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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提供对系统的概述以及一般管理操作过程的逐步说明 其中解释了如何配置并管理

平台和域 另外 还介绍如何删除和更换部件以及执行固件升级 此外还包括有关安全

性 故障排除的信息和技术术语词汇

本书的组织结构

第���章介绍域和系统控制器 其中概述了分区和域 冗余系统部件及最小系统配置 本

章还对可靠性 可用性和可维修性进行了简要介绍

第���章介绍如何在平台和域��5����之间 如何在�����
���操作环境和域��5����之间或在�
&'�� ����-.&��和域��5����之间进行导航 本章还描述如何终止系统控制器会话

第�/�章介绍如何初次启动系统电源以及如何对系统进行设置

第���章介绍如何创建和启动多个域

第���章提供有关安全方面的信息

第�1�章介绍如何开启和关闭系统电源 其中还介绍如何升级固件

第�2�章介绍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的工作原理

第�0�章说明如何对板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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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说明删除和安装 �-�%�内存板 �%&�部件 ���'�	��-���卡 -���卡 转发器

板 系统控制器板和��!�板�%�中心板所必需的软件步骤

第����章提供有关指示灯�3(+!4 系统故障 系统控制器日志主机等信息 同时还介绍

诸如显示诊断信息 显示系统配置信息 从挂起的域中进行恢复 禁用部件 列入黑

名单 及将设备路径名映射到物理系统设备等操作过程

附录���介绍如何将设备路径名映射到物理系统设备

附录� �说明如何设置�677-�和�*7-�服务器

使用����$�命令
本书假定您有丰富的����$8�操作环境经验 如果您并不熟悉����$�操作环境 请参阅

以下一个或多个文档 了解相应信息

� ����
���操作环境的文档在�docs.sun.com�提供 请参见第�9"��页上的 联机访问�
����文档

� ��������	��
��硬件平台指南 该文档可从随您的操作系统发布版提供的印刷文档和联

机文档中获取 说明�����*�
��10��%�0��%�0��%/0���系统的特定�����
���操作环境
信息

� �
��硬件的���������	�发行说明补充资料�介绍有关�����
���操作环境的最新发布信息

� 系统随带的其它软件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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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约定

�5����提示

�� �� ��

AaBbCc123 命令 文件和目录的名称 计算

机的屏幕输出

编辑�.login�文件
使用�ls -a�列出所有文件

AaBbCc123 键入的内容 相对于计算机的屏

幕输出

% su
Password:

�������� 书的标题 新词或术语 需要强

调的词

命令行变量 应替换为真正的名

称或值

阅读用户指南�的第�1�章
这些称为�������选项
执行该操作时 您必须�为超级用户

若要删除文件 请键入�rm�文件名

����� ���

���5��� ������������%

���5����超级用户 ������������#

 ��
����5����和�:�
���5��� $

 ��
����5����和�:�
���5����超级用户 #

平台��5��� ����������:SC>

平台控制台 ����������:SC>

域��5��� ����������:A>�或�B> C> D>

域控制台 ok login: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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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

联机访问�����文档
如需更多�����系统文档 请访问

http://www.sun.com/products-n-solutions/hardware/docs

有关全套�����
���文档和众多其他主题的文档 可以访问

http://docs.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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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发表意见
����十分注重改进自身文档的质量 并欢迎您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您可以通过电子

邮件将意见发送至

docfeedback@sun.com

请在电子邮件的主题行中注明文档的部件编号�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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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介绍

本章概述了中型服务器系列� �即�����*�
��10��%�0��%�0��%/0���系统的特性 本章

将介绍以下内容

� 第���页上的 域

� 第�/�页上的 系统部件

� 第�/�页上的 分区

� 第�0�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

� 第��/�页上的 冗余部件和最低配置

� 第����页上的 可靠性 可用性和可维修性�3.��4
� 第����页上的 用于�����*�
��10��%�0��%�0��%/0���系统的���������,������

�����
�软件
� 第����页上的 *
�������,�


在本书中 术语平台�是指不由�某个域排它性使用的资源集 如电源 中心板及风扇等

分区是一组转发器板 一起用于在域中的��-�%�内存板和��%&�部件之间提供通信

域运行其自身的�����
���操作环境实例并且独立于其他域 每个域都有其自己的��-�
内存和��%&�部件 硬件资源 包括风扇及电源 由域共用 是保证系统正常运行的必

要条件

系统控制器是一个嵌入式单板系统 连接上述中型系统的中心板 您可以使用串行连接

或以太连接访问系统控制器 它是平台和域的管理和配置核心 用于连接域控制台 �

系统控制器配置和监控系统中的其它系统 并提供命令行界面 以便您可以执行配置平

台和每个域所需的任务 此外该界面还附加众多其他功能 系统控制器还通过����-�
提供监控与配置功能 用于���������,�����������
 ����管理中心 软件 有关系

统控制器的硬件和软件的详细说明 请参阅第�0�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 和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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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对于本中型系统系列而言 可以将系统板 �-�%�内存板和��%&�部件 分成几个域

每个域都可以有其自身的�����
���操作环境的实例并且独立于其他域

域包括以下特性

� 每个域都可以运行�����
���操作环境
� 域之间并无交互

� 每个域都有自己的外围设备和网络连接

� 每个域都被分配了独特的主机��!�和主机名

所有系统在出厂时均配置有一个域

创建域时 可以使用系统控制器命令行界面 也可以使用用于�����*�
��
10��%�0��%�0��%/0���系统的���������,�����������
�软件 有关如何使用系统控制

器软件创建域的说明 请参阅第����页上的 创建和启动域 有关使用用于�����*�
��
10��%�0��%�0��%/0���系统的���������,�����������
�软件来创建域的指导说明 请

参阅用于��
����������� ���� �����和������系统的��
��!���'��������������(��
�
))������

最全面的域配置包括系统中的所有��-�%�内存板和��%&�部件 最小的域配置则是由一

块��-�%�内存板和一个��%&�部件组成的

活动的域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 至少有一个带有内存的��-�%�内存板

� 至少有一个安装一块��%&�卡的��%&�部件
� 具备必需数量的转发器板 没有分配给域

� 至少有一个系统控制器用于系统工作 没有分配给域的系统控制器

此外 还需要足够的供电和冷却能力 电源和风扇插槽没有分配给域

如果在某个分区中运行多个域 则域之间并非完全隔离 有故障的转发器板将会影响到

分区中所有的域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2�页上的 转发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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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部件
每个系统中的系统板都由��-�%�内存板和��%&�部件组成 �����*�
��10��%�0��%�0���系
统具有转发器板 表��;� 用于在��-�%�内存板和��%&�部件之间提供通信

有关系统概述 包括系统中各板的说明 请参阅��
���������������������������系统概
述手册

分区
分区是一组转发器板 一起用于��-�%�内存板与��%&�部件之间的通信 每个分区可由

一个或两个域使用 这取决于系统的配置

这些系统可以配置拥有一个或两个分区 分区操作在转发器板的层次上完成 单分区形

成一个较大的分区 使用所有的转发器板 在双分区模式下 使用较少的转发器板创建

两个较小的分区 两个分区分别使用系统中一半的转发器板 有关转发器板的详细信

息 请参阅第��2�页上的 转发器板

表��;��列出了每一系统可以拥有的分区和域的最大数量

����� ����*�
��10��%�0��%�0��%/0���系统中的转发器板

�� ������

����*�
��10���系统 ��个转发器板� �.-� .-� .-� �.-/

����*�
���0���系统 ��个转发器板� �.-� .-�

����*�
���0���系统 ��个转发器板� �.-� .-�

����*�
��/0���系统 活动的中心板中已经内建了两个转发器板 .-��和�.-� 的等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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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至图��;1�显示的是�����*�
��10��%�0��%�0��%/0���系统的分区与域 在�����*�
��
/0���系统中 活动中心板中集成了等同于两个转发器板的设备 .-��与�.-� 与其它

系统不同 �����*�
��/0���系统中并没有安装转发器板 ����*�
��/0���系统中的转发器
板集成到中心板内

所有这些系统都非常灵活 您可以将��-�%�内存板及��%&�部件分配给任何域或分区
下面给出的配置仅仅是一些例子 实际配置会所有不同

表��;/�列出了图��;��至图��;1�中用到的各种板的名称

���	� 每个系统拥有的分区和域的最大数量

���������������� ��������������������������

����� ��或�� ��或��

���� !"#$%�& 最多���个�3��� �����!4 最多���个�3����4

'��� !"#$%�& 最多���个�3��� 4 最多���个�3��� 4

��()*+,��

����� 板名描述

�- ./

� ��;�� � �-�%�内存板

� 1�;�� � �%&�部件

.-��;�.-/ 转发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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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显示的是单分区模式下的�����*�
��10���系统 �此系统包含四块转发器板 分�3.-���

.-�4�及�3.-���.-/4�两对成对运行 包含六块��-�%�内存板�3� ��;�� �4�以及���个��%&�

部件

0���� ����*�
��10���系统 单分区模式

图��;��显示的是双分区模式下的�����*�
��10���系统 板以及部件与图��;��中显示的相同

0��	� ����*�
��10���系统 双分区模式

分区��

域�� 域�+

���

���

��&

���

�+�

�+&

�+�

�+�

�+�

�+ 

�+� �+$ �+, �+�

分区�� 分区��

域�� 域�+ 域�� 域�-

���

���

��&

���

�+�

�+&

�+� �+� �+�

�+ 

�+� �+$ �+, �+�



� ����"����$��%�$��%�$��%�$���系统平台管理手册 
 &��&�年� �月

图��;/�显示的是单分区模式下的�����*�
���0��%�0���系统 �这些系统都包含两块独立运

行的转发器板 .-��与�.-� 而�����*�
��10���系统中则成对运行 三块��-�%�内存

板 � � � ��及�� � �以及两个��%&�部件 � 1�与�� 0

0���� ����*�
���0��%�0���系统 单分区模式

图��;��显示的是双分区模式下的�����*�
���0��%�0���系统 板以及部件与图��;/�中显示的
相同

0���� ����*�
���0��%�0���系统 双分区模式

分区��

域�� 域�+

���

��&

�+�

�+�

�+&

�+� �+$

分区�� 分区��

域�� 域��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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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显示的是单分区模式下的�����*�
��/0���系统 �此系统包含集成到活动中心板上的
等同于两块转发器板的设备 .-��与�.-� 两块��-�%�内存板 � ��与�� � 以及

两个��%&�部件 � 1�和�� 0

0���� ����*�
��/0���系统 单分区模式

图��;1�显示的是双分区模式下的�����*�
��/0���系统 板以及部件与图��;��中显示的相
同 此系统还包含集成到活动中心板上的等同于两块转发器板的设备 .-��与�.-�

0���� ����*�
��/0���系统 双分区模式

分区��

域�� 域�+

���

��&

�+� �+&

�+� �+$

分区�� 分区��

域�� 域��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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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器
系统控制器是一个嵌入式单板系统 连接上述中型系统的中心板 它是平台和域的管理

和配置核心 用于连接域控制台

系统控制器的功能包括

� 管理平台和域资源

� 监控平台和域

� 配置域与平台

� 提供对域控制台的访问

� 向�����
���操作环境提供日期和时间
� 提供整个系统中使用的参考时钟信号

� 提供控制台安全性

� 执行域的初始化

� 提供安装在系统板上的固件升级机制

� 使用����-�提供外部管理接口

该系统最多可以支持两个系统控制器板 表��;� 分别作为主系统控制器和备用系统

控制器 这种系统控制器冗余配置支持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机制 在主系统控制器出现

故障时 触发由主系统控制器向备用系统控制器的自动切换 有关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2�章

����� 系统控制器板的功能

��12� 34

主系统控制器 管理所有系统资源 将系统配置为连接到主系统控制器板

备用系统控制器 如果主系统控制器出现故障并进行故障切换 备用系统控制器将承担

以前由主系统控制器处理的所有任务 备用系统控制器作为热备份

仅作为主系统控制器的备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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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端口和以太网端口

有两种方法可以与系统控制器控制台连接

� 串行端口� �使用串行端口直接连接到�������终端或网络终端服务器�3�7�4�上

� 以太网端口� �使用以太网端口连接网络

出于性能考虑 建议在专用网络上配置系统控制器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以下网站的�
�
�������!�"$�������� �������*���������$����"�������������一文

http://www.sun.com/blueprints

表��;��列出了系统控制器板上串行端口与以太网 网络 端口的功能 以太端口提供的

连接最快

系统控制器逻辑连接限制

系统控制器支持在串行端口建立一个逻辑连接 支持利用�telnet�在以太网端口建立多
个逻辑连接 连接既可以为平台建立 也可以为某个域建立 每个域同时只能建立一个

逻辑连接

����� 系统控制器板上的串行端口和以太端口的功能

34 5678 9:;78

连接数 ��个 多个

连接速度 ��1�:<'� ��%�����<'�

系统日志 保留在系统控制器消息队列中 保留在系统控制器消息队列中 并被写入配置的�
syslog�主机 请参见表�/;�� 了解为平台��5����
及每个域��5����设置日志主机的方法 设置日志

主机 确保出现系统故障时能被捕获错误消息

���-� 不受支持 支持

固件升级 否 是 使用�flashupdate�命令

安全性 安全物理位置 附加安全终端

服务器

仅限密码保护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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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器软件

以下各节提供有关系统控制器软件的信息 包括

� 第����页上的 平台管理

� 第����页上的 打开系统电源时完成的系统控制器任务

� 第����页上的 域管理

� 第����页上的 域的钥控开关

� 第����页上的 环境监控

� 第����页上的 控制台消息

平台管理

平台管理功能管理在域之间共享的资源和服务 使用此功能 您可以确定如何配置和共

享资源和服务

平台管理功能包括

� 监控和控制部件电源

� 对硬件进行逻辑归类以创建域

� 配置系统控制器的网络 日志主机和����-�设置
� 确定可以使用的域

� 确定可以使用多少个域 仅限�����*�
��10���系统
� 配置��-�%�内存板和��%&�部件的访问控制

平台������

平台��5����是平台管理员的操作环境 只能使用平台管理员固有的命令 要连接到该平

台 请参阅第��1�页上的 使用�telnet�访问平台��5��� 或第��1�页上的 访问平台�
�5���

平台控制台

平台控制台是系统控制器的串行端口 也是打印系统控制器启动消息和平台日志消息的

地方

���������
���操作环境消息显示在域控制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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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系统电源时完成的系统控制器任务

打开系统电源时 系统控制器启动系统控制器实时操作系统并启动系统控制器应用

程序

如果出现电源中断 则在打开系统电源时还要完成以下附加任务

� 如果域是活动的 系统控制器将令支持活动的域所需的部件 电源 风扇插槽和转

发器板 以及域中的板 �-�%�内存板和��%&�部件 都上电

� 如果所有域都是不活动的 则将只有系统控制器上电

� 系统掉电之后 系统控制器将重新启动所有掉电时处于活动状态的域

域管理

域管理功能管理特定域的资源和服务

域管理功能包括

� 配置域设置

� 控制虚拟钥控开关

� 恢复错误

有关平台管理功能的信息 请参阅第����页上的 平台管理

域������

域��5����是域管理员的操作环境 并且还是可以执行域任务的地方 共有四个域��5����
3��=�!4

要连接到域 请参阅第��0�页上的 访问域��5����或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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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控制台

如果域是活动的 ����
���操作环境 &'�� ����-.&��或�-&�7�在域中正在�运行

您可以访问域控制台 当您连接到域控制台时 您将处于以下操作模式之一

� ����
���操作环境控制台
� &'�� ����-.&�

� 域将运行�-&�7 此时您可以查看�-&�7�输出

域的最大数量

可用域的多少由系统类型及配置决定 有关可以拥有的域的最大数量的信息 请参阅第�
/�页上的 分区

域的钥控开关

每个域都有一个虚拟钥控开关 钥控开关共有五个位置 �## 默认值 ����)<
�� )��,�和���	�
� 还有一些别的钥控开关位置 不过都是过渡性的

有关钥控开关设置的信息 请参阅第�1��页上的 钥控开关位置 有关�
setkeyswitch�命令的说明和语法 请参考��
����������������������������������
�����������������"�#�$�������!��
��

环境监控

系统内分布着一些传感器 用来监控温度 电压 电流及风扇速度 系统控制定期读取

这些传感器的值 此信息利用控制台命令进行显示 利用����-�来提供

一旦某个传感器的值超出正常的极限 系统控制器就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其中包括关闭

系统中的组件 以免造成损坏 结果 域也可能被自动关闭 如果域关闭 硬件会突然

关闭 并非�����
���操作环境的正常关闭

控制台消息

由系统控制器为平台和每个域生成的控制台消息将输出在适当的控制台上 这些消息存

储在系统控制器中缓冲中并可以记录到�����,�主机 注意到这些消息并非�����
���操作
环境控制台消息

要确保更加安全和长期存储 这些消息应该发送到�����,�主机

系统控制器没有�用来存储控制台信息的永久性存储设备 平台以及每个域都有少量缓冲

区 用来保存某些历史记录 但是 在重新启动系统或者系统控制掉电时 这些信息都

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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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部件和最低配置
����*�
��10��%�0��%�0��%/0���系统在设计上采用了冗余部件 因此可以提供可用性

以下各节讨论可以安装的冗余硬件

� 冗余系统控制器板

� 第��/�页上的 �-�%内存板
� 第����页上的 �%&�部件
� 第����页上的 冗余冷却

� 第��1�页上的 冗余电源

� 第��2�页上的 转发器板

� 第��0�页上的 冗余系统时钟

有关板或部件出现故障时可以采用的故障排除提示 请参阅第���1�页上的 板和部件

故障

冗余系统控制器板

����*�
��10��%�0��%�0��%/0���系统支持两个系统控制器 分别作为主系统控制器和

备用系统控制器 主系统控制器执行所有系统任务 并管理系统资源 而备用系统控制

器用于在主系统控制器出现故障时执行主系统控制器的功能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软件监控主系统控制器和备用系统控制器 以应付主系统控制器出

现故障的情况 如果检测到此类故障情况 故障切换软件将触发主系统控制器向备用系

统控制器的切换 有关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2�章

�-�%内存板

所有系统都支持多块��-�%�内存板 每个域必须�包括至少一个��-�%�内存板

一个��-�%�内存板上最多可有四个��-� �-�%�内存板配置使用两个或四个��-�
表��;1�列出了各个系统中��-�%�内存板的最大值

����� 各个系统中��-�%�内存板的最大值

�� ����<=�%>?@ ����%>?��

����*�
��10���系统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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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内存板都具有八个物理内存组 �-��为两组内存提供内存管理单元�
3���4�支持 每组内存有四个插槽 要填充一组内存必须插入四组内存模块�
3!���4 运行一个域所需的最少内存是一组 四个�!���

在组中没有任何内存的情况下 也可以安装和使用��-�� 但内存组则不能�使用 除非

相应的��-��已经安装并且可以正常工作 如果��-��被禁用 它就无法运转

冗余��-��和内存

�-��故障或内存故障将使域无法进行开机自检�3-&�74

您可以运行仅包含一个��-��及一组内存 四个内存模块 的域

�%&�部件

所有系统都支持多个��%&�部件 有关每一系统支持的��%&�部件类型和其他技术信息
请参阅 �
���������������������������系统概述手册 �表��;2�列出了各个系统的最大��%&�
部件数

