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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档介绍 Oracle或 Fujitsu SPARC M10系统提供的域配置功能。本文档适用于精通
计算机和 Oracle Solaris的系统管理员。

该前言包括以下部分：

■ 适用对象

■ 相关文档

■ 文本惯例

■ 安全注意事项

■ 命令行界面 (CLI)语法

■ 文档反馈

适用对象
本文档适用于精通计算机和 Oracle Solaris的系统管理员。

相关文档
在以下网址可以找到适用于您服务器的全部文档。

■ Sun Oracle软件相关手册（Oracle Solaris等）
http://www.oracle.com/documentation/

■ Fujitsu文档
http://www.fujitsu.com/global/services/computing/server/sparc/downloads/manu
al/

vii

http://www.oracle.com/documentation/
http://www.fujitsu.com/global/services/computing/server/sparc/downloads/manual/
http://www.fujitsu.com/global/services/computing/server/sparc/downloads/manual/


相关 SPARC M10系统文档

SPARC M10系统入门指南 *

SPARC M10系统快速指南

SPARC M10系统重要法律和安全信息 *

SPARC M10系统软件许可条件

SPARC M10系统安全与合规指南

SPARC M10系统安全指南

SPARC M10系统安装指南

SPARC M10-1维护手册

SPARC M10-4/M10-4S维护手册

SPARC M10系统 PCI扩充单元维护手册

SPARC M10系统操作和管理指南

SPARC M10系统域配置指南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

SPARC M10系统产品说明

SPARC M10系统术语表

* 这是印刷文档。

字体/符号 含义 示例

AaBbCc123 您输入的内容，对比屏幕上的计算机输出内容。

此字体表示框中命令输入的示例。

XSCF> adduser jsmith

AaBbCc123 命令、文件和目录的名称；屏幕上的计算机输出。

此字体表示命令输出示例。

XSCF> showuser -P

User Name: jsmith

Privileges: useradm

auditadm

斜体 表示参考手册的名称、变量或用户可替换文本。 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安装指南。

" " 表示章节名、项目、按钮或菜单。 请参阅"第 2章网络连接"。

下表列出与 SPARC M10系统相关的文档。

文本惯例
本手册使用以下字体和符号来表示特定类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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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的命令语法

XSCF命令有 (8)或 (1)的节号，在文本中被忽略。Oracle Solaris命令在文本中有节号，
如 (1M)。在提示用户参考时，每个命令在命令名称中都有节号。

安全注意事项
在使用或处理任何 SPARC M10系统之前，请仔细阅读以下文档：
■ SPARC M10 系统重要法律和安全信息 *

■ SPARC M10 系统安全与合规指南

命令行界面 (CLI)语法
命令语法如下：

■ 必须将要求输入一个值的变量设为斜体。

■ 可选元素必须括在 [ ]中。

■ 可选关键词的一组选项必须括在 [ ]中并由 |隔开。

文档反馈
如果您对本文档有任何意见建议或要求，请转到以下网站：

■ 日语网站：

http://jp.fujitsu.com/platform/server/unix/manual/

■ 全球网站：

http://www.fujitsu.com/global/services/computing/server/sparc/downloads/manu
al/

前言 ix

http://jp.fujitsu.com/platform/server/unix/manual/
http://www.fujitsu.com/global/services/computing/server/sparc/downloads/manual/
http://www.fujitsu.com/global/services/computing/server/sparc/downloads/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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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括了解域配置

本章概括介绍域配置。

■ 什么是域？

■ 了解域的组件

■ 处理物理分区

■ 处理逻辑域

1.1 什么是域？
本节介绍域以及实现这些域的 SPARC M-系列架构。

域是在 SPARC M10系统上配置的虚拟机，并作为独立系统运行。通过将 SPARC
M10系统上的硬件资源分配给域，您可以批量配置多个虚拟机。

域的优点包括：

■ 操作/管理多台服务器非常方便
您可以通过将多台服务器配置为域，在 SPARC M10系统中统一对它们进行管理。

■ 保证独立服务

域作为独立虚拟机运行，并与其它域分开。因此，其中一个域的系统故障不会影响

其它域。

■ 硬件资源的有效可用性

您可以根据域的处理负载灵活地在 SPARC M10系统中分配硬件资源。从而可以有
效地利用硬件资源。

1



XSCF

1.1.1 SPARC M10系统架构

图 1-1 SPARC M10系统架构

SPARC M10系统架构如图 1-1所示。可以按照分区的两个阶段配置域：物理分区
(PPAR)和逻辑域。，

Oracle Solaris OS软件在各配置的逻辑域上运行。对于用户来说，域就是一个独立的计
算机系统。

1.2 了解域的组件
本节介绍域的组件有。如上所述，通过两个阶段配置域：物理分区和逻辑域。

1.2.1 了解物理分区的组件

物理分区由物理系统板 (PSB)组成。可以将物理系统板的硬件资源分配给物理分区中的

SPARC M10系统域配置指南 ･ 2012年12月2



表 1-1 系统板上可用操作

术语 说明

添加 将系统板添加到物理分区

删除 从物理分区删除系统板

登录 为系统板登录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释放 从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中释放登录的系统板

分配 将系统板分配给物理分区

取消分配 从物理分区取消分配系统板

保留 在物理分区电源打开时，保留物理分区中系统板的分配或取消分配。

逻辑系统板 (LSB)。
■ 物理系统板 (PSB)
PSB由物理组件（如：CPU或内存）组成。SPARC M10-1的物理系统板是一个主
板单元，而 SPARC M10-4/M10-4S的物理系统板则是一个 CPU内存单元。物理系
统板中也可以包括 PCIe卡或磁盘设备。在介绍添加/移除/更换硬件时，物理系统板
有时也指物理单元。

■ 逻辑系统板 (LSB)
可以将逻辑单元名称分配给物理系统板。可以将一组逻辑系统板分配给每个物理分

区。并且逻辑系统板号用于控制如何将资源（如内核内存）分配给每个逻辑域。

■ 系统板

用于在物理分区操作期间（如：配置或显示它们）描述硬件资源。

您可以根据模块化架构配置的 SPARC M10-4S数配置多个物理分区。SPARC M10系
统可以连接到最多 16个 SPARC M10-4S，从而可配置到最多 16个物理分区。或者，
您也可以为一个物理分区配合多个 SPARC M10-4S。

模块化架构配置允许灵活地缩放系统资源。例如，从最小系统开始，您可以根据业务扩

充的需要扩充整个系统。

与物理分区配置相关的术语

表 1-1显示系统板上可用操作。

按需扩容 (CoD)

系统板上的 CPU被提供为 CoD（按需扩容）资源。CoD机制能够只激活系统上已安
装硬件资源的用户所购买容量。对于 SPARC M10系统，在系统安装或物理分区配置
后 CPU不会立即可用。只有在您购买 CPU内核激活密钥并将其分配给各物理分区后
CPU才可用。

请参阅 SPARC M10 系统操作和管理指南中的"第 14章在物理分区电源打开时"，了解
CoD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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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了解逻辑域的组件

逻辑域由虚拟 CPU、虚拟内存和虚拟 I/O组成。
■ 虚拟 CPU
可以将 CPU分配给虚拟 CPU单元中的逻辑域（线程）。对于 SPARC M10系统，
物理 CPU (=1槽)有多个内核，每个有几个线程。这意味着物理 CPU有与线程数相
当的多个虚拟 CPU。可以将这些虚拟 CPU分配给逻辑域。通常，考虑到逻辑域性
能，将虚拟 CPU分配给内核单元中的逻辑域。

■ 虚拟内存

可以将内存分配给 256 MB单元的逻辑域。

■ 虚拟 I/O
可以将 I/O分配给虚拟 I/O单元中的逻辑域。例如，虚拟磁盘，一个虚拟 I/O可以
是：

- 物理磁盘

- 物理磁盘切片

- ZFS、UFS等文件系统中的文件

- 卷管理器中的逻辑卷，如：ZFS

此外，按照角色将逻辑域划分为：

■ 控制域

控制域是创建和管理其它逻辑域，或将资源分配给逻辑域的逻辑域。在各物理分区

中存在单个控制域。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已安装到运行着管理软件
Logical Domains Manager（逻辑域管理器）的控制域上。

■ I/O域
I/O域是提供虚拟设备服务的逻辑域。虚拟设备服务包括磁盘、网络和控制台。

■ 根域

根域是 PCIe根合成体已分配给的 I/O域。PCIe根合成体是整个 PCIe总线，包括
PCIe总线、所有 PCI开关和设备。根域拥有物理 I/O设备并直接访问它们。

■ 来宾域

来宾域是由控制域控制的逻辑域。它使用 I/O域中的虚拟设备服务。通常，中间件
和应用程序在来宾域上运行。Oracle Solaris独立在来宾域上运行，允许它启动/停止
而不会影响其它来宾域。可以在来宾域中动态添加或删除虚拟 CPU、虚拟内存或虚
拟 I/O。

■ 服务域

服务域是来宾域所使用域的统称，如：I/O域或根域。

SPARC M10系统域配置指南 ･ 2012年12月4



I/O

图 1-2 逻辑域之间关系的概念

1.3 处理物理分区
本节介绍物理分区的可用操作。

XSCF固件用于在物理分区上执行操作。您可以使用 XSCF固件配置或重新配置物理分
区。

配置物理分区

要配置物理分区:
■ 创建物理分区配置信息，定义物理分区的配置。

■ 根据物理分区配置信息，将系统板分配给物理分区。

■ 根据 CPU内核激活密钥，将资源分配给物理分区。

■ 设置各物理分区的操作模式。

■ 打开/关闭物理分区电源。

第1章 概括了解域配置 5



注 -在 SPARC M10-1/M10-4中，只有一个系统板组成物理分区。因此，不能重新配置物理分
区。

重新配置物理分区

您可以通过添加或删除系统板重新配置物理分区。

■ 添加系统板

关闭物理分区的电源并将新的系统板分配给物理分区。

■ 删除系统板

关闭物理分区的电源并将从物理分区中删除系统板。

■ 保留 PPAR配置更改
在物理分区运行时保留系统板的添加或删除。在物理分区一度关闭后再次打开时，

执行保留的系统板添加或删除。

1.4 处理逻辑域
本节介绍可用的逻辑域操作。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的管理软件 Logical Domains Manager（逻辑域管理器）
用于执行逻辑域操作。您可以使用 Logical Domains Manager配置或重新配置逻辑域。
通过登录控制域（其中一个逻辑域）并使用不同选项的 ldm(1M)命令执行这些操作。

逻辑域配置

要使用 ldm(1M)命令配置逻辑域，您可以:
■ 创建逻辑域.

■ 将硬件资源（如：虚拟 CPU、虚拟内存和虚拟 I/O）分配给逻辑域。

■ 保存逻辑域配置信息。

■ 启动/停止逻辑域。

对逻辑域重新配置硬件资源

使用 ldm(1M)命令，您可以通过以下操作针对逻辑域重新配置硬件资源：
■ 添加/删除虚拟 CPU。

■ 添加/删除虚拟内存。

■ 添加/删除虚拟 I/O，如：虚拟磁盘。

■ 保存逻辑域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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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域配置流程

本章介绍域配置流程。

■ 物理分区配置流程

■ 逻辑域配置流程

2.1 物理分区配置流程
要配置域，请先配置物理分区。使用 XSCF固件配置物理分区。图 2-1显示物理分区配
置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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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L 

PPAR (PCL)

 CPU CPU

XSCF shell

图 2-1 物理分区配置

2.2 逻辑域配置流程
配置物理分区，打开物理分区的电源，然后配置逻辑域。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管理软件程序 Logical Domains Manager（逻辑域管理器）的 ldm(1M)命令配
置逻辑域。图 2-2显示逻辑域配置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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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图 2-2 逻辑域配置

在配置逻辑域后，物理分区配置期间分配的系统板上的硬件资源立即全部被分配到控制

域。因此，在逻辑域配置后，根据需要，将硬件资源重新分配给来宾域或不同的服务域。

此外，完成逻辑域配置后在 XSCF中保存逻辑域配置信息。打开物理分区的电源后，物
理分区中的所有逻辑域按照此配置信息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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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配置物理分区

本章介绍使用 XSCF固件配置物理分区的步骤。

■ 配置物理分区时的设置

■ 设置/检查内存镜像

■ 设置/检查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 分配系统板和检查分配

■ 分配/检查 CPU内核激活密钥

■ 设置/检查 PPAR模式

■ 物理分区配置示例

3.1 配置物理分区时的设置
本节介绍配置物理分区前就了解的项目。

在配置物理分区前或重新配置它时，您可以选择在系统板上设置以下项目。

■ 系统板的内存镜像设置

此设置可以通过在系统板上配置镜像内存和提高冗余，让物理分区避免整个物理分

区由于内存故障而停止。您可以选择在配置物理分区时设置内存镜像。如果内存被

设置为镜像模式，则系统板上安装的内存会分为两个，在这两个内存中始终会写入

相同的数据。这会造成在可用的内存量减半的同时提高了系统的容错。

■ 设置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定义以下物理分区内容来配置为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 组成物理分区的系统板

- 指示发生错误时关闭范围的配置策略

- 从逻辑域中禁用系统板上内存的内存无效选项

- 从逻辑域中禁用系统板上 I/O设备 I/O无效选项

■ 系统板分配

根据物理分区配置信息的内容，将系统板分配给物理分区。

11



注 -必须由具有 platadm或 fieldeng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XSCF> setupfru [-m {y|n}] device location

XSCF> setupfru -m y sb 01-0

XSCF> setupfru -m y cpu 02-0-1

注 -必须由具有 platadm或 fieldeng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 分配 CPU内核激活
将 CPU内核激活分配给 CPU，CPU内核激活的目标，并使其在系统上可用。

■ 设置 PPAR模式
设置物理分区的操作模式（PPAR模式）。

3.2 设置/检查内存镜像
本节介绍如何设置和检查内存镜像。

使用 setupfru命令设置内存镜像。可以使用 showfru命令检查内存镜像的状态。

setupfru命令

要设置内存镜像，请使用 setupfru命令。

■ -m {y|n}
指定是否将系统板上安装的内存设置为镜像模式。指定 y设置为镜像模式，指定 n
不设置。如果省略 -m选项，则继承以前设置。

■ device
指定要设置为镜像模式的范围。如果指定 sb，则设置会反映到指定系统板下的所有
CPU。如果指定 cpu，则设置只反映到指定 CPU。

■ location
在为 device指定了 sb时，指定系统板。格式为 BB-ID-0。在为 device指定了 cpu
时，指定 CPU。格式为 BB-ID-0-CPU。其中 BB-ID是 0到 15之间的整数，CPU是
0到 3之间的整数。

在下面示例中，系统板 01-0下的所有 CPU被设置为内存镜像模式。

在下面示例中，系统板 02-0下的所有 CPU1被设置为内存镜像模式。

showfru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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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showfru device location

XSCF> showfru sb 01-0

Device Location Memory Mirror Mode

sb 01-0

cpu 01-0-0 yes

cpu 01-0-1 yes

cpu 01-0-2 yes

cpu 01-0-3 yes

表 3-1 showfru命令显示项目的含义。

显示项目 解释

Device 设备类型（sb表示系统板，cpu表示系统板中的 CPU。）

Location 设备的标识符。

Memory Mirror Mode 镜像模式的可用性/不可用性（yes表示支持镜像模式，no表示
不支持镜像模式。）

要显示镜像模式的状态，请使用 showfru命令。

操作数的含义与 setupfru命令相同。

下面示例显示为系统板 01-0设置的信息。

表 3-1列出此命令显示项目的含义。

3.3 设置/检查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本节概括介绍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以及如何设置和检查。

物理分区配置信息包含有关物理分区定义的内容。在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中，物理分区上

的逻辑系统板被映射到物理系统板。图 3-1显示此映射的总体图。使用 setpcl命令设置
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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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SB#00-0

PSB#01-0

CPU I/O

CPU I/O

LSB#00

LSB#01

LSB#02

LSB#15

注 -必须由具有 platadm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etpcl -p ppar_id -a lsb=psb [lsb=psb...]

