语法：

set /SP/diag hw_change_level=off|min|max

相关信息

■ “Navigating the Web Interface”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Navigating the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 Namespace Target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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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x86 主机服务器上的下次引导设备
Oracle ILOM 提供了一组 x86 服务器属性，系统管理员可以利用这些属性设置主机服务
器上的下次引导设备。但是，Oracle ILOM 中的这些可配置引导设备属性仅适用于下次
打开 x86 服务器电源时。

注 - 在打开系统电源并引导 Oracle ILOM 用户指定的引导设备之后，系统将恢复为系统
BIOS 实用程序中设置的引导设备属性。

系统管理员可以从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设置下次引导设备的 x86 服务器属
性。有关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 x86 系统下次引导设备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
表。

注 - 有关如何使用 BIOS 实用程序移动设备在引导顺序中的位置或者对引导顺序进行永
久性更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x86 服务器管理指南中用于选择引导设备的 BIOS 部分。
有关如何使用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HMP) 软件移动设备在引导顺序中
的位置或者对引导顺序进行永久性更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Oracle Server CLI Tools
User's Guide》中的 biosconfig 部分。

表 69 设置 x86 受管理服务器上的 "Next Boot Device" 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boot_device=

■ SP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Control" > "Next Boot Device"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 "Next Boot Device" 选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值 说明

Default (Use BIOS Settings)

(boot_device=default)

设置默认 BIOS 属性以使 x86 系统从系统 BIOS 引导顺序中当前设置的
第一个设备进行引导。

CLI 语法：

单个服务器：

set /HOST/boot_device=default

多域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boot_device=default
PXE

(boot_device=pxe)

设置 PXE 属性可以在下次主机引导时临时绕过系统 BIOS 引导顺序并使
用 PXE 引导规范通过网络引导 x86 系统。

CLI 语法：

单个服务器：

set /HOST/boot_device=p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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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boot_device=

■ SP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Control" > "Next Boot Device"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 "Next Boot Device" 选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值 说明
多域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boot_device=pxe
Disk

(boot_device=disk)

设置 Disk 属性可以在下次主机引导时临时绕过系统 BIOS 引导顺序并引
导至由 BIOS 实用程序引导顺序确定的第一个磁盘设备。
注 - 使用 Disk 属性可以从固定硬盘驱动器 (hard disk drive, HDD) 引导，
也可以从可移除 HDD（例如 USB 闪存设备）引导。

CLI 语法：

单个服务器：

set /HOST/boot_device=disk

多域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boot_device=disk
Diagnostic

(boot_device=diagnostic)

设置 Diagnostic 属性可以在下次主机引导时临时绕过系统 BIOS 引导顺
序并从诊断分区（如果已配置）引导系统。

CLI 语法：

单个服务器：

set /HOST/boot_device=diagnostic

多域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boot_device=diagnostic

CDROM

(boot_device=cdrom)

设置 CDROM 属性可以在下次主机引导时临时绕过系统 BIOS 引导顺序
并从所连接的 CD-ROM 或 DVD 设备引导系统。

CLI 语法：

单个服务器：

set /HOST/boot_device=cdrom

多域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boot_device=cdrom
Floppy

(boot_device=floppy)

设置 Floppy 属性可以在下次主机引导时临时绕过系统 BIOS 引导顺序设
置并从所连接的软盘设备进行引导。

CLI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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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boot_device=

■ SP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Control" > "Next Boot Device"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 "Next Boot Device" 选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值 说明
单个服务器：

set /HOST/boot_device=floppy

多域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boot_device=floppy
BIOS

(boot_device=bios)

设置 BIOS 属性可以在下次主机引导时临时绕过系统 BIOS 引导顺序并
将系统引导至 BIOS 实用程序设置菜单。

CLI 语法：

单个服务器：

set /HOST/boot_device=bios

多域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boot_device=bios

相关信息
■ “Navigating the Web Interface”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Navigating the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 Namespace Target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设置 SPARC 主机服务器上的引导行为
Oracle ILOM 提供了一组 SPARC 服务器属性，系统管理员可以利用这些属性查看主机
控制信息，也可以选择性地设置用于控制系统引导行为的属性。

系统管理员可以从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查看主机控制信息或设置可配置的
SPARC 服务器引导属性。有关这些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注 - 下表中未提供针对多域 SPARC 服务器的 CLI 路径。对于这些类型的服务器，请在
下表中介绍的 CLI 路径的开头附加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有关在多域 SPARC 服
务器上执行这些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服务器管理指南。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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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0 SPARC 受管理服务器上的主机控制信息和引导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 property_name

■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Control"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是修改主机可配置属性所必需的。

要求：

■ 要应用在 Web 的 "Host Control" 页面中所做的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Host Control Information

/HOST

只读属性 查看 SPARC 服务器主机控制信息，以了解：

■ MAC Address－显示分配给受管理设备的以太网 MAC
地址。

■ Hypervisor Version－显示虚拟机管理程序固件版本。
■ OBP－显示 OpenBoot PROM (OBP) 固件版本。
■ POST Version－显示当前 POST 版本。
■ SysFW Version－显示当前安装的 Oracle ILOM 固件版

本。
■ Host Status－显示主机操作系统的当前电源状态。

Host Control Information 对应的 CLI 语法：

show /HOST

Auto Restart Policy

(autorestart=)

Reset Reset |Dump Core|None

设置此属性以指示 Oracle ILOM 在主机操作系统挂起时要
采取哪种操作。

■ Reset（默认值）－Oracle ILOM 在监视程序计时器过
期时尝试复位 Oracle Solaris 来宾。

■ None－Oracle ILOM 只是发出警告，而不执行任何其
他操作。

■ Dump Core－Oracle ILOM 在 Oracle Solaris 监视程序
计时器过期时尝试强制对操作系统进行核心转储。

Auto Restart Policy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 autorestart=reset|dumpcore|none

Auto Run On Error

(autorunonerror=)

Poweroff None| Powercycle| Poweroff
注 -  "Powercycle" 是 SPARC M5 系列服务器以及某些 M7
系列服务器上的默认设置。

当主机遇到要求重新启动的错误时要采取的操作。

■ None－如果遇到致命错误，则不采取任何操作。
■ Powercycle－如果遇到致命错误，则对主机执行关开机

循环。
■ Poweroff（默认值）－如果遇到致命错误，则关闭主机

电源。

Auto Run On Error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 autorunonerror=none|powercycle|power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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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 property_name

■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Control"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是修改主机可配置属性所必需的。

要求：

■ 要应用在 Web 的 "Host Control" 页面中所做的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注 - 对于早期的 Oracle SPARC 服务器，如 T-3 系列服务
器，autorunonerror=true|false 的属性。如果设置为 true，
在遇到致命错误时将对主机执行关开机循环。如果设置为
false（默认值），在遇到致命错误时将关闭主机电源。

Boot Timeout

(boottimeout=)

0，禁用计时器 介于 0 和 36000 秒之间的整数

为 SPARC 服务器上的引导计时器设置超时值。

Boot Timeou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 boottimeout=0 to 360000

Boot Restart Policy

(bootrestart=)

None，禁用策略 None|Reset

设置此属性以指示 Oracle ILOM 在系统超时时是否重新启
动 SPARC 服务器。

Boot Restart Policy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 bootrestart=reset|none

Max Boot Fails Allowed

(maxbootfails=)

3 attempts 介于 0 和 10000 之间的整数尝试次数。

设置在 Oracle Solaris 引导过程失败时所允许的最大尝试
次数。

如果主机在 "Max Boot Fails Allowed" 所指示的尝试次数内
未成功引导，则会关闭主机电源或对主机执行关开机循环
（取决于 "Boot Fail Recovery" 的设置）。无论在哪种情况
下，"Boot Timeout" 均设置为 0（零秒），即禁止进一步尝
试重新启动主机。

Max Boot Fails Allowed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 maxbootfails=0 to 10000

Boot Fail Recovery

(bootfailrecovery=)

Poweroff Powercycle |Poweroff | None

设置此属性以指示 Oracle ILOM 在引导过程达到最大引导
尝试次数后仍未成功的情况下要采取哪种操作。

■ Poweroff（默认值）－Oracle ILOM 将在 SPARC 服务
器达到允许的最大引导尝试次数后关闭其电源。

■ Powercycle－Oracle ILOM 将在 SPARC 服务器达到允
许的最大引导尝试次数后对其执行关开机循环。

■ None－禁用 "Boot Fail Recovery" 属性。

Boot Fail Recovery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 bootfailrecovery=off|none|power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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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Navigating the Web Interface”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Navigating the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 Namespace Target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覆盖 SPARC 主机引导模式
Oracle ILOM 提供了一组主机引导模式属性，系统管理员可以利用这些属性覆盖用于引
导 SPARC 服务器上主机操作系统的默认方法。

Oracle ILOM 中的主机引导模式属性用于帮助解决 OpenBoot 或 LDoms 的误用引导模
式设置。Oracle ILOM 中设置的引导模式属性仅适用于单个引导，如果主机 SPARC 服
务器上的电源未复位，这些属性将在 10 分钟内过期。

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设置主机引导模式属性。有关这些
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表 71 主机 SPARC 服务器的主机引导模式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bootmode（或者，对于多域主机服务器：/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bootmode）
■ SP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Boot Mode"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主机引导模式可配置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在 "Host Boot Mode Settings" 页面中应用引导模式属性更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e

(state=)

Normal Normal | Reset NVRAM

设置此属性以指示 Oracle ILOM 在复位 SPARC 服务器电
源时要采取哪种操作。

■ Normal－Oracle ILOM 保留当前 NVRAM 变量属性。
■ Reset NVRAM－Oracle ILOM 在下次 SPARC 服务器

电源复位时将所有 OpenBoot 变量恢复为默认属性值。

用于设置主机引导模式 State 的 CLI 语法：

■ 对于单个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HOST/bootmode state=normal|reset_nvram
■ 对于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bootmode state=normal|reset_nvram

Expiration Date 无值，只读属性 Bootmode 属性将在 10 分钟内过期或在 SPARC 服务器电
源复位后过期（以先到期限者为准）。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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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bootmode（或者，对于多域主机服务器：/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bootmode）
■ SP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Boot Mode"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主机引导模式可配置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在 "Host Boot Mode Settings" 页面中应用引导模式属性更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expires=) LDOM Config 和 Script 属性不会过期，将在下次服务器复
位或手动清除值时被清除。

用于查看主机引导模式 Expiration Date 的 CLI 语法：

■ 对于单个服务器 SP，请键入：

show /HOST/bootmode expires

■ 对于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bootmode expires

Script

(script=)

  最大长度为 64 个字节。

该脚本控制主机 SPARC 服务器 OpenBoot PROM 固件的
引导方法。

在以下情况下将读取脚本：(1) "State" 设置为 "Reset
NVRAM"，(2) 复位 SPARC 服务器电源以及 (3) OpenBoot
变量重置为默认值。
注 - 服务人员可能会指导您指定脚本来解决问题。目前尚无
全面记录脚本功能的文档，脚本功能主要用于调试。

用于设置主机引导模式 Script 的 CLI 语法：

set /HOST/bootmode script=value

其中：

脚本不影响当前的 /HOST/bootmode 设置。值的最大长度
为 64 个字节。可以在同一命令中指定 /HOST/bootmode
设置并指定脚本。例如：

set /HOST/bootmode state=reset_nvram

script=”setenv diag-switch? true”

LDOM Config

(config=)

Factory-default Factory-default | Valid LDOM Config

指示 Oracle ILOM 在复位主机 SPARC 服务器电源时要使
用哪种 LDOM 配置：

■ Factory-default－factory-default 配置是初始配置，其中
平台显示为仅托管一个操作系统的单个系统。

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 factory-default 配置重新获得
可能已分配到其他域的所有系统资源（CPU、内存
和 I/O）的访问权限。如果在使用 Logical Domains
OS 软件恢复出厂默认值之前删除了 Logical Domains
Manager，则可能需要 Factory-default 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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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bootmode（或者，对于多域主机服务器：/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bootmode）
■ SP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Boot Mode"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主机引导模式可配置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在 "Host Boot Mode Settings" 页面中应用引导模式属性更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 Valid LDOM Config－输入有效活动逻辑域配置的名

称。

主机引导模式 LDOM Config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HOST/bootmode config=factory-default|
valid_LDOM_configuration

相关信息

■ “Navigating the Web Interface”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Navigating the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 Namespace Target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配置 SPARC Verified Boot 属性

在 Oracle 的某些 SPARC 系统中，在将系统引导块和 Oracle Solaris 内核模块装入到系
统中之前，可使用 Verified Boot 对其进行验证。使用 Oracle ILOM 启用 Verified Boot
并指定当验证检查失败时系统应如何响应。启用 Verified Boot 可防止对系统引导块或
Oracle Solaris 内核模块进行的有害更改生效。有关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此策略的更
多详细信息，请参见表 72 “Verified Boot 属性”中的属性说明。

要使用 Verified Boot 功能，必须在系统上安装 Oracle Solaris 11.2 或更高版本。

在上载证书以验证 Oracle Solaris 内核模块之前，请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 可通过网络或本地文件系统访问证书。
■ 证书为 PEM 格式，遵循 X.509 标准。
■ 证书未使用密码短语加密。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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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Verified Boot 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verified_boot（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verified boot）
■ Web："Host Management" > "Verified Boot"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Boot Policy

(boot_policy )

none none |warning|enforce

■ none－系统不对引导块、unix 或 geunix 运行验证检查。
■ warning－如果验证检查失败，则在主机控制台上记录警告消

息，引导过程将继续。
■ 如果验证检查失败，则在主机控制台上记录错误消息，引导过

程将中止。

Boot Policy 对应的 CLI 语法：

单个主机服务器：

set /Host/verified_boot boot_policy=none|warning|enforce

多域主机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verified_boot
boot_policy=none|warning|enforce
注 - 当 Verified Boot 的 "Boot Policy" 设置为 "Enforce" 且 "use-
nvramrc?" 的非易失性 RAM 配置变量设置为 "True" 时，Solaris
引导操作在某些 SPARC 平台（例如 SPARC T7 和 M7 系列服务
器）上可能会失败。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Oracle ILOM 功
能更新和发行说明中的“3.2.5 已知问题”部分。

System Certificates

(/system_certs/1)

查看 system_certs/1 目标以获得有关预安装的证书文件的详细信
息，如颁发者和文件主题。

User Certificates

(/user_certs/n)

装入最多五个定制证书文件以验证除 unix 和 geunix 以外的
Solaris 内核模块。查看 user_certs/n 目标以获得有关用户装入的
证书文件的详细信息，如颁发者和文件主题。

用于在引导时装入定制证书的 CLI 语法：

单个主机服务器：

set /Host/verified_boot/user_certs/n
load_uri=protocol://certificate_URI

多域主机服务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verified_boot/
user_certs/n load_uri=protocol://certificate_URI

其中，n 是要与证书文件关联的 ID，protocol 是 Oracle ILOM 支
持的任意传输协议。有关支持的协议的列表，请参见“支持的文件
传输方法” [40]

用于删除 Verified Boot 定制证书的 CLI 语法：

单个主机服务器：



管理 SPARC 主机域

190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版 3.2.x） • 2015 年 10 月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verified_boot（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verified boot）
■ Web："Host Management" > "Verified Boot"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reset /Host/Verified_boot/user_certs/n

多域主机服务器：

re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verified_boot/
user_certs/n

其中，n 是要删除的证书文件的 ID。

管理 SPARC 主机域

Oracle ILOM 提供了一组主机域属性，系统管理员可以利用这些属性查看主机 SPARC
服务器上当前设置的逻辑域配置，也可以设置主机域的 auto-boot 和 boot guests 属性。

可以从 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中查看和配置 Oracle ILOM 主机域属性。有关这
些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各表：

■ 表 73 “查看主机 SPARC 服务器的已检测到的逻辑域配置”
■ 表 74 “主机 SPARC 服务器的主机域可配置属性 ”

表 73 查看主机 SPARC 服务器的已检测到的逻辑域配置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SP CLI：/HOST/domain/configs

■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Domain"

要求：

■ 必须在主机 SPARC 服务器操作系统上创建逻辑域配置。有关如何创建逻辑域配置的信息，请参见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
■ 要查看逻辑域配置，请发出 show 命令 (show /HOST/domain/configs)

属性 说明

Domain Configurations（只读） Oracle ILOM 会显示在主机操作系统上检测到的逻辑域配置列表。

Oracle ILOM 将检测到的逻辑域配置保存在非易失性内存中并在发生更改时
更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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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主机 SPARC 服务器的主机域可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

■ SP CLI：/HOST/domain/control

■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Domain"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主机域可配置属性时必需）。

要求：

■ 必须在主机 SPARC 服务器操作系统上创建逻辑域配置。有关如何创建逻辑域配置的信息，请参见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
■ 要在 "Host Domain Settings" 页面中应用主机域属性更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Auto-Run

(auto-boot=)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当启用了 Auto-Run 属性时，在下次域复位后，将强制执行 auto-boot
的 OpenBoot 设置。

当禁用了 Auto-Run 属性时，在下次域复位后，将阻止自动引导并在
OpenBoot OK 提示符下停止主机控制域。

主机域 Auto-Run 对应的 CLI 语法：

对于单个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HOST/domain/control auto-boot=enabled|disabled

对于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domain/control auto-
boot=enabled|disabled

Boot Guests

(boot_guests=)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当启用了 Boot Guests 属性时，Oracle ILOM 将在下次打开服务器电源
或复位时引导来宾域。

当禁用了 Boot Guests 属性时，将在下次打开服务器电源或复位时阻止
配置的来宾域进行引导。
注 - boot_guests 属性在服务器复位后自动恢复为 "Enabled"（默认属
性）。

主机域 Boot Guests 对应的 CLI 语法：

对于单个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HOST/domain/control boot_guests=enabled|disabled

对于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domain/control
boot_guests=enabled|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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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PARC 主机 KeySwitch 状态

Oracle ILOM 提供了一个 KeySwitch 属性，系统管理员可以利用此属性设置主机
SPARC 服务器的 KeySwitch 状态。可以从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配置
KeySwitch 属性。有关 KeySwitch 可配置属性值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表 75 主机 SPARC 服务器的 KeySwitch 状态属性值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
■ Web："Host Management" > "KeySwitch" > "KeySwitch"
■ 用户角色：Admin (a) 角色（修改 KeySwitch 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 Keyswitch 属性的更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Keyswitch

(keyswitch_state=)

Normal Normal |Standby |Diag|Locked

■ Normal－SPARC 服务器可自行打开电源并启动引导过程。
■ Standby－阻止 SPARC 服务器打开其电源。
■ Diag－SPARC 服务器可以打开电源并使用 Oracle ILOM 默认主机

诊断属性值提供故障覆盖率。如果启用，此选项将覆盖特定于用户
的 Oracle ILOM 诊断属性值。

■ Locked－SPARC 服务器可以自行打开电源，但是会禁止用户更新
闪存设备或修改为 /HOST send_break_action=break 设置的 CLI 属
性值。

KeySwitch 对应的 CLI 语法：

对于单个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HOST keyswitch_state=normal|standby|diag|locked

对于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keyswitch_state=normal|standby|diag|locked

相关信息

■ “Navigating the Web Interface”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Navigating the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 Namespace Target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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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PARC 主机 TPM 状态
Oracle ILOM 提供了一组 Oracle Solaris TPM 属性，系统管理员可以利用这些属性管理
主机 SPARC 服务器上可信平台模块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TPM) 功能的状态。可
以从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配置 TPM 属性。有关 TPM 可配置属性值的更多详
细信息，请参见以下各表。

注 - x86 服务器的 TPM 属性是在 BIOS 实用程序中管理的。有关 x86 操作系统 TPM 属
性和要求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Oracle x86 服务器管理指南。

■ 表 76 “主机 SPARC 服务器的 TPM 属性值 ”
■ 表 77 “传统主机 SPARC 服务器的 TPM 属性值”

表 76 主机 SPARC 服务器的 TPM 属性值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tpm（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tpm）
■ Web："Host Management" > "TPM" > "TPM Settings"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 TPM 属性时必需）。

要求：

■ 主机 SPARC 服务器必须运行支持 TPM 的 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版本。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 TPM 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TPM

(mode=)

(forceclear=)

禁用 ("off") Mode = activated | deactivated | off（默认值）；Forceclear = false（默认
值）| true

■ Mode－设置以下几项之一：

■ Activated－下一次发生打开主机电源事件时在 SPARC 服务器上启用
TPM 状态。

■ Deactivated－下一次发生打开主机电源事件时在 SPARC 服务器上禁
用 TPM 状态。

■ Off－忽略 SPARC 服务器上的 TPM 芯片。
■ Forceclear－下一次发生打开主机电源事件时清除 SPARC 服务器上的

TPM 设备数据，将 Forceclear 属性设置为 "true" 并将 Mode 属性设置为
"Activated"。

注 -  Forceclear 属性在下一次发生打开主机电源事件后自动设置为 "false"。

用于设置 TPM 属性的 CLI 语法：

对于单个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HOST/tpm mode=[off|deactivated|activated] forceclear=false|
true

对于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tpm mode=[off|deactivated|
activated] forceclear=fals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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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传统主机 SPARC 服务器的 TPM 属性值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tpm

■ Web："Host Management" > "TPM" > "TPM Settings"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 TPM 属性时必需）。

要求：

■ 主机 SPARC 服务器必须运行支持 TPM 的 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版本。
■ 要在 Web 界面中应用 TPM 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TPM

(enable=)

(activate=)

(forceclear=)

禁用 ("false") Enable=false | true；Forceclear=false | true；Activate=false | true

下一次发生打开主机电源事件时启用 SPARC 服务器上的 TPM 设备，并将
Enable 和 Activate 属性设置为 "true"。

清除 SPARC 服务器上的所有 TPM 设备数据，将 Enable 属性设置为 "false"
并将 Forceclear 属性设置为 "true"。
注 -  Forceclear 属性在下一次发生打开主机电源事件后自动设置为 "false"。

用于设置 TPM 属性的 CLI 语法：

对于单个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HOST/tpm enable=[true|false] activate=[true|false]
forceclear=false|true

相关信息

■ “Navigating the Web Interface”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Navigating the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 Namespace Target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设置 SPARC 主机状态捕获

Oracle ILOM 提供了主机状态捕获属性，系统管理员可以利用这些属性来控制当发生致
命错误时捕获的数据的类型。捕获的数据存储在 Oracle ILOM 中并且当从 Oracle ILOM
创建服务快照时可以获取。可以从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配置主机状态捕获属
性。有关主机状态捕获可配置属性值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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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SPARC 服务器的主机状态捕获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Control"
■ 用户角色：Admin (a) 角色（修改状态捕获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e Capture on Error