����*�
���0���系统 / ��

����*�
���0���系统 / ��

����*�
��/0���系统 � 0

����� 最大��%&�部件数及每个��%&�部件的插槽数

�� >?��� ���� �!"#$%&����A������� �BC�

����*�
��10���系统 � > 0�插槽� �1�插槽 用于全长型�-���卡
及���个短插槽 用于短的�-���卡

> ��插槽 用于����'�	�-���卡

����*�
���0���系统 �� > 0�插槽� �1�插槽 用于全长型�-���卡
及���个短插槽 用于短的�-���卡

> ��插槽 用于����'�	�-���卡

����*�
���0���系统 �� > 0�插槽� �1�插槽 用于全长型�-���卡
及���个短插槽 用于短的�-���卡

> ��插槽 用于����'�	�-���卡

����*�
��/0���系统 �� 1�插槽 用于����'�	�-���卡

����� 各个系统中��-�%�内存板的最大值 续

�� ����<=�%>?@ ����%>?��



第���章 介绍 ��

冗余��%&

配置冗余��%&�的方法有两种 �%& 表��;0

这些网络功能使用了�����
���操作环境的一部分 称为��-�多路径 有关��-�多路径�
3�-�-4�的信息 请参阅随发行的�����
���0�或���操作环境提供的�����
���文档

�������
+),�7��7
�##�	�����,�
�提供多路径磁盘配置管理 故障切换支持 �%&�负载
平衡以及单实例多路径支持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见����������
������������网站上提
供的��������
+),��文档

http://www.sun.com/storage/san

冗余冷却

如果所安装的风扇插槽已达到最大值 则所有系统都将具有冗余冷却功能 如果一个风

扇插槽出现故障 剩余的风扇插槽将自动加速 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如果仅安装最小数量的风扇插槽 则不�具备冗余冷却功能

利用冗余冷却功能 在更换出现故障的风扇插槽时将无须暂停操作 可以在系统运行状

态下热插拔风扇插槽 而不会中断系统

����� �%&�冗余的配置

�� �DE%FGH ./

跨��%&�部件的冗余 域中必须有两个��%&�部件 每个��%&�部件中都须
有重复的卡 卡将连接到同一磁盘或网络子系统

中 以确保路径的冗余

�%&�部件内的冗余 您必须有两个��%&�部件 每个��%&�部件中都连接
到同一磁盘或网络子系统 以确保路径的冗余 它

并不能避免��%&�部件本身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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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显示了冷却每一系统所需的最低和最高风扇插槽数 有关位置信息 例如风扇插

槽编号 请参阅系统标签和��
�������������������������������������� ����!��
��

每个系统都有全面的温度监控功能 用于确保在冷却故障或气温过高时部件不会过热

如果出现冷却故障 则其余风扇的运行速度将提高 必要时 系统将予以关闭

冗余电源

为确保电源的冗余性 必须安装所需数量的电源 同时还需为每个电网提供一个额外的

冗余电源 称为��?��冗余模型 这意味着系统正常工作需要两个电源 第三个电源

是冗余电源 所有三个电源提供几乎相同的电流

电源在电网之间共享 如果电网中的一个电源出现故障 同一电网中的其余电源可以提

供对电网所要求的最大电能

如果电网中的多个电源出现故障 则将会没有足够的电能来支持完全负载 有关在电源

出现故障时可以采用的故障排除提示 请参阅第���/�页上的 电源故障

系统控制器板和��!�板从系统中任何电源获取电能 风扇插槽从任意电网获取电能

表��;���介绍了最低和冗余电源要求

����� 最低和最高风扇插槽数

�� IJBC>K�� IJBC>?��

����*�
��10���系统 /� �

����*�
���0���系统 �� /

����*�
���0���系统 �� /

����*�
��/0���系统 /� �

������ 最低和冗余电源要求

�� L,��%M;� L,M;N%>OMP� L,M;NQ%MP� RS

DEMP

����*�
��10���系统 � � 电网�� /�

����*�
��10���系统 � 电网�� /�

����*�
���0���系统 � � 电网�� /�

����*�
���0���系统 � � 电网�� /�

����*�
��/0���系统 � � 电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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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电网都具有分配给该电网的电源 电源�'�� '���和�'���分配给电网�� 电源�'�/
'���和�'���分配给电网�� 如果一个电网故障 例如电网���出现故障 则其余的电网还

可以正常工作

表��;���列出了每一电网中的�����*�
��10���系统的部件 如果您具有一个�����*�
��
�0��%�0��%/0���系统 参阅电网���中部件 因为这些系统只具有电网��

转发器板

转发器板是一种交叉杆开关 可连接多块��-�%�内存板和��%&�部件 具备必需数量的

转发器板对于操作来说是必须的 除�����*�
��/0���之外 每个中型系统都具有转发器

板 在�����*�
��/0���系统中 活动中心板中集成了等同于两个转发器板的设备 转发

器板并非完全冗余

有关在转发器板出现故障时执行的步骤 请参阅第�����页上的 转发器板故障

表��;���列出了在�����*�
��10���系统中按照每个域分配的转发器板

������ 每一电网中的�����*�
��10���系统部件

��N%�� M;�� M;��

�-�%�内存板 � ���� ���� � � ���� /��� �

�%&�部件 � 1��� 0 � 2��� �

电源 -����-����-�� -�/��-����-��

转发器板 .-���.-� .-���.-/

冗余转接装置�3.7�4 .7�. 后部 .7.* 前部

����	� ����*�
��10���系统中按域分配的转发器板

��� ���� $

单分区 .-���.-���.-���.-/ ��� 

双分区 .-���.-� ��� 

双分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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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出了�����*�
���0��%�0���系统中按照每个域分配的转发器板

表��;���列出了�����*�
��10���系统的单分区模式和双分区模式配置下的转发器板和域的
有关信息

表��;���列出了 ����*�
���0��%�0��%/0���系统的单 双分区模式的配置

冗余系统时钟

冗余系统时钟由系统控制器板提供 有关时钟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

控制器时钟故障切换

������ ����*�
���0��%�0��%/0���系统中按域分配的转发器板

��� ���� $

单分区 .-� .-� �  

双分区 .-� �

双分区 .-� �

������ 单 双分区系统的�����*�
��10���域和板的配置

���������������� '��� ���������������� ���� 

.-� .-� .-� .-/ .-� .-� .-� .-/

域�� 域�� 域��

域� 域� 域�!

������ ����*�
���0��%�0��%/0���域和转发器板配置 单 双分区系统

�������������������������� '��� �������������������������� ���� 

.-�� .-� .-� .-�

域�� 域�� 域��

域� 



第���章 介绍 ��

可靠性 可用性和可维修性�3.��4
可靠性 可用性和可维修性�3.��4�是上述中型系统所具有的特性 这些特性的说明

如下

� 可靠性�是指系统在正常条件下在指定时间内保持正常运行的可能性 可靠性与可用

性的不同之处在于 可靠性仅涉及系统故障 而可用性却与故障和恢复都有关

� 可用性�也称为平均可用性 是指系统正确执行其功能所占时间的百分比 可用性既

可在平台级别上度量 也可根据终端客户机的可用服务来度量 系统可用性 对于

建立在相应系统之上的任何产品的可用性都强加了一个上限

� 可维修性�所测定的是维护的便利性和有效性 以及产品的系统维护 由于可维修性

既可包括平均维修时间�3�77.4 也可包括可诊断性 因此很难定义单一明确的衡量

标准

以下部分提供有关�.���的详细信息 有关�.���与硬件相关的信息 请参考��
�������
������������������������������� ����!��
�� 有关设置�����
���操作环境的�.���功
能 请参阅��
��硬件平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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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软件可靠性的特性包括

� -&�7

� 禁用部件

� 环境监控

� 系统控制器时钟故障切换

可靠性特性也可提高系统的可用性

-&�7

开机自检�3-&�74�测试是启动域电源操作过程的组成部分 未通过�-&�7�的板或部件都
被禁用 启动运行�����
���操作环境的域时 将仅启动已通过�-&�7�测试的部件

禁用部件

系统控制器可提供部件级的状态和由用户控制的部件禁用功能 也称为列入黑名单 不

过应注意 系统控制器并不真正维护黑名单文件

利用�disablecomponent�命令 可以将出现错误的部件添加到黑名单中 黑名单中的

部件将不予以配置 利用�enablecomponent�命令可以删除黑名单中的部件

平台的黑名单可以完全取代域的黑名单 例如 如果一个部件在平台中禁用 则它将在

所有的域中始终被禁用

从平台列入黑名单的名称将应用于所有的域 在域中列入黑名单的名称只应用于当前的

域 如果您在一个域中禁用了一个部件 然后将该部件移至另一个域中 则该部件将不

再被禁用 showcomponent�命令显示有关部件的状态信息 包括是否已被禁用

要启用此前禁用的部件 必需在域中或从平台来启用它

有关可以列入黑名单的部件类型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页上的 禁用部件

环境监控

系统控制器监控系统的温度 电流和电压传感器 同时还监控风扇 以确保其正常工

作 环境状态并不提供给�����
���操作环境� �仅仅是为了满足紧急关闭的需要 环境状

态通过����-�提供给���������,�����������
 ����管理中心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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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器时钟故障切换

每一系统控制器为系统中的每个板都提供一个系统时钟信号 每个板都将自动检测使用

哪一时钟源 时钟故障切换是在不影响活动的域的情况下 在系统控制器之间更换时钟

源的能力

系统控制器重置或重启时 时钟故障切换将临时禁用 当时钟源再次可用时 时钟故障

切换将自动启用

可用性

软件可用性特性包括

� 系统控制器的故障切换恢复

� 无人职守域重新启动

� 无人职守电源故障的恢复

� 系统控制器的重新启动恢复

系统控制器的故障切换恢复

具有冗余系统控制器板的系统支持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功能 在高可用性的系统控制

器配置中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机制在主系统控制器出现故障时 触发由主系统控制

器向备用系统控制器的切换 在大约五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 备用系统控制器成为主

系统控制器 接管所有系统控制器操作 有关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的详细信息 请参

见第�2�章

无人职守域重新启动

如果系统控制器检测到硬件错误 域将重新启动 该操作由�setupdomain�命令的�
reboot-on-error�参数控制 该参数默认情况下设置为��
�� 在检测到硬件错误时

重新启动域 如果将该参数设置为�#���� 系统控制器检测到错误时 域将暂停并且必

须关闭 然后再次启动进行恢复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见��
���������������������������
������������������������"�#�$�������!��
��中的�setupdomain�命令

如果�����
���操作环境出现故障 则采取的措施取决于故障类型 软件配置和硬件配

置 在故障之后运行�-&�7�时 它将禁用未通过测试的任何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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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职守电源故障的恢复

如果电源出现故障 系统控制器将重新配置活动的域 表��;�1�列出了钥控开关处于以下
位置时 电源故障期间或者之后出现的各种域动作

� 活动 设成��� ��	�
� )��,
� 非活动 设成��##�或�����)<
� 处理钥控操作

系统控制器的重新启动恢复

系统控制器可进行重新启动 并可在启动后恢复对系统的管理 重新启动操作不会干扰

当前正在运行�����
���操作环境的运行的域

可维修性

软件可维修性特性可提高向这些系统提供例程及紧急服务的效率和时效

指示灯

所有可从系统外侧取放的现场可更换装置�3*.�4�都有指示其状态的指示灯 系统控制

器管理系统中的所有�(+! 但是电源�(+!�除外 后者由电源管理 有关�(+!�功能的
讨论 请参阅 �
�������������������������������������� ����!��
��中适当的板或设备
章节

命名原则

系统控制器 ����
���操作环境 开机自检�3-&�74�及�&'�� ����-.&��错误消息都使
用�*.��名称标识 这与系统的物理标签相符 唯一的例外是用于��%&�设备的�
&'�� ����-.&��命名原则 它使用附录���中所述的设备路径名

������ 出现电源故障期间�setkeyswitch�设置的结果

TUMVWXYZ[\]%^G TU%#_

�� ��	�
� )��, 在电源故障之后域被加电

�## ����)< 在电源故障之后域无法恢复

处理钥控开关的操作 如��##�到���
����)<�到����或者����到��##

在电源故障之后域无法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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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器错误记录

可以配置系统控制器平台和域��5����使之记录错误 方法是将�syslog�协议用于某台外
置日志主机 系统控制器上还有一个用于存储错误消息的内置缓冲区 使用�showlogs�
命令可以显示系统控制器记录的事件 储存在系统控制器消息缓冲区中 其中有一个

用于平台的日志 以及用于四个域中各个域的日志

系统控制器�$�.�支持

系统控制器�reset�命令可用于从硬挂起的域中恢复过来并提取出�����
���操作环境�
core�文件

动态重配置软件
动态重配置�3!.4�作为�����
���操作环境的一部分提供 使您可以在系统仍处于运行状

态时 安全地添加和拆卸��-�%�内存板和��%&�部件 !.�控制动态更改域所使用的硬件
的软件功能 使之对域中正在运行的用户进程干扰最小

您可以使用�!.�来完成以下操作

� 安装和拆除板时缩短系统应用程序中断运行的时间

� 通过从逻辑配置中删除一个有故障的设备来禁用该设备 避免该设备因出现故障而

导致操作系统崩溃

� 显示系统中的板的操作状态

� 在域运行的同时 启动系统主板的自检

� 在系统继续运行的同时重新配置系统

� 调用板或相关附件的硬件特定功能

!.�软件使用�cfgadm�命令 该命令是用于管理配置的一个命令行界面 您可以使用系

统控制器软件执行域管理�!.�任务 !.�代理还在�����*�
��10��%�0��%�0��%/0���系
统上提供���������,�����������
 ����管理中心 软件的远程界面

有关�!.�的完整信息 请参阅��
�����������+�����+�����+���"��������������,�������
#����$�'
�������-����.
�"��以及随�����
���操作环境提供的�����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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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10��%�0��%�0��%/0���
系统的���������,�����������
�软件
有关�用于�����*�
��10��%�0��%�0��%/0���系统的���������,�����������
�软件上的
详细信息 请参阅用于��
����������� ���� �����和������系统的��
��!���'������
��������(���
))������ 联机提供

*
�������,�


*
�������,�
�是位于�����*�
��系统机柜右上角的指示灯显示 有关�*
�������,�
�
功能的说明 请参阅��
�������������������������������������� ����!��
��的
*
�������,�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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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系统控制器导航过程

本章将介绍循序渐进式操作过程 并提供图示说明如何进行以下操作

� 连接到平台和域

� 在域��5����和域控制台之间导航
� 终止系统控制器会话

本章涉及的主题包括

� 第��1�页上的 连接到系统控制器

� 第��1�页上的 访问平台��5���
� 第��0�页上的 访问域��5����或控制台

� 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 第�//�页上的 如果域是不活动的 从域��5����进入域控制台
� 第�/��页上的 从域控制台访问域��5���
� 第�/��页上的 从域��5����返回域控制台
� 第�/��页上的 从平台��5����进入域

� 第�/��页上的 终止会话

� 第�/��页上的 使用�telnet�终止以太连接
� 第�/1�页上的 使用�tip�终止串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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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系统控制器
本节说明如何访问以下内容

� 平台��5���
� 域��5����或控制台

两种连接类型 �������和串行连接 如果要使用��������连接 应先配置系统控制器网络

设置 然后再使用������� 您可以使用��������或串行连接访问系统控制器主菜单

从主菜单 您可以选择平台��5����或一个域控制台

� 如果选择平台 则始终获得��5���

� 如果选择域 则获得

� 域控制台 如果域处于活动状态

� 域��5��� 如果域处于非活动状态

通过使用��������连接到特定端口 也可以不需要使用系统控制器的主菜单

访问平台��5���

本节说明如何访问平台��5���

� 使用�telnet�访问平台��5���

在使用��������之前 一定要配置系统控制器的网络设置

�� ���telnet����������� 代码示例��;� ������	
��

其中

�����������是系统控制器主机名

此时将显示系统控制器主菜单 代码示例��;��显示如何进入平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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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系统控制器主机名

�� ���0����������

主系统控制器的平台��5����显示系统控制器提示符�����������:SC> 如果您使用冗余系

统控制器配置 备用系统控制器提示符为�����������:sc>

� 使用�tip�启动串行连接

� �������� ���tip������	������� !"

此时将显示系统控制器主菜单

`a���	�� 使用�telnet�访问平台��5���

% telnet ����������
Trying xxx.xxx.xxx.xxx
Connected to ����������.
Escape character is ’^]’.

System Controller ‘s���������/:

Type 0 for Platform Shell

Type 1 for domain A
Type 2 for domain B
Type 3 for domain C
Type 4 for domain D

Input: 0

Connected to Platform Shell

����������:SC>

�����������0 tip port_name
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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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串行端口访问平台��5���

�� #����	� !"$%&�������'!

此时将显示系统控制器主菜单

�� (
�� ���0����������

访问域��5����或控制台

本节说明以下信息

� 第��0�页上的 使用�telnet�访问域��5���
� 第�/��页上的 从域控制台获取域��5���

� 使用�telnet�访问域��5���

�� ���telnet����������� 代码示例��;� ������	
��

此时将显示系统控制器主菜单

其中

�����������是系统控制器主机名

代码示例��;��显示进入域���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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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3�*�4��+,�)������

此时将显示您所连接到的域��5����的系统控制器提示符 代码示例��;��显示进入域���的�
�5��� 其提示符为�����������:A>

�� -.)/01234 )�5�6789:��� �����*��� !"� ;< �=�����"���
>?@A /0�#��������$%#&�BC*�< �$#�' DE F�GH

�� IJ��'%(�� KLI�)�� (M��telnet>����34

��telnet>��������send break 代码示例��;/

`a���		� 使用�telnet�访问域��5���

% telnet ����������
Trying xxx.xxx.xxx.xxx
Connected to ����������.
Escape character is ’^]’.

System Controller ‘s���������/:

Type 0 for Platform Shell

Type 1 for domain A
Type 2 for domain B
Type 3 for domain C
Type 4 for domain D

Input: 1

Connected to Domain A

Domain Shell for Domain A

����������:A>

`a���	�� 从域控制台访问域��5���

ok Ctrl-]
telnet> send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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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域控制台获取域��5���

如果域处于活动状态且域钥控开关已设为��� )��,�或���	�
� 所运行的是�����
���操
作环境 处于�&'�� ����-.&��模式或在运行�-&�7 请执行以下步骤

�� IJ��'%(�� KLI�)�� (M��telnet>����34

�� ��telnet>����� ���send break

代码示例��;��显示从域控制台访问域���的��5��� 由于该域是活动的 因此您将不会见到

提示符

系统控制器导航
本部分介绍如何在以下对象之间导航

� 系统控制器平台

� 系统控制器域控制台

� 系统控制器域��5���

要返回原始��5��� 可使用�disconnect�命令 在域��5����中要连接到域控制台时 请

使用�resume�命令 要从平台��5����连接到域��5��� 可使用�console�命令

图��;��显示如何在平台��5��� 域��5��� 域控制台之间使用�console�和�disconnect�
命令导航 �图��;��还显示如何通过使用�telnet�命令从�����
���操作环境连接到域��5����
和平台��5���

`a���	�� 从域控制台访问域��5���

ok Ctrl-]
telnet> send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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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在平台��5����和域��5����之间导航

�����您还可以使用�telnet�命令但不带端口号 如代码示例��;�和代码示例��;�中

所述

其中

在�图��;��内的�telnet�命令中 5000�是平台��5���

1�是

� 1�代表域��
� 2�代表域� 
� 3�代表域��
� 4�代表域�!

