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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現場準備指南提供了在安裝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之前的現場準備指引與檢查
清單。本文件詳細說明了尋找與規劃新系統的控制環境所需的資訊。此資訊可為安裝規
劃程序提供協助。提供了計算系統需求的工作表以及此規劃所需的環境與電源規格。

本書架構
第 1 章提供了建議的網路配置與現場準備安裝的工作表。

第 2 章詳細說明了基本電腦室配置與冷卻需求。

第 3 章定義了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的設備電源需求。包括電源線需求工作表與
系統電源連接圖。

第 4 章說明了安全性與網路規劃及網域設定資訊。

第 5 章提供了現場規劃檢查清單。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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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實體規格

本章詳細說明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的實體需求。安裝系統之前，請參閱圖 1-1 所
示的現場準備程序流程圖，以評估所需的需求。

圖 1-1  現場準備程序

確定所需的電源插座類型與數量 
(表 3-1 與表 3-3)。

檢閱系統機櫃電源與冷卻需求以確定
所需冷卻裝置的數量 (表 2-2)。

自銷售工程師獲取
系統配置。

確定所需的網路纜線類型與數量。檢閱表 4-2 以確
定所有動態系統網域資訊 (第 4-2 頁的第 4.2 章節

「系統設定資訊」 )。

確定系統的空間需求與位置 (表 1-1、
圖 1-3、圖 1-4 及圖 1-5)。

排定進行所有必須的修改作
業，並且取得所需硬體。

準備好接收設備 (第 1-13 頁的
第 1.6 章節「準備通路」 )。

完成並且檢視所有工作表和檢核清單 
(第 5 章「現場準備檢核清單」 )。

根據現場完成的預計日期與收到系
統的時間來安排安裝日期。

若是 Sun 維修人員，請填寫並透過電子郵件
傳回電子版「安裝報告」：

http://esp.West.Sun.COM/sunfire1
5k_hw_pubs/

02_Install_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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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系統元件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由兩個或多個冷氣機櫃構成，設定於滿足客戶特定的要求。
最小的配置使用一個系統機櫃，其中安裝系統元件與客戶選定的 I/O 擴充機架。系統
元件包含：

■ CPU 機板 (最多 18 塊)
■ I/O (最少一個組件，最多 18 個額外 I/O 組件)
■ Sun™ Fireplane 互連
■ 系統控制 (SC) 機板 (2)
■ SC 週邊機板 (2)
■ 電源與冷卻子系統

所有的訂購系統均完整設定了風扇盤與電源供應器、兩塊系統控制機板及兩塊 SC 週邊
機板。處理器與 I/O 組件根據客戶的特定系統需求而訂購。

多重機櫃配置 (圖 1-2) 還會包含客戶額外選定具有 I/O 佈線 (客戶指定長度) 的 I/O 
擴充機架。客戶選定的 I/O 擴充機架用於安裝其他 I/O 磁碟或磁帶子系統。此外，
各 I/O 擴充機架還包含交流電配置子系統，可與 I/O 子系統配合使用。

只要滿足了第 2 章中所述的環境規格，您可將多個機櫃並排放置。

在確定空間、冷卻及電源需求時，請確定系統以及將在系統中使用的 I/O 元件。開始準
備現場以安裝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之前，請將配置記錄在表 2-3 的工作表中。

系統機櫃可安裝在系統配置中的任何位置上。

只要不影響 I/O 纜線的長度需求，還可以使用客戶選定的其他 I/O 擴充機架。

備註 – 評估高架地板系統與建築結構系統的系統重量 (請參閱第 1-10 頁的第 1.3 章節
「高架地板安裝」 )。Sun Fire E25K 系統機櫃每個支架可集中承重 726 磅 (329.3 公斤) 
(在通常具有鋼架結構的典型電腦室高架地板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內)。Sun Fire E20K 系
統機櫃集中承重為 635 磅 (288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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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機櫃配置範例

配置範例 A － 俯視圖

配置範例 B － 俯視圖

配置範例 C － 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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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統機櫃實體規格
表 1-1 列出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的實體規格。使用表 1-2 可計算出增加各種元件
之後的系統重量。 

表 1-1  系統機櫃實體規格

特性 Sun Fire E25K 系統機櫃 Sun Fire E20K 系統機櫃

裝運高度

裝運寬度

裝運深度

80.0 英吋 (203.2 公分)
48.0 英吋 (121.9 公分)
75.5 英吋 (191.8 公分)

80.0 英吋 (203.2 公分)
48.0 英吋 (121.9 公分)
75.5 英吋 (191.8 公分)

貨運重量 (最大)：
機櫃：

E25K：2,904.1 磅 (1,317.3 公斤)
E20K：2,539.9 磅 (1,152.1 公斤)

貨運套件和套架：206 磅 
(93.4 公斤)

3,110.1 磅 (1,410.7 公斤) 2,745.9 磅 (1,245.5 公斤)

高度 75.5 (191.8 公分) 75.5 (191.8 公分)

寬度 (含面板) 33.3 英吋 (84.6 公分) 33.3 英吋 (84.6 公分)

寬度 (不含面板) 32.0 英吋 (81.3 公分) 32.0 英吋 (81.3 公分)

深度 (含擋門) 64.5 英吋 (163.8 公分) 64.5 英吋 (163.8 公分)

深度 (不含擋門) 56.25 英吋 (142.9 公分) 56.25 英吋 (142.9 公分)

深度 (含擋門扣夾，不含擋門) 61.0 英吋 (155.0 公分) 61.0 英吋 (155.0 公分)

重量 (最大) 2,889.82 磅 (1,310.8 公斤) 2,380.77 磅 (1079.9 公斤)

前方的通路需求
和後方的通路需求 (圖 1-6)

至少 44.0 英吋 (111.8 公分)
22.0 英吋 (55.9 公分)

至少 44.0 英吋 (111.8 公分)
22.0 英吋 (55.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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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含不同元件的系統重量工作表

系統元件 數量 單件重量 總重量
購買
數量

E25K 系統的
計算實際重量

E20K 系統的
計算實際重量

基本系統機櫃 (包含電源模組、電源中央機
板、風扇背板、纜線、側面板、踢腳板、
EMI 過濾器、空氣濾淨器、按鈕及延伸元件)

1 X 963.6 磅
(437 公斤)

= 963.6 磅
(437 公斤)

963.6 磅
(437 公斤)

963.6 磅
(437 公斤)

電源供應器 6 X 42.2 磅
(19.2 公斤)

= 253.2 磅
(115.1 公斤)

253.2 磅
(115.1 公斤)

253.2 磅
(115.1 公斤)

風扇盤 8 X 25.1 磅
(11.4 公斤)

= 200.8 磅
(91.2 公斤)

200.8 磅
(91.2 公斤)

200.8 磅
(91.2 公斤)

Sun Fireplane (中央機板) 1 X 30.1 磅
(13.7 公斤)

= 30.1 磅
(13.7 公斤)

30.1 磅
(13.7 公斤)

30.1 磅
(13.7 公斤)

中央機板支撐板 2 X 5.2 磅
(2.4 公斤)

= 10.4 磅
(4.7 公斤)

10.4 磅
(4.7 公斤)

10.4 磅
(4.7 公斤)

中央機板支撐板置放盤 2 X 19.0 磅
(8.6 公斤)

= 38.0 磅
(17.3 公斤)

38.0 磅
(17.3 公斤)

38.0 磅
(17.3 公斤)

系統控制機板 2 X 14.3 磅
(6.5 公斤)

= 28.6 磅
(13 公斤)

