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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文档

本文档提供了 Oracle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的配置和管理信息。本文
档的目标读者是具有丰富的类似产品经验的技术人员、系统管理员以及经授权的服务提
供商。

■ “产品说明” [9]
■ “相关文档” [9]
■ “反馈” [10]
■ “获得 Oracle 支持” [10]

产品说明

有关此产品的最新发布的信息和已知问题，请参阅产品说明，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M5-32/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M6-32/docs

相关文档

文档 链接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 http://www.oracle.com/goto/M5-32/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M6-32/docs

Oracle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ILOM)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Oracle Solaris 11 O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Oracle VTS http://www.oracle.com/goto/VTS/docs

所有 Oracle 产品 http://docs.oracle.com

http://www.oracle.com/goto/M5-32/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M6-32/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M5-32/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M6-32/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VTS/docs
http://docs.ora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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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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 Oracle 支持

Oracle 客户可通过 My Oracle Support 获得电子支持。有关信息，请访问 http://
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如果您听力受损，请
访问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http://www.oracle.com/goto/docfeedback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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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系统体系结构

下列主题介绍了服务器体系结构，并提供了常规配置准则以及可用于管理服务器的工具
的概述。

■ “体系结构概述” [11]
■ “PDomain 类型” [12]
■ “了解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13]
■ “了解到内部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 [39]
■ “了解内部驱动器设备路径” [45]
■ “了解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70]
■ “了解配置准则” [81]

相关信息

■ 了解系统管理资源
■ 配置域组件

体系结构概述
可以将此服务器配置为至少包含一个、至多包含四个物理域 (physical domain,
PDomain)。每个 PDomain 都有其自己的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及其自己的一组风扇
和 I/O 板。每个 PDomain 都作为独立的服务器运行，其硬件与机箱中的其他 PDomain
完全隔离。

注 - 默认情况下，服务器配置有单个 PDomain，该 PDomain 具有位于 IOBO 上的
Oracle Solaris 引导磁盘。每个 IOB 都有其自己的引导磁盘（每个 IOB 上的最低编号磁
盘）。这样可以确保在将平台重新配置为具有多个 PDomain 时，每个 PDomain 上都具
有 Oracle Solaris OS 的预先安装版本。

一个 PDomain 上的硬件或软件故障不会影响机箱中的其他 PDomain。机箱中存在两
个冗余 SP（SP0 和 SP1）。其中一个 SP 作为活动 SP 主动管理机箱，而另一个 SP
作为备用 SP，在前者出现故障时承担活动 SP 角色。可以使用每个 SP 上预先安装的
Oracle ILOM 软件来远程监视和控制 P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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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具有四个域可配置单元 (Domain Configurable Unit, DCU)，它们是 PDomain 的
生成块。必须配置具有至少一个 DCU 的 PDomain，但是单个 PDomain 可以包含至多
四个 DCU。每个 DCU 具有四个 CPU 内存单元 (CPU Memory Unit, CMU)，该单元具
有两个内存板和两个 CPU 内存处理器 (CPU Memory Processor, CMP)。每个 DCU 由
其自己的 SP 代理 (SP Proxy, SPP) 进行管理，该代理监视环境传感器并管理 DCU 内
的 CMU、内存控制器和 DIMM。活动 SP 和 SPP 通过专用 VLAN 进行通信来管理系
统。

每个 PDomain 上的一个 SPP 标识为 PDomain-SPP，管理其 PDomain 的任
务。PDomain-SPP 还托管 PDomain 的 rKVMS 服务。如果 PDomain 具有多个 DCU，
仅使用 PDomain-SPP 上的 rKVMS 服务。

相关信息

■ “PDomain 类型” [12]
■ “了解配置准则” [81]
■ 配置域组件
■ “管理 SP” [152]

PDomain 类型

可以配置 PDomain 或有边界 PDomain。指定的类型可能会影响系统性能和可用性。

■ PDomain。与 PDomain 实例共享的所有 DCU 通信。如果可伸缩性切换板
(Scalability SwitchBoard, SSB) 发生故障，将影响可用性。因为这种类型的域至多
可以分配有四个 DCU，所以其可用于最多 32 个 CMP 的配置中。
默认情况下使用这种方式配置此服务器中的 PDomain。

■ 有边界 PDomain。在单个 DCU 内进行通信，其将延迟降到最低并且不受 SSB 可
用性影响。因为这种类型的域仅能分配有一个 DCU，所以其只能用于具有 8 个
CMP（或更少）的配置中。

某些服务器资源由 PDomain 共享，而其他资源可以分配给单个 PDomain，以便在其处
于未分配状态后供其独占使用，此时其可分配给其他 PDomain。

有关物理域的动画概述，请参阅《Physical Domains and Multilayered Virtualization in
Oracle's SPARC M5-32 and SPARC M6-32 Servers》。可从以下网址获取此动画：

http://youtu.be/VkFu6-PezHM

相关信息

■ “PDomain 准则” [81]

http://youtu.be/VkFu6-Pez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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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物理域” [159]
■ “指定 PDomain 类型” [160]

了解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根联合体是为 PCIe I/O 结构提供基础的 CMP 电路。每个 PCIe I/O 结构包含 PCIe 交换
机、PCIe 插槽以及与根联合体关联的叶设备。了解 PCIe 根联合体与 PCIe I/O 结构的
关系，可以在配置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逻辑域时帮助您正确分配设备。

此服务器中有 64 个根联合体（每个 DCU 16 个）。有关重新配置分配给特定 IOU 上的
PCIe 插槽的 I/O 路径以及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ldm 命令标识根联合体的
信息，请参见“管理 IOU 和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170]。

下列主题介绍了 PCIe 交换机的行为，提供了示例配置并列出了服务器中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的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 “控制域和保留的根联合体” [13]
■ “PCIe 通信和路径” [14]
■ “完全填充的默认配置” [14]
■ “半填充的配置” [15]
■ “了解 PCIe 插槽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6]
■ “PCIe 设备根联合体故障转移行为” [36]

相关信息

■ “了解内部驱动器设备路径” [45]
■ “了解配置准则” [81]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1 管理指南》，网址为：http://

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控制域和保留的根联合体
控制域必须拥有自己的根联合体 pci_1、pci_17、pci_33 和 pci_49。如果将根联合体
分配给非主域，则 FMA 故障代理将失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FMA 故障代理和保留
的根联合体” [179]。

相关信息

■ “专用 SP 互连属性命令” [178]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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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A 故障代理和保留的根联合体” [179]

PCIe 通信和路径

PCIe I/O 路径从 CMP 根联合体开始，通过 PCIe 交换机到目标 PCIe 插槽和/或 EMS
卡。每个 CMP 提供两个根联合体，从而其可以连接到两个 PCIe 交换机。每个 PCIe
交换机连接到两个根联合体。在理想配置中，在所有组件都存在和运行的情况下，两个
CMP 连接到每个 PCIe 交换机，而该交换机分为具有独立通信通道的两个虚拟交换机。
此配置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 I/O 带宽。

如果出现故障或缺少 CMP（以及关联的根联合体），PCIe 交换机将合并为单个交换
机，从而其余根联合体为所有下游端口提供服务。此配置可以实现最好的 I/O 连通性。

只要配置中的硬件组件没有更改，I/O 路径将在引导或重置后保持一致。如果存在的
CMP 数量发生更改（例如，如果添加或删除了 CMP），一些 I/O 路径可能会更改。

相关信息

■ “完全填充的默认配置” [14]
■ “半填充的配置” [15]
■ “了解 PCIe 插槽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6]
■ “PCIe 设备根联合体故障转移行为” [36]

完全填充的默认配置

此图显示了完全填充的 DCU0 的默认 PCIe I/O 结构。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通过
PCIe I/O 交换机结构路由到其根联合体。例如，PCIe 插槽 4 将路由至 pci_10 根联合
体，EMS 插槽 3 将路由至 pci_4 根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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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PCIe 通信和路径” [14]
■ “半填充的配置” [15]
■ “了解 PCIe 插槽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6]
■ “PCIe 设备根联合体故障转移行为” [36]

半填充的配置

在包含两个 CMU 的半填充 DCU 配置中，CMU 必须安装在位置 CMU0 和 CMU3 中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 I/O 连通性。通过此配置，半填充的 DCU 仍可以使用所有 PCIe 和
EMS 插槽。

此图显示了半填充的 DCU0，其中仅包含 CMU0 和 CMU3。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
通过 PCIe I/O 交换机结构路由到其根联合体。与完全填充的 DCU 相比，一些 PCIe 和
EMS 插槽路由至不同的根联合体。例如，PCIe 插槽 4 将路由至 pci_0 根联合体，EMS
插槽 3 将路由至 pci_14 根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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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PCIe 通信和路径” [14]
■ “完全填充的默认配置” [14]
■ “了解 PCIe 插槽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6]
■ “PCIe 设备根联合体故障转移行为” [36]

了解 PCIe 插槽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下列主题列出了每个 DCU 中 PCIe 和 EMS 插槽的根联合体名称和 Oracle Solaris OS
设备路径。

■ “了解 DCU0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7]
■ “了解 DCU1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21]
■ “了解 DCU2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26]
■ “了解 DCU3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31]

相关信息

■ “PCIe 通信和路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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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填充的默认配置” [14]
■ “半填充的配置” [15]
■ “PCIe 设备根联合体故障转移行为” [36]

了解 DCU0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DCU0 中的 16 个根联合体编号为从 pci_0 到 pci_15，但并非处于连续顺序。下列主
题列出了完全填充和半填充的 DCU0 中 PCIe 和 EMS 插槽的根联合体名称和 Oracle
Solaris OS 设备路径。

■ “DCU0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17]
■ “完全填充的 DCU0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18]
■ “半填充的 DCU0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20]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1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21]
■ “了解 DCU2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26]
■ “了解 DCU3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31]

DCU0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此图显示了 DCU0 PCIe 和 EMS 插槽的物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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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DCU1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22]
■ “DCU2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27]
■ “DCU3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32]

完全填充的 DCU0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在完全填充的默认配置中，完全填充的 DCU0 中从每个根联合体到 PCIe 和 EMS 插槽
的 PCIe I/O 结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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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列出了完全填充的 DCU0 中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的信息。

插槽 根联合体 CMU 编号/CMP 编号 设备路径 FRU 路径

PCIe 1 pci_11 CMU1/CMP1 /pci@5c0/pci@1/pci@0/pci@8 /SYS/IOU0/PCIE1

PCIe 2 pci_1 CMU0/CMP0 /pci@340/pci@1/pci@0/pci@2 /SYS/IOU0/PCIE2

PCIe 3 pci_0 CMU0/CMP0 /pci@300/pci@1/pci@0/pci@6 /SYS/IOU0/PCIe3

PCIe 4 pci_10 CMU1/CMP1 /pci@580/pci@1/pci@0/pci@4 /SYS/IOU0/PCIE4

PCIe 5 pci_2 CMU0/CMP1 /pci@380/pci@1/pci@0/pci@8 /SYS/IOU0/PCIE5

PCIe 6 pci_8 CMU1/CMP0 /pci@500/pci@1/pci@0/pci@2 /SYS/IOU0/PCIE6

PCIe 7 pci_9 CMU1/CMP0 /pci@540/pci@1/pci@0/pci@6 /SYS/IOU0/PCIE7

PCIe 8 pci_3 CMU0/CMP1 /pci@3c0/pci@1/pci@0/pci@4 /SYS/IOU0/PCIE8

PCIe 9 pci_15 CMU3/CMP1 /pci@6c0/pci@1/pci@0/pci@8 /SYS/IOU0/PCIE9

PCIe 10 pci_5 CMU2/CMP0 /pci@440/pci@1/pci@0/pci@2 /SYS/IOU0/PCIE10

PCIe 11 pci_4 CMU2/CMP0 /pci@400/pci@1/pci@0/pci@6 /SYS/IOU0/PCIE11

PCIe 12 pci_14 CMU3/CMP0 /pci@680/pci@1/pci@0/pci@4 /SYS/IOU0/PCIE12

PCIe 13 pci_6 CMU2/CMP1 /pci@480/pci@1/pci@0/pci@8 /SYS/IOU0/PCIE13

PCIe 14 pci_12 CMU3/CMP0 /pci@600/pci@1/pci@0/pci@2 /SYS/IOU0/PCI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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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槽 根联合体 CMU 编号/CMP 编号 设备路径 FRU 路径

PCIe 15 pci_13 CMU3/CMP0 /pci@640/pci@1/pci@0/pci@6 /SYS/IOU0/PCIE15

PCIe 16 pci_7 CMU2/CMP1 /pci@4c0/pci@1/pci@0/pci@4 /SYS/IOU0/PCIE16

EMS1 pci_0 CMU0/CMP0 /pci@300/pci@1/pci@0/pci@c /SYS/IOU0/EMS1

EMS2 pci_8 CMU1/CMP0 /pci@500/pci@1/pci@0/pci@0 /SYS/IOU0/EMS2

EMS3 pci_4 CMU2/CMP0 /pci@400/pci@1/pci@0/pci@c /SYS/IOU0/EMS3

EMS4 pci_12 CMU3/CMP0 /pci@600/pci@1/pci@0/pci@0 /SYS/IOU0/EMS4

相关信息

■ “DCU0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17]
■ “半填充的 DCU0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20]

半填充的 DCU0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在半填充的默认配置中，半填充的 DCU0 中从每个根联合体到 PCIe 和 EMS 插槽的
PCIe I/O 结构路径。半填充的 DCU0 仅包含 CMU0 和 CMU3。

此表列出了半填充的 DCU0 中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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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槽 根联合体 CMU 编号/CMP 编号 设备路径 FRU 路径

PCIe 1 pci_1 CMU0/CMP0 /pci@340/pci@1/pci@0/pci@8 /SYS/IOU0/PCIE1

PCIe 2 pci_1 CMU0/CMP0 /pci@340/pci@1/pci@0/pci@2 /SYS/IOU0/PCIE2

PCIe 3 pci_0 CMU0/CMP0 /pci@300/pci@1/pci@0/pci@6 /SYS/IOU0/PCIE3

PCIe 4 pci_0 CMU0/CMP0 /pci@300/pci@1/pci@0/pci@4 /SYS/IOU0/PCIE4

PCIe 5 pci_2 CMU0/CMP1 /pci@380/pci@1/pci@0/pci@8 /SYS/IOU0/PCIE5

PCIe 6 pci_2 CMU0/CMP1 /pci@380/pci@1/pci@0/pci@2 /SYS/IOU0/PCIE6

PCIe 7 pci_3 CMU0/CMP1 /pci@3c0/pci@1/pci@0/pci@6 /SYS/IOU0/PCIE7

PCIe 8 pci_3 CMU0/CMP1 /pci@3c0/pci@1/pci@0/pci@4 /SYS/IOU0/PCIE8

PCIe 9 pci_15 CMU3/CMP1 /pci@6c0/pci@1/pci@0/pci@8 /SYS/IOU0/PCIE9

PCIe 10 pci_15 CMU3/CMP1 /pci@6c0/pci@1/pci@0/pci@2 /SYS/IOU0/PCIE10

PCIe 11 pci_14 CMU3/CMP1 /pci@680/pci@1/pci@0/pci@6 /SYS/IOU0/PCIE11

PCIe 12 pci_14 CMU3/CMP1 /pci@680/pci@1/pci@0/pci@4 /SYS/IOU0/PCIE12

PCIe 13 pci_12 CMU3/CMP0 /pci@600/pci@1/pci@0/pci@8 /SYS/IOU0/PCIE13

PCIe 14 pci_12 CMU3/CMP0 /pci@600/pci@1/pci@0/pci@2 /SYS/IOU0/PCIE14

PCIe 15 pci_13 CMU3/CMP0 /pci@640/pci@1/pci@0/pci@6 /SYS/IOU0/PCIE15

PCIe 16 pci_13 CMU3/CMP0 /pci@640/pci@1/pci@0/pci@4 /SYS/IOU0/PCIE16

EMS1 pci_0 CMU0/CMP0 /pci@300/pci@1/pci@0/pci@c /SYS/IOU0/EMS1

EMS2 pci_2 CMU0/CMP1 /pci@380/pci@1/pci@0/pci@0 /SYS/IOU0/EMS2

EMS3 pci_14 CMU3/CMP1 /pci@680/pci@1/pci@0/pci@c /SYS/IOU0/EMS3

EMS4 pci_12 CMU3/CMP0 /pci@600/pci@1/pci@0/pci@0 /SYS/IOU0/EMS4

相关信息

■ “DCU0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17]
■ “完全填充的 DCU0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18]

了解 DCU1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DCU1 中的 16 个根联合体编号为从 pci_16 到 pci_31，但并非处于连续顺序。下列主
题列出了完全填充和半填充的 DCU1 中 PCIe 和 EMS 插槽的根联合体名称和 Oracle
Solaris OS 设备路径。

■ “DCU1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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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填充的 DCU1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23]
■ “半填充的 DCU1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25]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0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7]
■ “了解 DCU2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26]
■ “了解 DCU3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31]
■ 标识设备的根联合体 [172]

DCU1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此图显示了 DCU1 PCIe 和 EMS 插槽的物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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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DCU0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17]
■ “DCU2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27]
■ “DCU3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32]

完全填充的 DCU1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下图显示了完全填充的 DCU1 中从每个根联合体到 PCIe 和 EMS 插槽的 PCIe I/O 结构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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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列出了完全填充的 DCU1 中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的信息。

插槽 根联合体 CMU 编号/CMP 编号 设备路径 FRU 路径

PCIe 1 pci_27 CMU5/CMP1 /pci@9c0/pci@1/pci@0/pci@8 /SYS/IOU1/PCIE1

PCIe 2 pci_17 CMU4/CMP0 /pci@740/pci@1/pci@0/pci@2 /SYS/IOU1/PCIE2

PCIe 3 pci_16 CMU4/CMP0 /pci@700/pci@1/pci@0/pci@6 /SYS/IOU1/PCIE3

PCIe 4 pci_26 CMU5/CMP1 /pci@980/pci@1/pci@0/pci@4 /SYS/IOU1/PCIE4

PCIe 5 pci_18 CMU4/CMP1 /pci@780/pci@1/pci@0/pci@8 /SYS/IOU1/PCIE5

PCIe 6 pci_24 CMU5/CMP0 /pci@900/pci@1/pci@0/pci@2 /SYS/IOU1/PCIE6

PCIe 7 pci_25 CMU5/CMP0 /pci@940/pci@1/pci@0/pci@6 /SYS/IOU1/PCIE7

PCIe 8 pci_19 CMU4/CMP1 /pci@7c0/pci@1/pci@0/pci@4 /SYS/IOU1/PCIE8

PCIe 9 pci_31 CMU7/CMP1 /pci@ac0/pci@1/pci@0/pci@8 /SYS/IOU1/PCIE9

PCIe 10 pci_21 CMU6/CMP0 /pci@840/pci@1/pci@0/pci@2 /SYS/IOU1/PCIE10

PCIe 11 pci_20 CMU6/CMP0 /pci@800/pci@1/pci@0/pci@6 /SYS/IOU1/PCIE11

PCIe 12 pci_30 CMU7/CMP0 /pci@a80/pci@1/pci@0/pci@4 /SYS/IOU1/PCIE12

PCIe 13 pci_22 CMU6/CMP1 /pci@880/pci@1/pci@0/pci@8 /SYS/IOU1/PCIE13

PCIe 14 pci_28 CMU7/CMP0 /pci@a00/pci@1/pci@0/pci@2 /SYS/IOU1/PCI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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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槽 根联合体 CMU 编号/CMP 编号 设备路径 FRU 路径

PCIe 15 pci_29 CMU7/CMP0 /pci@a40/pci@1/pci@0/pci@6 /SYS/IOU1/PCIE15

PCIe 16 pci_23 CMU6/CMP1 /pci@8c0/pci@1/pci@0/pci@4 /SYS/IOU1/PCIE16

EMS1 pci_16 CMU4/CMP0 /pci@700/pci@1/pci@0/pci@c /SYS/IOU1/EMS1

EMS2 pci_24 CMU5/CMP0 /pci@900/pci@1/pci@0/pci@0 /SYS/IOU1/EMS2

EMS3 pci_20 CMU6/CMP0 /pci@800/pci@1/pci@0/pci@c /SYS/IOU1/EMS3

EMS4 pci_28 CMU7/CMP0 /pci@a00/pci@1/pci@0/pci@0 /SYS/IOU1/EMS4

相关信息

■ “DCU1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22]
■ “半填充的 DCU1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25]

半填充的 DCU1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此图显示了半填充的 DCU1 中从每个根联合体到 PCIe 和 EMS 插槽的 PCIe I/O 结构路
径。半填充的 DCU1 仅包含 CMU4 和 CMU7。

此表列出了半填充的 DCU1 中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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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槽 根联合体 CMU 编号/CMP 编号 设备路径 FRU 路径

PCIe 1 pci_17 CMU4/CMP0 /pci@740/pci@1/pci@0/pci@8 /SYS/IOU1/PCIE1

PCIe 2 pci_17 CMU4/CMP0 /pci@740/pci@1/pci@0/pci@2 /SYS/IOU1/PCIE2

PCIe 3 pci_16 CMU4/CMP0 /pci@700/pci@1/pci@0/pci@6 /SYS/IOU1/PCIE3

PCIe 4 pci_16 CMU4/CMP0 /pci@700/pci@1/pci@0/pci@4 /SYS/IOU1/PCIE4

PCIe 5 pci_18 CMU4/CMP1 /pci@780/pci@1/pci@0/pci@8 /SYS/IOU1/PCIE5

PCIe 6 pci_18 CMU4/CMP1 /pci@780/pci@1/pci@0/pci@2 /SYS/IOU1/PCIE6

PCIe 7 pci_19 CMU4/CMP1 /pci@7c0/pci@1/pci@0/pci@6 /SYS/IOU1/PCIE7

PCIe 8 pci_19 CMU4/CMP1 /pci@7c0/pci@1/pci@0/pci@4 /SYS/IOU1/PCIE8

PCIe 9 pci_31 CMU7/CMP1 /pci@ac0/pci@1/pci@0/pci@8 /SYS/IOU1/PCIE9

PCIe 10 pci_31 CMU7/CMP1 /pci@ac0/pci@1/pci@0/pci@2 /SYS/IOU1/PCIE10

PCIe 11 pci_30 CMU7/CMP1 /pci@a80/pci@1/pci@0/pci@6 /SYS/IOU1/PCIE11

PCIe 12 pci_30 CMU7/CMP1 /pci@a80/pci@1/pci@0/pci@4 /SYS/IOU1/PCIE12

PCIe 13 pci_28 CMU7/CMP0 /pci@a00/pci@1/pci@0/pci@8 /SYS/IOU1/PCIE13

PCIe 14 pci_28 CMU7/CMP0 /pci@a00/pci@1/pci@0/pci@2 /SYS/IOU1/PCIE14

PCIe 15 pci_29 CMU7/CMP0 /pci@a40/pci@1/pci@0/pci@6 /SYS/IOU1/PCIE15

PCIe 16 pci_29 CMU7/CMP0 /pci@a40/pci@1/pci@0/pci@4 /SYS/IOU1/PCIE16

EMS1 pci_16 CMU4/CMP0 /pci@700/pci@1/pci@0/pci@c /SYS/IOU1/EMS1

EMS2 pci_18 CMU4/CMP1 /pci@780/pci@1/pci@0/pci@0 /SYS/IOU1/EMS2

EMS3 pci_30 CMU7/CMP1 /pci@a80/pci@1/pci@0/pci@c /SYS/IOU1/EMS3

EMS4 pci_28 CMU7/CMP0 /pci@a00/pci@1/pci@0/pci@0 /SYS/IOU1/EMS4

相关信息

■ “DCU1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22]
■ “完全填充的 DCU1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23]

了解 DCU2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DCU2 中的 16 个根联合体编号为从 pci_32 到 pci_47，但并非处于连续顺序。下列主
题列出了完全填充和半填充的 DCU2 中 PCIe 和 EMS 插槽的根联合体名称和 Oracle
Solaris OS 设备路径。

■ “DCU2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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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填充的 DCU2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28]
■ “半填充的 DCU2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30]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0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7]
■ “了解 DCU1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21]
■ “了解 DCU3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31]
■ 标识设备的根联合体 [172]

DCU2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此图显示了 DCU2 PCIe 和 EMS 插槽的物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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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DCU0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17]
■ “DCU1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22]
■ “DCU3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32]

完全填充的 DCU2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此图显示了完全填充的 DCU2 中从每个根联合体到 PCIe 和 EMS 插槽的 PCIe I/O 结构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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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列出了完全填充的 DCU2 中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的信息。

插槽 根联合体 CMU 编号/CMP 编号 设备路径 FRU 路径

PCIe 1 pci_43 CMU9/CMP1 /pci@dc0/pci@1/pci@0/pci@8 /SYS/IOU2/PCIE1

PCIe 2 pci_33 CMU8/CMP0 /pci@b40/pci@1/pci@0/pci@2 /SYS/IOU2/PCIE2

PCIe 3 pci_32 CMU8/CMP0 /pci@b00/pci@1/pci@0/pci@6 /SYS/IOU2/PCIE3

PCIe 4 pci_42 CMU9/CMP1 /pci@d80/pci@1/pci@0/pci@4 /SYS/IOU2/PCIE4

PCIe 5 pci_34 CMU8/CMP1 /pci@b80/pci@1/pci@0/pci@8 /SYS/IOU2/PCIE5

PCIe 6 pci_40 CMU9/CMP0 /pci@d00/pci@1/pci@0/pci@2 /SYS/IOU2/PCIE6

PCIe 7 pci_41 CMU9/CMP0 /pci@d40/pci@1/pci@0/pci@6 /SYS/IOU2/PCIE7

PCIe 8 pci_35 CMU8/CMP1 /pci@bc0/pci@1/pci@0/pci@4 /SYS/IOU2/PCIE8

PCIe 9 pci_47 CMU11/CMP1 /pci@ec0/pci@1/pci@0/pci@8 /SYS/IOU2/PCIE9

PCIe 10 pci_37 CMU10/CMP0 /pci@c40/pci@1/pci@0/pci@2 /SYS/IOU2/PCIE10

PCIe 11 pci_36 CMU10/CMP0 /pci@c00/pci@1/pci@0/pci@6 /SYS/IOU2/PCIE11

PCIe 12 pci_46 CMU11/CMP0 /pci@e80/pci@1/pci@0/pci@4 /SYS/IOU2/PCIE12

PCIe 13 pci_38 CMU10/CMP1 /pci@c80/pci@1/pci@0/pci@8 /SYS/IOU2/PCIE13

PCIe 14 pci_44 CMU11/CMP0 /pci@e00/pci@1/pci@0/pci@2 /SYS/IOU2/PCI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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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槽 根联合体 CMU 编号/CMP 编号 设备路径 FRU 路径

PCIe 15 pci_45 CMU11/CMP0 /pci@e40/pci@1/pci@0/pci@6 /SYS/IOU2/PCIE15

PCIe 16 pci_39 CMU10/CMP1 /pci@cc0/pci@1/pci@0/pci@4 /SYS/IOU2/PCIE16

EMS1 pci_32 CMU8/CMP0 /pci@b00/pci@1/pci@0/pci@c /SYS/IOU2/EMS1

EMS2 pci_40 CMU9/CMP0 /pci@d00/pci@1/pci@0/pci@0 /SYS/IOU2/EMS2

EMS3 pci_36 CMU10/CMP0 /pci@c00/pci@1/pci@0/pci@c /SYS/IOU2/EMS3

EMS4 pci_44 CMU11/CMP0 /pci@e00/pci@1/pci@0/pci@0 /SYS/IOU2/EMS4

相关信息

■ “DCU2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27]
■ “半填充的 DCU2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30]

半填充的 DCU2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此图显示了半填充的 DCU2 中从每个根联合体到 PCIe 和 EMS 插槽的 PCIe I/O 结构路
径。半填充的 DCU2 仅包含 CMU8 和 CMU11。

此表列出了半填充的 DCU2 中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的信息。



了解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了解系统体系结构 31

插槽 根联合体 CMU 编号/CMP 编号 设备路径 FRU 路径

PCIe 1 pci_33 CMU8/CMP0 /pci@b40/pci@1/pci@0/pci@8 /SYS/IOU2/PCIE1

PCIe 2 pci_33 CMU8/CMP0 /pci@b40/pci@1/pci@0/pci@2 /SYS/IOU2/PCIE2

PCIe 3 pci_32 CMU8/CMP0 /pci@b00/pci@1/pci@0/pci@6 /SYS/IOU2/PCIE3

PCIe 4 pci_32 CMU8/CMP0 /pci@b00/pci@1/pci@0/pci@4 /SYS/IOU2/PCIE4

PCIe 5 pci_34 CMU8/CMP1 /pci@b80/pci@1/pci@0/pci@8 /SYS/IOU2/PCIE5

PCIe 6 pci_34 CMU8/CMP1 /pci@b80/pci@1/pci@0/pci@2 /SYS/IOU2/PCIE6

PCIe 7 pci_35 CMU8/CMP1 /pci@bc0/pci@1/pci@0/pci@6 /SYS/IOU2/PCIE7

PCIe 8 pci_35 CMU8/CMP1 /pci@bc0/pci@1/pci@0/pci@4 /SYS/IOU2/PCIE8

PCIe 9 pci_47 CMU11/CMP1 /pci@ec0/pci@1/pci@0/pci@8 /SYS/IOU2/PCIE9

PCIe 10 pci_47 CMU11/CMP1 /pci@ec0/pci@1/pci@0/pci@2 /SYS/IOU2/PCIE10

PCIe 11 pci_46 CMU11/CMP1 /pci@e80/pci@1/pci@0/pci@6 /SYS/IOU2/PCIE11

PCIe 12 pci_46 CMU11/CMP1 /pci@e80/pci@1/pci@0/pci@4 /SYS/IOU2/PCIE12

PCIe 13 pci_44 CMU11/CMP0 /pci@e00/pci@1/pci@0/pci@8 /SYS/IOU2/PCIE13

PCIe 14 pci_44 CMU11/CMP0 /pci@e00/pci@1/pci@0/pci@2 /SYS/IOU2/PCIE14

PCIe 15 pci_45 CMU11/CMP0 /pci@e40/pci@1/pci@0/pci@6 /SYS/IOU2/PCIE15

PCIe 16 pci_45 CMU11/CMP0 /pci@e40/pci@1/pci@0/pci@4 /SYS/IOU2/PCIE16

EMS1 pci_32 CMU8/CMP0 /pci@b00/pci@1/pci@0/pci@c /SYS/IOU2/EMS1

EMS2 pci_34 CMU8/CMP1 /pci@b80/pci@1/pci@0/pci@0 /SYS/IOU2/EMS2

EMS3 pci_46 CMU11/CMP1 /pci@e80/pci@1/pci@0/pci@c /SYS/IOU2/EMS3

EMS4 pci_44 CMU11/CMP0 /pci@e00/pci@1/pci@0/pci@0 /SYS/IOU2/EMS4

相关信息

■ “DCU2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27]
■ “完全填充的 DCU2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28]

