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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产品说明

本文档包含有关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的 新信息和问题。

本产品说明讲述了以下问题：

■ 第 2 页 “受支持的操作系统”
■ 第 2 页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 第 2 页 “Tools and Drivers CD （工具和驱动程序 CD）”
■ 第 3 页 “可选软件”
■ 第 6 页 “ 新固件更新”
■ 第 6 页 “硬件、固件和 BIOS 问题”
■ 第 19 页 “系统管理和服务处理器问题”
■ 第 23 页 “一般软件相关问题”
■ 第 25 页 “Solaris 操作系统相关问题”
■ 第 26 页 “Linux 操作系统相关问题”
■ 第 29 页 “Windows 操作系统相关问题”
■ 第 30 页 “用于 Windows 的 Sun 磁盘控制及监视应用程序问题”
■ 第 33 页 “文档相关问题”
■ 第 35 页 “可订购的文档和软件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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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持的操作系统
有关 Sun Fire 服务器支持的操作系统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Sun 网站：

http://www.sun.com/servers/x64/x4540/os.jsp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是一种可引导工具，可协助您在服务器上安装操作系
统。 SIA 可执行以下任务：

■ 识别系统上的硬件，并为操作系统的安装准备 Sun 服务器驱动程序。使用 SIA，就
无需再制作驱动程序 CD。

■ 提供各种工具帮助您升级系统 BIOS、 SP 固件、安装的设备固件，恢复无法访问的 
SP，以及执行其他操作。提供的工具均用于特定的系统，可能各不相同。

■ 引导操作系统供应商的本地安装程序。

■ 在安装操作系统过程中，识别并安装适用的驱动程序及平台特定的软件。

您可以从网站中下载服务器所用的 新映像 （用于 CD 或 USB 闪盘），网址为： 

http://www.sun.com/servers/x64/x4540/downloads.jsp

Tools and Drivers CD （工具和驱动程序 
CD）
在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包含适用于您的服务器的各种 Sun 驱动程序及可选软
件。通过这些驱动程序和可选软件，您可以选择要在服务器中运行的各种操作系统，并
且，还可利用各种工具来管理并增强服务器的功能。 

可从以下网站中下载用于服务器的 新版本 Tools and Drivers CD： 

http://www.sun.com/servers/x64/x4540/download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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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软件
提供了适用于您的 Sun Fire 服务器的可选软件。其中的部分程序可以作为选件进行预
安装、下载或购买 （Solaris™、 Sun Java™ Enterprise System）。 

在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还提供了一些可选的软件工具 （suncfg™、 HERD、
cfggen™、Disk Control and Monitoring 实用程序）。下列内容详细说明了这些可选的
软件组件：

■ 第 3 页 “Solaris 10 操作系统”

■ 第 4 页 “Sun Java™ Enterprise System”

■ 第 4 页 “suncfg 实用程序”

■ 第 4 页 “hd 硬盘映射实用程序”

■ 第 4 页 “LSI cfggen 实用程序”

■ 第 5 页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ing 实用程序”

■ 第 5 页 “Hardware Error Report and Decode (HERD) 实用程序”

■ 第 5 页“Linux Hardware Error Report and Decode (HERD) 工具不会在 Xen 内核 
(6721015) 中运行”

■ 第 5 页 “Sun xVM Ops Center”

Solaris 10 操作系统

Solaris 10 操作系统 (OS) 为 IT 专业人士提供了他们需要的安全性、可管理性及高性
能，帮助他们提高服务水平、降低成本和风险。该操作系统还是 Sun Java™ Enterprise 
System 的基础； Sun Java™ Enterprise System 是一个集成、开放、基于标准的软件
系统，它可使用一种新的可预测的方法进行软件开发、测试和维护。 Solaris 操作系统
会预先安装在您的服务器中。

在删除 Solaris 10 操作系统后，若要重新安装，可以下载该操作系统的 DVD 映像。 

要下载 DVD 映像，请访问网站：

http://www.sun.com/software/downloads

有关 Solaris 10 操作系统的联机文档，请访问网站：

http://docs.sun.com/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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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is 增加了对基于 GRUB 的引导功能的支持

从 Solaris 10 11/06 操作系统版本开始，开放源代码的 GNU Grand Unified Bootloader 
(GRUB) 已经在运行 Solaris 操作系统的 x86 系统中付诸实施。GRUB 是一种引导加载程
序，其任务是在系统内存中加载一个引导归档。在这个引导归档中，包含用来引导系统
的核心模块和配置文件。有关 GRUB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grub(5) 手册页。

有关如何在基于 GRUB 的环境中引导运行 Solaris 10 11/06 操作系统或更高版本的服务
器，请参阅 《Solaris 10 系统管理指南：基本管理》。

Sun Java™ Enterprise System
Sun Java™ Enterprise System (Java ES) 是一套软件组件，可提供各种服务来支持分布
于网络或 Internet 环境分发的企业级增强型应用程序。 Java ES 会预先加载在您的服务
器中。

有关 Java ES 的联机文档，请访问网站：

http://docs.sun.com/documentation

suncfg 实用程序

suncfg 实用程序是运行在 Windows 中的命令行实用程序，可执行 SP 和 BIOS 配置任
务以用于自动部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x64 服务器实用程序参考手册》。

hd 硬盘映射实用程序

hd 实用程序运行在 Solaris、Linux 和 Windows 中，可为服务器的 48 个硬盘驱动器提
供逻辑到物理的映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x64 服务器实用程序参考手册》。

LSI cfggen 实用程序

cfggen 实用程序是运行在 Windows 中的命令行实用程序，可以管理内部驱动器中的集
成镜像 (Integrated Mirroring, IM)。请参阅 《x64 服务器实用程序参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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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Control and Monitoring 实用程序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ing (DCM) 实用程序适用于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R2、Windows Server 2003 R2 SP2、Red Hat 4.5 Linux 或 SUSE 10 Linux 操作系
统的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 DCM 可协助您插入和卸下驱动器，报告磁盘配置的更
改，以及将磁盘 FRU （Field Replaceable Unit，现场可更换单元）的信息与存储在 
Sun Fire X4540 BMC （也称为服务处理器）中的信息同步化。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un Fire X4540 Server Operating System Installation 
Guide》（Sun Fire X4540 Server 操作系统安装指南）（适用于 Solaris 和 Linux 系统）
或 《Sun Fire X4540 Server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Installation Guide》（Sun 
Fire X4540 Server Windows 操作系统安装指南）。

Hardware Error Report and Decode (HERD) 实用
程序

HERD 实用程序运行在 Linux 中，可监视、报告可纠正的硬件错误并对其进行解码。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x64 服务器实用程序参考手册》。

Linux Hardware Error Report and Decode 
(HERD) 工具不会在 Xen 内核 (6721015) 中运行

在 Xen 内核中引导的 RHEL 5.1 上， HERD 诊断工具不会正常运行。在启用了 Xen 
的内核中，该实用程序在 RHEL 5.1 上运行时，不会像预期的那样记录 CPU 和内存
事件。

