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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文档

■ 概述－介绍如何安装 Oracle Netra 模块化系统并打开其电源。
■ 目标读者－技术人员、系统管理员和授权的服务提供者，他们已经了解了设备内的危

险，并有资格安装硬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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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ra-modular-syst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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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racle.com/goto/netra-modular-syste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netra-modular-syste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doc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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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Netra 模块化系统

Oracle Netra 模块化系统是一款在 NEBS zone 4 抗震机架中预先集成和预先布线的机
架系统。一个独立模块化系统包含 2 个 management nodes（管理节点），多达 28 个
compute nodes（计算节点），适用于高性能工作负载和云基础结构部署。经授权的
Oracle 服务人员最多可将 8 个模块化系统配置成一个带有 2 个管理节点和多达 238 个
计算节点的管理域。

两个管理节点上运行的管理软件只使用节点中很小一部分的计算功能，因此，也可以将
管理节点配置为运行计算节点功能。

以下主题介绍了模块化系统的功能组件：

■ “安装任务概述” [9]
■ “模块化系统概述” [10]
■ “多个模块化系统概述” [12]
■ “识别组件” [13]
■ “支持的软件和固件” [26]
■ “模块化系统状态 LED 指示灯” [27]
■ “节点状态 LED 指示灯” [28]

相关信息

■ Netra 模块化系统 Web 站点 (https://www.oracle.com/servers/netra/netra-
modular-system/index.html)

安装任务概述

本节汇总了在您的场地安装模块化系统以及首次打开其电源时执行的高级别任务。

步骤 说明 链接

1 查看产品说明中有关模块化系统的最新信
息。

《Netra 模块化系统产品说明》

https://www.oracle.com/servers/netra/netra-modular-system/index.html
https://www.oracle.com/servers/netra/netra-modular-system/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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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链接

2 熟悉模块化系统的功能和组件。 “模块化系统概述” [10]

3 阅读要求和安全注意事项。 满足模块化系统和场地要求 [31]

准备安装 [41]

4 接收模块化系统。 “卸载通道和拆箱区域要求” [39]

5 将模块化系统移至最终位置。 将模块化系统移至安装位置 [45]

6 打开模块化系统包装。 打开模块化系统包装 [46]

7 安装附加计算节点。 添加装运中包括的节点 [47]

8 固定模块化系统。 将模块化系统固定到混凝土地面 [48]

9 连接模块化系统。 连接模块化系统电缆 [50]

10 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 首次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 [51]

11 执行故障排除。 “排除安装故障” [57]

相关信息

■ “模块化系统概述” [10]

模块化系统概述

该模块化系统包括您指定的硬件和软件并在出厂时已装配好，一同发送给您。以后，您
可以通过添加更多 compute nodes（计算节点）和附加组件（例如这些节点的存储）或
附加模块化系统扩展该模块化系统。

注 - 如果订购了 20 个以上的计算节点，这些计算节点会放在单独的箱子中发运。有关打
开计算节点的包装以及安装这些节点的说明，请参见添加装运中包括的节点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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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列出了模块化系统中的硬件和软件组件。有关每个组件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数
据表 (http://www.oracle.com/servers/netra/netra-modular-system/index.html)。

功能组件 说明

计算节点和管理节点 ■ 预先安装在框架级别的管理节点软件。
■ 支持 2 到 30 个计算节点，每个计算节点都可以支持选择 OS 和虚拟化技术。
■ 每个计算节点都可以在不产生任何停机时间的情况下进行添加和移除。模块

化系统还可以在每个节点插入时自动将其打开并对其进行配置。

以太网交换机 ■ 两台 Oracle ES2-64 铜交换机，用于提供一个使用上行链路的冗余 10 Gb 网
络。

■ 多达四台 Oracle ES2-72 光纤交换机，最多可提供两个使用上行链路的 10
Gb 网络。

■ 系统中每个节点对应一个直接连接铜缆的 10 Gb 以太网上行链路，为系统中
的每个节点提供一个非冗余 10 Gb 以太网连接。

FMM 为系统中的节点、网络连接和存储设备提供底板功能组件。FMM 用于管理框架
底板节点并为系统中安装的管理组件提供管理交换机。

SP 一个集成的 SP。每台交换机和 FMM 还包含一个 SP。SP 已在其中嵌入了
Oracle ILOM 固件。

http://www.oracle.com/servers/netra/netra-modular-system/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servers/netra/netra-modular-syste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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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组件 说明

预先布好线 已针对网状结构网络 1、2、3 和 4 进行预先布线。网状结构网络 2 和 3 均为可
选。

PDU 选项 22 kVA 低压、22 kVA 高压、24 kVA 低压或 24 kVA 高压，具体取决于电源板。

42RU 抗震框架 42RU 高、1000 毫米深的机架。

相关信息

■ “识别组件” [13]
■ “系统正面组件” [14]
■ “模块化系统状态 LED 指示灯” [27]
■ “安装任务概述” [9]
■ “支持的软件和固件” [26]

多个模块化系统概述

使用此主题规划添加 Netra 模块化系统。

您可以在单独的管理域下分别运行多个模块化系统，也可以将多个模块化系统配置为作
为一个组（作为一个管理域进行管理）来运行。使用一个管理域最多可管理 8 个模块化
系统（240 个服务器）。对于此配置，请确保安装的模块化系统都足够接近，以便每个
系统都可以使用 CAT5e 以太网电缆访问主系统（框架 0）。模块化系统不需要位于同一
机房中。

注 - 要获取将模块化系统配置到单个管理域方面的帮助，请与 MOS 联系。

向单个域配置添加模块化系统时，每个附加模块化系统都不包括 management nodes
（管理节点）（只有 compute nodes（计算节点））。因此，两个连接的模块化系统将
具有 2 管理节点，最多 58 个计算节点。

默认情况下，您安装的原始模块化系统的框架 ID 为 0，称为框架 0。您订购的每个附加
系统初始配置的框架 ID 均为 0，因此，将多个系统配置为一个管理域系统时，需要增加
每个模块化系统的 ID。

有关平衡模块化系统电源负载的信息，请参见“3 相电源负载平衡” [36]。

相关信息

■ “识别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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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正面组件” [14]
■ “模块化系统状态 LED 指示灯” [27]
■ “安装任务概述” [9]
■ “支持的软件和固件” [26]

识别组件

■ “系统正面组件” [14]
■ “系统背面组件” [15]
■ “节点组件” [16]
■ “以太网交换机” [22]
■ “RJ-45 耦合器面板” [24]
■ “模块化系统概述” [10]

相关信息

■ “安装任务概述” [9]
■ “模块化系统概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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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正面组件

编号 说明

1 抗震框架

2 状态 LED 指示灯

3 Oracle Switch ES2-72 组（光纤）

4 Oracle Switch ES2-64 组（铜）

5 计算节点

6 FMM

7 管理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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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系统背面组件” [15]

系统背面组件

编号 说明

1 抗震框架

2 RJ-45 耦合器面板

3 Oracle Switch ES2-72 组（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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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4 Oracle Switch ES2-64 组（铜）

5 适用于计算节点的 FBS

6 FMM

7 适用于管理节点的 FBS

相关信息

■ “节点组件” [16]
■ “系统正面组件” [14]

节点组件

串行控制台在节点上不可用，因为串行端口用于检测节点在模块化系统中的位置和 role
（角色）并从 FBN 中获取 IP 地址。访问 SP 时应通过 FMM 中交换机上的网络端口
NET MGT 进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料》 中的
“FMM 软件端口”。

■ “计算节点” [16]
■ “管理节点” [17]
■ “Oracle Server X5-2M 组件概述” [17]
■ “Oracle Server X6-2M 组件概述” [19]

计算节点

当前，Netra 模块化系统支持 Oracle Server X5-2M 和 Oracle Server X6-2M 作为计算
节点。

将即插即用型节点插入“系统正面组件” [14]中显示的任意可用计算节点插槽中。

相关信息

■ “管理节点” [17]
■ “Oracle Server X5-2M 组件概述” [17]
■ “Oracle Server X6-2M 组件概述” [19]
■ “以太网交换机” [2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191139281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191139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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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J-45 耦合器面板” [24]

管理节点

当前，Netra 模块化系统支持 Oracle Server X5-2M 和 Oracle Server X6-2M 作为管理
节点。

两个底部插槽已预先接好线并配置为管理节点插槽。将任意计算节点插入此插槽，因为
该插槽已预先接好线并配置为供管理节点运行之用，所以该计算节点的行为将与管理节
点一样。不需要其他电缆。管理节点还可以执行计算节点功能和运行应用程序。对于管
理节点与计算节点，预先安装的软件中的唯一差异是启用的 FSA（管理功能）。