了解 DCU3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DCU3 中的 16 个根联合体编号为从 pci_48 到 pci_63，但并非处于连续顺序。下列主
题列出了完全填充和半填充的 DCU3 中 PCIe 和 EMS 插槽的根联合体名称和 Oracle
Solaris OS 设备路径。

■ “DCU3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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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填充的 DCU3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33]
■ “半填充的 DCU3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35]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0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7]
■ “了解 DCU1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21]
■ “了解 DCU2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26]
■ 标识设备的根联合体 [172]

DCU3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此图显示了 DCU3 PCIe 和 EMS 插槽的物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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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DCU0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17]
■ “DCU1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22]
■ “DCU2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27]

完全填充的 DCU3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此图显示了完全填充的 DCU3 中从每个根联合体到 PCIe 和 EMS 插槽的 PCIe I/O 结构
路径。



了解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34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 • 2014 年 12 月

此表列出了完全填充的 DCU3 中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的信息。

插槽 根联合体 CMU 编号/CMP 编号 设备路径 FRU 路径

PCIe 1 pci_59 CMU13/CMP1 /pci@11c0/pci@1/pci@0/pci@8 /SYS/IOU3/PCIE1

PCIe 2 pci_49 CMU12/CMP0 /pci@f40/pci@1/pci@0/pci@2 /SYS/IOU3/PCIE2

PCIe 3 pci_48 CMU12/CMP0 /pci@f00/pci@1/pci@0/pci@6 /SYS/IOU3/PCIE3

PCIe 4 pci_58 CMU13/CMP1 /pci@1180/pci@1/pci@0/pci@4 /SYS/IOU3/PCIE4

PCIe 5 pci_50 CMU12/CMP1 /pci@f80/pci@1/pci@0/pci@8 /SYS/IOU3/PCIE5

PCIe 6 pci_56 CMU13/CMP0 /pci@1100/pci@1/pci@0/pci@2 /SYS/IOU3/PCIE6

PCIe 7 pci_57 CMU13/CMP0 /pci@1140/pci@1/pci@0/pci@6 /SYS/IOU3/PCIE7

PCIe 8 pci_51 CMU12/CMP1 /pci@fc0/pci@1/pci@0/pci@4 /SYS/IOU3/PCIE8

PCIe 9 pci_63 CMU15/CMP1 /pci@12c0/pci@1/pci@0/pci@8 /SYS/IOU3/PCIE9

PCIe 10 pci_53 CMU14/CMP0 /pci@1040/pci@1/pci@0/pci@2 /SYS/IOU3/PCIE10

PCIe 11 pci_52 CMU14/CMP0 /pci@1000/pci@1/pci@0/pci@6 /SYS/IOU3/PCIE11

PCIe 12 pci_62 CMU15/CMP0 /pci@1280/pci@1/pci@0/pci@4 /SYS/IOU3/PCIE12

PCIe 13 pci_54 CMU14/CMP1 /pci@1080/pci@1/pci@0/pci@8 /SYS/IOU3/PCIE13

PCIe 14 pci_60 CMU15/CMP0 /pci@1200/pci@1/pci@0/pci@2 /SYS/IOU3/PCI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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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槽 根联合体 CMU 编号/CMP 编号 设备路径 FRU 路径

PCIe 15 pci_61 CMU15/CMP0 /pci@1240/pci@1/pci@0/pci@6 /SYS/IOU3/PCIE15

PCIe 16 pci_55 CMU14/CMP1 /pci@10c0/pci@1/pci@0/pci@4 /SYS/IOU3/PCIE16

EMS1 pci_48 CMU12/CMP0 /pci@f00/pci@1/pci@0/pci@c /SYS/IOU3/EMS1

EMS2 pci_56 CMU13/CMP0 /pci@1100/pci@1/pci@0/pci@0 /SYS/IOU3/EMS2

EMS3 pci_52 CMU14/CMP0 /pci@1000/pci@1/pci@0/pci@c /SYS/IOU3/EMS3

EMS4 pci_60 CMU15/CMP0 /pci@1200/pci@1/pci@0/pci@0 /SYS/IOU3/EMS4

相关信息

■ “DCU3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32]
■ “半填充的 DCU3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35]

半填充的 DCU3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此图显示了半填充的 DCU3 中从每个根联合体到 PCIe 和 EMS 插槽的 PCIe I/O 结构路
径。半填充的 DCU3 仅包含 CMU12 和 CMU15。

此表列出了半填充的 DCU3 中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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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槽 根联合体 CMU 编号/CMP 编号 设备路径 FRU 路径

PCIe 1 pci_49 CMU12/CMP0 /pci@f40/pci@1/pci@0/pci@8 /SYS/IOU3/PCIE1

PCIe 2 pci_49 CMU12/CMP0 /pci@f40/pci@1/pci@0/pci@2 /SYS/IOU3/PCIE2

PCIe 3 pci_48 CMU12/CMP0 /pci@f00/pci@1/pci@0/pci@6 /SYS/IOU3/PCIE3

PCIe 4 pci_48 CMU12/CMP0 /pci@f00/pci@1/pci@0/pci@4 /SYS/IOU3/PCIE4

PCIe 5 pci_50 CMU12/CMP1 /pci@f80/pci@1/pci@0/pci@8 /SYS/IOU3/PCIE5

PCIe 6 pci_50 CMU12/CMP1 /pci@f80/pci@1/pci@0/pci@2 /SYS/IOU3/PCIE6

PCIe 7 pci_51 CMU12/CMP1 /pci@fc0/pci@1/pci@0/pci@6 /SYS/IOU3/PCIE7

PCIe 8 pci_51 CMU12/CMP1 /pci@fc0/pci@1/pci@0/pci@4 /SYS/IOU3/PCIE8

PCIe 9 pci_63 CMU15/CMP1 /pci@12c0/pci@1/pci@0/pci@8 /SYS/IOU3/PCIE9

PCIe 10 pci_63 CMU15/CMP1 /pci@12c0/pci@1/pci@0/pci@2 /SYS/IOU3/PCIE10

PCIe 11 pci_62 CMU15/CMP1 /pci@1280/pci@1/pci@0/pci@6 /SYS/IOU3/PCIE11

PCIe 12 pci_62 CMU15/CMP1 /pci@1280/pci@1/pci@0/pci@4 /SYS/IOU3/PCIE12

PCIe 13 pci_60 CMU15/CMP0 /pci@1200/pci@1/pci@0/pci@8 /SYS/IOU3/PCIE13

PCIe 14 pci_60 CMU15/CMP0 /pci@1200/pci@1/pci@0/pci@2 /SYS/IOU3/PCIE14

PCIe 15 pci_61 CMU15/CMP0 /pci@1240/pci@1/pci@0/pci@6 /SYS/IOU3/PCIE15

PCIe 16 pci_61 CMU15/CMP0 /pci@1240/pci@1/pci@0/pci@4 /SYS/IOU3/PCIE16

EMS1 pci_48 CMU12/CMP0 /pci@f00/pci@1/pci@0/pci@c /SYS/IOU3/EMS1

EMS2 pci_50 CMU12/CMP1 /pci@f80/pci@1/pci@0/pci@0 /SYS/IOU3/EMS2

EMS3 pci_62 CMU15/CMP1 /pci@1280/pci@1/pci@0/pci@c /SYS/IOU3/EMS3

EMS4 pci_60 CMU15/CMP0 /pci@1200/pci@1/pci@0/pci@0 /SYS/IOU3/EMS4

相关信息

■ “DCU3 PCIe 和 EMS 插槽位置” [32]
■ “完全填充的 DCU3 PCIe 插槽根联合体” [33]

PCIe 设备根联合体故障转移行为

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可以与主根联合体或辅助根联合体关联，具体取决于 DCU 的配
置。DCU 包含四个状况良好的 CMU 时，所有 PCIe 和 EMS 插槽都将与其主根联合体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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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P 或 CMU 发生故障时，或者 CMU 被删除时，该 CMP 或 CMU 上的主根联合体
将不再可用。根据您在 PDomain 主机上对 Oracle ILOM ioreconfigure 属性的设
置，PCIe 或 EMS 插槽将重新路由至其辅助根联合体或者这些插槽将不再可用。

ioreconfigure 属性指示将在哪些情况下创建从根联合体到插槽到 PCIe I/O 结构路
径。第一次打开服务器电源后，ioreconfigure 属性将设置为 true。在初始打开电源
时，将为服务器中的所有 PCIe 和 EMS 插槽创建 PCIe I/O 结构路径。

如果将 ioreconfigure 属性设置为 false，则 CMU 或 CMP 发生故障或被删除时将不
重新创建 PCIe I/O 结构路径。如果 PCIe 和 EMS 插槽路由至缺少的 CMU 或 CMP 上的
主根联合体，则这些插槽将不再可用。

如果将 ioreconfigure 属性设置为 true，则下次重新启动 PDomain 时将重新创
建 PCIe I/O 结构路径。如果 PCIe 或 EMS 插槽的主根联合体不再可用并且您已经将
ioreconfigure 属性设置为 true，这些插槽的 PCIe I/O 结构将重新路由至其辅助根联
合体并且虚拟交换机将合并为从单个根端口运行。

在下图中，CMU3 已发生故障或者已从 DCU0 删除。因为 ioreconfigure 属性设置为
false，所以一个 EMS 插槽和四个 PCIe 插槽不再可访问。

下图显示了将 ioreconfigure 属性设置为 true 时发生的情况。曾经路由至 CMU3 上
的主根联合体的 PCIe 和 EMS 插槽已经重新路由至其在 CMU2 上的辅助根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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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PCIe 插槽 9 已经从其主根联合体 pci_15 重新路由至其辅助根联合体
pci_5。PCIe 插槽 9 的 OpenBoot 设备路径已经从 CMU3/CMP1 上的主路径
(pci@6c0)：

/pci@6c0/pci@1/pci@0/pci@8

更改为 CMU2/CMU0 上的辅助路径 (pci@440)：

/pci@440/pci@1/pci@0/pci@8

注 - 引用原始 (pci@6c0) 设备路径的任何 OpenBoot 变量将不再起作用，即使现在存在
等效的辅助设备路径也是如此。

在下图中，DCU0 仅包含 CMU0 和 CMU1。因为 CMU2 和 CMU3 上的主和辅助根联合
体不再可用，所以您无法访问 EMS 插槽 3 和 4 以及 PCIe 插槽 9 至 16。

PCIe 或 EMS 插槽的主或辅助根联合体都不可用时，您无法访问该插槽，因为不存在从
工作的根联合体通过 PCIe I/O 交换机结构到该插槽的电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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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PCIe 通信和路径” [14]
■ “完全填充的默认配置” [14]
■ “半填充的配置” [15]
■ “了解 PCIe 插槽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6]
■ 管理 I/O 路径重新配置设置 [171]
■ 标识设备的根联合体 [172]

了解到内部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
以下各节介绍了 EMS 模块与磁盘驱动器之间的 SAS 路径。

■ “使用 EMS SAS 访问驱动器” [40]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从 EMS 模块到驱动器的 SAS 路径” [41]
■ “SAS 路径示例” [43]

相关信息

■ “了解内部驱动器设备路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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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13]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

goto/VM-SPARC/docs)
■ 《Oracle Solaris 11.1 管理：SAN 配置和多路径》，位于 http://

docs.oracle.com/cd/E26502_01/html/E29008/

使用 EMS SAS 访问驱动器

EMS SAS 控制器提供对内部 HDD 或 SSD 驱动器的访问。

每个 EMS 模块提供到四个不同驱动器的四个 SAS 路径。同样，每个驱动器从两个不同
EMS 模块接收 SAS 路径。这些冗余 EMS SAS 路径提供故障弹性。如果一个 EMS 模
块发生故障，您仍可以通过其他 EMS 模块访问内部驱动器。如果 CMU 或 IOB 发生故
障，您可以继续访问驱动器。

相关信息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从 EMS 模块到驱动器的 SAS 路径” [41]
■ “SAS 路径示例” [43]

EMS 和 HDD 编号

此图显示了单个 IOU 中 EMS 模块和驱动器的标签编号。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26502_01/html/E29008/
http://docs.oracle.com/cd/E26502_01/html/E2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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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使用 EMS SAS 访问驱动器” [40]
■ “从 EMS 模块到驱动器的 SAS 路径” [41]
■ “SAS 路径示例” [43]

从 EMS 模块到驱动器的 SAS 路径

此图显示了从 EMS 模块到驱动器的 SAS 路径。

注 - 如果 IOU 包含 SSD，则只有标有 A 的 EMS SAS 路径才可用于驱动器。每个 SSD
仅具有一个 SAS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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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必须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逻辑域中管理这些 SAS 路径，以防止对驱
动器的意外访问。两个不同的逻辑域可能访问同一驱动器，这可能导致数据损坏以及对
数据进行不受保护的访问。

向逻辑域分配内部驱动器时请考虑这些冗余 SAS 路径。配置逻辑域时，请包括到逻辑
域中驱动器的两个 EMS SAS 路径。

相关信息

■ “使用 EMS SAS 访问驱动器” [40]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SAS 路径示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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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路径示例
下图显示了包含 EMS1 和 EMS3 的逻辑域的两个示例。因为 EMS1 和 EMS3 都提供到
四个相同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所以在一个 EMS 失败时您仍可以访问所有驱动器
（在第二个示例中，EMS1 发生了故障）。

1 显示从两个 EMS 模块到四个驱动器的冗余 EMS SAS 路径的一个逻辑域。

2 EMS1 发生了故障的同一逻辑域。EMS3 提供对四个驱动器的访问。

到驱动器的两个 SAS 路径都位于同一逻辑域内时，您可以使用 Oracle Solaris I/O 多路
径功能针对冗余配置该路径。此功能动态控制到存储设备的路径并管理存储路径故障。
如果一个 SAS 路径发生故障，可以配置多路径功能来允许其他 SAS 路径接管。

注 - 有关配置 Oracle Solaris I/O 多路径的完整信息，请参阅《Oracle Solaris 11.1 管
理：SAN 配置和多路径》文档，该文档包括在 Oracle Solaris OS 文档库中，网址
为：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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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到同一驱动器的两个 SAS 路径都分配了两个不同的逻辑域，请确保将仅通过单个
SAS 路径访问该驱动器。两个不同逻辑域同时访问同一驱动器时，该驱动器上的数据将
损坏。

例如，如果一个逻辑域包含 EMS1，另一个逻辑域包含 EMS3，则这两个逻辑域都可以
通过到每个驱动器的两个 SAS 路径访问 HDD0、HDD1、HDD4 和 HDD5。上述四个驱
动器将显示在两个逻辑域中的命令输出中。

在此示例中，配置每个逻辑域来通过单个 SAS 路径（标有 A）访问驱动器。避免通过其
余 SAS 路径（标有 B）访问其他驱动器。

注意 - 切勿将同一驱动器配置为两个或多个逻辑域的引导设备。将导致数据损坏。

EMS 模块到驱动器映射如下所示。

HDD 插槽 EMS

HDD0 EMS1、EMS3

HDD1 EMS1、EM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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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 插槽 EMS

HDD2 EMS2、EMS4

HDD3 EMS2、EMS4

HDD4 EMS3、EMS1

HDD5 EMS3、EMS1

HDD6 EMS4、EMS2

HDD7 EMS4、EMS2

相关信息

■ “使用 EMS SAS 访问驱动器” [40]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从 EMS 模块到驱动器的 SAS 路径” [41]

了解内部驱动器设备路径

根据包含驱动器的 DCU 是包含四个 CMU（完全填充）还是两个 CMU（半填充），每
个驱动器的设备路径和根联合体会有所不同。下列主题列出了完全填充和半填充的 DCU
中安装的驱动器的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注 - 这些主题显示了列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ldm list-io 命令输出中的根联
合体。根联合体列出为 pci_x，其中 x 是编号 0 到 63。有关根联合体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了解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13]。有关 ldm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

■ “HDD 和 SSD 设备路径差异” [46]
■ “了解 DCU0 驱动器设备路径” [46]
■ “了解 DCU1 驱动器设备路径” [52]
■ “了解 DCU2 驱动器设备路径” [58]
■ “了解 DCU3 驱动器设备路径” [64]

相关信息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了解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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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中的 "Servicing HDDs,
SSDs, and Drive Filler Panels"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
goto/VM-SPARC/docs)

HDD 和 SSD 设备路径差异

服务器支持 HDD 或 SSD。EMS 模块中的驱动器控制器可访问每种类型的驱动器。

服务器可以通过两个 EMS 模块访问每个 HDD。由于每个 EMS 模块各连接一个根联合
体，因此可以通过两个根联合体访问每个 HDD。根联合体为设备路径提供了基础，因此
每个 HDD 具有两个设备路径。

注 - 由于两个根联合体可以访问每个 HDD，因此请仔细计划任何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SAS 路径示例” [43]。

与 HDD（服务器可通过两个 EMS 模块进行访问）不同，服务器只能通过一个 EMS 模
块访问 SSD。由于每个 SSD 都可通过一个根联合体进行访问，因此每个 SSD 都具有
一个设备路径。

相关信息

■ “了解到内部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 [39]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中的 "Understanding HDD

and SSD Slot Configurations"

了解 DCU0 驱动器设备路径

下列主题列出了完全填充和半填充的 DCU0 中驱动器的根联合体名称和 Oracle Solaris
OS 设备路径。

■ “完全填充的 DCU0 驱动器设备路径” [47]
■ “半填充的 DCU0 硬盘驱动器设备路径” [49]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1 驱动器设备路径” [52]
■ “了解 DCU2 驱动器设备路径” [58]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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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DCU3 驱动器设备路径” [64]

完全填充的 DCU0 驱动器设备路径

下面的图显示了完全填充四个 CMU 的 DCU0 中从根联合体到驱动器的路径。第一张图
显示了 HDD 路径，第二张图显示了 SSD 路径。

图   1 完全填充的 DCU0 中的 HDD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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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完全填充的 DCU0 中的 SSD 路径

此表列出了包含四个 CMU 的完全填充的 DCU0 的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注 - 每个 SAS 驱动器具有其自己的唯一全局名称。在下面的设备路径中，将 WWN 替换
为特定驱动器的全局名称。

表 1 完全填充的 DCU0 中驱动器的设备路径

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0 EMS1 pci_0 /pci@3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4 /pci@4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了解内部驱动器设备路径

了解系统体系结构 49

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1 EMS1 pci_0 /pci@3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4 /pci@4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2 EMS2 pci_8 /pci@5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12 /pci@6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3 EMS2 pci_8 /pci@5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12 /pci@6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4 EMS3 pci_4 /pci@4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0 /pci@3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5 EMS3 pci_4 /pci@4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0 /pci@3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6 EMS4 pci_12 /pci@6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8 /pci@5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7 EMS4 pci_12 /pci@6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8 /pci@5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0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7]
■ “了解到内部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 [39]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半填充的 DCU0 硬盘驱动器设备路径” [49]

半填充的 DCU0 硬盘驱动器设备路径

下面的图显示了半填充的 DCU0 中从根联合体到驱动器的路径。半填充的 DCU0 仅包
含 CMU0 和 CMU3。第一张图显示了 HDD 路径，第二张图显示了 SSD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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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半填充的 DCU0 中的 HDD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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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半填充的 DCU0 中的 SSD 路径

此表列出了半填充的 DCU0 的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半填充的 DCU0 仅包含 CMU0 和
CMU3。

注 - 每个 SAS 驱动器具有其自己的唯一全局名称。在下面的设备路径中，将 WWN 替换
为特定驱动器的全局名称。

表 2 半填充的 DCU0 中驱动器的设备路径

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0 EMS1 pci_0 /pci@3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14 /pci@6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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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1 EMS1 pci_0 /pci@3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14 /pci@6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2 EMS2 pci_2 /pci@3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12 /pci@6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3 EMS2 pci_2 /pci@3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12 /pci@6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4 EMS3 pci_14 /pci@6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0 /pci@3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5 EMS3 pci_14 /pci@6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0 /pci@3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6 EMS4 pci_12 /pci@6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2 /pci@3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7 EMS4 pci_12 /pci@6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2 /pci@3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0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7]
■ “了解到内部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 [39]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完全填充的 DCU0 驱动器设备路径” [47]

了解 DCU1 驱动器设备路径

下列主题列出了完全填充和半填充的 DCU1 中驱动器的根联合体名称和 Oracle Solaris
OS 设备路径。

■ “完全填充的 DCU1 驱动器设备路径” [53]
■ “半填充的 DCU1 驱动器设备路径” [55]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0 驱动器设备路径”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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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DCU2 驱动器设备路径” [58]
■ “了解 DCU3 驱动器设备路径” [64]

完全填充的 DCU1 驱动器设备路径

下面的图显示了完全填充四个 CMU 的 DCU1 中从根联合体到驱动器的路径。第一张图
显示了 HDD 路径，第二张图显示了 SSD 路径。

图   5 完全填充的 DCU1 中的 HDD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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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完全填充的 DCU1 中的 SSD 路径

此表列出了具有四个 CMU 的完全填充的 DCU1 的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注 - 每个 SAS 驱动器具有其自己的唯一全局名称。在下面的设备路径中，将 WWN 替换
为特定驱动器的全局名称。

表 3 完全填充的 DCU1 中驱动器的设备路径

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0 EMS1 pci_16 /pci@7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20 /pci@8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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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1 EMS1 pci_16 /pci@7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20 /pci@8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2 EMS2 pci_24 /pci@9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28 /pci@a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3 EMS2 pci_24 /pci@9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28 /pci@a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4 EMS3 pci_20 /pci@8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16 /pci@7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5 EMS3 pci_20 /pci@8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16 /pci@7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6 EMS4 pci_28 /pci@a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24 /pci@9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7 EMS4 pci_28 /pci@a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24 /pci@9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1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21]
■ “了解到内部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 [39]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半填充的 DCU1 驱动器设备路径” [55]

半填充的 DCU1 驱动器设备路径

下面的图显示了半填充的 DCU1 中从根联合体到驱动器的路径。半填充的 DCU1 仅包
含 CMU4 和 CMU7。第一张图显示了 HDD 路径，第二张图显示了 SSD 路径。



了解内部驱动器设备路径

56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 • 2014 年 12 月

图   7 半填充的 DCU1 中的 HDD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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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半填充的 DCU1 中的 SSD 路径

此表列出了半填充的 DCU1 的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半填充的 DCU1 仅包含 CMU4 和
CMU7。

注 - 每个 SAS 驱动器具有其自己的唯一全局名称。在下面的设备路径中，将 WWN 替换
为特定驱动器的全局名称。

表 4 半填充的 DCU1 中驱动器的设备路径

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0 EMS1 pci_16 /pci@7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30 /pci@a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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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1 EMS1 pci_16 /pci@7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30 /pci@a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2 EMS2 pci_18 /pci@7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28 /pci@a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3 EMS2 pci_18 /pci@7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28 /pci@a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4 EMS3 pci_30 /pci@a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16 /pci@7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5 EMS3 pci_30 /pci@a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16 /pci@7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6 EMS4 pci_28 /pci@a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18 /pci@7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7 EMS4 pci_28 /pci@a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18 /pci@7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1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21]
■ “了解到内部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 [39]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完全填充的 DCU1 驱动器设备路径” [53]

了解 DCU2 驱动器设备路径

下列主题列出了完全填充和半填充的 DCU2 中驱动器的根联合体名称和 Oracle Solaris
OS 设备路径。

■ “完全填充的 DCU2 驱动器设备路径” [59]
■ “半填充的 DCU2 驱动器设备路径” [61]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0 驱动器设备路径”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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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DCU1 驱动器设备路径” [52]
■ “了解 DCU3 驱动器设备路径” [64]

完全填充的 DCU2 驱动器设备路径

下面的图显示了完全填充四个 CMU 的 DCU2 中从根联合体到驱动器的路径。第一张图
显示了 HDD 路径，第二张图显示了 SSD 路径。

图   9 完全填充的 DCU2 中的 HDD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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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完全填充的 DCU2 中的 SSD 路径

此表列出了具有四个 CMU 的完全填充的 DCU2 的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注 - 每个 SAS 驱动器具有其自己的唯一全局名称。在下面的设备路径中，将 WWN 替换
为特定驱动器的全局名称。

表 5 完全填充的 DCU2 中驱动器的设备路径

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0 EMS1 pci_32 /pci@b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36 /pci@c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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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1 EMS1 pci_32 /pci@b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36 /pci@c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2 EMS2 pci_40 /pci@d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44 /pci@e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3 EMS2 pci_40 /pci@d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44 /pci@e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4 EMS3 pci_36 /pci@c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32 /pci@b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5 EMS3 pci_36 /pci@c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32 /pci@b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6 EMS4 pci_44 /pci@e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40 /pci@d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7 EMS4 pci_44 /pci@e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40 /pci@d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2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26]
■ “了解到内部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 [39]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半填充的 DCU2 驱动器设备路径” [61]

半填充的 DCU2 驱动器设备路径

下面的图显示了半填充的 DCU2 中从根联合体到驱动器的路径。半填充的 DCU2 仅包
含 CMU8 和 CMU11。第一张图显示了 HDD 路径，第二张图显示了 SSD 路径。



了解内部驱动器设备路径

62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 • 2014 年 12 月

图   11 半填充的 DCU2 中的 HDD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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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半填充的 DCU2 中的 SSD 路径

此表列出了半填充的 DCU2 的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半填充的 DCU2 仅包含 CMU8 和
CMU11。

注 - 每个 SAS 驱动器具有其自己的唯一全局名称。在下面的设备路径中，将 WWN 替换
为特定驱动器的全局名称。

表 6 半填充的 DCU2 中驱动器的设备路径

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0 EMS1 pci_32 /pci@b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46 /pci@e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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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1 EMS1 pci_32 /pci@b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46 /pci@e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2 EMS2 pci_34 /pci@b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44 /pci@e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3 EMS2 pci_34 /pci@b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44 /pci@e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4 EMS3 pci_46 /pci@e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32 /pci@b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5 EMS3 pci_46 /pci@e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32 /pci@b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6 EMS4 pci_44 /pci@e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34 /pci@b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7 EMS4 pci_44 /pci@e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34 /pci@b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2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26]
■ “了解到内部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 [39]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完全填充的 DCU2 驱动器设备路径” [59]

了解 DCU3 驱动器设备路径

下列主题列出了完全填充和半填充的 DCU3 中驱动器的根联合体名称和 Oracle Solaris
OS 设备路径。

■ “完全填充的 DCU3 驱动器设备路径” [65]
■ “半填充的 DCU3 驱动器设备路径” [67]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0 驱动器设备路径”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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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DCU1 驱动器设备路径” [52]
■ “了解 DCU2 驱动器设备路径” [58]

完全填充的 DCU3 驱动器设备路径

下面的图显示了完全填充四个 CMU 的 DCU3 中从根联合体到驱动器的路径。第一张图
显示了 HDD 路径，第二张图显示了 SSD 路径。

图   13 完全填充的 DCU3 中的 HDD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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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完全填充的 DCU3 中的 SSD 路径

此表列出了具有四个 CMU 的完全填充的 DCU3 的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注 - 每个 SAS 驱动器具有其自己的唯一全局名称。在下面的设备路径中，将 WWN 替换
为特定驱动器的全局名称。

表 7 完全填充的 DCU3 中驱动器的设备路径

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0 EMS1 pci_48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52 /pci@10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了解内部驱动器设备路径

了解系统体系结构 67

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1 EMS1 pci_48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52 /pci@10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2 EMS2 pci_56 /pci@11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60 /pci@12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3 EMS2 pci_56 /pci@11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60 /pci@12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4 EMS3 pci_52 /pci@10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48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5 EMS3 pci_52 /pci@10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48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6 EMS4 pci_60 /pci@12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56 /pci@11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7 EMS4 pci_60 /pci@12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56 /pci@11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3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31]
■ “了解到内部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 [39]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半填充的 DCU3 驱动器设备路径” [67]

半填充的 DCU3 驱动器设备路径

下面的图显示了半填充的 DCU3 中从根联合体到驱动器的路径。半填充的 DCU3 仅包
含 CMU12 和 CMU15。第一张图显示了 HDD 路径，第二张图显示了 SSD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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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半填充的 DCU3 中的 HDD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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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半填充的 DCU3 中的 SSD 路径

此表列出了半填充的 DCU3 的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半填充的 DCU3 仅包含 CMU12 和
CMU15。

注 - 每个 SAS 驱动器具有其自己的唯一全局名称。在下面的设备路径中，将 WWN 替换
为特定驱动器的全局名称。

表 8 半填充的 DCU3 中驱动器的设备路径

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0 EMS1 pci_48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62 /pci@12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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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 EMS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HDD1 EMS1 pci_48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3 pci_62 /pci@12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2 EMS2 pci_50 /pci@f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60 /pci@12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3 EMS2 pci_50 /pci@f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4 pci_60 /pci@12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4 EMS3 pci_62 /pci@12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48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5 EMS3 pci_62 /pci@128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1 pci_48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6 EMS4 pci_60 /pci@12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50 /pci@f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HDD7 EMS4 pci_60 /pci@120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EMS2 pci_50 /pci@f80/pci@1/pci@0/pci@0/pci@0/pci@4/scsi@0/disk@wWWN,0:a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3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31]
■ “了解到内部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 [39]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完全填充的 DCU3 驱动器设备路径” [65]

了解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每个 EMS 模块包含两个 10 GbE 网络端口，编号为 0 和 1。根据包含驱动器的 DCU 是
包含四个 CMU（完全填充）还是两个 CMU（半填充），每个网络端口的设备路径和根
联合体会有所不同。下列主题列出了完全填充和半填充的 DCU 中安装的网络端口的根
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注 - 这些主题显示了列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ldm list-io 命令输出中的根联
合体。根联合体列出为 pci_x，其中 x 是编号 0 到 63。有关根联合体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了解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13]。有关 ldm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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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端口编号” [71]
■ “DCU0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72]
■ “DCU1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75]
■ “DCU2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77]
■ “DCU3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79]

相关信息

■ “了解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13]
■ “了解到内部驱动器的 EMS SAS 路径” [39]
■ “了解内部驱动器设备路径” [45]

网络端口编号

每个 DCU 最多可以具有四个 EMS 模块，每个 EMS 模块包含两个 10 GbE 网络端口，
编号为 0 和 1。

注 - 有关对这些端口进行布线的说明，请参阅《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
器安装指南》中的“连接 EMS 网络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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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了解 PCIe 插槽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6]
■ “EMS 和 HDD 编号” [40]
■ “了解内部驱动器设备路径” [45]

DCU0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下图显示了完全填充的 DCU0 中从根联合体到 EMS 网络端口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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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完全填充的 DCU0 中的网络端口路径

此表列出了完全填充的 DCU0 中的 EMS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表 9 完全填充的 DCU0 中的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EMS 网络
端口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EMS1 0 pci_0 /pci@3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1 1 pci_0 /pci@3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2 0 pci_8 /pci@5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2 1 pci_8 /pci@5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EMS3 0 pci_4 /pci@4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3 1 pci_4 /pci@4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4 0 pci_12 /pci@6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4 1 pci_12 /pci@6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下图显示了半填充的 DCU0 中从根联合体到 EMS 网络端口的路径。半填充的 DCU0 仅
包含 CMU0 和 CM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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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半填充的 DCU0 中的网络端口路径