Sun xVM Ops Center
Sun xVM Ops Center 是用于物理和虚拟环境中的伸缩性很强的统一管理平台。 Sun 
xVM Ops Center 可管理整个全局数据中心内分布的多平台 x64 和 SPARC 系统，并可
与现有的工具集实现集成。 Sun xVM Ops Center 可为遵从性报告 (ITIL)、数据中心自
动化提供多种优势，并可同步管理成千上万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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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固件更新
在系统附带的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提供了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的 新固件更
新。您也可以从以下网站中下载 新版本的 Tools and Drivers CD： 

http://www.sun.com/servers/x64/x4540/downloads.jsp

硬件、固件和 BIOS 问题
以下问题适用于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硬件、固件、服务处理器 (SP) 或 BIOS： 

■ 第 7 页 “推荐机架”

■ 第 8 页 “更换硬盘驱动器 (Hard Disk Drive, HDD)”

■ 第 8 页 “要弹出系统控制器，需要使用针状工具或非导电的尖头工具”

■ 第 8 页 “插入系统控制器时用力按压”

■ 第 8 页 “卸下硬盘驱动器 0、 1、 8 或 9 之前的注意事项”

■ 第 9 页 “风扇托架盖打开时间不要超过 60 秒”

■ 第 9 页 “若无必要，当 HDD 插槽闲置时，不要长时间打开 HDD 护盖”

■ 第 9 页 “风扇托架 LED 指示灯 (6469493, 6456577)”

■ 第 10 页 “定位 LED 指示灯”

■ 第 10 页 “旧式风扇托架未使用蓝色 LED 指示灯”

■ 第 10 页 “不可使用后部插槽抬起服务器”

■ 第 10 页 “PCI 卡上的线缆很难连接和断开连接”

■ 第 10 页 “灰尘可能会影响系统冷却能力”

■ 第 11 页 “F2、 F8 和 F12 消息未显示在 POST 中 (6652479)”

■ 第 11 页 “如果安装的设备不支持 BIOS 设置选项，则系统无法引导 (6678497)”

■ 第 11 页 “在待机模式下进行 AC 关开机循环后系统无法引导 (6700772)”

■ 第 11 页 “当端口 0/0 和 0/1 闲置时，通过硬件 SATA 端口 0/2 引导系统 
(6696443)”

■ 第 11 页 “尝试暂停内存检查时，暂停键和热键间歇地不起作用 (6681749)”

■ 第 12 页 “内存处于非成组 (Unganged) 模式下 (6693114)”

■ 第 12 页 “系统引导时显示 Linux 引导消息 (6659995)”

■ 第 12 页 “无法从非 root 管理员帐户执行升级 (6682360)”

■ 第 13 页 “正在执行闪存升级时，无法执行其他闪存升级 (668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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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页 “升级 ILOM 时 BIOS 会进行两次闪存升级 (6706794)”

■ 第 13 页 “ILOM WebGUI 屏幕在 JavaRConsole 客户机中重新调整大小时，闲置屏
幕出现损坏 (6688489)”

■ 第 13 页 “BIOS POST 过程中，在 IPMI 系统事件日志中显示错误的时间戳 
(6670609)”

■ 第 14 页 “禁用电源故障检测 (6672402, 6672400)”

■ 第 14 页 “ILOM CLI 无法正确解析引号中的值 (6559544)”

■ 第 14 页 “无法在某些驱动器上进行下载 (6653884)”

■ 第 14 页 “当系统在周围温度较低的环境中运行时，会出现错误消息”

■ 第 14 页 “拆卸或更换驱动器 (6688264)”

■ 第 15 页 “执行 svcs -xv 命令时，显示错误消息”

■ 第 15 页 “适用于 Linux 的 HERD 实用程序与 RHEL 5.1 不兼容”

■ 第 15 页 “sd 将 fdisk 分区的磁盘作为 EFI 分区的磁盘 (6355349)”

■ 第 12 页 “安装了 10-GB HBA 的服务器在 POST 结束时挂起 (6717046)”

■ 第 16 页 “ILOM 服务处理器无法响应，并且无法访问 USB 设备 (6708525)”

■ 第 16 页 “设置警报规则之后， SSH 连接发生延迟 (6715659)”

■ 第 16 页 “ILOM 2.0：如果未在浏览器中启用 Cookies， GUI/CLI 会话不会超时 
(6581097)”

■ 第 17 页 “无法在 Solaris 主机中格式化虚拟软盘 (6593484)”

■ 第 17 页 “JavaRConsole 多个选项卡支持功能无法正常运行 (6606701)”

■ 第 17 页 “使用 USB/KCS 接口的服务处理器闪存出现故障 (6607039)”

■ 第 17 页“ILOM 2.0：当 Firefox 显示关于证书的警告消息时， ILOM WebGUI 会针
对其他用户挂起 (6681331)”

■ 第 18 页 “调整屏幕大小之后，闲置屏幕出现损坏 (6688489)”

■ 第 18 页 “ipmiflash 退出并显示 "lost contact with host" (6694423)”

■ 第 18 页 “ILOM 2.0：当其他 JavaRConsole 已经打开时， Solaris 键盘重定向不起
作用 (6696796)”

■ 第 19 页 “Fork 导致 pthread seg 错误 (6714006)”

■ 第 19 页 “从紧凑型闪存卡引导，导致显示无法写入的警告消息 (6724314, 
6580680)”

推荐机架

就长度而言，Sun Fire X4540 服务器 适合采用 1000 毫米的机架。Sun 推荐使用 Sun 
Rack 1000-42 和 Sun Rack 1000-38。这两种机架的安装文档包含在订购的滑轨工具箱
中的 《X4540-J 滑轨安装指南》中，也可以在网上联机阅读。该文档适用于将该工具作
为附件或选件的 Sun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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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档的网址为：

http://docs.sun.com/app/docs/prod/sf.x4540

有关 Sun 机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sun.com/servers/rack/index.html 

更换硬盘驱动器 (Hard Disk Drive, HDD)
更换硬盘驱动器时，用力按下硬盘驱动器模块以确保其完全到位。

要弹出系统控制器，需要使用针状工具或非导电的
尖头工具

使用针状工具或其他非导电的尖头工具，推动系统控制器的弹出手柄释放按钮。

插入系统控制器时用力按压

插入系统控制器时，先将其大部分推入机架中直至遇到阻碍，然后再次推动以确保其插
入到位，之后提起系统控制器手柄并将其卡入到位。

卸下硬盘驱动器 0、 1、 8 或 9 之前的注意事项

插槽 HDD0、 HDD1、 HDD8 和 HDD9 中的驱动器，是服务器附带的系统可引导驱动器。
必须先正常关闭 Solaris 10 操作系统，然后才能卸下 HDD0。

注 – 此说明不适用于 Windows 操作系统。

各个磁盘驱动器上的 LED 指示灯将指示相应的磁盘状态。

如果软件检测到任何驱动器发生故障，琥珀色 LED 指示灯将亮起。 

■ 对于非可引导驱动器，取消配置发生故障的驱动器。这将导致蓝色 LED 指示灯亮
起，表明此时可以更换该驱动器。 

■ 对于可引导驱动器，执行该操作时，琥珀色 LED 指示灯将亮起，而不是蓝色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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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换可引导驱动器，您必须执行附加的步骤：