28.6 磅
(13 公斤)

28.6 磅
(13 公斤)

系統控制週邊機板 2 X 16.5 磅
(7.5 公斤)

= 33.0 磅
(15.0 公斤)

33.0 磅
(15.0 公斤)

33.0 磅
(15.0 公斤)

擴充板置放盤
(E25K 系統為 14 個，E20K 系統為 7 個)

X 14.3 磅
(6.5 公斤)

= 14.3 磅
(6.5 公斤)

X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擴充板置放盤 (含空氣阻尼)，
中央 (E25K 系統為 4 個，E20K 系統為 2 個)

X 17.8 磅
(8.1 公斤)

= 17.8 磅
(8.1 公斤)

X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CPU 機板

(E25K 系統最多 18 個，E20K 系統最多 9 個)

1 X 27.4 磅
(12.4 公斤)

= 27.4 磅
(12.4 公斤)

X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擴充機板
(E25K 系統最多 18 個，E20K 系統最多 9 個)

1 X 6.0 磅
(2.7 公斤)

= 6.0 磅
(2.7 公斤)

X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選項：

hsPCI-X/hsPCI+ 組件加四 (4) 個卡匣

(E25K 系統最多 18 個，E20K 系統最多 9 個)

1 X 19.5 磅
(8.9 公斤)

= 19.5 磅
(8.9 公斤)

X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CPU 擋板

(E20K 系統最少 9 個)

1 X 6.2 磅
(2.8 公斤)

= 6.2 磅
(2.8 公斤)

X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I/O 充填器面板
(E20K 系統最少 9 個)

1 X 5.2 磅
(2.4 公斤)

= 5.2 磅
(2.4 公斤)

X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第 1 章 實體規格 1-5



圖 1-3 顯示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機櫃箱的尺寸。

圖 1-4 顯示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機櫃的尺寸。

備註 – 視客戶配置而定，某些元件的重量可能會稍有差異。

系統含 2 個擋門 (1 前，1 後)

擋門，前
(含扭矩起子)

1 X 44.2 磅
(20.7 公斤)

44.2 磅
(20.7 公斤)

44.2 磅
(20.7 公斤)

44.2 磅
(20.7 公斤)

擋門，後 1 X 39 磅
(17.7 公斤)

39 磅
(17.7 公斤)

39 磅
(17.7 公斤)

39 磅
(17.7 公斤)

系統含 4 個擋門 (2 前，2 後)

擋門，右前側
(含扭矩起子)

1 X 20.5 磅
(9.3 公斤)

= 20.5 磅
(9.3 公斤)

20.5 磅
(9.3 公斤)

20.5 磅
(9.3 公斤)

擋門，左前側 1 X 29.0 磅
(13.2 公斤)

= 29.0 磅
(13.2 公斤)

29.0 磅
(13.2 公斤)

29.0 磅
(13.2 公斤)

擋門，右後側 1 X 14.0 磅
(6.4 公斤)

= 14.0 磅
(6.4 公斤)

14.0 磅
(6.4 公斤)

14.0 磅
(6.4 公斤)

擋門，左後側 1 X 17.5 磅
(8.0 公斤)

= 17.5 磅
(8.0 公斤)

17.5 磅
(8.0 公斤)

17.5 磅
(8.0 公斤)

總重量

表 1-2  含不同元件的系統重量工作表 (續)

系統元件 數量 單件重量 總重量
購買
數量

E25K 系統的
計算實際重量

E20K 系統的
計算實際重量
1-6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現場準備指南 • 2007 年 3 月



圖 1-3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貨運箱尺寸

80.0 英吋
(203.2 公分)

系統機櫃

堆高車側面

貨架插孔
側面

75.5 英吋 

32.0 英吋
(81.3 公分)

12.0 英吋
(30.5 公分)

48.0 英吋
(121.9 公分)

28.75 英吋
(73.0 公分)

(20.3 公分)
8.0 英吋

堆高車側面 貨架插孔側面

(203.8 公分)

(191.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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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機櫃尺寸

備註 – 下方機箱前後兩邊的貨架固定支架孔可用於固定系統框架，以使其安全的固定
在設備基板上。

(84.6 公分)
33.3 英吋

(191.8 公分)
75.5 英吋

(43.8 公分)
17.25 英吋

(請參閱 「備註」)

3.0 英吋 (7.6 公分)  

32 英吋 (81.3 公分)

前面

背面

固定托架孔

1.625 英吋系統固定
(4.1 公分)

(163.8 公分)
64.5 英吋

孔尺寸

1.625 英吋 x .625 英吋
(4.1 公分 x 1.6 公分)

17.25 英吋
(43.8 公分)

67.5 英吋
(171.5 公分)

61.6 英吋
(156.5 公分)

2.95 英吋
(7.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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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顯示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機櫃的淨空大小。這些尺寸同時適用於四門及雙
門的系統。

有關系統機櫃的電氣規格與插座資訊，請參閱表 3-1。

圖 1-5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機櫃淨空大小

系統機櫃

44.0 英吋 (111.8 公分 )
維修空間 *

* 36.0 英吋 (91.4 公分)

44.0 英吋 (111.8 公分)
維修空間 *

前面

 卸下機板所需

系統與 I/O 機櫃
之間所需的
最小距離

背面

5.0 英吋
(12.7 公分) 155.5 英吋

(395.0 公分)

5.0 英吋
(12.7 公分)

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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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架地板安裝
高架地板系統提供一種排放冷卻空氣、電源與通訊纜線佈線的適宜方式。Sun 強烈建議
您將系統安裝在高架地板上，以確保系統取得最佳冷卻效果。

電腦室地板必須能夠承受系統機櫃的重量 (之前已定義在表 1-1 中)。每個機櫃由四個腳
輪與四個腳座支撐，集中機櫃的重量於小的表面範圍。

請將有孔的地板面板或格柵置於系統圖 1-6 底部附近或正下方。有孔面板或格柵的建議位
置如圖 2-2 所示。請使用圖 1-6 中所示的建議系統位置地板設計圖來確定放置位置系統的
確實位置。確保機櫃位置正確，所有腳輪與校平腳座均位於實心的高架地板地磚上。

Sun Microsystems 建議高架地板高度至少為 24–36 英吋 (61.0–91.5 公分)。

1.4 非高架地板安裝
如果沒有將系統安裝在高架地板上，請確定已滿足表 2-2 中所述的冷卻需求。此外，也
請確定系統進氣符合表 2-1 中所指定的需求。使用纜線護套可防止人身受傷並防止纜線
損壞。

備註 – 如果系統冷卻不足，則會導致系統自動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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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舊型系統的眼固定栓使用 M12 x 1.75 的螺栓。這些眼固定栓不能用來抬起系統。

圖 1-6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地板孔與基本尺寸圖解

備註 – 4.0 英吋 X 24.0 英吋 (10.2 公分 x 61.0 公分) 的地板孔區域 (如圖中虛線所示) 
之外，任何未使用的纜線出口應填充適當的材料以堵住氣流。

30.4 英吋
(77.2 公分)

進氣口

64.5 英吋
(163.8 公分)

56.32 英吋
(143.1 公分)

(130.3 公分 )

4.0 英吋 x 24.0 英吋 (10.2 公分 x 61.0 公分 ) 或
根據需要，地板孔區域 (2 個位置)

22.5 英吋
(57.2 公分)

腳輪旋軸半徑 (4 個位置)  2.4 英吋 (6.1 公分)

校平腳座直徑 (4 個位置 )  1.5 英吋 (3.8 公分)
(亦表示舊型系統上機櫃頂端眼固定栓的位置 )

