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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指南》提供了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到符合 
EIA 标准的 19 英寸或 31.5 英寸机柜或者 Sun Rack 900 机柜的相关说明。

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柜之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所有者指南》，了解有关连
接电源线、网络电缆和 I/O 接口电缆以及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软件的信息。

本书编排方式
本书中各章编排如下：

第 1 章介绍机架安装工具包中的物品。

第 2 章详细介绍了将服务器安装到符合 EIA 标准的 19 英寸机柜的操作步骤。

第 3 章介绍将服务器安装到 Sun Rack 900 机柜的方法。

第 4 章介绍将服务器安装到 31.5 英寸机柜 （如 Sun Fire 扩展机柜）的步骤。

附录 A 列出用于安装服务器的 19 英寸机柜的各项要求。

附录 B 介绍 Sun Rack 900 机柜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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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1

入门

本指南介绍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到机架或机柜中的方法。在依照本指南中的说
明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柜之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所有者指南》，了解有关
系统设置和软件安装的信息。

要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柜，请执行以下操作：

■ 打开包装，清点支架安装工具包中的物品。参见第 1 页的 “打开工具包”及第 2 页
的 “物品清单”。

■ 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柜。 

■ 要将服务器安装到符合电子工业协会 (EIA) 标准的 19 英寸 （48.26 厘米）宽的机
柜，请参见第 2 章。

■ 要将服务器安装到 Sun Rack 900 机柜，请参见第 3 章。

■ 要将服务器安装到 31.5 英寸 （80 厘米）的机柜 （如 Sun Fire 扩展机柜），请参
见第 4 章。

注意 – 本指南将以 Sun MicrosystemsTM 机柜为例，详细说明服务器的安装过程。

打开工具包
机架安装工具包在运输途中装在纸箱中。

请检查包装纸箱是否有物理性损坏。如果纸箱损坏，拆箱时应有承运代理人在场。请妥
善保存好所有物品及包装材料，供代理人查验。

请检查下面的物品清单，确保收到的工具包齐全。如果短缺任何部件，请与 
Sun Microsystems 或经销商 / 转售商联系。
1



物品清单
对于您计划安装到机柜上的每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均需要一个机架安装工具包。
每个机架安装工具包包含以下部件：

■ 托盘组件

■ 服务器电缆管理支架 （仅限符合 EIA 标准的机架工具包）

■ 机柜电缆管理支架 （仅限符合 EIA 标准的机架工具包）

■ 短后支架 (2) （仅限符合 EIA 标准的机架工具包；封装在标示有 560-2682-01 
的袋内）

■ 电源跨接线 (3)

■ 提升把手 (4)

■ 装饰条 (2)

■ 线扎

■ 螺丝

■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指南》（本文档）

托盘组件

电缆管理

提升把手 (4)

装饰条 (2)

电缆管理
机柜支架

服务器支架

线扎

电源跨接线 (3)
2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指南 • 2004 年 6 月



工具包中的塑料袋内装有 10-32 （黑色）和 M4 螺丝。将托盘组件和服务器安装到机柜
时会用到这些螺丝。

下图是按实际大小显示的螺丝。

机架安装中未用到的螺丝可用作备件。

注意 – 对于无丝扣机柜，要求使用防松螺母 （但并未随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机柜说明。

对于符合 EIA 标准的机架安装工具包，其中还将随附两个短后支架。这两个后支架用
于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到深度为 31.5 英寸 （80 厘米）的轨对轨机柜，如 
Sun Fire 扩展机柜。短后支架装在机架安装工具包中标示有 560-2682-01 的袋内。 

下图显示的是附加短后支架。

注意 – 只能在 Sun Fire 扩展机柜中安装一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

下一步
要将服务器安装到 19 英寸 （48.26 厘米）宽的机柜，请转到第 2 章并完成安装过程。

要将服务器安装到 Sun Rack 900 机柜，请转到第 3 章并完成安装过程。

要将服务器安装到 31.5 英寸 （80 厘米）的机柜 （如 Sun Fire 扩展机柜），请转到
第 4 章并完成安装过程。

10-32 螺丝 M4 螺丝
（黑色）
第 1 章 入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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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2

将服务器装入 19 英寸机柜

本章详细介绍了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到 19 英寸 （48.26 厘米）宽 EIA 标准机
柜的操作步骤。 

要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到机柜，请按顺序完成以下操作：

■ 确保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参见第 5 页的 “开始之前”。

■ 准备好服务器。参见第 7 页的 “准备服务器”。

■ 准备好机柜。参见第 16 页的 “准备机柜”。

■ 将托盘组件装入机柜。参见第 16 页的 “将托盘组件安装到机柜”。

■ 将服务器安装到托盘组件。参见第 21 页的 “将服务器安装到托盘组件”。

■ 使服务器作好运行准备。参见第 25 页的 “重装服务器”。

■ 将托盘把手固定在机柜导轨上。参见第 26 页的 “将服务器固定在机柜中”。

■ 安装装饰条。参见第 27 页的 “安装装饰条”。

■ 装回机柜的前后门。参见第 27 页的 “重装机柜”。

■ 制订电缆管理方案。参见第 28 页的 “管理电缆”。

开始之前
开始安装步骤之前，请先完成以下操作：

■ 检查机柜是否满足附录 A 中提出的要求。

■ 查阅第 6 页的 “安全和系统性能注意事项”并确保安装计划符合所述之标准。

■ 查阅机柜附带文档，确保安装计划反映了所述之注意事项。

■ 打开机架安装工具包，检查第 2 页的 “物品清单”中所述的部件和硬件是否齐全。

■ 配齐需要的工具。参见第 7 页的 “所需工具、设备与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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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系统性能注意事项
在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装入机柜时，请遵守下列注意事项。有关安装服务器时需注
意的安全事项的完整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所有者指南》。

警告 – 请勿打开。仅限专业维修人员。如不遵守该注意事项，可能导致人员受伤和系
统损坏。

警告 – 在专业维修技术人员拆除所有的 CPU/ 内存板、电源、 CPU 风扇插槽和所有 
I/O 风扇插槽之前，请不要试图提起服务器。拆掉上述部件后，需要四个人抬起服务
器。有关拆卸这些部件的信息，请参见第 7 页的 “准备服务器”。 

警告 – 确保机柜稳固，即使是在一个或多个系统或设备从机柜前部充分伸出时，机柜
也不会向前移动或倾斜。机柜必须用螺丝牢靠地固定在地面上，或者必须配备一个坚固
的、可伸缩的防倾斜支脚。如果机柜下方有防止滚动的支脚，请确保这些支脚充分伸出
至地面。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警告 – 尽量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柜的底部。为达最佳稳定效果，不要将服务器安装在轻
于服务器的设备之上。如果要在机柜中安装两台服务器，请先安装下方的服务器。

警告 – 为防止机柜向前倾斜，请不要在服务器安装到机柜后试图滚动或移动机柜。 

警告 – 为使服务器得到良好的通风与冷却，请确保机柜及其工作地点符合附录 A 中提
出的要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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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工具、设备与文档
机架安装服务器时需要以下工具、设备和文档：

■ 2 号十字螺丝刀
■ 1 号十字螺丝刀
■ 水平仪
■ 一字螺丝刀
■ 活动扳手
■ 胶纸带或毡尖笔
■ 防静电腕带
■ 防静电垫
■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所有者指南
■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准备服务器
在准备进行服务器机架安装前，专业维修技术人员应完成以下工作：

■ 关闭系统电源，断开服务器电源线、网络电缆和 I/O 电缆。有关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 拆下所有电源、CPU/ 内存板、I/O 风扇插槽及 CPU 风扇插槽。参见第 8 页的“拆
卸部件”。