在�console�命令中 "�����2,�是�a b c 或�d

�����键入�telnet������������5001 您就不需要使用系统控制器的主菜单 直接进

入平台��5��� 域��5����或域控制台

域

平台�
(��

键入� disconnect键入� disconnect

键入� disconnect
键入� console �"�����2,

平台�
(��

域�
(��

键入� �telnet������������5001

键入� �telnet������������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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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释了如何在�����
���操作环境 &'�� ����-.&��和域��5���之间导航 图��;��
假定�����
���操作环境正在运行

0�		� 在域��5��� &'�� ����-.&��和�����
���操作环境之间导航

�����逐一在图��;��中键入�break�命令将暂挂�����
���操作环境

图��;/�说明了如何在�&'�� ����-.&��和域��5����之间导航 此图假定�����
���操作环境
没有�运行

�	����


)*�+		�
��)�

域�
(��

按� CTRL ]

提示符下 键入�

键入� �resume 键入� break

在�telnet>�

send break
�	.��/

	0

����������/"�����2,

操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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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在 &'�� ����-.&��和域��5����之间导航

连接到域后 您将被连接到域��5��� 如果域是活动的 您将连接到域控制台 连接到

控制台后 您将连接到�����
���操作环境控制台 &'�� ����-.&��或�-&�7 执行哪

一操作取决于当前正在执行的设备

� 如果域是不活动的 从域��5����进入域控制台

� �)�������N ���setkeyswitch on

域控制台只在域活动时可用 要使域变为活动 您必须将钥控开关旋转至 �� 位置

您将被自动从域��5����切换到域控制台

本操作将启动域的电源并对其进行初始化 域将进行自检�3-&�74 然后进入�
&'�� ����-.&� 如果将�&'�� ����-.&��auto-boot?�参数设置为��
�� ����
���
操作环境将会启动

����������:A> setkeyswitch on

键入� �resume
域�
(��

)*�+		�
��)�

按� CTRL ]

提示符下 键入�
在�telnet>�

send break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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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域控制台访问域��5���

�� IJ��'%(�� KLI�)�� (M��telnet>����34 代码示例��;�

�� ��telnet��������send break

� 从域��5����返回域控制台

�� ���resume*

注意由于域是活动的 因此您将得到一个空行

�� I�OP� Q&���

�����如果域是不活动的 ����
���操作环境或�&'�� ����-.&��没有�运行 系统

控制器将仍然停留在域��5����中 并且您将会得到一个错误信息

`a���	�� 从域控制台访问域��5���

ok Ctrl-]
telnet> send break

����������:D> re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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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平台��5����进入域

�����本例显示进入不活动的域

� ��

如果�&'�� ����-.&��处于运行状态 系统将返回域���的�控制台 如果键开关设置为�
off�或�standby 您将返回域���的��5���

�����要进入其他域 键入正确的�"�����2,�b c�或�d

终止会话
本节说明如何终止系统控制器会话

� 使用�telnet�终止以太连接

� �)����������/���disconnect�RS

这将终止系统控制器会话

本例假定您直接连接到域 而不是从平台��5����连接到域

����������:SC> console -d a

Connected to Domain A

Domain Shell for Domain A

����������:A>

����������:A> disconnect
Connection closed by foreign ho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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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经连接到在平台��5����上初始化的域 则必须键入�disconnect�两次

第一次键入�disconnect�会返回平台��5����连接 并保持与系统控制器的连接 再次键

入�disconnect�会退出平台��5��� 并终止与系统控制器的连接

� 使用�tip�终止串行连接

如果您使用串行端口连接到系统控制器板 使用�disconnect�命令终止系统控制器会
话 然后使用�tip�命令终止您的�tip�会话

�� �)�������*������������/ ���disconnect

�� -.T/0)�������N UV=(���������$%&)������ WX���disconnect�
(����	��Y6

此时将显示系统控制器主菜单

�� ���~.�'Z������� 代码示例��;1

此时将显示������������%�提示符

����������:A> disconnect

����������:SC> disconnect

`a���	�� 终止���'�会话

System Controller ‘s���������/:

Type 0 for Platform Shell

Type 1 for domain A
Type 2 for domain B
Type 3 for domain C
Type 4 for domain D

Inpu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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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系统电源和设置

本章提供的信息用于指导您完成初次启动系统电源的任务 并使用系统控制器命令行界

面执行软件设置过程 有关以后如何启动系统电源的过程 请参阅第�1��页上的 开启

系统电源

�����初次设置系统时 强烈建议您通过在域���中安装�����
���操作环境 并在创建

其他域之前启动它 以使该域准备就绪

在创建其他域之前 请确保域���正常工作 即可从主菜单被访问且能够在该域中启动�
����
���操作环境 在创建其他域之前 先确定一个域 域�� 可以正常工作是一个行

之有效的方法 若要创建其他域 请参阅第���章

本章包含下列主题

� 第�/��页上的 硬件的安装 电缆连接和电源启动

� 第����页上的 启动电网

� 第����页上的 设置平台

� 第����页上的 设置域��
� 第��1�页上的 将当前配置保存到服务器

� 第��2�页上的 安装和启动�����
���操作环境

图�/;��是一个流程图 它描述了启动系统电源并对其进行设置所需的主要步骤 本章将

对相应操作过程进行逐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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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启动系统电源和进行系统设置过程的流程图

安装硬件并连接
硬件电缆

设置面向平台

setupplatform

设置特定域的
参数 利用
setupdomain�
命令

打开域的钥控开关

启动��	����
�操作
环境

启动硬件和电网

设置平台的日期
和时间

�

命令

设置域���的日期
和时间

在给硬件通电之前
设置服务

如果��	����
�操作
环境未安装 请安
装它

设置平台密码��

设置平台密码

令平台管理员保存的参数� 利用
系统配置 利用
dumpconfig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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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的安装 电缆连接和电源启动
�� [\]^U ]^�_`$%

请参阅系统安装指南

�� ��� !"#ab'!$%&��

请参考系统安装指南

�� 9c'!d #�������'!�efg9c:h� !"�efg+i

以下是系统控制器板的默认串行端口设置

� �1���波特
� 0�位数据位
� 无奇偶校验

� ��位停止位

由于这是一个平台控制台连接 因此将显示日志消息

在启动系统电源之前设置其他服务

� �j2��_klm 9c表�/;��Nno�pq

����� 系统启动电源前应该设置的服务

bc ./

!���服务 系统控制器使用�!���来简化与其它系统之间的通信

��������,������

�����
�/���软件 @
使用�用于�����*�
��10��%�0��%�0��%/0���系统的���������,�����������
�软件管理和
监控系统 我们建议使用此软件来管理和监控系统

网络终端服务器�
3�7�4

网络终端服务器�3�7�4�用于帮助管理多个串行连接 应该至少使用密码来确保��7��的
安全

启动%安装服务器@ 允许您从网络服务器 替代了��!;.&� 来安装�����
���操作环境

5��'%#�'�服务器 @ 为了进行固件升级 您必须设置�5��'�或�#�'�服务器 为了读 �%�写系统控制器的�
dumpconfig�和�restoreconfig�命令的配置备份文件 您需要设置一台�#�'�服务器

'�defgh#��!�$����i_jklm nopqrGstuv wx9dyzh#��l{|ef�����($�$)�"��&����&����*��}�

~�wx9���+, (��6ef ��nopqdh#��MPlmrGh#���ef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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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主机 @ 日志主机系统用于收集系统控制器的消息 为了永久保存日志主机错误消息 您必须设置

日志主机服务器

> 使用�setupplatform -p���'�����命令将平台消息输出到日志主机

> 使用�setupdomain -d���'�����命令将域消息输出到日志主机

平台及每个域都有自己的日志主机 有关完整的信息及命令语法 请参考��
�������
��������������������������������������������"�#�$�������!��
��

有关�����
���操作环境日志主机的信息 包括如何重定向错误消息 请参考���������	��
��
硬件平台指南 随�����
���操作环境的发布一起提供

系统控制器 如果计划在网络中设置系统控制器 则安装的每一个系统控制器都必须有��-�地址 每个

系统控制器都应该是串行连接

域 计划使用的每个域都需要有自己的��-�地址

����� 系统启动电源前应该设置的服务 续

bc ./

'�defgh#��!�$����i_jklm nopqrGstuv wx9dyzh#��l{|ef�����($�$)�"��&����&����*��}�

~�wx9���+, (��6ef ��nopqdh#��MPlmrGh#���ef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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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硬件电源

� rs��[\tuNvwxy�z�{|�]^_kj2GH

启动电网
�� ������	 KL$%&����	
��

参阅第��1�页上的 连接到系统控制器

�� $%&��������

�� j2_}

poweron grid1�命令可启动电网的电源

� 如果是�����*�
��10���系统 则必须启动电网���和电网��

� 如果是�����*�
���0��%�0��%/0���系统 则只有一个电网 即电网��

�poweron grid0�系统控制器命令可启动电网���的电源

����������:SC> poweron grid0 grid1

����������:SC> poweron gr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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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平台
在电网通电以后 请使用本章中所述的命令来设置系统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设置平台的日期和时间

� 设置平台密码

� 配置平台参数

� 设置平台的日期和时间

平台和四个域中的每一个域都具有各自独立的日期和时间

�����如果您的时区使用夏时制 时间和时区将被自动调整 在命令行上 您只能输

入非夏时制时区

� ~�E F�>?la9c����� d��d�

� 从平台��5����使用�setdate�命令

有关命令语法 示例 时区缩写列表 时区名称及相对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时间

偏移的完整信息 请参阅��
���������������������������������������������������"�
#�$�������!��
��中的�setdate�命令说明

如果使用冗余系统控制器配置 必须对每个系统控制器运行�setdate�命令 并为每

个系统控制器设置相同的日期和时间 为了故障切换 必须为主系统控制器和备用

系统控制器设置相同的平台日期和时间

� 通过�setupplatform�命令指定简单时间网络协议�3��7-4�服务器

您可以指定一个���7-�服务器同步主系统控制器和备用系统控制器之间的日期和时
间 为了故障切换 必须为主系统控制器和备用系统控制器设置相同的平台日期和

时间 应使用�setupplatform�命令指定���7-�服务器 该命令在��
�������
��������������������������������������������"�#�$�������!��
��中说明

�����尽管可以在平台和每个域中设置不同的日期和时间 不过强烈建议在平台和每

个域中设定相同的日期和时间

在平台��5����和每个域��5����中设定相同的日期和时间有助于理解错误消息和日志 在

域上所设置的日期和时间也将用于�����
���操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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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平台密码

为主系统控制器设置的系统控制器口令同时�作为备用系统控制器的口令

�� (���������������	�password�RS

�� ��Enter new password:����/ ��T���

�� ��Enter new password again:����/ WX��T���

有关示例 请参阅��
���������������������������������������������������"�#�$�������
!��
��中的�'�����
)�命令说明

� 配置平台参数

�����可以通过�setupplatform�命令设置的一个平台配置参数是�'�
�������参数 确

定是使用单分区还是使用双分区设置系统 在完成以下步骤之前 请参阅第���页上的
域 和第�/�页上的 分区

�� (������������setupplatform

有关�setupplatform�参数值的说明以及此命令的示例 请参阅��
�������
��������������������������������������������"�#�$�������!��
��中的�
setupplatform�命令说明

�����如果在每个参数后按下回车键 则当前值不会更改 如果键入了短横线��3�;�4
则会清空该条目 如果该条目可以为空

�� -.[\���b����	� �����< �setupplatform�RS

除网络设置 例如系统控制器的��-�地址和主机名 和�-&�7�对话级别以外的所有参数
均从主系统控制器复制到备用系统控制器

����������:SC> setup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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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域��
为了设置域 您必须完成以下操作步骤

� 第����页上的 访问域

� 第����页上的 设置域���的日期和时间
� 第����页上的 设置域���的密码
� 第����页上的 配置特定域的参数

� 访问域

� ���)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 设置域���的日期和时间

� �)���N���setdate�RS 9c�)����d�

�����由于您最多可以有四个域 因此您最终必须设置每个�域的日期和时间 要启

动 只需设置域���的日期和时间

有关命令语法和示例 请参阅��
���������������������������������������������
������"�#�$�������!��
��和第����页上的 设置平台的日期和时间 中的�setdate�
命令说明

� 设置域���的密码

�� ()�����������/���password�RS 代码示例�/;�

�� ��Enter new passwor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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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new password again:����/ WX��T��� 代码示例�/;�

� 配置特定域的参数

�����各个域是分别配置的

�� ()��������������setupdomain�RS

有关参数值列表和示例 请参阅��
���������������������������������������������
������"�#�$�������!��
��中的�setupdomain�命令说明

�� E 表�/;��N�GH

`a������ password�命令在尚未设置密码的域上的示例

����������:A> password
Enter new password:
Enter new password again:
�chostname:A>

���	� 利用�dumpconfig�命令对域进行设置的步骤

��rG+,$ *�*�* ��rG�,$ *�*�*

�� 继续本章中的操作步骤 �� 如第��2�页上的 安装和启动�����
���操作环境 中

所述 安装并启动�����
���操作环境

�� 转至第���章 设置其他域

/� 在设置完所有域之后但尚未启动所设置的每个其他
域之前 令平台管理员运行�dumpconfig�命令 参

阅第��1�页上的 使用�dumpconfig�保存平台和域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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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当前配置保存到服务器
本节说明如何使用�dumpconfig�命令 该命令必须由平台管理员运行 以便将当前

系统控制器�3��4�配置保存到服务器 使用�dumpconfig�保存系统控制器配置 以便

恢复

在以下情况下使用�dumpconfig�命令

� 初次设置系统并需要保存平台和域配置时

� 可以使用以下系统控制器命令之一 setupdomain setupplatform
setdate addboard deleteboard enablecomponent
disablecomponent password 来更改平台和域的配置 或安装和删除��-�%�

内存板或��%&�组件

� 使用�dumpconfig�保存平台和域配置

使用�dumpconfig�命令将平台和域的配置保存到服务器 以便可以将平台和域的配置

恢复到替换系统控制器 在当前系统控制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

�����切勿�将配置保存到运行�����
���操作环境的系统的域中 这是因为在系统恢复之

后 该域将无法使用

� (���������������	�dumpconfig�RS #�m����	�c��&p

q	

有关命令语法 说明 命令输出和示例 请参阅��
����������������������������������
�����������������"�#�$�������!��
��中的�dumpconfig�命令说明

����������:SC��dumpconfig -f 
��



第���章 启动系统电源和设置 ��

安装和启动�����
���操作环境

� 安装和启动�����
���操作环境

�� ��)��������

参阅第��0�页上的 访问域��5����或控制台

�� #)����5�67��� �� �c ���setkeyswitch on

setkeyswitch on�命令可启动域的电源 如果将�&'�� ����-.&��auto-boot?�参
数设置为��
�� 您将会收到一条与代码示例�/;��相似的错误消息

&'�� ����-.&��显示该错误消息可能是因为�����
���操作环境尚未安装 或引导盘不

正确

�� #�����"���>?@A��+�����+,%#&��2	

	� �T����[\�����"���>?@A

有关操作系统的发布信息 请参阅���������	��
��硬件平台指南 该书介绍了您所需要的

安装指南

�� ���#��������$%#&�boot cdrom�RS ��ok����/ j2�����"���>?
��

`a����	� 示例启动错误消息 当�auto-boot?�参数被设置为�true�时

{0} ok boot
    ERROR: Illegal Instruction
    debugger entered.
    
    {0} ok 

ok boot cd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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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创建和启动多个域

本章假定由�����为您设置的域���是可以启动的 本章介绍如何创建其他的域和如何启

动域

�����系统的出厂设置中配置了一个名为���的域 所有系统板都已分配给域��

创建和启动域
本节介绍如何设置两个或多个域

在创建多个域之前的准备

�� �����N�F���b)F�����b��

阅读第���页上的 域 和第�/�页上的 分区 如果您具有的是一台�����*�
��10���系
统 并且您计划设置三 四个域 则您需要设置双分区模式 两个分区 这有助于维

护至少一个未使用的域 以便在系统中动态重配置硬件之前进行测试

�����对于所有系统 我们强烈建议您采用双分区模式来支持两个域 使用两个分区

支持两个域可以在域之间提供更好的隔离

�� ��#�/0 a)N���¡^�¢£

域必须至少包括一个��-�%�内存板和一个��%&�部件 不过 建议您在高可用性配置中

至少使用两个��-�%�内存板和��%&�部件 如果您具有的是一台�����*�
��10���系统 执

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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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s¤GH �!��-�"�������¥�¦b_} _

}���_}�� §¨©ª���ia_}N�ab)N9c«� F¬�)®_k

¯°

阅读第��1�页上的 冗余电源 了解在电网���和电网���之间如何分配板

	� -.T���c¦b�� 7±n�)�_k

�� -.�����"���>?@A²�)N< rs�����³�� 7±��_k NGH���
�GH����GH�� KL´O��µ�GH��

否则 跳至步骤��

.��#��BC�c:¶��

请参阅��
���������������������������������������������������"�#�$�������!��
��
中的�setupplatform

�� -.·���c¦b�� UV�¸:¹)�����m²�º)����� �7±)�
� *���+%�()N»¼���cUY6$%

要关闭域电源 请完成第�1��页上的 关闭系统电源 中步骤�/的从步骤���到步骤�)

您可以使用�cfgadm�命令从域中删除板而不必关闭域 请参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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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第二个域

�����强烈建议您为第二个域使用具有两个分区的域�� 双分区模式 这样可以提

供更好的故障隔离 转发器板的完全隔离 对于一个分区的情况 将域� �用于第二
个域

�����创建第二个域的各步骤必须由平台管理员来执行

�� rs��	
�³�� �½©�b)lm�¾¿ Nn��GH

�� -.�8���� (���������N���deleteboard�RS »¼�(ab)À2&

Áab)�����

其中

sb1�是�sb��至�sb� �-�%�内存板

ib1�是�ib1�至�ib� �%&�部件

�� ���addboard�RS�#�ÂÃ&¹)N

� 如果您有一个分区 要将�sb1�和�ib1�添加到域� �中 应从平台��5����中键入

� 如果您有两个分区 要将�sb1�和�ib1�添加到域���中 应从平台��5����中键入

	� (�����������+,�)������

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 9c)����d�

设置第二个域的日期和时间的方法和设置域���的日期和时间的方法完全相同 有关�
setdate�命令的示例 请参阅�setdate�命令在 �
����������������������������������
�����������������"�#�$�������!��
��中的说明

����������:SC> deleteboard sb1�ib1 

����������:SC> addboard -d b sb1�ib1 

����������:SC> addboard -d c sb1�i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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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b)���

设置第二个域的密码的方法和设置域���的密码的方法完全相同 有关�password�命令
的示例 请参阅�password�命令在 �
���������������������������������������������
������"�#�$�������!��
��中的说明

�� ���setupdomain�:¹)�c)f��Ä¢

分别为每个域配置域特定的参数 有关详细信息 表和代码示例 请参阅 �
�������
��������������������������������������������"�#�$�������!��
��中的�setupdomain�
命令说明

�� ½©n��)lL S��ÅÆÇ���dumpconfig�RS���c34

有关使用�dumpconfig�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1�页上的 将当前配置保存到服务器

的步骤


� �½©n��)lLj2 ab)

转到第��/�页上的 启动域

在�����*�
��10���系统上创建第三个域的注意事项

创建三个域的方式与创建两个域的方式完全相同 遵循以下步骤

�� -.���c:��� �ÈÉ��BClmNZn�12�)N< ������"���>?
@A

完成步骤�/ 第�1��页上的 关闭系统电源

�� ���setupplatform�RS#��BC�c:¶��BC

�� ��Êab)��ËÌ�ÍÎ �¸#�Ïb)��Ð��ËÑÍÎ���

表��;��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最佳作法

	� E �����³�� ½©��b) >?�µN�n�GH ½©�Ïb)

����� 在�����*�
��10���系统上创建三个域的指导原则

./ $��+

如果域���需要较高的性能并需要隔离较多的硬件 请使用这些域��! ������!

