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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产品说明包含在文档集发布后公开的有关外部 I/O 扩展单元硬件、软件或文档的最
新重要信息。
本节包括以下内容：
■

第 v 页的 “技术支持”

■

第 v 页的 “软件资源”

■

第 vi 页的 “访问文档”

■

第 vii 页的 “Fujitsu 欢迎您提出意见”

技术支持
如果您遇到通过外部 I/O 扩展单元文档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请与销售代表或经过认
证的服务工程师联系。

软件资源
您的 SPARC Enterprise™ M4000/M5000/M8000/M9000 服务器 （它们是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主机服务器）上已预安装了 Solaris™ 操作系统和 Sun Java™ Enterprise
System 软件。
有关服务器的软件资源，请与销售代表或经过认证的服务工程师联系。

v

注－ 有关最新的修补程序信息，请访问：
全球性站点
http://www.fujitsu.com/global/support/software/security/products
-s/patch-info/
日本站点
https://software.fujitsu.com/jp/security/products-others/unix/
北美站点
https://download.computers.us.fujitsu.com/
修补程序下载内容中包含安装信息和自述文件。

访问文档
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相关文档中提供了有关安装、管理和使用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说
明。可以从以下 Web 站点下载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相关文档：
全球性站点
http://www.fujitsu.com/sparcenterprise/manual/
日本站点
http://primeserver.fujitsu.com/sparcenterprise/manual/
北美站点
https://download.computers.us.fujitsu.com/

注－ 本产品说明中的信息取代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相关文档中的信息。
可在以下位置获取 Solaris 文档：
http://www.sun.com/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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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tsu 欢迎您提出意见
如果您对本文档有任何意见或要求，或者您发现本文档中的陈述有任何不清楚之处，
请通过以下 URL 上的表单明确提出您的观点。
对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用户：
http://www.computers.us.fujitsu.com/www/support_servers.shtml?su
pport/servers
对于其他国家 / 地区的用户：
SPARC Enterprise 联系网站
http://www.fujitsu.com/global/contact/computing/sparce_index.html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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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 I/O 扩展单元产品说明
本文档包含以下主题：
■

第 1 页的 “支持的硬件、固件和软件”

■

第 2 页的 “功能性问题”

■

第 7 页的 “文档更新”

支持的硬件、固件和软件
此发行版支持以下硬件、固件和软件版本：
■

SPARC Enterprise™ M4000/M5000/M8000/M9000 服务器

■

XSCF 控制软件包 (XSCF Control Package, XCP) 1041 或更高版本
如果您的服务器上安装的 XCP 版本低于 XCP 1041，则必须升级到 XCP 1041 或更高
版本。有关说明，请参见服务器的产品说明。

■

支持这些服务器的 Solaris™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OS) 的首个版本是
Solaris 10 11/06 OS。

修补程序信息
■

■

目前没有特定于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修补程序。修补程序要求可能会随时进行修
订。有关修补程序的可用性情况，请参见第 v 页的 “软件资源”。
您的 SPARC Enterprise M4000/M5000/M8000/M9000 服务器可能需要其他修补程
序，服务器才能正常操作。请为您的服务器安装所必需的强制性修补程序。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服务器的产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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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问题
本节列出了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已知问题。

注－ 有关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其他问题，可能在操作系统软件发行说明或服务器硬件
产品说明中列出。

已知问题
在电源发生故障后 PSU 无法再次自动打开
在 AC 电源中断长达 55 秒或更长时间后，PSU 可能无法再次自动打开。如果暂时拔下
AC 电源线，或者 AC 断路器暂时失去 AC 电源输入，则可能会发生该故障。当插回
AC 电源线或恢复 AC 断路器的 AC 电源时， PSU 正面的 AC 电源 LED 指示灯亮起，
但 DC 电源 LED 指示灯仍保持熄灭状态。

注－ 如果手动关闭 PSU AC 开关，然后再打开，则不会出现该问题。如果在 AC 开关
处于打开位置的情况下暂时拔下 AC 电源线或 AC 断路器暂时断电，则会出现该问题。
假设 PSU 中没有实际故障，解决方法是：
1. 恢复 PSU 的 AC 电源。
2. 关闭 PSU AC 开关。
3. 等待大约 15 秒，然后打开 PSU AC 开关。
此时绿色 AC 电源 LED 指示灯和绿色 DC 电源 LED 指示灯将亮起。

注意－ 如果琥珀色 “故障” LED 指示灯亮起，请与销售代表或经过认证的服务工程师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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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当前问题
表 1 列出了外部 I/O 扩展单元尚待解决的问题。
表 1

当前问题 (1/2)

