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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文档

■ 概述 － 提供规格并介绍如何安装 Oracle 的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以及首次为其打开
电源。

■ 目标读者－技术人员、系统管理员和授权服务提供商。
■ 必备知识 － 安装类似硬件的丰富经验。

产品文档库

可从以下网址获得有关该产品及相关产品的文档和资源：http://www.oracle.com/
goto/M7/docs。

反馈

可以通过以下网址提供有关本文档的反馈：http://www.oracle.com/goto/
docfeedback。

使用本文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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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服务器

以下主题列出了安装任务，概括介绍了服务器并重点说明了主要组件。

说明 链接

了解机架装配式服务器与独立服务器之间的区别。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与独立服务器” [13]

查看安装服务器所需的任务。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安装任务概述” [14]

“独立服务器安装任务概述” [15]

查看服务器的主要功能部件。 “SPARC M7-8 服务器概述” [16]

“SPARC M7-16 服务器概述” [18]

识别关键的外部服务器组件。 “标识组件（安装）” [19]

了解硬件体系结构和软件环境。 “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26]

“固件和软件环境” [32]

相关信息
■ 准备场地 [33]
■ 规划网络地址 [77]
■ 规划存储设备 [87]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Identifying Components”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与独立服务器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出厂时已安装在 Oracle 的 Sun Rack II 1242 机架中。这些服务器包含
专为服务器设计的 PDU 和硬件。您必须在安装场地打开这些服务器的包装、将其移动和
固定并为其布线和打开电源。

注 - SPARC M7-16 服务器出厂时始终安装在机架中。

您可以订购机架装配式 SPARC M7-8 服务器，然而也可以订购独立服务器。独立服务器
并不在 Oracle 机架中装运，因此您必须将服务器安装在客户提供的机架中。您还必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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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安装任务概述

行提供 PDU 来向服务器供电，并使用机架的理线设备固定服务器电源线和数据电缆。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PDU 和机架文档。

注 - 机架装配式 SPARC M7-8 服务器配置一个出厂时已安装在 Sun Rack II 1242 机架中的
服务器。一个 Sun Rack II 1242 机架最多可包含三个 SPARC M7-8 服务器，因此最多可
以在同一个机架中额外安装两个服务器。这些额外的 SPARC M7-8 服务器单独装运，您
必须在安装场地将这些服务器安装到机架中。有关说明，请参见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
架中 [113]。

该文档提供了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和独立服务器的安装说明。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安装任务概述” [14]
■ “独立服务器安装任务概述” [15]
■ “场地准备核对表” [33]
■ 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安装任务概述

执行以下任务可安装和配置机架装配式服务器。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出厂时已安装在
Oracle 机架中。

步骤 说明 文档或链接

1. 查看产品说明，了解有关服务器的所有最新消
息。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产品说明》

2. 查看重要的安全注意事项。 《SPARC M7-8 Server Safety and Compliance Guide》

《SPARC M7-16 Server Safety and Compliance Guide》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安全指南》

《Important Safety Information for Oracle's Sun Hardware Systems》
3. 熟悉安装所需的服务器功能和主要服务器组件。 “SPARC M7-8 服务器概述” [16]

“SPARC M7-16 服务器概述” [18]

“标识组件（安装）” [19]

4. 通过查看服务器规格和场地要求，为服务器安装
准备安装场地。

准备场地 [33]

规划网络地址 [77]

规划存储设备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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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服务器安装任务概述

步骤 说明 文档或链接

5. 采取 ESD 预防措施和安全预防措施并收集所需
的工具。

安装准备 [93]

6. 确认场地已准备好，可安装服务器。接收并拆开
服务器的包装。

确认场地准备 [99]

接收服务器 [100]

拆开服务器包装 [101]

《Sun Rack II Unpacking Guide》
7. 在安装场地移动服务器并使其稳固。 “移动服务器” [103]

“固定服务器” [110]

8. 安装必需的组件和任何可选的组件。 “所需网络接口卡安装” [160]

“安装可选组件” [112]

9. 将数据电缆和电源线安装到服务器并进行布线。 连接电缆 [147]

10. 与 SP 建立串行连接，打开服务器电源并进行初
次配置。

首次打开服务器电源 [167]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与独立服务器” [13]
■ 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 《Sun Rack II Unpacking Guide》，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

sunrackii/docs

独立服务器安装任务概述

执行以下任务可以在您自己的机架中安装和配置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如果
您的服务器出厂时已安装在 Oracle 机架中，请参见“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安装任务概
述” [14]。

步骤 说明 文档或链接

1. 查看产品说明，了解有关服务器的所有最新消
息。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产品说明》

2. 查看重要的安全注意事项。 《SPARC M7-8 Server Safety and Compliance Guide》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安全指南》

《Important Safety Information for Oracle's Sun Hardwar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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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C M7-8 服务器概述

步骤 说明 文档或链接

3. 熟悉安装所需的服务器功能和主要组件。 “SPARC M7-8 服务器概述” [16]

“SPARC M7-8 服务器正面组件（安装）” [20]

“SPARC M7-8 服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21]

4. 查看服务器规格和要求并为安装做准备。 “物理尺寸（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36]

“查看电源要求” [43]

“为冷却做准备” [60]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拆箱区域” [73]

规划网络地址 [77]

规划存储设备 [87]

5. 采取 ESD 预防措施和安全预防措施并收集所需
的工具。

安装准备 [93]

6. 拆开服务器的包装并将其安装在机架中。准备电
源线。

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

7. 安装必需的组件和任何可选的组件。 “所需网络接口卡安装” [160]

“安装可选组件” [112]

8. 将 SP 和数据电缆连接到服务器。 “连接 SP 电缆” [156]

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161]

9. 与 SP 建立串行连接，打开服务器电源并进行初
次配置。

首次打开服务器电源 [167]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与独立服务器” [13]
■ 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SPARC M7-8 服务器概述

SPARC M7-8 服务器专为任务关键型应用程序而设计，可以单独订购，也可以出厂时安
装在机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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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C M7-8 服务器概述

功能部件 说明

处理器 2 到 8 个 SPARC M7 处理器，每个处理器 32 个核心，每个核心 8 个线程
内存 每个处理器 8 或 16 个 DIMM

I/O 扩展 6 到 24 个窄板型 PCIe 第 3 代卡插槽，具体取决于配置
存储 1 个或多个可选的 Oracle 闪存加速 NVMe 卡
服务处理器 2 个冗余 SP，用于远程监视和控制服务器

相关信息
■ “SPARC M7-8 服务器正面组件（安装）” [20]
■ “SPARC M7-8 服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21]

了解服务器 17



SPARC M7-16 服务器概述

SPARC M7-16 服务器概述

SPARC M7-16 企业级服务器是专为任务关键型应用程序而设计的。SPARC M7-16 服务
器组件出厂时已安装在机架中。

功能部件 说明

处理器 8 到 16 个 SPARC M7 处理器，每个处理器 32 个核心，每个核心 8 个线程
内存 每个处理器 8 或 16 个 DIMM

I/O 扩展 24 到 48 个窄板型 PCIe 第 3 代卡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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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组件（安装）

功能部件 说明

存储 1 个或多个可选的 Oracle 闪存加速 NVMe 卡
服务处理器 2 个冗余 SP 和 4 个冗余 SPP，用于远程监视和控制服务器

相关信息

■ “SPARC M7-16 服务器正面组件（安装）” [23]
■ “SPARC M7-16 服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25]

标识组件（安装）

以下主题标识了服务器正面和背面的主要组件。有关服务器组件的完整列表，请参
阅《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Identifying Components”。

■ “SPARC M7-8 服务器正面组件（安装）” [20]
■ “SPARC M7-8 服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21]
■ “SPARC M7-16 服务器正面组件（安装）” [23]
■ “SPARC M7-16 服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25]

相关信息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 My Oracle Support (https://support.oracle.com) 中的 "Information Center: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Doc ID 2071511.2)"（信息中心：SPARC M7 系列服务器（文档 ID
2071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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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组件（安装）

SPARC M7-8 服务器正面组件（安装）

编号 说明

1 风扇
2 指示灯面板（前）
3 互连
4 SP 互连
5 防倾斜护杆（两个其中之一）
6 电源
7 水平调节支脚

相关信息

■ “SPARC M7-8 服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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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组件（安装）

■ “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26]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CMIOU Chassis Front

Components”

SPARC M7-8 服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编号 说明

1 SP

2 指示灯面板（后）
3 交流输入
4 CMIOU

5 窄板型 PCIe 卡的 PCIe 热插拔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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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组件（安装）

注 - 根据服务器的配置，服务器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网络接口卡以及一个或多个可选的
Oracle 闪存加速 NVMe 卡。

相关信息

■ “SPARC M7-8 服务器正面组件（安装）” [20]
■ “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26]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CMIOU Chassis Rear

Components”
■ 连接电缆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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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组件（安装）

SPARC M7-16 服务器正面组件（安装）

编号 说明

1 CMIOU 机箱
2 CMIOU 机箱风扇模块
3 互连
4 SP 互连
5 电源，CMIOU 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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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组件（安装）

编号 说明

6 交换机机箱
7 指示灯面板（前）
8 电源，交换机机箱
9 防倾斜护杆（两个其中之一）
10 水平调节支脚

相关信息

■ “SPARC M7-16 服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25]
■ “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26]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Server Front Components (SPARC

M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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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组件（安装）

SPARC M7-16 服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编号 说明

1 CMIOU 机箱
2 CMIOU 机箱交流输入
3 SPP

4 CMIOU

5 窄板型 PCIe 卡的 PCIe 热插拔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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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编号 说明

6 交换机机箱
7 指示灯面板（后）
8 交换机机箱交流输入
9 SP

10 交换机单元
11 交换机装置风扇模块

注 - 根据服务器的配置，服务器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网络接口卡以及一个或多个可选的
Oracle 闪存加速 NVMe 卡。

相关信息

■ “SPARC M7-16 服务器正面组件（安装）” [23]
■ “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26]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Server Rear Components (SPARC

M7-16)”
■ 连接电缆 [147]

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说明 链接

了解如何通过冗余 SP 和 SPP 管理服务器。 “SP 和 SPP” [27]

了解 SPARC M7-8 服务器 static PDomain（静态
PDomain）配置。

“SPARC M7-8 服务器静态 PDomain” [27]

“SPARC M7-8 服务器 DCU” [28]

了解 SPARC M7-16 服务器配置，并了解如何将服务
器资源划分成称为 PDomain 的较小单元来满足应用
程序的需求。

“SPARC M7-16 服务器 PDomain” [29]

“SPARC M7-16 服务器 DCU” [30]

相关信息

■ “标识组件（安装）” [19]
■ 首次打开服务器电源 [167]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配置 PDomain 和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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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SP 和 SPP

这些服务器包含两个冗余 SP，允许您独立于 Oracle Solaris OS 管理和监视服务器组件。
为了提供冗余，一个 SP 充当活动 SP，而另一个 SP 充当备用 SP。活动 SP 管理系统资
源，除非它无法再这样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备用 SP 将承担其角色。

注 - 任一 SP（SP0 或 SP1）都可以承担活动 SP 角色。将交流电源连接到服务器后，两
个 SP 中一个 SP 将承担活动 SP 的角色。

SPARC M7-16 服务器包含四个 SPP（每个 CMIOU 机箱两个 SPP）。这些 SPP 可以从交
换机机箱中的两个 SP 转移一些工作负载。SP 和 SPP 一起为所有 SPARC M7-16 服务器
组件提供了一个单一的管理环境。

有关 SPARC M7-8 服务器 SP 的位置，请参见“SPARC M7-8 服务器背面组件（安
装）” [21]；有关 SPARC M7-16 服务器 SP 和 SPP 的位置，请参见“SPARC M7-16 服
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25]。

注 - SPM 提供了处理器和电路，允许 SP 和 SPP 管理服务器。在服务器安装期间，您
无需直接访问这些 SPM。有关 SPM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Servicing SPs” 和《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配
置 SP 网络”。

相关信息

■ “SPARC M7-8 服务器静态 PDomain” [27]
■ “固件和软件环境” [32]

SPARC M7-8 服务器静态 PDomain

您可以订购具有一个或两个 PDomain 的 SPARC M7-8 服务器。

具有一个 PDomain 的 SPARC M7-8 服务器的机箱中包含所有处理器、内存和 PCIe 扩
展。在这种配置中，一个 SPARC M7-8 服务器最多可以在单个静态 PDomain 内使用八个
处理器。

在具有两个 PDomain 的 SPARC M7-8 服务器中，每个 PDomain 包含机箱中可能存
在的一半处理器、内存和 PCIe 扩展插槽。在这两个 PDomain 的配置中，每个静态
PDomain 作为同一个机箱中的独立服务器运行。您可以配置、重新引导或管理一个静态
PDomain，同时另一个静态 PDomain 继续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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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注 - SPARC M7-8 服务器使用 static PDomain（静态 PDomain）。无法将具有两个
PDomain 的 SPARC M7-8 服务器的两个 PDomain 组合成单个静态 PDomain。同样，
您也无法将具有一个 PDomain 的 SPARC M7-8 服务器的单个静态 PDomain 划分为两个
PDomain。

相关信息
■ “SPARC M7-8 服务器概述” [16]
■ “SPARC M7-16 服务器 PDomain” [29]
■ “SPARC M7-8 服务器 DCU” [28]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配置 PDomain 和主机”

SPARC M7-8 服务器 DCU

出厂配置为一个 PDomain 的 SPARC M7-8 服务器包含一个 DCU，该 DCU 最多包含八个
CMIOU。出厂配置为两个 PDomain 的 SPARC M7-8 服务器包含两个 DCU，每个 DCU
最多包含四个 CMIOU。每个 CMIOU 包含 1 个处理器、16 个 DIMM 插槽和 3 个 PCIe 扩
展插槽。

虽然无法像在 SPARC M7-16 服务器中那样在 SPARC M7-8 服务器中重新配置 DCU，但
您将在 Oracle ILOM 用户界面和系统消息中看到 DCU 一词。

各个 DCU 可以包含以下 CMIOU。

DCU 可用的 CMIOU

SPARC M7-8 服务器（一个 P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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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DCU 可用的 CMIOU

DCU0 CMIOU0、CMIOU1、CMIOU2、CMIOU3、CMIOU4、
CMIOU5、CMIOU6 和 CMIOU7

SPARC M7-8 服务器（两个 PDomain）  

DCU0 CMIOU0、CMIOU1、CMIOU2 和 CMIOU3

DCU1 CMIOU4、CMIOU5、CMIOU6 和 CMIOU7

注 - 具有两个 PDomain 的 SPARC M7-8 服务器可以包含完全填充了 CMIOU 的 DCU0 和
空的 DCU1。在这种配置中，DCU1 可用于在将来进行扩展。

相关信息

■ “SPARC M7-8 服务器概述” [16]
■ “SPARC M7-16 服务器 DCU” [30]
■ “SPARC M7-8 服务器静态 PDomain” [27]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查看 DCU 属性”

SPARC M7-16 服务器 PDomain

SPARC M7-16 服务器 PDomain 的运行方式类似于独立服务器，其中的硬件与服务器中
的其他 PDomain 完全隔离。例如，您可以重新引导一个 PDomain，同时服务器上的其
他 PDomain 继续运行。

根据应用程序的需要，您可以将 SPARC M7-16 服务器配置到一到四个 PDomain 中。例
如，可以将服务器划分为四个 PDomain，每个运行其自己的应用程序。或者，可以将服
务器配置成一个 PDomain，以向一组应用程序提供所有硬件资源。

注 - 您可以订购预配置到一到四个 PDomain 中的 SPARC M7-16 服务器。有关具体的订
购详细信息，请与 Oracle 销售代表联系。

相关信息

■ “SPARC M7-16 服务器概述” [18]
■ “SPARC M7-8 服务器静态 PDomain” [27]
■ “SPARC M7-16 服务器 DCU” [30]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配置 PDomain 和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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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SPARC M7-16 服务器 DCU

一个 SPARC M7-16 服务器分为四个称为 DCU 的可配置单元。一个 DCU 最多包含四个
CMIOU，每个 CMIOU 包含 1 个处理器、16 个 DIMM 插槽和 3 个 PCIe 扩展插槽。下图
显示了 DCU 的位置。

DCU 是 SPARC M7-16 服务器 PDomain 的构建块，一个 PDomain 可以包含一到四
个 DCU。使用 Oracle ILOM 命令可以将 DCU 组合到 PDomain 中。有关创建和管理
PDomain 的说明，请参阅《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注 - 根据您订购的配置，DCU 可以包含少于最大数目（即四个）的 CMIOU。有关具体
的订购详细信息，请与 Oracle 销售代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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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各个 DCU 可以包含以下 CMIOU。

DCU 可用的 CMIOU

DCU0 CMIOU0、CMIOU1、CMIOU2 和 CMIOU3

DCU1 CMIOU4、CMIOU5、CMIOU6 和 CMIOU7

DCU2 CMIOU8、CMIOU9、CMIOU10 和 CMIOU11

DCU3 CMIOU12、CMIOU13、CMIOU14 和 CMIOU15

相关信息
■ “SPARC M7-16 服务器概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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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和软件环境

■ “SPARC M7-8 服务器静态 PDomain” [27]
■ “SPARC M7-16 服务器 PDomain” [29]

固件和软件环境

该服务器使用以下软件和固件。

组件 说明 链接

OpenBoot OpenBoot 固件可确定来宾的硬件配置、提供交互式调试
工具，并允许您配置来宾引导至操作系统的方式。

有关特定于服务器的 OpenBoot 任务的信息，请参阅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位于以下网址的 OpenBoot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openboot/docs

Oracle
ILOM

Oracle ILOM 是预安装在服务器的 SP 上的系统管理固
件。使用 Oracle ILOM 可以通过基于 Web 的界面或命令
行界面管理和监视服务器中的组件。

有关特定于服务器的 Oracle ILOM 任务的信息，请参阅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有关对由该固件管理的所有平台都通用的 Oracle ILOM
任务的信息，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Oracle
Solaris OS

每个 PDomain 都运行 Oracle Solaris OS。Oracle Solaris
OS 提供了许多实用程序来帮助安装和管理应用程序。

可从以下位置查找有关 OS 的功能的信息以及指向技术
报告和培训课程的链接：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

有关安装和管理 OS 的信息，请参阅 Oracle Solaris 文
档：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创建称为逻辑
域的虚拟服务器。逻辑域运行自己的独立操作系统，并
使用规定的一部分可用服务器资源。可以独立地创建、
销毁、重新配置和重新引导各个逻辑域。可以虚拟化资
源并将网络、存储及其他 I/O 设备定义为可在域之间共
享的服务。

有关在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上部署逻辑域的信息，请
参阅：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创建虚拟化
环境”

查找 Oracle VM for SPARC 文档，网址为：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 (http://www.
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相关信息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了解系统管理资源”
■ 首次打开服务器电源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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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场地

以下主题介绍了如何在安装场地准备安装服务器。

步
骤

任务 链接

1. 在开始之前，复查概要的场地准备核对表和安装场地准则。 “场地准备核对表” [33]

“一般安装场地准则” [35]

2. 确认物理场地已做好接收服务器的准备。 “检查物理规格” [36]

3. 确保符合电源要求。 “查看电源要求” [43]

4. 了解环境要求并确保冷却系统可以将服务器维持在理想的运
行范围内。

“为冷却做准备” [60]

5. 规划如何将服务器从装载坡道运送至安装场地。 “准备卸载通道和拆箱区域” [68]

相关信息

■ 安装准备 [93]
■ 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 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

场地准备核对表

在安装服务器之前，确保已满足下列要求。

要求 问题 检查

培训 管理员和安装人员是否已阅读了文档并完成了必要的培训课程？

服务器文档页面（其中包括指向 Oracle University 培训课程的链接）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M7/docs

配置 您是否已确定了服务器组件和配置？

您是否已确定了要安装的服务器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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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准备核对表

要求 问题 检查

运输通道 您是否已检查并准备好从装载台到服务器最终安装场地的整个运输通道？

请参见“准备卸载通道和拆箱区域” [68]。
运输通道是否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来运输带包装的服务器？

您是否已通过使用纤维板或类似材料覆盖运输通道来保护运输通道？

安装场地 服务器的安装场所是否满足所有空间要求？

请参见“检查物理规格” [36]。
 如果要安装独立服务器，机架是否与附带的机架装配工具包兼容？

请参见“机架兼容性” [114] 和准备并固定机架 [121]。
数据中心或服务器机房是否位于安全的场所？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SPARC M7 系列服务器安全指南》。
如果需要，您是否已准备了用于底层地板布线的安装场地基底？

请参见“电缆布线基底开孔规格” [42]。
电源 您是否了解向服务器及其外围设备供电必需的工作电压和电流级别？

请参见“查看电源要求” [43]。
是否有足够的电源插座可用来向服务器及其外围设备供电？

请参见“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SPARC M7-16)” [56] 或机架的 PDU 文档。
您是否准备了两个设备电网来向服务器供电？

请参见“设备电源要求” [51]。
对于机架装配式服务器，您是否为 PDU 电源线准备了合适的设备电源插座？这些插座是否都已
接地？

请参阅：

■ “设备电源插座” [49]
■ “接地要求” [60]

对于机架装配式服务器，每条 PDU 电源线是否都有断路器？这些断路器是否满足容量要求？

请参见“断路器容量要求” [60]。

要求 问题 检查

工作环境和冷却 数据中心是否满足温度和湿度要求？

请参见“环境要求” [61]。
安装场地环境是否提供了足够的通风和气流来冷却运行中的服务器？

请参阅：

■ “热耗散和气流要求” [63]
■ “来自天花板通风孔的冷却气流” [64]
■ “来自有孔地板砖的冷却气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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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装场地准则

要求 问题 检查

您是否已采取措施来防止空气污染物进入安装场地？

请参见“空气污染” [62]。
拆箱 在拆箱之前，您是否已使带包装的服务器适应了数据中心环境？

请参见“装载台和接收区域要求” [72]。
您是否已在远离安装场所的位置留出了空地来安全地拆开服务器的包装？

请参见“机架装配式服务器拆箱区域” [73] 或“独立服务器拆箱区域” [74]。
数据连接 您是否清楚地了解设置服务器以及将其连接到网络所需的数据连接？

请参见规划网络地址 [77]

您是否已为所有数据连接准备了网络地址？

请参阅：

■ “SP 网络地址” [82]
■ “（可选）PDU 电缆和网络地址” [83]
■ “网络接口卡电缆和网络地址” [84]

相关信息

■ 安装准备 [93]
■ 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 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

一般安装场地准则

在为服务器选择位置时，请遵循以下准则。

■ 不要将服务器安装到暴露在以下环境中的位置：
■ 阳光直射
■ 多尘
■ 腐蚀性气体
■ 高盐浓度空气
■ 经常振动
■ 强无线电频率干扰源
■ 静电

■ 使用提供正确接地的电源插座。
■ 必须由一位合格的电工执行所有交流电和接地工作。
■ 检验建筑物的接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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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物理规格

■ 查看设备标签上关于处置的预防措施、警告和注释。

相关信息

■ “操作预防措施” [93]
■ “Oracle 安全信息” [94]

检查物理规格

查看服务器的物理规格和空间要求以确保安装场地可以正确地容纳服务器。

■ “物理尺寸（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36]
■ “物理尺寸（独立服务器）” [38]
■ “安装和维修区域尺寸” [39]
■ “水平调节支脚和脚轮尺寸” [40]
■ “活动地板承载重量要求” [42]
■ “电缆布线基底开孔规格” [42]

相关信息

■ “准备卸载通道和拆箱区域” [68]
■ 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 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

物理尺寸（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SPARC M7-16 服务器和机架装配式 SPARC M7-8 服务器出厂时预安装在机架中。有关独
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的尺寸，请参见“物理尺寸（独立服务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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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物理规格

服务器尺寸 美制 公制

高度 78.66 英寸 1998 毫米
宽度 23.62 英寸 600 毫米
深度（前门把手到后门把手） 47.24 英寸 1200 毫米
深度（不包含门） 43.78 英寸 1112 毫米
SPARC M7-8 服务器（最大重量因配置而异） 大约 824 磅 大约 374 千克
SPARC M7-16 服务器（最大重量因配置而异） 大约 1650 磅 大约 749 千克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装运箱规格” [69]
■ 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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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物理规格

物理尺寸（独立服务器）

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并不在机架中装运。有关机架装配说明，请参见将独立服务
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

说明 美制 公制

机架单元 10U 10U

高度 17.2 英寸 438 毫米
服务器机箱的宽度 17.5 英寸 445 毫米
服务器挡板的宽度 19.0 英寸 483 毫米

38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安装指南 • 2016 年 10 月



检查物理规格

说明 美制 公制

服务器机箱的深度 30.2 英寸 767 毫米
到背面组件弹出杆的深度 32.0 英寸 813 毫米
重量（带有 8 个 CMIOU 的机箱） 405 磅 184 千克
重量（带有 4 个 CMIOU 的机箱） 300 磅 136 千克
机架套件重量 17 磅 7.7 千克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与独立服务器” [13]
■ “独立服务器装运箱尺寸” [71]
■ 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