如果域���需要较高的性能并需要隔离较多的硬件 请使用这些域��! ��� ���

d���������������������������� ��rG*���� ����(-����guv��+��$�.��#�$��

���showplatform -p mac�����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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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域

�� $%&n�j2�)�������

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 #5�67��� �� �c

显示�&'�� ����-.&��提示符

�� �)N[\Uj2�����"���>?@A

请参阅���������	��
��硬件平台指南 随您的操作环境版本一起提供

����������:C> setkeyswit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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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本章列出了安全性方面的主要危险 提供了有关系统控制器的重要信息 解释了平台和

域的密码要求 介绍了域分隔方面的要求 解释了如何使用�setkeyswitch�命令来保
障系统控制器的安全 提供了有关�����
���操作系统安全的参考资料 并简要介绍了�
���-

本章包含下列主题

� 第����页上的 安全性方面的危险

� 第��1�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安全

� 第��0�页上的 域

� 第�1��页上的 ����
���操作环境安全
� 第�1��页上的 ���-

安全性方面的危险
对于非法闯入主机而言 可以出现的某些危险包括

� 未经授权而访问系统控制器

� 未经授权而访问域

� 未经授权而访问管理员工作站

� 未经授权而访问用户工作站

�����请牢记 访问系统控制器会导致整个或部分系统关闭 其中包括正在运行�
����
���操作环境的活动域 此外 还会使硬件和软件配置被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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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器安全
为确保系统中系统控制器的安全 请阅读有关系统控制器安全事项 系统控制器安全事

项将对系统控制器安装产生重大影响 可以通过以下网站查阅有关文章 包括�
���
���'������
�������!�"$����������������������

http://www.sun.com/blueprints

为系统设置软件时 执行第�/�章中设置系统控制器安全所需的软件任务 为确保系统控

制器安全 所需的基本步骤如下

�� 使用�password�命令设置平台��5����密码

���使用�setupplatform�命令设置面向平台的参数

与系统控制器安全有关的几个�setupplatform�参数用作配置下列各项

� 网络设置

� 平台的日志主机
� ���-������������
��,

� 硬件的访问控制列表�3��(4
� �������和串行端口连接的超时期限

/��使用�password�命令设置所有域的域��5����密码

���使用�setupdomain�配置面向域的参数

与系统控制器安全有关的几个�setupdomain�参数用作配置下列各项

� 每个域的日志主机

� 每个域的����- -�<��	������������
��,�和�-
�"���������������
��,

���使用�dumpconfig�保存系统的当前配置

该参数列表仅为设置所需列表的一部分 有关循序渐进式软件操作过程 请参阅

第�/�章

setupplatform�和�setupdomain�参数设置

有关涉及系统控制器安全的�setupplatform�和�setupdomain�设置方面的技术信息
请参阅��
���������������������������������������������������"�#�$�������!��
��中
的系统控制器命令 还可以参阅通过联机方式获得的文章 有关��.(�的详细内容 请

参阅第��1�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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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平台和域密码

�����务必了解哪些人能访问系统控制台 任何具有上述访问权的人都能控制系统

设置密码规则

初次设置系统时

� 确保设置了平台密码 并且为每个域 即使域未被使用 设置的域密码各不相同

从而增强域之间的隔离性

� 坚持定期更改平台密码和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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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本节介绍域的分隔和�setkeyswitch�命令

域的分隔

分隔域的要求旨在将计算资源分配到独立的域中 这些中型系统将强制进行域分隔 从

而防止只能访问所在域中运行的�����
���操作环境的用户对其它域的数据进行访问或
修改

该安全策略的实施是通过软件来完成的 图��;� 该图中 域用户为使用�����
���操作
环境 并无法访问系统控制器的个人 域管理员负责

� 配置域

� 保持域的运行

� 监督域

如图所示 域管理员能访问管理员所负责的域的域控制台和域��5��� 此外 请注意图�

�;��中平台管理员能访问平台��5����和平台控制台 如果平台管理员知道域密码 平台管

理员也可以访问域��5����及控制台 应当始终为每个域设置域��5����密码

以下是各个域应考虑的安全事项

� 确保所有密码都在可接受的安全原则以内 例如 每个域和平台应当有自己唯一的

密码

� 定期更改平台和每个域的密码

� 定期审查日志文件 确定是否有异常情况 有关日志文件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系统

上安装的用于操作环境的���������	��
��硬件平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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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具有域分隔的系统

平台管理员

域���用户域���管理员

域���
(��
或控制台访问

�	����
�操作
环境访问

如果平台管理员知道或重置域密码或

�	����
�操作
环境访问

平台�
(���或控制
台访问

域�+�管理员 域�+�用户

如果没有设置域密码

域�+�
(��
或控制台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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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keyswitch�命令

����*�
��10��%�0��%�0��%/0���系统没有物理钥控开关 可以使用�setkeyswitch�命
令在每个域的��5����中设置虚拟钥控开关 为确保正在运行域的安全 请将域的钥控开

关设置为���	�
� 有关�setkeyswitch�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通过联机方式获得的文章�
���
���'������
�������!�"$���������������������� 位于以下网站

http://www.sun.com/blueprints

将键开关设置为���	�
��后 就会带来以下限制

� 禁用在��-�%�内存板或��%&�部件上执行�#���5�')����操作的功能 在这些板上执行�
#���5�')����操作只能由具有在系统控制器上进行平台��5����访问权限的管理员来
完成

� 忽略来自系统控制器的�break�和�reset�命令 这确实是一项极佳的安全预防措施

该功能还能确保即使失手键入�break�或�reset�命令也不会中止正在运行的域

����
���操作环境安全
有关�����
���&'�
����,�+�"�
�������安全性的信息 请参阅以下书籍和文章

� �
��3245,���������
�����!�"
���.
�"��3����
���0��������)������
���
�
�����	����4

� ������������������"��������������
))�������或���������"�������������.
�"�6����
�����
��� �����3����
������������)������
���
������	����4

� 有关�����
���安全性工件包的文章可以通过以下网站查阅

http://www.sun.com/blueprints

���-

系统控制器使用����-"� 一种不安全的协议 这意味着����-"��通信只能用于专
用网络 请参阅联机文章����
���'������
�������!�"$���������������������� 位于以下

网站

http://www.sun.com/bluepr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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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维护

本章说明如何执行以下操作过程

� 第�1��页上的 开关系统电源

� 第�1��页上的 钥控开关位置

� 第�11�页上的 关闭域电源

� 第�12�页上的 分配和取消分配板

� 第�2��页上的 升级固件

� 第�2��页上的 保存和恢复配置

开关系统电源
若要关闭系统电源 则必须中止各个域中的�����
���操作环境并关闭各个域的电源

�����开始以下操作之前 请确保手边备有以下文档 此外 如果使用冗余系统控制

器配置 应参阅第�2/�页上的 影响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配置的条件 然后再开关系

统电源

� �
�������������������������������������� ����!��
��

� ��������	��
��硬件平台指南� 随�����
���操作环境版本一起提供

关闭系统电源

关闭系统电源将会关闭所有活动的域 关闭电网 最后一步是关闭硬件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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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系统电源

�� $%&Ò��)������

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 Ó�n�)�34 (�����������F�ÔÕ

�� rs ab12)��GH

这些分步骤包括中止每个域中的�����
���操作环境 关闭域的钥控开关以及断开会话

�� Ö�T�7±�)���

参阅第��0�页上的 访问域��5����或控制台

.��-.�����"���>?@A²�< �F�"����×ØÙÚUNZ�����"���>?@A�
< 

请参考 ��������	��
��硬件平台指南 随�����
���操作环境的发布版一起提供

在�����
���操作环境关闭后 您将会看到�&'�� ����-.&��的�ok�提示符

 �� (�ok���� Û»)����������

�� IJ��'%(�� idI�)�� (M��telnet>����34

����� 使用�showplatform -p status�命令显示所有域的状态

����������:SC> showplatform -p status

Domain Solaris Nodename Domain Status Keyswitch      
-------- ---------------- ------------- --------- 
A ����������"�����-a Active - Solaris on                  
B - Powered Off off                 
C - Powered Off standby             
D  - Powered Off standby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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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net>����� ���send break

此时显示域��5����提示符

���Ü��setkeyswitch off�RS#)�5�67c0 ��� ��c

������disconnect�RS Y6��

	� 7±_}

该步骤关闭电源

� 访问平台��5���

参阅第��1�页上的 访问平台��5���

� 如果是�����*�
��10���系统 则必须关闭电网���和��

转到步骤��

� 如果是�����*�
���0��%�0��%/0���系统 则只有一个电网 即电网�� 关闭电

网��

�� 7±��]^�_k

请参阅 �
�������������������������������������� ����!��
��中的 -���
��,�&##���)�
&� 一章

ok CTRL ]
telnet> send break
����������:A>

����������:A> setkeyswitch off

����������:A> disconnect

����������:SC> poweroff grid0 grid1

����������:SC> poweroff gr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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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系统电源

�� Ý6]^_k

请参阅 �
�������������������������������������� ����!��
��中的 -���
��,�&##���)�
&� 一章

�� ������	��������

参阅第��1�页上的 访问平台��5���

�� j2_}

打开电源 完成以下分步骤

� 如果是�����*�
��10���系统 请打开电网���和电网��

� 如果是�����*�
���0��%�0��%/0���系统 则只有一个电网 即电网��

	� j2 b)

�� Þ0n�j2�) ��+,�)������

第��0�页上的 访问域��5����或控制台

.��������	��setkeyswitch on�RSj2)

该命令将打开域的电源 如果�&'�� ����-.&��auto-boot?�参数设置为��
���并且�
&'�� ����-.&��boot-device�参数设置为正确的启动设备

使用从域��5����运行的�setupdomain�命令 OBP.auto-boot?�参数 或�
&'�� ����-.&��setenv auto-boot? true�命令控制在打开钥控开关时是否自
动启动�����
���操作环境

转到步骤��

�����如果�����
���操作环境�未自动启动 请继续执行步骤�	 否则 请转到步骤��

如果�&'�� ����-.&��auto-boot?�参数已设置为�#���� 则�����
���操作环境将不
会自动启动 �此时将显示�ok�提示符

����������:SC> poweron grid0 grid1

����������:SC> poweron grid0

����������:A> setkeyswit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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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boot�RSFj2�����"���>?@A

启动�����
���操作环境后 将显示�login:�提示符

�� ���Uj2ßà) áâGH�	

钥控开关位置
每个域都具有一个带有���个位置的虚拟钥控开关 这些位置分别是��## �����)< ��
)��,�和���	�
� 域��5����中的�setkeyswitch�命令将虚拟钥控开关的位置更改为指定
的值 虚拟钥控开关解决了每个域需要一个物理钥控开关的问题 在平台��5����下 这

一命令也可使用并具有限定的功能

有关�setkeyswitch�参数的命令语法 示例和说明 以及更改钥控开关设置之后的效

果 请参阅 �
���������������������������������������������������"�#�$�������!��
��
中对�setkeyswitch�命令的说明

�����在�setkeyswitch�运行期间 注意以下预防措施

请勿关闭分配给域的任何板的电源

请勿重新启动系统控制器

� 启动域电源

�� ���j2_k�)

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 #5�679c:�on diag�*�secure ãä=������	��setkeyswitch�
RS

ok boot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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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域电源
本节说明如何关闭域的电源

� 关闭域电源

�� $%&T�7±�)�)���

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在域控制台上 如果已启动�����
���操作环境 就会看到�% #�或�login:�提示符

�� -.�����"���>?@A²�< ()���F�"����×ØNZ�����"���>?@A�
< 

请参阅���������	��
��硬件平台指南 随�����
���操作环境发布版一起提供

�� ()�����)������

参阅第�/��页上的 从域控制台获取域��5���

	� �)�������N ��

�� -.��rå7±��_k DÄæ�����³�� 67��_k

����������:A> setkeyswitch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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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和取消分配板
在将板分配给某个域时 必须在该域的访问控制列表�3��(4�中列出该板的名称 它必

须还未�分配给其它域 只有在将板分配给域时 才对���(�进行检查 如果该板在域处

于活动状态时分配给该域 则该板将不会�自动配置为相应的域的一部分

� 有关使用和不使用动态重配置�3!.4�将板分配和取消分配给域的各个步骤的概述 请

参阅表�1;�和表�1;/

� 对于不�使用动态重配置完成各个步骤的操作过程 请参阅第�10�页上的 将板分配

给域 和第�2��页上的 从域取消分配板

� 有关使用动态重配置的步骤 请参阅��
�����������+�����+�����+���"��������������
,�������#����$�'
�������-����.
�"�

���	� 将板分配给域的步骤概览

���+,����F�$ ����+,����F�$

�� 使用�cfgadm -x assign�命令将断开和隔离的板
分配给域

�� 使用�!.�将板配置到域中 请参考��
�����������+�
����+�����+���"��������������,�������

#����$�'
�������-����.
�"�

�� 使用�addboard命令将板分配给域

�� 中止域中运行的�����
���操作环境

/� 关闭域的电源 方法是使用�setkeyswitch 
standby

�� 打开域的电源 方法是使用�setkeyswitch on

����� 从域取消分配板的步骤概览

���+,��$���F� ����+,��$���F�

�� 使用�!.�从域取消对板的配置 请参阅��
�������
����+�����+�����+���"��������������,�������

#����$�'
�������-����.
�"�

�� 使用�cfgadm -c disconnect -o unassign 
命令从域取消分配板

�� 中止域中运行的�����
���操作环境

�� 将钥控开关设置为 ����)< 模式 方法是使用�
setkeyswitch standby

/� 使用�deleteboard�命令从域取消分配板

�� 打开域的电源 方法是使用�setkeyswit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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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板分配给域

�����这一操作过程不�使用动态重配置�3!.4

�� ��#���Ð�)�)������

参阅第��0�页上的 访问域��5����或控制台

�� ���showboards�RS UV���-a�çè éê���)N����

在域��5����中 命令输出列出了当前域中的板 以及尚未分配给域并在当前域的访问

控制列表中�3��(4�列出的板 您可以列出的任意板 只要该板不是当前域的当前部分

即可

如果要指定给域的板未在��howboards -a�输出中列出 请完成以下分步骤 否则 请

转到步骤�/

�� ����尚未�~�< ���������N��showboardsRSt�Ðßà)

如果板属于另一个域 则不能�将其指定给当前域

.���ë��8�+,)�����ìí�/��(0�Nìî

使用�showplatform -p acls�命令 平台��5��� 或者
showdomain -p acls�命令 域��5���

 �� -.��没有��n��)Nìî D(������������setupplatform -p acls�
RS #�ÂÃ&+,)����(�N

参阅第��/�页上的 配置平台参数

`a������ showboards -a�在将板分配给域之前的示例

����������:A> showboards -a

Slot Pwr Component Type State Status Domain
---- --- -------------- ----- ------ ------
/N0/SB0 On CPU Board Active Passed A
/N0/IB6 On PCI I/O Board Active Pass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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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board�RS#²���ÂÃ&n��)N

相应板必须处于可用板状态 例如 要将��-�%�内存板�sb2�分配给当前域 可键入

在您使用系统控制器�setkeyswitch�命令将域的钥控开关位置从未激活的位置
�##�或�����)< 更改为活动位置 �� )��,�或��
�4后 对板所作的分配即会

生效

将板分配给域不会自动使板成为活动的域的一部分

	� -.�)=12� �)²�< �����"���>?@A #��������$%#&�*�$#�'
rs¤GH

� 如果�����
���操作环境正在域中运行 以�
����身份登录到�����
���操作环境 然后中

止其运行 有关如何中止运行�����
���操作环境的域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
�
��硬件平台指南

� 如果正在运行�&'�� ����-.&��或�-&�7 请等待�ok�提示符状态

�� Û»)������

参阅第�/��页上的 从域控制台获取域��5���

.��7±)_k ��

将域的钥控开关设置为�����)<�来取代��## 即无需再次打开域中板的电源并进行测
试 将钥控开关设置为�����)<�也减少了关机时间

 �� Ý6)_k ��

�����不使用�setkeyswitch�命令重启�����
���操作环境不会将处于已分配板状态的
板配置到活动的域中

����������:A> addboard sb2

����������:A> setkeyswitch standby

����������:A> setkeyswit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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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ï�9c:�T#5�679c:����L�)Nð2j2�����"���>?@
A �F~����boot ��ok����/ ñj2�����"���>?@A

�����设置�����
���操作环境在您将钥控开关设置为����时自动启动与否可以通过使用
从域��5����运行的�setupdomain�命令 OBP.auto-boot?�参数 或者使用�
&'�� ����-.&��setenv auto-boot? true�命令

� 从域取消分配板

�����这一操作过程不�使用动态重配置�3!.4

使用�deleteboard�命令从域取消分配板 有关�deleteboard�命令的详细说明 请参

阅��
���������������������������������������������������"�#�$�������!��
��

�����从域中取消分配板时 域不得处于活动状态 这意味着它不能运行�����
���操作
环境 &'�� ����-.&��或者�-&�7 所要取消分配的板必须处于已分配板状态

�� NZ)N< ������"���>?@A

请参阅���������	��
��硬件平台指南

�� �+,)�)������

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 ���setkeyswitch off�#)�5�67c0������c

	� ���showboards�RS ìî��Ð�m)��

�� ���deleteboard�RS ()N»¼��²���

�� Ý6)�_k ��

ok boot 

����������:A> deleteboard sb2

����������:A> setkeyswit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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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ï�9c:�T#5�679c:����L�)Nð2j2�����"���>?@A
�F~����boot ��ok����/ ñj2�����"���>?@A

升级固件
flashupdate�命令升级系统控制器和系统板中 �-�%�内存板和��%&�部件 的固件

转发器板上没有固件 该命令仅在平台��5����上可用 源闪存镜像可以位于相同类型的

一台服务器上或另一个板上

有关此命令的详细说明 包括命令语法和示例 请参阅��
���������������������������
������������������������"�#�$�������!��
���中对�flashupdate�命令的说明

�����在升级固件之前 请参阅�README�和�Install.info�文件

要从��.(�升级固件 则相应固件必须可以从�#�'�或�5��'��.(�访问 在执行�
flashupdate�操作步骤之前 阅读�#lashupdate�命令在��
�������
��������������������������������������������"�#�$�������!��
���中的
!��	
�'���� 一节 !��	
�'���� 一节介绍

