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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档提供关于 XSCF Control Package (XCP) 的最新信息和关于 SPARC M10 系统的
硬件、固件、软件和文档的重要和最新信息。
注 - 如果发布了比本文档中支持的版本更新的 XCP 版本，则仅更新支持最新版 XCP 的文档。
除了本文档外，还可访问以下网站查看支持最新版 XCP 的文档。请查看相关内容和用途，确
认是否有与您使用的 XCP 版本相关的修订。
日语网站
http://jp.fujitsu.com/platform/server/sparc/manual/
■
全球网站
http://www.fujitsu.com/global/services/computing/server/sparc/downloads/manual/
■

在日本，Fujitsu 将 Fujitsu M10 以 SPARC M10 系统之名销售。
Fujitsu M10 和 SPARC M10 系统是相同的产品。
本序言包含以下部分：
■
受众
■

如何使用本文档

■

相关文档

■

处置和回收

■

文档反馈

受众
本文档专为对计算机网络和 Oracle Solaris 有较深了解的系统管理员而设计。

vii

如何使用本文档
本文档支持所有型号的 SPARC M10 系统。请根据您使用的服务器阅读下表中的相关
项。
本文档中各章的标题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第1章

软件要求

x

x

x

第2章

XCP 2080 相关信息

x

x

x

第3章

软件信息

x

x

x

第4章

SPARC M10-1 硬件信息

x

第5章

SPARC M10-4 硬件信息

第6章

SPARC M10-4S 硬件信息

第7章

PCI 扩展装置硬件信息

x（若已安装）

x（若已安装）

x（若已安装）

第8章

文档修订内容

x

x

x

x
x

第1章、第2章 和 第3章 中描述的关于固件和软件的信息对于所有型号都是通用的。部
分信息仅适用于特定型号。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指出适用的型号名称。
在 第4章、第5章 和 第6章 中针对每个型号单独提供硬件设备信息。在描述硬件的所有
章节中均会介绍对所有型号通用的内容。所以当您查看多个型号的硬件信息时，会发现
部分内容在部分章节中是重复的。
若安装了 PCI 扩展单元，请见关于 PCI 扩展单元 (第7章) 的信息。
将在每个文档中提供文档修订内容 (第8章)。请检查您的文档是否有修订的内容。

相关文档
有关服务器的所有文档都是在线提供的。
■
Oracle 软件相关文档（Oracle Solaris 等）
http://www.oracle.com/documentation/
■

Fujitsu 文档
日语网站
http://jp.fujitsu.com/platform/server/sparc/manual/
全球网站
http://www.fujitsu.com/global/services/computing/server/sparc/downloads/manual/

注 - 本文档中的信息在所有 SPARC M10 系统相关文档中具备最高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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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与 SPARC M10 系统相关的文档。
SPARC M10 系统相关文档 (*1)

《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入门指南》(*2)
《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快速指南》
《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Important Legal and Safety Information》(*2)
《Software License Conditions for 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Safety and Compliance Guide》
《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Security Guide》
《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SPARC Enterprise/PRIMEQUEST Common Installation Planning Manual》
《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安装指南》
《Fujitsu M10-1/SPARC M10-1 Service Manual》
《Fujitsu M10-4/Fujitsu M10-4S/SPARC M10-4/SPARC M10-4S Service Manual》
《PCI Expansion Unit for 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Service Manual》
《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PCI Card Installation Guide》
《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操作和管理指南》
《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域配置指南》
《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XSCF Reference Manual》
《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RCIL User Guide》(*3)
《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产品说明》
《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Glossary》
*1 所列使用手册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2 产品配备印制的使用手册。
*3 本文档只适用于FUJITSU M10和FUJITSU ETERNUS存储系统。

DVD-ROM《SPARC M10/SPARC Enterprise
Software DVD》上提供的文档
注 - 仅 Fujitsu 在日本国内销售的 SPARC M10 系统支持“增强支持设施”(ESF) 和“远程客户支
持系统”(REMCS)。

远程维护服务
■
Enhanced Support Facility User's Guide for REMCS (J2X1-7753-EN)

固件信息
这是专为 Fujitsu 客户提供的信息。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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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以下来源获取服务器的固件。
■
日语网站
订阅了 SupportDesk 的客户可通过 SupportDesk-Web 网站获取固件。
■

全球网站
关于如何获取固件的最新文件，请咨询您的销售代表。

提供以下文件。
固件程序文件（XSCF Control Package (XCP) 文件）
■
XSCF 扩展 MIB (XSCF-SP-MIB) 定义文件
■

注 - XSCF Control Package (XCP)：XCP 是配置 SPARC M10 系统所需硬件的封装控制程序。
XCP 文件中包含 XSCF 固件、OpenBoot PROM 固件、开机自检固件和 Hypervisor 固件。

处置和回收
注 - 这些信息适用于 Fujitsu 在日本国内销售的 SPARC M10 系统。

关于产品处置和回收（收费服务）的信息，请咨询销售代表。

文档反馈
如果您对本文档有任何意见或要求，欢迎通过以下网站告诉我们，同时请提供手册代码、
手册标题和页面信息，并详细说明您的观点：
■
日语网站
http://jp.fujitsu.com/platform/server/sparc/manual/
■

x

全球网站
http://www.fujitsu.com/global/services/computing/server/sparc/downloads/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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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软件要求
本章介绍了使用 SPARC M10 系统的软件要求。
■
XCP/Oracle Solaris 和必备的 SRU/补丁
■

如何获取 XCP 和 Oracle Solaris SRU/补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

网络浏览器

■

当前 XCP 固件版本和支持信息

XCP/Oracle Solaris 和必备的 SRU/补丁
下面列出了 SPARC M10 系统支持的 XCP、Oracle Solaris 和必备的 SRU/补丁。
表 1-1

XCP/Oracle Solaris 和必备的 SRU/补丁支持列表

服务器

XCP

Oracle Solaris

所需软件包 (*4)
所需产品 (*5)

必备的 SRU (*4)
必备的补丁 (*5)

SPARC M10-1

2012 或更
新版本

Oracle Solaris 11.1

系统/ldoms(*1)
系统/ldoms/ldomsmanager(*2)

SRU1.4 或更新
版本 (*3)

Oracle Solaris 10 1/13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0 或更
新版本 (*3)

无

Oracle Solaris 11.1

系统/ldoms(*1)
系统/ldoms/ldomsmanager(*2)

SRU1.4 或更新
版本 (*3)

Oracle Solaris 10 1/13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0 或更
新版本 (*3)

无

Oracle Solaris 11.1

系统/ldoms(*1)
系统/ldoms/ldomsmanager(*2)

SRU1.4 或更新
版本 (*3)

Oracle Solaris 10 1/13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0 或更
新版本 (*3)

无

SPARC M10-4

2012 或更
新版本

SPARC M10-4S 2031 或更
（机箱间直连） 新版本

1

表 1-1

XCP/Oracle Solaris 和必备的 SRU/补丁支持列表 (续)

服务器

XCP

Oracle Solaris

所需软件包 (*4)
所需产品 (*5)

必备的 SRU (*4)
必备的补丁 (*5)

SPARC M10-4S
（通过交叉开
关箱连接）

2043 或更
新版本

Oracle Solaris 11.1

系统/ldoms(*1)
系统/ldoms/ldomsmanager(*2)

SRU1.4 或更新
版本 (*3)

Oracle Solaris 10
1/13(*6)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0 或更
新版本 (*3)

无

*1:
*2:
*3:
*4:
*5:
*6:

为控制域和来宾域所必需。包含在 group/system/solaris-large-server 和 group/system/solaris-small-server 之中。
仅为控制域所必需。包含在 group/system/solaris-large-server 和 group/system/solaris-small-server 之中。
仅为控制域所必需。
针对 Oracle Solaris 11。
针对 Oracle Solaris 10。
如果 Oracle Solaris 10 1/13 将在控制域运行，则可分配到控制域的 CPU 为安装在逻辑系统板上的 LSB 编号为 0 到 7 的 CPU。分配给
来宾域的 CPU 没有 LSB 编号限制。如果 Oracle Solaris 10 1/13 在来宾域运行，则最多可为一个来宾域分配 1024 个 CPU (vcpus)。

注 - 在 SPARC M10 系统中从 DVD 媒体安装或启动 Oracle Solaris 11.1 时，会显示以下两种
类型的消息。请忽略这些消息，它们对安装没任何影响。
[消息示例 1]
Dec 21 02:18:22 solaris genunix:NOTICE: core_log: ldmd[1978] core dumped:/tmp/core
Dec 21 02:18:22 solaris svc.startd[9]: ldoms/ldmd:default failed fatally: transitioned to
maintenance (see 'svcs -xv' for details)
[消息示例 2]
SUNW-MSG-ID:SMF-8000-YX, TYPE: defect, VER:1, SEVERITY: major
EVENT-TIME:Fri Dec 21 02:18:50 UTC 2012
PLATFORM:ORCL,SPARC64-X, CSN:2081210008, HOSTNAME: solaris
SOURCE: software-diagnosis, REV:0.1
EVENT-ID:5cf4edb8-0613-cbe0-acb1-a9a28a2fac10
DESC:A service failed - a start, stop or refresh method failed.
AUTO-RESPONSE:The service has been placed into the maintenance state.
IMPACT: svc:/ldoms/ldmd:default is unavailable.
REC-ACTION:Run 'svcs -xv svc:/ldoms/ldmd:default' to determine the generic reason why
the service failed, the location of any logfiles, and a list of other services impacted.Please
refer to the associated reference document at http://support.oracle.com/msg/SMF-8000-YX
for the latest service procedures and policies regarding this diagnosis.
注 - 若 Oracle Solaris 11.1 安装在 SPARC M10 系统中，则启动 Oracle Solaris 时会显示以下消
息。
[消息示例]
WARNING: failed to instantiate provider ldmd for process 753
WARNING: failed to instantiate provider ldmd for process 753
Sep 24 06:15:59 svc.startd[11]: svc:/ldoms/ldmd:default:Method "/opt/SUNWldm/bin/ldmd_
start" failed with exit status 95.
Sep 24 06:15:59 svc.startd[11]: ldoms/ldmd:default failed fatally: transitioned to maintenance
(see 'svcs -xv' for details)
安装 Oracle Solaris 11.1 后，应用 SRU1.4 或更新版本。
然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包会更新到支持 SPARC M10 系统的版本，之后便不
会再输出这些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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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Oracle Solaris 的其他信息请见“Oracle Solaris 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如何获取 XCP 和 Oracle Solaris SRU/
补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订阅了 SupportDesk 的客户可从 SupportDesk-Web 获取最新的 XCP 固件和 Oracle
Solaris SRU/补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网络浏览器
表 1-2 列出了已确认可运行 XSCF Web 的网络浏览器。关于 XSCF Web 的其他信息请
见“XSCF Web 注意事项和限制”。
表 1-2

已确认运行的网络浏览器版本

网络浏览器

版本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0 和 9.0

Firefox

10.0 或更新版本

当前 XCP 固件版本和支持信息
下面列出了之前为 SPARC M10 系统发布的 XCP 固件版本，以及各个版本的主要支持
和更新信息。
表 1-3

之前发行的 XCP 版本和支持信息

XCP 版本

主要支持信息

XCP 2080

支持 64 GB 内存

XCP 2070

改进 XCP 固件缺陷

XCP 2052

支持 SNMP 代理功能的 AES 算法加密功能
支持机箱中的各种内存

XCP 2051

改进 XCP 固件缺陷

XCP 2050

支持 PCI 扩展装置的直接 I/O 功能 (SPARC M10-4S)

XCP 2044

支持 PCI 扩展装置的直接 I/O 功能 (SPARC M10-1/M10-4)

XCP 2042

支持交叉开关盒（最高配置 16 BB）

第1章 软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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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4

之前发行的 XCP 版本和支持信息 (续)

XCP 版本

主要支持信息

XCP 2041

支持 PCI 扩展装置

XCP 2032

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相关的改进

XCP 2031

支持 SPARC M10-4S（最高配置 4 BB）

XCP 2013

改进 XCP 固件缺陷

XCP 2012

支持 SPARC M10-1/M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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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XCP 2080 相关信息
本章说明 XCP 2080 相关信息。
■
关于 XCP 2080 的最新信息
■

注意事项和限制

■

XCP 2080 问题和周转方案

关于 XCP 2080 的最新信息
本节说明 XCP 2080 的新增功能。
■
现在支持 64 GB 内存。
扩展 64 GB 内存需要 XCP 2080 或更新版本。
■

■

从外部媒体安装 Oracle Solaris 的方法已添加到《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操
作和管理指南》
现在支持 Auto Service Request (ASR) 功能。
关于 ASR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见相关的 Oracle 手册。

注意事项和限制
本节说明此发行版本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OpenBoot PROM 注意事项
■

如果您在域控制台上显示 OpenBoot PROM 短语之后，在 OpenBoot PROM 完成启
动之前执行 sendbreak(8) 命令，则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引导命令
将会无法执行。
FATAL:OpenBoot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prematurely terminated.
5

在这种情况下，在 ok prompt 中将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 auto-boot? 设置为
false，然后执行 reset-all 命令。OpenBoot PROM 重启后，将 auto-boot? 设置为
true，然后执行 boot 命令。
■

■

使用 XSCF firmware setpparparam(8) 命令设置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时，例
如 nvramrc，可设置的最大字符数为 254。
如果要在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如 nvramrc）中设置包含 255 个或更多字符
的字串，请在 OpenBoot PROM 或 Oracle Solaris 环境下操作。但请注意最大字符
数限制为 1024 个。
OpenBoot PROM 设备别名盘和网络并不是为未分配任何网络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磁盘和逻辑域创建的。要通过设置设备别名盘或网络执行磁盘引导或网
络引导，请使用 OpenBoot PROM nvalias 命令设置设备别名盘和网络。

维护限制
■

目前不支持以下项，详见《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安装指南》：
■
"9.2.1 目标逻辑分区 (PPAR) 运行时安装服务器"
■

■

■

"10.2.1 目标逻辑分区 (PPAR) 运行时删除服务器"

目前不支持"Active/Cold maintenance"（在物理分区 (PPAR) 运行时维护）的维护
操作（如《Fujitsu M10-4/Fujitsu M10-4S/SPARC M10-4/SPARC M10-4S Service
Manual》 中所述）。
目前不支持在物理分区中对系统板进行动态重新配置（如《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域配置指南》中所述）。

CPU 内存和主板维护注意事项
更换下 CPU 内存装置 (CMUL) 或主板 (MBU) 时可能会删除 CPU 激活的设置信息和
CPU 激活密钥。要恢复 CPU 激活的设置信息和 CPU 激活密钥，需要提前使用
dumpconfig(8) 命令保存 CPU 激活的设置信息和 CPU 激活密钥，然后使用
restoreconfig(8) 命令恢复。

CPU 激活注意事项
■

■

■

6

如果在 XCP 2032 或更早版本中通过执行 restoredefaults(8) 命令初始化 XSCF 设置
信息，则 CPU 激活密钥信息也会初始化。
执行 restoredefaults(8) 命令时，请在恢复或重新注册 CPU 激活密钥之前先进行保
存。
如果在 XCP 2041 或更新版本中执行 restoredefaults -c xscf 命令，则 CPU 激活密
钥信息不仅会从 XSCF 装置上删除，还会从 XSCF 中的备份信息中删除。另一方面，
即使您执行了 restoredefaults -c factory 命令，CPU 激活密钥信息也不会被删除。
要将包括 CPU 激活密钥的所有信息恢复出厂默认设置，请使用 -c factory -r
activation。
dumpconfig(8) 命令保存的 XSCF 设置信息包含 CPU 激活信息和 CPU 激活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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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使用 restoreconfig(8) 命令恢复使用 dumpconfig(8) 命令保存的 CPU 激活信息
和 CPU 激活密钥。
所以，当您在配置 XSCF 的设置时，例如配置 XSCF 网络或物理分区 (PPAR)，如果
配置 CPU 激活或安装 CPU 激活密钥，建议您先使用 dumpconfig(8) 命令保存 CPU
激活信息和 CPU 激活密钥。要仅保存或恢复 CPU 激活密钥，分别执行
dumpcodactivation(8) 或 restorecodactivation(8) 命令即可。但请注意，CPU 激活
信息将无法保存和恢复。使用 showcod(8) 和 setcod(8) 命令重新配置 CPU 激活。

XSCF Web 注意事项和限制
注意事项
(1) 浏览器共有的问题
■

■

使用 XSCF Web 导入 XCP 或更新固件时，网络浏览器上会显示 "Session is invalid"
。
如果使用 XSCF Web 导入 XCP 时 XSCF shell 的超时时间短，则 XCP 导入会失
败。可将 XSCF shell 超时时间设置为 30 分钟或更长时间。
选择“菜单”选项卡并选择“XSCF” -“设置” - “自动注销”菜单。然后在“超时值”中输
入 30 分钟或更长时间。

(2) Internet Explorer
目前无已知需注意的事项。
(3) Firefox
■

若在 FireFox 环境下使用 XSCF Web，当您登录 XSCF 时浏览器可能会提示您保存
登录 ID 和密码。在这种情况下请不要保存登录 ID 和密码。如果您保存登录 ID 和
密码，保存的数据可能会显示在 LDAP、SMTP 和 REMCS 网页上。

注 - 仅 Fujitsu 在日本国内销售的 SPARC M10 系统支持 Remote Customer Support System
(REMCS)。

可配置以下任意设置禁用浏览器的保存 ID/密码功能。
■

■

若要禁止整个浏览器保存登录 ID/密码，请选择“工具” - “选项” - “安全”选项卡，
然后取消选择“密码”中的“记住网站密码”。
若要设置保存 ID 和密码的特例，请选择“工具” - “选项” - “安全”选项卡，然后选
择“密码”中的“记住网站密码”。然后在登录 XSCF 时出现的 ID 和密码保存对话
框中单击“从不记住此网站密码”按钮。这会将 XSCF 的地址记录到保存 ID 和密
码的“例外”列表中，之后再登录 XSCF 时便不会再出现保存 ID 和密码的对话框。