纜線出口區域 (2 個位置 )

32.4 英吋
(82.3 公分)

36.4 英吋
(92.5 公分)

前面

背面

33.3 英吋
(84.6 公分)

 ( 請參閱

51.3 英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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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機櫃地板腳輪承重
此機櫃每三英吋支架可集中承重 728.5 磅 (330.44 公斤) (在典型的電腦室高架地板所能
承受的範圍之內)。將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移至其他位置之前，請檢查設備的地
板承重需求。

備註 – 放低機櫃校平腳座時，請將各個角落的校平桿延伸 1/4 圈以確保機櫃的穩定。
校平桿不應將腳輪撐離地板。

地板在不同的狀態下有不同的承重能力﹔靜止 (集中、均勻、臨界狀態) 或動態承重能力 
(滾動及碰撞)。中型架高地板可以承受大約 1500 磅 (680.38 公斤) 的集中重量、250 磅 
(113.6 公斤) 的均勻重量、2500 磅 (1136.4 公斤) 的臨界重量以及 1000 磅 (454.6 公斤) 的
滾動重量。以上估計數值適用於一平方英吋的面積。請參閱表 1-3 以取得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有關在建築結構地板每平方英尺承重磅數的資訊。

也有地磚可集中承重達 2500 磅。如果您有任何關於地板結構功能的疑問，請向專業結
構工程師諮詢。

表 1-3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的建築結構承重

建築結構
每平方英尺 (psf) 的磅數

E25K 系統機櫃
2,904.1 磅、33.3 英吋 x 56.3 英吋
1,160.6 公斤、84.6 公分 x 143.0 公分

E20K 系統機櫃
2,211.2 磅、33.3 英吋 x 56.3 英吋
1005.1 公斤、84.6 公分 x 143.0 公分

設備佔地面積 223.1 psf (1089.1 公斤/m2) 195.1 psf (952.49 公斤/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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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準備通路
要取得最佳效能，請將機櫃置於有孔地磚上，如第 2 章「環境需求」以及圖 2-2 顯示的
建議配置所示。

注意 – 為避免損壞機櫃與危及工作人員，60 英吋的平板千斤頂只能使用於貨架的窄面，
而堆高車只能使用於貨架的寬面。

如果現有卸貨支架滿足標準貨運卡車的高度或坡度需求，您即可使用標準的 60 英吋
平板千斤頂 (用於貨架的狹窄端) 卸載系統。可以使用 48 英尺 (14.6 公尺) 至 61 英尺 
(18.6 公尺) 長、8.5 英尺 (2.6 公尺) 寬、14 英尺 (4.3 公尺) 高的卡車。如果現用卸貨
支架不滿足以上需求，請使用標準堆高車 (用於貨架的寬闊端) 或其他工具卸載系統，
或需求使用帶有升降台的卡車運送系統。標準堆高車的最大外部叉齒尺寸為 27 英吋 
(68.6 公分)，最小內部叉齒尺寸為 15 英吋 (38.1 公分)。

請參閱圖 1-3 以取得系統機櫃貨運箱圖解及其尺寸。您需要使用平板千斤頂將貨運箱移
至系統安裝位置。

Sun Microsystems 建議您在系統機櫃到達拆封目的地之前，將各系統保留在貨運箱內。
如果系統不適合事先準備的存取通路，從貨運箱中卸下裝置後，您可以拆卸某些部分。
要利用狹窄空間，可以卸下側面板，如此一來，將會系統機櫃將會從原來的 33.3 英吋 
(84.6 公分) 減少到 32.0 英吋 (81.3 公分)。

備註 – 安裝踢腳板之後，機櫃具有一英吋的最大臨界高度；卸下踢腳板之後，機櫃具有
三英吋的最大臨界高度。

到電腦室的整個通路必須沒有可能導致震動的凸起，此外，還要檢查有孔地磚的承重能
力。由於在運送路徑上重複出現的滾動重壓，常會看到地磚損壞。建議使用材料保護整
個架高地板的運送路徑，例如厚重的塑合板或具有類似承重能力的其他材料。

備註 – 通路上的任何路徑不能出現 10 度以上的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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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環境需求

本章詳細說明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的溫度及濕度需求。

2.1 環境需求
環境控制系統 (如電腦室空調設備) 的設計必須確保進入系統的空氣符合本章節中指定
的需求。空氣透過維修面板及透過系統機櫃下的進氣口進入機櫃。熱空氣從系統機櫃
頂部排出。如果熱空氣導向機櫃下方或維修面板，可能會出現溫度過高的現象。表 2-1 
提供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與客戶選定的 I/O 擴充機架的環境需求。如果系統溫
度明顯低於 (40 °F [4 °C] 或更低) 安裝環境的溫度，請在最後放置位置，將系統保留在
貨運箱中 24 小時，以免溫度驟變與水氣凝結。
2-1



2.1.1 建議的環境溫度

華氏 70 度至華氏 74 度 (攝氏 21 度至攝氏 23 度) 的環境溫度範圍是獲得系統可靠性與
操作者感覺舒適的最佳溫度。大多數電腦設備可在較大範圍的溫度中作業，但華氏 72 度 
(攝氏 22 度) 左右的溫度是最適宜的，因為在此溫度中易於維持相關相對濕度等級的安
全。如果環境支援系統發生暫時當機，在此溫度範圍中作業可提供一段安全緩衝時間。
雖然各標準稍有不同，但請將華氏 70 度至華氏 74 度 (攝氏 21 度至攝氏 23 度) 用作最佳
溫度選擇。

2.1.2 建議的環境相對濕度

環境相對濕度等級在 45% 與 50% 之間最適用於安全的資料處理操作。在某些情況下，
大多數處理設備可在相當大的環境範圍 (20% 至 80%) 中作業，但最佳範圍應在 45% 與 
50% 之間，因為此範圍：

■ 有助於避免電腦系統發生與濕度過高相關的腐蝕性問題。
■ 在環境控制系統發生故障時，可提供最大的作業時間緩衝。
■ 在相對濕度過低時，有助於避免因不時靜電放電的干擾而導致故障或暫時故障。

相對濕度在 35% 以下時容易產生靜電放電 (ESD) 且不易散發，如果濕度降至 30% 以下
會更加危險。與一般辦公環境或其他控制比較不嚴格的區域中使用的準則相比，5% 的
相對濕度範圍可能過於嚴苛，但資料中心通常具有高效率蒸氣屏障與較低的空氣流通
率，因此維持此範圍並不困難。

表 2-1  環境需求

環境因素 作業時 非作業時 建議的作業範圍

溫度 50–95°F (10–35°C)，每 1 公里到 
3 公里減少 2°C。

每小時溫度斜率不超過 59°F 
(15°C)，每小時濕度斜率不超過 
30% 的相對濕度。

若具備 UltraSPARC IV+ 
1.8/1.95 GHz CPU/記憶體板，
每 1 公里到 2 公里減少 3°C。

-4–140°F (-20°C–60°C)

每小時溫度斜率不超過 68°F 
(20°C)，每小時濕度斜率不超
過 20% 的相對濕度。

若具備 UltraSPARC IV+ 
1.8/1.95 GHz CPU/記憶體板，
每 1 公里到 2 公里減少 3°C。

70-74°F 
(21–23°C)

濕度 20%–80% (非冷凝)
81°F (27°C) 最高濕球溫度。

最高 93% 45%–50%

高度 最高 10,000 英尺 (3,047 公尺)
若具備 UltraSPARC IV+ 
1800/1950 GHz CPU/記憶體板，
最高 7,000 英尺 (2,134 公尺)。

