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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介绍首次打开服务器电源并引导服务器所必须执行的基本步骤。 

安装 SPARC Enterprise M3000 服务器之前，请检查关于修补程序的最新信息以及已知问题。《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服务器产品说明》中的信息优先级高于本文档中的信息。

《SPARC Enterprise M3000 服务器安装指南》中介绍了详细的安装信息，您可以通过文档 Web 站点获取该指南：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parc-mseries-servers-252709.html

安全与法规遵从性信息
执行安装之前，请参阅以下文档了解有关 SPARC Enterprise M3000 服务器的安全信息：

■ 重要的法律和安全信息 - 产品包装箱中随附了此文档的印刷版本。

■ 《SPARC Enterprise M3000 Server Safety and Compliance Guide》- 可通过文档 Web 站点联机获取该文档。

准备场地进行安装
1. 检验电源、空调和占地面积要求。

请参见 《SPARC Enterprise M3000 服务器场地规划指南》。

2. 对照服务器附带的 “附件列表”检查交付的物品。

注册系统
1. 找到系统的序列号或者系统随附的客户信息表。

2. 请访问以下 Web 站点注册系统：

http://www.sun.com/service/warranty/index.xml#reg

安装可选组件
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架中之前，首先必须安装随服务器一起订购的任何可选组件，如 DIMM、 PCIe 卡等。有关安装
可选组件的说明，请参阅 《SPARC Enterprise M3000 Server Service Manua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parc-mseries-servers-252709.html
http://www.sun.com/service/warranty/index.xml#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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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系统装配到机架中
有关机架装配说明，请参阅 《SPARC Enterprise 设备机架装配指南》（联机版本）和滑轨随附的滑轨工具包说明。

SPARC Enterprise M3000 服务器的安装步骤
有关快速安装和配置，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SPARC Enterprise M3000 服务器安装
指南》。

注意 – 连接交流电源线之前，确保交流电源断路器处于 “关闭”位置。

▼ 连接电缆

1. 将电源线连接到位于服务器后面板的电源单元上。

2. 将电源线连接到交流电源系统上。

该服务器附带了接地型 （三线）电源线。请始终将电源线连接到接地的电源插座。

图 1 服务器的后面板

3. 使用服务器在附件工具包中附带的 RS232C 电缆（串行电缆， RJ-45 至 DB-9）将管理控制台连接到服务器后面板
上的串行端口（请参见图 1，编号 3）。
可以将具有 DB-9 串行端口的以下任何设备用作管理控制台：ASCII 终端、工作站、终端服务器（或连接到终端
服务器的配线架）或个人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可能需要串行端口至 USB 端口适配器。

图例

位置编号 组件

1 电源单元

2 PCIe 插槽

3 串行端口 （用于 XSCF）

4 LAN 端口 （用于 XSCF）

5 千兆位以太网 (Gigabit Ethernet, GbE) 端口 （用于 OS）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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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 XSCF
使用以下步骤可登录至 XSCF Shell 并初始化 XSCF 设置。 XSCF 是用来设置和控制服务器的系统控制设备。 

1. 将操作面板上的模式开关设置到 “维修”模式 ( )。
服务器附带了操作面板的钥匙。

图 2 操作面板

2. 将交流电源断路器旋转至 “打开”位置。

打开交流电源之后，服务器即开始进行 XSCF 初始化，这可能会花费 5 分钟或是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初始化完成
时，操作面板上的 “XSCF 待机” LED 指示灯 ( ) 会亮起。

3. XSCF 初始化完成后，在登录提示符下输入 default。 

4. 根据消息在一分钟之内操作模式开关，以更改模式开关。

一分钟后登录验证将会超时。

5. 确认管理控制台上显示了 XSCF Shell 提示符。

图例

位置编号 名称

1 “电源” LED 指示灯

2 “XSCF 待机” LED 指示灯

3 “检查” LED 指示灯

4 电源按钮

5 模式开关 （钥控开关）

login: default

Change the panel mode switch to Locked and press return...
Leave it in that position for at least 5 seconds. 
Change the panel mode switch to Service, and press return...