此表列出了半填充的 DCU0 中的 EMS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表 10 半填充的 DCU0 中的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EMS 网络
端口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EMS1 0 pci_0 /pci@3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1 1 pci_0 /pci@3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2 0 pci_2 /pci@38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2 1 pci_2 /pci@38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EMS3 0 pci_14 /pci@68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3 1 pci_14 /pci@68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4 0 pci_12 /pci@6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4 1 pci_12 /pci@6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0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7]
■ “了解 DCU0 驱动器设备路径”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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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U1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下图显示了完全填充的 DCU1 中从根联合体到 EMS 网络端口的路径。

图   19 完全填充的 DCU1 中的网络端口路径

此表列出了完全填充的 DCU1 中的 EMS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表 11 完全填充的 DCU1 中的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EMS 网络
端口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EMS1 0 pci_16 /pci@7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1 1 pci_16 /pci@7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2 0 pci_24 /pci@9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2 1 pci_24 /pci@9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EMS3 0 pci_20 /pci@8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3 1 pci_20 /pci@8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4 0 pci_28 /pci@a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4 1 pci_28 /pci@a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下图显示了半填充的 DCU1 中从根联合体到 EMS 网络端口的路径。半填充的 DCU1 仅
包含 CMU4 和 CM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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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半填充的 DCU1 中的网络端口路径

此表列出了半填充的 DCU1 中的 EMS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表 12 半填充的 DCU1 中的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EMS 网络
端口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EMS1 0 pci_16 /pci@7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1 1 pci_16 /pci@7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2 0 pci_18 /pci@78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2 1 pci_18 /pci@78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EMS3 0 pci_30 /pci@a8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3 1 pci_30 /pci@a8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4 0 pci_28 /pci@a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4 1 pci_28 /pci@a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1 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21]
■ “了解 DCU1 驱动器设备路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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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U2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下图显示了完全填充的 DCU2 中从根联合体到 EMS 网络端口的路径。

图   21 完全填充的 DCU2 中的网络端口路径

此表列出了完全填充的 DCU2 中的 EMS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表 13 完全填充的 DCU2 中的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EMS 网络
端口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EMS1 0 pci_32 /pci@b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1 1 pci_32 /pci@b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2 0 pci_40 /pci@d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2 1 pci_40 /pci@d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EMS3 0 pci_36 /pci@c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3 1 pci_36 /pci@c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4 0 pci_44 /pci@e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4 1 pci_44 /pci@e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下图显示了半填充的 DCU2 中从根联合体到 EMS 网络端口的路径。半填充的 DCU2 仅
包含 CMU8 和 CMU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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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半填充的 DCU2 中的网络端口路径

此表列出了半填充的 DCU2 中的 EMS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表 14 半填充的 DCU2 中的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EMS 网络
端口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EMS1 0 pci_32 /pci@b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1 1 pci_32 /pci@b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2 0 pci_34 /pci@b8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2 1 pci_34 /pci@b8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EMS3 0 pci_46 /pci@e8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3 1 pci_46 /pci@e8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4 0 pci_44 /pci@e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4 1 pci_44 /pci@e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2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26]
■ “了解 DCU2 驱动器设备路径”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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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U3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下图显示了完全填充的 DCU3 中从根联合体到 EMS 网络端口的路径。

图   23 完全填充的 DCU3 中的网络端口路径

此表列出了完全填充的 DCU3 中的 EMS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表 15 完全填充的 DCU3 中的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EMS 网络
端口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EMS1 0 pci_48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1 1 pci_48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2 0 pci_56 /pci@11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2 1 pci_56 /pci@11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EMS3 0 pci_52 /pci@10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3 1 pci_52 /pci@10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4 0 pci_60 /pci@12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4 1 pci_60 /pci@12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下图显示了半填充的 DCU3 中从根联合体到 EMS 网络端口的路径。半填充的 DCU3 仅
包含 CMU12 和 CMU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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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半填充的 DCU3 中的网络端口路径

此表列出了半填充的 DCU3 中的 EMS 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表 16 半填充的 DCU3 中的网络端口设备路径

EMS 网络
端口

根联合体 设备路径

EMS1 0 pci_48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1 1 pci_48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2 0 pci_50 /pci@f8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2 1 pci_50 /pci@f8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EMS3 0 pci_62 /pci@128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

EMS3 1 pci_62 /pci@1280/pci@1/pci@0/pci@c/pci@0/pci@0/network@0,1

EMS4 0 pci_60 /pci@12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

EMS4 1 pci_60 /pci@1200/pci@1/pci@0/pci@0/pci@0/pci@0/network@0,1

相关信息

■ “了解 DCU3 根联合体和设备路径” [31]
■ “了解 DCU3 驱动器设备路径”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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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配置准则

配置必须遵循下列主题中讲述的配置准则。

■ “SP 和 SPP 准则” [81]
■ “PDomain 准则” [81]
■ “DCU、CMU 和 CMP 准则” [82]
■ “CMU 配置示例” [83]
■ “内存 (DIMM) 准则” [85]

相关信息

■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安装指南》中的“Oracle Solaris OS 配
置参数”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中的 "Supported
Configurations"

SP 和 SPP 准则

■ 可从外部网络单独访问双冗余 SP (SP0, SP1)，并且您必须单独配置它们。活动 SP
IP 地址在 SP0 和 SP1 之间移动，具体取决于控制机箱的 SP。配置活动 SP 的 IP
地址，从而您可以连接到此 IP 地址来管理机箱，而不是单独访问 SP0 或 SP1。

■ 配置该 SP 与 NTP 服务器配合使用，以确保 Oracle ILOM 和 Oracle Solaris 引用同
一时间源。

■ 每个 PDomain 都分配有一个 SPP，以对其进行管理。这些 SPP 中有一个会被标
识为 PDomain-SPP，负责托管 KVMS 服务器。必须为每个 PDomain-SPP 分配 IP
地址。

■ 根联合体 pci_1、pci_17、pci_33 和 pci_49 是从 SP 和 SPP 到 DCU 的互连路
径的一部分。请勿将这些根联合体分配给非主域，因为它们必须始终供控制域使
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FMA 故障代理和保留的根联合体” [179]。

相关信息

■ 配置 SP 网络

PDomain 准则

■ 无边界 PDomain 最多可以分配有四个 D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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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DCU 仅具有两个 CMU 的配置中，可以对单个 CMP 取消配置。在 DCU 具有三
个或四个 CMU 的配置中，如果需要重新配置 CMP，将对整个 CMU 取消配置。

■ 在多 DCU 配置中，PDomain_0 应包含每个 DCU 中的 SAS0 和 rKVMS。

相关信息

■ 配置域组件

DCU、CMU 和 CMP 准则

■ 在单个 DCU 内支持如下 CMU 配置：
■ 安装所有四个 CMU：支持带冗余路径的 rKVMS，所有 PCIe 和 EMS 插槽都可

访问，并且 CMU 是冗余的。
■ 仅安装第一个和第二个 CMU：支持 rKVMS ，有边界 PDomain 具有冗余的

rKVMS 路径。只要有任何 CMP 落在有边界 PDomain 中，rKVMS 连接就会保
持。无法访问 PCIe 插槽 9-16 以及 EMS 插槽 3-4。没有 CMU 冗余，如果任
一 CMU 发生故障，则 DCU 无法访问 SSB。

■ 仅安装第一个和第四个 CMU：支持不带冗余的 rKVMS。如果第一个插槽中的
CMU 发生故障，rKVMS 连接将丢失。可以访问所有 PCIe 和 EMS 插槽，但是
如果一个 CMU 发生故障，将禁用一半插槽。没有 CMU 冗余，如果任一 CMU
发生故障，则 DCU 无法访问 SSB。

■ 仅安装第二个和第三个 CMU：支持不带冗余的 rKVMS。如果第二个插槽中的
CMU 发生故障，rKVMS 连接将丢失。可以访问所有 PCIe 和 EMS 插槽，但是
如果一个 CMU 发生故障，将禁用一半插槽。没有 CMU 冗余，如果任一 CMU
发生故障，则 DCU 无法访问 SSB。

■ 仅安装第三个和第四个 CMU：不支持 rKVMS。无法访问 PCIe 插槽 1-8 以及
EMS 插槽 1-2。没有 CMU 冗余，如果任一 CMU 发生故障，则 DCU 无法访
问 SSB。

■ 以任意顺序安装三个 CMU：支持 rKVMS，所有 PCIe 和 EMS 插槽都可访问。
只有一个 CMU 对和一半 PCIe 和 EMS 插槽是冗余的：当 CMU 安装在第一个
和第二个插槽中时 rKVMS 是冗余的。

■ 不支持只安装第一个和第三个 CMU 的配置或只安装第二个和第四个 CMU 的
配置。

■ 无边界 PDomain 中的单个 DCU 必须至少具有两个正常运行的 CMU（一个偶数，
一个奇数）才能访问 SSB。

■ 在 DCU 仅具有两个 CMU 的配置中，可以对单个 CMP 取消配置。在 DCU 具有三
个或四个 CMU 的配置中，如果需要重新配置 CMP，将对整个 CMU 取消配置。

■ 有边界 PDomain 仅能分配有一个 DCU 并且可以至少具有一个 CMP。
■ CMP 或 CMU 发生故障时，或者 CMU 被删除时，该 CMP 或 CMU 上的主根联合

体将不再可用。有关在 PDomain 主机上设置 Oracle ILOM ioreconfigure 属性的
准则，请参见“PCIe 设备根联合体故障转移行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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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将根联合体 pci_1、pci_17、pci_33 和 pci_49 分配给非主域。这四个根联
合体必须始终供控制域使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FMA 故障代理和保留的根联
合体” [179]。

■ 请勿向 PDomain 分配空 DCU。如果系统为空 DCU 选择 SPP 以成为 PDomain-
SPP，则 DCU 到 SP 的互连将失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FMA 故障代理和保留
的根联合体” [179]。

■ 请勿在同一 DCU 中混合使用 SPARC M5 CMU 和 SPARC M6 CMU。一个 DCU
只能包含相同的 CMU 版本。

相关信息

■ “CMU 配置示例” [83]
■ “管理 DCU” [166]
■ “管理 CMU、CMP 和 DIMM” [168]

CMU 配置示例

DCU 中 PCIe 和 EMS 插槽的可用性取决于已安装 CMU 的数量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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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1 全部四个 CMU 都安装时所有 PCIe 和 EMS 插槽都可用。

2 一个 CMU 安装在第一个插槽，另一个 CMU 安装在第四个插槽时，所有 PCIe 和 EMS 插槽都可用。

3 仅第一个和第二个 CMU 插槽包含 CMU 时，只有 PCIe 插槽 1-8 和 EMS 插槽 1-2 可用。

4 仅第三个和第四个 CMU 插槽包含 CMU 时，只有 PCIe 插槽 9-16 和 EMS 插槽 3-4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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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DCU 中包含三个 CMU（任意顺序）时所有 PCIe 和 EMS 插槽都可用。

注 - 有边界 PDomain 包含一个 CMU 时，只有一半 PCIe 和 EMS 插槽可用。例如，一
个 CMU 安装在左侧的两个 CMU 插槽之一时，PCIe 插槽 1–8 和 EMS 插槽 1–2 可用。
一个 CMU 安装在右侧的两个 CMU 插槽之一时，PCIe 插槽 9–16 和 EMS 插槽 3–4 可
用。

相关信息

■ “了解 PCIe 插槽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6]
■ “DCU、CMU 和 CMP 准则” [82]
■ “管理 CMU、CMP 和 DIMM” [168]

内存 (DIMM) 准则

内存板/CMU 上所有已填充 DIMM 的大小和类型必须相同。服务器中可以混用不同大小
的 DIMM（16 GB 和 32 GB），但是不能在同一 CMU 上混用它们。

相关信息

■ “管理 CMU、CMP 和 DIMM” [168]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中的 "Memory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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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系统管理资源

下列主题概述了可用来管理服务器的工具。

■ “Oracle ILOM 概述” [87]
■ “了解特定于平台的 Oracle ILOM 功能” [88]
■ “Oracle Solaris OS 概述” [90]
■ “OpenBoot 概述” [90]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概述” [91]
■ “多路径软件概述” [91]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概述” [92]
■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概述” [92]
■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Ops Center” [93]
■ “时间同步和 NTP 服务” [93]
■ “SNMP 服务” [94]
■ “ILOM MIB 的多域扩展” [94]
■ “Active Directory” [96]
■ “LDAP/SSL” [96]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docs)
■ 《OpenBoot 4.x Command Reference Manual》，位于：http://

docs.oracle.com/cd/E23824_01/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

goto/VM-SPARC/docs)

Oracle ILOM 概述

Oracle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Oracle ILOM) 是预安装在某些 SPARC 服务
器上的系统管理固件。借助 Oracle ILOM，可以有效管理和监视服务器中安装的组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23824_01/
http://docs.oracle.com/cd/E23824_01/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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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Oracle ILOM 提供了基于浏览器的界面和命令行界面，以及 SNMP 界面和 IPMI 界
面。

Oracle ILOM SP 独立于服务器运行，并且与服务器电源状态无关，只要服务器接通交
流电源即可。为服务器接通交流电源后，ILOM 服务处理器 将立即启动并开始监视服务
器。所有的环境监视和控制均由 Oracle ILOM 处理。

-> 提示符表明您正在与 Oracle ILOM SP 直接进行交互。无论主机的电源状态如何，当
您通过 SER MGT 端口或 NET MGT 端口登录到服务器时，该提示符都是您看到的第一
个提示符。

此外，如果系统控制台被配置为可通过 SER MGT 和 NET MGT 端口进行访问，您也可
以通过 OpenBoot ok 提示符或 Oracle Solaris shell 提示符访问 Oracle ILOM SP 提示符
(->)。

有关如何使用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 Oracle ILOM 功能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Oracle ILOM 文档。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了解特定于平台的 Oracle ILOM 功能” [88]
■ “不受支持的 Oracle ILOM 功能” [90]
■ “登录到 Oracle ILOM” [98]

了解特定于平台的 Oracle ILOM 功能

Oracle ILOM 可以在多个平台上运行，支持所有平台都通用的功能。但某些 Oracle
ILOM 功能仅属于某一部分平台。本主题介绍此服务器上支持的 Oracle ILOM 功能和
ILOM 基本文档中所述的通用功能集之间的区别。

■ “特定于服务器的新增 Oracle ILOM 功能和要求” [89]
■ “不支持的 Oracle OS 功能” [89]
■ “不受支持的 Oracle ILOM 功能” [90]

相关信息

■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产品说明》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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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C: 特定于服务器的新增 Oracle ILOM 功能和要
求

Oracle ILOM 在此服务器上具有下列要求并支持下列功能：

■ 在 Oracle ILOM 中最多可以创建 60 个用户帐户。每个 SP 支持多达 25 个并发用户
会话（SSH 或 Web）。

■ 可以针对平台和任何可用 PDomain 执行某些 Oracle ILOM 任务。这意味着必须在
平台或域级别正确分配用户角色，以及必须为平台或 PDomain 提供特定命令。有
关必须在域级别执行的命令的信息，请参见“标识域级别命令” [173]。

■ Oracle ILOM MIB 文件 SUN-ILOM-CONTROL-MIB 可提供用于配置和管理所有
Oracle ILOM 功能的对象，该 MIB 文件已经修改为包括主机组表，从而支持每域
用户角色。此外，还提供了 Oracle ILOM MIB 的扩展。请参见“ILOM MIB 的多
域扩展” [94]、“配置用户帐户 (SNMP)” [134]和“配置主机组以验证用户帐户
(SNMP)” [139]。

■ 新的 POST 诊断硬件更改属性 (trigger) 是服务器的默认设置，并使 POST 在每
次服务器进行交流关开机循环时都运行。如果要确保 POST 在每次关开机循环时都
运行，trigger 属性必须设置为 power-on-reset 或 all-reset。有关使 SPARC 诊
断在引导时运行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

■ 支持在具有系统固件的 9.0.2 更新的服务器（具有更新固件的 SPARC M5-32 服务
器和所有 SPARC M6-32 服务器）上使用 /SP/policy。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产品说明》

不支持的 Oracle OS 功能

有一些 Oracle OS 功能通常在其他 Oracle Sun 服务器上受支持，但在此服务器上
并不受支持，这些功能包括：

■ 基本 I/O 卡上的板载 SAS 控制器不支持硬件 RAID。

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docs)

■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产品说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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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支持的 Oracle ILOM 功能
有一些 Oracle ILOM 功能通常在其他 Oracle Sun 服务器上受支持，但在此服务器上
并不受支持，这些功能包括：

■ 不支持在运行系统固件 9.0.1 版本的 SPARC M5-32 服务器上使用 /SP/policy。
■ POST 诊断 user-reset 触发器不受支持。
■ 不支持存储重定向 CLI 与 Oracle ILOM 3.2 配合使用。

相关信息

■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产品说明》

Oracle Solaris OS 概述
每个 PDomain 都具有其自己的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这包括用于服务器管理的命
令和其他软件资源。有关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中的管理工具的介绍，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文档集中的《系统管理指南：基本管理》。有关每个 PDomain 上可用的 Oracle
Solaris OS 预安装版本的信息，请参见“体系结构概述” [11]。

Oracle Solaris 软件包括 Oracle VTS 软件。Oracle VTS 通过验证硬件设备、控制器和
外围设备的连通性和功能来测试和验证 Oracle 硬件。

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docs)

■ Oracle VT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VTS/docs)

OpenBoot 概述
OpenBoot 固件可启动 OS，验证已安装的硬件，并可用于 OS 级别以下的其他服务器
管理任务。有关 OpenBoot 命令的信息，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中 "Important
Information From Previous Releases" 下的 OpenBoot 文档。

相关信息

■ 《OpenBoot 4.x Command Reference Manual》，位于：http://
docs.oracle.com/cd/E23824_01/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VTS/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23824_01/
http://docs.oracle.com/cd/E23824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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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概述

逻辑域是一个计算机系统内操作系统、资源和标识的离散逻辑分组。应用程序软件可在
逻辑域中运行。可以独立地创建、销毁、重新配置和重新引导各个逻辑域。

您可以通过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来创建和管理逻辑域。您可以创建的逻
辑域数量取决于安装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Manager 的服务器的硬件配置。具
有单个 DCU 的 PDomain 最多可以具有 128 个逻辑域，但为了遵循将逻辑域排列在核
心边界上这一最佳做法，每个 PDomain 不应配置 48 个以上逻辑域。

可以虚拟化资源并将网络、存储及其他 I/O 设备定义为可在域之间共享的服务。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配置存储在 SP 中。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CLI 命令，可以添加配置，指定要使用的配置，并列出 SP 上的配置。此外，还
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bootmode
config=configfile 命令指定 Oracle VM Server 引导配置。

相关信息

■ “引导模式命令” [176]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

goto/VM-SPARC/docs)

多路径软件概述

使用多路径软件能够定义和控制指向 I/O 设备（如存储设备和网络接口）的冗余物理路
径。如果到某设备的有效路径不可用，该软件可自动切换至备用路径以保证系统的可用
性。这种功能称为自动故障转移。为了利用多路径功能，必须为服务器配置冗余硬件。
例如，冗余的网络接口或两个连接到同一双端口存储阵列的主机总线适配器。

对于此服务器，可使用不同类型的多路径软件，包括：

■ Oracle Solaris IP Network Multipathing 软件：该软件可为 IP 网络接口提供多路
径功能和负载平衡功能。有关配置和管理 Oracle Solaris IP Network Multipathing
的说明，请参阅特定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附带的《IP Network Multipathing
Administration Guide》。

■ StorageTek Traffic Manager：该软件是一种完全集成在 Oracle Solaris OS（自
Oracle Solaris 8 发行版开始）内部的体系结构。使用该软件，您可以通过多个主机
控制器接口从单个 I/O 设备实例访问 I/O 设备。有关 StorageTek Traffic Manager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Solaris OS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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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和《IP Network Multipathing Administration Guide》，网址
为：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概述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是一个 Java 应用程序，用于远程重定向和
控制主机服务器上的下列设备：该设备组通常简称 KVMS。

■ 键盘
■ 视频显示
■ 鼠标
■ 串行连接
■ 存储设备或映像 (CD/DVD)

相关信息

■ “重定向 KVMS 设备” [107]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概述

您可以使用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从主机 OS 管理和配置 Oracle 服务
器。要使用这些工具，必须在服务器上安装该软件。安装该软件后，将能够执行下列任
务：

■ 使用主机 IP 地址监视 Oracle 硬件。
■ 监视存储设备。
■ 在支持的 SAS 存储设备上查询、更新和验证固件版本。
■ 恢复、设置和查看 Oracle ILOM 配置设置。
■ 使用 IPMItool 访问和管理 Oracle 服务器。

相关信息

■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软件，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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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pport.oracle.com
■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文档库 (http://

www.oracle.com/goto/OHMP/docs)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Ops Center

您可以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Ops Center 软件监视和管理此服务器以及其他
服务器和资产。运行此软件的搜索过程可将有关服务器的信息添加到物理服务器、虚拟
系统、操作系统、网络和存储的数据库。然后，可以使用此软件从单个界面监视和管理
上述所有产品。

有关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Ops Center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其产品页面和文档
库：

■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Ops Center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oem/ops-center/

■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Ops Center 文档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
index.html#em

有关使用此软件来搜索和部署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的说明，请参阅
《Discovering and Managing Oracle SPARC M5 and M6 Servers》。通过在文档库中
选择 "Deploy How Tos" 选项卡可找到该指南。例如，可在此处找到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Ops Center 12c Release 2 "Deploy How Tos" 选项卡：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oc122&id=deployhowto

相关信息

■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Ops Center 下载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oem/ops-center/oem-ops-
center-188778.html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中的 "Detecting and
Managing Faults"

时间同步和 NTP 服务

打开 PDomain 电源时，如果系统配置为侦听 NTP 多播（当前 Oracle Solaris OS 的默
认值），PDomain 的时钟会与 NTP 服务器同步。如果 PDomain 和 SP 使用同一 NTP

http://support.oracle.com
http://www.oracle.com/goto/OHMP/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OHMP/docs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oem/ops-center/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index.html#em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index.html#e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oc122&id=deployhowto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oem/ops-center/oem-ops-center-188778.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oem/ops-center/oem-ops-center-1887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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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Oracle Solaris OS 中与 SP 上记录的事件可以基于其时间戳进行关联。如果
PDomain 和 SP 使用不同 NTP 服务器，它们的时间可能会偏移，并且将日志文件进行
关联可能会变得困难。如果将域连接到除了 SP 使用的 NTP 服务器之外的 NTP 服务
器，请确保两者都是提供相同程度准确性的低层次 NTP 服务器。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SNMP 服务

SNMP 代理预先安装在此服务器上，并在 Oracle ILOM 上运行，因而所有的 SNMP 管
理都是通过 Oracle ILOM 进行的。要使用 SNMP 管理服务器，必须安装 SNMP 客户机
应用程序（例如 HMP、Openview 或 Tivoli）。

SNMP 代理仅在活动 SP 上处于活动状态。发生故障转移时，SNMP 代理将在新分配的
活动 SP 上重新启动。

相关信息

■ “配置用户帐户 (SNMP)” [134]
■ “配置主机组以验证用户帐户 (SNMP)” [139]
■ 《Oracle ILOM SNMP、IPMI、CIM、WS-MAN 协议管理参考》，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ILOM MIB 的多域扩展

ILOM MIB 文件 SUN-ILOM-CONTROL-MIB 和 SUN-HW-CTRL-MIB 已进行扩展来提供现有
ILOM MIB 对象的多域版本。包含扩展的 MIB 文件位于 ILOM CLI 中的 /SP/services/
snmp/mibs 下。

有关这些对象的单域版本的示例，请参阅《Oracle ILOM SNMP、IPMI、CIM、WS-
MAN 协议管理参考》。

如果使用 SUN-ILOM-CONTROL-MIB，扩展与下列多域表对应。

■ ilomCtrlSPARCDiagsTable 提供的一系列属性用于为每个域配置特定于 SPARC
的诊断。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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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omCtrlSPARCHostControlTable 提供的一系列属性用于为每个域配置特定于
SPARC 的主机软件。

■ ilomCtrlSPARCBootModeTable 提供的一系列属性用于为每个域配置特定于
SPARC 的引导模式功能。

■ ilomCtrlSPARCKeySwitchTable 提供的一系列属性用于为每个域控制特定于
SPARC 的虚拟钥控开关。

■ ilomCtrlSPARCDomainDCUTable 提供的的一系列属性用于为每个域配置特定于
SPARC 的已分配 DCU。

■ ilomCtrlNetInterconnectGlobalCfgTable 提供的一系列互连配置条目可以在多
域系统中进行修改。

■ ilomCtrlNetInterconnectGlobalOperTable 提供的一系列互连配置条目在多域
系统中是只读的。

此外，可以使用下列特定于 SPARC 的机箱级诊断：

■ ilomCtrlSPARCChassisDiagsMode

■ ilomCtrlSPARCChassisDiagsTrigger

■ ilomCtrlSPARCChassisDiagsHWChangeLevel

■ ilomCtrlSPARCChassisDiagsPowerOnLevel

■ ilomCtrlSPARCChassisDiagsErrorRestLevel

有关这些对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UN-ILOM-CONTROL-MIB 文件。

如果使用 SUN-HW-CTRL-MIB，扩展与下列多域表对应：

■ sunHwCtrlDomainPowerMgmtConsumptionTable 提供的一系列功耗条目可以在多
域系统中进行显示和修改。

■ sunHwCtrlDomainPowerMgmtBudgetSettingsTable 提供一系列多域系统电源管理
预算设置。

■ sunHwCtrlDomainPowerMgmtConsumptionThresholdsTable 提供一系列域电源管
理功耗条目。

■ sunHwCtrlTpmTable 提供的一系列属性用于为每个域控制可信平台模块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TPM) 设备访问模式。

有关这些对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UN-HW-CTRL-MIB 文件。

相关信息

■ “配置用户帐户 (SNMP)” [134]
■ 《Oracle ILOM SNMP、IPMI、CIM、WS-MAN 协议管理参考》，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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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Directory

Oracle ILOM 支持 Active Directory（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附带的分布式
目录服务）。与 LDAP 目录服务实现类似，Active Directory 用于验证用户凭证。

相关信息

■ 为 Active Directory 或 LDAP/SSL 配置主机组 (CLI) [138]
■ 配置 Active Directory 主机组 (SNMP) [141]
■ 《Oracle ILOM SNMP、IPMI、CIM、WS-MAN 协议管理参考》，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LDAP/SSL

LDAP/SSL 通过 SSL 技术向 LDAP 用户提供增强的安全性。要在 SP 中配置 LDAP/
SSL，需要输入基本数据（如主服务器、端口号和证书模式）和可选数据（如备用服
务器或事件或严重级别）。您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Web 界面的 LDAP/SSL 配置页
面、CLI 或 SNMP 来输入这些数据。

相关信息

■ 为 Active Directory 或 LDAP/SSL 配置主机组 (CLI) [138]
■ 配置 LDAP/SSL 主机组 (SNMP) [142]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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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服务器

以下主题介绍了如何使用各种管理工具访问服务器：

■ 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网络管理连接 [97]
■ “登录到 Oracle ILOM” [98]
■ 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 在主机上在 Oracle ILOM CLI 与系统控制台之间切换 [101]
■ “访问 ok 提示符” [103]
■ “重定向 KVMS 设备” [107]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网络管理连接

可按照以下说明与任一冗余 SP（SP0 和 SP1）上的 Oracle ILOM 建立本地或远程管
理连接。您可以使用 SER MGT 端口（用于本地连接）或 NET MGT 端口（用于远程连
接）连接到各个 SP 上的 Oracle ILOM。

1. 确保已将电缆连接到两个 SP 上的 SER MGT 或 NET MGT 端口。

请参阅《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安装指南》。

2. 如果是通过 SER MGT 端口进行连接，请在连接到 SP 的终端设备上按 Enter 键。

此操作将建立与 SP 上的 Oracle ILOM 的连接。

有关配置特定类型的连接（例如，专用或边带网络连接、专用本地连接或专用互连连
接）的信息，请参阅《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和“专用 SP 互连属性命
令” [178]。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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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到 Oracle ILOM” [98]

登录到 Oracle ILOM

当服务器处于以下任一模式时，Oracle ILOM 可用：

■ 备用电源模式
■ OS 正在引导
■ 完全通电并完成引导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控制电源状态” [113]。

连接到 Oracle ILOM 后，可使用以下信息登录，以便开始执行系统管理任务。

说明 链接

确定默认帐户名和密码。 “Oracle ILOM Root 用户密码” [98]

登录和注销 Oracle ILOM Web 界面。 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99]

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通过网络连接登录和注销 Oracle ILOM CLI。 登录 SP（远程） [100]

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通过连接到 SER MGT 端口的终端设备直接登录和注销
Oracle ILOM CLI。

登录 SP（本地） [100]

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在 Oracle ILOM CLI 和主机控制台之间进行来回切换。 在主机上在 Oracle ILOM CLI 与系统控制台之间切换 [101]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网络管理连接 [97]
■ 更新固件

Oracle ILOM Root 用户密码

服务器附带一个 root 帐户，一开始您可以使用该帐户登录到 Oracle ILOM。该帐户对所
有 Oracle ILOM 特性、功能和命令拥有管理特权（读和写）。默认密码为 changeme。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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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请更改该密码。您必须拥有用户 (u) 权限才能更改 root 用户密
码。

注 - 为了提供最佳的服务器安全性，请更改默认的服务器密码。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您必须先按照配置 SP 网络设置 [147]中的说明配置 SP 参数，然后才能使用 Oracle
ILOM Web 界面。在 SP 引导之后，访问 Oracle ILOM 来配置和管理系统。

1. 确保可通过网络访问您要管理的 SP。

有关可用连接，请参阅《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安装指南》。

2. 在 Web 浏览器中，键入要管理的服务器 SP 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有关如何确定 ACTIVE_SP、SP0 或 SP1 的 IP 地址的信息，请参见查看 SP 和主机的配
置详细信息 [151]。

3. 键入 Oracle ILOM 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 "Log In"。

此时将显示 "Summary" 页面。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登录 Oracle ILOM (CLI)” [99]
■ 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登录 Oracle ILOM (CLI)

根据以下主题通过网络或 SER MGT 端口登录到 Oracle ILOM CLI。

■ 登录 SP（远程） [100]
■ 登录 SP（本地） [100]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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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SP（远程）

您必须先按照配置 SP 网络设置 [147] 中的说明配置 SP 参数，然后才能使用 NET
MGT 端口。

如果是通过网络登录，请使用以下方法登录 Oracle ILOM CLI。

1. 通过网络访问连接到 SP 的终端设备。

2. 使用安全 Shell (Secure Shell, SSH) 会话通过以下方法之一登录到 Oracle ILOM：

■ 如果要使用默认的 root 帐户密码进行登录，请在系统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 ssh root@system-ip-address