限制
(1) 浏览器共有的问题
目前无已知限制。
(2) Internet Explorer
如果您在 Windows 7 环境中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8，将无法使用内置管理员账
第2章 XCP 2080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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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3) Firefox
目前无已知限制。

固件更新注意事项
■

■

表 2-1

[SPARC M10-4S]
如果您通过执行 flashupdate(8) 命令或使用 XSCF Web 更新固件，则处理时间取决
于配置系统的 SPARC M10-4S 机箱或交叉开关盒的数量。
更新 XSCF 固件后主 XSCF 和备用 XSCF 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更新的 XCP 的版本。
下表为各个 XCP 版本的主 XSCF 和备用 XSCF 的关系，以及更新固件的操作。

XCP 2050 和 XCP 2044 或更早版本之间固件更新的差异

XCP 版本

主 XSCF 和备用 XSCF 之间的关系

固件更新期间的操作

XCP 2050 或更新版本

更新时相互切换的主 XSCF 和备用 XSCF 将
在更新完成后切换回原来的状态。

1.从 BB#00 的主 XSCF 执行 flashupdate
(8) 命令。
-> 执行了 flashupdate(8) 的 BB#00 主 XSCF
将在 XSCF 重启后立即变为备用状态。
-> 更新完成后将执行 XSCF 自动切换。
-> XSCF 自动切换完成后，执行了
flashupdate(8) 命令的 BB#00 的 XSCF 将
恢复原来的主机状态。
2.检查 BB#00 主 XSCF 的日志并确认更新已
完成。

XCP 2044 或更早版本

更新时相互切换的主 XSCF 和备用 XSCF 将
在更新完成后保持切换后的状态。

1.从 BB#00 的主 XSCF 执行 flashupdate
(8) 命令。
-> 执行了 flashupdate(8) 的 BB#00 主 XSCF
将在 XSCF 重启后立即变为备用状态。
-> 更新完成后不执行 XSCF 自动切换。所以
执行了 flashupdate(8) 的 BB#00 的 XSCF
将保持备用状态。
2.检查 BB#01 主 XSCF 的日志并确认更新已
完成。
3.要将 XSCF 的主和备用状态恢复到更新前
的状态，可在 BB#01 的主 XSCF 上执行
switchscf(8) 命令将 BB#00 的 XSCF 恢复
到主状态。

■

如果更新固件时发生了 "与 XCP 相关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中描述的问题并有与问题相
应的恢复流程，请先执行这些流程以避免问题。然后再执行固件更新。

连接了 PCI 扩展装置的配置的注意事项
■

8

[SPARC M10-1]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之一，则物理分区 (PPAR) 的逻辑域配置将在下次重启后恢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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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默认设置。而且，如果逻辑域配置中有来宾域，则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将
被初始化。
■

■

在连接了 PCI 扩展装置的配置中，XCP 2043 或更早版本的固件更新为 XCP 2044
或更新版本
添加到系统的 PCI 扩展装置的固件版本为 XCP 2044 或更新版本

可提前从 Oracle Solaris 将逻辑域配置信息保存到一个 XML 文件中。执行 ldm
list-constraints -x 命令将逻辑域配置信息保存到 XML 文件。执行 ldm init-system -i
命令恢复 XML 文件中的逻辑域配置信息。提前记录控制域的 OpenBoot PROM 环
境变量设置信息，方便您之后重新配置。
要显示信息，请在 ok prompt 中执行 printenv 命令。关于这些流程的详情请见 "逻
辑域配置信息和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的保存/恢复方法。"
如果您需要保存或恢复与 PCI 扩展装置相关的信息，请见下表中的信息。
表 2-2

PCI 扩展装置配置所需的工作

PCI 扩展装置的安装

域配置

重建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配置

再次设置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

无

出厂默认

不需要

不需要

无

存在来宾域。

不需要

不需要

有

出厂默认

不需要

不需要

有

存在来宾域。

需要 (XML)

需要

■

[SPARC M10-4/M10-4S]
若 SPARC M10-4 使用了 XCP 2044 或更新固件版本或 SPARC M10-4S 使用了 XCP
2050 或更新固件版本，则使用 setpciboxdio(8) 命令执行任一任务后，物理分区
(PPAR) 的逻辑域配置将在下次重启后恢复出厂默认设置。而且，如果域配置中包含
来宾域，则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将被初始化。
■
■

PCI 扩展装置的直接 I/O 功能的启用/禁用设置发生变化
在启用了 PCI 扩展装置的直接 I/O 功能的一个 PCI 插槽上添加、移除或更换了一
个 PCI 扩展装置。

可提前从 Oracle Solaris 将逻辑域配置信息保存到一个 XML 文件中。执行 ldm
list-constraints -x 命令将逻辑域配置信息保存到 XML 文件。执行 ldm init-system -i
命令恢复 XML 文件中的逻辑域配置信息。同样，请提前记录控制域的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设置信息，然后重新设置。要显示信息，请在 ok prompt 中执行
printenv 命令。关于这些流程的详情请见“逻辑域配置信息和 OpenBoot PROM 环
境变量的保存/恢复方法”。
如果您在通过执行 setpciboxdio(8) 命令更改 PCI 扩展装置的直接 I/O 功能的启用/
禁用设置时需要保存/恢复各种信息，则下表中的信息适用。
表 2-3

通过执行 setpciboxdio 命令切换启用/禁用设置所需的工作

PCI 扩展装置的配置

域配置

重建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配置

再次设置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

有/无

出厂默认

不需要

需要

第2章 XCP 2080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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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通过执行 setpciboxdio 命令切换启用/禁用设置所需的工作 (续)

PCI 扩展装置的配置

域配置

重建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配置

再次设置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

有/无

存在来宾域。

需要 (XML)

需要

通过执行 setpciboxdio(8) 命令在启用了 PCI 扩展装置的直接 I/O 功能的一个 PCI
插槽上添加、移除或更换了一个 PCI 扩展装置时，需要保存/恢复信息的情况如下表
所示。
注 - 如果您使用 PCI 热插拔 (PHP) 功能维护 PCI 扩展装置，则直接 I/O 功能将被禁用，您也
就不需要保存/恢复这些信息。

表 2-4

在启用了 PCI 扩展装置的直接 I/O 功能的一个 PCI 插槽上添加、移除或更换了一个
PCI 扩展装置后所需的工作

维护环境

域配置

重建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配置

再次设置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

通过停止 PPAR 执行添加/删除时

出厂默认
存在来宾域。

不需要
需要 (XML)

不需要
需要

通过停止 PPAR 更换故障 PCI
扩展装置 (*) 时

出厂默认
存在来宾域。

不需要
需要 (XML)

不需要
需要

通过停止 PPAR 更换正常 PCI
扩展装置 (*) 时

出厂默认
存在来宾域。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包括更换连接卡、连接线、管理线或连接板的情况。

双电源馈电配置注意事项
SPARC M10 系统采用冗余电源配置。使用 setdualpowerfeed(8) 命令启用或禁用双电
源馈电功能不会影响冗余系统的行为。
所以，当取决于 setdualpowerfeed(8) 命令设置的 showdualpowerfeed(8) 和
showhardconf (8) 命令的显示结果也包含在以下情况之中时，冗余配置的系统的行为
不会受到影响。
■
showhardconf(8) 命令显示 "Power_Supply_System:Dual"，而 showdualpowerfee
d(8) 命令显示 "Dual power feed is enabled"。
■
showhardconf(8) 命令显示 "Power_Supply_System:Single"，而
showdualpowerfeed(8) 命令显示 "Dual power feed is disabled"。
系统管理员可用此设置功能查看电源装置是否使用了双电源馈电配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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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和限制
注意事项
■

■
■

操作面板上的模式开关设置为“检修”模式时，将无法使用操作面板上的电源开关打
开电源。要使用操作面板上的电源开关打开电源，请先将操作面板上的模式开关设
置为“锁定”模式。
扩展 64 GB 内存需要 XCP 2080 或更新版本。
[SPARC M10-1/M10-4/M10-4S]
可通过 Telnet 和 SSH 并发连接到 XSCF 的最大用户数量如下：
■

M10-1:20 用户

■

M10-4:40 用户

■

M10-4S（无交叉开关盒）：40 用户

■

M10-4S（有交叉开关盒）：70 用户

如果超过允许的最大用户数量，则将禁止访问。
■

XSCF-LAN 兼容自动协商。如果您将 XSCF-LAN 连接到固定为全双工模式的网络
设置，则 XSCF-LAN 将根据 IEEE 802.3 协议以半双工模式通信。这会降低网络通信
速度或导致通信问题。请一定要为连接 XSCF-LAN 的网络设备设置自动协商。

■

使用 setdualpowerfeed(8) 命令进行的设置将即时生效。所以无需重启 XSCF。

■

ioxadm poweroff(8) 只能对电源装置使用 -f 选项。

■

■
■

■

■

■

■

■

■

使用 setupfru(8) 命令配置内存镜像设置时，应先将目标系统板 (PSB) 所属的物理分
区 (PPAR) 的电源断开。
要显示手册页，请为终端软件设置 TERM=vt100。
配置物理分区 (PPAR) 时，切勿将系统中不存在的 BB-ID 设置为 PPAR-ID。
例如，如果系统中有f BB-ID 00 和 01，则您可设置 00 或 01 作为 PPAR-ID。如果设
置 02 作为 PPAR-ID，则 PPAR-ID 02 的 PPAR 将无法启动。
在执行 showhardconf(8) 命令后显示的信息中，来宾域的 PCI Express (PCIe) 卡信
息将在相应来宾域的 Oracle Solaris 启动后显示。
对于 XCP 2032，setpparmode(8) 命令设置的省电操作的默认值是从"启用"更改为"
禁用。"
执行 testsb(8) 或 diagxbu(8) 命令后，不存在的 "PPAR#30" 的 PPAR-ID 可能会显
示在错误日志的可疑区。这表示诊断时在系统板 (PSB) 上发现了错误。输出的
PPAR-ID 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建议通过 XSCF-LAN 端口连接控制域控制台。
通过串行端口连接控制域控制台后输出大量数据时，数据可能会显示不正常。
[SPARC M10-4S]
处理显示系统配置或状态的命令（如 showhardconf(8) 命令、showboards(8) 命令
和 showpparstatus(8) 命令）所用的时间取决于配置系统的 SPARC M10-4S 机箱或
交叉开关盒的数量。
[SPARC M10-4S]
如果系统配置了多个机箱，则机箱 BB#01 或 XBBOX#81 可能会先成为主 XSCF。
第2章 XCP 2080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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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SPARC M10-4S]
根据系统配置，重启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如果您在安装了 XCP 2032 的 SPARC M10-4S 上添加 SPARC M10-4S，请先将固件
更新到最新版本。
如果您执行 setsnmpvacm(8) 命令设置 createview 作为操作数，则您无法使用 MIB
的 OID 掩码设置访问限制。如果您执行 setsnmpvacm(8) 命令设置 createview 作为
操作数，切勿使用 MIB 的 OID 掩码。
切勿使用多个电源联锁组注册同一个节点。如果通过将一个节点注册到多个电源联
锁组执行电源联锁，则操作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您可使用 setremotepwrmgmt(8) 命令确认是否将一个节点注册到了多个电源联锁
组。创建或修改电源联锁组管理信息文件时，一定要注意切勿造成重叠。
切勿将一个 I/O 节点注册到多个电源联锁组。
如果将同一个 I/O 节点设置到了多
个电源联锁组，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 I/O 将交替打开和关闭。
■
执行了 setremotepwrmgmt -c enable，且电源联锁功能已启用。
■

存在一个上面有一个或多个主节点开启的电源控制组，同时存在一个上面的全部
主节点关闭的电源控制组。

如果您偶然将一个 I/O 节点注册到了多个电源控制组，请先使用 setremotepwrmgmt
-c disable 禁用电源联锁，然后使用 clearremotepwrmgmt 删除电源控制组设置。删
除后，创建一个电源联锁管理信息文件使 I/O 节点不会注册到多个组，然后使用
setremotepwrmgmt -c config 重新注册。
■

■

如果设置了接收 IP 地址，则 SNMPv1 的 SNMP Trap 的 UDP 包发送 IP 地址和代
理地址是不同的。分配给各 XSCF-LAN（物理 IP 地址）的 IP 地址储存为 UDP 包
发送 IP 地址，而接收 IP 地址（虚拟 IP 地址）储存为代理地址。
如果装有两个 CPU 的 SPARC M10-4 或 SPARC M10-4S 启用了 I/O 总线重新配
置，则添加一个 CPU 内存装置 (CMU) 以添加两个 CPU 时，使用的 I/O 设备的设
备路径会发生变化。
对于可用 setpparmode(8) 命令的 -m 功能设置的 ioreconfigure，请保留其默认设
置 false，然后禁用 I/O 总线重新配置功能。
如果您通过将 ioreconfigure 设置为 true 启用了 I/O 总线重新配置功能，则您可能需
要重新安装 Oracle Solaris。

■

对于运行 Oracle Solaris 11 的逻辑域，更新到 XCP 2050 或更新版本后可提高一个
根联合体 (RC) 上的 PCIe 卡的最大数量。
要在更新到 XCP 2050 或更新版本后安装一个 PCIe 卡，请在控制域执行以下步骤。

此例假定目前储存了两种目前使用的配置信息，即 ldm-set1 和 factory-default。
1.选择储存在 XSCF 中的逻辑域的配置信息。
primary# ldm list-spconfig
ldm-set1 [current]
factory-default

2.在所有逻辑域上执行以下命令，包括控制域。
为 Idom 设置逻辑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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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ldm set-variable fix_atu=true <ldom>
primary# ldm remove-variable fix_atu <ldom>

3.再次为逻辑域储存更新的配置信息。
删除储存的 ldm-set1，然后再次储存这些信息。
primary# ldm rm-spconfig ldm-set1
primary# ldm add-spconfig ldm-set1

4.重启所有逻辑域。

限制
■
■

■

此时尚不支持将要使用 setpcl(8) 命令的 -s 选项设置的 no-mem 和 no-io。
不支持 XSCF 和一个管理程序之间的实时监控。即使使用 setpparmode(8) 命令也
无法启用/禁用 XSCF 和一个虚拟机监控程序之间的实时监控。
[SPARC M10-4S]
假设 XSCF 在连接到含有两个机箱以上的 SPARC M10-4S 中的控制域控制台时发生
切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尝试了重新将控制域控制台连接到已切换的主 XSCF，则
在重启所有 SPARC M10-4S 机箱前将无法与控制域控制台建立连接。
如果因 XSCF 中的错误而未重启所有 XSCF，请重新建立到控制域控制台的连接。
如果无法与控制域控制台建立连接，请更换故障的 XSCF 或 CPU 内存装置（下）。

■

[SPARC M10-4S]
如果因含有两个或以上机箱的 SPARC M10-4S 中的 XSCF 中的错误而未重启所有
XSCF，则 poweroff(8) 和 reset(8) 命令可能会无法正常运行。
要断开物理分区 (PPAR) 的连接，请登录到 PPAR 控制域并在 Oracle Solaris 上执行
shutdown(1M) 命令。然后使用 XSCF 固件上的 poweroff -f 命令断开 PPAR 的电源。
这种状态下无法使用 reset(8) 命令。

■
■

■
■

■

■

目前不支持用于设置 setpowerupdelay(8) 命令的空气调节等待时间的 -c wait 选项。
有关系统板的动态重新配置 (DR) 的支持信息，请咨询销售代表。
与动态重新配置相关的命令选项如下。
■

addboard(8) 命令的 -c configure

■

deleteboard(8) 命令的 -c disconnect（PPAR 打开电源时）

■

deleteboard(8) 命令的 -c unassign（PPAR 打开电源时）

■

setpparmode(8) 命令的 PPAR DR 功能

目前不支持 diagxbu(8) 命令的 -p 选项。
目前不支持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换交叉开关盒。关于如何更换交叉开关盒的说
明请见 "Chapter 6 Information on SPARC M10-4S Hardware" 中的 "更换交叉开关
盒的限制"。
目前不支持使用 addfru(8) 命令添加交叉开关盒。关于如何添加交叉开关盒的说明
请见 "Chapter 6 Information on SPARC M10-4S Hardware" 中的 "添加扩展机架的
限制 2"。
[SPARC M10-4S]
第2章 XCP 2080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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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 poweron(8) 命令打开含有多个 PPAR 的系统中的全部物理分区 (PPAR)
的电源，则设置 PPAR 启动时所需的启动时间比通过设置 -a 进行批量启动所需的时
间要长。
■

■

[SPARC M10-4/M10-4S]
对于可用 setpparmode(8) 命令的 -m 功能设置的 ioreconfigure，请保留其默认设
置 false，然后禁用 I/O 总线重新配置功能。如果您通过将 ioreconfigure 设置为
true 启用了 I/O 总线重新配置功能，则您可能需要重新安装 Oracle Solaris。
[SPARC M10-4S]
如果执行了 showhardconf -M，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可能无法每次显示一个屏
幕。切勿执行 showhardconf -M。
■
■

■

系统配置了 2BB 或更高
一个或多个 SPARC M10-4Ss 要使用 rebootxscf(8) 命令进行 XSCF 重置，所以它
们无法通信。

[SPARC M10-1]
如果在打开物理分区 (PPAR) 电源时对 XCP 2070 或更早版本进行固件更新，逻辑域
可能会停止。
请一定要在关闭物理分区 (PPAR) 电源时执行固件更新。这个问题请见 "XCP 2070
中已解决的问题" 的 "RTIF2-131004-001"。

XCP 2080 问题和周转方案
关于 XCP 2080 可能发生的问题，请见 "XCP 2080 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周转方案"。关于
XCP 2080 中已解决的问题，请见 "XCP 2080 中已解决的问题"。

14

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产品说明（适用于 XCP 版本 2080） • 2014年4月

第3章

软件信息
本章介绍与 SPARC M10 系统软件相关的具体说明和问题。
■
注意事项和限制
■

与 XCP 相关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

Oracle Solaris 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注意事项和限制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注意事项
■

