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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操作系统安装指南》说明了如何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
安装受支持的 Linux 和 Solaris™ 操作系统。 

产品更新
有关可为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下载的固件和驱动程序更新以及 CD/DVD ISO 映像，
请访问以下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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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档
有关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文档集的说明，请参见系统附带并发布在 Sun 产品文档站
点上的 《从何处可以找到文档》表单。要导航到您的产品，请访问 
http://docs.sun.com

这些文档中的某些文档已发行翻译版本，分别以法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韩文和日
文等语言在上述网站上提供。英文版文档的修订较为频繁，因而其内容可能比其他语言
版本的文档更新。

有关 Solaris 和其他软件的文档，请访问 http://docs.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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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UNIX 命令
本文档中不包含有关基本 UNIX® 命令以及关闭系统、启动系统和配置设备等步骤的信
息。有关这些信息，请参阅以下文档：

■ 随系统附送的软件文档

■ Solaris 操作系统文档位于 http://docs.sun.com

第三方网站
Sun 对本文档中提到的第三方网站的可用性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此类站点或资源中的
（或通过它们获得的）任何内容、广告、产品或其他资料， Sun 并不表示认可，也不承
担任何责任。对于因使用或依靠此类站点或资源中的 （或通过它们获得的）任何内容、
产品或服务而造成的或连带产生的实际或名义损坏或损失， Sun 概不负责，也不承担任
何责任。

印刷约定

字体*

* 浏览器的设置可能会与这些设置有所不同。

含义 示例

AaBbCc123 命令、文件和目录的名称；计算
机屏幕输出

编辑 .login 文件。

使用 ls -a 列出所有文件。

% You have mail.

AaBbCc123 用户键入的内容，与计算机屏幕
输出的显示不同

% su

Password:

AaBbCc123 保留未译的新词或术语以及要强
调的词。 要使用实名或值替换的
命令行变量。

这些称为 class 选项。

要删除文件，请键入 rm filename。

新词术语强调 新词或术语以及要强调的词。 您必须成为超级用户才能执行此操作。

《书名》 书名 阅读 《用户指南》 的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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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欢迎您提出意见
Sun 致力于提高其文档的质量，并十分乐意收到您的意见和建议。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提
交您的意见和建议：http://www.sun.com/hwdocs/feedback。

请在您的反馈信息中包含文档的书名和文件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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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操作系统安装概述

本章概述了操作系统 (OS) 的安装过程。有关磁盘管理和监视实用程序的其他信息，请
参见 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文档。（请注意，有多个版本的 ILOM，因
而务必参阅与服务器安装的 ILOM 版本相符的指南。）

准备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安装
操作系统
本服务器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发行版本，而且每种操作系统都有数种安装方法。本部分仅
提供一般指南，并提供相关详细步骤的参考主题。 

先决条件

您必须先完成下列前提步骤，然后才能开始安装：

■ 安装服务器硬件。

■ （可选）配置服务处理器 （如需要，也可以在安装完成后执行此操作）。

■ （仅限于 Solaris 操作系统）在预安装映像和可启动诊断 CD 上安装和设置软件。

■ 收集所需信息，例如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如果需要标识服务器的物理网络接口名称
以安装 Linux 系统，请参见附录 A。如果需要标识服务器的物理网络接口名称以安
装 Solaris 系统，请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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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做出的决定

在您开始安装操作系统之前，请先回答下列问题。

■ 您要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安装哪个操作系统？

在网站 http://www.sun.com/servers/x64/x4540/os.jsp 上，列出了 
Sun Fire X4540 系列服务器所支持的各个操作系统。

■ 您要将服务器配置为无磁盘启动吗？

■ 您计划使用哪一种安装方法？

操作系统 无磁盘配置的相关文档

Solaris 10 请参见第 7 页中的 “关于 Solaris 操作系统安装”或以下网站上的
《Solaris 10 Installation Guide:Network-Based Installations》
（Solaris 10 安装指南：基于网络的安装）：
http://docs.sun.com/app/docs/coll/1236.6

Red Hat Linux 请参见第 13 页中的 “关于安装 RHEL”或以下网站上的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ystem Administration Guide》（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系统管理指南）：
https://www.redhat.com/docs/manuals/enterprise/。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请参见第 33 页中的 “关于安装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或
访问网站 
http://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sles10/index.html。

方法 Solaris Red Hat SUSE

已预装在磁盘上 是 否 否

从软件发布媒体 (CD/DVD) 安装到服务器上 是 是 是

通过 KVMS 从软件发布媒体 (CD/DVD) 安装 是 是 是

使用 PXE （预启动执行环境）从网络安装 是 是 是

使用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进行安装；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是一种图形化操作系统安装工
具，可协助您安装受支持的 Linux 版本

否 是 是

安装到紧凑型闪存卡中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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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支持使用 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远程控
制台应用程序，执行符合行业标准的远程 KVMS （键盘、视频、鼠标和存储）操作。
有关为服务器设置远程 KVMS 连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文档。（请注意，有多个版本的 ILOM，因而务必参阅与服务器安装的 ILOM 
版本相符的指南。）

■ 您是否需要更新操作系统？

通常，安装完操作系统后，需要执行更新。有关详情，请参阅适合您的特定操作系
统的相应章节。

可选软件
提供了可用于 Linux 和 Solaris 操作系统的其他软件，以帮助操作和管理您的服务器。

■ Hardware Error Report and Decode (HERD) 实用程序

HERD 实用程序运行在 Linux 中，可监视、解码并报告可纠正的硬件错误。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网站 http://docs.sun.com 上您的服务器文档附带的 《x64 Servers 
Utilities Reference Manual》（x64 服务器实用程序参考手册） (820-1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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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网站 http://docs.sun.com 上您
的服务器文档附带的 《x64 Servers Utilities Reference Manual》（x64 服务器实用
程序参考手册） (820-1120)。

注 – 《x64 Servers Utilities Reference Manual》（x64 服务器实用程序参考手册）中
提供的 hd 实用程序示例，均适用于 Sun Fire X4500 服务器。X4540 的磁盘映射方式与
之不同。

■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ing Utility (DCMU)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ing Utility (DCMU) 实用程序适用于运行 Red Hat Linux 
或 SUSE Linux 操作系统的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DC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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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处理器中的信息同步化。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 章 （针对 Red Hat）或第 7 章 （针对 SLES）。

■ IPMItool 

IPMItool 是命令行实用程序，该程序可以读取传感器数据信息库 (SDR)，显示传感
器值、系统事件日志 (SEL)、现场可更换单元 (FRU) 清单信息，获取和设置 LAN 配
置参数，以及通过服务器的服务处理器执行底盘电源控制操作。有关使用 IPMItool 
的信息，请参阅 《Sun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2.0 用户指南》 (820-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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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步骤
■ 请参见适用于您的操作系统的章节：

■ “安装 Solaris 10 操作系统”

■ “安装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 “安装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10”

■ 或者，有关使用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协助安装 Linux 操作系统的信息，请参
见 “使用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 有关在紧凑型闪存卡上安装 Solaris 或 Linux 系统的信息，请参见 “在紧凑型闪存
卡上安装和启动操作系统”。

■ 收集有关安装、管理和配置的文档。有关文档的指示信息，请参见本指南中的各章
节。
4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操作系统安装指南 • 2008 年 7 月



第 2 章

使用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本章讲述了使用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安装操作系统的各个选项。您可以选
择使用 SIA 在 Sun x64 体系结构服务器上安装 Linux 或 Windows 操作系统。 

关于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工具可协助您安装受支持的 Linux 和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 (OS)。使用 SIA，您只需启动 SIA 媒体并按照以下提示，即可安装
操作系统、相关驱动程序，如果需要，还可以安装其他系统软件。

SIA 并没有自动化操作系统的安装过程。您仍需遵循供应商指定的操作系统安装步骤，
但无需具备系统硬件、搜索和下载受支持的 新 Sun 设备驱动程序，也无需创建单独
的驱动程序 CD。 SIA 会为您完成这些工作。

功能和优势
SIA 提供了下列功能和优势：

■ 利用可启动介质，可从连接至服务器的本地驱动器 （CD/DVD 或 USB 闪盘）、
远程重定向的网络驱动器 （虚拟 CDROM 或 ISO 映像）启动，或通过 PXE 网络
启动。

■ 可识别您的平台硬件和安装的选项卡。 

■ 可识别操作系统介质以及系统需要的受支持的设备驱动程序。

请注意，SIA 不提供操作系统软件。在 SIA 安装期间，操作系统软件须由客户提供。

■ 协助将操作系统安装在平台支持的可启动介质 （硬盘、紧凑型闪存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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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可安装 Sun 支持的 新操作系统的设备驱动程序，以及服务器系统需要
的系统软件。

■ 您可以在受支持的服务器上升级服务器 BIOS 和服务处理器 (Service Processor, SP) 
固件。

■ 从基于 Linux 的 PXE 服务器上，让 SIA 基于脚本在无用户参与的情况下自动安装受
支持的 Linux 操作系统。

■ 在安装期间发生错误或异常情况时，提供直观的错误消息。

■ 如果需要，可随时查看事件日志文件；对于 Linux，日志位于安装完毕的服务器上的 
/root 下，对于 Windows，日志位于 C:\ 下。

如何开始使用 SIA
下列信息有助于您开始使用 SIA。 

■ 有关支持的 Sun 服务器平台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SIA 信息页面，网址为：

http://www.sun.com/systemmanagement/sia.jsp

■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CD 随支持 x64 处理器体系结构的大部分 Sun 服务器一起
提供。您也可以从以下 Sun 下载网页中下载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的 新 ISO 
CD 映像：

http://www.sun.com/download/index.jsp

使用 SIA 中的 "Remote Update" （远程更新）选项，可以在 SIA 安装过程中轻松获
取 SIA 程序的更新。 

■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for Windows and Linux User 抯 Guide》（适用于 
Windows 和 Linux 的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用户指南） (820-3557) 讲述了如何
将 SIA 与您的服务器结合使用，您可以从以下 Sun 文档网站下载该指南：

http://docs.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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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un.com/download/index.jsp


第 3 章

安装 Solaris 10 操作系统

本章描述了 Solaris 10 操作系统的安装过程。

注 – 可在 Sun 服务器中配备一个内置 8 GB 紧凑型闪存卡 (CF)，然后在该卡上安装
受支持的 Linux 或 Solaris 操作系统。由于 CF 卡容量有限，可能无法进行完全安
装，因此建议不要使用某些安装模式和功能，如 LVM 和交换。有关从 CF 启动的优
势和劣势以及 CF 卡优化步骤的论述，请参见第 8 章 “在紧凑型闪存卡上安装和启动
操作系统”。

关于 Solaris 操作系统安装
本章描述了您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 (Solaris OS) 时需要了
解的一些信息，并提供了包含详细安装信息的 Solaris 操作系统文档。

本章包含有关从网络或介质中安装 Solaris 10 操作系统的说明。如果您要配置服务器附
带的预先安装的 Solaris 10 操作系统，请参阅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安装指南》。

注 – 本章适用于已熟悉在 x86/x64 平台上使用 Solaris 操作系统的有经验的系统管理
员。

概述

在本文档中，术语 ”x86” 指 Intel 32 位系列微处理器和 AMD 生产的兼容 64 位和 32 位
微处理器。以下网站上的 "Solaris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Solaris 硬件兼容性
列表）中列出了受支持的 x86 系统：http://www.sun.com/bigadmin/hcl。
7



适用于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的 Solaris 操作系统 低版本是 Solaris 10 5/08。
Solaris 10 操作系统包装盒中提供了用来在 SPARC 和 x86 平台上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
软件的 DVD 介质和文档。对于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请使用用于 x86 平台的介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支持以下 Solaris 操作系统安装方法：

■ 通过运行 Solaris 安装程序，以交互方式从 CD/DVD 介质中为服务器安装操作系
统。

■ 利用预启动执行环境 (PXE) 技术并采用以下安装方法通过网络安装一台或多台服务
器：

■ 通过网络从远程 CD/DVD 映像中运行 Solaris 安装程序

■ JumpStart™ 安装

■ 无磁盘启动

■ 使用串行控制台进行安装

■ 从硬盘驱动器上预装的 Solaris 10 操作系统映像中启动。

注 – 在 Sun X4540 服务器中，可能有四个启动位置：c0t0 （物理驱动器插槽 0）、 c0t1
（物理驱动器插槽 1）、 c1t0 （物理驱动器插槽 8）和 c1t1 （物理驱动器插槽 9）。对于
配置为从出厂安装的 SATA 存储器中启动的服务器，这些设备标识符都是默认的。如果
您添加了其他存储设备 （比如 USB 存储设备），则根据启动时操作系统首先查找的设
备，设备标识符可能会发生更改。 

根据表 3-1 确定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时需要执行的步骤。

表 3-1 Solaris 操作系统初始安装任务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设置服务器。 安装服务器硬件并配置服务处理器。 《Sun Fire X4500/X4540 服务器安装
指南》 

查看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的特
定要求。

确认您的服务器符合 低系统要求。 参见表 3-2 与 《Sun Fire 
X4500/X4540 服务器安装指南》

查看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产
品说明》。

产品说明中包含有关 Solaris 操作系统
软件和修补程序的 新信息。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产品说
明》 

收集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所需的
信息。

您需要收集的信息类型取决于您的环
境以及所选的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的
方法。

第 7 页中的 “关于 Solaris 操作系统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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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的 低系统要求

找到 Solaris 操作系统文档。 随您的软件提供的 Solaris 操作系统文
档包含您需要知道的大多数安装信息。

第 11 页中的 “何处查找 Solaris 10 
信息”

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 选择一种安装方法并找到相应的安装
指导说明。

参见表 3-3。

如有必要，安装修补程序。 修补程序可从 "SunSolve Patch 
Portal" （SunSolve 修补程序门户站
点）获得，网址为：
http://www.sunsolve.sun.com。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产品说明》 

要求 说明

硬件要求 在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之前，必须安装服务器硬件及初始服务处理器配置 （如果
使用）。

低 Solaris 操作系统
版本

用于 x86 和 x64 平台的 Solaris 10 5/08 或更高兼容版本。

安装内存 建议内存容量 256 MB。 低内存容量 64 MB。

硬盘空间 12 GB 或更大。

交换区大小 默认交换区大小为 512 MB。

x86/x64 处理器要求 建议采用 x86/x64 120-MHz 或更快的处理器。要求处理器具备硬件浮点支持。

BIOS 工业标准 x86/x64 BIOS （驻留于 FLASH）。 BIOS 必须能够从 CD/DVD 介质中
启动。

表 3-1 Solaris 操作系统初始安装任务表 （续）

任务 说明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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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安装方法

注 – Solaris 操作系统提供了用于安装的其他程序，例如通过广域网 (WAN) 启动，但
是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只支持本文档中列出的方法。

方法 说明 参考

从 CD/DVD 介质中
安装。 

使用 CD/DVD 介质上的 Solaris 安装程
序，以交互方式安装一个服务器。 

请按以下网址中的 《Solaris 10 Installation 
Guide: Basic Installations》（Solaris 10 安装
指南：基本安装）中的 x86 安装说明进行操
作，网址为

http://docs.sun.com/app/docs/doc/

817-0544。

使用 PXE 从网络
安装。

要通过网络从远程 CD/DVD 映像中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或使用 JumpStart 来
自动执行安装过程并安装多个系统，您需
要使用 PXE。
要使用 PXE 通过网络启动，您需要设置
一台安装服务器和一台 DHCP 服务器，
并将每台服务器上的 BIOS 配置为从网络
启动。

请按以下网址中的 《Solaris 10 Installation 
Guide: Network-Based Installations》
（Solaris 10 安装指南：基于网络的安装）中
的 x86 PXE 安装说明进行操作，网址为

http://docs.sun.com/app/docs/doc/

817-5504。

从预装映像中启动。 根据您的配置，硬盘驱动器中可能预装了 
Solaris 操作系统映像。

《Sun Fire X4500/X4540 服务器安装指南》。

从串行控制台中安装。 使用串行控制台在基于 PXE 的网络安装
中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