■ 如果要使用系统管理员为您创建的用户帐户进行登录，请在系统提示符下键入以下
命令：

$ ssh user@system-ip-address

注 - 输入 IPv6 地址或链路本地 IPv6 地址时，必须将地址括在括号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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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系统提示符下，键入您的用户帐户的密码（对于默认 root 帐户，密码为
changeme）。

如果显示了 CLI 提示符（-> 为默认提示符），则表明您已连接到 SP，现在已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来管理系统。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99]
■ 登录 SP（本地） [100]
■ 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 在主机上在 Oracle ILOM CLI 与系统控制台之间切换 [101]

登录 SP（本地）

如果是直接连接到 SER MGT 端口，请使用以下方法登录 Oracle ILOM CLI。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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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已将电缆连接到两个 SP 上的 SER MGT 端口，并且已将终端连接到每个 SP。

请参阅《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安装指南》。

2. 连接到 Oracle ILOM。

请参见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网络管理连接 [97]。

3. 键入您的 Oracle ILOM 用户名和密码（对于默认的 root 帐户，密码为 changeme）。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99]
■ 登录 SP（远程） [100]
■ 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 在主机上在 Oracle ILOM CLI 与系统控制台之间切换 [101]

从 Oracle ILOM 注销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 Oracle ILOM CLI 中：
键入 -> exit

■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
单击右上角的 "Log Out" 按钮。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99]
■ “登录 Oracle ILOM (CLI)” [99]
■ 在主机上在 Oracle ILOM CLI 与系统控制台之间切换 [101]

在主机上在 Oracle ILOM CLI 与系统控制台之间切换

登录到 Oracle ILOM CLI 之后，您可以切换与主机的连接。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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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要在一台主机上同时连接到 Oracle ILOM CLI 并访问系统控制台，请启动两个 CLI
会话。使用一个会话访问主机控制台。使用另一个会话访问 Oracle ILOM CLI。

此服务器为每个 PDomain 提供了一个系统控制台。登录系统控制台时，必须指定要连
接到的 PDomain。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连接到指定的 PDomain_2 PDomain。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CLI。

请参见“登录 Oracle ILOM (CLI)” [99]。

2. 在 Oracle ILOM 中访问 PDomain。

->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console  [-option]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console (y/
n)? y
 
Serial console started.  To stop, type #. (

其中，option 可以是：

■ --f|force－允许具有控制台 (c) 角色的用户通过任何当前用户获取控制台，并强制
该用户进入查看模式。

■ -script－跳过“是”或“否”的确认提示。

3. 要切换回 Oracle ILOM，请键入 #。

注 - 要更改或设置转义符功能类型，请键入：/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console escapechars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99]
■ “登录 Oracle ILOM (CLI)” [99]
■ 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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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ok 提示符

访问 ok 提示符时，必须指定要连接到的 PDomain。如果需要进入 ok 提示符，请根据
当前的服务器状态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注意 - 如果需要关闭 OS 以进入 ok 提示符，请通过正常关闭 OS 来执行此操作。其他任
何方法都可能会导致服务器状态数据丢失。

■ “OpenBoot ok 提示符” [103]
■ 在系统未配置且电源已关闭时连接到 PDomain [104]
■ 在 Oracle Solaris OS 正在运行时连接到 PDomain [105]
■ 在 Oracle Solaris OS 不响应时连接到 PDomain [105]
■ 在主机电源打开时进入 ok 提示符（Web 界面） [106]
■ 连接到 LDoms 来宾域 [107]

相关信息

■ 《OpenBoot 4.x Command Reference Manual》，位于：http://
docs.oracle.com/cd/E23824_01/

SPARC: OpenBoot ok 提示符
当打开主机电源但未引导 OS 时，您是在与 OpenBoot 固件进行通信。OpenBoot 固件
将显示 ok 作为其提示符。

以下是可在 ok 提示符下执行的常见任务。

任务 更多信息

引导主机 手动引导 OS（ok 提示符） [128]

配置 OpenBoot 参数 查看 OpenBoot 参数 [123]

更改默认引导设备（ok 提示符） [120]

弹出介质 在 ok 提示符下键入：

help eject

有关 OpenBoot 命令的信息，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中 "Important Information
From Previous Releases" 下的 OpenBoot 文档。

http://docs.oracle.com/cd/E23824_01/
http://docs.oracle.com/cd/E23824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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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OpenBoot 4.x Command Reference Manual》，位于：http://
docs.oracle.com/cd/E23824_01/

在系统未配置且电源已关闭时连接到 PDomain

执行此任务可以在系统未配置且电源已关闭时在 ok 提示符下连接到特定的 PDomain。
可以在安装过程中执行此任务。

1. 配置 PDomain。

请参见配置域组件。

2. 指定引导序列应停在 ok 提示符下。

在 Oracle ILOM 中，键入：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bootmode script="setenv auto-boot?
 false"

3. 启动主机。

->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4. 启动 PDomain 主机控制台。

->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console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console (y/
n)? y
Serial console started. To stop, type #.

服务器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来完成 POST，然后将显示 ok 提示符。

相关信息

■ 在 Oracle Solaris OS 正在运行时连接到 PDomain [105]
■ 在 Oracle Solaris OS 不响应时连接到 PDomain [105]
■ 在主机电源打开时进入 ok 提示符（Web 界面） [106]
■ 连接到 LDoms 来宾域 [107]

http://docs.oracle.com/cd/E23824_01/
http://docs.oracle.com/cd/E23824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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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racle Solaris OS 正在运行时连接到 PDomain

执行此任务可在 Oracle Solaris OS 正在运行且可以响应时在 ok 提示符下连接到特定的
PDomain。

1. 指定引导序列应停在 ok 提示符下。

在控制域的主机中键入：

# eeprom auto-boot?=false

2. 重新引导 Oracle Solaris OS。

# shutdown -g0 -i6 -y

相关信息

■ 在系统未配置且电源已关闭时连接到 PDomain [104]
■ 在 Oracle Solaris OS 不响应时连接到 PDomain [105]
■ 在主机电源打开时进入 ok 提示符（Web 界面） [106]
■ 连接到 LDoms 来宾域 [107]

在 Oracle Solaris OS 不响应时连接到 PDomain

执行此任务可在 Oracle Solaris OS 不响应时在 ok 提示符下连接到特定的 PDomain。

1. 指定引导序列应停在 ok 提示符下。

在 Oracle ILOM 中，键入：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bootmode script="setenv auto-boot?
 false"

注 - 将 auto-boot 参数设置为 false 是一次性设置。下次 PDomain 复位时，auto-
boot 参数将恢复其默认设置。

2. 复位 PDomain。

-> re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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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在系统未配置且电源已关闭时连接到 PDomain [104]
■ 在 Oracle Solaris OS 正在运行时连接到 PDomain [105]
■ 在主机电源打开时进入 ok 提示符（Web 界面） [106]
■ 连接到 LDoms 来宾域 [107]

在主机电源打开时进入 ok 提示符（Web 界面）

当主机电源已关闭，而您需要在主机电源打开时进入 ok 提示符时，可使用此过程。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99]。

注 - 如果使用的是模块化系统，请确保要管理的是正确的服务器模块。

2.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的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Host Management" > "Host Boot
Mode"。

此时将显示 "Host Boot Mode" 页面。

3. 向 "Host Boot Mode" 设置应用以下更改：

a.    对于 "State"，选择：Reset NVRAM

此设置基于脚本设置应用一次性的 NVRAM (OpenBoot) 更改，然后在下次主机复
位时将 NVRAM 重置为默认设置。

b.    对于 "Script"，键入：setenv auto-boot? false

此设置将主机配置为停在 ok 提示符下，而非自动引导预安装的 OS。

c.    单击 "Save"。

注 - 您有 10 分钟时间来执行下一步。10 分钟之后，状态将自动返回到 normal。

4. 在左侧导航面板中，单击 "Host Management" > "Power Control"。

5.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Reset"，然后单击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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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左侧导航面板中，单击 "Remote Control" > "Redirection"。

7. 选择 "Use Serial Redirection"，然后单击 "Launch Remote Console"。

主机复位时，将在串行控制台中显示消息。复位活动完成后，将显示 ok 提示符。

相关信息

■ 在系统未配置且电源已关闭时连接到 PDomain [104]
■ 在 Oracle Solaris OS 正在运行时连接到 PDomain [105]
■ 在 Oracle Solaris OS 不响应时连接到 PDomain [105]
■ 连接到 LDoms 来宾域 [107]

连接到 LDoms 来宾域

执行此任务可在 ok 提示符下连接到 LDoms 来宾域。

1. 指定引导序列应停在 ok 提示符下。

在 LDoms 来宾域的主机中键入：

/opt/SUNWldm/bin/ldm set-variable auto-boot\?=false guestx

2. 重新引导 Oracle Solaris OS。

# shutdown -g0 -i6 -y

相关信息

■ 在系统未配置且电源已关闭时连接到 PDomain [104]
■ 在 Oracle Solaris OS 正在运行时连接到 PDomain [105]
■ 在 Oracle Solaris OS 不响应时连接到 PDomain [105]
■ 在主机电源打开时进入 ok 提示符（Web 界面） [106]

重定向 KVMS 设备

预安装在此服务器上的 KVMS 软件允许与 Oracle Solaris OS 建立视频重定向和串行重
定向连接。但是，只有串行重定向连接才支持 Oracle Solaris 控制台。视频重定向提供
与 Oracle Solaris OS 的标准 X 会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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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通过串行重定向连接（而非视频重定向连接）查看控制台消息。要在 OpenBoot 提
示符下查看重定向的设备，需要在 OpenBoot 运行之前启动视频重定向窗口。如果在
OpenBoot 启动之后启动会话，键入 reset-all 可发现和显示重定向的设备。

有关使用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或 CLI 配置远程重定向 KVMS 设
备的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注 - 有关您的配置对 KVMS 冗余的影响的信息，请参见“DCU、CMU 和 CMP 准
则” [82]。

■ “配置 KVMS 设置” [108]
■ 连接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109]
■ 从 Oracle Solaris OS 启用视频重定向 [110]
■ 配置多个显示设备 [111]
■ “重新引导后重新建立与 SPP 的 KVMS 连接” [112]

相关信息

■ “OpenBoot 概述” [90]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概述” [92]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配置 KVMS 设置
■ 配置 KVMS 设置（Web 界面） [108]
■ 配置 KVMS 设置 (CLI) [109]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配置 KVMS 设置（Web 界面）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请参见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99]。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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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到正确的 PDomain。

从屏幕上方一角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PDomain。

3. 按照 Oracle ILOM 文档中所述指定 KVMS 设置。

相关信息

■ 配置 KVMS 设置 (CLI) [109]
■ 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配置 KVMS 设置 (CLI)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请参见“登录 Oracle ILOM (CLI)” [99]。

2. 从以下位置指定正确设置，如 Oracle ILOM 文档中所述指定适当的属性。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SP/services/kvms property

3. 要使 KVMS 可以访问某个 PDomain，请针对特定的 PDomain 配置 SPP 网络设置。

请参见配置 SP 网络设置 [147]。

相关信息

■ 配置 KVMS 设置（Web 界面） [108]
■ 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连接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可通过 Web 界面访问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1. 根据需要修改 KVMS 设置。

请参见“配置 KVMS 设置” [108]。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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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接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单击 "Remote Control" > "Redirection"。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从 Oracle Solaris OS 启用视频重定向

如果 Oracle Solaris OS 上尚未启用 X 服务器，则视频重定向将显示空白屏幕。完成以
下步骤可在服务器上安装 X 服务器软件包，以便访问用于视频重定向会话的命令提示
符。

1. 在 Oracle Solaris OS 提示符下，安装 X 服务器软件包。

# pkg install group/system/solaris-desktop

2. 重新引导 PDomain 以启动 GNOME 显示管理器服务器。

# shutdown -g0 -i6 -y

重新引导 PDomain 后，根据需要使用以下命令来控制 GNOME 域管理器 (gdm) 服务：

■ 禁用 gdm 服务：

# svcadm disable gdm

■ 启用 gdm 服务：

# svcadm enable gdm

■ 重新启动 gdm 服务：

# svcadm restart gdm

注 - 此服务器不支持 OpenBoot input-device=rkeyboard 和 output-
device=rscreen 属性。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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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OS 概述” [90]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docs)

配置多个显示设备

注 - GNOME 桌面在 X 窗口系统上运行。在此过程中，术语 X 会话通常用于标识该环
境。

当 PDomain 包含多个 DCU 并且您要使用视频重定向来访问 PDomain 时，必须配置具
有多个 X 会话的 PDomain。由于每个 X 会话都在 DCU 中的显示设备上运行，因此 X
会话的数量应该与分配给 PDomain 的 DCU 数量一致。

该多 X 会话配置支持视频重定向故障转移。当 PDomain 中的所有 X 会话同时运行
时，KVMS 连接中只有一个活动的 X 会话。如果运行该活动会话的 DCU 失败，则与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的网络连接将终止。下次连接到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时，在其他 DCU 的显示设备上运行的新 X 会话将成为活动会
话。

要配置具有多个 X 会话的多 DCU PDomain，请完成以下步骤：

1. 禁用 GNOME 显示管理器 (gdm)。

# svcadm disable gdm

2. 根据 PDomain 中 DCU 的数量设置 ConsoleKit consolekit/sessions 属性。

# svccfg -s system/consolekit setprop \
consolekit/sessions = astring: "sessions-to-configure"

将 sessions-to-configure 替换为：

■ Local－如果 PDomain 包含一个 DCU（默认值）
■ MultiDCU0;MultiDCU1－如果 PDomain 包含两个 DCU
■ MultiDCU0;MultiDCU1;MultiDCU2－如果 PDomain 包含三个 DCU
■ MultiDCU0;MultiDCU1;MultiDCU2;MultiDCU3－如果 PDomain 包含四个 DCU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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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如果 PDomain 仅包含一个 DCU，则无需设置此属性，可以将该值保留设置为默认
Local 设置。

3. 启用 consolekit/sessions 属性。

# svcadm restart consolekit

4. （可选）检查此文件的最后一行以确认 X 会话是否已正确设置：

/etc/ConsoleKit/seats.d/00-primary.seat

例如，以下是包含两个 DCU 的 PDomain 的行：

Sessions=MultiDCU0;MultiDCU1;

5. 启用 GNOME 显示管理器 (gdm)。

# svcadm enable gdm

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docs)

重新引导后重新建立与 SPP 的 KVMS 连接

每个 DCU 都分配有一个 SPP，以对其进行管理。这些 SPP 中有一个会被标识为
PDomain-SPP，负责托管 KVMS 服务器。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如果托管 KVMS 服务
器的 PDomain-SPP 重新引导），与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的网
络连接可能会终止。PDomain 不会自动尝试重新建立这些链路。

如果需要重新建立远程链路，请完成连接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109]中的过程。

相关信息

■ “网络资源概述” [145]
■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安装指南》中的“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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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服务器、域和设备

通过以下主题可控制基本的服务器和域操作。

■ “控制电源状态” [113]
■ “复位服务器、SP 或域” [117]
■ “管理服务器的引导行为” [120]
■ “引导和关闭 OS” [126]

相关信息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

控制电源状态

在此服务器上，可以连接到系统或特定 PDomain。还可以启动或停止整个系统或单个
PDomain。

通过以下主题可了解和控制电源状态：

说明 命令和链接

了解不同的电源状态。 “电源状态” [114]

更改电源状态。 打开电源 [114]

关闭电源 [115]

复位 PDomain。 复位物理域 [119]

复位 SP。 “复位 SP 配置” [117]

相关信息

■ “复位服务器、SP 或域” [117]
■ “管理服务器的引导行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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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和关闭 OS” [126]

电源状态

服务器可以处于以下状态之一：

■ 未通电－服务器未通电。例如，未连接电源线或数据中心电源断路器关闭时。
■ 备用－服务器已通电，SP 正在运行，但未为主机接通主电源。可以访问处于备用

状态下的 SP 上的 Oracle ILOM。
■ 完全通电－主机已通电，而且您可以访问 Oracle ILOM。在服务器引导 OS 后，您

还可以访问 PDomain 上正在运行的 Oracle ILOM 和操作系统。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入门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goto/ILOM/
docs

■ 打开电源 [114]
■ 复位物理域 [119]
■ “复位 SP 配置” [117]
■ 复位服务器 (Oracle Solaris) [117]
■ 关闭电源 [115]
■ “主机电源命令” [175]

打开电源

您可以分别启动每个 PDomain，或者通过在 Oracle ILOM 中键入 start /System 打开
系统中所有已配置域的电源。

要连接到特定域，必须向每个域中的用户帐户分配控制台 (c) 用户角色。要对服务器或
特定域执行电源操作，必须向每个域中的用户帐户分配复位 (r) 用户角色。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请参见“登录到 Oracle ILOM” [98]。

2. 在 Oracle ILOM 提示符下，连接到特定 PDomain，以便查看控制台输出。

本示例将连接到 PDomain_2。

->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console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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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console (y/
n) ? y
Connecting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console

注 - 为机箱接通交流电源并启动 PDomain 后，可能需要长达 25 分钟的时间 PDomain
才会通电。

3. 在 Oracle ILOM 提示符下，打开特定 PDomain 的电源。

本示例将打开 PDomain_2 的电源。

->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y/n) ? y
Starting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

注 - 要跳过确认提示，请在 start 命令中使用 -script 选项。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入门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goto/ILOM/
docs

■ “电源状态” [114]
■ 复位物理域 [119]
■ “复位 SP 配置” [117]
■ 复位服务器 (Oracle Solaris) [117]
■ 关闭电源 [115]
■ “主机电源命令” [175]

关闭电源

您可以分别关闭每个 PDomain 的电源，或者通过键入 stop /System 关闭系统中所有
已配置域的电源。

要对服务器或特定域执行电源操作，必须向每个域中的用户帐户分配复位 (r) 用户角
色。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登录 Oracle ILOM (CLI)” [99].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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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Oracle ILOM 提示符下，根据您的需要停止 PDomain：

■ 要正常关闭 OS，然后关闭所有 PDomain 的电源，而使服务器保持脱机状态，请键
入：

-> stop /System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top /System (y/n) ? y
Stopping /System
 
->

■ 要正常关闭 OS，然后关闭特定 PDomain 的电源（在本示例中为 PDomain_2），
请键入：

-> stop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top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y/
n) ? y
Stopping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

■ 要立即关闭特定 PDomain 的电源，请键入：

-> stop -f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immediately stop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
HOST (y/n) ? y
Stopping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immediately
->

注 - 要执行立即关机操作，请在 stop 命令中使用 -force -script 选项。请确保先保
存所有数据，然后再键入此命令。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入门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goto/ILOM/
docs

■ 打开电源 [114]
■ 复位物理域 [119]
■ 复位服务器 (Oracle Solaris) [117]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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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服务器、SP 或域

通过以下主题可复位服务器（及所有活动域）、SP 或特定 PDomain。

■ 复位服务器 (Oracle Solaris) [117]
■ “复位 SP 配置” [117]
■ 复位物理域 [119]

相关信息

■ “控制电源状态” [113]
■ “管理服务器的引导行为” [120]
■ “引导和关闭 OS” [126]

复位服务器 (Oracle Solaris)

您不必通过先关闭电源再打开电源来复位服务器。

要从 Oracle Solaris 提示符复位服务器，请键入以下命令之一：

# shutdown -g0 -i6 -y

或

# reboot

相关信息

■ 打开电源 [114]
■ 关闭电源 [115]
■ 复位物理域 [119]
■ “主机电源命令” [175]

复位 SP 配置

复位 SP 会断开当前的 Oracle ILOM 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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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下主题可复位 SP：

■ 复位 SP（Web 界面） [118]
■ 复位 SP (CLI) [118]

复位 SP（Web 界面）

您必须拥有服务器上的复位 (r) 权限才能复位 SP。作为此操作的一部分，所有 SP 都将
重新引导。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依次单击 "ILOM Administration" > "Maintenance"，选择
"Reset SP" 选项卡，然后单击 "Reset SP"。

所有 SP 都将复位。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入门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goto/ILOM/
docs

■ “电源状态” [114]
■ 复位物理域 [119]
■ 复位 SP (CLI) [118]
■ “主机电源命令” [175]

复位 SP (CLI)

您必须拥有服务器上的复位 (r) 权限，才可将 ILOM 配置重置为默认设置。

复位 SP：

■ 复位所有 SP，而不更改系统配置：

-> reset /SP 

■ 将 Oracle ILOM 配置重置为其默认设置，然后重新引导 SP：

-> set /SP reset_to_defaults=value
-> stop /System
-> reset /SP

其中，value 可以是：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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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删除所有 SP 配置数据，而不会删除日志文件。
■ factory－删除所有 SP 配置数据以及所有日志文件和历史记录。
■ none－取消之前的所有值。如果要使用此属性，请在使用 reset 命令之前执

行。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入门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goto/ILOM/
docs

■ “电源状态” [114]
■ 复位物理域 [119]
■ 复位 SP（Web 界面） [118]
■ “主机电源命令” [175]

复位物理域

Oracle ILOM reset 命令可执行正常或强制的硬件复位。默认情况下，reset 命令将正
常复位硬件。

您必须分别复位各个 PDomain。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对 PDomain（指定为 PDomain_2）
执行正常和强制复位。

要复位特定的域，必须向每个 PDomain 上的用户帐户分配复位 (r) 用户角色。

键入以下命令之一来复位服务器。

■ 从 Oracle ILOM 执行正常复位：

-> re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re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y/
n) ? y
Resetting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

■ 如果无法进行正常复位，请从 Oracle ILOM 执行强制硬件复位：

-> reset -f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immediately re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
HOST (y/n) ? y
Resetting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immediately
->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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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入门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goto/ILOM/
docs

■ “电源状态” [114]
■ “复位 SP 配置” [117]
■ 复位服务器 (Oracle Solaris) [117]
■ “主机电源命令” [175]

管理服务器的引导行为

通过以下主题可更改默认引导配置。

■ 更改默认引导设备（ok 提示符） [120]
■ 创建引导磁盘的 OpenBoot 引导路径 [121]
■ 启用或禁用自动引导（ok 提示符） [122]
■ 查看 OpenBoot 参数 [123]
■ “OpenBoot 引导配置参数” [124]
■ “printenv 输出” [125]

有关自定义服务器引导方式的更全面信息，请参阅适用于您的发行版的 Oracle
Solaris 文档。有关在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bootmode 中为此服
务器设置的命令的列表，请参见“引导模式命令” [176]。

相关信息

■ “控制电源状态” [113]
■ “复位服务器、SP 或域” [117]
■ “引导和关闭 OS” [126]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docs)

更改默认引导设备（ok 提示符）

使用此过程可配置 OpenBoot 从特定设备进行引导。此更改是永久性的，但复位后才会
生效。

1. 进入 ok 提示符。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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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访问 ok 提示符” [103]。

2. 使用正确的引导设备配置 boot-device 参数。

ok setenv boot-device boot-device

其中，boot-device 是可以从其进行引导的有效设备。

3. 检验更改。

ok printenv boot-device

4. 复位主机。

ok reset-all

相关信息

■ 创建引导磁盘的 OpenBoot 引导路径 [121]
■ 启用或禁用自动引导（ok 提示符） [122]
■ 查看 OpenBoot 参数 [123]
■ “OpenBoot 引导配置参数” [124]
■ “printenv 输出” [125]

创建引导磁盘的 OpenBoot 引导路径

1. 显示系统中配置的磁盘的路径。

ok show-disks
      j)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
      ....

2. 列出服务器中的 SCSI 设备并记录目标引导磁盘的物理插槽号。

ok probe-scsi-all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
     Code Version 1.00.62, MPT Version 2.00, Firmware Version 10.00.00.00 
     Target 9
     Unit 0 Disk HITACHI H106060SDSUN600G A2B0 1172123568 Blocks, 600 GB 
     SASDeviceName 5000cca025061ff0 SASAddress 5000cca025061ff1 PhyNum 0
     Target a
     Unit 0 Disk HITACHI H106060SDSUN600G A2B0 1172123568 Blocks, 60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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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DeviceName 5000cca0250696c4 SASAddress 5000cca0250696c5 PhyNum 1
     Target b
     Unit 0 Disk HITACHI H106060SDSUN600G A2B0 1172123568 Blocks, 600 GB
     SASDeviceName 5000cca01612a4e4  SASAddress 5000cca01612a4e6  PhyNum 2 
     Target c
     Unit 0 Disk HITACHI H106060SDSUN600G A2B0 1172123568 Blocks, 600 GB
     SASDeviceName 5000cca016102264  SASAddress 5000cca016102266  PhyNum 3

3. 复位系统。

ok reset-all

4. 创建所选磁盘路径（在本示例中为物理磁盘 0，其中 0 表示 probe-scsi-all 命令所报
告的 PhyNum 0 值）的引导别名。

ok nvalias disk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p0
   /pci@f00/pci@1/pci@0/pci@c/pci@0/pci@4/scsi@0/disk

5. 引导新配置的引导磁盘（如果需要）。

ok boot disk

相关信息

■ 更改默认引导设备（ok 提示符） [120]
■ 启用或禁用自动引导（ok 提示符） [122]
■ 查看 OpenBoot 参数 [123]
■ “OpenBoot 引导配置参数” [124]
■ “printenv 输出” [125]

启用或禁用自动引导（ok 提示符）

通过以下过程之一可配置 OpenBoot，以便在复位主机或打开电源时尝试自动引导 OS
或不自动引导 OS。此更改是永久性的，但主机复位后才会生效。

1. 进入 ok 提示符。

请参见“访问 ok 提示符” [103]。

2. 将 OpenBoot auto-boot? 参数设置为 true 或 false。

■ true－（默认值）配置了 boot-device 参数后，主机将自动尝试从 boot-device 所
指定的设备进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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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如果要配置主机以获得最大可用性，则通过将 auto-boot? 和 auto-boot-on-
error? 设置为 true 可配置主机在出现错误或重新配置硬件后自动重新引导。auto-
boot-on-error? 的默认值是 false。

■ false－主机不会自动引导。可以手动进行引导。

例如，要更改默认设置，请键入

ok setenv auto-boot? false

3. 检验更改。

ok printenv auto-boot?
auto-boot? = false

4. 复位主机。

ok reset-all

主机将复位。初始化后，主机将基于您的配置尝试引导或不引导。

相关信息

■ 更改默认引导设备（ok 提示符） [120]
■ 创建引导磁盘的 OpenBoot 引导路径 [121]
■ 查看 OpenBoot 参数 [123]
■ “OpenBoot 引导配置参数” [124]
■ “printenv 输出” [125]

查看 OpenBoot 参数

1. 通过以下方法之一查看单个 OpenBoot 参数的值：

■ 在 ok 提示符下键入：

printenv parameter

其中，parameter 是有效的 OpenBoot 参数。
有关 printenv 输出的示例，请参见“printenv 输出”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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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Oracle Solaris 中，键入：

eeprom parameter

其中，parameter 是有效的 OpenBoot 参数。

2. 通过以下方法之一查看所有 OpenBoot 参数：

■ 在 ok 提示符下键入：

printenv

■ 在 Oracle Solaris 中，键入：

eeprom

有关哪个 OpenBoot 参数控制系统引导方式的介绍，请参见“OpenBoot 引导配置参
数” [124]。

相关信息

■ 更改默认引导设备（ok 提示符） [120]
■ 创建引导磁盘的 OpenBoot 引导路径 [121]
■ 启用或禁用自动引导（ok 提示符） [122]
■ “OpenBoot 引导配置参数” [124]
■ “printenv 输出” [125]

SPARC: OpenBoot 引导配置参数

参数 默认值 说明

auto-boot-on-error? false 控制在 POST 检测到硬件重新配置或错误后主机是否尝试进行引导，并允许选
择检测到错误时的自动引导行为。

■ false－主机不尝试引导或停在 ok 提示符下。
■ true－在 auto-boot? 也设置为 true 时，主机将在执行硬件重新配置或

出现错误后自动尝试从选定设备进行引导，这对于获得最大可用性很有必
要。

auto-boot? true 控制系统是否在系统复位后或打开电源时自动引导。

■ true－自动尝试从 boot-device 所指定的设备进行引导。
■ false－主机不尝试引导或停在 ok 提示符下。



查看 OpenBoot 参数

控制服务器、域和设备 125

参数 默认值 说明

boot-command boot 指定当 auto-boot? 为 true 时要执行的命令。

■ boot－从 boot-device 所指定的设备引导内核。
■ boot net－从网络引导内核。
■ boot cdrom－从 CD-ROM 引导内核。
■ boot disk1:h－从 disk1 分区 h 进行引导。
■ boot tape－从磁带引导默认文件。
■ boot device-path－从指定的 device_path 设备进行引导。如需获取服务器

上的别名列表，请键入 devalias。

boot-device disk net 包含默认引导设备的名称。

boot-file 可选参数，提供 OpenBoot 不处于诊断模式时所使用的引导参数。

diag-switch? false 如果值为 true，则以诊断模式运行。

network-boot-arguments 可选参数，通过该参数可以设置执行 WAN 引导时 OpenBoot 要使用的配置参
数。设置此参数后其优先级将高于任何默认的引导参数值。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 eeprom(1M) 手册页。

相关信息

■ 更改默认引导设备（ok 提示符） [120]
■ 创建引导磁盘的 OpenBoot 引导路径 [121]
■ 启用或禁用自动引导（ok 提示符） [122]
■ 查看 OpenBoot 参数 [123]
■ “printenv 输出” [125]

SPARC: printenv 输出

{0} ok printenv
Variable Name           Value                          Default Value
 
ttya-rts-dtr-off        false                          false
ttya-ignore-cd          true                           true
keyboard-layout
reboot-command
security-mode           none                           No default
security-password                                      No default
security-#badlogins     0                              No default
verbosity               min                            min
diag-switch?            false                          false
local-mac-address?      true                           true
fcode-debug?            false                          false
scsi-initiator-id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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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logo                                               No default
oem-logo?               false                          false
oem-banner                                             No default
oem-banner?             false                          false
ansi-terminal?          true                           true
screen-#columns         80                             80
screen-#rows            34                             34
ttya-mode               9600,8,n,1,-                   9600,8,n,1,-
output-device           virtual-console                virtual-console
input-device            virtual-console                virtual-console
auto-boot-on-error?     false                          false
load-base               16384                          16384
auto-boot?              false                          true
network-boot-arguments
boot-command            boot                           boot
boot-file
boot-device             disk net                       disk net
multipath-boot?         false                          false
boot-device-index       0                              0
use-nvramrc?            false                          false
nvramrc
error-reset-recovery    boot                           boot

相关信息

■ 更改默认引导设备（ok 提示符） [120]
■ 创建引导磁盘的 OpenBoot 引导路径 [121]
■ 启用或禁用自动引导（ok 提示符） [122]
■ 查看 OpenBoot 参数 [123]
■ “OpenBoot 引导配置参数” [124]

引导和关闭 OS

可通过多种方法引导和关闭服务器。请使用此表中最符合您的情况的任务。

说明 链接

了解引导序列。 “引导序列” [127]