安装和维修区域尺寸
安装服务器之前，请准备好一个维修区域，以提供足够的空间用于安装和维修服务器。

注意 - 您必须为服务器提供以下维修区域。不要尝试在更小的维修区域中操作服务器。

在下图中，服务器正面在左侧，服务器背面在右侧。

编号 美制 公制

1 86.8 英寸 2204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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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物理规格

编号 美制 公制

2 25.1 英寸 638 毫米
3 43.78 英寸 1112 毫米
4 23.2 英寸 590 毫米
5 36 英寸 914 毫米

转动服务器时，除了必须满足最小通道宽度之外，还需要临时在安装场地的前面或后面
提供额外的空间。服务器需要至少 52 英寸（1.32 米）的空间才能转弯。

编号 说明

1 将服务器的前面转入安装场地
2 将服务器的后面转入安装场地

相关信息

■ “移动服务器” [103]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水平调节支脚和脚轮尺寸

下图显示了机架的底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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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物理规格

编
号

说明 美制 公制

1 从支脚边缘到机架正面的距离 2.90 英寸 73.75 毫米
2 水平调节支脚外边缘的深度 41.67 英寸 1058.5 毫米
3 从水平调节支脚边缘到机架背面的距离 1.33 英寸 33.75 毫米
4 从前脚轮中心到机架侧面的距离 3.41 英寸 86.7 毫米
5 前脚轮中心之间的宽度 16.80 英寸 426.6 毫米
6 从后脚轮中心到机架背面的距离 6.83 英寸 173.7 毫米
7 前后脚轮之间的深度 32.62 英寸 828.6 毫米
8 后脚轮中心与机架背面之间的距离 6.39 英寸 162.4 毫米
9 水平调节支脚外边缘间的宽度 20.96 英寸 532.5 毫米
10 水平调节支脚内边缘间的宽度 16.89 英寸 429 毫米
11 从装配支脚边缘到机架侧面的距离 1.33 英寸 33.75 毫米
12 后脚轮中心之间的宽度 16.03 英寸 407.2 毫米
13 从后脚轮中心到机架侧面的距离 3.80 英寸 96.4 毫米

相关信息

■ “活动地板承载重量要求” [42]
■ “电缆布线基底开孔规格”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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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物理规格

■ “固定服务器” [110]

活动地板承载重量要求

完全配置的 SPARC M7-16 服务器重约 749 千克（1650 磅），完全配置的机架装配式
SPARC M7-8 服务器重约 374 千克（824 磅），并且根据布线方式，每个服务器可能会
更重。当负荷覆盖的区域大约为 23.62 英寸（600 毫米）x 47.24 英寸（1200 毫米）时，
服务器重量的实际压力将由四个脚轮和四个水平调节支脚来支撑。

服务器的每个角上有一个脚轮和一个相邻的水平调节支脚，所以每个角将承载 SPARC
M7-16 服务器大约 188.2 千克（415 磅）的重量，或承载 SPARC M7-8 服务器大约 90.7
千克（200 磅）的重量。如果某个脚轮和水平调节支脚位于活动地板砖的中心，则该地
板砖将承载全部重量。地板砖和底层支撑必须能够容纳此负荷。

相关信息

■ “物理尺寸（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36]
■ “固定服务器” [110]

电缆布线基底开孔规格

该图显示了带示例基底开孔的服务器的底视图。以下示例开孔在服务器下面两个后脚轮
之间。取决于您的活动地板布线要求，您的数据中心可能需要不同的开孔。有关更多信
息，请与您的设备管理员联系。

注意 - 如果您的基底开孔靠近水平调节支脚，请确保周围的地板砖能够支撑服务器的重
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活动地板承载重量要求” [42]。

注意 - 当服务器移到基底开孔附近时，请务必小心。如果服务器的脚轮陷入基底开孔
内，则基底和服务器均会受到严重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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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电源要求

编
号

说明 美制 公制

1 布线基底开孔的深度 11 英寸 280 毫米
2 基底开孔与机架边缘之间的距离 6.3 英寸 160 毫米
3 布线基底开孔的宽度 13 英寸 330 毫米

相关信息

■ “物理尺寸（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36]
■ “水平调节支脚和脚轮尺寸” [40]
■ 连接电缆 [147]
■ 《Sun Rack II User's Guide》，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sunrackii/

docs

查看电源要求

说明 链接

查看电源规格。 “电源规格” [44]

了解服务器总功耗。 “服务器功耗”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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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电源要求

说明 链接

查看 PDU 和 PDU 电源线规格。了解设备电源插座要求。 “PDU 规格” [45]

“PDU 电源线规格” [47]

“PDU 电源线插头” [48]

“设备电源插座” [49]

使用两个设备电网向服务器供电，并确保设备满足这些电源
要求。

“设备电源要求” [51]

了解电源线与电源之间的关系。 “了解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53]

安装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时，应了解电源线要求。 “独立服务器电源线要求” [58]

了解服务器接地要求。 “接地要求” [60]

了解断路器容量要求。 “断路器容量要求” [60]

相关信息

■ 连接电缆 [147]
■ 向服务器供电 [171]

电源规格

服务器包含可热交换的冗余电源。SPARC M7-8 服务器包含 6 个电源，SPARC M7-16 服
务器则包含 16 个电源。这些规格是针对每个电源的，不是针对整台服务器的。

注 - 必须安装所有电源并且必须连接所有电源线来为服务器供电。

请仅将这些电源规格用作规划帮助。有关更准确的功率值，请使用联机的功率计算器来
确定采用您的配置的服务器的功耗。要找到相应的功率计算器，请转至以下 Web 站点并
导航到特定服务器页面：

http://www.oracle.com/goto/powercalculators/

规格 测量值

额定的电源输出容量 3.0 KW

额定交流工作电压范围 200–240 VAC

输入电流 16A @ 208 VAC

额定频率 50/60 Hz

额定输出 +12.3V (244A) 输出
效率 90% 有效（20% 到 100% 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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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电源要求

规格 测量值

浪涌电流 ■ 50A 峰值（不包括 EMI 滤波器充电）
■ 每个循环少于 20A RMS

保护性接地电流 小于 2 mA

相关信息

■ “服务器功耗” [45]
■ “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SPARC M7-16)” [56]
■ 准备独立服务器电源线 [146]

服务器功耗

下表列出了完全配置的服务器的服务器额定功率。

使用联机功率计算器确定您配置的服务器的功耗。要找到相应的功率计算器，请转至以
下 Web 站点并导航到服务器页面：

http://www.oracle.com/goto/powercalculators/

注 - 最大额定功耗要求两个电网均运行。

服务器 最大值 典型值

SPARC M7-8 服务器 10,400W 6,800W

SPARC M7-16 服务器 22,800W 14,800W

相关信息

■ “电源规格” [44]
■ “PDU 规格” [45]
■ “断路器容量要求” [60]

PDU 规格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配备两个冗余三相 PDU。为了满足所有地理区域的电源要求，PDU 可
以是低压，也可以是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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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电源要求

■ 低压 PDU－北美、日本和中国台湾。
■ 高压 PDU－欧洲、中东、非洲和世界的其他地区。

表 1 低压三相 PDU 规格

低压 PDU 规格 详细信息 注释

额定功率。 26 kVA。 输入电源线提供了接地中性点，但是并未
在 PDU 中连接。

输入类型 三相（4W+接地）。  

输入数量。 每个 PDU 三个输入，每个输入有一个
30A 插头，或者对于系统，总共六个输入
/插头。

 

电源电压。 190V 220VAC（对于相电压，208V 额定
相）50/60 Hz。

 

每相线电流。 每相最大电流 24A。 额定功率为 26KVA 相位电压 208V 的
PDU。

额定电流等于 26000/208。
每个 PDU 的电流值（安培）。 125A。  

插座的组数。 9。  

插座类型。 每组。 五个 C13 和一个 C19。

每个 PDU 总数：四十五个 C13 和九个
C19。

数据中心插座。 NEMA L21-30R。  

可用 PDU 电源线长度。 2 米（6.6 英尺）。 PDU 电源线长度为 4 米（13 英尺），但
只有一部分用于机架内部布线。

表 2 高压三相 PDU 规格

高压 PDU 规格 详细信息 注释

额定功率。 33 kVA。  

输入类型 三相（4W+接地）。  

输入数量。 三个输入，每个输入有一个 16A 插头，
或者对于系统，六个输入/插头。

 

电源电压。 220－240VAC（对于中性点电压，230V
额定线路），最大 50/60 Hz。

 

每相线电流。 每相最大电流 16A。  

每个 PDU 的电流值（安培）。 144A。 额定功率为 33KVA 相位的 PDU。

线电压：220V。

额定电流等于 33000/220。
插座的组数。 9。  

插座类型。 每组，

五个 C13 和一个 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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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 PDU 规格 详细信息 注释
每个 PDU 总数：四十五个 C13 和九个
C19。

数据中心插座。 IEC 60309 16/20A 200-240VAC。 Hubbell C520R6S 或等效项。
可用 PDU 电源线长度。 2 米（6.6 英尺）。 PDU 电源线长度为 4 米（13 英尺），但

只有一部分用于机架内部布线。

相关信息

■ “服务器功耗” [45]
■ “PDU 电源线规格” [47]
■ “PDU 电源线插头” [48]

PDU 电源线规格

有六条交流 PDU 电源线向服务器供电。有两种类型的 PDU 电源线可用来支持区域性电
源连接。

注 - 必须将全部六条 PDU 电源线连接到设备交流电源插座来向服务器供电。

区域 长度 设备交流插头

北美、日本和中国台湾 4 米（13 英尺 1.5 英寸） 30A，120/208V，三相，NEMA L21-30P

欧洲、中东、非洲和世界
的其他地区

4 米（13 英尺 1.5 英寸） 16/20A，400V，IEC 60309 IP44 (516P6S)

注 - 虽然 PDU 电源线长 4 米（13.12 英尺），但是线的 1 到 1.5 米（3.3 到 4.9 英尺）将
布置在机架机柜内。设备交流电源插座必须在机架的 2 米（6.6 英尺）范围内。

注意 - 在安装场地中，在电源与电源线之间必须有一个本地断电装置（例如断路
器）。您将使用此本地断电装置来接通或断开通向服务器的交流电。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断路器容量要求” [60]。

注意 - 确保在靠近电网的电源插座的位置安装服务器，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必须分离电
源线时能够轻松地接触到这些插座。

注 - 电气施工与安装必须符合当地、省/市/自治区或国家/地区的电气法规。必须由您的
设备管理员或合格的电工将这些电源线连接到设备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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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PDU 规格” [45]
■ “PDU 电源线插头” [48]
■ 向服务器供电 [171]

PDU 电源线插头

图   1 低压 PDU 电源线交流插头 (NEMA L21-30P)

编
号

说明

1 L1，R，X
2 L2，S，Y
3 L3，T，Z
4 中性－未连接
5 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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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压 PDU 电源线交流插头 (516P6S)

编
号

说明

1 L1，R，X
2 L2，S，Y
3 L3，T，Z
4 中性
5 接地

相关信息
■ “PDU 电源线规格” [47]
■ “设备电源插座” [49]

设备电源插座

您必须提供六个电源接口或插座来连接到服务器的交流 PDU 电源线。下图显示了相应母
连接器或插座的引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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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低压 PDU 电源线交流插座 (NEMA L21-30R)

编
号

说明

1 L1，R，X
2 L2，S，Y
3 L3，T，Z
4 中性－未连接
5 接地

图   4 高压 PDU 电源线交流插座 (516C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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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说明

1 L1，R，X
2 L2，S，Y
3 L3，T，Z
4 中性
5 接地

相关信息

■ “PDU 电源线规格” [47]
■ “PDU 电源线插头” [48]

设备电源要求

服务器设计为由两个设备电网进行供电。将 PDU A 的三条电源线连接到一个电网，将
PDU B 的三条电源线连接到另一个电网。（面向服务器背面时，PDU A 在左侧，PDU B
在右侧。）在开动服务器时，所有六条电源线必须都已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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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通过此双供电线路设置，连接到服务器的每条电源线都被用来供电，并且功率负荷
是平衡的。当功率负荷高于电源容量的 5% 时，功率负荷的平衡率为 ±10%。

使用三相正弦波不间断电源，您可以基于单个设备电源创建两个单独的电网。

为防止发生灾难性故障，输入电源的设计必须确保为服务器提供充足的电源。向服务器
供电的所有电源电路都应使用专用的断路器。

电气施工与安装必须符合当地、省/市/自治区或国家/地区的电气法规。请与设备管理员
或合格的电工联系，以确定建筑物所用的电源类型。

注意 -为防止服务器受电气干扰和中断影响，请使用专用配电系统、不间断电源、电源调
节设备和避雷器。

三相交流电源必须是中心点接地的星形配置（遵循 IEC 60950 的类型 TN-C）。使用 26
kVA PDU 时，以相位对相位方式向服务器供电，所以不连接 5 线电源线的中性线。使用
33 kVA PDU 时，以相位对中性方式向服务器供电，所以在 PDU 内连接 5 线电源线的中
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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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PDU 规格” [45]
■ “了解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53]

了解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以下主题介绍服务器电源线与机架 PDU 之间的关系。

■ “PDU 电源线与设备电网之间的关系” [53]
■ “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SPARC M7-8)” [54]
■ “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SPARC M7-16)” [56]

相关信息

■ “PDU 规格” [45]
■ “PDU 电源线规格” [47]
■ “设备电源要求” [51]

PDU 电源线与设备电网之间的关系

六条 PDU 电源线向机架中的两个 PDU 供电。机架中的服务器电源线连接到 PDU。

当面向服务器背面时，三条 PDU A 电源线（左侧）连接到一个设备交流电网，三条
PDU B 电源线（右侧）连接到另一个设备交流电网。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设备电源要
求”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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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为确保电源的冗余运行，请将服务器机箱电源线连接到备用 PDU。连接到备用 PDU
时，电源提供了 1+1 (2N) 冗余，以防发生单交流电网供电故障。

相关信息

■ “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SPARC M7-8)” [54]
■ “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SPARC M7-16)” [56]
■ “设备电源要求” [51]

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SPARC M7-8)

机架装配式 SPARC M7-8 服务器配置一个出厂时已安装在 Sun Rack II 1242 机架中的服
务器。一个 Sun Rack II 1242 机架最多可包含三个 SPARC M7-8 服务器，因此最多可以
在同一个机架中额外安装两个独立服务器。有关正确的安装位置，请参见 “Sun Rack II
中的 SPARC M7-8 服务器位置” [115]。

当面向机架背面时，SPARC M7-8 服务器电源线到 PDU 的连接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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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三个 SPARC M7-8 服务器电源线连接（顶部）

电源编号 交流输入编号 PDU 插座组 交流电网编号

5 5 PDU B 组 2 1

4 4 PDU A 组 8 0

3 3 PDU B 组 1 1

2 2 PDU A 组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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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编号 交流输入编号 PDU 插座组 交流电网编号

1 1 PDU B 组 0 1

0 0 PDU A 组 6 0

表 4 第二个 SPARC M7-8 服务器电源线连接（中间）

电源编号 交流输入编号 PDU 插座组 交流电网编号

5 5 PDU B 组 3 1

4 4 PDU A 组 5 0

3 3 PDU B 组 5 1

2 2 PDU A 组 4 0

1 1 PDU B 组 4 1

0 0 PDU A 组 3 0

表 5 机架装配式 SPARC M7-8 服务器电源线连接（底部）

电源编号 交流输入编号 PDU 插座组 交流电网编号

5 5 PDU A 组 2 0

4 4 PDU B 组 8 1

3 3 PDU A 组 1 0

2 2 PDU B 组 7 1

1 1 PDU A 组 0 0

0 0 PDU B 组 6 1

相关信息

■ “PDU 规格” [45]
■ “PDU 电源线规格” [47]
■ “设备电源要求” [51]
■ “独立服务器电源线要求” [58]

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SPARC M7-16)

当面向服务器背面时，SPARC M7-16 服务器电源线到 PDU 的连接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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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顶部 SPARC M7-16 服务器 CMIOU 机箱电源线连接

电源编号 交流输入编号 PDU 插座组 交流电网编号

15 15 PDU B 组 2 1

14 14 PDU A 组 8 0

13 13 PDU B 组 1 1

12 12 PDU A 组 7 0

11 11 PDU B 组 0 1

10 10 PDU A 组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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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SPARC M7-16 服务器交换机机箱电源线连接

电源编号 交流输入编号 PDU 插座组 交流电网编号

9 9 PDU B 组 5 1

8 8 PDU A 组 4 0

7 7 PDU B 组 4 1

6 6 PDU A 组 6 0

表 8 底部 SPARC M7-16 服务器 CMIOU 机箱电源线连接

电源编号 交流输入编号 PDU 插座组 交流电网编号

5 5 PDU A 组 2 0

4 4 PDU B 组 8 1

3 3 PDU A 组 1 0

2 2 PDU B 组 7 1

1 1 PDU A 组 0 0

0 0 PDU B 组 6 1

相关信息

■ “PDU 规格” [45]
■ “PDU 电源线规格” [47]
■ “设备电源要求” [51]

独立服务器电源线要求

六条交流电源线向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的六个电源供电。这些服务器电源线将背
面 IEC 60320-C19 交流输入连接到设备交流电源。

为确保电源的冗余运行，请将服务器电源线连接到备用电源。例如，将服务器电源线从
标有 AC0、AC2 和 AC4 的交流输入连接到一个电源，从标有 AC1、AC3 和 AC5 的交流
输入连接到另一个电源。连接到备用电源时，服务器具有 2N 冗余，以防发生单电源供
电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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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的语言环境提供了特定于区域的服务器电源线。

区域 长度 设备交流插头

北美和亚洲 4 米（13 英尺 1.5 英寸） 20A，NEMA L6-20P 插头
国际 4 米（13 英尺 1.5 英寸） 16A，IEC 60309-IP44 插头
阿根延 4 米（13 英尺 1.5 英寸） 16A，IRAM2073 插头
欧洲 4 米（13 英尺 1.5 英寸） 16A，CEE7/VII 插头
用于 PDU 2.5 米（8 英尺 2.4 英寸） 20A，IEC 60320-2-2 薄型 I (C20)

插头，直插头接口
用于 PDU 1.5 米（4 英尺 11 英寸） 20A，IEC 60320-2-2 薄型 I (C20)

插头，直插头接口

相关信息

■ “电源规格” [44]
■ “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SPARC M7-8)” [54]
■ 准备独立服务器电源线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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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要求

始终都要将 PDU 输入电源线连接到接地的电源插座。SPARC M7 系列服务器要求电路接
地，将 PDU 电源线连接到接地的插座即可完成服务器接地。不需要执行另外的机柜接
地。

因为接地方式因地区而异，所以请参阅相关文档（如 IEC 文档）来了解正确的接地方
式。请确保由设备管理员或合格的电工来检验建筑物的接地方法，并进行接地工作。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与独立服务器” [13]
■ “PDU 电源线规格” [47]
■ （可选）连接接地电缆 [155]

断路器容量要求
请为连接到服务器的每条 PDU 电源线提供单独的断路器。这些断路器必须能够适合电源
基础结构的设备故障电流额定值。可以使用标准 3 极断路器。服务器没有具体的切断时
间要求。

请联系您的设备管理员或合格的电工来确定适合您的设备电源基础结构的断路器类型。

PDU 电压输入 断路器容量

200–220 VAC 线间 (Line-to-Line, L-L) 3 极 30A

220/380–240/415 VAC 线间 (Line-to-Line, L-L) 3
极

20A（美国和日本）

16A（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

相关信息
■ “设备电源要求” [51]
■ 连接 PDU 电源线 [149]

为冷却做准备
查看环境要求并确保安装场地提供了充分的冷却能力。

■ “环境要求”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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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污染” [62]
■ “热耗散和气流要求” [63]
■ “来自天花板通风孔的冷却气流” [64]
■ “来自有孔地板砖的冷却气流” [65]
■ “环境温度和湿度测量” [67]

相关信息
■ “场地准备核对表” [33]
■ 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环境要求

以下环境要求针对 SPARC M7-8 和 SPARC M7-16 服务器。

要求 工作范围 非工作时范围 最佳范围

海拔高度 最高 3000 米（10000 英尺）
注 - 中国市场除外，中国的法规可能将最高
安装高度限制于海拔高度 2 千米（6560 英
尺）。

最高 12000 米（40000 英尺）

相对湿度 20% 到 80%，27°C (81°F) 最大湿球温度，
无冷凝。
注 - 湿度波动率不能超过每小时 30%。

最大 85%，40°C (104°F) 最大湿球温度，无
冷凝。最大露点：28°C (82°F)。
注 - 湿度波动率不能超过每小时 20%。

45% 到 50%

环境温度 5° to 35°C (41° to 95°F)
注 - 温度波动率不能超过每小时 15°C (27°
F)。

在装运箱中时：-40° 到 65°C（-40° 到 149°
F）

拆箱后：0° 到 50°C（32° 到 122°F）
注 - 温度波动率不能超过每小时 20°C (36°
F)。

21° to 23°C (70°
to 74°F)

每个高度的最大
环境温度范围

■ 0 到 500 米（0 到 1640 英尺）下 5 到 35°
C（41 到 95°F）

■ 501 到 1000 米（1664 到 3281 英尺）下
5 到 33℃（41 到 93.2°F）

■ 1001 到 1500 米（3284 到 4921 英尺）下
5 到 31℃（41 到 87.7°F）

■ 1501 到 3000 米（4924 到 10000 英尺）
下 5 到 29℃（41 到 84.2°F）
注 - 中国市场除外，中国的法规可能将
最高安装高度限制于海拔高度 2 千米
（6560 英尺）。

振动 0.15G（垂直），0.10G（水平），5 到 500
Hz，正弦扫频

0.5G（垂直），0.25G（水平），5 到 500
Hz，正弦扫频

冲击 3.0G，11 毫秒，半正弦 滚降：1 英寸滚降自由落体，滚动方向为由
前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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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工作范围 非工作时范围 最佳范围
阈值：0.75 米/秒冲击速度下为 25 毫米阈值
高度

倾斜度 最大 5 度（最大 9% 坡度） 最大 5 度（最大 9% 坡度）

相关信息
■ “空气污染” [62]
■ “热耗散和气流要求” [63]
■ “环境温度和湿度测量” [67]
■ 设置服务器的海拔高度 [183]

空气污染
特定空气污染物的浓度过大可能会导致服务器的电子元件被侵蚀并发生故障。请采取措
施来防止污染物（例如金属粒子、大气尘埃、溶剂蒸汽、腐蚀性气体、烟灰、空气中的
纤维或盐分）进入数据中心或防止数据中心产生这些污染物。

避免使数据中心的位置靠近打印室、机械工厂、木工工厂、装载台，以及会使用化学品
或产生有毒蒸汽或尘埃的区域。确保来自发电机或其他废气来源的废气不会进入服务于
数据中心的空调系统的入口。如果数据中心的位置必须靠近这些危险场所，请添加并定
期维护足够的过滤系统。

注 - 为避免将空气污染物带入数据中心，请在数据中心外部拆开服务器包装，然后再将
服务器移动到其最终位置。

表 9 允许的最大污染程度

污染物 容许的极限

硫化氢 (H2S) 最高 7.1 ppb

二氧化硫（氧化硫）(SO2) 最高 37 ppb

氯化氢 (HCI) 最高 6.6 ppb

氯 (CI2) 最高 3.4 ppb

氟化氢 (HF) 最高 3.6 ppb

二氧化氮（氧化氮）(NO2) 最高 52 ppb

氨 (NH3) 最高 420 ppb

臭氧 (O3) 最高 5 ppb

油蒸气 最高 0.2 mg/m3

粉尘 最高 0.15 mg/m3

海水（盐害） 不要将服务器安装在距离海洋或沿海区 0.5 千米（0.31
英里）的区域范围内，除非机房使用空调来滤除外部空
气中的海盐粒子。

62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安装指南 • 2016 年 10 月



为冷却做准备

表 10 针对铜和银的最大气体污染程度

反应性变化率 最大气体污染程度

铜 (Cu) 反应性变化率 少于 30 纳米/月
银 (Ag) 反应性变化率 少于 20 纳米/月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SHRAE 技术委员会 9.9 文档《Gaseous and Particulate
Contamination Guidelines for Data Centers》和《iNEMI Position Statement on the Limits of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Gaseous Contamination in Data Cent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
Rooms to Avoid Creep Corrosion on Printed Circuit Boards》（2012 年 4 月 20 日）。

相关信息

■ “环境要求” [61]
■ “热耗散和气流要求” [63]

热耗散和气流要求

从完全配置的 SPARC M7-8 服务器释放热量的最大速率是 35,500 BTU/小时（37,455 kJ/
小时）。从完全配置的 SPARC M7-16 服务器释放热量的最大速率是 77,800 BTU/小时
（82,084 kJ/小时）。要充分地冷却服务器，请确保有充足的气流流经服务器。

气流方向是从服务器正面到背面。近似的服务器气流为：

SPARC M7-8 服务器：

■ 最大值：860 立方英尺/分
■ 典型值：590 立方英尺/分

SPARC M7-16 服务器：

■ 最大值：2240 立方英尺/分
■ 典型值：1400 立方英尺/分

要确保有充分的气流，请遵循以下准则：

■ 在服务器的前面和背面留出最少 36 英寸（914 毫米）的空隙用于通风。
■ 如果服务器没有填满组件，请使用填充面板填满空的插槽。
■ 布线时应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服务器排气的影响。