请按以下网址中的 《Solaris 10 Installation 
Guide: Network-Based Installations》
（Solaris 10 安装指南：基于网络的安装）中
的 x86 PXE 安装说明进行操作，网址为

http://docs.sun.com/app/docs/doc/

817-5504。

执行无磁盘启动。 在不带硬盘驱动器的 Sun Fire X4540 服
务器上启动 Solaris 操作系统。此方法与
基于 PXE 的网络安装配合使用。 

请按以下网址中的 《Solaris 10 Installation 
Guide: Network-Based Installations》
（Solaris 10 安装指南：基于网络的安装）中
的 x86 PXE 安装说明进行操作，网址为

http://docs.sun.com/app/docs/doc/

817-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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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查找 Solaris 10 信息

Solaris 10 操作系统文档位于：

http://docs.sun.com/app/docs/prod/solaris.10

选择文档集内描述安装的版本特定的文档。确保遵循 x86 系统的特定说明 （如果指
定）。

Solaris 10 文档也在随 Solaris 操作系统软件附送的 Solaris 文档 DVD 上提供。
第 3 章 安装 Solaris 10 操作系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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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安装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本章讲述了如何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安装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操
作系统和系统特定驱动程序。

本章包含以下几节：

■ 第 13 页中的 “关于安装 RHEL”

■ 第 15 页中的 “准备安装 RHEL”

■ 第 16 页中的 “使用 SIA 安装 RHEL”

■ 第 17 页中的 “通过分发介质安装 RHEL”

■ 第 18 页中的 “使用远程控制台应用程序安装 RHEL”

■ 第 20 页中的 “使用 PXE 安装 RHEL”

■ 第 31 页中的 “更新 RHEL 操作系统”

关于安装 RHEL
本节说明了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中安装 RHEL 4.6 和 5.1（64 位）操作系统的不同
要求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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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L 的安装任务表

参见下表，确定本文档中与您计划执行的安装任务相关的部分。 

Red Hat 安装和管理文档

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安装 RHEL 软件之前，请参阅以下 RHEL 文档。

安装任务 相关章节

收集有关您的系统和网络的信息。 第 14 页中的 “Red Hat 安装和管理文档”

下载所需介质。 第 15 页中的 “准备安装 RHEL”

如果您在紧凑型闪存卡中安装操作系统，请将
启动优先级设置为使 CF 卡成为主启动设备。

第 16 页中的 “在紧凑型闪存卡上安装和启动
操作系统”

从 Sun 安装 CD 中安装 RHEL， 
或者

第 16 页中的 “使用 SIA 安装 RHEL”

使用本地 DVD 驱动器通过分发介质安装 
RHEL，
或者

第 17 页中的 “通过分发介质安装 RHEL”

使用远程 DVD 驱动器通过分发介质安装 
RHEL，
或者

第 18 页中的“使用远程控制台应用程序安装 
RHEL”

通过 PXE 映像安装 RHEL。 第 20 页中的 “使用 PXE 安装 RHEL”

更新 RHEL 操作系统文件和驱动程序。 第 31 页中的 “更新 RHEL 操作系统”

文档 说明 所处位置

自述文件 包含适用于您的 RHEL 软件版本的系
统要求和系统配置的 新信息。

在 RHEL CD 1 上，联机文档位于 
http://www.redhat.com/docs/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Quick Installation Guid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快速
安装指南）

印刷版指南，包含可帮助您安装 
RHEL 的有用信息。

随 RHEL 分发介质一起提供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Installation Guide》（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安装指南）

印刷版快速安装指南的扩展版本。 包含在 Red Hat Documentation CD 中，
并且可从以下网址下载：
http://www.redhat.com/docs/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Introduction to System 
Administration》

针对 RHEL 系统管理员的介绍性信
息。

可从以下网址下载：
http://www.redhat.com/docs/man
uals/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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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安装 RHEL
尽管您可以安装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软件，但在执行安装过程之前，仍需要收集
一些有关系统和网络的信息。

在服务器上安装 RHEL 软件之前，可能需要验证以下信息。

获取更新介质工具包

要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安装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您需要获得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4 更新介质工具包。 

要获取此工具包，请登录：http://rhn.redhat.com。

您需要提供贵公司的帐户信息才能下载更新的 ISO 映像。企业帐户是用户在购买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介质工具包之后创建的帐户，用于访问 Red Hat 的支持网络。

获得更新的 .iso 映像后，将映像刻录到 CD，并使用这些 CD 取代随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4 包装盒一起提供的介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ystem Administration Guide》

关于自定义 RHEL 软件的信息。 可从以下网址下载：
http://www.redhat.com/docs/man
uals/enterprise/

《System Administration for 
Diskless Booting》 

有关配置服务器和 Red Hat Linux 以
便进行无磁盘启动的信息。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Installation 
Guide for the x86, Itanium™, and 
AMD64 Architectures》 可从以下网址
下载：
http://www.redhat.com/docs/ma
nuals/enterpris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curity Guide》

讲述确保 RHEL 软件安全的指南。 可从以下网址下载：
http://www.redhat.com/docs/man
uals/enterprise/

需要验证的项目 值

DHCP 服务器名称 servername

服务器的 MAC 地址 MAC_address

文档 说明 所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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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新的 Tools and Drivers DVD 映像

用于 Sun 服务器的 Tools and Drivers DVD 中，包含安装 Linux 所需的重要驱动程序
（例如，视频、芯片组和服务器的 LSI MPT 磁盘控制器）。您可以在以下网址下载用于 
Sun Fire 服务器的 Tools and Drivers DVD 新 ISO 映像：

http://www.sun.com/servers/x64/x4540/support.xml

其他软件更新或修补程序

在服务器上安装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软件后，您还可能需要使用修补程序和程序
包来更新系统软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31 页中的 “更新 RHEL 操作系统”。

在紧凑型闪存卡上安装和启动操作系统

可在 Sun 服务器中配备一个内置 8 GB 紧凑型闪存卡 (CF)，然后在该卡上安装受支持
的 Linux 或 Solaris 操作系统。由于 CF 卡容量有限，可能无法进行完全安装，因此
建议不要使用某些安装模式和功能，如 LVM 和交换。有关从 CF 卡启动的优势和劣
势以及 CF 卡优化步骤的论述，请参见第 69 页中的 “在紧凑型闪存卡上安装和启动
操作系统”。

在紧凑型闪存卡上安装操作系统之前，您必须将该闪存卡识别并配置为系统的主启动设
备。主启动设备是用于安装并启动操作系统的设备。您可以将操作系统安装在以下设备
中，以及从这些设备中启动操作系统：内置 HDD、外部 HDD （比如，存储附件中的
硬盘）或内置 CF 卡。

服务器启动设备优先级可通过服务器的 BIOS 设置程序进行设置。在启动过程中，当系
统出现提示时按 F2 键并导航至 "Boot Device Priority" （启动设备优先级）屏幕，将内
置 CF 卡设置为主启动设备。

使用 SIA 安装 RHEL
要从本地介质中执行基本安装，Sun 建议您使用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CD。
使用 SIA CD，只需从 SIA CD 中启动，便可轻松安装操作系统、适用的驱动程序以及
其他软件。使用 SIA，您无需建立系统硬件清单、搜索及下载 Sun 支持的驱动程序，
以及创建驱动程序 CD。有关 SIA C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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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发介质安装 RHEL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提供了文本模式及易于使用的图形界面，以便安装和配置操
作系统。在 boot 提示符处，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使用的界面。

所需项目

要从软件发布媒体中安装，需要具备以下项目：

■ 配备了以下硬件的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

■ 内置或外部 DVD-ROM 驱动器 （标准配置的系统具有一个内置 DVD-ROM 驱
动器）

■ USB 键盘和鼠标

■ 监视器

■ RHEL 介质 CD 套件

■ 新的 Tools and Drivers DVD 或 ISO 映像

▼ 从本地介质中安装

1. 记录下列与您的服务器相关的问题：

■ X4540 服务器需要 Tools and Drivers DVD 中的 LSI MPT 磁盘控制器驱动程序
更新文件。您可以选择在初始安装 RHEL 之后安装该驱动程序。检查服务器 
Tools and Drivers CD 上的目录 /linux/drivers/，查找与要安装的 Linux 
版本相关的 rpm 文件。

■ 在 Sun X4540 服务器中，可能有四个启动位置：/dev/sda（物理驱动器插
槽 0）、 /dev/sdb（物理驱动器插槽 1）、 /dev/sdi（物理驱动器插槽 8）
和 /dev/sdj（物理驱动器插槽 9）。对于配置为从出厂安装的 SATA 存储器中
启动的服务器，这些设备标识符都是默认的。如果您添加了其他存储设备 （比
如 USB 存储设备），则根据启动时操作系统首先查找的设备，设备标识符可能
会发生更改。 

2. 打开系统。

3. 将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Distribution CD 1 插入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的本
地 DVD/CD 驱动器中。

服务器将从 CD 中启动并显示 boot:提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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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boot 提示符处，根据使用的接口类型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对于文本模式，键入以下命令：

boot: linux text

■ 对于图形模式，请在启动提示符出现时按 Enter 键。

5. 按照《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Installation Guide》（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安装指南）中的安装说明，完成操作系统的安装。

使用远程控制台应用程序安装 RHEL
本节说明了如何使用 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远程控制台应用程序在
服务器上安装 RHEL 操作系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ILOM) Administration Guide》（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管理指南）。请注意，有多个版本的 ILOM，因而务必参阅与服务器安装的 
ILOM 版本相符的指南。

▼ 使用 ILOM 远程控制台应用程序安装 RHEL
1. 找到 RHEL 安装 CD/DVD 或相应的 ISO 映像。

注 – ILOM 远程控制台应用程序可以重定向 ISO 映像。

2. 在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找到适用的 LSI MPT 驱动程序更新 ISO 文件。

X4540 服务器需要 Tools and Drivers DVD 中的 LSI MPT 磁盘控制器驱动程序更新
文件。您可以选择在初始安装 RHEL 之后安装该驱动程序。检查服务器 Tools and 
Drivers CD 上的目录 /linux/drivers/，查找与要安装的 Linux 版本相关的 
rpm 文件。

注 – 此驱动程序磁盘映像可以写入到软盘或保留为映像文件，因为远程控制台应用程
序可以重定向软盘映像。如果在 Red Hat 安装过程中未显示您的硬盘驱动器，请验证
在 Red Hat 启动时能否识别该驱动程序磁盘。

3. 连接到 ILOM 服务处理器 Web GUI。

如有必要，请参阅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ILOM) Administration 
Guide》（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管理指南）（请注意，有多个版
本的 ILOM，因而务必参阅与服务器安装的 ILOM 版本相符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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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有必要，可将鼠标模式改为 "Relative Mouse Mode" （相对鼠标模式）。 

5. 单击 "Redirection" （重定向）选项卡。

6. 单击 "Launch Redirection" （启动重定向）按钮，启动 JavaRConsole 应用程序。

7. 登录到 JavaRConsole。 

8. 开始键盘和鼠标重定向。

在 "Devices" （设备）菜单中，选择 "Keyboard and Mouse" （键盘和鼠标）。

9. 开始 CD/DVD 重定向。

从 "JavaRConsole Devices" （JavaRConsole 设备）菜单中，您可以使用两种方法
重定向 CD：

■ 如果您要将物理 CD 安装在远程控制台 CD ROM 驱动器中，请将该 CD 插入到
驱动器中并选择 CD-ROM。

或者 

■ 如果您要使用远程控制台中安装的 ISO 映像，请选择 CD-ROM 映像并提供 ISO 
文件的位置。

注 – 也可以通过 JavaRConsole 进行软盘重定向。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ILOM) Administration Guide》（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管理指南）（请注意，有多个版本的 ILOM，因而务必参阅与服务器安装的 
ILOM 版本相符的指南）。

10. 使用 ILOM Web GUI 打开服务器。

11. 如下所示，设置 BIOS：

a. 按 Ctrl-E 进入 BIOS 设置实用程序。

b. 选择 "Boot" （启动）菜单。

c. 选择 CD/DVD 驱动器。

d. 将 AMI 虚拟 CD 设置为第一个启动设备。

e. 按 F10 键保存更改并退出。

f. 重新启动系统，并按 Ctrl-P 将 CD/DVD 作为启动设备。

12. 重新启动系统，并按 Ctrl-P 将 CD/DVD 作为启动设备。在 boot 提示符处，请
输入：

linux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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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当提示输入驱动程序磁盘时，请选择 "Yes" （是）。

14. 当提示输入驱动程序磁盘源时，请选择 "sda"。

15. 加载完此驱动程序之后，系统询问是否加载其他驱动程序时，请选择 "No" （否）。

16. 在系统提示安装之前测试 CD 介质时，如果您不需要运行介质测试，请选择 "Skip"
（跳过）。

17. 继续进行 Red Hat 操作系统安装，但要记下与服务器相关的以下问题：

■ X4540 服务器需要 Tools and Drivers DVD 中的 LSI MPT 磁盘控制器驱动程序
更新文件。您可以选择在初始安装 RHEL 之后安装该驱动程序。检查服务器 
Tools and Drivers CD 上的目录 /linux/drivers/，查找与要安装的 Linux 
版本相关的 rpm 文件。

■ 在 Sun X4540 服务器中，可能有四个启动位置：/dev/sda（物理驱动器插
槽 0）、 /dev/sdb（物理驱动器插槽 1）、 /dev/sdi（物理驱动器插槽 8）
以及 /dev/sdj（物理驱动器插槽 9）。对于配置为从出厂安装的 SATA 存储
器中启动的服务器，这些设备标识符都是默认的。如果您添加了其他存储设备
（比如 USB 存储设备），则根据启动时操作系统首先查找的设备，设备标识符
可能会发生更改。

使用 PXE 安装 RHEL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的板载网络接口卡 (NIC) 支持预启动执行环境 (PXE) 网络启
动协议。服务器中的系统 BIOS 和网络接口 BIOS 会自动查询网络中的 DHCP 服务器。
如果已将网络中的 DHCP 服务器配置为支持同一网络上的 PXE 协议和 PXE 映像服务
器，则可使用系统中的 BIOS 在您的服务器上安装一个可启动的 RHEL 映像。

注 – 对于设置多个具有相同配置的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 PXE 是非常高效和方便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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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表

要在您的网络上充分利用 RHEL 和 PXE，您需要执行以下任务。

将网络预先配置为支持使用 PXE 安装 RHEL
本节说明了如何将运行 RHEL 的网络预先配置为支持使用 PXE 在服务器中安装 RHEL 
软件。以下步骤假定您已拥有一台运行某个 RHEL 操作系统版本的可启动服务器作为 
PXE 服务器。

要预配置网络以支持 PXE 安装，需要执行以下过程：

1. 第 22 页中的 “复制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的文件”

2. 第 23 页中的 “配置 DHCP 服务器”

3. 第 24 页中的 “安装 Portmap”

4. 第 24 页中的 “配置 TFTP 服务”

5. 第 25 页中的 “安装和配置 neopxe 启动服务器守护进程”

6. 第 27 页中的 “配置 NFS 服务”

7. 第 27 页中的 “禁用防火墙”

8. 第 28 页中的 “完成 PXE 预先配置”

任务 相关章节

从以下网址获取更新的介质工具包：
http://rhn.redhat.com。

第 15 页中的 “获取更新介质工具包”

设置您的 Linux 网络和 PXE 服务器。 第 21 页中的 “将网络预先配置为支持使用 
PXE 安装 RHEL”

在 PXE 服务器上安装 RHEL 映像。 第 28 页中的 “在 PXE 服务器上创建 PXE 安
装映像”

将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PXE 服务器上的 RHEL 
映像执行安装。

第 30 页中的“通过 PXE 服务器安装 RHEL”

更新操作系统。 第 31 页中的 “更新 RHEL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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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项目