■

■

如果您在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重新配置逻辑域后并在执行 ldm
add-spconfig 命令之前使用 XSCF 固件的 reset(8) 命令操作来宾域，则可能会重置
另一个来宾域。或者指定的来宾域将不会被重置。使用 ldm add-spconfig 命令保存
逻辑域的配置。如果在保存来宾域前重置了来宾域，请从控制域而不要从 XSCF 执
行 ldm stop 命令。
如果为下次启动设置逻辑域配置，请使用 ldm set-config 命令代替 ldm addspconfig -r。
如果使用 ldm add-spconfig -r 命令设置下次启动时的逻辑域配置，并使用 XSCF 固
件的 reset(8) 命令操作一个来宾域，则可能会重置另一个来宾域。
如果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执行 ldm migrate-domain 命令，则 XSCF
中可能会发生以下问题：
■
如果执行 showdomainstatus(8) 命令，迁移的来宾域的状态显示 "Unknown"。
■

■

■
■

使用 poweroff(8) 命令关闭物理分区 (PPAR) 电源时，可能所有来宾域会无法正
常关闭。
使用 reset(8) 命令重置一个来宾域时，可能会重置另一个来宾域。如果要重置来
宾域，请从来宾域而不要从 XSCF 执行。
如果设置了 SNMP，陷阱通知中发送的来宾域的名称可能会不正确。

如果迁移源的逻辑域处于 OpenBoot PROM 状态，则可能会不支持使用 ldm
15

migrate-domain 命令进行迁移。
先将迁移源的逻辑域更改为以下状态之一，然后再使用 ldm migrate-domain 命令
进行迁移 (CR 15858731)：

■

■

停止状态（束缚状态）

■

Oracle Solaris 正在运行的状态

一定要启动控制域的 ldmd 服务 (svc:/ldoms/ldmd:default)。

使用 openssl 时的注意事项
Oracle Solaris 为 SPARC64 M10 系统提供加速的加密库。这些库只能通过 OpenSSL
的 PKCS11 引擎使用。请参见手册页面 openssl(5)、engine(3openssl) 和 evp
(3openssl) 或以下 OpenSSL 文档：
http://www.openssl.org/docs/crypto/engine.html
http://www.openssl.org/docs/crypto/evp.html
请注意：
■
PKCS11 引擎是 OpenSSL 中从 SPARC64 X 处理器的加密算法装置获取加密功能加
速的唯一方式。
■

要在 Oracle Solaris 中实施 OpenSSL 的 PKCS11 引擎，需要启用 EVP 模型以启用
引擎支持的摘要和加密方法。
■
下面是已在 SPARC64-X 上优化的摘要方法的列表：
SHA1, SHA224, SHA256, SHA384, SHA512
■

下面是已在 SPARC64 X 上优化的加密方法的列表：
DES-CBC, DES-EDE3-CBC, DES-ECB, DES-EDE3
AES-128-CBC, AES-192-CBC, AES-256-CBC
AES-128-ECB, AES-192-ECB, AES-256-ECB
AES-128-CTR, AES-192-CTR, AES-256-CTR

下面是在 SPARC64-X 上调用加速版 AES 方法的示例：
# openssl speed -engine pkcs11 -evp AES-256-CBC
■

要在使用 OpenSSL 库（libssl、libcrypto）的应用中使用 PKCS11 引擎中优化的摘
要方法或加密方法，请启用 evp(3openssl) 中说明的 EVP 接口。

远程维护服务注意事项
注 - 仅 Fujitsu 在日本国内销售的 SPARC M10 系统支持 Enhanced Support Facility (ESF) 和
Remote Customer Support System (REMCS) 。

本节说明使用远程维护服务时的注意事项。关于如何设置和使用 REMCS 请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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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d Support Facility User's Guide for REMCS》
。

设置远程维护服务之前
要通过 SPARC M10 Systems 使用远程维护服务，您必须使用 XSCF Web 设置
REMCS 代理功能。此外，REMCS 代理使用 XSCF 的时区信息。提前使用 XSCF shell
执行以下设置：
■
■

设置使用 XSCF Web 所必需的项，如启用 HTTPS 设置
设置 XSCF 的时区

完成以上设置之后，使用 XSCF Web 设置 REMCS 代理功能。
关于 XSCF Web 设置和时区设置的详情请见《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操作和
管理指南》。

REMCS 代理功能的时区
REMCS 代理使用当前系统设置的时区。出于这个原因，当您使用 XSCF 更改系统时区
时，请再次设置定期连接计划以更新 REMCS 中心的信息。

SNMP 注意事项
使用 SNMPv3 代理时，在使用 setsnmp(8) 命令设置验证协议和加密协议之后，一定
要使用 setsnmpusm(8) 命令设置基于用户的安全模型 (USM) 管理信息，并使用
setsnmpvacm(8) 命令设置基于视图的访问控制模型 (VACM) 管理信息。SNMPv3 代
理设置过程中需要指定身份验证协议和加密协议。另外还需要执行 setsnmp(8) 和
setsnmpusm(8) 命令时设置的密码。

与 XCP 相关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本节说明各版本的 XCP 相关问题和周转方案。

XCP 2080 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下表为 XCP 2080 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第3章 软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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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XCP 2080 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x

如果使用 setpcl(8) 命令更改连
接了 PCI 扩展装置的 SPARC
M10 系统机箱的 LSB 数量并在
逻辑域配置中启动 Oracle Solaris，
则您无法通过执行 showhardcon
f(8) 命令显示 PCI 扩展装置的配
置信息。

使用 setdomainconfig(8) 命令将
逻辑域配置设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然后启动物理分区 (PPAR)。
然后再次配置逻辑域。

RTIF2130219-003

x

如果在使用 initbb(8) 命令删除
SPARC M10-4S 时移除一条
XSCF BB 控制线或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换一个
SPARC M10-4S 或一个 XSCF 装
置，则会记录以下错误日志。
Msg:Board control error (MBC
link error)
Msg:BB control cable detected
unexpected
Msg:XSCF hang-up is detected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请忽略错误日志。

RTIF2130219-004

x

如果交叉开关盒上安装的交叉开
关装置发生错误，则错误日志中
会记录很多"failed to read/write
interrupt mask register"。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关闭物理分区 (PPAR) 并更换交
叉开关盒中的交叉开关装置。

x

如果在启动一个物理分区
(PPAR) 时使用 flashupdate(8)
或 rebootxscf(8) 命令重启某个
XSCF，则 POST 可能会停止在
诊断完成时的状态（初始化完成）。

执行 reset por 命令，或使用
poweroff -f 命令关闭 PPAR，然
后再启动。

x

当您在有构建块配置的系统中断
开交叉开关盒或 SPARC M10-4S
的电源再重新打开时，错误日志
中可能会记录 "Board control
error (MBC link error)"。此外，
一个不存在的交叉开关盒或
SPARC M10-4S 可能会显示为故
障装置。

错误日志是在断开电源时记录的。
请忽略此错误日志。

x

执行以下操作时错误日志中会记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录 "The limit of power has been 请忽略此事件日志。
exceeded"。执行
setpowercapping(8) 命令将功耗
限制功能设置为"启用"，功耗最
大值设置为"设置 100%（默认）"，
超出功耗最大值的时间限制为"无
。"然后打开输入电源或关闭物理
分区 (PPAR) 的电源。

RTIF2-130109003

RTIF2130219-006

x

x

RTIF2130219-007

RTIF2-1303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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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XCP 2080 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续)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RTIF2-130305002

x

x

x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果检测到 CPU 或内存错误且
根据 showlogs error 命令显示
XSCF 将错误信息通知给控制域
时 XSCF 发生切换，则错误信息 的 FRU 进行维护。
可能会再次通知给控制域。因此，
showlogs error 命令显示的错误
信息不会再在 fmdump 命令的
故障报告输出中显示。

RTIF2-130305003

x

x

x

如果在拔下电源后很快便重新连
接，则 PSU 错误日志检测交流输
入的 100V 和 200V，表示可能会
记录输入电源的配置中有错误。
[XCP 2041 或更新]
安装了错误的 PSU
[XCP 2032 或更早版本]
PSU 在交流输入检测到 100V 和
200V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请忽略此错误日志。

x

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换
SPARC M10-4S 或交叉开关盒的
XSCF 装置时，更换可能会失败
并显示以下消息。
[Warning:010]
An internal error has occurred.

完成 replacefru(8) 命令后再重
新更换装置。
如果更换仍然失败，停止系统，
然后更换装置。

RTI No.

RTIF2-130305004

描述

周转方案

RTIF2-130305007

x

x

x

若执行 testsb(8) 命令或
diagxbu(8) 命令时检测到系统板
(PSB) 的配置错误，则错误日志
中记录的 FRU 会显示为
"PPAR#30"。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维护 SPARC M10 系统机箱可应
用的 PSB。

RTIF2-130305009

x

x

x

若使用 setsnmp addtraphost 命
令或 setsnmp addv3traphost 命
令注册了 129 条或更多陷阱主机
IP 地址，则使用 showsnmp(8)
命令时仅显示最多 128 条。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果使用 setsnmp(8) 命令注册
了 129 条或更多陷阱主机 IP 地
址时未发生异常终止，则 IP 地
址注册成功。

RTIF2-130305020

x

如果发生 XSCF panic 或 hang-up，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果通知内容相同且是在同一时
则可能会多次显示错误日志
间段内由同一原因造成的，请忽
"XSCF hang-up is detected"。
略这些日志。

RTIF2-130305022

x

如果检测到 "XSCF hang-up is
detected" 错误日志并且
showboards(8) 发现一个
"unknown" 系统板 (PSB)，则
poweron(8) 命令可能会失败并
输出以下消息。使用 XSCF Web、
APCS 或电源联锁的开机指令也
会有相同的情况。
Not powering on :An internal
error has occurred.Please
contact your system administrator.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使用 showboards(8) 命令更换
PSB 的 XSCF（显示为 "unknow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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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XCP 2080 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续)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描述

周转方案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果记录了 "XB-XB interface
link-up error" 错误日志，检查是
否有电源问题。
如果发生电源问题，忽略错误日
志 "XB-XB interface link-up error"。

RTIF2-130305023

x

如果交叉开关装置的 DC-DC 转
换器中发生错误，则会错误地记
录 "XB-XB interface link-up
error." 代替正确的 "LSI detected
errors with power subsystem
failure."

RTIF2-130305025

x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果在有多个物理分区 (PPAR)
的系统中执行 poweroff(8) 命令，
则处理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这
是因为 PPAR 的电源是逐个断开
的。根据系统配置，这可能需要
约一个小时。

RTIF2-130329005

x

在 SPARC M10-1 中打开输入电
源时，XSCF 的 READY LED 仍
然闪烁且系统可能无法启动。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关闭输入电源并重新打开。

RTIF2-130410001

x

通过执行 diagxbu(8) 或
testsb(8) 命令关闭系统板 (PSB)
电源时，系统板诊断可能会失败，
显示以下消息。
[Warning:010]
An internal error has occurred.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执行 showhardconf(8) 命令检查
相关 PSB 的 Pwr 字段是否已设
置为 "n"。
如果该字段设置为 "y"，每隔几
分钟执行 showhardconf(8) 命令
检查该字段是否会变为 "n"。

RTIF2-130410002

x

如果在启动了一个物理分区
(PPAR) 时通过执行 switchscf(8)
命令切换 XSCF，则 XSCF 的切
换可能会失败。

切勿在启动了一个物理分区
(PPAR) 时通过执行 switchscf(8)
命令切换 XSCF。

RTIF2-130410003

x

如果在满足以下条件的系统上启 - 不需要电源联锁时
动了一个物理分区 (PPAR)，则
使用 setremotepwrmgmt -c
其他 PPAR 也可能会启动。
disable 禁用电源联锁，然后使
用 clearremotepwrmgmt(8) 命
- 使用 setremotepwrmgmt(8) 命
令启用了电源联锁。
令删除电源联锁设置。
- 需要电源联锁时
- 创建了一个未在电源联锁管理
项中设置其 SubNodeID 的节点。 如果系统有多个 PPAR，通过
将一个 PPAR-ID 设置为一个
- 配置了多个 PPAR。
SubNodeID 创建电源联锁的管
理文件，然后使用
setremotepwrmgmt -c config
注册电源联锁设置。

RTIF2-130516002

x

如果关闭物理分区 (PPAR) 电源
时发生了XSCF 切换或 XSCF 重
置，则可能会无法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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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关闭 PPAR 时，切勿使用
switchscf(8) 命令执行 XSCF 切
换或 rebootxscf(8) 命令执行
XSCF 重置。

表 3-1

XCP 2080 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续)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RTIF2-130516004

SPARC
M10-4S

描述

周转方案

如果在 4BB 或更高配置中发生
硬件故障，则自动集群交换可能
会失败。
如果一个集群中包含 16 个或更
多来宾节点，则可能会向控制域
的控制台输出以下警告消息。
SA SA_xscf????.so to test host
??? failed

如果自动集群交换失败，请根据
集群软件手册中的流程手动执行
交换。

如果使用 restoreconfig(8) 或
restorecodactivation(8) 命令恢
复数据时执行了
showcodactivation(8) 命令，则
可能会无法显示执行结果。如果
发生这种情况，
showcodactivation(8) 命令会以
"codd internal error" 结束。

如果在 restoreconfig(8) 或
restorecodactivation(8) 命令执
行完成后执行 showcodactivatio
n(8) 命令，则可显示执行结果。

x

如果同时启动多个物理分区
(PPAR) 时发生 XSCF 切换，可
启动的过程可能会需要比平时更
长的时间。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切勿在启动物理分区 (PPAR) 时
使用 switchscf(8) 命令切换 XSCF。

x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 PPAR 启
动和控制域重启时会检测到 "I/O
devices error detected"：在
SPARC M10-4/M10- 4S 中，上
CPU 内存装置 (CMUU) 添加到
仅使用下 CPU 内存装置
(CMUL) 运行的配置中，且 false
被设置为物理分区 (PPAR) 的
IOreconfigure 设置。

目前对于添加后启动时检测到的
错误没有周转议案。
进行下面的设置以避免每次
PPAR 启动时或控制域重启时的
错误检测。

x

RTIF2-130516005

RTIF2-130516006

RTIF2-130702001

x

RTIF2-130710001

x

RTIF2-130711003

x

如果使用 switchscf(8) 命令切换
XSCF，则在极少数情况下，备
用 XSCF 可能会启动。

replacefru(8) 命令正常完成后，
交叉开关盒的 XSCF 装置的主动
更换完成。

1.启动 Oracle Solaris 后，执行
ldm rm-io 命令从控制域的配
置中删除添加的 CMUU 中的
PCIe 根联合体。
2.执行 ldm add-spconfig 命令将
构成的逻辑域配置保存到 XSCF。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何恢复]
关闭再打开每个 SPARC M10-4S
的输入电源 (AC OFF/ON) 或执
行 replacefru(8) 命令对不启动的
SPARC M10-4S 进行伪更换（不
更换任何零件的更换工作）。
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换
XSCF 装置时，输出以下消息后
等待 10 分钟，然后继续下一操作。
After replacement has been
completed,
please select[f:finish] :

第3章 软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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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XCP 2080 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续)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RTIF2-130801001

RTIF2-130801002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即使执行了 switchscf(8) 命令，
XSCF 可能仍未切换。此时主
XSCF 和备用 XSCF 无法互相通
信，XSCF 冗余无法维持。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果执行 switchscf(8) 命令仍无
法切换 XSCF，请执行
replacefru(8) 命令主动更换备用
机箱中的 XSCF 装置。同样，当
您断开 XSCF 装置时，断开后再
连接 XSCF BB 控制线。

如果发生 DIMM 故障，则会错
误地检测到配置错误，并记录以
下事件日志。
SCF:DIMM configuration error
on PSB#xx-0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请忽略此事件日志。
使用 DIMM 故障的维护流程，
关闭安装故障 DIMM 的 SPARC
M10 系统机箱的输入电源，更换
DIMM，然后打开电源。这些步
骤将删除配置错误和故障。

RTIF2-130802003

x

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换交
叉开关盒的 XSCF 装置时，命令
正常完成，但可能会记录以下错
误日志。此错误日志指示的可疑
位置是错误的。
SCF:Board control error (link
failed)

再次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
换同一交叉开关盒的 XSCF 装置。
如果在更换时关闭了输入电源
(AC OFF)，请断开后再连接所有
XSCF BB 控制线。

RTIF2-131001001

x

如果使用 initbb(8) 命令断开
SPARC M10-4S 或交叉开关盒，
然后关闭所有机箱然后再打开，
且 XSCF BB 控制线保持连接，
则使用 initbb(8) 命令连接的机箱
将成为主机箱，而 XSCF 设置将
初始化到出厂默认设置。

断开 SPARC M10-4S 和交叉开
关盒时请一定要遵守以下流程。
1.执行 initbb(8) 命令停止目标机箱。
2.先关闭停止的机箱，然后断开
XSCF BB 控制线。

RTIF2-131001002

x

如果物理分区 (PPAR) 正在运行
或 PPAR 被关闭，则可能发生主
/备用 XSCF 切换。
如果发生主/备用切换，则主
XSCF 的控制台上会显示以下消息。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因为有此缺陷，所以会发生主/备
用切换，但这不会影响系统，系
统仍可继续运行。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MBC
Dual ifcut interr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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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XCP 2080 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续)

RTI No.
RTIF2-131023003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RTIF2-131107001

描述

周转方案

x

因为 scfDomainInfoGroup 的
OID 在 XSCF 扩展 MIB 定义文
件中被定义了多次，所以尝试将
此文件安装到服务器管理软件
（例如：日立软件 Integrated
Systems Management Job
Management Partner 1）时可能
会失败。

删除此文件中包含 OID 的重复文
本行，然后重新安装 XSCF 扩展
MIB 定义文件。
目标文本行为：
包含 "scfDomianInfoGroup" 的
行和包含以下内容的行：
"::= { scfMIBObjectGroups 14 }"
[示例]
以 XSCF 扩展 MIB 定义文件
(XSCF-SP-MIB_2050.mib) 为例，
删除下面的 3558 到 3566 行
-------------3558: scfDomainInfoGroup
OBJECT-GROUP
3559:OBJECTS {
3560: scfDomainNumber,
scfPPARId, scfDomainName,
3561: scfDomainStatus
3562:}
3563:STATUS current
3564:DESCRIPTION
3565:"A collection of objects
providing PPAR information."
3566:::= { scfMIBObjectGroups
14 }
--------------

x

如果 XSCF BB 控制线出现故障
或断开连接或发生 XSCF 故障，
则使用多个 SPARC M10-4S 构建
的物理分区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
间才能关闭或重置。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XCP 2080 中已解决的问题
下表列出了 XCP 2080 中已解决的问题。
表 3-2

XCP 2080 中已解决的问题

RTI No.