节点类型 软件

管理节点 预先安装了 OS 和系统管理软件

计算节点 预先安装了 OS

相关信息

■ “计算节点” [16]
■ “Oracle Server X5-2M 组件概述” [17]
■ “Oracle Server X6-2M 组件概述” [19]
■ “以太网交换机” [22]
■ “RJ-45 耦合器面板” [24]

Oracle Server X5-2M 组件概述

以下主题介绍了 Oracle Server X5-2M 节点组件。

■ “Oracle Server X5-2M 正面组件” [17]
■ “Oracle Server X5-2M 功能组件” [19]

Oracle Server X5-2M 正面组件

下图显示了配置有八个 2.5 英寸存储驱动器的 Oracle Server X5-2M 前面板上的状态指
示灯（LED 指示灯）、连接器和驱动器。

有关如何解释状态指示灯（LED 指示灯）的信息，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
补充资料》。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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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1 产品序列号标签和 RFID 标记

2 定位器 LED 指示灯/定位器按钮：白色

有关节点 LED 指示灯信息，请参见“节点状态 LED 指示灯” [28]。

3 两个 USB 2.0 连接器

4 SP 正常 LED 指示灯：绿色

5 需要维修 LED 指示灯：琥珀色

6 电源/正常 LED 指示灯：稳定绿色或闪烁绿色（正常，可以进行热交换）

7 电源按钮

8 顶部风扇故障 LED 指示灯：琥珀色

9 背面 PS 故障 LED 指示灯：琥珀色

10 系统温度过高警告 LED 指示灯：琥珀色

11 存储驱动器 0

12 存储驱动器 1

13 存储驱动器 2

14 存储驱动器 3

15 存储驱动器 4

16 存储驱动器 5

17 存储驱动器 6

18 存储驱动器 7

19 填充面板

相关信息

■ “Oracle Server X5-2M 功能组件” [19]
■ “计算节点” [16]
■ “管理节点” [17]
■ “以太网交换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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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J-45 耦合器面板” [24]

Oracle Server X5-2M 功能组件

以下是用作计算节点的 Oracle Server X5-2M 的硬件和软件组件。

节点功能组件 说明

处理器 每个节点具有来自 Intel Xeon E5-2600 v3 产品系列的两个处理器。

内存 24 个 DIMM 插槽。

磁盘托架 每个节点具有八个 2.5 英寸可热交换的前端磁盘托架。

RAID HBA 通过嵌入式 SAS3 HBA PCIe 卡支持一个 12 Gb/s RAID HBA 和 DDR3 板载内存
为 1 Gb 且具有闪存备份功能的 JBOD。

FBA FBA I/O：2x 10BASE-T（网状结构网络 1）、可选 4x 10BASE-SR（网状结构
网络 2 和 3）、1x 10BASE-T（网状结构网络 4）

以太网 Oracle Quad 10Gb 以太网适配器（可选）

预先安装的 OS 已预先安装和配置带 Oracle Linux OS 的 Oracle VM Server。

支持的 OS 有关支持的其他 OS 列表，请参见“支持的软件和固件” [26]。

支持的软件 支持以下虚拟化软件：

■ Oracle VM
■ VMware
■ KVM
■ Hyper-V

支持的其他软件 Oracle OpenStack for Oracle Linux

存储 ■ 计算节点内部提供本地存储。
■ 最多可支持五个 SSD。

相关信息
■ “Oracle Server X5-2M 正面组件” [17]
■ “计算节点” [16]
■ “管理节点” [17]
■ “以太网交换机” [22]
■ “RJ-45 耦合器面板” [24]

Oracle Server X6-2M 组件概述

以下主题介绍了 Oracle Server X6-2M 节点组件。

■ “Oracle Server X6-2M 正面组件” [20]
■ “Oracle Server X6-2M 功能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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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Server X6-2M 正面组件

下图显示了配置有八个 2.5 英寸存储驱动器的 Oracle Server X6-2M 前面板上的状态指
示灯（LED 指示灯）、连接器和驱动器。

有关如何解释状态指示灯（LED 指示灯）的信息，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
补充资料》。

编号 说明

1 产品序列号标签和 RFID 标记

2 定位器 LED 指示灯/定位器按钮：白色

有关节点 LED 指示灯信息，请参见“节点状态 LED 指示灯” [28]。

3 两个 USB 2.0 连接器

4 SP 正常 LED 指示灯：绿色

5 需要维修 LED 指示灯：琥珀色

6 电源/正常 LED 指示灯：稳定绿色或闪烁绿色（正常，可以进行热交换）

7 电源按钮

8 顶部风扇故障 LED 指示灯：琥珀色

9 背面 PS 故障 LED 指示灯：琥珀色

10 系统温度过高警告 LED 指示灯：琥珀色

11 存储驱动器 0

12 存储驱动器 1

13 存储驱动器 2（可选 NVM-Express SSD）

14 存储驱动器 3（可选 NVM-Express SSD）

15 存储驱动器 4（可选 NVM-Express SSD）

16 存储驱动器 5（可选 NVM-Express SSD）

17 存储驱动器 6

18 存储驱动器 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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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19 不可用 DVD 驱动器的填充面板。

相关信息
■ “Oracle Server X6-2M 功能组件” [21]
■ “计算节点” [16]
■ “管理节点” [17]
■ “以太网交换机” [22]
■ “RJ-45 耦合器面板” [24]

Oracle Server X6-2M 功能组件

以下是 Oracle X6-2M 用作计算节点时的硬件和软件组件。

功能组件 说明

处理器 一个或两个处理器，每个处理器具有四个集成 DDR4 内存控制器。支持具有以
下功能的处理器（出厂时已安装）：

■ 22 核、2.2 GHz、145 瓦处理器
■ 14 核、2.6 GHz、135 瓦处理器
■ 10 核、2.2 GHz、85 瓦处理器
■ 6 核、3.4 GHz、135 瓦处理器

内存 每个处理器最多 12 个 RDIMM，在双处理器系统中 DDR4 RDIMM 最多为 24
个，内存最多为 768 GB。

在单处理器系统中 DDR4 RDIMM 最多为 12 个，内存最多为 384 GB。

支持 RDIMM（16 GB 和 32 GB）和 LRDIMM (64 GB)。

存储驱动器 存储驱动器配置可以组合使用硬盘驱动器 (hard disk drive, HDD) 和固态驱动器
(solid state drive, SSD)。配置包括：

■ 最多八个 2.5 英寸可热插拔的 SAS HDD/SSD，其中四个可以为 NVMe
SSD。

注 - NVMe SSD 仅在运行 Oracle Linux 或 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的服务器上
受支持。
注 - 包含 NVM-Express SSD 的存储驱动器配置需要 NVM-Express PCIe 交换机
卡。

PCI Express (PCIe) 3.0
I/O 插槽

三个 PCIe Gen3 插槽，用于安装窄板型 PCIe 卡。

■ 插槽 1 和 2：x16 电气接口
■ 插槽 3：x8 电气接口

注 - PCIe 插槽 1 在单处理器系统中不起作用。

内部 HBA 一个专用 PCIe Gen3 插槽，可以与仅供内部使用的可选主机总线适配器 (host
bus adapter, HBA) 卡配合使用。此内部 HBA 用于控制和管理存储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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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组件 说明

以太网端口 后面板上共有四个 10GBASE-T RJ-45 千兆位以太网 (10GbE) 端口。
注 - 以太网端口 NET 2 和 NET 3 在单处理器系统中不起作用。

USB 2.0 端口 前端两个、后端两个（不可访问），内部两个。

视频 (VGA) 端口 一个后端高密度 DB-15 视频端口（不可访问）。

服务处理器 (service
processor, SP)

服务器具有集成的服务处理器 (service processor, SP)。该 SP 提供符合 IPMI
2.0 标准的远程管理功能。该 SP 具有以下特性：

■ Oracle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ILOM) 版本 3.2.6（初始版本）
■ 使用串行连接实现本地 Oracle ILOM 命令行访问
■ 支持通过专用 10/100/1000BASE-T 管理端口 (NET MGT) 及（可选）主机以

太网端口之一（边带管理）对 SP 进行以太网访问
■ 支持通过 IP 实现远程 KVMS（keyboard, video, mouse, and storage，键