对配置为在打开电源时进行引导（默认配置）的服
务器使用 Oracle ILOM 进行引导。

引导 OS (Oracle ILOM) [128]

引导处于 ok 提示符下的服务器。 手动引导 OS（ok 提示符） [128]

使用 Oracle Solaris init 命令关闭 OS。 关闭 OS（init 命令）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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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链接

使用 Oracle Solaris shutdown 命令关闭 OS。 关闭 OS（shutdown 命令） [130]

相关信息

■ “控制电源状态” [113]
■ “复位服务器、SP 或域” [117]
■ “管理服务器的引导行为” [120]

SPARC: 引导序列

除了控制主机的电源状态，还可以控制引导 OS 的方式和时间。

当打开主机电源时，主机可能处于以下状态之一：

■ 已引导－操作系统正在以以下级别之一运行：
■ 3－OS 正在以多用户模式运行，并且所有资源均已启用。
■ S－OS 正在以单用户模式运行，并且有些资源未启用。

■ 在 ok 提示符下－OS 未运行。您是与主机上的 OpenBoot 固件进行通信。

默认情况下，复位主机或打开主机电源时，主机将自动尝试进行引导。主机将首先查找
本地引导驱动器。如果主机无法从驱动器引导，则它将尝试从网络进行引导。请参见引
导 OS (Oracle ILOM) [128]。

以下步骤介绍了概要的引导序列：

1. 启动主机复位。
2. OpenBoot 运行，并读取 OpenBoot 参数。

以下是用于确定服务器引导方式的主要 OpenBoot 参数和默认值（请参见查看
OpenBoot 参数 [123]）：
■ diag-switch? false
■ auto-boot? true
■ boot-device disk net

3. 系统从引导设备读取引导块以定位引导程序。
4. 引导程序将内核装入内存中。
5. 执行内核并使之获得系统控制权。

可以从 OS 配置引导参数，也可以在 ok 提示符下配置引导参数。还可以通过 Oracle
ILOM 影响引导行为。

有关引导过程以及如何在 Oracle Solaris OS 中配置引导的信息，请参阅 Oracle Solaris
OS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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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docs)

引导 OS (Oracle ILOM)

默认情况下，复位主机或打开主机电源时，主机将自动尝试进行引导。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99]。

2.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单击 "Host Management" > "Power Control"，然后从
"Actions" 列表框中选择一个 PDomain。

3. 如果 Open Boot 参数配置为默认值，则从 Oracle ILOM Web 界面引导主机。

在 "Host Management" > "Power Control" 中，选择复位、打开电源或关开机循环操作
之一，然后单击 "Save"。

注 - 如果 OpenBoot 引导参数未配置为默认值，则复位主机时主机可能会停在 ok 提示符
下，您将需要从 ok 提示符进行引导。

相关信息

■ 手动引导 OS（ok 提示符） [128]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docs)

手动引导 OS（ok 提示符）

当需要在 ok 提示符下引导 OS 时，可使用此过程。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引导主机：

■ 从 OpenBoot boot-device 参数所指定的设备进行引导：

ok boot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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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要从中进行引导的设备：

ok boot boot-device

其中，boot-device 是可以从其进行引导的有效设备。

相关信息

■ “OpenBoot 引导配置参数” [124]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docs)

关闭 OS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关闭 OS：

说明 链接

终止系统上的所有活动过程，然后同步磁
盘，再更改运行级别。

关闭 OS（init 命令） [129]

发送警告消息，然后终止系统上的活动过
程，以达到指定的运行级别。

“复位 SP 配置” [117]

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docs)

关闭 OS（init 命令）

1. 以具有 root 特权的用户身份登录到 Oracle Solaris。

2. 关闭 OS。

指定运行级别 0 以关闭 OS 并显示 ok 提示符。

# init 0
# svc.startd: The system is coming down.  Please wait.
svc.startd: 126 system services are now being stopped.
Sep 21 13:31:31 systemA.us.oracle.com syslogd: going down on signal 15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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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c.startd: Killing user processes.
Sep 21 13:31:37 The system is down.  Shutdown took 23 seconds.
syncing file systems... done
Program terminated
M5-32 or M6-32, No Keyboard
Copyright (c) 1998, 2013,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OpenBoot 4.35. 63 GB memory available, Serial #100279958.
Ethernet address 0:21:28:fa:26:96, Host ID: 85fa2696.
{0} ok

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docs)

关闭 OS（shutdown 命令）

1. 以具有 root 特权的用户身份登录到 Oracle Solaris OS。

2. 关闭 OS。

在本示例中，使用以下命令选项关闭 ok 提示符下的 OS：

■ -g0－将宽限期指定为 0 秒。
■ -i0－指定运行级别 0（等效于 init 0 命令）。
■ -y－预先回答确认问题，以便在无需用户干预的情况下运行该命令。

# shutdown -g0 -i0 -y
# svc.startd: The system is coming down. Please wait.
svc.startd: 106 system services are now being stopped.
Sep 12 17:52:11 bur381-14 syslogd: going down on signal 15
svc.startd: The system is down.
syncing file systems...done
Program terminated
 
SPARC M5-32 or M6-32, No Keyboard
Copyright (c) 1998, 2013,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OpenBoot 4.33.1, 32256 MB memory available, Serial #95593628.
Ethernet address 0:21:28:b2:a4:9c, Host ID: 85b2a49c.
{0} ok

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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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和角色

通过以下主题可在 Oracle ILOM 中设置用户帐户和角色，以及配置其他与权限相关的设
置。

■ “管理用户帐户” [131]
■ “管理用户身份验证” [136]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管理用户帐户

此服务器上预安装的 Oracle ILOM 软件预配置有一个用户帐户 (root)。根据需要，该
用户随后可创建其他用户帐户。

要实现安全登录方法，请启用 SSH 服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

有关查看用户帐户属性或删除现有用户帐户的信息，请参阅《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
管理员指南》。

通过以下主题可使用 Oracle ILOM 来管理用户帐户。

■ “用户授权概述” [132]
■ “了解平台和特定于主机的用户角色分配” [132]
■ 配置用户帐户 (CLI) [133]
■ “配置用户帐户 (SNMP)” [134]

相关信息

■ “管理用户身份验证” [136]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管理用户帐户

132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 • 2014 年 12 月

用户授权概述
SP 是一个设备。在设备模型中，用户或管理代理只能通过授权的用户界面访问 SP 及其
组件。用户和代理不能访问任何底层操作系统接口，用户不能在 SP 上安装单个软件组
件。

用户帐户是单个用户的记录，可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进行验证。此服务器支持 60 个用户
帐户登录到 SP。

每个用户帐户都分配有特定的角色，通过这些角色，用户可以执行某些 Oracle ILOM 命
令以及对特定的组件集执行某些操作。这些组件可以是物理组件、域或某一域中的物理
组件。通过为每个用户指定角色，您可以控制允许每个用户执行哪些操作。

将用户角色分配给特定组件（例如 PDomain）的用户帐户时，授予的功能会镜像分配给
平台的那些用户角色，但其仅限于对给定组件执行的命令。有关所需用户角色以及用于
对服务器和单个域执行特定任务的命令的信息，请参阅特定的任务。

注 - 只能向单个 PDomain 分配管理员 (a)、控制台 (c) 和复位 (r) 等用户角色。

有关服务器可用的所有预定义用户角色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

相关信息

■ “了解平台和特定于主机的用户角色分配” [132]
■ 配置用户帐户 (CLI) [133]
■ “配置用户帐户 (SNMP)” [134]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了解平台和特定于主机的用户角色分配
此服务器的用户角色是使用 Oracle ILOM 按下述方式配置的：

■ 配置平台级用户角色以指定用户对所有主机及所有主机所共享组件的访问权限。请
通过 /SP/users/userid/role=value 配置这些用户角色，如《Oracle ILOM 配置和
维护管理员指南》中所述，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配置主机级用户角色以指定用户对特定主机及特定于该主机的组件的访问权限。
特定于主机的组件位于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下。请通过 /SP/
users/userid/host_role/hostx_role=value 配置这些用户角色。有关为单个
PDomain 或其相关 SP 配置的属性的信息，请参见“标识域级别命令” [173]。

例如，如果管理员向给定用户分配以下任一用户角色，则该用户将能够启动或停止
PDomain_2：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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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users/userid/role=r（允许该用户访问所有主机）
■ /SP/users/userid/host_role/host2_role=r（仅允许该用户访问 PDomain_2）

但是，如果管理员需要将用户的访问权限限制于 PDomain_0 和 PDomain_1，并允许用
户对 PDomain_2 执行任一任务以及启动、停止和复位 PDomain_3，则需要定义以下特
定于主机的角色：

set /SP/users/userid/role=o
set /SP/users/userid/host_roles/host0_role=””
set /SP/users/userid/host_roles/host1_role=””
set /SP/users/userid/host_roles/host2_role=acr
set /SP/users/userid/host_roles/host3_role=r

相关信息

■ “用户授权概述” [132]
■ 配置用户帐户 (CLI) [133]
■ “配置用户帐户 (SNMP)” [134]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配置用户帐户 (CLI)

如果需要提供对 Oracle ILOM 的受控访问权限，可使用此过程创建最多 60 个拥有特定
角色的用户帐户。

您必须拥有用户 (u) 权限才能配置本地用户帐户。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CLI。

请参见“登录 Oracle ILOM (CLI)” [99]。

2. 创建用户帐户：

-> create /SP/users/newusername
Creating user...
Created /SP/users/username

3. 设置用户密码：

-> set /SP/users/username password=password
Enter new password: ********
Enter new password again: ********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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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每个活动的 PDomain 分配用户角色：

-> set /SP/users/username/host_roles hostx_role=acr
Set 'hostx_role' to 'acr'

注 - 只能向单个 PDomain 分配管理员 (a)、控制台 (c) 和复位 (r) 等用户角色。

5. 继续执行下一任务。

请考虑以下任务：

■ 其他 SP 配置－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
■ 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Root 用户密码” [98]
■ “用户授权概述” [132]
■ “配置用户帐户 (SNMP)” [134]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配置用户帐户 (SNMP)

■ “特定于域的本地用户角色” [134]
■ 管理特定于域的用户角色 [135]

相关信息

■ 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网络管理连接 [97]
■ “Oracle ILOM Root 用户密码” [98]
■ 配置用户帐户 (CLI) [133]
■ 《Oracle ILOM SNMP、IPMI、CIM、WS-MAN 协议管理参考》，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特定于域的本地用户角色

此服务器的 SUN-ILOM-CONTROL-MIB 文件包含特定于域的角色表
(ilomCtrlLocalUserTable)。此表列出了与系统上可用的每个 PDomain 关联的用户角
色，如以下 Oracle ILOM CLI 输出样例所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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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users/userid
 Targets:
 host_roles
show /SP/users/userid/host_roles
 Properties:
    HOST0_role = acr
    HOST1_role = (none)
    HOST2_role = r
    HOST3_role = cr

在本示例中，userid 对应于 Active Directory 主机组条目的整数标识符。可用的主机角
色值（a、c、r，其中 a=admin，c=console，r=reset）显示在 SUN-ILOM-CONTROL-MIB
文件中的 ILOMCtrlUserHostRolesTC 下。

相关信息

■ 管理特定于域的用户角色 [135]

管理特定于域的用户角色

本节中的示例使用以下值说明如何查看和更改特定 PDomain 上特定用户帐户的用户角
色：

■ 主机组用户 ID：user2
■ 域索引：1，对应于域 ID 0，因为 SNMP 表索引从 1 开始（请参阅 SUN-ILOM-

CONTROL-MIB 文件中的 ilomCtrlRolesDomainIndex）
■ 现有主机角色：a、c、r
■ 新主机角色：a、r

注 -  有关此过程中所使用的 MIB 对象的描述，请参见此过程后面的表。

1. 登录到安装了 SNMP 工具和 Oracle ILOM MIB 的主机。

例如，键入：

ssh username@SNMP-manager-ipaddress

Password: password

2. 请参阅以下 SNMP 命令示例：

■ 要查看特定域上特定用户的当前主机角色，请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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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mpg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
ipaddress ilomCtrlLocalUserHostRoles.\”user2\”.1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LocalUserHostRoles.”user2”.1 = STRING:
 “acr”

注 -  SNMP 表索引从 1 开始，因此域 0 的域索引为 1。

■ 要为特定域上的特定用户指定新的主机角色，请键入：

% snmps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
ipaddress ilomCtrlLocalUserHostRoles.\”user2\”.1 s “ar”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LocalUserHostRoles.”user2”.1 = STRING:
 “ar”

下表描述了本地用户主机组的 SNMP MIB 对象。

MIB 对象 说明 允许的值 类型 默认值

ilomCtrlLocalUser
HostRoles

ilomCtrlRolesDomainIndex 所引用的主
机的主机角色以及分配给 ilomCtrlLocal
UserUsername 所引用用户的主机角色。

admin(a)、

console(c)、

reset(r)

字符串 无

相关信息

■ “特定于域的本地用户角色” [134]

管理用户身份验证

Oracle ILOM 可通过您配置的本地帐户或针对远程用户数据库（如 Active Directory 或
LDAP/SSL）验证用户帐户。利用远程验证，您可以使用一个集中式的用户数据库，而
不用在每个 Oracle ILOM 实例上配置本地帐户。

■ “用户身份验证概述” [137]
■ “配置主机组以验证用户帐户 (CLI)” [137]
■ “配置主机组以验证用户帐户 (SNMP)” [139]

相关信息

■ “配置用户帐户 (SNM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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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用户身份验证概述
可基于用户在主机组中的成员身份远程验证和授权用户访问权限。一个用户可属于多个
主机组，在此服务器上可使用 Oracle ILOM Web 界面、CLI 或 SNMP 配置最多 10 个主
机组。

您可以使用 Active Directory 或 LDAP/SSL 为主机组配置远程用户验证。

■ Active Directory 可以验证用户凭证并为用户授予访问联网资源的权限级别。
■ LDAP/SSL 可为 LDAP 用户提供增强的安全性。

配置主机组所涉及的任务包括管理证书 (LDAP/SSL)、管理员组、操作员组、定制组和
用户域。

有关使用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 Oracle ILOM 功能来设置 Active
Directory、LDAP/SSL 和 SNMP 管理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库。

相关信息

■ “配置主机组以验证用户帐户 (CLI)” [137]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Oracle ILOM SNMP、IPMI、CIM、WS-MAN 协议管理参考》，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配置主机组以验证用户帐户 (CLI)

以下主题包含有关配置多达 10 个主机组以使用 Oracle ILOM CLI 在多域系统上验证用
户的信息。

■ “主机组属性 (CLI)” [137]
■ 为 Active Directory 或 LDAP/SSL 配置主机组 (CLI) [138]

主机组属性 (CLI)

可使用 Oracle ILOM CLI 从以下位置管理主机组：

/SP/clients/activedirectory/hostgroups/<id>/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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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P/clients/ldapssl/hostgroups/<id>/

使用以下属性：

属性 说明

name 读写属性，表示指定主机组的 Active Directory 或 LDAP/SSL 组名称。

hosts 读写属性，列出此主机组为其分配角色的 PDomain。可使用列表管理方法设置值
（设置 hosts="+HOST3"）。

roles 读写属性，指定主机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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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eset。

注 -  用户需要有 u 角色才能修改主机组下的任意设置。

相关信息

■ “配置主机组以验证用户帐户 (CLI)” [137]

为 Active Directory 或 LDAP/SSL 配置主机组 (CLI)

您必须拥有用户 (u) 权限才能配置主机组。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CLI。

请参见登录 SP（远程） [100]。

2. 输入主机组的名称。

■ 对于 Active Directory：

-> set /SP/clients/activedirectory/hostgroups/id/ name=value
Set name to value

■ 对于 LDAP/SSL：

-> set /SP/clients/ldapssl/hostgroups/id/ name=value
Set name to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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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要使其成为指定主机组成员的主机。

■ 对于 Active Directory：

-> set /SP/clients/activedirectory/hostgroups/id/ hosts=”/HOSTx/HOSTy”
Set hosts to ‘/HOSTx /HOSTy'

■ 对于 LDAP/SSL：

-> set /SP/clients/ldapssl/hostgroups/id/ hosts=”/HOSTx=”/HOSTx /HOSTy”
Set hosts to ‘/HOSTx /HOSTy'

4. 为此主机组指定相应的角色。

只有角色 a、c 和 r 可供主机组使用。请参见“用户授权概述” [132]。

■ 对于 Active Directory：

-> set /SP/clients/activedirectory/hostgroups/id roles=value
Set roles to value

■ 对于 LDAP/SSL：

-> set /SP/clients/ldapssl/hostgroups/id roles=value
Set roles to value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网络管理连接 [97]

配置主机组以验证用户帐户 (SNMP)

可通过以下过程之一配置多达 10 个主机组以使用 SNMP 在多域系统上验证用户。

注 -  用户需要有 u 角色才能修改主机组下的任何设置。

■ “主机组属性 (SNMP)” [140]
■ 配置 Active Directory 主机组 (SNMP) [141]
■ 配置 LDAP/SSL 主机组 (SNMP) [142]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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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组属性 (SNMP)

使用 SNMP 基于 SUN-ILOM-CONTROL-MIB 文件中的以下表管理主机
组：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sTable 和 ilomCtrlLdapSslHostGroupsTable。

下表介绍了 Active Directory 主机组的 SNMP MIB 对象。

MIB 对象 说明 允许的值 类型 默认值

ilomCtrlActive

DirHostGroupId

Active Directory 主机组条目的整数标识
符。

1 至 10

此对象不可读写。

整数 无

ilomCtrlActiveDir Host
GroupName

指定与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的某个
组名称完全匹配的标识名。对于属于该表
中某个组的任何用户，都会根据该条目的
角色配置为其分配相应的 Oracle ILOM 角
色。

name（最多 255 个字
符）

字符串 无

ilomCtrlActiveDir
HostGroupHosts

指定该主机组为其分配角色的主机，例如 /
HOST0。对于属于该表中某一主机组的任何
用户，都会为其分配 ILOM 主机角色以列
出 /HOSTx 配置。

包含列表成员的主机列
表，例如，

/HOST0

/HOST1

/HOST2

/HOST3

字符串 无

ilomCtrlActiveDir
HostGroupRoles

指定通过 Active Directory 验证时用户应
具有的主机角色。将此属性设置为任一角
色 ID（a、c 和 r）可为主机配置可能的特
权级别。将此属性设置为 ‘none' 可清除该
值。

主机角色 ID 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例
如，acr，其中 a=admin、c=console、r=
reset。

admin(a)、

console(c)、

reset(r)、

none

字符串 无

下表介绍了 LDAP/SSL 主机组的 SNMP MIB 对象。

MIB 对象 说明 允许的值 类型 默认值

ilomCtrlLdap

SslHostGroupId

LDAP/SSL 主机组条目的整数标识符。 1 至 10

此对象不可读写。

整数 无

ilomCtrlLdap

SslHostGroup

Name

此字符串应包含一个标识名，该标识名与
LDAP/SSL 服务器上的某个组名称完全匹
配。对于属于该表中某个组的任何用户，
都会根据该条目的主机角色配置为其分配
相应的 Oracle ILOM 角色。

name（最多 255 个字
符）

字符串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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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B 对象 说明 允许的值 类型 默认值

ilomCtrlLdap

SslGroupHosts

此字符串应列出该主机组为其分配角色的
主机，例如 /HOST0。对于属于该表中某一
主机组的任何用户，都会为其分配 Oracle
ILOM 主机角色以列出 /HOSTx 配置。

包含列表成员的主机列
表，例如，

/HOST0

/HOST1

/HOST2

/HOST3

字符串 无

ilomCtrlLdap

SslHostGroup

Roles

指定通过 LDAP/SSL 验证时用户应具有
的主机角色。将此属性设置为任一角色
ID（a、c 和 r）可为主机配置可能的特权
级别。将此属性设置为 ‘none' 可清除该
值。

主机角色 ID 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
例如，‘acr'，其中 a=admin、c=
console、r=reset。

admin(a)、

console(c)、

reset(r)、

none

字符串 无

相关信息

■ 配置 LDAP/SSL 主机组 (SNMP) [142]
■ 配置 LDAP/SSL 主机组 (SNMP) [142]

配置 Active Directory 主机组 (SNMP)

本节中的示例使用以下值：

■ 主机组 ID 号：2
■ 现有主机组名称：platadm
■ 新主机组名称：platops
■ 该主机组为其分配角色的主机：HOST2
■ 该主机组为其分配角色的新主机：HOST1
■ 现有主机组角色：a、r
■ 新主机组角色：a、c、r

注 - 可以使用 set 命令配置 Active Directory 主机组设置。有关此过程中所使用的 MIB
对象的描述，请参见“主机组属性 (SNMP)” [140]中的表。

1. 登录到安装了 SNMP 工具和 Oracle ILOM MIB 的主机。例如，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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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h username@snmp-manager-ipaddress

Password: password

2. 请参阅以下 SNMP 命令示例：

■ 要查看特定 Active Directory 主机组的当前名称，请键入：

% snmpg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Name.2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Name.2 = STRING: platadm

■ 要为特定的 Active Directory 主机组指定新名称，请键入：

% snmps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Name.2 s “platops”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Name.2 = STRING: platops

■ 要指定特定主机组为其分配角色的主机，请键入：

% snmpg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Hosts.2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Hosts.2 = STRING: /HOST2
% snmps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Hosts.2 s “/HOST1”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Hosts.2 = STRING: /HOST1

■ 要查看特定 Active Directory 主机组的角色，请键入：

% snmpg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Roles.2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Roles.2 = STRING: "ar"

■ 要为特定的 Active Directory 主机组指定新角色并验证新角色，请键入：

% snmps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Roles.2 s “acr"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Roles.2 = STRING: "acr"
% snmpg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Roles.2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ActiveDirHostGroupRoles.2 = STRING: "acr"

相关信息

■ 配置 LDAP/SSL 主机组 (SNMP) [142]

配置 LDAP/SSL 主机组 (SNMP)

本节中的示例使用以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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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组 ID 号：3
■ 现有主机组名称：platadm
■ 新主机组名称：platops
■ 该主机组为其分配角色的主机：/HOST1、/HOST2
■ 该主机组为其分配角色的新主机：/HOST1、/HOST3
■ 现有主机组角色：a、r
■ 新主机组角色：a、c、r

注 - 可以使用 get 和 set 命令来配置 LDAP/SSL 主机组设置。有关此过程中所使用的
MIB 对象的描述，请参见“主机组属性 (SNMP)” [140]中的表。

1. 登录到安装了 SNMP 工具和 Oracle ILOM MIB 的主机。例如，键入：

ssh username@snmp_manager_ipaddress

Password: password

2. 请参阅以下 SNMP 命令示例：

■ 要查看特定 LDAP/SSL 主机组的名称，请键入：

% snmpg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LdapSslHostGroupName.3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LdapSslHostGroupName.3 = STRING:
CN=SpSuperCust,OU=Groups,DC=johns,DC=sun,DC=com

■ 要为特定的 LDAP/SSL 主机组指定新名称并验证所做的更改，请键入：

% snmps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LdapSslHostGroupName.3 s
CN=SpSuperCust,OU=Groups,DC=bills,DC=sun,DC=com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LdapSslHostGroupName.3 = STRING:
CN=SpSuperCust,OU=Groups,DC=bills,DC=sun,DC=com
% snmpg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LdapSslHostGroupName.3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LdapSslHostGroupName.3 = STRING:
CN=SpSuperCust,OU=Groups,DC=bills,DC=sun,DC=com

■ 要指定特定主机组为其分配角色的主机，请键入：

% snmpget -v1 -cprivate -mALL SNMP_agent_ipaddress ilomCtrlLdapSslHostGroupHosts.3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LdapSslHostGroupHosts.3 = STRING: /HOST1 /HOST2
% snmps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LdapSslHostGroupHosts.3
s “/HOST1 /HOST3”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LdapSslHostGroupHosts.3 = STRING: /HOST1 /HOST3



配置 LDAP/SSL 主机组 (SNMP)

144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 • 2014 年 12 月

■ 要查看特定 LDAP/SSL 主机组的角色，请键入：

% snmpget -v1 -cprivate -mALL SNMP_agent_ipaddress ilomCtrlLdapSslHostGroupRoles.3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LdapSslHostGroupRoles.3 = STRING: "ar"

■ 要为特定的 LDAP/SSL 主机组指定新角色并验证新角色，请键入：

% snmps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LdapSslHostGroupRoles.3
s “acr"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LdapSslHostGroupRoles.3 = STRING: "acr"
% snmpget -v1 -cprivate -mALL SNMP-agent-ipaddress ilomCtrlLdapSslHostGroupRoles.3
SUN-ILOM-CONTROL-MIB::ilomCtrlLdapSslHostGroupRoles.3 = STRING: "acr"

相关信息

■ 配置 LDAP/SSL 主机组 (SNM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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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P 网络

通过以下主题可获取与以下内容相关的信息：

■ “网络资源概述” [145]
■ 记录网络参数值 [146]
■ 配置 SP 网络设置 [147]
■ “查看网络配置” [150]
■ “管理 SP” [152]
■ “管理 IP 地址” [154]
■ 显示 MAC 地址  [156]

相关信息

■ “体系结构概述” [11]
■ “SP 和 SPP 准则” [81]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goto/ILOM/docs

网络资源概述

此服务器有一对冗余 SP（SP0 和 SP1）。其中一个 SP 作为活动 SP 用于管理平台，
另一个 SP 作为备用 SP，在前者出现故障时承担活动 SP 角色。

由于两个 SP 均可通过外部网络单独访问，因此需要为它们分别配置唯一的 IP 地址。作
为故障转移的一部分，分配给活动 SP 的 IP 地址将迁移至新的活动 SP，具体取决于哪
个 SP 正在控制机箱。要连接到此 IP 地址以管理机箱，而不是分别访问 SP0 或 SP1，
必须为活动 SP 配置 IP 地址。

此外，此服务器最多能够支持四个 PDomain。每个 PDomain 上有一个 SPP 被标识为
PDomain-SPP，它负责管理适用于该 PDomain 的任务并托管 PDomain 的 rKVMS 服
务。要使 rKVMS 能够访问 PDomain，需要为该 PDomain 配置 SPP 网络设置。只要为
PDomain-SPP 配置了 IP 地址，便可通过外部网络对其进行访问。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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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体系结构概述” [11]
■ “SP 和 SPP 准则” [81]
■ 配置 SP 网络设置 [147]
■ 确定哪一个 SP 是活动 SP [152]
■ “管理 IP 地址” [154]
■ “配置 KVMS 设置” [108]

记录网络参数值
配置 SP 之前，请记录所在特定网络配置的以下网络参数值（网络管理员应该可以提供
这些信息）：

说明 路径和属性

确定选定 SP 或主机是否在网络中。

默认情况下，此属性处于启用状态。

/SP/network/SP0/ state=enabled|disabled

/SP/network/SP1/ state=enabled|disabled

/SP/network/ACTIVE_SP/ state=enabled|disabled

/SP/network/HOSTx/ state=enabled|disabled

确定选定 SP 或主机的静态 IP 地址。 /SP/network/SP0/ ipaddress

/SP/network/SP1/ ipaddress

/SP/network/ACTIVE_SP/ ipaddress

/SP/network/HOSTx/ ipaddress

为选定的 SP 或主机分配静态 IP 地址。 /SP/network/SP0/ pendingipaddress=value

/SP/network/SP1/ pendingipaddress=value

/SP/network/ACTIVE_SP/ pendingipaddress=value

/SP/network/HOSTx/ pendingipaddress=value

确定子网网关的 IP 地址。 /SP/network pendingipgateway

为子网网关分配 IP 地址。 /SP/network pendingipgateway=gateway_ip

确定 SP 子网的网络掩码。 /SP/network pendingipnetmask

为 SP 子网分配网络掩码。 /SP/network pendingipnetmask=netmask

确定所选 SP 的 MAC 地址。 /SP/network/SP0/ macaddress

/SP/network/SP1/ mac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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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路径和属性

确定选定的活动 SP 或主机出厂时所分配的
MAC 地址。

/ACTIVE_SP/ macaddress

/SP/network/HOSTx/ macaddress

提交 SP 以使用待定设置（包括 SP0、SP1、
ACTIVE 和 HOSTx 中的设置）。

/SP/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从为 IPv6 配置的网络路由器获取 SP 的 IPv6 地
址。

/SP/network/SP0/ipv6 autoconfig=stateless|none

/SP/network/SP1/ipv6 autoconfig=stateless|none

/SP/network/ACTIVE_SP/ipv6 autoconfig=stateless|none

/SP/network/HOSTx/ipv6 autoconfig=stateless|none

为 SP 指定一个 IPv6 静态 IP。 /SP/network/SP0/ipv6 static_ipaddress=ipaddress|subnetmask

/SP/network/SP1/ipv6 static_ipaddress=ipaddress|subnetmask

/SP/network/ACTIVE_SP/ipv6 static_ipaddress=ipaddress|subnetmask

/SP/network/HOSTx/ipv6 static_ipaddress=ipaddress|subnetmask

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准则” [81]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goto/ILOM/docs

配置 SP 网络设置

1. 在 SP 引导之后，登录到 SP。

■ 如果这是您在安装之后首次打开系统电源，请使用 SP 串行端口打开系统电源并运
行 POST。然后可手动配置 SP NET MGT 端口。

注 - 仅当为 SP 配置了网络设置后，NET MGT 端口才可使用。

请参见登录 SP（本地） [100]。

■ 如果已配置了 NET MGT 端口，则通过该端口登录到 SP。

2. 使用记录网络参数值 [146] 中所收集的信息，将网络连接设置为静态 IP 配置。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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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此服务器目前不支持 DHCP。

a.    设置 SP 网关的 IP 地址。

-> set /SP/network pendingipgateway=aaa.bbb.ccc.ddd
Set "pendingipgateway" to "aaa.bbb.ccc.ddd"

b.    设置将应用于机箱中所有组件的网络掩码。

-> set /SP/network pendingipnetmask=255.255.255.0 
Set "pendingipnetmask" to "255.255.255.0"

本示例中设置的网络掩码是 255.255.255.0。在您的网络环境中，子网可能需要一
个不同的网络掩码。请使用最适合您的环境的网络掩码。

c.    为 SP0、SP1、活动 SP 和所有 PDomain-SPP 分配 IP 地址。

■ 对于 SP0：

-> set /SP/network/SP0/ pendingipaddress=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address" to "xxx.xxx.xxx.xxx"

■ 对于 SP1：

-> set /SP/network/SP1/ pendingipaddress=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address" to "xxx.xxx.xxx.xxx "

■ 对于活动 SP：

-> set /SP/network/ACTIVE_SP/ pendingipaddress=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address" to "xxx.xxx.xxx.xxx "

■ 对于每个 PDomain (HOST0–HOST3)：

-> set /SP/network/HOSTx/ pendingipaddress=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address" to "xxx.xxx.xxx.xxx "