� 升级固件之前要执行的步骤

� 如果安装的镜像与新的镜像不兼容时应该采取的操作

�����更新系统控制器上的固件时 一次只能更新一个系统控制器 如�
Install.info�文件中所述 切勿同时更新两个系统控制器

ok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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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和恢复配置
本节说明何时使用�dumpconfig�和�restoreconfig�命令

使用�dumpconfig

在以下操作后使用�dumpconfig�命令保存平台和域设置

� 完成平台和域的初始配置

� 更改配置或更改硬件配置

有关如何使用这一命令的解释 请参阅第��1�页上的 将当前配置保存到服务器 有

关这一命令完全命令语法和示例 请参阅��
����������������������������������
�����������������"�#�$�������!��
���中对�dumpconfig�命令的说明

使用�restoreconfig

使用�restoreconfig�命令恢复平台和域设置

有关此命令的详细命令语法和示例 请参阅��
����������������������������������
�����������������"�#�$�������!��
��中对�restoreconfig�命令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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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
��10��%�0��%�0��%/0���系统可以配置两个系统控制器 以便获得高可用性

在高可用性的系统控制器�3��4�配置中 一个系统控制器作为主�系统控制器 管理所有

系统资源 而另一个系统控制器作为备用�系统控制器 如果某些情况导致主系统控制器

出现故障 将自动触发由主系统控制器向备用系统控制器的切换 即故障切换 无需

操作员参与 备用系统控制器承担主系统控制器的职责 接管所有系统控制器功能

本章介绍以下内容

�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的工作原理

�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的前提条件

� 影响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配置的条件

� 如何管理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后如何恢复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的工作原理
默认情况下 安装两个系统控制器板的�����*�
��中型服务器上启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
换功能 �故障切换功能包括自动故障切换和手动故障切换 在系统控制器自动故障切换

中 如果某些情况导致主系统控制器出现故障或不可用 会触发故障切换 在系统控制

器手动故障切换中 强制备用系统控制器切换回主系统控制器

故障切换软件通过执行以下任务 确定由主系统控制器向备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的条

件 确保系统控制器可以进行故障切换

� 不断检查主系统控制器的心跳和备用系统控制器的存在性

� 定期将主系统控制器中的数据复制到备用系统控制器 以便在进行故障切换时 两

个系统控制器上的数据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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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何时候备用系统控制器不可用或没有响应 故障切换机制将禁用系统控制器故障

切换 如果启用了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但是系统控制器之间的连接断开 故障切换仍

会保持启用和活动状态 直到系统配置改变 系统配置改变后 例如平台或域参数设置

中发生改变 故障切换机制仍会保持启用 但是不活动 因为连接断开 系统控制器

故障切换未处于就绪状态 您可以使用�showfailover�或�showplatform�等命令检
查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状态 如第�2��页上的 获取故障切换的状态信息 中所述

触发自动故障切换的条件

如果发生以下故障条件之一 将触发由主系统控制器向备用系统控制器的故障切换

� 主系统控制器的心跳停止

� 主系统控制器重新启动 但是启动未成功

� 发生致命的软件错误

故障切换时的情况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具有以下特性

� 故障切换事件消息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事件记录到平台消息日志文件中 在新的主系统控制器的控制

台上查看或通过对系统控制器执行�showlogs�命令查看 显示的信息指示已进行故

障切换 并标明触发故障切换的故障条件

代码示例�2;��显示在因为主系统控制器心跳停止而进行故障切换时 备用系统控制器

的控制台上出现的信息类型

`a������ 自动故障切换期间显示的消息

Platform Shell - Spare System Controller

sp4-sc0:sc> Nov 12 01:15:42 sp4-sc0 Platform.SC: SC Failover: enabled and 
active.

Nov 12 01:16:42 sp4-sc0 Platform.SC: SC Failover: no heartbeat detected from the 
Main SC
Nov 12 01:16:42 sp4-sc0 Platform.SC: SC Failover: becoming main SC ...

Nov 12 01:16:49 sp4-sc0 Platform.SC: Chassis is in single partition mode.
Nov 12 01:17:04 sp4-sc0 Platform.SC: Main System Controller
Nov 12 01:17:04 sp4-sc0 Platform.SC: SC Failover: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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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控制器提示符的改变

主系统控制器的提示符是���������ASCB 注意 大写字母�SC�标识主系统控制器

备用系统控制器的提示符是���������AscB 注意 小写字母�sc�标识备用系统控
制器

进行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时 备用系统控制器的提示符改变 成为主系统控制器的

提示符�3��������ASCB�4 如代码示例�2;��的最后一行所示

� 禁止执行命令

正在进行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时 会禁止执行命令

� 恢复时间短

由主系统控制器向备用系统控制器的故障切换的恢复时间大约需要五分钟或更短的

时间 该恢复时间包括检测故障并命令备用系统控制器承担主系统控制器的职责所

需的时间

� 对正在运行的域没有干扰

故障切换过程不影响任何正在运行的域 除非系统控制器中的服务暂时丢失

� 禁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功能

进行自动或手动故障切换后 将自动禁用故障切换功能 这样可以防止在两个系统

控制器之间反复进行故障切换

� 与域控制台的�7������连接已关闭

故障切换关闭连接到域控制器上的��������会话 所有域控制台输出均将丢失 通过�
�������会话重新连接到域时 必须指定新的主系统控制器的主机名或��-�地址 除非

以前为主系统控制器分配了逻辑主机名或��-�地址 有关逻辑主机名和��-�地址的说
明 请参见下一节

本章的剩余部分介绍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的前提条件 影响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配置的

条件 如何管理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包括进行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后如何恢复

sp4-sc1:SC>

`a������ 自动故障切换期间显示的消息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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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的前提条件
本节说明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的前提条件以及可以为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设置的可选平

台参数

� 主系统控制器和备用系统控制器上要求使用相同的固件版本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要求在主系统控制器和备用系统控制器上运行相同的固件版本

版本����/�� 一定要按照随固件版本附带的�Install.info�文件中的说明安装
和升级固件

� 可选的平台参数设置

在安装或升级每个系统控制器上的固件后 您可以选择执行以下操作

� 为主系统控制器分配逻辑主机名或��-�地址

逻辑主机名或��-�地址标识有效的主系统控制器 即使在进行故障切换之后 通过

对主系统控制器运行�setupplatform�命令 分配逻辑��-�地址或主机名

�����如果对�����*�
��10��%�0��%�0��%/0���系统使用���������,�����������
�
/�� 则需要逻辑主机名或��-�地址

� 使用简单网络时间协议�3��7-4�保持主系统控制器和备用系统控制器之间的日期
和时间值的同步

两个系统控制器之间的日期和时间必须同步 才能确保为域提供相同的时间服

务 对每个系统控制器运行�setupplatform�命令 标识要作为���7-�服务器
参考时钟 使用的系统的主机名或��-�地址

如果不希望使用���7-�服务器同步系统控制器的日期和时间 可以对每个系统控

制器使用�setdate�命令设置日期和时间

有关设置平台的日期和时间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页上的 设置平台的日期

和时间

影响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配置的条件
如果您开关系统 关闭后再打开系统 应注意以下事项

� 在开关周期后 引导�scapp�的第一个系统控制器成为主系统控制器

某些因素 即禁用或运行不同对话级别的系统控制器�-&�7 会影响先引导的系统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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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关系统之前 应确保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已启用并处于活动状态 以确保两个

系统控制器上的数据是最新的并且已同步

如果在开关周期内禁用了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则新的主系统控制器可以使用旧的

系统控制器配置启动

如果禁用了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主系统控制器和备用系统控制器之间不会进行数

据同步 因此 对主系统控制器所作的任何配置更改均不会传播到备用系统控制器

如果在开关周期后 主系统控制器和备用系统控制器的角色改变 对新的主系统控

制器的�scapp�将使用旧的系统控制器配置启动 只要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已启用并

处于活动状态 将同步两个系统控制器上的数据 并且不会影响开关周期后成为主

系统控制器的系统控制器

如何管理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通过�setfailover�命令可以控制故障切换的状态 该命令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 禁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 启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 执行手动故障切换 强制执行由主系统控制器切换为备用系统控制器的故障切换

您也可以通过�showfailover�或�showplatform�等命令获取故障切换的状态信息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2��页上的 获取故障切换的状态信息

� 禁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 (
����	*¿�����	����������N��

会出现一条消息 指示故障切换已禁用 注意 在重新启用 请参见下一步 之前

将禁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SC> setfailover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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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 (
����	*¿�����	����������N��

在故障切换软件验证系统控制器的故障切换就绪状态时 会显示以下消息

在验证故障切换已就绪后的几分钟内 控制台上会显示以下消息 指示系统控制器故障

切换已激活

� 执行手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 ���mòÞ
����	< ßó����	RS

�� (
����	*¿�����	����������N��

将进行由一个系统控制器到另一个系统控制器的故障切换 除非错误条件禁止进行故障

切换 例如备用系统控制器不可用或两个系统控制器之间的连接已断开

介绍故障切换事件的消息显示在新的主系统控制器的控制台上

注意 在故障切换后 会自动禁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功能 在您需要系统控制器故障

切换功能时 一定要重新启用故障切换 请参见第�20�页上的 启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

换

����������:SC> setfailover on

SC Failover: enabled but not active.

SC Failover: enabled and active.

����������:SC> setfailove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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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故障切换的状态信息

通过以下命令显示故障切换信息

� showfailover3��4�命令显示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状态信息 例如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状态为下列的一种

� enabled and active�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已启用并且工作正常

� disabled�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已禁用 因为已进行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或

通过�setfailover off�命令专门禁用了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功能

� enabled but not active�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已启用 但是某些硬件部

件 例如备用系统控制器或主系统控制器和备用系统控制器之间的中心板 未处

于可故障切换的状态

� showplatform and showsc�命令还会显示故障切换信息 与�showfailover�命
令的输出类似

� showboards�命令标识系统控制器板的状态 �����或��'�
�

有关这些命令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
������"�#�$�������!��
���中的相关说明

����������:SC> showfailover -v
SC: SSC0
Main System Controller
SC Failover: enabled and active.
Clock failover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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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后如何恢复
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后 必须执行某些恢复任务

� 标识导致故障切换的故障点或条件 并确定纠正故障的方法

� 使用�showlogs�命令查看为有效的系统控制器记录的平台消息 评估这些消息中

的故障条件 确定重新激活任何出现故障的部件所需的纠正措施

如果�syslog���,5����已配置 可以在平台���,5����中查看出现故障的系统控制器
的任何平台消息

� 如果需要更换出现故障的系统控制器板 请参见第��0�页上的 在冗余系统控制

器配置中拆卸和更换系统控制器板

� 如果在运行�flashupdate setkeyswitch�或动态重配置命令时进行自动故障
切换 会注意到这些命令停止 必须在解决故障条件之后重新运行

不过 如果运行�setupplatform�等配置命令 在故障切换之前 某些配置可能

会改变 一定要验证是否进行了任何配置更改 例如 如果在进行自动故障切换

时运行�setupplatform�命令 则在故障切换之前 使用�showplatform�命令
验证是否进行了任何配置更改 解决了故障条件后 运行相应的命令更新所需的

配置

� 解决了故障切换条件后 使用�setfailover on�命令 请参见第�20�页上的 启

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重新启用系统控制器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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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系统板

本章说明如何进行以下测试

� 利用系统控制器�testboard�命令对��-�%�内存板进行测试

� 利用�-&�7�在备用域中对��%&�部件进行测试

�-�%�内存与��%&�部件是直接测试的唯一两种板

测试��-�%内存板
使用�testboard�系统控制器命令对您指定的��-�%�内存板名称进行测试 此命令在平

台以及域��5����下均能使用

要求
� 域不能处于活动状态

� 板的电源必须打开

� 用来运行域的转发器板其电源也必须打开 参阅第��2�页上的 转发器板 了解运

行域必需的转发器板

� 板一定不能�属于某个活动的域 板必须处于已分配状态 如果从域��5����运行的
话 利用�showboards�来显示板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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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内存板

要从域����5����对��-�%�内存板进行测试 请按以下格式键入�testboard�命令

其中��<1�是�sb0�至�sb5 �-�%�内存板

要获取完整的命令语法及示例 请参阅��
���������������������������������������������
������"�#�$�������!��
���中的�testboard�命令

测试��%&�部件
利用�testboard�命令对��-�%�内存板进行测试 但是 您不能利用�testboard�命令
对��%&�部件进行测试 利用�testboard�命令对板进行测试时要求��-��对板进行测
试 而��%&�部件并不包含��-�

要利用�-&�7�对��%&�部件进行测试 必须在待测试单元下创建一个空闲域 另外还要

有一块包含能正常运行的��-��的板 空闲域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域不能处于活动状态

� 包含至少一块��-�%�内存板

如果您的空闲域不�满足这些要求 下面的步骤第�0/�页上的 测试��%&�部件 解释

如何

� 中止空闲域中运行的�����
���操作环境
� 将��-�%�内存板分配给空闲域

����������:A>�testboard s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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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部件

�� ôõ=ö8�÷ø) (������������showplatformRS

如果已有空闲域 请转到步骤�/ 如果没有空闲域 请转到步骤��

�� -.Tï�÷ø) DrsùúGH

� 如果系统含有一个分区及一个域 请向分区添加第二个域

参阅第����页上的 创建和启动域 转到步骤�/

� 如果系统含有一个分区 该分区包含两个域 请在第二个分区创建空闲域

�� 关闭机箱中所有正在运行的域

<��运行�setupplatform�命令 将分区模式更改为双模式

参见��
���������������������������������������������������"�#�$�������!��
���
中的�setupplatform�命令

	��在第二个分区中创建一个空闲域

参阅第����页上的 创建和启动域

�� �÷ø)�)������ a���d

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 -.÷ø)²�< �����"���>?@A Ó��#,�%���� NZ)N< ������"���
>?@A

请参阅���������	��
��硬件平台指南 随�����
���操作环境发布版一起提供

�� ���showboards�RS ôõ÷ø)=ö��ûüaý��$12�þ��

如果需要向空闲域中添加��-�%�内存板 请转到步骤�1 否则 请转到步骤�2

�� Ü��addboard�RS �÷ø)��ÂÃaý���ü�ab��$1����$12 �þ��

在下面的例子中 �-�%�内存板被分配到域� 在域� ��5���

其中��<1�是�sb0�至�sb5

����������:B> addboard s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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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addboard�RSt���÷ø)N �����2#�¡^

在下面的例子中 �%&�部件被分配到域� 在域� ��5���

其中�1�是�6 7 8�或�9

�� E �setupdomain�RSñ�cÄ¢9c -�diag-level�h�verbosity-level

此命令为交互式命令 要获取命令语法及代码示例 请参阅��
�������
��������������������������������������������"�#�$�������!��
���中的�setupdomain�
命令


� Ü��showdate�ôõ��hd�9c=ö²�

如果日期与时间的设置不正确 请利用�setdate�重新设置日期与时间

要获取完整的�setdate�命令语法及示例 请参阅��
����������������������������������
�����������������"�#�$�������!��
���中的�setdate�命令

�� �÷ø)N#5�67��� �� �c

此操作在域中运行�-&�7

�%&�部件已测试 但是 并未对插入��%&�部件中的卡进行测试 要对插入��%&�部件的
卡进行测试 您必须启动�����
���操作环境

� 如果�setkeyswitch�操作成功

就会出现�ok�提示符 这表明��%&�部件很有可能能够正常运行 但是 也可能有些

部件已被禁用 测试之后 您还可以查看�showboards�命令的输出 以了解板的

状态

� 如果�-&�7�发现错误

将显示与失败的测试相关的错误消息 查看�-&�7�输出中的错误消息 如果�
setkeyswitch�操作出现故障 就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提示您操作出现故障 您

即将获得域��5���

��� ()����ÛQ)������

参阅第�/��页上的 从域控制台获取域��5���

����������:B> addboard ib1

����������:B> setkeyswitch on
.
.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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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3

��� Ü��deleteboard�(÷ø)����2#�¡^

其中�1�是您在步骤�2�中键入的板号

�	� �î÷ø)������ ´O�÷ø)lmn��)

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B> setkeyswitch standby

����������:B> deleteboard i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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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 章�

拆除和更换板

本章介绍拆除和更换以下板 卡和部件的软件步骤

� 第�00�页上的 �-�%内存板和��%&�部件 �
� 第��/�页上的 ���'�	�-���和�-���卡
� 第����页上的 转发器板

� 第��1�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板

� 第����页上的 �!�板和中心板

此外 本章还讲述如何从域中取消板的分配以及如何禁用板

要对板和组件上的故障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阅第���1�页上的 板和部件故障 要拆除

和安装�*
�������,�
 �!�板 电源和风扇插槽 请参阅��
�������
������������������������������� ����!��
��

开始以下操作之前 手边应备有以下文档

� ��������	��
��硬件平台指南
� �
�������������������������������������� ����!��
��

您将需要这些文档用于�����
���操作环境的安装以及硬件的拆除和安装步骤等 本书随�
����
���操作环境的发布一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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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板和��%&�部件
以下过程说明下列操作所需的软件步骤

� 拆除与替换系统板 �-�%�内存板或��%&�部件
� 从域中取消系统板的分配或者禁用系统板

� 热插拔��-�%�内存板或��%&�部件

有关以下详细信息

� 在域之间移动��-�%�内存板或��%&�部件
� 断开��-�%�内存板或��%&�部件 将其留在系统中 直到提供更换板

请参考��
�����������+�����+�����+���"��������������,�������#����$�'
�������-����
.
�"�

� 拆除和更换系统板

以下过程说明不使用动态重配置命令拆卸和更换系统主板的步骤

�� $%¤)�)��� ;ûüTÝ����È	��*¡^�)

参阅第���章

�� NZ�ûüÝ�����*¡^�)N< ������"���>?@A

请参阅���������	��
��硬件平台指南 此时将显示�ok�提示符

�� �)����������

有关访问域��5����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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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Ü�F�RS#)�5�67��� �����.3 �c setkeyswitch standby�R
S 7±�*¡^�_k ��

其中

����"������为��<��;��<��或��<1�;��<�

�� ôõ
�_k�(4+���/ 0

�� ���*¡^

请参阅��
�������������������������������������� ����!��
��

�� È	¹�*¡^

�� Ð�*¡^~_ ��

其中�����"������为��<��;��<��或��<1�;��<�


� ���showboards�RS�é��[\��^��

新更换的板的固件版本必须与系统控制器软件版本兼容

�� -.È	��*¡^��^��hT������^��·i �DÈ¹���^

有关命令语法的说明 请参阅��
���������������������������������������������
������"�#�$�������!��
���中的�flashupdate�命令说明

�� -.T[\�+i�����$12�þ�� ���flashupdate -c�RS

完成该步骤后 应转到步骤�	

如果您安装的不是相同类型的��-�%�内存板 应转到步骤�<

����������:A> setkeyswitch standby

����������:A> poweroff ����"�����

����������:SC> poweron ����"�����

����������:SC> showboards -p version

����������:SC> flashupdate -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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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12þ�� ���flashupdate -f�RS �� �

 �� -.�b���showboards�N�|:�Failed�34 �È¹������L ,7

±��_k F¬���Failed�34

��� Þ0��2#�¡^ DE ¤>?