要预配置网络以支持 PXE 安装，需要具备以下项目：

■ 配备了以下硬件的 RHEL 服务器：

■ DVD 驱动器

■ USB 键盘

■ 监视器

■ RHEL 介质套件

■ 适用于 Sun Fire 服务器的 Tools and Drivers CD。如果您无法获取 Tools and 
Drivers CD，您可以在以下网址下载 新的 ISO 映像：
http://www.sun.com/servers/x64/x4540/support.xml

▼ 复制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的文件

本部分描述如何从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复制用于 PXE 配置的 PXE 支持文件。 

注 – 本例使用 RHEL 4。如果您要安装 RHEL 的其他版本 / 更新，请使用与该 RHEL 
版本一致的文件名替换 rhel4。

1. 将 Tools and Drivers CD 放入 DHCP/PXE 服务器的驱动器。

2. 如果 /tmp 不存在，则创建一个临时目录以将 PXE 支持文件复制到其中。请输入：

# mkdir /tmp

3. 输入以下命令，将文件复制到 /tmp/ 目录下：

#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 cp /mnt/cdrom/linux/pxe/rhel4-pxefiles.tar.gz /tmp/

4. 解压缩 tar 文件并将其内容提取到 /tmp/ 目录。请输入：

# cd /tmp

# tar -zxvf rhel4-pxefiles.tar.gz

提取文件时，会在 /tmp/rhel4-pxefiles/ 下创建一个包含所有必要文件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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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DHCP 服务器

在您准备将其配置为 DHCP 服务器的服务器上完成以下步骤。

1. 打开服务器电源，并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确定服务器上是否已安装 DHCP 服务器软件包。请输入：

# rpm -qa | grep dhcp-

3. 如果未列出 DHCP 服务器软件包，则插入 RHEL CD 5 并安装 DHCP 服务器。请
输入：

#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 rpm -Uvh /mnt/cdrom/RedHat/RPMS/dhcp-*.rpm

4. 输入以下命令，卸载 CD：

# umount /mnt/cdrom

5. 从服务器中取出 CD。

6. 设置 DHCP 配置文件 （例如 /etc/dhcpd.conf），以便只有 PXEClient （PXE 
客户机）可以请求接收 PXEClient 响应。 

注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dhcpd.conf 手册页。

在 DHCP 配置文件中，输入以下命令： 
class "PXE" {match if substring(option vendor-class-
identifier, 0, 9) ="PXEClient"; option vendor-class-
identifier "PXEClient"; vendor-option-space PXE; next-server 
n.n.n.n}

其中， n.n.n.n 指 PXE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注 – 如果服务器的 /etc 目录中没有 dhcpd.conf 文件，则可以从 /tmp/rhel4-
pxefiles 目录下的 DHCP 配置文件样本中复制 dhcpd.conf 文件。

7. 在 DHCP 配置文件中，编辑 server-identifier 条目：

server-identifier n.n.n.n

其中， n.n.n.n 指 PXE/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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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另请在 DHCP 配置文件中，找到子网条目区段： 

subnet 1.2.3.0 netmask 255.255.255.0 {

range dynamic-bootp 1.2.3.100 1.2.3.200;

option routers 1.2.3.1;

option broadcast-address 1.2.3.225;

}

根据 PXE/dhcp 服务器的网络配置，编辑 subnet、 range、 router 和 
broadcast-address 条目。

9. 启动 DHCP 服务。请输入：

# service dhcpd start

10. 将服务器配置为始终启动 DHCP 服务。请输入：

# chkconfig dhcpd on

▼ 安装 Portmap

在您的 DHCP 服务器上完成以下步骤。

1. 确定服务器上是否已安装 portmap 服务器软件包。请输入：

# rpm -qa | grep portmap

2. 如果未列出 portmap 软件包，则插入 RHEL CD 2，并输入以下命令以安装 
portmap 服务：

#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 rpm -Uvh /mnt/cdrom/RedHat/RPMS/portmap-*

3. 输入以下命令，卸载 CD：

# umount /mnt/cdrom

4. 从服务器中取出 CD。

▼ 配置 TFTP 服务

在您的 DHCP 服务器上完成以下步骤。

1. 确定服务器上是否已安装 TFTP 服务器软件包。请输入：

# rpm -qa | grep tftp-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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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未列出 TFTP 服务器软件包，则插入 RHEL CD 4 并输入以下命令以安装 
TFTP 服务：

#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 rpm -Uvh /mnt/cdrom/RedHat/RPMS/tftp-server*

3. 输入以下命令，卸载 CD：

# umount /mnt/cdrom

4. 从服务器中取出 CD。

5. 编辑并保存 /etc/xinetd.d/tftp 文件。

进行以下更改：

■ 将 -s /tftpboot 条目更改为 -v -s /home/pxeboot。

■ 将禁用属性更改为 no。

6. 重新启动 inetd 服务器。请输入：

# service xinetd restart

▼ 安装和配置 neopxe 启动服务器守护进程

在您的 DHCP 服务器上完成以下步骤。 neopxe 服务器用来与同一系统上运行的 
DHCP 服务器结合使用。

1. 将 neopxe 启动服务器守护进程安装到系统 （即 DHCP 服务器）上。请输入：

# cd /tmp/rhel4-pxefiles/neopxe-0.2.0

# ./configure

# make

# make install

2. 输入以下命令，将路径 /usr/local/sbin/neopxe 附加到 rc.local 文件中，
确保使用两个大于符号：

# echo "/usr/local/sbin/neopxe" >> /etc/rc.d/rc.local

3. 从 /tmp/ 目录中复制 PXE Linux 映像。请输入：

# mkdir /home/pxeboot

# cp /tmp/rhel4-pxefiles/pxelinux.0 /home/pxeboot

4. 配置 PXE Linux 映像。请输入：

# mkdir /home/pxeboot/pxelinux.cfg/

# touch /home/pxeboot/pxelinux.cfg/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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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辑 /usr/local/etc/neopxe.conf 配置文件 （neopxe 启动时已读取此文
件）。

如果 /usr/local/etc 目录下没有 neopxe.conf 文件，您可以从 
/tmp/rhel4-pxefiles/neopxe-0.2.0/ 目录下复制它。

有效的配置文件必须包含以下各行条目，而且至少应包含一个 service 行：

ip_addr=n.n.n.n

prompt=boot-prompt-string

prompt_timeout=timeout

service=service-number,boot-server,boot-file,label

其中：

■ n.n.n.n 是 PXE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boot-prompt-string 是网络启动期间显示的字符串，用于提示用户按 F8 键以显示
启动菜单。

■ timeout 是以秒为单位的超时提示，如果用户未在指定的时间内作出选择，系统
会默认按第一个 service 行的配置启动。

■ service-number 是一个整数，表示不同的启动服务，范围从 1 至 254。

■ boot-server 是用于启动服务的那台启动服务器的 IP 地址。

■ boot-file 是指从 /home/pxeboot 目录下读取的启动文件名。

■ label 是一个文本字符串，当用户按 F8 键调用启动菜单时，该字符串会显示在屏
幕上。

例如：

ip_addr=192.168.0.1

prompt=Press [F8] for menu...

prompt_timeout=10

service=1,192.168.0.1,pxelinux.0,Linux

service=2,192.169.0.1,nbp.unknown,Solaris

注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neopxe.conf 手册页。

6. 启动 neopxe 守护进程。请输入：

# /usr/local/sbin/neop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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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NFS 服务

在您的 DHCP 服务器上完成以下步骤。

1. 确定服务器上是否已安装 NFS 服务软件包。请输入：

# rpm -qa | grep nfs-utils

2. 如果未列出 NFS 服务软件包，则插入 RHEL CD 2，并输入以下命令以安装 NFS 
服务：

#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 rpm -Uvh /mnt/cdrom/RedHat/RPMS/nfs-utils-*

3. 输入以下命令，然后从服务器中取出 CD：

# umount /mnt/cdrom

4. 编辑 /etc/exports 文件，将以下行添加到该文件并保存：

/home/pxeboot *(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insecure)

5. 启动 NFS 服务。请输入：

# service nfs start

6. 将服务器配置为始终启动 NFS 服务。请输入：

# chkconfig nfs on

# chkconfig nfslock on

注 – 如果使用的是 DNS 服务器，请验证 dhcpd.conf 文件中 PXE 子网 dynamic-
bootp 条目中定义的地址范围，是否存在 DNS 条目。如果使用的不是 DNS 服务器，
请编辑 /etc/hosts 文件以添加 dhcpd.conf 文件中的 PXE 子网 dynamic-bootp 条
目中定义的主机地址范围。

▼ 禁用防火墙

如果您在将作为 PXE 服务器的系统上安装 RHEL 软件时启用了防火墙安全保护，请完
成以下步骤以禁用防火墙，以便 PXE 客户机可以从服务器下载文件。

1. 停止 ipchains 服务。请输入：

# service ipchains stop

2. 停止 iptables 服务。请输入：

# service iptables stop

3. 阻止 ipchains 服务在您重新启动服务器时启动。请输入：

# chkconfig ipchains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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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阻止 iptables 服务在您重新启动服务器时启动。请输入：

# chkconfig iptables off

注 – 如果服务器上未安装 ipchains 服务，可能会显示错误消息。您尽可忽略此类错误
消息。

注 – 当您禁用 PXE 服务器的系统防火墙功能后，服务器上数据的安全性将无法保证。
如果该服务器连接到本地企业内联网以外的网络，则在将软件下载到 PXE 客户机之后
务必启用防火墙。

▼ 完成 PXE 预先配置

完成前面介绍的所有配置步骤之后，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重新启动 PXE/DHCP 服务器。

2. 请参阅下一部分 “在 PXE 服务器上创建 PXE 安装映像”。

在 PXE 服务器上创建 PXE 安装映像

本过程描述如何在 DHCP 服务器上创建预启动执行环境 (PXE) 安装映像，以便该服务
器也用作 PXE 服务器。 PXE 服务器可为您的 PXE 客户机提供操作系统文件。

开始之前

在 PXE 服务器上安装 RHEL 映像之前，必须将您的 Linux 网络配置为支持 PXE 映像。
参见第 21 页中的 “将网络预先配置为支持使用 PXE 安装 RHEL”。

所需项目

要执行 PXE 安装步骤，需具备以下项目：

■ DHCP 服务器上配备 CD/DVD 驱动器

■ RHEL 4.6 或 5.1 介质 CD 套件 （请参见第 15 页中的 “获取更新介质工具包”）

■ 适用于 Sun Fire 服务器的 Tools and Drivers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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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PXE 安装服务器上创建 RHEL 映像

1. 将 Tools and Drivers CD 放入 DHCP/PXE 服务器的 CD/DVD 驱动器。

注 – 以下示例使用的是 RHEL 4。您可将 rhel4 替换为与更新相符的文件名。

2. 输入以下命令，将 Sun 支持文件从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复制到 DHCP/PXE 
服务器上的 /tmp 目录下：

#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 cp -a /mnt/cdrom/linux/pxe/rhel4-pxefiles.tar.gz /tmp

# cd /tmp

# tar -zxvf rhel4-pxefiles.tar.gz

# umount /mnt/cdrom

3. 创建用于存放 RHEL 软件的目录结构。请输入：

# mkdir -p /home/pxeboot/rhel4/

4. 对于每个 RHEL 分发 CD，请分别输入以下命令，以将分发 CD 的内容复制到 PXE 
目标子目录下：

注 – 仅在卸载 CD/DVD 驱动器后，才能弹出和插入 RHEL CD。

#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 cp -r /mnt/cdrom/* /home/pxeboot/rhel4/

# umount /mnt/cdrom

5. 将 vmlinuz 和 initrd.img 文件复制到相应的 PXE 目标子目录下 
(/home/pxeboot/rhel4/)。

6. 将 kickstart 文件 ks.cfg 复制到您的 PXE 服务器。请输入：

# cp /tmp/rhel4-pxefiles/ks.cfg /home/pxeboot/rhel4/

对于您的操作环境， kickstart 配置文件包含的配置可能并非 佳选择。请适当修改
该文件，以适应您的环境。

# cp /home/pxeboot/rhel4/images/pxeboot/vmlinuz /home/pxeboot/rhel4/

# cp /home/pxeboot/rhel4/images/pxeboot/initrd.img /home/pxeboot/rhe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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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PXE 服务器上，编辑并保存 kickstart 文件，
/home/pxeboot/rhel4/ks.cfg。

编辑 nfs 行，如下所示：

nfs --server n.n.n.n --dir /home/pxeboot/rhel4/

其中， n.n.n.n 指 PXE 服务器的 IP 地址。检查并确保 --dir 后指示的位置指向映
像的顶层。

8. 在 /home/pxeboot/pxelinux.cfg/default 文件中添加以下条目：

注 – 将从 append 到 ks.cfg 的文字块输入为一个没有回车的连续字符串。

default rhel4
label rhel4
kernel rhel4/vmlinuz
append ksdevice=eth0 console=tty0 load_ramdisk=1
initrd=rhel4/initrd.img network
ks=nfs:n.n.n.n:/home/pxeboot/rhel4/ks.cfg

其中， n.n.n.n 指 PXE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注 – 对于基于控制台的安装，请将 console=ttyS0,9600 添加到 append 行中。

9. 保存修改后的 /home/pxeboot/pxelinux.cfg/default 文件。

通过 PXE 服务器安装 RHEL
该操作过程描述了如何将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配置为请求从 PXE/DHCP 服务器下
载启动映像文件，以及如何将 RHEL 启动映像安装到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

开始之前

在将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PXE 服务器安装 RHEL 之前，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 配置您的 Linux 网络以支持 PXE 服务器。参见第 21 页中的 “将网络预先配置为支
持使用 PXE 安装 RHEL”。

■ 在该 Linux PXE 服务器上安装 RHEL 映像。参见第 28 页中的“在 PXE 服务器上创
建 PXE 安装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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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PXE 服务器安装 RHEL

要将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PXE 服务器安装 RHEL 映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 PXE 客户机连接到 PXE 服务器所在的相同网络上，打开 PXE 客户机。

PXE 客户机是您要安装 RHEL 软件的目标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

2. 当 PXE 客户机提示是否从网络启动时，按 F12 键。

PXE 客户机即会连接到 PXE 服务器，并尝试从 DHCP 服务器获取一个 IP 地址。

3. 出现提示符时，按 F8 键开始下载 PXE 启动映像。

4. 在 boot:提示符下，输入您在 PXE 服务器上安装 RHEL 映像时指定的映像标签。

RHEL 安装映像会下载到目标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

5. 要为服务器配置 Linux 操作系统，请参阅 RHEL 介质工具包附带的手册。

6. 更新操作系统文件。

参见第 31 页中的 “更新 RHEL 操作系统”。

更新 RHEL 操作系统 
该操作过程将说明如何更新 RHEL 操作系统。

开始之前

由于软件经常更新，您的分发介质中可能不含 新版本的操作系统。此过程说明了如何
将安装的 RHEL 操作系统更新为 新版本。以下过程假定您已经在 Sun Fire X4540 服
务器中安装了 RHEL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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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RHEL 软件

要更新操作系统软件，请执行以下步骤。这些步骤假定您的系统可访问 Internet。

1. 在服务器上安装 up2date 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HEL 介质工具包随附的文档。

2. 运行 up2date 程序。

在 "available package updates"（可用软件包更新）部分中，选择内核软件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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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安装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10

本章讲述了如何安装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SLES 10 SP1 64 位）。其中包
含以下几节：

■ 第 33 页中的 “关于安装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 第 35 页中的 “使用 SIA 安装 SLES”

■ 第 35 页中的 “准备安装 SLES”

■ 第 36 页中的 “通过分发介质安装 SLES 10”

■ 第 37 页中的 “使用远程控制台应用程序来安装 SLES 10 操作系统”

■ 第 38 页中的 “使用 PXE 安装 SLES”

■ 第 47 页中的 “更新 SLES 10 操作系统”

关于安装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本节说明了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中安装 SLES 10 SP1 （64 位）的不同要求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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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S 10 的安装任务表