CR ID

说明

解决方法

6545639

不支持 PCI66MHz 卡。

无解决方法。

6562020

snmp 守护进程可能会在拆离外部 I/O 扩展单元中
的 FRU 时退出。

要重新启动 snmp 守护进程，请发出命令 setsnmp
enable°£

6564649

电源单元 (Power Supply Unit, PSU) 报告的内部温 如果报告的温度看起来超出了预期的读数范围，
度可能有误。
请采集多个温度样例，然后采用多个读数的平均值。
要手动显示 PSU 温度，请使用 ioxadm env -t
命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oxadm (8) 手册页。

6582282

环境温度达到报警阈值时会触发过多的消息：
ereport.chassis.env.temp.otw
（消息重复出现） ...
showlogs(8) 输出包括：
Msg: High temperature warning

6600214

如果外部 I/O 扩展单元中的两个 PSU 都处于关闭
状态，随后打开其中一个 PSU，则机箱温度过高
LED 指示灯可能会错误地亮起。
域启动几分钟后，可能会显示以下两种或其中一种
ereport 消息：
ereport.chassis.i2c.nresp
或者
ereport.chassis.env.temp.otw
showlogs(8) 输出包括：
Msg: TWI access error (code=1707)
Msg: TWI access error (code=1709)
或者
Msg: High temperature warning

如果环境温度达到或超过了最大值 (38 °C/100 °F)，
请降低环境温度。注：环境温度是在 PSU 进气口
测量的。
如果环境温度持续在最大值上下波动，则会生成多
条消息。
如果环境温度超过了最大值，但没有在最大值上下
波动，则会生成一条消息。
使用以下过程进行恢复：
• 关闭受影响的域的电源。
• 关闭外部 I/O 扩展单元上的两个 PSU 的电源。
• 当两个 PSU 上的 DC 电源 LED 指示灯都熄灭
后，断开两根 AC 电缆的连接。
• 10 秒或更长时间后，重新连接 AC 电缆。
• 打开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电源。
• 打开受影响的域的电源。
如果恢复过程失败，请与销售代表或经过认证的服
务工程师联系。
注－ 输出 ereport.chassis.env.temp.otw
(Msg:High temperature warning) 可能表明
出现温度错误。执行 ioxadm env -t 命令来检查
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内部温度。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ioxadm (8) 手册页。

外部 I/O 扩展单元产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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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当前问题 (2/2)

CR ID

说明

6660119

在 PSU 上的 AC 开关仍处于打开位置的情况下， 请与销售代表或经过认证的服务工程师联系。
如果拔下 AC 电缆，则 PSU 的 “故障” LED 指示 注－ 在断开 AC 电缆连接之前，请检验 PSU 的两
灯可能亮起，服务器可能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个 AC 开关是否都已处于关闭位置。
ereport.chassis.device.fan.tooslow
ereport.chassis.device.power.ovf
ereport.chassis.device.power.ocf
ereport.chassis.device.power.otf
ereport.chassis.device.power.ocw
ereport.chassis.device.power.sw-off
ereport.chassis.device.power.ac-warn

解决方法

showlogs(8) 输出包括：
Msg: Low rotation error
Msg: Overvoltage failure
Msg: Overcurrent failure
Msg: High temperature failure
Msg: Overcurrent warning
Msg: Switch is turned off
Msg: Low input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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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的问题
表 2 列出了通过硬件或软件更新已解决的问题。

注－ 表 2 中的第二列给出了更新建议，通过这些更新，便可以不必使用解决方法。
要确定系统中 Bridge Controller 和 Fan Controller 固件的版本，请参见服务器的
《外部 I/O 扩展单元安装和服务手册》。
表 2
CR ID

已解决的问题 (1/3)
修复问题的更新版本： 说明

6510888 XCP 1041

链路卡可能会显示以下消息：
ereport.chassis.env.temp.utw

解决方法

无解决方法。请忽略该错误消息。

showlogs(8) 输出包括：
Msg: Low temperature warning
6524588 驱动程序修补程序 千兆位以太网卡
914568-02
(SE0X7GQ1*,SE0X7GD1*,SE0X7GD2*) 在通
信流量过大的情况下丢弃或丢失 INTx 中断。

检查最新驱动程序修补程序是否可用。

6555583 带 Bridge
Controller
Firmware 2.4 的
XCP 1050

如果链路电缆从正在运行的系统断开，然后又 对受影响的域进行关开机循环。
重新连接，则链路无法恢复。

6557227 Bridge Controller
Firmware 2.1

当某个域关闭时，与该域相连的外部 I/O 扩
展单元不总是关闭 I/O 船的电源。

如果在较长时间内域将保持关闭，请
手动关闭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电源。

6559504 Solaris 10 8/07

来自 nxge 驱动程序的错误消息
("nxge_ipp_eccue_valid_check") 导致
反复显示 FMA 错误消息。

请忽略错误消息。

6562085 Fan Controller
Firmware 2.2

I/O 船报告的内部温度可能有误。

忽略报告的温度。
如果要显示正确的温度，请首先复位
该单元，然后使用下列命令显示温
度：
• ioxadm reset target
• ioxadm env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oxadm (8)
手册页。