�� ��¤�á¹������"���>?@Alm ,���ûüaý��$12 �þ�� ��û

üaý��$1 �¿�)NÞ��2#�¡^ ��

.���ab÷ø)

 �� ����2#�¡^

参阅第�0��页上的 测试��%&�部件

��� Ü��setkeyswitch on�RS#)�5�67��� �� �c

在以下情形下 此命令将打开域并启动�����
���操作环境 即系统控制器�
setupdomain�OBP.auto-boot?�参数设置为��
���并且�&'�� ����-.&��boot-
device�参数设置为正确的启动设备

� 如果�����
���操作环境未自动启动 请执行下步操作

� 如果没有设置进入�login:�提示符的相关�&'�� ����-.&��参数 就会出现�ok�提
示符

有关�&'�� ����-.&��参数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
��硬件平台指南

��� ��ok����� ���boot�RS

启动�����
���操作环境后 将显示�login:�提示符

����������:SC> flashupdate -f 
�������"

����������:A> setkeyswitch on

ok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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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域中取消板的分配或者禁用系统板

如果一块��-�%�内存板或一个��%&�部件出现故障 请完成以下某项操作

� 从域中取消板的分配参阅第�2��页上的 从域取消分配板

或者

� 禁用此板 请参阅��
���������������������������������������������������"�
#�$�������!��
���中的�disablecomponent�命令 禁用此板可以防止重新启动域之

后此板再次进入该域

� 热插拔��-�%内存板

�� ���+%�()N»¼��$12þ����cUY6$%

请参阅��
�����������+�����+�����+���"��������������,�������#����$�'
�������-����
.
�"�

�� ôõ����(4+�34

请参阅��
�������������������������������������� ����!��
��中有关��-�%�内存板的

章节

�� ���È	¤�

请参阅��
�������������������������������������� ����!��
��中有关��-�%�内存板的

章节

	� Ý6��_k

�� ���showboards�RS�é��[\��^��

新更换的板的固件版本必须和您刚刚拆除的板的固件版本相同

�� -.È	��*¡^��^��hT������^��·i �DÈ¹���^

� 如果您安装了相同类型的��-�%�内存板 使用�flashupdate -c�命令

有关命令语法的说明 请参阅��
���������������������������������������������
������"�#�$�������!��
���中的�flashupdate�命令说明 转到步骤�2

����������:SC> showboards -p version

����������:SC> flashupdate -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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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安装的不是相同类型的��-�%�内存板 使用�flashupdate -f�命令

有关命令语法的说明 请参阅��
���������������������������������������������
������"�#�$�������!��
��中的�flashupdate�命令说明

�� ���+%��)Ná¹$%U�c�

请参考��
�����������+�����+�����+���"��������������,�������#����$�'
�������-����
.
�"�

�� ôõ����(4+�34

请参阅��
�������������������������������������� ����!��
��中有关��-�%�内存板的

章节

� 热插拔��%&�部件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热插拔��%&�部件并在没有运行�����
���操作环境的备用域中进行
测试

�� ���+%�()N»¼��2#�¡^��cUY6$%

请参阅��
�����������+�����+�����+���"��������������,�������#����$�'
�������-����
.
�"�

�� �ë¡^���(4+�34

有关信息 请参阅��
�������������������������������������� ����!��
��中有关��%&�部
件的章节

�� ���È	¡^

有关信息 请参阅��
�������������������������������������� ����!��
��中有关��%&�部
件的章节

	� Ý6��_k

�� ���showboards�RS�é¡^�[\��^��

新更换的部件的固件版本必须和您刚刚拆除的部件的版本相同

����������:SC> flashupdate -f -#5�����"

����������:SC> poweron ����"�����

����������:SC> showboards -p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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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hT���¡^��^��·i �È¹¡^���^

有关命令语法的说明 请参阅��
���������������������������������������������
������"�#�$�������!��
���中的�flashupdate�命令说明

� 如果您安装了相同类型的��%&�部件 使用�flashupdate -c�命令

转到步骤�0

� 如果您安装的不是相同类型的��-�%�内存板 使用�flashupdate -f�命令

�� ��¤�á¹������"���>?@Alm ,���ûüaý��$12 �þ�� ��ûü

aý��$1 �¿�)NÞ��2#�¡^ ��

�� �ab÷ø)

.������2#�¡^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0��页上的 测试��%&�部件

�� ���+%��< �����"���>?@A�)Ná¹$%U�c¡^

请参考��
�����������+�����+�����+���"��������������,�������#����$�'
�������-����
.
�"�

���'�	�-���和�-���卡
如果需要拆卸和更换�-���或����'�	�-���卡 应按照以下说明操作 ���'�	�-���卡
的更换步骤要求您简单地拆卸和更换该卡即可 有关实际更换����'�	�-���和�-���卡
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 �
�������������������������������������� ����!��
��

� 拆除和更换转发器板

以下过程说明不使用�!.�命令拆卸和更换�-���卡的步骤

�� NZ)N������"���>?@A 7±��2#�¡^ KLW#ó(�����

完成步骤���至步骤�1� 第�00�页上的 拆除和更换系统板

����������:SC> flashupdate -c ��
��������" "���������������"

����������:SC> flashupdate -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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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

请参考��
�������������������������������������� ����!��
��

�� �	��2#�¡^ KLWÐó~_

完成步骤�2�和步骤�0� 第�00�页上的 拆除和更换系统板

	� á¹�c)N�����"���>?@A�j2

在�ok�提示符下 键入�boot -r

� 拆除或更换�-���卡

� (��2#�¡^���UÈ	���5�� �$����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考��
�������������������������������������� ����!��
��

转发器板
本节介绍拆除和更换转发器板所需的软件步骤 只有�����*�
��10��%�0��%�0���系统
具有转发器板 在�����*�
��/0��系统中 活动中心板上包含等同于两个转发器板的

设备

� 拆除和更换转发器板

要拆除和替换转发器板 您必须中止并关闭与转发器板相连的域

�����拆除和更换转发器板之前 请务必正确接地

�� ~�(������������showplatform -p status�����	RS��Êú)=
12

ok boo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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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	� 表��;�

�� rsF�>? F¬

� 中止转发器板所连各域中的�����
���操作环境

� 关闭每个域

完成步骤���至步骤�/� 第�1��页上的 关闭系统电源

	� ��poweroff�RS7±��	��_k

����"������是转发器板的名称 rp0 rp1 rp2 或�rp3

�� ôõ
�_k�(4+���/ 0

�� ���È	��	�

请参阅��
�������������������������������������� ����!��
��

�� I�� j2GHj2 b)

请参阅第�1��页上的 开启系统电源

����� 转发器板和域

�� ��� ����-� $��+

���������������� 单分区 .-���.-���.-���.-/ ��� 

���������������� 双分区 .-���.-� ��� 

���������������� 双分区 .-���.-/ ���!

���������������� 单分区 .-���.-� ��� 

���������������� 双分区 .-� �

���������������� 双分区 .-� �

���������������� 单分区 .-���.-� ��� 

���������������� 双分区 .-� �

���������������� 双分区 .-� �

���������������� 等价于集成到活动中心板中的两个转发器板

����������:SC> powero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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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器板
本节介绍如何拆除和更换系统控制器板

� 在单系统控制器配置中拆卸和更换系统控制器板

要拆除单系统控制器配置中失效的系统控制器板 并使用有效的系统控制器板来替换

它 请执行以下步骤

�� Þ0 b12�) ��������������) �7vwÔÕ DÄ!����" UN

Z�)N������"���>?@A

�����由于您没有控制台的访问权限 因此将无法确定操作环境在何时完全中止运行

运用您的最佳判断力 等待到您可以判断操作环境已经中止运行为止

�� rå7±��_k Dq#$Y��!��-�"��������_%Y%	�_k67 q#�

�$Yn���]^�_k

请参阅��
�������������������������������������� ����!��
���中的 -���
��,�&##���)�
&� 章节

�� ��&'�����	� UÈ	¹�

请参阅��
�������������������������������������� ����!��
���中的 ����������
����
�
 ��
) �章节

	� Ý6�%'1 ()_Ö�*�_k67

请参阅��
�������������������������������������� ����!��
���中的 -���
��,�&##���)�
&� 章节 打开指定硬件的电源时 系统控制器板会自动打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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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Ü��dumpconfig�RS������)��c D���restoreconfig�R
S(pq	+â���)��c

您必须使用�dumpconfig�命令来保存最新的平台和域配置 以便可以使用�
restoreconfig�命令恢复最新的平台和域配置 有关命令语法和示例 请参阅��
��
�������������������������������������������������"�#�$�������!��
���中的�
restoreconfig�命令说明

� 如果以前没有键入�dumpconfig�命令 请再次配置系统 参阅第�/�章

�����当您将一块新的系统控制器板插入到系统中时 该控制器将设置为�
setupplatform�命令的默认值 它将被设置为�!6�- 该选项意味着系统控制器将

使用�!6�-�来获取其网络设置

如果�!6�-�不可用 1��秒等待超时 该系统控制器板将启动 您需要配置网络 
3etupplatform -p net4 以便可以键入�restoreconfig�命令

�� �é��� ab)����d� ����������� a)��������N���showdate�
RS

如果需要重设日期和时间 转至步骤�2 否则 跳至步骤�0

�� :��� b)9c���d� -.��

�� :���������9c���d�

请参阅��
���������������������������������������������������"�#�$�������!��
���
中的�setdate�命令

.��: b)�������9c���d�

�� ~�����������/���showplatform�ñ�é���c -�#� < �
setupplatform�RSF�c��

参阅第��/�页上的 配置平台参数


� � b)�������/���showdomain�ñ�é b)��c -�#� < �
setupdomain�RSF�c b)

参阅第����页上的 配置特定域的参数

�� �T�j2ß_k� b)Nj2�����"���>?@A

��� rsGH�	��GH�� ���	�³�� 6j��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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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冗余系统控制器配置中拆卸和更换系统控制器板

要拆除冗余系统控制器配置中失效的系统控制器板 并使用有效的系统控制器板来替换

它 请执行以下步骤

�� < �showsc�*�showfailover -v�RS��
����	

�� -.�'�����	 U,�È	�����	 ·=
����	 ,E -2

¯°$	 F¬�'�����	s:
����	

�� 7±�È	�����	�_k

其中�component_name�是要更换的系统控制器板的名称 �����或�����

系统控制器板已关闭电源 热插拔�(+!�点亮 在安全的拆卸系统控制器后 会出现一

条消息

	� ��&'�����	� UÈ	¹����	�

新的系统控制器板会自动打开电源

�� ôõ¹����	���^h�'�����	���^=ö.�

您可以使用�showsc�命令检查系统控制器上正在运行的固件版本 �	�''�版本 如

果固件版本不匹配 应使用�flashupdate�命令升级新系统控制器上的固件 以便与另

一个系统控制器上的固件版本匹配

�� ~�Þ
����	*¿�����	< F�RS á¹j�����	¯°$	

����������:sc> setfailover force

����������:SC> poweroff component_name

����������:SC> setfailover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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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和中心板

� 拆除和更换��!�板和中心板

�� �6/lm ,������	�� !"�$%�'! UV¾¿0F�ÔÕ ù

úÔÕ#���µ�L1��

� 系统序列号

� 型号

� ����地址 对于域��
� 主机��! 对于域��
� 了解您是否有���'�	������!����)�系统

这些信息可见于系统附带的标签 有关标签放置方面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
������������������������������� ����!��
��

在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只更换了��!�板和中心板 则将使用原始系统控制器板 上述信

息由系统控制器高速缓存 并将用于对更换的��!�板的编程 系统将提问您来确认以上

信息

�� rs���È	N2����+���«bGH

请参阅��
�������������������������������������� ����!��
���的 �����
'�������)��!�
 ��
) 章节

������!�板只能写入一次 执行更换操作时务必要谨慎小心 任何错误都将导致需要

一块新的��!�板

�� ����È	��+��lL Þ[\�¤��N���� ��3��4/����	� 
«5��6�

如果使用相同类型的系统控制器板 则该系统控制器将自动提示正确信息

	� %~]^7^�_k

请参阅��
�������������������������������������� ����!��
���的 -���
�&##���)�&� �
章节

系统控制器将自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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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D������	���� 9:��#��T�ë���+�Ô
Õ 代码示例��;�

对于�telnet�连接 不会出现提示

如果装有新的系统控制器板 请跳过步骤�1 直接转到步骤�2

�� #GH��N:;�ÔÕhGH��N���ÔÕ <Ë

� 如果两者相互匹配 则对系统控制器控制台上的上述问题回答�yes 系统将正常

启动

� 如果信息不匹配 则对系统控制器控制台上的上述问题回答�no

�� -.GH��N¤�=�>?: no *@T�id�	��+��h����	� ��

A���T-BÖ���+�ÔÕ

�����认真输入该信息 因为这是唯一一次机会 使用在步骤���中收集的信息回答代码
示例��;��中提示的问题 注意 您必须指定域���的�����地址 而不是系统控制器

�� rsGH����GH�	 ���	�³�� 6j��_k

`a������ 确认板��!�信息

It appears that the ID Board has been replaced.
Please confirm the ID information:
(Model, System Serial Number, Mac Address Domain A, HostID Domain A, COD Status)
Sun Fire 4800, 45H353F, 08:00:20:d8:a7:dd, 80d8a7dd, non-COD
Is the information above correct? (yes/no):

`a����	� 手工输入��!�信息

Please enter System Serial Number: 11111111
Please enter the model number (3800/4800/4810/6800): 1111
MAC address for Domain A: 11611611611611611 
Host ID for Domain A: 11111111
Is COD (Capacity on Demand) system ? (yes/no): 11
Programming Replacement ID Board
Caching I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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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故障排除

本章为系统管理员提供故障排除信息 本章中介绍了以下几个主题

� 第�����页上的 系统错误

� 第�����页上的 显示诊断信息

� 第�����页上的 显示系统配置信息

� 第�����页上的 支持�����的服务人员
� 第���/�页上的 域没响应

� 第���1�页上的 板和部件故障

� 第�����页上的 禁用部件

系统错误
所谓内部错误 就是任何被认为对正常系统操作而言不可接受的情况 系统有错误时

错误指示灯�3 4�将变亮 此时必须采取立即行动来消除内部错误

显示诊断信息
有关显示诊断信息方面的信息 请参阅���������	��
��硬件平台指南 随�����
���操作
环境发布版一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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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系统配置信息
若要显示系统配置参数 请参阅���������	��
��硬件平台指南 随�����
���操作环境的发
布一起提供

支持�����的服务人员
以下操作步骤列出了为帮助�����的服务人员确定您的故障原因必须采取的操作

� 确定您的故障原因

� ���!���pqCÇ�DF�ÔÕ F¬àE�FFGT��¯°49

� 系统控制器日志文件 如果系统控制器具有日志主机的话 系统控制器日志文件是

必要的 因为它们比�showlogs�系统控制器命令包含更多的信息 此外 使用系统

控制器日志文件 ����的服务人员即可以获取系统的历史记录 这些信息有助于进

行故障排除

� 所有导致故障的 写入域控制台的输出内容的详细副本 同时 还应包括用户操作

所得到的所有打印输出 如果该副本未显示特定的用户操作 请对操作所提示的特

定信息进行注解并将其附在一个单独的文件中

� 出现故障情况之前来自�/var/adm/messages�的域日志文件和其它文件的副本

� 以下系统控制器命令输出自平台��5���

� showsc -v
� showplatform -v�
� showplatform -v -d�"�����2,
� showboards -v�
� showlogs -v
� showlogs -v�-d�"�����2,



第����章 故障排除 ���

域没响应
如果域没有响应 则域最可能已经挂起或暂停 本节介绍如何确定域是挂起还是暂停

以及如何从硬性挂起或暂停的域进行恢复

挂起的域

如果控制台没有响应 ����
���操作环境没有响应 并且从域��5����键入的�break�命令
不起作用 域将被硬性挂起

遵循第�����页上的 恢复硬性挂起或暂停的域 中的操作步骤 如果

� 域不再工作

� 它不可能登录到域中直接终止进程或重新启动

�����完成第�����页上的 恢复硬性挂起或暂停的域 中的步骤 终止�����
���操作
环境的运行 除非域不工作 否则不要执行此操作过程中的各个步骤

终止�����
���操作环境的运行后 内存中的数据可能并不刷新到磁盘中 这样就会导致

应用程序文件系统数据的丢失或损坏

暂停的域

另一种可能是由于可能导致这一情况的硬件错误造成的暂停 如果系统控制器检测到硬

件错误 并且�reboot-on-error�参数设置为��
�� 域将自动重新启动 如果�
reboot-on-error�参数设置为�#���� 域将暂停 如果域暂停 使用��etkeyswitch 
off�关闭域并随后使用�setkeyswitch on�打开域 有关执行步骤 请参阅操作步骤

第�����页上的 恢复硬性挂起或暂停的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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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硬性挂起或暂停的域

�� �ë����	²�²�B?