■ 要卸下用来引导系统的驱动器，必须先关闭系统。 

例如，如果您使用 HDD0 引导了系统且 HDD0 上的琥珀色 LED 指示灯亮起，则必须
先关闭系统，才能更换该驱动器。

■ 要卸下未用来引导的可引导驱动器，请使用 cfgadm 命令取消配置此磁盘。当蓝色 
LED 指示灯亮起时，便可更换此驱动器。

例如，如果您使用 HDD0 引导了系统且 HDD1 上的琥珀色 LED 指示灯亮起，则可
以使用 cfgadm 命令取消配置 HDD1，当蓝色 LED 指示灯亮起时，便可更换此驱
动器。

风扇托架盖打开时间不要超过 60 秒
如果您在服务器运行时打开风扇托架盖，则必须在 60 秒内将其重新盖上，以免服务器
过热。

若无必要，当 HDD 插槽闲置时，不要长时间打开 
HDD 护盖

不可在不需要时长时间打开 HDD 护盖。只要一完成 HDD 维护操作，就应当关闭 
HDD 护盖。 

Sun 一次仅支持卸下或更换一个硬盘驱动器。切勿从运行中的系统中卸下多个硬盘驱动
器 （即便暂时卸下，也不可以）。 

注意 – 在有闲置 HDD 插槽的情况下打开 HDD 护盖，将导致系统迅速过热。

风扇托架 LED 指示灯 (6469493, 6456577)
风扇托架 LED 指示灯的运行情况如下：

■ 风扇正常工作时，绿色 LED 指示灯可能会熄灭。

■ 不使用蓝色 LED 指示灯。

■ 如果任一个或两个风扇都旋转缓慢或停止旋转，琥珀色 LED 指示灯将亮起。

■ 如果风扇托架出现故障，前面板顶部故障指示灯将亮起。 

注 – 前面板的顶部指示灯也可能指示需要对硬盘驱动器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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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LED 指示灯

通常，按住定位按钮 5 秒钟将使所有指示灯都亮起 15 秒。但是，当您进行此操作时，
定位 LED 指示灯亮起的时间可能会少于 15 秒。

注 – 有两个定位 LED 指示灯：一个位于系统前面板上，一个位于系统背面板上。

旧式风扇托架未使用蓝色 LED 指示灯

旧式风扇托架未启用蓝色 LED 指示灯。新式风扇托架仅有一个绿色和琥珀色的 LED 指
示灯。该文档中的一些图例可能适用于旧版硬件。

不可使用后部插槽抬起服务器
服务器后部有三个插槽，可以容纳电源和填充面板。使用其中的任一个插槽抬起服务器
都可能损坏服务器，或造成人身伤害。 

PCI 卡上的线缆很难连接和断开连接

X4540 背面板非常密实。用于下列 Mellanox InfiniBand PCI 卡的线缆难以安装和拆
卸： 
■ MHET2X-2SC 
■ MHXL-CF256-T 

在这些 PCI 卡中安装或拆卸线缆时，需要非常小心。

灰尘可能会影响系统冷却能力

系统冷却能力可能受日益堆积的灰尘和污染物的影响。建议大约每六个月打开并检查系
统一次，较脏的工作环境下应适当增加检查次数。检查系统散热器、风扇和排气孔。如
果需要，请刷去或吹走污染物或小心地用吸尘器清除系统中的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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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F8 和 F12 消息未显示在 POST 中 (6652479)
安装选项卡时，串行控制台可能不会在开机自检 (Power-on Self-test, POST) 屏幕中显
示 F2、 F8 和 F12 消息。 

解决方法：使用 ILOM 远程控制台查看消息。

如果安装的设备不支持 BIOS 设置选项，则系统无
法引导 (6678497)
如果安装的设备不支持 CPU 计时或内存计时 BIOS 设置选项，则系统可能无法引导。
这些选项用于优化性能和可靠性，不应进行更改。

解决方法： 清除 CMOS 并重新引导。有关说明，请参见服务手册。

在待机模式下进行 AC 关开机循环后系统无法引导 
(6700772)
关闭并打开交流电源的循环处于待机模式后，系统无法引导。在执行以下步骤后会出现
此错误：系统以 Windows 2003 32 位或 64 位引导。通过选择电源选项或关机，然后选
择待机，系统将进入待机模式。在系统仍在待机模式下时，如果拆卸 AC 电源线，然后
重新插入 AC 电路中，将引导系统电源但无法打开系统。使用 ipmitool 命令显示机箱
电源已经关闭。 

解决方法：按下电源按钮或使用 IPMI 命令打开系统。 

当端口 0/0 和 0/1 闲置时，通过硬件 SATA 端口 
0/2 引导系统 (6696443)
当硬盘驱动器端口 0 和 1 闲置时，服务器却意外地尝试从硬件 SATA 端口 0/2 中引导。

尝试暂停内存检查时，暂停键和热键间歇地不起作
用 (6681749)
尝试暂停内存检查的显示时，暂停键和 ESC 键间歇地不起作用。使用暂停键之后，其
他热键 （如 F2、 F8、 F12 和 Esc 键等）可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解决方法：要暂停该显示，请再次按下暂停键。如果您按下暂停键，必须按下 Ctrl 键
一次，才能使用 F2、 F8、 F12 或 Esc 等热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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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处于非成组 (Unganged) 模式下 (6693114)
在 BIOS 设置页面中将内存设置为非成组 (Unganged) 模式后，平台 BIOS 高级内存错
误处理功能无法运行。在任何内存模块中检测到无法纠正的 ECC 错误时，会导致整个
系统的重置。

解决方法：研究事后分析结果，在 SEL 事件的转储一节中搜索 "080813" 字符串，确定
哪个处理器发生了所报告的事件。

使用 “错误处理说明 1.0”有助于找到发生此错误的处理器编号，然后卸下或更换该处
理器中的所有内存。 

另一种解决方法是：不更改默认的成组 (ganged) 模式。

安装了 10-GB HBA 的服务器在 POST 结束时挂起 
(6717046)
X4540 服务器在插槽 0 中安装了 10-GB 主机总线适配器 (Host Bus Adapter, HBA) 并
安装了 BIOS 10 （0ABNF010 版本）后，该服务器会在开机自检 (Power-on Self-test, 
POST) 结束时挂起。此问题可能会在安装了 10GbE PCI-E 卡或 4 端口 GbE NIC (Atlas 
QGE) 卡时出现，也可能会在其他情况下出现。

解决方法：确保在插槽 1 或 2 中安装 10-GB 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系统引导时显示 Linux 引导消息 (6659995)
当服务处理器引导时，在系统引导时显示 Linux 引导消息。 

解决方法：忽略这些服务处理器 Linux 引导消息，其中没有提供诊断信息，因而可以
安全忽略。

无法从非 root 管理员帐户执行升级 (6682360)
在 ILOM 固件升级 GUI 中，从非 root 管理员帐户中升级固件时，显示升级失败消息。

解决方法：从 root 帐户中重试 ILOM 固件升级。如果固件映像已经损坏，则需要执行
基于主机的服务处理器恢复过程。在此过程中，您可以使用 DOS socflash.exe 实用
程序，该程序在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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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执行闪存升级时，无法执行其他闪存升级 
(6684204)
如果在执行闪存升级时有其他闪存升级正在进行，操作将失败，并显示消息提醒您正在
尝试非法操作。