图 3-1 逻辑系统板和系统板之间映射的总体图

您也可以在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中设置以下项目。

■ 配置策略

物理分区开启时的初始诊断会自动诊断硬件。如果在硬件自动诊断中检测到硬件错

误，则会按照此选项的设置执行部件的降级流程。此选项指定降级范围。可以在检

测到硬件错误的部件单元中、部件所安装的物理系统板 (PSB)中，或者物理分区中
设置降级范围。

■ 内存无效选项

设置此选项以使系统板上的内存不可用于逻辑域上运行的 Oracle Solaris。不需要系
统板上的内存时指定此选项。默认值为"use memory"（使用内存）。

■ I/O无效选项
设置此选项以使系统板上的 I/O设备不可用于逻辑域上运行的 Oracle Solaris。不需
要系统板上的 I/O设备时指定此选项。默认值为"use the I/O device"（使用 I/O设备）

setpcl命令

使用 setpcl命令在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中登录系统板，并设置配置策略、内存无效选项
和 I/O无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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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于物理分区号，您必须使用系统板中要分配给物理分区的其中一个 BB-ID。

XSCF> setpcl -p 0 -a 0=00-0 1=01-0

XSCF> setpcl -p ppar_id -s policy=value

注 -在相关物理分区电源关闭时设置配置策略选项。

XSCF> setpcl -p 0 -s policy=system

XSCF> setpcl -p ppar_id -s no-mem=value lsb [lsb...]

XSCF> setpcl -p ppar_id -s no-io=value lsb [lsb...]

注 -在相关系统板处于系统板池状态，或未连接到物理分区配置时，设置内存无效选项和 I/O
无效选项。系统板池状态是系统板不属于任何物理分区的状态。

注 -对于 SPARC M10-1，您使用 setpcl命令只能设置配置策略。

■ -p ppar_id选项
指定要分配给物理分区的号码。此处指定的号码以后称为物理分区号。

■ -a lsb=psb [lsb=psb...]选项
此选项将系统板映射到逻辑系统板。指定 lsb的逻辑系统板号，psb的系统板号。

在以下示例中，系统板 00-0和 01-0分别映射到物理分区 0的逻辑系统板 0和 1。

图 3-1显示此映射的总体图。由于所使用系统板的 BB-ID是 00和 01，因此物理分区
号应为 0或 1。

为整个物理分区配置策略。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

■ -s policy=value选项
作为降级单元，对于 value指定 fru（各部件）、psb（各系统板）或系统（整个物理
分区)。

在以下示例中，为物理分区 0上的"整个物理分区"设置配置策略。

通过逻辑系统板单元指定内存无效和 I/O无效选项。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

■ -s {no-io|no-mem}=value
指定 true或 false。如果指定 true，设置无效以使内存或 I/O不可用。

■ lsb
指定逻辑系统板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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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setpcl -p 0 -s no-mem=true 1

XSCF> setpcl -p 0 -s no-io=true 1

注 -必须由具有以下 platadm、platop、fieldeng、pparadm、pparmgr、pparop任何一个权
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howpcl [-v] -a

XSCF> showpcl [-v] -p ppar_id

XSCF> showpcl -v -p 0

PPAR-ID LSB PSB Status No-Mem No-IO Cfg-policy

00 Power Off System

00 00-0 False False

01 -

02 -

03 -

04 01-0 True True

在以下示例中，没有将内存和 I/O设备设置为用于物理分区 0中的逻辑系统板 1。

showpcl命令

您可以确认使用 showpcl命令设置的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 -v 选项
除默认显示外，也会显示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中的配置策略、non-mem信息和 no-io
信息。

■ -a 选项
显示所有物理分区的信息。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显示指定物理分区的信息。

在以下示例中，显示物理分区 0的配置策略、non-mem信息和 no-io信息。

3.4 分配系统板和检查分配
本节介绍分配系统板的概念以及如何具体分配它们。

根据已设置的物理分区配置信息，将系统板分配给物理分区的逻辑系统板。图 3-2显示
根据图 3-1所示映射已实际分配的系统板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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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0-0 01-001-000-0

注 -必须由具有 platadm或 pparadm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addboard -c assign -p ppar_id psb [psb...]

XSCF> addboard -c assign -p 0 00-0 01-0

注 -必须由具有以下 platadm、platop、fieldeng、pparadm、pparmgr、pparop任何一个权
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图 3-2 将系统板添加到物理分区

要将系统板分配到物理分区，请使用 addboard命令。使用 showboards命令检查系统
板到物理分区分配的状态。

addboard命令

要将系统板添加到物理分区，请使用 addboard命令。

■ -c assign
将系统板分配到物理分区分配的系统板为此物理分区保留，不能从其它物理分区中

分配。分配后，当物理分区电源再次打开后，系统板会安装到物理分区。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

■ psb
指定系统板号。

在以下示例中，系统板 00-0和 01-0被添加到物理分区 0。

showboards命令

要显示系统板到物理分区的分配状态，请使用 showboards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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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showboards [-v] -a [-c sp]

XSCF> showboards [-v] -p ppar_id [-c sp]

XSCF> showboards [-v] psb

XSCF> showboards -a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0-0 00(00)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01-0 00(01)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02-0 SP Assigned n n n Passed Normal

03-0 SP Assigned n n n Passed Normal

XSCF> showboards -v -a

PSB R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

00-0 * 00(00)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01-0 * 00(01)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 -v 选项
显示详细信息。在检查系统板的添加/删除保留状态时，指定此选项。

■ -a 选项
显示所有物理分区的信息。

■ -c sp选项
只显示系统板池状态的系统板。系统板池状态是系统板不属于任何物理分区的状态。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显示指定物理分区的信息。

■ psb
指定系统板号。

在以下示例中，执行 showboards命令来显示所有物理分区系统板的分配状态。

如果为 addboard命令指定 -c assign选项，则保留添加，在系统重新启动后会执行它。
在以下示例中， -v选项用于显示保留状态。添加了栏 [R]，其中为保留添加的系统板显
示一个星号(*)。

3.5 分配/检查 CPU内核激活密钥
本节介绍如何根据 CPU内核激活密钥分配 CPU。

按照以下顺序，根据 CPU内核激活密钥执行硬件资源的分配。

1. 添加 CPU内核激活密钥。

2. 根据 CPU内核激活密钥许可证，将 CPU分配到物理分区。

使用以下命令对 CPU内核激活密钥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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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与 CPU内核激活密钥相关的命令

命令 操作

addcodactivation 添加 CPU内核激活密钥。

showcodactivation 检查 CPU内核激活密钥的状态。

setcod 根据 CPU内核激活密钥许可证，将 CPU分配到物理分区。

showcodusage 检查 CoD资源的许可证信息。

showcod 检查 CoD信息。

注 -必须由具有 platadm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addcodactivation key-signature

XSCF> addcodactivation "Activation file for CoD

This is a SPARC M10-1 CoD Hardware Activation Key

Product:SPARC M10-1

SequenceNumber:1

Cpu: noExpiration 4

Text-Signature-SHA256-RSA2048:

U1VOVyxTUEFSQy1FbnRlcnByaXNlAA…….."

Above Key will be added, Continue?[y|n]:y

注 -必须由具有 platadm或 platop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howcodactivation

此外，您还可以通过对逻辑域指定 ldm(1M)命令的 list-permit子命令，来检查 CoD
资源的使用状态。

addcodactivation命令

使用 addcodactivation命令添加 CPU内核激活密钥。

■ key-signature
通过用双引号括起来指定 CPU内核激活密钥。

在以下示例中，添加四个 CPU内核的激活密钥。

showcodactivation命令

使用 showcodactivation命令参考 CoD数据库的内容。

在以下示例中，显示八个 CPU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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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showcodactivation

Index Description Count

------- ----------- ------

1 PROC 4

注 -必须由具有 platadm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etcod -p ppar_id -s cpu permits

XSCF> setcod -p 0 -s cpu 4

注 -必须由具有以下 platadm、platop、fieldeng、pparadm、pparmgr、pparop任何一个权
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howcodusage [-v] [-p {resource|ppar|all}]

setcod命令

使用 setcod命令将 CPU内核激活密钥（被添加到数据库）许可证分配给物理分区。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

■ -s cpu
指定 CPU。

■ permits
指定许可证数。以一个内核为单元对许可证计数。您设置的许可证数不能超过可用

的 CPU内核激活数。

在以下示例中，CPU 4个内核的许可证被分配给物理分区 0。

showcodusage命令

要显示 CoD资源许可证信息，请使用 showcodusage命令。

■ -v 选项
显示详细信息。

■ -p {resource|ppar|all}选项
指定 "all"显示所有 CoD资源的信息。指定 "resource"按资源显示许可证信息，
而"ppar"则按物理分区显示信息。

在以下示例中，为 showcodusage命令指定 -p resource选项以显示每个资源的 CoD
许可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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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showcodusage -p resource

Resource In Use Installed CoD Permitted Status

-------- ------ --------- ------------- ------

PROC 4 4 16 OK:12 cores available

表 3-3 showcodusage -p resource命令显示的项目

显示项目 解释

Resource 可用 CoD资源的类型（PROC:CPU，当前只适用于 CPU）

In Use 系统当前使用的 CoD资源数（无法与虚拟机监控程序建立通信时，返回 0）。

Installed 系统上安装的 CoD资源数

CoD Permitted 系统上安装的 CPU内核激活数

Status
使用中 CoD资源的 CPU内核激活存在/不存在（OK:存在，VIOLATION:
不存在）

XSCF> showcodusage -p ppar

PPAR-ID/Resource In Use Installed Assigned

---------------- ------ --------- --------------

0 - PROC 3 8 4 cores

1 - PROC 4 4 4 cores

2 - PROC 4 4 4 cores

3 - PROC 4 4 4 cores

4 - PROC 0 0 0 cores

Unused - PROC 0 0 12 cores

表 3-4 showcodusage -p ppar命令显示的项目

显示项目 解释

PPAR-ID/Resource 物理分区 ID和 CoD资源类型（标为"Unused"的资源没有分配到物理
分区）。

In Use 物理分区中当前使用的 CoD资源数

Installed 物理分区中当前安装的 CoD资源数

Assigned 已分配到物理分区的 CPU内核激活数

表 3-3列出此命令显示项目的含义。

在以下示例中，为 showcodusage命令指定 -p ppar选项，以显示物理分区的 CoD许
可证信息。

表 3-4列出此命令显示项目的含义。

如果控制域已启动，您也可以从控制域执行 ldm list-permits命令，以检查物理分区内
CPU内核激活密钥的使用权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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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必须由具有以下 platadm、platop、pparadm、pparmgr、pparop任何一个权限的用户
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howcod [-v] -s cpu

XSCF> showcod [-v] -p ppar_id

XSCF> showcod

PROC Permits assigned for PPAR 1 :0

注 -如果要设置诊断级别、信息级别和来宾域的自动启动功能，必须由具有 fieldeng权限的用
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对于使用中检查、中断信息、监视程序超时时的反应和来宾域的自动启动功能、省电功能和 IO
总线重新配置功能，必须由具有 platadm或 pparadm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etpparmode -p ppar_id -m function=mode

showcod命令

要显示 CoD信息，请使用 showpcl命令。

■ -v 选项
显示详细信息。显示许可证的损坏。

■ -s cpu选项
指定 CPU号。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

在以下示例中，使用 showcod命令显示所有 CoD信息。

3.6 设置/检查 PPAR模式
本节概括介绍物理分区的操作模式 (PPAR模式)以及如何设置它。

物理分区有几个操作模式，可以根据操作环境进行设置。要设置操作模式的状态，请使

用 setpparmode命令。要显示当前设置操作模式的状态，请使用 sowpparmode命令。

setpparmode命令

要设置 PPAR模式，请使用 setpparmode命令。

■ -p ppar_i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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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PPAR的可设置模式

功能名称 解释 可设置模式 反应

诊断级别 设置开机时自我诊断测试

(POST)的诊断级别。
None（无）/normal（正常）

(默认值)/maximum（最大）
立即 (*1)

信息级别 设置 POST诊断控制台信息
的详细级别。

None（无）/extract（摘要）

/normal（正常）（默认值）

/maximum（最大）/debug
（调试）

立即 (*1)

实时检查 设置实时检查的可用性/不可
用性。

Enable（启用）（默认值）/
disable（禁用）

下次启动时

(*2)

监视程序超时时

的反应

设置监视程序超时时各逻辑

域如何反应。

None（无）/Panic process
（崩溃流程）/PPAR reset
（PPAR重置）（默认值）

立即 (*1)

中断信号限制 设置是启用还是禁用中断信

息限制。

Enable（启用）（默认值）/
disable（禁用）

立即 (*1)

来宾域自动启动

功能

设置物理分区电源打开时，

启用还是禁用来宾域自动启

动。

Enable（启用）（默认值）/
disable（禁用）

下次启动时

(*2)