(state_capture_on_error=)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该 State Capture on Error 属性控制 Oracle ILOM 在 SPARC 服务器主机上检
测到致命错误时是否收集主机状态数据。

State Capture on Error 对应的 CLI 语法：

对于 SPARC 单个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HOST state_capture_on_error=enabled|disabled

对于 SPARC 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s_n/HOST
state_capture_on_error=enabled|disabled

State Capture Mode

(state_capture_mode=)

default redstate_scandump| fatal_scandump| default

State Capture Mode 属性确定了当发生错误时收集的数据的类型。

■ default－当发生错误时，仅收集错误寄存器数据并将其保存到 Oracle
ILOM。

■ fatal Scandump－当发生 Fatal Reset 错误时，将收集错误寄存器和
scandump 数据并将其保存到 Oracle ILOM。对于所有其他错误，将仅记
录错误寄存器数据。

■ redstate Scandump－当发生 Red State 异常时，将收集错误寄存器和
scandump 数据并将其保存到 Oracle ILOM。对于所有其他错误，将仅记
录错误寄存器数据。

State Capture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对于 SPARC 单个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HOST state_capture_mode=fatal_scandump|default|
redstate_scandump

对于 SPARC 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s_n/HOST
state_capture_mode=fatal_scandump|default|redstate_scandump

State Capture Status

(state_capture_status)

只读 State Capture Status 属性显示了当前的主机捕获状态。可能的状态包括：

■ Enabled = 已启用了 State Capture on Error 功能。
■ Disabled = 已禁用了 State Capture on Error 功能。
■ Debug = 已启用了 State Capture on Error 调试功能。

注：调试功能只能在 Oracle ILOM CLI 中设置并且用于在遇到主机致命错
误时运行额外的诊断。生成的输出将保存到 Oracle ILOM 并作为服务快照
的一部分提供

■ fatal-in-progress = 主机遇到了致命错误并且正在捕获其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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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Control"
■ 用户角色：Admin (a) 角色（修改状态捕获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 debug-fatal-in-progress = 主机遇到了致命错误并且正在运行调试脚本。只

有在 Oracle ILOM CLI 中启用了调试功能时才会出现此状态。
■ None = 在主机电源已关闭的情况下没有状态。

相关信息

■ “Navigating the Web Interface”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Navigating the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 Namespace Target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管理 SPARC 主机 I/O 重新配置策略

Oracle ILOM 为某些 SPARC 服务器提供了一个策略，系统管理员可以利用此策略来控
制在下次打开电源或电源复位时是否优化并要求修改主机 IO 路径。默认情况下，主机 I/
O 重新配置策略处于启用状态并且可以从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进行配置。有
关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此策略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注 - 重新配置 I/O 路径将更改与引导设备关联的 PCIe 地址和外部地址。

注 - 如果 I/O 路径中的 PCIE 交换机当前未在使用中，并且 ioreconfigure 设置为 "true"，
请配置 I/O 路径以实现最好的连通性。否则，请配置新路径以实现最佳的 I/O 带宽

表 79 SPARC 主机 I/O 重新配置策略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 SP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Control"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此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IO Reconfigure Policy

(ioreconfigure=)

true false|true|add_only

■ true－启用后，每次服务器 SP 或 PDomain 打开电源或复位时，
Oracle ILOM（在必要时）都将检查并重新配置 I/O 路径。

注：PCIe 交换机将被配置为创建连接所有可用的根联合体所需的最
少数目的虚拟交换机，这可能会导致更改 I/O 路径。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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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Host（或者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 SP Web："Host Management" > "Host Control"
■ 用户角色：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修改此属性时必需）。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 false－启用后，每次服务器 SP 或 PDomain 打开电源或复位时，

Oracle ILOM 都不会检查并重新配置 I/O 路径。
■ add_only－启用后，如果自上次引导或复位以来添加了新的 CMP

（根联合体），Oracle ILOM 将重新配置 I/O 路径以实现最佳带
宽。

注：当控制域创建其第一个来宾域时，IO Reconfigure Policy 属性
自动设置为 "add_only"。

IO Reconfigure Policy 对应的 CLI 语法

对于 SPARC 单个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SP/Host ioreconfigure=true|false|add_only

对于 SPARC 多域服务器 SP，请键入：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ioreconfigure=true|
false|add_only

相关信息
■ “Navigating the Web Interface”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Navigating the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 Namespace Target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管理 SPARC PDomain 和 DCU 分配
在某些 SPARC 服务器（例如 M5、M6 和 M7 系列服务器）上，Oracle ILOM 提供了用
于管理主机-DCU 分配和 PDomain-DCU 分配的属性。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
部分：

■ “主机-DCU 分配和 DCU-SPP 故障转移行为” [197]
■ “PDomain 和 DCU 分配” [199]

主机-DCU 分配和 DCU-SPP 故障转移行为
对于诸如 M 系列服务器等 SPARC 服务器，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标识主机-DCU 分
配以及确定逻辑 DCU 配置的一般运行状况。此外，对于诸如 M7-16 服务器等利用冗余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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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处理器模块 (service processor module, SPM) 支持 DCU 服务处理器代理 (service
processor proxy, SPP) 配置的 SPARC 服务器，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确定主动分配
用来管理 DCU 系统活动的 SPM。如果由于 SPP 或 SPM 发生故障而失去 DCU 管理访
问，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更改控制 SPM 的角色。

注 -  SPP 是可以随时更换的可热维修组件。SPM 不是可维修组件。为便于在具有 SPM
冗余的服务器上进行 DCU-SPP 故障转移，为每个 DCU-SPP 配置提供了两个 SPM
（SPM0 和 SPM1）。

有关查看 DCU 分配或管理 DCU-SPP 故障转移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部分：查看
DCU 分配并管理 DCU-SPP 故障转移 [198]。

查看 DCU 分配并管理 DCU-SPP 故障转移

开始之前

■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更改活动和待机 DCU-SPM 分配的角色。
■ 有关 DCU 运行状态的说明，请参见“DCU 状态” [199]。
■ 更改控制 SPM 配置可能会导致分配了 DCU 的主机与 Oracle ILOM 之间通信中断。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DCU-主机上的任何活动 KVMS 会话都将自动断开连接。

注 - 并非所有 SPARC M 系列服务器都支持 DCU-SPP 配置的 SPM 冗余。

1. 要查看所有 DCU 分配的一般运行状况或查看某个 DCU 上的控制 SPM，请执行以下操
作之一。

■ Web：从活动 SP Web 界面中，单击 "System Information" > "DCUs"。
在 DCU 表中，查看 DCU 位置、主机-DCU 分配以及运行状况详细信息。对于支持
SPM 冗余的服务器，查看主动分配用来管理 DCU 系统活动的 SPM。

－或者－

■ CLI：从活动 SP CLI 中，键入：show /System/DCUs/DCU_n

查看以下 DCU 属性：health = location = host_assigned =

如果支持，查看已分配 DCU 的控制 SPM 属性：sp_name = /SYS/SPPn/SPMn

有关为 DCU 目标显示的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键入：help /System/DCUs/DCU_n

2. 要更改 DCU 的控制 SPM 的角色，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在 "System Information" > "DCUs" 页面中，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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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DCU 表中选择一个 DCU 分配，然后从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Graceful
Failover"（协商 DCU-SPM 分配）或 "Forceful Failover"（强制更改 DCU-SPM
分配）。

2. 单击 "Apply"。
如果出现提示，要求您确认是否要继续执行故障转移操作。单击 "Yes" 继续，否
则单击 "No"。

－或者－
■ CLI：键入：set /Systems/DCUs/DCU_n initiate_sp_failover = true|force

其中，true 表示以正常方式协商 DCU SPM 分配，而 force 表示强制更改 DCU-SPM
分配。
如果出现提示，要求您确认是否要继续执行故障转移操作。键入 y 继续，否则键入
n。

DCU 状态

有关逻辑 DCU-主机配置可能出现的各种运行状态，请参见下表。

表 80 DCU 运行状态定义

运行状态 定义

OK DCU 分配运行状态良好。

Unknown Oracle ILOM 无法显示 DCU 运行状态、分配或子组件
详细信息。

Service Required Oracle ILOM 在机箱组件上检测到了问题，需要执行维
修操作来解决该问题。请参见 "Open Problems" 页面
并查看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知识库 URL。

Warning Oracle ILOM 检测到 DCU 分配存在小问题。尽管发出
了警告消息，但是 DCU 分配正常运行。可以放心地忽
略此信息性消息。

PDomain 和 DCU 分配

对于诸如 M 系列服务器等 SPARC 服务器，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查看并管理主机的
逻辑域可配置单元 (Domain Configurable Unit, DCU) 分配。此外，对于诸如 M7-16 服
务器等支持 PDomain 冗余服务处理器代理 (service processor proxy, SPP) 的 SPARC
服务器，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更改主机的控制 PDomain-SPP。有关管理 PDomain-
DCU 分配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信息：

■ 使 DCU 可分配 [200]
■ 将 DCU 分配给 PDomain 主机或从其取消分配 DCU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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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主机的控制 PDomain-SPP（故障转移） [202]

使 DCU 可分配

开始之前

■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主机 DCU 分配。
■ 您可使 DCU 随时“可分配”给主机，而不管主机和 DCU 处于什么状态。
■ 要使 DCU“不可分配”给主机，主机不能已分配（正在使用）DCU。

要使 DCU 可分配，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确定每个 PDomain 主机的 DCU 可用性：

■ Web：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Domains"。
在 "Domains" 页面的 "Host Configuration" 表中，查看每个主机的 "Assignable
DCU" 列。

■ CLI：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查看主机目标下的 dcus_available = 属性。

有关为主机目标显示的 CLI 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键入：

help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2. 要控制可分配给 PDomain 主机的 DCU，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在 "Host Configuration" 表中，选择一个主机，然后单击 "Configure"。
有关详细说明，请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Domains" 页面上的 More
details ... 链接。

■ CLI：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dcus_assignable= [/SYS/DCUn]

将 DCU 分配给 PDomain 主机或从其取消分配 DCU

开始之前

■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配置主机 DCU 分配。
■ 在将 DCU 分配给主机或从其取消分配 DCU 之前，必须确保已分配 DCU 的主机已

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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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某些服务器支持无边界 PDomain（Expandable 设置为 True）和有边界
PDomain（Expandable 设置为 False）的配置。有关无边界或有边界 PDomain 的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服务器随附管理指南中的信息。

■ 需要具有 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才能修改主机电源状态。

要分配或取消分配 DCU，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确定主机的当前 DCU 分配：

■ Web：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Domains"。
在 "Host Configuration" 表中，查看 "Assigned DCU" 列，并在支持的情况下查看
"Expandable" 列。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单击 "Domains" 页面上的 More details ... 链接。

■ CLI：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查看主机目标下的 dcus_assigned = 属性。

2.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关闭已分配 DCU 的 PDomain 主机的电源：

■ Web：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Power Control" 页面，然后单击 "Power
Control" 页面上的 More details... 链接以获得详细说明。

■ CLI：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stop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3. 要将 DCU 分配给已关闭电源的主机或从其取消分配 DCU，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在 "System Management" > "Domains" 页面中，单击 More details... 链接以
获得说明。

■ CLI：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分配 DCU，请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dcus_assigned= [/SYS/DCUn]

要验证 DCU 分配的状态，请键入：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查看 operation_in_progress = 属性。

■ 要取消分配 DCU，请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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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dcus_assigned= [/SYS/DCUn]

要验证指定的 DCU 是否已取消分配，请键入：show /Servers/PDomains/

PDomain_n/host

查看主机目标下的 dcus_available = 属性。

4. 启动在第 2 步中停止的 PDomain 主机，例如：

■ Web：单击 More Details ... 链接以获得说明。

■ CLI：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更改主机的控制 PDomain-SPP（故障转移）

开始之前

■ 并非所有 SPARC M 系列服务器都支持 PDomain-SPP 故障转移。因此，如果 CLI
和 Web 界面中未显示本过程中介绍的 Oracle ILOM 属性，表明不支持 PDomain-
SPP 主机故障转移功能。有关服务器上支持的故障转移操作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阅为服务器提供的管理指南。

■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更改主机的控制 PDomain-SPP。
■ 更改控制 PDomain-SPP 可能会导致主机 PDomain-SPP 与 Oracle ILOM 之间通

信中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PDomain-SPP 上的任何活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会话都将自动断开连接。

要更改当前负责管理主机系统活动的控制 PDomain-SPP，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识别 PDomain 的活动 SPP：

■ Web：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Domains" 页面，并查看 "Host
Configuration" 表中的 "SP Name" 列。
－或者－

■ CLI：键入：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查看 sp_name = 属性以识别活动 PDomain-SPP。

2. 要更改主机的控制 PDomain SPP，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Domains" 页面，然后单击 More details... 链
接以获得说明。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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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键入：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n/host initiate_sp_failover=<true|force>

其中，true 表示以正常方式协商 PDomain-SPP 分配，而 force 表示强制更改
PDomain-SPP 分配。如果出现提示，要求您确认是否要继续执行故障转移操作。
键入 y 继续，否则键入 n。

将主机输出重定向到背部的 VGA 端口

注 - 用于将主机输出重定向到背部的 VGA 端口的策略并不是在所有 Oracle 服务器上都
可用。另外，Oracle 服务器上前部和背部的 VGA 端口无法同时利用。

在某些 Oracle 服务器上，Oracle ILOM 提供了一个策略供您用来将主机输出重定向到
该服务器上背部面板上的 VGA 端口。默认情况下，此策略处于禁用状态并且只能通过
Oracle ILOM CLI 进行配置。有关在 Oracle ILOM CLI 中设置此策略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下表。

表 81 用于重定向主机输出的 VGA 背部端口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 SP/policy
■ 用户角色： Admin (a) 角色（修改 VGA 背部端口策略属性时必需）。

注：

■ VGA 背部端口策略并非在所有 Oracle 服务器上都可用。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VGA_REAR_PORT=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 disabled－当禁用时，将阻止将主机输出重定向到服务器背部面板
上的 VGA 端口。

■ enabled－当启用时，主机输出将重定向到服务器背部面板上的
VGA 端口。

VGA Rear Por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policy VGA_REAR_PORT=disabled|enabled

相关信息

■ “Navigating the Web Interface”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Navigating the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 Namespace Target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100145770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b145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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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链接

有关配置、测试和禁用警报通知的信息，请参
阅本部分。

■ “配置警报通知” [205]

有关启用自动服务请求的配置信息，请参阅本
部分。

■ “管理自动服务请求” [210]

有关配置 Syslog 服务器以将 Oracle ILOM 事
件记录到远程主机的信息，请参阅本部分。

■ “为事件日志记录配置 Syslog” [213]

相关信息

■ “Managing Oracle ILOM Log Entrie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Managing SNMP Trap Alerts Using the Oracle ILOM” in 《Oracle ILOM Protocol
Management Reference for SNMP and IPMI Firmware Release 3.2.x》

■ 表 40 “SNMP 配置属性”

配置警报通知

系统管理员可以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警报通知以提前警告可能存在系统故障。Oracle
ILOM 支持的警报配置有 IPMI PET 警报、SNMP 陷阱警报和电子邮件警报通知。

使用 Oracle ILOM CLI、Oracle ILOM Web 界面或 SNMP 客户机在 Oracle ILOM 中最
多可配置 15 条警报通知。对于每条配置的警报通知，系统管理员都可以选择生成一条
测试消息以确保目标收件人成功接收测试消息。

有关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警报通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 “警报通知配置属性” [206]
■ 配置和测试警报通知（IPMI PET、SNMP 或电子邮件） [207]
■ 禁用警报通知（IPMI PET、SNMP 或电子邮件） [208]
■ 为电子邮件警报配置 SMTP 客户机 [209]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z40029e5139378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z40029e5139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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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通知配置属性

对于每条警报通知，Oracle ILOM 需要设置以下三个属性：alert type、alert

destination 和 alert level。根据配置的警报类型，可以选择性地配置其他属性。

有关警报通知配置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表 82 警报通知配置属性

属性 要求 说明

Alert Type 必需 "Alert Type" 属性指定 Oracle ILOM 在创建和发送警报消息时使用的消息格式和传送方法。

警报类型选项包括：

■ IPMI PET Alerts－必需属性包括：警报目标 IP 地址和警报级别。每个指定的警报目标
都必须支持接收 IPMI PET 消息。

■ SNMP Trap Alerts－必需属性包括：警报目标 IP 地址、警报目标端口号和警报级别。
每个指定的目标都必须支持接收 SNMP 陷阱消息。

■ Email Alerts－必需属性包括：目标电子邮件地址和警报级别。在启用电子邮件警报之
前，必须先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 SMTP 电子邮件服务器的属性。

相关信息：

■ “Configuring SMTP Client for Email Alert Notifications (SNMP)” in 《Oracle ILOM
Protocol Management Reference for SNMP and IPMI Firmware Release 3.2.x》

Alert
Destination

必需 "Alert Destination" 属性指定警报消息所发送到的位置。必须为 IPMI PET 和 SNMP 警报配
置 IP 地址目的地。必须为电子邮件警报配置电子邮件地址目的地。

Alert
Destination Port

可选 TCP/UDP 目标端口仅适用于 SNMP 警报配置。

Oracle ILOM 会自动选择标准 TCP/UDP 目标端口号。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接受标准端口号
(162)，也可以选择手动指定 TCP/UDP 端口号。

Alert Level 必需 所有警报通知配置均需要设置警报级别。

通过警报级别能够发送警报通知。此外，对于 IPMI PET 警报和电子邮件警报，警报级别用
作一种过滤机制，可确保警报收件人只接收最需要的警报消息。

Oracle ILOM 提供以下警报级别，其中 "Minor" 是最低级别：

■ Minor－生成信息性事件以及重大事件和紧急事件的警报。
■ Major－生成所有非紧急事件、不可恢复事件和紧急事件的警报。
■ Critical－生成所有紧急事件和不可恢复事件的警报。
■ Down－此级别仅生成达到上下限的不可恢复事件的警报。
■ Disable－禁用警报配置。Oracle ILOM 不会生成警报消息。

重要说明：Oracle ILOM 支持对所有 IPMI PET 警报配置和电子邮件警报配置进行警报级
别过滤。Oracle ILOM 不支持对 SNMP 警报配置进行警报级别过滤。但是，要使 Oracle
ILOM 能够生成 SNMP 警报，必须指定以下警报级别之一：Minor、Major、Critical 或
Down。

Email Custom
Sender

对于电子邮件
警报可选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仅为电子邮件警报配置来配置此属性。

通过 email_custom_sender 属性，Oracle ILOM 可以使用以下字符串之一覆盖 SMTP 客户
发件人地址：<IPADDRESS> 或 <HOSTNAM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z4003554102883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z40035541028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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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要求 说明
示例：alert@<IPADDRESS>。

Email Message
Prefix

对于电子邮件
警报可选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仅为电子邮件警报配置来配置此属性。

通过 "Email Message Prefix" 属性，Oracle ILOM 可以在邮件正文前面附加特定于用户的信
息。

Event Class
Filter

对于电子邮件
警报可选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仅为电子邮件警报配置来配置此属性。

通过 "Event Class Filter" 属性，Oracle ILOM 可以过滤出除选定事件类以外的所有信息。
要清除过滤器并发送有关所有类的信息，请输入空双引号 ("")。

Event Type
Filter

对于电子邮件
警报可选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仅为电子邮件警报配置来配置此属性。

通过 "Event Type Filter" 属性，Oracle ILOM 可以过滤出除选定事件类型以外的所有信息。
要清除过滤器并发送有关所有事件类型的信息，请输入空双引号 ("")。

SNMP Version 对于 SNMP 警
报可选

通过 "SNMP Version" 属性，系统管理员可以指定要发送的 SNMP 陷阱版本。支持的
SNMP 版本包括：1、2c 或 3。

SNMP
Community
Name

或者

User Name

对于 SNMP 警
报可选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指定 SNMPv1 或 2c 团体字符串，也可以选择指定 SNMPv3 用户名。
注 - 如果已配置 SNMPv3 用户名，则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 SNMPv3 用户名。如果
未配置 SNMP 用户名，将无法对警报进行验证以供传送。

配置和测试警报通知（IPMI PET、SNMP 或电子邮
件）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 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配置和测试警报通知。

开始之前

■ 对于电子邮件警报配置，必须配置 SMTP 服务器。如果未配置 SMTP 服务器，
Oracle ILOM 将无法生成电子邮件警报。有关配置详细信息，请参见为电子邮件警报
配置 SMTP 客户机 [209]。

■ 对于 SNMP 警报配置，必须启用 SNMP sets 属性且必须至少为 SNMP 配置一个用
户帐户。有关配置详细信息，请参见表 40 “SNMP 配置属性”。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配置警报通知属性。

1. 要为 15 个警报配置 ID 之一填充属性，请执行以下操作：

■ Web：
依次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Notifications" > "Alerts" 和一个警报 ID，然后单
击 "Edit"。定义必需属性（level、type 和 destination），然后单击 "Save"。

有关必需属性和可选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表 82 “警报通知配置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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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
键入以下命令以设置必需警报属性：

set /SP|CMM/alertmgmt/rules/n type=email|snmptrap|ipmipet destination=ip_address
port=required_for_snmptrap level=minor|major|crticial|disable

有关必需属性和可选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表 82 “警报通知配置属性 ”。

2. 要测试警报通知的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 Web：
依次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Notifications" > "Alerts" 和一个已配置的警报
ID，然后单击 "Test Rule"。

将显示成功或失败的状态消息。

■ CLI：
键入以下命令以测试已配置的警报通知：

set /SP|CMM/alertmgmt/rules/n testalert=true

将显示成功或失败的状态消息。

相关信息：

■ 表 82 “警报通知配置属性 ”
■ 为电子邮件警报配置 SMTP 客户机 [209]
■ 表 40 “SNMP 配置属性”
■ “Managing Oracle ILOM Log Entrie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Managing SNMP Trap Alerts Using the Oracle ILOM” in 《Oracle ILOM Protocol

Management Reference for SNMP and IPMI Firmware Release 3.2.x》

禁用警报通知（IPMI PET、SNMP 或电子邮件）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 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禁用已配置的警报通知。有关
从 SNMP 应用程序客户机配置和测试警报通知的说明，请参见“Manage Component
Information and Email Alerts (SNMP)” in 《Oracle ILOM Protocol Management
Reference for SNMP and IPMI Firmware Release 3.2.x》。