RTIF2-121219011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描述

周转方案

对 PPAR 上的系统板执行
deleteboard -c unassign 且正使
用 poweroff(8) 命令断开 PPAR
电源时，可能会无法断开物理分
区 (PPAR) 的电源。

执行 poweroff(8) 命令后，使用
showpcl(8) 命令确认相关 PPAR
的状态字段显示“Powered Off”。
然后执行 deleteboard(8)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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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XCP 2080 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RTIF2-130305018

RTIF2-130305019

x

x

RTIF2-130307001

RTIF2-131023001

x

RTIF2-131023004

x

24

x

x

SPARC
M10-4S

描述

周转方案

x

执行"诊断测试"时，如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选择 "BB" 或
执行 testsb(8) 命令，可能会发生
内部错误。如果在此时查看错误
日志，您可看到发生内部错误时
"no PSB available in PPAR" 记录
在 "PPAR#30" 中。

相应的 SPARC M10-4S 中发生
错误且系统板 (PSB) 处于不可用
状态。查看错误日志并更换
SPARC M10-4S。

x

即使 testsb(8) 命令发生错误且
经过两小时等待超时间后诊断仍
在继续。

在另一个会话中执行 showboard
s(8) 命令，同时执行 testsb(8) 命
令检查要诊断的 PSB 的状态。如
果 "Test"设置为非 "Testing" 的选
项而 "Pwr" 设置为 "n"，则操作
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可按
[Ctrl] + [C] 取消 testsb(8) 命令。

x

如果有任何使用 diagxbu(8) 命令
设置的 SPARC M10-4S 未实施，
则会显示表示未实施的 SPARC
M10-4S 的 PSB 编号的消息
"PSB#xx-0 is not installed."。但
实际上已实施的 SPARC M10-4S
的 PSB 编号也可能会被错误地输出。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执行 showhardconf(8) 命令检查
分配了相应的 PSB 编号的
SPARC M10-4S 的状态。
未实施的 SPARC M10-4S 不会
通过 showhardconf(8) 命令显示。
显示相应的 SPARC M10-4S 时，
阅读消息 "PSB#xx-0 is not
installed." 中的 PSB 编号，这是
执行此命令时设置的未实施的
SPARC M10-4S 的 PSB 编号。

x

如果在停止或启动逻辑域时使用
rebootxscf(8) 命令或 switchscf
(8) 命令等重置 XSCF，则可能发
生以下问题：
■
使用 showdomainstatus(8)
命令无法正常显示逻辑域的状
态。
■
使用 "showlogs event" 命令
无法显示逻辑域状态通知的事
件日志。
■
无法发出逻辑域状态通知的
SNMP 陷阱。

没有有效的周转方案

在逻辑域检测到的 I/O 异常错误
可能无法通知到 XSCF。因此，
无法通过 showlogs error 命令显
示 fmdump(1M) 命令的故障报
告中的 I/O 故障信息。
另外，XSCF 检测到的 CPU 或内
存问题可能也无法通知到逻辑域。
因此，通过 showlogs error 命令
显示的 CPU 或内存故障信息不
会在 fmdump(1M) 命令的故障
报告中显示。

没有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果在逻辑域检测到 I/O 异常，
请对 fmdump(1M) 命令的"故障
报告"中显示的故障组件执行维护
操作。
如果 XSCF 检测到 CPU 或内存
故障，根据 showlogs error 命令
的显示对 FRU 执行维护操作。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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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方法]
要正确地显示逻辑域的状态，请
通过重启等更改逻辑域的状态。

XCP 2070 中已解决的问题
下表列出了 XCP 2070 中已解决的问题。
表 3-3

XCP 2070 中已解决的问题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RTIF2-130228001

x

x

RTIF2-130516001

x

x

RTI No.

RTIF2-130709001

描述

周转方案

x

如果启动 Oracle Solaris 时使用
poweroff -f 命令强制关闭一个物
理分区 (PPAR) 的电源，然后再
给打开这个 PPAR 的电源，则
OS 控制台上会输出 "Unable to
connect to Domain Service
providers" 且 Oracle Solaris 可
能无法启动。

使用 poweroff(8) 命令断开
PPAR 电源后再使用 poweron(8)
命令启动 PPAR。如果这样仍然
无法启动 Oracle Solaris，断开
PPAR 电源后重置 XSCF，然后
再启动 PPAR。

x

在设置了与 ETERNUS 电源联锁
的系统配置中，即使使用
SRARC M10 系统操作面板上的
电源开关打开电源，ETERNUS
仍然无法启动。

x

如果在启动了物理分区 (PPAR)
时发生了主 XSCF 的切换，则备
用 XSCF 切换到主 XSCF 可能需
要很长时间。因此可能会发生以
下错误。
主切换同步超时

使用以下方式之一打开电源：
XSCF 命令，poweron(8) 命令
■
XSCF 网页上的菜单
■
使用计划任务自动打开电源
■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何恢复]
如果 PPAR 打开电源期间执
行 flashupdate(8) 命令时发生
错误：
关闭 PPAR 电源，然后再次
执行 flashupdate(8) 命令。

■

■

如果 PPAR 打开电源期间执
行 switchscf(8) 命令时发生错
误，或如果 PPAR 打开电源
期间因 XSCF 而发生错误（进
程关闭等）：
使用以下任意方法对记录了
"XSCF hang-up is detected"
错误日志的 SPARC M10-4S
机箱执行恢复。
■
执行 replacefru(8) 命令更
换下 CPU 内存装置
(CMUL) 或 XSCF 装置
(XSCFU)。
■
关闭下 CPU 内存装置
(CMUL) 或 XSCF 装置
(XSCFU) 后再将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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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XCP 2070 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RTIF2-130711001

SPARC
M10-4S

描述

周转方案

x

当您通过执行 replacefru(8) 或
详情请见 "对 SPARC M10-4S
addfru(8) 命令执行 SPARC
(RTIF2-130711-001) "FMEM
M10-4S 维护操作时，可能会记
serious error" 的回应。"
录 "FMEM serious error" 错误日
志且 replacefru(8) 或 addfru(8)
命令可能会失败。
另外，当您在执行 flashupdate
(8) 命令时打开物理分区的电源
(PPAR) 时，可能会记录 "FMEM
serious error" 错误日志且
flashupdate(8) 命令可能会失败。

RTIF2-130716001

x

x

x

当您通过执行 ioxadm(8) 命令更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新 PCI 扩展装置固件时，可能会 但是，如果可同时确认下面的两
发生 "LINKCARD I2C error" 错误。 个条件，则表示 PCI 扩展装置固
件的更新正常完成。在这种情况
下，请忽略 "LINKCARD I2C
error" 错误消息并继续操作。
■
使用 ioxadm(8) 命令更新 PCI
扩展装置固件正常完成。
■
执行 ioxadm -v list 命令可显
示为这些更新指定的 PCI 扩
展装置固件版本号。

RTIF2-130802001

x

x

x

当您为 getflashimage(8) 命令设 断开并连接 USB 内存后，重新
置 USB 内存时，可能会输出以下 执行 getflashimage(8) 命令。
消息，命令的执行也可能会失败。
Error:Unable to mount USB
device.

RTIF2-130802002

x

x

x

Oracle Solaris 在运行时，如果使
用 setsnmp(8) 命令更改了
SNMP 的设置，则可能出现以下
现象。
1.部分数据，如 XCP 版本号，不
会随 prtpicl -v 和 prtdiag -v 命
令输出。
2.对于 Oracle Solaris 的
/var/adm/messages，会输出以
下警告消息。
PICL snmpplugin: cannot fetch
objec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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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果发生 1：
使用以下流程执行恢复。
1) 使用 [Ctl]+[C] 结束
prtdiag 命令。
2) 等待 30 分钟，让 XSCF 中
发生 SNMP 超时。
3) 在逻辑域上，执行 svcadm
命令重启 picl 设备。
■
如果发生 2：
因为这是一条暂时性的警告
消息，所以系统可继续运行。
■

表 3-3

XCP 2070 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RTIF2-130806001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更换任意型号的以下任意 FRU
时，XSCF 时钟会初始化到
2001/1/1（根据规格）。
出于这个原因，更换其中的任意
FRU 后，当将 XSCF 设置为
NTP 客户端并打开一个物理分区
的电源时，控制域的时钟可能会
有明显偏差。
[SPARC M10-1]
■
主板 (MBU)
■
PSU 底板装置 (PSUBP)
[SPARC M10-4]
■
CPU 内存装置（下）(CMUL)
[SPARC M10-4S]
■
CPU 内存装置（下）(CMUL)
■
交叉开关底板装置 (XBBPU)
■
XSCF 装置 (XSCFU)
这个问题可通过 showdateoffset
(8) 命令的输出中的 "Domain
Date Offset" 列的巨大偏差值
（超过 10 年）确认该命令显示
XSCF 和控制域的时间差。
[示例]
XSCF> showdateoffset -a
PPAR-ID
Domain Date
Offset
00
7931983 sec
01
7931983 sec
02
7931983 sec
03
7931983 sec
:
15
7931983 sec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更换 FRU 后执行以下任务，
如“描述”中所述。
1.打开物理分区的电源之前，先
使用 showdateoffset(8) 命令检
查 "Domain Date Offset" 列的值。
■
如果 "Domain Date Offset"
的值不高（超过 10 年），系
统可继续正常运行。
■
但如果值非常高（超过 10
年），请执行流程 2 和之后
的步骤。
2.执行 resetdateoffset(8) 命令重
置 XSCF 和控制域之间的时钟差。
XSCF> resetdateoffset -a
Clear the offset of all
PPARs?[y|n] :y
XSCF>
3.使用 "poweron -a" 命令打开所
有物理分区的电源。
4.执行 resetdateoffset(8) 命令检
查是否所有物理分区的
"Domain Date Offset" 列的值
已变为 0，从而确认 XSCF 和
控制域之间的时钟差已同步。
5.如果要在不同的时区运行
XSCF 和控制域，请使用
date(1M) 命令设置控制域的日期。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对话框中的消息表示是一个显示
缺陷，所以您仍可以操作系统。
请忽略与此通信错误相关的对话框。

RTIF2-130826001

x

如果从主 XSCF 登录 XSCF Web，
而备用 XSCF 处于维护或电源关
闭状态，则会显示一个以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BB#xxx:..." 开头的对话框，表示
输出了一个不间断通信错误。

RTIF2-130902001

x

如果更新固件时逻辑域在含有多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个 SPARC M10-4S 装置的系统中 根据以下流程恢复系统。
运行，则主 XSCF 可能无法切换 1.登录到备用 XSCF，然后执行
到备用 XSCF，导致固件更新失败。 以下命令。
XSCF> rebootxscf -s
2.10 秒后，登录到另一个备用
XSCF，然后执行以下命令。
XSCF> rebootxscf -a
3.等待 20 分钟，登录到主 XSCF，
然后再执行 flahsupdate(8) 命令。

第3章 软件信息

27

表 3-3

XCP 2070 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描述

周转方案

RTIF2-130903002

x

在含有多个 SPARC M10-4S 装
置的系统中，物理分区 (PPAR)
从打开到开机自检 (POST) 开始
所需的时间可能会较长。
例如，对于 2BB 配置，POST 通
常在 10 分钟后启动，但可能需
要 20 分钟甚至更长时间。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果出现此缺陷，请执行
rebootxscf -a 命令重置所有
XSCF 再恢复系统。

RTIF2-130903006

x

如果含有多个 SPARC M10-4S 装
置的系统中有多个物理分区
(PPAR)，且部分 SPARC
M10-4S 装置被关闭又被重新打
开，则可能发生 "SRAM Serious
Error" 错误，需要更换下 CPU
内存装置 (CMUL)。使用
showpparstatus(8) 命令或
showdomainstatus(8) 命令显示
状态时，PPAR 状态可能无法正
确显示。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有 PPAR 正在运行时，切勿关闭
SPARC M10-4S。请使用
poweroff(8) 命令，例如停止
PPAR 再将其关闭。

x

如果在启动状态下在物理分区
PPAR 在关闭状态下时您可通过
(PPAR) 上重复执行 setcod(8) 命 执行 setcod(8) 避免这种情况。
令，则进程中可用的资源可能会
被耗尽，而 codd 可能导致进程终止。 [如何恢复]
重启 codd。

RTIF2-1309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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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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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XCP 2070 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RTIF2-130903008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如果先使用 OpenBoot PROM
的 select 命令设置了任意设备，
但又未执行 unselect-dev 命令，
然后又从一个网络设备使用 boot
命令启动 Oracle Solaris，则会发
生以下问题。

设置设备并执行 select 命令后，
在执行 boot 命令前请一定要执
行 unselect-dev 命令。
[示例]
{0} ok select /pci@8000/pci@4/
pci@0/pci@1/network@0
{0} ok unselect-dev
{0} ok boot net

在逻辑域的控制台上显示 "seek
failed" 和 "Can't mount root" 消
息，且 Oracle Solaris 启动失败。
然后错误日志中记录 "I/O device [如何恢复]
■
发生缺陷之后，如果逻辑域在
error detected" 消息，且逻辑域
重置。逻辑域重置后，使用
ok prompt状态下
执行以下命令以重置逻辑域。
select 命令设置的设备会降级。
重置后，逻辑域会根据
{0} ok reset-all
■
发生缺陷之后，如果 Oracle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
"auto-boot?" 的设置进入以下状
Solaris 已在逻辑域启动
态之一。
使用 shutdown 命令先输入
■
如果 auto-boot? 为 true
ok prompt 状态，然后将环
境变量 auto-boot? 设置为 false。
Oracle Solaris 从设置为引导
然后使用 reset-all 命令重启
设备的设备启动。但如果上
面使用 select 命令设置的设
OpenBoot PROM。
备与设置为引导设备的设备
相同，则此设备会降级，所
[示例]
以 Oracle Solaris 会无法启动，
# shutdown -y -g0 -i0
然后显示 ok prompt。
{0} ok setenv auto-boot?
■
如果 auto-boot? 为 false
false
显示 ok prompt，与正常运
{0} ok reset-all
行时的方式相同。
恢复后，所有因此缺陷降级的设
备都能被正常识别。请忽略发生
缺陷时错误日志中记录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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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XCP 2070 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RTIF2-130930001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在一个为 XSCF 设置了时区并采
用了夏令时的环境中，如果一个
物理分区 (PPAR) 重启或一个
PPAR 被关闭后又启动，则逻辑
域的起始时间可能会提前或延迟
3600 秒或更长。
可通过执行 showdateoffset(8)
命令确认这一点。
在下面的执行示例中，PPAR 和
XSCF 之间的时间差为 +/-3600 秒
或更大，表示已出现这个缺陷。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对系统中的每个逻辑域进行设置，
使其能够与 NTP 服务器进行时
间同步，并且如果某个逻辑域的
开始时间有偏移，在 NTP 上校
正时间。

XSCF> showdateoffset -a
PPAR-ID Domain Date Offset
00 -7205 sec
01 -7205 sec
02 -7205 sec
03 -7205 sec
04 -7205 sec
05 -7205 sec
06 -7205 sec
07 -7205 sec
08 -7205 sec
09 -7205 sec
10 -7205 sec
11 -7205 sec
12 -7205 sec
13 -7205 sec
14 -7205 sec
15 -7205 sec
RTIF2-131004001

RTIF2-1310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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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如果在物理分区 (PPAR) 启动时
更新固件，会错误地检测到与主
板 (MBU) 相关的错误
"CPU-MBC interface fatal error"
并记录到错误日志中。这个错误
记录可能会导致逻辑域停止。

请在关闭物理分区 (PPAR) 电源
时执行固件更新。

在配置了 3 BB 或更高配置的系
统中，如果主 XSCF 和备用
XSCF 的机箱被关闭后又打开，
则系统会进入一个没有主 XSCF
的状态。如果主 XSCF 停止而
XSCF DUAL 控制线有故障或未
连接，则主/备用 XSCF 切换会被
禁止，使备用 XSCF 无法切换为
主 XSCF。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更新到 XCP 2070 或更新的固件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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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XCP 2070 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RTIF2-131004003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描述

周转方案

如果 XSCF DUAL 控制线有故障
或未连接时发生主/备用 XSCF 切
换，则虽然无法保证主和备用
XSCF 之间的通信，切换仍可能
会执行。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在 XSCF DUAL 控制线正常连接
时执行主/备用 XSCF 切换。
可用以下流程确认 XSCF DUAL
控制线是否正常连接。
1.执行 showsscp -a 命令。
2.在步骤 1 的输出结果中检查确
认 SSCP 连接网络 ID
(network_id) 为 2 或 4 的地址
未显示 "Cannot communicat
e."。

如果配置了一个 XSCF 且在
XSCF DUAL 控制线有故障或未
连接时执行了主/备用 XSCF 切换，
则 SCF 中设置的信息会被擦除。

[示例] 如果没有交叉开关盒，确
认 SSCP 连接网络 ID
(network_id) 为 2 的地址。
XSCF> showsscp -a -N 2
:
:
Location
Address
------------- --------------bb#00-if#2
169.254.1.17
bb#01-if#2
169.254.1.18
同样地，如果有交叉开关盒，确
认 SSCP 连接网络 ID
(network_id) 为 4 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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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XCP 2070 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RTIF2-131108001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发生 "SCF Diagnosis initialize
RTC" 错误或更换主板 (MBU)
(M10-1)、下 CPU 内存装置
(CMUL) (SPARC M10-4/M104S) 时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
[症状 1]
XSCF 时钟时间可能会恢复到
2001 年 1 月 1 日。
[症状 2]
XSCF 和所有物理分区 (PPAR)
之间出现超过 4 亿秒的巨大时间
差。可通过 showdateoffset(8)
命令的输出确认这个症状，其中
会显示所有 PPAR 和 XSCF 之间
的时间差大于 400,000,000 秒，
如下例所示：
XSCF> showdateoffset -a
PPAR-ID Domain Date Offset
00 400000100 sec
01 400000100 sec
:
:
15 400000100 sec
[症状 3]
如果 PPAR 被重置或关闭电源后
又打开，则 Oracle Solaris 的时
间恢复为 2001 年 1 月 1 日。