省电功能 设置启用还是禁用 CPU和内
存的低功耗操作。

Enable（启用）（默认值）/
disable（禁用）

下次启动时

(*2)

I/O总线重新配
置

(ioreconfigure)
功能

物理分区关闭或重新打开时，

根据总线配置选择 I/O总线
重新配置功能的操作模式。

（SPARC M10-1不支持）

Enable（启用）/Disable（禁
用）（默认值）/Enable only
at the next start and
automatically disabled for
the subsequent starts（只在下

次启动时启用，并对以后启

动禁用）

立即 (*1)

*1: 设置立即反应。

*2: 要反应设置，您需要打开物理分区电源，或关闭后再重新打开。

注 -使用 ldm set-variable命令，设置是否自动与来宾域一起启动 Oracle Solaris。默认情况下，

Oracle Solaris自动与来宾域一起启动。
注 - SPARC M10-1不支持 I/O总线重新配置功能。

指定物理分区。

■ -m function=mode选项
指定功能和操作模式。请参阅 SPARC M10 系统 XSCF 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表 3-5列出了可设置的操作模式。

模式开关操作

根据操作面板上模式开关的设置，物理分区操作如下。

■ 锁定

按照 setpparmode命令指定的操作模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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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模式开关设置为“维护”时的操作

功能名称 操作模式

诊断级别 按照 setpparmode命令指定的操作模式操作。

信息级别 按照 setpparmode命令指定的操作模式操作。

实时检查 无论操作模式状态如何，它都被禁用。

监视程序超时时的反应 不监视逻辑域超时。

每个控制域的超时监视按照 setpparmode命令指定的操作模式操
作。

中断信号限制 无论操作模式状态如何，它都传输中断信号。

来宾域自动启动功能 按照 setpparmode命令指定的操作模式操作。

省电功能 按照 setpparmode命令指定的操作模式操作。

I/O总线重新配置功能 按照 setpparmode命令指定的操作模式操作。

注 -必须由具有以下 platadm、fieldeng、pparadm任何一个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howpparmode -p ppar_id [-v]

■ 维护

表 3-6列出了模式开关设置为“维护”时的操作。

showpparmode命令

要显示 PPAR模式，请使用 showpparmode命令。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

■ -v 选项
显示详细信息。也显示物理分区的以太网 (MAC)地址。

表 3-7列出 showpparmode命令显示项目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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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showpparmode命令显示项目

显示项目 解释

Host-ID 主机名（如果主机名未分配，则为连字号"-"）

诊断级别 POST诊断级别（None[无]/normal[正常]/maximum[最大]）

信息级别 POST诊断控制台信息的详细级别（None[无]/extrac
t[摘要]/normal[正常]/maximum[最大]/debug[调试]）

实时检查 启用/禁用 Alive Check

监视程序反应 监视程序超时时的 PPAR反应（reset[重置]/Panic process[崩
溃流程]/disable[禁用](无)）

中断信号 启用/禁用中断信号

自动启动（来宾域） PPAR启动时启用/禁用来宾域自动启动

弹性模式 启用/禁用 CPU和内存的低功耗操作。

IOreconfigure PPAR打开或重新启动时，根据总线配置启用/禁用 I/O总线重
新配置功能（Enable（启用）/Disable（禁用）（默认值）

/Enable only at the next start and automatically disabled for
the subsequent starts（只在下次启动时启用，并对以后启动禁

用））

以太网地址 物理分区的以太网 (MAC)地址

3.7 物理分区配置示例
本节介绍如何配置由四个 SPARC M10-4S组成的两个物理分区。
■ 分配系统板

将系统板 00-0和 01-0分配到物理分区 0，将系统板 02-0和 03-0分配到物理分区 1。
但是，使系统板 01-0保持可分配状态，而不是实际分配它。

■ 设置镜像模式

只在系统板 00-0上设置内存镜像。

■ 配置策略/内存无效/IO无效
此示例将物理分区 0和 1的配置策略设置为 system，不激活内存无效和 I/O无效。

■ 同步物理分区的时间

将物理分区的系统时间设置为 XSCF时间。

■ 物理分区操作模式

将诊断信息的信息级别设置为"normal"（正常）。

图 3-3显示已配置物理分区的总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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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2-0 03-001-0

0

00-0

XSCF> setupfru -m y sb 00-0

XSCF> showfru sb 00-0

Device Location Memory Mirror Mode

sb 00-0

cpu 00-0-0 yes

cpu 00-0-1 yes

cpu 00-0-2 yes

cpu 00-0-3 yes

XSCF>

XSCF> setpcl -p 0 -a 0=00-0 1=01-0

XSCF> setpcl -p 0 -s policy=system

XSCF> setpcl -p 0 -s no-mem=false

XSCF> setpcl -p 0 -s no-io=false

XSCF> setpcl -p 1 -a 0=02-0 1=03-0

XSCF> setpcl -p 1 -s policy=system

XSCF> setpcl -p 1 -s no-mem=false

XSCF> setpcl -p 1 -s no-io=false

图 3-3 已完成物理分区的总体图

1. 用具有 platadm权限的用户帐户登录 XSCF shell。

2. 执行 setupfru命令设置内存镜像。

3. 执行 showfru命令检查内存镜像状态。
检查系统板 00-0上内存镜像的状态。如果 [Memory Mirror Mode]（内存镜像模
式）全部显示"yes"，则镜像模式已正确设置。

4. 执行 setpcl命令创建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将系统板 00-0和 01-0映射到物理分区 0的逻辑系统板 00和 01，将系统板 02-0
和 03-0映射到物理分区 2的逻辑系统板 00和 01。此示例将配置策略设置为
system，不激活内存无效和 I/O无效。

5. 执行 showpcl命令检查物理分区配置信息的内容。

[PPAR-ID]显示物理分区号，[LSB]显示逻辑系统板号，[PSB]显示系统板号。

SPARC M10系统域配置指南 ･ 2012年12月26



XSCF> showpcl -v -a

PPAR-ID LSB PSB Status No-Mem No-IO Cfg-policy

00 Running

System

00 00-0 False False

01 01-0 False False

01 Running

System

00 02-0 False False

01 03-0 False False

XSCF> showboards -a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0-0 SP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01-0 SP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02-0 SP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03-0 SP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XSCF> addboard -c assign -p 0 00-0

XSCF> addboard -c assign -p 1 02-0 03-0

XSCF> showboards -v -a

PSB R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

00-0 * 00(00) Assigned n n n Passed Normal

01-0 SP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02-0 * 01(00) Assigned n n n Passed Normal

03-0 * 01(01) Assigned n n n Passed Normal

XSCF> addcodactivation "Activation file for CoD

This is a SPARC M10-1 CoD Hardware Activation Key

Product:SPARC M10-1

SequenceNumber:1

Cpu: noExpiration 4

Text-Signature-SHA256-RSA2048:

U1VOVyxTUEFSQy1FbnRlcnByaXNlAA…….."

6. 执行 showboards命令检查系统板。

[PPAR-ID]显示为"SP"，[Assignment]显示为"Available"的系统板可供分配。"SP"
表示系统板池状态，意思是它不属于任何物理分区。

7. 执行 addboard命令分配系统板。

8. 执行 showboards命令检查系统板的分配状态。
如果星号 [*]显示在已分配系统板的 [R]栏，则物理分区和逻辑系统板 (LSB)已被
设置，因为它们已对 [PPAR-ID]栏设置，系统板已经正确分配。

9. 执行 addcodactivation命令添加 CPU内核激活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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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Key will be added, Continue?[y|n]:y

XSCF> showcodactivation

Index Description Count

------- ----------- ------

1 PROC 8

XSCF> setcod -p 0 -s cpu 4

XSCF> setcod -p 1 -s cpu 4

XSCF> resetdateoffset -p 0

XSCF> resetdateoffset -p 1

注 -在重新配置物理分区或更改 XSCF时，您也必须执行此设置。

XSCF> setpparmode -p 0 -m message=normal

XSCF> setpparmode -p 1 -m message=normal

XSCF> poweron -p ppar_id

XSCF> poweron -p 0

PPAR-IDs to power on:00

Continue?[y|n] :y

00 :Powering on

*Note*

This command only issues the instruction to power-on.

The result of the instruction can be checked by the "showlogs power".

10. 执行 showcodactivation命令，检查已添加 CPU内核激活密钥的内容。
如果显示所购资源的许可证数，则已正常添加 CPU内核激活密钥。

11. 执行 setcod命令将 CoD资源的许可证分配分配给物理分区。

12. 执行 resetdateoffset命令将物理分区时间与 XSCF时间同步。
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系统操作和管理指南中的"8.4设置 XSCF时间/日期"了解
resetdateoffset命令的详情。

13. 执行 setpparmode命令并将诊断信息详细级别设置为"normal"（正常）。

14. 执行 poweron命令打开物理分区电源。

■ -p ppar_id
指定物理分区号。

在以下示例中，物理分区 0和 1的电源已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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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poweron -p 1

PPAR-IDs to power on:01

Continue?[y|n] :y

01 :Powering on

*Note*

This command only issues the instruction to power-on.

The result of the instruction can be checked by the "showlogs power".

XSCF> showboards -a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0-0 00(00)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01-0 SP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02-0 01(00)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03-0 01(01)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15. 执行 showboards命令检查系统板状态。
如果 [Pwr]、[Conn]和 [Conf]栏全部都显示"y"，则物理分区操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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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管理软件程序"逻辑域管理器"配置逻辑域。由于这一原
因，您应先检查一下，配置逻辑域时 PARC M10系统支持的一组软件程序已相应安装在系统
中。

第4章

配置逻辑域

本章介绍配置逻辑域的步骤。

■ 要在配置逻辑域时设置的内容

■ 逻辑域配置注意事项

■ 配置/检查控制域

■ 配置/检查来宾域

■ 逻辑域配置示例

■ 指定关闭顺序

■ 保存配置信息

4.1 要在配置逻辑域时设置的内容

配置逻辑域时设置以下内容。

控制域的初始配置

在初始状态下，所有硬件资源被分配给控制域。因此，您应检查硬件资源对控制域的根

本并确保来宾域的硬件资源。因此，请执行以下任务。

■ 设置默认服务

■ 设置延迟的重新配置模式

■ 分配虚拟 CPU

■ 分配虚拟内存

■ 保存设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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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型号可以配置的最大数

型号 逻辑域数

SPARC M10-1 最多 32个逻辑域

SPARC M10-4/M10-4S 机柜数 x 128 逻辑域。但是，单个物理分区最多为 256 个逻辑域。

配置来宾域

审查硬件资源到控制域的分配后，将硬件资源分配给来宾域。因此，请执行以下任务。

■ 分配虚拟 CPU

■ 分配虚拟内存

■ 设置虚拟网络

■ 设置虚拟磁盘

■ 设置启动设备

■ 设置自动重新启动

■ 保存设置

4.2 逻辑域配置注意事项
本节介绍逻辑域配置时要注意的事项。

4.2.1 配置时的注意事项

配置逻辑域时您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 注意逻辑域数

■ 使用 CPU自动更换功能时的注意事项

注意逻辑域数

可以配置的逻辑域最大数与可以分配给它们的虚拟 CPU数（线程）相同。此外，每个
物理分区的最大逻辑域数受软件程序的限制。表 4-1显示各型号可以配置的最大数。

通常，可以将虚拟 CPU分配给内核单元的逻辑域。因此，逻辑域最大数通常是上面计
算数的一半。

使用 CPU自动更换功能时的注意事项

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0或更高版本支持的 CPU自动更换功能时，您需
要考虑 CPU的配置。请参阅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管理指南了解详情。

SPARC M10系统域配置指南 ･ 2012年12月32



 CPU  CPU CPU

0 1

 CPU

(ldom1)

4.2.2 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在配置处理逻辑域时，您还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 如何指定控制域初始设置

■ 分配虚拟 CPU的分配单元

■ 要配置的逻辑域数

■ CoD注意事项

■ 对控制域内存分配的原则

■ 保存逻辑域配置信息

■ 输出不同信息

如何指定控制域初始设置

执行控制域初始设置时，不要使用 ldm(1M)命令的内存动态重新配置 (DR)功能。对
于控制域的初始设置使用延迟重新配置模式，这允许通过重新启动逻辑域来反应配置信

息。

分配虚拟 CPU的分配单元

尽管可以以线程（虚拟 CPU）为单元分配 CPU，我们建议您通常以内核为单元分配它
们。图 4-3显示正常分配的示例。

图 4-1 正常分配的示例

您还应注意，跨多个内核分配虚拟 CPU可能会降低性能。图 4-2显示性能降级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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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不合理的分配示例

在此情况下，从逻辑域一度取消虚拟 CPU的分配，并更改分配它们的顺序。可以按照
内核号的升序和同一内核中线程号的升序分配虚拟 CPU。因此，更改分配虚拟 CPU的
顺序可以避免图 4-2中所示的性能降级。图 4-3显示取消分配虚拟 CPU后的状态。图
4-4显示以合适顺序重新分配虚拟 CPU后的状态。

图 4-3 暂时取消分配

图 4-4 以合适顺序重新分配

要配置的域数

创建超过物理分区内核数的逻辑域时，提前执行操作测试等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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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注意事项

使用 CPU内核激活减少可用的 CPU时，提前重新分配 CPU以便分配给物理分区的
CPU数小于可用的 CPU数。

对控制域内存分配的原则

通常将 4 GB或更多的虚拟内存分配给控制域。

保存逻辑域配置信息

完成逻辑域配置后在 XSCF中记录逻辑域配置信息。有关详情，请参阅"4.7保存配置信
息"。

此外，由于硬件故障或类似原因，逻辑域的配置信息可能会丢失。因此，如果您已更改

了来宾域配置信息，请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管理软件程序 Logical
Domains Manager的 ldm(1M)命令来获取来宾域配置信息并将其保存到安全位置。获
取的配置信息需要在磁带设备或文件服务器上备份以防磁盘上的数据丢失。您也可以使

用 ldm(1M)命令根据获取的配置信息重新配置来宾域。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
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手册。

您可以备份 XSCF中保存的配置信息。要在文件中备份配置信息，请使用 XSC
F的 dumpconfig(8)命令。要从备份文件中恢复配置信息，请使用 restoreconfig(8)命
令。