开始之前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警报通知属性。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z40029e5139378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z40029e5139378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cjccffi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cjccffi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Pcjccff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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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禁用警报通知的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 Web：
依次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Notifications" > "Alerts" 和一个已配置的警报
ID，然后单击 "Edit"。在 "Level" 列表框中，单击 "Disable"，然后单击 "Save"。

将显示成功或失败的状态消息。

■ CLI：
键入以下命令禁用已配置的警报通知：

set /SP|CMM/alertmgmt/rules/n level=disable

将显示成功或失败的状态消息。

为电子邮件警报配置 SMTP 客户机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 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SMTP
客户机。Oracle ILOM 必须充当 SMTP 客户机才能成功发送电子邮件警报通知。

开始之前

■ 在将 ILOM 作为 SMTP 客户机配置之前，请确定要处理电子邮件通知的外发 SMTP
电子邮件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 "Custom Sender" 的 "SMTP Client" 属性是可选的。通过此属性，Oracle ILOM 可以
使用以下字符串之一覆盖 SMTP 发件人地址：<IPADDRESS> 或 <HOSTNAME>。
例如：alert@[IPADDRESS]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配置 SMTP 客户机属性。

要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SMTP 客户机，请执行以下操作：

■ Web：
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Notifications" > "SMTP Client"。

启用 SMTP 状态，填充 SMTP 服务器 IP 地址和端口号的必需属性，填充 “Custom
Sender” 的可选属性（如果需要），然后单击 "Save"。

■ CLI：
键入：

set /SP|CMM/clients/smtp state=enable address=smtp_server_ip
port=smtp_server_port custom_send=optional_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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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配置和测试警报通知（IPMI PET、SNMP 或电子邮件） [207]

管理自动服务请求

注 - Oracle ILOM 中的自动服务请求属性并非在所有 Oracle 服务器上都受支持。

自固件发行版 3.2.5 起，Oracle ILOM 提供了自动服务请求 (Automatic Service
Request, ASR) 配置属性，管理员可以利用这些属性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ASR 客
户机。配置这些属性时，Oracle ILOM 将自动检测故障事件并将遥测消息实时转发给
Oracle Services。此外，Oracle ILOM 每 24 小时向 Oracle Services 转发一次心跳消
息，以确认受管理服务器已接通电源并正常运行。

管理员可以选择：1) 使用提供的默认 ASR 管理器端点 URL 地址，将 Oracle ILOM 中
的 ASR 客户机直接连接到 Oracle Services；或者 2) 通过将端点 URL 地址设置为 ASR
管理器中继，将 Oracle ILOM 中的 ASR 客户机间接连接到 Oracle Services。

有关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ASR 客户机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部分：

■ 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ASR 客户机 [210]
■ 发送 ASR 测试或心跳消息 [211]
■ “ASR 配置属性” [212]

将 Oracle ILOM 配置为 ASR 客户机

开始之前

■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 ASR 客户机属性。
■ ASR 客户机端点 URL 属性必须设置为已注册的 ASR 管理器或 ASR 管理器中继。

注 - 有关如何使用 Oracle ASR 管理器设置和注册系统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SR
产品文档，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us/support/auto-service-request/

index.html

■ ASR 可从 Oracle ILOM 配置为 ASR 客户机（如本主题中所述）或配置为 SNMP 管
理站（通过 ASR 陷阱警报通知）。有关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 ASR 的替代方法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本主题的“相关信息”部分中列出的参考。

1. 在 Oracle ILOM 中访问 ASR 配置属性：

http://www.oracle.com/us/support/auto-service-request/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us/support/auto-service-reques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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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Notification" > "ASR"。
■ CLI：键入 /SP/clients/asr

2. 按照表 83 “ASR 客户机属性”中所述配置 ASR 属性。

3. （仅限 Web 界面）单击 "Save"。

相关信息

■ 有关配置警报通知作为将 Oracle ILOM 设置为 ASR 客户机的替代方法的信息，请参
见“配置警报通知” [205]。

■ 使用 My Oracle Support 分配一个联系人并批准 ASR 激活 (http://support.oracle.
com)。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My Oracle Support 上的《How To Manage and
Approve Pending ASR Assets》（文档 ID 为 1329200.1，网址为 http://support.
oracle.com/rs?type=doc&id=1329200.1）。

发送 ASR 测试或心跳消息

要手动发送 ASR 事件消息，"Status" 属性必须显示为 "Registered"。

1. 执行以下任意 ASR 事件类型的操作：

■ 发送 ASR 测试：
■ Web：单击 "Send Test"。

Oracle ILOM ASR 客户机配置会将一条测试消息传输到 Oracle Services（端点
URL）。

■ CLI：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set /SP/clients/asr send-event=test

■ 发送 ASR 心跳：
■ Web：单击 "Send Heartbeat"

Oracle ILOM ASR 客户机配置会将一条心跳消息传输到 Oracle Services（端点
URL）。

■ CLI：键入以下命令字符串：
set /SP/clients/asr send-event=heartbeat

2. 要验证是否已成功发送测试或心跳消息，请执行以下任意操作：

■ 检查 ASR 通知电子邮件。
■ 在 Oracle ILOM 系统日志中检查适用 ASR 测试事件或 ASR 心跳事件的相关条目。

http://support.oracle.com
http://support.oracle.com
http://support.oracle.com/rs?type=doc&id=1329200.1
http://support.oracle.com/rs?type=doc&id=132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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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 配置属性

下表介绍了 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中的 ASR 属性。

表 83 ASR 客户机属性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Status

(status=)

不适用，只读
属性。

"Status" 标识 Oracle ILOM 中的 ASR 客户机的操作状态。可能的状态值包括：

■ Registered－Oracle ILOM 中的 ASR 客户机已正确配置且能够与 Oracle Services（端
点 URL）进行通信。

■ Registration In Progress－Oracle ILOM 中的 ASR 客户机正在向指定的 Oracle
Services ASR 管理器（端点 URL）进行注册。

■ Internal File Error－Oracle ILOM 尝试将遥测消息传输到 Oracle Services（端点 URL）
时出现了内部文件错误。有关此错误的更多详细信息，请查看 Oracle ILOM 日志文件。

■ Not Running－Oracle ILOM 中的 ASR 客户机的 "State" 属性当前设置为禁用。
■ URL For Endpoint Not Configured－当前没有为 "Endpoint" 属性配置 URL 地址。
■ Username Not Configured－当前未配置 Oracle 支持帐户联系人的 "Username" 属性。
■ Password Not Configured－当前未配置 Oracle 支持帐户联系人的 "Password" 属性。
■ Invalid Registration Username and Password－Oracle 支持帐户联系人的 "Username"

和 "Password" 属性配置不正确。
■ Error Resolving Host－Oracle ILOM 尝试解析指定 Oracle Services ASR 管理器的端点

URL 时出现了错误。有关此错误的更多详细信息，请查看 Oracle ILOM 系统日志。

State

(state=)

Disabled Disabled | Enabled

必须启用 ASR 客户机的状态才能向指定的 Oracle Services（端点 URL）发送硬件遥测消
息。如果禁用 ASR 客户机的状态，将阻止 Oracle ILOM 向 Oracle Services 发送硬件遥测
消息。

要启用 ASR 客户机的状态，请选中 "State" 复选框。

用于设置 ASR 状态的 CLI 语法

set /SP/clients/asr state=enabled | disabled

Endpoint

(endpoint=)

https://
transport.
oracle.com

https://transport.oracle.com | 用户指定

使用 "Endpoint" 属性可将 ASR 客户机直接或间接连接到 Oracle Services。提供的 ASR
管理器 URL 地址可将 ASR 客户机直接连接到 Oracle Services。或者，也可以通过在
"Endpoint" 属性中指定 ASR 管理器中继 URL 地址，将 ASR 客户机间接连接到 Oracle
Services。

端点 URL 语法示例

■ https|http://asr_manager_host
■ https|http://asr_manager_host:port_number/asr

用于设置端点的 CLI 语法

set /SP/clients/asr endpoint=https://transport.oracle.com | ASR 管理器中继 URL 地
址

Username &
Password

不适用，用户
定义的属性。

输入有效的 My Oracle Support 用户名（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如果没有用户名，可以创
建一个用户帐户并向 My Oracle Support（网址为 http://support.oracle.com）进行注册。

http://support.ora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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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默认值 说明

(username=)

(password=)

注 - 如果指定的 My Oracle Support 帐户无效，则 Oracle ILOM 无法成功地将从受管理服务
器检测到的硬件遥测消息转发到 Oracle Services。

用于设置用户名和密码的 CLI 语法

set /SP/clients/asr username=user_defined password=user_defined

Proxy

(proxy-host=)

(proxy-user=)

(proxy-
password=)

不适用，用户
定义的属性。

如果使用 HTTPS/HTTP 代理服务器访问 Internet，请配置以下代理服务器属性：
注 - 如果不使用代理服务器访问 Internet，则可将以下代理服务器属性留空。

■ Proxy Address－指定代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和端口号。例如：

(proxy_server_ip_address|proxy_server_host_name):port_number
■ Proxy User Name－指定代理服务器用户名。
■ Proxy Password－指定与代理服务器用户名关联的密码。

注 - 如果显示以下消息：ASR Manager in relay mode is different from a proxy，请确保
正确配置 Oracle ILOM ASR 客户机的代理服务器属性。

用于设置代理的 CLI 语法

set /SP/clients/asr proxy-host=user_defined proxy-user=user_defined proxy-
password=user_defined

为事件日志记录配置 Syslog

Syslog 是一种用于将事件记录到远程日志主机的协议服务。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配置
Syslog 服务器 IP 地址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Syslog 服务。

Syslog 服务器中记录的事件提供的信息与本地 Oracle ILOM 事件日志中所列的信息完全
相同，包括类、类型、严重性和说明。Oracle ILOM 提供用于最多可配置两台 Syslog 服
务器的属性。

为事件日志记录配置 Syslog IP 地址

开始之前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 Syslog 属性。

要在两个 Syslog 属性之一中填充 IP 地址，请执行以下操作：

■ Web：
依次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Notifications" > "Syslog"。

在 "Server 1" 或 "Server 2" 文本框中键入 Syslog 服务器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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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
键入：

set /SP | CMM/clients/syslog destination_ip=syslog_server_ip

相关信息：

■ “Managing Oracle ILOM Log Entrie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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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链接

有关可从服务器 SP 配置的系统管理策略的说明，请
参阅本部分。

■ “可从服务器 SP 配置的通电和冷却策略” [215]

有关可从 CMM 配置的系统管理策略的说明，请参阅
本部分。

■ “可从 CMM 配置的系统管理电源策略” [217]

相关信息

■ 设置功耗警报通知和管理系统用电

可从服务器 SP 配置的通电和冷却策略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从服务器 SP 设置系统管理策略，以便控制引导时的电源打开
和关闭策略以及系统组件的冷却策略。

默认情况下，所有系统管理策略在 Oracle ILOM SP 中都处于禁用状态。有关可从服务
器 SP 配置的系统管理策略的属性说明，请参见下表。

注 - 本部分中介绍的策略特定于服务器，因此可能会因系统不同而异。有关更多策略详
细信息，请查阅随服务器提供的文档。

表 84 可配置的服务器 SP 通电和冷却策略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policy
■ Web："System Management" > "Policy" > "Policy Configuration"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系统管理策略 说明

Auto-Power-On Host on Boot

(HOST_AUTO_POWER_ON=)

Disabled（默认）|Enabled

启用该策略会在引导时自动打开主机服务器操作系统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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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policy
■ Web："System Management" > "Policy" > "Policy Configuration"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系统管理策略 说明
注 - 启用该策略将自动禁用已启用的“将主机电源设置为上一电源状态”策
略。
注 - HOST_AUTO_POWER_ON 属性并非在所有 x86 和 SPARC 服务器上都可
进行配置。

Auto-Power-On-Host on Boo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policy HOST_AUTO_POWER_ON=enabled|disabled
Set Host to Last Power State on Boot

(HOST_LAST_POWER_STATE=)

Disabled（默认）|Enabled

启用该策略会在引导时将主机服务器电源状态设置为上一已知状态。
注 - 启用该策略将自动禁用已启用的“自动打开主机电源”策略。
注 - HOST_LAST_POWER_STATE 属性并非在所有 x86 和 SPARC 服务器上都
可进行配置。

Set Host to Last Power State on Boot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policy HOST_LAST_POWER_STATE=enabled|disabled
Set to Delay Host Power On

（仅限 SPARC 服务器）

(HOST_POWER_ON_DELAY=)

Disabled（默认）|Enabled

在 Oracle SPARC 服务器上启用该策略会在引导时延迟打开主机操作系
统电源。

Set to Delay Power On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policy HOST_POWER_ON_DELAY=enabled|disabled
Set Low Line AC Override Mode（仅限 x86 服务
器）

(LOW_LINE_AC_OVERRIDE_MODE=)

Disabled（默认）|Enabled

低压线路交流电覆盖策略用于确定包含 4 个 CPU 的系统在特殊测试情
况下是否可以使用低压线路（110 伏特）电源。在低压线路上，每个电
源单元 (power supply unit, PSU) 的功率容量大约为 1000 瓦特。由于包
含 4 个 CPU 的系统的功率会大大超过 1000 瓦特，因此启用此设置会导
致失去 PSU 冗余。
注 - LOW_LINE_AC_OVERRIDE_MODE 属性并非在所有 x86 服务器上都可进行
配置。

Set Low Line AC Override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policy LOW_LINE_AC_OVERRIDE_MODE=enabled|disabled
Set Enhanced PCIe Cooling Mode（仅限 x86 服务
器）

(ENHANCED_PCIE_COOLING_MODE=)

Disabled（默认）|Enabled

在 Oracle x86 服务器 PCEI 卡系统上启用该策略可满足较低的工作温度
要求。

PCIe 冷却策略模式（如果启用）会指示 Oracle ILOM 降低机箱的输出
温度传感器阈值，以使 PCIe 卡在必需的温度范围内工作。
注 - ENHANCED_PCIE_COOLING_MODE 属性并非在所有 x86 服务器上都可进
行配置。

Set Enhanced PCIe Cooling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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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SP/policy
■ Web："System Management" > "Policy" > "Policy Configuration"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系统管理策略 说明

set /SP/policy ENHANCED_PCIE_COOLING_MODE=enabled|disabled
Enable a Cooldown Period Before Host Shuts Down
（仅限 SPARC 服务器）

(HOST_COOLDOWN=)

Disabled（默认）|Enabled

在 SPARC 服务器上启用该属性会在关闭主机服务器电源时进入冷却模
式。冷却模式会指示 Oracle ILOM 监视某些组件，以确保其温度低于
最低温度，从而避免对用户造成伤害。一旦服务器的子组件低于最低温
度，便会切断服务器电源，如果此过程需要超过 4 分钟才能完成，则将
关闭主机。

Enable Cool Down Period Before Host Shuts Down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policy HOST_COOLDOWN=enabled|disabled

可从 CMM 配置的系统管理电源策略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性地从 CMM 设置系统管理策略，以便管理机箱电源需求、电源风
扇速度、存储刀片 SAS-2 功能和进行机箱电源管理。

有关可从 CMM 配置的系统管理策略的属性说明，请参见下表：

表 85 可配置的 CMM 电源策略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CMM/policy - 或 - /CH/BLn/SP/policy
■ Web："System Management" > "Policy" > "Policy Configuration"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系统管理策略 默认值 说明

Light Load Efficiency Mode

(LIGHT_LOAD_EFFICIENCY_MODE=)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启用该策略会：1) 监视机箱系统用电，并 2) 自动关闭电源单
元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

Light Load Efficiency Mode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CMM/policy

LIGHT_LOAD_EFFICIENCY_MODE=enabled|disabled
Monitor Power Supply 0 Side 0 for power

(MONITOR_PS0_SIDE0=)

Enabled Disabled |Enabled

启用该策略会在 Light Load Efficiency Mode 下启用对电源 0
端 0 的监视。

Monitor Power Supply 0 Side 0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CMM/policy MONITOR_PS0_SIDE0=enabled|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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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CMM/policy - 或 - /CH/BLn/SP/policy
■ Web："System Management" > "Policy" > "Policy Configuration"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系统管理策略 默认值 说明

Monitor Power Supply 0 Side 1 for power

(MONITOR_PS0_SIDE1=)

Enabled Disabled |Enabled

启用该策略会在 Light Load Efficiency Mode 下启用对电源 0
端 1 的监视。

Monitor Power Supply 0 Side 1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CMM/policy MONITOR_PS0_SIDE1=enabled|disabled
Monitor Power Supply 1 Side 0 for power

(MONITOR_PS1_SIDE0=)

Enabled Disabled |Enabled

启用该策略会在 Light Load Efficiency Mode 下启用对电源 1
端 0 的监视。

Monitor Power Supply 1 Side 0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CMM/policy MONITOR_PS1_SIDE0=enabled|disabled
Monitor Power Supply 1 Side 1 for power

(MONITOR_PS1_SIDE1=)

Enabled Disabled |Enabled

启用该策略会在 Light Load Efficiency Mode 下启用对电源 1
端 1 的监视。

Monitor Power Supply 1 Side 1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CMM/policy MONITOR_PS1_SIDE1=enabled|disabled
Cooling Door Installed

(COOLING_DOOR_INSTALLED=)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启用该策略可支持在 Sun Blade 6048 机箱上安装冷却门。

Cooling Door Installed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CMM/policy COOLING_DOOR_INSTALLED=enabled|
disabled

Force Power Supply Fans to High Speed

(PS_FANS_HIGH=)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启用该策略会强制电源风扇以 100% 能力运转。

Force Power Supply Fans to High Speed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CMM/policy PS_FANS_HIGH=enabled|disabled
Force Power Supply Fans to Low Speed

(PS_FANS_LOW=)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启用该策略会强制电源风扇以 80% 能力运转。

Force Power Supply Fans to Low Speed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CMM/policy PS_FANS_LOW=enabled|disabled
Force server blade to be SAS2 Capable at
3Gbps.

(FORCE_SAS2_3GBPS=)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启用该策略会强制 NEM 在必要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以较低速率运行 SAS 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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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CLI：/CMM/policy - 或 - /CH/BLn/SP/policy
■ Web："System Management" > "Policy" > "Policy Configuration"
■ 用户角色：admin (a)（进行任何属性修改时均必需）

系统管理策略 默认值 说明
Force Server Blade to be SAS2 Capable at 3Gbps 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CH/BLn/SP/policy FORCE_SAS2_3GBPS=enabled|
disabled

Manage chassis power.
注意 - 禁用可能会导致机箱关闭。

(POWER_MANAGEMENT=)

Enabled Disabled |Enabled

启用该策略可确定机箱中是否有足够的电源来为机箱中安装的
新服务器模块通电。

Manage Chassis Power 对应的 CLI 语法：
注意 - 禁用可能会导致机箱关闭。

set /CMM/policy POWER_MANAGEMENT=enabled|disabled

相关信息

■ “CMM Web Interface: Blade Server View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Managing Blade Servers From the CMM CLI”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5708146368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5708146368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2bd161343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2bd161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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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功耗警报通知和管理系统用电

说明 链接

有关 CMM 和 SP 用于功耗警报通知的
可配置属性的说明，请参阅本部分。

■ “设置功耗警报通知” [221]

有关 CMM 和 SP 用于管理系统用电的
可配置属性的说明，请参阅这些部分。

■ “设置 CMM 功率准许和 SP 功率极限属性” [222]
■ “设置 SP 高级功率上限策略以强制执行功率极限” [225]
■ “设置有关电源策略的 SP 电源管理设置 (SPARC)” [226]
■ “设置 CMM 电源冗余策略” [228]

相关信息

■ “Real-Time Power Monitoring Through Oracle ILOM Interface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配置警报通知、服务请求或远程日志记录

设置功耗警报通知

Oracle ILOM 提供了功耗警报通知的配置属性。如果配置属性处于启用状态，当系统功
耗超出设置的阈值时，配置的电子邮件收件人将收到警报通知。

可以通过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配置功耗阈值和电子邮件警报通知。

有关配置电子邮件警报通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警报通知” [205]。

有关功耗通知阈值配置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a0f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a0f16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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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 功耗通知阈值配置属性

用户界面可配置目标和用户角色：

■ SP CLI：/SP|CMM /powermgmt
■ Web："Power Management" > "Consumption" > "Notification Threshold 1 | 2"
■ Admin (a) 角色（修改阈值属性时必需）。

要求：

■ 要应用 Web 界面中的阈值属性修改，必须单击 "Save"。
■ 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电子邮件警报通知属性。

属性 默认值 说明

Notification Threshold 1 和 2

(threshold1=n |threshold2=n)

Disabled Disabled| Enabled

■ Disabled－如果禁用，Notification Threshold 属性状态和瓦特属性值 (0)
将被禁用。

■ Enabled－如果启用，Notification Threshold 属性状态和用户指定的瓦特
属性值将可以进行配置。

指定 1 到 65535 之间的值作为瓦特阈值。

当系统功耗超出所设置的阈值时，Oracle ILOM 将生成警报事件。如果配
置了电子邮件警报收件人，Oracle ILOM 也会向配置的收件人发送功耗电
子邮件警报。

功耗通知阈值对应的 CLI 语法

set /SP/CMM/powermgmt threshold1=<0 to 65535> threshold2=<0 to
65535>

相关信息：

■ “配置警报通知” [205]
■ “Power Consumption Terminology and Propertie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设置 CMM 功率准许和 SP 功率极限属性

Oracle ILOM 提供了用于限制和准许受管理系统上所用功率的 SP 和 CMM 可配置属
性。自固件版本 3.1.1 或更高版本起，可通过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配置这些功
率限制和功率准许属性。

有关 Oracle ILOM 中用于功率限制和功率准许的可配置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过
程。

■ 设置 CMM 刀片插槽准许极限属性 [223]
■ 设置 SP 功率目标极限属性 [22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941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941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9414


设置 CMM 刀片插槽准许极限属性

设置功耗警报通知和管理系统用电 223

设置 CMM 刀片插槽准许极限属性

开始之前

■ 需要 Oracle ILOM CMM 固件版本 3.1.1 或更高版本。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刀片插槽准许极限属性。
■ "Blade Slot Grant Limit" 属性控制 CMM 准许 CPU 刀片服务器消耗的功率。默认情

况下，"Blade Slot Grant Limit" 设置为 1200 瓦特（刀片插槽功率上限）。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接受默认刀片插槽准许极限（1200 瓦特），也可以选择修改该
值。不过，准许极限属性不能设置为比 CMM 已准许的刀片插槽功率瓦特值（已准许
功率）更低。将 “Blade Slot Grant Limit” 设置为 0 可防止所安装的 CPU 刀片服务器
通电。