注 - 对于服务器的左右两侧以及底部和顶部没有气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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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1 服务器正面
2 服务器背面

相关信息

■ “环境要求” [61]
■ “来自天花板通风孔的冷却气流” [64]
■ “来自有孔地板砖的冷却气流” [65]

来自天花板通风孔的冷却气流

在利用天花板通风孔冷却数据中心时，请将通风孔安装在服务器的正面，以便调节后的
空气流经服务器。要提供最大程度的冷却，气流应大约为：

■ SPARC M7-8 服务器：860 立方英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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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C M7-16 服务器：2240 立方英尺/分

编号 说明

1 服务器正面
2 服务器背面

相关信息
■ “热耗散和气流要求” [63]
■ “来自有孔地板砖的冷却气流” [65]

来自有孔地板砖的冷却气流

如果将服务器安装在活动地板上并且进行地板下冷却，请在服务器前面安装有孔地板砖
来冷却服务器。下图显示了向服务器提供冷却空气的四块有孔地板砖的示例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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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备注

SPARC M7-8 服务器 在此地板砖排列示例中，每块有孔地板砖提供 215 立
方英尺/分的冷却空气，以便提供 860 立方英尺/分的
最大总冷却气流。

如果有孔地板砖提供大于 215 立方英尺/分的冷却空
气，则可以使用较少的地板砖来对服务器进行冷却。
例如，如果有孔地板砖生成 450 立方英尺/分的冷却
空气，则在服务器前部安装两块地板砖。

SPARC M7-16 服务器 在此地板砖排列示例中，每块有孔地板砖提供 560 立
方英尺/分的冷却空气，以便提供 2240 立方英尺/分的
最大总冷却气流。

如果有孔地板砖提供大于 560 立方英尺/分的冷却空
气，则可以使用较少的地板砖来对服务器进行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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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备注
例如，如果有孔地板砖生成 750 立方英尺/分的冷却
空气，则在服务器前部安装三块地板砖。

注 - 这些地板砖的具体排列取决于服务器前部的可用空间。有关针对您的设备正确排列
这些地板砖的信息，请与您的设备管理员联系。

相关信息

■ “热耗散和气流要求” [63]
■ “来自天花板通风孔的冷却气流” [64]

环境温度和湿度测量

服务器从服务器的背面排出热量。如下图中所示，始终都要在服务器前面 2 英寸（50 毫
米）处且在电源之间测量环境气流温度和湿度。

■ 对于 SPARC M7-8 服务器，请在服务器电源前面的 50 毫米（2 英寸）处测量温度。
■ 对于 SPARC M7-16 服务器，在交换机和两个 CMIOU 机箱的电源前面 2 英寸（50 毫
米）处测量温度。

有关环境温度和湿度范围，请参见“环境要求”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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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环境要求” [61]
■ “热耗散和气流要求” [63]

准备卸载通道和拆箱区域

请使用这些主题中的信息来规划如何将服务器从装载坡道运送至安装场地。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装运箱规格” [69]
■ “独立服务器装运箱尺寸” [71]
■ “装载台和接收区域要求”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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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修通道要求” [72]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拆箱区域” [73]
■ “独立服务器拆箱区域” [74]

相关信息

■ 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 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装运箱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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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运箱尺寸 美制 公制

装运高度 85 英寸 2159 毫米
装运宽度 48.0 英寸 1219 毫米
装运深度 62 英寸 1575 毫米
SPARC M7-8 服务器装运重量（因配置而异） 大约 1100 磅（最大值） 大约 499 千克（最大值）
SPARC M7-16 服务器装运重量（因配置而异） 大约 1950 磅（最大值） 大约 885 千克（最大值）
单独的装运箱重量 大约 261 磅 大约 118 千克

相关信息

■ “物理尺寸（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36]
■ “装载台和接收区域要求” [72]
■ “检修通道要求” [72]
■ 拆开服务器包装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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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服务器装运箱尺寸

装运箱尺寸 美制 公制

装运高度 34 英寸 865 毫米
装运宽度 26 英寸 660 毫米
装运深度 41 英寸 1041 毫米
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装运重量（因配置而
异）

大约 525 磅（最大值） 大约 238 千克（最大值）

单独的装运箱重量 96 磅 44.9 千克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与独立服务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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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尺寸（独立服务器）” [38]
■ “独立服务器拆箱区域” [74]
■ 拆开独立服务器的包装 [123]

装载台和接收区域要求

在服务器到达之前，请确保接收区域足够大，可以容纳装运包装。

如果装载台满足标准货运卡车的高度和坡道要求，则可以使用托盘搬运车卸载服务器。
如果装载台不符合要求，请提供一台标准叉式升降机或通过其他方法来卸载服务器。另
外，还可以要求使用带升降台的货车来装运服务器。

服务器到达时，在到达拆开服务器包装的合适区域之前，请一直将服务器置于其装运箱
中。为避免将空气污染物带入数据中心，请在数据中心外部拆开服务器包装，然后再将
服务器移动到其最终位置。

注 - 适应：如果装运箱太冷或太热，请将未打开的装运箱放在类似于数据中心的环境中
长达一整晚或 24 小时，直至装运箱达到与数据中心相同的温度。决不要将未打开的装运
箱放在数据中心内。

相关信息
■ “检修通道要求” [72]
■ 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 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

检修通道要求
仔细计划从装载台到将拆开服务器包装的位置，然后到最终安装场地的运输通道。检查
整个运输通道中基底的任何缝隙、障碍物或不规则体。整个运输通道不应使用可能引起
震动的凸纹。

使用托盘搬运车或叉式升降机将服务器从装载台移动到相应的拆箱区域。拆箱区域应是
远离最终安装场地的条件适宜的空间，以减少进入数据中心的空气颗粒物。

拆开机架装配式服务器的包装后，安排两人或更多人将服务器推到其最终安装场地。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移动服务器” [103]。

注 - 请选择其中没有有孔地板砖的运输通道，因为服务器的脚轮可能会损坏这些地板
砖。只要有可能，请使用重纤维板或其他坚固的材料保护整个运输通道，材料要足以支
撑带包装服务器的全部重量（请参见“机架装配式服务器装运箱规格”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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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对于运输通道中的孔和缝隙，请始终在其上使用带斜边的 3/16 英寸（4.8 毫米）厚
的 A36 金属板作为桥。否则，服务器的脚轮可能会卡在缝隙中。例如，在进入和退出电
梯时，请始终使用一块金属板。

以下运输通道尺寸是穿过门或环绕障碍物的最小所需空间。请为移动服务器所需的人员
或设备添加附加空间。这些尺寸仅是针对平面。如果门口位于斜坡的顶部或底部，对于
包装中的服务器，请将门口空隙增大到 88 英寸（2235 毫米），对于拆箱后的服务器，
请将门口空隙增大到 80 英寸（2032 毫米）。

表 11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的运输通道要求

尺寸 在装运箱中时 拆箱后

最小门高度 86 英寸（2184 毫米） 78.7 英寸（2000 毫米）
最小门宽度 48 英寸（1220 毫米） 24.6 英寸（600 毫米）
最小通道宽度 48 英寸（1220 毫米） 24.6 英寸（600 毫米）
最大倾斜度 6 度（最大 10.5% 坡度） 6 度（最大 10.5% 坡度）
电梯最小深度 62 英寸（1575 毫米） 59 英寸（1499 毫米）
电梯、装运箱和基底的最小装载
容量（最大重量）

完全配置的带包装 SPARC M7-16 服务器的最大重量接近 885 千克（1950
磅），完全配置的带包装 SPARC M7-8 服务器的最大重量接近 499 千克
（1100 磅）。使用电梯和装运设备运输服务器之前，请确认它们的最大
载重量。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装运箱规格” [69]
■ “独立服务器装运箱尺寸” [71]
■ “装载台和接收区域要求” [72]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拆箱区域

从装运箱中拆开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包装之前，确保提供了 6 英尺（182.9 厘米）x 15 英
尺（445.1 厘米）的区域来拆开服务器包装。有关机架装配式服务器的拆箱说明，请参
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装运箱附带的《Sun Rack II Unpacking Guide》。

注意 - 您必须提供 75 英寸（190.5 厘米）的距离作为停车区以用来在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从装运托盘坡道滑行下来之后使其减速并停止。无法提供此停车区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
或严重的人身伤害。

注 - 在远离最终安装场地的条件适宜的空间内移除装运箱，以减少进入数据中心的空气
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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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装运箱规格” [69]
■ 拆开服务器包装 [101]

独立服务器拆箱区域

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在其自己的装运箱中装运。48 英寸（122 厘米）x 96 英寸
（244 厘米）的拆箱区域足够大，可供拆除包装以及使用机械式升降装置。使用机械式
升降装置可将服务器从拆箱区域移至安装场地。有关拆箱和机架装配说明，请参见将独
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

注 - 在远离最终安装场地的条件适宜的空间内移除装运箱，以减少进入数据中心的空气
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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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与独立服务器” [13]
■ “独立服务器装运箱尺寸” [71]
■ 拆开独立服务器的包装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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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链接

查看在初始安装期间所需的电缆连接和网络
地址的列表。

“电缆连接和网络地址” [77]

为 SP 组件提供网络地址。 “规划 SP 电缆和网络地址” [78]

（可选）为 PDU 计量装置提供网络地址。 “（可选）PDU 电缆和网络地址” [83]

为每个网络接口卡提供网络地址。 “网络接口卡电缆和网络地址” [84]

为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逻辑域提供网
络地址。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网络地址” [85]

相关信息

■ 规划存储设备 [87]
■ 连接电缆 [147]
■ 首次打开服务器电源 [167]

电缆连接和网络地址

首次安装服务器时，这些电缆连接和网络地址是必需的。取决于您的硬件和软件配置，
服务器可能需要额外的电缆连接和网络地址。

类型 说明 链接

SP 必需的电缆：

■ 两条 5 类或更好的串行电缆
■ 两条 6 类或更好的网络电缆

必需的网络地址：

■ 三个网络地址
■ 每个 PDomain 一个附加网络地址

“规划 SP 电缆和网络地址” [78]

出厂安装的服务器中的 PDU 计
量装置

将串行和网络电缆连接到 PDU 是可选操作。 “（可选）PDU 电缆和网络地址”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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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说明 链接
可选的电缆：

■ 两条 5 类或更好的串行电缆
■ 两条 6 类或更好的网络电缆

两个可选的网络地址（每个 PDU 对应一
个）。

网络连接 每个 PDomain 至少一个网络接口卡、网络电
缆和网络地址。

为每个可选的网络接口卡准备额外的电缆和
地址。

“网络接口卡电缆和网络地址” [84]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逻
辑域

每个逻辑域至少一个网络地址。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网络地址” [85]

相关信息

■ “连接 SP 电缆” [156]
■ “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160]
■ “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178]

规划 SP 电缆和网络地址

了解 SP 布线要求并规划 SP 组件的网络地址。

■ “SP 电缆要求” [78]
■ “SP 网络示例” [79]
■ “SP 网络地址” [82]

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27]
■ “连接 SP 电缆” [156]
■ “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178]

SP 电缆要求

服务器包含两个冗余 SP。其中一个 SP 用作活动 SP 以管理服务器，而另一个 SP 用作备
用 SP 以在出现 SP 故障时承担活动 SP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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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任一 SP（SP0 或 SP1）都可以承担活动 SP 角色。不能假定 SP0 将承担活动 SP 角
色并且 SP1 将承担备用 SP 角色。

每个 SP 包含两种类型的端口：

■ SER MGT 0 端口－将一条 5 类或更好的串行电缆从 SER MGT 端口 0 连接到终端
设备。在服务器初次通电期间，使用此串行连接来监视引导过程并执行初始 Oracle
ILOM 配置。

■ NET MGT 0 端口－将一条 6 类或更好的电缆从 1-GbE NET MGT 端口 0 连接到以太
网网络。在初始服务器配置后，使用此以太网连接通过 Oracle ILOM 控制台来监视和
管理服务器。

注 - SP 和 SPARC M7-16 服务器的 SPP 还包含不可访问且由端口封盖盖上的其他端口。
除非在 Oracle 服务代表指示下，否则请勿尝试使用这些端口。

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27]
■ “SP 网络示例” [79]
■ “SP 网络地址” [82]
■ “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178]

SP 网络示例

要隔离 Oracle ILOM 管理网络，请将 SP NET MGT 电缆连接到与用于服务器应用程序
的网络分离的网络。通过将两个 NET MGT 0 端口连接到以太网交换机，您可以建立从
Oracle ILOM 到任一 SP 的网络连接。有关两个 SP 上 SER MGT 0 和 NET MGT 0 端口的
位置，请参见连接 SP 电缆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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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带有一个以太网交换机的 SP 管理网络

要增加冗余，请将每个 SP 连接到一个不同的以太网交换机。将这两台交换机连接到第
三台交换机，然后将第三台交换机连接到 Oracle ILOM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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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带有两个冗余以太网交换机的 SP 管理网络

相关信息

■ “SP 电缆要求” [78]
■ “SP 网络地址” [82]
■ “连接 SP 电缆”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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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SP 电缆和网络地址

SP 网络地址

执行 Oracle ILOM 初始配置期间，请为以下 SP 组件分配网络地址：

■ SP0 NET MGT 端口 0
■ SP1 NET MGT 端口 0
■ 活动 SP

如果希望 PDomain 支持 rKVMS 功能，请为每个 PDomain SPM 主机分配 IP 地址。

■ PDomain0 SPM
■ PDomain1 SPM（如果 SPARC M7-8 服务器包含 2 个 PDomain 或者如果 SPARC M7-

16 服务器配置包含 2 个或更多 PDomain）
■ PDomain2 SPM（如果 SPARC M7-16 服务器配置包含 3 个或更多 PDomain）
■ PDomain3 SPM（如果 SPARC M7-16 服务器配置包含 4 个 PDomain）

注 - Oracle ILOM SP 不支持 DHCP。必须为这些组件指定静态网络地址。

对于上述的 SP 组件，请提供以下网络地址信息：

■ 主机名（可选）
■ IP 地址
■ 网络域
■ 网络掩码
■ 网络网关的 IP 地址
■ 网络名称服务器的 IP 地址

注 - SP、活动 SP 以及所有 PDomain SPM 应当共享相同的 IP 网络，并使用指定给它们
的唯一 IP 地址。

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27]
■ “连接 SP 电缆” [156]
■ “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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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PDU 电缆和网络地址

（可选）PDU 电缆和网络地址

机架装配式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出厂时安装在 Oracle 的 Sun Rack II 1242 机架中。Sun
Rack II 1242 机架包含两个 PDU，用于为安装的设备配电。每个 PDU 包含一个计量装
置，用于监视连接的设备使用的电压、功率、视在功率、能源和电流。

必须先将 PDU 计量装置连接到网络，然后才能远程监视 PDU。随后即可使用 Web 界面
监视 PDU 和连接的设备。

注 - 将 PDU 计量装置连接到网络是可选操作。您无需在安装期间将电缆连接到 PDU。
您可以使用计量装置的 LCD 屏幕监视 PDU 和连接的设备。

每个 PDU 计量装置包含两个端口：

■ SER MGT 端口－将一条 5 类或更好的串行电缆从此端口连接到终端设备。可使用该
串行连接配置计量装置的 NET MGT 端口。

■ NET MGT 端口－将一条 6 类或更好的电缆连接到此 10/100 Mbps 端口。初始服务器
配置后，可使用该以太网连接通过 PDU Web 界面监视 PDU 和连接的设备。

有关这些 PDU 计量装置端口的图示，请参见（可选）连接 PDU 管理电缆 [154]。

PDU 计量装置 NET MGT 端口支持 DHCP，因此您无需设置静态 IP 地址。但是，如果
您希望为 NET MGT 端口配置静态 IP 地址，则必须为每个端口提供以下网络信息：

■ 主机名（可选）
■ IP 地址
■ 网络域
■ 网络掩码
■ 网络网关的 IP 地址
■ 网络名称服务器的 IP 地址

有关配置 PDU 计量装置以及使用 Web 界面监视 PDU 和连接的设备的完整说明，请参阅
《Sun Rack II Power Distribution Unit User's Guide》（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
goto/sunrackii/docs）中有关增强型 PDU 的章节。

相关信息

■ “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SPARC M7-16)” [56]
■ （可选）连接 PDU 管理电缆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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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接口卡电缆和网络地址

网络接口卡电缆和网络地址

服务器不包含集成式网络端口。为使服务器连接到网络，每个 PDomain 必须至少包含一
个网络接口 PCIe 卡。

注 - 每个服务器 PDomain 必须至少包含一个连接到网络的网络接口卡。否则，PDomain
将无法访问网络。

订购服务器时，您可以选择在运送之前在工厂中安装网络接口卡。有关支持的 PCIe 卡的
列表，请参阅以下 Web 站点：

https://community.oracle.com/community/server_%26_storage_systems/
systems-io/sparc-servers

按照网络接口卡随附的说明连接相应的网络电缆，并为服务器中安装的每个卡至少分配
一个 IP 地址。

在配置 Oracle Solaris OS 期间，会提示您为每个网络连接提供以下联网信息：

■ 主机名
■ IP 地址
■ 网络域
■ 网络掩码
■ 网络网关的 IP 地址
■ 网络名称服务器的 IP 地址

注 - 如果安装额外的网络接口卡来提供冗余网络连接，请为这些卡提供额外的网络地
址。某些网络接口卡包含多个网络连接，因此，请根据您的应用程序和配置，为这些连
接提供额外的网络地址。有关其他说明，请参阅 PCIe 卡文档和 Oracle Solaris OS 文档。

相关信息

■ 网络接口卡文档
■ “Oracle Solaris OS 配置参数” [190]
■ Oracle Solaris OS 文档中的《在 Oracle Solaris 中管理 TCP/IP 网络、IPMP 和 IP 隧

道》和《在 Oracle Solaris 中管理网络数据链路》，网址为 http://www.oracle.
com/goto/solaris11/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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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网络地址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网络地址

通过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服务器，您可以在每个服务器 PDomain 上创建和
管理多个称为逻辑域的虚拟服务器。每个逻辑域都可以运行其自己的独立操作系统。

为您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提供的每个逻辑域提供至少一个 IP 地址。

有关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产品页面 (https://www.oracle.com/virtualization/vm-server-for-sparc/)。

相关信息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创建虚拟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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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存储设备

服务器不包含诸如驱动器或磁盘阵列等集成式存储设备。每个服务器 PDomain 必须能够
访问可引导存储设备，以便可以运行 Oracle Solaris OS、运行应用程序和存储数据。

每个可引导存储选项都要求您在 PDomain 中安装 PCIe 卡来访问存储设备。有关支持的
PCIe 卡的列表，请参阅以下站点：

https://community.oracle.com/community/server_%26_storage_systems/
systems-io/sparc-servers

说明 链接

使用 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作为本地存储设备。 “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 [87]

使用 FC 适配器通过 FC SAN 引导外部存储设备。 “FC 存储设备” [89]

使用 SAS HBA 引导已连接到 HBA 的外部 SAS 存储设备。 “SAS 存储设备” [89]

使用网络接口卡通过以太网网络引导外部存储设备。 “iSCSI 存储设备” [90]

使用 InfiniBand 适配器从 InfiniBand 环境中的外部存储设备进
行引导。

“InfiniBand 存储设备” [90]

“Oracle Solaris 引导池和 IPoIB 文档” [91]

相关信息

■ “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26]
■ 准备场地 [33]
■ 首次打开服务器电源 [167]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产品说明》

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

可选的 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在窄板型 PCIe 卡上提供固态存储。随服务器订购时，
Oracle Solaris OS 以及需要的其他软件将预安装在该卡上。每个服务器 PDomain 必须至
少包含一个卡才能首次引导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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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

注 - 如果未随服务器订购 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则必须将每个服务器 PDomain 配置
为从外部存储设备进行引导。

可选预安装 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的数量和位置取决于服务器配置。根据您在订购期
间选择的选项，服务器可能会包含额外的 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但是，Oracle Solaris
OS 只安装在每个 PDomain 上的一个卡上。

服务器 默认的出厂安装位置 设备路径

SPARC M7-8 服务器（一个
PDomain）

CMIOU0 的 PCIe 插槽 3 /pci@301/pci@1/
nvme@0

SPARC M7-8 服务器（两个
PDomain）

CMIOU0 的 PCIe 插槽 3

CMIOU4 的 PCIe 插槽 3

/pci@301/pci@1/
nvme@0

/pci@315/pci@1/
nvme@0

SPARC M7-16 服务器（一到四个
PDomain）

CMIOU0 的 PCIe 插槽 3

CMIOU4 的 PCIe 插槽 3

CMIOU8 的 PCIe 插槽 3

CMIOU12 的 PCIe 插槽 3

/pci@301/pci@1/
nvme@0

/pci@315/pci@1/
nvme@0

/pci@329/pci@1/
nvme@0

/pci@33f/pci@1/
nvme@0

注 - 您可以订购一个静态 PDomain 填充有 CMIOU 而一个空的静态 PDomain 为空的
SPARC M7-8 服务器。在这种配置中，SPARC M7-8 服务器不会附带安装在 CMIOU4 的
PCIe 插槽 3 中的 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

有关 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的完整信息，包括规格、优化准则和故障排除过程，请参
阅卡文档。

相关信息

■ “标识组件（安装）” [19]
■ 配置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 [185]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Understanding PCIe Card Device

and Service Paths”
■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Card User Guide》，网址为 http://www.

oracle.com/us/products/servers-storage/storage/flash-storage/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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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存储设备

FC 存储设备

FC 提供了快速可靠的方法来访问外部存储设备。将 FC HBA 安装到 PDomain PCIe 插槽
后，PDomain 可以通过 FC 网络访问 FC 存储设备。

典型的 FC SAN 包含以下硬件：

■ 安装在服务器每个 PDomain 中的 FC HBA（例如 Oracle 的 Sun Storage 16 Gb FC PCIe
通用 HBA）

■ 将 HBA 连接到 FC 交换机（例如 Brocade 交换机）的 FC 电缆
■ 将 FC 交换机连接到 FC 存储设备（例如 Oracle ZFS 存储设备）的 FC 电缆

安装并连接适当的硬件后，请将每个 PDomain 配置为通过 FC SAN 从 FC 存储设备进行
引导。配置后，即可在设备上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在这种 FC 环境中，每个服务器 PDomain 都需要访问 FC 存储设备。如果在每个
PDomain 中安装多个 HBA 并为其布线，可以提供到 FC 交换机的冗余连接。

相关信息

■ 支持的 PCIe 卡：https://community.oracle.com/community/server_%
26_storage_systems/systems-io/sparc-servers

■ Oracle 存储产品：https://www.oracle.com/storage/

■ Oracle 的存储网络产品：http://www.oracle.com/us/products/servers-
storage/storage/storage-networking/overview/

SAS 存储设备

SAS 提供了一种直接方法来访问外部存储设备。将 SAS HBA（例如，外部的 Oracle
Storage 12 Gb/s SAS PCIe HBA）安装到 PDomain PCIe 插槽并使用设备适用的 SAS 电缆
将该 SAS HBA 连接到存储设备后，PDomain 可以访问外部 SAS 存储设备。有关选择正
确的 SAS 电缆以及使用电缆将 HBA 连接到存储设备的说明，请参阅 SAS HBA 和 SAS
存储设备文档。

必须将每个服务器 PDomain 配置为从存储设备进行引导。在服务器安装期间，请将
PDomain 配置为从外部存储设备中的 SAS 目标（例如驱动器或分区）进行引导。配置
后，即可在设备上安装 Oracle Solaris OS。有关特定于您的设备的说明，请参阅 SAS
HBA 和存储设备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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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I 存储设备

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中的在
Oracle Solaris 中管理 SAN 设备和多路径

■ 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 Oracle Storage 12 Gb/s SAS PCIe HBA, External documentation library（Oracle

Storage 12 Gb/s SAS PCIe HBA，外部文档库） (http://docs.oracle.com/cd/
E52365_01/)

iSCSI 存储设备

iSCSI 存储设备提供了经济高效的方法来通过以太网网络访问远程外部存储设备。将网
络接口卡安装到 PDomain PCIe 插槽中并将卡连接到以太网网络后，PDomain 即可访问
外部 iSCSI 存储设备。

通常，网络接口卡（例如 Oracle 的 Sun Dual Port 10GBase-T 适配器）安装在连接到网络
上的以太网交换机的 PDomain 中。连接到网络后，PDomain 即可访问连接到同一网络的
支持 iSCSI 协议的网络存储设备（例如 Oracle ZFS 存储设备）。或者，也可以使用以太
网电缆将 PDomain 网络接口卡直接连接到网络存储设备。

在服务器安装期间，您要将 PDomain 配置为从外部存储设备中的 iSCSI 目标（例如驱动
器或分区）进行引导。配置后，即可在设备上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必须将每个服务器 PDomain 配置为从存储设备进行引导。如果安装额外的网络接口卡并
为其布线，尤其是在 PDomain 中不同的 CMIOU 中安装和布线，可以提供到以太网交换
机或联网存储设备的冗余连接。

相关信息

■ 支持的 PCIe 卡：https://community.oracle.com/community/server_%
26_storage_systems/systems-io/sparc-servers