配置逻辑域时指定的项目

要配置逻辑域，您需要定义不同名称或指定不同资源或其号码。逻辑域配置时应定义或

指定的项目如下：开始工作前确定此类项目。

■ 虚拟控制台终端收集交付设备的名称

■ 虚拟磁盘服务器的名称

■ 虚拟交换机服务的名称

■ 虚拟网络设备接口名称

■ 虚拟设备名称

■ 虚拟磁盘名称

■ 来宾域名称

■ 逻辑域配置信息名称

■ 虚拟控制台终端端口号范围

■ 用于虚拟交换机服务的设备

■ 用于虚拟磁盘服务的设备

■ 要分配给来宾域的 CPU数

■ 要分配给来宾域的内存大小

■ 要分配给来宾域的虚拟控制台终端端口号

■ 要分配给来宾域的 CPU数

■ 要分配给来宾域的内存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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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必须由具有以下 platadm、fieldeng、pparadm、pparmgr任何一个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
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poweron -p ppar_id

注 -必须由具有以下 platadm、platop、fieldeng、pparadm、pparmgr、pparop任何一个权
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console -p ppar_id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 Oracle Solaris相关手册。

4.3 配置/检查控制域
本节介绍配置控制域的步骤。

4.3.1 登录控制域

在配置控制域时，先打开物理分区的电源，以 root（根）用户身份登录控制域。登录
控制域后，检查以下状态：

■ Logical Domains Manager正在控制域上运行。

使用 poweron命令打开物理分区电源。要以 root（根）用户身份登录控制域，请使用
console命令。使用 Oracle Solaris的 svcs(1)命令检查 Logical Domains Manager正
在控制域中运行。

poweron命令

使用 poweron命令打开物理分区电源。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

console命令

要连接到物理分区的控制域控制台，请使用 console命令。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

svcs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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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s service

# svcs ldmd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16:25:31 svc:/ldoms/ldmd:default

注 - Logical Domains Manager是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中包括的软件。有关详情，
请参阅 Oracle Solaris相关手册的 svcs(1)命令。
注 -如果 Logical Domains Manager未启动，请执行 svcadm命令启动它。有关详情，请参阅

Oracle Solaris相关手册的 svcadm(1M)命令。

# ldm add-vcc port-range=x-y vcc-name ldom

使用 Oracle Solaris的 svcs(1)命令检查 Logical Domains Manager正在运行。

■ service
指定服务名称。

下面示例检查 Logical Domains Manager是否正在运行。Logical Domains Manager
服务的名称为 ldmd。如果 [STATE]栏显示 "online"，则是正在运行。

4.3.2 设置默认服务

设置以下默认服务以便将控制域用作服务域。

■ 虚拟控制台终端收集交付设备服务

虚拟控制台终端收集交付设备服务 (vcc)是虚拟网络终端服务器守护程序 (vntsd)使
用的服务。使用 ldm add-vcc命令将虚拟控制台终端收集交付设备服务设置为所有
逻辑域的终端收集交付设备。

■ 虚拟磁盘服务器

虚拟磁盘服务器 (vds)是将虚拟磁盘导入到逻辑域的服务。使用 ldm add-vds命令
设置虚拟磁盘服务器。

■ 虚拟交换机服务

虚拟交换机服务 (vsw)是在逻辑域中的虚拟网络 (vnet)设备之间启用网络的服务。
使用 ldm add-vsw命令设置虚拟交换机服务。

使用 ldm list-service命令检查已设置的默认服务内容。

ldm add-vcc命令

要将虚拟控制台终端收集交付设备服务添加到控制域，请使用 ldm add-vcc命令。

■ x
指定虚拟控制台终端收集交付设备端口号的下限值。

■ y
指定虚拟控制台终端收集交付设备端口号的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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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add-vds service-name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vsw net-dev=device vsw-name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list-services ldom

■ vcc-name
指定虚拟控制台终端收集交付设备的名称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控制域的名称为"primary"。如果指定不是控制域的逻辑域，则该
逻辑域将是控制台的输出目标。如果为逻辑域指定不是 primary的名称，则在该逻
辑域上启动 vntsd服务。

ldm add-vds命令

要将虚拟磁盘服务器添加到控制域，请使用 ldm add-vds命令。

■ service-name
指定虚拟磁盘服务器的名称。此名称在系统内的所有虚拟磁盘服务器名称中应该是

唯一的。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控制域的名称为"primary"。

ldm add-vsw命令

要将虚拟交换机服务添加到控制域，请使用 ldm add-vsw命令。

■ net-dev=device
指定网络适配器驱动程序的名称。

■ vsw-name
指定虚拟交换机服务的名称。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控制域的名称为"primary"。

ldm list-services命令

要检查已设置的服务，请使用 ldm list-services命令。

■ l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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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list-services primary

VDS

NAME VOLUME OPTIONS DEVICE

primary-vds0

VCC

NAME PORT-RANGE

primary-vcc0 5000-5100

VSW

NAME MAC NET-DEV DEVICE MODE

primary-vsw0 02:04:4f:fb:9f:0d net0 switch@0 prog,promisc

# ldm start-reconf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控制域的名称为"primary"。

在下面示例中，"primary-vds0"显示为虚拟磁盘服务器，"primary-vcc0"显示为虚拟控
制台终端收集交付设备服务，"primary-vsw0"显示为虚拟交换机服务。

4.3.3 执行控制域初始配置

在初始状态下，配置物理分区时分配的系统板上的硬件资源全部被分配给控制域。因此，

您应检查要分配给控制域的硬件资源，并确保这些硬件资源可以分配给来宾域或服务域。

在延迟重新配置模式下执行控制域的实际设置工作。在延迟重新配置模式下，对逻辑域

配置所做的更改不会立即生效，但会在逻辑域重新启动后应用。初始设置控制域的步骤

如下。

1. 执行 ldm start-reconf命令进入延迟重新配置模式。

2. 执行 ldm list-permits命令确认可以分配给控制域的虚拟 CPU内核数。

3. 执行 ldm add-vcpu命令、set-vcpu命令、ldm remove-vcpu命令、ldm add-
core命令、ldm set-core命令和 ldm remove-core命令重置要分配给控制域的虚拟
CPU。

4. 执行 ldm set-memory命令重置要分配给控制域的虚拟内存。

5. 执行 ldm list-bindings命令检查对控制域的硬件资源分配。

6. 执行 ldm add-spconfig命令在 XSCF中保存逻辑域配置信息。

7. 执行 XSCF的 poweroff(8)和 poweron(8)命令重新启动控制域。

ldm start-reconf命令

要启动延迟重新配置模式，请使用 ldm start-reconf命令。

■ ldom
指定逻辑域。如果是控制域，则固定为"primary"。

ldm list-permits命令

使用 ldm list-permits命令从控制域中确认可分配的虚拟 CPU内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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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list-permits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vcpu number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set-vcpu number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remove-vcpu number ldom

ldm add-vcpu命令

使用 ldm add-vcpu命令将虚拟 CPU添加到控制域。

■ number
指定要添加的虚拟 CPU数（线程）。

■ ldom
指定逻辑域。如果是控制域，则固定为"primary"。

ldm set-vcpu命令

要将虚拟 CPU分配给控制域，请使用 ldm set-vcpu命令。

■ number
指定要分配的虚拟 CPU数（线程）。

■ ldom
指定逻辑域。如果是控制域，则固定为"primary"。

ldm remove-vcpu命令

使用 ldm remove-vcpu命令从控制域中删除虚拟 CPU。

■ number
指定要删除的虚拟 CPU数（线程）。

■ ldom

SPARC M10系统域配置指南 ･ 2012年12月40



注 -您不能同时以内核为单元和以线程为单元将 CPU分配给逻辑域。您应为每个逻辑域选择
任何一个分配单元。

# ldm add-core number ldom

# ldm add-core cid=id [,id [,...]]ldom

注 -如果您通过指定 cid添加 CPU内核，则不能通过动态重新配置更改配置。

# ldm set-core number ldom

# ldm set-core cid=id [,id [,...]]ldom

注 -如果您通过指定 cid设置 CPU内核，则不能通过动态重新配置更改配置。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指定逻辑域。如果是控制域，则固定为"primary"。

ldm add-core命令

要将特定内核添加到控制域，请使用 ldm add-core命令。

■ number
指定要添加的 CPU内核数。

■ ldom
指定逻辑域。如果是控制域，则固定为"primary"。

■ cid=id [,id [,...]]
指定要添加 CPU内核的 ID。

ldm set-core命令

要在控制域上设置特定内核，请使用 ldm set-core命令。

■ number
指定要设置的 CPU内核数。

■ ldom
指定逻辑域。如果是控制域，则固定为"primary"。

■ cid=id [,id [,...]]
指定要设置的 CPU内核 ID。

ldm remove-core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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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remove-core number ldom

# ldm remove-core cid=id [,id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set-memory [--auto-adj] size[unit]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list-bindings ldom

要从控制域中删除特定内容，请使用 ldm remove-core命令。

■ number
指定要设置的 CPU内核数。

■ ldom
指定逻辑域。如果是控制域，则固定为"primary"。

■ cid=id [,id [,...]]
指定要设置的 CPU内核 ID。

ldm set-memory命令

要将虚拟内存分配给控制域，请使用 ldm set-memory命令。

■ --auto-adj option
将内存大小调整到 256 MB范围。

■ size
指定要分配的内存大小。最小分配单位为 256 MB。

■ unit
指定大小单位。可以指定的单元为 G (十亿字节)、M (兆字节)和 K (千字节)。它区
分大小写。

■ ldom
指定逻辑域。如果是控制域，则固定为"primary"。

ldm list-bindings命令

要检查分配，请使用 ldm list-bindings命令。

■ ldom
指定逻辑域。如果是控制域，则固定为"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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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spconfig config-name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poweroff -p ppar_id

XSCF> poweron -p ppar_id

注 -只是通过使用 Oracle Solaris的 shutdown(1M)命令重新启动控制域，在 XSCF中保存的
逻辑域配置不会生效。务必使用 XSCF的 poweroff(8)/poweron(8)命令重新启动。

ldm add-spconfig命令

要在 XSCF中保存逻辑域配置，请使用 ldm add-spconfig命令。

■ config-name
指定配置名称。

poweroff/poweron命令

要重新启动控制域，请使用 XSCF的 poweroff(8) (stop)和 poweron(8) (start)命令。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

只有在停止控制域并再次重新启动后，才会应用在延迟重新配置模式下执行的设置重新

启动控制域后，执行 ldm list-bindings命令检查硬件资源已正确分配给控制域。

4.4 配置/检查来宾域
本节介绍来宾域的配置步骤。

配置来宾域时，创建一个来宾域，然后分配控制域中释放的硬件资源或控制域中准备的

默认服务。来宾域的配置步骤如下。

1. 执行 ldm list-devices命令检查可分配的硬件资源。

2. 执行 ldm add-domain命令添加来宾域。

3. 执行 ldm list-permits命令确认可以分配给控制域的虚拟 CPU内核数。

4. 执行 ldm add-vcpu命令、set-vcpu命令、ldm remove-vcpu命令、ldm add-
core命令、ldm set-core命令和 ldm remove-core命令将虚拟 CPU分配给来宾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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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list-devices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domain ldom

# ldm list-permits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5. 执行 ldm add-memory命令将虚拟内存添加到来宾域。

6. 执行 ldm add-vnet命令将虚拟网络设备添加到来宾域。

7. 执行 ldm add-vdsdev命令将设备添加到虚拟磁盘服务器。

8. 执行 ldm add-vdisk命令将虚拟磁盘添加到来宾域。

9. 执行 ldm set-vcons命令将虚拟控制台分配给来宾域。

10. 执行 ldm set-variable命令设置来宾域的启动设备。

11. 执行 ldm set-variable命令设置在来宾域启动时，是否同时启动 Oracle Solaris。

12. 执行 ldm set-vcons命令以设置将控制台日志输出到文件。

13. 根据需要执行 ldm bind-domain命令将资源绑定到来宾域。

完成这些任务后，，请使用 ldm start-domain命令启动来宾域。

ldm list-devices命令

要检查可分配给来宾域的资源，请使用 ldm list-devices命令。

ldm add-domain命令

要创建来宾域，请使用 ldm add-domain命令。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ldm list-permits命令

使用 list-permits命令从控制域中确认可分配的虚拟 CPU内核数。

ldm add-vcpu、set-vcpu和 remove-vcpu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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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add-vcpu number ldom

# ldm set-vcpu number ldom

# ldm remove-vcpu number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core number ldom

# ldm add-core cid=id [,id [,...]]ldom

# ldm set-core number ldom

# ldm set-core cid=id [,id [,...]]ldom

# ldm remove-core number ldom

# ldm remove-core cid=id [,id [,...]]ldom

注 -您不能同时以内核为单元和以线程为单元将 CPU分配给逻辑域。您应为每个逻辑域选择
任何一个分配单元。

注 -如果您通过用 ldm add-core和 ldm set-core 命令指定 cid添加/设置 CPU内核，则不能
通过动态重新配置更改配置。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要对逻辑域执行添加/设置/删除虚拟 CPU操作，请使用 ldm add-vcpu命令（添加）、
ldm set-vcpu命令（设置）或 ldm remove-vcpu命令（删除），我们建议您使用 add-
core、set-core或 remove-core命令添加/设置/删除虚拟 CPU。

■ number
指定虚拟 CPU数（线程）。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ldm add-core、set-core和 remove-core命令

要以内核为单位对逻辑域执行添加/设置/删除虚拟 CPU，请使用 ldm add-core命令（添
加）、ldm set-core命令（设置）或 ldm remove-core命令（删除）。

■ number
指定要添加的 CPU内核数。

■ ldom
指定逻辑域。

■ cid=id [,id [,...]]
指定要添加 CPU内核的 ID。

ldm add-memory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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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add-memory [--auto-adj] size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vnet if-name vsw-name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vdsdev backend volume-name@service-name

要将虚拟内存添加到逻辑域，请使用 ldm add-memory命令。

操作数的含义与 ldm set-memory命令相同。请参阅"4.3.3执行控制域初始配置"了解
ldm set-memory命令。

ldm add-vnet命令

要将虚拟网络设备添加到逻辑域，请使用 ldm add-vnet命令。

■ if-name
指定分配给虚拟网络设备实例的接口的名称。

■ vsw-name
指定虚拟交换机服务的名称。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ldm add-vdsdev命令