注 - 所安装的存储刀片服务器会忽略 "Blade Slot Grant Limit"。存储刀片服务器将自
动通电。

此过程提供了在 Web 和 CLI 中针对 CMM 执行相应操作的说明。

要设置 CMM 刀片插槽准许极限属性，请执行以下 Oracle ILOM 界面过程之一：

Oracle ILOM
界面

设置 CMM 刀片插槽准许极限过程

Web 1. 单击 "Power Management" > "Allocation"。
2. 在 "Power Grants" 表中，单击 CPU 刀片服务器旁边的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Edit"。

注：存储刀片服务器在表中显示为 "Ignored Auto-Powered blade"。存储刀片服务器会忽略 "Blade Slot
Grant Limit" 属性。

3. 在 "Edit" 对话框中，启用以下 "Blade Slot Grant Limit" 选项之一：

Slot Maximum（默认值 1200 瓦特）－如果启用，CMM 可以准许发出请求的 CPU 刀片服务器最高达到
1200 瓦特的功率。

－或者－

Custom－如果启用，请键入 CMM 可提供给发出请求的 CPU 刀片服务器的准许功率瓦特值。功率瓦特值不
能低于 CMM 已提供给刀片插槽的功率瓦特值（已准许功率）。将功率瓦特值设置为 0 将防止已安装的 CPU
刀片服务器通电。

4. 单击 "Save" 应用所做的更改。

CLI ■ 键入：

set /CMM/powermgmt/powerconf/bladeslots/BLn grant_limit=watts
其中：

n－键入所安装的 CPU 刀片服务器的刀片插槽数。

watts－键入 CMM 可提供给发出请求的 CPU 刀片服务器的准许功率瓦特值。功率瓦特值不能低于 CMM 已
提供给刀片插槽的功率瓦特值（已准许功率）。将功率瓦特值设置为 0 将防止已安装的 CPU 刀片服务器通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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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Power Consumption Terminology and Propertie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Monitoring Power Allocation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用于管理机箱电源的 CMM 策略，“可从 CMM 配置的系统管理电源策略” [217]
■ “Getting Started With Oracle ILOM 3.2.x”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设置 SP 功率目标极限属性

开始之前

■ 受管理服务器上必须安装 Oracle ILOM SP 固件版本 3.1.2 或更高版本。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功率极限属性。
■ 默认情况下，在 SP 上禁用功率目标极限。

功率目标极限（如果启用）控制允许受管理服务器消耗的功率。

此过程提供了在 Web 和 CLI 中针对 SP 执行相应操作的说明。

要启用 SP 功率目标极限属性，请执行以下 Oracle ILOM 界面过程之一：

Oracle ILOM
界面

设置功率目标极限过程

Web 1. 单击 "Power Management" > "Power Limit"。
2. 以瓦特为单位或以百分比形式输入目标极限值。

目标极限应设置为所安装硬件组件所需的最小功率与允许受管理服务器消耗的最大功率（允许峰值）之间的
值。

3. 启用 "Power Limiting" 的激活状态。

必须启用 "Power Limiting" 状态，Oracle ILOM 才能激活目标功率极限配置。
4. 单击 "Save" 应用所做的更改。
5. 要强制在 SP 上设置功率极限属性，请参见设置高级功率上限策略 [225]。

CLI 1. 键入：

set /SP/powermgmt/budget pending_power_limit=value pendingactivation_state=enabled
commit_pending=true

其中，value 是以瓦特为单位或百分比形式的目标极限值。目标极限应设置为所安装硬件组件所需的最小功率
与允许受管理服务器消耗的最大功率（允许峰值）之间的值。

2. 要强制在 SP 上设置功率极限属性，请参见设置高级功率上限策略 [22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941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941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7145098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7145098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3d3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3d316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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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Monitoring Power Allocation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设置 SP 高级功率上限策略以强制执行功率极限” [225]
■ “Getting Started With Oracle ILOM 3.2.x”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设置 SP 高级功率上限策略以强制执行功率极限

Oracle ILOM 对 SP 提供了高级功率上限策略，可帮助强制执行系统目标功率极限。系
统管理员可以选择设置具有宽限期的软上限，或设置使允许的峰值功耗保持低于目标功
率极限的硬上限。此外，系统管理员可以设置在违反设定的功率上限策略时采取的违规
操作。

自固件版本 3.1.1 或更高版本起，可通过 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配置功率上限策
略属性。有关如何配置功率上限策略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过程。

设置高级功率上限策略

开始之前

■ 需要 Oracle ILOM SP 固件版本 3.1.1 或更高版本。
■ 必须先在服务器上设置功率极限 (power_limit) 属性，然后再设置功率上限策略。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见设置 SP 功率目标极限属性 [224]。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高级功率上限策略属性。

注 - 过于激进的功率软上限策略可能会产生过量的 ILOM 日志条目，这些条目与功率预
算状态 (/SYS/PWRBS) 传感器发出断言和取消断言有关。要减少 ILOM 日志文件中显示的
这些日志条目，请考虑增大功率目标极限或软上限策略的属性（或同时增大这两者的属
性）。

此过程提供了在 Web 和 CLI 中针对 SP 执行相应操作的说明。

要设置 SP 功率上限策略，请执行以下 Oracle ILOM 界面过程之一：

Oracle ILOM
界面

设置功率上限策略（软上限、硬上限和违规操作）过程

Web 1. 单击 "Power Management" > "Power Limit"。
2. 启用以下高级功率上限策略选项之一：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7145098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7145098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3d3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3d3165586


设置有关电源策略的 SP 电源管理设置 (SPARC)

226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版 3.2.x） • 2015 年 10 月

Oracle ILOM
界面

设置功率上限策略（软上限、硬上限和违规操作）过程

Soft Cap（默认值）－如果启用，则仅当系统功耗（实际功率）超出目标功率极限和用户可配置的宽限期
（默认值，10 秒）时，系统功率才会受到限制。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接受默认的 10 秒宽限期，也可以通过单击 "Custom" 并输入允许的宽限期秒数（1 到
99999）来修改默认宽限期。

－或者－

Hard Cap－如果启用，将为系统功耗设定上限以使允许的峰值功率保持低于目标功率极限。
3. 启用以下策略违规操作之一：

None（默认值）－如果启用，当系统功耗违反电源策略时，不会执行任何操作。

－或者－

Hard Power Off－如果启用，当系统功耗违反电源策略时，会立即关闭系统电源。
4. 单击 "Save" 应用所做的更改。

CLI 1. 设置功率上限策略类型的软上限或硬上限值：

set /SP/powermgmt/budget pendingtimelimit=default|integer between 1 and 99999|0
commit_pending=true

其中：

default 或 integer between 1 and 99999 是软上限值－默认情况下，功率上限策略设置为 "Soft Cap"，默认
时限为 10 秒。设置了软上限值（default 或 1 到 99999）时，仅当系统功耗（实际功率）超出以下极限时，
系统功率才会受到限制：目标功率极限和用户可配置的 timelimit 属性（默认值 10 秒）。

－或者－

0 是硬上限值－设置为 0 时，将为系统功耗设定上限以使允许的峰值功率保持低于目标功率极限。
2. 要设置 violation_actions 的值，请键入：

set /SP/powermgmt/budget pendingviolation_actions=none|hardpoweroff commit_pending=true
其中：

none|hardpoweroff－键入 none 将使系统在违反功率策略时不执行任何操作。键入 hardpoweroff 将在系统
功耗违反功率策略时立即关闭系统电源。

相关信息

■ “Power Consumption Terminology and Propertie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Monitoring Power Allocation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可从 CMM 配置的系统管理电源策略” [217]
■ “Getting Started With Oracle ILOM 3.2.x”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设置有关电源策略的 SP 电源管理设置 (SPARC)

Oracle ILOM 提供了 SP 电源管理设置，以便系统管理员通过调整电源策略设置来满足
系统的性能要求。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941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941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7145098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7145098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3d3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3d316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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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Oracle ILOM 中用于设置 SP 电源管理设置的可配置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
过程。

在 SPARC 服务器上设置有关电源策略的电源管理设置

开始之前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电源管理属性。
■ 只有 SPARC 服务器支持有关电源策略的电源管理设置。
■ 从 Oracle ILOM 3.2.1 开始，性能策略设置要求在主域上安装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3.0 或更高版本的软件。如果安装的是早期版
本，则性能策略设置的行为方式就像电源管理策略设置为 "Disabled" 时一样。

此过程提供了在 Web 和 CLI 中针对 SP 执行相应操作的说明。

要设置电源管理设置，请执行以下 Oracle ILOM 界面过程之一：

Oracle ILOM
界面

设置有关电源策略的电源管理设置的过程

Web 1. 单击 "Power Management" > "Settings"。
2. 启用以下功率策略选项之一：

Disabled－当策略设置为 "Disabled" 时，所有系统组件将以全速和全功率容量运行。

Performance－当策略设置为 "Performance" 时，系统中未使用的和闲置的组件将被置于较低的速度或被置
于睡眠状态，从而进入比较省电的运行模式并且对性能只有少量的影响。

Elastic－当策略设置为 "Elastic" 时，系统的用电情况将适应组件的当前利用水平。组件将进入或退出慢速运
行或睡眠状态，以符合系统对这些组件的使用情况。

3. 单击 "Save" 应用所做的更改。

CLI 1. 键入以下命令设置电源管理策略：

set /SP/powermgmt policy=disabled|performance|elastic
如果：

设置了 policy=disabled，则系统中的所有组件将以全速和全功率容量运行。

设置了 policy=performance，则系统中未使用的和闲置的组件将被置于较低的速度或被置于睡眠状态，从
而进入比较省电的运行模式并且对性能只有少量的影响。

设置了 policy=elastic，则系统的用电情况将适应组件的当前利用水平。组件将进入或退出慢速运行或睡
眠状态，以符合系统对这些组件的使用情况。

相关信息

■ “Power Consumption Terminology and Propertie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 “Monitoring Power Allocation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941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941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7145098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7145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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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管理机箱电源的 CMM 策略，“可从 CMM 配置的系统管理电源策略” [217]

设置 CMM 电源冗余策略
Oracle ILOM 提供了 CMM 电源冗余策略以防止刀片系统机箱组件断电。可以通过
Oracle ILOM CMM CLI 和 Web 界面配置电源冗余策略。

有关在 Oracle ILOM CMM 中配置刀片系统机箱电源冗余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
过程。

设置 CMM 电源冗余策略
开始之前

■ 需要 Oracle ILOM CMM 固件版本 3.1.1 或更高版本。
■ 刀片系统机箱中最初必须至少安装两个电源单元 (power supply unit, PSU)，才能支

持电源冗余策略。

注 - Sun Blade 6000 PSU 包含两个电源端。Sun Blade 6048 PSU 包含三个电源
端。通过启用轻负载效率模式 (Light Load Efficiency Mode, LLEM) 的系统管理策
略，系统管理员可以关闭一个 PSU 端。LLEM 支持冗余和非冗余 PSU。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 CMM 准许的极限属性。
■ 电源冗余策略控制 CMM 为防止 PSU 发生故障而在每个 PSU 中保留的电源数量。

CMM 电源策略（默认情况下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为在每个 PSU 中保留一半的
电源 (N+N)。如果刀片机箱中的某个 PSU 发生故障，CMM 将分配其余 PSU 中保留
的电源以防止机箱系统组件失去电源。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接受默认的电源冗余策略 (N+N)，也可以禁用该策略。

注 - 如果修改了 PSU 冗余策略，修改将影响允许 CMM 分配给 CPU 刀片服务器的
功率瓦特值。例如，如果启用了冗余策略 (N+N)，CMM 会将允许的峰值功率重新调
整为 PSU 所能提供的瓦特值减去要保留的瓦特值后所得的结果。如果禁用了冗余策
略，则在某个 PSU 发生故障时，CMM 将降低允许的峰值系统功率的瓦特值。如果
允许的峰值系统瓦特值降低到现有已分配功率瓦特值之下，系统管理员应当采取措施
关闭 CPU 刀片服务器的电源以减少机箱功率分配。

此过程提供了在 Web 和 CLI 中针对 CMM 执行相应操作的说明。

要设置 CMM 电源冗余属性，请执行以下 Oracle ILOM 界面过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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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ILOM
界面

设置 CMM PSU 冗余策略过程

Web 1. 单击 "Power Management" > "Redundancy"。
2. 启用以下电源冗余策略之一：

N+N（默认值）－如果启用，CMM 在每个机箱 PSU 中保留一半的电源用于电源冗余。

－或者－

None－如果启用，将禁用冗余 PSU 策略配置。
3. 单击 "Save" 应用所做的更改。

CLI ■ 键入：

set /CMM/powermgmt redundancy=redundancy|none
其中：

redundancy（默认值）－如果设置，CMM 在每个机箱 PSU 中保留一半的电源用于电源冗余。

none－如果设置，将禁用冗余 PSU 策略配置。

相关信息

■ 强制调整 CMM 电源风扇速度，“可从 CMM 配置的系统管理电源策略” [217]
■ 用于管理机箱电源的 CMM 策略，“可从 CMM 配置的系统管理电源策略”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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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链接

有关如何对可升级系统设备执行固件更新的信
息，请参阅本部分。

■ “执行固件更新” [231]

有关如何复位 SP 电源、CMM 电源或刀片机
箱组件电源的信息，请参阅本部分。

■ “复位服务处理器或机箱监视模块的电源 ” [238]

有关启用或禁用 ASR 合格组件的服务器属性
以及活动和待机服务器 SP 的冗余角色的信
息，请参阅本部分。

■ “管理 ASR 组件状态” [239]
■ “管理活动和待机 SP 冗余角色 (SPARC)” [240]

有关如何备份、恢复或重置 SP 或 CMM
Oracle ILOM 配置的说明，请参阅本部分。

■ “备份、恢复或重置 Oracle ILOM 配置” [242]

相关信息

■ “Taking a Snapshot: Oracle ILOM SP State”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执行固件更新

为确保用户能够访问最新的 Oracle ILOM 功能和产品增强功能，所有可升级系统设备应
当更新到最新的 Oracle ILOM 固件发行版。

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Web 界面或 CLI 更新任何可升级系统设备的固件。

有关 Oracle ILOM 固件更新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 “固件可升级设备” [232]
■ “保留 Oracle ILOM 配置 ” [232]
■ “更新固件的准备工作” [232]
■ 更新服务器 SP 或 CMM 固件映像 [233]
■ 更新刀片机箱组件固件映像 [235]
■ 在固件更新期间从网络故障中恢复 [23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75b142342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75b142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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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可升级设备
Oracle 产品下载 Web 站点中提供了适用于以下 Oracle ILOM 管理设备的固件映像：

■ 包含服务处理器 (service processor, SP) 的机架装配服务器或刀片服务器（x86 和
SPARC）

■ 刀片系统机箱监视模块 (chassis monitoring module, CMM)
■ 包含服务处理器的刀片系统机箱网络扩展模块 (network expansion module, NEM)
■ 刀片系统机箱存储刀片服务器

有关固件下载说明，请参阅“Oracle ILOM Firmware Versions and Download Methods”
in 《Oracle ILOM Feature Updates and Release Notes Firmware Release 3.2.x》。

保留 Oracle ILOM 配置
更新到更高的固件发行版时，"Preserve Configuration" 选项（如果启用）可用于保存现
有的 Oracle ILOM 配置，并在固件更新完成后恢复用户定义的配置设置。但是，如果未
启用 "Preserve Configuration" 选项，则 Oracle ILOM 配置设置（包括网络设置）将在
固件更新过程完成后重置为其出厂默认值。

注 - 配置一词是指用户在 Oracle ILOM 中配置的设置。这些设置可包括用户帐户设置、
SP 网络设置、管理访问设置、警报配置设置、远程管理配置，等等。

如果要更新到早期固件发行版且 Oracle ILOM 检测到为该发行版保留的配置，则
"Preserve Configuration" 选项（如果启用）在更新过程完成后会恢复该早期发行版的配
置。

一般来说，不应该将系统上的固件更新到早期发行版。但是，如果确实需要在系统上运
行早期版本的固件，可将固件更新到任何可供下载的早期固件发行版。

更新固件的准备工作
更新 Oracle ILOM 固件之前，应执行以下操作：

1. 验证要更新固件映像的受管理服务器 SP 或 CMM 是否已连接到网络。
例如，要验证服务器 SP 或 CMM 是否连接到网络，请使用远程 Web 浏览器客户机
或远程 CLI ssh 客户机登录到服务器 SP 或 CMM。有关说明，请参见登录到 Oracle
ILOM SP 或 CMM [28]。

2. 确定受管理设备（服务器 SP、存储服务器、NEM SP 或 CMM）上运行的 Oracle
ILOM 固件版本。

所有可升级设备的固件版本显示在 Web 界面中的 "Firmware" 页面中或 /System/
Firmware CLI 目标中。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Rz4000806230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Rz4000806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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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 Oracle 产品下载 Web 站点下载可升级设备的固件映像，然后将该映像放在以下
位置上：本地或网络共享，或者 TFTP、FTP、HTTP 或 HTTPS 服务器。
有关固件下载说明，请参阅“Oracle ILOM Firmware Versions and Download
Methods” in 《Oracle ILOM Feature Updates and Release Notes Firmware
Release 3.2.x》。

4. 获取具有 Admin (a) 角色帐户特权的 Oracle ILOM 用户名和密码。必须具有 Admin
(a) 特权才能更新固件映像。

5. 向 SP 或 CMM 用户通知预定固件更新并请他们关闭所有客户机会话直至固件更新完
成。
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标题消息将此消息传达给用户。有关创建和启用登录时的标题
消息的说明，请参见“登录时标题消息的管理” [76]。

6. 如果主机服务器平台要求，则在更新 SP 固件映像之前先关闭主机操作系统电源。
要确定是否需要关闭主机电源，请参阅为服务器提供的管理指南中的固件更新部
分。
请注意，如果主机服务器电源处于打开状态，而平台服务器要求关闭电源，请在
"Summary" Web 页面中单击 "Actions" 面板中的按钮，以通过正常方式关闭主机操
作系统和服务器电源。或者，可以通过在 CLI 中发出以下命令以正常方式关闭主机
操作系统和服务器电源：stop /System

更新服务器 SP 或 CMM 固件映像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从 Web 界面 "Actions" 面板、"Maintenance Firmware Upgrade" 页
面或 CLI 目标中启动可升级设备的固件更新过程。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 CLI 和 Web 界面中的 "Maintenance" 页面执行固件更新过
程。

开始之前

■ 确保已满足更新 SP 或 CMM 固件映像的初始要求。请参见“更新固件的准备工
作” [232]。

■ 固件更新过程需要几分钟才能完成。在此期间，请勿执行其他任何 Oracle ILOM 任
务。完成固件更新过程后，系统会重新引导或关闭电源。

要启动固件更新过程并验证更新过程是否已成功完成，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要启动服务器 SP 或 CMM 映像的固件更新过程，请使用其中一个 Oracle ILOM 界面执
行以下步骤：

Oracle ILOM 界面 启动并运行 SP 或 CMM 固件更新过程

Web 1. 单击 "Maintenance" > "Firmware Upgrade"。
2. 单击 "Enter Firmware Upgrade Mode" 按钮，然后在升级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OK" 以继续。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Rz4000806230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Rz4000806230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Rz4000806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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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ILOM 界面 启动并运行 SP 或 CMM 固件更新过程
此时，"Firmware Upgrade" 页面将显示用于上载固件映像的属性。

注－如果尚未从 Oracle 产品下载 Web 站点中下载固件映像，请参见以下有关下载已更新映像的
说明：

“Oracle ILOM Firmware Versions and Download Methods” in 《Oracle ILOM Feature Updates
and Release Notes Firmware Release 3.2.x》。

3. 在 "Firmware Upgrade" 页面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 "Browse" 指定要上载的固件映像，然后单击 "Upload" 按钮。

－或者－

输入用于上载固件映像的 URL，然后单击 "Upload" 按钮。

Oracle ILOM 将验证固件映像，然后在 "Firmware Verification" 页面中显示选项。
4. 在 "Firmware Verification" 页面中，启用适用的选项：

Preserve Configuration－启用此选项可保存现有的 Oracle ILOM 固件设置并在固件更新完成之后
恢复该设置。有关此选项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保留 Oracle ILOM 配置 ” [232]。

Preserve BIOS Configuration（仅限 x86 服务器 SP）－启用此选项可保存现有的 BIOS 配置并在
更新过程完成之后恢复该配置。此选项并非在所有 x86 服务器上都受支持。因此，如果不提供此
选项，Oracle ILOM 将在完成升级过程之后恢复默认的 BIOS 设置。

Delay BIOS Upgrade（仅限 x86 服务器 SP）－启用此选项可将 x86 BIOS 升级延迟到下次对系统
执行关开机循环时执行。

5. 单击 "Start" 以启动更新过程。
6. 单击 "OK" 以通过一系列提示继续执行操作，直至显示 "Update Status" 页面。
7. 当 "Update Status" 指示 100% 时，系统将重新引导或关闭电源。

如果系统关闭电源，请参阅随系统提供的文档中有关如何打开系统电源的说明。

要验证服务器 SP 或 CMM 上运行的固件版本是否正确，请参见本过程中的步骤 2。

注 - （仅限 x86 服务器 SP）如果服务器有待进行的 BIOS 升级，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电
源复位。这是预期行为，因为必须对服务器执行关开机循环，以升级 BIOS 固件。如果升级包括
FPGA 更新，最长可能需要 26 分钟才能完成此过程。

CLI 1. 要使用 CLI 装入 Oracle ILOM 固件映像，请发出 load -source 命令，后跟用于查找要安装的固件
映像的路径。

例如：

load -source protocol://username:password@server_ip/<path_to_image>/<image.pkg>

其中 protocol 可以为：http、https、ftp、tftp、sftp 或 scp

将显示一系列提示信息。
2. 键入 y 以装入映像文件，然后键入 y 以启用适用的选项：

Preserve Configuration－启用此选项可保存现有的 Oracle ILOM 固件设置并在固件更新完成之后
恢复该设置。有关此选项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保留 Oracle ILOM 配置 ” [232]。

Preserve BIOS Configuration（仅限 x86 服务器 SP）－启用此选项可保存现有的 BIOS 配置并在
更新过程完成之后恢复该配置。此选项并非在所有 x86 服务器上都受支持。因此，如果不提供此
选项，Oracle ILOM 将在完成升级过程之后恢复默认的 BIOS 设置。