■ Oracle 存储产品：https://www.oracle.com/storage/

InfiniBand 存储设备

InfiniBand 连接可提供高性能并保护与外部存储设备的连接。将 InfiniBand 主机总线适配
器安装到 PDomain PCIe 插槽中并将适配器连接到 InfiniBand 交换机后，PDomain 即可访
问外部 InfiniBand 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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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Solaris 引导池和 IPoIB 文档

在 InfiniBand 环境中，安装在 PDomain 中的 InfiniBand 主机总线适配器（例如 Oracle
Dual Port QDR InfiniBand 适配器 M3）使用 InfiniBand 电缆连接到 InfiniBand 交换机。
InfiniBand 交换机（例如 Oracle 的 Sun Network QDR InfiniBand 网关交换机）使用
InfiniBand 电缆连接到外部存储设备（例如 Oracle ZFS 存储设备）。或者，InfiniBand 交
换机也可以连接到以太网网络，这样外部存储设备将通过该网络访问交换机。

在服务器安装期间，请将 PDomain 配置为使用 IPoIB 协议从存储设备上的 iSCSI 目标
（例如驱动器或分区）进行引导。配置后，即可在 iSCSI 目标设备上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必须将每个服务器 PDomain 配置为从存储设备进行引导。如果安装额外的 InfiniBand 适
配器并为其布线（尤其是在 PDomain 内的不同 CMIOU 中），可以提供到一个或多个
InfiniBand 交换机的冗余连接。

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引导池和 IPoIB 文档” [91]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使用 IPoIB 的 iSCSI 设备”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引导和关闭 OS”
■ 支持的 PCIe 卡：https://community.oracle.com/community/server_%

26_storage_systems/systems-io/sparc-servers

■ Oracle 存储产品：https://www.oracle.com/storage/

Oracle Solaris 引导池和 IPoIB 文档

Oracle Solaris 引导过程增强功能允许使用 IPoIB 来引导和配置 iSCSI 设备。有关使用
IPoIB 来引导和配置 iSCSI 目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 Oracle Solaris 文档链接。

说明 链接

介绍如何管理 boot pool（引导池）。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使用引导池通过 IPoIB 来引导
固件无法访问的存储设备（例如 iSCSI 目标）。

《Booting and Shutting Down Oracle Solaris 11.3
Systems》 中的 第 6 章, “Managing Systems with
Boot Pools”

介绍对 Oracle Solaris 引导过程进行的更改，包括服
务器在引导池不可用时如何才能引导位于活动 SP 上
的回退 miniroot 映像。
注 - 更新 Oracle Solaris OS SRU 级别时，您必须更
新位于活动 SP 上的回退 miniroot 映像。有关更新
miniroot 映像的说明，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中的
《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如果您更

《引导和关闭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中的 “对引导
过程的更改”

《引导和关闭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中的 “从回退
映像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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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Solaris 引导池和 IPoIB 文档

说明 链接
换了 SP，活动 SP 将自动更新替换 SP 上的 miniroot
映像。
记录了在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时如何使用 IPoIB 来
配置 iSCSI 设备。

《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中的 “如何执行文本
安装”

一个示例 AI 清单，其中指定了根池和引导池。 《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中的 “在 AI 清单中
指定根池和引导池”

系统配置文件示例，其中指定了 InfiniBand 链路。 《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中的 “在 AI 配置文
件中指定 IB 链路”

相关信息

■ “InfiniBand 存储设备” [90]
■ “Oracle Solaris 安装注意事项” [189]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延迟转储”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使用 IPoIB 的 iSCSI 设备”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引导和关闭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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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准备

以下主题详细介绍了在安装服务器之前要采取的预防措施和要收集的工具。

说明 链接

通过了解服务器处理注意事项来防止设备损坏和
人身伤害。

“操作预防措施” [93]

通过采取 ESD 预防措施来防止组件受到损坏。 “ESD 预防措施” [94]

监测所有 Oracle 安全警告。 “Oracle 安全信息” [94]

收集服务器安装所需的所有工具和设备。 “安装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95]

安装服务器及布线时系上防静电手腕带。 系上防静电手腕带 [96]

相关信息

■ 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 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

操作预防措施

注意 - 将服务器移动到安装场地至少需要两人。要将服务器推上坡道或跨过粗糙的表
面，需要更多人。

注意 - 请勿在运输或安装期间从机箱中移除组件来降低服务器的重量。

注意 -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设备损坏或人身伤害风险，当移动或重新定位服务器
时，请考虑使用专业搬运工。

注意 - 请避免倾斜或摇动服务器（服务器可能会翻倒，从而导致设备损坏和严重的人身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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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 预防措施

注意 - 到达安装场地后，请使用水平调节支脚将服务器固定到基底上。

相关信息

■ “ESD 预防措施” [94]
■ “Oracle 安全信息” [94]

ESD 预防措施

静电易使电子设备受到损坏。安装或维修服务器时，请使用接地的防静电手腕带、脚带
或等效的安全设备以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注意 - 如果电子组件受到静电损坏，可能会永久损坏服务器或需要维修技术人员进行维
修，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请将组件放在防静电的表面上，例如防静电放电垫、防静
电袋或一次性防静电垫。当您对服务器组件进行握持时，请戴上连接至机箱金属表面的
接地带。

注意 - 相对湿度低于 35% 的区域很容易产生静电放电，且不易消散；相对湿度低于 30%
时，静电放电现象会更加严重。

相关信息

■ “操作预防措施” [93]
■ “Oracle 安全信息” [94]

Oracle 安全信息

安装任何 Oracle 服务器或设备之前，请先熟悉 Oracle 安全信息：

■ 阅读印刷在产品装运箱上的安全注意事项。
■ 阅读服务器附带的《Important Safety Information for Oracle's Sun Hardware Systems》
文档。

■ 阅读《SPARC M7-8 Server Safety and Compliance Guide》或《SPARC M7-16 Server
Safety and Compliance Guide》中的所有安全注意事项。

■ 阅读《SPARC M7 系列服务器安全指南》中的安全信息。
■ 阅读设备上的安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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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相关信息

■ “操作预防措施” [93]
■ “ESD 预防措施” [94]

安装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在安装服务器之前收集以下资源：

■ 两人或更多人，以拆开服务器包装并移动和安装服务器
■ 安装和维修组件时，防静电手腕带是必需的（包含在装运套件中）
■ T25 Torx 螺丝刀，用于拆开装运托架上的 PDU 包装（包含在装运套件中）
■ 6 毫米六边形钥匙或螺丝刀，用于拆开装运托盘的服务器包装（包含在 Sun Rack II
装运套件中）

■ 12 毫米扳手，用于调低或调高水平调节支脚（包含在 Sun Rack II 装运套件中）
■ 17 毫米扳手，用于拆开装运托盘的服务器包装（包含在 Sun Rack II 装运套件中）
■ 卡式螺母工具，（可选）用于将卡式螺母安装到 RETMA 滑轨
■ 用于固定电缆的塑料捆绑带和束线带
■ 用于剪断装运箱上的塑料捆扎带的工具

特定于机架装配式服务器的工具：

■ 用于将带包装的服务器移动到拆箱区域的叉式升降机、托盘搬运车或手推车
■ 带斜边的 3/16 英寸（4.8 毫米）A36 金属板（足够大，可以覆盖基底上缝隙）
■ 用于将服务器固定到基底上的八个螺栓和垫圈（可选）

注 - 有关在机架中安装独立服务器所需的工具，请参阅“安装独立服务器所需的工
具” [118]。

此外，必须提供系统控制台设备，如以下设备之一：

■ ASCII 终端、工作站或手提电脑
■ 终端服务器
■ 连接至终端服务器的配线架

相关信息

■ 系上防静电手腕带 [96]
■ 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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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防静电手腕带

系上防静电手腕带

对服务器组件进行操作时，请始终佩戴防静电手腕带，并将该手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金
属表面。

将防静电手腕带连接到服务器上其中一个 ESD 接地插孔。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包含两个 ESD 接地插孔，一个在机架正面，一个在机架背面。这些接
地插孔可容纳 10 毫米（0.39 英寸）的插塞接头。

注 - 如果要将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安装到非 Oracle 机架中，请参阅机架的文档以
了解 ESD 插孔的位置。

相关信息

■ “ESD 预防措施” [94]
■ 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 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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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防静电手腕带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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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请按照以下过程在安装场地准备并固定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注 - 以下过程针对出厂时安装在机架中的服务器。如果要将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
器安装到自己的机架中，请转至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113]以了解机架装配说
明。

步骤 说明 链接

1. 检查并准备用于服务器安装的安装场地。 确认场地准备 [99]

2. 从运输卡车上接收并卸下服务器。 接收服务器 [100]

3. 从装运箱中取出服务器。 拆开服务器包装 [101]

4. 将服务器安全移动到安装场地。 “移动服务器” [103]

5. 使用水平调节支脚将服务器固定到安装场地的基底上。 “固定服务器” [110]

6. 安装任何可选的硬件。 “安装可选组件” [112]

相关信息

■ 准备场地 [33]
■ 安装准备 [93]

确认场地准备

1. 查看安全准则。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安全信息” [94]。

2. 记下场地中需要特殊设备的问题或特别情况。
例如，确保门的高度和宽度足以容纳服务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机架装配式服务器装运箱规格” [69]和“物理尺寸（机架装配式服
务器）” [36]。

3. 安装所有必需的电气设备，并确保已为服务器提供足够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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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服务器

请参见“查看电源要求” [43]。

4. 如果要将电源线或数据电缆向下布线通过基底，请为这些电缆准备基底开孔。
有关基底开孔的尺寸，请参见“电缆布线基底开孔规格” [42]。

5. 确保安装场地提供了足够的空调设备。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为冷却做准备” [60]。

6. 准备从装载台到安装场地的整个通道。
请参见“检修通道要求” [72]。

7. 准备一个带斜边的 3/16 英寸（4.8 毫米）厚的 A36 金属板，此金属板应该足够大，可
以帮助服务器滑过基底上的缝隙或洞。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使用金属板覆盖基底上的缝隙 [106]。

8. 如果需要，准备一个金属坡道以向上或向下跨过微小的仰角变化。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将服务器移上或移下坡道 [108]。

9. 使空调系统运行 48 个小时，以使房间温度处于合适水平。

10. 彻底清理和清空该区域以准备安装。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安装任务概述” [14]
■ “场地准备核对表” [33]

接收服务器

1. 在服务器到达之前，请确保接收区域足够大，可以容纳装运包装。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装运箱规格” [69]
■ “装载台和接收区域要求” [72]
■ “检修通道要求” [72]

2. 从运输卡车上卸下带包装的服务器。

■ 如果装载台满足标准货运卡车的高度和坡道要求，则可以使用托盘搬运车卸载服务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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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开服务器包装

■ 如果装载台不符合要求，请提供一台标准叉式升降机或通过其他方法来卸载服务器。
■ 另外，还可以要求使用带升降台的货车来装运服务器。

3. 服务器到达时，请一直将服务器置于其装运箱中，并将其移动到可以在其中适应与数据
中心相同的温度的位置。

注 - 适应时间：如果运输包装太冷或太热，请在未拆箱的情况下保留在机房或相似环境
中以达到与机房相同的温度。适应时间最多可能需要 24 个小时。

相关信息

■ “装载台和接收区域要求” [72]
■ “检修通道要求” [72]

拆开服务器包装

注 - 在远离最终安装场地的条件适宜的空间内取下装运箱材料，以减少进入数据中心的
空气颗粒物数量。

1. 确保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安全拆开服务器的包装。
请参见“机架装配式服务器拆箱区域” [73]。

2. 查找拆箱说明。
拆箱说明附在装运包装的外部。

3. 按照拆箱说明拆开服务器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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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开服务器包装

下图显示了装运包装中的主要组件。

相关信息

■ “电缆布线基底开孔规格” [42]
■ 装运箱中的《Sun Rack II Unpacking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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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服务器

移动服务器

SPARC M7-16 服务器的重量可能接近 749 千克（1650 磅），机架装配式 SPARC M7-8
服务器可能重达 374 千克（824 磅），因此在将服务器移动到安装场地时需要采取额外
的预防措施。

注意 -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设备损坏或人身伤害风险，当移动或重新定位服务器
时，请考虑使用专业搬运工。

注意 - 请勿在运输或安装期间从机架中移除组件来降低服务器的重量。

■ 将服务器移动到安装场地 [103]
■ 使用金属板覆盖基底上的缝隙 [106]
■ 将服务器移上或移下坡道 [108]

相关信息

■ “准备卸载通道和拆箱区域” [68]
■ “固定服务器” [110]

将服务器移动到安装场地

注意 - 确保到安装场地的路线上没有障碍，并且始终由两人或更多人移动服务器。

注意 - 避免将服务器滚动到包含滴料或菱形图案的金属板上。这些图案会导致脚轮旋转
并强制服务器移出路线。

1. 计划并准备通向安装场地的完整通道。
遍历整个通道，并记录必须避开的所有障碍物。确保通道沿线的所有基底都能够支撑服
务器的全部重量。

使用纤维板来覆盖数据中心活动地板以对其进行保护，准备金属片覆盖基底上的任何缝
隙（例如进入电梯时），并准备一个金属坡道以向上或向下跨过基底仰角。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 “检修通道要求”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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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器移动到安装场地

■ 使用金属板覆盖基底上的缝隙 [106]
■ 将服务器移上或移下坡道 [108]

2. 确保服务器门已关闭和固定。

3. 确保已提起服务器底部的所有四个水平调节支脚，并将其挪开。
有关说明，请参见调高水平调节支脚 [111]。

4. 通过两个或更多人将服务器推到安装场地。
始终沿服务器的边缘推服务器。以大约每秒两英尺（每秒 0.65 米）或更慢的速度缓慢移
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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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器移动到安装场地

注 - 前脚轮无法旋转。要用后脚轮转向来控制服务器绕过角落和障碍物。下图显示了正
在从后面推服务器。

5. 移动时，请避免损坏服务器。

注意 - 切勿倾斜或摇动服务器。倾斜或摇动服务器或者推侧面板均有可能使服务器倾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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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金属板覆盖基底上的缝隙

注意 - 切勿按着门的正中方向向前推服务器。在一定的压力下门可能会发生弯曲。

注意 - 当服务器移到基底开孔附近时，请务必小心。如果服务器的脚轮陷入基底开孔
内，则基底和服务器均会受到严重的损坏。

注意 - 当在角落周围操纵时，始终慢慢转动服务器。

6. 在移动服务器时，避开基底上的所有障碍物。
必要时，使用金属板覆盖基底上的缝隙，并使用金属坡道覆盖基底或楼梯上的轻微凹
凸。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 使用金属板覆盖基底上的缝隙 [106]
■ 将服务器移上或移下坡道 [108]

相关信息

■ “检查物理规格” [36]
■ “检修通道要求” [72]

使用金属板覆盖基底上的缝隙

要防止服务器脚轮陷入基底上的洞或缝隙中，请始终使用一个带斜边的 3/16 英寸（4.8
毫米）厚的 A36 金属板覆盖这些缝隙。该板必须足够宽，可以盖上基底上的缝隙。

注意 - 厚度小于 3/16 英寸（4.8 毫米）的金属板将无法承受服务器的重量。

注意 - 如果服务器必须跨越的缝隙的宽度大于 2 英寸（51 毫米），或者高度大于 1 英寸
（25.4 毫米），请与设备管理员联系以设计并使用可覆盖缝隙且能支撑服务器全部重量
的金属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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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金属板覆盖基底上的缝隙

跨过基底上的缝隙时，请使用带斜边的 3/16 英寸（4.8 毫米）厚的 A36 金属板。

相关信息

■ 将服务器移动到安装场地 [103]
■ 将服务器移上或移下坡道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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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器移上或移下坡道

将服务器移上或移下坡道

注意 - 始终由四个人将服务器推上或推下坡道。

建造一个金属坡道，该坡道应足够长以覆盖仰角的微小变化并足够坚固以支撑服务器重
量。

注 - 已拆箱服务器所允许的最大倾斜度为 6 度（10.5% 坡度）。设计一个坡道，该坡道
应足够长以达到此倾斜度水平并足够坚固以支撑服务器重量。如果无法达到此 5 度倾斜
度水平，则考虑使用通向安装场地的替代通道。

1. 设计一个支撑服务器重量的坡道。
要设计并建造具有以下特征的坡道，请咨询您的设备经理：

■ 足够坚固，可以在坡道的整个跨度上支撑服务器的全部重量。
■ 宽度至少为 36 英寸（914 毫米），或与通道一样宽。
■ 足够长，可以在仰角上方伸出，并保持低于 5 度（9％ 坡度）的最大倾斜度。
■ 设计用于确保服务器不会在坡道的两侧翻倒（例如，添加栏杆、站台或将坡道的边缘
向上弯曲 90 度）。

注 - 如果坡道有栏杆，则使用厚厚的纤维织物覆盖这些栏杆，以避免刮伤服务器的表
面。

注意 - 绝不使用包含滴料或菱形图案的金属板。这些图案会导致脚轮旋转并使服务器移
出路线。

避免使用木制坡道，因为其无法承受服务器的重量。

脚轮在表面上涂有粘性物质或橡胶的坡道上滚动时可能有困难。通过更多人将服务器推
上或推下这种表面的坡道。

2. 确保已提起服务器底部的所有四个水平调节支脚，并将其挪开。
请参见调高水平调节支脚 [111]。

3. 定位坡道，以便服务器可以成功地向上或向下跨过该仰角。

4. 通过四个或更多人将服务器推上坡道或在服务器沿坡道向下滚动时使其减速。
沿着服务器的边缘推服务器或使服务器减速。

108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安装指南 • 2016 年 10 月



将服务器移上或移下坡道

注意 - 确保该服务器仍在坡道上。如果有脚轮滑下坡道的一侧，则服务器可能会倾倒并
损坏设备，并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相关信息

■ 将服务器移动到安装场地 [103]
■ 使用金属板覆盖基底上的缝隙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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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服务器

固定服务器

以下主题介绍了如何使用水平调节支脚固定服务器。

任务 链接

调低水平调节支脚以便将服务器固定到安装场地。 调低水平调节支脚 [110]

调高水平调节支脚然后将服务器移动到其他场地。 调高水平调节支脚 [111]

相关信息

■ “水平调节支脚和脚轮尺寸” [40]
■ “电缆布线基底开孔规格” [42]

调低水平调节支脚

使用服务器四个角上的水平调节支脚将服务器固定到基底上。

1. 打开服务器门。

2. 使用 12 毫米扳手将水平调节支脚调低以接近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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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高水平调节支脚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扳手以调低水平调节支脚。正确调低后，四个水平调节支脚应支撑整
个服务器的重量。

3. 关闭服务器门。

相关信息
■ “水平调节支脚和脚轮尺寸” [40]
■ 调高水平调节支脚 [111]

调高水平调节支脚

移动或重新定位服务器之前，请确保调高所有四个水平调节支脚。

注 - 水平调节支脚必须保持牢固地放在安装场地的基底上。仅在移动服务器之前调高水
平调节支脚。

1. 打开服务器门。

2. 使用 12 毫米扳手调高水平调节支脚。
按逆时针方向旋转扳手以调高水平调节支脚。

3. 关闭服务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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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可选组件

相关信息

■ “水平调节支脚和脚轮尺寸” [40]
■ 调低水平调节支脚 [110]

安装可选组件

标准服务器组件在出厂时已安装。您订购的所有附加组件（例如可选的 PCIe 卡）可
能会单独装运。有关特定的组件安装说明，请参阅《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有关组件订购说明，请与您的 Oracle 销售代表联系。

相关信息

■ 规划网络地址 [77]
■ 规划存储设备 [87]
■ 连接电缆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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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以下主题介绍如何将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安装在机架中。

注 - 如果要安装 SPARC M7-16 服务器或机架装配式 SPARC M7-8 服务器，请转至连接电
缆 [147]继续安装。

步骤 说明 链接

1. 确保机架符合服务器要求。 “机架兼容性” [114]

“Sun Rack II 要求” [114]

“Sun Rack II 中的 SPARC M7-8 服务器位
置” [115]

“机架注意事项” [117]

2. 了解机架装配工具包、收集工具并固定机架。 “机架装配工具包” [118]

“机架装配工具包比较” [120]

“安装独立服务器所需的工具” [118]

准备并固定机架 [121]

3. 从装运箱中取出服务器。 拆开独立服务器的包装 [123]

使用机械式升降装置将服务器升高 [128]

4. 安装机架装配工具包硬件。 标记滑轨安装孔位置 [130]

安装机架装配机框滑轨 [131]

将卡式螺母插入到滑轨孔中 [135]

安装底部后托架 [136]

5. 将服务器装入并固定到机架中。 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138]

6. 为首次打开电源准备电源线。 准备独立服务器电源线 [146]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与独立服务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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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兼容性

■ “独立服务器安装任务概述” [15]
■ 安装准备 [93]
■ Oracle Sun Rack II 1242 文档，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sunrackii/

docs

机架兼容性

SPARC M7-8 服务器以及关联的机架装配硬件工具包只与 Oracle 的 Sun Rack II 1242 机架
兼容。这些服务器未在非 Oracle 机架中进行过测试。

注 - 根据设计，SPARC M7-8 服务器安装在深度为 1200 毫米的机架中。深度为 1000 毫米
的机架将无法提供足够的空间用来维修 SPARC M7-8 服务器组件，以及安全地布置并固
定服务器电源线和数据电缆。

如果要将服务器安装在非 Oracle 机架中，请确保该非 Oracle 机架满足服务器安装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 独立服务器必须放置在非 Oracle 机架的机架机框上
■ 机架机框必须至少能够支撑 184 千克（405 磅）的重量
■ 机架机框必须是专为所使用的机架而设计的

请从机架供应商处获取机架机框。不支持使用附带的机架装配硬件工具包在非 Oracle 机
架中安装独立服务器。

相关信息

■ “物理尺寸（独立服务器）” [38]
■ “Sun Rack II 要求” [114]
■ Oracle Sun Rack II 1242 文档，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sunrackii/

docs

Sun Rack II 要求

注 - 根据设计，SPARC M7-8 服务器安装在 1200 毫米 Sun Rack II 1242 机架中。1000 毫
米 Sun Rack II 1042 无法提供足够的空间用来维修 SPARC M7-8 服务器组件，以及安全
地布置并固定服务器电源线和数据电缆。不支持将独立 SPARC M7-8 服务器安装到 Sun
Rack II 1042 机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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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Rack II 中的 SPARC M7-8 服务器位置

在 Sun Rack II 1242 中安装独立服务器时，机架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项目 要求

机架类型 仅限于 1200 毫米的机架。（1000 毫米的 Sun Rack II 1042 机架不兼
容。）

结构 四柱机架（正面和背面均装配）。两柱机架不符合要求。
机架水平开口和单元垂直间距 符合 ANSI/EIA 310-D-1992 标准。
机架滑轨安装孔大小 仅支持 9.5 毫米方形孔。不支持其他大小。
前后装配平面之间的距离 27 英寸（686 毫米）。
前装配平面前面的间隙深度 从机架装配平面到机架前门的距离至少为 2.75 英寸（70 毫米）。
前装配平面后面的间隙深度 从机架装配平面到机架内侧后门的距离为 15.75 英寸（400 毫米）。
机架垂直滑轨之间的间隙宽度 内侧垂直支撑结构之间的距离为 19 英寸（482.60 毫米）。
服务器开口的间隙宽度 RETMA 滑轨到 RETMA 滑轨边缘之间的距离为 17.72 英寸（450 毫

米）。
SPARC M7-8 服务器尺寸 深度：32.0 英寸（813 毫米）

机箱宽度：17.5 英寸（445 毫米）

前挡板宽度：19 英寸（483 毫米）

高度：17.2 英寸（438.0 毫米）

重量（带有 8 个 CMIOU）：184 千克（405 磅）

相关信息

■ “物理尺寸（独立服务器）” [38]
■ 准备并固定机架 [121]
■ Oracle Sun Rack II 1242 文档，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sunrackii/

docs

Sun Rack II 中的 SPARC M7-8 服务器位置

最多可将三个 SPARC M7-8 服务器安装到 Sun Rack II 1242 机架中。如果您进行一下操
作：

■ 确保场地能够为机架提供足够的电源。
■ 在机架的每个服务器间提供空间以确保正常系统冷却和安装电机活动盖板来防止空气
回流。

■ 确保 Oracle 提供的电缆能够延伸到机架 PDU 上的 C19 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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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Rack II 中的 SPARC M7-8 服务器位置

将服务器安装到以下位置。

注意 - 机架装配式 SPARC M7-8 服务器出厂时安装在下图所示的底部位置。为防止机架
变得头重脚轻，请始终将第二个 SPARC M7-8 服务器安装在中间位置，然后再将第三个
服务器安装在顶部位置。

服务器位置 RETMA 滑轨机架单元位置

3 ■ 第三个服务器的顶部：39U
■ 第三个服务器的底部：30U

2 ■ 第二个服务器的顶部：2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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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注意事项

服务器位置 RETMA 滑轨机架单元位置
■ 第二个服务器的底部：17U

1 ■ 第一个服务器的顶部：13U
■ 第一个服务器的底部：4U

相关信息

■ “热耗散和气流要求” [63]
■ “Sun Rack II 要求” [114]
■ Oracle Sun Rack II 1242 文档，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sunrackii/

docs

机架注意事项

注意 - 设备装入：始终从机架底部开始向上装入设备，避免机架因头重脚轻而翻倒。部
署机架的防倾斜设备，以防机架在设备安装期间倾倒。

注意 - 运行环境温度升高：如果服务器安装在一个封闭或多单元机架装置中，机架环境
的运行环境温度可能会高于室内环境温度。因此，应仅在与为服务器指定的最大环境温
度 (Tmax) 兼容的环境中安装设备。