没有有效的周转方案
更新到 XCP2070 或更新版本。
[恢复流程]
详情请见 "如何恢复 "SCF
Diagnosis initialize RTC" 错误
(RTIF2-131108-001)"。

对 SPARC M10-4S (RTIF2-130711-001) "FMEM serious
error" 的回应
■

更换 SPARC M10-4S
根据执行 replacefru(8) 命令后显示的维护菜单更换 SPARC M10-4S 时，执行步骤 3
后再打开目标 SPARC M10-4S (BB#x) 的输入电源。然后等待 50 分钟，在步骤 4 手
动输入 "f" 执行这项工作。

Please execute the following steps:
1) Remove (Delete) the BB#x from a system.
2) Turn off the breaker of the BB#x.
3) After the exchanged device is connected with the system, turn on
the breaker of the BB#x.
4) Please select[f:finis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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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SPARC M10-4S
根据执行 addfru(8) 命令后显示的维护菜单添加 SPARC M10-4S 时，执行步骤 1 后
再打开目标 SPARC M10-4S (BB#x) 的输入电源。然后等待 50 分钟，在步骤 2 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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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f" 执行这项工作。
Please execute the following steps:
1) After the added device is connected with the system, please turn on
the breaker of the BB#x.
2) Please select[f:finish] :

■

执行 flashupdate(8) 命令
切勿在执行 flashupdate(8) 命令期间打开物理分区 (PPAR) 的电源。如果在执行
flashupdate(8) 命令期间打开了物理分区 (PPAR) 的电源，请在命令完成后再次将其
打开。flashupdate(8) 命令完成后，执行 showlogs event 命令以确认以下消息。

XCP update has been completed (XCP version=xxxx:last version=yyyy)

如何恢复 "SCF Diagnosis initialize RTC" 错误 (RTIF2-131108001)
■

对于症状 1
a. 如果 Oracle Solaris 时钟时间返回至 2001 年 1 月 1 日。要重置 XSCF 时钟，请执
行 setdate(8) 命令。然后 XSCF 将自行重置。然后重启 PPAR。
b. 如果 Oracle Solaris 时钟不是 2001 年 1 月 1 日。联系维护人员。此时请勿在
XSCF 上执行 resetdateoffset(8) 或 setdate(8) 命令。
c. 如果 PPAR 电源关闭。打开 PPAR 电源。检查 Oracle Solaris 的时钟时间并根据
结果执行"对于症状 1" 中的流程 a 或 b。

■

对于症状 2
a. 如果 Oracle Solaris 时钟时间返回至 2001 年 1 月 1 日。需要初始化 XSCF 时钟和
所有 PPAR 中的虚拟机监控程序之间的时间差。停止所有 PPAR 并执行
"resetdateoffset -a" 命令清除时间差。
b. 如果 Oracle Solaris 时钟不是 2001 年 1 月 1 日。联系维护人员。此时请勿在
XSCF 上执行 resetdateoffset(8) 或 setdate(8) 命令。
c. 如果 PPAR 电源关闭。打开 PPAR 电源。检查 Oracle Solaris 的时钟时间并根据
结果执行"对于症状 2" 中的流程 a 或 b。

■

对于症状 3
如果还出现了症状 1 或症状 2，先对于这些症状执行恢复流程。然后重置 Oracle
Solaris 时钟。

XCP 2052 中已解决的问题
下表列出了 XCP 2052 中已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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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XCP 2052 中已解决的问题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x

由于 XSCF-LAN 硬件设置中的
缺陷，XSCF 包接收被延迟，通
信方可能会检测到超时或连接故
障，造成延迟响应。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RTIF2-130903004

x

如果在 XSCF BB 控制线或 XSCF
DUAL 控制线未正确连接时执行
了 XSCF 主/备用切换，则主
XSCF 侧的设置可能会无法正确
地传输到备用 XSCF，从而导致
其运行不正常。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请确保 XSCF BB 控制线和 XSCF
DUAL 控制线已正确连接。
如果发生这种症状，请在确认线
路连接正确后再确认主 XSCF 的
各项设置已保存。如果设置未保
存，请重新设置 XSCF。

RTIF2-131004004

x

如果 XSCF DUAL 控制线有故障
或未连接时备用 XSCF 重启，则
它会作为主 XSCF 启动，从而系
统中会有两个主 XSCF 装置。
有两个主 XSCF 装置时，系统运
行将无法保证。
如果有两个机箱后面板上的
MASTER LED 亮起，即表示是
出现了这种情况。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果主和备用 XSCF 之间的
XSCF BB 控制线有故障或未连接，
切勿重置 XSCF。

RTIF2-130827001

[如何恢复]
如果系统中有两个主 XSCF 装置，
关闭所有机箱，然后重新打开。

XCP 2051 中已解决的问题
下表列出了 XCP 2051 中已解决的问题。
表 3-5

XCP 2051 中已解决的问题

RTI No.

RTIF2-130717001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如果 PSU 底板 (PSUBP) 或交叉
开关盒 XSCF 接口装置
(XSCFIFU) 中的 USB-SSD 中出
现错误，则可能会记录 "System
backup memory access error" 错
误日志。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
生无法执行 poweron(8) 命令或
无法使用 snapshot(8) 命令收集
数据的问题。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发生这种问题时，请关闭输入电
源，然后再重新打开 (AC
OFF/ON)。

XCP 2050 中已解决的问题
下表列出了 XCP 2050 中已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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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XCP 2050 中已解决的问题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描述

周转方案

RTIF2-130219002

x

维护带有从 XSCF 的 SPARC
M10-4S 时，如果使用一根 XSCF
连接线错误地连接了备用 XSCF
和从 XSCF，则将视维护为已正
常完成且不会检测到错误。

使用 switchscf(8) 命令切换主
XSCF 和备用 XSCF 之后，对目
标从 XSCF 执行 testsb(8) 命令。
检测到 XSCF 连接线的错误连接
并发布一条错误日志。

RTIF2-130305016

x

如果使用 flashupdate -c sync 命
令更新 SPARC M10-4S 或交叉开
关盒的 XCP 固件版本，可能会
发生超时。

执行 flashupdate(8) 命令并设置
-f 选项以重新更新所有 SPARC
M10-4S 或交叉开关盒的 XCP 固件。

RTIF2-130319002

x

x

x

在 SPARC M10-4S 中完成物理
分区 (PPAR) 关闭之前，如果关
闭 SPARC M10-4S 或交叉开关盒
的输入电源后再重新打开并再次
打开 PPAR 电源，如果主 XSCF
是通过 switchscf(8) 命令、固件
更新或故障进行切换的，则运行
中的 PPAR 可能会关闭电源。

如果在关闭 SPARC M10-4S 或
交叉开关盒的输入电源之前关闭
PPAR 电源，请使用 showboards
(8) 命令检查目标 PPAR 和
SPARC M10-4S 的关闭过程是否
已完成。然后关闭 SPARC
M10-4S 或交叉开关盒的输入电源。

RTIF2-130319003

x

x

x

如果使用 poweroff(8) 命令关闭
物理分区 (PPAR) 的电源时完成
了关闭 PPAR 的 shutdown -i5
命令和 power-off 命令，且前者
是在控制域执行，后者是从 ok
prompt 执行的，则可能会多次
记录 "SCF:PPAR issued
power-off request (PPARID X)"。

因 PPAR 电源已正常关闭，所以
请忽略记录的这些事件日志。

RTIF2-130329004

x

在有构建块配置的系统中，如果
在关闭物理分区 (PPAR) 电源时
执行了以下操作，则可能会无法
连接控制域控制台。
1.构成 PPAR 的任意 SPARC
M10-4S 装置的 XSCF 被重置。
2.发生主 XSCF 和备用 XSCF 的
切换。
3.1 中重置的 SPARC M10-4S 的
XSCF 被再次重置。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使用 switchscf(8) 命令重置 XSCF。

RTIF2-130329006

x

如果属于运行中的物理分区
(PPAR) 的 SPARC M10-4S 的
XSCF 因严重错误或看门狗超时
被关闭，而主 XSCF 和备用
XSCF 同时重启，则可能会无法
连接控制域控制台。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使用 poweroff -f 命令关闭 PPAR，
然后重新打开。

x

如果 XSCF 负载高，则可能显示
以下警告消息，将电源装置
(PSU) 显示为可疑位置。
Insufficient FAN rotation speed
PSU voltage out of range error
PSU output current too high
PSU over temperature warning

无周转方案。
这是警告消息，所以您可继续操
作。请忽略该消息。

RTIF2-130516003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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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XCP 2050 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RTIF2-130528001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无法使用 PCI 热插拔 (PHP) 功
能将一个四千兆以太网卡
(SE1X7GQ2F) 添加到 PCI 扩展
装置的 PCI Express 插槽。

XCP 2050 和 SRU11.1.6.4.0 已修
正此问题。
如果未应用 XCP 和 SRU，则必
须先停止要添加 PCI 卡的逻辑域，
然后再添加。
[预防措施]
当保存了逻辑域的配置信息并使
用非出厂默认配置运行系统时，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更新
XCP 固件后重建逻辑域的配置。
详情请见 "重建逻辑域
(RTIF2-130528-001)。"

RTIF2-130903005

x

x

x

在 XSCF 电子邮件通知功能中，
setsmtp(8) 命令发送的回复邮件
地址的本地部分或域部分中不能
包含以下字符。

使用不包含“描述”中显示的字符
的回复邮件地址。

"!""#" "$" "%" "&" "'" "*"
"+" "/" "=" "?""^" "_" "`" "{"
"|" "}" "~"
RTIF2-13102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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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如果在 XSCF Web 菜单上选择
了“物理”栏，则 PCI（连接卡除
外）可能会获得异常状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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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请忽略，即使 PCI（连接卡除外）
获得了异常状态 ( )。

表 3-6

XCP 2050 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RTIF2-131107002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打开系统、重置 XSCF 或更新
XCP 时，可能会错误地检测到
"SCF Diagnosis initialize RTC"
错误并出现以下症状。
[症状 1]
XSCF 时钟时间可能会恢复到
1970 年 1 月 1 日。
[症状 2]
XSCF 和所有物理分区 (PPAR)
之间出现超过 13 亿秒的巨大时
间差。可通过 showdateoffset(8)
命令的输出确认这个症状，其中
会显示所有 PPAR 和 XSCF 之间
的时间差大于 1,300,000,000 秒，
如下例所示：
XSCF> showdateoffset -a
PPAR-ID Domain Date Offset
00 1300000100 sec
01 1300000100 sec
:
:
15 1300000100 sec
[症状 3]
如果 PPAR 被重置或关闭电源后
又打开，则 Oracle Solaris 的时
间恢复为 1970 年 1 月 1 日。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更新到 XCP2050 或更新版本。
[恢复流程]
详情请见 "如何恢复 "SCF
Diagnosis initialize RTC" 错误检
测 (RTIF2-131107-002)"。

重建逻辑域 (RTIF2-130528-001)
当保存了逻辑域的配置信息并使用非出厂默认配置运行系统时，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
通过以下流程在更新 XCP 固件后重建逻辑域的配置：
1. 选择储存在 XSCF 中的逻辑域的当前配置信息。
此例假定保存的逻辑域配置信息的名称是 config1。
XSCF> showdomainconfig -p 0
20xx-yy-zz hh:mm:ss
PPAR-ID
:0
Booting config
(Current) :config1
(Next)
:config1
-------------------------------------------------------------Index
:1
config_name :factory-default
domains
:1
date_created:-------------------------------------------------------------Inde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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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_name :config1
domains
:2
date_created:'20xx-yy-zz hh:mm:ss'

2.

设置一个伪变量，然后在所有逻辑域中将其清除。
对所有逻辑域执行以下命令。
primary# ldm set-variable fix-php=true ldom
primary# ldm remove-variable fix-php ldom

3.

将更改的配置保存到 XSCF 中以替换当前的配置信息。
此例中，当前的配置信息被替换为 config1。
primary# ldm remove-spconfig config1
primary# ldm add-spconfig config1

4.

重启所有逻辑域。

如何恢复 "SCF Diagnosis initialize RTC" 错误检测 (RTIF2131107-002)
[恢复流程]
■

对于症状 1
a. 如果 Oracle Solaris 时钟时间返回 1970 年 1 月 1 日。要重置 XSCF 时钟，请执行
setdate(8) 命令。然后 XSCF 将自行重置。然后重启 PPAR。
b. 如果 Oracle Solaris 时钟不是 1970 年 1 月 1 日。联系维护人员。此时请勿在
XSCF 上执行 resetdateoffset(8) 或 setdate(8) 命令。
c. 如果 PPAR 电源关闭。打开 PPAR 电源。检查 Oracle Solaris 的时钟时间并根据
结果执行"对于症状 1" 中的流程 a 或 b。

■

对于症状 2
a. 如果 Oracle Solaris 时钟时间返回 1970 年 1 月 1 日。需要初始化 XSCF 时钟和所
有 PPAR 中的虚拟机监控程序之间的时间差。停止所有 PPAR 并执行
"resetdateoffset -a" 命令清除时间差。
b. 如果 Oracle Solaris 时钟不是 1970 年 1 月 1 日。联系维护人员。此时请勿在
XSCF 上执行 resetdateoffset(8) 或 setdate(8) 命令。
c. 如果 PPAR 电源关闭。打开 PPAR 电源。检查 Oracle Solaris 的时钟时间并根据
结果执行"对于症状 2" 中的流程 a 或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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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症状 3
如果还出现了症状 1 或症状 2，先对于这些症状执行恢复流程。然后重置 Oracle
Solaris 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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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下表列出了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表 3-7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RTIF2-121113001

x

x

RTIF2-121113002

x

RTIF2-121113006

RTI No.

描述

周转方案

x

使用 setsmtp(8) 命令为用户名设
置一个有效值之后，执行
setemailreport(8) 命令发送一封
测试邮件。然后回复地址显示邮
件已成功发送。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虽然显示测试邮件已成功发送，
实际上并没有。

x

x

如果执行 setaudit delete 命令并
使用 viewaudit(8) 显示审计日志，
部分审计日志可能会无法删除。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x

x

x

如果未使用 XSCF Web 菜单而
在另一个窗口或另一个选项卡中
显示 XSCF Web 屏幕，可能会无
法正常显示内容。

若要显示 XSCF Web 屏幕，请
使用菜单树。

RTIF2-121113007

x

x

x

XSCF 启动时发生进程终断、严
重错误或看门狗超时，导致
XSCF 重置。

确认 XSCF 已成功启动。
若未启动，关闭物理分区
(PPAR) 的电源，然后断开系统
电源并重新打开 (AC OFF/ON)。
重启系统时，在断开系统电源后
等待 30 分钟再打开。
如果重启系统后仍无法启动 XSCF，
请更换 CPU 内存装置 (CMU)。

RTIF2-121113009

x

x

x

XSCF 运行时发生进程终断、严
重错误或看门狗超时，导致
XSCF 重置后 XSCF 无法重启。

确认 XSCF 已成功启动。
若未启动，关闭物理分区
(PPAR) 的电源，然后断开系统
电源并重新打开 (AC OFF/ON)。
重启系统时，在断开系统电源后
等待 30 分钟再打开。
如果重启系统后仍无法启动 XSCF，
请更换 CPU 内存装置 (CMU)。

RTIF2-121113011

x

x

x

如果执行 showsnmp(8) 命令，
可能会显示以下消息，表示
snmp 守护进程已被终止。
Agent Status:Disabled

再次执行 showsnmp(8) 命令以
确认 snmp 守护进程已重启。
如果仍显示 "Agent Status:
Disabled"，执行 setsnmp
enable 命令重启 snmp daemon。

RTIF2-121113014

x

x

x

XSCF 启动时显示错误消息
"/etc/redhat-release not found"。

请忽略此消息。

RTIF2-121113018

x

x

x

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换
FRU 时，事件日志中可能会多次
记录表示配置更改的消息
"configuration changed (...)"。

请忽略第二次及之后显示的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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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RTIF2-121113019

x

x

RTIF2-121113021

x

RTIF2-121113022

RTI No.