■ 拆卸侧门把手。参见第 9 页的 “拆卸每个侧门的把手”。

■ 拆卸护板和下部侧板。参见第 11 页的 “拆卸护板和底侧面板”。

■ 安装提升把手。参见第 14 页的 “安装提升把手”。

■ 将电缆管理支架固定在服务器后部。参见第 15 页的“将电缆管理支架安装到服
务器上”。
第 2 章 将服务器装入 19 英寸机柜 7



拆卸部件

警告 – 请勿打开。仅限专业维修人员。如不遵守该注意事项，可能导致人员受伤和系
统损坏。

为使四个人能够安全地抬起服务器，必须在尝试将其安装到机柜中之前减轻服务器的重
量。若要减轻服务器重量，专业维修技术人员应拆掉以下部件：

■ 所有电源

■ 所有 CPU/ 内存板

■ 所有 CPU 风扇插槽

■ 所有 I/O 风扇插槽

有关部件的拆卸步骤，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应从机箱拆卸下来的部件概述

下图标出了在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柜之前专业维修技术人员必须拆卸的部件。

护板

侧门把手

底侧面板
8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指南 • 2004 年 6 月



以下几节介绍拆卸每个部件的详细说明。

拆卸每个侧门的把手

1. 打开服务器的一扇侧门。

用服务器随带的钥匙打开门锁。

2. 拆下侧门上的棘轮。

在门内侧，取出棘轮中心的槽头螺钉。

然后将棘轮直接取出。

棘轮
第 2 章 将服务器装入 19 英寸机柜 9



3. 拆卸侧门把手。

卸下门内侧的九颗螺丝。 

在门的外侧，直接将把手卸下。

注意 – 门锁仍然留在把手上。

侧门把手
10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指南 • 2004 年 6 月



4. 对另一侧门重复步骤 1 到 3。

5. 将把手、棘轮和螺丝放入工具包纸箱以妥善保管。 

如果要将此服务器改装为桌边设备，还需重新安装这些零件。

拆卸护板和底侧面板

1. 卸下每块底侧面板前部的护板。

a. 卸下护板顶部的螺丝。

b. 抓住护板的上下边，小心活动护板将其卸下。

c. 重复步骤 a 和 b 卸下另一块底侧面板的护板。

护板
第 2 章 将服务器装入 19 英寸机柜 11



2. 卸下服务器左边的底侧面板。

卸下距离底侧面板前约 3 英寸 （8 厘米）处的螺丝。

注意 – 请勿卸下位于服务器左侧将小支架固定到服务器一侧的螺丝。卸下此螺丝，前
门便无法关紧。

请勿卸下此螺丝。
12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指南 • 2004 年 6 月



3. 抓住装饰条将底侧面板推向服务器后部。

推动时底侧面板即可滑脱下来。

4. 对右边的底侧面板重复步骤 2 和 3。

5. 将把手、棘轮和螺丝放入工具包纸箱以妥善保管。 

如果要将此服务器改装为桌边设备，还需重新安装这些零件。

装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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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提升把手

1. 找到机架安装工具包附带的四个提升把手。

2. 用两颗 M4 螺丝将两个位于服务器同侧的提升把手固定在服务器的底侧面板上。

a. 使 “THIS SIDE UP （此面朝上）”标签面朝上，并将螺丝刀塞入把手外侧的一个装
卸孔。 

通过装卸孔比较容易找到把手内侧的螺孔。 

b. 将螺丝塞入把手内侧与装卸孔相对的螺孔。

c. 选择服务器侧门下方的一个适当螺孔将把手固定在服务器上。参见下图。

d. 在把手外侧第二个装卸孔上重复以上步骤，完成该把手的安装。

e. 重复步骤 a 到 d，安装第二个把手。

3. 重复步骤 2 在服务器另一侧安装两个把手。

THIS SIDE UP（此面朝上）标签

装卸孔

装卸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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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电缆管理支架安装到服务器上

固定在服务器后部的电缆管理支架有助于减轻电缆张力。请参见第 28 页的 “管理电
缆”，了解电缆管理的通用准则。

1. 找到机架安装工具包附带的四个提升把手。

2. 将电缆管理支架固定在服务器后部。

如下图所示，利用三颗 M4 螺丝固定电缆管理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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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机柜
确保工作地点符合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和机柜的要求。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指南的附
录 A 与机柜文档。

1. 确保机柜稳定，不会向前移动或倾斜。

如果机柜下方有防止滚动的支脚，请确保这些支脚充分伸出至地面。

用机柜随带的稳固装置稳固机柜。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2. 打开前后门。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3. 卸下 （如果合适）机柜的前门、后门和侧板。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将托盘组件安装到机柜
要将托盘组件安装到机柜，需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必要，可根据机柜深度调整托盘组件滑道上的后支架。参见第 17 页的“调整后
支架”

■ 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垂直方向的位置。参见第 18 页的“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
位置”。

■ 将托盘组件接入机柜导轨。参见第 19 页的 “将托盘组件装入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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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支架

1. 测量机柜深度。

测量前后导轨外侧之间的距离以确定机柜深度。托盘组件和服务器可以安装在深度介于 
32 英寸 （81.3 厘米）和 36 英寸 （91.4 厘米）之间的 19 英寸 （48.26 厘米）机柜中。 

2. 测量每条滑道的长度。

测量前后支架内侧之间的距离。如果测得的距离长于或短于步骤 1 中所测得的机柜深
度，应重新调整每条滑道上的后支架以适合于机柜深度。

3. 如果需要，调整每条滑道上的后支架。

a. 拉伸托盘组件，直到看见每条外滑道后端内侧的两颗 10-32 螺丝。 

外滑道内侧的螺丝 （和支架外侧的锁紧螺母）可将后支架固定在外滑道上。

b. 拧松两颗 10-32 螺丝和锁紧螺母。

锁紧螺母 后支架

后支架

10-32 螺丝

外侧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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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机柜的深度要求向前或向后滑动后支架。

滑动每个后支架，并测量前后支架内侧之间的距离。

继续滑动后支架，并测量前后支架内侧之间的距离，便得测量值与在步骤 1 中测得
的机柜深度相等。

注意 – 外滑道上有四个螺孔。根据机柜深度，可能需要将一颗 （或两颗） 10-32 螺丝
移至四个螺孔其中之一。将每个后支架固定到外滑道时，一定要使用两颗螺丝。 

d. 拧紧每条滑道上的两颗 10-32 螺丝和锁紧螺母，将后支架重新固定到外滑道。

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位置

尽量将托盘组件安装在机柜内最下方。如果要在机柜中安装两台 Sun Fire V890 服务
器，请先安装最下方的服务器。

若要确定服务器在垂直方向上的位置，请完成以下步骤确定固定前后支架所用的机
柜轨孔：

1. 在机柜左右前部垂直轨上找到并标出适当的孔。

确保在垂直方向上为服务器安装留有足够的空间。 

注意 – 每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需要 17 个机架单元 （29.75 英寸，即 75.6 厘米）的
空间或者在机柜垂直轨上有 51 个孔。标准的 72 英寸（182.9 厘米）高机柜可容纳两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

如果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直接安装在电源定序器上方，定序器上方应至少保留
一个孔。 

用胶纸带或毡尖笔在机柜右前垂直轨上标记安装托盘时可用的最低孔。如果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直接安装在电源定序器上方，则第二个自由孔就是最低的
可用孔。

在机柜左前轨上标记对应的孔。数一下孔数，确保使用机柜左右轨上对应的孔。

2. 找到并标记机柜左右后垂直轨上对应的孔。 

用胶纸带或一支笔，标出左右后垂直轨上对应的孔。

数一下孔数，确保使用的孔与步骤 1 中标出的孔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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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托盘组件装入机柜

使用第 18 页的 “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位置”中标记的轨孔，通过以下步骤将托
盘组件固定到机柜。

1. 将托盘组件滑道上的前支架固定在机柜的前滑轨上。

a. 在助手的帮助下，将托盘组件定位在机柜内侧，并使前支架位于机柜前部。

要将托盘组件装入轨道之间，需将托盘组件的一侧稍微倾斜。

b. 用四颗 10-32 螺丝将前支架固定在机柜前轨上。

将每个前支架下端的孔对准前轨上第 18 页的“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位置”中
标记的轨孔。 

然后使用一颗 10-32 螺丝将前支架固定在每个支架的下部孔中。用手指拧紧螺丝。

将每个前支架上端的孔对准机柜轨上相应的孔。在上端孔上各用一颗 10-32 螺丝将
支架固定在轨上。用手指拧紧螺丝。

在确定所有螺丝均已到位并且托盘组件保持水平后，再将螺丝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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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四颗 10-32 螺丝将后支架固定在机柜的后轨上。

将每个后支架下端的孔对准第 18 页的 “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位置”
中标记的轨孔。 

然后在下部孔中各使用一个 10-32 螺丝固定支架。用手指拧紧螺丝。

将每个后支架上端的孔对准机柜轨上相应的孔。在上端孔上各用一颗 10-32 螺丝将支架
固定在轨上。用手指拧紧螺丝。

在确定所有螺丝均已到位并且托盘组件保持水平后，再将螺丝拧紧。

3. 确保托盘组件保持水平。

用水平仪确保托盘组件的前后、左右均保持水平。

如有必要，请进行调整。

4. 当托盘组件达到水平状态时，拧紧所有的支架螺丝。

拧紧八颗 10-32 螺钉，使前后支架固定到机柜的垂直轨上。

5. 将托盘组件推入推出机柜，确保滑动平稳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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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器安装到托盘组件
1. 确保机柜稳定，以便拉出托盘 （服务器在托盘上）时机柜不会向前移动或倾斜。 

如果机柜下方有防止滚动的支脚，请确保这些支脚充分伸出至地面。

用机柜随带的稳固装置稳固机柜。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警告 – 拉出托盘之前，要确保机柜稳定，不会向前移动或者倾斜。请参见机柜文档中
关于稳定机柜的信息。

警告 – 在专业维修技术人员拆掉所有的 CPU/ 内存板、电源、 CPU 风扇插槽和所有 
I/O 风扇插槽之前，请不要试图提起服务器。拆掉上述部件后，需要四个人抬起服务
器。有关拆卸这些部件的信息，请参见第 7 页的 “准备服务器”。

!