注 - 如果是通过 LAN 连接到 Oracle ILOM，您将需要在提交任何 IP 属性更改后重新连
接到 Oracle I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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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已正确设置了参数。

为简单起见，本示例仅显示了 IP 地址属性的输出。

-> show /SP/network -level 2 -output table ipaddress ipnetmask ipgateway
  /SP/network -level 2 -output table ipaddress ipnetmask ipgateway
 Target              | Property               | Value 
 --------------------+------------------------+------------------
 /SP/network/        | ipaddress              | 0.0.0.0 
 ACTIVE_SP           |                        | 
 /SP/network/HOST0   | ipaddress              | 0.0.0.0
 /SP/network/HOST1   | ipaddress              | 0.0.0.0 
 /SP/network/HOST2   | ipaddress              | 0.0.0.0
 /SP/network/HOST3   | ipaddress              | 0.0.0.0
 /SP/network/SP0     | ipaddress              | 0.10.0.0 
 /SP/network/SP1     | ipaddress              | 0.0.0.0 
 . . . . . . .
 . . . . . . .
-> 

注 - 设置完配置参数后，必须输入 set /SP/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命令才能
使新值生效。

4. 提交对 SP 网络参数所做的更改。

-> set /SP/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Set "commitpending" to "true"

注 - 可以再次运行 show /SP/network 命令（在执行 set /SP/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命令之后）以检验参数是否已更新。

现在可以随时使用 NET MGT 端口访问 SP。

有关使用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 Oracle ILOM 功能来修改默认连接配
置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ILOM 核心文档。

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准则” [81]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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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网络配置

通过以下主题可查看网络以及单个 SP 和主机的网络设置。

■ 查看网络的配置详细信息 [150]
■ 查看 SP 和主机的配置详细信息 [151]

相关信息

■ “网络资源概述” [145]
■ 记录网络参数值 [146]
■ 配置 SP 网络设置 [147]

查看网络的配置详细信息
运行以下命令可查看服务器的网络配置信息：

-> show /SP/network 

例如：

-> show /SP/network
  /SP/network
     Targets:
         ACTIVE_SP
         HOST0
         HOST1
         HOST2
         HOST3
         SP0
         SP1
         ipv6
         test
     Properties:
         commitpending = (Cannot show property)
         dhcp_clientid = none
         dhcp_server_ip = none
         ipdiscovery = static
         ipgateway = 10.134.132.254 
         ipnetmask = 255.255.252.0
         pendingipdiscovery = static
         pendingipgateway = 10.134.132.254
         pendingipnetmask = 255.255.252.0
     Commands: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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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show 

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准则” [81]
■ 查看 SP 和主机的配置详细信息 [151]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goto/ILOM/docs

查看 SP 和主机的配置详细信息
从以下位置运行 show 命令可查看特定 SP 或主机的网络配置信息：

说明 路径和命令

确定活动 SP 的配置详细信息。 /SP/network/ACTIVE_SP

/SP/network/ACTIVE_SP/ipv6

确定 SP0 的配置详细信息。 /SP/network/SP0

/SP/network/SP0/ipv6

确定 SP1 的配置详细信息。 /SP/network/SP1

/SP/network/SP1/ipv6

确定特定主机的配置详细信息。 /SP/network/HOSTx

/SP/network/HOSTx/ipv6

-> show /SP/network/ACTIVE_SP
  /SP/network/ACTIVE_SP
     Targets:
     Properties:
         ipaddress = 10.134.132.99 
         macaddress = 00:21:28:A4:53:FC
         pendingipaddress = 10.134.132.99 
         state = enabled
     Commands:
         cd
         set
         show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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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准则” [81]
■ 查看网络的配置详细信息 [150]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goto/ILOM/docs

管理 SP
■ 确定哪一个 SP 是活动 SP [152]
■ 更改 SP 对的当前角色 [153]
■ 禁用或重新启用对 SP 或主机的网络访问 [154]

相关信息

■ “网络资源概述” [145]
■ 记录网络参数值 [146]
■ 配置 SP 网络设置 [147]
■ “查看网络配置” [150]
■ “管理 IP 地址” [154]
■ 显示 MAC 地址  [156]

确定哪一个 SP 是活动 SP
以下示例显示为 SP1 分配了活动 SP 状态。

在 SP 中，键入以下内容：

-> show /SP/redundancy
  /SP/redundancy
     Targets:
     Properties:
         fru_name = /SYS/SP1 
         initiate_failover_action = (none) 
         status = Active
     Commands:
         cd
         set
         show 

status 属性可能会显示以下响应。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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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响应

所选 SP 是活动 SP。 status = Active

所选 SP 是备用 SP。 status = Standby

系统因故（例如，一个 SP 无法响应或无法加入网络）仅包
含一个 SP。

status = Standalone

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准则” [81]
■ 更改 SP 对的当前角色 [153]
■ 禁用或重新启用对 SP 或主机的网络访问 [154]

更改 SP 对的当前角色

完成以下任务可更改 SP 对的当前角色。例如，如果要更换当前标识为活动 SP 的 SP，
则可能需要将其更改为备用 SP。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请参见“登录 Oracle ILOM (CLI)” [99]。

2. 确定当前标识为 ACTIVE_SP 的 SP。

请参见确定哪一个 SP 是活动 SP [152]。

3. 如果要更改 SP 对的角色（即，使活动 SP 成为备用 SP，而使备用 SP 成为活动
SP），请键入以下内容：

-> set /SP/redundancy initiate_failover_action=true

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准则” [81]
■ 确定哪一个 SP 是活动 SP [152]
■ 禁用或重新启用对 SP 或主机的网络访问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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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或重新启用对 SP 或主机的网络访问

在 Oracle ILOM 提示符下，使用 state 属性启用或禁用 SP 的网络接口：

-> set /SP/network/SP-Host state=value

其中，SP-Host 可以是：

■ /SP/network/ACTIVE_SP

■ /SP/network/SP0
■ /SP/network/SP1
■ /SP/network/HOSTx

而 value 可以是：

■ enabled（默认值）
■ disabled

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准则” [81]
■ 确定哪一个 SP 是活动 SP [152]
■ 更改 SP 对的当前角色 [153]

管理 IP 地址

通过以下任务可显示 SP 或主机的当前 IP 地址，以及为特定的 SP 或主机分配 IP 地
址。

■ 显示 IP 地址 [155]
■ 分配 IP 地址 [156]

相关信息

■ “网络资源概述” [145]
■ 记录网络参数值 [146]
■ 配置 SP 网络设置 [147]
■ “查看网络配置” [150]
■ 显示 MAC 地址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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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IP 地址
查看所有已分配的 IP 地址（ipaddress 属性）。

-> show /SP/network
  /SP/network 
     Targets: 
     Properties: 
         commitpending = (Cannot show property) 
         ipdiscovery = static 
         ipgateway = xxx.xxx.xxx.xxx 
         ipnetmask = 255.255.252.0 
         pendingipdiscovery = static 
         pendingipgateway = xxx.xxx.xxx.xxx
         pendingipnetmask = 255.255.255.0 
 
  /SP/network/ACTIVE_SP 
         ipaddress = xxx.xxx.xxx.xxx  
         macaddress = 00:21:28:A4:53:FC 
         pendingipaddress = xxx.xxx.xxx.xxx 
         state = enabled 
 . . . . . . .
 . . . . . . .
     Commands: 
         cd 
         set 
         show 
-> 

此外，要查看特定 SP、SPP 或主机的 IP 地址，请从以下其中一个目录执行 show 命
令：

■ /SP/network/ACTIVE_SP

■ /SP/network/SP0
■ /SP/network/SP1
■ /SP/network/HOSTx

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准则” [81]
■ 分配 IP 地址 [156]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分配 IP 地址

156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 • 2014 年 12 月

分配 IP 地址
为所有 SP 和 PDomain-SPP 分配 IP 地址。

■ 对于活动 SP：

-> set /SP/network/ACTIVE_SP/ pendingipaddress=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address" to "xxx.xxx.xxx.xxx "

■ 对于 SP0：

-> set /SP/network/SP0/ pendingipaddress=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address" to "xxx.xxx.xxx.xxx"

■ 对于 SP1：

-> set /SP/network/SP1/ pendingipaddress=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address" to "xxx.xxx.xxx.xxx"

■ 对于主机 0–3 上被选作 PDomain-SPP 的每个 SPP：

-> set /SP/network/HOSTx/ pendingipaddress=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address" to "xxx.xxx.xxx.xxx"

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准则” [81]
■ 显示 IP 地址 [155]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goto/ILOM/docs

显示 MAC 地址

活动 SP 和所有主机的 MAC 地址由服务器软件自动配置，因此无法设置或更改该属
性。其值是从服务器的可移除系统配置卡 (SCC PROM) 或服务器模块的 ID PROM 读取
并确定的，然后作为属性存储在 Oracle ILOM 中。

查看所有已分配的 MAC 地址（macaddress 属性）。

-> show /SP/network
  /SP/network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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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s: 
     Properties: 
         commitpending = (Cannot show property) 
         ipdiscovery = static 
         ipgateway = xxx.xxx.xxx.xxx 
         ipnetmask = 255.255.252.0 
         pendingipdiscovery = static 
         pendingipgateway = xxx.xxx.xxx.xxx 
         pendingipnetmask = 255.255.255.0 
 
  /SP/network/ACTIVE_SP 
         ipaddress = xxx.xxx.xxx.xxx  
         macaddress = 00:21:28:A4:53:FC
         pendingipaddress = xxx.xxx.xxx.xxx  
         state = enabled 
 . . . . . . .
 . . . . . . .
 
     Commands: 
         cd 
         set 
         show 
-> 

此外，要查看特定 SP、SPP 或主机的 MAC 地址，请从以下其中一个目录执行 show 命
令：

■ /SP/network/ACTIVE_SP
■ /SP/network/SP0
■ /SP/network/SP1
■ /SP/network/HOSTx

相关信息

■ “网络资源概述” [145]
■ 记录网络参数值 [146]
■ 配置 SP 网络设置 [147]
■ “查看网络配置” [150]
■ “管理 SP” [152]
■ “管理 IP 地址”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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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域组件

下列主题包括用于配置单个 PDomain 的组件和功能的过程。

■ “配置物理域” [159]
■ “管理 DCU” [166]
■ “管理 CMU、CMP 和 DIMM” [168]
■ “管理 IOU 和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170]
■ “标识域级别命令” [173]

相关信息

■ 了解系统体系结构
■ 了解系统管理资源

配置物理域

每个 PDomain 在 Oracle ILOM 中都表示为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
HOST，其中 x 的范围是从 0 到比系统中最大可能 PDomain 数量少一
（PDomain_0、PDomain_1、PDomain_2、PDomain_3）。

有关每个 PDomain 上可用的 Oracle Solaris OS 预安装版本的信息，请参见“体系结构
概述” [11]。

有关管理 PDomain 的信息，请参阅下列主题。

■ 确定 PDomain 类型 [160]
■ “指定 PDomain 类型” [160]
■ 向 PDomain 分配 DCU [163]
■ 从 PDomain 取消分配 DCU [165]

相关信息

■ “PDomain 类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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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识域级别命令” [173]

确定 PDomain 类型

下面的任务要求 PDomain 的用户帐户具有 admin (a) 角色。

确定 PDomain 是否为有边界 PDomain。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expandable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Properties:
     expandable = true|false
->

注 - expandable=true 设置表示无边界 PDomain。expandable=false 设置表示有边界
PDomain。

相关信息

■ “PDomain 类型” [12]
■ “指定 PDomain 类型” [160]

指定 PDomain 类型

指定每个活动 PDomain 的 PDomain 类型，其中：

■ expandable=true 将类型配置为无边界 PDomain。
■ expandable=false 将类型配置为有边界 PDomain。

默认设置为 expandable=true。

注意 - PDomain 类型影响 PDomain 中设备的物理地址分配。因此，如果您在 PDomain
上创建了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逻辑域并且您更改了 PDomain 类型，则重新启
动该 PDomain 时将无法引导逻辑域配置。必须重新配置逻辑域配置。

使用下列主题之一指定 PDomain 类型。

■ 配置无边界 PDomain [161]
■ 配置有边界 PDomain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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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PDomain 类型” [12]
■ “PDomain 准则” [81]

配置无边界 PDomain

默认情况下，此服务器中的域配置为无边界 PDomain。仅当域之前已配置为有边界
PDomain 时才将该域配置为无边界 PDomain。

下面的任务要求 PDomain 的用户帐户具有用户角色 admin (a)。

1. 将域配置为无边界 PDomain。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expandable=true
Set expandable to true
->

2. 确认 PDomain 现在已按指定进行了配置。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expandable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Properties:
     expandable = true
->

相关信息

■ “PDomain 类型” [12]
■ 确定 PDomain 类型 [160]
■ 配置有边界 PDomain [161]

配置有边界 PDomain

默认情况下，此服务器中的域配置为无边界 PDomain。

下面的任务要求 PDomain 的用户帐户具有用户角色 admin (a)。

1. 确定当前分配给 PDomain 的 DCU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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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界 PDomain 分配有多个 DCU 时，必须仅保留其中一个 DCU 而删除所有其他
DCU，然后才能将该 PDomain 重新配置为有边界 PDomain。如果不这样做，命令将失
败。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dcus_assigned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Properties:
     dcus_assigned = /SYS/DCUx /SYS/DCUy
->

2. 如果向 PDomain 分配了多个 DCU，请通过指定应保留在当前 PDomain 中的 DCU 来删
除其他 DCU。

例如，要在当前分配有 DCU0、DCU1 和 DCU2 的 PDomain 中仅保留 DCU0，请键
入：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dcus_assigned="/SYS/DCU0"
Set 'dcus_assigned' to '/SYS/DCU0'
->

3. 指定 PDomain 类型。

此示例将 PDomain 配置为有边界 PDomain。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expandable=false
Set expandable to false
->

4. 确认 PDomain 现在已按指定进行了配置。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expandable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Properties:
      expandable = false
->

相关信息

■ “PDomain 类型” [12]
■ 确定 PDomain 类型 [160]
■ 配置无边界 PDomain [161]
■ 从 PDomain 取消分配 DCU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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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PDomain 分配 DCU

可以向无边界 PDomain 分配至少一个 DCU，至多四个 DCU。有边界 PDomain 只能分
配有一个 DCU。

下面的任务要求 PDomain 的用户帐户具有用户角色 admin (a)。

1. 仅对于有边界 PDomain，从 PDomain 取消分配当前已分配的 DCU。

请参见从 PDomain 取消分配 DCU [165]。

2. 检查 DCU 的可用性。

只有列为可用的 DCU 才可以分配给 PDomain。

此示例显示只有 DCU2 和 DCU3 可以分配给 PDomain_1，它是无边界 PDomain。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dcus_available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DCU_2,DCU_3
    Properties:
        dcus_available = /SYS/DCU2 /SYS/DCU3

注 - 如果您要分配的 DCU 未列出，必须先找到该 DCU 并将其取消分配，然后该 DCU
才可用。请参见从 PDomain 取消分配 DCU [165]。

3. 指定哪个 DCU 应该可以分配给当前 PDomain。

使用 dcus_assignable 属性，可以控制哪些 DCU 可以分配给 PDomain。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dcus_assignable="/SYS/DCU2"
Set dcus_assignable to /SYS/DCU2
->

注 - 通过 dcus_assignable 属性使 DCU 可以分配给无边界 PDomain 时，该 DCU 不会
添加到可用 DCU 列表中；它将替换现有 DCU。例如，如果从 dcus_assignable=DCU0
开始，并且希望 DCU0 和 DCU1 都可用于分配，则必须指定 dcus_assignable=/SYS/
DCU0 /SYS/DCU1。相反，如果您指定 dcus_assignable=/SYS/DCU1，则可用 DCU 列
表将变为仅包含 DCU1；DCU0 将不再包括在该列表中。

4. 向当前 PDomain 分配 DCU。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dcus_assigned="/SYS/DCU2"
Set dcus_assigned to /SYS/DC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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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键入以下命令并等待它们返回以下值，以确保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的后续执行将可以运行至完成。

a.    首次运行以下命令时，系统可能会返回值 operation_in_progress = Host DCU
reconfiguration in progress。继续运行该命令，直到收到以下输出。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operation_in_progress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Properties:
     operation_in_progress = none
->

b.    运行此命令，直到系统返回以下信息。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SP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SP
 Targets:
     network
     powermgmt
     services
     sessions
 Properties:
     current_hostname = xxx-xxx-xx-spp0
     hostname = xxx-xxx-xx-spp0
 Commands:
     cd
     reset
     set
     show
     version
->

等待这两个命令完成可以确保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的后续执
行能够运行至完成。

6. 确认 DCU 已添加到 PDomain。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dcus_assigned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Properties:
      dcus_assigned = /SYS/DCU2
->

相关信息

■ “体系结构概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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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电源 [114]
■ 从 PDomain 取消分配 DCU [165]

从 PDomain 取消分配 DCU

如果某个 DCU 已分配给 PDomain，必须先取消分配该 DCU，然后才能将其分配给其
他 PDomain。

1. 确定 DCU 当前已分配给哪个 PDomain。

此示例显示 DCU2 已分配给 PDomain1。

-> show /System/DCUs/DCU_2 host_assigned
 /System/DCUs/DCU_2
  Properties:
      host_assigned = /HOST1
->

2. 取消分配给 PDomain 的 DCU。

可以从 PDomain 删除所有 DCU，也可以从 PDomain 删除特定 DCU。

■ 要从 PDomain_1 删除所有已分配 DCU：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dcus_assigned=""
Set 'dcus_assigned' to ''
->

■ 要从分配有 DCU0、DCU1 和 DCU2 的 PDomain 仅删除 DCU2，请指定应保留在
PDomain 中的 DCU。在此示例中，通过仅分配 DCU0 和 DCU1 来删除 DCU2。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dcus_assigned="/SYS/DCU0 /SYS/
DCU1"
Set 'dcus_assigned' to '/SYS/DCU0,/SYS/DCU1'
->

3. 确认该 DCU 现在可以分配给其他 PDomain（在本例中为 PDomain_2）。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dcus_available
  Properties:
     dcus_available = /SYS/DCU2,/SYS/DC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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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向 PDomain 分配 DCU [163]

管理 DCU

每个 DCU 在 Oracle ILOM 中都表示为 /System/DCUs/DCU_x，其中 x 的范围是从 0 到
比 PDomain 中最大可能 DCU 数量少一（DCU_0、DCU_1、DCU_2、DCU_3）。

使用下列主题配置和查看关于系统中所有 DCU 和关于特定 DCU 的其他信息。

■ 确定当前 DCU 分配 [166]
■ 将 DCU 迁移到新的 PDomain (CLI) [167]

相关信息

■ “体系结构概述” [11]
■ “标识域级别命令” [173]

确定当前 DCU 分配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确定 DCU 分配。

■ 确定特定 DCU 当前已分配给哪个 PDomain。

-> show /System/DCUs/DCU_x host_assigned
   /System/DCUs/DCUx
    Properties:
      host_assigned = HOSTx

■ 确定哪些 DCU 已分配给特定 PDomain。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 dcus_assigned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Properties:
      dcus_assigned = /SYS/DCUx

相关信息

■ 查看 DCU 资源和固件版本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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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系统级 DCU 属性 (CLI) [192]
■ 查看各个 DCU 属性 [194]
■ “DCU、CMU 和 CMP 准则” [82]

将 DCU 迁移到新的 PDomain (CLI)

在此示例中，DCU0 和 DCU1 已分配给 PDomain_0，DCU2 和 DCU_3 已分配给
PDomain_1。按照以下步骤将 DCU3 移至 PDomain_0。

注 - 更改 PDomain 配置可能需要您重新配置系统的引导磁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管理服务器的引导行为” [120]。

1. 停止要迁移的 DCU 的 PDomain。

此示例将停止 PDomain_1。

-> stop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top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console (y/
n) ? y
Stopping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

2. 指定应保留在当前 PDomain 中的 DCU，从而有效地取消分配您要迁移的 DCU。

此示例将 DCU2 分配给 PDomain_1，从而有效地从 PDomain 中删除 DCU3。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dcus_assigned="/SYS/DCU2"
Set 'dcus_assigned' to 'DCU2'
->

3. 确认其余 DCU 仍可以分配给当前 PDomain。

此示例确认 DCU2 保留在可以分配给 PDomain_1 的 DCU 列表中。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dcus_assignable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Properties:
      dcus_assignable = /SYS/DCU0 /SYS/DCU1 /SYS/DCU2 /SYS/DCU3

4. 停止要向其中添加 DCU 的 PDomain。

此示例将停止 PDomain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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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HOS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top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HOST (y/n)? y
Stopping /Servers/PDomain_0/HOST
 
->

5. 确认 DCU 可以分配给当前 PDomain。

此示例确认 DCU3 出现在可分配给 PDomain_0 的 DCU 列表中。如果所需 DCU 未出现
在可分配的 DCU 列表中，请按步骤 2 中所示分配该 DCU。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HOST dcus_assignable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HOST
    Properties:
      dcus_assignable = /SYS/DCU0 /SYS/DCU1 /SYS/DCU2 /SYS/DCU3

6. 将 DCU 分配给新的 PDomain。

除了先前可以分配给 PDomain_0 的 DCU0 和 DCU1 之外，此示例还将 DCU3 重新分配给
该 PDomain。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HOST dcus_assigned="/SYS/DCU0 /SYS/DCU1 /
SYS/DCU3"
Set dcus_assigned to /SYS/DCU0 /SYS/DCU1 /SYS/DCU3

7. 启动在步骤 1 中停止的 PDomain。

->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y/n) ? y
Starting /Servers/PDomains/PDomain_1/HOST
->

相关信息

■ 查看 DCU 资源和固件版本 [195]
■ 查看系统级 DCU 属性 (CLI) [192]
■ 查看各个 DCU 属性 [194]
■ “DCU、CMU 和 CMP 准则” [82]

管理 CMU、CMP 和 DIMM

每个 DCU 具有四个 CPU 内存单元 (CPU Memory Unit, CMU)，该单元具有两个内存
板、两个 CPU 内存处理器 (CPU Memory Processor, CMP) 和 64 个 DIMM 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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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CMU 在 Oracle ILOM 中都表示为 /System/DCUs/DCU_x/CMU_x，其中 CMU_x 的范
围是从 0 到比 DCU 中的最大可能 CMU 数量少一（CMU_0、CMU_1、CMU_2、CMU_3）。
对于 DCU_0/CMU_x，x = 0–3。对于 DCU_1/CMU_x，x = 4-–7，依此类推，直至
CMU_15。

每个 CMP 在 Oracle ILOM 中都表示为 /System/Processors/CPUs/CPU_x，其中
CMP_x 的范围为 0 到 31。CMP 目标具有与 CMU/CMP 对相对应的 location 属性。例
如，location 可能等于 CMU0/CMP0（处理器板 0 和主机处理器 0）。

每个 DIMM 在 Oracle ILOM 中都表示为 /System/Memory/DIMMs/DIMM_x。

有关查看关于已安装 CMU 的信息的信息，请参见本主题。

■ 显示已安装 CMU 的摘要 [169]

相关信息

■ “DCU、CMU 和 CMP 准则” [82]
■ “内存 (DIMM) 准则” [85]
■ 查看各个 CMU 属性 [196]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中的 "Memory

Configuration"

显示已安装 CMU 的摘要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显示关于系统中安装的 CMU 的信息。

■ 确定系统中安装的 CMU 总数。

-> show /System/Processors summary_description
   /System/Processors
    Properties:
      summary_description = Twelve Oracle SPARC / M6

■ 确定特定 DCU 中安装了多少 CMU。

-> show -level 2 /System/DCUs cpu_summary
   /System/DCUs/DCU_0
    Properties:
      cpu_summary = Zero CPU
 
   /System/DCUs/DCU_1
    Properties:
      cpu_summary = Four Oracle SPARC 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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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DCUs/DCU_2
    Properties:
      cpu_summary = Zero CPU
 
   /System/DCUs/DCU_3
    Properties:
      cpu_summary = Eight Oracle SPARC M6
 

注 - 这些示例配置显示系统中一共安装了 12 个 Oracle SPARC M6 CMU。所报告的
CMU 类型取决于您的系统中安装的类型，所以系统可能会报告存在 Oracle SPARC M5
CMU。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安装或删除 CMU 后），系统可能会返回不正确的值或
者返回值 "Oracle SPARC"，而不标出类型。成功重新启动 DCU 或 CMU 后，系统将返
回正确的 CMU 类型。

相关信息

■ 查看 DCU 资源和固件版本 [195]
■ 查看系统级 DCU 属性 (CLI) [192]
■ 查看各个 DCU 属性 [194]
■ “DCU、CMU 和 CMP 准则” [82]

管理 IOU 和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此系统中有 4 个 IOU，每个 DCU 一个。每个 IOU 有 2 个 I/O 板，4 和 EMS 模块，16
个 PCIe 插槽以及 8 个磁盘驱动器。每个 IOU 在 Oracle ILOM 中都表示为 /SYS/
IOU_x（IOU_0、IOU_1、IOU_2、IOU_3）。

此服务器中有 64 个根联合体（每个 DCU 16 个）。这些根联合体命名为 pci_0 到
pci_63。有关服务器中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的根联合体名称，请参见“了解 PCIe 插
槽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6]。

下列主题说明了如何重新配置已分配给特定 IOU 上的 PCIe 插槽的 I/O 路径，以及如何
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ldm 命令标识根联合体。

注 - 这些主题没有介绍如何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创建逻辑域。有关
在该服务器上安装和配置逻辑域的完整说明，请参阅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
档。

■ 管理 I/O 路径重新配置设置 [171]
■ 标识设备的根联合体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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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PCIe 通信和路径” [14]
■ “了解 PCIe 插槽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6]

管理 I/O 路径重新配置设置

使用 ioreconfigure 控制在主机（如果有）上什么情况下，将在启动或复位 PDomain
后检查硬件的状态，并且如果需要，是否应重新配置 I/O 路径来基于当前 CMP 配置优
化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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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在特定 PDomain 上检查和重新配置 I/O 路径的方式。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ioreconfigure=value

■ true－每次 PDomain 打开电源或复位时，如果需要，检查并重新配置 I/O 路
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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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lse－如果自上次引导或复位以来添加了新 CMP（根联合体）并且先前无法访问
关联的 I/O 路径，则添加新路径。从不重新配置 I/O 路径。对系统进行了配置后，
建议使用此设置。

■ add_only－如果自上次引导或复位以来添加了新 CMP（根联合体），则通过将交
换机置于其未合并的配置中来重新配置 I/O 路径以获得最佳带宽，该操作可能导致
对 I/O 路径进行更改。

默认值为 true。控制域创建其第一个来宾域时，ioreconfigure 变量将设置为
add_only。

注 - 如果 I/O 路径中的 PCIE 交换机当前未被使用，并且 ioreconfigure 被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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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信息

■ “了解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13]
■ “PCIe 设备根联合体故障转移行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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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设备的根联合体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ldm list-io 命令列出单个 PDomain 上的根联合体和 I/
O 设备。通过搜索特定 PCIe 或 EMS 插槽编号的 ldm list-io 输出，可以确定已安装
PCIe 设备的根联合体。

ldm list-io 命令显示 PDomain 中的根联合体和 PCIe 设备。ldm list-io 输出分为
三个部分：

■ PDomain 中根联合体的列表（标有 BUS）。
■ PCIe 和 EMS 插槽的列表，包括插槽已被设备占用 (OCC) 还是为空 (EMP)。
■ PDomain 中安装的 I/O 设备的列表。

注 - 有关 ldm 命令的更多信息以及有关向 I/O 域分配设备的说明，请参阅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

1. 了解 PDomain 的硬件配置。

PDomain 可以包括一到四个 DCU，每个 DCU 可以包含两个或四个 CMU。ldm 命令输
出将包含 PDomain 中的所有 PCIe 和 EMS 插槽。

2. 查看物理域中每个 DCU 的根联合体名称。

有关服务器中每个 PCIe 和 EMS 插槽的根联合体和 FRU 名称的列表，请参见“了解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13]。

3. 在超级用户提示符下，使用 grep 命令搜索 ldm list-io 输出来显示 PCIe 插槽的根联
合体。

使用 grep 命令以及插槽的 IOU 编号和插槽编号来搜索 ldm list-io 输出以列出根联
合体：

# ldm list-io | grep IOUy/PCIEx

将 y 替换为包含插槽的 IOU 编号，将 x 替换为插槽的编号。IOU 编号将与 DCU 编号相
同（DCU2 包含 IOU2）。

例如，要确定 IOU0 的 PCIe 插槽 12 的根联合体，请键入：

# ldm list-io | grep IOU0/PCIE12
/SYS/IOU0/PCIE12                          PCIE   pci_14   primary  EMP

根联合体显示在输出的第三列中。在前面的示例中，pci_14 是 IOU0 中 PCIe 插槽 12
的根联合体。

要确定 IOU1 中 EMS 插槽 3 的根联合体，请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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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list-io | grep IOU1/EMS3
/SYS/IOU1/EMS3/CARD/NET0                  PCIE   pci_20   primary  OCC
/SYS/IOU1/EMS3/CARD/SCSI                  PCIE   pci_20   primary  OCC
/SYS/IOU1/EMS3/CARD/NET0/IOVNET.PF0       PF     pci_20   primary
/SYS/IOU1/EMS3/CARD/NET0/IOVNET.PF1       PF     pci_20   primary

IOU1（和 DCU1）中 EMS 插槽 3 的根联合体是 pci_20。ldm 输出还包括与 EMS 模块
关联的网络和 SAS 设备。

相关信息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
VM-SPARC/docs)

■ “了解 PCIe 设备根联合体” [13]
■ “了解 PCIe 插槽根联合体名称和设备路径” [16]

标识域级别命令

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配置的大多数属性都是为整个系统配置的。但是，一些属性是为
单个 PDomain 或其相关 SP 配置的。

本主题提供了此服务器上可用的平台特定 Oracle ILOM 功能以及将为此服务器从 /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而不是如 Oracle ILOM 文档中所述的从 /
HOST）执行的功能的命令集。

有关可以为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功能设置的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下列主题提供了可以从中执行域级命令的路径。

■ “PDomain 配置和监视命令” [174]
■ “主机电源命令” [175]
■ “引导模式命令” [176]
■ “电源管理命令” [177]
■ “单点登录服务网络部署命令” [178]
■ “专用 SP 互连属性命令” [178]
■ “虚拟钥控开关属性命令” [180]
■ “PDomain 监视命令” [181]
■ “Verified Boot 命令” [182]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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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PDomain 类型” [12]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

PDomain 配置和监视命令

除了标准 Oracle ILOM 域属性，还可以定义或查看每个 PDomain 的下列属性。

任务 命令

指定 PDomain 类型。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expandable=value

其中 true 是无边界 PDomain，false 是有边界 PDomain。

指定哪些 DCU 可以分配给当前
PDomain。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dcus_assignable=/SYS/
DCUx DCUy

其中 x, y 等是 DCU 0–3 中的任意一个。

通过指定现在应分配给指定 PDomain 的
DCU，来向 PDomain 分配 DCU 或者从
中删除 DCU。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dcus_assigned= /SYS/
DCUx