描述

周转方案

x

物理分区 (PPAR) 电源根据电源
计划断开时，电源日志中的原因
(Cause) 可能会显示 "-"。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x

x

如果因 XSCF 板中的时钟故障而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无法准确读取时间，错误日志中 如果执行 poweron(8) 命令时显
可能无法记录表示时钟故障的错误。 示以下消息，则表示 XSCF 板中
的时钟已出现故障。更换 XSCF 板。
Poweron 因系统日期和时间无效
而被取消。

x

x

x

如果操作面板出现故障或未连接，
XSCF 无法启动。

连接操作面板。如果操作面板出
现故障，请更换。

RTIF2-121113023
RTIF2-121113028

x

x

x

如果运行虚拟机监控程序时出现
CPU 故障，则物理分区 (PPAR)
会重置多次，且 PPAR 的重启可
能需要很长时间。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RTIF2-121113025

x

x

x

发生 CPU 故障时，Oracle
Solaris 上显示降级或离线的错误
消息可能无法输出到系统日志。

使用 showlogs(8) 命令检查
XSCF 上的故障状态。

RTIF2-121113027

x

x

x

如果更新固件后未重启 XSCF 便
使用 XSCF Web 上传 XCP，则
XCP 上传会失败且 XSCF Web
会话将超时。

如果更新固件后继续使用 XSCF
Web 上传 XCP，请重启 XSCF。

RTIF2-121113031

x

x

x

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创建分配 PCI 卡的 I/O
域后，打开 I/O 域的电源。如果
接下来在 ok prompt 中将其停止，
则使用 XSCF 的 showhardconf
(8) 命令时可能会无法显示 PCI
卡的配置信息。

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启动分配 PCI 卡的逻辑
域的 Oracle So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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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RTIF2-121129001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XSCF 固件运行时，可能会错误
地检测到 PSU 底板 (PSUBP) 中
的错误 "system backup memory
access error"并记录到错误日志
中。如果此错误检测发生在物理
分区 (PPAR) 的启动过程中，则
PPAR 的启动可能会失败。另外，
如果它发生在收集日期信息时，
则日志信息收集会失败。此外，
检测到该错误时 PSUBP 上可能
会显示一个故障标记。如果
PSUBP 上显示故障标记，表示没
有足够的资源启动 PPAR。所以
请求启动 PPAR 时，电源日志中
会记录一条表示 PPAR 启动失败
的日志。您可使用 showlogs
power 命令显示此电源日志。

如果发现"描述"中描述的日志，
请执行 showstatus(8) 或
showhardconf (8) 命令检查
PSUBP 上是否会显示故障标记。
[PSUBP 上未显示故障标记时]
硬件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请忽略
错误日志并继续操作。
[PSUBP 上显示故障标记时]
使用以下流程清除故障标记。
1.将操作面板上的模式开关设置
到“检修”模式位置。
2.关闭目标 SPARC M10 系统机
箱的电源再打开，然后重启
XSCF。对于 M10-4S，将各个
SPARC M10-4S 机箱的电源关
闭再重新打开。
3.XSCF 重启后，将操作面板上
的模式开关返回原来的位置。
如果重启 XSCF 后出现相同的错
误，则可能不是误检，而是发生
PSUBP 硬件故障。请 Fujitsu 现
场工程师（服务提供商）更换
PSUBP。

RTIF2-121129002

x

x

x

更换 CPU 内存装置 (CMU) 或
主板 (MBU) 时，XSCF 用户帐户
信息可能会被删除。
要恢复 XSCF 用户帐户信息，您
需要使用 restoreconfig(8) 命令
恢复 dumpconfig(8) 命令保存的
信息。

执行更换后，使用 restoreconfig
(8) 命令恢复 dumpconfig(8) 命
令保存的信息，或重新设置
XSCF 用户帐户信息。

RTIF2-121129004

x

x

x

restoredefaults(8) 无法初始化以
下信息。设置信息保持原样。
■
XSCF 时区
■
HTTPS 服务器证书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使用 settimezone(8)、
sethttps(8) 和 setssh(8) 命令重置。

RTIF2-121130001

x

x

x

启用和禁用 RCIL 电源联锁后，
再重新启用时，ETERNUS
DX80/DX90/DX410/DX440/
DX8100/DX8700 S2 的电源联锁
可能无法运行。

启用和禁用 RCIL 的电源联锁后，
重启 XSCF。

RTIF2-121204001

x

x

x

动态资源管理软件 (ServerView
Resource Orchestrator) 有时无
法注册要监控的服务器。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使用动态资源管理软件重新注册
要监控的服务器。

RTIF2-121204002

x

x

x

如果 PRIMECLUSTER 的一个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节点停止，不会自动进行节点交换。 在 PRIMECLUSTER 中手动切
换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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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RTIF2-121204003

x

x

RTIF2-121204004

x

x

RTI No.

RTIF2-121206001

x

x

RTIF2-121219002

描述

周转方案

x

当您使用 OpenBoot PROM 的
setenv 或 nvramrc，或 Oracle
Solaris 的 eeprom(1M) 或 ldm
set-var 命令设置或更改
OpenBoot PROM 的环境变量时，
重启系统后设置或更改可能会无
法保存。

更新 OpenBoot PROM 环境变
量后，执行 ldm add-config 命令
将域配置保存到 XSCF。

x

使用 XSCF 的 setpparmode(8)
命令启用来宾域自动启动功能后，
然后同时启动控制域和来宾域时，
您可能会遇到记录以下错误消息
且 Oracle Solaris
无法在来宾域启动的情况。
Code:2000000000ffff0000ff0000ff030000020000000000000000
Status:Notice Occurred:Nov 16
16:55:25.518 JST 2012
FRU:/UNSPECIFIED
Msg:Boot process failed

使用 XSCF setpparmode(8) 禁
止来宾域的自动启动功能，然后
启动控制域的 Oracle Solaris。然
后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 ldm start 命令启动来
宾域。

x

启动域时，可能会显示以下错误
消息。
Msg:PCI Express link not active

如果 showhardconf(8) 命令能够
识别 PCI Express (PCIe) 卡，请
忽略此消息。

x

连接含有多个 SPARC M10-4S 机
箱的系统的电源线时，若未在四
分钟内连接所有电源线，则部分
机箱可能会无法识别。

若系统中有多个 SPARC M10-4S
机箱，确保在四分钟内连接完所
有电源线。
若有未识别的 SPARC M10-4S 机
箱，请断开所有机箱的电源线并
重新连接。

[如何恢复]
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 ldm stop 命令停止来
宾域，然后使用 ldm start 命令
启动来宾域。

RTIF2-121219004

x

x

x

打开/关闭电源联锁组时，
showremotepwrmgmt(8) 命令
可能会意外终止并显示以下消息。
Controller response timeout.

重新执行 showremotepwrmgm
t(8) 命令。

RTIF2-121219005

x

x

x

注册进风口处的高温或低温组件
时，FRU 上显示的第二故障组件
（第二可疑组件）的信息可能不
正确。

忽略显示的第二故障组件上的信
息（第二可疑组件）
。

RTIF2-121219006

x

x

x

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换电
源装置 (PSU) 可能会失败并生成
"Warning:005"。

重新执行 replacefru(8) 命令并
更换 PSU。

RTIF2-121219009

x

x

x

记录了表示风扇故障的错误日志
"Power-on failure" 或
"Power-off failure" 时，可能会
将非故障组件显示为故障 FRU。

如果故障是 "Power-on failure"
或 "Power-off failure" 且故障组
件是风扇，请更换以下组件。
■
对于 SPARC M10-1
主机装置 (MBU)
■
对于 SPARC M10-4/M10-4S
PSU 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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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描述

周转方案

RTIF2-121219010

x

执行 switchscf(8) 命令时可能会
记录 "XSCF hang-up is
detected" 错误日志。

请忽略此错误日志。

RTIF2-121219012

x

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换
SPARC M10-4S 机箱时，
SPARC M10-4S 机箱的更换可能
会失败并显示 "internal error"。

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通过以
下流程更换 SPARC M10-4S 机箱。
1.执行 replacefru(8) 命令后若出
现消息 "Do you want to
continue?[r:replace|c:cancel]
"，输入 "r" 更换机箱。
2.更换 SPARC M10-4S 机箱并打
开机箱电源后等待约 15 分钟。
3.执行 showlogs event 命令显示
事件日志。
4.使用以下方法之一继续更换。
■
如果事件日志显示 "XSCF
update is started"
等待直到记录了 "XCP
update has been completed"
的日志。显示 "XCP update
has been completed" 时，输
入 "f" 回应 "Please
select[f:finish]"，然后根据屏
幕说明继续下面的更换。
■
如果事件日志未显示 "XSCF
update is started"
输入 "f" 回应 "Please
select[f:finish]"，然后根据屏
幕说明继续更换。

RTIF2-121219013

x

如果一个 SPARC M10-4S 机箱
出现表示 XSCF 无法启动的错误，
则不仅会记录发生错误的
SPARC M10-4S 机箱的错误日志，
还会记录表示机箱中的连线错误
的错误日志。

请忽略与 SPARC M10-4S 机箱
相关的实际上不存在的连线错误。

RTIF2-121219014

x

要更换有 BB#00 错误的 SPARC
因 BB#00 错误执行冷更换时
（关闭输入电源时进行的更换）， M10-4S 机箱，请使用
XSCF 的设置信息被删除。
replacefru(8) 命令。

RTIF2-121219015

x

使用 initbb(8) 命令删除一个
SPARC M10-4S 机箱时，删除的
机箱上的信息会保留而不会完全
删除。

要删除一个 SPARC M10-4S 机
箱，请执行冷删除（通过关闭输
入电源删除机箱）。

x

如果打开/关闭电源或重置物理分
区 (PPAR) 时执行了 prtfru(8) 命
令，则可能会发生 "internal
error" 错误。

等待打开/关闭电源或重置 PPAR
完成，然后重新执行 prtfru(8) 命令。

RTIF2-121219016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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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描述

周转方案

RTIF2-121219017

x

如果 BB#00 或 BB#01 中发生内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存错误并记录错误日志后某个
SPARC M10-4S 机箱关闭电源，
则可能会重复记录同一条错误日志。

RTIF2-121219018

x

如果系统中有两个或多个
SPARC M10-4S 机箱装置中含有
多个物理分区 (PPAR)，如果因
以下任意原因切换了主 XSCF 之
后打开 PPAR，则可能会记录
"STICK does not start (CPU)"、
"STICK does not start (MBC)"
或 "STICK count up error" 错误
日志，导致 CPU 内存装置
(CMUU/CMUL) 降级。
■
执行固件更新
■
检测一个 XSCF 故障
■
执行 switchscf(8) 命令

x

在 PCI 扩展装置上插入或删除一 将其作为从日志中显示的 PCI 编
个 PCI 卡之后，日志中显示一个 号 (PCI#) 中提取的编号。
与相关 PCI 卡号 (PCI#) 不同的
编号。另外，如果因 PCI 扩展装
置或 PCI 卡上的 PCIe 插槽错误
而记录了错误日志 "PCICARD
failed"，则错误日志中会显示与
相关的 PCI 卡号 (PCI#) 不同的编号。

x

如果物理分区 (PPAR) 含有多个
系统板 (PSB) 的系统的事件日志
中记录了 "Console path is
switched"，PPAR-ID 可能会有
一个无效值。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x

如果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
换电源装置 (PSU)，事件日志中
可能会记录 "Indispensable parts
are not installed (PSU)"。

这是因 PSU 被删除而记录的错
误日志。请忽略它。

RTIF2-121219019

x

x

RTIF2-130109002

RTIF2-13010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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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执行主 XSCF 切换后，关闭所有
SPARC M10-4Ss 的电源再重新
打开，但不要打开 PPAR 的电源。
如果在切换主 XSCF 后某个部件
上显示 "STICK does not start
(CPU)"、"STICK does not
start(MBC)" 或 "STICK count up
error" 并有一个故障标记 (*)，请
联系现场工程师。

表 3-7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描述

周转方案

x

如果在备用 XSCF 处于故障或启
动期间更改了电源联锁的设置信
息，则即使备用 XSCF 完成启动
后备用 XSCF 可能也无法反映更
改后的设置信息。
如果在此状态下发生了 XSCF 切
换，则切换后的主 XSCF 可能会
无法根据更改后的设置信息实现
电源联锁。

禁用电源联锁功能，然后使用以
下流程重新配置：
1.执行 setremotepwrmgmt -c
disable 命令禁用电源联锁功能。
2.保存管理文件，然后使用
clearremotepwrmgmt(8) 命令
初始化设置信息。
■
如果备用 XSCF 正在启动，则
启动完成后执行
clearremotepwrmgmt(8) 命令。
■
如果备用 XSCF 在故障中，使
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换目
标 FRU，然后执行
clearremotepwrmgmt(8) 命令。
3.备用 XSCF 启动完成后，执行
setremotepwrmgmt -c config
命令根据保存的管理文件恢复
设置信息。
4.执行 setremotepwrmgmt -c
enable 命令启用电源联锁功能。

x

x

如果所有物理分区 (PPAR) 已停
止而您尝试启动一个 PPAR，
PPAR 可能会无法启动且不记录
任何错误日志。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关闭所有 SPARC M10 系统机箱
的输入电源再重新打开，然后再
尝试启动 PPAR。

x

x

如果在系统配置中没有 CPU 内
存装置（上）(CMUU) 时打开交
流电源，则可能会为 CMUU 生
成一条 "Hardware access error"
错误日志。添加或更换 SPARC
M10-4S 时会发生相同的现象。

记录此错误日志的原因是没有安
装任何 CMUU。所以请忽略它。

x

如果"enabled"（启用）了通过
setpparmode(8) 命令设置的省电
运行，则可能发生以下问题。

使用 setpparmode(8) 命令将省
电运行设置为 "disabled"。

RTIF2-130109006

RTIF2-130109007

x

RTIF2-130130001

SPARC
M10-4S

RTIF2-130212001

■

■

RTIF2-130212002

x

x

x

可能无法检测到逻辑域中的挂
起（heartbeat 功能）。
如果系统启动时一个 CPU 核
心的 CoD 资源减少（同时有
一个物理分区 (PPAR) 正在运
行），PPAR 电源可能会关闭。

从 Oracle Solaris 执行 ldm
add-spconfig 命令后，从 XSCF
使用 showdomainstatus(8) 命令
检查域状态时，所有域显示
"Host stopped"，包括控制域。

从 Oracle Solaris 执行 ldm
add-spconfig 命令后，从 XSCF
使用 showdomainstatus(8) 命令
检查域状态时，所有域显示
"Host stopped"，包括控制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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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RTIF2-130212003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RTIF2-130215001

描述

周转方案

x

如果对另一个会话中正在由
testsb(8) 或 diagxbu(8) 命令进行
诊断的系统板 (PSB) 执行
testsb(8) 命令，则正在接受诊断
的 PSB 可能会进入异常状态并变
为不可用。

执行 testsb(8) 命令之前，使用
showboards(8) 命令确认诊断的
PSB 的 PWR 是否为 "n" 且测试
不是 "Testing"。
如果 PSB 变为不可用，关闭整
个系统再重新打开电源。

x

硬件初步诊断检测到下面的错误 检测到 PPAR 配置错误后使用
日志描述的系统板 (PSB) 错误后， deleteboard(8) 命令断开 PSB。
PSB 可能不会降级，但物理分区
(PPAR) 可能会反复重置。
Code:40002000003cff0000ff0000ff02000e000000000000000000
FRU:/BB#x
Msg:SB deconfigured (SB-SB
access error)
Code:40002000003cff0000ff0000ff02000e010000000000000000
FRU:/BB#x
Msg:SB deconfigured (not
running)

x

即使使用 setpcl(8) 命令为系统
板设置了策略，发生错误时需要
降级的资源装置可能不是系统板
而是现场可更换装置 (FRU)。

检测到 PPAR 配置错误后使用
deleteboard(8) 命令断开 PSB。

x

不能将 "IPAddress" 或
"SlaveAddress "值（可在电源联
锁组的管理文件中设置）设置为
XSCF 的接收 IP 地址。

将主 XSCF 和备用 XSCF 的
XSCF-LAN#0 和 XSCF-LAN#1
的 IP 地址分别设置为
"IPAddress" 和 "SlaveAddress"。

x

如果物理分区 (PPAR) 的一个组
件发生故障，则 SNMP MIB 中
的 PPAR 的状态会不更新。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RTIF2-130219008

x

如果在一个有多个 PPAR 的系统
中的一个物理分区 (PPAR) 打开
电源时打开一个 SPARC M10-4S
机箱的电源，则主 XSCF 可能会
无法识别打开电源的 SPARC
M10-4S 机箱。

打开 PPAR 电源前先打开构成系
统的所有交叉开关盒和 SPARC
M10-4S 机箱的电源。

RTIF2-130227001

x

如果通过设置 -a 选项收集快照，
则可能会因主 XSCF 负载升级而
发生 "XSCF Kernel Panic"。

如果收集整个系统的快照，请使
用 -b 选项而非 -a 选项，通过设
置 SPARC M10-4S 的 BB-ID 逐
个收集快照。在所有 SPARC
M10-4S 上执行此操作。

RTIF2-130215002

x

x

RTIF2-130219001

RTIF2-13021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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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描述

周转方案

RTIF2-130305005

x

如果含有多个 SPARC M10-4S 机
箱的系统中一个物理分区 (XSCF)
打开电源后 POST 进行诊断的同
时某个 SPARC M10-4S 发生
XSCF panic，则电源可能会断开
并停止给 PPAR 供电。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确保每个 SPARC M10-4S 的
XSCF 均已重启。如果已重启则
重新打开 PPAR 电源。

RTIF2-130305008

x

如果有多个 SPARC M10-4S 机
箱和交叉开关盒的系统中每个物
理分区 (PPAR) 都配置了一个系
统板 (PSB)，则交叉开关盒的交
叉开关装置的电源不会断开，且
交叉开关盒也继续开启。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RTIF2-130305010

x

如果在有四个或更多 SPARC
M10-4S 机箱装置以及多个物理
分区 (PPAR) 的系统内，使用
poweron -a 命令打开所有 PPAR
电源，可能会发生 Hypervisor
Abort 或 OS PANIC。

切勿使用 poweron -a 命令同时
关闭所有 PPAR。使用 -p 选项打
开各个 PPAR。

x

XSCF 启动时发生进程终断、严
重错误或看门狗超时，导致
XSCF 重置。

确认 XSCF 已成功启动。
若未启动，关闭物理分区
(PPAR) 的电源，然后断开系统
电源并重新打开 (AC OFF/ON)。
重启系统时，在断开系统电源后
等待 30 分钟再打开。
如果重启系统后仍无法启动 XSCF，
请更换 CPU 内存装置 (CMU)。

RTIF2-130305021

x

启动 XSCF 后系统板 (PSB) 可能
会被立即识别为 "Unmount" 且
addboard(8) 命令或 poweron(8)
命令可能会失败。

启动 XSCF 后等待 30 秒，然后
使用 showboards(8) 命令检查目
标 PSB 是否已安装。然后执行
addboard(8) 或 poweron(8) 命令。

RTIF2-130305024

x

如果在有交叉开关盒的系统中在
启动了一个物理分区 (PPAR) 的
状态下断开了一个交叉开关盒的
电源再重新打开，则控制域控制
台可能会显示以下消息，且
PPAR 的启动过程可能会无法完成。
WARNING:Unable to connect
to Domain Service providers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RTIF2-130305013