稳定装置

有些机柜可能装有稳定装置
或螺栓固定装置。参见有关
稳定说明的机柜文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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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托盘完全拉出。

站在机柜前方，抓住托盘手柄向前拉动托盘，直到其停止移动。

警告 – 在提升服务器并将其放到托盘上的过程中，不要将手指放在托盘上或者服务器
下面。

3. 将服务器放到托盘上。

a. 请用您在第 7 页的 “准备服务器”中安装的提升把手抬起服务器 （服务器
每侧各两人）。 

b. 将服务器放在托盘上时，应使服务器前部位于托盘的前部，服务器后部位于
托盘的后部。

4. 在托盘上调整服务器的位置，使得服务器每一侧的四个孔可以对准托盘组件上
的四个孔。

!

托盘

将托盘上的四
个螺丝孔与服
务器上的四个
螺丝孔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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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服务器两侧的四个提升把手。

a. 将螺丝刀塞入把手外侧的一个装卸孔中。 

通过装卸孔更易于找到把手内侧的螺孔以卸下螺丝。参见下图。

b. 卸下每个把手上用于固定到服务器上的两颗 M4 螺丝。 

c. 保管卸下的八颗 M4 螺丝。 

步骤 7 中要用到这些螺丝。

6. 将把手固定到机架上以便保管。 

从机柜上拆除服务器时需要重新安装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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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步骤 5 中卸下的八颗 M4 螺丝将服务器固定到托盘组件。

如下图所示，在服务器的每一侧使用四颗 M4 螺丝。 

在确定所有螺丝的位置并使托盘组件保持水平之前，不要将螺丝拧得过紧。

8. 检查服务器是否保持水平并且位于托盘的中央。 

如有必要，请用水平仪调整服务器的位置。

9. 拧紧八颗 M4 螺丝，将服务器固定在托盘组件上。

托盘

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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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装服务器
1. 专业维修技术人员必须安装 CPU/ 内存板和风扇插槽，这些是您在将服务器安装到机

柜之前拆下的部件。

有关安装部件的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警告 – 请勿打开。仅限专业维修人员。如不遵守该注意事项，可能导致人员受伤和系
统损坏。

2. 如果拆卸了服务器的侧门，请将其重新装回。

警告 – 在系统运行期间，应避免服务器门长时间打开。服务器门必须关闭以防自动热
关机。

3. 将服务器的两扇侧门关紧。

4. 将托盘组件推入机柜。

5. 将在服务器安装到机柜之前拆掉的 CPU/ 内存板和风扇插槽装回服务器。

有关安装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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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器固定在机柜中
要将托盘组件和服务器固定到机柜，需将托盘把手固定到机柜的前轨。

1. 将托盘组件把手固定到机柜的前轨。

用一两颗 10-32 螺丝将托盘把手固定到前轨。

如果把手每一侧的两个螺孔均可对准轨孔，则分别在每一侧上使用两颗 10-32 螺丝将其
固定到前轨上，如下图所示。 

如果把手每一侧只有一个螺孔对准轨孔，则分别在每一侧上使用一颗 10-32 螺丝将其固
定到前轨上，如下图所示。

2. 找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的钥匙。

3. 将系统锁入机柜。

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钥匙插入托盘把手上的钥匙锁，然后沿逆时针方向旋转 90 度。 

锁住托盘把手可使保护盘伸出并覆盖托盘把手每一侧的螺丝头。保护盘可用以防止拆卸
将托盘和服务器固定到机柜上的螺丝。

4. 取下钥匙并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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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装饰条
下端装饰面板 （装饰条）在拆卸底侧面板时已被拆除。装回装饰条：

1. 在机架安装工具包中找出两根装饰条。

2. 将一根固定到机柜右前轨，另一根固定到机柜左前轨。

用两颗外加螺丝固定每根装饰条。

如果每根装饰条上只有一个螺孔可与轨孔对准，请分别用一个螺丝将每根装饰条固定到
每个前轨上。

重装机柜
1. 将机柜的前后门装回机柜。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2. 如果拆除了机柜的侧板，请不要在连接和布置服务器电缆线之前将侧板装回。

警告 – 为防止机柜向前倾斜，请不要在服务器安装到机柜后试图滚动或移动机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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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电缆
您需要专为此次安装制订一套电缆管理方案。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工具包中
提供了几种可帮助您管理服务器电源线和电缆的工具：

■ 固定在服务器后部的服务器电缆管理支架 （带有可伸缩的多用线扎）。参见第 15 页
的 “将电缆管理支架安装到服务器上”。

■ 固定在机柜后部的机柜电缆管理支架 （带有可伸缩的多用线扎）。参见第 29 页的
“将电缆管理支架固定到服务器后部”。

■ 三条通用电源跨接线提供了富余的服务器电源线。详细信息，请参见通用准则。

另外，有些机柜还带有电缆管理功能或可选的电缆管理辅件。

以下通用准则介绍了布置和管理服务器电缆线的方法：

■ 为服务器电源线和电缆留出足够的富余，使托盘组件可以从机柜前部充分伸出，以
方便维修。如果服务器电源线太短，可以使用机架安装工具包提供的三条通用跨接
线获得一些富余。将跨接线的一端插入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电源，将另一端接入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电源线。然后将服务器电源线插入交流电源。

■ 为防止在托盘组件充分伸出时弯折或挤压电缆，应确保所有电缆都接触不到滑道及
其它障碍物。

■ 将电源跨接线连接到服务器电源线时，请使用线扎固定每个连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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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电缆管理支架固定到服务器后部

固定在服务器后部的电缆管理支架有助于减轻电源线及其它服务器电缆的张力。机架安
装工具包中的可伸缩线扎可用于固定电缆。请参见第 28 页的 “管理电缆”，了解电缆
管理的通用准则。

要将电缆管理支架固定到机柜后部，需完成以下步骤：

1. 找到机柜的电缆管理支架。 

机架安装工具包中包含该支架。

2. 如下图所示，将支架固定到机柜的一条后轨上。

用两颗 10-32 螺丝将支架固定到机柜轨上。

可以将支架固定到机柜左后轨或右后轨上满足电缆管理方案的任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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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将服务器电源线、网线及 I/O 接口电缆与服务器相连，并布置好各种线缆，并留出足
够的富余以便于维修。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所有者指南》一书中的 “如何安
装 Sun Fire V890 服务器”。

注意 – 服务器中央电源上方装有接地螺丝。一定要使用合适的接地带将服务器与机柜
接地。良好的接地可以防止系统与外围设备之间出现接地回路，从而有助于防止可能出
现的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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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3

将服务器装入 Sun Rack 900 机柜

本章详细介绍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到 Sun Rack 900 机柜的操作步骤。 