查看可以分配给当前 PDomain 并且当前
未分配给其他 PDomain（未列在 dcus_
assigned 下）的 DCU。将某个 DCU
分配给 PDomain 后，它将显示在 dcus_
available 下。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dcus_available

查看 MAC 地址以及 OpenBoot 和
HOST 版本。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macaddress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obp_version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post_version

查看特定 PDomain 的警报管理属性。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SP/alertmgmt

查看特定 PDomain 的 SNMP 属性。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SP/services/snmp

有关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配置和监视命令的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相关信息

■ 显示 MAC 地址  [156]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标识域级别命令

配置域组件 175

■ “配置物理域” [159]
■ “管理 DCU” [166]
■ 显示固件版本 [199]

主机电源命令

可以启动、停止或复位整个系统或单个 PDomain，并且可以单独连接到服务器上的每个
PDomain。

要执行这些任务，必须为服务器和单个 PDomain 上的用户帐户分配控制台 (c) 用户角
色。必须为要启动、停止或复位的组件的用户帐户分配复位 (r) 用户角色。

下表显示了使用 Oracle ILOM CLI 连接到组件和控制组件的命令。

任务 命令

连接到主机控制台。 ->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console

对所有域执行电源操作。 -> start /System

-> stop /System

-> reset /System

对特定域执行电源操作。 ->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 stop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 re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指定主机是否应继续引导遇到致命错误
的域。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autorunonerror=value

指定当主机离开 RUNNING 状态时（当
监视程序计时器过期时）Oracle ILOM
应执行的操作。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autorestart=value

有关这些属性的可用值的信息以及有关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功能的
信息，请参阅《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相关信息

■ “电源状态” [114]
■ 打开电源 [114]
■ 关闭电源 [115]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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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位 SP (CLI) [118]
■ 复位 SP（Web 界面） [118]
■ 复位物理域 [119]

引导模式命令

可以使用引导模式 (bootmode) 属性覆盖服务器引导时所使用的默认方法。如果要覆盖
可能不正确的特定 OpenBoot 或 Oracle VM Server 设置、使用脚本设置 OpenBoot 变
量或者执行其他类似任务，此功能很有用。

例如，如果 OpenBoot 设置已被破坏，可以将 bootmode state 属性设置为
reset_nvram，然后将服务器重置为其出厂默认的 OpenBoot 设置。

服务人员可能会指导您使用 bootmode script 属性解决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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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bootmode 旨在更正 OpenBoot 或 Oracle VM Server 设置问题，因此 bootmode 仅
对单次引导有效。此外，为了防止管理员在设置 bootmode state 属性后忘了所做设置，
如果在设置 bootmode state 属性后 10 分钟内主机未复位，bootmode state 属性就会过
期。

在更正 OpenBoot 或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设置出现的问题时，可使用 Oracle
ILOM 引导模式属性指定主机的引导方式。

下表显示了使用 Oracle ILOM CLI 连接到组件和控制组件的命令。

任务 命令

配置主机引导模式。 1. 确定 SP 上的有效 Oracle VM Server 配置。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domain/configs
2. 设置引导模式配置。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bootmode config=configname

更改复位时的主机引导模式行为。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bootmode state=value

管理主机引导模式脚本。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bootmode script=value

显示主机引导模式失效日期。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bootmode expires

覆盖 OpenBoot 设置以复位服务器。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domain/control auto-
boot=disabled

-> re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domain/control [-
force] [-script]

有关使用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功能设置引导模式属性的信息，请参
阅 Oracle ILOM 文档，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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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相关信息

■ 更改默认引导设备（ok 提示符） [120]
■ 创建引导磁盘的 OpenBoot 引导路径 [121]
■ 启用或禁用自动引导（ok 提示符） [122]
■ 引导 OS (Oracle ILOM) [128]
■ 手动引导 OS（ok 提示符） [128]

电源管理命令

可以选择设置系统管理策略来控制引导时的打开电源和关闭电源策略。

必须为特定 PDomain 单独配置以下属性。无法在 /SP 下为整个系统设置这些属性。

任务 命令

查看为特定 PDomain 分配的电源。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SP/powermgmt/budget

配置为特定 PDomain 分配的电源。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SP/powermgmt/budget

查看特定 PDomain 的功耗属性。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SP/powermgmt/powerconf

配置特定 PDomain 的功耗属性。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SP/powermgmt/powerconf

有关使用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功能来设置电源管理属性的信息，请
参阅《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相关信息

■ “电源状态” [114]
■ 打开电源 [114]
■ 关闭电源 [115]
■ 复位 SP (CLI) [118]
■ 复位 SP（Web 界面） [118]
■ 复位物理域 [119]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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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点登录服务网络部署命令

可以选择修改默认网络部署属性。需要为特定 PDomain 单独配置这些属性。无法为整
个系统设置这些属性。

任务 命令

查看特定 PDomain 的单点登录属性。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SP/services/sso

查看对特定 PDomain 禁用还是启用了单
点登录。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SP/services/sso/state

查看特定 PDomain 的 KVMS 属性。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SP/services/kvms

有关使用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功能来设置网络部署属性的信息，请
参阅《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概述” [92]

专用 SP 互连属性命令

您可以在活动的 SP 上从主机 OS 客户机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内部连接，而无需使用
NET MGT 端口。内部连接称为互连，使用的是内部 Ethernet-over-USB 接口。

需要为特定 PDomain 配置此属性。无法为整个系统设置此属性。

注意 - 如果互连变为不可用状态，则说明 FMA 故障同步列表可能失败且未发出警告。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见“FMA 故障代理和保留的根联合体” [179]。

任务 命令

查看 PDomain 的专用互连设置。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SP/network/interconnect

配置 PDomain 的专用互连设置。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SP/network/interconnect

有关这些属性的可用值的信息以及有关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功能的
信息，请参阅《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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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相关信息

■ 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网络管理连接 [97]
■ “FMA 故障代理和保留的根联合体” [179]

FMA 故障代理和保留的根联合体

始终保留根联合体 pci_1、pci_17、pci_33 和 pci_49 供控制域使用。从不将这些根
联合体分配给非主域。控制域使用指向这些保留的根联合体的路径维护 PDomain 主机
和活动 SP 中的故障同步列表。

注意 - 如果控制域无法访问保留的根联合体，则它将无法同步 FMA 故障列表。如果发生
此故障，您将不会收到警告。

这些保留的根联合体是用于将 DCU 和 SPP 连接到 SP 的专用内部网络（互连）的一部
分。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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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路径继续指向完全填充的 DCU0 中 IOU0 中的 PCIe 插槽 2，或指向半填充的 DCU0 中 IOU0
中的插槽 1 和 2。

2 该路径继续指向完全填充的 DCU1 中 IOU1 中的 PCIe 插槽 2，或指向半填充的 DCU1 中 IOU1
中的插槽 1 和 2。

3 该路径继续指向完全填充的 DCU2 中 IOU2 中的 PCIe 插槽 2，或指向半填充的 DCU2 中 IOU2
中的插槽 1 和 2。

4 该路径继续指向完全填充的 DCU3 中 IOU3 中的 PCIe 插槽 2，或指向半填充的 DCU3 中 IOU3
中的插槽 1 和 2。

如果 PDomain 具有多个 DCU，则 PDomain 的互连仅使用其中一个路径。不过，任何
SPP 都可以成为 Pdomain-SPP，因此 PDomain 中的所有根联合体必须继续由控制域所
拥有。

注意 - 请勿向 PDomain 分配空 DCU。如果系统为空 DCU 选择 SPP 以成为 PDomain-
SPP，则 DCU 到 SP 的互连将失败，且主机和 SP 上的 FMA 故障列表将不会同步。

注 - 您可以将完全填充的 DCU 中的 PCIe 插槽 2 分配给一个非主域。该插槽中的适配
器卡必须支持 DIO。同样，在半填充的 DCU 中，可以将插槽 1 和 2 分配给非主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1 管理指南》中的“通过分配
PCIe 端点设备创建 I/O 域”，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
docs。

相关信息

■ “控制域和保留的根联合体” [13]
■ “专用 SP 互连属性命令” [178]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

VM-SPARC/docs)

虚拟钥控开关属性命令

为每个 PDomain 单独配置此属性来指定打开该 PDomain 电源的方式。无法为整个系统
设置此属性。

任务 命令

设置特定 PDomain 的虚拟钥控开关的位
置。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keyswitch_state=value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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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命令

其中，value 是 normal、Standby、Diag 或 Locked。

有关这些属性的可用值的信息以及有关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 Oracle
ILOM 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相关信息

■ “电源状态” [114]
■ 打开电源 [114]
■ 关闭电源 [115]
■ 使用 POST 发现故障 [197]
■ 更新固件 [200]

PDomain 监视命令

可以使用下列属性监视 PDomain 的状态和运行状况。

任务 命令

在下一次打开电源事件时设置 TPM 设备
的模式。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tpm mode=value

在下次发生打开电源事件时清除 TPM 状
态。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tpm forceclear=value

其中 true 清除 TPM 状态，false（默认）记录 TPM 状态。

确定发生灾难性错误时是否将运行状态
捕获脚本。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state_capture_on_
error=value

其中 enabled（默认）允许运行该脚本，disabled 阻止运行该脚本。

设置致命错误捕获和处理的状态。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state_capture_
status=value

其中 enabled（默认）报告致命错误。其他属性包括 disabled、debug、fatal-in-
progress 和 debug-fatal-in-progress。

有关这些属性的可用值的信息以及有关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 Oracle
ILOM 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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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使用 POST 发现故障 [197]

Verified Boot 命令

通过 Oracle Verified Boot 功能，Oracle Solaris 可以先验证服务器上安装的软件和固件
的完整性，再装入和执行软件和固件。当 Oracle Solaris 验证出特定软件或固件尚未被
篡改时，则为该模块分配系统证书。

使用 Oracle ILOM 执行以下验证相关的任务：

■ 启用 Oracle Verified Boot 功能
■ 显示预先安装的系统证书
■ 管理定制系统证书

有关使用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功能设置 Oracle Verified Boot 属性
的信息，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下表显示了用于通过 Oracle ILOM CLI 执行这些任务的命令。

任务 命令

启用验证。 ■ 对特定域中的引导块和两个初始 Oracle Solaris 模块（UNIX 和 GENUNIX）
启用引导验证。如果对引导块、UNIX 或 GENUNIX 的验证失败，则 Oracle
Solaris 会记录错误消息并造成系统紧急情况。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verified_boot/
boot_policy=enforce

■ 对特定域中的模块策略（UNIX 和 GENUNIX 之后的模块）启用引导验证。如果
对 Solaris 模块的验证失败，则 Oracle Solaris 会记录错误消息而不会装入该模
块，但 Oracle Solaris 将继续执行。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verified_boot/
module_policy=enforce

注 - 将其中任一属性设置为 warning 均会导致 Oracle Solaris 记录错误消息且不执行
进一步操作。

查看系统证书。 ■ 查看特定域的预先安装的证书。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verified_boot/
system_certs

■ 查看特定域的用户管理的证书。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verified_boot/
user_certs

■ 查看特定域的预先安装的 Oracle Solaris 系统证书。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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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命令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verified_boot/
system_certs/1

■ 查看特定域的用户管理的证书。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verified_boot/
user_certs/x

其中 x 是 1–5 之间的值，指示要装入的公钥证书。

删除用户管理的证书。 -> re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verified_boot/ user_
certs/x

验证是否删除了用户管理的证书。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verified_boot/ user_
certs/x issuer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verified_boot/usercerts/x

  Properties:

     issuer = (none)

相关信息

■ “引导模式命令” [176]
■ “管理服务器的引导行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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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服务器

此服务器提供了多种方法来识别故障行为，包括 LED 指示灯、Oracle ILOM 和 POST。
有关 LED 的特定信息以及完整的故障排除信息，请参阅服务器的服务手册。

■ “定位服务器” [185]
■ 获取服务器序列号 [187]
■ “查看服务器和组件信息” [188]
■ “监视故障” [197]

相关信息

■ “了解特定于平台的 Oracle ILOM 功能” [88]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

定位服务器
使用以下主题之一可通过亮起服务器的定位 LED 指示灯来确定服务器的物理位置。

■ 定位服务器（Web 界面） [185]
■ 定位服务器 (CLI) [186]

相关信息

■ “查看服务器和组件信息” [188]

定位服务器（Web 界面）

1. 登录 Oracle ILOM Web 界面。

请参见“登录到 Oracle ILOM” [98]。

2. 查看 "System Information" > "Summary"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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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Actions" 面板上的 "Locator Indicator" 按钮。

4. 出现提示时，单击 "Yes" 确认操作。

服务器的定位 LED 指示灯将亮起，方便您确定服务器的物理位置。

5. 通过以下操作之一关闭定位 LED 指示灯：

■ 在服务器中－按定位 LED 指示灯按钮。
■ 在 Oracle ILOM Web 界面中－在 "Summary" 页面上单击 "Locator Indicator" 按

钮。

相关信息

■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安装指南》中的“前面板组件”
■ 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网络管理连接 [97]
■ 定位服务器 (CLI) [186]

定位服务器 (CLI)

如果需要维修组件，亮起系统定位 LED 指示灯有助于轻松地确定正确的服务器。无需管
理员权限即可使用以下命令。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请参见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99]。

2. 在 ILOM SP 提示符下使用以下命令管理定位 LED 指示灯。

■ 要打开定位器 LED 指示灯，请键入：

-> set /System/ locator_indicator=on

■ 要关闭定位器 LED 指示灯，请键入：

-> set /System/ locator_indicator=off

■ 要显示定位器 LED 指示灯的状态，请键入：

-> show System/ locator_indicator

相关信息

■ “监视故障”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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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服务器（Web 界面） [185]

获取服务器序列号

可使用以下方法之一获取服务器标识和序列号：

■ 使用管理工具－可以通过在 Oracle ILOM 中键入 show /SYS
product_serial_number 来获取服务器序列号。

■ 通过服务器上的标签－从服务器前部的标签（位于机柜的右侧，门开口处）中获取
信息。
■ 查看标签上的服务器序列号 (SysSN)。
■ 使用条形码读取器。
■ 在 9 英尺范围内使用移动或固定式 RFID 读取器。RFID 标记的序列号与服务

器的序列号不同，但是可以用于资产清点。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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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服务器和组件信息

除了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访问系统范围状态和子组件状态之外，对于此服务器，还可
以查看单个 PDomain 或特定组件（DCU、CMU 或 CMP）的状态。

要查看信息，每个组件的用户帐户必须分配有只读操作员 (o) 用户角色。

■ “查看系统级信息” [188]
■ “查看各个组件属性” [192]

相关信息

■ “标识域级别命令” [173]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goto/ILOM/docs

查看系统级信息

下列主题介绍了如何显示关于特定组件的信息。

■ 确定服务器型号类型 (CLI) [189]
■ 显示已安装组件列表 (CLI) [189]
■ 查看系统功耗（CLI） [191]
■ 查看电源状态 (CLI) [191]
■ 查看系统级 DCU 属性 (CLI) [192]

相关信息

■ “查看各个组件属性” [192]

显示服务器信息（Web 界面）

1. 登录 Oracle ILOM Web 界面。

请参见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99]。

2. 查看 "Summary" 页面。

"Summary" 页面提供了以下信息：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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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 Information" 面板－提供常规信息，如序列号、固件版本、主 OS、主机
MAC 地址、SP 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

■ "Actions" 面板－提供主机的电源状态。
■ "Status" 面板－提供服务器组件的整体状态。

3. 单击列在 "System Information" 下的特定组件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4. 从 Oracle ILOM 注销。

请参见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相关信息

■ 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网络管理连接 [97]
■ 显示已安装组件列表 (CLI) [189]

确定服务器型号类型 (CLI)

确定服务器型号类型（返回 SPARC M5 或 SPARC M6）。

-> show /system model
   model = SPARC Mx

相关信息

■ 获取服务器序列号 [187]
■ 显示服务器信息（Web 界面） [188]
■ 显示已安装组件列表 (CLI) [189]

显示已安装组件列表 (CLI)

显示关于服务器中安装的组件的信息。

注 - 以下是 show components 输出的样例。具体组件因您的服务器而异。

-> show components
Target                    | Property               | Value 
--------------------------+------------------------+-------------



查看系统功耗（Web 界面）

190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 • 2014 年 12 月

/SYS/CLOCK0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                 | current_config_state   | Degraded 
/SYS/CMU0/CMP0            | current_config_state   | Degraded 
/SYS/CMU0/CMP0/BOB000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BOB001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BOB010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BOB011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BOB100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BOB111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CLINK0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CLINK1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CLINK2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CLINK3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CLINK4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CLINK5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CLINK6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CORE0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CORE0/L2C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           
/SYS/CMU0/CMP0/D0000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SYS/CMU0/CMP0/D0001      |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           

相关信息

■ 显示服务器信息（Web 界面） [188]

查看系统功耗（Web 界面）

通过以下过程可查看服务器的当前功耗数据、统计功耗数据和历史功耗数据。还可以查
看服务器组件的功率分配要求。

1. 登录 Oracle ILOM Web 界面。

请参见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99]。

2. 查看 "Power Management" > "Consumption" 页面。

此时 "Actual Power" 和 "Peak Permitted Power" 属性将显示服务器的功耗瓦数。

功耗度量用于确定服务器当前所消耗的输入功率瓦数。允许的峰值功耗度量用于确定服
务器可以消耗的最大功率瓦数。

3. 查看为组件显示的功率分配要求。

4. 查看 "Power Management" > "Statistics" 页面。

此时将显示用电情况统计信息（以 15 秒、30 秒和 60 秒为间隔）。

按组件的功率图提供每个服务器组件的功率瓦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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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 "Power Management" > "History" 页面。

此时将显示功率历史记录中用电最低、平均和最高的情况。

6. 从 Oracle ILOM 注销。

请参见从 Oracle ILOM 注销 [101]。

相关信息

■ 建立与 Oracle ILOM 的网络管理连接 [97]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中的 "Detecting and

Managing Faults"

查看系统功耗（CLI）

查看功耗和允许的最大功率。

-> show /System/Power 
/System/Power 
 Targets: 
   Power_Supplies   
 Properties:   
   health = OK   
   health_details = -   
   actual_power_consumption = 3911 watts   
   max_permitted_power = 23170 watts   
   installed_power_supplies = 6   
   max_power_supplies = 12   

相关信息

■ “主机电源命令” [175]
■ “电源管理命令” [177]
■ 查看系统功耗（Web 界面） [190]

查看电源状态 (CLI)

查看电源状态和所有 PDomain 的状态。

-> show /Servers/PDomains/ -level 2 -t power_state status
Target                                             | Property     | Value   
---------------------------------------------------+--------------+----------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HOST                   | power_state  |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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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s/PDomains/PDomain_0/HOST                   | status       | Powered Off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System                 | power_state  | Off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System/DCUs/DCU_0      | power_state  | Off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System/DCUs/DCU_0/CMU0 | power_state  | Off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System/DCUs/DCU_0/CMU1 | power_state  | Off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System/DCUs/DCU_0/CMU2 | power_state  | Off

相关信息

■ “主机电源命令” [175]
■ “电源管理命令” [177]
■ 查看系统功耗（Web 界面） [190]

查看系统级 DCU 属性 (CLI)

查看系统中所有 DCU 的信息和运行状况详细信息。

-> show /System/DCUs
   /SYS/DCUs
    Targets:
      DCU_0
      DCU_1
      DCU_2
      DCU_3
    Properties:
      health = OK
      health_details = -
      installed_dcus = 4
      max_dcus = 4

相关信息

■ 确定当前 DCU 分配 [166]
■ “域配置命令” [212]
■ “硬件控制命令” [214]

查看各个组件属性
下列主题介绍了如何显示关于特定组件的信息。

■ 查看各个 PDomain 属性 [193]
■ 查看各个 DCU 属性 [194]
■ 查看 DCU 资源和固件版本 [195]
■ 确定 CMU 类型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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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各个 CMU 属性 [196]
■ 查看各个 CMP 属性 [196]

相关信息

■ “查看系统级信息” [188]

查看各个 PDomain 属性

查看特定 PDomain 的信息和运行状况详细信息。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HOS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0/Host 
 Targets:
   VPS   
   VPS_CPUS   
   VPS_FANS   
   VPS_MEMORY   
   bootmode   
   console   
   diag   
   domain   
   status_history   
   tpm   
 Properties:   
   autorestart = none   
   autorunonerror = none   
   dcus_assignable = /SYS/DCU0 /SYS/DCU1 /SYS/DCU2 /SYS/DCU3   
   dcus_assigned = /SYS/DCU0   
   dcus_available = /SYS/DCU1   
   expandable = true   
   gm_version = GM 1.3.0.build_22a_aa2b8029fa58 2012/12/11 18:46 [m4_m5-glued:debug]
 2012/12/11, 18:46   
   hostconfig_version = Hostconfig 1.3.0.build_22a_aa2b8029fa58 2012/12/11 18:02
 [m4_m5-32:debug] 
   hypervisor_version = Hypervisor 1.12.0.build_22a_0624f45e1e44 2012/12/11 18:36
 [great:m4_m5-platform:debug]
   ioreconfigure = true   
   keyswitch_state = Normal   
   macaddress = 00:21:28:9a:ef:7c 
   obp_version = OpenBoot 4.35.0.build_22 2012/12/06 15:02   
   post_version = POST 5.0.0.build_22_9b17d1e17642 2012/12/10 14:28
   power_state = On   
   send_break_action = (Cannot show property)   
   sp_name = /SYS/SPP0   
   state_capture_on_error = enabled   
   state_capture_status = enabled 
   status = Power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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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_detail = 20121220 16:09:27: Start Host in progress: Step 4 of 9
   sysfw_version = Sun System Firmware: dev build jmc@sca-rh5-0 (r77760) Tue Dec 11
 19:54:05 PST 2012

相关信息

■ “PDomain 配置和监视命令” [174]

查看各个 DCU 属性

查看特定 DCU 的运行状况和属性。

-> show /System/DCUs/DCU_0
 
/System/DCUs/DCU_0
 Targets:
     CMU_0
     CMU_1
     CMU_2
     CMU_3
 
 Properties:
     health = OK
     health_details = -
     power_state = On
     cpu_summary = Eight Oracle SPARC M6
     memory_summary = 4096 GB
     location = DCU0 (Domain Configuration Unit 0)
     host_assigned = /HOST0
     fan_list = FM6/FAN0 (Fan Module 6 Fan 0), FM6/FAN1 (Fan Module 6 Fan 1),
                FM7/FAN0 (Fan Module 7 Fan 0), FM7/FAN1 (Fan Module 7 Fan 1),
                FM14/FAN0 (Fan Module 14 Fan 0), FM14/FAN1 (Fan Module 14 Fan 1),
                FM15/FAN0 (Fan Module 15 Fan 0), FM15/FAN1 (Fan Module 15 Fan 1),
                FM26/FAN0 (Fan Module 26 Fan 0), FM26/FAN1 (Fan Module 26 Fan 1),
                FM27/FAN0 (Fan Module 27 Fan 0), FM27/FAN1 (Fan Module 27 Fan 1),
                FM34/FAN0 (Fan Module 34 Fan 0), FM34/FAN1 (Fan Module 34 Fan 1),
                FM35/FAN0 (Fan Module 35 Fan 0), FM35/FAN1 (Fan Module 35 Fan 1)
 
 Commands:
     cd
     set
     show

相关信息

■ 确定当前 DCU 分配 [166]
■ “域配置命令”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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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DCU 资源和固件版本

列出 DCU 中的资源。

-> show /System/DCUs/DCU_x
 /SYS/DCUx
  Targets:
    VPS_CPUS
    VPS_FANS
    VPS_MEMORY
  Properties:
     members = /SYS/CMU0/CMP0 /SYS/CMU0/CMP1 /SYS/CMU1/CMP0
     /SYS/CMU1/CMP1
     /SYS/CMU2/CMP0 /SYS/CMU2/CMP1 /SYS/CMU3/CMP0
     /SYS/CMU3/CMP1
     /SYS/IOU0/IOB0/PCIE_SWITCH0 /SYS/IOU0/IOB0/PCIE_SWITCH1
     /SYS/IOU0/IOB0/PCIE_SWITCH2 /SYS/IOU0/IOB0/PCIE_SWITCH3
     /SYS/IOU0/IOB1/PCIE_SWITCH0 /SYS/IOU0/IOB1/PCIE_SWITCH1
     SYS/IOU0/IOB1/PCIE_SWITCH2 /SYS/IOU0/IOB1/PCIE_SWITCH3
     assigned_to = /HOSTx
     gm_version = GM dev_nightly_1e01101dcc67 2012/08/19 18:56 [m4-glued:debug]
 2012/08/19, 18:56
     hostconfig_version = Hostconfig dev_nightly_1e01101dcc67 2012/08/19 18:35
 [m4-32:debug]
     hypervisor_version = Hypervisor dev_nightly_497f9238ff5b 2012/08/19 18:08 [great:m4-
platform:debug]
     obp_version = OpenBoot 4.35.0.build_05 2012/08/19 18:12 [ obp #0]
     post_version = POST 5.00.x.development 2012/08/19 18:14 
     sysfw_version = Sun System Firmware: dev build cyan@sca-rh5-1 (r75373) Mon Aug 20
 18:24:50 PDT 2012

相关信息

■ 确定当前 DCU 分配 [166]
■ “管理 CMU、CMP 和 DIMM” [168]
■ 显示固件版本 [199]
■ 更新固件 [200]

确定 CMU 类型

确定 CMU 类型（返回 Oracle SPARC M5 或 Oracle SPARC M6）。

-> show /System/Processors/CPUs/CPU_x model
   model = Oracle SPARC 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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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DCU、CMU 和 CMP 准则” [82]
■ 确定当前 DCU 分配 [166]
■ “管理 CMU、CMP 和 DIMM” [168]

查看各个 CMU 属性

查看特定 CMU（在本示例中为 CMU0）的运行状况和属性。

-> show /System/DCUs/DCU_0/CMU_0
   health = OK 
   health_details = - 
   requested_state = Enabled 
   current_config_state = Enabled 
   power_state = On 
   model = Assy CMU 
   location = CMU0 (Processor Board 0) 
   part_number = 7070507 
   fru_rev_level = 07 
   serial_number = 465769T+1322FE00DW 
   action = (none) 

相关信息

■ “DCU、CMU 和 CMP 准则” [82]
■ “管理 CMU、CMP 和 DIMM” [168]

查看各个 CMP 属性

查看特定 CMP（在本示例中为 CMP0）的运行状况和属性。

-> show /System/Processors/CPUs/CPU_0
   health = OK 
   health_details = - 
   requested_state = Enabled
   part_number = Not Available 
   serial_number = 000000000000000042c918c8430002e2 
   location = CMU0/CMP0 (Processor Board 0 Host Processor 0) 
   model = Oracle SPARC M5 
   max_clock_speed = 2.667 GHz 
   total_cores = 6 
   enabled_cores = 6 
   temperature = No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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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DCU、CMU 和 CMP 准则” [82]
■ “管理 CMU、CMP 和 DIMM” [168]

监视故障

以下主题提供了在此服务器上执行特定的故障监视活动所需的特定于服务器的路径。有
关完整的故障排除和故障监视信息，请参阅服务器服务手册和 Oracle ILOM 文档。

■ 使用 POST 发现故障 [197]
■ 显示控制台历史记录 [198]

相关信息

■ “查看服务器和组件信息” [188]
■ Oracle ILOM 文档库，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使用 POST 发现故障

利用虚拟钥控开关，可在不必修改诊断属性设置的情况下运行完整的 POST 诊断。请注
意，在服务器复位后，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运行 POST 诊断。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请参见登录 Oracle ILOM（Web 界面）  [99]。

2. 将服务器设置为在服务器复位时运行完整的 POST 诊断。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keyswitch_state=diag

3. 复位 PDomain。

-> re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4. 在运行 POST 之后，返回到之前的诊断设置。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keyswitch_state=normal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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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定位服务器 (CLI) [186]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goto/ILOM/docs

显示控制台历史记录

可使用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console/history 控制台输出缓冲区写
入所有类型的日志信息。

管理控制台历史记录日志。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console/history property=option [...]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console/history

其中，property 可以是：

■ line_count－此选项接受 1 到 2048 行范围内的值。指定 "" 表示对行数没有限
制。默认设置为所有行。

■ pause_count－此选项接受 1 到任何有效整数之间的值或者 ""（表示没有行数限
制）。默认设置是不暂停。

■ start_from－其选项为：
■ end－缓冲区中的最后一行（最新）（默认值）。
■ beginning－缓冲区中的第一行。

键入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console/history 而未先
使用 set 命令设置任何参数可使 Oracle ILOM 从末尾开始显示控制台日志的所
有行。

注 - 控制台日志中的时间戳反映的是服务器时间。默认情况下，Oracle ILOM 控制台日
志使用 UTC/GMT，但您可以使用 /SP/clock timezone 命令设置 SP 时钟以使用其他
时区。Oracle Solaris OS 系统时间独立于 Oracle ILOM 时间。

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文档库，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goto/
Solaris11/docs

■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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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固件

以下主题介绍了在此服务器上如何更新系统固件以及查看固件的当前版本。

■ 显示固件版本 [199]
■ “固件更新概述” [200]
■ 更新固件 [200]

相关信息

■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产品说明》

显示固件版本

显示针对特定 PDomain 可报告的可用系统固件属性。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gm_version 
   hostconfig_version 
   hypervisor_version 
   obp_version 
   post_version 
   sysfw_version 
 

要显示特定 PDomain 上的固件版本信息，请键入：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property

其中，property 为上述任一固件属性。

相关信息

■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产品说明》
■ “固件更新概述” [200]
■ 更新固件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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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更新概述
在此服务器上，您可以在不影响 PDomain 上正在运行的主机的情况下更新固件。对于
正在运行的主机，固件将在运行的 PDomain 关闭电源然后重新打开时自动更新。

如果您尝试更新固件的版本与运行的 PDomain 上的固件不兼容，系统会指示您关闭安
装有不兼容版本的主机，然后更新到新的固件版本。或者，要确保所有 SP 和主机均迁
移到锁定步骤中的新映像，必须关闭所有主机的电源。

此外，Oracle ILOM 确保在交换 SP 并关闭主机电源然后打开电源时系统自动升级到正
确固件。

所安装的用于更新系统固件的固件映像包含所有必要的固件组件，包括 Oracle ILOM 固
件、OpenBoot 固件、POST 固件和其他文件。固件映像安装在 SP 的闪存中。

相关信息

■ Oracle ILOM 文档库，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显示固件版本 [199]
■ 更新固件 [200]

更新固件

要更新固件，您必须具有管理员 (a) 或现场工程 (s) 角色。

有关服务器的当前发行版的可用系统固件版本的信息，请参阅产品说明。

1. 确保已配置了 Oracle ILOM SP NET MGT 端口。

有关说明，请参阅《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安装指南》。

2. 打开一个 SSH 会话以连接到 SP。

% ssh root@xxx.xxx.xxx.xxx
...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connecting (yes/no) ? yes
 
...
Password: password (nothing displayed)
Waiting for daemons to initialize...
 