要将设备添加虚拟磁盘服务器，请使用 ldm add-vdsdev命令。

■ backend
指定数据存储的位置。您可以指定磁盘、磁盘切片、文件、卷或任何 pseudo磁盘
设备。

■ volume-name
指定虚拟磁盘服务器内的唯一设备名称。

■ service-name
指定虚拟磁盘服务器的名称。此名称在系统内的所有虚拟磁盘服务器名称中应该是

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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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vdisk disk-name volume-name@service-name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set-vcons port=port-number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set-variable boot-设备=disk-name ldom

ldm add-vdisk命令

使用 ldm add-vdisk命令将虚拟设备作为虚拟磁盘添加到来宾域。

■ disk-name
指定虚拟磁盘的名称。

■ volume-name
指定设备要连接到现有虚拟磁盘服务器的设备名称。

■ service-name
指定设备要连接到现有虚拟磁盘服务器的服务名称。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ldm set-vcons命令

要将虚拟控制台分配给来宾域，请使用 ldm set-vcons命令。

■ port-number
指定虚拟控制台的端口号。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ldm set-variable命令

要设置来宾域的启动设备，请使用 ldm set-variable命令。

■ disk-namet
指定虚拟磁盘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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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set-variable auto-boot?={true|false}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set-vcons [service=service-ldom] log=on ldom

注 -日志内容被输出为一个名为 /var/log/vntsd/(来宾域名称)/console的文件 -登录用 ldm
add-vcc指定的服务域。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bind-domain ldom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ldm set-variable命令

使用 ldm set-variable命令设置在来宾域启动时，是否同时自动启动 Oracle Solaris。
默认情况下，Oracle Solaris自动与来宾域一起启动。

■ auto-boot?={true|false}
指定"true"自动启动域。指定"false"不自动启动域。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ldm set-vcons命令

要设置将控制台日志输出到文件，请使用 ldm set-vcons命令。

■ [service=service-ldom]
如果为不是控制域的逻辑域指定虚拟控制台终端收集交付设备服务，请指定该逻辑

域的名称。这将把控制台输出以及为 ldom指定的来宾域日志输出到指定逻辑域。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ldm bind-domain命令

要将资源绑定到来宾域，请使用 ldm bind-domain命令。

■ l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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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start-domain ldom

表 4-2 名称定义示例

项目 名称

虚拟控制台终端收集交付设备的名称 primary-vcc0

虚拟磁盘服务器的名称 primary-vds0

虚拟交换机服务的名称 primary-vsw0

虚拟网络设备接口名称 vnet1

虚拟设备名称 vol1

虚拟磁盘名称 vdisk1

来宾域名称 ldom1

逻辑域配置信息名称 config1

指定逻辑域名称。

ldm start-domain命令

要启动来宾域，请使用 ldm start-domain命令。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4.5 逻辑域配置示例
本节介绍一个具体逻辑域配置示例。

要配置逻辑域，您需要定义不同名称或指定不同资源或其号码。在开始工作之前准备和

组织此类信息。

在下面介绍本节示例中使用的信息。表 4-2列出了名称定义示例，表 4-3列出了要分配
给控制域的资源示例，表 4-4列出了要分配给来宾域的资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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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要分配给控制域的资源示例

项目 值

虚拟控制台终端端口号范围 5000至 5100

用于虚拟交换机服务的设备 net0

用于虚拟磁盘服务的设备 /ldoms/domain/test/fdisk0

要分配的 CPU数 4 核

要分配的内存大小 8 GB

表 4-4 要分配给来宾域的资源示例

项目 值

要分配的虚拟控制台终端的端口号 5000

要分配的 CPU数 2 核

要分配的内存大小 4 GB

XSCF> poweron -p 0

PPAR-IDs to power on:00

Continue?[y|n] :y

00 :Powering on

*Note*

This command only issues the instruction to power-on.

The result of the instruction can be checked by the "showlogs power".

XSCF>

XSCF> console -p 0

Console contents may be logged.Connect to PPAR-ID 0?[y|n] :y

注 -如果 Oracle Solaris未被设置为自动启动，请执行启动操作并等到启动完成。

4.5.1 登录控制域

本节中的说明假定目标的物理分区号为 0。

1. 用具有 platadm权限的用户帐户登录 XSCF shell。

2. 执行 poweron命令打开物理分区 0电源。

3. 执行 console命令以切换到物理分区 0的控制域控制台。

4. 以 root（根）用户身份登录控制域。

5. 执行 svcs ldmd命令检查 Logical Domains Manager正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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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s ldmd

注 -如果 Logical Domains Manager未启动，请执行 svcadm命令启动它。有关详情，请参阅

Oracle Solaris相关手册的 svcadm(1M)命令。

# ldm add-vcc port-range=5000-5100 primary-vcc0 primary

# ldm add-vds primary-vds0 primary

# ldm add-vsw net-dev=net0 primary-vsw0 primary

# ldm list-services primary

# ldm start-reconf primary

4.5.2 设置默认服务

1. 执行 ldm add-vcc命令将虚拟控制台终端收集交付设备服务添加到控制域。
在下面示例中，5000至 5100端口号，名称为 primary-vcc0虚拟控制台终端收集
交付设备被添加到控制域。

2. 执行 ldm add-vds命令将虚拟磁盘服务器添加到控制域。
在下面示例中，名称为 primary-vds0虚拟磁盘服务器被添加到控制域。

3. 执行 ldm add-vsw命令将虚拟交换机服务添加到控制域。
在下面示例中，名称为 primary-vsw0的虚拟交换机服务被添加到控制域，并且
net0用作一个设备。

4. 执行 ldm list-services命令检查已设置的服务。
在下面示例中，显示控制域的服务。

4.5.3 执行控制域初始配置

1. 执行 ldm start-reconf命令启动延迟重新配置模式。
控制域的名称被固定为"primary"。

2. 执行 ldm list-permits命令确认可以分配的 CPU内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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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list-permits

# ldm set-core 4 primary

# ldm set-memory 8g primary

# ldm list-bindings primary

# ldm add-spconfig config1

XSCF> poweroff -p 0

XSCF> poweron -p 0

# ldm list-bindings primary

# ldm list-devices

3. 执行 ldm set-core命令将虚拟 CPU分配给控制域。
在下面示例中，将 4核的 CPU分配给控制域。

4. 执行 ldm set-memory命令将虚拟 CPU分配给控制域。
在下面示例中，将 8 GB的内存分配给控制域。

5. 执行 ldm list-bindings命令检查分配状态。

6. 执行 ldm add-spconfig命令在 XSCF中保存逻辑域配置。
在下面示例中，逻辑域配置信息用"config1"名称保存。

7. 执行 XSCF的 poweroff(8)和 poweron(8)命令以关闭物理分区的电源后重新打
开。

8. 重新启动控制域后，执行 list-bindings命令检查资源的分配状态。
如果以下命令显示与步骤 4中所述的分配状态相同，则设置被正确执行。

4.5.4 配置来宾域

1. 执行 ldm list-devices命令检查可用于分配给来宾域的资源。
显示任何域没有使用的资源。

2. 执行 ldm add-domain命令创建来宾域 Id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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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add-domain ldom1

# ldm list-permits

# ldm add-core 2 ldom1

# ldm add-memory 4g ldom1

# ldm add-vnet vnet1 primary-vsw0 ldom1

# mkfile 100g /ldoms/domain/test/fdisk0

# ldm add-vdsdev /ldoms/domain/test/fdisk0 vol1@primary-vds0

# ldm add-vdisk vdisk1 vol1@primary-vds0 ldom1

# ldm set-vcons 5000 ldom1

# ldm set-variable boot-device=vdisk1 ldom1

# ldm list-bindings ldom

3. 执行 ldm list-permits命令确认可以分配的 CPU内核数。

4. 执行 ldm add-vcpu命令添加两核虚拟 CPU。

5. 执行 ldm add-memory命令添加 4 GB虚拟内存。

6. 执行 ldm add-vnet命令添加虚拟网络设备。

7. 执行 ldm add-vdsdev命令将设备添加到虚拟磁盘服务器。
在下面示例中，创建了一个 100 GB的普通文件用作控制域中的数据存储位置，之
后被添加为设备。

8. 执行 ldm add-vdisk命令添加虚拟磁盘。
将步骤 6中增加的虚拟磁盘添加到来宾域。

9. 执行 ldm set-vcons命令分配 5000端口号的虚拟控制台。

10. 执行 ldm set-variable命令设置来宾域的启动设备。

11. 执行 ldm list-bindings命令检查来宾域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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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bind-domain ldom1

# ldm start-domain ldom1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set-domain shutdown-group=group ldom

注 -您可以只能在来宾域未使用或处于绑定状态时更改 shutdown组。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12. 执行 ldm bind-domain和 ldm start-domain命令启动来宾域。

4.6 指定关闭顺序
使用顺序关闭功能并用 XSCF的 poweroff(8)命令指定各逻辑域的关闭顺序时，为您创
建的来宾域设置 shutdown组。创建 Shutdown组以指定逻辑域的关闭顺序。

shutdown组范围从 0到 15。号码越大的组，关闭越早。默认情况下，来宾域属于组
15。控制域始终属于组 0并且不能更改。根据逻辑域中的依赖性设置关闭顺序。

要设置来宾域的 shutdown组，请使用 ldm set-domain命令。要确认 shutdown组的
设置，请使用 ldm list-domain命令。

ldm set-domain命令

要指定 shutdown组，请使用 ldm set-domain命令。

■ group
指定 shutdown组。您可以指定 1到 15间的一个数字值。

■ ldom
指定目标逻辑域的名称。您不能指定 "primary" (控制域)。

ldm list-domain命令

要确认 shutdown组的设置，请使用 ldm list-domain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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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list-domain -o format ldom ...

# ldm set-domain shutdown-group=7 ldom1

# ldm list-domain -o domain ldom1

NAME STATE FLAGS UTIL

ldom1 active -n---- 0.1%

CONTROL

failure-policy=ignore

extended-mapin-space=on

shutdown-group=7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spconfig config-name

■ format
指定命令的格式。在此指定 domain。

■ ldom
指定目标逻辑域的名称。

在下面示例中，为逻辑域 ldom1设置 shutdown组 7，并且已确认设置。最后一行显
示 shutdown组为 7。

shutdown组的设置包括在逻辑域配置信息中。因此，如果您更改 shutdown组设置，
必须使用 ldm add-spconfig命令将其内容保存在 XSCF中。

4.7 保存配置信息
在逻辑域配置工作的最后，在 XSCF中保存逻辑域配置信息（包括 shutdown组规格）。
重新启动逻辑域而不保存以前步骤中设置的配置信息可能会造成配置信息丢失，逻辑域

根据设置前的旧配置信息重新启动。

使用 ldm add-spconfig命令保存逻辑域配置信息。

ldm add-spconfig命令

要更新逻辑域的配置信息，请使用 ldm add-spconfig命令。

■ config-name
指定配置名称。

最多可以有七组配置信息保存在 XSCF中，不包括出厂时的默认值（配置名称：
factory-default)。最后保存的配置信息将是默认值，用于下一次及以后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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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add-spconfig config1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howdomainconfig -p ppar_id

表 4-5 showdomainconfig命令的显示项目

显示项目 解释

Index XSCF中的配置信息控制号

PPAR-ID 物理分区号

Booting config(Current) 用于当前运行物理分区的配置名称

Booting config(Next) 要用于物理分区下次启动的配置名称

config_name 配置的名称

date_created 配置创建的日期和时间

domains 配置信息中包括的逻辑域数

XSCF> showdomainconfig -p 0

PPAR-ID :0

Booting config

(Current) :ldm-set1

(Next) :ldm-set2

----------------------------------------------------------------

Index :1

config_name :factory-default

domains :1

date_created:-

----------------------------------------------------------------

Index :2

config_name :ldm-set1

domains :8

date_created:'2012-08-08 11:34:56'

----------------------------------------------------------------

Index :3

在下面示例中，配置信息用 config1名称保存。

showdomainconfig命令

要显示配置信息，请使用 showdomainconfig(8)命令。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

表 4-5列出了 showdomainconfig命令的显示项目。

在下面示例中，显示物理分区 0上设置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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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_name :ldm-set2

domains :20

date_created:'2012-8-9 12:43:56'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etdomainconfig -p ppar_id -i index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list-spconfig

ldm-set1 [current]

ldm-set2

factory-default

setdomainconfig命令

使用 setdomainconfig(8)命令指定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

■ -i index选项
指定配置信息的控制号。您可以使用 showdomainconfig(8)命令检查控制号。可能
的值为 1到 8之间的整数。

ldm list-spconfig命令

使用 ldm list-spconfig命令显示控制域中保存的配置信息。在下面示例中，从物理分
区 0的控制域中执行 ldm list-spconfig命令来显示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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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要从物理分区中删除系统板，您可能需要先重新配置逻辑域。

第5章

域重新配置流程

本章介绍域重新配置流程。域重新配置是指更改要分配给域的硬件资源的配置。

两阶段重新配置

在 SPARC M10系统中，通过两个阶段配置域：物理分区和逻辑域。因此，为重新配
置域中的硬件资源，需要以下两项操作：

■ 重新配置物理分区

通过在物理分区中添加或删除系统板重新配置物理分区。要执行这项工作，请使用

XSCF固件命令。有关详情，请参阅"第8章重新配置物理分区"。

■ 重新配置逻辑域

将已重新配置物理分区中的硬件资源重新分配给逻辑域。在此操作中，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管理软件程序“逻辑域管理器”的 ldm(1M)命令。有关详情，
请参阅"第6章重新配置逻辑域组件"。

重新配置时的注意事项

重新配置域时您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 保存逻辑域配置

重新配置逻辑域后，在 XSCF中保存内存。否则，逻辑域重新启动后会恢复以前状
态。

重新配置流程

图 5-1显示在域中重新配置资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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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shell

XSCF

图 5-1 重新配置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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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重新配置逻辑域组件

本章介绍逻辑域重新配置的步骤。逻辑域重新配置是指更改要分配给逻辑域的硬件资源

的配置。

■ 概述

■ 重新配置流程

■ 重新配置时的注意事项

■ 切换/删除域配置信息

■ 切换到延迟重新配置模式

■ 重新配置/检查 CPU

■ 重新配置/检查内存

■ 重新配置/检查 I/O设备

6.1 概述
本节介绍在利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的重新配置功能，重新配置逻辑域中的
硬件资源时应该了解的项目。

6.1.1 目标组件

逻辑域中可以重新配置的硬件资源如下：

■ 虚拟 CPU
CPU可以虚拟 CPU（线程）为单元重新配置。但是，通常基于性能考虑，通常以内
核为单元重新配置虚拟 CPU。

■ 虚拟内存

可以 256 MB为单元重新配置内存。

■ 虚拟 I/O
I/O可以虚拟 CPU为单元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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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配置分配给控制域的硬件资源时，请切换到延迟重新配置模式。之后，重新启动控