Delay BIOS Upgrade（仅限 x86 服务器 SP）－启用此选项可将 x86 BIOS 升级延迟到下次对系统
执行关开机循环时执行。

注：默认情况下，当使用脚本 (-script) 执行固件更新时，将启用为您的服务器提供的所有固件更
新选项 (y)。

3. 在固件过程完成后，Oracle ILOM 会显示一条状态消息。系统将重新引导或关闭电源以应用新的固
件映像。

如果系统关闭电源，请参阅随系统提供的文档中有关如何打开系统电源的说明。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Rz4000806230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OMRz4000806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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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ILOM 界面 启动并运行 SP 或 CMM 固件更新过程
要验证服务器 SP 上运行的固件版本是否正确，请参见本过程中的步骤 2。

注 - （仅限 x86 服务器 SP）如果服务器有待进行的 BIOS 升级，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电
源复位。这是预期行为，因为必须对服务器执行关开机循环，以升级 BIOS 固件。如果升级包括
FPGA 更新，最长可能需要 26 分钟才能完成此过程。

2. 要验证更新的固件版本是否已安装，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
登录到 Oracle ILOM，然后单击 "System Information" > "Firmware" 查看已安装的
固件版本。

注 - 完成固件更新后，Oracle ILOM Web 界面可能不会正确刷新。如果 Oracle ILOM
Web 页上缺少信息或显示错误消息，您看到的可能是之前版本的缓存页面。请先清除浏
览器缓存并刷新浏览器，然后再继续。

■ CLI：
键入：show /System/Firmware

相关信息：

■ 在固件更新期间从网络故障中恢复 [237]
■ 表 14 “ 文件传输方法 ”

更新刀片机箱组件固件映像

Oracle ILOM CMM 提供了一种集中式用户界面，用于管理以下可升级刀片机箱组件的
固件更新：

■ 存储刀片服务器
■ CPU 刀片服务器
■ 含有 SP 的 NEM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使用 CMM Web 界面或 CLI 查看机箱组件固件版本，或者启动机箱
组件固件更新。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 Web 界面中的 "Firmware Update" 页面和 CLI 机箱组件目标
更新机箱组件固件映像以装入固件更新的过程。

开始之前

■ 确保已满足初始固件更新要求。请参见“更新固件的准备工作”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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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件更新过程需要几分钟才能完成。在此期间，请勿执行其他任何 Oracle ILOM 任
务。完成固件更新后，系统组件会重新引导或关闭电源。

要启动固件更新过程并验证更新过程是否成功完成，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要启动服务器 SP 或 CMM 映像的固件更新过程，请执行以下 Oracle ILOM 界面过程之
一：

Oracle ILOM 界面 启动并运行刀片机箱组件（刀片或 NEM）的固件更新过程

Web 1. 在 CMM Web 界面中，单击 "Firmware"。
2. 在此表中，单击要升级其固件的机箱组件旁边的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Actions" 列表框中的

"Firmware Update" 选项。

此时，"Firmware Upgrade" 页面将显示用于上载固件映像的属性。
3. 在 "Firmware Upgrade" 页面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 "Browse" 指定要上载的固件映像，然后单击 "Upload" 按钮。

－或者－

输入用于上载固件映像的 URL，然后单击 "Upload" 按钮。

Oracle ILOM 将验证固件映像，然后 Oracle ILOM 将根据机箱组件显示用于启动固件更新过程的
按钮或显示可供选择的 CPU 刀片服务器 SP 配置选项。

如果更新的是 CPU 刀片服务器 SP 的固件，转至步骤 4，否则转至步骤 5。
4. （仅适用于 CPU 刀片更新）在 "Firmware Verification" 页面中，启用适用于 CPU 刀片服务器的

选项：

Preserve Configuration－启用此选项可保存现有的 Oracle ILOM 固件设置并在固件更新完成之后
恢复该设置。有关此选项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保留 Oracle ILOM 配置 ” [232]。

Preserve BIOS Configuration（仅限 x86 服务器 SP）－启用此选项可保存现有的 BIOS 配置并在
更新过程完成之后恢复该配置。此选项并非在所有 x86 服务器上都受支持。因此，如果不提供此
选项，Oracle ILOM 将在完成升级过程之后恢复默认的 BIOS 设置。

Delay BIOS Upgrade（仅限 x86 服务器 SP）－启用此选项可将 x86 BIOS 升级延迟到下次对系统
执行关开机循环时执行。

5. 单击 "Start" 以启动更新过程。
6. 单击 "OK" 以通过一系列提示继续执行操作，直至显示 "Update Status" 页面。
7. 当 "Update Status" 达到 100% 时，系统将重新引导或关闭电源。

如果系统关闭电源，请参阅随系统提供的文档中有关如何打开系统组件电源的说明。

要验证服务器 SP 或 CMM 上运行的固件版本是否正确，请参见本过程中的步骤 2。

注 - （仅限 x86 服务器 SP）如果服务器有待进行的 BIOS 升级，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电
源复位。这是预期行为，因为必须对服务器执行关开机循环，以升级 BIOS 固件。如果升级包括
FPGA 更新，最长可能需要 26 分钟才能完成此过程。

CLI 1. 导航到刀片或 NEM 固件目标，例如：

cd /System/Firmware/Other_Firmware/Firmware_#

其中 Firmware_# 是分配给特定刀片服务器或 NEM 的编号。
2. 要使用 CLI 装入 Oracle ILOM 固件映像，请发出 load -source 命令，后跟可用于查找要安装的固

件映像的路径。

例如：

load -source protocol://username:password@server_ip/<path_to_image>/<image.p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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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ILOM 界面 启动并运行刀片机箱组件（刀片或 NEM）的固件更新过程
其中 protocol 可以是：http、https、ftp、tftp、sftp 和 scp。

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装入映像。
3. 键入 y 以装入映像文件。

转至步骤 4 以执行 CPU 刀片固件更新，否则，转至步骤 5 以执行存储刀片或 NEM 固件更新。
4. （仅适用于 CPU 刀片更新）键入 y 以启用适用的更新选项，例如："preserve SP

configuration"、"preserve x86 BIOS settings" 或 "delay x86 BIOS update"。

注－并非所有 x86 服务器 SP 都支持用于保留 BIOS 配置设置的选项。如果不提供 x86 BIOS 选
项，Oracle ILOM 将自动保留默认 BIOS 设置。

有关保留 SP 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保留 Oracle ILOM 配置 ” [232]。
5. 在固件过程完成时，Oracle ILOM 将显示一条状态消息。机箱组件将重新引导或关闭电源以应用新

的固件映像。

如果系统关闭电源，请参阅随系统提供的文档中有关如何打开系统组件电源的说明。

要验证是否安装了正确的机箱组件固件版本，请参见本过程中的步骤 2。

注 - （仅限 x86 服务器 SP）如果服务器有待进行的 BIOS 升级，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电
源复位。这是预期行为，因为必须对服务器执行关开机循环，以升级 BIOS 固件。如果升级包括
FPGA 更新，最长可能需要 26 分钟才能完成此过程。

2. 要验证更新的固件版本是否已安装，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
登录到 Oracle ILOM CMM，然后单击 "System Information" > "Firmware" 查看为每
个可升级机箱组件安装的固件版本。

注 - 完成固件更新后，Oracle ILOM Web 界面可能不会正确刷新。如果 Oracle ILOM
Web 页上缺少信息或显示错误消息，您看到的可能是之前版本的缓存页面。请先清除浏
览器缓存并刷新浏览器，然后再继续。

■ CLI：
键入：show /System/Firmware/Other_Firmware/Firmware_n

相关信息：

■ 在固件更新期间从网络故障中恢复 [237]
■ 表 14 “ 文件传输方法 ”

在固件更新期间从网络故障中恢复

如果在执行固件更新期间发生网络故障，Oracle ILOM 将自动使会话超时并重新引导系
统。系统重新引导后，按照以下准则恢复固件更新过程。

1. 找出并修复网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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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连接到 Oracle ILOM SP 或 CMM。

3. 重新启动固件更新过程。

复位服务处理器或机箱监视模块的电源
有时，刀片机箱监视模块 (chassis monitoring module, CMM)、服务器服务处理器
(service processor, SP) 或 Network Express 模块 (network express module, NEM) 需
要复位才能完成升级或清除错误状态。SP 和 CMM 复位操作类似于当所有活动进程都
已终止且需要重新引导系统时执行的 PC 复位操作。

复位服务器 SP 或 CMM 的电源将自动断开当前所有 Oracle ILOM 会话的连接，并使服
务处理器在复位过程完成之前一直处于不可管理状态。但是，在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SP
或 CPU 刀片服务器 SP 复位时，服务器上的主机操作系统不会受影响。

系统管理员可以从 Web 界面或 CLI 复位服务器 SP、NEM SP 和 CMM。有关 SP 和
CMM 复位的进一步说明，请参见以下过程。

复位服务器 SP、NEM SP 或 CMM 的电源
开始之前

■ 需要具有 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才能复位 SP 或 CMM。
■ 单击 Web 中的 "Reset" 按钮或发出 CLI reset 命令之后，Oracle ILOM 将自动显示

一条提示消息以确认复位操作，除非指定 CLI -script 选项 (reset [options] target)。

此过程提供了在 Web 和 CLI 中执行相应操作的说明。

要复位 SP 或 CMM 的电源，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Oracle ILOM 界面 复位 SP 或 CMM 的电源

Web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服务器 SP：

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Maintenance" > "Reset SP"，然后单击 "Reset SP" 按钮。
■ CMM 和刀片机箱组件：

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Maintenance" > "Reset Components"。

单击机箱组件（CMM、刀片 和 NEM）旁边的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Reset" 按钮。

CLI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服务器 SP：

要复位服务器 SP，请键入：reset /SP

■ CMM 刀片机箱组件：



管理 ASR 组件状态

执行 Oracle ILOM 维护和配置管理任务 239

Oracle ILOM 界面 复位 SP 或 CMM 的电源

要复位 CMM，请键入：reset /CMM

要复位刀片 SP，请键入：reset /Servers/Blades/BLn/SP

要复位 NEM SP，请键入：reset /System/IO_Modules/NEMn/SP

管理 ASR 组件状态
在 Oracle ILOM 中，您可以为自动系统恢复 (Automatic System Recovery, ASR) 组件
（例如处理器和内存模块）启用或禁用所请求的状态。

当您希望从可用资源列表中删除资源时，可在 Oracle ILOM 中禁用 ASR 组件。例如，
当更换某个组件或将其从服务器移除时，可以禁用 ASR 组件。在 Oracle ILOM 中禁用
某个 ASR 组件后，该组件将变为不可运转的并且不再可用于引导。当您准备使 ASR 组
件成为可运转的并且可用于引导时，可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已禁用的 ASR 组件。

手动启用或禁用 ASR 组件
开始之前

■ 所请求状态的 Oracle ILOM 属性仅在配备有 ASR 受支持组件的 Oracle 服务器上可
用。

■ 要修改所请求状态的 Oracle ILOM 属性，您必须具有 Admin (a) 角色特权。
■ 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都支持用于查看或修改 ASR 组件的所请求状态的属

性。

1. 要查看 ASR 组件的所请求状态，请按照下面针对您首选的 Oracle ILOM 界面的说明进
行操作：

Oracle ILOM 界面 查看 ASR 组件的所请求状态。

Web 1.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导航到 ASR 组件。

例如，对于配备有 ASR 受支持处理器的 Oracle 服务器，请单击 "System Information" >
"Processors"。

2. 在组件页面中，查看在组件的表格中显示的所请求状态列。

CLI ■ 使用 show 命令查看 ASR 组件的所请求状态。

例如，要查看某个 CPU 的所请求状态，可以键入：

show /System/Processors/CPUs/CPU_1

此时将显示 CPU_1 的 requested_state。

2. 要禁用或启用 ASR 组件的所请求状态，请按照下面针对您首选的 Oracle ILOM 界面的
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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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ILOM 界面 禁用或启用 ASR 组件的组件状态。

Web 1.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导航到 ASR 组件。

例如，对于配备有 ASR 受支持处理器的 Oracle 服务器，请单击 "System Information" >
"Processors"。

2. 在组件页面中，从表格中选择一个组件，然后在 "Actions" 列表框中单击 "Delete" 或
"Enable"。

此时将出现一条确认消息，单击 "OK" 继续或者单击 "Cancel" 取消操作。

如果您在主机处于关机状态时修改了所请求状态，则修改将在主机下次开机时生效。

如果您在主机处于开机状态时修改了所请求状态，则修改将在主机下次关机并重新开机时生
效。

CLI ■ 使用 set 命令修改 ASR 组件的所请求状态。

例如，要修改某个 ASR 处理器（例如 CPU_1）的所请求状态，可以键入：

set /System/Processors/CPUs/CPU_1 requested_state=disabled|enabled
此时将出现一条确认消息，单击 "Y" 继续或者单击 "N" 取消操作。

如果您在主机处于关机状态时修改了所请求状态，则修改将在主机下次开机时生效。

如果您在主机处于开机状态时修改了所请求状态，则修改将在主机下次关机并重新开机时生
效。

相关信息：
■ 有关您的 Oracle 服务器所特有的 ASR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随服务器提供的管

理指南。

管理活动和待机 SP 冗余角色 (SPARC)
对于配备了两个服务处理器 (service processor, SP) 的 Oracle SPARC 服务器，Oracle
ILOM 提供用于管理与 SP 关联的活动和待机角色的属性。例如，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或 CLI 中，可以通过正常方式或强制方式启动故障转移操作，这将使活动 SP 和待
机 SP 的角色发生改变。还可以查看分配给每个 SP 的冗余状态。

注 - 只能在合格的 Oracle 服务人员的建议下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 Force Failover
(true) 选项。必要时，系统管理员应始终使用 Oracle ILOM 中的 Graceful Failover
(grace) 选项以正常方式协商活动和待机 SP 的冗余角色更改。

有关如何查看 SP 的冗余状态或修改 SP 角色的说明，请参见以下过程。

修改活动和待机 SP 冗余角色 (SPARC)
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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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在配备有两个 SP 的 Oracle SPARC 服务器上使用活动和待机 SP 的 Oracle
ILOM 冗余属性。

■ 要修改活动或待机 SP 上的 Oracle ILOM 冗余属性，您必须具有 Admin (a) 角色特
权。

■ Oracle ILOM Web 界面和 CLI 都支持查看或修改冗余 SP 系统上的冗余属性。

1. 要查看分配给 SP 的冗余状态，请按照下面针对您首选的 Oracle ILOM 界面的说明进行
操作：

Oracle ILOM 界面 查看分配的冗余状态。

Web 1. 登录冗余 Oracle SPARC 系统上的活动服务器 SP。

注－如果活动服务器 SP 没有响应，则登录待机 SP。只有在活动 SP 无响应时，待机 SP
的 "Redundancy" 属性才会显示在 Oracle ILOM 界面中。

2. 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Maintenance" > "Redundancy"。
3. 查看 "Redundancy Status" 属性。

请参见“SP 冗余状态说明” [242]。

CLI 1. 登录冗余 Oracle SPARC 系统上的活动服务器 SP。

注－如果活动服务器 SP 没有响应，则登录待机 SP。只有在活动 SP 无响应时，待机 SP
的 "Redundancy" 属性才会显示在 Oracle ILOM 界面中。

2. 键入：show /SP/redundancy

请参见“SP 冗余状态说明” [242]。

2. 要修改活动 SP 和待机 SP 角色，请按照下面针对首选 Oracle ILOM 界面的说明进行操
作：

Oracle ILOM 界面 修改活动和待机 SP 的角色。

Web ■ 在 ("ILOM Administration" > "Maintenance" >) "Redundancy Settings" 页面中，执行以下故
障转移操作之一：

Graceful Failover（建议的操作） — 要以正常方式协商冗余 SP 系统中的角色更改，可将
"Graceful" 设置为 "Failover" 操作，然后单击 "Promote" 或 "Demote" 按钮。

Force Failover（Oracle 服务操作） — 要强制更改冗余 SP 系统中的角色，可将 "Force" 设
置为 "Failover" 操作，然后单击 "Promote" 或 "Demote" 按钮。

注 - 当 SP 当前为待机 SP 时，将显示 "Promote" 按钮。当 SP 当前为活动 SP 时，将显示
"Demote" 按钮。

CLI 1. 键入以下命令以导航到冗余目标：

cd /SP/redundancy

2. 要设置受管理 SP 的故障转移操作，请键入以下命令：

set initiate_failover_action=true|force

true（建议的操作）— 要以正常方式协商冗余 SP 系统中的角色更改，可将 true 设置为
"Failover" 操作。

force（Oracle 服务操作）— 要强制更改冗余 SP 系统中的角色，可将 force 设置为
"Failover"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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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冗余状态说明

状态 说明

Active 当所选 SP 是活动 SP 时，将显示 "Active" 状态。

Standby 当所选 SP 是待机 SP 时，将显示 "Standby" 状态。

Standalone 当其他 SP 无响应时，将显示 "Standalone" 状态。

备份、恢复或重置 Oracle ILOM 配置

利用 Oracle ILOM 中提供的 Backup 和 Restore 属性，系统管理员可以将当前的 Oracle
ILOM 配置复制到备份 XML 文件中，并在需要时恢复配置。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使用
备份 XML 配置文件恢复现有 SP 或 CMM 上的设置，也可以选择使用备份文件在其他
CMM 或服务器 SP 上安装配置设置。

利用 Oracle ILOM 中提供的 Reset Default 属性，系统管理员可以清除用户设置的所有
Oracle ILOM 配置属性并将这些属性恢复为其出厂默认值。

系统管理员可以从 Web 界面或 CLI 备份和恢复 Oracle ILOM 配置以及将配置设置重置
为默认值。有关如何使用 Oracle ILOM 备份、恢复或重置默认值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以下主题：

■ “使用 "Backup"、"Restore" 和 "Reset Default" 操作” [242]
■ “用户角色决定备份或恢复配置设置 ” [243]
■ 备份 Oracle ILOM 配置设置 [243]
■ 选择性地编辑 Oracle ILOM 备份 XML 配置文件  [245]
■ 恢复 Oracle ILOM 备份 XML 文件 [247]
■ 将 Oracle ILOM 配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248]

使用 "Backup"、"Restore" 和 "Reset Default" 操作

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使用 "Backup"、"Restore" 和 "Reset Defaults" 操作：

1. 复制 Oracle ILOM 配置以在其他系统上使用。
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复制 Oracle ILOM 配置以在其他 Oracle 服务器 SP 或
CMM 上使用：

a. 根据需要定制 Oracle ILOM 配置。
例如，定义用户帐户、修改默认网络设置、设置警报通知、定义系统策略等。

b. 将 Oracle ILOM 配置保存到备份 XML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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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编辑备份 XML 文件以删除特定系统所特有的设置（例如 IP 地址）。
d. 执行恢复操作以将配置复制到其他 Oracle 服务器 SP 或 CMM 上。

2. 在现有的 Oracle ILOM 配置无法再使用时恢复可使用的 Oracle ILOM 配置。
如果自上次备份操作以来对 Oracle ILOM 配置进行了修改且当前 Oracle ILOM 配置
无法再使用，则系统管理员可以执行以下步骤恢复可使用的备份配置：

a. 将 Oracle ILOM 配置重置为默认值。
b. 将 Oracle ILOM 配置恢复为最近已知可用的配置。

用户角色决定备份或恢复配置设置

出于安全原因，当前分配给用户帐户用于备份或恢复 XML 配置文件的用户角色特权决
定 "Backup" 或 "Restore" 操作中所包括的配置数量。

为确保备份或恢复 XML 文件中的所有配置设备，需要全面的用户角色特权。因此，执
行 "Backup" 和 "Restore" 操作的系统管理员应分配有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配
置文件角色或分配有以下所有用户角色：

■ Admin (a)
■ User Management (u)
■ Console (c)
■ 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 Read Only (o)

如果使用特权不足的用户帐户执行 "Backup" 或 "Restore" 操作，某些配置设置可能不
会被备份或恢复。对于由于缺少用户特权而未被备份或恢复的每个配置属性，均会在
Oracle ILOM 事件日志中创建一个日志条目。

有关 Oracle ILOM 中用户角色说明的列表，请参见表 10 “ 由用户配置文件授予的特
权”。有关分配用户角色的说明，请参见“配置本地用户帐户 ” [41]。

有关查看和过滤 Oracle ILOM 记录的事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Managing Oracle ILOM
Log Entries” in 《Oracle ILOM User’s Guide for System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Firmware Release 3.2.x》。

备份 Oracle ILOM 配置设置

系统管理员可以保存服务器 SP 或 CMM 上正在有效运行的 Oracle ILOM 配置文件的
备份副本。启动 "Backup" 操作时，SP 或 CMM 的所有 Oracle ILOM 客户机会话将暂
停。"Backup" 操作完成后，暂停的会话将恢复正常。通常，完成 "Backup" 操作需要两
到三分钟。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UGz4000006142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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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 要在 Oracle ILOM 中执行配置 "Backup" 操作，将需要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配置文件角色或必须分配以下用户角色：Admin (a)、User
Management (u)、Console (c)、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和 Read Only (o)。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用户角色决定备份或恢复配置设置 ” [243]。

以下 Oracle ILOM 配置备份过程提供了针对 SP 和 CMM 在 Web 和 CLI 中执行相应操
作的说明。

要将 Oracle ILOM 配置备份到 XML 文件，请在所列的 Oracle ILOM 用户界面之一中执
行以下步骤。

Oracle ILOM 用户界面 将 Oracle ILOM 配置设置备份到 XML 文件中

Web 1. 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 "Backup/Restore"。
2. 在 "Operations" 框中单击 "Backup"。
3. 单击 "Transfer Method" 框以指定用于传输 Oracle ILOM 配置文件的方法。

有关每个文件传输方法的属性说明，请参见表 14 “ 文件传输方法 ”。
4. 要对备份配置文件加密，请在 "Passphrase" 文本框中键入密码短语，然后在 "Confirm

Passphrase" 文本框中重新键入密码短语。此时，将使用指定的密码短语对备份文件加密。

注－要备份敏感数据（例如，密码、SSH 密钥、证书、LDoms 等），必须指定密码短语。密
码短语的长度必须至少为 16 个字符。

5. 单击 "Run" 以启动 "Backup" 操作。

执行 "Backup" 操作时，Oracle ILOM SP 或 CMM 的客户机会话将暂停。"Backup" 操作完成
后，会话将恢复正常。

CLI 1. 导航到 config CLI 目标，例如：

cd /SP/config

cd /CMM/config

2. 要对备份配置文件进行加密，请设置 passphrase 属性的值，例如：

set passphrase=value
此时，将使用指定的密码短语对备份文件加密。

注－要备份敏感数据（例如密码、SSH 密钥、证书、LDom 等等），必须指定一个密码短语。
密码短语的长度必须至少为 16 个字符。

3. 要启动 "Backup" 操作，请从 /SP/config 或 /CMM/config 目录内键入以下命令。例如：

set dump_uri=transfer_method://username:
password@ipaddress_or_hostname/directorypath/filename
其中 transfer method 可以是：tftp、ftp、sftp、scp、http 或 https

有关每个文件传输方法的属性说明，请参见表 14 “ 文件传输方法 ”。

例如：

set dump_uri=scp://adminuser:userpswd@1.2.3.4/Backup/Lab9/SP123.config

执行 "Backup" 操作时，Oracle ILOM SP 或 CMM 的客户机会话将暂停。"Backup" 操作完成
后，会话将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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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选择性地编辑 Oracle ILOM 备份 XML 配置文件  [245]
■ 恢复 Oracle ILOM 备份 XML 文件 [247]
■ “使用 "Backup"、"Restore" 和 "Reset Default" 操作” [242]

选择性地编辑 Oracle ILOM 备份 XML 配置文件
高级用户可以使用备份 XML 文件在具有相同 Oracle ILOM 配置的网络上置备其他
Oracle 服务器 SP 或 CMM。在其他系统上使用备份 XML 文件之前，系统管理员应编辑
该文件以删除特定系统所特有的任何信息（例如 IP 地址）。

XML 文件示例：

以下是备份的 XML 文件示例。对于此过程，文件内容有所节略。

<SP_config version="3.0">

<entry>

<entry>

<property>/SP/clock/datetime</property>

<value>Mon May 12 15:31:09 2010</value>

</entry>

. . .