请参阅下表，确定与要执行的安装任务的相关操作过程。

SUSE Linux 安装和配置文档

下列资源提供了有关在服务器上安装 SUSE Linux 的信息： 

■ README 文件 — SLES 10 CD 1 中的 README 文件提供了系统要求和系统配置的
新信息。

■ 在第一个安装 CD 中的 docu 目录下，提供了 SLES 10 的发行说明。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Start-Up Guide》（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入门指南） — 该简明手册简要介绍了安装过程。该手册位于第一个安装 
CD 中的 docu 目录下，文件 startup.pdf 在相应的语言目录下。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Instal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Guide》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安装和管理指南） — 该手册详细说明了如何规
划、部署、配置及管理 SLES 10。其位于第一个安装 CD 中的 docu 目录下，文件 
sles-admin.pdf 在相应的语言目录下。

■ SLES 10 支持网站 — Novell 在其产品和支持网站上提供了很多有关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OS 的技术信息。有关支持信息，请参见 SLES 10 主页 
http://www.novell.com/products/server/ 

安装任务 （目标） 相关操作过程或信息来源

收集有关您的系统和网络的信息。 第 34 页中的 “SUSE Linux 安装和配置文
档”

下载 新软件。 第 35 页中的 “准备安装 SLES”

如果您要在紧凑型闪存卡中安装操作系统，请
将启动优先级设置为将 CF 卡用作主启动设备。

第 35 页中的 “在紧凑型闪存卡上安装和启动
操作系统”

使用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安装 SLES 10，
或者

第 35 页中的 “使用 SIA 安装 SLES”

通过本地 CD/DVD 驱动器安装 SLES 10，
或者

第 36 页中的 “通过分发介质安装 SLES 10”

通过远程 CD/DVD 驱动器安装 SLES 10，
或者

第 37 页中的 “使用远程控制台应用程序来安
装 SLES 10 操作系统”

通过联网 PXE 服务器上存储的映像安装 
SLES 10。

第 38 页中的 “使用 PXE 安装 SLES”

更新 SLE10 软件。 第 47 页中的 “更新 SLES 10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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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安装 SLES
在安装 SLES 之前，请确保您已获得用来执行安装的所有资源。

获取 新的 Tools and Drivers DVD 映像

用于 Sun 服务器的 Tools and Drivers DVD 中，包含安装 Linux 所需的重要驱动程序
（例如，视频、芯片组和服务器的 LSI MPT 磁盘控制器）。您可以在以下网址下载用于 
Sun Fire 服务器的 Tools and Drivers DVD 新 ISO 映像：

http://www.sun.com/servers/x64/x4540/support.xml

在紧凑型闪存卡上安装和启动操作系统

可在 Sun 服务器中配备一个内置 8 GB 紧凑型闪存卡 (CF)，然后在该卡上安装受支持的 
Linux 或 Solaris 操作系统。由于 CF 卡容量有限，可能无法进行完全安装，因此建议不
要使用某些安装模式和功能，如 LVM 和交换。有关从 CF 卡启动的优势和劣势以及 CF 
卡优化步骤的论述，请参见第 69 页中的 “在紧凑型闪存卡上安装和启动操作系统”。

在紧凑型闪存卡上安装操作系统之前，必须先将该卡标识并配置为系统的主启动设备。
主启动设备是用于安装并启动操作系统的设备。您可以在内置 HDD、外部 HDD （如
存储附件中的硬盘）或内置 CF 卡上，安装并启动操作系统。

服务器启动设备优先级可通过服务器的 BIOS 设置程序进行设置。在启动过程中，当系
统出现提示时按下 F2 键并导航至 "Boot Device Priority" （启动设备优先级）屏幕，将
内置 CF 卡设置为主启动设备。

使用 SIA 安装 SLES
要从本地介质中执行基本安装，Sun 建议您使用 Sun Installation Assistant (SIA) CD。
使用 SIA CD，只需从 SIA CD 中启动，便可轻松安装操作系统、适用的驱动程序以及
其他软件。使用 SIA，您无需建立系统硬件清单、搜索及下载 Sun 支持的驱动程序，
以及创建驱动程序 CD。有关 SIA C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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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发介质安装 SLES 10
SLES 10 提供了直观的图形界面，便于您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无论从本地 CD/DVD 
驱动器中还是从通过 KVMS 连接的远程 CD/DVD 驱动器中使用分发 CD 安装 SUSE 
Linux，安装过程都基本相同。 

所需项目

■ 具有内置 DVD-ROM 驱动器的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也可以使用外部 CD/DVD 
驱动器。

■ USB 键盘和鼠标

■ 监视器

■ SLES 10 基本介质 CD/DVD 套件。

■ 适用于您的 Sun Fire 服务器的 新 Tools and Drivers DVD 或 ISO 映像。

▼ 通过分发介质安装 SLES 10
1. 记录下列与您的服务器相关的问题：

■ X4540 服务器需要 Tools and Drivers DVD 中的 LSI MPT 磁盘控制器驱动程序
更新文件。您可以选择在初始安装 SLES 之后安装该驱动程序。检查服务器所用 
Tools and Drivers CD 上的目录 /linux/drivers/，查找与要安装的 Linux 
版本相关的 rpm 文件。

■ 在 Sun X4540 服务器中，可能有四个启动位置：/dev/sda（物理驱动器插
槽 0）、 /dev/sdb（物理驱动器插槽 1）、 /dev/sdi（物理驱动器插槽 8）
以及 /dev/sdj（物理驱动器插槽 9）。对于配置为从出厂安装的 SATA 存储
器中启动的服务器，这些设备标识符都是默认的。如果您添加了其他存储设备
（比如 USB 存储设备），则根据启动时操作系统首先查找的设备，设备标识符
可能会发生更改。

2. 打开系统。 

3. 按下 F8 键，并根据提示选择 CD-ROM。

4. 将 SLES 10 CD 1 （或 DVD）插入本地 CD/DVD 驱动器中。 

5. 按照 SLES 10 安装指南提供的安装说明，完成操作系统的安装。 
36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操作系统安装指南 • 2008 年 7 月



使用远程控制台应用程序来安装 SLES 10 
操作系统
本节说明了如何使用 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远程控制台应用程序在
服务器上安装 SLES 10 操作系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管理指南》。请注意，有多个版本的 ILOM，因而务必参阅与服务器安装
的 ILOM 版本相符的指南。

▼ 使用 ILOM 远程控制台应用程序来安装 SLES 10
1. 找到 SLES 10 安装 CD/DVD 或相应的 ISO 映像。

2. 连接到 ILOM 服务处理器 Web GUI。

3. 单击 "Remote Control" （远程控制）选项卡，然后选择 "Mouse Mode Settings"
（鼠标模式设置）选项卡。

4. 如有必要，可将鼠标模式改为 "Relative Mouse Mode" （相对鼠标模式）。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 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文档中的 “远程控制
台应用程序”部分。（请注意，有多个版本的 ILOM，因而务必参阅与服务器安装
的 ILOM 版本相符的指南。）

5. 单击 "Redirection" （重定向）选项卡。

6. 单击 "Launch Redirection" （启动重定向）按钮，启动 JavaRConsole 应用程序。

7. 登录到 JavaRConsole。 

8. 开始键盘和鼠标重定向。

在 "Devices" （设备）菜单中，选择 "Keyboard and Mouse" （键盘和鼠标）。

9. 开始 CD/DVD 重定向。

从 "JavaRConsole Devices" （JavaRConsole 设备）菜单中，您可以使用两种方法
重定向 CD：

■ 如果您要将物理 CD 安装在远程控制台 CD/DVD 驱动器中，请将 CD 插入到该驱
动器中并选择 CD-ROM。

■ 如果您要使用远程控制台中安装的 ISO 映像，请选择 CD-ROM 映像并提供 ISO 文
件的位置。

注 – 也可以通过 JavaRConsole 进行软盘重定向。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ILOM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文档。（请注意，有多个版本的 ILOM，因而务必参阅
与服务器安装的 ILOM 版本相符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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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 ILOM Web GUI 打开服务器。

11. 如下所示，设置 BIOS：

a. 按下 Ctrl-E 进入 BIOS 设置实用程序。

b. 选择 "Boot" （启动）菜单。

c. 选择 CD/DVD 驱动器。

d. 将 AMI 虚拟 CD 设置为第一个启动设备。

e. 按下 F10 键保存更改并退出。

f. 重新启动系统，并按下 Ctrl-P 将 CD/DVD 作为启动设备。

12. 出现 SLES 10 安装菜单时，使用方向键选择 "Installation"（安装），然后按 Enter 
键。

13. 继续正常安装 SLES 10，需要先记录与服务器相关的以下问题：

■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需要 Tools and Drivers DVD 中的 LSI MPT 磁盘控制器
驱动程序更新文件。您可以选择在初始安装 SLES 之后安装该驱动程序。检查服
务器所用 Tools and Drivers CD 上的目录 /linux/drivers/，查找与要安装
的 Linux 版本相关的 rpm 文件。

■ 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中，可能有四个启动位置：/dev/sda （物理驱动器插
槽 0）、 /dev/sdb （物理驱动器插槽 1）、 /dev/sdi （物理驱动器插槽 8）和 
/dev/sdj （物理驱动器插槽 9）。对于配置为从出厂安装的 SATA 存储器中启动
的服务器，这些设备标识符都是默认的。如果您添加了其他存储设备 （比如 
USB 存储设备），则根据启动时操作系统首先查找的设备，设备标识符可能会发
生更改。有关服务器的默认磁盘映射示例，请参见第 7 章代码示例 7-1。

使用 PXE 安装 SLES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的板载网络接口卡 (NIC) 支持预启动执行环境 (PXE) 网络启
动协议。服务器中的系统 BIOS 和网络接口 BIOS 会自动查询网络中的 DHCP 服务器。
如果已将网络中的 DHCP 服务器配置为支持同一网络上的 PXE 协议和 PXE 映像服务
器，则可使用您的系统中的 BIOS 在服务器上安装一个可启动的 SLES 映像。

注 – 对于设置多个具有相同配置的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 PXE 是非常高效和方便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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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网络预先配置为支持使用 PXE 安装 SLES
以下操作过程显示了如何将运行 SLES 10 软件的网络预先配置为支持使用 PXE 在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安装 SUSE Linux 软件。这些操作过程均假定您已拥有运行 
SLES 10 操作系统的可启动服务器。

要预配置网络以支持 PXE 安装，需要执行以下过程：

1. 第 39 页中的 “从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复制文件”

2. 第 40 页中的 “配置 DHCP 服务器”

3. 第 41 页中的 “安装 Portmap”

4. 第 41 页中的 “配置 TFTP 服务”

5. 第 42 页中的 “安装和配置 neopxe 启动服务器守护进程”

6. 第 44 页中的 “配置 NFS 服务”

7. 第 44 页中的 “禁用防火墙”

8. 第 45 页中的 “完成 PXE 预先配置”

所需项目

要预配置网络以支持 PXE 安装，需要具备以下项目：

■ 具有以下设备的 SLES 10 服务器：

■ CD/DVD 驱动器

■ USB 键盘

■ 监视器 （可选）

■ SLES 10 介质集

■ 适用于您的 Sun Fire 服务器的 新 Tools and Drivers DVD

▼ 从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复制文件

1. 将 Tools and Drivers CD 放入 DHCP/PXE 服务器的驱动器。

也可以从 Sun Fire X4540 网站下载驱动程序 RPM。下载链接位于 
http://www.sun.com/servers/x64/x4540/support.xml

2. 创建一个临时目录，将 PXE 支持文件复制到其中。输入以下命令：

# mkdir /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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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以下命令，将文件复制到 /tmp/ 目录下：

#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 cp -a /mnt/cdrom/linux/pxe/sles10-pxefiles.tar.gz /tmp/

4. 解压缩 tar 文件并将其内容提取到 /tmp/ 目录。输入以下命令：

# tar -zxf /tmp/sles10-pxefiles.tar.gz

提取文件时，会在 /tmp/sles10-pxefiles/ 下创建一个包含所有必要文件的目
录。

5. 输入以下命令，卸载 CD/DVD：

# umount /mnt/cdrom

6. 从服务器中取出 Tools and Drivers CD。

▼ 配置 DHCP 服务器

1. 打开服务器电源，并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确定服务器上是否已安装 DHCP 服务器软件包。输入以下命令：

# rpm -qa | grep dhcp-server

3. 如果未列出 DHCP 服务器软件包，则使用 YaST 安装该软件包。输入以下命令：

# yast -i dhcp-server

4. 设置 DHCP 配置文件 （例如 /etc/dhcpd.conf），以便只有 PXEClient （PXE 
客户机）可以请求接收 PXEClient 响应。

将下列条目添加到 DHCP 配置文件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dhcpd.conf 手册
页）。

class “PXE” {match if substring(option vendor-class-
identifier, 0,9) = “PXEClient”; option vendor-class-
identifier “PXEClinet”; vendor-option-space PXE; next-server 
n.n.n.n;}

其中， n.n.n.n 指服务器的 IP 地址。

注 – 可从目录 /tmp/sles10-pxefiles 中的 DHCP 配置文件示例开始操作。编辑 
/etc/dhcpd.conf 文件 

5. 在 DHCP 配置文件中，编辑 server-identifier 条目：

server-identifier n.n.n.n

其中， n.n.n.n 指 PXE/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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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另请在 DHCP 配置文件中，找到子网条目区段： 

subnet 1.2.3.0 netmask 255.255.255.0 {

range dynamic-bootp 1.2.3.100 1.2.3.200;

option routers 1.2.3.1;

option broadcast-address 1.2.3.225;

}

根据 PXE/dhcp 服务器网络配置，编辑 subnet、 range、 router 和 
broadcast-address 条目。

7. 编辑 /etc/sysconfig/dhcpd 文件，并验证 DHCPD_INTERFACE 已设置为要运
行 PXE 服务器的网络所连接的接口。

例如，如果您要使用以太网接口 0， DHCPD_INTERFACE 变量将设置为：

DHCPD_INTERFACE="eth0"

8. 启动 DHCP 服务。输入以下命令：

# /etc/init.d/dhcpd start

9. 将服务器配置为始终启动 DHCP 服务。输入以下命令：

# chkconfig dhcpd on

▼ 安装 Portmap

1. 确定 DHCP 服务器上是否已安装 portmap 服务器软件包。输入以下命令：

# rpm -qa | grep portmap

2. 如果未列出 portmap，请使用 YaST 安装该软件包。输入以下命令：

# yast -i portmap

▼ 配置 TFTP 服务

1. 确定 DHCP 服务器上是否已安装 TFTP 服务器软件包。输入以下命令：

# rpm -qa | grep tftp

2. 如果未列出 TFTP 服务器软件包，则使用 YaST 安装该软件包。输入以下命令：

# yast -i t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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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辑并保存 /etc/xinetd.d/tftp 文件。

进行以下更改：

■ 将 -s /tftpboot 条目更改为 -v -s /home/pxeboot

■ 将禁用属性更改为 no

4. 重新启动 inetd 服务器。输入以下命令：

# /etc/init.d/xinetd restart

▼ 安装和配置 neopxe 启动服务器守护进程

在您的 DHCP 服务器上完成以下步骤。 neopxe 服务器用来与同一系统上运行的 
DHCP 服务器结合使用。

1. 如果 DHCP 服务器上未安装编译器，请使用 YaST 及以下命令安装 gcc：

# yast -i gcc

# yast -i make

2. 将 neopxe 启动服务器守护进程安装到系统 （即 DHCP 服务器）上。输入以下命
令：

# cd /tmp/sles10-pxefiles/neopxe-0.2.0

# ./configure

# make

# make install

3. 键入以下命令，将路径 /usr/local/sbin/neopxe 附加到 rc.local 文件中，
确保使用两个大于符号：

# echo "/usr/local/sbin/neopxe" >> /etc/rc.d/boot.local

4. 从 /tmp/ 目录中复制 PXE Linux 映像。输入以下命令：

# mkdir /home/pxeboot

# cp /tmp/sles10-pxefiles/pxelinux.0 /home/pxeboot

5. 配置 PXE Linux 映像。输入以下命令：

# mkdir /home/pxeboot/pxelinux.cfg/

# touch /home/pxeboot/pxelinux.cfg/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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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辑 /usr/local/etc/neopxe.conf 配置文件 （neopxe 启动时已读取此文
件）。