要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到机柜，请按顺序完成以下操作：

■ 确保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参见第 31 页的 “开始之前”。

■ 准备好服务器。参见第 33 页的 “准备服务器”。

■ 准备好机柜。参见第 41 页的 “准备机柜”。

■ 将托盘组件装入机柜。参见第 41 页的 “将托盘组件安装到机柜”。

■ 将服务器安装到托盘组件。参见第 46 页的 “将服务器安装到托盘组件”。

■ 使服务器做好运行准备。参见第 51 页的 “重装服务器”。

■ 将托盘把手固定在机柜导轨上。参见第 51 页的 “将服务器固定在机柜中”。

■ 装回机柜的前后门。参见第 53 页的 “重装机柜”。

开始之前
开始安装步骤之前，请先完成以下操作：

■ 检查工作地点是否符合 Sun Fire V890 服务器要求和机柜要求。有关说明，请参见本
指南中的附录 B 与机柜文档。

■ 查阅第 32 页的 “安全和系统性能注意事项”并确保安装计划符合所述之标准。

■ 查阅机柜附带文档，确保安装计划反映了所述之注意事项。

■ 打开机架安装工具包，检查第 2 页的 “物品清单”中所述的部件和硬件是否齐全。

■ 配齐需要的工具。参见第 33 页的 “所需工具、设备与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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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系统性能注意事项
在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装入机柜时，请遵守下列注意事项。有关安装服务器时需注
意的安全事项的完整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所有者指南》。

警告 – 请勿打开。仅限专业维修人员。如不遵守该注意事项，可能导致人员受伤和系
统损坏。

警告 – 在专业维修技术人员拆掉所有的 CPU/ 内存板、电源、 CPU 风扇插槽和所有 
I/O 风扇插槽之前，请不要试图提起服务器。拆掉上述部件后，需要四个人抬起服务
器。有关拆卸这些部件的信息，请参见第 33 页的 “准备服务器”。 

警告 – 确保机柜非常稳定，即使是在一个或多个系统或设备从机柜前部充分伸出时，
机柜也不会向前移动或倾斜。 Sun Rack 900 机柜具有多种稳定功能，如用于永久性地
板安装的支架、水平校准支脚和防倾斜挡板。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以执行适合您具体场
地的稳定功能。

警告 – 尽量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柜的底部。为达最佳稳定效果，不要将服务器安装在轻
于服务器的设备之上。如果要在机柜中安装两台服务器，请先安装下方的服务器。

警告 – 为防止机柜向前倾斜，请不要在服务器安装到机柜后试图滚动或移动机柜。 

警告 – 为使服务器得到良好的通风与冷却，请确保工作地点符合附录 B 中提出的
要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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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工具、设备与文档
机架安装服务器时需要以下工具、设备和文档：

■ 3 号十字螺丝刀
■ 2 号十字螺丝刀
■ 1 号十字螺丝刀
■ 水平仪
■ 一字螺丝刀
■ 活动扳手
■ 胶纸带或毡尖笔
■ 防静电腕带
■ 防静电垫
■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所有者指南
■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准备服务器
在安装服务器之前，请先进行以下准备工作：

■ 关闭系统电源，断开服务器电源线、网络电缆和 I/O 电缆。有关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 拆下所有电源、 CPU/ 内存板、 I/O 风扇插槽及 CPU 风扇插槽。参见第 34 页的
“拆卸部件”。

■ 拆卸侧门把手。参见第 35 页的 “拆卸每个侧门的把手”。

■ 拆卸护板和下部侧板。参见第 37 页的 “拆卸护板和底侧面板”。

■ 安装提升把手。参见第 40 页的 “安装提升把手”。
第 3 章 将服务器装入 Sun Rack 900 机柜 33



拆卸部件

为使四个人能够安全地抬起服务器，必须在尝试将其安装到机柜中之前减轻服务器的重
量。若要减轻服务器重量，专业维修技术人员应拆掉以下部件：

■ 所有电源

■ 所有 CPU/ 内存板

■ 所有 CPU 风扇插槽

■ 所有 I/O 风扇插槽

有关部件的拆卸步骤，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警告 – 请勿打开。仅限专业维修人员。如不遵守该注意事项，可能导致人员受伤和系
统损坏。

应从机箱拆卸下来的部件概述

下图标出了在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柜之前必须拆卸的部件。

护板

侧门把手

底侧面板
34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指南 • 2004 年 6 月



以下几节介绍拆卸每个部件的详细说明。

拆卸每个侧门的把手

1. 打开服务器的一扇侧门。

用服务器随带的钥匙打开门锁。

2. 拆下侧门上的棘轮。

在门内侧，取出棘轮中心的槽头螺钉。

然后将棘轮直接取出。

棘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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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拆卸侧门把手。

卸下门内侧的九颗螺丝。 

在门的外侧，直接将把手卸下。

注意 – 门锁仍然留在把手上。

侧门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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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另一侧门重复步骤 1 到 3。

5. 将把手、棘轮和螺丝放入工具包纸箱以妥善保管。 

如果要将此服务器改装为桌边设备，还需重新安装这些零件。

拆卸护板和底侧面板

1. 卸下每块底侧面板前部的护板。

a. 卸下护板顶部的螺丝。

b. 抓住护板的上下边，小心活动护板将其卸下。

c. 重复步骤 a 和 b 卸下另一块底侧面板的护板。

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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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服务器左边的底侧面板。

卸下距离底侧面板前约 3 英寸 （8 厘米）处的螺丝。

注意 – 请勿卸下位于服务器左侧将小支架固定到服务器一侧的螺丝。卸下此螺丝，前
门便无法关紧。

请勿卸下此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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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抓住装饰条将底侧面板推向服务器后部。

推动时底侧面板即可滑脱下来。

4. 对右边的底侧面板重复步骤 2 和 3。

5. 将把手、棘轮和螺丝放入工具包纸箱以妥善保管。 

如果要将此服务器改装为桌边设备，还需重新安装这些零件。

装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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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提升把手

1. 找到机架安装工具包附带的四个提升把手。

2. 用两颗 M4 螺丝将两个位于服务器同侧的提升把手固定在服务器的底侧面板上。

a. 使 “THIS SIDE UP （此面朝上）”标签面朝上，并将螺丝刀塞入把手外侧的一个装
卸孔。 

通过装卸孔比较容易找到把手内侧的螺孔。 

b. 将螺丝塞入把手内侧与装卸孔相对的螺孔。

c. 选择服务器侧门下方的一个适当螺孔将把手固定在服务器上。参见下图。

d. 在把手外侧第二个装卸孔上重复以上步骤，完成该把手的安装。

e. 重复步骤 a 到 d，安装第二个把手。

3. 重复步骤 2 在服务器另一侧安装两个把手。

THIS SIDE UP（此面朝上）标签

装卸孔

装卸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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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机柜
确保工作地点符合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和机柜的要求。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指南的附
录 B 与机柜文档。

1. 确保机柜稳定，不会向前移动或倾斜。

通过执行适合您具体场地的 Sun Rack 900 机柜稳定功能，使机柜保持稳定。参见 
Sun Rack 900 机柜附带的说明。

2. 打开前后门。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3. 卸下 （如果合适）机柜的前门、后门和侧板。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将托盘组件安装到机柜
要将托盘组件安装到机柜，需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必要，可根据机柜深度调整托盘组件滑道上的后支架。参见第 41 页的“调整后
支架”。

■ 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垂直方向的位置。参见第 43 页的“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
位置”。

■ 将托盘组件接入机柜导轨。参见第 44 页的 “将托盘组件装入机柜”。

调整后支架

Sun Rack 900 机柜的深度，即前后导轨外侧之间的距离为 27 英寸 （68.58 厘米）。应
预先安装后支架以使滑道适合 Sun Rack 900 机柜的深度。但是，可能需要对后支架稍
做调整。 

如需调整后支架，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测量每条滑道的长度。

测量前后支架内侧间的距离。如果测量结果长于或短于 27 英寸（68.58 厘米），则必须
调整每条滑道上的后支架以适合于机柜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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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需要，调整每条滑道上的后支架。

a. 拉伸托盘组件，直到看见每条外滑道后端内侧的两颗 10-32 螺丝。 

外滑道内侧的螺丝 （和支架外侧的锁紧螺母）可将后支架固定在外滑道上。

b. 拧松两颗 10-32 螺丝和锁紧螺母。

c. 根据机柜的深度要求向前或向后滑动后支架。

滑动每个后支架，并测量前后支架内侧之间的距离。

继续滑动后支架，并测量前后支架内侧之间的距离，直至测量值等于 27 英寸
（68.58 厘米）。

注意 – 外滑道上有四个螺孔。可能需要将一颗 （或两颗） 10-32 螺丝移至四个螺孔其
中之一。将每个后支架固定到外滑道时，一定要使用两颗螺丝。 

d. 拧紧每条滑道上的两颗 10-32 螺丝和锁紧螺母，将后支架重新固定到外滑道。

锁紧螺母 后支架

后支架

10-32 螺丝

外侧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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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位置