<property>/SP/check_physical_presence</property>

<entry>

<property>/SP/config/passphrase</property>

<value encrypted="true">89541176be7c</value>

</entry>

. . .

<value>false</value>

<entry>

<property>/SP/network/pendingipaddress</property>

<value>1.2.3.4</value>

</entry>

. . .

</entry>

<entry>

<property>/SP/network/commitpending</property>

<value>true</value>

</entry>

. . .

<entry>

<entry>

<property>/SP/services/snmp/sets</property>

<value>enabled</value>

</entry>

. . .

<property>/SP/hostname</property>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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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SP/users/john/role</property>

<value>aucro</value>

</entry>

<entry>

<property>/SP/users/john/password</property>

<value encrypted="true">c21f5a3df51db69fdf</value>

</entry>

</SP_config>

<value>labysystem12</value>

</entry>

<entry>

<property>/SP/system_identifier</property>

<value>SUN BLADE X8400 SERVER MODULE, ILOM v3.0.0.0, r32722</value>

</entry>

. . .

1. 请考虑 XML 文件示例中的以下内容：

■ 配置设置（密码和密码短语除外）采用明文形式（未加密）。
■ check_physical_presence 属性（它是文件中的第一个配置条目）设置为 false。默

认设置为 true，所以此设置表示对默认 Oracle ILOM 配置进行了更改。
■ pendingipaddress 和 commitpending 的配置设置对每个服务器都是唯一的。在其他服

务器上使用备份 XML 文件执行 "Restore" 操作之前，应删除这些设置。
■ 用户帐户 john 配置有 a、u、c、r 和 o 角色。默认 Oracle ILOM 配置没有任何已配

置的用户帐户，所以此帐户表示对默认 Oracle ILOM 配置进行了更改。
■ SNMP sets 属性被设置为 enabled。默认设置为 disabled。

2. 要修改明文形式的配置设置，请更改值或添加新的配置设置。
例如：

■ 要更改分配给用户 john 的角色，请按如下所示更改文本：

<entry>

<property>/SP/users/john/role</property>

<value>auo</value>

</entry>

■ 要添加新用户帐户并为该帐户分配 a、u、c、r、o 角色，请直接在用户 john 对应的
条目下方添加以下文本：

<entry>

<property>/SP/users/bill/role</property>

<value>aucro</value>

</entry>

■ 要更改密码，请删除 encrypted=”true” 设置和加密的密码字符串，然后键入新密
码。例如，要更改用户 john 的密码，请按如下所示修改 XM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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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ntry>

<property>/SP/users/john/password</property>

<value encrypted="true">c21f5a3df51db69fdf</value>

</entry>

更改为：

<entry>

<property>/SP/users/john/password</property>

<value>newpassword</value>
</entry>

3. 对 XML 备份文件进行更改后，保存该文件以便可将其用于同一系统或不同系统上的恢
复操作。

相关主题

■ 选择性地编辑 Oracle ILOM 备份 XML 配置文件  [245]
■ 恢复 Oracle ILOM 备份 XML 文件 [247]
■ “使用 "Backup"、"Restore" 和 "Reset Default" 操作” [242]

恢复 Oracle ILOM 备份 XML 文件
系统管理员可以执行 "Restore" 操作以从远程系统检索 XML 文件、解析内容并将 SP
（或 CMM）更新为已备份的配置数据。启动 "Restore" 操作时，要恢复的服务器 SP 或
CMM 的所有 Oracle ILOM 客户机会话将暂停。"Restore" 操作完成后，暂停的会话将恢
复正常。通常，完成 "Restore" 操作需要两到三分钟。

开始之前

■ 要在 Oracle ILOM 中执行配置恢复操作，将需要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配
置文件角色或必须分配以下用户角色：Admin (a)、User Management (u)、Console
(c)、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和 Read Only (o)。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用户角色决定备份或恢复配置设置 ” [243]。

■ 从 Oracle ILOM 固件 3.2.1+ 版获取的备份文件中的敏感数据无法恢复到固件版本低
于 Oracle ILOM 3.2.1 的 Oracle 系统。

以下 Oracle ILOM 配置恢复过程提供了针对 SP 和 CMM 在 Web 和 CLI 中执行相应操
作的说明。

要恢复已备份的 Oracle ILOM 配置 XML 文件，请在所列出的 Oracle ILOM 用户界面之
一中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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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ILOM 用户界面 恢复 Oracle ILOM 配置设置的备份副本

Web 1. 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 "Backup/Restore"。
2. 在 "Operations" 框中单击 "Restore"。
3. 单击 "Transfer Method" 框以指定用于传输 Oracle ILOM 配置文件的方法。

有关每个文件传输方法的属性说明，请参见表 14 “ 文件传输方法 ”。
4. 如果备份配置文件已使用密码短语加密，请在 "Passphrase" 文本框中键入密码短语，然后在

"Confirm Passphrase" 文本框中重新键入此密码短语。

注－输入的密码短语必须与用于加密备份配置文件的密码短语匹配。密码短语的长度必须至少
为 16 个字符。

5. 单击 "Run" 以启动 "Restore" 操作。

执行 "Restore" 操作时，Oracle ILOM SP 或 CMM 的客户机会话将暂停。"Restore" 操作完成
后，会话将恢复正常。

CLI 1. 导航到 config CLI 目标，例如：

cd /SP/config

cd /CMM/config

2. 如果备份配置文件已使用密码短语加密，请将密码短语属性的值设置为用于加密该文件的密码
短语，例如：

set passphrase=value
注－输入的密码短语必须与用于加密备份配置文件的密码短语匹配。密码短语的长度必须至少
为 16 个字符。

3. 要启动 "Restore" 操作，请从 /SP/config 或 /CMM/config 目录内键入以下命令。例如：

set load_uri=transfer_method://username:password@ipaddress_or_hostname/
directorypath/filename
其中 transfer method 可以是：tftp、ftp、sftp、scp、http 或 https。

有关每个文件传输方法的属性说明，请参见表 14 “ 文件传输方法 ”。

例如：
set load_uri=scp://adminuser:userpswd@198.51.100.4/Backup/Lab9/SP123.config

执行 "Restore" 操作时，Oracle ILOM SP 或 CMM 的客户机会话将暂停。"Restore" 操作完成
后，会话将恢复正常。

相关信息：

■ “使用 "Backup"、"Restore" 和 "Reset Default" 操作” [242]
■ 恢复 Oracle ILOM 备份 XML 文件 [247]
■ “用户角色决定备份或恢复配置设置 ” [243]

将 Oracle ILOM 配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系统管理员可将 SP 或 CMM 上的当前 Oracle ILOM 配置设置恢复为初始的出厂默认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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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可为 "Reset to Defaults" 操作设置的可能值的说明，请参见下表。

重置属性值 说明

All 设置 "All" 选项以在下次重置服务处理器时将所有 Oracle ILOM 配置数据重置为默
认设置。此操作不会删除日志文件条目。

Factory 设置 "Factory" 选项以在下次重置服务处理器时将所有 Oracle ILOM 配置数据重置
为默认设置并删除所有日志文件。

None（默认值） 如果使用当前配置，则设置 "None" 选项以执行正常操作。或使用 "None" 选
项在下次重置服务处理器之前取消暂挂的 "Reset to Defaults" 操作（All 或
Factory）。

要在服务器 SP 或 CMM 上执行 "Reset to Defaults" 操作，请在所列的 Oracle ILOM 用
户界面之一中执行以下步骤。

Oracle ILOM 界面 SP 或 CMM 的 "Reset to Defaults" 操作

Web 1. 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 "Reset Defaults"。
2. 单击 "Reset Defaults" 列表框以指定以下值之一：None、All 或 Factory。
3. 单击 "Reset Defaults" 按钮。

CLI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服务器 SP：

键入：set /SP reset_to_defaults=all|none|factory
■ CMM：

键入：set /CMM reset_to_defaults=all|none|factory

相关信息：

■ “复位服务处理器或机箱监视模块的电源 ”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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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x86 BIOS 配置参数

说明 链接

要确定管理 x86 BIOS 配置的方式，请参阅本
主题。

■ “BIOS 配置管理” [251]

有关 Oracle ILOM BIOS 配置功能、术语和属
性的信息，请参阅这些主题。

■ “Oracle ILOM：BIOS 配置功能” [252]
■ “Oracle ILOM：BIOS 术语” [252]
■ “Web 和 CLI：BIOS 属性” [253]

有关介绍如何从 Oracle ILOM 执行 BIOS 配置
任务的信息，请参阅本部分。

■ “从 Oracle ILOM 中执行 BIOS 配置任务” [255]

相关信息

■ Oracle x86 服务器管理指南中的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 Oracle x86 服务器管理指南中的“BIOS 设置实用程序”

BIOS 配置管理

可以通过主机的 BIOS 设置、Oracle System Assistant 界面、Oracle ILOM CLI 和 Web
界面管理 Oracle x86 服务器上的 BIOS 配置参数。本部分中的以下主题介绍了如何通过
Oracle ILOM 界面管理 BIOS 配置。

■ “Oracle ILOM：BIOS 配置功能” [252]
■ “Oracle ILOM：BIOS 特别注意事项 ” [252]
■ “Oracle ILOM：BIOS 术语” [252]
■ “Web 和 CLI：BIOS 属性” [253]

注 - 有关如何通过主机的 BIOS 设置或通过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管理 BIOS 配置
的说明，请参阅 Oracle x86 服务器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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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ILOM：BIOS 配置功能
Oracle ILOM 提供了一组可配置的属性，用于帮助您管理 Oracle ILOM 管理的 x86 服务
器上的 BIOS 配置参数。通过这些可配置的 Oracle ILOM 属性，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备份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配置参数的副本。
■ 将备份的配置参数的副本恢复到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
■ 将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参数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此外，Oracle ILOM 会动态地监视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参数以确保它们与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中的参数同步。CLI 和 Web 界面中显示的配置同步状态指
示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中存储的 BIOS 参数的当前状态。

注 - 对于需要为另一台 Oracle x86 服务器置备 BIOS 配置的高级用户，请参见选择性地
编辑 Oracle ILOM 备份 XML 配置文件  [245]。

Oracle ILOM：BIOS 特别注意事项
■ 在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与主机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不同步时，Oracle

ILOM BIOS 配置可能会增加主机引导次数。
■ 启用 "Preserve existing BIOS configuration" 选项后，更新服务器 SP 上的 Oracle

ILOM 固件可能会影响 Oracle ILOM BIOS 配置参数。有关执行固件更新并保
留 Oracle ILOM 维护的 BIOS 配置参数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执行固件更
新” [231]。

Oracle ILOM：BIOS 术语

Oracle ILOM 术语 说明

BIOS Oracle x86 服务器上的 BIOS 是引导固件程序，用于在从打开主机服务器电源到操作系
统接管的这段时间内控制系统。BIOS 在电池供电的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存储系统的日
期、时间和配置信息。

BIOS 版本 一个只读属性，指示 Oracle x86 服务器上安装的当前 BIOS 固件版本。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非易失性内存芯片中当前存储的 Oracle x86 服务器 BIOS 配置参数。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 服务器 SP 上一个动态维护的 XML 文件，其中包含上次从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
检索的 BIOS 配置参数的列表。

备份 BIOS 配置 Oracle ILOM 中可配置的属性，通过这些属性可以检索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当
前设置的参数副本，并将这些参数保存到服务器 SP 上的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
中。

恢复 BIOS 配置 Oracle ILOM 中可配置的属性，通过这些属性可以将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中的
参数导出到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

BIOS 配置参数 由 Oracle ILOM 复制或导出的 BIOS 配置参数通常包括有关以下内容的值：设置、引
导列表以及引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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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和 CLI：BIOS 属性
■ 表 87 “ BIOS Web 导航和 CLI 目标 ”
■ 表 88 “BIOS Web 和 CLI 属性”
■ 表 89 “CLI 命令（load 和 dump）的 -force 选项”

表 87 BIOS Web 导航和 CLI 目标

Web 导航 CLI 目标

"System Management" > "BIOS" /System/BIOS

/System/BIOS/Config

表 88 BIOS Web 和 CLI 属性

属性名称 类型 值 说明

System BIOS Version

(system_bios_version=)

只读 "System BIOS Version" 属性标识受管 Oracle
x86 服务器上当前安装的 BIOS 固件版本。

Boot Mode

(boot_mode=)

只读 Legacy|UEFI "BIOS Boot Mode" 属性指示系统在下列一种模式
中引导：

■ Legacy－系统在传统的 "PC-AT" 引导环境中
引导。

■ UEFI－系统在符合 UEFI 规范的引导环境中引
导。

要调整 BIOS 引导模式，请参阅系统的管理指
南。

BIOS 配置：Sync Status

(config_sync_status=)

只读 OK|Reboot Required|
Internal Error

注 - 自固件 3.2.4 起，BIOS "Sync Status" 属性并
非在所有 Oracle x86 服务器上都有。

BIOS 配置 "Sync Status" 属性指示以下状态之
一：

■ OK－Oracle ILOM 维护的 BIOS 配置参数与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配置参数同步。

■ Reboot Required－Oracle ILOM 维护的 BIOS
配置参数与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配置
参数不同步。Oracle x86 服务器必须进行重新
引导才能同步 BIOS 参数。

■ Internal Error－Oracle ILOM 无法读取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且被阻止启动 BIOS 备份
或恢复操作。要获取进一步帮助，请联系
Oracle 服务人员。

BIOS 配置：Reset To Defaults

(reset_to_defaults=)

Read|Write Factory |None "Reset To Defaults" 属性提供以下值之一：

■ Factory－将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配
置参数设置为出厂默认值。

■ None－将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参数
重置为出厂默认值后，将显示此值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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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类型 值 说明

BIOS 配置：Backup

(dump_uri=)

只写 通过 BIOS 配置 "Backup" 属性，可以创建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参数的副本，并将这些参数
保存到 ILOM 文件系统中的 BIOS 配置文件中。

有关备份 BIOS 配置的说明，请参见备份 BIOS
配置  [259]。

BIOS 配置：Restore Status

(restore_status=)

只读 OK | Restore pending |

Partial restore: invalid
configuration entry |

Partial restore: invalid
boot order entry |

Partial restore: invalid
configuration and boot
order entries

注 - 对于固件 3.2.4，"Restore Status" 属性并非
在所有 Oracle x86 服务器上都有。

BIOS 配置 "Restore Status" 属性指示以下状态之
一：

■ OK－表示用于将 Oracle ILOM BIOS 配置参
数恢复到主机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的上次
恢复操作已成功。

■ Restore pending－恢复操作在主机电源关
闭时暂挂。注－主机服务器电源关闭时，由
Oracle ILOM 执行恢复操作。

■ Partial restore: invalid configuration entry－上
次恢复操作无法恢复一个或多个主机 BIOS 配
置参数。

■ Partial restore: invalid boot order entry－上次
恢复操作无法恢复主机引导顺序列表中的一个
或多个引导设备。

■ Partial restore: invalid configuration and boot
order entries－上次恢复操作无法恢复一个或
多个 BIOS 配置参数以及主机引导顺序列表中
的一个或多个引导设备。

BIOS 配置：Restore

(load_uri= restore_options)

Read|Write All| Configuration only|
Bootlist only | Cancel
Restore

通过 BIOS 配置 "Restore" 属性，可以恢复先前由
Oracle ILOM 保存到主机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
储中的 BIOS 参数。用于恢复 BIOS 参数的选项
包括：

■ All－恢复先前由 Oracle ILOM 保存的所有
BIOS 配置参数。

■ Configuration only－恢复先前保存的设置参
数。

■ Bootlist only－恢复先前由 Oracle ILOM 保存
的主机引导列表参数。

■ Cancel Restore（或 action=cancel）－取消
启动的恢复操作。

注 - Web 界面中的 "Cancel Restore" 选项仅适用
于以下情况：(1) 已启动恢复操作且 (2) 受管理
Oracle x86 服务器上的主机操作系统尚未断电或
重置。
注 - 自固件 3.2.4 起，"Cancel Restore" 选项并非
在所有 Oracle x86 服务器上都受支持。

有关恢复 BIOS 配置的说明，请参见恢复 BIOS
配置  [260]。

"Transfer Method" 选项 Read|Write Browser | TFTP| FTP
|SFTP |SCP |HTTP |
HTTPS

在导入或导出 Oracle ILOM BIOS 配置参数时，
您可以指定以下传输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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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类型 值 说明
■ Browser－仅限 Web 界面选项。通过此选项

可以指定文件的位置。
■ TFTP－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 TFTP 主机 IP 地

址或名称以及文件的目录路径。
■ FTP－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 FTP 服务器的主

机 IP 地址或名称、用户名和密码，以及文件
位置的目录路径。

■ SFTP－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 SFTP 服务器的
主机 IP 地址或名称、用户名和密码，以及文
件位置的目录路径。

■ SCP－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 SCP 服务器的主
机网络地址、用户名和密码，以及文件位置的
目录路径。

■ HTTP－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 HTTP 服务器的
主机网络地址、用户名和密码，以及文件位置
的目录路径。

■ HTTPS－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 HTTPS 服务器
的主机网络 IP 地址或名称、用户名和密码，
以及文件位置的目录路径。

表 89 CLI 命令（load 和 dump）的 -force 选项

load_uri=-force restore_option/transfer_method://username:password@ipaddress_or_hostname /directorypath/filename

dump_uri=-force transfer_method://username:password@ipaddress_or_hostname /directorypath/filename

用法－必须指定 -force 选项才能防止 load 或 dump 命令在以下情况下失败：(1) "Restore Status" 显示为 "Pending
Restore" 状态 (restore_status=pending_restore)，或者 (2) BIOS 配置 "Sync" 显示为 "Reboot Needed" 状态
(config_sync_status=reboot_needed)。

注意 - 在以下情况下，会将不同步的主机 BIOS 配置文件版本复制到 Oracle ILOM 文件系统中：(1) BIOS 配置 "Sync" 显示为
"Reboot Needed" 状态 (sync_status=reboot_needed)，且 (2) dump_uri=-force 选项用于备份 BIOS 配置文件。

注意 - 在以下情况下，现有暂挂恢复的 BIOS 配置文件中的参数将替换为上次备份的 BIOS 配置文件中的参数：(1) "Restore
Status" 显示为 "Restore Pending" 状态 (restore_status=restore_pending)，且 (2) load_uri=-force 选项用于恢复主机 BIOS 非
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参数。

从 Oracle ILOM 中执行 BIOS 配置任务

■ “BIOS 配置任务的要求” [256]
■ 查看 BIOS 配置同步状态并同步配置参数 [256]
■ 重置 SP 和 Oracle ILOM BIOS 的出厂默认值 [258]
■ 备份 BIOS 配置  [259]
■ 恢复 BIOS 配置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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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 配置任务的要求
在备份或恢复 BIOS 配置参数之前，应满足以下要求：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以下用户角色，才能同步、恢复或备份 BIOS 配置参
数：

BIOS 配置任务 Oracle ILOM 用户角色 描述：

恢复 BIOS 配置

(load_uri=)

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Admin (a)

需要具有 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和
Admin (a) 角色，才能在主机 BIOS 非易失性数
据存储中装入配置参数。
注 - Oracle ILOM 会将主机 BIOS 非易失性数据
存储中的参数替换为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
件中上次设置的参数。

备份 BIOS 配置

(dump_uri=)

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Admin (a)

需要具有 Reset and Host Control (r) 角色和
Admin (a) 角色，才能替换 Oracle ILOM 配置文
件中的配置参数。
注 - Oracle ILOM 会将 Oracle ILOM 配置文件中
的参数替换为主机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上
次设置的参数。

同步 BIOS 配置

（reset /System 或

stop /System)

Admin (a)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复位受管理
Oracle x86 服务器的电源（或关闭电源）。

■ 在执行本部分中介绍的 BIOS 配置任务之前，请先查看“Web 和 CLI：BIOS 属
性” [253]。

■ 如果受管理 Oracle x86 服务器是新服务器，则应打开其电源，以使主机 BIOS 引导
过程检测引导设备、创建初始引导顺序并将这些参数保存到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中。然后，应对受管理 Oracle x86 服务器执行一次关开机循环，以使 BIOS 非易失
性数据存储与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同步。

■ 设置 /SP 或 /System/BIOS 的出厂默认值时可能会无意之中彼此影响。例如，将 /SP/
reset_to_defaults 设置为 factory 可能会导致 Oracle ILOM 丢失 /System/BIOS/
reset_to_defaults 的设置。有关如何设置 SP 和 BIOS 配置的出厂默认值的说明，
请参见重置 SP 和 Oracle ILOM BIOS 的出厂默认值 [258]中介绍的步骤。

查看 BIOS 配置同步状态并同步配置参数
开始之前

■ 查看“BIOS 配置任务的要求” [256]。

按照以下步骤查看 BIOS 配置同步状态，并在需要时将主机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
BIOS 配置参数与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中的参数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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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查看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中当前的参数状态，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对于 Web 界面，请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BIOS"
■ 对于 CLI，请键入：show /System/BIOS/Config

OK 状态指示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中的参数与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参数
同步。