注意 - 通风气流减弱：将设备安装到机架中时，应保证通风气流足够强，以便设备安全
运行。

注意 - 机械装入：将设备安装到机架中时，应保证重量均匀分布。机械装入不均匀可能
会导致危险情况。

注意 - 电路过载：请勿使电源电路过载。在将服务器连接到电源线路之前，查看设备铭
牌额定功率，并考虑电路过载可能对过流保护和电源线的影响。

注意 - 可靠接地：保持机架装配设备的可靠接地。应对未直接连接到分支电路的供电连
接予以特别注意（例如，使用电源板）。

注意 - 请勿尝试在不使用升降装置的情况下移动或安装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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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独立服务器所需的工具

注意 - 请勿将滑轨装配设备作为机框或工作区使用。

相关信息

■ “操作预防措施” [93]
■ “Oracle 安全信息” [94]

安装独立服务器所需的工具

在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架中之前，请收集以下工具：

■ 两人或更多人，以拆开服务器包装并移动和安装服务器
■ 能够将 1000 磅（454 千克）重物提起 60 英寸（1524 毫米）的机械式升降装置
■ 用于剪断装运箱上捆扎带的工具
■ 用于剪断装运箱上胶带的美工刀
■ 用于标记机架装配孔的钢笔或铅笔
■ 12 毫米扳手，用于调低或调高水平调节支脚（包含在 Sun Rack II 装运套件中）
■ T30 Torx 螺丝刀
■ T20 Torx 螺丝刀
■ SPARC M7-8 服务器机架装配指南

注 - 将独立服务器安装到非 Oracle 机架时，请参阅机架文档以了解安装说明，包括所需
的人数和工具列表。

相关信息

■ “安装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95]
■ 安装机架装配机框滑轨 [131]

机架装配工具包

机架装配工具包中有两个机框滑轨，机架每端各有一个。每个机框滑轨都标记了 "LEFT"
（左）或 "RIGHT"（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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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装配工具包

机框滑轨安装到具有四个适配器托架的机架中。

编号 说明

1 顶部后支架（左和右）
2 机框滑轨
3 底部后托架
4 适配器托架（4 个）
5 M6 20 毫米螺丝（22 颗）
6 卡式螺母（8 个）
7 M4 10 毫米平头螺丝（4 颗）

相关信息

■ “机架兼容性” [114]
■ “安装独立服务器所需的工具” [118]
■ 安装机架装配机框滑轨 [131]
■ 安装底部后托架 [136]
■ 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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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装配工具包比较

机架装配工具包比较

机架装配工具包在 2016 年底更新。新的机架装配工具包包含更宽的机框滑轨、更坚固的
底部后托架和包含服务器顶角的顶部后托架。

注 - 如果已用原始机架装配工具包安装服务器，当将服务器重新定位到另一个机架时，
请继续使用该原始机架装配工具包。有关安装说明，请参阅服务器附带的《SPARC M7-8
Server Rackmount Guide》。每当重新定位服务器时，请观察“机架注意事项” [117] 中
列出的所有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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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并固定机架

编号 说明

1 原始机架装配工具包
2 新机架装配工具包

相关信息

■ 安装机架装配机框滑轨 [131]
■ 安装底部后托架 [136]
■ 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138]

准备并固定机架

注意 - 为了降低人身伤害的风险，请在安装服务器之前，通过拉出所有防倾斜设备来固
定机架。

请参阅机架文档以获取有关以下步骤的详细说明。

1. 阅读机架注意事项并固定机架。
请参见“机架注意事项” [117]。

2. 打开并卸下机架的前后门。

3. 确保 RETMA 滑轨安装在适当的位置。
左右 RETMA 滑轨之间的宽度必须为 17.72 英寸（450 毫米），从前 RETMA 滑轨的前
平面到后 RETMA 滑轨的后平面的长度必须为 27 英寸（686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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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并固定机架

注意 - 如果 RETMA 滑轨深度大于 27 英寸（686 毫米），服务器将无法完全靠在后装配
托架上，您将无法安装顶部后支架。如果 RETMA 滑轨深度小于 27 英寸（686 毫米），
安装期间后装配托架将会阻挡服务器。在这种情况下，您将无法使用前面板螺丝将服务
器固定到机架上。

4. 如果机架下面有平衡支脚可防止其滚动，将这些平衡支脚向底板方向完全拉出。
对于 Oracle 的 Sun Rack II 机架，请参见调低水平调节支脚 [110] 以了解说明。

5. 为了防止机架在安装期间倾倒，请使用所提供的所有防倾斜装置固定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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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开独立服务器的包装

注意 - 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架的下方四分之一时，Sun Rack II 防倾斜支架可能会阻碍服务
器的安装。确保已完全拉出机架的四个水平调节支脚，并在安装服务器时由第三个人托
住机架。

6. 继续进行安装，从装运箱中拆开服务器的包装。
请参见拆开独立服务器的包装 [123]。

相关信息

■ “机架兼容性” [114]
■ 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138]

拆开独立服务器的包装

注 - 此任务介绍如何拆开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的包装。如果服务器出厂时已安
装在 Oracle 机架中，请参见拆开服务器包装 [101] 和印刷版《Sun Rack II Unpacking
Guide》以了解拆箱说明。

注 - 在远离最终安装场地的条件适宜的空间内移除装运箱，以减少进入数据中心的空气
颗粒物。

1. 准备一个足够大的拆箱区域，可供拆除包装箱并使用机械式升降装置移动拆箱后的服务
器。
拆箱区域必须至少为 4 英尺（122 厘米）x 8 英尺（244 厘米）。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机架装配式服务器拆箱区域” [73]。

2. 使用大剪刀或类似的工具，从装运托盘上剪断并拆除用于固定外包装的捆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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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开独立服务器的包装

3. 剪断用于固定装运箱顶部的胶带，并打开装运箱以露出包含机架装配工具包和电源线的
附件托盘。

4. 提起附件托盘使其脱离装运托盘，并将其放在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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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开独立服务器的包装

5. 取出角上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顶部的衬垫。

6. 提起外部包装，使其脱离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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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开独立服务器的包装

7. 取出服务器的纸板端盖、底部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衬垫和塑料袋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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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开独立服务器的包装

8. 放下外部托盘的纸板托盘角以露出内部托盘。

9. 在机械式升降装置上将服务器升高，以继续安装。
请参见使用机械式升降装置将服务器升高 [128]。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与独立服务器” [13]
■ “独立服务器装运箱尺寸” [71]
■ “独立服务器拆箱区域”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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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机械式升降装置将服务器升高

使用机械式升降装置将服务器升高

独立服务器装运箱包含两个叠放的托盘。如果机械式升降装置包含叉子而非平托盘，请
使用内部托盘将服务器提升并移动到最终安装场地。内部托盘包含抛光板，用于将服务
器推出托盘并推入机架。

如果机械式升降装置包含平托盘，请将服务器移出内部托盘并将其放在升降装置的平托
盘上。

1. 确定使用的机械式升降装置类型。

■ 如果机械式升降装置包含平托盘，请将服务器推出内部托盘并将其推到升降装置的
平托盘上。

注意 - 为了降低人身伤害风险，始终应安排两人或更多人将服务器推到升降装置托盘
上。

■ 如果机械式升降装置包含叉子，请叉起内部托盘以使服务器脱离外部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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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机械式升降装置将服务器升高

注意 - 内部托盘重 33.5 磅（15.2 千克），服务器与内部托盘的总重量大约 439 磅
（199.1 千克）。您必须使用能够将 1000 磅（454 千克）重物提升 60 英寸（1524 毫
米）的机械式升降装置。

2. 使用机械式升降装置小心地将服务器移动到安装场地。

注意 - 将服务器移上或移下坡道以及在角落周围移动时务必小心。服务器可能会从升降
装置的平托盘或内部托盘的抛光板上滑落。

3. 继续进行安装，定位并标记机架装配工具包滑轨和卡式螺母的安装孔位置。
请参见标记滑轨安装孔位置 [130]。

相关信息

■ “物理尺寸（独立服务器）” [38]
■ 拆开独立服务器的包装 [123]
■ 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138]
■ “检修通道要求”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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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滑轨安装孔位置

标记滑轨安装孔位置

按照《SPARC M7-8 Server Rackmount Guide》（也称为机架模板）确定机框滑轨和卡式
螺母的正确安装孔。

注 - 为确保机架稳定，始终要按从下到上的顺序将设备安装到机架中。

1. 确保机架中有足够的垂直空间来安装服务器。

2. 将机架装配指南模板靠在前滑轨上。
模板底部边缘与服务器底部边缘相平齐。从模板底部向上测量。

3. 标记前机框滑轨的装配孔。
有关说明，请参阅机架装配指南模板。

4. 将模板靠在后滑轨上，并标记后机框滑轨的安装孔。

5. 继续进行安装，安装机框滑轨。
请参见安装机架装配机框滑轨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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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机架装配机框滑轨

相关信息

■ 服务器装运套件中随附的机架装配指南。
■ “机架兼容性” [114]
■ 准备并固定机架 [121]

安装机架装配机框滑轨

注意 - 如果将服务器重新定位到另一个机架，必须使用最新的机架装配工具包来安装服
务器。有关原始和最新机架装配工具包的比较，请参阅“机架装配工具包比较” [120]。
有关订购新机架装配工具包的更多信息，请与 Oracle 服务代表联系。

1. 对左侧和右侧前装配点重复以下步骤：

a.   将适配器托架置于标记位置。

注 - 每个适配器托架都有一个向上箭头来指示其正确的方向。

b.   使用 T30 Torx 螺丝刀，借助两颗 M6 螺丝固定适配器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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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机架装配机框滑轨

将螺丝固定在适配器托架上的中心螺丝孔以及从上往下数第二个螺丝孔中。

c.   在适配器托架顶部上方的第二个和第十六个孔中插入两个卡式螺母。
有关插入卡式螺母的说明，请参阅将卡式螺母插入到滑轨孔中 [135]。

2. 对左侧和右侧后装配点重复以下步骤：

a.   将适配器托架置于标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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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机架装配机框滑轨

b.   使用 T30 Torx 螺丝刀，借助从上往下数第二个托架孔中的一颗 M6 螺丝固定适配
器托架。

c.   在适配器托架顶部上方的第十三个和第十七个孔中插入两个卡式螺母。

3. 重复以下步骤以安装左右机框滑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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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机架装配机框滑轨

注 - 这些机框滑轨标有 "FRONT LEFT" 和 "FRONT RIGHT"（从服务器正面看）。

a.   将机框滑轨放在前后机架滑轨之间。

b.   拉出机框滑轨并将后钩插入适配器插槽。

c.   向下推动机框滑轨以使钩子啮合。

d.   将前钩插入适配器插槽。

e.   向下推动机框滑轨以使钩子啮合。

f.   确认所有滑轨钩子都已在前后适配器中完全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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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卡式螺母插入到滑轨孔中

g.   使用 T20 Torx 螺丝刀，借助两颗滑轨锁紧螺丝（每个适配器托架上一颗 M4 平头
螺丝）固定每个机框滑轨。

4. 继续进行安装，安装底部后托架。
请参见安装底部后托架 [136]。

相关信息

■ “机架兼容性” [114]
■ “机架装配工具包” [118]
■ 准备并固定机架 [121]

将卡式螺母插入到滑轨孔中

除了使用附带的方孔适配器托架之外，还可以在 RETMA 滑轨前面和后面的特定地点安
装卡式螺母。Sun Rack II 机架装运工具包包含一个卡式螺母插入工具，这可以帮助将附
带的 M6 卡式螺母安装到 RETMA 滑轨方孔中。

1. 检索卡式螺母并从机架内侧将它与想要的 RETMA 滑轨孔对齐。
确保卡式螺母的卡舌面向机架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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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底部后托架

2. 在方形滑轨孔中钩住卡式螺母的卡舌。

3. 将卡式螺母插入工具的尖端插入滑轨孔并钩住卡式螺母的其他卡舌。

4. 使用此插入工具，将卡式螺母拉过孔，直到其他卡舌卡定到位。

安装底部后托架

为了支撑服务器的全部重量，必须将底部后托架安装到后机架滑轨上。

1. 使底部后托架与后机架滑轨对齐。
底部后托架将支撑服务器的底部后方，所以必须与安装的机框滑轨座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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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底部后托架

2. 使用 T30 Torx 螺丝刀，借助六颗 M6 螺丝（托架每侧三颗 M6 螺丝）将底部后托架固
定到机架上。

3. 继续进行安装，将服务器安装并固定在机架中。
请参见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138]。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工具包” [118]
■ 准备并固定机架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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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注意 - 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架中时，您必须使用能够支撑 1000 磅（454 千克）重量的机械
式升降装置。请勿尝试在不使用机械式升降装置的情况下将服务器提升到机架中。服务
器与内部托盘的总重量大约 439 磅（199.1 千克）。

1. 确保机械式升降装置水平且稳定。

2. 提升服务器使其在机框滑轨表面上方大约 0.2 英寸(5 毫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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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确保机械式升降装置托盘的边缘尽可能靠近机架前面。如果在内部托盘上提升服务器，
确保托盘的边缘尽可能靠近机架。

3. 小心地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架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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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注意 - 始终都要直接将服务器推回机架。切勿将服务器来回摇晃到机架中。

注意 - 为了降低人身伤害风险，当正在机械式升降装置上将服务器升高时，切勿接近服
务器或在其下面走动。

■ 将服务器滑入机架的四分之一处。

注意 - 始终在机箱侧面推动服务器。从不 在前部互连推动。

确保服务器的底部边缘完全进入机架滑轨的底部。

■ 将服务器轻微地调低到在滑轨和机械式升降装置盘间均匀负荷其重量的位置。

■ 滑动服务器直到其滑入机架的四分之三处。

■ 调低机械式升降装置盘以便服务器的重量完全由滑轨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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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 沿剩余路径将服务器推动到机架。

4. 如果服务器后部在后装配托架上停止，执行下列步骤来沿剩余路径将服务器推动到机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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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 使用 T30 Torx 螺丝刀，移除底部后托架的两个顶部螺丝并松开其余四个螺丝。将
底部后托架向下滑动，然后牢固地拧紧底部的四个螺丝。
底部后托架现在应在机框滑轨表面下方大约 0.01 英寸（2 毫米）处。

■ 沿剩余路径将服务器推动到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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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 使用 T30 Torx 螺丝刀，松开底部后托架的四个螺丝并向上滑动托架使其靠在机箱
上。牢固地拧紧底部后托架的每一边的顶部螺丝，然后牢固地拧紧底部的其余四个
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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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5. 使用 T30 Torx 螺丝刀，借助六颗 M6 螺丝（每侧三颗）将服务器前面板固定到机架
上。

6. 重复以下步骤以安装左右后支架。

a.   将后支架放在服务器的顶部后角上，并使其与后 RETMA 滑轨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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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并固定服务器

注 - 这些后支架标有 "TOP LEFT" 和 "TOP RIGHT"（从机架背面看）。

b.   使用 T30 Torx 螺丝刀，借助两颗 M6 螺丝将后支架固定到滑轨上。

注 - 拧紧螺丝之前，请将顶部后托架向下滑动直到接触到机箱顶面。

7. 如果您订购了诸如 PCIe 卡等可选硬件，请将其安装在服务器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安装可选组件” [112] 和《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Servicing PCIe Cards”。

8. 继续进行安装，准备服务器电源线。
请参见准备独立服务器电源线 [146]。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工具包” [118]
■ 拆开独立服务器的包装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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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独立服务器电源线

准备独立服务器电源线

注 - 此任务是准备在您自己的机架中安装的独立 SPARC M7-8 服务器的电源线。如
果要安装出厂时已安装在 Oracle 机架中的机架装配式服务器，请参见连接 PDU 电源
线 [149]以了解 PDU 电源线说明。

准备电源线，将它们从交流电源布置到服务器。要提供冗余，请将服务器电源线布置
到备用电源。有关电源线要求，请参见“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SPARC M7-8)” [54]
和“独立服务器电源线要求” [58]。

注意 - 仅使用服务器随附的电源线。

注意 - 请首先将服务器连接到串行终端或终端仿真器（PC 或工作站），然后再将电源电
缆连接到电源。一旦两条电源电缆将两个电源连接到外部电源，服务器便会进入待机模
式，而 SP 上的 Oracle ILOM 固件便会初始化。如果在接通电源之前未连接终端或终端
仿真器，则 60 秒过后系统消息可能会丢失。

注 - 如果在某个时刻电源电缆未连接，Oracle ILOM 将发出故障信号，因为这是非冗余情
况。

1. 将电源线从交流电源连接到服务器背面。
此时不要将电源线连接到电源。

2. 使用机架中附带的任何可用布线设备将电源线固定到机架上。
有关说明，请参阅机架文档。

3. 继续进行安装，连接数据电缆。
请参见连接电缆 [147]。

相关信息

■ “电源规格” [44]
■ “布置和固定电缆” [161]
■ 首次打开服务器电源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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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电缆

以下主题介绍了如何连接并固定位于服务器背面的电源线、SP 电缆和数据电缆。

步骤 说明 链接

1. 了解服务器支持的最大电缆数。 “最大电缆连接数” [147]

2. 对于出厂机架装配式服务器，连接 PDU 电源
线，并选择性地连接 PDU 计量装置和接地电
缆。

“连接机架电缆” [148]

3. 将串行和网络电缆连接到 SP。 “连接 SP 电缆” [156]

4. 将网络和数据电缆连接到安装的 PCIe 卡。 “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160]

5. 对于出厂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布置并固定电源
线和数据电缆。

“布置和固定电缆” [161]

相关信息

■ 准备场地 [33]
■ 规划网络地址 [77]

最大电缆连接数

类型 最大数量 说明

SP 需要四条电缆。

■ 两条 5 类或更好的串行电缆。
■ 两条 6 类或更好的网络电缆。

这些电缆提供到两个冗余 SP 的串
行和网络连接。总共需要四条 SP 电
缆。

PDU 电源线（仅限于机架装配
式服务器）

需要六条。 出厂安装的服务器需要六条 PDU 电
源线（每个 PDU 三条）才能运行。

服务器电源线 ■ SPARC M7-8 服务器：6 条 必须将所有服务器电源线从机架
PDU 连接到交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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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机架电缆

类型 最大数量 说明
■ SPARC M7-16 服务器：16 条 注 - 对于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

器，将六条服务器电源线连接到机
架或设备电源。

PCIe 扩展插槽 最大电缆数量因配置而异。 所需的电缆数量和类型取决于安装
的 PCIe 卡。

注 - 为确保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上电源的冗余运行，请将服务器电源线连接到
备用电源。例如，将服务器电源线从标有 AC0、AC2 和 AC4 的交流输入连接到一个
电源，从标有 AC1、AC3 和 AC5 的交流输入连接到另一个电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独立服务器电源线要求” [58]。

相关信息

■ “查看电源要求” [43]
■ 规划网络地址 [77]
■ 准备独立服务器电源线 [146]

连接机架电缆

注 - 本主题中的过程针对 SPARC M7-16 服务器以及出厂机架装配式 SPARC M7-8 服务
器。如果要安装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请转至“连接 SP 电缆” [156]继续安装。

说明 链接

拆开六条 PDU 电源线的包装并将其连接到设备交流
电网。

连接 PDU 电源线 [149]

（可选）将串行和网络电缆连接到 PDU 计量装置，
以便通过网络监视连接的设备的电压和电流。

（可选）连接 PDU 管理电缆 [154]

要实现附加接地，可选择将机箱接地电缆连接到机
架。

（可选）连接接地电缆 [155]

相关信息

■ “查看电源要求” [43]
■ “布置和固定电缆”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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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PDU 电源线

连接 PDU 电源线

注 - 如果要将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安装到自己的机架中，请参见准备独立服务器
电源线 [146]，以了解有关准备服务器电源线的说明。

注意 - 场地的电源与电源线之间必须有一个本地断电装置（例如断路器）。连接电源线
之前，确保这些断路器设置为关闭状态。

注意 - 确保在靠近电网的电源插座的位置安装服务器，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必须分离电
源线时能够轻松地接触到这些插座。

服务器从六条 PDU 电源线接收电力。服务器设计为从两个单独的电网接收电力，三条
PDU 电源线从一个电网接收电力，其余三条 PDU 电源线从另一个电网接收电力。您必
须连接所有六条 PDU 电源线。

注 - 为了帮助安装和维修 PDU 电源线，以 PDU 字母和电源线编号（PDUA-0、PDUA-
1、PDUA-2、PDUB-0 等）或者特定于您设备的编号来标记电源线的两端。面向服务器
背面时，PDU-A 在左侧，PDU-B 在右侧。

注 - 要维持热服务 PDU 的功能，请在机架上布置并固定所有 PDU 电源线和数据电缆，
以使 PDU 能够从机架背面移除。布置并固定这些电缆以便在不移除机架的侧面板的情况
下更换 PDU。

1. 准备连接 PDU 电源线：

■ 查看“PDU 电源线规格” [47] 和“设备电源插座” [49]，以确保您收到了适用于设备的正
确电源线。

■ 查看“了解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53]，了解哪种电源线向哪种电源供电。
■ 查看“设备电源要求” [51]。
■ 查看“断路器容量要求” [60]，确保断路器适合您的设备电源基础结构。

2. 确认所有设备断路器都设置为 OFF 位置。
有关如何在数据中心使用断路器的特殊说明，请联系您的设备管理员或合格的电工。

3. 打开后门并系上防静电手腕带。
请参见系上防静电手腕带 [96]。

连接电缆 149



连接 PDU 电源线

4. 使用美工刀剪断将 PDU 电源线固定到装运托架上的束线带。

5. 使用 T25 Torx 扳手拆下将两个装运托架固定到机架的螺丝。
移除装运托架。

6. 确认所有 PDU 断路器都已关闭。
确保两个 PDU 都完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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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PDU 电源线

面向服务器背面时，PDU-A 在左侧，PDU-B 在右侧。每个 PDU 都具有九个断路器，每
个插槽组一个。

编号 说明

1 断路器开关平躺在 "On" 位置。
2 断路器开关倾斜到 "Off" 位置。

7. 使电源线向上穿过机架顶部或在基底下面布置到设备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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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PDU 电源线

向上布置 PDU 电源线时，使线向外穿过顶部的电缆布线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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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PDU 电源线

向下布置 PDU 电源线时，使线向下穿过基底开孔。

8. 将 PDU 电源线连接器连接到设备交流插座。
有关如何在数据中心连接电源线的特殊说明，请联系您的设备管理员或合格的电工。

9. 以 PDU 字母编号和电源线编号（PDUA-0、PDUA-1 等）或者唯一的设备编号标记
PDU 电源线的两端、设备交流插座以及设备断路器。
通过为这些组件添加标签，您能够在维修服务器后将电源线插回相应的插座。

注 - 如果您使用对设备唯一的编号序列标记了这些组件，请确保您仍可以确定与每个设
备插座和断路器关联的 PDU 电源线。

相关信息

■ “PDU 规格” [45]
■ “PDU 电源线规格” [47]
■ “PDU 电源线插头”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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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连接 PDU 管理电缆

■ “设备电源插座” [49]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Servicing PDUs”

（可选）连接 PDU 管理电缆

您可以选择性地将串行和网络电缆连接到 PDU 计量装置，以便通过网络监视 PDU 和
连接的设备。有关配置 PDU 计量装置的网络连接以及使用其 Web 界面的说明，请参阅
《Sun Rack II Power Distribution Unit User's Guide》中有关增强型 PDU 的章节。

注 - 将电缆连接到 PDU 计量装置是可选操作。您可以使用 PDU 计量装置的 LCD 屏幕监
视 PDU 和设备。

1. 找到每个 PDU 上的计量装置。
计量装置标有 "Power Consumption Monitor"，位于每个 PDU 中心。

2. 用 5 类（或更好的）电缆从 PDU 计量装置的 SER MGT RJ-45 端口连接到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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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连接接地电缆

编号 说明

1 将串行电缆连接到 SER MGT 端口。
2 将网络电缆连接到 NET MGT 端口。

3. 用 6 类（或更好的）电缆从 PDU 计量装置的 NET MGT RJ-45 端口连接到网络交换机
或集线器。
这些 10/100 Mbps NET MGT 端口将自动协商网络速度。将该电缆（如果有）连接到管理
网络，以使计量装置网络通信与应用程序网络分离。

相关信息

■ “（可选）PDU 电缆和网络地址” [83]
■ 《Sun Rack II Power Distribution Unit User's Guide》，网址为 http://www.oracle.

com/goto/sunrackii/docs

（可选）连接接地电缆

PDU 通过其电源线实现接地。要实现附加接地，可选择将机箱接地电缆连接到机架。附
加接地点可以使泄露电流更有效地消散。

注意 - 确认有正确的设备交流插座接地线之前请勿安装接地电缆。PDU 电源线和接地电
缆必须参考公共地。

注 - 服务器没有附带接地电缆。

1. 确保安装场地已正确地将数据中心的电源接地。
必须进行接地。请参见“接地要求” [60]。有关您数据中心内的特定说明，请咨询您的设
备管理员或合格的电工。

2. 确保所有接地点（如活动地板和电源插座）参考设备地。

3. 确保针对此安装进行金属到金属的直接接触。
接地电缆连接区域可能具有刷漆或涂层表面，必须移除此表面以确保可靠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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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SP 电缆