用于 X4140、 X4540 和 X4150 的 ipmiflash 实用程序不会检查是否正在进行闪存升
级，因而可能会导致一次或两次闪存升级失败。在极少数情况下， ILOM 闪存映像可能
会损坏，这样就需要使用 ILOM socflash.exe 程序执行闪存恢复。

解决方法：避免并发闪存升级。如果 ILOM 闪存映像已经损坏，请使用 ILOM 
socflash.exe 程序进行恢复。 

升级 ILOM 时 BIOS 会进行两次闪存升级 (6706794)
在 ILOM 升级过程中， ILOM 服务处理器会对 BIOS 执行两次升级：升级过程中执行一
次，升级完成后立即执行另一次。

解决方法：ILOM 升级过程中的两次 BIOS 闪存升级不会影响任何功能，因此可以忽
略。

ILOM WebGUI 屏幕在 JavaRConsole 客户机中重
新调整大小时，闲置屏幕出现损坏 (6688489)
在 JavaRConsole 远程客户机中重新调整 ILOM WebGUI 屏幕大小时，闲置屏幕出现损
坏。在启用默认的视频图像比例缩放设置时，将发生这种情况。

解决方法：停止并重新开始重定向，在 Java 控制台窗口中键入任何值，然后禁用视频
缩放功能。

BIOS POST 过程中，在 IPMI 系统事件日志中显示
错误的时间戳 (6670609)
在 BIOS 开机自检过程中， ILOM 服务处理器智能平台管理接口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IPMI) SEL （System Event Log，系统事件日志）消息显示错
误的时间戳。

解决方法：忽略 BIOS POST 过程中错误的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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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电源故障检测 (6672402, 6672400)
电源故障检测暂时禁用。短暂的电源中断将导致主机挂起，而不是重置和重新引导。
用于检测该类事件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中的
功能，可以正常执行。 

ILOM CLI 无法正确解析引号中的值 (6559544)
在 /SP/clients/ldap 的属性 binddn 中输入包含空格的值时，无法正确解析该值，
产生无效值。

解决方法：添加其他转义字符使值生效。

无法在某些驱动器上进行下载 (6653884)
在某些安装了 Solaris 11 和 Solaris 10 update 5 Windows OS 5 的驱动器中，
download microcode 命令会失败，而在其他驱动器中，该命令可以正常工作。这种
故障的原因可能是固件文件过大。 

解决方法：在 LSI 主机总线适配器中下载代码。

当系统在周围温度较低的环境中运行时，会出现错
误消息

当系统在周围温度较低的环境中运行时，可能显示错误消息。

拆卸或更换驱动器 (6688264)
从机箱中卸下驱动器时， cfgdisk 实用程序未报告驱动器已经卸下。将驱动器插入机
箱时，只有在执行了 cfgdisk -o connect -d sata location 命令后，才会记
录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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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svcs -xv 命令时，显示错误消息

在加载的预安装操作系统上执行 svcs -xv 命令，返回以下错误：

svc:/system/webconsole:console (java web console)
 State: maintenance since Tue Jun 24 15:44:26 2008
Reason: Maintenance requested by an administrator.
   See: http://sun.com/msg/SMF-8000-63
   See: man -M /usr/share/man -s 1M smcwebserver
   See: /var/svc/log/system-webconsole:console.log
Impact: This service is not running. 

解决方法：发出以下命令：

/usr/share/webconsole/private/bin/wcremove -i console

发出该命令后，通过在 shell 提示符下再次执行 svcs -xv 命令，重新引导服务器并验
证服务是否可用。 

适用于 Linux 的 HERD 实用程序与 RHEL 5.1 不兼容 
用于 X4540 的 Hardware Error Report and Decode (HERD) 工具，不会在 Xen 内核中
的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5.1 上运行。 

解决方法：使用 HERD 之前，通过非 Xen 内核引导。

sd 将 fdisk 分区的磁盘作为 EFI 分区的磁盘 
(6355349)
将某个磁盘重新分区为 Extensible Firmware Interface (EFI) 或 GUID Partition Table 
(GPT) 之外的其他格式后，如果 GUID Partition Table (GPT) 备份标头留在磁盘上，则 
Solaris 操作系统可能会将该磁盘视为 EFI 或 GPT 格式的磁盘。只有在使用旧版 Solaris 
或无法识别 EFI 或 GPT 的实用程序重新分区 EFI 或 GPT 磁盘时，才会出现此错误。
如果使用 GPT 备份，将显示以下警告消息：

primary label corrupt; using backup （主标签损坏；使用备份）

解决方法 1：重新分区磁盘之前，清理整个磁盘。

dd if=/dev/zero of=/dev/rdsk/c1t3d0

解决方法 2：清除位于磁盘 后数据块中的 GPT 备份标头。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对磁盘运行格式化命令，然后指定检验选项。请注意扇区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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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verify" | format /dev/rdsk/c1t3d0 | grep "^sectors"
Reading the primary EFI GPT label failed. Using backup label.
Use the 'backup' command to restore the primary label.
sectors = 143374743

2. （可选）复制指定块中的内容。

dd if=/dev/rdsk/c1t3d0 of=/var/tmp/lastblock iseek=143374743

3. 清除指定的块。

dd if=/dev/zero of=/dev/rdsk/c1t3d0 oseek=143374743

ILOM 服务处理器无法响应，并且无法访问 USB 设
备 (6708525)
在极少数情况下， 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服务处理器无法在 USB 接
口中响应，并无法访问虚拟 USB 鼠标 / 键盘 / 软盘 /cdrom。

解决方法：使用 GUI、 CLI、 IPMI 或 SNMP 接口，重置 ILOM 服务处理器。 

设置警报规则之后， SSH 连接发生延迟 (6715659)
在出现故障的 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2.0.2.5 中设置警报后，使用 
SSH 连接到系统时出现延迟。

ILOM 2.0：如果未在浏览器中启用 Cookies，
GUI/CLI 会话不会超时 (6581097)
ILOM Web 接口要求在用户浏览器中启用 cookies。如果在禁用 cookies 后尝试登录，
系统会话资源可能会耗尽，从而无法执行后续登录。 (6580773)

解决方法：禁用 Web 服务，避免发生此情况。或者，也可以在用户浏览器中始终启用 
cookies。重置服务处理器以清除资源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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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在 Solaris 主机中格式化虚拟软盘 (6593484)
在主机中安装 Solaris 系统后，无法格式化虚拟软盘。在执行以下步骤时，会出现此问
题：

1. 从客户机上的 Windows XP 系统重定向软盘设备。 

2. 在主机中的 Solaris 系统中执行 "rmformat -F force virtualFloppyRawDevice" （格
式化直接连接到系统的物理软盘）。 

JavaRConsole 多个选项卡支持功能无法正常运行 
(6606701)
一旦从 web UI 中引导单独的 JavaRConsole 窗口，该窗口就会使用多个选项卡同时连
接到多个服务处理器 (SP) IP 地址。在连接到多个基于 AST2000 的 SP 或连接到基于 
G3 和 AST2000 的 SP 时，该功能将不起作用。

解决方法：从每个 ILOM 服务处理器 GUI 中引导单个 JavaRConsole 会话。

使用 USB/KCS 接口的服务处理器闪存出现故障 
(6607039)
2.0.2.1 (build 36) 及其他某些版本的服务处理器闪存，在使用 USB 接口时偶尔会出现故
障。