最高 40,000 英尺 (12,188 公尺)
2-2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現場準備指南 • 2007 年 3 月



2.2 基本冷卻需求
表 2-2 與表 2-3 根據最大系統配置提供了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中元件的空調資訊。
請使用表 2-3 中的工作表 (請參閱附錄 A 以獲得要使用及保留做為記錄的擴充表) 來確定
系統電源與冷卻需求。此工作表可協助您計算系統總耗電量 (功率單位：瓦特) 與所需的
總系統空調使用量 (英制熱量單位：BTU/小時)。所需的空調使用量視配置而定。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電源消耗的動態視應用程式與配置而定。本手冊說明了這些
動態，且以在實驗室環境下通過確認的嚴格代碼條件設定為基礎。在進行以上測試時，
所有測量值均使用連接了 48 伏特電流的最新技術、高速電流測試棒進行測試。然後這
些數字會變更，來反映效率損耗與功率因素更正。

確定系統配置 (根據主機板數目與 I/O 配置) 後，您必須計算環境冷卻的需求。現場必
須能符合適當的環境需求。本手冊中的數字說明了這些需求。

為便於未來升級，務必提供環境冷卻，不限於購買的主機板與 I/O 組件的配置，還適
用於預期的成長，或最大耗電量與冷卻需要。

例如：雖然所有機櫃通常都設定為完整容量的電源系統，但實際的系統耗電量可能比
最大可用量少很多，且會因設定元件的數目與類型而異。因此，在設備開發的設計過
程中，為最大預期配置提供足夠的電力與冷卻能力。升級時系統耗電量會增大，可能
需要新的現場規劃來滿足電源與冷卻需求。

表 2-2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最大耗電量與冷卻需求

Sun Fire 
系統 佔用的系統插槽數量

耗電量
(VA)

空調
(BTU/小時)

E20K 最多 9 個 16,655 56,629

E25K 最多 18 個 28,701 9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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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系統電源與冷卻需求工作表

系統耗電量 空調

元件
數量 x 交流
電源 (VA)

總計 
(VA) BTU/小時

系統機櫃

基本系統 系統控制 (2) 2 x 182 364 x 3.4 = 1237.6

SC 週邊裝置 (2) 2 x 55 110 x 3.4 = 374.0

風扇盤 (8) 8 x 289 2309 x 3.4 = 7849.9

中央機板支撐 (2) 2 x 18 36 x 3.4 = 122.4

Sun Fireplane (1) 1 x 204 204 x 3.4 = 693.6

擴充板 擴充板 (最多 18 塊) __ x  88 x 3.4 =

插槽 0 1950 Mhz USIV+ Uniboard

1800 Mhz 及以下 USIV / 
USIV+ Uniboard

USIII / USIII+ Uniboard 

__ x 1148

__ x 1088

__ x 993

x 3.4 =

x 3.4 =

x 3.4 =

插槽 1 hsPCI-X/hsPCI+ (最多 18 個) __ x 94 x 3.4 =

I/O 介面卡 PCI (最多 72 個) __ x 24 x 3.4 =

總計 ____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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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顯示了系統機櫃中氣流的方向。

圖 2-1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氣流 

機櫃背面
(有孔的門 )

機櫃正面
(通風門 )

氣流
(高架地板 )

前面

氣流

系統間距離
3-4 英尺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機櫃氣流比例：
前後 62%
底部 38%

背面 前面背面

氣流

系統間距離
3-4 英尺

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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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腦室配置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中的風扇盤備援提供了足夠的氣流，可在平式地板上充分發
揮系統效能。建議使用高架地板以取得最佳系統效能。空氣透過前後門及透過機櫃下的
進氣口面板進入機櫃。請參閱圖 2-2 中完全設定系統的建議地板規劃配置範例，以規劃
實心與有孔地磚地板的配置。此地板規劃以地磚為基礎，每塊地磚每分鐘輸送 600 立方
英尺 (cfm) 的冷卻空氣。

圖 2-3 顯示了多個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的地板規劃配置。

備註 – 在較大耗電量的配置中，可能需要將一些有孔地磚放在伺服器或客戶選定的 
I/O 擴充機架附近。這些地磚會限制鄰近空間的使用，請務必清楚此限制。

Sun Fire E25K 系統與 I/O 機架之間的最大纜線距離是 157.5 英吋 (400 公分)。如果您
在此連線上使用單端 SCSI 裝置，連線不能由系統後方最遠的角落連接到 I/O 機架的前
上方，即使機架放在最短距離需求 5.0 英吋 (12.7 公分) 處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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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建議的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配置

備註 – 務必將每個機櫃角落的腳輪與校平腳座放在實心地磚上。

建議的地板規劃：
- 完全設定的系統
- 24 kW 承載量
- 需要六 (6) 塊有孔地磚

實心

有孔
地磚

地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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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建議的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多重配置

備註 – 系統電源纜線的長度為 157.5 英吋 (400.1 公分)，放置系統時請考慮到電源插座
的最大距離。

實心
地磚

有孔
地磚

4.0 英尺 (121.9 公分)
熱通道

4.0 英尺 (121.9 公分)
冷通道

背面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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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設備與系統需求

本章詳細說明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的電源與接地需求。

3.1 設備電源需求
為避免出現嚴重的故障，電源系統的設計必須為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提供適當的
電源。Sun Microsystems 建議所有對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供應電源的電路均來
自專用的配電板。電路與安裝必須符合現行的當地、州或國家電氣規範。

注意 – 內建電路可提供系統接地故障保護。

Sun Microsystems 盡最大努力以減少電源故障與中斷對硬體所造成的影響。Sun Fire 
E25K/E20K 系統具有兩個備援的電流分享電源供應器輸入，專為使用兩個獨立電源而
設計。但是，如果系統電源經常中斷或波動，則會較使用穩定電源發生更高的元件故障
率。提供穩定的電源 (例如：不中斷的電源系統，UPS)，以降低元件故障的可能性。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的電源供應器具有第一次開啟電源後限制衝擊電流的功能。
熱啟動或冷啟動時 (切斷交流電超過 60 秒之後) 的最大衝擊電流為 55 ampere peak，
在一條迴路中測量時為 35 ampere 均方根 (熱或冷啟動)。衝擊電流將在 200 毫秒之內
恢復到其正常作業電流。

每個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機櫃與客戶選定的 I/O 擴充機架都要求客戶提供個別的
斷路器與插座。確保電源插座在系統機櫃與每個客戶選定的 I/O 擴充機架位置的 14 英
尺 (427 公分纜線長度)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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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列出系統適用的電氣規格。使用表 3-2 以記錄電源纜線需求 (請參閱附錄 A 以
獲得要使用及保留做為記錄的擴充表)。表 3-3 列出三種電源配置的簡要功能。圖 3-1、
圖 3-2 及圖 3-3 說明了系統電源可能的連接方式。

■ 建議系統機櫃使用備用電源、雙電源，如圖 3-1 中所示。

■ 建議系統機櫃使用十二個單相插座。請參閱表 3-1。

■ 使用 Sun Microsystems 提供的國際電工協會 309 (IEC 309) 接頭或 NEMA L6-30P，
為系統接通電源。

具有兩個獨立電源的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 (如圖 3-1 所示)，若僅供電給一個電源
供應器，只要系統直流電的耗電量在 20,000 W 以下 (可由 SMS 指令 
showenvironment -p powers 測知)，系統仍能運作。