如果 /usr/local/etc/ 目录不存在，则使用以下命令创建它：

# mkdir /usr/local/etc

如果需要创建 neopxe.conf 文件，您可以从 /tmp/sles10-
pxefiles/neopxe-0.2.0/ 目录中复制它。

有效的配置文件必须包括以下各行条目，而且至少应包括一个 service 行。

ip_addr=n.n.n.n

prompt=boot-prompt-string

prompt_timeout=timeout

service=service-number,boot-server,boot-file,label

其中：

■ n.n.n.n 是 PXE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boot-prompt-string 是网络启动期间显示的字符串，用于提示用户按 F8 键以显示
启动菜单。

■ timeout 是以秒为单位的超时提示，如果用户未在指定的时间内作出选择，系统
会默认按第一个 service 行的配置启动。

■ service-number 是一个整数，表示不同的启动服务，范围从 1 至 254。

■ boot-server 是用于启动服务的那台启动服务器的 IP 地址。

■ boot-file 是指从 /home/pxeboot 目录下读取的启动文件名。

■ label 是一个文本字符串，当用户按 F8 键调用启动菜单时，该字符串会显示在屏
幕上。

例如：

ip_addr=192.168.0.1

prompt=Press [F8] for menu...

prompt_timeout=10

service=1,192.168.0.1,pxelinux.0,Linux

service=2,192.169.0.1,nbp.unknown,Solaris

注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neopxe.conf 手册页。

7. 启动 neopxe 守护程序。输入以下命令：

# /usr/local/sbin/neop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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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NFS 服务

1. 确定 DHCP 服务器上是否已安装 NFS 服务软件包。输入以下命令：

# rpm -qa | grep nfs-utils

2. 如果未列出 NFS 服务软件包，则使用 YaST 安装该软件包。输入以下命令：

# yast -i nfs-utils

3. 编辑 /etc/exports 文件，将以下行添加到该文件并保存：

/home/pxeboot *(sync,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insecure)

4. 启动 NFS 服务。输入以下命令：

# /etc/init.d/nfsserver start

5. 将服务器配置为始终启动 NFS 服务。输入以下命令：

# chkconfig nfslock on

# chkconfig nfsserver on

注 – 如果使用的是 DNS 服务器，请验证针对 dhcpd.conf 文件中 PXE 子网 
dynamic-bootp 条目内定义的地址范围，DNS 条目已存在。如果使用的不是 DNS 服
务器，请编辑 /etc/hosts 文件，在其中添加 dhcpd.conf 文件中 PXE 子网 
dynamic-bootp 条目内的主机地址范围。

▼ 禁用防火墙

如果在 PXE/DHCP 服务器上启用了防火墙，则必须先禁用防火墙，然后再尝试将 PXE 
映像安装到客户机系统上。

注意 – 网络安全漏洞。当您禁用 PXE 服务器的系统防火墙功能后，服务器上数据的安
全性将无法保证。如果该服务器与本地企业内联网以外的网络联网，则在您完成向 
PXE 客户机下载软件之后，应确保重新启用防火墙。

1. 执行 YaST 命令。输入以下命令：

yast

2. 选择 "Security & Users" （安全性和用户）。

3. 选择 "Firewall" （防火墙）。

■ 选择 "none" （无），对所有网络接口禁用防火墙。

■ 选择特定的接口，仅对其启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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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PXE 预先配置

完成前面介绍的所有配置步骤之后，请执行以下操作。

● 重新启动 PXE/DHCP 服务器。

参见下一部分 “在 PXE 服务器上创建 SLES 10 PXE 安装映像”。

在 PXE 服务器上创建 SLES 10 PXE 安装映像

要传送用于安装的 SLES 10 PXE 文件，您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 在 PXE 服务器上创建 SLES 10 映像

■ 将 SLES 10 软件安装及复制到一个目录中

■ 安装 PXE 文件

然后，您就可以从 PXE 服务器中安装 SLES 10。

▼ 在 PXE 服务器上创建 SLES 10 映像

1. 将 Tools and Drivers CD 插入 CD/DVD 驱动器中。

2.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将 PXE 支持文件从 Tools and Drivers CD 上复制到 /tmp 目
录中：

#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 cp -a /mnt/cdrom/linux/pxe/sles10-pxefiles.tar.gz /tmp

# cd /tmp

# tar xfz sles10-pxefiles.tar.gz

# unmount /mnt/cdrom

▼ 将 SLES 10 软件安装及复制到一个目录中

下列步骤说明了如何创建包含 SLES 10 文件的目录结构，以便通过 PXE 进行安装。

注 – 您可以使用不同于所示 /home/pxeboot/sles10/ 目录的其他目标目录。该操
作过程中的示例使用上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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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创建用于存放 SLES 10 软件的目录结构，请输入以下内容：

# mkdir -p /home/pxeboot/sles10/CD{1,2,3,4}

2. 将 SLES 1 0 CD 1 插入服务器中，然后将其内容复制到 PXE 服务器内。请输入：

#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 cp -r /mnt/cdrom/* /home/pxeboot/sles10/CD1/

# umount /mnt/cdrom

3. 从服务器中取出 SLE S10 CD 1。

4. 重复上述步骤，将 CD 2、3 和 4 复制到 /home/pxeboot/sles10/ 下的相应目录
中，如下所示：

# cp -r /mnt/cdrom/* /home/pxeboot/sles10/CD2/

# cp -r /mnt/cdrom/* /home/pxeboot/sles10/CD3/

# cp -r /mnt/cdrom/* /home/pxeboot/sles10/CD4/

▼ 安装 PXE 文件

1. 将 autoinst.xml 文件从 /tmp/sles10/ 目录中复制到 PXE 映像的根目录下。
请输入：

# cp /tmp/sles10/autoinst.xml /home/pxeboot/sles10/

2. 在 PXE 服务器中，修改文件 home/pxeboot/pxelinux.cfg/default，在其中
添加下列条目，然后保存该文件：

注 – 请将下面从 "append" 到 "autoinst.xml" 的文字块输入为一个没有回车的连续
行。

default sles10

label sles10

kernel sles10/CD1/boot/x86_64/loader/linux

append textmode=1 initrd=sles10/CD1/boot/x86_64/loader/initrd

install=nfs://n.n.n.n/home/pxeboot/sles10/CD1

autoyast=nfs://n.n.n.n/home/pxeboot/sles10/autoinst.xml

其中， n.n.n.n 指 PXE 服务器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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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PXE 服务器安装 SLES 10
该操作过程描述了将 SLES 10 启动映像安装到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中的 终步骤。

开始之前

在将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PXE 服务器安装 SUSE Linux 之前，必须完成下列操作：

■ 配置您的 Linux 网络以支持 PXE 服务器。参见第 39 页中的 “将网络预先配置为支
持使用 PXE 安装 SLES”。

■ 在该 Linux PXE 服务器上安装 SLES 10 映像。参见第 45 页中的“在 PXE 服务器上
创建 SLES 10 PXE 安装映像”。

▼ 通过 PXE 服务器安装 SLES 10

1. 将 PXE 客户机连接到 PXE 服务器所在的同一网络。

2. 打开 PXE 客户机，然后按 F12 键选择网络启动。

3. 出现 boot: 提示符时，请输入您在 PXE 服务器上安装 SLES 10 映像时提供映像的标
签 （上例中为 sles10）。

4. 要配置 SLES 10 Linux 服务器，请参阅 SLES 10 CD 1 上的安装和管理指南。

5. 执行联机软件更新来更新操作系统文件。

更新 SLES 10 操作系统
您的 SLES 10 软件版本附带的操作系统安装介质可能不含 新版本的 SUSE 软件。供应
商可能已经提供了 SLES 10 软件更新。以下操作过程描述了在您通过 PXE 服务器或分
发 CD 将 SUSE 操作系统安装到 Sun Fire 服务器之后如何更新该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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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SLES 10 操作系统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输入以下命令，运行 YaST 联机更新：

# you

注 – YaST 既可在文本模式下运行，又可在图形模式下运行。这些指示说明适用于这两
种模式。

3. 如果受到网络防火墙的屏蔽而需要使用代理服务器来访问 Internet，则必须先使用
正确的代理信息配置 YaST。

a. 选择左侧的 "Network Services" （网络服务）选项卡，然后选择右侧的 
"Proxy" （代理）屏幕。在 "HTTP" 和 "HTTPS" 字段中输入正确的代理 URL。

注 – 要让联机 update 服务通过网络 HTTP 代理正常运行，必须执行下列附加的配置
步骤。 

b. 退出 YaST 实用程序，然后运行下列命令：

rug set-prefs proxy-url Proxy URL

其中， Proxy URL 是代理服务器的全限定 URL （例如：
http://proxy.yourdomain:3128/）。 

c. 成功运行该命令后，再次启动 YaST。

4. 在 "Novell Customer Center" （Novell 客户中心）注册。选择左侧的 "Software"
（软件）选项卡，再选择 "Novell Customer Center Configuration" （Novell 客户
中心配置），然后按照指示说明执行操作。 

您将需要输入您的 Novell 客户中心用户名和密码，以及 SLES 10 产品激活代码。

5. 注册完成后，请选择 "Online Update" （联机更新）选项卡以执行软件更新。
48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操作系统安装指南 • 2008 年 7 月



第 6 章

适用于 RHEL 的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 Utility (DCMU)

本章描述了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4.6 或 5.1） 64 位操作系统中使用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 Utility (DCMU) 的详细说明。其中包含以下几节：

■ 第 49 页中的 “用于 RHEL 的 DCMU 概述”

■ 第 50 页中的 “DCMU 安装过程”

■ 第 51 页中的 “cfgdisk 命令”

■ 第 52 页中的 “使用 cfgdisk 命令的示例”

■ 第 54 页中的 “faultmond”

■ 第 55 页中的 “使用 faultmond 命令的示例”

■ 第 56 页中的 “hotplugmon”

■ 第 56 页中的 “使用 IPMItool 查看系统和服务处理器日志”

用于 RHEL 的 DCMU 概述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 Utility (DCMU) 可控制和监视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的
所有 48 个磁盘驱动器，同时提供以下功能：

■ 监视磁盘驱动器状态和热插拔事件。

■ 向主机的服务处理器 (sp) 报告磁盘驱动器故障、现场可更换单元 (FRU) 信息，以及
热插拔事件。

■ 控制连接 / 断开连接事件并在系统日志中记录这些事件，更为重要的是，在服务处理
器日志中记录 （SDR、 FRU、 SEL）。
49



您可以单独访问这些日志以获取特定信息，协助对磁盘阵列进行管理或故障排除。适用
于 RHEL 的 DCMU 由三个组件构成。每个组件将更新 FRU、 SDR （Sensor Data 
Record，传感器数据记录）、 SEL （System Event Log，系统事件日志）和服务处理器
日志：

■ cfgdisk

■ hotplugmon

■ faultmond

IPMItool 是附加的命令行组件，可作为 DCMU 的补充工具，用来访问服务处理器传感
器数据、读取 SEL 和 FRU 信息，以及通过服务器的服务处理器执行底盘电源控制。

DCMU 安装过程
要使用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 Utility (DCMU)，您必须安装此应用程序。要安装
此应用程序，您应当执行以下步骤：

安装 DCMU 
只需一步即可安装 DCMU，因为软件包是 rpm 格式。

■ 对于 RHEL 4.6：dcmu_rhel4-1.2-0.x86_64.rpm

■ 对于 RHEL 5.1：dcmu_rhel5-1.2-0.x86_64.rpm

▼ 安装 DCMU
● 输入以下命令：

# rpm -i dcmu-rhel4-1.2-0.x86_64.rpm

或者

# rpm -i dcmu-rhel5-1.2-0.x86_64.rpm

以下文件将作为 DCMU 安装组件进行安装：

■ faultmond、 cfgdisk 和 hotplugmon 二进制文件将安装到 /usr/bin 目
录。

■ faultmond 启动脚本文件将安装到 /etc/rc.d/init.d

■ cfgdisk.1.gz、faultmond.1.gz 和 hotplugmon.1.gz 手册页文件将安装
到 /usr/share/man/m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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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运行 IPMI 服务才能使用 DCMU 实用程序

初始安装 DCMU 组件时，将进行系统准备以便运行本章中所述的 DCMU 实用程序。
但是，由于 DCMU 实用程序也要求运行 IPMI 服务，因此，您必须执行以下两个操作
之一，然后才能开始使用 DCMU 实用程序：手动启动 IPMI 服务，或者重新启动服务
器，该服务器将自动启动 faultmond 和 IPMI。 

如果初始安装 DCMU 之后无法重新启动服务器，并且您想运行 DCMU 实用程序，则
必须通过输入以下命令首先启动 IPMI 服务：

# service ipmi start

注 – 初始安装 DCMU 之后，重新启动服务器会启动 IPMI 和 faultmond。

卸载 DCMU
如果您需要卸载 DCMU，请执行以下步骤。

▼ 卸载 DCMU
● 输入以下命令：

# rpm -e dcmu_rhel4-1.2-0

或者

# rpm -e dcmu-rhel5-1.2-0

cfgdisk 命令
cfgdisk 命令是一个命令行实用程序，它可查询并提供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所有 
48 个磁盘驱动器的状态。 cfgdisk 命令还允许您从操作系统连接和断开连接磁盘驱动
器，并允许您监视连接到服务器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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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gdisk命令选项

使用 cfgdisk 命令可连接、断开连接磁盘驱动器，并通过表 6-1 中所示的参数来确定
磁盘驱动器的状态。可以使用以下选项：

使用 cfgdisk 命令的示例
本部分包含常见的 cfgdisk 命令示例。有关更多信息和选项，请参阅 cfgdisk 手册
页。

显示磁盘、设备节点、插槽和状态

以下命令显示所有磁盘驱动器的映射：

# cfgdisk

以下是一个 cfgdisk 命令输出示例，其中列出了物理插槽编号、逻辑名称和状态信
息。

表 6-1 cfgdisk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h 显示帮助信息

-V 显示实用程序版本信息

-o 连接和断开连接磁盘驱动器 

-d 显示磁盘驱动器信息

代码示例 6-1 cfgdisk 命令输出

设备 插槽编号 设备节点 状态

sata0/0 0 /dev/sda Connected
sata0/1 1 /dev/sdb Connected
sata0/2 2 /dev/sdc Connected
sata0/3 3 /dev/sdd Connected
sata0/4 4 /dev/sde Connected
sata0/5 5 /dev/sdf Connected
sata0/6 6 /dev/sdg Connected
sata0/7 7 /dev/sdh Connected
sata1/0 8 /dev/sdi Connected
sata1/1 9 /dev/sdj 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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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a1/2 10 /dev/sdk Connected
sata1/3 11 /dev/sdl Connected
sata1/4 12 /dev/sdm Connected
sata1/5 13 /dev/sdn Connected
sata1/6 14 /dev/sdo Connected
sata1/7 15 /dev/sdp Connected
sata2/0 16 /dev/sdq Connected
sata2/1 17 /dev/sdr Connected
sata2/2 18 /dev/sds Connected
sata2/3 19 /dev/sdt Connected
sata2/4 20 /dev/sdu Connected
sata2/5 21 /dev/sdv Connected
sata2/6 22 /dev/sdw Connected
sata2/7 23 /dev/sdx Connected
sata3/0 24 /dev/sdy Connected
sata3/1 25 /dev/sdz Connected
sata3/2 26 /dev/sdaa Connected
sata3/3 27 /dev/sdab Connected
sata3/4 28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3/5 29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3/6 30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3/7 31 /dev/sdaf Connected
sata4/0 32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4/1 33 /dev/sdah Connected
sata4/2 34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4/3 35 /dev/sdaj Connected
sata4/4 36 /dev/sdak Connected
sata4/5 37 /dev/sdal Connected
sata4/6 38 /dev/sdam Connected
sata4/7 39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0 40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1 41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2 42 /dev/sdaq Connected
sata5/3 43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4 44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5 45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6 46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7 47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代码示例 6-1 cfgdisk 命令输出 （续）

设备 插槽编号 设备节点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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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fgdisk 断开连接磁盘 
使用 cfgdisk 命令可断开连接磁盘，然后便可执行热插拔以实际卸下磁盘。以下命令
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 cfgdisk 断开连接磁盘驱动器。

# cfgdisk -o disconnect -d sata5/1

该命令可返回以下提示。对两个提示均输入 Y 以断开连接磁盘：

使用 cfgdisk 连接磁盘 
在执行热插拔将磁盘实际添加到系统中之后，请使用 cfgdisk 命令进行连接。以下命
令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 cfgdisk 连接磁盘驱动器。

# cfgdisk -o connect -d sata5/1

该命令可返回以下提示：

显示 cfgdisk 帮助信息

以下命令显示如何使用 cfgdisk 命令显示帮助信息：

# cfgdisk - h

faultmond 
作为 DCMU 的一个组件， Faultmond 是一个守护进程，它可以在系统启动时启动。
它将在轮询间隔时扫描所有磁盘，然后向服务处理器报告 FRU、 SDR 和 SEL 信息。

Are you sure (y/n)? y
Are you sure sata5/1 device is not in use(y/n)? y
Device sata5/1 has been successfully disconnected.