制域并应用重新配置的设置。重新配置要分配给来宾域的硬件资源时，您不必重新启动

来宾域。删除虚拟磁盘或虚拟网络时，您需要执行以下任务：

■ 删除虚拟磁盘

卸载后删除虚拟磁盘。

■ 删除虚拟网络

取消配置虚拟网络接口后删除虚拟网络

要动态移动来宾域的硬件资源，drd守护程序需要在相关来宾域中运行。

6.1.2 重新配置方法

可以使用以下两个方法来重新配置要分配给逻辑域的硬件资源:
■ 动态重新配置 (DR)
使用动态重新配置，可以在逻辑域运行时添加/删除硬件资源。动态重新配置支持以
下资源。但是，动态重新配置不支持物理 I/O设备。

- 虚拟 CPU

- 虚拟 I/O设备

- 虚拟内存

■ 延迟重新配置

使用动态重新配置，设置任务的内容当场应用。与此相对，使用延迟重新配置，设

置任务的内容在逻辑域重新启动时应用。

6.2 重新配置流程
本节介绍逻辑域重新配置的流程。图 6-1显示全部重新配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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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XSCF

XSCF

图 6-1 逻辑域重新配置流程

6.3 重新配置时的注意事项
本节介绍重新配置要分配给逻辑域的硬件资源时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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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环境注意事项

重新配置要分配给逻辑域的硬件资源时，您需要注意与目标环境相关的以下事项：

■ 逻辑域 DR守护程序的操作

■ 分配 CPU内核激活密钥

逻辑域 DR守护程序的操作

使用动态重新配置来重新配置要分配给逻辑域的硬件资源时，逻辑域 DR守护程序
(drd)需要在管理该逻辑域的控制域中运行。有关 drd守护程序的详情，请参阅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的 drd(1M)相关的手册。

分配 CPU内核激活密钥

需要提前用 CPU内核激活密钥使通过重新配置要分配的 CPU可用。有关基于 CPU
内核激活密钥的资源利用详情，请参阅"3.5分配/检查 CPU内核激活密钥"。

6.3.2 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重新配置要分配给逻辑域的硬件资源时，您需要注意与操作相关的以下事项：

■ 保存域配置信息

■ 设备端的准备工作

■ CPU分配单元

保存域配置信息

执行与重新配置相关的任何任务之前，保存逻辑域的配置信息。完成重新配置任务后，

再次保存配置信息。在执行重新配置任务前保存配置信息，可确保逻辑域可以顺利地返

回到重新配置前的状态。

设备端的准备工作

重新配置虚拟 I/O设备的虚拟磁盘和虚拟网络时，提前执行以下任务:
■ 卸载虚拟磁盘。

■ 取消配置虚拟网络的接口。

CPU分配单元

通常以内核为单元重新配置 CPU。尽管也可以线程为单元重新配置它们，但如果分配
的线程超过两个内核，性能就会降级。有关详情，请参阅"4.2.2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6.3.3 延迟重新配置时的注意事项

使用延迟重新配置来重新配置要分配给逻辑域的硬件资源时，您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 延迟重新配置只应用到控制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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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set-spconfig config-name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remove-spconfig config-name

■ 延迟重新配置限制

■ 取消延迟重新配置

延迟重新配置只应用到控制域

可以使用延迟重新配置的逻辑域只有控制域。当您使用延迟重新配置来重新配置要分配

给逻辑域的硬件资源时，相关控制域的其它任何重新配置请求将被延迟，直到目标控制

域重新启动。

延迟重新配置限制

设置延迟重新配置模式将硬件资源重新配置给控制域时，您不能将硬件资源重新配置

给来宾域。在完成针对控制域的重新配置任务后，对来宾域执行重新配置任务。

取消延迟重新配置

使用 ldm cancel-operation reconf命令取消采用延迟重新配置的控制域的任何操作。
有关详情，请参阅 ldm(1M)手册。

6.4 切换/删除域配置信息
本节介绍如何切换和删除逻辑域配置信息。

使用 ldm set-spconfig命令切换逻辑域配置信息。使用 ldm remove-spconfig命令删
除逻辑域配置信息。

ldm set-spconfig命令

使用 ldm set-spconfig命令切换逻辑域配置信息。

■ config-name
指定配置名称。下次启动时，逻辑域根据此逻辑域配置信息启动。

ldm remove-spconfig命令

使用 ldm remove-spconfig命令删除 XSCF中逻辑域配置信息。

■ config-name
指定配置名称。删除逻辑域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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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start-reconf primary

# ldm list-bindings primary

NAME STATE FLAGS CONS VCPU MEMORY UTIL UPTIME

primary active -ndcv- SP 8 2G 0.1% 2h 16m

# ldm stop-domain -a

----------------------------------------------------------------

Notice:LDom primary is in the process of a delayed

reconfiguration.

Any changes made to primary will only take effect after it

reboots.

----------------------------------------------------------------

Delayed reconfiguration of LDom ldom1 is not permitted

# shutdown -y -g0 -i6

6.5 切换到延迟重新配置模式
本节介绍如何切换到延迟重新配置模式和在资源重置后如何重新启动控制域。

重新配置分配给控制域的硬件资源时，请在切换到延迟重新配置模式后执行任务。这是

因为在使用动态重新配置执行重新配置时，重新配置虚拟内存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执行

ldm start-reconf命令切换到延迟重新配置模式。

在下面示例中，控制域 primary切换到延迟重新配置模式。

使用 ldm list-binding命令检查此模式是否是延迟重新配置。在下面示例中，作为 ldm
list-binding命令的执行结果，[FLAGS]中"-ndcv-"值的标头第三个字符是"d"，表示延
迟重新配置模式。

切换到延迟重新配置模式后，您不能使用 ldm命令操作来宾域。下面示例显示造成来
宾域停止的故障。

在使用延迟重新配置模式完成硬件资源到控制域的重新配置任务后，执行 Oracle
Solaris的 shutdown(1M)命令并重新启动控制域。在下面示例中，命令立即 (-g0)重新
启动控制域 (-i6)，不需要确认 (-y)。

6.6 重新配置/检查 CPU
表 6-1列出了更改逻辑域 CPU配置时使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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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重新配置 CPU的命令

命令 操作

ldm add-vcpu命令 将虚拟 CPU添加到逻辑域。

ldm set-vcpu命令 设置虚拟 CPU分配给逻辑域。

ldm remove-cpu命令 从逻辑域中删除虚拟 CPU。

ldm add-core命令 将 CPU内核添加到逻辑域。

ldm set-core命令 将 CPU内核设置到逻辑域。

ldm remove-core命令 从逻辑域中删除 CPU内核。

ldm list-devices命令 列出其电源被管理的 CPU。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vcpu number ldom

# ldm set-vcpu number ldom

# ldm remove-vcpu number ldom

# ldm add-vcpu 1 primary

----------------------------------------------------------------

Notice:The primary domain is in the process of a delayed reconf

iguration.

Any changes made to the primary domain will only take effect aft

er it reboots.

----------------------------------------------------------------

# ldm remove-vcpu 1 primary

----------------------------------------------------------------

Notice:The primary domain is in the process of a delayed reconf

iguration.

Any changes made to the primary domain will only take effect aft

ldm add-vcpu、ldm set-vcpu和 ldm remove-vcpu命令

要对逻辑域执行添加/设置/删除虚拟 CPU操作，请使用 ldm add-vcpu命令（添加）、
ldm set-vcpu命令（设置）或 ldm remove-vcpu命令（删除），我们建议您使用 add-
core、set-core或 remove-core命令添加/设置/删除虚拟 CPU。

■ number
指定虚拟 CPU数（线程）。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控制域的名称被固定为"primary"。

在下面示例中，一个虚拟 CPU添加到控制域。

在下面示例中，从控制域中删除一个虚拟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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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it reboots.

----------------------------------------------------------------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core number ldom

# ldm add-core cid=id [,id [,...]]ldom

# ldm set-core number ldom

# ldm set-core cid=id [,id [,...]]ldom

# ldm remove-core number ldom

# ldm remove-core cid=id [,id [,...]]ldom

注 -如果您通过指定 cid添加/设置 CPU内核，则不能通过动态重新配置更改配置。

# ldm add-core 1 primary

# ldm remove-core 1 primary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list-devices [-S] -a cpu

ldm add-core、ldm set-core和 ldm remove-core命令

要以内核为单位对逻辑域执行添加/设置/删除虚拟 CPU，请使用 ldm add-core命令（添
加）、ldm set-core命令（设置）或 ldm remove-core命令（删除）。

■ number
指定要添加的 CPU内核数。

■ ldom
指定逻辑域。

■ cid=id [,id [,...]]
指定要添加 CPU内核的 ID。

在下面示例中，1个内核的 CPU添加到控制域。

在下面示例中，从控制域中删除 1个内核的 CPU。

ldm list-devices命令

使用 ldm list-devices命令列出其电源被管理的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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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ldm list-devices命令的显示项目

显示项目 显示内容 含义

PID 0 或更大的整数 虚拟 CPU号

%FREE 0 到 100间的数字
值

未使用百分比

PM

yes 管理 CPU的电源

no CPU电源已打开

--- 100%未使用的 CPU(默认情况下管理电源。)

STATUS(*) ok CPU状态正常

fail CPU发生故障

*:指定 -S选项时显示 STATUS。

# ldm list-devices -S -a cpu

VCPU

PID %FREE PM STATUS

0 0 no ok

1 0 yes ok

2 0 yes ok

3 0 yes ok

4 100 --- ok

5 100 --- ok

6 100 --- ok

7 100 --- ok

■ -S 选项
显示设备的状态。

■ -a cpu
显示 CPU信息。

表 6-2列出此命令显示项目的含义。

下面示例显示八个虚拟 CPU的状态:

6.7 重新配置/检查内存
表 6-3列出了更改逻辑域内存配置时使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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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更改虚拟内存配置的命令

命令 操作

ldm add-memory命令 将虚拟内存添加到逻辑域。

ldm set-memory命令 设置虚拟内存分配给逻辑域。

ldm remove-memory命令 从逻辑域中删除虚拟内存。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memory [--auto-adj] size[unit] ldom

# ldm set-memory [--auto-adj] size[unit] ldom

# ldm remove-memory [--auto-adj] size[unit] ldom

# ldm add-memory 1g primary

----------------------------------------------------------------

Notice:The primary domain is in the process of a delayed

reconfiguration.

Any changes made to the primary domain will only take effect

after it reboots.

----------------------------------------------------------------

# ldm remove-memory 1g primary

----------------------------------------------------------------

Notice:The primary domain is in the process of a delayed

reconfiguration.

Any changes made to the primary domain will only take effect

ldm add-memory、ldm set-memory和 ldm remove-memory命令

要对逻辑域执行添加/设置/删除虚拟内存操作，请使用 ldm add-memory命令(添加)、
ldm set-memory命令(设置)或 ldm remove-memory命令(删除)。

■ --auto-adj选项
将内存大小调整到 256 MB范围。

■ size
指定内存大小。

■ unit
指定大小单位。可以指定的单位为 G (十亿字节)、M (兆字节)和 K (千字节)。它区
分大小写。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在下面示例中，添加 1 GB的虚拟内存。

在下面示例中，删除 1 GB的虚拟内存。

SPARC M10系统域配置指南 ･ 2012年12月70



after it reboots.

----------------------------------------------------------------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vdsdev backend volume@service

6.8 重新配置/检查 I/O设备
本节介绍如何更改 I/O设备配置。

作为 I/O设备示例，使用虚拟磁盘和虚拟网络。假定虚拟磁盘服务器 primary-vds0和
虚拟交换机服务 primary-vsw0已经创建。请参阅"4.3.2设置默认服务"了解创建它们
的方法。

6.8.1 添加虚拟磁盘

将虚拟磁盘添加到来宾域时，执行以下任务:

1. 执行 ldm add-vdsdev命令将卷添加到虚拟磁盘服务器。

2. 执行 ldm add-vdisk命令将增加的卷作为虚拟磁盘添加到来宾域。

3. 在来宾域中执行 devfsadm(1M)命令重新配置设备。

ldm add-vdsdev命令

使用 ldm add-vdsdev命令将卷添加到虚拟磁盘服务器。

■ backend
指定物理磁盘的路径。

■ volume
指定虚拟磁盘服务器内的唯一卷名称。

■ service
指定虚拟磁盘服务的名称。

除文件外，您还可以为 backend指定一个到磁盘或磁盘切片的路径。请参阅"4.3.2设置
默认服务"了解创建虚拟磁盘服务器的方法。

在下面示例中，创建了一个 100 GB的文件，并将其添加为磁盘服务器 primary-vds0
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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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file 100g /ldoms/domain/test/fdisk1

# ldm add-vdsdev /ldoms/domain/test/fdisk1 vol2@primary-vds0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vdisk disk-name volume-name@service-name ldom

# ldm add-vdisk vdisk1 vol2@primary-vds0 ldom1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 Oracle Solaris相关手册。

guest# devfsadm

ldm add-vdisk命令

使用 ldm add-vdisk命令将虚拟设备作为虚拟磁盘添加到来宾域。

■ disk-name
指定虚拟磁盘的名称。

■ volume-name
指定设备要连接到现有虚拟磁盘服务器的设备名称。

■ service-name
指定设备要连接到现有虚拟磁盘服务器的服务名称。

■ ldom
指定逻辑域。

在下面示例中，添加到虚拟磁盘服务器 primary-vds0的设备 vol2被作为虚拟磁盘
vdisk1添加到来宾域 ldom1。

devfsadm命令

重新配置设备时，请使用 devfsadm(1M)命令。登录到给其分配虚拟磁盘的来宾域，
并执行 devfsadm(1M)命令。

devfsadm(1M)命令将所有驱动程序加载到系统中并连接到尽可能多的设备。之后，它
在 /devices目录创建设备文件，在 /dev目录创建逻辑链接。有关详情，请参阅 Oracle
Solaris相关手册的 devfsadm(1M)命令。

6.8.2 删除虚拟磁盘

在来宾域中删除虚拟磁盘时，执行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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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虚拟磁盘装载到来宾域中时，登录来宾域并使用 umount(1M)命令卸载虚拟磁盘。有关详
情，请参阅 Oracle Solaris相关手册的 umount(1M)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remove-vdisk disk ldom