完整配備 300-1705 (A196) 電源供應器的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會增加一項功能，
可對一個電源供應器供電超過 20,000 W (在未同時失去其中一個電源時)。完整配備 
300-1813 (A211) 電源供應器的 Sun Fire E20K/E25K 系統會增加一項功能，可以 
1950 Mhz USIV+Uniboard 來運作。

如圖 3-3 中所設定的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就無法在直流電耗電量超過 20,000 W 
時，僅供電給一個電源供應器來運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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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設備電源需求

電氣維修 規格

系統和 I/O 擴充機架需要：

電壓 200–240 VAC，單相

功率因素 .99

頻率 47–63 Hz

電路斷路器： 根據當地法規，每條 24A 纜線最大的輸入大小

伏特安培率： 28,701 VA (最大負載)

電源線 (最長 15 英尺) 15 英尺 (457 公分) 與接頭相容的下垂線

插座：
北美與日本

交流電輸入電源線，Harting Han 6HsB to NEMA L6-30P 或等效 (P/N 
180-1943)
交流電電源線，Han 6HsB to NEMA L6-30P (US) 4M (P/N 180-1954)
電源線，Blue 30A Watertight IEC 309 to Han 6HsB (P/N 180-2058)
電源線，Blue 32A Watertight IEC 309 to Han 6HsB (P/N 180-2059)

插座：
國際 

交流電輸入電源線，Harting Han 6HsB to IEC 309 (P/N 180-1944)
交流電電源線，Han 6HsB to Blue 32A IEC309 (Intl) (P/N 180-1955)
電源線，Blue 30A Watertight IEC 309 to Han 6HsB (P/N 180-2063)
電源線，Blue 32A Watertight IEC 309 to Han 6HsB (P/N 180-2064)

表 3-2  設備電源線需求工作表

框架類型 機櫃數目 電極數目 電源線數目* 單相 3 相

系統機櫃 (單相) ____ x 2 x __ = ____ n/a

需要的電極總數

* 請與 Sun Microsystems 系統工程師連絡以取得電源線數目/插座資訊，以確保準
備的插座符合您訂購的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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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電源連接 － 備用電源、雙電源 (電源 A 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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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電源連接 － 高可靠性電源、單一電源 (單電源)

電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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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設備與系統需求 3-5



圖 3-3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電源連接 － 基本單一電源、單一電源 (單電源、無備用
電源、不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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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機櫃接地需求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經由電源線接地。因此，系統不包含接地纜線。電源線有
三端：兩端供電流，一端供接地。在交流電源輸入模組中，接地端與系統機箱連接。
當電源線連接至與接地端接觸的電源插座，即為最終機箱接地。為了成功接地，客戶
必須提供適當的接地電源插座，使電源配置單元 (PDU) 接地為接地端。

接地纜線可能附加於系統。不使用時，附加的接地點可容漏電流的疏散更有效率。需要
注意的是電源線經插座接地，且接地纜線須與共用接地端連接，否則將導致接地電位差。

注意 – 如果客戶不確定設備 PDU 插座是否接地，在確認 PDU 插座正確接地前，請勿
安裝接地纜線。若產生明顯的接地電位差，您必須加以修正。

依下列程序將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正確接地。

備註 – 如果在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與設備電源系統之間使用 PDU，你可以使用 
A 系列斷路器 (Carlingswitch，零件編號：AF3-X0-06-184-X13-D 或同級斷路器)。

1. 確認客戶已將資料中心的 PDU 正確接地。PDU 必須為接地端。

2. 確認所有的接地點 (架高地板及電源插座) 從 PDU 接地。

備註 – 客戶需採購接地纜線。系統出貨不包含接地纜線。

表 3-3  電源配置摘要

配置 防止內部電源供應器損耗 防止外部電源損耗

備用 (圖 3-1) 有 是，其中一個電源

高可靠性 (圖 3-2) 有 否，只有一個電源

基本 (圖 3-3) 有 否，只有一個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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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系統框架底部的踢腳板後安裝接地纜線，如圖 3-4 所示。

圖 3-4  系統機櫃接地纜線連接點

4. 接地纜線接連處表面可能有上漆，確定在安裝中金屬對金屬接點沒有障礙。

系統機櫃底座

接地纜線
連接點

踢腳板

空氣濾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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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網路規劃

本章節提供用於規劃系統與網域設定的建議網路配置與工作表。

4.1 網路連線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要求在各系統控制器 (SC) 機板中使用 10BASE-T 或 
100BASE-TX 乙太網路連線。

有幾種網路可規劃與設定用於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其中兩種網路在平台內部，
其他在外部並且要求佈線。網路如表 4-1 中定義。

表 4-1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網路

網路指定 說明

I1 1 網域至 SC 管理網路。網域 A–R 透過此網路與 SC 通訊。此網路位於平台內部，
無需佈線。根據預設值，I1 網路中停用 IP 傳送。請勿啟用傳送。

I2 SC 至 SC 管理網路。各 SC 透過此網路與其他 SC 通訊。此網路中沒有網域流量。
此網路位於平台內部，無需佈線。根據預設值，I2 網路中停用 IP 傳送。請勿啟用
傳送。

Cx 2 外部客戶提供的網路，用於存取 SC 和網域 A–R。每個 C 網路都代表一個使用者
社群，它們可能共用或不共用網路流量。客戶必須提供佈線、網路設備及網域端介
面卡。

此外，連接至 SC 的每個 C 網路均有一個邏輯 IP 位址。此位址為邏輯位址，無需
佈線。

1 如果需要透過 I1 安裝網路或啟動網域，則必須將 IPv4 用於 I1 網路。
2 最多可將兩個使用者社群連線至 SC。此限制不適用於網域。
4-1



4.2 系統設定資訊
下列章節中的資訊必須在安裝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之前定義。大部分的系統資訊
都與網路有關，且資訊必須由客戶提供。表 4-2 提供可用的網路介面及其功能。

所有至 SC 的外部連線應透過使用者社群邏輯介面 L–Cx，讓用戶端永遠直接連接至主
要 SC。

表 4-2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網路介面

介面指定 說明

SC–I1 由主要 SC 連線至內部網路 I1。一對 SC 僅指定一個位址。只有主要 SC 
可以存取 I1 網路。

D[A-R]-I1 由網域 A–R 連線至內部網路 I1。

SC[0,1]-I2 由 SC0 與 SC1 連線至內部網路 I2。

SC[0,1]-Cx 由 SC0 與 SC1 連線至外部網路 Cx。

SC[0,1]-PCx 各 Cx 路徑群組的路徑群組特定當機接手位址。PCx 介面保持在 SC1 本地。

1 僅出現在 > 2 個 NIC 路徑群組中。

F–Cx SC 上各 C 網路的邏輯介面。介面可透過適當的 Cx 網路存取。F-Cx 介面
僅出現在主要 SC 中。

D[A–R]-Cx 由網域 A–R 連線至外部網路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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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網路配置
系統控制器有兩種網路配置方式：高可用性 (HA) 與非高可用性兩種網路配置均滿足
下列條件：

■ 網域可連線至任何數目的使用者社群。兩個社群的限制僅適用於 SC。
■ 網域可能會 (也可能不會) 連線至系統控制器的同一個使用者社群，視網站的安全政

策而定。
■ 主要 SC 與備用 SC 必須具有相同的網路佈線。
■ 對於 HA 配置來說，配置多個交換器或集線器可進一步增強各使用者社群的備援效果。
■ 如果 SC 失去與任一使用者社群的所有連線，即會觸發 SC 當機接手 (會影響連線至 