RTIF2-130319001

x

x

x

x

连接 SPARC M10-4/M10-4S 的
电源后可能会立即检测到 "DMA
timeout error Hard detected"。
如果在检测到 "DMA timeout
error Hard detected" 的情况下
启动逻辑域，则 CPU 内存装置
（下端）(CMUL) 将降级。

[如何恢复]
如果 PPAR 的打开电源过程被取
消，使用 poweroff -f 命令强制
断开 PPAR 的电源。
然后使用 rebootxscf -a 命令重
置所有 XSCF 或断开所有
SPARC M10-4S 机箱的输入电源
再重新打开。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启动逻辑域前，先断开输入电源
再重新打开。
如果启动逻辑域后未清除 CMUL
的降级状态，请联系现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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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描述

周转方案

RTIF2-130329001

x

在 SPARC M10-4S 中更新固件
时，主机箱的警报 LED 突然打
开并保持停止，且固件更新可能
无法完成。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RTIF2-130329002

x

如果配置中有两个或更多交叉开
关盒且物理分区 (PPAR) 被配置
为不使用任何交叉开关盒，则您
无法从操作面板断开电源。

使用 poweroff(8) 命令断开电源。

x

如果在物理分区 (PPAR) 状态为
“PowerOn”时关闭输入电源（从
Oracle Solaris OS 启动到关闭完
成），则您下次打开电源时 PPAR
中的任意 SPARC M10-4S 装置会
出现一个 SRAM 严重错误，使
您无法打开电源。

当您关闭电源时，先断开 PPAR
的电源并确保断开过程完成再执
行此操作。

RTIF2-130329003

RTIF2-130410004

x

x

x

x

x

如果出现问题，使用以下流程恢
复配置。
1.使用 dumpconfig(8) 命令保存
设置。
2.使用 restoredefaults -c factory
命令将系统初始化为出厂设置。
3.使用 restoreconfig(8) 命令恢复
配置。

可能无法从操作面板打开/关闭电源。 如果从 XSCF shell 打开电源，
请执行 poweron(8) 命令。如果
从 XSCF shell 关闭电源，请执行
poweroff(8) 命令。
[如何恢复]
如果发生此情况，请使用
poweroff -f 命令关闭物理分区
(PPAR)。

RTIF2-130410005

RTIF2-1304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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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如果有多个物理分区 (PPAR) 的
系统中有一个 PPAR 已启动或多
个 PPAR 有故障，则执行
poweron -a 命令会导致启动失败。

设置 -p 选项以执行 poweron(8)
命令，并打开各个 PPAR 的电源。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的系统中的交
叉开关盒出现故障，则交叉开关
盒可能会降级且操作无法继续。
■
配置了两个或多个交叉开关盒。
■
配置了多个 PPAR。
■
每个物理分区 (PPAR) 均配置
了多个 CPU 内存装置
(CMUU/CMUL)。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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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恢复]
如果发生此事件，执行 poweroff
-f 命令强制关闭启动过程中供电
停止的 PPAR 电源。然后执行
poweron -p 命令打开 PPAR 电源。

[如何恢复]
执行 poweron -p 命令再次打开
电源因交叉开关盒故障而被关闭
的 PPAR。

表 3-7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SPARC
M10-1

SPARC
M10-4

RTIF2-130410007

x

RTIF2-130415001

RTIF2-130416001

x

x

x

RTIF2-130417001

RTIF2-130507001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如果在打开物理分区电源后使用
poweroff -f 命令强制关闭物理分
区的电源，则您之后可能会无法
再打开/关闭该物理分区电源。

启动一个 PPAR 后，在显示 ok
prompt 之前勿执行 poweroff -f
命令。

在 SPARC M10-4/M10-4S 中，
如果固件版本为 XCP 2031 或
XCP 2032，以下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的初始值会与默
认值不同。
即使使用 XSCF shell 的
setpparparam(8) 命令或从
OpenBoot PROM 提示使用
setenv 命令，它仍会返回原来的值。
auto-boot? false
diag-switch? true
fcode-debug? true
local-mac-address? false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何恢复]
如果无法强制关闭某个 PPAR 的
电源，可关闭输入电源，然后再
打开电源 (AC OFF/ON)。

将固件更新到 XCP 2041 或更新
版本，然后再重新设置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的值。

x

如果删除 I/O 域中的 PCI 设备
(ldm rm-io) 或添加一个 PCI 设
备 (ldm add-io)，则 I/O 域启动
时可能会发生虚拟机监控程序终止。

要删除 I/O 域中的 PCI 设备，删
除与要删除的 PCI 设备在同一路
由复合体下的所有设备（有相同
的 /pci@xxxx 中的 xxxx），然后
再添加需要的设备。
另外，勿将同一路由复合体下的
多个设备分配给一个 I/O 域。

x

如果交叉开关盒中安装的 XSCF
发生严重错误，主 XSCF 和非主
XSCF 之间可能会无法通信。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x

使用硬件 RAID 功能时，发生电
源故障后可能会出现无法识别
RAID 卷的情况。

[如何恢复]
如果发生该错误，等待 15 分钟
或更长时间，然后使用
rebootxscf -s 重置主 XSCF。
请在 ok prompt 下运行
activate-volume 命令以激活一个
硬件 RAID 卷。
详细流程请见《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操作和管
理指南》中的"12.2.8 重新启动用
硬件 RAID 卷"。

第3章 软件信息

49

表 3-7

XCP 2050 之前的版本中已解决的问题 (续)

RTI No.

RTIF2-130515001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系统运行时可能会发生以下事件：
1.prtpicl 命令不再响应。
2.prtpicl -v 和 prtdiag -v 未按预
期输出显示数据（如 XCP 版本）。
3.对于 /var/adm/messages，会
输出警告消息 "PICL
snmpplugin: cannot fetch
object value"。
4.XSCF CMDD 进程关闭且一个
XSCF 反复重置，使其无法使
用。此时可继续系统操作。

无有效的周转方案。
[如何恢复]
如果发生事件 1，用以下流程恢复。
1.使用 [Ctrl]+[C] 结束
prtdiag(1M) 命令。
2.等待约 30 分钟让 XSCF 中发生
SNMP 超时。
3.在控制域中执行 svcadm(1M)
命令重启 picl 服务。
如果发生事件 2，重新执行命令。
如果显示结果，则系统可继续运
行。如果未按预期显示结果，检
查 XSCF 是否正在运行。
- 如果 XSCF 正在运行，使用
rebootxscf(8) 命令重置 XSCF。
- 如果 XSCF 未运行，关闭系统
电源，然后再打开 (AC
OFF/ON) 使其恢复。
如果发生事件 3，因为这是一条
暂时性的警告消息，所以系统可
继续运行。
如果发生事件 4，关闭系统电源，
然后再打开 (AC OFF/ON) 使其恢复。

RTIF2-130612001

x

如果 XCP 固件版本为 XCP 2041、
XCP 2042 或 XCP 2043，则有多
个 SPARC M10-4S 的系统中将无
法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换
SPARC M10-4S。

执行冷更换（关闭输入电源进行
更换）或将 XCP 固件版本更新
到 XCP 2044 或更新版本，然后
再执行更换。

Oracle Solaris 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本节说明 Oracle Solaris 相关的问题和各版本的周转方案。

与 Oracle Solaris 所有版本相关的问题及其周转方案
下表为目前支持的任意 Oracle Solaris 版本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周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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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CR ID

任意 Oracle Solaris 版本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周转方案
SPARC
M10-1

SPARC
M10-4

15812880

SPARC
M10-4S

x

描述

周转方案

如果尝试通过 telnet 或 ssh 访问
安装了 8000 GB（约 7.8 TB）或
更高内存的域，则目标控制域控
制台上可能会显示以下消息且访
问会失败。
■
对于 ssh
error:/dev/ptmx:Not enough
space
error: session_pty_req: session 0
alloc failed
■
对于 telnet
telnetd: open /dev/ptmx:Not
enough space

Oracle Solaris 11.1 SRU3.5.1 和
Oracle Solaris 10 的补丁
148888-04 已修正此问题。
[周转方案]
执行以下命令更改 ptmx_
ptymax：
[示例]
# echo "ptms_ptymax/Z
0x400000" | mdb -kw
ptms_ptymax:0 = 0x400000

15813959
15813960
(7196117)

x

x

x

在 SPARC M10 系统中通过
hotplug(1M) 添加一个 PCI 扩展
装置时，PCI 扩展装置上的设备
无法识别。

通过 hotplug(1M) 添加一个
PCI 扩展装置时，先在
/etc/system 文件中添加以下行，
再重启 Oracle Solaris。
set pcicfg:pcicfg_slot_busnums
=4

15822113

x

x

x

如果某个 shell script 中重复执
行 ldm add-vcpu 和 ldm
remove-vcpu，则正在运行的进
程可能导致核心转储和异常终止。

SRU11.1.7.5.0 已修正此问题。
如果因未应用 SRU 而发生此缺
陷，请重新执行命令。
另外，执行 ldm remove-vcpu
时，请在进程负载低的条件下执行。

15825208

x

x

x

在 SPARC M10 Systems 中，
Solaris 11.1 SRU1.4 已修正此问题。
Oracle Solaris 的 scp(1)、sftp(1)
和 ssh(1) 命令可能会生成错误或 [周转方案]
Oracle RAC 的安装可能会失败。 详情请见 "执行 Oracle Solaris
的 scp(1)、sftp(1) 或 ssh(1) 命
令时发生错误或 Oracle RAC 安
装失败 (CR:15825208)。"

15826052

x

x

x

无法使用 PCI 热插拔 (PHP) 功
能将一个四千兆以太网卡
(SE1X7GQ2F) 添加到 PCI 扩展
装置的 PCI Express 插槽。

15840018

x

x

x

固件更新到 XCP2031 或更新版
本时，启动 Oracle Solaris 时会
显示以下消息。
NOTICE: skipping unsupported
token: fjorclnum

XCP 2050 和 SRU11.1.6.4.0 已
修正此问题。
对于 XCP 2050，请见
RTIF2-130528-001 的描述。
如果未应用 XCP 和 SRU，在
添加 PCI 卡前先停止其逻辑域。
SRU11.1.6.4.0 和 Oracle Solaris
10 补丁 148888-03 已修正此问题。
忽略此消息不会对系统造成任
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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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任意 Oracle Solaris 版本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周转方案 (续)

CR ID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15851224

x

x

x

15851441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启动 I/O 域时，可能会输出以下
消息且可能会持续出现严重错误。
recursive rw_enter, lp=XXXXXXXX
wwwh=XXXXXXXX
thread=XXXXXXXX

将以下内容添加到 I/O 域的
/etc/system 并重启 Oracle
Solaris：
forceload:drv/vpci

内存出现故障并降级后，启动
Oracle Solaris 时可能会显示以下
消息，并且严重错误可能持续。
tilelet_assign_fini_cb(): tile 0xX
in memgrp X was unused

SRU11.1.11.4.0 已修正此问题。

当您使用 ldm add-spconfig 保
存逻辑域设置后设置内存的镜像
模式时，也可能会出现此情况。
15858713
16769782

x

x

x

如果发生内存错误且分配给来宾
域的所有内存已降级，
ldmd(1M) 会导致核心转储异常
终止且 ldm(1M) 命令以错误结束。

请注意如果 I/O 域的启动被禁
用，您必须使用 ldm
stop-domain 和 ldm
unbind-domain 命令将来宾域
状态更改为虚拟盘 (vdisk)，即
I/O 域的虚拟盘服务 (vds) 的目
标盘。这会启动 I/O 域。启动
I/O 域之后，设置以上内容。

[周转方案]
详情请见 "如果内存降级，则
Oracle Solaris 启动时严重错误
可能会持续 (CR:15851441)"。

SRU11.1.10.5.0 已修正此问题。
如果因未应用 SRU 而发生此缺
陷，请更换有错误的内存。
如果需要在安装了有错误的内
存的情况下启动 Oracle Solaris，
请使用以下流程从 XSCF 启动。
1.执行 poweroff(8) 命令关闭物
理分区 (PPAR) 的电源。
2.执行 setdomainconfig(8) 命令
将 PPAR 恢复到出厂默认状态。
setdomainconfig -p ppar_id -c
default
3.执行 poweron(8) 命令启动
PPAR。
以出厂默认配置启动 Oracle
Solaris，仅包含控制域。

15887244

x

x

x

当您在一个 SPARC M10 系统中
启动 SunVTS 7.0 ps14 和 ps15 测
试时，它们可能会以错误终止。

Oracle Solaris 11.1 SRU4.6 和
Oracle Solaris 10 的补丁
149395-02 已修正此问题。
除应用此修正外无周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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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CR ID

15823255

任意 Oracle Solaris 版本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周转方案 (续)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描述

周转方案

如果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环境
下使用 psradm(1M) 或
psrset(1M) 命令更改 CPU 分配
或使用 ldm(1M) 命令动态地更改
一个虚拟 CPU 的配置，则
Oracle Solaris 可能发生严重错误。
■
物理分区 (PPAR) 由两个或更
多 SPARC M10-4S 机箱构成
的环境。
■
在控制域或逻辑域上执行
lgrpinfo 命令时存在以下
lgroup 组的环境。
在显示为 "lgroup XX
(intermediate):"的 lgroups 组中，
只有一个数值显示在 "Lgroup
resources:" 字段的 (CPU) 前。这
个数值在 (memory) 前不显示。

Solaris 11.1 SRU5.5 已修正此问题。
[周转方案]
在 /etc/system 中添加以下行并
重启 Oracle Solaris：
set mpo_disabled=1

[示例]
# /usr/bin/lgrpinfo
...
lgroup 12 (intermediate):
Children:10, Parent:0
CPUs:0 1
Memory: installed
520M, allocated 494M, free 26M
Lgroup resources:1
(CPU); 10 11 (memory)
Latency:21
...
16292272

x

如果在 16 个 BB 构成一个物理
分区 (PPAR) 的系统中配置多个
来宾域，则执行来宾域的绑定可
能需要很长时间。
执行绑定需要约（已执行绑定的
来宾域的数目 + 1）x 6 + 10 秒。
所以，如果尚无执行了绑定的域，
且通过 ldm bind-domain 命令为
来宾域逐个执行绑定，则需要的
时间是为所有来宾域执行绑定所
需时间的总和。

SRU11.1.16.4.0 和 Oracle
Solaris 10 的补丁 150011-03 已
改善此问题。
我们建议您不要使用一个
PPAR 配置系统，而是将其分
为多个 PPAR，然后再在各个
PPAR 配置来宾域。
使用上面的配置不仅可以减轻
上面的症状，还可以改进容错率。
如果配置了虚拟网络交换机 (vsw)，
您可通过将 inter-vnet-link 设
置为 off 减少一半绑定时间。关
于与将 inter-vnet-link 设置为
off 的相关注释，请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Administration Guide》或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Release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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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任意 Oracle Solaris 版本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周转方案 (续)

CR ID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如果访问内部 SAS 磁盘时检测到
访问错误，则可能会无法再访问
该磁盘。

在内部硬盘上执行多路径
(MPxIO) 设置。如果应用了
Enhanced Support Facility 5.0
或更新版本，则无需执行以下
操作：
注 - 仅 Fujitsu 在日本国内销售
的 SPARC M10 系统支持
Enhanced Support Facility (ESF)。
[设置示例]
1.使用 format(1M) 命令检查安
装的硬盘的产品和型号。
# format
2.将内部硬盘信息添加到
/kernel/drv/scsi_vhci.conf 文件。
[scsi_vhci.conf 文件设置示例]
■
对于 Oracle Solaris 11
scsi-vhci-failover-override =
"TOSHIBA MBF2600RC",
"f_sym";
■
对于 Oracle Solaris 10
device-type-scsi-options-list =
"TOSHIBA MBF2600RC",
"sym-opt";
sym-opt = 0x1000000;

3.使用 stmsboot(1M) 命令启用
MPxIO。
# stmsboot -e
-

x

x

x

如果逻辑域有 10 千兆以太网卡
(SP1X7HF1F) 且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 diag-switch?
的值设置为 true，则控制台会显
示以下警告消息且错误日志会记
录 "Msg:Device error (FCode
informed error)"。
WARNING:/pci@X,XXXXXX:
FCODE mapin doesn't match
decoded register type;
另外，执行 showstatus(8) 命令
可能会显示
安装了相关 PCI 的 FRU 状态为
"Degr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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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忽略所有这些输出。
要避免这些输出，请在 ok
prompt 上执行以下命令将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
diag-switch? 的值更改为 false。
setenv diag-switch? false

执行 Oracle Solaris 的 scp(1)、sftp(1) 或 ssh(1) 命令时发生错
误或 Oracle RAC 安装失败 (CR:15825208)
[周转方案]
使用以下流程更改设置，以使 AES_CTR、AES_CBC_MAC 和 AES_CFB128 算法不会
用于加密装置的辅助功能。
■
如果和客户端功能（scp(1)、sftp(1)、ssh(1) 等）一起使用：
1.将设置的内容作为一行添加到目标文件中。仅 "Cipher" 和 "aes128-cbc" 之间需
要一个空格。
- Target file
整个系统的设置：/etc/ssh/ssh_config
各用户设置：$HOME/.ssh/ssh_config
- 设置的内容
Ciphers aes128-cbc,aes192-cbc,aes256-cbc,3des-bc,arcfour128,
arcfour256,arcfour,blowfish-cbc

■

如果和服务器功能一起使用（sshd(1M) 等）：
1.将设置的内容作为一行添加到目标文件中。
- Target file
/etc/ssh/ssh_config
- 设置的内容（推荐）
Ciphers 3des-cbc,arcfour128,arcfour256,arcfour,blowfish-cbc

2.使用以下命令重启服务器：

# svcadm restart svc:/network/ssh:default
■

如果使用任何客户端功能和服务器功能均无法解决问题：
1.添加以下内容代替设置中的以上内容：
UseOpenSSLEngine no

如果内存降级，则 Oracle Solaris 启动时严重错误可能会持续
(CR:15851441)
[周转方案]
如果因内存故障发生严重错误，请更换故障内存。
如果因内存镜像模式设置发生严重错误，使用以下流程从 XSCF 启动系统。
另外，如果因内存故障发生严重错误，使用下面的流程从 XSCF 启动系统可能会避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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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此方法并不总是可靠。如果使用以下流程后系统仍然发生严重错误，请更换故障
的内存。
1. 执行 poweroff(8) 命令关闭物理分区 (PPAR) 的电源。
执行 setdomainconfig(8) 命令将 PPAR 恢复到出厂默认状态。

2.