4. 将接地电缆连接到位于机架框架后下部的一个连接点。

相关信息

■ “接地要求” [60]
■ “Oracle 安全信息” [94]

连接 SP 电缆

连接服务器和服务器配置所需的串行和网络电缆。

说明 链接

安装 SPARC M7-16 服务器时，确认 CMIOU 机箱中
的 SPP 已正确连接到交换机机箱中的 SP。

确认 SPP 电缆连接（SPARC M7-16 服务
器） [157]

将串行和网络电缆连接到两个 SP。 连接 SP 电缆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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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SPP 电缆连接（SPARC M7-16 服务器）

相关信息

■ “SP 电缆要求” [78]
■ “SP 网络地址” [82]
■ Oracle ILOM 文档，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确认 SPP 电缆连接（SPARC M7-16 服务器）

注 - 如果要安装 SPARC M7-8 服务器，请跳至连接 SP 电缆 [158]继续安装。

SPARC M7-16 服务器包含两个 CMIOU 机箱和一个交换机机箱。每个 CMIOU 机箱包含
两个 SPP，交换机机箱包含两个 SP。这四个 SPP 在出厂时已连接到这两个 SP。连接
SP 电缆之前，请确认已正确连接并固定 SPP 到 SP 的电缆。

1. 找到 SPARC M7-16 服务器上的 SPP 和 SP。
请参见“SPARC M7-16 服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25]。

2. 确认 SPP 已牢固地连接到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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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SP 电缆

SPP 端口 SP 端口

SPP2－NET MGT 0 SP0－NET MGT 2

SPP3－NET MGT 0 SP1－NET MGT 2

SPP0－NET MGT 0 SP0－NET MGT 1

SPP1－NET MGT 0 SP1－NET MGT 1

相关信息

■ “SPARC M7-16 服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25]
■ “了解硬件体系结构” [26]

连接 SP 电缆

您必须将串行和网络电缆连接到两个 SP。

1. 找到服务器背面的两个 SP。

■ 在 SPARC M7-8 服务器上，两个 SP 位于服务器顶部。请参见“SPARC M7-8 服务器背
面组件（安装）” [21]。

■ 在 SPARC M7-16 服务器上，两个 SP 位于交换机机箱顶部。请参见“SPARC M7-16 服
务器背面组件（安装）” [25]。

2. 用 5 类（或更好的）电缆从 SP0 和 SP1 的 SER MGT 0 端口连接到各自的终端设备。
将每个串行电缆连接到不同的终端设备可提供冗余，以防某个终端设备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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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SP 电缆

注 -每个 SP 有四个 SER MGT 端口，标记为 0 到 3。将串行电缆连接到每个 SP 上的 SER
MGT 端口 0。未使用的端口用端口封盖盖上。

编号 说明

1 将串行电缆连接到 SP SER MGT 0 端口。
2 将网络电缆连接到 SP NET MGT 0 端口。

3. 用 6 类（或更好的）电缆从 SP0 和 SP1 的 NET MGT 0 RJ-45 端口连接到单独的网络
交换机或集线器。
要获得 1-GbE 的网络速度，请使用支持 1000BASE-T 网络的 6 类（或更好的）电缆和网
络设备。这些 10/100/1000 Mbps NET MGT 端口将自动协商网络速度。

注 - 每个 SP 有四个 NET MGT 端口，标记为 0 到 3。将网络电缆连接到每个 SP 上的
NET MGT 端口 0。在 SPARC M7-16 服务器上，其中某些 NET MGT 端口将连接到服务
器中的 SPP。未使用的端口用端口封盖盖上。

相关信息

■ “SP 电缆要求” [78]
■ “最大电缆连接数”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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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将网络电缆和数据电缆连接到服务器。

说明 链接

确认每个 PDomain 至少包含一个网络接口卡。 “所需网络接口卡安装” [160]

将网络和数据电缆连接到服务器中安装的 PCIe 卡。 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161]

相关信息

■ 规划网络地址 [77]
■ “布置和固定电缆” [161]

所需网络接口卡安装

根据您的订单，服务器可能包含出厂时安装的网络接口卡。如果出厂时未安装这些卡，
您必须自行安装这些卡，以使服务器可以访问网络。每个 PDomain 必须至少包含一个网
络接口卡，并且该卡必须连接到您的网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网络接口卡电缆和网
络地址” [84]。

为每个服务器 PDomain 安装主网络接口卡时，请遵循以下准则。

服务器 主网络接口卡位置

SPARC M7-8 服务器（1 个
PDomain）

第一个静态 PDomain－CMIOU1 的 PCIe 插槽 3

SPARC M7-8 服务器（2 个
PDomain）

第一个静态 PDomain－CMIOU1 的 PCIe 插槽 3

第二个静态 PDomain－CMIOU5 的 PCIe 插槽 3

SPARC M7-16 服务器 CMIOU1 的 PCIe 插槽 3

CMIOU5 的 PCIe 插槽 3

CMIOU9 的 PCIe 插槽 3

CMIOU13 的 PCIe 插槽 3

有关安装说明，请参阅《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Servicing
PCIe 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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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相关信息

■ “SPARC M7-8 服务器静态 PDomain” [27]
■ “SPARC M7-16 服务器 PDomain” [29]
■ “网络接口卡电缆和网络地址” [84]

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为使服务器能够访问网络，您必须在每个服务器 PDomain 中安装至少一张网络接口卡。
将网络电缆从所有网络接口卡连接到网络，并将数据电缆连接到任何额外安装的 PCIe
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网络接口卡电缆和网络地址” [84]。

1. 找到安装在服务器背面的 PCIe 卡。
如果需要在服务器中安装 PCIe 卡，请参阅《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Servicing PCIe Cards” 以了解安装说明。

2. 将适当的网络电缆从安装的网络接口卡连接到网络。
有关所需网络电缆类型和长度的信息，请参阅网络接口卡文档。

3. 如果您的服务器配置包括可选 PCIe 卡，请将相应的 I/O 电缆连接到其连接器。
有关具体说明，请参阅 PCIe 卡文档。

4. 如果适用，将电缆连接到外部扩展单元、存储产品或任何其他外围设备。
有关相应的布线说明，请参阅外部设备文档。

相关信息

■ “网络接口卡电缆和网络地址” [84]
■ “安装可选组件” [112]
■ “所需网络接口卡安装” [160]
■ “布置和固定电缆” [161]

布置和固定电缆

以下主题介绍了如何在出厂时安装在 Oracle 机架中的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外面固定和布置
电缆。如果您在自己的机架中安装了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请参阅机架文档以了
解有关整理电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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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 “背面电缆布线选项” [162]
■ “理线设备” [163]
■ 固定电缆 [164]

相关信息

■ “连接机架电缆” [148]
■ “连接 SP 电缆” [156]
■ “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160]

背面电缆布线选项

连接到服务器背面的数据电缆、SP 电缆和电源线可以向上布线穿过服务器顶部或向下布
线穿过基底开孔（或两者）。请咨询您的设备管理员来确定在您的场地布置电缆和电源
线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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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相关信息
■ “最大电缆连接数” [147]
■ 《Sun Rack II User's Guide》，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goto/sunrackii/

docs

理线设备

根据您的服务器配置和安装的 PCIe 卡数量，需要将多条电缆和电源线向上布线到电缆托
盘上面或者向下布线到基底下面。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的左右电缆通道中包含环扣，用于穿过服务器牢固地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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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电缆

相关信息

■ “背面电缆布线选项” [162]
■ 固定电缆 [164]

固定电缆

注 - 如果您在自己的机架中安装了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请使用机架附带的理线
设备。有关说明，请参阅机架文档。

将电缆连接到服务器后，使用电缆通道环扣向上固定和支撑电缆穿过服务器的顶部或者
向下固定和支撑电缆穿过服务器的底部。

1. 确认您完成了以下操作：

■ 查看服务器的理线设备－请参见“理线设备”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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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电缆

■ 将服务器固定到安装场地上－请参见“固定服务器” [110]。

■ 如果要将电缆向下布线通过服务器底部，请准备基底开孔－请参见“电缆布线基底开
孔规格” [42]

■ 确认所有 SP、网络和数据电缆都已连接到服务器－请参见连接 SP 电缆 [158]
和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161]。

2. 确定如何布线到服务器外面。
您可以穿过顶部的电缆开口向上向外布线，也可以穿过服务器的底部向下布线。首先按
这种常规方向布线。有关两个电缆布线的示例，请参见“背面电缆布线选项” [162]。

3. 小心地插入电缆穿过电缆通道中安装的电缆通道环扣的开口。
穿过电缆通道环扣布线时，避免挤压或损坏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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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电缆

4. 布线到服务器外面。
穿过顶部的电缆开口布线或者穿过服务器的底部向下布线。

5. 使用束线带将整个机架上的电缆捆绑成束。
确保电缆已固定并布线离开安装的设备和 PDU 断路器开关。电缆不得阻碍任何 PDU 断
路器或可维修组件，例如 CMIOU 或 SP 托盘。

6. 使用束线带将电缆固定到系紧托架上。
向上布线时，确保电缆已固定并布线离开机架中的设备。

7. 固定服务器外部的电缆。
在服务器外面固定电缆取决于数据中心内可用的设备。例如：

■ 如果向上布线，请将电缆固定到服务器上面安装的电缆托盘或设备。
■ 如果向下布线，请将电缆固定到服务器下面窄小空间内的理线设备。

注 - 有关在数据中心内布置和固定电缆的更多信息，请与您的设备管理员联系。

相关信息

■ “背面电缆布线选项” [162]
■ “理线设备” [163]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Servicing CMIOUs”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Servicing SP Tr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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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打开服务器电源

步骤 说明 链接

1. 查看软件要求。 “软件要求” [167]

2. 了解冗余 SP 并与两个 SP 上的 SER MGT 0 端
口建立串行连接。

“SP 冗余注意事项” [168]

将终端或仿真器连接到 SP 的 SER MGT 端口 [169]

“RJ45 交叉管脚引线” [170]

3. 连接电源以使服务器进入待机模式。 向服务器供电 [171]

监视 LED 指示灯 [174]

4. 登录到活动 SP。 登录到活动 SP [177]

5. 为 Oracle ILOM 软件分配所需的网络地址，并
设置服务器的海拔高度。

“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178]

设置服务器的海拔高度 [183]

6. 启动每个 PDomain。 首次打开服务器 PDomain 的电源 [184]

配置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 [185]

配置外部存储设备 [187]

“Oracle Solaris 安装注意事项” [189]

“Oracle Solaris OS 配置参数” [190]

7. 下载并启用 Oracle Auto Service Request 软件。 “Oracle Auto Service Request 软件” [192]

8. 浏览并测试软件环境。 “其他软件配置和测试” [193]

相关信息
■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安装任务概述” [14]
■ “独立服务器安装任务概述” [15]

软件要求

必须在每个服务器 PDomain 上安装以下软件：

■ Oracle Solari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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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冗余注意事项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
■ Oracle VTS 软件

注 - 如果您随服务器订购了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则上述软件将预安装
在每个 PDomain 上的其中一个卡上。否则，您必须在连接到每个 PDomain 的存储设备
上安装该软件。

两个 SP 预安装有 Oracle ILOM 固件。

有关最新受支持的软件和固件版本的列表，请参阅《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产品说
明》。

相关信息

■ “固件和软件环境” [32]
■ “Oracle Solaris 安装注意事项” [189]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Oracle Solaris OS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 Oracle VTS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VTS/docs)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SP 冗余注意事项

服务器有一对冗余 SP，它们分别带有 SP0 和 SP1 标签。一个 SP 用作活动 SP 以管理服
务器，而另一个 SP 作为备用 SP，在前者出现故障时承担活动 SP 的角色。

打开服务器电源后，将在 Oracle ILOM 系统控制台的控制下启动引导过程。系统控制台
可显示在系统启动期间运行的基于固件的测试所生成的状态消息和错误消息。

注 - 要查看这些状态消息和错误消息，请在接通服务器电源之前，将终端或终端仿真器
连接到两个 SP 上的 SER MGT 0 端口。

当系统控制台完成其低级别系统诊断后，活动 SP 将进行初始化并运行一套较高级别的
诊断。使用连接到活动 SP 的 SER MGT 0 端口的终端设备访问 SP 时，将会看到诊断和
启动消息。

有关配置系统控制台的详细描述，请参阅《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和 Oracle
ILOM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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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终端或仿真器连接到 SP 的 SER MGT 端口

相关信息

■ 将终端或仿真器连接到 SP 的 SER MGT 端口 [169]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将终端或仿真器连接到 SP 的 SER MGT 端口

首次打开服务器电源之前，请与两个 SP 建立串行连接。建立串行连接之后，您将能够
在向服务器供电时查看系统状态和错误消息。

注 - 如果在没有首先将终端连接到 SER MGT 0 端口的情况下向服务器供电，将不会看到
系统通电的消息。

1. 确认已将电缆连接到位于服务器后部的两个 SP 上的 SER MGT 0 端口。
请参见连接 SP 电缆 [158]。

2. 将终端或终端仿真器（PC 或工作站）连接到两个串行连接。
为终端或终端仿真器配置以下设置：

参数 设置

连接器 SER MGT

比率 9600 波特
奇偶校验 无
停止位 1

数据位 8

以下是端口引脚信号的位置，从左到右为：

管脚 信号说明 管脚 信号说明

1 请求发送 5 接地
2 数据终端就绪 6 接收数据
3 传输数据 7 数据集就绪
4 接地 8 清除发送

3. 在连接到 SP 的终端设备上按 Enter 键（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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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45 交叉管脚引线

此操作将建立与服务器上的 SER MGT 0 端口的串行连接。

4. 继续进行安装，首次向服务器供电。
请参见向服务器供电 [171]。

相关信息

■ “SP 电缆要求” [78]
■ “SP 网络地址” [82]
■ “连接 SP 电缆” [156]
■ “SP 冗余注意事项” [168]
■ “RJ45 交叉管脚引线” [170]

RJ45 交叉管脚引线

使用此表标识相应的交叉电缆或适配器。

 服务器端 终端  

信号 控制台端口 (DTE)
RJ-45

适配器 DB-9 管脚 适配器 DB-25 管脚 信号

RTS 1 8 5 CTS

DTR 2 6 6 DSR

TXD 3 2 3 RXD

接地 4 5 7 接地

接地 5 5 7 接地

RXD 6 3 2 TXD

DSR 7 4 20 DTR

CTS 8 7 4 RTS

此示例显示了 RJ-45 到 DB-9 转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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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服务器供电

向服务器供电

注 - 在将 SP 连接到终端或终端仿真器（PC 或工作站）之前，请勿打开 PDU 断路器开
关。如果在没有首先将终端设备连接到 SP SER MGT 0 端口的情况下打开服务器电源，
将不会看到系统通电的消息。

1. 确定第一步。

■ 如果机架装配式服务器出厂时安装在 Oracle 机架中，请继续执行第 2 步。

■ 如果您在自己的机架中安装了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将电源线从机架的交流电源连接到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交流输入。
有关您数据中心的特定说明，请咨询您的设备管理员或合格的电工。

b.   跳至第 10 步以监视 SP LED 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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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服务器供电

2. 确认已正确安装和固定服务器。
请参见安装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99]。

3. 确认 PDU 电源线已连接到设备电源插座。
请参见连接 PDU 电源线 [149]。

4. 打开前门和后门。

5. 目测检查服务器电源线，以确认它们已牢固地连接到 PDU 插座。
请参见“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SPARC M7-16)” [56]。

6. 确认已正确地将 SP、网络和数据电缆连接和固定到服务器。
请参见连接电缆 [147]。

7. 如有必要，请打开设备断路器开关以向 PDU 供电。
有关如何在数据中心使用断路器的特殊说明，请联系您的设备管理员或合格的电工。

8. 打开所有连接到服务器的存储设备、扩展盒或外围设备的电源。
有关说明，请参阅外围设备文档。

9. 在服务器背面，按照以下顺序打开 PDU 断路器开关。
每个 PDU 断路器控制一个插座组的供电。各 PDU 插座组分别标有组 0 到组 8 的标
签。面向服务器背面时，左侧 PDU 标有 PDU A 标签，右侧 PDU 标有 PDU B 标签
（请参见“了解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 [53]）。要查看 PDU 规格，请参见“PDU 规
格” [45]。

■ 对于 SPARC M7-8 服务器，按如下顺序打开断路器开关：

■ 左侧 PDU－组 2、左侧 PDU－组 1、左侧 PDU－组 0
■ 右侧 PDU－组 6、右侧 PDU－组 7、右侧 PDU－组 8

注 - 如果在同一机架中另外安装了一个或两个独立服务器，请打开连接到这些服务器的
插座的断路器开关。首先，向偶数位电源供电。下一步，向奇数位电源供电。

■ 对于 SPARC M7-16 服务器，按如下顺序打开断路器开关：

■ 右侧 PDU－组 4、右侧 PDU－组 5、左侧 PDU－组 5、左侧 PDU－组 4
■ 右侧 PDU－组 0、右侧 PDU－组 1、右侧 PDU－组 2
■ 左侧 PDU－组 8、左侧 PDU－组 7、左侧 PDU－组 6
■ 右侧 PDU－组 6、右侧 PDU－组 7、右侧 PDU－组 8
■ 左侧 PDU－组 2、左侧 PDU－组 1、左侧 PDU－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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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服务器供电

开关处于打开状态时，断路器与 PDU 一侧齐平，如下图中编号 1 所示。编号 2 显示断路
器处于关闭位置。

10. 监视服务器上的 LED 指示灯，继续进行安装。
请参见监视 LED 指示灯 [174]。

相关信息

■ “查看电源要求” [43]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Removing Power From the Server

or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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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 LED 指示灯

监视 LED 指示灯

向服务器供电后，请监视电源 LED 指示灯以及位于前后指示灯面板上的其他 LED 指示
灯。

1. 在服务器正面，确认绿色的正常和交流通电 LED 指示灯在所有电源上均已亮起。
有关电源的位置，请参见“标识组件（安装）” [19]。

注 - 在确认电源已正常运行之前，请勿继续执行下一步骤。如果电源未正常启动，请参
阅《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Servicing Power Supplies”。

2. 监视前后指示灯面板上的 SP LED 指示灯。
将交流电源连接到服务器后，其中一个 SP 将很快承担活动 SP 的角色。当活动 SP 打
开电源、运行诊断和初始化 Oracle ILOM 固件时，前后 SP LED 指示灯会闪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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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面板的位置，请参阅“标识组件（安装）” [19]，有关这些指示灯的说明，请参
阅《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Interpreting LEDs”。

编号 说明

1 系统状态指示灯面板（前）
2 系统状态指示灯面板（后）

3. 在服务器背面，确认后指示灯面板上每个电源的“交流电正常”LED 指示灯是否均亮起。
活动 SP 初始化后，后指示灯面板上的“交流电正常”LED 指示灯将亮起，表明正在向标记
的电源供应交流电，并且电源在 Oracle ILOM 控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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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 LED 指示灯

注 - 在 SPARC M7-8 服务器上，有六个“交流电正常”LED 指示灯。在 SPARC M7-16 服务
器上，有十六个“交流电正常”LED 指示灯。

编号 说明

1 SPARC M7-8 服务器和 SPARC M7-16 服务器 CMIOU 机箱上的“交流电正常”LED 指示灯
2 SPARC M7-16 服务器交换机机箱上的“交流电正常”LED 指示灯

4. 在服务器正面或背面，确认指示灯面板上的 SP LED 指示灯已停止闪烁并保持亮起状
态。
当活动 SP 准备就绪时，SP LED 指示灯将保持亮起状态，并且活动 SP 终端设备上将显
示 Oracle ILOM 登录提示符。

注 - 尽管活动 SP 已准备就绪，但是主机尚未打开电源。

5. 继续进行安装，登录到活动 SP。
请参见登录到活动 S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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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到活动 SP

相关信息

■ “查看电源要求” [43]
■ 《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登录到活动 SP

打开设备断路器的开关后，其中一个 SP 将承担活动 SP 角色，而另一个 SP 将承担备用
SP 角色。要继续进行安装，请通过与活动 SP 的串行连接登录到 Oracle ILOM 固件。

1. 确认已与两个 SP 建立串行连接，且服务器正在待机模式下运行。
请参阅：

■ 将终端或仿真器连接到 SP 的 SER MGT 端口 [169]
■ 向服务器供电 [171]

2. 确定连接到活动 SP 的终端或终端仿真器。
虽然两个终端均显示 Oracle ILOM 登录提示符，但是当 Oracle ILOM 固件初始化时，连
接到活动 SP 的终端将显示系统状态消息。以下示例系统状态消息来自 SPARC M7-16 服
务器。
ORACLE-SPX-SPMX-XXXXXXXXXX login: *** PLEASE WAIT BEFORE LOGIN ***
waiting for proxies ...
2015-09-16 22:05:30: /SYS/SP0/SPM0 inventory is available
2015-09-16 22:05:33: /SYS/SP1/SPM0 inventory is available
2015-09-16 22:05:33: /SYS/SPP0/SPM0 inventory is available
2015-09-16 22:05:33: /SYS/SPP0/SPM1 inventory is available
2015-09-16 22:05:33: /SYS/SPP1/SPM0 inventory is available
2015-09-16 22:05:33: /SYS/SPP1/SPM1 inventory is available
2015-09-16 22:05:33: /SYS/SPP2/SPM0 inventory is available
2015-09-16 22:05:33: /SYS/SPP2/SPM1 inventory is available
2015-09-16 22:05:33: /SYS/SPP3/SPM0 inventory is available
2015-09-16 22:05:34: /SYS/SPP3/SPM1 inventory is available
done (took 63 secs)
*** YOU CAN LOGIN NOW ***

3. 以 root 用户身份使用 changeme 密码登录到活动 SP。
服务器包含一个 root 用户帐户，您初次登录到 Oracle ILOM 软件时需要使用该帐户。该
帐户对所有 Oracle ILOM 特性、功能和命令拥有管理特权（读和写）。

注 - 要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请尽快更改 root 帐户密码。有关说明，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

ORACLE-SPX-SPMX-XXXXXXXXXX login: root
Password: changeme

4. 确认已连接到活动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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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 show /SP/redundancy status
status = Active

■ 如果该命令显示 status = Active，则表示已登录到活动 SP。
■ 如果该命令显示 status = Standby，则表示已登录到备用 SP。
键入 exit 可从备用 SP 注销，然后使用其他终端或终端仿真器登录到活动 SP。

■ 如果该命令显示 status = Standalone，则表示已登录到活动 SP，但备用 SP 无法
响应或无法加入网络。
有关更换发生故障的 SP 的说明，请参阅《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Servicing SPs”。

5. 继续进行安装，向 SP 组件分配 IP 地址。
请参见“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178]。

相关信息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访问服务器”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要使用 Oracle ILOM 固件通过网络管理服务器，请为两个 SP 和 SP 组件分配网络地址。
根据网络配置，分配 IPv4 或 IPv6 网络地址。

■ “所需的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178]
■ 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IPv4) [179]
■ 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IPv6) [181]

相关信息

■ “规划 SP 电缆和网络地址” [78]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所需的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SP 不支持 DHCP。请为 SP0、SP1 和 Active_SP 分配静态网络地址，以便可以通过网
络连接或者使用 Web 界面或命令行界面访问 Oracle ILOM 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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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IPv4)

注 - 如果要求 PDomain 支持 rKVMS 功能，请为 PDomain SPM 主机 (HOSTx) 分配静态网
络地址。无需这些地址即可通过网络访问 SP。

SP 组件 说明

SP0 SP0 上的 NET MGT 0 端口。
SP1 SP1 上的 NET MGT 0 端口。
Active_SP 活动 SP 的 IP 地址。如果活动 SP 发生故障，将为备用 SP 分配此地址。
HOST0 PDomain0-SPM 主机的 IP 地址。
HOST1 PDomain1-SPM 主机的 IP 地址（如果 SPARC M7-8 或 SPARC M7-16 服务器配置包含

两个或更多 PDomain）。
HOST2 PDomain2-SPM 主机的 IP 地址（如果 SPARC M7-16 服务器配置包含三个或更多

PDomain）。
HOST3 PDomain3-SPM 主机的 IP 地址（如果 SPARC M7-16 服务器配置包含四个

PDomain）。

相关信息

■ “规划 SP 电缆和网络地址” [78]
■ 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IPv4) [179]
■ 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IPv6) [181]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IPv4)

在首次打开服务器电源之前，向以下组件分配静态网络地址。

注 - 此任务记录了如何为 SP 组件分配 IPv4 网络地址。要分配 IPv6 网络地址，请参见设
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IPv6) [181]。

1. 确认已登录到活动 SP。
请参见登录到活动 SP [177]。

2. 设置所有 SP 地址的网关 IP 地址。
-> set /SP/network pendingipgateway=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gateway" to "xxx.xxx.xxx.xxx"

3. 设置所有 SP 地址的网络掩码 IP 地址。
-> set /SP/network pendingipnetmask=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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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pendingipnetmask" to "255.255.255.0"

本示例中设置的网络掩码是 255.255.255.0。在您的网络环境中，子网可能需要一个不
同的网络掩码。请使用最适合您的环境的网络掩码。

4. 为 SP 组件分配所需的 IP 地址。

■ SP0：

-> set /SP/network/SP0/ pendingipaddress=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address" to "xxx.xxx.xxx.xxx"

■ SP1：

-> set /SP/network/SP1/ pendingipaddress=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address" to "xxx.xxx.xxx.xxx"

■ 活动 SP：

-> set /SP/network/ACTIVE_SP/ pendingipaddress=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address" to "xxx.xxx.xxx.xxx"

■ 为每个 PDomain SPM 分配一个地址：

-> set /SP/network/HOSTx/ pendingipaddress=xxx.xxx.xxx.xxx

Set "pendingipaddress" to "xxx.xxx.xxx.xxx"

注 - 如果需要 PDomain 支持 rKVMS 功能，请将网络地址分配给 PDomain SPM 主机
(HOSTx)。无需这些地址即可通过网络访问 SP。

5. 确认已正确设置网络地址。
为简单起见，此 SPARC M7-16 服务器示例仅显示 IP 地址属性的输出。
-> show /SP/network -level 2 -output table pendingipaddress pendingipnetmask
 pendingipgateway
Target                       | Property                         | Value
-----------------------------+----------------------------------+------------------
/SP/network                  | pendingipgateway                 | xxx.xxx.xxx.xxx
/SP/network                  | pendingipnetmask                 | xxx.xxx.xxx.xxx
/SP/network/ACTIVE_SP        | pendingipaddress                 | xxx.xxx.xxx.xxx
/SP/network/HOST0            | pendingipaddress                 | xxx.xxx.xxx.xxx
/SP/network/HOST1            | pendingipaddress                 | xxx.xxx.xxx.xxx
/SP/network/HOST2            | pendingipaddress                 | xxx.xxx.xxx.xxx
/SP/network/HOST3            | pendingipaddress                 | xxx.xxx.xxx.xxx
/SP/network/SP0              | pendingipaddress                 | xxx.xxx.xxx.xxx
/SP/network/SP1              | pendingipaddress                 | xxx.xxx.xxx.xxx
. . .