尽量将托盘组件安装在机柜内最下方。如果要在机柜中安装两台 Sun Fire V890 服务
器，请先安装最下方的服务器。

若要确定服务器在垂直方向上的位置，请完成以下步骤确定固定前后支架所用的机
柜轨孔：

1. 在机柜左右前部垂直轨上找到并标出适当的孔。

确保在垂直方向上为服务器安装留有足够的空间。 

注意 – 每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需要 17 个机架单元 （29.75 英寸）的空间或者在机
柜垂直轨上有 51 个孔。 Sun Rack 900 机柜可容纳两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

如果您的 Sun Rack 900 机柜配备有 “Sun 配电系统 (PDS)”选购件，并且要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在 Sun PDS 选购件所提供的两个电源定序器正上方，则可在
安装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时使用第一个轨孔固定前后支架。

如果您的 Sun Rack 900 机柜配备有第三方 PDS 或电源定序器，并且要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在第三方 PDS 或电源定序器的正上方，则应在此 PDS 或定
序器上方至少留出一个自由孔。

用胶纸带或毡尖笔在机柜右前垂直轨上标记安装托盘时可用的最低孔。 

■ 如果要在 Sun PDS 选购件所提供的两个电源定序器正上方安装 Sun Fire V890 服务
器，则第一个轨孔即是最低的可用孔。

■ 如果要在第三方 PDS 或电源定序器正上方安装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则第二个自
由孔即为最低的可用孔。

在机柜左前轨上标记对应的孔。数一下孔数，确保使用机柜左右轨上对应的孔。

2. 找到并标记机柜左右后垂直轨上对应的孔。 

用胶纸带或一支笔，标出左右后垂直轨上对应的孔。

数一下孔数，确保使用的孔与步骤 1 中标出的孔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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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托盘组件装入机柜

使用第 43 页的 “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位置”中标记的轨孔，通过以下步骤将托
盘组件固定到机柜。

1. 将托盘组件滑道上的前支架固定在机柜的前滑轨上。

a. 在助手的帮助下，将托盘组件定位在机柜内侧，并使前支架位于机柜前部。

要将托盘组件装入轨道之间，需将托盘组件的一侧稍微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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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四颗 M6 螺丝将前支架固定在机柜前轨上。

将每个前支架下端的孔对准前轨上第 43 页的“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位置”中
标记的轨孔。 

然后使用一颗 M6 螺丝将前支架固定在每个支架的下部孔中。用手指拧紧螺丝。

将每个前支架上端的孔对准机柜轨上相应的孔。在上端孔上各用一颗 M6 螺丝将支
架固定在轨上。用手指拧紧螺丝。

在确定所有螺丝均已到位并且托盘组件保持水平后，再将螺丝拧紧。

注意 – 如果您的 Sun Rack 900 机柜配备有 Sun PDS 选购件，并且要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在 Sun PDS 选购件所提供的两个电源定序器正上方，请将每个前支架的下
方孔对准第一个轨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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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四颗 M6 螺丝将后支架固定在机柜后轨上。

将每个后支架下端的孔对准第 43 页的“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位置”中标记
的轨孔。 

然后在下部孔中各使用一个 M6 螺丝固定支架。用手指拧紧螺丝。

将每个后支架上端的孔对准机柜轨上相应的孔。在上端孔上各用一颗 M6 螺丝将支架固
定在轨上。用手指拧紧螺丝。

在确定所有螺丝均已到位并且托盘组件保持水平后，再将螺丝拧紧。

3. 确保托盘组件保持水平。

用水平仪确保托盘组件的前后、左右均保持水平。

如有必要，请进行调整。

4. 当托盘组件达到水平状态时，拧紧所有的支架螺丝。

拧紧八颗 M6 螺钉，使前后支架固定到机柜的垂直轨上。

5. 将托盘组件推入推出机柜，确保滑动平稳流畅。

将服务器安装到托盘组件
1. 确保机柜稳定，以便拉出托盘 （服务器在托盘上）时机柜不会向前移动或倾斜。 

通过执行适合您具体场地的 Sun Rack 900 机柜稳定功能，使机柜保持稳定。参见 
Sun Rack 900 机柜附带的说明以执行稳定功能。

警告 – 拉出托盘之前，要确保机柜稳定，不会向前移动或者倾斜。参见机柜文档中关
于稳固机柜的信息。!

防倾斜挡板

Sun Rack 900 机柜在机柜前部的
中心位置备有防倾斜挡板。参见机
柜文档中有关稳定机柜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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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在专业维修技术人员拆掉所有的 CPU/ 内存板、电源、 CPU 风扇插槽和所有 
I/O 风扇插槽之前，请不要试图提起服务器。拆掉上述部件后，需要四个人抬起服务
器。有关拆卸这些部件的信息，请参见第 33 页的 “准备服务器”。

2. 将托盘完全拉出。

站在机柜前方，抓住托盘手柄向前拉动托盘，直到其停止移动。

警告 – 在提升服务器并将其放到托盘上的过程中，不要将手指放在托盘上或者服务器
下面。

3. 将服务器放到托盘上。

a. 请用您在第 40 页的 “安装提升把手”中安装的提升把手抬起服务器 （服务器每侧
各两人）。 

b. 将服务器放在托盘上时，应使服务器前部位于托盘的前部，服务器后部位于托盘的
后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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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托盘上调整服务器的位置，使得服务器每一侧的四个孔可以对准托盘组件上
的四个孔。

托盘

将托盘上的四
个螺丝孔与服
务器上的四个
螺丝孔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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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服务器两侧的四个提升把手。

a. 将螺丝刀塞入把手外侧的一个装卸孔中。 

通过装卸孔更易于找到把手内侧的螺孔以卸下螺丝。参见下图。

b. 卸下每个把手上用于固定到服务器上的两颗 M4 螺丝。 

c. 保管卸下的八颗 M4 螺丝。 

步骤 7 中要用到这些螺丝。

6. 将把手固定到机架上以便保管。 

从机柜上拆除服务器时需要重新安装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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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步骤 5 中卸下的八颗 M4 螺丝将服务器固定到托盘组件。

如下图所示，在服务器的每一侧使用四颗 M4 螺丝。 

在确定所有螺丝的位置并使托盘组件保持水平之前，不要将螺丝拧得过紧。

8. 检查服务器是否保持水平并且位于托盘的中央。 

如有必要，请用水平仪调整服务器的位置。

9. 拧紧八颗 M4 螺丝，将服务器固定在托盘组件上。

托盘

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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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装服务器
1. 专业维修技术人员必须安装 CPU/ 内存板和风扇插槽，这些是您在将服务器安装到机

柜之前拆下的部件。

有关安装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2. 如果拆卸了服务器的侧门，请将其重新装回。

警告 – 在系统运行期间，应避免服务器门长时间打开。服务器门必须关闭以防自动热
关机。

3. 将服务器的两扇侧门关紧。

4. 将托盘组件推入机柜。

5. 将在服务器安装到机柜之前拆掉的 CPU/ 内存板和风扇插槽装回服务器。

有关安装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将服务器固定在机柜中
要将托盘组件和服务器固定到机柜，需将托盘把手固定到机柜的前轨。

1. 将托盘组件把手固定到机柜的前轨。

用一颗或两颗 M62 螺丝将托盘把手固定到每个前轨上。

如果把手每一侧的两个螺孔都分别对准一个轨孔，则在每一侧分别使用两颗 M6 螺丝将
其固定到前轨上，如下图所示。 

如果把手每一侧只有一个螺孔对准轨孔，则在每一侧分别使用一颗 M6 螺丝将其固定到
前轨上，如下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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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的钥匙。

3. 将系统锁入机柜。

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钥匙插入托盘把手上的钥匙锁，然后沿逆时针方向旋转 90 度。 

锁住托盘把手可使保护盘伸出并覆盖托盘把手每一侧的螺丝头。保护盘可用以防止拆卸
将托盘和服务器固定到机柜上的螺丝。

4. 取下钥匙并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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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装机柜
1. 将机柜的前后门装回机柜。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2. 如果拆除了机柜的侧板，请不要在连接和布置服务器电缆线之前将侧板装回。

警告 – 为防止机柜向前倾斜，在服务器安装到机柜后，请不要试图滚动或移动机柜。 

下一步
将服务器电源线、网线及 I/O 接口电缆与服务器相连，并布置好各种线缆，并留出足
够的富余以便于维修。参见《Sun Fire V890 服务器所有者指南》一书中的“如何安装 
Sun Fire V890 服务器”。