Command has been issued to connect sata5/1 device, it may take a few 
seconds to connect sata5/1, check status by re-running cfgdisk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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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mond 命令选项

表 6-2 中显示的命令行参数可以用于 faultmond：

使用 faultmond 命令的示例
本部分包含常见的 faultmond 命令示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faultmond 手册
页。

以下命令将显示 faultmond 的用法。

# faultmond -h

该命令可返回以下提示：

从命令行上启动 faultmond
要启动 faultmond，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rvice faultmond start

从命令行上停止 faultmond
要停止 faultmond，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rvice faultmond stop

表 6-2 faultmond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h 显示帮助信息

-t 显示轮询间隔信息 （以分钟为单位）

-V 显示版本信息

-D 作为非守护程序进程运行

faultmond versi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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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令行上设置轮询间隔

要使用 faultmond 设置轮询间隔，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命令行上停止 faultmond。

# service faultmond stop

2. 设置轮询间隔。比如，要将轮询间隔设置为 1 分钟，您应输入：

# faultmond -t 1

3. 检查轮询间隔。

# ps -ef | grep faultmond

输出内容将如下所示：

hotplugmon 
作为 DCMU 的组件，hotplugmon 不是命令行实用程序。它负责监视热插拔事件，然
后将它们报告给服务处理器。 

注 – 只可从命令行上或在启动时，使用 faultmond 激活 hotplugmon。要手动停止
或启动 faultmond 和 hotplugmon，您应当使用 faultmond service 命令。 

使用 IPMItool 查看系统和服务处理器
日志
本节说明了如何从命令行上查看单独的日志文件信息。

# ps -ef |grep faultmond
root     15357     1  5 15:49 ?        00:00:00 faultmond -t 1
root     15364 15307  0 15:50 pts/4    00:00:00 grep fault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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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与安装 IPMItool
IPMItool 是命令行实用程序，该程序可以读取传感器数据仓库 (SDR)，显示传感器值、
系统事件日志 (SEL)、现场可更换单元 (FRU) 清单信息，获取和设置 LAN 配置参数，
以及通过服务器的服务处理器执行底盘电源控制操作。 

为了方便使用， IPMItool 以可安装的 rpm （x86 64 位或者 i386 32 位）形式提供在服
务器的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或者以可下载的软件包形式提供在以下 Sun 软件下
载网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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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使用 IPMItool 的信息，请参阅 《Sun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2.0 用户指
南》 (820-2700)

查看 SDR 日志

以下命令显示了如何查看 SDR 日志文件，在服务器中：

# ipmitool -I open sdr elist

通过网络：

# ipmitool -I lan -H SP-IP -U root -P SP-password sdr elist

其中， SP-IP 代表服务处理器的 IP 地址； SP-password 代表服务处理器的密码。

查看 FRU 日志

以下命令显示了如何查看 FRU 日志文件，在服务器中：

# ipmitool -I open fru

通过网络：

# ipmitool -I lan -H SP-IP -U root -P SP-password fru

其中， SP-IP 代表服务处理器的 IP 地址； SP-password 代表服务处理器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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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查看运行 Linux 的服务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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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 Name（产品名称）属性。该属性没有意
义，应该忽略。以下示例显示了当查看记录的 FRU 数据（通过 ipmitool 命令或服务
器管理工具）时，如果存在这个不正确的属性，则您可能会看到的内容：

FRU Device Description : hdd40.fru (ID 58)
Product Manufacturer : HITACHI
Product Name : 232VDDF12872G-40 <--ignore this line
Product Part Number : HDS7225SBSUN250G
Product Version : V44OA81A
Product Serial : VDK41BT4CAD0GE

查看 SEL 日志

以下命令显示了如何查看 SEL 日志文件，在服务器中：

# ipmitool -I open sel elist

通过网络：

# ipmitool -I lan -H SP-IP -U root -P SP-password sel elist

其中， SP-IP 代表服务处理器的 IP 地址； SP-password 代表服务处理器的密码。

查看系统日志 
DCMU 的所有事件和错误信息都记录在系统日志中 （默认位置：
/var/log/messages）。其中包含硬盘驱动器热插拔事件、驱动器断开连接与连接事
件，以及驱动器故障轮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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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适用于 SLES 10 的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 Utility (DCMU)

本章讲述了在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SLES 10 SP1) 64 位操作系统中如何使
用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 Utility (DCMU)。其中包含以下几节：

■ 第 59 页中的 “适用于 SLES 10 的 DCMU 概述”

■ 第 60 页中的 “DCMU 安装过程”

■ 第 61 页中的 “diskmond 命令”

■ 第 62 页中的 “cfgdisk 命令”

■ 第 63 页中的 “使用 cfgdisk 命令的示例”

■ 第 66 页中的 “使用 IPMItool 查看系统和服务处理器日志”

适用于 SLES 10 的 DCMU 概述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 Utility (DCMU) 可控制和监视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上的
所有 48 个磁盘驱动器，同时提供以下功能：

■ 监视磁盘驱动器状态、热插拔事件和磁盘驱动器故障。

■ 向服务处理器 (SP) 报告磁盘驱动器故障、现场可更换单元 (FRU) 信息，以及热插拔
事件。

您可以单独访问这些日志以获取特定信息，协助对磁盘阵列进行管理或故障排除。适用
于 SLES 的 DCMU 包含两个组件。每个组件将更新 FRU、SDR（Sensor Data Record，
传感器数据记录）、 SEL （System Event Log，系统事件日志）和服务处理器日志：

■ cfgdisk

■ diskmond

IPMItool 是附加的命令行组件，可作为 DCMU 的补充工具，用来访问服务处理器传感
器数据、读取 SEL 和 FRU 信息，以及通过服务器的服务处理器执行底盘电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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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MU 安装过程
要使用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 Utility (DCMU)，您必须安装此应用程序。要安装
此应用程序，您应当执行以下步骤：

安装 DCMU 
只需一步即可安装 DCMU，因为软件包是 rpm 格式。 
■ dcmu_sles10-1.2-0.x86_64.rpm

▼ 安装 DCMU
● 输入以下命令：

# rpm -i dcmu_sles10-1.2-0.x86_64.rpm 

以下文件将作为 DCMU 安装组件进行安装：

■ diskmond 和 cfgdisk 二进制文件将安装到 /usr/bin 目录下。

■ diskmond 启动脚本文件将安装到 /etc/rc.d/init.d

■ cfgdisk.1.gz 和 diskmond.1.gz 手册页文件将安装到 
/usr/share/man/man1。

必须运行 IPMI 服务才能使用 DCMU 实用程序

初始安装 DCMU 组件时，将进行系统准备以便运行本章中所述的 DCMU 实用程序。
但是，由于 DCMU 实用程序也要求运行 IPMI 服务，因此，您必须执行以下两个操作
之一，然后才能开始使用 DCMU 实用程序：手动启动 IPMI 服务，或者重新启动服务
器，服务器将自动启动 diskmond 和 IPMI。 

如果初始安装 DCMU 之后无法重新启动服务器，并且您想运行 DCMU 实用程序，则
必须通过输入以下命令首先启动 IPMI 服务：

# service ipmi start

注 – 初始安装 DCMU 之后，重新启动服务器会启动 IPMI 和 disk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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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 DCMU
要卸载 DCMU，请执行以下步骤。 

▼ 卸载 DCMU
● 输入以下命令：

# rpm -e dcmu_sles10-1.2-0

diskmond 命令
适用于 SLES 10 的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 Utility (DCMU) 有一个称为 diskmond 
的主实用程序。在启动系统时，会启动 diskmond 命令，其默认轮询间隔为 60 分钟。
它将更新 FRU （Field Replacable Units，现场可更换单元）、 SDR （Sensor Data 
Record，传感器数据记录）、 SEL （System Event Log，系统事件日志）和服务处理器
日志。

diskmond 命令会产生一个线程来监视热插拔事件，产生另一个线程来监视待解决的驱
动器故障，还会将这些事件报告给服务处理器 (SP)。 Diskmond 将执行以下功能：

■ 在轮询间隔期间扫描所有磁盘，然后向服务处理器报告 FRU、 SDR 和 SEL 信息。

■ 监视热插拔事件，然后将它们报告给服务处理器。 

diskmond 命令选项

使用 diskmond 命令可连接、断开连接磁盘驱动器，并确定磁盘驱动器的状态 （利用
表 7-1 中提供的参数）。可使用以下选项执行所显示的功能：

表 7-1 diskmond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h 显示帮助信息

-V 显示实用程序版本信息

-D 显示磁盘驱动器信息

-t minutes 在系统日志 (syslog) 中显示轮询间隔信息 （以分钟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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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iskmond 命令的示例
本节中包含通过命令行发出的常用 diskmond 命令的示例。有关更多信息和选项，请
参阅 diskmond 手册页。

从命令行上启动 diskmond
要启动 diskmond，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rvice diskmond start

从命令行上停止 diskmond
要停止 diskmond，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rvice diskmond stop

从命令行上查找 diskmond 的状态

要获取 diskmond 的状态，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rvice diskmond status

cfgdisk 命令 
cfgdisk 命令可查询并提供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中全部 48 个磁盘驱动器的状态。
使用 cfgdisk 命令可以让操作系统连接到和断开连接磁盘驱动器，并可让您监视连接
到服务器的磁盘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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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fgdisk 命令，可连接、断开连接磁盘驱动器并确定其状态。可以使用表 7-2 中
的命令行选项：

使用 cfgdisk 命令的示例
本节中包含通过命令行发出的常用 cfgdisk 命令的示例。有关更多信息和选项，请参
阅 cfgdisk 手册页。

显示磁盘、设备节点、插槽和状态

以下命令显示所有磁盘驱动器的映射：

# cfgdisk

以下是一个 cfgdisk 命令输出示例，其中列出了物理插槽编号、逻辑名称和状态信
息：

表 7-2 cfgdisk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h 显示帮助信息

-V 显示实用程序版本信息

-o 连接和断开连接磁盘驱动器 

-d 显示磁盘驱动器信息

代码示例 7-1 cfgdisk 命令输出

设备 插槽编号 设备节点 状态

sata0/0 0 /dev/sda Connected
sata0/1 1 /dev/sdb Connected
sata0/2 2 /dev/sdc Connected
sata0/3 3 /dev/sdd Connected
sata0/4 4 /dev/sde Connected
sata0/5 5 /dev/sdf Connected
sata0/6 6 /dev/sdg Connected
sata0/7 7 /dev/sdh Connected
sata1/0 8 /dev/sdi Connected
sata1/1 9 /dev/sdj Connected
sata1/2 10 /dev/sdk Connected
sata1/3 11 /dev/sdl Connected
sata1/4 12 /dev/sdm 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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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a1/5 13 /dev/sdn Connected
sata1/6 14 /dev/sdo Connected
sata1/7 15 /dev/sdp Connected
sata2/0 16 /dev/sdq Connected
sata2/1 17 /dev/sdr Connected
sata2/2 18 /dev/sds Connected
sata2/3 19 /dev/sdt Connected
sata2/4 20 /dev/sdu Connected
sata2/5 21 /dev/sdv Connected
sata2/6 22 /dev/sdw Connected
sata2/7 23 /dev/sdx Connected
sata3/0 24 /dev/sdy Connected
sata3/1 25 /dev/sdz Connected
sata3/2 26 /dev/sdaa Connected
sata3/3 27 /dev/sdab Connected
sata3/4 28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3/5 29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3/6 30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3/7 31 /dev/sdaf Connected
sata4/0 32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4/1 33 /dev/sdah Connected
sata4/2 34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4/3 35 /dev/sdaj Connected
sata4/4 36 /dev/sdak Connected
sata4/5 37 /dev/sdal Connected
sata4/6 38 /dev/sdam Connected
sata4/7 39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0 40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1 41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2 42 /dev/sdaq Connected
sata5/3 43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4 44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5 45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6 46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sata5/7 47 Disconnected or not present

代码示例 7-1 cfgdisk 命令输出 （续）

设备 插槽编号 设备节点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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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fgdisk 断开连接磁盘 
使用 cfgdisk 命令可断开连接磁盘，然后便可执行热插拔以实际卸下磁盘。以下命令
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 cfgdisk 断开连接磁盘驱动器。

# cfgdisk -o disconnect -d sata5/1

该命令可返回以下提示。对两个提示均输入 Y 可断开连接磁盘：

使用 cfgdisk 连接磁盘 
在执行热插拔将磁盘实际添加到系统中之后，请使用 cfgdisk 命令进行连接。以下命
令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 cfgdisk 连接磁盘驱动器。

# cfgdisk -o connect -d sata5/1

该命令可返回以下提示：

显示 cfgdisk 帮助信息

以下命令显示了如何使用 cfgdisk 命令显示帮助信息：

# cfgdisk - h

有关 cfgdisk 或 diskmond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手册页。

Are you sure (y/n)? y
Are you sure sata5/1 device is not in use(y/n)? y
Device sata5/1 has been successfully disconnected

Command has been issued to connect sata5/1 device, it may take few 
seconds to connect sata5/1, check status by re-running ’cfgdisk’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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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PMItool 查看系统和服务处理器
日志
本节说明了如何使用 IPMItool 从命令行上查看单独的日志文件信息。

获取与安装 IPMItool
IPMItool 是命令行实用程序，该程序可以读取传感器数据仓库 (SDR)，显示传感器值、
系统事件日志 (SEL)、现场可更换单元 (FRU) 清单信息，获取和设置 LAN 配置参数，
以及通过服务器的服务处理器执行底盘电源控制操作。 

为方便使用， IPMItool 以可安装的 rpm （x86 64 位版本）形式提供在服务器的 Tools 
and Drivers CD 中，或以可下载的软件包形式提供在以下 Sun 软件下载网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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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使用 IPMItool 的信息，请参阅 《Sun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2.0 用户指
南》 (820-2700)

查看 SDR 日志

以下命令显示了如何查看 SDR 日志文件，在服务器中：

# ipmitool -I open sdr elist

通过网络：

# ipmitool -I lan -H SP-IP -U root -P SP-password sdr elist

其中， SP-IP 代表服务处理器的 IP 地址； SP-password 代表服务处理器的密码。

查看 FRU 日志

以下命令显示了如何查看 FRU 日志文件，在服务器中：

# ipmitool -I open fru

通过网络：

# ipmitool -I lan -H SP-IP -U root -P SP-password f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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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P-IP 代表服务处理器的 IP 地址； SP-password 代表服务处理器的密码。