Reboot_Required 状态指示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与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不同
步。

Internal_Error 状态指示 Oracle ILOM 无法读取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此内部错误
将阻止在 Oracle ILOM 中启动 BIOS 配置备份和恢复操作。要获取进一步帮助，请联系
Oracle 服务人员。

2. 要将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参数与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中的参数同步，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以对受管 Oracle x86 服务器执行关开机循环。

■ 从 Web 界面中，单击 "Host Management" > "Power Control" > "Power Cycle"。
■ 从 CLI 中，键入：reset /System

Oracle ILOM 将检索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设置的参数，将其保存到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中，并更新 "Configuration Sync Status" 的状态。

相关信息：

■ 将 BIOS 配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257]
■ 重置 SP 和 Oracle ILOM BIOS 的出厂默认值 [258]
■ 备份 BIOS 配置  [259]
■ 恢复 BIOS 配置  [260]

将 BIOS 配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开始之前

■ 查看“BIOS 配置任务的要求” [256]。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以将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参数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 从 Web 界面中，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BIOS"，然后从 "Reset To
Defaults" 列表框中选择 "Factory" 并单击 "Save"。

■ 从 CLI 中，键入：set /System/BIOS reset_to_defaults=factory

Oracle ILOM 会将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 BIOS 设置参数重置为出厂默认值。应用出厂
默认参数后，"Reset To Defaults" 值会恢复为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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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查看 BIOS 配置同步状态并同步配置参数 [256]
■ 重置 SP 和 Oracle ILOM BIOS 的出厂默认值 [258]
■ 备份 BIOS 配置  [259]
■ 恢复 BIOS 配置  [260]

重置 SP 和 Oracle ILOM BIOS 的出厂默认值
开始之前

■ 查看“BIOS 配置任务的要求” [256]

在 Oracle ILOM CLI 或 Web 界面中按照以下步骤将 Oracle ILOM 配置和主机 BIOS 配
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1.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关闭受管理 Oracle x86 服务器上的主机操作系统电源。

■ 从 Web 界面中，单击 "Host Management" > "Power Control" > "Power Cycle"。
■ 从 CLI 中，键入：stop -force /System

2.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将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参数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 从 Web 界面中，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BIOS"，然后从 "Reset To
Defaults" 列表框中选择 "Factory"，并单击 "Save"。

■ 从 CLI 中，键入：set /System/BIOS reset_to_defaults=factory

注 - 请等到 /System/BIOS reset_to_defaults 从 factory 更改为 none 之后再继续执行步
骤 3。将出厂默认值应用到主机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之后，reset_to_default 值会
重新恢复为 none。

3.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将 Oracle ILOM 配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 从 Web 界面中，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
"Reset Defaults"，然后从 "Reset Defaults" 列表框中选择 "Factory" 并单击 "Reset
Defaults"。

■ 从 CLI 中，键入：set /SP reset_to_default=factory

4.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对 Oracle ILOM SP 执行关开机循环：

■ 从 Web 界面中，单击 "Host Management" > "Power Control" > "Reset"。
■ 从 CLI 中，键入：reset /SP

Oracle ILOM 会将 BIOS 配置参数重置为出厂默认值并将 "None" 恢复为 "Sync Status"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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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查看 BIOS 配置同步状态并同步配置参数 [256]
■ 将 BIOS 配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257]
■ 备份 BIOS 配置  [259]
■ 恢复 BIOS 配置  [260]

备份 BIOS 配置

开始之前

■ 查看“BIOS 配置任务的要求” [256]。
■ 通常，完成备份 BIOS 配置操作需要两到三分钟。

按照以下过程将参数从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备份到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
中。

1. 要备份 BIOS 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从 Web 界面中，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BIOS"，在 "Backup" 部分的
"Transfer Method" 列表框中选择一个选项，然后为该传输方法指定所需的参数并单
击 "Start Backup"。

■ 从 CLI 中，键入：
set dump_uri transfer_method://username:password@ipaddress_or_hostname/
directorypath/filename
其中：
■ 出现 transfer_method 时，键入：tftp、ftp、sftp、scp、http 或 https
■ 出现 username 时，键入所选传输方法服务器的用户帐户名称。对于 scp、

sftp 和 ftp，username 是必需的。对于 tftp，不需要 username；而对于 http 和
https，username 是可选的。

■ 出现 password 时，键入所选传输方法服务器的用户帐户密码。对于 scp、
sftp 和 ftp，password 是必需的。对于 tftp，不使用 password；而对于 http 和
https，password 是可选的。

■ 出现 ipaddress_or_hostname 时，键入所选传输方法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
名。

■ 出现 directorypath 时，键入传输方法服务器上的文件存储位置。
■ 出现 filename 时，键入分配给备份配置文件的名称，例如 foo.xml。

2. 等待 Oracle ILOM 完成 BIOS 备份操作。
Oracle ILOM 将检索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配置文件的副本并将其保存到 Oracle
ILOM 文件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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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Web 和 CLI：BIOS 属性” [253]
■ 表 89 “CLI 命令（load 和 dump）的 -force 选项”
■ 查看 BIOS 配置同步状态并同步配置参数 [256]
■ 将 BIOS 配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257]
■ 重置 SP 和 Oracle ILOM BIOS 的出厂默认值 [258]
■ 恢复 BIOS 配置  [260]

恢复 BIOS 配置

开始之前

■ 查看“BIOS 配置任务的要求” [256]。
■ Oracle ILOM 配置文件的引导设备部分中的数据为只读数据，因此不会影响恢复到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中的参数。
■ 通常，完成 BIOS 配置恢复操作需要两到三分钟。

按照以下过程将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中的参数恢复到 BIOS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中。

1. 要恢复 BIOS 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从 Web 界面中，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BIOS"，并依次选择一个恢复选项
和一个传输方法选项，然后为该传输方法指定所需的参数并单击 "Start Restore"。

■ 从 CLI 中，键入：
set load_uri=restore_option/transfer_method://username:password@ipaddress_
or_hostname/directorypath/filename
其中：
■ 出现 restore option 时，键入：all、config-only 或 bootlist-only
■ 出现 transfer_method 时，键入：tftp、ftp、sftp、scp、http 或 https
■ 出现 username 时，键入所选传输方法服务器的用户帐户名称。对于 scp、

sftp 和 ftp，username 是必需的。对于 tftp，不需要 username；而对于 http 和
https，username 是可选的。

■ 出现 password 时，键入所选传输方法服务器的用户帐户密码。对于 scp、
sftp 和 ftp，password 是必需的。对于 tftp，不使用 password；而对于 http 和
https，password 是可选的。

■ 出现 ipaddress_or_hostname 时，键入所选传输方法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
名。

■ 出现 directorypath 时，键入 Oracle ILOM 配置文件 (/System/BIOS/Config) 在传
输方法服务器上的存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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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 filename 时，键入分配给 Oracle ILOM 配置文件的名称，例如：foo.xml。

注 - 要取消暂挂恢复的 BIOS 配置操作，请键入：set action=cancel

2. 等待 Oracle ILOM 完成恢复操作。
Oracle ILOM 将 BIOS 配置参数从 Oracle ILOM BIOS 配置文件导出到 BIOS 非易失性
数据存储中，并更新 "Restore Status" 的状态。

3. 验证 "Restore Status" 的状态以确定恢复操作是否已成功。
有关 "Restore Status" 的状态说明列表，请参见“Web 和 CLI：BIOS 属性” [253]。

注 - 恢复操作结果记录在 Oracle ILOM 事件日志 (/SP/logs/event list) 中。

相关信息

■ “Web 和 CLI：BIOS 属性” [253]
■ 表 89 “CLI 命令（load 和 dump）的 -force 选项” CLI 命令（load 和 dump）的 -force

选项
■ 查看 BIOS 配置同步状态并同步配置参数 [256]
■ 将 BIOS 配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257]
■ 重置 SP 和 Oracle ILOM BIOS 的出厂默认值 [258]
■ 备份 BIOS 配置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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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区域划分机箱刀片存储资源

说明 链接

要了解有关区域划分机箱级别的存储设备支持
的管理选项，请参阅本部分。

■ “支持 SAS-2 的机箱级别资源的区域管理” [263]

有关 Oracle ILOM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属性的信息，请参阅本部分。

■ “Sun Blade Zone Manager 的属性 ” [264]

有关保存、备份和恢复 SAS 区域划分配置参
数的重要信息，请参阅本部分。

■ “重要 SAS 区域划分分配注意事项 ” [272]

有关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和创建
SAS 区域划分分配的过程，请参阅本部分。

■ “启用区域划分和创建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273]

有关查看或修改现有存储分配的过程，请参阅
本部分。

■ “管理现有的 SAS-2 存储资源分配” [287]

有关将所有保存的存储分配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的过程，请参阅本部分。

■ “将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分配重置为出厂默认
值” [295]

要选择性地重置带内管理密码，请参阅本部
分。

■ “将第三方带内管理的区域划分密码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 [297]

支持 SAS-2 的机箱级别资源的区域管理
Oracle ILOM 为安装在 Oracle 刀片机箱系统中的机箱级别的 SAS-2 存储设备提供区域
管理支持。可以选择使用 Oracle ILOM Sun Blade Zone Manager 或第三方带内应用程
序来管理对刀片机箱级别的存储资源的访问。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 “使用第三方带内管理应用程序进行区域管理” [263]
■ “使用 Oracle ILOM Sun Blade Zone Manager 进行区域管理” [264]
■ “可管理且支持 SAS-2 区域划分的设备” [264]

使用第三方带内管理应用程序进行区域管理
如果您的环境支持使用第三方带内管理应用程序来管理对机箱级别的存储设备的访问，
应验证 Sun Blade Zone Manger 在 Oracle ILOM 中是否处于禁用状态（默认状态）。
如果需要将带内管理密码重置为出厂默认值，可以在 Oracle ILOM 中重置此密码。有关
说明，请参见“将第三方带内管理的区域划分密码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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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racle ILOM Sun Blade Zone Manager 进行区域
管理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在 Oracle ILOM CMM 中处于启用状态时，可以管理对机
箱中安装的 Oracle 刀片 CPU 服务器的机箱级别 SAS-2 存储权限。有关使用 Oracle
ILOM Sun Blade Zone Manager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 “可管理且支持 SAS-2 区域划分的设备” [264]
■ “Sun Blade Zone Manager 的属性 ” [264]
■ “重要 SAS 区域划分分配注意事项 ” [272]
■ “启用区域划分和创建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273]
■ “管理现有的 SAS-2 存储资源分配” [287]
■ “将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分配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295]

可管理且支持 SAS-2 区域划分的设备
Oracle ILOM CMM 将 Oracle 刀片机箱系统中的以下设备识别为可管理且支持 SAS-2
区域划分的设备：

■ 带有 SAS-2 RAID 扩展模块 (RAID expansion module, REM) 的 Oracle 刀片 CPU
服务器

■ Oracle 刀片机箱系统 Network Express 模块 (Network Express Module, NEM)
■ Oracle 刀片存储服务器（如 Oracle Sun Blade Storage Module M2）

注 -  Oracle ILOM 不支持对以下几项进行区域划分管理：(1) 安装在 Oracle 刀片 CPU
服务器上的内部存储模块；(2) Oracle 存储刀片上的光纤扩展模块 (FMOD)；或者，(3)
已通过 NEM 外部 SAS-2 端口连接到 Oracle 刀片机箱系统的外部网络 SAS-2 存储资
源。

注 - Sun Blade Zone Manager CLI 将不识别也不列出存在的不可管理且不支持 SAS-2
的存储设备。但在某些情况下，Sun Blade Zone Manager Web 界面可能会识别并
列出存在的不可管理且不支持 SAS-2 的存储设备。在这些情况下，Sun Blade Zone
Manager Web 界面中的非 SAS-2 存储设备将标记为非 SAS-2 资源。

Sun Blade Zone Manager 的属性
Oracle ILOM 提供了一组易于使用的属性，用于设置和管理对机箱级别的 SAS-2 存储设
备的访问权限。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 “Sun Blade Zone Manager Web：属性”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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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 Blade Zone Manager CLI：目标和属性” [271]

Sun Blade Zone Manager Web：属性
通过从 Oracle ILOM CMM Web 界面中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SAS Zoning"
可以访问 "Sun Blade Zone Manager Settings" 页面。"Sun Blade Zone Manager
Settings" 页面提供以下用于启用、设置和管理 SAS 区域划分权限的选项：

■ “Sun Blade Zone Manager：状态” [265]
■ “Whole Chassis Setup: Quick Setup（机箱整体设置：快速设置）” [265]
■ “Full Resource Control: Detailed Setup（资源完全控制：详细设置）” [269]
■ “Zoning Reset: Reset All（区域划分重置：全部重置） ” [270]

Sun Blade Zone Manager：状态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在 Oracle ILOM CMM Web 界面中的状态将显示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Settings" 页面中。

处于启用状态时，Sun Blade Zone Manager 将为安装了机箱的 SAS-2 存储设备提供基
于模板的功能 (Quick Setup) 或定制区域划分功能 (Detailed Setup)。

处于禁用状态（默认值）时，Oracle ILOM 无法管理对安装了机箱的 SAS-2 存储设备
的访问权限，并且 "Quick Setup" 和 "Detailed Setup" 的选项会被隐藏，无法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Settings" 页面中查看。

有关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状态的说明，请参见访问和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274]。

Whole Chassis Setup: Quick Setup（机箱整体设置：快速设置）

Web 界面中的 "Whole Chassis Setup" 功能通常在首次为所有机箱级别的 SAS-2 存储
设备设置区域划分访问时使用。该功能提供以下 "Quick Setup" 区域划分选项：

■ “选项 1：Assign per individual disks (Quick Setup)” [265]
■ “选项 2：Assign to Adjacent Individual Disks (Quick Setup)” [266]
■ “选项 3：Assign per storage blade (Quick Setup)” [267]
■ “选项 4：Assign per adjacent storage blade (Quick Setup) ” [268]

选项 1：Assign per individual disks (Quick Setup)

该选项是 "Quick Setup" 对话框中显示的第一个区域划分选项，使用循环算法在所有机
箱 CPU 刀片服务器之间平均分配存储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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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1 最适用于容错机箱系统操作，在这种操作下，单个存储刀片服务器出现故障或移
除均不会导致关闭所有存储阵列。

注 - "Quick Setup" 对话框中显示的空插槽代表机箱刀片插槽为空（未安装任何组件）。

选项 2：Assign to Adjacent Individual Disks (Quick Setup)

该选项是 "Quick Setup" 对话框中显示的第二个区域划分分配选项，可以在相邻 CPU 刀
片服务器之间平均分配刀片存储磁盘。

选项 2 尝试尽可能将相同数量的存储磁盘分配到每个相邻的 CPU 刀片服务器。如果没
有与 CPU 刀片相邻的存储刀片，则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将从离其最近的存储刀
片开始分配存储磁盘。

将 CPU 刀片分配给相邻的存储磁盘最适用于以下情况：1) 刀片机箱系统包含的 CPU 刀
片服务器多于存储刀片服务器；2) 要在每个 CPU 刀片服务器之间平均部署存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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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3：Assign per storage blade (Quick Setup)

该选项是 "Quick Setup" 对话框中显示的第三个区域划分分配选项，用于扫描刀片机箱
系统中的 CPU 刀片服务器（从插槽 0 开始），然后从离其最近的可用存储刀片开始分
配存储磁盘。

选项 3 最适用于机箱系统中包含的存储刀片服务器数量大于或等于 CPU 刀片服务器数
量的情况。否则，如果机箱中的存储刀片服务器数量少于 CPU 刀片服务器数量，Sun
Blade Zone Manager 将无法为某些 CPU 刀片服务器分配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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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4：Assign per adjacent storage blade (Quick Setup)

该选项是 "Quick Setup" 对话框中显示的第四个区域划分分配选项，用于扫描刀片机箱
系统中在相邻插槽中安装有存储刀片的 CPU 刀片服务器。如果 CPU 刀片服务器在相邻
机箱插槽中未安装存储刀片服务器，Sun Blade Zone Manager 将不会为该 CPU 刀片服
务器分配存储。

选项 4 最适用于具有以下特性的机箱系统：(1) 包含相同数量的存储刀片服务器和 CPU
刀片服务器；(2) 每个 CPU 刀片服务器均安装在与存储刀片服务器相邻的机箱插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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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安装 NEM0 和 NEM1 后，这些 NEM 目标会显示在 Zone Manager 中；但并不支持
到 SAS-2 网络存储设备的外部 NEM 连接，也不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中显示这
些连接。

有关如何为整个机箱创建 SAS 区域划分分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将存储分配给整个机
箱：Quick Setup (Web) [275]。

Full Resource Control: Detailed Setup（资源完全控制：详细设
置）

通过 Web 界面中的 "Full Resource Control: Detailed Setup" 选项，您可以创建新的存
储资源分配或更改现有的存储资源分配。例如，使用 "Full Resource Control: Detailed
Setup" 选项时，可以选择：

■ 单击以颜色编码的服务器组以外的组件，将存储分配添加到 CPU 刀片服务器。
■ 单击以颜色编码的服务器组内的组件，删除已分配给 CPU 刀片服务器的存储资源分

配。
■ 在一个或多个 CPU 刀片服务器之间共享单个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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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 "Detailed Setup" 选项创建或更改资源分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 将存储资源分配给单个刀片服务器：Detailed Setup (Web) [277]
■ 将单个存储资源分配给多个刀片服务器：Detailed Setup (Web) [282]
■ 修改现有的刀片组分配 (Web) [290]

Zoning Reset: Reset All（区域划分重置：全部重置）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处于启用状态时，用于将区域划分配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的选项将显示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Settings" 页面 ("System Management" >
"SAS Zoning") 上。

有关将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参数重置为出厂默认值的说明，请参见将区域划分分
配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Web)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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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Blade Zone Manager CLI：目标和属性

Oracle ILOM CMM CLI 提供对 /STORAGE/sas_zoning 名称空间下的区域划分目标和属性
的访问。

SAS 区域划分属性 值 默认值 说明

zone_management_state= disabled
|enabled

Disabled 设置为禁用时，Sun Blade Zone Manager 无法管理 SAS-2 机
箱存储资源。

设置为启用时，Sun Blade Zone Manager 为安装了机箱的
SAS-2 资源提供基于模板的功能或定制区域划分功能。

reset_password_action= true 设置为 true 时，CMM 的带内管理区域划分密码会设置为出厂
默认值（全为零）。

reset_access_action= true 设置为 true 时，CMM 上当前保存的存储资源分配参数会设置
为出厂默认值。

启用区域划分后，支持 SAS-2 的刀片和 NEM 将显示为 /STORAGE/sas_zoning 下的 CLI
目标。例如：

-> show /STORAGE/sas_zoning
 

     Targets

       BL0

       BL6

       BL7

       BL8

       BL9

       NEM0

       NEM1

 

    Properties

      zone_management_state = enabled

      reset_password_action = (Cannot show property)

      reset_access_action = (Cannot show property)

 

    Commands:

       cd

       set

       show

注 - 安装 NEM0 和 NEM1 后，这些 NEM 目标会显示在 Zone Manager 中；但此时并不
支持 Sun Blade Zone Manager 中的外部 SAS 连接。

刀片服务器上支持 SAS-2 的存储设备显示为 sas_zoning/BLn 下的目标。例如：

-> show /STORAGE/sas_zoning/BL9



重要 SAS 区域划分分配注意事项

272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版 3.2.x） • 2015 年 10 月

 

  Targets:

    HDD0

    HDD2

    HDD3

    HDD5

刀片目标 (BLn) 或存储设备 (HDDn) 目标下可用的 SAS 区域划分属性包括：

刀片和存储属性 SAS 区域划分目标 说明

add_storage_access= /BLn 使用 /sas_zoning/BLn 目标下的 add_storage_access= 属性可将存储
分配给 CPU 刀片服务器。

remove_storage_access= /BLn 使用 /sas_zoning/BLn 目标下的 remove_storage_access= 属性可从
CPU 刀片服务器中删除存储。

add_host_access= /BLn/HDDn 使用 /sas_zoning/BLn/HDDn 目标下的 add_host_access= 属性可将存
储分配给 CPU 刀片服务器。

remove_host_access= /BLn/HDDn 使用 /sas_zoning/BLn/HDDn 目标下的 remove_host_access= 属性可从
CPU 刀片服务器中删除存储。

有关如何通过 Oracle ILOM CLI 管理存储资源分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 手动创建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CLI) [286]
■ 查看和修改现有的存储分配 (CLI) [294]
■ 将区域划分分配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CLI)  [296]
■ 重置区域划分密码 (CLI) [297]

重要 SAS 区域划分分配注意事项

■ “保存存储分配” [272]
■ “备份和恢复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273]

保存存储分配

将存储分配保存到刀片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Oracle ILOM 中保存的存储分配基于机箱中当前安装的硬件（SAS-2 NEM 或存储
刀片）。机箱硬件配置发生更改可能会导致存储刀片组丢失。因此，应当在 Oracle
ILOM 中备份所有机箱存储分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备份和恢复 SAS-2 区域划
分分配”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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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热插拔机箱组件（例如 NEM 和存储刀片）也可能会影响存储刀片组分配。有关
热插拔 NEM 和存储刀片所造成的影响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Oracle 存储刀片或 NEM
硬件文档。

■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对话框（"Modify Group" 或 "New Assignments"）在整
个保存操作过程中必须保持打开状态。如果在保存操作正在执行时关闭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对话框，将仅保留一部分存储刀片组。

■ 请勿在保存操作正在执行时移除存储刀片组中所包含的任何机箱硬件组件或对这些组
件执行关开机循环操作。如果执行以上操作，将导致无法正常保存组分配。

备份和恢复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Oracle ILOM 提供备份和恢复操作，通过这些操作可以：(1) 创建已保存到 Oracle ILOM
配置文件中的所有参数的备份副本；(2) 恢复 Oracle ILOM 配置文件的备份副本。有关
如何创建备份副本或恢复 Oracle ILOM 配置文件备份副本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AS 区域
划分机箱刀片存储资源 。

启用区域划分和创建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 “机箱硬件要求” [273]
■ 访问和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274]
■ 将存储分配给整个机箱：Quick Setup (Web) [275]
■ 将存储资源分配给单个刀片服务器：Detailed Setup (Web) [277]
■ 将单个存储资源分配给多个刀片服务器：Detailed Setup (Web) [282]
■ 手动创建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CLI) [286]

机箱硬件要求

■ Sun Blade 6000 机箱中必须存在符合 PCIe 2.0 的中间背板。有关如何确定是否
符合这一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Sun Blade 6000 Modular System Product
Notes》。

■ CMM 中必须安装的最低软件发行版为 3.2.1。该发行版包含 Oracle ILOM CMM 的
最低固件版本 (3.0.10.15a)，该版本支持 SAS-2 并包含 Sun Blade Zone Manager。

■ 所有 SAS-2 存储设备（带有 SAS-2 REM 的刀片服务器模块、SAS-2 NEM 和
SAS-2 存储模块）必须正确安装到 Oracle 刀片机箱系统中并打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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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如果 SAS-2 存储设备处于故障状态，Sun Blade Zone Manager 可能无法识别出
现故障的 SAS-2 存储设备。

■ SAS-2 NEM 的固件版本级别必须支持区域划分。有关版本信息和可用更新，请查阅
NEM 产品说明。

■ 必须完成 Oracle ILOM CMM 的初始设置和配置。有关建立与 Oracle ILOM CMM 的
管理连接的信息，请参见设置与 Oracle ILOM 的管理连接和登录。

访问和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开始之前 处于启用状态时，Oracle ILOM 中的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将提供一种方式，用于

控制 SAS 域内有哪些 CPU 刀片服务器有权访问存储资源（HDD、FMOD、外部 SAS
端口）。

开始之前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 SAS 区域划分属性。
■ 查看“机箱硬件要求” [273]。
■ 查看“重要 SAS 区域划分分配注意事项 ” [272]。

注 - 机箱存储刀片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的存在状态并不显示在 "CMM Manage"
菜单中。可通过 "System Information" > "Storage" 页面查看安装在存储刀片服务器中的
存储磁盘。可通过 "System Management" > "SAS Zoning" > "Sun Blade Zone Manager
Settings" 页面管理 Oracle 存储刀片资源分配。

1. 要从 CMM Web 界面访问并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请执行以下步骤：

a.    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SAS Zoning"。
此时将显示 "Sun Blade Zone Manager Settings" 页面。

b.    选中 "Enabled" 复选框并单击 "Save" 来启用 "SAS Zoning"。
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后，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界面创建、查看并管理
SAS-2 区域划分设置。

如果 Oracle ILOM CMM 服务仍在进行初始化，可能会显示以下消息：

Sun Blade Zone Manager Not Ready

The Sun Blade Zone Manager is initializing and not ready for .

operation. Please wait several minutes and then refresh to check 

th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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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显示上述消息，请等待五分钟，然后重试。您需要关闭然后重新打开 Web 界
面页面，或者刷新 Web 界面页面。

2. 要从 CMM CLI 启用 "SAS Zoning" 属性，请键入：
set /STORAGE/SAS_zoning zone_management_state=enabled

■ 此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Enabling the Sun Blade Zone Manager will result in the clearing of all

zoning configuration in the installed chassis SAS hardware, and any SAS

disk I/O in progress will be interrupted.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enable the Sun Blade Zone Manager (y/n)?