Daemons ready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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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3.x.x.x
 
Copyright 2012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Use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3. （可选）如果要在系统固件进行更新时更新所有主机上的固件，请逐个关闭各个
PDomain 的电源。

不需要关闭 PDomain 的电源。如果固件更新期间任一 PDomain 仍处于通电状态，则系
统固件更新期间不会更新这些 PDomain 上的固件。在这些 PDomain 上，会在重新启动
PDomain 时自动更新固件。

-> stop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注 - DCU 上未分配给 PDomain 的固件会随着系统固件的更新而更新。未分配的 DCU
无需成为主机的一部分即可更新其固件。

4. 对于所有 PDomain，将 keyswitch_state 参数设置为 normal。

->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keyswitch_state=normal

注 -  如果 keyswitch_state 参数未设置为 normal，系统将无法更新固件，因为钥控开
关处于锁定位置。

5. 键入 load 命令和新闪存映像的路径。

load 命令可以更新 SP 闪存映像和主机固件。load 命令要求您提供以下信息：

■ 网络中可以访问闪存映像的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该 IP 地址可访问的闪存映像的全路径名。

此命令的用法如下所示：
load [-script] -source protocol://xxx.xxx.xx.xxx/pathname

其中：
■ protocol 可以是 http、https、ftp、tftp、sftp、scp。
■ -script－不提示用户确认，并按指定了 yes 的情况执行。
■ -source 指定闪存映像的 IP 地址和完整 URL。

根据 PDomain 的电源状态和固件兼容性，您将看到以下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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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关闭了所有主机的电源，应当不会显示任何固件兼容性消息，如以下示例所
示：

-> load -source http://xxx.xxx.xx.xxx/pathname
NOTE: An upgrade takes several minutes to complete. ILOM
      will enter a special mode to load new firmware. No
      other tasks can be performed in ILOM until the
      firmware upgrade is complete and ILOM is rese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load the specified file (y/n)?y
Preserve the configuration (y/n)? y
2012-10-05 07:59:29 Download firmware package ...
2012-10-05 08:02:32 Check firmware package ... 
2012-10-05 08:02:58 SP /SYS/SPP0 firmware update started ... 
2012-10-05 08:02:58 SP /SYS/SPP1 firmware update started ...
.................................................................
Firmware update is complete.
ILOM will now be restarted with the new firmware.
->

■ 如果某些主机为通电状态（本示例中为 HOST0），但未检测到任何不兼容，则会按
如下所示进行升级：

-> load -source http://xxx.xxx.xx.xxx/pathname
NOTE: An upgrade takes several minutes to complete. ILOM
      will enter a special mode to load new firmware. No
      other tasks can be performed in ILOM until the
      firmware upgrade is complete and ILOM is reset.
 
NOTE: HOST0 is powered on; HOST0 firmware will be updated
      automatically when HOST0 is restarted.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load the specified file (y/n)?y
Preserve the configuration (y/n)? y
2012-10-05 06:43:13 Download firmware package ...
2012-10-05 06:46:29 Check firmware package ... 
2012-10-05 06:47:09 SP /SYS/SPP0 firmware update started ... 
2012-10-05 06:47:10 SP /SYS/SPP1 firmware update started ...
.................................................................
Firmware update is complete.
ILOM will now be restarted with the new firmw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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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如此示例所示，PDomain_0 的固件在重新启动 PDomain 时才会自动更新。

■ 如果在使用不兼容固件的情况下进行加载操作，则操作将按下述方式继续进行：

-> load -source http://xxx.xxx.xx.xxx/pathname
NOTE: An upgrade takes several minutes to complete. ILOM
      will enter a special mode to load new firmware. No
      other tasks can be performed in ILOM until the
      firmware upgrade is complete and ILOM is reset.
 
NOTE: HOST0 is powered on; HOST0 firmware will be updated
      automatically when HOST0 is restarted.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load the specified file (y/n)? y
Preserve the configuration (y/n)? y
2012-10-05 07:06:53 Download firmware package ...
2012-10-05 07:09:54 Check firmware package ... 
Incompatible FW version running on domain. Stop domain ID 0 before 
upgrading firmware upgrade failed: FW compatibility check failed 
2012-10-05 07:09:56 Firmware upgrade cancelled 
 
Firmware update failed.
load: Command Failed
->

注 -  如此示例所示，要成功执行 load 命令，必须关闭指定的 PDomain（本示例中为
PDomain_0）的电源。

■ 如果针对问题 "Preserve the configuration (y/n)" 做出否定回答，从而选择了 load
命令的 no-preserve-configuration 选项，则必须关闭所有主机的电源。如果在
主机处于通电状态时发出了 load 命令，并针对同一问题做出否定回答，则 load 操
作的输出中将显示以下消息：

-> load -source http://xxx.xxx.xx.xxx/pathname
NOTE: An upgrade takes several minutes to complete. ILOM 
     will enter a special mode to load new firmware. No 
     other tasks can be performed in ILOM until the 
     firmware upgrade is complete and ILOM is reset.
 
NOTE: HOST0 is powered on; HOST0 firmware will be updated 
     automatically when HOST0 is restarted.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load the specified file (y/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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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e existing configuration (y/n)? n
2013-01-28 20:35:51 Download firmware package ... 
2013-01-28 20:38:46 Check firmware package ... 
No-preserve-configuration option passed. Stop domain ID 0
before upgrading firmware 
upgrade failed: No-preserve-configuration option passed,
stop all domains before upgrading firmware
2013-01-28 20:39:16 Firmware upgrade cancelled
 
Firmware update failed. 
load: Command Failed 
-> 

注 - 如以上示例所示，要成功执行 load 命令，必须关闭指定的 PDomain（本示例中为
PDomain_0）的电源。

更新闪存映像后，主 SP 将自动复位、运行诊断程序，并返回到串行控制台上的登录提
示符。

U-Boot 2010.03
 
Custom Pilot3 U-Boot 0.1 (Jun  6 2012 - 20:04:50) r74178
***
Net:   faradaynic#0, faradaynic#1
Enter Diagnostics Mode
['q'uick/'n'ormal(default)/e'x'tended(manufacturing mode)]...0
Diagnostics Mode - NORMAL
<DIAGS> Memory Data Bus Test ... PASSED
<DIAGS> Memory Address Bus Test ... PASSED
I2C Probe Test - SP
      Bus     Device                          Address Result
      ===     ============================    ======= ======
       6                  SP FRUID (U1101)    0xA0    PASSED
       6               DS1338(RTC) (U1102)    0xD0    PASSED
 
<DIAGS> PHY #0 R/W Test ... PASSED
<DIAGS> PHY #0 Link Status ... PASSED
<DIAGS> ETHERNET PHY #0, Internal Loopback Test ... PASSED
## Booting image at 110a2000 ... ***
 
Mounting local filesystems...
Mounted all disk partitions.
 
Configuring network interfaces...FTGMAC100: eth0:ftgmac100_open
Starting system log daemon: syslogd and klogd.
Starting capidirect daemon: capidirectd . Done
Starting Event Manager: eventmgr  . Done
Starting ipmi log manager daemon: logmgr . Done
Starting IPMI Stack: . Done
Starting ss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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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SP fishwrap cache daemon: fishwrapd . Done
Starting Host deamon: hostd . Done
Starting Network Controller Sideband Interface Daemon: ncsid . Done
Starting Platform Obfuscation Daemon: pod . Done
Starting lu main daemon: lumain . Done
Starting Detection/Diagnosis After System Boot: dasboot  Done
Starting Servicetags discoverer: stdiscoverer.
Starting Servicetags listener: stlistener.
Starting Dynamic FRUID Daemon: dynafrud  Done
 
hostname login:

相关信息

■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产品说明》
■ 显示固件版本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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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和 Oracle ILOM 命令比较

以下主题针对 XSCF 命令与 Oracle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的默认
Oracle ILOM CLI 命令集进行了逐一比较。

■ “识别 SP 配置和管理命令” [207]
■ “识别域管理命令” [211]

相关信息

■ SPARC Enterprise M9000 服务器文档 (http://docs.oracle.com/cd/
E19415-01)

■ Oracle ILOM 文档库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识别 SP 配置和管理命令
以下主题介绍了一些通过 Oracle ILOM 提供的最常用的 SP 配置和管理命令。有关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 Oracle ILOM 功能的网络部署和管理属性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有关这些主题的信息，请参阅下文中的表：

■ “用户帐户管理命令” [208]
■ “网络配置/管理命令” [208]
■ “SP 访问控制命令” [209]
■ “SP 维护命令” [210]
■ “时间管理命令” [210]
■ “其他 SP 命令” [211]

相关信息

■ 配置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和角色
■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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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帐户管理命令

XSCF 命令 说明 Oracle ILOM 命令

adduser 在主机上为每个活动的 PDomain 创建
用户帐户。

create /SP/users/newusername role=
aucros[password=password]

password 管理用户密码和过期设置。 set /SP/users/username password

setprivileges 为主机和每个活动的 PDomain 分配用
户角色。

set /SP/users/username role=aucros

set /SP/users/username/host_roles hostx_role=
acr

deleteuser 删除用户帐户。 delete /SP/users/username

showuser 显示用户帐户信息。 show -d targets /SP/users

show -d properties -l all /SP/users

相关信息

■ 配置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和角色
■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网络配置/管理命令

XSCF 命令 说明 Oracle ILOM 命令

setnetwork 设置网络接口。 set /SP/network pendingipdiscovery=static
pendingipnetmask=ipnetmask

  为活动 SP 设置或删除网络接口。 set /SP/network/ACTIVE_SP pendingipaddress
state=enabled

  为 SP0 设置或删除网络接口。 set /SP/network/SP0 pendingipaddress=value
state=enabled

  为 SP1 设置或删除网络接口。 set /SP/network/SP1 pendingipaddress=value
state=enabled

shownetwork 显示网络接口的信息。 show -l all -o table /SP/network

applynetwork 应用网络信息。 set /SP/network/commitpending=true

setroute 设置网络接口的路由信息。 set /SP/network pendingipgateway=ipgateway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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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命令 说明 Oracle ILOM 命令

showroute 显示网络接口的路由信息。 show /SP/network ipgateway

sethostname 设置主机名和 DNS 域名。 set /SP hostname=value

showhostname 显示当前主机名。 show /SP current_hostname

setnameserver 设置 DNS 服务器和 DNS 搜索路径。 set /SP/clients/dns auto_dns=enabled|
disabled

set /SP/clients/dns nameserver=ip-address-1, ip-
address-2, ip-address-3

set /SP/clients/dns_searchpath=domain-1.com,
domain-2.edu

shownameserver 显示已注册的 DNS 服务器和 DNS 搜
索路径。

show /SP/clients/dns

相关信息

■ 配置 SP 网络
■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SP 访问控制命令

XSCF 命令 说明 Oracle ILOM 命令

setssh 为网络中所使用的 SSH 服务配置设
置。

set /SP/services/ssh state=[enabled|
disabled]

set /SP/services/ssh generate_new_key_type=
[rsa|dsa] generate_new_key_action=true

set /SP/services/ssh restart_sshd_action=
true

showssh 显示为网络配置的 SSH 服务设置。 show /SP/services/ssh

show /SP/services/ssh/keys

相关信息

■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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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SP 维护命令

XSCF 命令 说明 Oracle ILOM 命令

version -c xcp 显示固件版本。 version

show /System system_fw_version

rebootxscf 复位系统中所有的 SP（包括备用 SP
和 SPP）。还可以单独复位各个 SP
或 SPP。

reset /SP

reset /SYS/SPx

或

reset /SYS/SPPx

switchscf 更改 SP 的活动和备用状态。 set /SP/redundancy/ initiate_failover_
action=true

相关信息

■ “复位 SP 配置” [117]
■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时间管理命令

XSCF 命令 说明 Oracle ILOM 命令

setdate 设置日期和时间。 set /SP/clock datetime=MMDDhhmmYYYY.ss

showdate 显示日期和时间。 show /SP/clock datetime

settimezone 设置时区和夏令时。 set /SP/clock timezone=value

showtimezone 显示时区和夏令时。 show /SP/clock timezone

相关信息

■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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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其他 SP 命令

XSCF 命令 说明 Oracle ILOM 命令

setaltitude 设置系统的海拔高度。 set /SP system_altitude=value

showaltitude 显示系统的海拔高度。 show /SP system_altitude

相关信息

■ 《SPARC M5-32 和 SPARC M6-32 服务器安装指南》中的“设置服务器的海拔高
度”

■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识别域管理命令

本节介绍了一些通过 Oracle ILOM 提供的最常用的域配置和故障处理命令（包括特定于
此服务器的命令路径）。有关对 Oracle ILOM 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 Oracle ILOM 管
理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有关这些主题的信息，请参阅下文中的表：

■ “域配置命令” [212]
■ “域控制命令” [213]
■ “故障管理命令” [213]
■ “硬件控制命令” [214]

相关信息

■ 配置域组件
■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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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域配置命令

注 - 以下 XSCF 和 Oracle ILOM 命令介绍了在启动主机之前如何向域分配资源，但不涵
盖如何为正在运行的域动态添加或删除资源的详细信息。

XSCF 命令 说明 Oracle ILOM 命令

addboard -c assign 向 PDomain 分配资源。 以下示例将 DCU0 和 DCU1 分配给 PDomain_2：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dcus_
assigned=“/SYS/DCU0 /SYS/DCU1”

deleteboard -c unassign 取消分配给 PDomain 配置的资
源。

以下示例将 DCU0 从 PDomain_2 中移除（在前面将
DCU0 和 DCU1 分配给该主机的操作之后）：set /
Servers/PDomains/PDomain_2/HOST dcus_
assigned=“SYS/DCU1”

您还可以按以下所示移除所有 DCU：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dcus_
assigned=“”

setdcl 设置域组件列表。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dcus_
assignable=“/SYS/DCUy /SYS/DCUz”

showdcl 显示当前域组件列表，该列表列
出了可向指定 PDomain 分配的
DCU。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dcus_
assignable

setdomainmode 为指定的 PDomain 设置操作模
式。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diag

se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keyswitch_state=[Normal|Standby|Diag|Locked]

showdomainmode 显示指定的 PDomain 的操作模
式。

show -d properties /Servers/PDomains/
PDomain_x/HOST

showboards 显示所有板/DCU 的信息。 show -l all -d properties /SYS/DCUs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dcus_
available

相关信息

■ 配置域组件
■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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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域控制命令

XSCF 命令 说明 Oracle ILOM 命令

poweroff 关闭指定域的电源。 stop [-script/-force] /Servers/PDomains/
PDomain_x/HOST

poweron 打开指定域的电源。 start [-script/-force] /Servers/PDomains/
PDomain_x/HOST

console 连接到域控制台。 start /HOSTx/console

showdomainstatus 显示当前域组件列表。 show -d properties /Servers/PDomains/
PDomain_x/HOST status status_detail

相关信息

■ 控制服务器、域和设备
■ “主机电源命令” [175]
■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故障管理命令

XSCF 命令 说明 Oracle ILOM 命令

showlogs error 显示错误日志。 show /System/Open_Problems

show faulty

show -l all -o table /SP/faultmgmt

相关信息

■ 《SPARC M5-32 and M6-32 Servers Service Manual》
■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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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控制命令

XSCF 命令 说明 Oracle ILOM 命令

showhardconf 显示有关 FRU 的信息。 show -l all -o table /System

showstatus 显示降级的 FRU。 show /System health

show /System health_details

相关信息

■ 监视服务器
■ “PDomain 监视命令” [181]
■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http://docs.oracle.com/cd/E19415-01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术语表 215

词汇表

A
AC input filter（交流输入滤波
器）

服务器电源线交流插座。

B
BoB Memory Buffer On Board（板上内存缓冲区）。CMU 板上的 ASIC，

可在 DIMM 和 CMP 之间传输数据。

Bounded PDomain（有边界
PDomain）

一种 PDomain 类型，只能有一个 DCU。有边界 PDomain 通常性能更
高，因为所有资源都在单个 DCU 的本地。有边界 PDomain 不受 SSB
故障影响。有边界 PDomain 最多可以包含八个 CMP。

另请参见 PDomain、CMP 和 SSB。

C
CAR PCIe hot-plug carrier（PCIe 热插拔载体） 的标签。

CFM Cubic Feet per Minute（立方英尺/分）。

CLK 时钟板的标签。服务器包含两个双冗余时钟板。

CMP Chip Multiprocessing（芯片多重处理）。每个 CMU 包含两个 CMP 处
理器。服务器最多可以包含 32 个 CMP。

CMU CPU Memory Unit（CPU 内存单元）。每个 CMU 包含两个 CMP 以
及两组 DIMM 插槽。

D
DCM Domain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域配置管理）。DCM 是指在企

业级系统的物理域中对板进行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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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U Domain Configurable Unit（域可配置单元）。每个 DCU 包含二个或
四个 CMU 和一个 IOU。是物理域的最小构建块。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此软
件自动将 IP 地址分配给传输控制协议/Internet 协议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TCP/IP) 网络中的客户机。

DIMM Dual In-line Memory Module（双内嵌内存模块）。

E

EMI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

EMS Express Module SAS（Express 模块 SAS）。每个 EMS 包含两个
10GBASE-T 网络连接，并提供对服务器上四个硬盘驱动器的访问。

ESD ElectroStatic Discharge（静电放电）。

F

FMA Fault Management Architecture（故障管理体系结构）。从 SP 生成故
障指示。FMA 提供三种系统活动：错误处理、故障诊断和响应。

FRU Field-Replaceable Unit（现场可更换单元）。

G

GB Gigabyte（千兆字节）。1 千兆字节 = 1024 兆字节。

GbE Gigabit Ethernet（千兆位以太网）。

H

HDD Hard Disk Drive（硬盘驱动器）。在 Oracle Solaris OS 输出中，HDD
可以指硬盘驱动器或固态驱动器 (Solid State Drive, SSD)。

I

ILOM 请参见 Oracle I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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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U I/O Unit（I/O 单元）。服务器最多包含四个 IOU，每个 DCU 一个
IOU。每个 IOU 最多支持 16 个 PCIe 插槽、4 个 EMS 模块上的 8 个
10GBASE-T 端口和 8 个硬盘驱动器。

K

KVMS Keyboard Video Mouse Storage（键盘、视频、鼠标和存储）。

KW Kilowatt（千瓦）。

L

L-L Line-to-line（线间）。线间电压是交流发电机任何两相之间的电压。

Logical Domain（逻辑域） 一种虚拟机，由资源的离散逻辑分组构成，在一个计算机系统中有其
自身的操作系统和标识。

N

NET MGT SP 上的网络管理端口。

O

OpenBoot 安装在服务器上的固件，它提供了一个接口以执行各种诊断任务。

Oracle ILOM Oracle Integrated Lights-Out Manager (Oracle ILOM) 固件。

Oracle Solaris OS Oracle Solaris Operating System（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

Oracle VTS Oracle Validation Test Suite（Oracle 验证测试套件）。此应用程序对
系统进行测试，提供硬件验证，并识别可能的故障组件。

P

PCIe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Express（外设部件互连加速）。

PCIe hot-plug carrier（PCIe
热插拔载体）

此附件用于将 PCIe 卡安装在服务器中并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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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omain Physical Domain（物理域）。每个 PDomain 都是一个独立可配置和
可引导的实体，出于故障隔离和安全目的，其硬件域是完全隔离的。
最多支持四个 PDomain（与 DCU 的数量相等）。PDomain 的最小数
量为 1，可由系统中所有可用的 DCU 组成。

PDomain 中的 DCU 可以通过 SSB 与服务器中的其他 DCU 进行通
信。如果 SSB 出现故障，则 PDomain 的可用性将受到影响。有边界
PDomain 只有一个 DCU，因此不会受到 SSB 故障的影响。

另请参见 Bounded PDomain（有边界 PDomain）、DCU 和 SSB。

PDomain-SPP 物理域的导引 SPP。PDomain-SPP 管理任务并向该物理域提供
rKVMS 服务。

POST Power-On Self Test（开机自检）。此诊断在服务器引导时运行。

PSDB Power System Distribution Board（配电板）。

PSH Predictive Self Healing（预测性自我修复）。此 Oracle Solaris OS 技
术持续监视服务器的运行状况，并与 Oracle ILOM 配合工作，在需要
时使故障组件脱机。

R

rKVMS Remote Keyboard Video Mouse and Storage（远程键盘、视频、鼠标
和存储）。

RMS Root Mean Square（均方根）。

S

SAS Serial attached SCSI（串行连接 SCSI）。

SATA 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串行高级技术附件）。

scalability（可伸缩性） 可伸缩性是指通过将服务器的物理可配置硬件（请参见 DCU）组合为
一个或多个逻辑组（请参见 PDomain）来增加（或按比例提高）处理
能力的能力。

SER MGT SP 上的串行管理端口。

SP Service Processor（服务处理器）。为提供冗余，服务器包含两个服
务处理器，一个处于活动状态，另一个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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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P Service Processor Proxy（服务处理器代理）。每个 PDomain 都分配
有一个 SPP，以对其进行管理。SPP 监视环境传感器并管理 CMU、
内存控制器和 DCU 中的 DIMM。

请参见 PDomain-SPP。

SSB Scalability Switch Board（可伸缩性切换板）。

SSD Solid State Drive（固态驱动器）。

SSH Secure Shell（安全 Shell）。此程序用于登录到系统或服务处理器并
在其上执行命令。

T

TB Terabyte（兆兆字节）。1 兆兆字节 = 1024 千兆字节。

Torx 梅花型螺丝头。

U

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不间断电源）。

V

VAC Voltage Alternating Current（交流电压）。

VLAN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虚拟局域网）。

VTS 请参见 Oracle VTS。

W

WWN World Wide Name（全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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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和符号
-> 提示符, 关于，88

A
Active Directory

主机组
MIB 对象，140
配置, CLI，138
配置, SNMP，141

概述，96

B
保留的根联合体，179
备用电源状态，114

C
查看

功耗，190
网络配置详细信息，150

从 Oracle ILOM 注销，101
重新配置

DCU 分配，167
I/O 路径，171

CLI
Oracle ILOM，99
访问主机控制台，101

CMP
管理路径，168
配置

准则，82
示例，83

CMU
到 DCU 的分配, 确定，169

型号类型, 确定，195
管理路径，168
配置

准则，82
示例，83

commitpending 命令，149

D
打开 PDomain 或服务器的电源，114
地址, IP，148
登录到 Oracle ILOM

CLI，99
Web 界面，99

电源
命令参考

主机，175
管理，177

消耗, 查看，190
状态, 已定义，114

定位服务器
CLI，186
Web 界面，185

定位器 LED 指示灯，185
动态 PDomain

配置，161
多个显示设备, 配置，111
多路径软件，91
DCU

DCU0 设备路径和根联合体
半填充，20，49，73
完全填充，18，47，72

DCU1 设备路径和根联合体
半填充，25，55，75
完全填充，23，53，75

DCU2 设备路径和根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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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填充，30，61，77
完全填充，28，59，77

DCU3 设备路径和根联合体
半填充，35，67，79
完全填充，33，65，79

从 PDomain 取消分配，165
向 PDomain 分配，163
描述，12
确定当前分配，169
管理路径，166
迁移到新的 PDomain，167
配置

准则，82
示例，83

DIMM
管理路径，168
配置准则，85

E
EMS SAS 路径，40
Enterprise Manager Ops Center，93
exit 命令，101
expandable=true|false 命令，160

F
访问 Oracle ILOM，98
分配

IP 地址，148
IP 网关，148
向 PDomain 分配 DCU，163
引导磁盘，121
网络掩码，148

服务处理器 见 SP
服务器

从 OS 复位，117
信息, 显示，188
型号类型, 确定，189
备用电源状态，114
完全通电电源状态，114
定位

CLI，186
Web 界面，185

序列号, 获取，187

控制，113
未通电状态，114
电源

关闭，115
打开，114

自动重新引导，122
复位

PDomain，119
SP，117
从 OS 复位服务器，117

FMA 故障代理，179

G
根联合体

DCU0
半填充，20，49，73
完全填充，18，47，72

DCU1
半填充，25，55，75
完全填充，23，53，75

DCU2
半填充，30，61，77
完全填充，28，59，77

DCU3
半填充，35，67，79
完全填充，33，65，79

保留，179
故障转移行为，36
用于硬盘驱动器，45
适用于 PCIe 插槽，13
适用于网络端口，70

更新固件，200
固件, 更新，200
故障

使用 POST 发现，197
处理，185

关闭，129
参见 关闭电源
OS，129

关闭 PDomain 或服务器的电源，115
管理路径

CMU, CMP 和 DIMM，168
针对 DCU，166
针对 IOU，170
针对 PDomain，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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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互连，178
获取系统序列号，187

I
I/O 路径重新配置，171
ILOM 见 Oracle ILOM
init 命令，129
ioreconfigure 参数，37，171
IOU

EMS 和 HDD 编号，40
管理路径，170

IP 地址, 分配，148

K
控制电源状态，113
控制台历史记录, 显示，198
keyswitch_state 命令，197
KVMS, 重定向设备，107

L
来宾域, 连接，107
历史记录, 控制台，198
连接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109
来宾域，107

逻辑域
描述，91
更改 PDomain 类型，160
连接到来宾域，107

LDAP/SSL
主机组

MIB 对象，140
配置, CLI，138
配置, SNMP，142

概述，96
ldm list-io 命令，45，70

M
命令

commitpending，149
exit，101
expandable=true|false，160
init，129
ioreconfigure，171
keyswitch_state，197
ldm list-io，45，70
pendingipaddress，148
pendingipgateway，148
pendingipnetmask，148
printenv，125
reset /SP，118
show /SP/network，149
show components，189

命令参考
PDomain 配置，174
主机电源，175
引导模式，176
电源管理，177
网络部署，178
软件和固件验证，182

默认服务器引导设备, 更改，120
MAC 地址, 显示主机，156
MIB 对象

Active Directory，140
LDAP/SSL，140

N
内部驱动器, SAS 路径，40
NET MGT 端口

连接到 SP，97
配置和启用，147

O
OBP 见 OpenBoot
OpenBoot

ok 提示符
引导 OS，128
访问，103

参数
受支持，124
查看，123

对 PCIe 设备路径的更改，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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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 Center，93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Ops Center，93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概述，92
Oracle ILOM

引导 OS，128
本地登录，100
概述，87
注销，101
特定于平台的功能，88
用户帐户, 配置，133
登录

CLI，99
Web 界面，99

访问主机控制台，101
远程登录，100

Oracle Verified Boot, 管理设置，182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概述，91
Oracle VTS

功能，90
OS

关闭，129
引导

ok 提示符，128
Oracle ILOM，128

引导序列，127

P
配置

NET MGT 端口，147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133
PDomain 监视设置，181
专用互连，178
主机组

CLI，137
SNMP，139

动态 PDomain 类型，161
多个显示设备，111
有边界 PDomain 类型，161
用户帐户

CLI，133
SNMP，134

虚拟钥控开关，180
配置准则，81
PCIe 设备路径

描述，14
更改，38
根联合体，16－38，38

PDomain
分配 DCU，163
取消分配 DCU，165
命令参考，174
复位，119
指定类型，160
描述，12
概述，11
用户角色，132
电源

关闭，115
打开，114

监视命令参考，181
确定

DCU 分配，166，169
PDomain 类型，160

管理路径，159
类型，12
迁移 DCU，167
连接

在 OS 不响应时，105
在 OS 正在运行时，105
配置前，104

逻辑，91
配置

动态，161
有边界，161

配置准则，81
pendingipaddress 命令，148
pendingipgateway 命令，148
pendingipnetmask 命令，148
POST

显示版本，199
运行诊断，197

printenv 输出，125

Q
启动 PDomain 或服务器，114
启用

NET MGT 端口，147
视频重定向，110

迁移 DCU，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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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到主机控制台，101
取消分配给 PDomain 的 DCU，165
权限, 设置特定于域的用户角色，132
确定，160

参见 CMU、DCU 或 PDomain
CMU 类型，195
PDomain 类型，160
服务器型号类型，189

R
RAID 支持，89
Remote System Console Plus, 连接，109
reset /SP 命令，118
RFID 标记，187

S
设备, 使用 KVMS 进行重定向，107
设备路径

DCU0
半填充，20，49，73
完全填充，19，47，72

DCU1
半填充，25，55，75
完全填充，24，53，75

DCU2
半填充，30，61，77
完全填充，29，59，77

DCU3
半填充，35，67，79
完全填充，34，65，79

用于硬盘驱动器，45
适用于 PCIe 插槽，16
适用于网络端口，70

使用 KVMS 的远程重定向，107
视频重定向, 启用，110
SAS 路径，40
SER MGT 端口

连接到 SP，97
默认设置，100

show /SP/network 命令，149
show components 命令，189
shutdown 命令，130
SNMP 概述，94

SP
分配 IP 地址，148
复位，117，118
描述，11
时钟属性，93
登录到 Oracle ILOM，99
连接，97
配置准则，81

SP 网关, 分配 IP 地址，148
start /HOST/console 命令，101
SUN-ILOM-CONTROL-MIB 文件内容，134，140

T
体系结构, 描述，11
停止 PDomain 或服务器，115
同步时钟时间，93
TPM 设备, 配置，181

W
完全通电电源状态，114
网络

启用或禁用访问，154
显示配置详细信息，150
部署命令参考，178

网络端口
图示，71
设备路径和根联合体，70－80，80

网络掩码, 分配，148

X
系统管理概述，11，87
系统通信，97
显示

主机电源状态，188
控制台历史记录，198
服务器信息，188
网络配置详细信息，150

显示设备, 配置多个，111
虚拟钥控开关, 配置，180
序列号, 获取，187
X 服务器软件包, 安装，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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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验证软件完整性，182
验证用户帐户

CLI，137
SNMP，139

钥控开关, 配置，180
引导

OS
从 ok 提示符，128
使用 Oracle ILOM，128
引导序列，127

服务器
控制自动引导，122
更改默认引导设备，120

引导磁盘, 创建引导路径，121
引导模式, 管理设置，176
硬盘驱动器

设备路径变化，45
设备路径和根联合体

DCU0, 半填充，49
DCU0, 完全填充，47
DCU1, 半填充，55
DCU1, 完全填充，53
DCU2, 半填充，61
DCU2, 完全填充，59
DCU3, 半填充，67
DCU3, 完全填充，65

用户角色
已定义，132
特定于域的，132

用户帐户
概述，131
配置

CLI，133
SNMP，134

验证
CLI，137，137
SNMP，139

有边界 PDomain
描述，12
配置，161

Z
指定 PDomain 类型，160
致命错误捕获, 配置，181

主机，122
参见 服务器
电源命令参考，175
自动重新引导，122

主机控制台, 访问，101
主机组

Active Directory MIB 对象，140
LDAP/SSL MIB 对象，140
属性

CLI，137
SNMP，140

配置
CLI，137
SNMP，139

专用互连, 配置，178
状态捕获, 配置，181
自动引导, 控制，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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