注 – 查看运行 Linux 的服务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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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 Name（产品名称）属性。该属性没有意
义，应该忽略。以下示例显示了当查看记录的 FRU 数据（通过 ipmitool 命令或服务
器管理工具）时，如果存在这个不正确的属性，则您可能会看到的内容：

FRU Device Description : hdd40.fru (ID 58)
Product Manufacturer : HITACHI
Product Name : 232VDDF12872G-40 <--ignore this line
Product Part Number : HDS7225SBSUN250G
Product Version : V44OA81A
Product Serial : VDK41BT4CAD0GE

查看 SEL 日志

以下命令显示了如何查看 SEL 日志文件，在服务器中：

# ipmitool -I open sel elist

通过网络：

# ipmitool -I lan -H SP-IP -U root -P SP-password sel elist

其中， SP-IP 代表服务处理器的 IP 地址； SP-password 代表服务处理器的密码。

查看系统日志 
DCMU 的所有事件和错误信息都记录在系统日志中 （默认位置：
/var/log/messages）。其中包含硬盘驱动器热插拔事件、驱动器断开连接与连接事
件，以及驱动器故障轮询事件。 
第 7 章 适用于 SLES 10 的 Disk Control and Monitor Utility (DCMU) 67



68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操作系统安装指南 • 2008 年 7 月



第 8 章

在紧凑型闪存卡上安装和启动操作系统

本章概述了如何将紧凑型闪存卡 (compact flash, CF) 用作可启动设备，并说明了使用 
CF 启动操作系统的优势和劣势。同时也介绍了通过优化来延长 CF 卡寿命的步骤。
Solaris 和 Linux 操作系统都支持从 CF 中启动。在这两种操作系统上执行优化稍有不
同。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69 页中的 “CF 操作系统安装概述”

■ 第 70 页中的 “减少 CF 卡上安装的 Linux 操作系统的写入 / 擦除次数”

■ 第 75 页中的 “减少 CF 上安装的 Solaris 操作系统的写入 / 擦除次数”

CF 操作系统安装概述
可在 Sun 服务器中配备一个内置 8 GB 紧凑型闪存卡 (CF)，然后在该卡上安装和启动
受支持的 Solaris 或 Linux 操作系统 (OS)。

优势和劣势

与硬盘驱动器 (HD) 相比， CF 作为启动设备的主要优势包括耗电量低、访问速度快、
尺寸小。因为 CF 卡是一种固态而非易失性的存储器，所以不需要通电便可保留数据。
它没有活动部件、查找时间、等待时间，也无需机械旋转。因而与硬盘驱动器相比，
CF 卡的读写时间和总体积都更少。CF 具有的优势增强了供电和冷却功能、系统性能和
空间利用率。 

CF 的劣势在于使用寿命受限。 CF 卡使用寿命取决于写入后再擦除的次数。 CF 卡上的
存储块只能承受有限次数的写入 / 擦除， CF 卡的性能会逐渐降低，直到无法使用（读
取不会降低其性能）。在这方面，操作系统对 CF 卡的要求很高，因为操作系统会执行
大量的写入任务 （如记录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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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减少写入 / 擦除次数，延长 CF 使用寿命

从 CF 卡中读取不会导致性能降低，因此，要对 CF 卡进行优化以便启动操作系统，必
须减少写入和擦除的次数。您可以配置操作系统，让其将更多的写入密集型任务从 CF 
上重定向和转移到其他设备 （如外部硬盘驱动器或 RAM），从而延长 CF 卡的使用寿
命。以下操作有助于减少写入 / 擦除次数和延长 CF 卡用作启动设备的使用寿命：

■ 务必使用高级的 CF 卡

■ 通过以下操作，重定向日志输出： 

■ 挂载到 NFS 共享区

■ 使用 syslog （系统日志），通过网络进行记录

■ 将 /tmp 目录转移到 tmpfs 或外部存储器

■ 消除交换，或交换到外部存储器

■ 管理系统转储的位置

■ 延迟或禁用文件元数据的更新

以上选项将在下面的 Linux 和 Solaris 操作系统相关章节中论述：

■ 第 70 页中的 “减少 CF 卡上安装的 Linux 操作系统的写入 / 擦除次数”

■ 第 75 页中的 “减少 CF 上安装的 Solaris 操作系统的写入 / 擦除次数”

减少 CF 卡上安装的 Linux 操作系统的
写入 / 擦除次数 
本节中的操作步骤详细说明了如何通过减少操作系统的写入 / 擦除次数来延长 CF 使用
寿命。在服务器的 CF 卡中安装完操作系统后，建议您尽可能执行以下全部操作：

■ 第 70 页中的 “重定向有关在 CF 上安装操作系统的日志输出”

■ 第 73 页中的 “针对 CF 上安装的操作系统，将 /tmp 移动到 tmpfs”

■ 第 73 页中的 “针对 CF 上安装的操作系统，管理交换空间”

■ 第 75 页中的 “针对 CF 上安装的操作系统，调谐文件系统”

重定向有关在 CF 上安装操作系统的日志输出

本节包含两个步骤，可用来从 CF 卡重定向日志输出。这些操作步骤将帮助减少操作系
统的写入 / 擦除次数并延长 CF 卡的使用寿命：

■ 第 71 页中的 “将日志输出重定向到 NFS 共享区”

■ 第 71 页中的 “使用 syslogd 通过网络重定向日志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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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日志输出重定向到 NFS 共享区

本步骤详细说明了启动系统时如何通过 NFS 挂载 /var，以将系统日志输出从 CF 卡重
定向到 NFS 共享驱动器中。执行此操作将减少操作系统的写入 / 擦除次数，并延长 CF 
卡的使用寿命。 

注 – 如果有多个服务器登录到 NFS 服务器，则每个服务器应该有单独的目录。这样，
可减少与文件锁定相关的问题并简化日志分析。

▼ 将日志输出重定向到 NFS 共享区

1. 要在启动系统时通过 NFS 挂载 /var，请在 /etc/fstab 文件中添加以下条目：

server:/path/to/dir /var nfs sync 0 0

server NFS 服务器。

/path/to/dir  要挂载为 /var 的目录路径。

2. 保存并关闭 /etc/fstab 文件。

您需要在日志服务器中的 /etc/exports 文件中建立一个条目，以授权客户机挂
载并写入到共享区。

3. 要授权客户机挂载并写入到共享驱动器，请在日志服务器的 /etc/exports 文件
中添加以下条目：

/path/to/logs/client host name client_IP(rw,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

/path/to/logs/ 日志目录的路径。

client host name 客户机的主机名 （建议在多个服务器登录时使用）。

client_IP 客户机的 IP 地址。

4. 保存并关闭 /etc/exports 文件。

由于 /etc/exports 文件已更改，您应该刷新 NFS 服务器。

5. 要刷新 NFS 服务器，请输入以下命令：

% exportfs -r

使用 syslogd 通过网络重定向日志输出

该操作步骤详细说明了如何使用 syslog 通过网络从 CF 卡重定向系统日志输出。执行
此操作将减少操作系统的写入 / 擦除次数，并延长 CF 卡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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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因为 syslog 使用 UDP 发送日志消息，所以使用 syslog 通过网络进行记录具有
安全隐患，特别是利用不可信的网络进行记录。如果在操作中遇到此类问题，可将 
syslog 替换为 syslog-ng。syslog-ng 可以通过 TCP 进行远程记录，您可以通过 
SSH 通道或 VPN 使用它。

提示 – 您也可以实施防火墙规则，限定可以登录到日志服务器的主机。 

▼ 使用 syslogd 通过网络重定向日志输出

注 – 远程日志服务器必须运行带有 -r 标志的 syslogd 命令。

● 要将 syslogd 配置为记录到远程服务器上，请进行以下修改来编辑 
/etc/syslog.conf 文件：

将：
kern.*; /var/log/messages
更改为：
*.*; @host.domain.com

以上修改会将全部内核相关消息从 /var/log/messages 目录重定向到 
host.domain.com。下面的例子说明了 /etc/syslog.conf 文件示例如何向远程
系统发送消息：

上例将向 host.domain.com 发送所有日志消息。另外，以下命令行将保存错误和紧
急消息的副本：

*.err;*.emerg /var/log/messages

要进一步优化您的系统，请将该行注释掉。注释行以 # 字符开头：

# *.err;*.emerg /var/log/messages

提示 – 由于许多守护进程都可配置为将日志输出重定向到 syslog，因而，您可以通过
重定向系统所生成的许多其他日志文件来进一步调谐系统。 

# Sample syslog.conf file that logs emergencies to the local file 
system
# and echoes all log messages to host.domain.com
# log all error and emergency messages to the local machine
*.err;*.emerg /var/log/messages
# send everything to host.domain.com
*.*; @host.doma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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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如果您尝试登录到远程服务器时遇到错误，请确保在连接到网络后 Linux 版本已
经启动了 syslog。 

针对 CF 上安装的操作系统，将 /tmp 移动到 tmpfs
该操作步骤详细说明了如何将 /tmp 挂载为 tmpfs RAMdisk。执行此操作将减少操作
系统的写入 / 擦除次数，并延长 CF 卡的使用寿命。

注意 – RAMdisk 使用易失性存储器。在系统重新启动或电源中断时， RAMdisk 中存
储的信息将丢失。另外， RAMdisk 会减少可用内存总容量。

▼ 将 /tmp 移动到 tmpfs
1. 确定 tmpfs ramdisk 分区的大小。

您应该根据系统需要的内存容量来确定此分区大小。

该步骤中的示例使用 100 MB。可使用 size 参数设置该值。可用的后缀包括 K、M 
或 G （分别代表千字节、兆字节和千兆字节）。请参见 tmpfs 手册页，了解有关其
他配置选项的信息。

2. 要将 /tmp 挂载为 100 MB tmpfs 分区，请运行以下命令：

% mount -t tmpfs -o size=100M,nr_inodes=1k,mode=777 tmpfs /tmp

或者

要自动执行以上挂载，请在 /etc/fstab 文件中添加以下条目：

none /tmp tmpfs auto,size=100M,nr_inodes=1k,mode=777 0 0

3. 保存并关闭该文件。

针对 CF 上安装的操作系统，管理交换空间

本节中的操作步骤说明了如何管理系统交换以避免在 CF 卡上发生此交换。执行此操作
将减少操作系统的写入 / 擦除次数，并延长 CF 卡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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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选项

用于管理的选项包括：

■ 消除交换

■ 交换到外部存储器

消除交换

在无交换的情况下运行系统，不是 佳解决方案。但是，交换到 CF 也不可取。虽然不
要求交换空间，但它可以提供一个缓冲区以防止因资源不足而造成的瞬态问题。 

在无交换的情况下运行系统，关键在于了解应用程序的内存需求并根据这些需求计划
您的系统。如果 RAM 内存足以满足服务器对于临时存储的预定需要，则您不需要进
行交换。

有关如何确定系统能否在无交换的情况下运行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通过减少磁盘写
入次数来延长闪存寿命”。

交换到外部存储器

如果您有外部存储器，可以使用该硬盘驱动器 (HD) 的某个分区作为交换空间。如果您
要交换的硬盘驱动器已连接到系统，您可以在安装过程中配置交换空间。如果您未在安
装过程中配置交换，请参见第 74 页中的 “在安装完成后，配置交换到外部存储器”。

在安装完成后，配置交换到外部存储器

如果您想在安装完成后配置交换，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一个交换分区。

2. 初始化交换空间。

3. 在 /etc/fstab 文件中添加条目。

注 – 交换到用来存储数据的磁盘会增加该磁盘执行的查找次数，由此，将延长该磁盘
的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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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装完成后，配置交换到外部存储器

注 – 该步骤假定您从空白磁盘启动。

1.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分区：

% parted /dev/device_name mkpart primary Linux-swap 0 X

device_name 硬盘驱动器名称。

X 以 MB 表示的交换空间大小。

注 – 闪存的一般原则是：交换空间应该是 RAM 大小的两倍。

2. 编辑 /etc/fstab 文件，以添加新的交换设备：

/dev/device_name swap swap defaults 0 0

3. 重新启动系统，或要开始交换而不等待重新启动，请输入以下命令：

% swapon /dev/device_name

针对 CF 上安装的操作系统，调谐文件系统

有关调谐操作系统以减少写入 / 擦除次数及延长 CF 卡使用寿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un 文档 “通过减少磁盘写入次数来延长闪存寿命”。

减少 CF 上安装的 Solaris 操作系统的
写入 / 擦除次数 
本节包含以下信息：

■ 第 76 页中的 “禁用交换”

■ 第 77 页中的 “使用专用转储设备”

■ 第 77 页中的 “将临时文件移动到 RAMdisk”

■ 第 78 页中的 “禁用文件系统访问时间更新”

■ 第 79 页中的 “配置远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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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交换

Solaris 操作系统允许管理员在安装过程中配置交换设备。如果操作系统的根磁盘位于 
CF 上，则应该禁用交换，或将其移动到硬盘驱动器或 RAM 中。

如果这是一个新的计算机，则转移或禁用交换。如果该计算机已安装了操作系统，则可
以从 vfstab 文件中删除交换设备条目或使用 swap 命令来禁用交换。

▼ 编辑 vfstab 文件以禁用交换

1. （如有必要）要识别交换设备，请输入以下命令：

% swap -l

该命令可返回当前的交换设备。例如： 

device_name 用于交换的设备名称。

2. 在编辑器中打开 vfstab 文件，找到交换条目行。

该文件划分成 7 个区段。在交换条目行中，交换设备列在第一个区段内， swap 列
在第四个区段内。例如：

/dev/dsk/device_name – – swap – no –

3. 编辑 vfstab 文件：将交换条目更改为注释。

要将条目更改为注释，请在条目行的前面键入 # 字符。例如，以下交换条目行已经
更改为一个注释行：

# /dev/dsk/device_name – – swap – no –

注 – 不要注释 /etc/vfstab 中以关键字 SWAP 开头的两行，因为它们用于 /tmp 和 
/var/tmp，与实际的交换设备规范无关。

4. 保存并退出该文件。

5. 要使更改生效，请重新启动系统；如果您不想重新启动，请使用以下 mount 命令：

% mount -a

请参阅 mount 手册页，获取选项的描述。

/dev/dsk/devic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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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swap 命令禁用交换

● 输入以下命令：

输入以下命令之前，请先阅读 swap 手册页。

% swap -d swapname

swapname 交换文件的名称。 

使用专用转储设备

默认情况下， Solaris 操作系统会将交换设备用作内核故障转储设备。禁用交换设备后，
会将交换分区配置为专用的转储设备。而我们的目的是将写入到 CF 卡的次数降到
少，因此上述配置不适用。如果您希望捕获故障转储，请执行以下步骤来配置其他的专
用转储设备。

▼ 配置专用转储设备

● 要将某个设备配置为转储设备，请输入以下命令：

# dumpadm -c kernel -d /dev/dsk/cXtYd0sZ -s savecore-dir

以上命令示例使用 dumpadm 将硬盘 cXtYd0sZ 配置为专用转储设备。

将临时文件移动到 RAMdisk
将临时文件移动到 RAM，就可以进一步减少对 CF 卡的 I/O 数量。默认情况下，使用 
tmpfs 挂载 Solaris 操作系统的 /tmp 文件系统，而实质上由 RAM 磁盘挂载。将 
/var/temp 移动到 tmpfs，就可以防止将大部分临时文件写入到根磁盘。您可以手动
执行该操作，也可以通过编辑 vfstab 文件将 /var/temp 移动到 tmpfs。

▼ 将临时文件移动到 RAMdisk
1. 在 /etc/vfstab 文件中添加以下条目：

swap – /tmp tmpfs – yes –
swap – /var/tmp tmpfs – yes –

请参见代码示例 8-1，了解相关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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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存并退出该文件。