注意 – 服务器中央电源上方装有接地螺丝。一定要使用合适的接地带将服务器与机柜
接地。良好的接地可以防止系统与外围设备之间出现接地回路，从而有助于防止可能出
现的数据丢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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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4

将服务器装入 31.5 英寸机柜

以下操作说明介绍如何使用随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工具包附带的短后支架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装入深度为 31.5 英寸 （80 厘米）的 （轨对轨）机架中。 

注意 – 只能在 Sun Fire 扩展机柜（Sun 部件 SF-XCAB）中安装一台 Sun Fire V890 服
务器。

要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到该机柜，请按顺序完成以下操作：

■ 确保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参见第 56 页的 “开始之前”。

■ 准备好服务器。参见第 58 页的 “准备服务器”。

■ 准备好机柜。参见第 67 页的 “准备机柜”。

■ 将托盘组件装入机柜。参见第 67 页的 “将托盘组件安装到机柜”。

■ 将服务器安装到托盘组件。参见第 74 页的 “将服务器安装到托盘组件”。

■ 使服务器作好运行准备。参见第 78 页的 “重装服务器”。

■ 将托盘把手固定在机柜导轨上。参见第 79 页的 “将服务器固定在机柜中”。

■ 安装装饰条。参见第 80 页的 “安装装饰条”。

■ 装回机柜的前后门。参见第 80 页的 “重装机柜”。

■ 制订电缆管理方案。参见第 80 页的 “管理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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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开始安装步骤之前，请先完成以下操作：

■ 检查机柜是否满足附录 A 中提出的要求。

■ 查阅第 56 页的 “安全和系统性能注意事项”并确保安装计划符合所述之标准。

■ 查阅机柜附带文档，确保安装计划反映了所述之注意事项。

■ 打开机架安装工具包，检查第 1 章介绍的部件和硬件是否齐全。

■ 配齐需要的工具。参见第 57 页的 “所需工具、设备与文档”。

安全和系统性能注意事项
在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装入机柜时，请遵守下列注意事项。有关安装服务器时需注
意的安全事项的完整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所有者指南》。

警告 – 请勿打开。仅限专业维修人员。如不遵守该注意事项，可能导致人员受伤和系
统损坏。

警告 – 在专业维修技术人员拆掉所有的 CPU/ 内存板、电源、 CPU 风扇插槽和所有 
I/O 风扇插槽之前，请不要试图提起服务器。拆掉上述部件后，需要四个人抬起服务
器。有关拆卸这些部件的信息，请参见第 58 页的 “准备服务器”。 !
56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指南 • 2004 年 6 月



警告 – 确保机柜非常稳定，即使是在一个或多个系统或设备从机柜前部充分伸出时，
机柜也不会向前移动或倾斜。机柜必须用螺丝牢靠地固定在地面上，或者必须配备一个
坚固的、可伸缩的防倾斜支脚。如果机柜下方有防止滚动的支脚，请确保这些支脚充分
伸出至地面。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警告 – 尽量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柜的底部。为达最佳稳定效果，不要将服务器安装在轻
于服务器的设备之上。如果要在机柜中安装两台服务器，请先安装下方的服务器。

警告 – 为防止机柜向前倾斜，请不要在服务器安装到机柜后试图滚动或移动机柜。 

警告 – 为使服务器得到良好的通风与冷却，请确保机柜及其工作地点符合附录 A 中提
出的要求。

所需工具、设备与文档
机架安装服务器时需要以下工具、设备和文档：

■ 2 号十字螺丝刀
■ 1 号十字螺丝刀
■ 水平仪
■ 一字螺丝刀
■ 活动扳手
■ 胶纸带或毡尖笔
■ 防静电腕带
■ 防静电垫
■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所有者指南
■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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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短后支架
EIA 标准机架的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工具包包含两个短后支架。这些后支架
可用于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装入深度为 31.5 英寸 （80 厘米）的 （轨对轨）机架
中。短后支架装在机架安装工具包中标示有 560-2682-01 的袋内。

下图显示的是附加的短后支架。

准备服务器
在安装服务器之前，请先进行以下准备工作：

■ 关闭系统电源，断开服务器电源线、网络电缆和 I/O 电缆。有关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 拆下所有电源、 CPU/ 内存板、 I/O 风扇插槽及 CPU 风扇插槽。参见第 59 页的
“拆卸部件”。

■ 拆卸侧门把手。参见第 60 页的 “拆卸每个侧门的把手”。

■ 拆卸护板和下部侧板。参见第 62 页的 “拆卸护板和底侧面板”。

■ 安装提升把手。参见第 65 页的 “安装提升把手”。

■ 将电缆管理支架固定在服务器后部。参见第 66 页的“将电缆管理支架安装到服
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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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部件

警告 – 请勿打开。仅限专业维修人员。如不遵守该注意事项，可能导致人员受伤和系
统损坏。

为使四个人能够安全地抬起服务器，必须在尝试将其安装到机柜中之前减轻服务器的重
量。若要减轻服务器重量，专业维修技术人员应拆除以下部件：

■ 所有电源

■ 所有 CPU/ 内存板

■ 所有 CPU 风扇插槽

■ 所有 I/O 风扇插槽

有关部件的拆卸步骤，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应从机箱拆卸下来的部件概述

下图标出了在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柜之前必须拆卸的部件。

护板

侧门把手

底侧面板
第 4 章 将服务器装入 31.5 英寸机柜 59



以下几节介绍拆卸每个部件的详细说明。

拆卸每个侧门的把手

1. 打开服务器的一扇侧门。

用服务器随带的钥匙打开门锁。

2. 拆下侧门上的棘轮。

在门内侧，取出棘轮中心的槽头螺钉。

然后将棘轮直接取出。

棘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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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拆卸侧门把手。

卸下门内侧的九颗螺丝。 

在门的外侧，直接将把手卸下。

注意 – 门锁仍然留在把手上。

侧门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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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另一侧门重复步骤 1 到 3。

5. 将把手、棘轮和螺丝放入工具包纸箱以妥善保管。 

如果要将此服务器改装为桌边设备，还需重新安装这些零件。

拆卸护板和底侧面板

1. 卸下每块底侧面板前部的护板。

a. 卸下护板顶部的螺丝。

b. 抓住护板的上下边，小心活动护板将其卸下。

c. 重复步骤 a 和 b 卸下另一块底侧面板的护板。

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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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下服务器左边的底侧面板。

卸下距离底侧面板前约 3 英寸 （8 厘米）处的螺丝。

注意 – 请勿卸下位于服务器左侧将小支架固定到服务器一侧的螺丝。卸下此螺丝，前
门便无法关紧。

请勿卸下此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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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抓住装饰条将底侧面板推向服务器后部。

推动时底侧面板即可滑脱下来。

4. 对右边的底侧面板重复步骤 2 和 3。

5. 将把手、棘轮和螺丝放入工具包纸箱以妥善保管。 

如果要将此服务器改装为桌边设备，还需重新安装这些零件。

装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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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提升把手

1. 找到机架安装工具包附带的四个提升把手。

2. 用两颗 M4 螺丝将两个位于服务器同侧的提升把手固定在服务器的底侧面板上。

a. 使 “THIS SIDE UP （此面朝上）”标签面朝上，并将螺丝刀塞入把手外侧的一个装
卸孔。 

通过装卸孔比较容易找到把手内侧的螺孔。 

b. 将螺丝塞入把手内侧与装卸孔相对的螺孔。

c. 选择服务器侧门下方的一个适当螺孔将把手固定在服务器上。参见下图。

d. 在把手外侧第二个装卸孔上重复以上步骤，完成该把手的安装。

e. 重复步骤 a 到 d，安装第二个把手。

3. 重复步骤 2 在服务器另一侧安装两个把手。

THIS SIDE UP（此面朝上）标签

装卸孔

装卸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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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电缆管理支架安装到服务器中

固定在服务器后部的电缆管理支架有助于减轻电缆张力。请参见第 80 页的 “管理电
缆”，了解电缆管理的通用准则。

1. 找到机架安装工具包附带的四个提升把手。

2. 将电缆管理支架固定在服务器后部。

如下图所示，利用三颗 M4 螺丝固定电缆管理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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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机柜
确保工作地点符合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和机柜的要求。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指南的附
录 A 与机柜文档。