# ldm remove-vdisk vdisk2 ldom1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remove-vdsdev volume@service

primary# ldm remove-vdsdev vol2@primary-vds0

1. 停止使用虚拟磁盘。

2. 执行 ldm remove-vdisk命令从来宾域中删除虚拟磁盘。

3. 执行 ldm remove-vdsdev命令从虚拟磁盘服务器中删除卷。

ldm remove-vdisk命令

使用 ldm remove-vdisk命令从来宾域删除虚拟磁盘。

■ disk
指定虚拟磁盘的名称。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在下面示例中，从来宾域 ldom1中删除虚拟磁盘 vdisk2。

ldm remove-vdsdev命令

使用 ldm remove-vdsdev命令从虚拟磁盘服务器中删除卷。

■ volume
指定卷名称。

■ service
指定虚拟磁盘服务器的名称。

在下面示例中，从虚拟磁盘服务器 primary-vds0中删除卷 v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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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add-vnet if-name vswitch-name ldom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remove-vnet if-name ldom

6.8.3 添加虚拟网络

使用 ldm add-vnet命令将虚拟网络设备添加到来宾域。

ldm add-vnet命令

使用 ldm add-vnet命令添加虚拟网络设备。

■ if-name
指定接口名称。它在逻辑域中必须是唯一的。

■ vswitch-name
指定虚拟交换机服务的名称。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6.8.4 删除虚拟网络

使用 ldm remove-vnet命令从来宾域中删除虚拟网络设备。

ldm remove-vnet命令

使用 ldm remove-vnet命令删除虚拟网络设备。

■ if-name
指定接口名称。

■ ldom
指定逻辑域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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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迁移来宾域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实时迁移功能将来宾域迁移到不同的物理分区。

■ 概述

■ 迁移来宾域

■ 来宾域迁移示例

7.1 概述
实时迁移功能可以在保持来宾域运行的同时在不同物理分区之间迁移来宾域。在以下情

况下使用实时迁移功能：

■ 调整物理分区之间的负载

通过将来宾域从高负载物理分区迁移到低负载物理分区，对整个系统的负载进行调

整。

■ 在来宾域运行时维护硬件

在将系统板从物理分区中分离出来进行维护时，在物理分区中运行的来宾域被迁移

到不同的物理分区。

执行实时迁移时，来源物理分区和目标物理分区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进行通
信来执行以下流程：

1. 在目标物理分区中，配置与来源物理分区具有相同配置的来宾域。

2. 信息从来源来宾域复制到目标来宾域。来源来宾域执行继续。

3. 复制过程结束后，来源逻辑域被删除，目标逻辑域执行开始。

逻辑域可以在相同及不同的系统间迁移。图 7-1显示相同系统中的迁移，图 7-2显示不
同系统间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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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相同系统中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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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不同系统间的迁移

7.1.1 实时迁移要求

需要符合以下要求才能使用实时迁移功能:
■ Logical Domains Manager在来源和目标中运行。
需要在来源和目标中安装了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2.1或更高版本，并且
Logical Domains Manager正在运行。

■ 目标具有足够多的可用资源

足够拥有来源来宾域的硬件资源需要在目标物理分区中可用。

除上述要求外，还有其它许多实时迁移规定。有关这些要求的详情，请参阅您所使用版

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管理指南。您可以通过执行 ldm migrate-domain命
令并指定 -n选项，检查您的环境是否符合这些要求。之后，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会被报

告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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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有关详情，请参阅所使用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参考
手册。

# ldm migrate-domain [-n] source-ldom target-host[:target-ldom]

# ldm migrate-domain ldom1 target1

Target Password:*******

7.2 迁移来宾域
使用实时迁移功能迁移来宾域时，登录控制域以执行 ldm migrate-domain命令。

ldm migrate-domain命令

■ -n 选项
只对是否可以迁移来宾域执行测试。它不会执行实际迁移。

■ source-ldom
指定来源来宾域的名称。

■ target-host
指定属于目标物理分区的控制域的主机名。它应是在网络中有效的主机名。

■ target-ldom
指定目标来宾域的名称。如果未指定，它将与来源来宾域名称相同。

7.3 来宾域迁移示例
本节显示实时迁移的具体示例:在此示例中，名为 ldom1的来宾域迁移到其主机名是

target1的控制域的物理分区。

1. 以 root（根）用户身份登录控制域。

2. 执行 ldm migrate-domain命令将来宾域 ldom1迁移到其主机名是 target1的控
制域的物理分区。

会要求您输入目标物理分区控制域根用户的密码。

3. 输入密码。

4. 执行来宾域迁移。
名为 ldom1来宾域在目标物理分区中创建，ldom1被从来源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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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重新配置物理分区

本章介绍物理分区重新配置的步骤。

■ 概述

■ 物理分区重新配置时的注意事项

■ 检查物理分区状态

■ 添加系统板

■ 删除系统板

■ 物理分区重新配置示例

8.1 概述
本节概括介绍物理分区重新配置。

物理分区重新配置是通过对已配置的物理分区执行添加/删除系统板的操作来更改物理
分区的配置。图 8-1显示更改前后的图像。

基本上讲，在关闭物理分区后执行与物理分区重新配置相关的任何工作。

图 8.1 重新配置流程前后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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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仅 SPARC M10-4S支持物理分区重新配置。

重新配置物理分区可以更改使用中系统的逻辑配置而不必更改物理硬件配置。

8.1.1 物理分区重新配置的类型

物理分区重新配置具有以下类型：

■ 添加系统板

关闭物理分区的电源并将新的系统板分配给物理分区。

■ 删除系统板

关闭物理分区的电源并将从物理分区中删除系统板。

■ 保留 PPAR配置更改
在物理分区运行时保留系统板的添加或删除。在物理分区一度关闭后再次打开时，

执行保留的系统板添加或删除。

8.2 物理分区重新配置时的注意事项
本节介绍重新配置物理分区前需要了解的项目。

8.2.1 系统配置时的注意事项

重新配置物理分区时，您需要注意以下与系统配置相关的事项：

■ 处理模块化架构配置的必要性

■ 系统板删除时的注意事项

处理模块化架构配置的必要性

添加/删除系统板可能涉及到安装/删除模块化架构的任务。因此，注意以下几点：
■ 通过安装/删除 SPARC M10-4S添加/删除系统板
可能需要安装/删除模块化架构配置的任务。因此，这也涉及到模块化架构配置初始

化任务。

■ 系统板更换

不需要模块化架构配置初始化。

有关安装/删除模块化架构配置的任务，请参阅 SPARC M10 系统安装指南中的"第 8章
添加模块化架构配置的系统"或"第 9章删除模块化架构配置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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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状态输出命令

项目 状态输出命令

物理分区 showpparstatus命令

逻辑域 showdomainstatus命令

表 8-2 物理分区状态

显示项目 显示内容 含义

PPAR-ID 0 到 15之间的整数 物理分区号

PPAR Status
（PPAR 状态）

Powered Off 关闭状态

Initialization Phase POST操作状态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POST完成状态

Running POST处理完成后的操作状态

Hypervisor Aborted 虚拟机监控程序终止直到重置时的状态

--- 上面以外的状态(PSB未分配给 PPAR的状态)

系统板删除时的注意事项

在删除系统板之前，您需要停止使用系统板上硬件资源的逻辑域。有关详情，请参

阅"8.5删除系统板"。

8.2.2 XSCF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重新配置物理分区时，您需要注意以下与 XSCF操作相关的事项：
■ 将系统板设置到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将系统板设置到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您需要提前在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中设置系统板以便将系统板添加到物理分区。另外，您

还需要根据需要指定配置策略、内存无效选项和 I/O无效选项。

8.2.3 与重新配置相关的状态

表 8-1列出了与物理分区重新配置相关状态的输出命令。

物理分区状态

XSCF管理物理分区状态.表 8-2列出了 showpparstatus命令输出的状态。

XSCF根据情况更改系统板状态，如：添加/删除系统板、在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中注册，
以及打开/关闭物理分区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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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逻辑域状态

显示项目 显示内容 含义

Logical Domain
Name

--- 逻辑域的主机名

Status(当前逻辑
域的操作状态)

Host stopped 逻辑域已停止的状态

Solaris booting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正在启动的状态

Solaris running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正在运行的状态

Solaris halting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正在执行停止流程的状态

Solaris powering
down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正在执行关闭流程的状态

Solaris rebooting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正在重新启动的状态

Solaris panicking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中发生崩溃的状态

Solaris debugging Solaris 已停止并且有逻辑域 kmdb 提示（正在调试内核）

OpenBoot
initializing

逻辑域的 OpenBoot PROM正在初始化的状态

OpenBoot Running 逻辑域的 OpenBoot PROM初始化已经完成或者停止
并有 ok提示的状态

OpenBoot Primary
Boot Loader

逻辑域处在操作系统加载下的状态

OpenBoot Running
OS Boot

逻辑域处在转换到操作系统的状态

OS Started.No state
support.

SUNW、soft-state-supported CIF未被实现，SUNW、

set-trap-table CIF正在运行的状态。

OpenBoot Running
Host Halted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中已执行 init 0的状态

OpenBoot Exited 逻辑域的 ok提示中已执行 reset-all的状态

OpenBoot Host
Received Break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调用进入服务的状态

OpenBoot Failed 逻辑域 OpenBoot PROM初始化时发生错误

Unknown 没有找到与用户选择指定逻辑域的主机名相符的主机

名的状态（包括未在 Logical Domains Manager中执
行 add-spconfig命令的状态）

--- 上面以外的状态(PSB未分配给 PPAR的状态)

逻辑域状态

XSCF管理逻辑域状态。表 8-3列出了 showdomainstatus命令输出的逻辑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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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必须由具有以下 platadm、platop、fieldeng、pparadm、pparmgr、pparop任何一个权
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howpcl [-v]{-a|-p ppar_id }

8.3 检查物理分区状态
本节介绍 XSCF shell命令来重新配置物理分区，以及如何使用它们。

8.3.1 检查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使用 showpcl命令显示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以视图格式显示物理分区配置信息，如：

PPAR-ID、已分配给物理分区系统板号和物理分区状态。

此命令用于检查物理分区的状态和配置。

showpcl命令

■ -v 选项
除默认显示外，还显示 [Cfg-policy]、[No-Mem]和 [No-IO]栏。

■ -a 选项
显示所有物理分区的配置信息。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显示指定物理分区的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表 8-4列出了 showpcl命令的显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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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showpcl的显示项目

显示项目 显示内容 含义

PPAR-ID 0 到 15之间的整数 物理分区号

LSB 0 到 15之间的整数 逻辑系统板号

PSB BB-ID-0 (BB-ID:00到 15之
间的整数）

与 LSB对应的系统板号

Status
（PPAR 操作状态）

Powered Off 关闭状态

Initialization Phase POST操作状态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POST完成状态

Running POST处理完成后的操作状态

Hypervisor Aborted 虚拟机监控程序终止直到重置时的状态

Cfg-policy (*)
（物理分区配置

信息的配置策略）

FRU CPU或内存等部件单元降级

PSB PSB单元降级

System PPAR单元降级

No-Mem (*)
（物理分区配置

信息的 no-mem
标记）

True 逻辑域上的操作系统未使用内存

False 逻辑域上的操作系统使用内存

No-IO (*)
（物理分区配置

信息的 no-io 标记）

True 逻辑域上的操作系统未使用 I/O设备

False 逻辑域上的操作系统使用 I/O设备

*1: 仅在指定 -v选项时显示此项目。

XSCF> showpcl -p 0

PPAR-ID LSB PSB Status

00 Running

00 00-0

04 01-0

08 02-0

12 03-0

XSCF> showpcl -v -p 0

PPAR-ID LSB PSB Status No-Mem No-IO Cfg-policy

00 Running

System

00 -

01 -

02 -

03 -

04 01-0 False False

在下面示例中，显示物理分区 0的物理分区配置信息。

要显示配置策略、no-mem、no-io等的详情，请指定 -v选项。在下面示例中，显示物
理分区 0的物理分区配置信息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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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06 -

07 -

08 02-0 True False

09 -

10 -

11 -

12 03-0 False True

13 -

14 -

15 -

注 -必须由具有以下 useradm、platadm、platop、fieldeng、pparadm、pparmgr、pparop
任何一个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howpparstatus {-a|-p ppar_id}

XSCF> showpparstatus -p 0

PPAR-ID PPAR Status

00 Running

8.3.2 检查物理分区状态

要显示物理分区状态，请使用 showpparstatus命令。

showpparstatus命令

■ -a 选项
显示所有物理分区的状态。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显示指定物理分区的状态。

显示的状态如表 8-3中所示。

在下面示例中，显示物理分区 0的操作状态。

8.3.3 检查系统板状态

要显示系统板状态，请使用 showboards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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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必须由具有以下 platadm、platop、fieldeng、pparadm、pparmgr、pparop任何一个权
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howboards [-v] {psb|-a}

表 8-5 系统板状态

显示项目 显示内容 含义

PSB xx-y
(xx:00到 15之间的整数，

y:固定为 0）

系统板号

R (*) * PPAR重新启动，PSB以当前 PPAR配置安装
或已被卸载造成配置改变的状态

PPAR-ID 0 到 15之间的整数 要分配给 PSB的 PPAR号

SP PSB处于系统板池状态

Other PSB属于没有用户权限的 PPAR的状态

LSB 00 到 15之间的整数 PPAR使用的逻辑系统板号

Assignment
（对 PPAR 的分配

状态）

Unavailable PSB未分配给 PPAR，并且处在这些状态的任

何一个；系统板池，未诊断，正在进行诊断，

或诊断异常（包括 PSB未安装的状态）

Available PSB处于系统板池状态，并且诊断已正常完成

Assigned PSB已分配

Pwr
（系统板的电源

激活状态）

N 关闭状态

Y 关闭状态

Conn
（对 PPAR 配置的

安装状态）

N PSB已从 PPAR配置中卸载的状态

Y PSB已以 PPAR配置安装的状态

Conf
（Oracle Solaris
中的操作状态）

N Oracle Solaris操作系统未操作 PSB的状态

Y Oracle Solaris操作系统操作 PSB的状态

showboards命令

■ -v 选项
显示系统板的详情。

■ psb
指定系统板号。显示指定系统板的状态。

■ -a 选项
显示所有系统板的状态。

表 8-5列出了 showboards命令的显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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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系统板状态 (续)