注 – 要手动将 /var/tmp 移动到 tmpfs，请使用以下 mount 命令：
mount -F tmpfs swap/var/tmp

3. 要使更改生效，请重新启动系统；如果您不想重新启动，请使用以下 mount 命令：

% mount -a

请参阅 mount 手册页，获取选项的描述。

禁用文件系统访问时间更新

每当访问文件时，都要求 Unix 文件系统更新文件的元数据。即便已经读取了文件 （但
不是写入），操作系统也会更新访问时间 （或 atime）。 UFS 和 ZFS 文件系统允许您
禁用文件访问时间的更新。对于 ZFS，您可以使用 set 命令。对于 UFS，可以在 
vfstab 文件中配置 noatime 选项。此外， UFS 会提供选项来延迟访问时间的写入 
(dfratime)，直到访问磁盘以执行除更新访问时间之外的其他操作。默认情况下，设
置此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mount(1M) 手册页。

注意 – 禁用文件 atime 更新，可能会导致需要 atime 更新才能正常运行的某些应用程
序出现意外行为。

▼ 对 ZFS 禁用文件系统访问时间更新

● 输入以下命令：

zfs set atime=off filesystem_name

filesystem_name 要禁用 atime 的文件系统名称。 zfs(1M) 的手册页包含有关设置 
ZFS 属性的详细信息。 atime 属性将由子数据集继承。
78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操作系统安装指南 • 2008 年 7 月



▼ 对 UFS 禁用文件系统访问时间更新

1. 要在 UFS 中禁用 atime 更新，请编辑 /etc/vfstab 文件，在相应的条目中添加 
notime 挂载选项 （请参见代码示例 8-1）。

注 – 在上例中，已经根据需要注释了 /etc/vfstab 中的交换行以禁用交换。

2. 保存并退出 /etc/vfstab 文件。

3. 要使更改生效，请重新启动系统；如果您不想重新启动，请使用以下 mount 命令：

% mount -a

请参阅 mount 手册页，获取选项的描述。

配置远程记录

您可以将 syslog 守护进程配置为将日志消息发送至远程主机。要进行该操作，您必须
编辑 syslogd.conf 文件，将日志消息的发送目标更改为 @loghost 或 @hostaname。如
果使用 loghost，默认情况下，它将映射到主机数据库中的 localhost。必须更改 
/etc/hosts 中的 loghost 条目，以指向正确的主机。 syslog.conf 手册页包含关于
远程记录的其他详细信息。

提示 – 如果您将某个计算机配置为接收向其他主机发送的日志消息，请考虑允许带有
根 CF 设备的计算机登录到该远程主机。

代码示例 8-1 

#device device mount FS fsck mount mount
#to mount to fsck point type pass at boot options
fd - /dev/fd fd - no -
/proc - /proc proc - no -
#/dev/dsk/c1d0s1 - - swap - no -
/dev/dsk/c1d0s0 /dev/rdsk/c1d0s0 / ufs 1 no noatime
/dev/dsk/c1d0s7 /dev/rdsk/c1d0s7 /export0 ufs 2 yes -
/devices /devices /devices devfs - no -
sharefs - /etc/dfs/sharetab sharefs - no -
ctfs - /system/contract ctfs - no -
objfs - /system/object objfs - no -
swap - /tmp tmpfs - yes -
swap - /var/tmp tmpfs - 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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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远程记录

1. 编辑 syslog.conf 文件，将 /var/adm/messages 重定向到 @loghost 或 
@hostname：

代码示例 8-2 显示了 syslog.conf 文件的示例。在该示例中，通过在原始条目开头添加 
# 字符将其更改为注释，并在其下添加新的条目：

#*.err;kern.debug;daemon.notice;mail.crit var/adm/messages

*.err;kern.debug;daemon.notice;mail.crit @loghost

2. 保存并退出 syslog.conf 文件。

3. 如有必要，请编辑 /etc/hosts 文件来定义 loghost。

因为上例使用 loghost，所以需要在 /etc/hosts 文件中定义它。您可以使用日
志计算机的 IP 地址定义 loghost，指出操作系统应将消息发送至的目标位置。以
下示例摘录自 /etc/hosts 文件，其中修改了 localhost，它不再是 loghost：

4. 保存并退出 /etc/hosts 文件。

代码示例 8-2

*.err;kern.notice;auth.notice/dev/sysmsg
#*.err;kern.debug;daemon.notice;mail.crit/var/adm/messages
*.err;kern.debug;daemon.notice;mail.crit@loghost

*.alert;kern.err;daemon.err operator
*.alert root
*.emerg *
#if a non-loghost machine chooses to have authentication messages
# sent to the loghost machine, un-comment out the following line:
#auth.notice ifdef( LOGHOST , /var/log/authlog, @loghost)
#mail.debug ifdef( LOGHOST , /var/log/syslog, @loghost)

mail.debug @loghost

127.0.0.1 localhost ::1 localhost
192.168.15.33 lo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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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识别逻辑和物理网络接口名称，以配
置 Linux 操作系统

当配置联网服务器中的操作系统时，需要提供每个网络接口的逻辑名称 （由操作系统
分配）和物理名称 （MAC 地址）。

您应该先在物理端口的标签中找到并记录其 MAC 地址。

本附录将说明如何在以下情况下获得所需的逻辑信息：

■ 在安装过程中配置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操作系统时 （参见第 81 页中的
“安装 SUSE Linux 操作系统时，识别逻辑和物理网络接口名称”）。

■ 在安装过程中配置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操作系统时（参见第 86 页中的“安装 
RHEL Linux 操作系统时，识别逻辑和物理网络接口名称”）。

安装 SUSE Linux 操作系统时，识别逻
辑和物理网络接口名称
当您安装 SUSE Linux 操作系统并对其进行配置时，您必须输入网络接口的逻辑和物理
名称 （MAC 地址）。

本节将说明如何在配置 SUSE Linux 操作系统时启动用户 shell 以获得继续配置时所需
的逻辑和物理网络接口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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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用户 Shell 并识别网络接口

1. 如果您尚未执行这些操作，请选择 "Rescue System"（挽救系统），并按 Enter 
键。

显示消息 Loading Linux Kernel 之后会出现 SUSE 闪屏，然后将显示 "Choose a 
Keyboard Map" （选择键盘映射）屏幕。

2. 在 "Choose a Keyboard Map" （选择键盘映射）屏幕中，请选择适用的键盘配置，
然后单击 "OK" （确定）。

将启动用户 shell，然后显示 "Rescue Login" （挽救登录）提示。
82  Sun Fire X4540 服务器操作系统安装指南 • 2008 年 7 月



3. 出现 "Rescue Login" （挽救登录）提示时，请键入 root 登录，然后按 Enter 键。

将显示 "Rescue" （挽救）提示符。

4. 在 "Rescue" （挽救）提示符 (#) 下，键入以下命令，然后按 Enter 键显示所有网络
接口。

# ifconfi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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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输出 Linux SUSE 命名及物理命名的网络接口。请参见以下输出示例。

如果具有多个网络接口且接口输出从屏幕顶部向下滚动，您可以按每个接口显示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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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查看每个网络接口的输出信息，请在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然后按 Enter 键：

# ifconfig eth#

其中 # = 接口编号。比如，您可以键入：

# ifconfig eth0

将显示 eth0 的输出：

在以上输出示例中：

■ 第一列的 eth0 条目指 Linux SUSE 逻辑命名的接口。输出的第一列可以识别由 
SUSE 分配给网络接口的逻辑名称。

■ 第二列中的 HWaddr 00.14.4F.0C:A1:53 条目指网络端口的物理 MAC 地址。 

d. 记录带有物理端口 MAC 地址的 SUSE 逻辑网络接口，以备将来使用。 

安装 Linux SUSE 操作系统过程中配置网络接口时，需要参考这些记录信息。

6. 完成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退出 "Rescue" （挽救） shell。

a. 在 ILOM web 界面中，选择 "Remote Control" （远程控制） - > "Remote 
Power Control" （远程电源控制） - > "Reset" （重置）。

b. 从其他控制台中，在 "Rescue" （挽救）提示符 (#) 下键入 reboot，然后按 
Enter 键。

7. 重新启动 Linux SUSE 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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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RHEL Linux 操作系统时，识别逻
辑和物理网络接口名称
当您安装 RHEL Linux 操作系统并对其进行配置时，您必须输入网络接口的逻辑和物
理名称 （MAC 地址）。

本节将说明如何在配置 Red Hat Linux 操作系统时启动用户 shell 以获得继续配置时所
需的逻辑和物理网络接口名称。

▼ 启动用户 Shell 并识别网络接口

1. 如果您尚未执行这些操作，请在启动提示符下键入：linux rescue，然后按 
Enter 键。

将显示 "Choose a Language" （选择语言）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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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Choose a Language" （选择语言）屏幕中，请选择所需的语言，然后单击 
"OK" （确定）。

将显示 "Keyboard Type" （键盘类型）屏幕。

3. 在 "Keyboard Type" （键盘类型）屏幕中，选择适用的配置，然后单击 "OK" （确
定）。

将显示 "Setup Network" （设置网络）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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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Setup Network" （设置网络）屏幕中，单击 "No" （否）。

将显示 "Rescue" （挽救）屏幕。

5. 在 "Rescue" （挽救）屏幕中，单击 "Skip" （跳过）。

将显示用户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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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用户 shell 的命令提示符 (#) 下，键入以下命令以显示全部网络接口，然后按 
Enter 键。

# ifconfig -a

将输出由 Linux Red Hat 命名的网络接口。请参见以下输出示例。

如果具有多个网络接口且接口输出从屏幕顶部向下滚动，您可以按每个接口显示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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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要查看每个网络接口的输出信息，请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然后按 Enter 
键：

# ifconfig eth#

其中 # = 接口编号。比如，您可以键入：

# ifconfig eth0

将显示 eth0 的输出：

在以上输出示例中：

■ 第一列的 eth0 条目代表 Linux Red Hat 逻辑命名的接口。输出的第一列可以识
别由 Red Hat 分配给网络接口的逻辑名称。

■ 第二列 （首行）中的 HWaddr 00.14.4F.0C:A1:F2 条目指网络端口的物理 
MAC 地址。 

c. 记录带有物理端口 MAC 地址的 Red Hat 逻辑网络接口，以备将来使用。安装 
Red Hat 操作系统过程中配置网络接口时，需要参考这些记录信息。

8. 完成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退出用户 shell。

■ 在 ILOM 中，选择 "Remote Control" （远程控制） -> "Remote Power Control"
（远程电源控制） - > "Reset" （重置）。

■ 从 ILOM 远程控制台中，在 "Keyboard" （键盘）菜单中选择 Ctrl Alt 
Delete。

■ 从其他控制台中，按 Ctrl -> Alt -> Delete。

9. 重新启动 Linux Red Hat 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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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识别逻辑和物理网络接口名称，以便
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

当配置联网服务器中的操作系统时，需要提供每个网络接口的逻辑名称 （由操作系统
分配）和物理名称 （MAC 地址）。

您应该先在物理端口的标签中找到并记录其 MAC 地址。

本附录将说明如何在以下情况下获得所需逻辑信息：

■ 配置预先安装的 Solaris 操作系统之前（参见第 91 页中的“针对预先安装的 Solaris 
操作系统，识别逻辑和物理网络接口名称”）。

■ 在安装过程中配置预先安装的 Solaris 操作系统 （参见第 93 页中的 “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时，识别逻辑和物理网络接口名称”）。

针对预先安装的 Solaris 操作系统，识别
逻辑和物理网络接口名称
预先安装的 Solaris 操作系统尚未配置。 

配置操作系统之前，您必须使用以下步骤识别网络接口的逻辑名称和物理名称 （MAC 
地址）。您可以记录该信息 （配置中会用到），然后在继续配置之前将操作系统返回到
其未配置的状态。

1. 以根用户身份登录到系统，然后在 shell 命令中运行 ifconfig -a plumb。

运行该命令将搜索到所有安装的网络接口。搜索完成后，将显示 shell 提示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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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输出所有 Solaris 命名接口及其物理 MAC 地址的列表，请在提示符 (#) 后键入以
下命令：

#s ifconfig -a 

ifconfig-a 输出的示例如下：

# ifconfig -a

lo0: flags=2001000849<UP,LOOPBACK,RUNNING,MULTICAST,IPv4,VIRTUAL> 
mtu 8232 index 1

inet 127.0.0.1 netmask ff000000

e1000g0: flags=1000802<BROADCAST,MULTICAST,IPv4> mtu 1500 index 2

inet 0.0.0.0 netmask 0

ether 0:14:4f:c:a1:ee

e1000g1: flags=1000802<BROADCAST,MULTICAST,IPv4> mtu 1500 index 3

inet 0.0.0.0 netmask 0

ether 0:14:4f:c:a1:ef

e1000g2: flags=1000802<BROADCAST,MULTICAST,IPv4> mtu 1500 index 4

inet 0.0.0.0 netmask 0

ether 0:14:4f:c:a5:d6

e1000g3: flags=1000802<BROADCAST,MULTICAST,IPv4> mtu 1500 index 5

inet 0.0.0.0 netmask 0

ether 0:14:4f:c:a5:d7

e1000g4: flags=1000802<BROADCAST,MULTICAST,IPv4> mtu 1500 index 6

inet 0.0.0.0 netmask 0

ether 0:14:4f:c:a1:4e 

在上述例子中，由 Solaris 命名的网络接口显示为 e1000g0、 e1000g1 等，依此类
推。 ether 字的后面将显示每个网络接口的 MAC 地址。例如，与 Solaris 命名的
网络接口 e1000g0 匹配的 MAC 地址应该是 0:14:4f:c:a1:ee。

3. 记录预先在配置工作表中记录的每个 MAC 地址的 Solaris 网络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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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记录后，在命令行中键入 sys-unconfig(1M)。 

该命令会将系统配置还原为 "as-manufactured" 状态。 

注意 – sys-unconfig(1M) 命令将中止系统

例如，

# sys-unconfig

WARNING

This program will unconfigure your system.  It will cause 
it

to revert to a "blank" system - it will not have a name or 
know about other systems or networks.

This program will also halt the system.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 ?

5. 重新启动系统。  

系统将显示一系列配置问题提示您。  

6. 在 "Network Connection" （网络连接）屏幕中，选择 "Yes"（是）。

将显示 "Configure Multiple Network Interfaces" （配置多个网络接口）屏幕。

7. 在 "Configure Multiple Network Interfaces" （配置多个网络接口）屏幕中，请参
考记录在步骤 3 中的网络接口名称列表，然后选择适用的网络接口。

8. 继续进行常规 Solaris 配置。 

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时，识别逻辑和物
理网络接口名称
当您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并对其进行配置时，您必须输入网络接口的逻辑和物理名称
（MAC 地址）。

本节将说明如何在配置 Solaris 操作系统时启动用户 shell 以获得继续配置时所需的逻
辑和物理网络接口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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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用户 Shell 并识别网络接口

1. 在 "Install Type" （安装类型）菜单中，选择选项 6 "Single User Shell" （单一用
户 Shell），然后按 Enter 键。

如果显示一条有关挂载操作系统实例的消息，请选择 q。您不应挂载任何操作系统
实例。

将显示消息 "Starting Shell"（正在启动 Shell），请参见以下数字。

2. 在命令提示符 (#) 下，键入以下命令查明所有网络接口。 

# ifconfig -a plumb

注 – 查找过程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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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以输出按各自的 Solaris 逻辑名称和物理 MAC 地
址名称排列的所有网络接口的列表。

# ifconfig -a

将输出 Solaris 命名的接口和 MAC 地址。有关示例，请参见以下输出示例。

在以上输出示例中：

■ 第一列的 el000g# 条目指 Solaris 逻辑命名的接口。输出的第一列可以识别由 
Solaris 分配给网络接口的逻辑名称。

■ 第二列 （第三行）中的 ether #:#:#:#:#:# 条目指网络端口的物理 MAC 地
址。 

例如：

与 Solaris 命名的网络接口 e1000g0 匹配的 MAC 地址应该是 
0:14:4f:c:a1:ee。

4. 记录预先记录的 （在配置工作表中）每个物理端口 MAC 地址的 Solaris 网络接口
名称。

5. 完成操作后，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 exit。

Solaris 安装程序将恢复到用户上次退出时所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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