盘、视频、鼠标和存储）

管理软件 ■ Oracle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ILOM) 版本 3.2.6，位于服务处理器
■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可从 Oracle 站点下载

电源 两个可热交换的高冗余 600 瓦电源。

冷却风扇 四个 40 毫米可热交换的风扇模块，用于机箱冷却。每个风扇模块包含两个逆向
旋转的风扇对（总共四个旋翼）。

每个电源都有自己的冷却风扇。

操作系统和虚拟化软件 ■ Oracle Solaris
■ Oracle Linux
■ Oracle VM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 VMware ESXi

有关服务器支持的 OS 版本的完整列表，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产品说
明》。

相关信息

■ “Oracle Server X6-2M 正面组件” [20]
■ “计算节点” [16]
■ “管理节点” [17]
■ “以太网交换机” [22]
■ “RJ-45 耦合器面板” [24]

以太网交换机

模块化系统默认情况下包含两个铜交换机。您可以订购可选的两个或四个光纤交换机。
模块化系统中使用的以太网交换机可以是铜交换机也可以是光纤交换机。四个光纤交换
机位于顶部，两个铜交换机位于其下。请参见“系统正面组件” [1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P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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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连接交换机的信息，请参见连接模块化系统电缆 [50]。

注意 - RJ-45 耦合器面板上的内置端口和设备或子部件的铜交换机上的端口仅适用于内
置或未暴露的线路连接。设备或子部件的内置端口不能使用金属连接到与 OSP 或其
线路连接到接口。这些接口设计为仅用作内置接口（GR-1089 中介绍的 2 类或 4 类端
口），需要与暴露的 OSP 线路隔离。通过添加主要保护器，不能对使用金属将这些接
口连接到 OSP 线路的这一情况提供充足的保护。

注意 - 如果以后订购替换交换机，您必须指定服务项部件号，以便于获取与模块化系统
中使用的交换机类型相同的交换机。有关维修交换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tra 模块
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料》。

编号 说明

1 Oracle Switch ES2-64

这些交换机提供网状结构网络 1 的连接，并具有一个冗余网络。QSFP 铜缆上行链路将该交换
机上的网状结构网络 1 连接到外部站点。使用带宽注意事项确定铜交换机上的 QSFP 数（0-6
个）。如果进行低带宽安装，您可忽略 QSFP 上行链路并直接连接到铜交换机上的备用端口。

2 Oracle Switch ES2-72

两个交换机提供网状结构网络 2 的连接，两个交换机提供网状结构网络 3 的连接。每个网状结构
网络都具有冗余网络。Oracle ES2-72 交换机上的 QSFP 上行链路端口将网状结构网络 2 和 3 连
接到外部站点。使用带宽注意事项确定光纤交换机上的 QSFP 数（0-10 个）。

有关交换机的一般信息，请参阅 Oracle Switch ES2-72 和 Oracle Switch ES2-64 文
档，网址为 http://docs.oracle.com/cd/E60179_01/index.html。

有关配置交换机的信息，请参阅《Oracle Ethernet Switches L2 and L3 Deployment
Best Practices》（《Oracle 以太网交换机 L2 和 L3 部署最佳做法》），网址为 https:
//docs.oracle.com/cd/E19934-01/html/E41457/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http://docs.oracle.com/cd/E60179_01/index.html
https://docs.oracle.com/cd/E19934-01/html/E41457/index.html
https://docs.oracle.com/cd/E19934-01/html/E4145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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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RJ-45 耦合器面板” [24]

RJ-45 耦合器面板

RJ-45 耦合器面板提供与计算节点和管理节点（统称为网状结构网络 4）的直接 10GbE
连接。耦合器面板包含一个适用于 Oracle ILOM 串行控制台的端口，用于 FMM 调试。
可以通过 management nodes（管理节点）使用 FMM 功能。将电缆插入 RJ-45 耦合器
面板中面朝后的端口。有关连接到 RJ-45 耦合器面板以及查看端口映射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连接模块化系统电缆 [50]。

耦合器面板还包含 FMM 端口连接，用于添加模块化系统。有关添加其他模块化系统的
说明，请参见“多个模块化系统概述” [12]。

有关 RJ-45 耦合器面板在模块化系统背面的位置，请参见“系统背面组件” [15]。

图   1 RJ-45 耦合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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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J-45 耦合器面板端口映射

相关信息

■ “支持的软件和固件” [26]
■ 连接模块化系统电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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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软件和固件

有关支持的最新版本软件和固件，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产品说明》。

组件 说明

Oracle Linux OS 6.7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Linux OS 文档，网址为 http://docs.oracle.com/
cd/E37670_01/index.html。

带 Oracle Linux 6.7
的 Oracle VM Server
3.4.1 和虚拟化软件

已预先进行安装和配置。

使用 Oracle VM Server 软件创建名为逻辑域的虚拟服务器。逻辑域运行自己的独
立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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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删除预先安装的虚拟化软件并安装其他软件，该系统支持以下虚拟化软件：

■ VMware
■ KVM
■ Hyper-V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网址为 http://docs.
oracle.com/cd/E48724_01/index.html。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您可以选择将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作为针对 Oracle x86 服务器的出厂安装选
件进行安装。Oracle System Assistant 是设置系统软件和固件的首选应用程序。

此工具是一款基于任务的嵌入式计算节点置备工具，可以针对一些 Oracle x86 服务
器执行初始计算节点设置和维护。使用 Oracle System Assistant，可以安装支持的
OS、将计算节点更新到最新的软件发行版以及配置硬件。

计算节点带有包含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的内部 USB 闪存驱动器。

其他 OS 您可以删除预先安装的 OS 并安装其他 OS。每个计算节点或管理节点都可以运行
受支持的其他 OS：

■ Oracle Solaris 11.2 for x86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0 和 6.5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 3 和 P3（带 Xen）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for x64

有关升级 OS 的信息，请参见安装 OS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53]和“软件和
固件升级” [54]。

Oracle ILOM 每个计算节点和管理节点的 SP 上均预先安装了 Oracle ILOM 版本 3.2.6 固件。
Oracle ILOM 使用以下项监视硬件：

■ 远程键盘、视频、鼠标重定向
■ 通过命令行、IPMI 和浏览器界面进行的远程管理
■ 远程介质功能（USB 或 ISO 映像）

借助 Oracle ILOM，可以通过在 Web 界面或 CLI 中执行以下操作来管理和监视模
块化系统：

■ 配置网络信息
■ 查看和编辑 SP 的硬件配置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P
http://docs.oracle.com/cd/E37670_01/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37670_01/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48724_01/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48724_01/index.html


模块化系统状态 LED 指示灯

了解 Netra 模块化系统 27

组件 说明
■ 监视至关重要的系统信息并查看记录的事件
■ 管理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ILOM 3.2.6 文档，网址为 http://docs.oracle.com/
cd/E37444_01/index.html。

相关信息

■ “模块化系统状态 LED 指示灯” [27]
■ “节点状态 LED 指示灯” [28]
■ 满足模块化系统和场地要求 [31]

模块化系统状态 LED 指示灯

模块化系统前端的 LED 状态指示灯由系统管理软件驱动。

编号 说明

1 FMM 琥珀色警报 LED 指示灯－发生了错误。

2 FMM 绿色正常 LED 指示灯－呈稳定绿色 = 系统已启动且无错误。绿色闪烁 = 加电序列。

http://docs.oracle.com/cd/E37444_01/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37444_0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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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3 严重系统故障 LED 指示灯－需要维修。

4 重大系统故障 LED 指示灯－发生了错误。

5 次要系统故障 LED 指示灯－发生了错误。

6 用户 LED 指示灯－用户可定制的 LED 指示灯。

相关信息

■ “节点状态 LED 指示灯” [28]
■ 满足模块化系统和场地要求 [31]

节点状态 LED 指示灯

Oracle Server X5-2M 前端的 LED 状态指示灯由 Oracle ILOM 管理。计算节点和管理节
点的 LED 指示灯相同。

编号 LED 指示灯说明

1 需要维修 LED 指示灯－琥珀色

2 电源/正常 LED 指示灯－稳定绿色或闪烁绿色（正常，可以进行热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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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LED 指示灯说明

3 顶部风扇故障 LED 指示灯－琥珀色

4 背面电源故障 LED 指示灯－琥珀色

5 系统温度过高警告 LED 指示灯－琥珀色

6 SP 正常 LED 指示灯－绿色

相关信息

■ “模块化系统概述” [10]
■ 满足模块化系统和场地要求 [31]
■ “模块化系统状态 LED 指示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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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模块化系统和场地要求