显示项目 显示内容 含义

Test
（诊断状态）

Unmount 已卸载或未定义的状态

Unknown 未诊断的状态

Testing 正在诊断中

Passed 诊断已正常完成的状态

Failed 诊断检测到异常并且 PSB未操作的状态。

Fault
（降级状态）

Normal 正常状态

Degraded 部件降级的状态（PSB可以操作）

Faulted 由于异常 PSB无法操作，或者由于通信故障
无法管理 PSB的状态

*1: 仅在指定 -v选项时显示此项目。

XSCF> showboards -a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0-0 00(00)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01-0 SP Unavailable n n n Testing Normal

02-0 Other Assigned y y n Passed Degraded

03-0 SP Unavailable n n n Failed Faulted

XSCF> showboards -v -a

PSB R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

00-0 * 00(00)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01-0 SP Unavailable n n n Testing Normal

02-0 Other Assigned y y n Passed Degraded

03-0 SP Unavailable n n n Failed Faulted

XSCF> showboards -a -c sp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1-0 SP Available n n n Testing Normal

03-0 SP Unavailable n n n Failed Faulted

下面示例显示所有系统板。

要显示保留状态以添加/保留系统板的删除，请指定 -v选项。下面示例显示所有已安装
系统板的详细信息。

[R]栏下显示的"*"指示保留状态。在上面示例中，您可以发现系统板 00-0已做删除保
留，因为它已被分配。

下面示例显示系统板池状态的系统板的列表。[PPAR-ID]栏中的 "SP"显示系统板池状
态。系统板池状态表示系统板不属于任何物理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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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必须由具有 platadm或 fieldeng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howfru device location

表 8-6 showfru命令显示项目

显示项目 显示内容 含义

Device
（设备）

sb 系统板 (PSB)

cpu CPU

Location
（设备安装的位置）

当 Device（设备）是 sb时

BB-ID-0 (BB-ID:0 到 15 之间的整数）

PSB号

当 Device（设备）是 cpu时

BB-ID-0-x (BB-ID:0 到 15 之间

的整数，x:0到 3之间的整数）

CPU号

Memory Mirror Mode
（内存镜像模式）

yes 内存镜像模式

no 非内存镜像模式

XSCF> showfru sb 01-0

Device Location Memory Mirror Mode

sb 01-0

cpu 01-0-0 yes

cpu 01-0-1 yes

cpu 01-0-2 yes

cpu 01-0-3 yes

8.3.4 检查设备设置信息

要显示设备设置信息，请使用 showfru命令。

showfru命令

■ device
将 sb (系统板)或 cpu（系统板中 CPU）指定为设备名称。

■ location
设备名称为 sb时指定 BB-ID-0，为 cpu时指定 BB-ID-0-CPU。在这点上，BB-ID
的范围从 0到 15；CPU的范围从 0到 3。

表 8-6列出了 showfru命令的显示项目。

下面示例显示 BB-ID#01中系统板的设备设置信息。

下面示例显示 BB-ID#01内系统板中 CPU#03的设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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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showfru cpu 01-0-3

Device Location Memory Mirror Mode

sb 01-0

cpu 01-0-3 yes

注 -必须由具有以下任何一个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useradm、platadm、platop、fieldeng、pparadm、pparmgr、pparop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showdomainstatus -p ppar_id [-g domainname]

表 8-7 逻辑域状态

显示项目 显示内容 含义

Logical Domain
Name

--- 逻辑域名称

Status(当前逻辑
域的操作状态)

Host stopped 逻辑域已停止的状态

Solaris booting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正在启动的状态

Solaris running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正在运行的状态

Solaris halting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正在执行停止流程的状态

Solaris powering
down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正在执行关闭流程的状态

Solaris rebooting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正在重新启动的状态

Solaris panicking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中发生崩溃的状态

Solaris debugging Solaris 已停止并且有逻辑域 kmdb 提示（正在调试内核）

OpenBoot
initializing

逻辑域的 OpenBoot PROM正在初始化的状态

OpenBoot Running 逻辑域的 OpenBoot PROM初始化已经完成或者停止
并有 ok提示的状态

8.3.5 检查逻辑域状态

使用 showdomainstatus命令显示逻辑域状态。

showdomainstatus命令

■ -p ppar_id选项
指定要显示的物理分区号。

■ -g domainname选项
指定要显示的逻辑域名称。

显示的状态如表 8-7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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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 逻辑域状态 (续)

显示项目 显示内容 含义

OpenBoot Primary
Boot Loader

逻辑域处在操作系统加载下的状态

OpenBoot运行操作
系统启动中

逻辑域处在转换到操作系统的状态

OS Started.No state
support.

SUNW、soft-state-supported CIF未被实现，SUNW、

set-trap-table CIF正在运行的状态。

OpenBoot Running
Host Halted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中已执行 init 0的状态

OpenBoot Exited 逻辑域的 ok提示中已执行 reset-all的状态

OpenBoot Host
Received Break

逻辑域的操作系统调用进入服务的状态

OpenBoot Failed 逻辑域 OpenBoot PROM初始化时发生错误

Unknown 没有找到与用户选择指定逻辑域的名称相符的逻辑域

的状态（包括未在 Logical Domains Manager中执行

add-spconfig命令的状态）

--- 上面以外的状态(PSB未分配给 PPAR的状态)

XSCF> showdomainstatus -p 0

Logical Domain Name Status

primary Solaris running

guest00 Solaris running

guest01 Solaris booting

guest02 Solaris powering down

guest03 Solaris panicking

guest04 Shutdown Started

guest05 OpenBoot initializing

guest06 OpenBoot Primary Boot Loader

注 -必须由具有 platadm或 pparadm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下面示例显示物理分区 0中所有逻辑域的状态。

8.4 添加系统板
要添加或保留系统板的添加，请使用 addboard命令。在执行此命令前，请使用相应的
命令检查物理分区状态 (showpparstatus命令)和系统板状态(showboards命令)。

addboard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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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addboard -c assign -p ppar_id psb [psb...]

XSCF> addboard -c reserve -p ppar_id psb [psb...]

XSCF> addboard -y -c assign -p 0 00-0 01-0 02-0 03-0

注 -要添加的系统板需要提前在相关物理分区的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中登录。

注 -必须由具有 platadm或 pparadm权限的用户帐户执行此命令。
注 -此处只显示主要选项。请参阅 SPARC M10系统 XSCF参考手册了解详情。

XSCF> deleteboard -c unassign psb [psb...]

XSCF> deleteboard -c reserve psb [psb...]

■ -c assign选项
将系统板分配到指定物理分区。分配的系统板为此指定的物理分区保留，不能从其

它物理分区中分配。分配后，当分区启动时系统板会安装到物理分区。

■ -c reserve选项
保留系统板到指定物理分区的分配。其行为与"assign"相同。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

■ psb
指定系统板号。

在以下示例中，系统板 00-0、01-0、02-0和 03-0被分配到物理分区 0。-y选项对于命
令所有确认请求回答 y。

8.5 删除系统板
要添加或保留系统板的删除，请使用 deleteboard命令。删除的系统板被分配给不属于
任何物理分区的系统板池。

在执行此命令前，请使用相应的命令检查物理分区状态 (showpparstatus命令)、系统
板状态(showboards命令)和系统板上的设备使用状态 (showfru命令)。

deleteboard命令

■ -c unassign选项
从物理分区中取消系统板分配并将其分配给系统板池。可以将分配给系统板池的系

统板分配给另一个物理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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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deleteboard -c unassign 00-0 01-0 02-0 03-0

XSCF> deleteboard -c reserve 00-0 01-0 02-0 03-0

00

00-0 01-000-0 01-0

XSCF> showpcl -p 0

PPAR-ID LSB PSB Status

00 Powered Off

00 00-0

■ -c reserve选项
保留对物理分区中系统板的取消分配。保留取消分配后，当指定物理分区的电源关

闭时，会根据物理分区配置信息取消分配系统板，并且系统板被分配给系统板池。

■ -p ppar_id选项
指定物理分区号。

■ psb
指定系统板号。

在下面示例中，系统板 00-0、01-0、02-0和 03-0处于系统板池状态。

在下面示例中，系统板 00-0、01-0、02-0和 03-0已做卸载保留。

8.6 物理分区重新配置示例
本节介绍重新配置物理分区的流程和详细示例。

8.6.1 添加系统板

下面示例显示如何添加系统板。

图 8-2 添加示例

1. 登录 XSCF。

2. 执行 showpcl命令确认物理分区电源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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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1-0

XSCF> showboards -a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0-0 00(00) Assigned n n n Passed Normal

01-0 SP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注 -要更改系统板设置，请使用 setupfru命令。如果系统板未在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中登录，请
执行 setpcl命令将其登录到相关物理分区的物理分区配置信息。请参阅"3.2设置/检查内存镜
像"了解 setupfru命令的详情，参阅"3.3设置/检查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了解 setpcl命令的详情。

XSCF> addboard -c assign -p 0 01-0

XSCF> showboards 01-0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1-0 00(01) Assigned n n n Passed Normal

XSCF> showpparstatus -p 0

PPAR-ID PPAR Status

00 Running

XSCF> showboards -p 0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0-0 00(00)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01-0 00(01)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3. 执行 showboards命令检查要添加系统板的状态或对物理分区配置信息的登录状
态。
在下面示例中，由于系统板 01-0处于系统板池状态，因此可以分配它。

4. 执行 addboard命令添加系统板。

5. 执行 showboards命令检查系统板状态并确认系统板已添加。

6. 打开物理分区电源。

7. 执行 showpparstatus命令检查物理分区的操作状态。

如果 [PPAR Status]栏显示 "Running"，则物理分区运行正常。

8. 使用 showboards命令检查系统板状态。

如果被添加系统板的 [Conn]和 [Conf]栏都显示"y"，则系统板已正确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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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0-0 01-0 00-001-0

XSCF> showpcl -p 0

PPAR-ID LSB PSB Status

00 Powered Off

00 00-0

01 01-0

XSCF> showboards 01-0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1-0 00(01) Assigned n n n Passed Normal

XSCF> deleteboard -c unassign 01-0

XSCF> showboards -v 01-0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1-0 SP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8.6.2 删除系统板

下面示例显示如何删除系统板。

图 8-3 删除示例

1. 登录 XSCF。

2. 执行 showpcl命令确认物理分区电源已关闭。

3. 执行 showboards命令检查要删除系统板的状态。

4. 执行 deleteboard命令删除系统板。

5. 执行 showboards命令检查系统板状态并确认系统板已删除。

6. 打开物理分区电源。

7. 使用 showpparstatus命令检查物理分区的操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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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showpparstatus -p 0

PPAR-ID PPAR Status

00 Running

XSCF> showboards -p 0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0-0 00(00)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01-0 SP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00

00-0 01-000-0 01-0

XSCF> showpcl -p 0

PPAR-ID LSB PSB Status

00 Running

00 00-0

01 01-0

如果 [PPAR Status]栏显示 "Running"，则物理分区运行正常。

8. 执行 showboards命令检查系统板状态。

如果被删除系统板的 [PPAR-ID]栏中显示"SP"，[Conn]和 [Conf]栏中都显示"n"，
则系统板已被正确删除。

8.6.3 保留系统板添加

下面示例显示如何保留系统板添加。

图 8-4 保留添加示例

1. 登录 XSCF。

2. 执行 showpcl命令检查物理分区的操作状态。

3. 执行 showboards命令检查要添加系统板的状态或对物理分区配置信息的登录状
态。
在下面示例中，由于系统板 01-0处于系统板池状态，因此可以分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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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showboards -a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0-0 00(00)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01-0 SP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注 - 要更改系统板设置，请使用 setupfru命令。如果系统板未在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中登录，请
执行 setpcl命令将其登录到相关物理分区的物理分区配置信息。请参阅"3.2设置/检查内存镜
像"了解 setupfru命令的详情，参阅"3.3设置/检查物理分区配置信息"了解 setpcl命令的详情。

XSCF> addboard -c reserve -p 0 01-0

XSCF> showboards -v 01-0

PSB R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

01-0 * SP Available y n n Passed Normal

XSCF> showpparstatus -p 0

PPAR-ID PPAR Status

00 Running

XSCF> showboards -p 0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0-0 00(00)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01-0 00(01)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4. 执行 addboard命令保留系统板添加。

5. 执行 showboards命令并指定 -v选项检查系统板状态，然后确认系统板已做添加
保留。
如果 [R]栏下显示"*"，表示保留状态，则系统板已正确保留添加。

6. 关闭或再次打开物理分区电源。
在此情况下，为方便描述确认过程，请打开物理分区电源。

7. 执行 showpparstatus命令检查物理分区的操作状态。

如果 [PPAR Status]栏显示 "Running"，则物理分区运行正常。

8. 使用 showboards命令检查系统板状态。

如果被添加系统板的 [Conn]和 [Conf]栏都显示"y"，则系统板已正确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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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0-0 01-0 00-001-0

XSCF> showpcl -p 0

PPAR-ID LSB PSB Status

00 Running

00 00-0

01 01-0

XSCF> showboards 01-0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1-0 00(01)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XSCF> deleteboard -c reserve 01-0

XSCF> showboards -v 01-0

PSB R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

01-0 * 00(01)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8.6.4 保留系统板删除

下面示例显示如何保留系统板删除。

图 8-5 保留删除示例

1. 登录 XSCF。

2. 执行 showpcl命令检查物理分区的操作状态。

3. 执行 showboards命令检查要删除系统板的状态。

4. 执行 deleteboard命令保留系统板删除。

5. 执行 showboards命令并指定 -v选项检查系统板状态，然后确认系统板已做删除
保留。
如果 [R]栏下显示"*"，表示保留状态，则系统板已正确保留删除。

6. 关闭或再次打开物理分区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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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showpparstatus -p 0

PPAR-ID PPAR Status

00 Running

XSCF> showboards -p 0

PSB PPAR-ID(LSB) Assignment Pwr Conn Conf Test Fault

---- ------------ ----------- ---- ---- ---- ------- --------

00-0 00(00) Assigned y y y Passed Normal

01-0 SP Available n n n Passed Normal

在此情况下，为方便描述确认过程，请打开物理分区电源。

7. 使用 showpparstatus命令检查物理分区的操作状态。

如果 [PPAR Status]栏显示"Running"，则物理分区运行正常。

8. 执行 showboards命令检查系统板状态。

如果被删除系统板的 [PPAR-ID]栏中显示"SP"，[Conn]和 [Conf]栏中都显示"n"，
则系统板已被正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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