访问有故障的域的平台��5����和域��5��� 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 -.THä�����)������� I��������ácII S����	

ác

参阅第���2�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板故障 等待系统控制器重新启动

�� ��)�34=ö�����	nJK�aL ��F�����	RSla

� showplatform -p status 平台��5���
� showdomain -p status 域��5���

这些命令提供同样格式的同类信息

� 如果�Domain Status�字段中的输出显示�Paused due to an error 则域由于
硬件错误已经暂停 转到步骤��

� 如果 Domain Status�字段中的输出显示�Not Responding 则系统控制器已确定
域已挂起 您必须使域重置 转到步骤��

� 如果 Domain Status�字段显示任何�Active状态 这表明系统控制器尚未检测到�
域已挂起 您必须使域重置 转到步骤��

	� -Bá¹j2)rsF��GH

�� ��)�������

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7±)�_k ���setkeyswitch off

 �� Ý6)�_k ���setkeyswitch on

�� -.ÖîÓ��Not Responding�*MN�Active�状态 #)ác rsF��GH

�����域的钥控开关处于���	�
��位置时 域将不能重置

�� ��)�������

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reset #)ác

为了系统控制器可以执行此操作 您必须确认它 有关此命令的完全定义 请参阅�
reset�命令在 �
���������������������������������������������������"�#�$�������
!��
��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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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F�Êa>?�»O0�OBP.error-reset-recovery�P£��setupdomain�
RS 表���;� N�9c

� 如果设置为�sync 域应该自动生成一个�����
���核心文件并随后重新启动 无需

进一步的操作

�����建议不要更改默认设置���	 如果没有得到核心文件 确定和修复故障的机会

将会大大减小

� 如果设置为�none 域将返回到�ok�提示符状态 键入�sync 在�ok�提示符处
获取核心文件

� 如果设置为�boot 域应该自动重新启动 没有核心文件

�����如果配置变量设置为�none�并且系统由�&'�� ����-.&��控制 您可以从�ok�
提示符处键入任何�&'�� ����-.&��命令 包括使用�boot�命令重新启动�����
���操作
环境

���-.�E GH� �Lï�Q&Q2R^

�� ()���������)���

参阅第�/��页上的 系统控制器导航

��� ()�������N���showresetstate -v�*�showresetstate -v -f�URL

这一命令输出寄存器内容的概要报告 这些寄存器来自具有有效保存状态的每个�
�-� 如果在�showresetstate�命令中指定了�-f URL�选项 报告摘要将写入�
�.( 供�����的服务人员查阅 请参见以下步骤 分析故障或问题

���� ��Öî UV#T�DÐ��!���pqCÇ�ÔÕhRSÖîaS�� -��
���³�� ��T�¯°49 no

�6� ���setkeyswitch off á¹j2) KL���setkeyswitch on

������ &'�� ����-.&��error-reset-recovery 配置变量设置

 #��.!!&��, (�FG��rG ��

error-reset-recovery
i_

none 域将立即返回�&'�� ����-.&� �

sync� 默认 域生成一个�����
���操作环境核心文件 并且重新启

动域

boot 域已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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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和部件故障
本节介绍在以下板或部件出现故障时应该采取的措施

� �-�%�内存板

� 端口

� 转发器板

� 系统控制器板

� 电源

� 风扇插槽
� *
�������,�


�-�%内存板故障

�%&�部件故障

�������<=�TUWX �69!i_

�-�%�内存板出现故障时 �-�%�内存板所在的域或者

将关机 或者将挂起 具体情况取决于故障类型

> 从域中删除板

> 如果域是硬性挂起的 执行第�����页上的 恢复硬性

挂起或暂停的域 中的各个步骤

����� ���TUWX �69!i_

当��%&�部件出现故障时 包含��%&�部件的域或者关
机 或者挂起 发生的事件要取决于具体故障的情况

> 从域中删除��%&�部件

> 如果域是硬性挂起的 执行第�����页上的 恢复硬性

挂起或暂停的域 中的各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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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器板故障

����12��TUWX �69!i_

在单系统控制器配置中 执行第��1�页上的 在单系统控制器配置中拆卸和更换

系统控制器板 的步骤

在冗余系统控制器配置中 执行第��0�页上的 在冗余系统控制器配置中拆卸和更

换系统控制器板 的步骤

如果其中一个系统控制器和其上的时钟出现故障 �� 更换系统控制器 请参阅��
�������
������������������������������� ����!��
���的 系

统控制器 章节

�� 在系统中重新启动每个域

如果系统中只有一个系统控制器 并且系统控制器因

为软件错误而出现故障 挂起或没有响应

�� 从系统控制器平台��5����提示符处使用�reboot�命令
重新启动系统控制器

�� 如果系统控制器不能重新启动 或者如果问题更为严

重 可以使用笔尖按下板上的重置键 重新启动系统

控制器板 图���;�

如果安装了两个系统控制器 等待系统控制器自动故障切换或强制手动故障切换到其

它系统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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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将系统控制器重置

收集平台和域的状态信息

本节说明如何收集平台和域的状态信息 以便在排除故障时使用

�����转移到外部�����,5����的消息可以在�����,5����的�/var/adm/messages�文
件中找到

� 收集平台的状态信息

�� �������������������89c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见表�/;��中对���,5����服务的说明

�� ��F�����	RS:;��34ÔÕ

� showsc
� showboards
� showenvironment
� showplatform
� showlogs

重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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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使用上述各个命令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
����������������������������������
�����������������"�#�$�������!��
�� �

�� (�����������������:;pqn���(4+�34�¢T

�����在访问域��5����并收集域信息之前 首先检查平台日志中是否有任何硬件错误

硬件平台错误能够导致接踵而来的域软件错误

� 收集域的状态信息

�� -.)º0��UVWX (t�)���3���������:;UVÔÕ

�� �� b)Y89c�������� -表�/;�

.��(t��)�syslog���������:;UV¼Õ

 �� (t��)�syslog���������:;pqn���(4+�34�¢T

�� -.)ï�WX*ZS (F�ñk:;34ÔÕ

有关�/var/adm/messages�和�dmesg�的详尽说明 请参阅�����
���操作环境联机文档
随�����
���操作环境发布版一同提供

����	� 用于收集状态信息的�����
���操作环境和�����������
����
�软件命令

�� ./

%var/adm/messages�文件 包括与当前操作系统初始化有关的错误信息

dmesg�����
���操作环境命令 查找系统缓冲中是否有最近输出的诊断信息 并将它们输出

到标准输出

showboards
showenvironment
showdomain�和�showlogs�
系统控制器命令

有关如何使用这些命令的详细说明和语法 请参阅 �
�������
��������������������������������������������"�#�$�������

!��
��

错误指示灯 出错时 琥珀色的错误指示灯点亮

平台日志 检查平台日志 确定是否存在硬件错误 硬件平台错误能够

导致接踵而来的域软件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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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器板故障

表���;/�提供如何通过系统类型 分区模式和域的数量来对发生故障的转发器进行故障

排除

������ 转发器板故障

��WX� oWX%���� ����g$%��

����*�
���0��%�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系统关机

> 如果可以提供用于更换的转发器板

�� 更换�.-�

请参考��
�������������������������������������� ����
!��
��

�� 重新启动域�� 域正常重新启动

> 如果没有�空闲的转发器板

�� 使用�.-��替换�.-�

请参阅��5���
�����������������������������������
��� ����!��
��

�� 使用�setupplatform�命令将系统配置为双分区模式

����*�
��/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系统关机

�� 使用�setupplatform�命令将系统配置为双分区模式

域���中的资源可以配置到域���中 如果您手工配置资

源 该域将具有域���的�5����!�和�����地址

�� 重新启动域��

/� 计划更换中心板

����*�
���0��%�0���系统

��个分区

��个域�C��

.-� 系统关机

> 如果可以提供用于更换的转发器板

�� 更换�.-�

请参阅��
�������������������������������������� ����
!��
��

�� 重新启动域�� 域正常重新启动

> 如果没有�空闲的转发器板

�� 使用�setupplatform�命令将系统配置为双分区模式

�� 重新启动域�� 域正常重新启动

����*�
��/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系统关机

�� 使用�setupplatform�命令将系统配置为双分区模式

�� 重新启动域��

/� 计划更换中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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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或�.-� 系统关机

> 如果可以提供用于更换的转发器板

�� 更换两个转发器板中失效的转发器板

> 如果没有�空闲的转发器板

�� 使用�.-/�或�.-��替换�.-��或�.-� 请参阅��
�������
������������������������������� ����!��
��

�� 使用�setupplatform�命令将系统配置为双分区模式

����*�
��1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或�.-/ 系统关机

> 如果可以提供用于更换的转发器板

�� 更换两个转发器板中失效的转发器板

> 如果没有�空闲的转发器板

�� 使用�setupplatform�命令将系统配置为双分区模式

.-��和�.-��作为包含域���的分区���出现 并且自动

启动

����*�
���0��%�0��%/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 .-��无法使用

> .-��继续运行但没有启动

> 域���继续运行不受影响

> 域���无法启动 即使是在另一个域中 直到您更换�.-��
为止

����*�
���0��%�0��%/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 .-��继续运行但没有启动

> .-��无法使用

> 域���继续运行不受影响

> 域���无法重新启动 直至您更换�.-��为止

����*�
���0��%�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系统关机

> 如果可以提供用于更换的转发器板

�� 更换�.-�

�� 重新启动两个域

> 如果没有�空闲的转发器板

�� 使用�setupplatform�命令将系统配置为双分区模式

�� 重新启动域��

�� 域���关闭 域� �变为域�� �����))
����和�
5����!�不会 �改变

����*�
��/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系统关机

�� 使用�setupplatform�命令将系统配置为双分区模式

�� 重新启动域�� �
�� 域���关闭 域� �变为域�� �����))
����和�
5����!�不会�改变

/� 计划更换中心板

������ 转发器板故障 续

��WX� oWX%����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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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系统关机

> 如果可以提供用于更换的转发器板

�� 更换�.-�

�� 重新启动两个域

> 如果没有�空闲的转发器板

�� 使用�setupplatform�命令将系统配置为双分区模式

�� 重新启动域�� 在双分区模式下 您只能重新启动

域��

����*�
��/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系统关机

�� 使用�setupplatform�命令将系统配置为双分区模式

�� 计划更换中心板

只能重新启动域�� 域� �关闭

����*�
��1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或�.-� > .-��和�.-��不能使用

> .-��和�.-/�继续运行但不能重新启动

> 域���继续运行

�� 从域���到域�!�配置��-�%�内存板和��%&�部件

�� 重新启动域�!

�� 域将拥有�5����!�和�����地址

����*�
��1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或�.-/ > .-��和�.-��继续运行但不能重新启动 �

> .-��和�.-/�无法使用

> 域���继续运行

�� 从域���到域� �配置��-�%�内存板和��%&�部件

�� 重新启动域� 

�� 域将拥有域� �的�5����!�和�����地址

����*�
��1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或�.-� > .-��和�.-��无法使用

> .-��和�.-/�继续运行不受影响

> 域���和� �无法启动

> 域���继续运行不受影响

����*�
��1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或�.-/ > .-��和�.-��不受影响

> .-��和�.-/�无法使用

> 域���和� �不受影响

> 域���无法启动

����*�
��1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或�.-� > .-��和�.-��无法使用

> .-��和�.-/�继续运行不受影响

> 域���无法启动

> 域���和�!�继续运行不受影响

������ 转发器板故障 续

��WX� oWX%����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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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故障

����*�
��1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或�.-/ > .-��和�.-��不受影响

> .-��和�.-/�无法使用

> 域���未处于活动状态

> 域���和�!�无法启动

����*�
��1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或�.-� > .-��和�.-��无法启动

> .-��和�.-/�继续运行但不能重新启动

> 域���和� �无法启动

> 域���和�!�继续运行不受影响

����*�
��10���系统

��个分区

��个域� ���� �����!

.-��或�.-/ > .-��和�.-��继续运行但不能重新启动

> .-��和�.-/�无法启动

> 域���和�!�无法启动

> 域���和� �继续运行不受影响

��MPTUWX �69!i_

电源故障并且您没有任何冗余电源

电源出现故障 但您安装了一个或多个冗余电源

系统可能会由于电力不足突然关闭

�� 更换失效的电源 请参阅��
�������
������������������������������� ����!��
��

�� 启动系统电源参阅第�1��页上的 开启系统电源

系统由冗余电源供电 更换有故障的电源 请参考��
��
������������������������������������ ����!��
��

������ 转发器板故障 续

��WX� oWX%����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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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插槽故障

*
�������,�
�故障

��IJBCWX �69!i_

风扇插槽出现故障并且您没有任何冗余风扇插槽

风扇插槽出现故障 但您安装了一个或多个冗余风扇

插槽

系统可能会由于冷却能力不足而过热并关闭电源

�� 更换失效的风扇插槽 请参阅��
�������
������������������������������� ����!��
��

�� 启动系统电源参阅第�1��页上的 开启系统电源

系统由冗余的风扇插槽提供冷却 更换失效的风扇插

槽 请参考��
�����������������������������������
��� ����!��
��

�����$"�($�$)���TUWX �69!i_

*
�������,�
�出现故障时对系统没有影响 更换�*
�������,�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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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部件
系统控制器支持列入黑名单功能 用于禁用板上的部件 表���;�

黑名单提供了一个系统板部件列表 其中的部件将不进行测试 并且不会配置到�
����
���操作环境中 黑名单存储在非易失性内存中

如果确信一个部件或设备可能会间歇性地出现故障或当前正在出现故障 您可以将其列

入黑名单 对您确信有问题的部件进行故障排除 如有必要就将其更换

用于列入黑名单的系统控制器命令有三个

� disablecomponent
� enablecomponent
� showcomponent

disablecomponent�和�enablecomponent�命令只是更新黑名单 它们不会直接影

响当前所配置系统板的状态

������ 将部件名称列入黑名单�

���� �� �� ��-�

�-��系统 ����"�����%)���%)�����������7%��'��������7

�-�%�内存板�
3����"�����4

� ���� ���� ���� /��� ���� �

�%&�部件上的
�-�%�内存板

-���-���-���-/

�-�%�内存板上的

�-�%�内存板

 ��� �

�-�%�内存板上的逻

辑内存组

(���(���(���(/

�%&�部件系统 ����"�����%)���%�
��或�����"�����%���"

�%&�部件�
3����"�����4

� 1��� 2��� 0��� �

�%&�部件上的
端口

-��和�-�

注意 域中至少应启用一个��%&�控制器�� 以便域

可以系统控制器通信

�%&�部件上的总线  ��� �

�%&�部件中的��%&�卡 �������������/�����������1���2 �%&�部件中的�
�%&�卡数随 �%&�部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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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时更新列表将会生效

� 重新启动域

� 将域从不活动状态 off�或�standby 转换到活动状态 on diag�或�
secure

� 将域重置 这一操作应该只在域被挂起的情况下执行 有关如何将域重置的信息

请参阅第���/�页上的 域没响应

�����在平台��5����和域��5����中列入黑名单的部件将区分对待

如果从平台��5����将部件列入黑名单 然后将该部件移动到另一个域 则该部件仍然列

在黑名单中 但是 如果是从域��5����将部件列入黑名单 然后将该部件移动到另一个

域 则黑名单中将不再列出该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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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映射设备路径名

本附录说明如何映射物理系统设备的设备路径名 本附录说明以下主题

� 第���2�页上的 �-�%内存映射
� 第���0�页上的 �%&�部件映射

设备映射
物理地址代表了对设备唯一的物理特性 物理地址的示例包括总线地址和插槽编号 插

槽编号指示设备的安装位置

您通过节点标识符 代理��! ��! 引用物理设备 十进制���!�的范围介于���到�/��
之间 十六进制为���到��#�之间 在以�ssm@0,0�开头的设备路径之中 第一个数字���
即为节点��!

�-�%内存映射

十进制��-�%�内存板和内存代理��!�3��!4�的范围介于���到��/�之间 十六进制为���到�
�2 取决于平台的类型 系统最多可有�1�个��-�%�内存板

取决于配置的情况 每个��-�%�内存板可有���或���个��-� 每块��-�%�内存板最多可

有四组内存 每一内存组都由一个内存管理单元�3���4�控制 即��-� 以下代码示

例显示了��-��的设备树条目及其相关的内存

/ssm@0,0/SUNW/UltraSPARC-III@b,0 /ssm@0,0/SUNW/memory-controller@b,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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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在�b,0�中

� <�是��-��代理��!�3��!4
� ��是��-��寄存器

在�b,400000�中

� <�是内存代理��!�3��!4
� �������是内存控制器的寄存器

每一��-�%�内存板上有多达四个��-� 表��;�

� 代理��!�为��;/�的��-�驻留在名为�� ��的板上
� 代理��!�为��;2�的��-�驻留在名为�� ��的板上
� 而代理��!�为�0;���的��-��则驻留在名为�� ��的板上

�%&�部件映射

表��;��列出了��%&�部件的类型 每个��%&�部件插槽的编号及支持该��%&�部件类型的
系统

��-�� �-��和内存代理��!�的分配�

����<=�-� ¡,�����<=��%`¢��+

����� ����� ����	 �����

� � ��3�4 ��3�4 ��3�4 /�3/4

� � ��3�4 ��3�4 1�314 2�324

� � 0�304 ��3�4 ���3�4 ���3<4

� / ���3	4 �/�3)4 ���3�4 ���3#4

� � �1�3��4 �2�3��4 �0�3��4 ���3�/4

� � ���3��4 ���3��4 ���3�14 �/�3�24

`¢��+�£%¤+,�*¥�2 S�N%��A�¦*¥§�2

��-	� 按系统类型分类 每个��%&�部件的��%&�部件类型和插槽数

�� ����� L,��� ���%BC� ��-�

-�� 0 ����*�
��10��%�0��%�0���系统

���'�	�-�� 1 ����*�
��/0���系统

���'�	�-�� � ����*�
��10��%�0��%�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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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出了每个系统的��%&�部件数及��%&�部件的名称

每个��%&�部件有两个��%&�控制器

� �%&�控制器��
� �%&�控制器��

将��%&�设备树条目映射给系统物理部件时 必须要考虑设备树中的最多五个节点

� 节点��!
� �!�控制器代理��!�3��!4
� 总线偏移量

� -���或����'�	�-���插槽
� 设备示例

表��;��列出了每个��%&�部件中两个��%&�控制器的���!

每个��%&�控制器有两个总线端 ��和� 

� 总线���为�11��6D 该总线是通过偏移量�1������引用的
� 总线� �为�//��6D 该总线是通过偏移量�2������引用的

位于��%&�部件中的板插槽是按设备编号引用的

��-�� 每个系统的��%&�部件的数量和名称

��-� �� ���� �� ���-

����*�
��10���系统 � � 1=� �

����*�
���0���系统 � � 1�和�� 0

����*�
���0���系统 � � 1�和�� 0

����*�
��/0���系统 � � 1和�� 0

��-�� �%&�控制器代理��!�的分配

BC�� �� ���- ¨��� �12��-�+ ©��� �12��-�+

1 � 1 ���3�04 ���3��4

2 � 2 �1�3��4 �2�3�<4

0 � 0 �0�3�	4 ���3�)4

� � � /��3��4 /��3�#4

�£N¤+,��*¥�2 S�N%�� A��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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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本部分介绍�-����%&�组件的插槽分配 同时给出设备路径的示例

以下代码示例给出������磁盘的设备树条目明细

�����设备路径中的数字为十六进制

其中

在�19,700000�中

� ���是��%&�控制器代理��!�3��!4
� 2������是总线偏移量

在�pci@3�中

� /�是设备编号

isptwo�是������主机适配器

在�sd@5,0�中

� ��是磁盘的������目标编号
� ��是目标磁盘的逻辑单元编号�3(��4

本部分介绍�-����%&�组件的插槽分配 同时给出设备路径的示例

表��;��以��1�进制的形式列出了插槽编号 �%&�部件名 各个��%&�部件的设备路径
�%&�控制器编号及总线等信息

/ssm@0,0/pci@19,700000/pci@3/SUNW,isptwo@4/sd@5,0

��-�� 0�插槽的�-����%&�部件设备映射 位于�����*�
��10��%�0��%�0���系统

�� ���- r®¯ °¢BC

��

��� �12�

��

Q±

� 1 %���E���%'	�E�0�2�����%'	�E� � �  

%���E���%'	�E�0�2�����%'	�E� � �  

%���E���%'	�E�0�2�����%'	�E/ � �  

%���E���%'	�E�0�1�����%'	�E� / � �

%���E���%'	�E���2�����%'	�E� � �  

%���E���%'	�E���2�����%'	�E� � �  

%���E���%'	�E���2�����%'	�E/ 1 �  



附录�� 映射设备路径名 �	�

在表��;��中 �注意以下内容

� 600000�是总线偏移量并且表示总线�� 该总线以�11��6D�运行
� 700000�是总线的偏移量并表示总线� 该总线以�//��6D�运行
� pci@3�是设备编号本例中的�@3�表示它是总线上的第三个设备