以下主题提供了安装模块化系统的物理规格以及其他要求。

■ “物理规格” [31]
■ “环境规格” [32]
■ “确认电气要求和电源要求” [33]
■ “散热和冷却要求” [38]
■ “通风要求” [39]
■ “卸载通道和拆箱区域要求” [39]

物理规格

确保有足够的维护空间来访问模块化系统。

表 1 关于已打包模块化系统的物理规格

已打包 美制 公制

高度 85 英寸 2159 毫米

宽度 48 英寸 1219 毫米

深度 62 英寸 1575 毫米

重量（含 0 个计算节点） 1,440 磅（含装运托盘） 653 千克（含装运托盘）

重量（含 20 个计算节点） 2,240 磅（含装运托盘） 1,016 千克（含装运托盘）

重量（含 30 个计算节点） 2,660 磅（含装运托盘） 1,207 千克（含装运托盘）

表 2 关于未打包的模块化系统的物理规格

未打包 美制 公制

高度 42U，78.66 英寸 1,998 毫米

宽度 26.06 英寸 662 毫米

深度 41.73 英寸 1060 毫米

重量（含 20 个节点） 1940 磅 880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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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打包 美制 公制

重量（含 30 个节点） 2340 磅 1061 千克

相关信息

■ “卸载通道和拆箱区域要求” [39]
■ “确认电气要求和电源要求” [33]

环境规格

注意 - 将条件设置为最佳温度和湿度范围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组件故障而导致的系统停
机。如果长期在接近或达到工作范围极限的环境条件下运行模块化系统，或者在接近或
达到非工作范围极限的环境条件下安装 Oracle Server X5-2，可能会增加硬件组件的故
障率。在 45% 至 50% 的湿度范围内运行。

规格 运行期间 非运行期间

环境温度（不适用于可移除
介质）

短期：†-5 到 50°C

最佳：5 到 40°C

-40 到 70°C

相对湿度 短期：†5 到 93%（无冷凝）

最佳：5 到 85%（无冷凝）

5 到 93%（无冷凝）

海拔高度 30°C 时最高 10,000 英尺

40°C 时最高 6,000 英尺

最高 39,370 英尺

噪声 最大值：9.3 贝尔 A 加权

典型值：9 贝尔或更低，A 加权

不适用

抗振性 0.1G（x、y、z 轴），5 到 100-5Hz 扫频正弦 打包：Oracle 950-1291-01 NEBS
GR-63-CORE

抗冲击性 30G（x、y、z 轴），11 毫秒半正弦 打包：Oracle 950-1291-01 NEBS
GR-63-CORE

抗震性 基于 NEBS GR-63-CORE Issue 4 的 Zone 4 不适用

†连续运行时间应低于 96 个小时，每年连续出现的次数应低于 15 次，每年应低于 360 小时。

相关信息

■ “通风要求” [39]
■ “散热和冷却要求”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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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电气要求和电源要求

■ “电源准则” [33]
■ “PDU 电源要求” [35]
■ “3 相电源负载平衡” [36]
■ “设施电源准则” [37]
■ “断路器要求和 UPS 准则” [38]
■ “接地准则” [38]

电源准则

模块化系统使用 AC 电源。

注 - 模块化系统的最大功率取决于节点数、计算节点的配置和工作负载。模块化系统的
最大功率由所选 PDU（假设一些最坏的情况下工作负载）的额定值组成。使用功率计
算器获取有关给定配置的近似功率值。有关功耗的最新信息，请访问 Oracle Sun Power
Calculators（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us/products/servers-storage/sun-power-
calculators/index.html），然后单击 "Netra Modular System"（Netra 模块化系统）。

贴在模块化系统顶部背面的十字框架部件上的符合性标签显示了模块化系统的额定电功
率。您必须打开后门才能查看此标签。此标签在模块化系统的额定值旁边显示了一个刻
度线。

http://www.oracle.com/us/products/servers-storage/sun-power-calculator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us/products/servers-storage/sun-power-calculator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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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系统可以在一定的电压和频率范围内有效地运行。但是，模块化系统必须具有一
个稳定的电源。如果超出这些范围，模块化系统可能被损坏。如下电气干扰可能会损坏
模块化系统：

■ 限电引起的波动
■ 输入电压水平或输入电源频率中的广泛、快速的变化
■ 雷电
■ 配电系统中的故障，如接线缺陷

要保护模块化系统免受此类干扰，请使用专用配电系统、电源调节设备以及防止雷电的
避雷器或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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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耦合器面板上的内置端口和设备或子部件的铜交换机上的端口仅适用于内置或未
暴露的线路连接。设备或子部件的内置端口不能使用金属连接到与 OSP 或其线路连接
的接口。这些接口设计为仅用作内置接口（GR-1089 中介绍的 2 类或 4 类端口），需
要与暴露的 OSP 线路隔离。通过添加主要保护器，不能对使用金属将这些接口连接到
OSP 线路的这一情况提供充足的保护。

PDU 电源要求

每个模块化系统都有两个预先安装的标准 PDU。PDU 接受其他电源。本主题中的两个
表显示了模块化系统支持的 PDU，并针对每种 PDU 列出了相应规格。

表 3 低压 PDU 电源要求

单相，低压 3 相，低压

输入数量 3 2

输入连接器 Hubbell CS8265C 或经过 Oracle
Corporation 批准的等效设备

Mennekes ME460P9W、
Hubbell C460P9W、Walther
Electric 269409 或经过 Oracle
Corporation 批准的等效设备

输入电压范围 200 至 240 VAC 200 至 220 VAC，3 相

频率 50/60 Hz 50/60 Hz

电流 每相最大 36.8A RMS 每相最大 34.6A RMS

额定功率 22 kVA 24 kVA

组保护 UL489 双极断路器 50A UL489 3 极断路器 50A

表 4 高压 PDU 电源要求

单相，高压 3 相，高压

输入数量 3 2

输入连接器 EN60309 250V 32A 3 芯 IP44：
Mennekes 160、Hubbell
C332P6S、Walther Electric 231306
或经过 Oracle Corporation 批准的等
效设备

EN60309 230/400V 30/32A 5 芯
IP44：Hubbell C530P6S、PC
ELECTRIC、GESMBH 0259-6 或
经过 Oracle Corporation 批准的等
效设备

输入电压范围 220 至 240 220/380 至 240/415，3 相

频率 50/60 Hz 50/60 Hz

电流 每相最大 32A RMS 每相最大 18A RMS

额定功率 22 kVA 24 kVA

组保护 UL489 单极断路器 32A UL489 3 极断路器 25A

打开断路器电源之前，请查看《Netra Modular System Safety and Compliance Guide》
(http://docs.oracle.com/cd/E59318_01/pdf/E59325.pdf)（《Netra 模块化系统安全和符

http://docs.oracle.com/cd/E59318_01/pdf/E59325.pdf
http://docs.oracle.com/cd/E59318_01/pdf/E593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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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指南》）中的所有安全通告。有关 PDU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服
务手册补充资料》 中的 “缁翠慨 PDU”。

3 相电源负载平衡

平衡电源负载后可实现三相输入的平均配电。模块化系统出厂时预先配置了 PDU 和
compute nodes（计算节点），此出厂配置未针对最佳电源负载分配进行平衡。重新排
列计算节点可以提供改善的电源负载平衡。

如果模块化系统使用 3 相 PDU，实现电源负载平衡后，系统能够更有效地从电源设备
获取电量。此类电源负载平衡能够降低运行系统的能量成本。两个 management nodes
（管理节点）必须始终位于插槽 3 和 4。

电源负载平衡不适用于单相 PDU。

每个 3 相 PDU 都有两个输入源。要最有效地利用电力资源，应平衡供电线路中每相电
上的负载。利用下图布置计算节点以实现平衡的电源负载操作。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00e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00e16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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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电源准则

电气施工与安装必须符合当地、省/市/自治区和国家的电气法规。请与设施管理员或合
格的电工联系，以确定建筑物所用的电源类型。

为了安全操作并防止发生故障，输入电源的设计必须确保为 PDU 提供充足的电源。所
有向 PDU 供电的电源电路应使用专用的 AC 断路器面板。规划配电要求时，请平衡可
用 AC 电源分支电路之间的电源负载。在美国和加拿大，请确保整体系统 AC 输入电流
负载不超过分支电路 AC 额定电流的 80%。

