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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档介绍如何使用服务器随附的恢复磁盘将预安装的 Windows Server 2003 
R2 操作系统恢复为工厂默认设置。磁盘 1 中包含带有适用于 Sun Fire 和 Sun 
Blade 服务器的 Service Pack 2 (SP2) 的 Windows Server 2003。磁盘 2 中包含 
Windows Server 2003 R2 可选组件。

重新安装步骤

注意 – 此操作将擦除磁盘驱动器上的所有内容。

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3 R2 操作系统：

1. 关闭服务器。

2. 打开服务器。



3. 将 Windows Server 2003 R2 磁盘 1 快速插入 DVD 驱动器。

注 – 如果您的服务器没有 DVD 驱动器，则必须连接 USB DVD 驱动器，或通
过 JavaRConsole 启用重定向。有关启用 DVD 重定向和 JavaRConsole 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您的产品文档。

4. 当屏幕上出现消息 “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按任意键从 CD 
启动.....） 时，快速按下任意键。服务器将会从 DVD 驱动器启动。

此时将显示 “Administrator Password”（管理员密码）屏幕。

注 – 如果服务器没有从 DVD 驱动器启动，请检查系统 BIOS 中的启动设备
优先级设置。

5. 键入管理员密码，然后按下 Enter 键。

6. 确认管理员密码，然后按下 Enter 键。

此时将显示 “Windows Server 2003 Setup”（Windows Server 2003 安装）
屏幕。

7. 根据您的系统需要，创建 （按下 C）或删除 （按下 D）分区。

请遵照以下准则：

■ 请勿删除 EISA 实用程序或诊断分区 （如果有）。

■ 在磁盘末尾处至少保留 200 Mb 的未分区空间。

■ Sun 建议在清除干净的分区上安装操作系统。

8. 选择一个分区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3 R2，然后按下 Enter 键。

此时将显示 “Windows Server 2003 Format Partition”（Windows Server 
2003 格式化分区）屏幕。

9. 选择格式化分区方式，然后按下 Enter 键。

当系统格式化磁盘时，屏幕上将出现格式化屏幕。格式化完成后将出现
“Copying files and folders”（复制文件和文件夹）屏幕。

10. 请等待系统将所有安装文件复制到硬盘驱动器。

复制完成后，服务器将自动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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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服务器自动重启期间，可能会检测 EMS （紧急管理控制台）连接，
并显示弹出消息 “EMS Connection Detected”（已检测 EMS 连接），
如下所示。单击 “OK”（确定）继续使用此本地连接。

12. 此时将显示 “Welcome to Windows Setup Wizard”（欢迎使用 Windows 
安装向导）屏幕。单击 “Next”（下一步）。

此时将出现 “License Agreement”（许可证协议）屏幕。

13. 请阅读许可证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如果您同意，请接受这些条款和条件。
单击 “Next”（下一步）。

此时将出现 “Regional and Language Options”（地区和语言选项）屏幕。

14. 请选择您的首选地区和语言。单击 “Next”（下一步）。

15. 此时可能会出现一条错误信息，如下所示。您可以放心地忽略此弹出窗口。
单击 “OK”（确定）继续安装流程。

此时将出现 “Personalize Your Software”（个性化设定您的软件）屏幕。

16. 键入您的姓名和组织。单击 “Next”（下一步）。

此时将出现 “Licensing Modes”（许可模式）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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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选择所需的许可模式。单击 “Next”（下一步）。

此时将出现信息填写完整的 “Computer Name and Administrator Password”
（计算机名称和管理员密码）屏幕。

18. 保留或更改建议的计算机名称。单击 “Next”（下一步）。

此时将出现 “Date and Time Settings”（日期和时间设置）屏幕。

19. 设定您当地的日期、时间和时区设置。单击 “Next”（下一步）。

20. 请稍候，系统将自动完成安装流程，无需用户进行操作。此过程可能需要
几分钟。

a. 复制文件和配置服务器完成后，服务器将重新启动。

b. 系统将登录并安装 R2 组件，如下所示。

c. R2 安装完成后，服务器将重新启动。

d. 系统将登录并安装应用程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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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并非所有系统均会安装相同的应用程序。服务器上所保留的硬件资源将
确定要安装哪些应用程序。

e. 安装完成后，服务器将重新启动，如下所示。

21. 从 DVD 驱动器取出磁盘 1。
完成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3 R2。

相关文档
要在线查看最新的产品文档，请转至：

http://docs.sun.com  
有关 Windows 预安装问题的最新信息，请参阅 Sun x64 服务器 Windows 
预安装发行说明。

Sun 欢迎您提出意见
Sun 致力于提高其文档的质量，并十分乐意收到您的意见和建议。要提交
意见，请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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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您的反馈信息中包含文档的书名和文件号码。示例： Sun x64 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03 R2 恢复安装指南，文件号码 820-4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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