XSCF>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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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初始化 XSCF 设置。下面是进行安装所需的设置。

有关设置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XSCF 
User’s Guide》。

7. 使用在步骤 6 中设置的用户帐户和密码登录到 XSCF Shell。

▼ 打开服务器电源

1. 使用以下步骤可打开服务器电源。

a. 确认操作面板上的模式开关已设置为 “维修”模式 ( )。

b. 从 XSCF Shell 输入以下 console 命令：

这将从 XSCF Shell 切换到域控制台。

c. 确认操作面板上的 “XSCF 待机” LED 指示灯 ( ) 亮起。

d. 按操作面板上的电源按钮 ( )，打开服务器的电源。

此时服务器将启动并开始自行诊断。确认在引导过程中，管理控制台上未显示任何错误消息。

e. 确认操作面板上的 “电源” LED 指示灯 ( ) 亮起。

f. 确认域控制台上显示 ok 提示符。 
自行诊断完成后，将会显示 ok 提示符。

设置 命令

注册 XSCF 用户帐户、密码和用户权限
注册现场工程师 (field engineer, FE) 的用户帐户 （用于维护）

adduser、 password 和 
setprivileges

日期和时间设置 setdate、 settimezone

确认 XSCF 主机公钥 showssh

SSH/telnet 设置 setssh、 settelnet

网络接口、路由和 DNS 相关设置*

* 要应用这些设置，必须使用 applynetwork 和 rebootxscf 命令重置 XSCF 单元。

setnetwork、 setroute、
setnameserver 等

域与 SP 间通信协议 (Domain-SP Communication Protocol, DSCP) 设置†

† 要应用这些设置，必须使用 rebootxscf 命令重置 XSCF 单元。

海拔高度管理设置‡

‡ 要应用使用 setdualpowerfeed 命令所做的更改，必须完全断开服务器的电源，然后重新连接（必须断开所有电源线，然后重新连接）。
将电源线重新连接到服务器之前，请至少等待 30 秒钟。

setaltitude

双供电选件设置 setdualpowerfeed

XSCF> console -d 0

Connect to DomainID 0?[y|n] :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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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按下 Enter 键，然后按 "#" 和 "." （句点）键。

这将从域控制台切换到 XSCF Shell。

h. 从 XSCF Shell 执行 fmdump 命令或 showlogs 命令，并确认未发现错误。

2. 使用以太网电缆将系统控制网络连接到服务器后面板上的 LAN 端口 （请参见图 1，编号 4）。

3. 请在连接到系统控制网络的管理控制台上，使用以下命令来验证硬件配置。

要从 XSCF 控制台切换到 ok 提示符，请输入 console -d 0 命令。要从 ok 提示符切换到 XSCF 控制台，
请按 Enter 键，然后再按 "#" 和 "." （句点）键。

4. 安装其他硬件或外围设备。如果不需要，请转至步骤 5。
有关如何添加可选设备（如附加内存或附加 PCIe 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PARC Enterprise M3000 Server 
Service Manual》。要添加附加存储设备或其他外围设备，请参见该设备附带的手册。

5. 使用以下步骤可将域连接到用户网络。如果希望使域与网络隔离，请转至步骤 1。
用户网络是能够让用户访问域的网络。

a. 将以太网电缆的一端连接到服务器后面板上的 GbE 端口 （用于 OS）（请参见图 1，编号 5）。

您可以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 GbE 端口 （用于 OS）或 PCIe 插槽中装配的 LAN 卡上的 LAN 端口 （请参见
图 1，编号 2）。

b. 将以太网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客户的网络环境。

▼ 引导 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

1. 使用以下步骤可引导 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

Oracle Solaris OS 预安装在硬盘驱动器的插槽 0 中。

a. 从域控制台的 ok 提示符，执行 boot 命令。

b. 显示登录提示符后，使用超级用户帐户登录。

2. 使用 Oracle VTS 软件确认硬件运行和设备连接状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Oracle VTS 用户指南。

3. 针对域进行初始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SPARC Enterprise M3000/M4000/M5000/M8000/M9000 Servers Administration 
Guide》。

命令 提示符 说明

showhardconf XSCF Shell 此时将显示服务器中安装的所有组件及其状态。确认任何 FRU 的前面都未显示
星号 (*)。

showhardconf -u XSCF Shell 对照服务器附带的 “产品测试记录”检查服务器中装配的 FRU 数。

probe-scsi-all ok 提示符 确认可以识别服务器中安装的 CD-RW/DVD-RW 驱动器单元和硬盘驱动器。

show-devs ok 提示符 确认可以识别安装的每个 PCIe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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