如果模块化系统的 PDU 电源线长度是 13.12 英尺（4 米），模块化系统中布置的电源
线可能为 3.3 到 4.9 英尺（1 到 1.5 米）。安装场地的 AC 电源插座与模块化系统之间
的距离必须低于 6.6 英尺（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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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打开断路器电源之前，请查看《Netra Modular System Safety and Compliance
Guide》 (http://docs.oracle.com/cd/E59318_01/pdf/E59325.pdf)（《Netra 模块化系统
安全和符合性指南》）中的所有安全通告。

断路器要求和 UPS 准则

为防止发生故障，电源系统的设计必须确保为模块化系统提供充足的电源。所有向模块
化系统供电的电源电路应使用专用的 AC 断路器面板。电气施工与安装必须符合当地、
省/市/自治区和国家的电气法规。模块化系统要求电路接地。

注 - Oracle 不提供断路器。您必须为每根电源线提供一个断路器。确保合格的电工在您
的设施中安装所需的断路器。

除断路器外，还要提供稳定的电源（如 UPS），以降低组件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如果计
算机设备的电源经常中断和波动，其组件故障率会增加。

接地准则

模块化系统必须使用接地类型的电源线。例如，模块化系统使用三线接地类型的电源
线，因此，应始终将电源线连接到接地的电源插座。由于使用的接地方式因位置而异，
请检查接地类型并参阅文档（如当地电气法规）来了解正确的接地方式。请确保由设施
管理员或合格的电气工程师来检验建筑物的接地方式，并进行接地。

还必须使用模块化系统背面底部的地线接线柱将模块化系统接地。

相关信息

■ “环境规格” [32]

散热和冷却要求

这些要求适用于最低配置的模块化系统（两个节点和两个交换机）和完全填充的模块化
系统。

规格 最低配置的模块化系统 完全填充的模块化系统

功率（以瓦特为单位） ■ 最大值：4,000
■ 典型值：1,300

■ 最大值：24,000
■ 典型值：13,300

http://docs.oracle.com/cd/E59318_01/pdf/E59325.pdf
http://docs.oracle.com/cd/E59318_01/pdf/E593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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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最低配置的模块化系统 完全填充的模块化系统

冷却（以 BTU/hr 为单位）。 ■ 最大值：13,649
■ 典型值：4,436

■ 最大值：81,891
■ 典型值：45,381

CFM 中的气流（从前到后） ■ 最大值：886
■ 典型值：288

■ 最大值：5,313
■ 典型值：2,994

相关信息

■ “通风要求” [39]

通风要求

在模块化系统的前后端应始终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提供适当的通风。不要使用可能会
阻止空气流经机架的设备或物体阻挡系统的前端或后端。模块化系统会让冷空气从机架
前端吹入，让热空气从机架后端排出。由于采用的是由前至后冷却，因此左右两侧没有
通风需求。

如果模块化系统未完全填满组件，该系统会随附一些安装的填充面板，

模块化系统设计为在自然对流的通风环境中运行。必须遵循下列要求才能满足环境规
格：

■ 模块化系统的进气口位于系统的前端，排气口位于系统的后端。安装时务必小心谨
慎，确保从模块化系统后端排出的热气流不能重新循环到系统的前端进气口。

■ 为了确保通风，模块化系统前端和后端的最小间隙允许为三英尺。

相关信息

■ “卸载通道和拆箱区域要求” [39]

卸载通道和拆箱区域要求

卸载模块化系统托盘时需要一个带卷帘门的停放处或一个带双开门的门道，其高度至少
为八英尺。交付板条箱时，将板条箱放在适当位置，使其前端朝向放置斜板的位置，以
便从托盘移出模块化系统。由于其重量的缘故，需要使用叉式升降机或托盘搬运车移动
托盘上的模块化系统。

注意 - 避免摇动包装的模块化系统或使之倾斜，因为它会翻到并造成严重的人员伤害或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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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模块化系统移至安装位置之前，请将其保留在装运箱中。如果门道太窄而无法容纳
模块化系统，您可能需要打开系统包装，在接收区拆除该系统的门，再将其移至最终安
装位置。确保安装位置的进场通道能够支撑该系统的重量，并确保该通道不是有浮雕花
纹的地面，因为这样的地面会引起振动。通道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在进入安装位置之前，利用安装位置附近的单独区域来拆除包装材料，以便降低颗粒污
染程度。确保有足够的空间用来从装运箱中取出模块化系统并打开其包装。

进场通道项 含装运托盘和包装 不含装运托盘和包装

最小门高 98 英寸/2489.2 毫米 82 英寸/2082.8 毫米

最小门宽 72 英寸/1828.8 毫米 48 英寸/1219.2 毫米

电梯最小深度 98 英寸/2489.2 毫米 84 英寸/2133.6 毫米

相关信息

■ 打开模块化系统包装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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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安装

以下主题介绍了为安装模块化系统准备场地和员工的要求。

说明 链接

确保系统管理员和安装人员查看此文档。 Netra 模块化系统文档位于 http://www.oracle.com/goto/
netra-modular-system/docs

确认满足所有空间、电气、温度和气流要求。 满足模块化系统和场地要求 [31]

查看安装任务概述。 “安装任务概述” [9]

通过了解模块化系统操作注意事项防止设备损
坏和人身伤害。

“操作注意事项” [41]

通过遵循 ESD 预防措施来防止组件损坏。 “ESD 和安全预防措施” [42]

连接模块化系统并打开其电源之前，执行这些
任务。

为模块化系统进行通电准备 [42]

收集安装所需的工具。 “安装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43]

相关信息

■ 满足模块化系统和场地要求 [31]

操作注意事项

注意 - 模块化系统非常重。为了防止系统损坏和人身伤害，需要四个人将模块化系统移
至最终位置。请参见“物理规格” [31]。

注意 - 在执行需要多个人完成的操作时，请务必在每一步骤的前后及过程中清楚地讲出
您的意图，以免产生混淆和造成伤害。

相关信息

■ “ESD 和安全预防措施” [42]

http://www.oracle.com/goto/netra-modular-system/docs
http://www.oracle.com/goto/netra-modular-syste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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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 和安全预防措施

电子设备易受静电损坏。首次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和维修模块化系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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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D。有关维修模块化系统的信息，请参
阅《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料》。

注意 - 如果电子组件受到静电损坏，可能会永久损坏模块化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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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防静电袋或一次性防静电垫子。当您对模块化系统组件进行处理时，请戴上连接至
机箱金属表面的接地带。

安装模块化系统之前，请阅读《Netra Modular System Safety and Compliance Guide》
(http://docs.oracle.com/cd/E59318_01/pdf/E59325.pdf)（《Netra 模块化系统安全和符
合性指南》）中的安全信息。

相关信息

■ “接地准则” [38]
■ 为模块化系统进行通电准备 [42]

为模块化系统进行通电准备

连接模块化系统并打开其电源之前，请执行以下任务。

1. 将易接近且断开连接的外部设备连接到模块化系统。

2. 为设备提供外部过流保护装置。

3. 根据相应的国家和当地电气规范和法规，选择合适的过流保护装置额定值。

4. 验证符合性标签上标识的 PDU 额定值，如“确认电气要求和电源要求” [33]中所示。

5. 验证插件额定值，如“PDU 电源要求” [35]中所示。
此信息有助于确定相应的过流保护装置。

相关信息

■ “安装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4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http://docs.oracle.com/cd/E59318_01/pdf/E59325.pdf
http://docs.oracle.com/cd/E59318_01/pdf/E593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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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要安装此模块化系统，您必须有此系统随附的工具包，以及以下工具和设备：

■ 钢丝钳
■ 17 毫米斜口扳手（将斜板挂载在板条箱内部）
■ 工具包中的 17 毫米扳手
■ 19 毫米套筒开口扳手
■ 1 号十字螺丝刀
■ 扭力扳手（本模块化系统不包括）
■ 钻孔机
■ 防静电台垫和接地带
■ Hilti M12 HSL 锚（不包括）。如果计划使用混凝土锚将模块化系统安装在混凝土地

面上，则必须购买八个 M12 混凝土锚。

此外，必须提供系统控制台设备，如以下设备之一：

■ 膝上型电脑
■ ASCII 终端
■ 工作站
■ 终端服务器
■ 连接至终端服务器的配线架

相关信息

■ 安装模块化系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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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模块化系统