■ 要继续操作，请键入：y。
此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Set 'zone_management_state' to 'enabled'

■ 如果 Oracle ILOM CMM 无法初始化 Sun Blade Zone Manager，将显示以下消
息：
set: The Sun Blade Zone Manager is initializing and not ready for

operation. Please wait several minutes and try again.

如果显示了上述消息，请等待五分钟，然后重试此命令。

相关信息

■ 将存储分配给整个机箱：Quick Setup (Web) [275]
■ 将存储资源分配给单个刀片服务器：Detailed Setup (Web) [277]
■ 手动创建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CLI) [286]
■ “管理现有的 SAS-2 存储资源分配” [287]
■ “将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分配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295]

将存储分配给整个机箱：Quick Setup (Web)

开始之前：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 SAS 区域划分属性。
■ 查看“机箱硬件要求” [273]。
■ 在执行此 "Quick Setup" 过程以分配区域划分之前，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SAS Zoning"。有关说明，请参见访问和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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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在 Web 界面中访问 "Sun Blade Zone Manager Settings" 页面，请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SAS Zoning"。

2. 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部分，单击 "Quick Setup" 按钮。
此时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3. 要覆盖现有区域划分分配，请单击 "OK"。
此时将显示 "Quick Setup"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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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当前未在机箱中安装 HDD 的任何 HDD 机箱插槽均标记为 "empty"。"Quick Setup"
存储分配中不包含空的 HDD 机箱插槽。

4. 要指明您希望如何分配机箱存储资源，请选择 "Quick Setup" 选项之一。
有关每个 "Quick Setup" 选项的说明，请参见“Whole Chassis Setup: Quick Setup（机
箱整体设置：快速设置）” [265]。

选择一个 "Quick Setup" 选项后，Sun Blade Zone Manager 会以颜色编码形式显示
CPU 刀片服务器与安装在存储刀片服务器上的存储设备 (HDD) 之间的区域划分分配。
虽然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可显示 NEM0 和 NEM1 外部 SAS 连接，但并不支持这
些连接。

注 - 单击 "Save" 按钮后，才能保存机箱存储分配。

5. 要保存 "Quick Setup" 机箱存储分配，请单击 "Save"。

6. 要备份新保存的刀片存储组分配，请参见“备份和恢复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273]。

相关信息

■ “重要 SAS 区域划分分配注意事项 ” [272]
■ 将存储资源分配给单个刀片服务器：Detailed Setup (Web) [277]
■ 将单个存储资源分配给多个刀片服务器：Detailed Setup (Web) [282]
■ 修改现有的刀片组分配 (Web) [290]
■ 手动创建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CLI) [286]
■ Sun Blade 6000 模块化系统文档

将存储资源分配给单个刀片服务器：Detailed Setup
(Web)

开始之前：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 SAS 区域划分属性。
■ 查看“机箱硬件要求” [273]。
■ 在执行该过程之前，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有关说

明，请参见访问和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274]。

1. 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Settings" 页面中，单击 "Detailed Setup" 按钮。
将出现以下情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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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Zoning Config" 对话框。转到步骤 3。

■ 显示以下表明不存在区域划分分配的消息。转到步骤 2。

2. 在指出不存在任何区域划分分配的消息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要使用 "Detailed Setup" 选项手动创建 SAS 区域划分分配，请单击 "Cancel"，
然后转到步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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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Cancel" 将打开 "Detailed Setup" 的 "Zoning Config" 页面。

■ 如果要使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的 "Quick Setup" 选项设置初始区域划分分
配，请单击 "OK" 并转到将存储分配给整个机箱：Quick Setup (Web) [275]。

3. 要将存储资源分配给单个刀片服务器，请在 "Zoning Config"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步骤：

a.    单击 "New Assignments"。
此时将显示 "New Assignment" 对话框。

b.    单击某个刀片服务器，然后单击要分配给选定刀片服务器的存储资源 (HDD)。

注 - 未安装 HDD 存储设备的所有 HDD 机箱插槽均标记为 "empty"。空的 HDD 机箱插
槽不会分配给 CPU 刀片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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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另外，还可以将存储资源分配给多个刀片服务器；但服务器必须已启用多路
径。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将单个存储资源分配给多个刀片服务器：Detailed Setup
(Web) [282]。

虽然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可显示 NEM0 和 NEM1 外部 SAS 连接，但并不支
持这些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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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保存新创建的刀片存储组分配，请单击 "Save"。

4. 要备份新保存的刀片存储组分配，请参见“备份和恢复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273]。

相关信息

■ 修改现有的刀片组分配 (Web) [290]
■ “重要 SAS 区域划分分配注意事项 ” [272]
■ 将单个存储资源分配给多个刀片服务器：Detailed Setup (Web) [282]
■ Sun Blade 6000 模块化系统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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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单个存储资源分配给多个刀片服务器：Detailed
Setup (Web)

开始之前

注意 - 要确定服务器是否已启用与其他 Oracle 刀片服务器共享存储资源这一功能，请参
阅 Oracle 刀片服务器文档。

注意 - 只应在 Oracle 支持的群集解决方案中使用用于共享单个存储资源的选项。有关群
集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un Blade Storage Module 管理指南。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才能修改 SAS 区域划分属性。
■ 查看“机箱硬件要求” [273]。
■ 在执行该过程之前，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有关说

明，请参见访问和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274]。

1. 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Settings" 页面中，单击 "Detailed Setup"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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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显示 "Zoning Config" 对话框。例如：

2. 要将单个存储资源分配到多个刀片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步骤：

a.    单击 "New Assignments"。

b.    要与另一个刀片服务器（例如插槽 1 中的刀片服务器）共享当前已分配给单个刀
片服务器（例如插槽 0 中的刀片服务器）的单个存储刀片资源（例如插槽 2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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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6），请单击其他刀片服务器目标（例如插槽 1 中的目标），然后单击要与此
目标（例如插槽 1 中的目标）共享的存储刀片资源（例如插槽 2 中的 HDD6）。

c.    要保存对刀片存储组分配所做的修改，请单击 "Save"。
此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d.    要继续保存刀片存储组分配，请单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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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Blade Zone Manager 以粉红色突出显示共享存储资源。

示例：

插槽 2 中的 HDD6 存储资源突出显示为粉红色，以表明该资源由多个 CPU 刀片服
务器共享。

3. 要备份新分配的刀片存储组，请参见“备份和恢复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273]。

相关信息

■ “重要 SAS 区域划分分配注意事项 ” [272]
■ “管理现有的 SAS-2 存储资源分配” [287]
■ Sun Blade 6000 模块化系统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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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创建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CLI)
开始之前

■ 请确保机箱配置满足“机箱硬件要求” [273]中的要求。
■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特权，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手动创建 SAS 区域划分分

配。
■ 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1. 从 CLI 中访问 Sun Blade Zone Manager。
有关说明，请参见访问和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274]。

2.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将存储资源分配给 CPU 刀片服务器：

■ 方法 1：要将存储磁盘分配给 CPU 刀片服务器，请使用以下命令：

-> cd /STORAGE/sas_zoning/BLn

-> set add_storage_access=path_to_storage_disk
其中，BLn 是 CPU 刀片服务器的机箱插槽编号，path_to_storage_disk 是要分配给
CPU 刀片服务器的存储刀片磁盘的路径。
例如，要将存储刀片插槽位置 0 中的硬盘驱动器分配给机箱插槽位置 1 中的 CPU 刀
片服务器，应键入：
-> set add_storage_access=/CH/BL1/HDD0.

■ 方法 2：要将 CPU 刀片服务器分配给存储资源，请键入：

-> cd /STORAGE/sas_zoning/BLn/HDDn

-> set add_host_access=path_to_blade_server
其中，BLn 是 CPU 刀片服务器的机箱插槽位置，HDDn 是硬盘驱动器的存储刀片插
槽位置，path_to_blade_server 是要分配给存储磁盘的 CPU 刀片服务器目标。
例如，如果要将存储刀片服务器内的硬盘驱动器分配给机箱中的 CPU 刀片服务器，
应键入：
-> cd /STORAGE/sas_zoning/BL1/HDD0
-> set add_host_access=/CH/BL0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这些命令设置插槽 1 中存储刀片上的存储设备和插槽 0 中服务
器刀片上的存储设备之间的区域划分分配。

■ 方法 1－用于将存储资源分配给 CPU 刀片服务器的命令示例：

CLI 命令语法示例 说明

-> cd /STORAGE/sas_zoning/BL0

-> set add_storage_access=/CH/BL1/HDD0

1. 使用第一个命令语法示例可访问要为
其分配存储资源的 CPU 刀片服务器。

2. 使用第二个命令语法示例可将存储刀
片服务器 (BL1) 中的存储模块 (HD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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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命令语法示例 说明

-> set add_storage_access=/CH/BL1/HDD0,/CH/BL1/HDD1

-> show

/STORAGE/sas_zoning/BL0

Targets:

0 (/CH/BL1/HDD0)

1 (/CH/BL1/HDD1)

分配给机箱插槽 0 中的主机 CPU 刀片
服务器 (BL0)。

3. 或者，也可以使用第三个命令语法在
一个命令行中分配多个设备。确保指
定存储资源的完整路径并在每个资源
之间使用逗号进行分隔（无空格）。

4. 使用 show 命令可确认存储分配是否已
保存到 CPU 刀片服务器（/CH/BL1/
HD0 和 CH/BL1/HDD1）。

■ 方法 2－用于将 CPU 服务器刀片 (BL0) 分配给存储刀片资源 (BL1/HDD0) 的命令示
例：

CLI 命令语法示例 说明

-> cd /STORAGE/sas_zoning/BL1/HDD0

-> set add_host_access=/CH/BL0

-> show

/STORAGE/sas_zoning/BL1/HDD0

Targets:

0 (/CH/BL0)

1. 使用第一个命令语法示例可访问安装在存储刀片
服务器 (BL1/HDD0) 中的存储资源 (HDD0)。

2. 使用第二个命令语法示例可将存储资源 (HDD0)
分配给主机 CPU 刀片服务器 (BL0)。

3. 使用 show 命令可确认是否已将存储分配保存到
正确的 CPU 刀片服务器 (/CH/BL0)。

3. 备份新保存的服务器存储组。

相关信息

■ “备份和恢复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273]
■ 手动创建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CLI) [286]
■ Sun Blade 6000 模块化系统文档

管理现有的 SAS-2 存储资源分配

通过 Oracle ILOM 中的 Sun Blade Zone Manager，您可以采用以下方式管理机箱存储
资源的现有分配：

■ 查看现有的 CPU 刀片服务器存储分配 (Web) [288]
■ 修改现有的刀片组分配 (Web) [290]
■ 查看和修改现有的存储分配 (CLI)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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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现有的 CPU 刀片服务器存储分配 (Web)

开始之前

■ 需要具有 Admin (a) 角色特权，才能在 Oracle ILOM 中查看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分配。

■ 必须启用 Oracle ILOM 中的 Sun Blade Zone Manager。

1. 访问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并单击 "Detailed Setup"。
有关访问 Sun Blade Zone Manager 的说明，请参见访问和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274]。

此时将出现 "Zoning Config" 对话框，其中显示当前的机箱存储分配。

2. 要查看选定 CPU 刀片服务器的所有资源分配，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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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择一个 CPU 刀片服务器插槽。
对于本示例，选择了插槽 0。

b.    向下滚动到 "Current Assignments" 表。
"Current Assignments" 表中显示当前分配给选定 CPU 刀片服务器的所有存储资
源。

3. 要同时查看选定 CPU 刀片服务器的 "Current Assignments" 表以及其他机箱 CPU 刀片
服务器的资源分配，请单击 "Detach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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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离的 "Current Assignments" 表将显示在单独的对话框中。

相关信息

■ 修改现有的刀片组分配 (Web) [290]
■ “重要 SAS 区域划分分配注意事项 ” [272]
■ 手动创建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CLI) [286]
■ Sun Blade 6000 模块化系统文档

修改现有的刀片组分配 (Web)
开始之前 开始之前

■ 请确保机箱硬件配置满足“机箱硬件要求” [273]中所述的要求。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特权，才能修改任何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属性。
■ 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1. 要访问 Sun Blade Zone Manager，请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SAS Zoning"。
此时将显示 "SAS Zoning" 页面。

2. 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部分中，单击 "Detailed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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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出现 "Zoning Config" 对话框，在以颜色编码的组中显示现有存储分配。

注 - 未安装存储设备的所有 HDD 插槽均标记为 "empty"。空的 HDD 插槽不会分配给
CPU 刀片服务器。

3. 要修改某个刀片存储组的存储分配，请选择该组中的一个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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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Blade Zone Manager 在 "Zoning Config" 对话框中突出显示已分配给刀片存储组的
存储。

4. 要修改已分配给选定刀片存储组的存储资源，请单击 "Modify Group"。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将突出显示选定刀片存储组（其中包括当前已分配给 CPU 刀
片服务器的存储资源）。

5. 对选定组执行以下一项或多项存储修改操作：

■ 要删除已分配给选定刀片存储组的存储资源，请单击要删除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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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下图说明将 HDD 4-7 作为选定资源从插槽 1 中的 CPU 刀片服务器中删除。

■ 要将其他存储资源分配给刀片存储组，请单击颜色编码组外部的要添加的任何存储
资源。

6. 要应用对选定刀片存储组分配所做的修改，请单击 "Save"。

7. 备份已保存的最近修改的资源分配。

相关信息

■ “重要 SAS 区域划分分配注意事项 ” [272]
■ “备份和恢复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273]
■ 查看和修改现有的存储分配 (CLI) [294]
■ Sun Blade 6000 模块化系统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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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和修改现有的存储分配 (CLI)

开始之前

■ 请确保机箱硬件配置满足“机箱硬件要求” [273]中的要求。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特权，才能查看和修改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属性。
■ 必须在 Oracle ILOM 中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1. 从 CLI 中访问 Sun Blade Zone Manager。
请参见访问和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274]。

2. 要查看已分配给 CPU 刀片服务器的存储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查看 CPU 刀片服务器的存储分配，请使用 show 命令，后跟 /STORAGE/
sas_zoning/BLn 目标。例如：

-> show /STORAGE/sas_zoning/BL0 
 

   Targets: 

      0     (/CH/BL2/HDD0)

      1     (/CH/BL2/HDD1)

在此示例中，当前安装在机箱插槽 2 的存储刀片服务器中的 HDD0 和 HDD1 已分
配给机箱插槽 0 中的 CPU 刀片服务器。

■ 要查看存储刀片资源的分配位置，请使用 show 命令，后跟 /STORAGE/BLn/HDDn 目
标。例如：

-> show /STORAGE/BL2/HDD0
 

   Targets: 

      0     (/CH/BL0)

 

-> show /STORAGE/BL2/HDD1
 

   Targets:  

      0     (/CH/BL0) 

在此示例中，安装在机箱插槽 2 的存储刀片服务器中的资源 HDD0 和 HDD1 已分
配给机箱插槽 0 中的 CPU 刀片服务器。

3. 要修改存储分配，请执行以下方法之一：
方法 1：添加或取消分配每个 CPU 刀片服务器的存储资源。

■ 要将存储资源分配给 CPU 刀片服务器，请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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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STORAGE/sas_zoning/BLn -> set add_storage_access=path_to_storage_device
其中，BLn 是 CPU 刀片服务器机箱插槽位置，path_to_storage_device 是存储刀片
资源的路径。

■ 要从 CPU 刀片服务器中取消存储资源分配，请键入：

-> cd /STORAGE/sas_zoning/BLn -> set remove_storage_access=path_to_storage_device
其中，BLn 是 CPU 刀片服务器机箱插槽位置，path_to_storage_device 是存储刀片
服务器上资源的路径。例如 /CH/BL1/HDD0。

方法 2：添加或取消分配对存储设备的服务器刀片访问。

■ 要将 CPU 刀片服务器分配给存储资源，请键入：

-> cd /STORAGE/sas_zoning/BLn/HDDn

-> set add_host_access=path_to_blade_server
■ 要取消分配对存储设备的主机服务器刀片访问，请键入：

-> cd /STORAGE/sas_zoning/BLn/HDDn

-> set remove_host_access=path_to_blade_server

其中，BLn 是存储刀片服务器机箱插槽位置，HDDn 是存储资源插槽位
置，path_to_blade_server 是要分配或取消分配资源的 CPU 刀片服务器的机箱插槽位
置。例如 /CH/BL0。

注 - 您也可以在单个命令行中添加或取消分配多个存储设备。为此，请指定资
源的完整路径并在每个资源之间使用逗号进行分隔（无空格）。例如：-> set
add_storage_access=/CH/BL1/HDD0,/CH/BL1/HDD1

4. 备份刀片存储组分配。

相关信息

■ “重要 SAS 区域划分分配注意事项 ” [272]
■ “备份和恢复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273]
■ 手动创建 SAS-2 区域划分分配 (CLI) [286]
■ Sun Blade 6000 模块化系统文档

将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分配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要清除所有保存的 Sun Blade Zone Manager 机箱存储分配并以出厂默认值启动 Sun
Blade Zone Manager，请执行以下过程之一。

■ 将区域划分分配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Web)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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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区域划分分配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CLI)  [296]

将区域划分分配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Web)

开始之前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特权，才能修改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属性。

注意 - 仅当要清除 Oracle ILOM 中当前保存的所有 SAS 区域划分分配时，才使用此过
程。

1. 要访问 CMM Web 界面中的 "Sun Blade Zone Manager" 页面，请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SAS Zoning"。
如果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处于启用状态，"Sun Blade Zone Manager" 页面中的
"Zoning Reset" 部分将显示 "Reset All" 按钮。

2. 要清除保存的所有资源分配并将 Sun Blade Zone Manager 重置为出厂默认值，请单击
"Reset All"。

将区域划分分配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CLI)

开始之前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特权，才能修改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属性。

注意 - 仅当要清除 Oracle ILOM 中当前保存的所有 SAS 区域划分分配时，才使用此过
程。

1. 在 CMM CLI 中使用以下命令导航至 /STORAGE/sas_zoning：
-> cd /STORAGE/sas_zoning

2. 要清除保存的所有资源分配并将 Sun Blade Zone Manager 重置为出厂默认值，请键
入：
-> set reset_access_action=true

如果已禁用 Zone Manager，则会显示以下警告：

set: The CMM is not the SAS Zone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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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收到此消息，请启用 Zone Manager，并重新发出重置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见访问和启用 Sun Blade Zone Manager  [274]。

将第三方带内管理的区域划分密码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如果要使用第三方带内区域管理应用程序来管理机箱级别存储设备的存储分配，并需要
将区域划分管理密码重置为出厂默认值，请执行以下过程之一。

■ 重置区域划分密码 (Web) [297]
■ 重置区域划分密码 (CLI) [297]

重置区域划分密码 (Web)

开始之前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特权，才能修改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属性。

注意 - 仅当不使用 Oracle ILOM Zone Manager 而改用第三方带内管理应用程序来管理
机箱存储分配时，才使用此过程。

1. 要验证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在 CMM Web 界面中是否处于禁用状态，请单击
"System Management" > "SAS Zoning"。
此时将显示 "Sun Blade Zone Manager" 页面。

如果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处于禁用状态，则 "In-band Zoning Manager" 部分中将
显示用于重置密码的选项。

2. 要将区域划分密码重置为默认值（全为零），请单击 "Reset"。

重置区域划分密码 (CLI)

开始之前

■ 需要在 Oracle ILOM 中具有 Admin (a) 角色特权，才能修改 Sun Blade Zone
Manager 属性。

注意 - 仅当不使用 Oracle ILOM Zone Manager 而改用第三方带内管理应用程序来管理
机箱存储分配时，才使用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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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以下命令导航到 /STORAGE/sas_zoning：
-> cd /STORAGE/sas_zoning

2. 要重置当前区域划分密码，请键入：
-> set reset_password_action=true

密码将设置为默认值（全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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