1. 确保机柜稳定，不会向前移动或倾斜。

如果机柜下方有防止滚动的支脚，请确保这些支脚充分伸出至地面。

用机柜随带的稳固装置稳固机柜。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2. 打开前后门。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3. 卸下 （如果合适）机柜的前门、后门和侧板。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将托盘组件安装到机柜
要将托盘组件安装到机柜，需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必要，可根据机柜深度调整托盘组件滑道上的后支架。参见第 68 页的“调整后
支架”。

■ 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垂直方向的位置。参见第 70 页的“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
位置”。

■ 将托盘组件接入机柜导轨。参见第 71 页的 “将托盘组件装入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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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支架

1. 测量机柜深度。

测量前后导轨外侧之间的距离以确定机柜深度。 

2. 测量每条滑道的长度。

测量前后支架内侧间的距离。如果测得的距离长于或短于步骤 1 中所测得的机柜深度，
应重新调整每条滑道上的后支架以适合于机柜深度。

 3. 拆下固定在机架托盘组件外滑道的长后支架。

使用十字螺丝刀卸下两颗 10-32 螺丝和锁紧螺母。

锁紧螺母 后支架

后支架

10-32 螺丝

外侧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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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分别使用两个 10-32 螺丝和锁紧螺母将短后支架固定到滑道外侧。

注意下图所示短支架的方向。使用外滑道上最后面的两个可用螺孔。 

拧紧每条滑道上的两颗 10-32 螺丝和锁紧螺母，将短后支架固定到外滑道上。

锁紧螺母

10-32 螺丝

外侧滑道

短后支架

短后支架

最后最后

外滑道上的最后两个螺孔

外滑道上的最后两个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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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位置

尽量将托盘组件安装在机柜内最下方。如果要在机柜中安装两台 Sun Fire V890 服务
器，请先安装最下方的服务器。

若要确定服务器在垂直方向上的位置，请完成以下步骤确定固定前后支架所用的
机柜轨孔：

1. 在机柜左右前部垂直轨上找到并标出适当的孔。

确保在垂直方向上为服务器安装留有足够的空间。 

注意 – 每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需要 17 个机架单元 （29.75 英寸）的空间或者在机
柜垂直轨上有 51 个孔。标准的 72 英寸 （182.8 厘米）高机柜可容纳两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

如果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直接安装在电源定序器上方，定序器上方应至少保
留一个孔。 

用胶纸带或毡尖笔在机柜右前垂直轨上标记安装托盘时可用的最低孔。如果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直接安装在电源定序器上方，则第二个自由孔就是最低
的可用孔。

在机柜左前轨上标记对应的孔。数一下孔数，以确保您所使用的是机柜左右轨
上相对应的孔。

2. 找到并标记机柜左右后垂直轨上对应的孔。 

用胶纸带或一支笔，标出左右后垂直轨上对应的孔。

数一下孔数，确保使用的孔与步骤 1 中标出的孔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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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托盘组件装入机柜

使用第 70 页的 “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位置”中标记的轨孔，通过以下步骤将托
盘组件固定到机柜。

1. 将托盘组件滑道上的前支架固定在机柜的前滑轨上。

a. 在助手的帮助下，将托盘组件定位在机柜内侧，并使前支架位于机柜前部。

要将托盘组件装入轨道之间，需将托盘组件的一侧稍微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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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四颗 10-32 螺丝将前支架固定在机柜前轨上。

将每个前支架下端的孔对准前轨上第 70 页的“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位置”中
标记的轨孔。 

然后使用一颗 10-32 螺丝将前支架固定在每个支架的下部孔中。用手指拧紧螺丝。

将每个前支架上端的孔对准机柜轨上相应的孔。在上端孔上各用一颗 10-32 螺丝将
支架固定在轨上。用手指拧紧螺丝。

在确定所有螺丝均已到位并且托盘组件保持水平后，再将螺丝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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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四颗 10-32 螺丝将后支架固定在机柜的后轨上。

将每个后支架下端的孔对准第 70 页的“确定服务器在机柜中的垂直位置”中标记
的轨孔。 

然后在下部孔中各使用一个 10-32 螺丝固定支架。用手指拧紧螺丝。

将每个后支架上端的孔对准机柜轨上相应的孔。在上端孔上各用一颗 10-32 螺丝将支架
固定在轨上。用手指拧紧螺丝。

在确定所有螺丝均已到位并且托盘组件保持水平后，再将螺丝拧紧。

3. 确保托盘组件保持水平。

用水平仪确保托盘组件的前后、左右均保持水平。

如有必要，请进行调整。

4. 当托盘组件达到水平状态时，拧紧所有的支架螺丝。

拧紧八颗 10-32 螺钉，使前后支架固定到机柜的垂直轨上。

5. 将托盘组件推入推出机柜，确保滑动平稳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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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器安装到托盘组件
1. 确保机柜稳定，以便拉出托盘 （服务器在托盘上）时机柜不会向前移动或倾斜。 

如果机柜下方有防止滚动的支脚，请确保这些支脚充分伸出至地面。

用机柜随带的稳固装置稳固机柜。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警告 – 拉出托盘之前，要确保机柜稳定，不会向前移动或者倾斜。参见机柜文档中关
于稳固机柜的信息。

警告 – 在专业维修技术人员拆掉所有的 CPU/ 内存板、电源、 CPU 风扇插槽和所有 
I/O 风扇插槽之前，请不要试图提起服务器。拆掉上述部件后，需要四个人抬起服务
器。有关拆卸这些部件的信息，请参见第 58 页的 “准备服务器”。

!

稳定装置

有些机柜可能装有稳定装置或
螺栓固定装置。参见有关稳定说
明的机柜文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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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托盘完全拉出。

站在机柜前方，抓住托盘手柄向前拉动托盘，直到其停止移动。

警告 – 在提升服务器并将其放到托盘上的过程中，不要将手指放在托盘上或者服务器
下面。

3. 将服务器放到托盘上。

a. 请用您在第 58 页的 “准备服务器”中安装的提升把手抬起服务器 （服务器每侧各
两人）。 

b. 将服务器放在托盘上时，应使服务器前部位于托盘的前部，服务器后部位于托盘的
后部。

4. 在托盘上调整服务器的位置，使得服务器每一侧的四个孔可以对准托盘组件上的
四个孔。

!

托盘

将托盘上的四
个螺丝孔与服
务器上的四个
螺丝孔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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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服务器两侧的四个提升把手。

a. 将螺丝刀塞入把手外侧的一个装卸孔中。 

通过装卸孔更易于找到把手内侧的螺孔以卸下螺丝。参见下图。

b. 卸下每个把手上用于固定到服务器上的两颗 M4 螺丝。 

c. 保管卸下的八颗 M4 螺丝。 

步骤 7 中要用到这些螺丝。

6. 将把手固定到机架上以便保管。 

从机柜上拆除服务器时需要重新安装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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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步骤 5 中卸下的八颗 M4 螺丝将服务器固定到托盘组件。

如下图所示，在服务器的每一侧使用四颗 M4 螺丝。 

在确定所有螺丝的位置并使托盘组件保持水平之前，不要将螺丝拧得过紧。

8. 检查服务器是否保持水平并且位于托盘的中央。 

如有必要，请用水平仪调整服务器的位置。

9. 拧紧八颗 M4 螺丝，将服务器固定在托盘组件上。

托盘

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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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装服务器
1. 专业维修技术人员必须安装 CPU/ 内存板和风扇插槽，这些是您在将服务器安装到机

柜之前拆下的部件。

有关安装部件的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2. 如果拆卸了服务器的侧门，请将其重新装回。

警告 – 在系统运行期间，应避免服务器门长时间打开。服务器门必须关闭以防自动热
关机。

3. 将服务器的两扇侧门关紧。

4. 将托盘组件推入机柜。

5. 将在服务器安装到机柜之前拆掉的 CPU/ 内存板和风扇插槽装回服务器。

有关安装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维修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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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器固定在机柜中
要将托盘组件和服务器固定到机柜，需将托盘把手固定到机柜的前轨。

1. 将托盘组件把手固定到机柜的前轨。

用一颗或两颗 10-32 螺丝将托盘把手固定到前轨。

如果把手每一侧的两个螺孔均可对准轨孔，则分别在每一侧上使用两颗 10-32 螺丝将其
固定到前轨上，如下图所示。 

如果把手每一侧只有一个螺孔对准轨孔，则分别在每一侧上使用一颗 10-32 螺丝将其固
定到前轨上，如下图所示。

2. 找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的钥匙。

3. 将系统锁入机柜。

将 Sun Fire V890 服务器钥匙插入托盘把手上的钥匙锁，然后沿逆时针方向旋转 90 度。 

锁住托盘把手可使保护盘伸出并覆盖托盘把手每一侧的螺丝头。保护盘可用以防止拆卸
将托盘和服务器固定到机柜上的螺丝。

4. 取下钥匙并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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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装饰条
下端装饰面板 （装饰条）在拆卸底侧面板时已被拆除。装回装饰条：