ILOM 2.0：当 Firefox 显示关于证书的警告消息
时，ILOM WebGUI 会针对其他用户挂起 (6681331)
从一台主机登录到 ILOM WebGUI。检验 WebGUI 是否响应。从另一台主机打开安装
了 Firefox 的 WebGUI，并等待警告消息。

Solaris 系统上的警告消息内容为：
  Website Certified by an unknown Authority
  Unable to verify the identity of sun-ilon as a trusted site

Windows 系统上的警告消息内容为：
  Security Error: Domain Name mismatch
  You have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with "x.x.x.x"

当这个警告窗口出现时，其他 WebGUI 客户机无法访问 I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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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zilla Firefox 浏览器已经打开 TCP 事务处理，却向 终用户显示确认对话框，询问
是否应该接受 SSL 证书。这将阻止其他用户使用该浏览器，因为 ILOM Web Server 
(webgo) 是单实例、单线程的应用程序。

解决方法：及时回答确认对话框。

调整屏幕大小之后，闲置屏幕出现损坏 (6688489)
1. 引导 JavaRConsole。

2. 将 JavaRConsole 窗口调整为大于重定向的窗口。

3. 启用视频缩放功能。

4. 将闲置屏幕 （例如 Solaris10/RHEL5 GUI 登录）打开大约 10 分钟。

5. 调整窗口大小。

6. 视频现已损坏。

解决方法： 

■ 停止重定向，再开始重定向
■ 在 Java 控制台窗口中键入任意内容
■ 禁用缩放功能

ipmiflash 退出并显示 "lost contact with host" 
(6694423)
在服务处理器固件升级过程中， ipmiflash 将显示错误消息 "lost contact with host" 并
退出。

解决方法：再次引导 ipmiflash 时，已用正确的固件版本升级了系统。

ILOM 2.0：当其他 JavaRConsole 已经打开时，
Solaris 键盘重定向不起作用 (6696796)
在以下情形中， Solaris 键盘重定向不起作用：

■ 从 Windows 或 Redhat 客户机 （两者都为 32 位，且安装了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1.6）执行 JavaRConsole。

■ 将主机引导到预引导执行环境 (Preboot Execution Environment, PXE) 菜单。
■ 通过选择向上键和向下键，检验键盘能否正常操作。
18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产品说明 • 2008 年 7 月



Fork 导致 pthread seg 错误 (6714006)
在极少数情况下，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服务处理器会在智能平台管
理接口 (IPMI) 上没有响应， BIOS 会在引导过程中显示 BMC Not Responding。

解决方法：如果 ILOM 服务处理器在 IPMI 接口上没有响应，并且 BIOS 显示 BMC 
Not Responding，则使用 GUI、 CLI 或 SNMP 接口重置 ILOM 服务处理器。

从紧凑型闪存卡引导，导致显示无法写入的警告消
息 (6724314, 6580680)
运行 Solaris 10 Update 5 和 snv_91 时，在系统从紧凑型闪存 (CF) 卡引导过程中或者
通过网络由 CF 卡引导过程中，将会显示以下警告消息：

WARNING: /pci@0,0/pci-ide@4/ide@0 unable to enable write cache targ=0
ata_set_feature: (0x2,0x0) failed
WARNING: /pci@0,0/pci-ide@4/ide@0 unable to enable write cache targ=0

系统管理和服务处理器问题
以下问题适用于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 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和服
务处理器 (SP)：

■ 第 20 页 “由于 tftp 超时， CLI 会话可能丢失数据 (6554507)”

■ 第 20 页 “启用 / 禁用 V1、 V2c、 V3 之后 SNMP 无法响应 (6554515)”

■ 第 20 页 “从 WebGUI 更改 SP 的 IP 地址后， WebGUI 可能不响应 (6496327)”

■ 第 20 页 “help targets 命令不显示 /SYS 下的所有对象”

■ 第 20 页 “reset_to_defaults 下的服务处理器出厂选项不起作用 (6672926)”

■ 第 21 页 “未保存波特率和流控制 (6647450)”

■ 第 21 页 “FRUtool 中的 FRU 信息未更新 (6661109)”

■ 第 21 页 “物理风扇 LED 指示灯未提供在 ftx.ok2rm.led 中 (6671800)”

■ 第 21 页 “系统事件日志中显示风扇读数 (6672284)”

■ 第 22 页 “在 ILOM 服务处理器 GUI 中，无法选择保留的配置 (6676365)”

■ 第 22 页 “输入错误的加载命令后，显示错误消息 (6676403)”

■ 第 22 页 “选择不正确的 ILOM 固件映像后，显示错误消息 (6681810)”

■ 第 22 页 “按下定位按钮之后，驱动器 LED 指示灯仍然亮起 (664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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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tftp 超时，CLI 会话可能丢失数据 (6554507)
如果由于下载 tftp 超时导致新映像上传失败， ILOM CLI 会话可能会丢失数据。 

解决方法：关闭当前 ILOM CLI 会话，并打开新会话。

启用 / 禁用 V1、 V2c、 V3 之后 SNMP 无法响应 
(6554515)

如果配置了 大数量的用户或团体，或立即发出多个命令， ILOM 服务处理器可能会在
引导服务时出现问题。

解决方法：不要配置 大数量的用户或团体，并在发出每个配置命令前等待几秒钟。 

从 WebGUI 更改 SP 的 IP 地址后， WebGUI 可能
不响应 (6496327)
如果您使用 ILOM WebGUI（web 界面）更改 SP 的 IP 地址，WebGUI 可能不响应。 

解决方法：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使用 ILOM 的 CLI 更改 SP 的 IP 地址。

■ 使用 ILOM WebGUI 更改 SP 的 IP 地址后，清除浏览器的高速缓存和 cookie。

help targets 命令不显示 /SYS 下的所有对象

键入 help targets 命令后，没有显示 /SYS 下的所有有效目标。这是一个已知问
题。

reset_to_defaults 下的服务处理器出厂选项不
起作用 (6672926)
服务处理器包含一个 reset_to_defaults 选项，通常提供下列选择：用户帐户、全
部和出厂。

在 SW1.0 中，“出厂”选项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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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使用 reset_to_defaults 时，请使用 “全部”选项。或者，您也可以不
保留该配置而重新安装服务处理器。 

未保存波特率和流控制 (6647450)
有关主机和服务处理器串行端口接口上的串行端口波特率和流控制的 ILOM 服务处理
器设置，在服务处理器重置时未被保存。

解决方法：每次重置服务处理器之后，使用 9600 波特率或设置其他波特率。

FRUtool 中的 FRU 信息未更新 (6661109)
电源设备 (PSU) 的现场可更换单元 ID (Field Replaceable Units ID, FRUID) 信息未在 
FRUtool 中立即更新。

解决方法：如果需要 FRU 信息，请在热交换 PSU 之后重置服务处理器。

物理风扇 LED 指示灯未提供在 ftx.ok2rm.led 
中 (6671800)
ILOM 服务处理器 (SP) 提供了关于传感器和指示灯的信息。物理风扇 LED 指示灯未提
供在 ftx.ok2rm.led 中。它们在文档中的标头错误。