%���E���%'	�E���1�����%'	�E� 2 � �

� 2 %���E���%'	�E���2�����%'	�E� � �  

%���E���%'	�E���2�����%'	�E� � �  

%���E���%'	�E���2�����%'	�E/ � �  

%���E���%'	�E���1�����%'	�E� / � �

%���E���%'	�E�<�2�����%'	�E� � �  

%���E���%'	�E�<�2�����%'	�E� � �  

%���E���%'	�E�<�2�����%'	�E/ 1 �  

%���E���%'	�E�<�1�����%'	�E� 2 � �

� 0 %���E���%'	�E�	�2�����%'	�E� � �  

%���E���%'	�E�	�2�����%'	�E� � �  

%���E���%'	�E�	�2�����%'	�E/ � �  

%���E���%'	�E�	�1�����%'	�E� / � �

%���E���%'	�E�)�2�����%'	�E� � �  

%���E���%'	�E�)�2�����%'	�E� � �  

%���E���%'	�E�)�2�����%'	�E/ 1 �  

%���E���%'	�E�)�1�����%'	�E� 2 � �

� � %���E���%'	�E���2�����%'	�E� � �  

%���E���%'	�E���2�����%'	�E� � �  

%���E���%'	�E���2�����%'	�E/ � �  

%���E���%'	�E���1�����%'	�E� / � �

%���E���%'	�E�#�2�����%'	�E� � �  

%���E���%'	�E�#�2�����%'	�E� � �  

%���E���%'	�E�#�2�����%'	�E/ 1 �  

%���E���%'	�E�#�1�����%'	�E� 2 � �

��-�� 0�插槽的�-����%&�部件设备映射 位于�����*�
��10��%�0��%�0���系统 续

�� ���- r®¯ °¢BC

��

��� �12�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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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对��%&�部件�� 1�到�� ��的�����*�
��10���-����%&�部件的物理插槽分配作出了
说明

0�-�� ����*�
��10���系统�-���物理插槽分配 � 1�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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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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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到��+��的插槽���和���为短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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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对�����*�
���0��%�0��%/0���系统的可比信息作出了说明

0�-	� ����*�
���0��%�0���系统�-���物理插槽分配 � 1�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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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和��+$�的插槽���和���为短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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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件

本部分介绍����'�	�-����%&�部件插槽的分配 同时提供�1�插槽��%&�部件设备路径的
示例

� 使用��%&�设备路径确定��%&�物理插槽编号

�� ��[Þ��!��-�"��������表��;1�*��

� 基于��%&�控制器代理标识符地址来确定��%&�部件
� 基于��%&�部件和设备路径来确定物理插槽编号

�� ��图��;/�ñ\0��2#�¡^�]Æ�3^_���3�c

���)���*�2�2�8�部件插槽的分配

本代码示例是����'�	�-����%&�部件�ib8�设备树的明细

其中

在�pci@1c,700000�中

� c�是��%&�控制器代理��!�3��!4
� 700000�是总线偏移量

在�pci@1�中

� 1�是设备编号

isptwo�是������主机适配器

��插槽����)���*�2�2�8�部件的设备映射

表��;1�以��1�进制的形式列出了插槽编号 �%&�部件名 各个��%&�部件的设备路径
�%&�控制器编号及总线等信息

/ssm@0,0/pci@1c,700000/pci@1/SUNW,isptwo@4

��-�� ����*�
��/0���系统的��%&�部件插槽编号的映射设备路径

�� ��� ���- r®¯ °¢BC�� �� �12��� Q±

� 1 %���E���%'	�E���2�����%'	�E� � �  

%���E���%'	�E���2�����%'	�E� � �  

%���E���%'	�E�0�2�����%'	�E� / �  



附录�� 映射设备路径名 �	�

在表��;1�中� 注意以下内容

� 600000�是总线偏移量并且表示总线�� 该总线以�11��6D�运行
� 700000�是总线的偏移量并表示总线� 该总线以�//��6D�运行
� pci@1�是设备编号 @1�表示它是总线上的第一个设备

图��;/�对�����*�
��/0������'�	�-���物理插槽分配作出了说明

0�-�� ����*�
��/0���系统�1�插槽的����'�	�-���物理插槽分配

%���E���%'	�E�0�2�����%'	�E� � �  

%���E���%'	�E���1�����%'	�E� � � �

%���E���%'	�E�0�1�����%'	�E� � � �

� 0 %���E���%'	�E�)�2�����%'	�E� � �  

%���E���%'	�E�)�2�����%'	�E� � �  

%���E���%'	�E�	�2�����%'	�E� / �  

%���E���%'	�E�	�2�����%'	�E� � �  

%���E���%'	�E�)�1�����%'	�E� � � �

%���E���%'	�E�	�1�����%'	�E� � � �

��-�� ����*�
��/0���系统的��%&�部件插槽编号的映射设备路径 续

�� ��� ���- r®¯ °¢BC�� �� �12��� Q±

�+�

%

�1���%*��1�$�������%*��1�

%

�1���%*��1���������%*��1�

%

�1���%*��1�$�,�����%*��1�

%

�1���%*��1�$�,�����%*��1&

%

�1���%*��1���,�����%*��1�

%

�1���%*��1���,�����%*��1&

�+$

%

�1���%*��1���������%*��1�

%

�1���%*��1���������%*��1�

%

�1���%*��1���,�����%*��1�

%

�1���%*��1���,�����%*��1&

%

�1���%*��1���,�����%*��1�

%

�1���%*��1���,�����%*��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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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槽����)���*�2�2�8�部件的设备映射

表��;2�以��1�进制的形式列出了�����*�
��10��%�0��%�0���系统的插槽编号 �%&�部件
名 各个��%&�部件的设备路径 �%&�控制器编号及总线等信息

在表��;2�中 注意以下内容

� 600000�是总线偏移量并且表示总线�� 该总线以�11��6D�运行
� 700000�是总线的偏移量并表示总线� 该总线以�//��6D�运行
� pci@1�是设备编号 @1�表示它是总线上的第一个设备

图��;��介绍�����*�
���0���和��0������'�	�-���物理插槽标识

��-�� ����*�
��10��%�0��%�0���系统的��%&�部件插槽编号的映射设备路

�� ���- r®¯ °¢BC�� �*� �12��� Q±

� 1 %���E���%'	�E���2�����%'	�E� / �  

%���E���%'	�E�0�2�����%'	�E� � �  

%���E���%'	�E���1�����%'	�E� � � �

%���E���%'	�E�0�1�����%'	�E� � � �

� 2 %���E���%'	�E�<�2�����%'	�E� / �  

%���E���%'	�E���2�����%'	�E� � �  

%���E���%'	�E�<�1�����%'	�E� � � �

%���E���%'	�E���1�����%'	�E� � � �

� 0 %���E���%'	�E�)�2�����%'	�E� / �  

%���E���%'	�E�	�2�����%'	�E� � �  

%���E���%'	�E�)�1�����%'	�E� � � �

%���E���%'	�E�	�1�����%'	�E� � � �

� � %���E���%'	�E�#�2�����%'	�E� / �  

%���E���%'	�E���2�����%'	�E� � �  

%���E���%'	�E�#�1�����%'	�E� � � �

%���E���%'	�E���1�����%'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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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0���系统���插槽����'�	�-���物理插槽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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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0���系统���插槽����'�	�-���物理插槽标识 � 1�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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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设置�5��'�或�#�'�服务器

本附录说明如何设置固件服务器 这对于调用�flashupdate�命令来说是必备条件 固

件服务器既可以是�5��'�服务器 也可以是�#�'�服务器 要升级固件 可以使用�#�'�或�
5��'�协议

�����此步骤假定您当前没在�运行�F�<�服务器 如果已经设置了�F�<�服务器 可以

使用或修改现有的配置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man httpd

在开始设置�5��'�或�#�'�服务器之前 请遵循以下指南

� 对于若干�����*�
��10��%�0��%�0��%/0���系统来说 一台固件服务器即可满足

需要

� 将固件服务器连接到系统控制器可以访问的网络

�����固件服务器在固件升级期间绝对不可�关机 在�flashupdate�过程中切勿�断电

或重置系统

设置固件服务器
本节说明以下操作过程

� 第��/��页上的 设置�5��'�服务器
� 第��/��页上的 设置�#�'�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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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5��'�服务器

本操作过程假定

� 5��'�服务器未�运行

� ����
���0�操作环境是为要使用的�5��'�服务器安装的

�� ��`a�b×ØÙÚ KLcd��/etc/apache�eÚ

�� â��httpd.conf-example�R^ �	�m��httpd.conf�R^

�� ^f�httpd.conf�R^ KLÂÃF�ÈÉ

-�
�A�0�

��
"�
�)���A

��
"�
����A

�� gh�httpd.conf�R^ éê # Port: ¡� F��ÂÃ�$�"�����i�²�
�c -代码示例� ;��Nn�

��������% su
Password: 
���������# cd /etc/apache

���������# cp httpd.conf httpd.conf-backup
���������# cp httpd.conf-example httpd.conf

`a���.�� 在�httpd.conf�中查找�Port 80�值

# Port: The port to which the standalone server listens. For
# ports < 1023, you will need httpd to be run as root initially.
#
Port 80

#
# If you wish httpd to run as a different user or group, you 
must run
# httpd as root initially and it will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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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httpd.conf�文件 查找 # ServerAdmin: 部分 以确定一个正确位置来添

加代码示例� ;��中所示的�ServerAdmin�值

搜索�httpd.conf�文件 并搜索�ServerName 代码示例� ;/

	� j2���� ��

`a���.	� 在�httpd.conf�中查找�ServerAdmin�值

# ServerAdmin: Your address, where problems with the server
# should be e-mailed. This address appears on some server-
# generated pages, such as error documents.

ServerAdmin root
#
# ServerName allows you to set a host name which is sent back to

`a���.�� 在�httpd.conf�中查找�ServerName�值

#
# ServerName allows you to set a host name which is sent back to clients for
# your server if it's different than the one the program would get (i.e., use
# "www" instead of the host's real name).
#
# Note: You cannot just invent host names and hope they work. The name you
# define here must be a valid DNS name for your host. If you don't understand
# this, ask your network administrator.
# If your host doesn't have a registered DNS name, enter its IP address here.
# You will have to access it by its address (e.g., http://123.45.67.89/)
# anyway, and this will make redirections work in a sensible way.
#
ServerName oslab-mon

`a���.�� 启动��'�	5�

���������# cd /etc/init.d
���������# ./apache start
���������# cd /cdrom/�"�����$���%����
���������# mkdir /var/apache/htdocs/$���%�����
��"��
����
���������# cp * /var/apache/htdoc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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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服务器

该过程假定�����
���0�操作环境已安装 供�#�'�服务器使用

�� F`a�b×ØÙÚ KLéæ�ftpd�-j³

在手册页中 您将会找到创建�#�'�服务器环境的脚本 搜索手册页 查找下例中所示

的行

�� #kbl� ·m=�nNn��¡� (-j³â�&�/tmp�eÚ KL#�chmod 
755�â�&�脚本�N

�� -.T��9cop���� #F�qeÂÃ&�/etc/passwd�R^ T#r��F�

Þs

� G
��'� �65534
� �5���� �/bin/false

/export/ftp�已被选作匿名�#�'�区域 这避免了用户作为�#�'�用户登录的情况

�����在使用匿名�#�'�时 您应该考虑安全性

���������% su
Password: 
���������# man ftpd

This script will setup your ftp server for you.
Install it in the /tmp directory on the server.
Copy this script and chmod 755 ����)������(
#!/bin/sh
# script to setup anonymous ftp area
#

���������# vi /tmp/����)�
���������# chmod 755 /tmp/����)�
���������# cd /tmp
���������# ./����)�

# ftp:x:500:65534:Anonymous FTP:/export/ftp:/bin/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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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qeÂÃ&�/etc/shadow�R^ ·�D�'��� ���7$�ñ�t

�� ����������pq	��c�����pq	

ftp:NP:6445::::::

���������# cd /export/ftp/pub
���������# mkdir $���%�����
��"��
����
���������# cd /cdrom/�"�����$���%���
���������# cp * /export/ftp/pu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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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

词汇表

��( 访问控制列表 为了利用�addboard�命令将板分配给某个域 访问控制列表�
3��(4�中必须列出该板的名称 在某个域对该板进行�addboard�或�testboard�
请求时 系统要对���(�进行检查 在�����*�
��/0���系统中 所有电源都有用来

开启电源的开关 这些电源必须包含在���(�之中

%'� 冗余转接开关

%'1 冗余转接装置

�7&$���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代理 启用或禁用����-�代理

�!��&�����5���

�����"��� 一种监控系统的图形用户界面

�� 板的接头

�� 分区是一组转发器板 一起用于在域中的��-�%�内存板和��%&�部件之间提供通
信 利用�setupplatform�命令可以将系统设置为一个分区或两个分区 分区并

不共享转发器板

	
�� 当主系统控制器或时钟源的运行出现故障时 由主系统控制器向其备用系统控制

器或由系统控制器时钟源向另一个系统控制器时钟源切换的过程

���� 板状态为活动时 就说明插槽中安装有硬件 而且 该硬件正被所分配的域所使

用 无法分配活动板

����� 当板状态为可用时 就说明插槽未分配给某个特定的域

����� 平台管理员跨域管理硬件资源

������� 执行所有系统控制器配置功能的应用程序

������ 分配板状态后 插槽即属于某个域 但硬件却不一定出于使用目的而进行过测试

及配置 域管理员可以放弃该插槽 也可以重新分配插槽

� 域运行其自身的�����
���&'�
����,�+�"�
�������实例并且独立于其他域 每个

域都有其自己的��-� 内存和��%&�部件 转发器板在同一分区中的域之间是共

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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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管理员负责域的管理

 !�� 一种交叉杆开关 可连接多块��-�%�内存板和��%&�部件 具备必需数量的转发器

板对于操作来说是必须的 除�����*�
��/0���之外 每个中型系统都具有转发器

板 在�����*�
��/0���系统中 活动中心板中集成了等同于两个转发器板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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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

���'�	�-���卡 用于拆除和安装的软件步骤 02

�-�

每个��-�%内存板的最大数量 �/

每个��-�%内存板的最小数量 �/

冗余 ��

�-�%内存板 �/

测试 0�

热插拔 ��

用于拆除和安装的软件步骤 02

�-�%内存映射 ��2

deleteboard�命令 10��2�

flashupdate�命令 2�

*
��������,�
�软件 ��

�%&�部件

热插拔 ��

受支持的配置 ��

映射 ��0

用于拆除和安装的软件步骤 02

�%&�组件

冗余 ��

�%& 冗余 ��

�-�多路径软件 ��

keyswitch off 命令 1/

keyswitch 命令 1�

&'�� ����-.&� //

.�� ��

setdate�命令 ��

setkeyswitch on�命令 �2���/��1�

�5��� 域 ��

����
���操作环境 /�

日志主机 ��

��������,�����������
�/�����''�������软件 ��

����,�主机 ��

testboard�命令 0�

-

安全性

危险 ��

用户和密码 �0

域 �0

.

板

���'�	�-���卡

用于拆除和安装的软件步骤 02
�-�%内存 �/

测试 0�
冗余 �/
软件步骤 拆除和安装 02

�%&�部件

用于拆除和安装的软件步骤 02
从域中删除 10��2�

系统控制器板

软件步骤 拆除和安装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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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器

定义 �2
说明 �2
用于拆除和安装的软件步骤 ��

部件

禁用 ���

冗余 �/

�

处理器

每个��-�%内存板的最大数量 �/

每个��-�%内存板的最小数量 �/

冗余 ��

传感器 监控 ��

串行�3.�;�/�4�端口 �

系统控制器板 �

创建域 �

错误 系统 ���

+

单分区模式 /

导航

到域��5��� /���//

系统控制器 /�

在�&'�� ����-.&��和域��5����之间 //

在域��5����和�&'�� ����-.&��之间或在域��5����

和�����
���操作环境之间 /�

电流 监控 ��

电网 电源

启动 ��

电网 启动 ��

电压 监控 ��

电源 �1

冗余 �/���1

电源的冗余性 �1

多路径 ��

�

分区 /

编号 /

模式 /

模式 单 /

模式 双 /

风扇插槽

热插拔 ��

冗余 �/����

服务器

设置 ��

/

故障 确定原因 ���

故障排除 ���

故障切换

恢复任务 0�

挂起 确定原因 ���

关闭电源

系统 1�

管理员工作站 未经授权而访问 ��

0

环境监控 ��

1

监控

传感器 ��

电流 ��

电压 ��

环境条件 ��

温度 ��

节点映射 ��2

禁用部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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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靠性 ��

可用性 ��

控制台消息 ��

3

冷却 冗余 �/����

列入黑名单 �������

(

密码

设置 �2

密码和用户 安全性 �0

4

内存

冗余 ��

�

配置

�%&�部件 ��

冗余系统 �/

配置 最小 �/

平台 ������/���

设置 ��

平台��5���

进入域�� /�

平台��5����和域��5���

导航 /�

5

启动电源

流程图 /0

启动电源前执行的步骤 /�

系统 ��

系统控制器

完成的任务 ��
硬件 ��

域 �2���/��1�

启动系统电源和进行系统设置过程

流程图 /0

启动域 �/

,

热插拔

�-�%内存板 ��

�%&�部件 ��

热插拔 风扇插槽 ��

日期 设置 ��

日志主机 ����
���操作环境 ��

冗余 �1

�-� ��

�-�%内存板 �/

�%& ��

�%&�组件 ��

部件 �/

电源 �/���1

风扇插槽 �/

冷却 �/����

内存 ��

转发器板 �2

冗余配置 �/

软件步骤

拆除和安装����'�	�-���卡 02

拆除和安装��-�%内存板 02

拆除和安装��%&�部件 02

拆除和安装系统控制器板 02

转发器板 拆除和安装 ��

�

三个域

在�����*�
��10���系统上创建 ��

设备名映射 ��2

设置

两个域 系统控制器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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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平台 ��

系统 流程图 /0

设置路径名到物理系统设备 ��2

设置日期和时间 ��

时间 设置 ��

适用性 ��

受支持的系统控制器板 0

双分区模式 /

6

特性 �

串行�3.�;�/�4�端口 �

系统控制器板端口 �

特性 �
以太网 网络 �

7

维护 1�

温度 监控 ��

8

系统

错误 ���

关闭电源 1�

管理员 任务 ��

配置信息 显示 ���

启动电源 系统控制器

完成的任务 ��
设置 ��

设置 流程图 /0

系统管理员所执行的任务 ��

系统控制器

导航 /�

定义 ���0

访问 未经授权 ��

功能 0

故障切换 2/

完成的任务 启动电源 ��

系统控制器板

串行�3.�;�/�4�端口 �

端口 �

特性 �
受支持的 0

用于拆除和安装的软件步骤 02

显示系统配置信息 ���

消息 控制台 ��

需要控制器板

以太网 网络 端口 �

虚拟

钥控开关 1�

虚拟钥控开关 ��

9

以太网 网络 端口 �

系统控制器板 �

硬件

启动电源 ��

映射 ��2

�-�%内存 ��2

�%&�部件 ��0

节点 ��2

用户工作站 未经授权而访问 ��

用户和密码 安全性 �0

域 ����/�

� 从平台��5����进入 /�

安全性 �0

创建 �

在�����*�
��10���系统上创建三个域 ��
访问 未经授权 ��

分隔 �0

概述 �

活动 �

控制台 ��

定义 //
默认配置 �

启动 �/

启动电源 �2���/��1�

删除板 12��10��2�

设置

两个域 系统控制器软件 ��
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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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板 12

运行�����
���操作环境 //

域��5��� ��

导航到�&'�� ����-.&� /�

导航到�����
���操作环境 /�

域��5����和平台��5���

导航 /�

钥控开关

虚拟 ��

钥控开关位置 虚拟 1�

:

诊断信息 显示 ���

转发器板

定义 �2

冗余 �2

说明 �2

用于拆除和安装的软件步骤 ��

最小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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