SC 的所有使用者社群)。
■ 平台存取具有高可用性。極度嚴重 SC 為主的故障所導致的中斷會由當機接手轉換至

備用 SC。

備註 – 目前不支援 SC 中的 cPCI 插槽，並且無法將其用於網路連線。

上述內容並未提及網域的網路配置，此內容因客戶及應用的特定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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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HA 網路配置

HA 網路配置如圖 4-1 所示。

優點：

■ 每個 SC 與使用者社群網路之間具有兩個備用連線。
■ 與系統控制器連接的任何一個網路連線故障都不會導致 SC 發生當機接手。

缺點：

■ 僅限於連接至系統控制器的單一使用者社群。

圖 4-1  高可用性網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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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SC

SC1-I2

F-CA

SI2 網路

S
I1

 網
路

S
C

0-
P

C
A

S
C

0-
P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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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非 HA 網路配置

非 HA 網路配置如圖 4-2 所示。

優點：

■ 最多有兩個使用者社群連接至系統控制器。

缺點：

■ 任何一個網路連線的故障都不會導致 SC 發生當機接手。

圖 4-2  密集網路配置

社群 A

社群 B

SC0-CA

F-CB

備用 SC

網域 A

SC0-CB

SC0-I2

SC0-I1

SC1-I1

DA-I1 DA-Cx

網域 BDB-I1 DB-Cx

網域 CDC-I1 DC-Cx

網域 QDQ-I1 DQ-Cx

網域 RDR-I1 DR-Cx

主要 SC

SC1-I2

F-CA

SI2 網路

S
I1

 網
路

SC1-CA
SC1-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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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統設定工作表
需要提供系統控制器的主機名稱、網路、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 位址及子網路遮罩。
網域作業系統安裝還要求提供網域外部連線的主機名稱、IP 位址及子網路遮罩。可以
包含多個使用者社群。下列工作表設計來在安裝之前協助您管理資訊。

4.4.1 平台名稱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要求平台名稱。網路內唯一的平台名稱是為整個系統指定的
邏輯名稱，並不對應於網路中的任何主機。平台名稱用作內部網路介面中主機名稱的預
設前綴，請參閱第 4-7 頁的第 4.4.2 章節 「內部網路」。此平台名稱必須由字母與數字
字元組成，以字母字元起頭。請在表 4-3 中的空白處記錄平台名稱 (請參閱附錄 A 取得
擴充表格以使用與保存記錄)。

表 4-3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平台名稱工作表

平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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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內部網路

請在表 4-4 中的工作表中輸入 IP 網路與子網路遮罩 (請參閱附錄 A 取得擴充表格以使
用與保存記錄)。內部網路的子網路是固定的。由於 I1 與 I2 均未透過路由，可從 IP 私
有群中選擇 IP 網路。網路必須在客戶網路中是唯一的。

4.4.2.1 I1 網路

I1 網路需要主機名稱與 IP 位址。對於系統控制器來說，僅會為 I1 網路指定一個主機名
稱與 IP 位址。只有主要 SC 確實連接至 I1 網路。

在安裝過程中，可使用 smsconfig(1M) 自動指定主機名稱與 IP 位址。例如，如果平
台名稱是 Name1，網域 A I1 主機名稱便是 Name1-a。IP 位址是根據 IP 網路子網路遮
罩從低到高指定，從 SC 開始，到網域 R 結束。

備註 – 強烈建議自動指定 I1 網路的主機名稱 IP 位址。

如果執行手動安裝，請在表 4-5 中的工作表中記錄 I1 介面的主機名稱與 IP 位址。

表 4-4  內部網路的 IP 網路子網路遮罩工作表

網路 IP 網路 子網路遮罩

I1 255.255.255.224

I2 255.255.255.252

表 4-5  I1 網路的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I1 網路

介面 主機名稱 IP 位址

系統控制機板 (SC-I1) platform-sc-i1

網域 A (DA-I1) platform-a

網域 B (DB-I1) platform-b

網域 C (DC-I1) platform-c

網域 D (DD-I1) platform-d

網域 E (DE-I1) platform-e

網域 F (DF-I1) platform-f

網域 G (DG-I1) platform-g

網域 H (DH-I1) platform-h

網域 I (DI-I1) platform-i

網域 J (DJ-I1) platfor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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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 I2 網路

無論 SC 的角色為何 (主要還是備用)，每個系統控制器保持一個與 I2 網路的作用中連
結。對於 I1 網路來說，I2 主機名稱與 IP 位址可在安裝過程中由 smsconfig(1M) 自動
指定。

備註 – 強烈建議自動指定 I2 網路的主機名稱 IP 位址。

如果執行手動安裝，請在表 4-6 中的工作表中記錄 I2 介面的主機名稱與 IP 位址。

網域 K (DK-I1) platform-k

網域 L (DL-I1) platform-l

網域 M (DM-I1) platform-m

網域 N (DN-I1) platform-n

網域 O (DO-I1) platform-o

網域 P (DP-I1) platform-p

網域 Q (DQ-I1) platform-q

網域 R (DR-I1) platform-r

表 4-6  I2 網路的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介面 主機名稱 IP 位址

SC0-I2 platform-sc0-i2

SC1-I2 platform-sc1-i2

表 4-5  I1 網路的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續)

I1 網路

介面 主機名稱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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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外部網路

請在表 4-7 中的工作表中輸入 IP 網路與子網路遮罩。網路中的每個子網路必須是唯一
的。系統控制器最多可以連線至兩個使用者社群。

4.4.3.1 系統控制器

連接至使用者社群的系統控制器中的所有介面均需要 IP 位址。SC 具有兩個內建乙太網
路連接埠 (分別標記為「乙太網路」與「Ext 乙太網路」 )。請使用表 4-8 中的工作表記
錄此資訊。

此外，每個使用者社群都需要一個邏輯介面以用於系統控制器。邏輯介面僅出現在主要 
SC 中。使用 HA 配置時，還需要提供 SC 路徑群組特定的 IP 位址。請使用表 4-9 中的
工作表記錄此資訊。

備註 – 社群中的邏輯與路徑群組特定 IP 位址必須使用與該社群實體 NIC 相同的 IP 
網路與子網路。

表 4-7  外部網路的 IP 網路子網路遮罩工作表

使用者社群網路 IP 網路 子網路遮罩

社群 A

社群 B

表 4-8  系統控制器的社群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Cx 網路

介面 使用者社群 IP 位址

系統控制器 0，乙太網路

系統控制器 0，Ext 乙太網路

系統控制器 1，乙太網路

系統控制器 1，Ext 乙太網路

表 4-9  SC 邏輯介面的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使用者社群 邏輯主機名稱 邏輯 IP 位址
SC0 路徑群組 IP 
位址

SC1 路徑群組 IP 
位址

使用者社群 A

使用者社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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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 網域

連線至使用者社群的網域也需要主機名稱與 IP 位址。表 4-10 中的工作表假設各網域僅
連線至一個使用者社群。如果網域連線至多個使用者社群，或連線至之前未定義的使用
者社群，請將此資訊記錄在單獨的紙上。

表 4-10  網域的社群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Cx 網路

介面 使用者社群 主機名稱 IP 位址

網域 A (DA-Cx)

網域 B (DB-Cx)

網域 C (DC-Cx)

網域 D (DD-Cx)

網域 E (DE-Cx)

網域 F (DF-Cx)

網域 G (DG-Cx)

網域 H (DH-Cx)

網域 I (DI-Cx)

網域 J (DJ-Cx)

網域 K (DK-Cx)

網域 L (DL-Cx)

網域 M (DM-Cx)

網域 N (DN-Cx)

網域 O (DO-Cx)