解决方法：忽略用户界面中的风扇托盘 ok2rm LED 指示灯，它们实际上并不存在。风
扇是可热交换的。未提供关于拆卸风扇的服务步骤。

系统事件日志中显示风扇读数 (6672284)
对服务器通电 / 断电时，在 IPMI SEL （系统事件日志）中，会间歇地显示无关紧要的
风扇速度读数信息。 

解决方法：忽略服务处理器 IPMI SEL 中无关紧要的风扇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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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LOM 服务处理器 GUI 中，无法选择保留的配
置 (6676365)
在取消固件升级后，如果在 ILOM 服务处理器 GUI 中重试升级，则保留的配置选项会
变暗、无法选择。

解决方法：退出 GUI 会话，注销 ILOM GUI，然后重试固件升级过程。或者，不保留
配置进行升级。

输入错误的加载命令后，显示错误消息 (6676403)
输入错误的加载命令后，显示无关的错误消息。

解决方法：使用正确的参数，重试该命令。

选择不正确的 ILOM 固件映像后，显示错误消息 
(6681810)
在固件升级 GUI 中，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 ILOM 固件映像，会显示无关的错误消息。

解决方法：忽略无关的错误消息。

按下定位按钮之后，驱动器 LED 指示灯仍然亮起 
(6640032)
按下定位按钮超过 15 秒钟，驱动器 LED 指示灯仍然保持亮起。 

解决方法：检验前后定位按钮未卡在按下位置，然后使用 GUI、CLI、SNMP 或 IPMI 
接口重置服务处理器。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重置系统控制器，关闭再重新打开交流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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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软件相关问题
本节讲述运行 Sun 可选软件的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 第 23 页“在服务器引导之后，如果连接了外部 CD/DVD-ROM 驱动器，则从 USB 
闪存驱动器中安装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操作系统将失败。”

■ 第 23 页 “可更改引导优先级 (6497367)”

■ 第 24 页 “SunVTS 磁盘测试中的测试参数设置为默认值，造成运行时间更长 
(6548088)”

■ 第 24 页 “RAID 卷中的所有驱动器的容量必须相同”

■ 第 24 页 “为您的操作系统配置 PowerNow!”

在服务器引导之后，如果连接了外部 CD/DVD-
ROM 驱动器，则从 USB 闪存驱动器中安装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操作系统将失败。

从安装了 SIA 软件的 USB 闪存驱动器引导后，插入外部 USB CD/DVD-ROM 会导致
系统无法找到 CD/DVD-ROM 驱动器。若要使用 SIA 闪存驱动器协助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中安装操作系统，并要使用 CD 分发介质安装操作系统，则 SIA 必须能
够在安装过程中访问 CD。

解决方法：若要使用 SIA 闪存驱动器协助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中安装操作系统，
并要使用 CD 分发介质安装操作系统，您必须将 CD/DVD-ROM 驱动器插入到服务器
上可用的 USB 端口，然后再尝试从 USB 闪存驱动器中引导服务器。 

可更改引导优先级 (6497367)
如果多次引导系统，引导顺序可能发生改变，从而导致系统从非预定设备引导。

解决方法：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在 BIOS 中设置引导顺序：

1. 运行 BIOS 设置 (F2)。 

2. 选择 "Boot"（引导） -> "Boot Device Priority"（引导设备优先级）。

3. 验证是否已选中所需的引导设备，如果没有，则将其重新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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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VTS 磁盘测试中的测试参数设置为默认值，造
成运行时间更长 (6548088)
SunVTS™ 磁盘测试中的其中一个测试参数 "Media Transfer Size" （介质传输大小），
在默认情况下设置为 32 KB。这样，磁盘测试就需要花很长时间完成一次测试。

解决方法：要增强性能，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开始 SUNVTS 测试之前，右键单击磁盘测试并选择 "Test Parameters Options" （测
试参数选项）。

2. 将 "Media Transfer Size" （介质传输大小）设置为 256KB。 

3. 对 "Across All Instances" （跨全部实例）选择 "Apply to All" （应用于全部）。

该设置可以在几小时之内完成一次测试。 

RAID 卷中的所有驱动器的容量必须相同

RAID 卷中的所有驱动器的容量必须相同。在同一个 RAID 卷中混合不同容量的驱动器
会导致不可预见的操作。 

为您的操作系统配置 PowerNow!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中包含了 AMD 的 PowerNow! 技术，这项技术由 AMD 开发，
旨在降低功率消耗和热消散。 PowerNow! 技术通过在内核负载低时降低 CPU 频率和
电压来实现上述目的。

请注意，使用 PowerNow! 更改 CPU 频率和电压，会导致时钟速度波动。视系统资源
的使用率而定，指示速度可能会比 CPU 的实际（ 大）功率低很多。例如，您安装了 
2.2 GHz 处理器，但在需求较低时， CPU 会降低时钟速度并只显示 1.0 GHz 左右。这
属于正常情况，说明您的系统处于省电模式。

注 – 并非所有操作系统都支持 PowerNow!。某些支持该技术的操作系统会默认启用 
PowerNow!。针对您的特定操作系统，仔细阅读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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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is 操作系统相关问题
本节介绍特定于 Solaris 操作系统的相关问题。

■ 第 25 页 “引导过程中出现 "Bad PBR Sig" 消息”

■ 第 25 页 “Solaris 9 SPARC 客户机无法重定向 CD-ROM 或 USB 软盘设备 
(6415385)”

■ 第 25 页 “如何重新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

■ 第 26 页 “ZFS 数据同步降低了系统性能 (6430480)”

引导过程中出现 "Bad PBR Sig" 消息

如果引导过程中出现 "Bad PBR sig" 消息，说明您正试图从不可引导设备中引导。 

解决方法：要纠正此错误，请从可引导驱动器中引导。请参见 《Sun Fire X4540 服务
器安装指南》。

Solaris 9 SPARC 客户机无法重定向 CD-ROM 或 
USB 软盘设备 (6415385)
由于平台上缺少 javaRConsole 所需的资源库， Solaris 9 SPARC 客户机无法重定向 
CD-ROM 或 USB 软盘设备。其他重定向功能运行正常，例如，键盘、视频和鼠标重
定向。

解决方法：使用 Solaris 10 客户机。

如何重新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中已经预安装了 Solaris 10 5/08 操作系统。如果需要重新安装 
Solaris 10 5/08，可以从 Sun 下载中心下载软件，网址如下：

http://www.sun.com/software/solaris/get.jsp

重新创建出厂时安装的配置：

1. 安装 Solaris 10 5/08 操作系统。

2. 在 Solaris 操作系统中安装 hd 实用程序，可从以下网址获得程序：

http://www.sun.com/servers/x64/X4540/support.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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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镜像两个可引导磁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管理指南》。

4. 今后所需的修补程序将在以下网站提供：

http://www.sun.com/servers/x64/X4540/support.xml

ZFS 数据同步降低了系统性能 (6430480)
ZFS 数据同步会降低系统性能。 

解决方法：当执行大量 I/O 操作时，需要锁定配置才能写入的任何线程都会花费很长
时间。

Linux 操作系统相关问题
本节介绍特定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相关问题。

■ 第 26 页 “Kudzu/Anaconda 看不到所有 SCSI 设备 (6487566)”

■ 第 27 页 “SUSE 10.0 客户机上的 JavaRConsole 未正确识别 USB CD-ROM 
(6415456)”

■ 第 27 页 “使用 smarttools 或 Sun DCMU 时会调用过时的 SCSI (6549823)”