6. 键入以下命令以使新地址生效。
-> set /SP/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7. 显示 IP 地址以确认地址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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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SP/network -level 2 -output table ipaddress ipnetmask ipgateway

8. 继续进行安装，指定服务器的海拔高度。
请参见设置服务器的海拔高度 [183]。

相关信息
■ “所需的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178]
■ “规划 SP 电缆和网络地址” [78]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IPv6)

在首次打开服务器电源之前，向以下组件分配静态网络地址。

注 - 此任务记录了如何为 SP 组件分配 IPv6 网络地址。要分配 IPv4 网络地址，请参见设
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IPv4) [179]。

注 - 使用 Oracle ILOM help 命令显示有关这些设置的更多信息。例如，键入 help /SP/
network/SP0/ipv6 可显示有关 SP0 的网络设置的信息。

1. 确认已登录到活动 SP。
请参见登录到活动 SP [177]。

2. 禁用 Oracle ILOM autoconfig 属性。
禁用 IPv6 autoconfig 属性，以便 Oracle ILOM 不会通过 IPv6 路由器确定其 IPv6 动态
地址前缀。有关此属性的信息，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
-> set /SP/network/ipv6 autoconfig=disabled

3. 为活动 SP 设置 IP 地址和网关 IP。
-> set /SP/network/ACTIVE_SP/ipv6
 pending_static_ipaddress=IPv6_address/subnet_mask_value

请将 IPv6_address/subnet_mask_value 替换为您的网络所需的 IPv6 地址和十进制子网掩码
值（例如，2606:b400:418:2773:210:e0ff:fe36:e011/64）。

4. 为 SP0 上的 NET MGT 0 端口设置 IP 地址。
设置 SP0 和 SP1 IPv6 地址时，请启用 IPv6 state 属性。启用 state 属性可允许 Oracle
ILOM 在 IPv6 网络环境或双协议栈 IPv4 和 IPv6 网络环境中运行。有关此属性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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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SP/network/SP0/ipv6 state=enabled
 pending_static_ipaddress=IPv6_address/subnet_mask_value

请将 IPv6_address/subnet_mask_value 替换为您的网络所需的 IPv6 地址和十进制子网掩码
值（例如，2606:b400:418:2773:210:e0ff:fe36:e012/64）。

5. 为 SP1 上的 NET MGT 0 端口设置 IP 地址。

-> set /SP/network/SP1/ipv6 state=enabled
 pending_static_ipaddress=IPv6_address/subnet_mask_value

请将 IPv6_address/subnet_mask_value 替换为您的网络所需的 IPv6 地址和十进制子网掩码
值（例如，2606:b400:418:2773:210:e0ff:fe36:e013/64）。

6. 为每个 PDomain SPM 分配 IP 地址。

注 - 如果需要 PDomain 支持 rKVMS 功能，请将网络地址分配给 PDomain SPM 主机
(HOSTx)。无需这些地址即可通过网络访问 SP。

-> set /SP/network/HOSTx/ipv6 state=enabled
 pending_static_ipaddress=IPv6_address/subnet_mask_value

请将 x 替换为 PDomain 编号（例如，将 HOST0 用于 PDomain 0）。请将
IPv6_address/subnet_mask_value 替换为您的网络所需的 IPv6 地址和十进制子网掩码值
（例如，2606:b400:418:2773:210:e0ff:fe36:e014/64）。

7. 确认已正确设置网络地址。
使用 show 命令可显示每个 SP 组件的待定 IP 地址。

■ SPARC M7-8 服务器（一个 PDomain）：

-> show /SP/network/SP0/ipv6
-> show /SP/network/SP1/ipv6
-> show /SP/network/Active_SP/ipv6
-> show /SP/network/HOST0/ipv6

■ SPARC M7-8 服务器（两个 PDomain）：

-> show /SP/network/SP0/ipv6
-> show /SP/network/SP1/ipv6
-> show /SP/network/Active_SP/ipv6
-> show /SP/network/HOST0/ipv6
-> show /SP/network/HOST1/ipv6

■ SPARC M7-16 服务器：
显示服务器配置所需的 SP 组件的待定 IP 地址。例如，如果服务器包含两个
PDomain，则仅显示 PDomain SPM (HOST0) 和 PDomain SPM (HOST1) 的待定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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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SP/network/SP0/ipv6
-> show /SP/network/SP1/ipv6
-> show /SP/network/Active_SP/ipv6
-> show /SP/network/HOST0/ipv6
-> show /SP/network/HOST1/ipv6
-> show /SP/network/HOST2/ipv6
-> show /SP/network/HOST3/ipv6

8. 键入以下命令以使新地址生效。
-> set /SP/network commitpending=true

9. 继续进行安装，指定服务器的海拔高度。
请参见设置服务器的海拔高度 [183]。

相关信息

■ “所需的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178]
■ “规划 SP 电缆和网络地址” [78]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设置服务器的海拔高度

您必须设置服务器海拔高度，以便服务器能够根据其高度要求调整风扇速度以及监视周
围的环境条件。

可使用 SP system_altitude 属性设置服务器海拔高度。

设置 system_altitude 属性可使服务器调整温度阈值，从而使其可以更加准确地检测
进气口温度的任何异常。但是，即使未设置系统海拔高度，服务器仍会检测气温（如处
理器温度）的任何异常并对其作出响应。

1. 确认已登录到活动 SP。
请参见登录到活动 SP [177]。

2. 如果看到 OpenBoot (ok) 提示符，请键入 #. 键序以显示 Oracle ILOM (->) 提示符。
ok #.
-> 

3. 键入以下命令以设置服务器的海拔高度。
-> set /SP system_altitude=altitude

使用数据中心的海拔高度替换 altitude（以米为单位）。可能的值为 0 至 3000 米。默认
值是 2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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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服务器电源，继续进行安装。
请参见首次打开服务器 PDomain 的电源 [184]。

相关信息
■ “环境要求” [61]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首次打开服务器 PDomain 的电源

为 SP 组件配置网络地址后，请在 Oracle ILOM 提示符下首次打开每个 PDomain 的电
源。此任务需要与活动 SP 建立两个连接，一个使用串行连接，另一个使用网络连接。

注 - 要对服务器上的每个 PDomain 执行此任务。一个 SPARC M7-8 服务器可以包含一个
或两个静态 PDomain，而一个 SPARC M7-16 服务器可以包含一到四个 PDomain。

注 - Oracle Solaris 验证的引导是一项反恶意软件和完整性保障功能，可检查固件、引导
系统、内核以及内核模块的加密签名。有关启用验证的引导功能的信息，请参阅《在
Oracle Solaris 11.3 中确保系统和连接设备的安全》 中的 “启用验证的引导”。《在 Oracle
Solaris 中确保系统和连接设备的安全》手册包含在 Oracle Solaris 文档 (http://www.
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中。

1. 确认已通过串行连接登录到活动 SP。
请参见登录到活动 SP [177]。

2. 以 root 用户身份通过网络连接登录到活动 SP。
$ ssh root@Active-SP-IP-address

将 Active-SP-IP-address 替换为您在“设置 Oracle ILOM 网络地址” [178] 中设置的活动
SP IP 地址。出现提示时，键入默认的 root 用户密码 changeme 进行登录。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中的“配置本地用户帐
户”。

3. 使用网络连接来连接到 PDomain 控制台以查看消息。
->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console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console (y/n) y

将 x 替换为 PDomain 编号。例如，将 PDomain_0 用于 PDomain 0。

4. 使用串行连接打开 PDomain 的电源。
->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tart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y/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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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x 替换为 PDomain 编号。
PDomain 初始化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

5. （可选）要显示初始化状态，请键入以下命令。
-> show /Servers/PDomains/PDomain_x/HOST status

将 x 替换为 PDomain 编号。
可以按固定的间隔（例如，每 10 分钟）键入此命令，以检查初始化状态。

6. PDomain 完成 POST 诊断后，等待直至控制台显示 OpenBoot ok 提示符。
POST 诊断完成后，控制台将显示 OpenBoot 横幅和 OpenBoot boot-device 变量消息。
您必须先设置此变量，然后再继续进行安装。以下示例来自 SPARC M7-8 服务器。
SPARC M7-8, No Keyboard Copyright (c) 1998, 2015,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OpenBoot 4.37.3.a, 1.8632 TB memory available, Serial #109999304.
Ethernet address 0:10:e0:99:99:64, Host ID: 8699998. 
    
    
Evaluating: No viable default device found in boot-device variable. 
ok

7. 确定 PDomain 是否包含出厂时安装的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

■ 如果 PDomain 包含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则 Oracle Solaris
OS 已预安装在卡上，因此您可以将 PDomain 配置为自动引导该卡。
继续阅读配置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 [185]。

■ 如果 PDomain 不包含该卡，则您必须为该 PDomain 配置可引导存储设备。
继续阅读配置外部存储设备 [187]。

相关信息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产品说明》
■ “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 [87]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控制系统、主机和 SP”
■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 Oracle Solaris OS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 《在 Oracle Solaris 11.3 中确保系统和连接设备的安全》 中的 “使用验证的引导”

配置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包含 NVMe 固态存储。如果您已随服务器一起订
购了这些卡，则每个 PDomain 上的一张卡将预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以及所需的其他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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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您必须将出厂时安装的卡设置为 PDomain 引导设备并引导该 PDomain，这样才能
配置预安装的 Oracle Solaris OS。

注 - 如果您没有随服务器一起订购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请为每个服务
器 PDomain 配置可引导存储设备。有关配置外部存储设备以及在这些设备上安装 Solaris
OS 的指导，请参见配置外部存储设备 [187]。

1. 确认 PDomain 包含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和连接到网络的网络接口
卡。
目测检查服务器，并记下在 PDomain 中安装卡的 PCIe 插槽。

在本示例中，PDomain 安装了两张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其中一张卡安
装在 CMIOU0 的 PCIe 插槽 3，另一张卡安装在 CMIOU4 的 PCIe 插槽 3。该 PDomain
还包含一张网络接口卡，该卡安装在 CMIOU1 的 PCIe 插槽 3。

2. 在 OpenBoot ok 提示符中，列出安装在 PDomain 中的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
在本示例中，SPARC M7-8 服务器具有一个 PDomain，其中包含两张出厂安装的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在本示例中，编号最小的卡包含预安装的 Oracle Solaris
OS 软件。编号最小的卡安装在 CMIOU0 的 PCIe 插槽 3 中，其设备路径为 /pci@301/
pci@1/nvme@0。

注 - 有关出厂安装的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的默认位置和设备路径，请参
见“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 [87]。

ok probe-nvme-all
/pci@315/pci@1/nvme@0
     NVME Controller VID: 8086 SSVID: 108e SN:CVMD512100AA1P6N MN:  INTEL SSDPEDME016T4S
 FR: 8DV1RA13 NN: 1
         Namespace ID:1 Size: 1.600 TB
/pci@301/pci@1/nvme@0
     NVME Controller VID: 8086 SSVID: 108e SN:CVMD512100F81P6N MN:  INTEL SSDPEDME016T4S
 FR: 8DV1RA13 NN: 1
         Namespace ID:1 Size: 1.600 TB

3. 将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设置为引导设备。

ok setenv boot-device /pci@301/pci@1/nvme@0/disk@1:a

4. 列出 PDomain 中的网络设备。
在以下示例中，show-nets 命令列出了 CMIOU1 的 PCIe 插槽 3 中安装的四端口以太网
卡的四个网络端口。有关服务器的 PCIe 设备路径的列表，请参阅《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Understanding PCIe Card Device and Service Paths”。

ok show-nets
a) /pci@306/pci@1/network@0,3
b) /pci@306/pci@1/network@0,2
c) /pci@306/pci@1/network@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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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pci@306/pci@1/network@0
q) NO SELECTION
Enter Selection, q to quit: q

5. 设置主网络设备。
在本示例中，卡的端口 0 设置为主网络设备。

ok nvalias net /pci@306/pci@1/network@0

6. 引导 PDomain 以开始 Oracle Solaris OS 配置。

ok boot

7. 出现提示时，请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以配置 Oracle Solaris OS。
系统将多次提示您确认配置。如果您不确定如何响应特定值，则可以接受默认值，并在
以后运行 Oracle Solaris OS 时进行更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Oracle Solaris OS 配置参数” [190] 和《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中的 “如何使用 SCI 工具执行重新配置”。

8. 配置 Oracle Solaris OS 后，可浏览其他 Oracle Solaris OS 和 Oracle ILOM 功能。
请参见“其他软件配置和测试” [193]。

相关信息

■ “标识组件（安装）” [19]
■ “Oracle 闪存加速 PCIe 卡” [87]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产品说明》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控制系统、主机和 SP”
■ Oracle Solaris OS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Card User Guide》，网址为 http://www.

oracle.com/us/products/servers-storage/storage/flash-storage/
overview/

配置外部存储设备

服务器不包含诸如驱动器或磁盘阵列等集成式存储设备，因此您必须为每个服务器
PDomain 配置可引导存储设备。如果您随服务器一起订购了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则每个 PDomain 上的一张卡将预安装 Oracle Solaris OS。有关设置出厂
安装的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的说明，请参阅配置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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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外部存储设备

注 - 以下任务提供了有关配置外部存储设备及 PDomain 的准则。有关配置外部存储设备
的完整说明，请参阅存储设备文档和《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文档。有关 Oracle
Solaris 下载位置和特定于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的信息，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安装注
意事项” [189]。

1. 通过网络准备 Oracle Solaris OS AI 服务器。
AI 服务器提供了一种可定制的方法，用于通过网络安装操作系统。有关准备 AI 服务器
和安装服务的说明，请参阅《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文档的以下各节：

■ 《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中的 “配置 AI 服务器”
■ 《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中的 “创建安装服务”
■ 《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中的 第 10 章, “置备客户机系统”

2. 确认 PDomain 包含连接到网络的网络接口卡和已连接的相应 PCIe 卡，以便该
PDomain 可以访问外部存储设备。
有关 PCIe 卡连接的完整说明，请参见“连接网络和数据电缆” [160]以及 PCIe 卡和外部存
储设备的文档。

3. 配置网络设备，以便 PDomain 可以通过网络访问 Oracle Solaris AI 服务器。
要开始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PDomain 必须能够引导 AI 服务器。以下步骤举例说明了
如何配置安装在 CMIOU1 的 PCIe 插槽 3 中的四端口以太网卡。有关配置安装在服务器
PDomain 中的网络接口卡设备的说明，请参阅网络接口卡文档。

■ 在 OpenBoot ok 提示符下，列出 PDomain 中的网络设备。
有关服务器的 PCIe 设备路径的列表，请参阅《SPARC M7 Series Servers Service
Manual》 中的 “Understanding PCIe Card Device and Service Paths”。

ok show-nets
a) /pci@306/pci@1/network@0,3
b) /pci@306/pci@1/network@0,2
c) /pci@306/pci@1/network@0,1
d) /pci@306/pci@1/network@0
q) NO SELECTION
Enter Selection, q to quit: q

■ 设置主网络设备。
在本示例中，卡的端口 0 设置为主网络设备。

ok nvalias net /pci@306/pci@1/network@0

4. 为 PDomain 配置主引导设备。
根据外部存储设备，您可能需要配置 OpenBoot boot-device 参数。有关说明，请参
阅《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中的 “如何通过 OBP 设置引导磁盘”、《引导和关闭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和外部存储设备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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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Solaris 安装注意事项

5. 使用网络上的 AI 客户机引导 PDomain，以开始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
在本示例中，boot net:dhcp 命令将使用 AI 客户机开始交互式 OS 安装，PDomain 可
以使用 DHCP 访问该客户机。有关执行“无人参与”OS 安装的说明，请参阅《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ok boot net:dhcp

注 - 要在非 DHCP 环境中访问 AI 客户机，请参阅《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中的
“不使用 DHCP 安装 SPARC 客户机”。

6. 出现提示时，请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以配置 Oracle Solaris OS。
如果准备了 AI 清单，安装将继续进行而不会弹出任何提示。有关完整的安装说明，请
参阅《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在 OS 安装期间，确保安装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和 Oracle VTS 软件包。

7. 配置 Oracle Solaris OS 后，可浏览其他 Oracle Solaris OS 和 Oracle ILOM 功能。
请参见“其他软件配置和测试” [193]。

注 - 要配置 PDomain 引导和重新启动行为，请参阅《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
南》。

相关信息

■ “标识组件（安装）” [19]
■ 规划存储设备 [87]
■ “Oracle Solaris OS 配置参数” [190]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产品说明》
■ Oracle Solaris OS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Oracle Solaris 安装注意事项

每个 PDomain 都需要一个运行 Oracle Solaris OS 的可引导存储设备。由于服务器不包含
诸如驱动器或磁盘阵列等集成式存储设备，因此您必须为每个服务器 PDomain 配置存
储设备。如果您随服务器一起为每个 PDomain 订购了至少一张 Oracle Flash Accelerator
F160 PCIe 卡，则 Oracle Solaris OS 会预安装在该卡上。如果服务器 PDomain 使用外部
存储设备，则您必须下载 Oracle Solaris 安装映像并在该外部存储设备上安装 OS。

您可以从以下网址下载 Oracle Solaris 11 OS 安装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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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Solaris OS 配置参数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wnloads/
index.html

有关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的说明，请参阅 Oracle Solaris 文档中的《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文档。有关 OS 和固件要求以及最新信息，请参阅《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产
品说明》。有关详细要求和说明，请参阅存储设备文档。

注 - 更新 Solaris OS SRU 级别时，您必须更新位于活动 SP 模仿的 eUSB 设备上的
miniroot 映像。miniroot 映像不是 OS 或固件映像的一部分。您必须从 My Oracle Support
（网址为 https://support.oracle.com）单独下载 miniroot 映像，并将其加载到
活动 SP 上。有关更新 miniroot 映像的说明，请参阅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
oracle.com/goto/ilom/docs) 中的《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
版 3.2.x）》。如果您更换了 SP，活动 SP 将自动更新 miniroot 映像。

注意 - 始终下载和使用受支持的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映像版本来执行全新 OS 安装。您
不能先安装以前的 Oracle Solaris OS 版本，然后使用 pkg update 命令将 OS 升级到最新
版本。如果您尝试安装不受支持的早期 Oracle Solaris OS 版本，安装将会失败。有关全
新安装要求的最低 Oracle Solaris OS 版本，请参阅《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产品说明》。

注 - 默认情况下，安装程序会选择它找到的第一个具有足够空间用于安装 OS 的驱动器作
为引导磁盘，并且会在该驱动器上安装 OS。由于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不包含集成式
驱动器，因此安装可能会失败，或者即使外部存储设备的第一个驱动器不适用于您的环
境，安装程序也可能会在第一个驱动器上安装 OS 。要确保操作系统安装在正确的驱动
器上，请在 AI 清单文件中指定目标驱动器。否则，请在 OpenBoot 提示符下设置引导磁
盘。有关说明，请参阅《安装 Oracle Solaris 11.3 系统》 中的 “如何通过 OBP 设置引导磁
盘” 和 ai_manifest(4) 手册页。

相关信息

■ “SP 和 SPP” [27]
■ “软件要求” [167]
■ “Oracle Solaris 引导池和 IPoIB 文档” [91]
■ Oracle Solaris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Oracle Solaris OS 配置参数

配置 Oracle Solaris OS 时，系统将提示您输入以下配置参数。有关这些设置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 Oracle Solaris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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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Solaris OS 配置参数

参数 说明

Language（语言） 从所显示的语言列表中选择一个编号。
Locale（语言环境） 从所显示的语言环境列表中选择一个编号。
Terminal Type（终端类型） 选择与您的终端设备相对应的终端类型。
Network?（网络？） 选择 "Yes"（是）。
Multiple Network Interfaces（多个网络
接口）

选择您打算配置的网络接口。如果您不确定选择哪个，请选择列表中的第一个。

DHCP?（DHCP？） 根据您的网络环境选择 "Yes"（是）或 "No"（否）。
Host Name（主机名） 键入服务器的主机名。
IP Address（IP 地址） 键入该以太网接口的 IP 地址。
Subnet?（子网？） 根据您的网络环境选择 "Yes"（是）或 "No"（否）。
Subnet Netmask（子网掩码） 如果针对 "Subnet?"（子网？）的回答为 "Yes"（是），请键入您的网络环境的子网掩

码。
IPv6?（IPv6？） 指定是否使用 IPv6。如果您不确定，请选择 "No"（否）针对 IPv4 配置以太网接口。
Security Policy（安全性策略） 选择标准 UNIX 安全性（"No"（否））或 Kerberos 安全性（"Yes"（是））。如果您不

确定，请选择 "No"（否）。
Confirm（确认） 出现此提示时，查看屏幕上的信息，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改。否则，请继续。
Name Service（名称服务） 根据您的网络环境选择名称服务。

注 - 如果您选择了 "None"（无）以外的名称服务，系统将提示您输入其他名称服务配置
信息。

NFSv4 Domain Name（NFSv4 域名） 根据您的环境选择域名配置的类型。如果您不确定，请选择 "Use the NFSv4 domain
derived by the system"（使用系统派生的 NFSv4 域）。

Time Zone (Continent)（时区（洲）） 选择您所在的地点。
Time Zone (Country or Region)（时区
（国家或地区））

选择您所在的国家或地区。

Time Zone（时区） 选择时区。
Date and Time（日期和时间） 接受默认日期和时间或更改这些值。
root Password（root 口令） 键入 root 密码两次。这是此服务器上 Oracle Solaris OS 超级用户帐户的密码，而不是

SP 密码。

相关信息

■ “Oracle Solaris 引导池和 IPoIB 文档” [91]
■ “软件要求” [167]
■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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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Auto Service Request 软件

Oracle Auto Service Request 软件

当检测到特定硬件故障时，Oracle Auto Service Request (ASR) (http://www.oracle.
com/us/support/auto-service-request/) 软件能够自动通知 Oracle 技术支持并代表
您建立服务请求。

ASR 是 Oracle 硬件保修、Oracle 标准系统支持 (https://www.oracle.com/support/
premier/index.html) 和 Oracle 白金服务 (https://www.oracle.com/support/
premier/engineered-systems/platinum-services.html) 的一项功能。

在发生特定故障时，ASR 会针对 Oracle 的符合条件的服务器、存储和工程系统自动建立
服务请求，从而更快地解决问题。

Oracle Auto Service Request 与 My Oracle Support (https://support.oracle.com/) 相
集成，您必须使用 My Oracle Support 来激活 ASR 资产。

带有 Oracle Auto Service Request 的 Oracle 系统会自动将电子故障遥测数据安全地传输到
Oracle，以帮助加快诊断过程。

事件通知是单向的，无需传入 Internet 连接或远程访问机制，只包括解决问题所需的信
息。

一收到服务请求便会派发更换部件，在许多情况下，Oracle 工程师甚至在您意识到存在
问题之前就已经在努力解决问题。

有关在服务器上设置和安装支持自动化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www.oracle.
com/us/support/auto-service-request/。