網域 P (DP-Cx)

網域 Q (DQ-Cx)

網域 R (DR-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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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現場準備檢查清單

安裝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之前，請確認已符合下列需求。

5.1 系統元件
❏ 是否已確定系統配置？ 

❏ 機櫃總數 _____。

5.2 其他
❏ 系統管理員與操作人員是否參加必要的 Sun Microsystems 訓練課程：ES-421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伺服器管理」？

❏ 本現場是否需要安全淨空？如果需要，當地的 Sun Microsystems 企業服務管理是
否已告知所需的安全層級？
備註：淨空可能需耗費數月才能取得，因此及時通知非常重要。

❏ 在現場規劃過程中，是否為所有適當的客戶工作人員 (包括設備規劃與操作團隊) 提
供了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現場準備指南」？
5-1



5.3 環境需求
❏ 電腦室的環境是否符合表 2-1 中所列的 Sun Microsystems 的溫度與濕度規格？

❏ 確認電腦區域是否有足夠的未使用冷卻能力，以處理此系統所增加的承載量。不應
考慮備援能力。請參閱表 2-1。

❏ 確認有足夠數量的斷路器電極位置以正確連接至系統。

❏ 確定建議系統的電源。電源是否與圖 3-1、圖 3-2 或圖 3-3 中所示的預期電源連接
配置一致？

❏ 電腦室電壓是否在 200–240 VAC 之間？

❏ 是否已為系統機櫃與每個客戶選定的 I/O 擴充機架訂購足夠的電源插座 (表 3-2)？

❏ 確保電源插座在系統機櫃與每個客戶選定的 I/O 擴充機架位置的 14 英尺 (427 公分
纜線長度) 內。

❏ 系統機櫃與每個客戶選定的 I/O 擴充機架的斷路器是否已正確安裝並予以與標記？

5.4 實體規格
❏ 是否已確定系統安裝位置？

❏ 設備地板配置是否符合設備維護通路的需求？請參閱第 2-6 頁的第 2.3 章節 「電腦
室配置」。

❏ 確認已正確放置設備，與散熱裝置排放的最小距離符合圖 2-1 中的建議。

❏ 用於系統機櫃與每個客戶選定的 I/O 擴充機架的地板孔是否設定妥善？

❏ 建議的有孔地板面板是否就位？請參閱第 2-6 頁的第 2.3 章節 「電腦室配置」。

❏ 確認高架地板系統與高架地磚能承受系統的承載量。

❏ 系統是否正確放置，與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現場準備指南」中所示的高架
地磚位置的邊緣剛好相對應？請參閱第 2-6 頁的第 2.3 章節 「電腦室配置」。腳輪
與校平腳座必須放在實心高架地磚上。

❏ 是否已請結構工程師為預期的系統重量評估建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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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網路規劃
❏ 是否已為客戶網路考慮表 4-1 中的乙太網路連線？

❏ 安裝之前是否已訂購並取得所有網路纜線？

❏ 是否已訂購每個設定網路控制器的所有網路連線？

❏ 是否已指定每個設定網路控制器的所有 IP 位址？

❏ 使用者網路是否可以使用乙太網路連線？

5.6 準備通路
❏ 是否已訂購 60 英吋平板千斤頂以運送貨架上的系統機櫃？ (請參閱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拆封指南」。)

❏ 是否已確認最終系統位置的存取通路？

❏ 存取通路是否符合表 1-1 中所述的存取需求？

❏ 是否已採取措施來覆蓋存取通路中不規則或凹凸不平的地板以減少震動？

❏ 是否已分配人員於交貨時卸載系統？ (請參閱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拆封
指南」。)

❏ 卸貨支架是否符合標準的貨運卡車需求？可以使用 48 英尺 (14.6 公尺) 至 61 英尺 
(18.6 公尺) 長、8.5 英尺  (2.6 公尺) 寬、14 英尺 (4.3 公尺) 高的卡車。

❏ 如果卸貨支架不符合標準的貨運卡車需求，是否已分配堆高車進行運送？ (請參閱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拆封指南」。)

❏ 是否需要帶有升降台的卡車以容納含包裝的系統？請參閱本現場準備指南的表 1-1 
以獲得實體規格。

❏ 存取通路是否符合系統的地板承重需求？

❏ 平板千斤頂叉口尺寸是否符合貨運箱的需求？請參閱第 1-13 頁的第 1.6 章節 「準
備通路」。

❏ 電梯與電梯門尺寸是否夠大 (表 1-1)？

❏ 電梯承重能力是否足夠強 (表 1-1)？

❏ 存取通路的每個滑軌傾斜度是否低於 10 度？ (請參閱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
拆封指南」。)

❏ 是否已確認高架地板旁邊的貨運箱卸載區？

❏ 是否對運送路徑中的高架地板加以保護？

❏ 運送路徑中每扇門開口的寬度與高度是否足以容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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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安裝排程
❏ 是否已確定安裝日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誰是運送的客戶聯絡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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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電源、冷卻及系統設定工作表

本附錄提供此文件中各表格的大版本工作表以供您使用。第 1 到 4 章中的工作表如下
所示。

請使用這些頁面並保留做為記錄。

章節與表格編號

第 1 章

表 1-2 「含不同元件的系統重量工作表」

第 2 章

表 2-3 「系統電源與冷卻需求工作表」

第 3 章

表 3-2 「設備電源線需求工作表」

第 4 章

表 4-3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平台名稱工作表」

表 4-4 「內部網路的 IP 網路子網路遮罩工作表」

表 4-5 「I1 網路的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表 4-6 「I2 網路的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表 4-7 「外部網路的 IP 網路子網路遮罩工作表」

表 4-8 「系統控制器的社群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表 4-9 「SC 邏輯介面的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表 4-10 「網域的社群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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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不同元件的系統重量工作表

記錄日期 ______________

系統元件 數量 單件重量
總重量 購買

數量
E25K 系統的計
算實際重量

E20K 系統的計
算實際重量

基本系統機櫃 (包含電源模組、電源中央
機板、風扇背板、纜線、側面板、踢腳
板、EMI 過濾器、空氣濾淨器、按鈕及延
伸元件)

1 X 963.6 磅
(437 公斤)

= 963.6 磅
(437 公斤)

963.6 磅
(437 公斤)

963.6 磅
(437 公斤)

電源供應器 6 X 42.2 磅
(19.2 公斤)

= 253.2 磅
(115.1 公斤)

253.2 磅
(115.1 公斤)

253.2 磅
(115.1 公斤)

風扇盤 8 X 25.1 磅
(11.4 公斤)

= 200.8 磅
(91.2 公斤)

200.8 磅
(91.2 公斤)

200.8 磅
(91.2 公斤)

Sun Fireplane (中央機板) 1 X 30.1 磅
(13.7 公斤)

= 30.1 磅
(13.7 公斤)

30.1 磅
(13.7 公斤)

30.1 磅
(13.7 公斤)

中央機板支撐板 2 X 5.2 磅
(2.4 公斤)

= 10.4 磅
(4.7 公斤)

10.4 磅
(4.7 公斤)

10.4 磅
(4.7 公斤)

中央機板支撐板置放盤 2 X 19.0 磅
(8.6 公斤)

= 38.0 磅
(17.3 公斤)

38.0 磅
(17.3 公斤)

38.0 磅
(17.3 公斤)

系統控制機板 2 X 14.3 磅
(6.5 公斤)

= 28.6 磅
(13 公斤)

28.6 磅
(13 公斤)

28.6 磅
(13 公斤)

系統控制週邊機板 2 X 16.5 磅
(7.5 公斤)