外部 I/O 扩展单元产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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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的问题 (2/3)

表 2
CR ID

修复问题的更新版本： 说明

6563777 Fan Controller
Firmware 2.4

解决方法

如果在外部 I/O 扩展单元中移除 I/O 船，
使用 ioxadm reset target 命令复
然后将其再次插入，则服务器可能会生成以下 位外部 I/O 扩展单元。
错误消息：
ereport.chassis.device.link-down
ereport.chassis.i2c.nresp
ereport.chassis.i2c.intr-fail
showlogs(8) 输出包括：
Msg: Link Error
Msg: TWI access error (code=1701)
Msg: TWI access error (code=1706)
Msg: TWI access error (code=1B01)

6564631 XCP 1060

showstatus 命令不显示外部 I/O 扩展单元
中的故障。

无解决方法。

6564658 XCP 1050

链路卡可能会显示以下消息：
ereport.chassis.env.tmp.utw

无解决方法。请忽略该错误消息。

showlogs(8) 输出包括：
Msg: Low temperature warning
6565649 XCP 1050

PCI Express 船可能会间歇性地不通电，
或可能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ereport.chassis.power.uvf
showlogs(8) 输出包括：
Msg: Under voltage failure

6568364 XCP 1050

6

请与销售代表或经过认证的服务工程
师联系，索要 I/O 船替换件。
如果 I/O 船无法自动打开电源，
请使用以下过程，直到获得替换件。
请注意， I/O 船上的 “故障” LED
指示灯将在执行解决方法过程后继续
亮着，但是 I/O 船却可以正常操作。
• 关闭受影响的域的电源。
• 关闭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电源。
• 打开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电源。
• 打开受影响的域的电源。
如果恢复过程失败，请与销售代表或
经过认证的服务工程师联系。
注－ 如果 XCP1050 或更高版本中显
示以下消息，请与销售代表或经过认
证的服务工程师联系。
Msg: Under voltage failure

prtfru 命令不显示外部 I/O 扩展单元的某些 无解决方法。
状态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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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R ID

已解决的问题 (3/3)
修复问题的更新版本： 说明

6572281 XCP 1050

解决方法

要检验是否正在处理中断，请使用
ioxadm 命令打开定位 LED 指示灯。
• 如果 LED 指示灯亮起，则说明正
在正确处理中断。请忽略错误消息。
showlogs(8) 输出包括：
Msg: TWI access error (code=1B0x) • 如果 LED 指示灯未亮起，则说明
没有在处理中断。请与销售代表或
其中 x 可以为 1-5。
经过认证的服务工程师联系。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oxadm (8)
手册页。
打开系统的电源时或在系统重新引导期间，
服务器可能会生成以下消息：
ereport.chassis.i2c.intr_fail

热插拔操作说明
当对链路卡执行热插拔 (PHP) 操作，以取消配置然后再配置装有单 / 双通道 4Gbps 光
纤通道卡 (SE0X7F11F/SE0X7F12F) 的外部 I/O 扩展单元时，在配置外部 I/O 扩展单
元后，您需要执行 PHP 操作来取消配置然后再配置卡 SE0X7F11F/SE0X7F12F 本身。
如果不执行 PHP 操作，将无法识别 SE0X7F11F/SE0X7F12F。
当执行动态重新配置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R) 操作以取消配置然后再配置外部
I/O 扩展单元时，无需执行上述 PHP 操作。

文档更新
表 3 列出了已知文档更新。
表 3
书名

文档更新
页号

《外部 I/O 扩展单元安装和服 1-35
务手册》
2-16

更新

在 1.4.2 节 “双船配置”中，将添加有关将 I/O 船连接到不同域的注意事
项。请参见第 8 页的 “将 I/O 船连接到不同域”。
在 2.6 节 “安装链路套件”中，当前包含的注意事项将被替换。请参见第
8 页的 “将 I/O 船连接到不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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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I/O 船连接到不同域
以下注意事项将出现在第 1-35 页的 1.4.2 节 “双船配置”以及第 2-16 页的 2.6 节
“安装链路套件”中：

注－ 如果要在外部 I/O 扩展单元中安装第二个 I/O 船，则两个 I/O 船必须连接到同
一个主机服务器。不要将第二个 I/O 船连接到另一个服务器。可以将第二个 I/O 船连
接到同一个服务器的不同域，但不能连接到不同服务器的域。

注－ 请不要在两个 I/O 船之间建立菊花链 （即通过链路卡将一个 I/O 船连接到另一
个 I/O 船）。不允许采用菊花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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