在 ASR 文档站点上查找《Oracle ASR Manager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s Guide》、
《Oracle ASR Manager Quick Installation Guide》和《Oracle ASR Security White Paper》，
该站点网址为：http://docs.oracle.com/cd/E37710_01/index.htm。此外，还要在
该站点上查找有关下载 Oracle ASR Manager 软件的说明。

相关信息

■ How To Manage and Approve Pending ASR Assets In My Oracle Support (Doc
ID 1329200.1)（如何在 My Oracle Support 中管理和批准待定 ASR（文档 ID
1329200.1））

■ Oracle Auto Service Request (http://www.oracle.com/us/support/auto-
service-request/)

■ Oracle Auto Service Request 文档 (http://docs.oracle.com/cd/E37710_01/)
■ My Oracle Support (https://support.ora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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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软件配置和测试

其他软件配置和测试

有关打开服务器的电源后可以执行的可选软件测试、配置和管理任务，请参阅以下链
接。

任务 文档链接

使用预安装的 Oracle VTS 软件验证服务器硬件。Oracle VTS
诊断测试会验证服务器上的硬件控制器和设备的功能。

在测试程序模式下对 Oracle VTS 软件执行默认运行操作将验
证服务器的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VTS 文档。

Oracle VTS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VTS/docs

配置 Oracle ILOM 软件以执行以下操作：

■ 创建和管理 PDomain
■ 分配和管理 Oracle ILOM 用户
■ 重定向 KVMS 设备
■ 打开和关闭整个服务器或特定 PDomain 的电源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Oracle ILOM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ILOM/docs

更新系统固件。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更新固件”
浏览并配置 Oracle Solaris OS。 Oracle Solaris OS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有关如下特定主题的信息，请参阅前面的 Oracle Solaris 文档链
接：

■ Oracle Solaris 发行说明
■ 安装
■ 常见管理任务
■ 更新软件
■ 安全
■ Oracle Solaris 区域

完成所有系统配置任务后，备份维修过程所需的数据。

例如，如果要初始化服务器上的 TPM，请使用 tpmadm
failover 命令以自动备份 TPM 数据和密钥。

有关备份 TPM 数据和密钥的信息，请参阅 Oracle Solaris 文档中
的《在 Oracle Solaris 11.3 中确保系统和连接设备的安全》，网址
为：

http://www.oracle.com/goto/Solaris11/docs

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创建和管理逻辑域
（虚拟服务器）。出于性能和安全等目的，可以在不同的逻
辑域中运行各种应用程序并使其相互隔离。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

http://www.oracle.com/goto/VM-SPARC/docs

相关信息

■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 http://docs.ora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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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A

A36 steel（A36 钢） 在美国常用的一种标准钢合金。

Active SP（活动 SP） Oracle ILOM 选择用来管理服务器资源的 SP。当活动 SP 无法再充当
该角色时，备用 SP 将承担其角色。另请参见 SP 和 Standby SP（备用
SP）。

AI 自动化安装程序。AI 提供了一种可定制的机制，通过该机制，您可以
使用称为 AI 清单的安装参数文件来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ASR Auto Service Request（自动服务请求）。一款 Oracle 软件，提供了自动
通知 Oracle 技术支持的功能。

B

BE 引导环境。Oracle Solaris 映像的可引导实例。BE 可以包含其他已安装
的软件包。

boot pool（引导池） 固件可访问的设备上的一个特殊池，其中包含引导 BE 的 Oracle Solaris
内核所需的文件集。引导池中的每个数据集都与一个 BE 关联。另请参
见 BE 和 pool（池）。

C

CMIOU CPU, Memory, and I/O Unit（CPU、内存和 I/O 单元）。每个 CMIOU
包含 1 个 CMP、16 个 DIMM 插槽和 1 个 IOH 芯片。每个 CMIOU 还
托管一个 eUSB 设备。

CMP Chip Multiprocessing（芯片多重处理）。每个 CMIOU 包含 1 个
CMP。SPARC M7-8 服务器最多可以包含 8 个 CMP。SPARC M7-16 服
务器最多可以包含 16 个 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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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T

CMT Chip multithreading（芯片多线程）。一种处理器技术，凭借每个芯片
多个核心或每个核心多个线程（或两者的组合），该技术使多个硬件
线程能够在同一个芯片上执行（也称为“导线束”）。

D

dataset（数据集） 一个通用术语，用于指代 ZFS 文件系统、快照、克隆或卷。

DCU Domain Configurable Unit（域可配置单元）。PDomain 的最小构建
块。SPARC M7-8 服务器可以具有一个或两个 DCU。这些 DCU 是静
态的。其分配无法更改。SPARC M7-16 服务器具有四个 DCU，您可
以将其分配给四个可能的 PDomain 中任意一个域中的主机。另请参见
PDomain。

DCU SPM 在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中，Oracle ILOM 标识一个 SPM 对中的一个
SPM 来管理 DCU 活动。另请参见 SPM、SPP 和 DCU。

deferred dump（延迟转储） 当服务器发生故障时，故障转储会保留在内存中，直到服务器重新引
导后。在重新引导期间，故障转储文件会从内存中提取至预定义的文
件系统位置。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自动为
TCP/IP 网络上的客户机分配 IP 地址的软件。SP 不支持 DHCP。您必
须将静态 IP 地址分配给 SP 组件。

DIMM Dual In-line Memory Module（双内嵌内存模块）。

DLMP 数据链路多路径聚合。一项 Oracle Solaris 功能，使您能够将系统上的
多个接口配置为单个逻辑单元以提高网络通信的吞吐量。

dynamic PDomain（动态
PDomain）

SPARC M7-16 PDomain。停止主机后，您可以将 DCU 分配给动
态 PDomain 或从其取消分配 DCU。另请参见 static PDomain（静态
PDomain） 和 PDomain。

E

EMI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

ESD Electrostatic Discharge（静电放电）。

eUSB 嵌入式 USB。一种基于闪存的驱动器，专门设计用作引导设备。eUSB
不为应用程序或客户数据提供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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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MS

F

FC Fibre Channel（光纤通道）。一种高速网络技术，主要用于连接计算机
数据存储。

G

GB Gigabyte（千兆字节）。1 千兆字节 = 1024 兆字节。

GbE Gigabit Ethernet（千兆位以太网）。

H

HBA Host Bus Adapter（主机总线适配器）。在服务器和存储设备或网络设
备之间提供 I/O 处理和物理连接。

HCA Host channel adapter（主机通道适配器）。主要用于描述 InfiniBand 接
口卡。

I

ILOM 请参见 Oracle ILOM。

InfiniBand 一种网络通信标准，其特色是具有非常高的吞吐量和非常低的延迟。

IOH I/O hub（I/O 集线器）。

IPMP IP network multipathing（IP 网络多路径）。一项 Oracle Solaris 功能，
可为 IP 网络接口提供多路径功能和负载平衡功能。

IPoIB 基于 InfiniBand 的 Internet 协议。

iSCSI Internet 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一种基于 IP 的存储网络标准，使服务器
能够访问网络中的存储。在 iSCSI 网络中，远程存储称为 iSCSI 目标。

iSCSI using IPoIB（使用
IPoIB 的 iSCSI）

一个引导过程，使服务器能够引导 iSCSI 目标（可使用 IP 通过
InfiniBand 网络进行访问）。另请参见 IPoIB。

K

KVMS Keyboard Video Mouse Storage（键盘、视频、鼠标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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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

KW Kilowatt（千瓦）。

L

L-L Line-to-Line（线间）。交流发电机任何两相之间的电压类型。

LDAP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logical domain（逻辑域） 一种虚拟机，由资源的离散逻辑分组构成，在一个计算机系统中有其
自身的操作系统和标识。

LUN Logical unit number（逻辑单元号）。术语 LUN 通常用于表示由存储阵
列提供给计算机系统的磁盘。

M

MIB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管理信息库）。

N

NET MGT Network Management（网络管理）。NET MGT 端口提供到 SP 的以太
网连接。专用的 SPARC M7-16 服务器 NET MGT 端口将四个 SPP 连接
到两个 SP。

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网络时间协议）。

NVMe Non-Volatile Memory Express（非易失性快速存储器）。用于访问通过
PCIe 总线连接的固态驱动器的一种规格。

O

OpenBoot Oracle 固件，使 PDomain 能够引导 Oracle Solaris OS。该固件还提供了
一个界面用于以交互方式测试硬件和软件。

Oracle ILOM Oracle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预安装在服务器 SP 上的系统管
理固件。

Oracle VTS Oracle Validation Test Suite（Oracle 验证测试套件）。此应用程序对系
统进行测试，提供硬件验证，并识别可能的故障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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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pool（根池）

P

PCIe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Express（外设部件互连加速）。

PDECB Power Distribution Electronic Circuit Breaker（配电电子断路器）。

PDomain Physical Domain（物理域）。您可以订购具有一个或两个 PDomain
的 SPARC M7-8 服务器。这些 PDomain 是静态的，无法重新配置。
SPARC M7-16 服务器可以配置有一到四个 PDomain。这些 PDomain
是动态的。对于动态 PDomain，您可以在 PDomain 中分配或取消分配
DCU，只要停止并启动主机即可。

另请参见 DCU、dynamic PDomain（动态 PDomain）、static PDomain
（静态 PDomain）和 switch unit（交换机装置）。

PDomain SPM PDomain 的首要 SPM。PDomain SPM 可管理任务并为该 PDomain 提
供 rKVMS 服务。在 SPARC M7-16 服务器中，Oracle ILOM 标识与
PDomain SPM 在同一个 PDomain 上的 DCU SPM 池中的一个 DCU
SPM 来管理该主机上的活动。另请参见 PDomain 和 SPM。

PDU Power Distribution Unit（配电设备）。

Ph-N Phase to Neutral（相电压）。

Ph-Ph Phase to Phase（线电压）。

pool（池） 设备的逻辑组，用于描述可用存储的布局和物理特征。数据集的存
储空间是从池中分配的。ZFS 使用一个模型，其中的存储设备聚合到
一个存储池中。另请参见 boot pool（引导池）、root pool（根池）和
dataset（数据集）。

POST Power-On Self-Test（开机自检）。诊断软件在服务器引导时运行。

R

rackmounted（机架装配式） 出厂安装在 Oracle 机架中的服务器。您可以订购机架装配式或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另请参见 stand-alone（独立）。

rKVMS Remote Keyboard Video Mouse and Storage（远程键盘、视频、鼠标和存
储）。

RMS Root Mean Square（均方根）。

root pool（根池） 一个 dataset（数据集），其中包含一个完整的 Oracle Solaris 映像或一
个 BE。另请参见 pool（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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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S

SAN Storage area network（存储区域网络）。一种专用网络，提供对计算机
存储设备的访问。

SAS Serial Attached SCSI（串行连接 SCSI）。

scalability（可伸缩性） 通过将服务器的物理可配置硬件（请参见 DCU）组合为一个或多个逻
辑组（请参见 PDomain）来增加（或按比例提高）服务器中处理能力
的功能。

SCI Tool（SCI 工具） 交互式系统配置工具。使您能够在新安装的 Oracle Solaris 安装上指定
配置参数。

SER MGT Serial Management（串行管理）。SER MGT 端口提供到 SP 的串行连
接。

SLL Secure Socket Layer（安全套接字层）。

SP Service Processor（服务处理器）。为提供冗余，服务器包含两个服务
处理器，一个处于活动状态，另一个待机。

SPM Service Processor Module（服务处理器模块）。SP 和 SPP 的组件。
SPM 包含允许 SP 和 SPP 管理服务器资源的处理器。另请参见 DCU
SPM 和 PDomain SPM。

SPP Service Processor Proxy（服务处理器代理）。分配一个 SPP 来管理每
个 PDomain。SPP 监视环境传感器并管理 DCU 中的 CMIOU、内存控
制器和 DIMM。另请参见 DCU SPM 和 PDomain SPM。

SRU 支持系统信息库更新。签署了有效 Oracle 支持计划的 Oracle 客户可
以访问 Oracle Solaris 支持软件包系统信息库。此系统信息库提供称为
SRU 的支持发行版，其中包含对 Oracle Solaris OS 软件包的更新。

SSH Secure Shell（安全 Shell）。此程序用于登录到系统或服务处理器并在
其上执行命令。

stand-alone（独立） 出厂时未安装在 Oracle 机架中的服务器。您必须将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安装到自己的机架中。另请参见 rackmounted（机架装配
式）。

Standby SP（备用 SP） 一个冗余 SP，将在活动 SP 发生故障时管理服务器资源。另请参见 SP
和 Active SP（活动 SP）。

static PDomain（静态
PDomain）

一个 SPARC M7-8 服务器 PDomain。静态 PDomain 无法重新配置。另
请参见 dynamic PDomain（动态 PDomain）和 PDomain。

switch unit（交换机装置） 可使 CMIOU 能够彼此通信的设备。SPARC M7-16 服务器交换机包含
六个交换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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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S

system（系统） 在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文档中，系统是指 Oracle ILOM 固件中的
/System 级别。

T

TB Terabyte（兆兆字节）。1 兆兆字节 = 1024 千兆字节。

Torx 梅花型螺丝头。

TPM Trusted Platform Module（可信平台模块）。

U

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不间断电源）。

V

VAC Voltage Alternating Current（交流电压）。

VTS 请参见 Oracle VTS。

W

WWN World Wide Name（全局名称）。

Z

ZFS Zettabyte 文件系统。一种使用存储池来管理物理存储的文件系统。另
请参见 BE、pool（池）、boot pool（引导池）和 root pool（根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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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全信息，94
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参数，190
卡式螺母，135
可选组件，112
安装后任务，193
安装所需的区域，39
所需的工具，95，118
所需的设备，95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准备场地，99
安装任务概述，14
接收服务器，100
移动，103

独立服务器
在机架中，113，138
安装任务概述，15
机架装配工具包，118

防静电手腕带，96
安装孔

RETMA 滑轨，114，115
安装所需的区域，39
安装准备
一般准则，35
场地准备，99
核对表，33

Auto Service Request 见 Oracle Auto Service Request

B
备用 SP
冗余特征，168
描述，78

避雷器，52

不间断电源，52
布线

NET MGT 0 端口，159
PCIe 卡，161
PDU 电源线, 连接，149
SER MGT 0 端口，158，169
SP 电缆，78
SPP，157
其他数据电缆，161
向上布线，162
向下布线，162
固定到机架中，164
地板孔尺寸，42
接地电缆，155
机架电缆，148
电缆布线，162
管理设备，163
网络地址，77
网络电缆，161
要求，77
连接
强制性，77
最大，147

C
操作预防措施，93
插座, 设备电源，49
拆箱
区域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73
独立服务器，74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101
独立服务器，123

场地准备 见 安装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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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地板图样（开孔），42
安装区域，39
服务器，37，38
机架单元，38
水平调节支脚，40
脚轮，40
装运箱，70，71

冲击要求，61
串行连接，169
存储区域网络 见 SAN
存储设备

FC
规划，89

InfiniBand
规划，90

iSCSI
规划，90

PCIe 卡要求，87
规划，87
选项，87
闪存加速 PCIe 卡
规划，87

CMIOU
SPARC M7-16 服务器 DCU，31
SPARC M7-8 服务器 DCU，28
描述，28，30

CMIOU 机箱
物理尺寸，38

D
打开服务器电源，171
登录
活动 SP，177

底部后托架，136
电网
不间断电源，52
要求，51

电源
LED 指示灯，174
PDU 电源线关系，53，54，56
PDU 规格，45
交流电压范围，44
保护性接地电流，45

冗余运行，53
容量，44
效率，44
浪涌电流，45
消耗，44
电源线关系，58
规格，44
计算器，44，45
设备要求，51
输出，44
频率，44

电源线
接地要求，60
插头规格，48
插座规格，49
独立服务器, 准备，146
电源关系，58

独立服务器
Sun Rack II 位置，115
安装，15，113，138
定义的，13
尺寸，38
所需的工具, 机架装配，118
打开电源，171
拆箱，123
机架, 支持的，114
机架套件重量，39
机械式升降装置, 使用，128
电源线
准备，146
布线，58

电源线与电源之间的关系，58
电缆, 布线和固定，161

端口封盖，79，157，159
断路器，52
PDU，171
关闭，149
切断时间要求，60
容量，60
本地断电装置，47

DCU
CMIOU，28，31
SPARC M7-16 服务器，30
SPARC M7-8 服务器，28
描述，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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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28，30
DHCP， Oracle ILOM， 不受支持，82，178，179

E
ESD
手腕带，96
预防措施，94

F
防静电手腕带，96
防倾斜支架, 拉出，121
服务器

PDomain, 打开电源，184
在移动服务器时覆盖基底上的缝隙，106
坡道, 使用，108
尺寸
包装后，70，71
拆箱后，37，38

打开电源，171
接收，100
推，104
操作预防措施，93
海拔高度, 设置，183
移动，103
稳定，110
空隙，63

FC 存储设备
规划，89

G
概述

SPARC M7-16 服务器，18
SPARC M7-8 服务器，16

高度, 服务器
包装后，70，71
拆箱后，37，38

工具
卡式螺母插入工具，135

功耗监视器 见 PDU 计量装置

功率
功耗，45

功能
SPARC M7-16 服务器，18
SPARC M7-8 服务器，16

管理
电缆，163

光纤通道 见 FC
规格
PDU，45
PDU 电源线，47
安装区域，39
拆箱区域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73
独立服务器，74

电源，44
维修区域，39
装运箱，70，71

H
海拔高度
中国的法规，61
温度范围，61
要求，61
设置，183

核对表, 场地准备，33
滑轨装置，118
环境温度
测量，67
范围，61

环境要求，61
活动 SP
回退 miniroot 映像，189
描述，78，168
状态，177
登录，177
网络地址，82，179

活动 SP 上的回退 miniroot 映像，189
活动地板
冷却，65
服务器负载，42
电缆图样，42
运输通道，72
重量要求，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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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LOM 见 Oracle ILOM
InfiniBand
存储设备
规划，90

IP over InfiniBand 见 IPoIB
IPoIB

Oracle Solaris OS 文档，91
iSCSI
存储设备
使用 IPoIB，90
使用以太网，90
规划，90

J
机架
兼容性，114
安装孔, 支持的，114
稳定，121

机架单元尺寸，38
机架装配工具包，118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PDU 到电源的布线，54，56
任务概述, 安装，14
准备场地，99
在移动服务器时覆盖基底上的缝隙，106
坡道, 使用，108
定义的，13
尺寸，36
打开电源，171
拆箱，101
接收，100
推，104
水平调节支脚
尺寸，40
调低，110
调高，111

电缆
固定，164
布线，162
管理，163

电缆布线，152
移动，103
移动时的注意事项，105

稳定，110
脚轮尺寸，40
转弯半径，40
连接电缆，148

机械式升降装置, 将独立服务器升高，128
机械式升降装置要求，118
基底上的缝隙, 使用金属板覆盖，106
计量装置 见 PDU 计量装置
将独立服务器装配到机架中
卡式螺母，安装，135
固定机架，121
安全警告，117
安装在机架中，138
工具包，118
底部后托架, 安装，136
所需的工具，118
拆箱，123
机架, 兼容，114
机架装配工具包比较，120
机框滑轨, 安装，131
机械式升降装置, 使用，128
机械式升降装置要求，118
标记位置，130
电源线, 准备，146
防倾斜支架, 拉出，121

交流电正常 LED 指示灯
在打开电源期间监视，175

交流连接
PDU，45，54，56
机架装配式 SPARC M7-16 服务器，56
机架装配式 SPARC M7-8 服务器，54
独立服务器，58
独立的 SPARC M7-8 服务器，54
电源，54，56
电源要求，51
设备插座，49

交流输入
电源关系，53，54，56

脚轮尺寸，40
接地电缆, 连接，155
接地要求，60
金属板, 覆盖基底上的缝隙，106
静态 PDomain
描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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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卡式螺母
安装，135
插入工具，135

空气污染, 最大允许值，62
空隙， 气流要求，63
宽度, 服务器
包装后，70，71
拆箱后，37，38

L
浪涌电流，45
冷却系统
天花板通风孔，64
有孔地板砖，65
要求，64

逻辑域
描述，32
文档，193
网络地址，78，85

LDom 见 逻辑域
LED 指示灯
在打开电源期间监视，174

M
miniroot, 活动 SP 上的回退映像，189

N
NET MGT 0 端口
布线，159
描述，79
网络地址，82，179

O
OpenBoot
提示符，185
概述，32

Oracle Auto Service Request，192
Oracle ILOM

DHCP 不受支持，82，178，179

root 用户密码，177
system_altitude 属性，183
任务， 其他，193
描述，32
提示符，177
文档，193
活动 SP, 登录，177
海拔高度, 设置，183
网络地址
IPv4，179
IPv6，181
分配，178
所需的，178
显示，180

预安装，168
Oracle Solaris OS

IPoIB 文档，91
全新安装，189
参数，190
描述，32
文档，193
浏览，193
网络地址，84
说明，189
配置，185，187
配置参数，190
链接，193
预安装，167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描述，32
文档，193
网络地址，85
预安装，168

Oracle VTS
文档，193
预安装，168

P
配置

Oracle ILOM，193
Oracle Solaris OS，190
Oracle Solaris OS 参数，190

坡道, 向上或向下移动机架装配式服务器，108
PCIe 卡 见 闪存加速 PCIe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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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持卡的在线列表，87
存储设备要求，87
布线，161，161
网络地址，84

PDomain
SPARC M7-16 服务器，29
SPARC M7-8 服务器，27
打开电源，184
描述，29
网卡位置, 默认，160
网络地址
冗余，84
分配，179
描述，84

静态, 描述，27
PDomain SPM
网络地址，82
分配，179

PDU
断路器，171
电源线与 PDU 之间的关系，54，56
电源线插头，48
网络地址，77，83
规格，45
设备电源要求，51

PDU 电源线
IEC 60309 IP44，47
NEMA L21-30P，47
双电网，51
布线，152
接地要求，60
插头，48
插座，49
添加标签，153
电源关系，54，56
规格，47
连接，149
长度，47

PDU 计量装置
NET MGT 端口
布线，154
描述，83

SER MGT 端口
布线，154
描述，83

布线，154
网络地址，83

Q
气流要求，63
气体和微粒准则，63
倾斜度要求，61，73

R
热耗散，63
软件, 预安装，167
RETMA 滑轨
安装孔位置，130
宽度，121
深度，121
要求，114

root 用户密码, Oracle ILOM，177

S
闪存加速 PCIe 卡
存储设备
规划，87
默认位置，87

设备电源
中心点接地，52
插座，49
要求，51

深度, 服务器
关门状态下，37
包装后，70，71
门拆除后，37

湿度
波动率，61
测量，67
要求，61

适应时间，101
手腕带, 安装，96
数据电缆, 固定，164
水平调节支脚
尺寸，40
调低，110
调高，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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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工具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95
独立服务器，118

SAN，89
SER MGT 0 端口
布线，79，158，169
描述，79

set /SP system_altitude 命令，183
set /SP/network 命令，179
show /SP/network 命令，180
show 命令，185
Solaris 见 Oracle Solaris OS
SP

DHCP 不受支持，82
LED 指示灯，174
NET MGT 0 端口
布线，169
描述，79

Oracle ILOM 提示符，177
root 用户密码，177
SER MGT 0 端口
布线，169
描述，79

SPP 电缆连接，157
串行终端, 连接，169
冗余，27，78，168
备用 SP，78，168
布线，158
描述，27，78
活动 SP，78，168
海拔高度, 设置，183
登录，177
端口封盖，79，157
网络
地址，77，82，179
拓扑，79

SPARC M7-16
DCU，30
PDomain，29
SPP, 布线，157
功能，18
正面组件位置，23
背面组件位置，25

SPARC M7-8
DCU，28

功能，16
安装在机架中，113
正面组件位置，20
背面组件位置，21
静态 PDomain，27

SPM
描述，27
网络地址，82

SPP
SP 电缆连接，157
布线，157
描述，27

start 命令，184，184
Sun Rack II
安装位置，115
要求，114

system_altitude 属性，183

T
天花板通风孔, 冷却，64
铜反应性变化率，63
推服务器，104
TPM, 启用，193

W
维修区域，39
温度
冷却，64，65
按海拔高度，61
环境
测量，67
范围，61

适应，72
物理域 见 PDomain

X
相对湿度，61
卸载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100
独立服务器，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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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要求
冲击，61
冷却，64
振动，61
气流，63
热耗散，63
环境，61
环境温度，61
相对湿度，61
空气污染，62
装载台，72
运输通道，73
适应，72
铜反应性变化率，63
银反应性变化率，63

移动服务器
上坡道或下坡道，108
到安装场地，103
覆盖基底上的缝隙，106

银反应性变化率，63
域可配置单元 见 DCU

Z
振动要求，61
终端设置，169
重量

CMIOU 机箱，39
SPARC M7-16, 包装后，70
SPARC M7-16, 拆箱后，37
SPARC M7-8, 包装后，70，71
SPARC M7-8, 拆箱后，37
仅单独的装运箱，71
仅机架装配式装运箱，70
包装后，71
活动地板要求，42

转弯半径，40
装运箱
尺寸，70，71
机架装配式服务器
拆箱，101
拆箱区域，73

独立服务器
拆箱，101

拆箱区域，74
运输通道，73
适应，72

装载台要求，72
组件

SPARC M7-16 服务器
正面，23
背面，25

SPARC M7-8 服务器
正面，20
背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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