= 33.0 磅
(15.0 公斤)

33.0 磅
(15.0 公斤)

33.0 磅
(15.0 公斤)

擴充板置放盤
(E25K 系統為 14 個，E20K 系統為 7 個)

X 14.3 磅
(6.5 公斤)

= 200.2 磅
(91.0 公斤)

X 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擴充板置放盤 (含空氣阻尼)，
中央 (E25K 系統為 4 個，E20K 系統為 
2 個)

X 17.8 磅
(8.1 公斤)

= 71.2 磅
(32.4 公斤)

X 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CPU 機板

(E25K 系統最多 18 個，E20K 系統最多 
9 個)

1 X 27.4 磅
(12.4 公斤)

= 27.4 磅
(12.4 公斤)

X 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擴充機板
(E25K 系統最多 18 個，E20K 系統最多 
9 個)

1 X 6.0 磅
(2.7 公斤)

= 6.0 磅
(2.7 公斤)

X 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選項：

hsPCI-X/hsPCI+ 組件加四 (4) 個卡匣

(E25K 系統最多 18 個，E20K 系統最多 
9 個)

1 X 19.5 磅
(8.9 公斤)

= 19.5 磅
(8.9 公斤)

X 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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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擋板

(E20K 系統最少 9 個)

1 X 6.2 磅
(2.8 公斤)

= 6.2 磅
(2.8 公斤)

X 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I/O 充填器面板
(E20K 系統最少 9 個)

1 X 5.2 磅
(2.4 公斤)

= 5.2 磅
(2.4 公斤)

X ___ =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系統含 2 個擋門 (1 前，1 後)

擋門，前
(含扭矩起子)

1 X 44.2 磅
(20.7 公斤)

44.2 磅
(20.7 公斤)

44.2 磅
(20.7 公斤)

44.2 磅
(20.7 公斤)

擋門，後 1 X 39 磅
(17.7 公斤)

39 磅
(17.7 公斤)

39 磅
(17.7 公斤)

39 磅
(17.7 公斤)

系統含 4 個擋門 (2 前，2 後)

擋門，右前側
(含扭矩起子)

1 X 20.5 磅
(9.3 公斤)

= 20.5 磅
(9.3 公斤)

20.5 磅
(9.3 公斤)

20.5 磅
(9.3 公斤)

擋門，左前側 1 X 29.0 磅
(13.2 公斤)

= 29.0 磅
(13.2 公斤)

29.0 磅
(13.2 公斤)

29.0 磅
(13.2 公斤)

擋門，右後側 1 X 14.0 磅
(6.4 公斤)

= 14.0 磅
(6.4 公斤)

14.0 磅
(6.4 公斤)

14.0 磅
(6.4 公斤)

擋門，左後側 1 X 17.5 磅
(8.0 公斤)

= 17.5 磅
(8.0 公斤)

17.5 磅
(8.0 公斤)

17.5 磅
(8.0 公斤)

系統元件 數量 單件重量
總重量 購買

數量
E25K 系統的計
算實際重量

E20K 系統的計
算實際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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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電源與冷卻需求工作表

記錄日期 ______________

系統耗電量 空調

元件
數量 x 交流電源 

(VA)
總計 
(VA) BTU/小時

系統機櫃

基本系統 系統控制 (2) 2 x 182 364 x 3.4 = 1237.6

SC 週邊裝置 (2) 2 x 55 110 x 3.4 = 374.0

風扇盤 (8) 8 x 289 2309 x 3.4 = 7849.9

中央機板支撐 (2) 2 x 18 36 x 3.4 = 122.4

Sun Fireplane (1) 1 x 204 204 x 3.4 = 693.6

擴充板 擴充板 (最多 18 塊) __ x  88 x 3.4 =

插槽 0 1950Mhz USIV+ Uniboard

1800Mhz 及以下 USIV / 
USIV+ Uniboard

USIII / USIII+ Uniboard 

__ x 1148

__ x 1088

__ x 993

x 3.4 =

x 3.4 =

x 3.4 =

插槽 1 hsPCI-X/hsPCI+ (最多 18 個) __ x 94 x 3.4 =

I/O 介面卡 PCI (最多 72 個) __ x 24 x 3.4 =

總計 ____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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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電源線需求工作表

記錄日期 ______________

* 請與 Sun Microsystems 系統工程師連絡以取得電源線數目/插座資訊，以確保準備的插座符合您訂購 
的電源線。

框架類型 機櫃數目 電極數目 電源線數目* 單相 3 相

系統機櫃 (單相) ____ x 2 x __ = ____ n/a

需要的電極總數
 附錄 A 電源、冷卻及系統設定工作表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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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Fire E25K/E20K 系統平台名稱工作表

記錄日期 ______________

平台名稱
 附錄 A 電源、冷卻及系統設定工作表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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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網路的 IP 網路子網路遮罩工作表

記錄日期 ______________

網路 IP 網路 子網路遮罩

I1 255.255.255.224

I2 255.255.255.252
 附錄 A 電源、冷卻及系統設定工作表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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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網路的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記錄日期 ______________

I1 網路

介面 主機名稱 IP 位址

系統控制機板 (SC-I1) platform-sc-i1

網域 A (DA-I1) platform-a

網域 B (DB-I1) platform-b

網域 C (DC-I1) platform-c

網域 D (DD-I1) platform-d

網域 E (DE-I1) platform-e

網域 F (DF-I1) platform-f

網域 G (DG-I1) platform-g

網域 H (DH-I1) platform-h

網域 I (DI-I1) platform-i

網域 J (DJ-I1) platform-j

網域 K (DK-I1) platform-k

網域 L (DL-I1) platform-l

網域 M (DM-I1) platform-m

網域 N (DN-I1) platform-n

網域 O (DO-I1) platform-o

網域 P (DP-I1) platform-p

網域 Q (DQ-I1) platform-q

網域 R (DR-I1) platfor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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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網路的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記錄日期 ______________

介面 主機名稱 IP 位址

SC0-I2 platform-sc0-i2

SC1-I2 platform-sc1-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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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網路的 IP 網路子網路遮罩工作表

記錄日期 ______________

使用者社群網路 IP 網路 子網路遮罩

社群 A

社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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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控制器的社群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記錄日期 ______________

Cx 網路

介面 使用者社群 IP 位址

系統控制器 0，乙太網路

系統控制器 0，Ext 乙太網路

系統控制器 1，乙太網路

系統控制器 1，Ext 乙太網路
 附錄 A 電源、冷卻及系統設定工作表 A-19



A-20 Sun Fire E25K/E20K 系統現場準備指南 • 2007 年 3 月



SC 邏輯介面的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記錄日期 ______________

使用者社群 邏輯主機名稱 邏輯 IP 位址 SC0 路徑群組 IP 位址 SC1 路徑群組 IP 位址

使用者社群 A

使用者社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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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的社群主機名稱 IP 位址工作表

記錄日期 ______________

Cx 網路

介面 使用者社群 主機名稱 IP 位址

網域 A (DA-Cx)

網域 B (DB-Cx)

網域 C (DC-Cx)

網域 D (DD-Cx)

網域 E (DE-Cx)

網域 F (DF-Cx)

網域 G (DG-Cx)

網域 H (DH-Cx)

網域 I (DI-Cx)

網域 J (DJ-Cx)

網域 K (DK-Cx)

網域 L (DL-Cx)

網域 M (DM-Cx)

網域 N (DN-Cx)

網域 O (DO-Cx)

網域 P (DP-Cx)

網域 Q (DQ-Cx)

網域 R (DR-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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