以下主题介绍了如何将模块化系统移至安装位置、打开其包装以及打开其电源。其中还
包括其他任务，例如，添加计算节点和安装 OS。安装模块化系统之前，确保满足满足
模块化系统和场地要求 [31]中列出的所有系统要求。

步骤 说明 链接

1 查看安装任务概述。 “安装任务概述” [9]

2 准备安装。 准备安装 [41]

3 将模块化系统移至最终位置。 将模块化系统移至安装位置 [45]

4 打开模块化系统包装。 打开模块化系统包装 [46]

5 安装附加计算节点。 添加装运中包括的节点 [47]

6 固定模块化系统。 将模块化系统固定到混凝土地面 [48]

7 连接模块化系统。 连接模块化系统电缆 [50]

8 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 首次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 [51]

9 执行故障排除。 “排除安装故障” [57]

将模块化系统移至安装位置

确保有足够的空隙和畅通的路径用于将模块化系统从拆包区域移动到安装位置。确认安
装场地的整个进场通道能够支撑该系统的重量，并确认该通道不是有浮雕花纹的地面，
因为这样的地面会引起振动。

1. 确认安装场地已准备就绪。

■ 请参见满足模块化系统和场地要求 [31]。
■ 请参见准备安装 [41]。

注意 - 装运托盘上一个带有 20 个节点的模块化系统重达 2,240 磅（1,016 千克），因此
需要四个人将此模块化系统从装卸台移至安装位置。在执行完一个操作时，请务必在每
一步骤的前后及进行当中清楚地讲出您的意图，以免产生混淆。

2. 将模块化系统从装卸台移至安装位置附近装有空调的场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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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卸载通道和拆箱区域要求” [39]。

相关信息

■ 打开模块化系统包装 [46]

打开模块化系统包装

在系统周围留出充裕的空间以打开其包装。

1. 按照包装箱一侧随附的说明打开系统的包装。

■ 对于顶部馈电的系统，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 Unpacking Guide》(PN
7330247)。

■ 对于底部馈电的系统，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 Unpacking Guide》(PN
7331242)。

提示 - 在进入模块化系统的最终位置之前，使用一块与安装区域分离的区域来拆除包装
材料，以便降低颗粒污染程度。由于各个纸板大小的关系，至少需要两个人来拆除纸
板。

2. 将模块化系统移至其最终位置。

3. 如果它是底部馈电的系统，请执行以下步骤来拆除电源电缆。

a.    在系统的底部，移除足够的节点和/或填充面板以便于接近电源电缆（在内部进行了
捆绑并由装运托盘进行支撑）。
请参见《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料》。

b.    小心地拉出电源电缆。

c.    移除蓝色的塑料装运托盘。

4. （可选） 如果收到的各节点位于单独的箱子中，请转至添加装运中包括的节
点 [47]。

5. （可选）将模块化系统安放在混凝土地面上。
请参见将模块化系统固定到混凝土地面 [48]。

相关信息

■ 添加装运中包括的节点 [4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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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模块化系统固定到混凝土地面 [48]

添加装运中包括的节点

使用此过程在模块化系统中安装节点。进行此操作之前，请在“3 相电源负载平衡” [36]中
查看插槽位置。

注 - 安装模块化系统并按初始顺序添加节点后，如果您以后要安装更多节点，请参阅
《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料》。

1. 在安装位置之外打开节点包装，然后移除防静电袋。
遵循“ESD 和安全预防措施” [42]中的准则。

注意 - 每个节点重约 40 磅（18 千克），因此，必须通过两个人来抬起并支撑它。确保
这两个人从下面撑起节点的前端和后端以防损坏。

2. 通过两个人，将节点与模块化系统中的空插槽对齐。
如果空插槽包含填充面板，请移除该填充面板。请参见《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
充资料》 中的 “移除或安装填充面板”。

3. 小心地将节点与模块化系统每一侧的滑轨啮合，然后直着向前慢慢推送节点，使其完全
进入系统，直到与啮合底板连接器相啮合。

4. 向下翻转释放杆，并使用 1 号十字螺丝刀拧紧节点每侧的螺丝。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101190713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101190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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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其他节点。

6. 将模块化系统安放在混凝土地面上。
请参见将模块化系统固定到混凝土地面 [48]。

相关信息

■ 连接模块化系统电缆 [50]

将模块化系统固定到混凝土地面

本过程将说明如何以安全的方式连接模块化系统以预防自然灾害，例如地震。

如果决定将模块化系统安装在混凝土地面，则必须购买十个 M12 混凝土锚，例如 Hilte
HSL-3-B M12/25。

注意 - 仔细查阅所购抗震锚随附的安装过程并按照这些过程执行操作。以下过程概述了
这些步骤，但是，您必须按照抗震锚供应商提供的说明执行操作，以确保这些锚正常工
作。

1. 找出单独包装的前抗震板和后抗震板。

注意 - 每块抗震板重约 25 磅，因此，托举和搬运它们时务必小心谨慎。

2. 将抗震板搬运至安装位置。
将抗震板移至最终位置前，请勿安装它们。抗震板应恰好位于地面上，将框架移过门
槛，与所连接的抗震板之间的任何长距离都会造成困难并产生危险。

3. 在模块化系统的最终位置，准备连接抗震板。

a.    取下底部门铰链、前后锁扣以及前后垫片。

b.    使用 19 毫米的扭力扳手将 M12 螺栓旋进抗震板，但不要将其旋至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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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 螺旋是单独包装的。一次将每个螺栓拧紧 10 in-lbs，直到所有螺栓的最终扭矩
均为 85 in-lbs 为止。

c.    将模块化系统移至其最终安装位置。

d.    在混凝土地面上为穿过抗震板的插槽（前后各四个）标出一个轮廓。
此轮廓会向您展示在混凝土上钻孔的位置。

e.    将模块化系统移离安装位置，防止系统落入由于钻孔而引起的灰尘和碎片。

f.    在混凝土地面上已标记的插槽中钻孔。
使用合适的钻头并始终根据相应抗震锚的数据表钻孔。

提示 - 钻孔时，如果遇到钢筋，请改为在标记的插槽中的其他位置钻孔，绕过钢筋。

g.    清除所有 10 个混凝土孔中的碎片。

h.    将模块化系统重新移回该位置，以便能够通过抗震托架看到混凝土中钻取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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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一个抗震锚穿过抗震板装入在混凝土中钻取的每个孔。

5. 稍微拧上每个螺栓，直到安装完所有抗震锚。

6. 一次将每个锚中的每个螺栓拧紧约 10 in-lbs，直到每个螺栓的扭矩指示器螺母旋不动为
止。
此方法能够确保对抗震锚使用正确的扭矩。

7. 安装底部门铰链和锁扣，但无需安装垫片。
使用随抗震托架一起提供的较小的螺丝，重新安装底部门铰链和门锁扣。请勿重新安装
垫片。

8. 安装前门和后门。

9. 连接电缆。
请参见连接模块化系统电缆 [50]。

相关信息

■ 首次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 [51]

连接模块化系统电缆

1. 确保已将模块化系统固定在其最终安装位置。
请参见将模块化系统固定到混凝土地面 [48]。

2. 继续之前，确保为系统指定的主电源断路器处于关闭状态。

3. 将 PDU 输入电缆连接到相应的电源上。

注意 - 建筑物指向 PDU 输入电缆的主电源断路器必须处于关闭状态。

贴在模块化系统顶部背面的十字框架部件上的符合性标签显示了系统的额定电功率。您
必须打开后门才能查看此标签。此标签在模块化系统的额定值旁边显示了一个刻度线。
请参见“确认电气要求和电源要求” [33]中的标签位置。

注意 - 使用模块化系统的正确额定电功率至关重要，具体取决于预先安装的 PDU。

如果要安装多个模块化系统，请确保安装的模块化系统都足够接近，以便每个系统都可
以使用 CAT5e 以太网电缆访问框架 0。模块化系统不需要都位于同一机房中。

4. 将数据连接项连接到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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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模块化系统端口都有内部连接，但是交换机上行链路端口和 RJ-45 耦合器面板端口
用于外部连接。将数据连接项连接到这些上行链路端口。有关端口分配的详细列表，请
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料》 中的 “标识端口映射”和《Netra 模块化系
统服务手册补充资料》 中的 “标识交换机端口”。

对于外部连接，每个交换机必须至少安装一个 QSFP 端口。有关这些交换机和 RJ-45
耦合器面板以及端口映射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太网交换机” [22]和“RJ-45 耦合器面
板” [24]。