■ 第 27 页 “重新排列以太网接口名称”

■ 第 28 页 “FRU 信息可能显示产品名称属性 (6587071)”

■ 第 29 页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Versions 4 Update 5 非均 内存访问
失败 (6719368)”

Kudzu/Anaconda 看不到所有 SCSI 设备 
(6487566)
系统装有大量磁盘时， Kudzu 错误会阻止安装程序检测虚拟 CD-ROM 及软盘或外部 
USB CD-ROM。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网页：

https://bugzilla.redhat.com/bugzilla/show_bug.cgi?id=206641 

解决方法：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使用 SIA 安装 CD 执行安装。

■ 在系统上的磁盘较少时执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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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E 10.0 客户机上的 JavaRConsole 未正确识别 
USB CD-ROM (6415456)
如果您打开 JavaRconsole 并将一个 USB CD-ROM 设备连接到客户机，然后引导 CD-
ROM 重定向，则将看到两个选项：

■ /dev/hda（系统 CD-ROM 设备）

■ /dev/scd0（用于 USB）

选择 /dev/scd0 将生成错误消息。

如果在客户机系统上运行 dmesg，会将 USB CD-ROM 显示为 /dev/sr0。

解决方法：要使 CD-ROM 工作，可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下所示，创建一个符号链接： 
ln -s /dev/sr0 /dev/scd0 

■ 在 /etc/fstab 中添加以下条目

/dev/sr0 /dev/scd0 usbfs noauto 0 0

使用 smarttools 或 Sun DCMU 时会调用过时的 
SCSI (6549823)
由于使用 smarttools 或 Sun Disk Control Monitor Utility 时调用了过时的 SCSI，因
此，在使用这些工具时会在系统日志中显示以下警告消息：

kernel: program smartctl is using a deprecated SCSI ioctl, 
please convert it to SG_IO

或者

kernel: program diskmond is using a deprecated SCSI ioctl, 
please convert it to SG_IO

您尽可忽略此类错误消息。

重新排列以太网接口名称

插入及配置以太网选项卡时， Linux 将自动重新配置设备编号。这会给 PXE 安装和用
户带来困惑。 

解决方法：使用交互式 PXE 安装方法，这样您可以在运行时选择正确的以太网设备。
启用交互式方法： 

1. 在 kickstart 文件中添加 “交互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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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改 PXE 服务器中的默认文件以呈现以太网设备。默认文件条目的示例为： 

label th-rhel4.5-64-everything
kernel os_images/rhel4.5as_64/images/pxeboot/vmlinuz
append initrd-4500/rhel4.5as_64/initrd.img ksdevice=eth0 load_ramdisk=1 network 
ks=nfs:xx.xx.xx.xx:/data/shared/pxeboot/4500/rhel4.5as_64/ks_everything.cfg

值 ksdevice=eth0 对以太网设备 eth0 进行硬编码。因为 eth0 会更改为 eth4 
或 eth5，所以不要对该值进行硬编码。 

3. 该步骤适用于已经引导并运行的系统。这会将设备编号绑定到以太网设备的 mac 地
址。 

a. 对于 ifconfig ethX，请将 X 替换为相应数字，例如：eth0。 

b. 复制 mac 地址。 

c. 编辑与设备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X 对应的 
ifcfg 文件。将 X 替换为相应数字，例如：eth0。

d. 添加以前复制的 mac 行：HWADDR=XX:XX:XX:XX:XX:XX

FRU 信息可能显示产品名称属性 (6587071)
查看运行 Linux 的服务器的现场可更换单元 (FRU) 日志时，存储在服务处理器 FRU 日
志中的硬盘驱动器 FRU 信息可能会显示一个产品名称属性。该属性没有意义，应该忽
略。以下的示例说明当查看记录的 FRU 数据 （通过 ipmitool 命令或服务器管理工
具）有无该不正确的属性时，您可能会看到的内容：

FRU Device Description : hdd40.fru (ID 58)

Product Manufacturer : HITACHI

Product Name : 232VDDF12872G-40

Product Part Number : HDS7225SBSUN250G

Product Version : V44OA81A

Product Serial : VDK41BT4CAD0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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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Versions 4 
Update 5 非均 内存访问失败 (6719368)
非均 内存访问 (Non-Uniform Memory Access, NUMA) 失败。该问题与 NUMA 有
关，识别出仅有三个 CPU 节点，而不是 numactl --show 命令输出的实际四个 CPU 
节点。

# numactl --show
policy: default
preferred node: 0
interleavemask:
interleavenode: 0
nodebind: 0 1 2
membind: 0 1 2 3
cpubind: 0123456789101112131415

该输出信息也显示错误的 cpubind 数据。 

Windows 操作系统相关问题
本节介绍特定于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的问题。

■ 第 29 页 “不支持在主机操作系统上使用 IPMI 监视和控制 HDD (6434272)”

■ 第 30 页 “安装 Windows 时，很难确定引导磁盘 (6486425)”

■ 第 30 页 “使用 SIA 可能无法安装 Windows”

不支持在主机操作系统上使用 IPMI 监视和控制 
HDD (6434272)
您无法通过服务处理器或 IPMI 控制或监视硬盘驱动器。 

硬盘驱动器上的 “拆除准备就绪”和 “故障” LED 指示灯提供的硬盘驱动器状态信息
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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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Windows 时，很难确定引导磁盘 (6486425)
如果使用与服务器相连的 USB 软盘驱动器来提供海量存储驱动程序，则您必须将驱动
器连接到后上方的 USB 端口，以便服务器正确地将其识别为 A 驱动器。

如果当前已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则 Windows 安装程序将不能正确显示磁盘驱动器。
要正确选择引导驱动器，请在驱动器选择对话框中按 Enter 键。 

■ 按向上键或向下键滚动驱动器列表，不能显示引导驱动器。 

■ 如果您按下了某个方向键，则必须重新引导 Windows 安装程序，才能选择正确的引
导驱动器。

48 磁盘系统是唯一受支持的配置。当系统完整安装 48 个驱动器时， Windows 驱动
器编号与物理驱动器编号不同。例如， Windows 引导驱动器编号为 24，而相应的物
理驱动器编号为 0。

有关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 Windows 
操作系统安装指南》。

使用 SIA 可能无法安装 Windows
如果 Windows 可引导磁盘安装在一个非引导驱动器中，将无法使用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安装 Windows 2003 Server 操作系统。

用于 Windows 的 Sun 磁盘控制及监视应
用程序问题
以下问题与运行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的可选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ing 应用程
序软件相关。 

影响大的问题：

■ 第 31 页 “运行 DCM 和 IPMI 驱动程序时，需要 Windows 2003 R2 或 R2SP2 
(6592395)”

■ 第 31 页 “Remove Disk 命令”

影响小的问题：

■ 第 31 页 “磁盘、卷和 FRU 窗口窗格需要缩放到根窗口 (6592336)”

■ 第 31 页 “卷和 FRU 窗口缺少某些功能 (6592359)”

■ 第 32 页 “DCM 菜单图标 (659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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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2 页 “始终启用还原菜单选项 (6592312)”

■ 第 32 页 “始终启用 Sync FRU 菜单选项 (6592325)”

■ 第 32 页 “磁盘视图 小化时，未出现 大化菜单选项 (6592369)”