1. 在机架安装工具包中找出两根装饰条。

2. 将一根固定到机柜右前轨，另一根固定到机柜左前轨。

用两颗外加螺丝固定每根装饰条。

如果每根装饰条上只有一个螺孔可与轨孔对准，请分别用一个螺丝将每根装饰条固定到
每个前轨上。

重装机柜
1. 将机柜的前后门装回机柜。

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2. 如果拆除了机柜的侧板，请不要在连接和布置服务器电缆线之前将侧板装回。

警告 – 为防止机柜向前倾斜，请不要在服务器安装到机柜后试图滚动或移动机柜。 

管理电缆
您需要专为此次安装制订一套电缆管理方案。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工具包中
提供了几种可帮助您管理服务器电源线和电缆的工具：

■ 固定在服务器后部的服务器电缆管理支架 （带有可伸缩的多用线扎）。参见第 66 页
的 “将电缆管理支架安装到服务器中”。

■ 固定在机柜后部的机柜电缆管理支架 （带有可伸缩的多用线扎）。参见第 81 页的
“将电缆管理支架固定到服务器后部”。

■ 三条通用电源跨接线提供了富余的服务器电源线。详细信息，请参见通用准则。

另外，有些机柜还带有电缆管理功能或可选的电缆管理辅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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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通用准则介绍了用于布置和管理服务器电缆线的方法：

■ 为服务器电源线和电缆留出足够的富余，使托盘组件可以从机柜前部充分伸出，以
方便维修。如果服务器电源线太短，可以使用机架安装工具包提供的三条通用跨接
线获得一些富余。将跨接线的一端插入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电源，将另一端接入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电源线。然后将服务器电源线插入交流电源。

■ 为防止在托盘组件充分伸出时弯折或挤压电缆，应确保所有电缆都接触不到滑道及
其它障碍物。

■ 将电源跨接线连接到服务器电源线时，请使用线扎固定每个连接，如下图所示。

将电缆管理支架固定到服务器后部

固定在服务器后部的电缆管理支架有助于减轻电缆及其它服务器电缆的张力。机架安装
工具包中的可伸缩线扎可用于固定电缆。请参见第 80 页的 “管理电缆”，了解电缆管
理的通用准则。

要将电缆管理支架固定到机柜后部，需完成以下步骤：

1. 找到机柜的电缆管理支架。 

机架安装工具包中包含该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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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下图所示，将支架固定到机柜的一条后轨上。

用两颗 10-32 螺丝将支架固定到机柜轨上。

可以将支架固定到机柜左后轨或右后轨上满足电缆管理方案的任何位置。 

 

下一步
将服务器电源线、网线及 I/O 接口电缆与服务器相连，并布置好各种线缆，并留出足
够的富余以便于维修。参见《Sun Fire V890 服务器所有者指南》一书中的“如何安装 
Sun Fire V890 服务器”。

注意 – 服务器中央电源上方装有接地螺丝。一定要使用合适的接地带将服务器与机柜
接地。良好的接地可以防止系统与外围设备之间出现接地回路，从而有助于防止可能出
现的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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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19 英寸机柜要求

本服务器可安装在符合下表所列要求的 19 英寸 （48.26 厘米）宽 EIA 标准机柜中。将
每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到机柜中时，需要一个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
工具包。

机柜功能 要求

承重能力 机柜应能稳固承受 Sun Fire V890 服务器与安装硬件 （取决于服务

器配置，最重可达 350 磅，即 158.8 千克）及任何其它安装设备的
重量。

防倾斜保护 机柜必须用螺丝牢靠地固定在地面上，或者必须配备一个坚固的、
可伸缩的防倾斜支脚。必须避免当一个或多个系统或设备从机柜前

部充分伸出时机柜向前移动或倾斜。

垂直空间 采用机柜安装时，每台服务器在垂直方向上需要 17 机架单元
（29.75 英寸， 75.6 厘米）的空间。

最小维护通道 机柜后部必须留有深度不小于 36 英寸（91 厘米）的空间用
于服务器的安装和维护。

机柜前部必须留有深度不小于 48 英寸 （122 厘米）的空间
用于服务器的安装和取放。

服务器在托盘上充分展开时，两侧应留有宽度不小于 36 英
寸 （91 厘米）的空间。

服务器在托盘上充分展开时，应从机柜的前垂直安装轨上伸出 32.9 
英寸 （83.6 厘米）。

气流 为使服务器获得良好的通风，机柜前后门至少应满足以下开孔面积

要求。

• 正对服务器的前门，其开孔面积必须达 60％。 
• 正对服务器的后门，其开孔面积必须达 63％。 

如果机柜门不满足开孔面积要求，请将其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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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安装轨 机柜前后部须各装有一对垂直安装轨，其安装孔距应符合 EIA 
(RETMA) 标准。 

前后轨间距 （即从前轨外表面到后轨外表面的间距）应在 32 英寸
（81.3 厘米）到 36 英寸 （91.4 厘米）之间。

前后垂直轨的安装面应相互平行，并与机柜前基准面保持平行。

门与面板 取放服务器或调整通风状况时，可能需要拆掉前后门及侧面板，这
取决于所使用的机柜。请参见本附录前面的 “最小维护通道”要求

和 “气流”要求。

有关拆卸机柜前后门和侧面板的信息，请参见机柜附带的说明。

EMI 系统机架和金属侧门符合抗电磁干扰 (EMI) 要求，在将设备安装到
机柜中以后，必须将所有金属侧门安装到位。

阻燃 机柜必须符合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 和 TUV Rheinland 
of N.A. 的阻燃要求。

机柜功能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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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Sun Rack 900 机柜要求

下表列出了 Sun Rack 900 机柜的规格以及符合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要求的
工作地点。将每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安装到 Sun Rack 900 机柜时，需要一个 
Sun Fire V890 服务器机架安装工具包。

机柜功能 要求

承重能力 Sun Rack 900 机柜可稳固承受两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以及安装

硬件的重量 （最重可达 700 磅，这取决于服务器配置）。

防倾斜保护 Sun Rack 900 机柜具有多种防倾斜功能，其中包括一个稳固的防倾

斜挡板，当一个或多个系统或设备从机柜前部完全伸出时，该挡板
可防止机柜向前移动或倾斜。

垂直空间 Sun Rack 900 机柜在垂直方向上具有 38 个机架单元的空间。采
用机柜安装时，每台 Sun Fire V890 服务器在垂直方向上需要 
17 个机架单元 （29.75 英寸， 75.6 厘米）的空间。

最小维护通道 机柜后部必须留有深度不小于 3 英尺 （91 厘米）的空间用
于服务器的安装和维护。

机柜前部必须留有深度不小于 48 英寸 （122 厘米）的空间

用于服务器的安装和取放。

服务器在托盘上充分展开时，两侧应留有宽度不小于
36 英寸 （91 厘米）的空间。

服务器在托盘上充分展开时，应从机柜的前垂直安装轨上伸出

32.9 英寸 （83.6 厘米）。

气流 为使服务器获得良好的通风， Sun Rack 900 机柜前后门满足以下最

低开孔面积要求。

• 正对服务器的前门，其开孔面积必须达 60％。 
• 正对服务器的后门，其开孔面积必须达 63％。 

Sun Rack 900 机柜各侧上的门满足 Sun Fire V890 服务器的开孔面
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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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安装轨 Sun Rack 900 机柜前后部须各装有一对垂直安装轨，其安装孔距应
符合 EIA (RETMA) 标准。 

Sun Rack 900 机柜前后轨的间距 （即从前轨外表面到后轨外表面之

间的距离）应为 27 英寸 （68.58 厘米）。

Sun Rack 900 机柜前后垂直轨的安装面应相互平行，并与机柜前基
准面保持平行。

EMI 系统机架和金属侧门符合抗电磁干扰 (EMI) 要求，在将设备安装到
机柜中以后，必须将所有金属侧门安装到位。

阻燃 Sun Rack 900 机柜必须符合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 和 
TUV Rheinland of N.A. 的阻燃要求。

机柜功能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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