5. 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
请参见首次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 [51]。

注 - 确保先打开框架 ID 0 的电源，再打开模块化系统中的其他系统电源。

相关信息

■ 安装 OS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53]

首次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

1. 确保执行为模块化系统进行通电准备 [42]中列出的任务。

2. 阅读并遵循“ESD 和安全预防措施” [42]中的信息。

3. 确保模块化系统电源电缆已插入到可接受的插座中。
请参见连接模块化系统电缆 [50]。

4. 根据 PDU 类型，在电源断路器中针对主电源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对于 PDU 为 22 kVA 的系统（六根电缆）：

a.    对标有 PDU B Input 1 和 PDU A Input 1 的电缆打开断路器。

b.    确认系统状态 LED 指示灯亮起。

c.    对其余四根电缆打开断路器。

■ 对于 PDU 为 24 kVA 的系统（四根电缆）：

a.    对标有 PDU B Input 1 和 PDU A Input 0 的电缆打开断路器。

b.    确认系统状态 LED 指示灯亮起。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084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191139223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191139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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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其余两根电缆打开断路器。

有关 PDU 的一般信息，请参阅《Sun Rack II Power Distribution Units User’s
Guide》。

5. 确认模块化系统已打开电源且配置有效。
前面板上的琥珀色“故障”LED 指示灯将关闭且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故障”LED 指示
灯亮起，则说明出现配置错误。有关每个系统 LED 指示灯的说明，请参见“模块化系统
状态 LED 指示灯” [27]。如果“正常”状态 LED 指示灯未呈稳定绿色，请参见解决安装问
题 [57]。

6. 确认每个节点都处于联机状态。
计算节点的绿色“正常”LED 指示灯开始闪烁，指示已搜索到节点并已启动加电序列。之
后，节点的“正常”LED 指示灯会变为稳定绿色。有关每个节点 LED 指示灯的说明，请参
见“节点状态 LED 指示灯” [28]。有关解释诊断 LED 指示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特定于
产品的文档。

■ 《Oracle Server X5-2 Service Manual》
■ 《Oracle Server X6-2 Service Manual》

添加计算节点时，NET MGT 计算节点端口会自动进行配置。稳定绿色的“正常”LED 指
示灯指示计算节点已初始化并准备好运行。

提示 - 含有预先安装 OS 的计算节点联机之后，可以通过模块化系统的管理软件自动打
开计算节点电源，具体取决于热交换策略。热交换策略默认允许计算节点激活、取消激
活和打开电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Oracle Server X5-2 安装指南》 中的 “查看或
修改服务处理器网络设置”或《Oracle Server X6-2 Service Manual》。

如果所有计算节点均未联机，请参见解决安装问题 [57]。

7. （可选） 平衡模块化系统电源负载。
请参见“3 相电源负载平衡” [36]。

如果要在以后安装节点，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料》。

8. （可选） 在节点上安装 OS 以及其他应用程序。
按照安装 OS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53]中的说明执行操作。

相关信息

■ 安装 OS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53]
■ “软件和固件升级” [5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19844&id=SRDUH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19844&id=SRDUH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1059&id=NAPS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2159&id=OSXS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8256&id=NAPIGgnzti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8256&id=NAPIGgnzti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2159&id=OSXS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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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OS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您可能希望在计算节点上安装一个支持的 OS ，或者由于以下原因之一在管理节点上安
装其他 OS：

■ 您打算删除预先安装的 OS 并安装受支持的其他 OS。订购模块化系统时，已在两
个管理节点上预先安装了 OS。此 OS 是 Oracle Linux 6.6 或带 Oracle Linux 6.6 的
Oracle VM Server。

■ 在您的初始交付之后，您又从 Oracle 订购了附加计算节点并希望在该节点上安装一
个 OS。

访问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GUI 以在计算节点或管理节点上安装 OS 或更新驱动程
序。

1. 登录到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GUI。
有关说明，请参阅《Oracle X5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从本地启动 Oracle
System Assistant”或《Oracle X5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远程启动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Oracle ILOM)”。

如果需要更改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的默认配置，请参阅《Oracle X5 系列服务器管
理指南》 中的 “访问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2. 下载并安装 OS。
如果计算节点具有预先安装的 OS（如 Oracle Linux 或带 Oracle Linux 的 Oracle VM
Server），请将其覆盖。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Linux 文档，网址为 http://
docs.oracle.com/cd/E37670_01/index.html。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特定于产品的文档。如果未列出此 OS，请查阅您的 OS 供应商
提供的文档。

■ http://docs.oracle.com/cd/E41059_01/index.html 和《Oracle X5 系列服务器管理
指南》 中的 “安装操作系统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 http://docs.oracle.com/cd/E23161_01/html/E65762/index.html 和《Oracle X6
Series Servers Administration Guide》 中的 “Preparing to Install an Operating
System”

3. 确认 OS 已正确安装。

相关信息

■ “软件和固件升级” [5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0695&id=DIAAGglsh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0695&id=DIAAGglsh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0695&id=DIAAGglie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0695&id=DIAAGglie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0695&id=DIAAGgnubr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0695&id=DIAAGgnubr
http://docs.oracle.com/cd/E37670_01/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37670_01/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41059_01/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0695&id=DIAAGgnbzj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0695&id=DIAAGgnbzj
http://docs.oracle.com/cd/E23161_01/html/E65762/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3161&id=DIAAHgnaha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3161&id=DIAAHgnaha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3161&id=DIAAHgn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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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固件升级

每个管理节点都随附了预先安装的 Oracle ILOM，因此，仅当升级软件和固件时才使用
此过程。您使用 My Oracle Support 或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进行软件和固件升级。
有关说明，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产品说明》 中的 “下载软件”。

注 - 要升级有关 FMM 或交换机的固件，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产品说明》。

重新引导模块化系统组件

首次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后，稍后可以使用 Oracle ILOM Web 界面或 CLI 在本地或远
程重新引导模块化系统组件。Oracle ILOM 软件支持 Oracle ILOM 文档中介绍的所有标
准 Oracle ILOM 界面。有关使用 Oracle ILOM 的其他说明，请参阅 Oracle ILOM 3.2.4
文档，网址为 https://docs.oracle.com/cd/E37444_01/index.html。

■ 重新引导模块化系统组件（Web 界面） [54]
■ 重新引导模块化系统组件 (CLI) [55]

重新引导模块化系统组件（Web 界面）

1. 在可以访问 MGT 网络的管理节点上打开一个 Web 浏览器。

2. 键入 SP 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这可以是管理网络 IP 地址，也可以是为 MGT 网络配置的未标记 IP 地址。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特定于产品的文档。

■ 《Oracle Server X5-2 安装指南》 中的 “查看或修改服务处理器网络设置”
■ 《Oracle Server X6-2 安装指南》 中的 “使用 Oracle ILOM 修改服务处理器网络设

置”

将显示 Oracle ILOM Web 界面登录页面。

3. 键入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 "Log In"。

注 - 系统为您提供了默认的管理员帐户和密码，以便能够首次登录并访问 Oracle
ILOM。要构建一个安全的环境，初始登录到 Oracle ILOM 之后，必须将默认密码
changeme 更改为默认管理员帐户密码 root。如果此默认管理员帐户已更改，请与您的系
统管理员联系，获取具有管理员特权的 Oracle ILOM 用户帐户。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Pglkhx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P
https://docs.oracle.com/cd/E37444_01/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8256&id=NAPIGgnzti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73627&id=OSXINgqbbv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73627&id=OSXINgqb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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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请参阅《Oracle X5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访问 Oracle ILOM”。

4. 在导航窗格中，单击 "Host Management" > "Power Control"。

5. 选择 "Action" > "Graceful Reset"，然后依次单击 "Save" 和 "OK"。
模块化系统将重新引导。如果所有计算节点 LED 指示灯均未呈稳定绿色，请参见“排除
安装故障” [57]。
有关控制电源状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
行版 3.2.x）》 中的 “控制服务器或刀片系统机箱的主机电源”。

6. 通过 Web 界面验证系统是否已打开电源。

相关信息
■ 《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料》 中的 “关闭组件电源并断开其连接”
■ 重新引导模块化系统组件 (CLI) [55]

重新引导模块化系统组件 (CLI)

