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 Fire X4500 伺服器 Windows 與 Linux
作業系統補充說明文件
本補充說明文件包含有關在 Sun Fire™ X4500 伺服器上安裝 Windows Server 2003 作業系統與 Linux 作業系統的
說明。

請先閱讀重要 Windows 與 Linux 安裝資訊導讀手冊
要成功安裝 Sun Fire X4500 伺服器中的 Windows 與 Linux，請注意一些重要的考量事項。
n

如果沒有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CD (Sun 安裝助理光碟，安裝 Linux 所需) 與 Tools and Drivers CD (工具
與驅動程式光碟，安裝 Windows 與 Linux 所需)，您需要從下列網站下載軟體：
http://www.sun.com/servers/x64/x4500/

n

在開始安裝程序之前，請閱讀下列資訊：

Windows 安裝資訊
n

如果使用連接至伺服器的實體 USB 軟碟機來提供大型存放驅動程式，您必須將磁碟機連接至後上部 USB 連接埠
才能正確識別為 A:。

n

如果目前已安裝 Solaris 作業系統，Windows 安裝程式將無法正確顯示磁碟機。為正確選取開機磁碟機，請按磁
碟機選擇對話方塊中的 Enter 鍵。
按向上或向下游標鍵來捲動磁碟機清單將不會顯示開機磁碟機。如果按下游標鍵，您必須重新啟動 Windows
安裝程序才能選取正確的開機磁碟機。

n

僅支援 48 個磁碟系統設定。系統完全裝滿 48 個磁碟機時，Windows 磁碟機編號與實體磁碟機編號不同。例
如，Windows 開機磁碟機編號為 24，相應實體磁碟機編號則為 0。

如需有關安裝 Windows 作業系統的詳細說明，請參閱 「Sun Fire X4500 伺服器 Windows 作業系統安裝指南」，
820-0407。

Linux 安裝資訊
n

僅支援 48 個磁碟系統設定。開機裝置節點為 /dev/sdy (位於 插槽 0) 與 /dev/sdac (位於插槽 1)。作業系
統必須安裝在以上其中一個裝置節點上。

n

要安裝作業系統，您必須使用 PXE 網路安裝或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軟體。僅支援使用 SIA 軟體來
進行 USB CD-ROM 安裝作業系統。

n

我們建議您使用 Sun 提供的 (非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U4 64 位元發行版本) Tools and Drivers (工具與驅動
程式) 軟體。

如需有關安裝 Linux 作業系統的詳細說明，請參閱 「Sun Fire X4500 伺服器作業系統安裝指南」，820-1153-10。

下載 Sun Fire X4500 伺服器產品更新
若要進行產品更新，請前往以下 URL，並瀏覽本產品的網頁：
http://www.sun.com/servers/index.jsp

連絡 Sun 技術支援
如果您在本文件中未能找到有關此產品技術問題的解答，請造訪下列網站連絡我們：
http://www.sun.com/service/contacting

Sun 歡迎您提出寶貴意見
Sun 非常樂於提高文件品質，誠心歡迎您提出意見與建議。您可以將意見傳送到下列網址：
http://www.sun.com/hwdocs/feedback
請隨函附上文件書名與文件號碼：
「Sun Fire X4500 伺服器 Windows 與 Linux 作業系統補充說明文件」，文件號碼 820-11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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