■ 第 32 页 “拉出并更换基本和动态的 Raid-5 驱动器 (6592227)”

■ 第 32 页 “列排序箭头靠右侧对齐 (6592349)”

■ 第 33 页 “DCM 卸载失败 (6655450)”

■ 第 33 页 “安装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ing (DCM) 远程脚本”

运行 DCM 和 IPMI 驱动程序时，需要 Windows 2003 R2 或 
R2SP2 (6592395)

DCM 只能安装在 Windows Server 2003 R2 或 R2SP2 中。Windows Server 2003 R2 包
含 DCM 所需的 IPMI 设备驱动程序。

Remove Disk 命令

拆卸带有卷的动态驱动器时，务必小心。 

注 – Remove Disk 命令会删除所选磁盘上的卷。不要在含有数据的磁盘上执行该操
作，因为这将导致数据丢失。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 Windows 操作系统安装指南》中的
“DCM 操作示例”一节。 

磁盘、卷和 FRU 窗口窗格需要缩放到根窗口 (6592336)

磁盘、卷和 FRU 窗口窗格应该缩放到根 / 父窗口的大小。当 DCM 根 / 父窗口重新缩
放时，子窗口 （磁盘、卷、 FRU）应该重新调整为与父窗口大小相匹配。参见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的例子。

注 – 这仅影响到用户界面中的操作，并不会影响 DCM。

卷和 FRU 窗口缺少某些功能 (6592359)

DCM 使用两个带有图标的按钮 （一个用于卷，另一个用于 FRU）添加和还原卷和 
FRU 窗口。这些窗口缺少退出、 小化和还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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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M 菜单图标 (6592296)

DCM 菜单图标列中，没有可以标识列用途的标签。该列可以标识与服务处理器中每个
磁盘驱动器状态相关的 DCM 中每个磁盘驱动器的状态。 

有关 DCM 菜单图标的信息，请参见《Sun Fire X4540 服务器 Windows 操作系统安装
指南》。

始终启用还原菜单选项 (6592312)

始终启用两个磁盘图标上的还原菜单选项，即使没有执行过 小化操作也是如此。

始终启用 Sync FRU 菜单选项 (6592325)

始终启用 Sync FRU 菜单选项，即使在执行 Sync FRU 操作之后也是如此。仅当 DCM 
应用程序与服务处理器中的磁盘信息不同步时，才应启用 Sync FRU 操作。

执行多次 Sync FRU 操作，不会影响到磁盘驱动器或 DCM 显示。

磁盘视图 小化时，未出现 大化菜单选项 (6592369)

如果磁盘视图窗口已经 小化，用于将磁盘窗口还原回原始大小的 大化菜单功能缺
失。

拉出并更换基本和动态的 Raid-5 驱动器 (6592227)

如果一个 RAID-5 驱动器已经从卷集中拉出，剩余的其中一个 RAID-5 驱动器不会在 
DCM 应用程序中显示它的卷信息。

RAID-5 卷集中的其他驱动器仍然可以显示正确的卷信息。

列排序箭头靠右侧对齐 (6592349)

使用向上和向下排序箭头进行列排序，并且靠右侧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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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M 卸载失败 (6655450)

在 DCM 版本 1.3.5 中，如果卸载 DCM 远程脚本 (DCMRemoteSetup1.0.1.msi)，然
后试图卸载 DCM 应用程序，您会收到以下错误消息：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is Windows Installer package. A 
program run as part of the setup did not finish as expected. 
Contact your support personnel or package vendor.

单击 "OK" （确定）退出消息。

解决方法：使用 "Repair" （修复）选项重新安装 DCM (DCMSetup1.3.5.msi)，然后卸
载 DCM。

安装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ing (DCM) 远程脚本

InstallPack.exe 用来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中安装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ing (DCM) 应用程序。安装过程中， DCM 远程脚本安装程序 
(DCMRemoteSetup1.1.1.msi) 会复制到 Windows 桌面上。 

要安装和使用 DCM 远程脚本功能，请参阅《Sun Fire X4540 服务器 Windows 操作系
统安装指南》的第 11 章 “磁盘控制与监视”，或者参阅 DCM 应用程序联机帮助中的 
"DCM Remote Client" （DCM 远程客户机）一节。

关闭 ACPI 和 MSI (6684720)
当使用非高级配置与电源接口 (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ACPI) 
或已将操作系统配置为关闭 ACPI 和消息信号中断 (Message Signaled Interrupts, MSI) 
功能时，某些选项卡可能无法使用。

解决方法：不要关闭 ACPI 和 MSI。

文档相关问题
以下问题在文档中出现。 

■ 第 34 页 “入门指南列出了不正确的文档”

■ 第 34 页““使用 CLI 编辑 ILOM 中现有的 IP 地址”一节中的示例错误 (6654413)”

■ 第 34 页 “Sun Fire X4540 不支持线缆固定架 (Cable Management Arm, CMA)” 

■ 第 34 页 “《Sun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2.0 用户指南补充资料》中包含不
适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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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列出了不正确的文档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入门指南》中列出了不适用于本服务器的文档。《Sun LSI 
106x RAID User's Guide》（Sun LSI 106x RAID 用户指南）不在文档集中。

“使用 CLI 编辑 ILOM 中现有的 IP 地址”一节中
的示例错误 (6654413)
《Sun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2.0 用户指南》操作步骤中的 IP 地址示例有问
题：在 “使用 CLI 编辑 ILOM 中现有的 IP 地址”提供的示例中， set 
pendingipnetmask=出现了两次。然而，应该包含 pendingipgateway= 行。

Sun Fire X4540 不支持线缆固定架 (Cable 
Management Arm, CMA)
服务器附带的 《X4500-J Slide rail Installation Guide》（X4500-J 滑轨安装指南）提供
了安装线缆固定架 (CMA) 的说明。然而，由于外接线缆问题， Sun Fire X4540 不支持
使用 CMA，且系统未附带任何 CMA。请忽略 《X4500-J Slide rail Installation 
Guide》（X4500-J 滑轨安装指南）中的 "Installing the Cable Management Arm" （安
装线缆固定架）一节。

《Sun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2.0 用户指南
补充资料》中包含不适用的信息

《Sun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2.0 用户指南补充资料》中介绍了各种 x64 服务
器。由此，该文档中的一些信息不适用于 SunFire X4540 服务器。

下面列出了补充资料中适用于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的主题。所有其他主题均不适用。

■ ILOM CLI 无法正确地解析引号中的值 (6559544)

■ 文档错误：“使用 CLI 编辑 ILOM 中现有的 IP 地址”的步骤包含不正确的说明 
(665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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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订购的文档和软件 CD
您可以象征性地支付一点费用，订购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所适用的文档和软件 CD 
套件。该套件包含：

■ 《Sun Fire X4500/X4540 服务器安装指南》
■ Sun Fire 服务器可引导诊断 CD 7.0 ps2 或更高版本
■ Sun Fire X4540 Tools & Drivers CD
■ Sun Fire X4540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CD 2.1.2.0 或更高版本

基于客户建议和生态责任， Sun 减少了随服务器附带的纸张和其他材料数量。但是，
您仍可以根据您的具体需要订购该套件。在网站 www.sun.com 上，可以免费下载
新的联机文档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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