1. 登录到 Oracle ILOM CLI。
有关说明，请参阅《Oracle X5 系列服务器管理指南》 中的 “访问 Oracle ILOM”。

2. 键入以下命令之一：

■ 要重新引导模块化系统，请键入 reset /System。
模块化系统将重新引导。如果所有计算节点 LED 指示灯均未闪烁且未变为稳定绿
色，请参见“排除安装故障” [57]。

■ 要启动模块化系统，请键入 start /System。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Oracle ILOM 配置和维护管理员指南（固件发行版 3.2.
x）》 中的 “控制服务器或刀片系统机箱的主机电源”。
模块化系统将引导。如果所有计算节点 LED 指示灯均未闪烁且未变为稳定绿色，请
参见“排除安装故障” [57]。

提示 - 此时，还可以通过键入 stop /System 来正常关闭模块化系统。也可以通过键入
stop -f /System 立即关闭模块化系统。

3. 通过键入 y 并按 Enter 键确认您的选择。

相关信息
■ 重新引导模块化系统组件（Web 界面） [5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0695&id=DIAAGgneyz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CMceicbhgd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CMceicbhgd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8691011539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0695&id=DIAAGgneyz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CMceicbhgd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40705&id=ILMCMceicbh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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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安装问题 [57]
■ “多个模块化系统概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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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安装问题

■ “排除安装故障” [57]
■ “多个模块化系统故障排除” [58]

排除安装故障

如果在打开 Oracle Netra 模块化系统电源时或在添加或移除节点时遇到问题，请查看
本主题中的信息。如果未找到问题的答案，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
料》。

问题 可能的解决方案

模块化系统无法打开电
源。

请记录以下情况，以备致电 Oracle 服务部门时使用：

■ 模块化系统前状态面板上的“电源/正常”LED 指示灯是否亮起？
■ 建筑物指向 PDU 输入电源线的主电源断路器是否打开？
■ 检查 Oracle ILOM 故障管理设置，以确保没有出现故障的组件或不正确的电

源管理设置，这类组件或设置可能会阻止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

计算节点或管理节点无
法打开电源。

请记录以下情况，以备致电 Oracle 服务部门时使用：

■ 节点上的“电源/正常”LED 指示灯是否亮起？
■ 所有 PDU 是否均已打开？

有关解决节点电源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
料》 中的 “缁翠慨 PDU”。

如果确定是节点出现故障，请与 Oracle 服务部门协作确定是否需要将该节点返
回到 Oracle。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料》。

无法连接到串行控制
台。

确保串行控制台已连接到 RJ-45 耦合器面板端口 40。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料》 中的 “FMM 软件端口”。

无法找到模块化系统的
序列号。

请参阅《Netra 模块化系统服务手册补充资料》 中的 “主机序列号位置”。

相关信息

■ “多个模块化系统概述” [1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00e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00e16558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191139281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68362&id=ONMSSz400001d190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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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模块化系统故障排除

问题 可能的解决方案

附加模块化系统无法打
开电源。

■ 模块化系统的系统状态面板上的“电源/正常”LED 指示灯是否亮起？
■ 建筑物指向 PDU 输入电源线的主电源断路器是否打开？
■ 检查 Oracle ILOM 故障管理设置，以确保没有出现故障的组件或不正确的电

源管理设置，这类组件或设置可能会阻止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

相关信息

■ “多个模块化系统概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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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C

CLI Command-line interface（命令行界面）。

compute nodes（计算节点） 模块化系统中用于计算而不是用于管理的节点。另请参见
management nodes（管理节点）。

D

DIMM Dual inline memory module（双内嵌内存模块）。

F

Fabric 4（网状结构网络 4） 网状结构网络 4 是绕过模块化系统内部的交换网络的直通网络。

FBA Frame backplane adapter（框架底板适配器）。直接连接到节点并与
FBS 紧密结合。

FBN 请参见 FBS PCB。

FBS Frame backplane segment（框架底板段）。连接到模块化系统框架并
提供指向节点 FBA 的连接器。

FBS PCB FBS printed circuit board（FBS 印刷电路板，以前称为 FBN）。另请
参见 FBS。

FMM Frame monitoring module（框架监视模块）。为系统中的节点、网络
连接和存储设备提供底板功能组件。FMM 用于管理框架底板节点并为
系统中安装的管理组件提供管理交换机。

I

ILOM 请参见 Oracle I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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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I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智能平台管理接口）。

K

KVM 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M

management nodes（管理节
点）

两个管理节点，用于运行系统管理软件和 OS。这两个节点位于框架 0
中的插槽 3 和插槽 4 中。

N

NET MGT Network management port（网络管理端口）。服务器 SP、服务器模
块 SP 以及 CMM 上的以太网端口。

O

Oracle ILOM Oracle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利用此预先安装的固件，无论
主机系统的状态为何，都可以远程管理 Oracle 服务器。

OSP Outside Plant Wiring（外部设备布线）。

P

PCIe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Express（外设部件互连加速）。

PDU Power distribution unit（配电设备）。

Q

QSFP Quad small form-factor pluggable（四通道小型可插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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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DIMM Registered DIMM（寄存式 DIMM）模块在 DRAM 模块与系统的内存
控制器之间有一个寄存器。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射频识别）。

role（角色） 管理插槽或计算插槽。角色由节点的串行端口进行检测。

S

SP Service processor（服务处理器）。SP 是服务器或服务器模块中自身
带有 OS 的卡。SP 可以处理对主机进行快速远程管理控制的 Oracle
ILOM 命令。

SSD System storage drive（系统存储驱动器，即内部 USB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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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装

多个模块化系统，12
所需的工具，43
故障排除，57，58
模块化系统，9，45

安装所需的工具，43

B
背面组件，15

C
操作注意事项，41
场地, 准备安装，41
串行端口, 位置，16
存储驱动器，20

D
打开模块化系统包装，46
打开模块化系统电源，51
地震准备, 连接抗震板，50
电气准则，33
电压，33
电源负载平衡，36

准则，37
附加模块化系统，12

DIMM，19

E
ESD 注意事项，42

F
防静电腕带，42
FMM 交换机，16

G
概述

模块化系统，10
节点，16

固定模块化系统，48
故障排除，57
管理节点

与计算节点之间的差异，17
功能组件，16
升级，54
概述，16，17

规格
物理，31
环境，32
电源，33

H
环境

规格，32

J
计算节点

与管理节点之间的差异，17
功能组件，16
概述，16
说明，16

间隙, 气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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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功能组件概述, Oracle Server X5-2M，19
功能组件概述, Oracle Server X6-2M，21
正面组件, Oracle Server X5-2M，17
正面组件, Oracle Server X6-2M，20
组件概述, Oracle Server X5-2M，17
组件概述, Oracle Server X6-2M，19

节点, 添加，47
节点状态 LED 指示灯说明，28

K
抗震板，48
抗震板, 连接，50
空间要求，31

L
了解模块化系统，9
冷却要求，38
连接模块化系统，50
连接器, 位置

前面板，20
LED 指示灯

系统和 FMM 状态，27
节点状态，28

M
模块化系统

功能组件，11
场地要求，31
多个模块化系统的优势，12
安装多个，12
托举注意事项，41
无串行控制台 ，10
系统要求，31
说明，11

My Oracle Support，54

O
Oracle ILOM

CLI, 重新引导模块化系统组件，55
Web 界面, 重新引导模块化系统组件，54
升级，54
说明，11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启动，53
安装 OS，53

P
PDU, 电源要求，35

Q
气流要求，39
前面板

功能组件，20
连接器，20

R
软件和固件, 支持的，26
reset /System，54
RJ-45 耦合器面板，24

S
散热要求，38
设施电源准则，37
升级固件, FMM 或交换机，54
升级软件和固件

管理节点上，54
使用 Oracle System Assistant 安装 OS，53
输入电流，33
start /System，54
stop -f /System，55
stop /System，55

T
添加

模块化系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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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47
通风要求，39
托举注意事项，41

W
网状结构网络 4，24
物理规格，31

X
系统状态 LED 指示灯, 说明，27

Y
要求

PDU 电源，35
冷却，38
散热，38
模块化系统，31
气流，39
通风，39

移动模块化系统，45
以太网交换机，22
用于固定模块化系统的锚，48

Z
正面组件，14
支持的软件和固件，26
指示灯（LED 指示灯）, 前面板，20
重新引导模块化系统组件

使用 Oracle ILOM CLI，55
使用 Oracle ILOM Web 界面，54

注意事项, 安装
ESD，42
操作，41

状态指示灯（LED 指示灯），20
准则

电源，33
设施电源，37

组件
正面，14

背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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