XSCF> setdomainconfig -p ppar_id -c default

3.

执行 poweron(8) 命令启动 PPAR。

以出厂默认配置启动 Oracle Solaris，仅包含控制域。
如果设置内存的镜像模式，请在设置镜像模式后在出厂默认条件下配置一个逻辑域。然
后使用 ldm add-spconfig 保存设置。
此外，您不得使用 XSCF 的 ldm set-config 或 setdomainconfig(8) 命令将保存时未使用
镜像模式的设置指定给使用了镜像模式的环境。

Oracle Solaris 10 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下表为目前支持的 Oracle Solaris 10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周转方案。
表 3-9

Oracle Solaris 10 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CR ID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15738030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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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周转方案

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可能
出现控制域严重错误并显示
"BAD TRAP: type=31"。
- 控制域的操作系统是 Oracle
Solaris 10。
- 作为执行 ldm list-domain -o
memory primary 的结果，RA
（实际地址）大于 0x200000000000
(32 TB)。

Solaris 10 的补丁 148888-03 已
修正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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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方案]
执行以下流程：
1.执行 ldm list-domain -o
memory primary 显示 SIZE
的值。
2.执行 ldm start-reconf
primary 进入延迟重新配置模式。
3.执行 ldm remove-memory
256M primary 减少分配的内存。
4.执行 ldm set-memory <value
of SIZE in Step 1> primary 将
分配的内存恢复原始大小。
5.重启控制域的 Oracle Solaris。
6.执行 ldm list-domains -o
memory primary 确认 RA 小
于 0x200000000000。
7.执行 ldm add-spconfig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name> 将配置信息保存到 XSCF。

第4章

SPARC M10-1 硬件信息
本章介绍与 SPARC M10-1 硬件相关的具体说明和问题。
■
注意事项和限制
■

与硬件相关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注意事项和限制
使用外部 DVD 驱动器注意事项
通过 USB 连接的 DVD 驱动器不支持 USB 总线供电。

使用 USB 内存注意事项
如果您执行 XSCF 中的命令设置 USB 内存作为保存数据的目标位置，请提前准备 USB
内存作为介质。
保存的数据含有关于系统的信息。如果您使用 USB 内存，应在安全方面做好管理保存
数据的 USB 内存的考虑。
并非市售的所有制造商的 USB 内存都可以与 XSCF 连接并操作。可能会出现与您的
USB 内存相关的 XSCF 固件错误或重置等异常。出现这种情况时请立即停止使用该
USB 内存。
将 USB 内存连接到 XSCF 的 USB 端口时，请直接连接到 USB 端口。如果通过 USB 集
线器或 USB 延长线连接 USB 内存，可能会导致错误。

与硬件相关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目前尚未确认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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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C M10-4 硬件信息
本章介绍与 SPARC M10-4 硬件相关的具体说明和问题。
■
注意事项和限制
■

与硬件相关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注意事项和限制
使用外部 DVD 驱动器注意事项
通过 USB 连接的 DVD 驱动器不支持 USB 总线供电。

使用 USB 内存注意事项
如果您执行 XSCF 中的命令设置 USB 内存作为保存数据的目标位置，请提前准备 USB
内存作为介质。
保存的数据含有关于系统的信息。如果您使用 USB 内存，应在安全方面做好管理保存
数据的 USB 内存的考虑。
并非市售的所有制造商的 USB 内存都可以与 XSCF 连接并操作。可能会出现与您的
USB 内存相关的 XSCF 固件错误或重置等异常。出现这种情况时请立即停止使用该
USB 内存。
将 USB 内存连接到 XSCF 的 USB 端口时，请直接连接到 USB 端口。如果通过 USB 集
线器或 USB 延长线连接 USB 内存，可能会导致错误。

与硬件相关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目前尚未确认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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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SPARC M10-4S 硬件信息
本章介绍与 SPARC M10-4S 硬件相关的具体说明和问题。
■
注意事项和限制
■

与硬件相关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注意事项和限制
使用外部 DVD 驱动器注意事项
通过 USB 连接的 DVD 驱动器不支持 USB 总线供电。

使用 USB 内存注意事项
如果您执行 XSCF 中的命令设置 USB 内存作为保存数据的目标位置，请提前准备 USB
内存作为介质。
保存的数据含有关于系统的信息。如果您使用 USB 内存，应在安全方面做好管理保存
数据的 USB 内存的考虑。
并非市售的所有制造商的 USB 内存都可以与 XSCF 连接并操作。可能会出现与您的
USB 内存相关的 XSCF 固件错误或重置等异常。出现这种情况时请立即停止使用该
USB 内存。
将 USB 内存连接到 XSCF 的 USB 端口时，请直接连接到 USB 端口。如果通过 USB 集
线器或 USB 延长线连接 USB 内存，可能会导致错误。

更换交叉开关盒的限制
目前不支持使用 replacefru(8) 命令更换交叉开关盒。要更换交叉开关盒，请执行以下
流程：
61

1.

执行 showhardconf 命令确认要更换的交叉开关盒不是主机箱。
表示为 "Role:Master" 的交叉开关盒是主机箱。

XSCF> showhardconf
:
XBBOX#80 Status:Normal; Role:Master; Ver:2038h; Serial:2111206001;
:

2.

如果要更换的交叉开关盒是主机箱，则执行 switchscf 命令将其切换为备用。
XSCF> switchscf -y -t Standby

3.

主 XSCF 被切换。重新登录 XSCF。

4.

关闭使用交叉开关盒的物理分区 (PPAR)，并关闭要更换的交叉开关盒中的电源。
确认交叉开关盒操作面板上的电源 LED 已关闭。

5.

断开要更换的交叉开关盒的电源，然后更换。

注 - 虽然断开电源时会记录要更换的交叉开关盒的错误日志，但请忽略它们。

6.

将交叉开关盒的电源线连接到输入电源。
详情请见《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安装指南》中的 "5.4 连线到交叉开关盒"。
确认交叉开关盒操作面板上的 STANDBY-LED 打开。

7.

执行 diagxbu 命令对新安装的交叉开关盒进行诊断。
XSCF> diagxbu -y -b XX -t YY -t ZZ

指定在 XX、YY 和 ZZ 中关闭的 SPARC M10-4S 的 BB_IDs (00 - 15)。
8.

执行 showlogs 命令确认诊断期间没有发生任何错误。
XSCF> showlogs error

9.

确认没有故障组件。
XSCF> showstatus

添加扩展机架的限制 2
目前不支持使用 addfru(8) 命令添加交叉开关盒。要添加交叉开关盒，请见《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安装指南》中的 "8.4 添加扩展机架 2"，并阅读步骤 17 和 18，
如下：
17. 将交叉开关盒和 SPARC M10-4S 的所有电源线连接到输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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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见 "5.2 连线到 M10-4/SPARC M10-4S" 和 "5.4 连线到交叉开关盒"。
18. 将固件更新到与主 XSCF 相同的版本。
■

XCP 2040 或更早版本

XSCF> getflashimage file:///media/usb_msd/images/XCPxxxx.tar.gz
XSCF> flashupdate -c update -m xcp -s version
■

XCP 2041 或更高版本

XSCF> flashupdate -c sync

与硬件相关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目前尚未确认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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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PCI 扩展装置硬件信息
本章介绍与 PCI 扩展装置硬件相关的具体说明和问题。
■
PCI 扩展装置的直接 I/O 功能
■

逻辑域配置信息和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的保存/恢复方法

■

PCI 扩展装置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PCI 扩展装置的直接 I/O 功能
对于 SPARC M10-1/M10-4 的 XCP 2044 或更新版本及 SPARC M10-4S 的 XCP 2050
或更新版本，PCI 扩展装置支持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直接 I/O 功能。这样
可为各个 PCI 扩展装置分配一个 I/O 域。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直接 I/O
功能的详情，请见所用版本的《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Administration Guide》
。
如果 PCI 扩展装置与 SPARC M10-4 连接，在使用直接 I/O 功能前先进行以下设置。
如果是 SPARC M10-1 则无需进行以下设置。只要将 PCI 扩展装置连接到 SPARC
M10-1 即可使用直接 I/O 功能。

设置/显示直接 I/O 功能
要设置 PCI 扩展装置的直接 I/O 功能，请使用 XSCF 的 setpciboxdio(8) 命令。要确认
当前设置，请使用 showpciboxdio(8) 命令。
关于 setpciboxdio(8) 和 showpciboxdio(8) 命令的详情，请见《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XSCF Reference Manual》或各命令的手册页面。

逻辑域配置信息和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的保存/恢复方法
1.

在控制域上执行 dm ls-spconfig 命令显示配置信息列表，并确认必须保存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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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下例表示 test3 是当前的配置信息。
# ldm ls-spconfig
factory-default
test1
test2
test3 [current]

如果当前配置是 "next poweron"，则 XSCF 中保存的配置信息将和控制域中保存
的不同。所以，执行 ldm add-spconfig 命令保存当前配置信息。
在下例中，因 test3 是 "next poweron"，当前配置信息保存在了 test4 中。
# ldm ls-spconfig
factory-default
test1
test2
test3 [next poweron]
# ldm add-spconfig test4
# ldm ls-spconfig
factory-default
test1
test2
test3
test4 [current]

2.

执行 ldm set-spconfig 命令设置要保存的配置信息。
在下例中保存了 test1。
# ldm set-spconfig test1
# ldm ls-spconfig
factory-default
test1 [next poweron]
test2
test3

3.

在 XSCF 上执行 poweroff(8) 和 poweron(8) 命令关闭物理分区 (PPAR) 的电源，
然后再打开。
使用相应的流程停止逻辑域后，执行 ldm unbind 命令将其设置为活动状态，关闭
系统电源。
在下例中，PPAR0 被关闭，然后又打开。
XSCF> poweroff -p 0
XSCF> poweron -p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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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ls-spconfig
factory-default
test1 [current]
test2
test3

5.

执行 ldm ls-constraints -x 命令保存当前配置信息。
根据需要备份 XML。
在下例中，当前配置信息保存在 test1.xml 中。
# ldm ls-constraints -x > /var/tmp/test1.xml

6.

执行更多命令以检查配置信息是否正确。
# more /var/tmp/test1.xml
<?xml version="1.0"?>
<LDM_interface version="1.3"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
XMLSchema-instancce

7.

对于必须保存的配置信息，重复步骤 2 到 6。

8.

执行 ldm set-spconfig factory-default 命令将系统设置为出厂默认值。
# ldm set-spconfig factory-default
# ldm ls-spconfig
factory-default [next poweron]
test1 [current]
test2
test3

9.

执行 ldm rm-spconfig 命令删除所有配置信息。
# ldm rm-spconfig test1
# ldm rm-spconfig test2
# ldm rm-spconfig test3
# ldm ls-config
factory-default [next poweron]

10. 关闭逻辑域并将其设置为 OpenBoot PROM 状态。
使用相应的流程停止逻辑域后，执行 ldm unbind 命令将其设置为活动状态，关闭
系统电源。
# shutdown -i0 -g0 -y

11. 执行 printenv command 命令确认 OpenBoot 环境 PROM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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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k printenv
Variable Name
ttya-rts-dtr-off
ttya-ignore-cd
keyboard-layout
reboot-command
security-mode
security-password
security-#badlogins
diag-switch?
local-mac-address?
fcode-debug?
scsi-initiator-id
oem-logo
oem-logo?
oem-banner
oem-banner?
ansi-terminal?
screen-#columns
screen-#rows
ttya-mode
output-device
input-device
auto-boot-on-error?
load-base
auto-boot?
network-boot-arguments
boot-command
boot-file
boot-device
multipath-boot?
boot-device-index
use-nvramrc?
nvramrc
error-reset-recovery

Value
false
true

Default Value
false
true

none

false
true
80
34
9600,8,n,1,virtual-console
virtual-console
false
16384
false

No default
No default
No default
false
true
false
7
No default
false
No default
false
true
80
34
9600,8,n,1,virtual-console
virtual-console
false
16384
true

boot

boot

/pci@8000/pci@4/pci@0/pc ...
false
0
false

disk net
false
0
false

boot

boot

0
false
true
false
7
false

对于使用 "..." 省略的部件，重新确认相关部分。
{0} ok printenv boot-device
boot-device =
/pci@8000/pci@4/pci@0/pci@0/scsi@0/disk@p0,0

12. 在 XSCF 上执行 poweroff(8) 命令关闭 PPAR。
XSCF>

poweroff -p 0

13. 在步骤 14 和后续步骤中，根据您使用的模型从 XML 文件恢复逻辑域配置信息。
- 对于 SPARC M10-1，将有 PCI 扩展装置的系统从 XCP 2043 或更早版本更新到
XCP 2044 或更新版本时，根据步骤 14 和后续步骤的说明从 XML 文件恢逻辑域
配置信息。
关于固件更新的详情请见 《Fujitsu M10/SPARC M10 系统 操作和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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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SPARC M10-4/M10-4S，当您执行 setpciboxdio(8) 命令切换启用/禁用 PCI
扩展装置的直接 I/O 功能时，根据步骤 14 和后续步骤中的描述从 XML 文件恢
复逻辑域配置。
关于 setpciboxdio(8) 命令的详情请见《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
XSCF Reference Manual》
14. 在 XSCF 上执行 showdomainconfig(8) 命令以确认 PPAR 下次启动时的配置信
息为出厂默认值。
在下例中，下次启动时的配置信息为出厂默认值。
XSCF> showdomainconfig -p 0
PPAR-ID
:0
Booting config
(Current) :factory-default
(Next)
:factory-default
----------------------------------------------------------------------------Index
:1
config_name :factory-default
domains
:1
date_created:-

在下例中，下次启动时的配置信息不是出厂默认值。在此例中，执行
setdomainconfig(8) 命令将 PPAR 下次启动时的配置信息设置为出厂默认值。
XSCF> showdomainconfig -p 0
PPAR-ID
:0
Booting config
(Current) :test1
(Next)
:test2
:
XSCF> setdomainconfig -p 0 -i 1
XSCF> showdomainconfig -p 0
PPAR-ID
:0
Booting config
(Current) :test1
(Next)
: factory-default
----------------------------------------------------------------------------Index
:1
config_name :factory-default
domains
:1
date_created:-

15. 要停止处于 OpenBoot PROM 状态，请检查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的
auto-boot?。如果值为 true，更改为 false。
XSCF> setpparparam -p 0 -s bootscript "setenv auto-boot? false"
PPAR-ID of PPARs that will be affected:0
OpenBoot PROM variable bootscript will be changed.
Continue? [y|n] :y

如果更改值，确认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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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CF> showpparparam -p 0
use-nvramrc
:security-mode
:bootscript
:
setenv auto-boot? false

16. 执行 poweron(8) 命令重启 PPAR。
XSCF> poweron -p 0

17. 执行 showdomainstatus(8) 命令确认控制域状态显示为 "OpenBoot Running"，
即 OpenBoot PROM 的状态。
XSCF> showdomainstatus -p 0
Logical Domain Name
Status
primary
OpenBoot Running

18. 执行 console(8) 命令切换到控制域控制台。
XSCF> console -p 0 -y
Console contents may be logged.
Connect to PPAR-ID 0?[y|n] :y

19. 根据步骤 11 的记录恢复 OpenBoot PROM 环境变量。
在下例中，auto-boot? 恢复为 true。
{0} ok setenv auto-boot? true
auto-boot? =
true
{0} ok printenv auto-boot?
auto-boot? =
true

20. 引导 Oracle Solaris。
{0} ok boot

21. 确认系统已使用控制域上的出厂默认值设置启动。
# ldm ls-spconfig
factory-default [current]

22. 执行 ldm init-system 命令和 shutdown 命令重启控制域。
# ldm init-system -i /var/tmp/test1.xml
Initiating a delayed reconfiguration operation on the primary domain.
All configuration changes for other domains are disabled until the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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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reboots, at which time the new configuration for the primary domain
will also take effect.
# shutdown -y -g0 -i6

23. 重启控制域后，为其他逻辑域执行绑定和启动。
对于有依赖关系的控制域，以正确顺序启动它们。
在下例中，根域和来宾域已绑定并启动。
#
#
#
#

ldm
ldm
ldm
ldm

bind root-domain
start root-domain
bind guest-domain
start guest-domain

如果绑定因资源重复而失败，请从逻辑域删除相关资源。
在下例中，删除了一个重复资源。
# ldm bind root-domain
No free matching I/O device for LDom root-domain, name PCIE1
# ldm start-reconf primary
# ldm rm-io PCI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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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删除一个资源时，重启控制域。
# shutdown -i6 -g0 -y

删除一个资源后，重启控制域时，请对其他逻辑域执行绑定和启动。
对于有依赖关系的控制域，以正确顺序启动它们。
在下例中，根域和来宾域已绑定并启动。
#
#
#
#

ldm
ldm
ldm
ldm

bind root-domain
start root-domain
bind guest-domain
start guest-domain

24. 执行 ldm ls 命令确认逻辑域是否运行正常。
# ldm ls
NAME
primary
root-domain
:

STATE
active
active

FLAGS
-n-cv-t----

CONS
UART
5000

VCPU
8
8

MEMORY
8G
4G

UTIL
66%
19%

UPTIME
4m
2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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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恢复配置信息后，执行 ldm add-spconfig 命令将配置信息保存到 XSCF 中。
在下例中，test1 配置信息即保存在 XSCF 中。
# ldm add-spconfig test1
# ldm ls-spconfig
factory-default
test1 [current]

对于有依赖关系的控制域，以正确顺序启动它们。
26. 如果有多组要恢复的配置信息，重复步骤 14 到 26。

PCI 扩展装置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本节描述关于各个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的 PCI 扩展装置的信息和周转方案。

所有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下表为目前支持的任意 Oracle Solaris 版本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周转方案。
表 7-1

所有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SPARC
M10-4

SPARC
M10-4S

RTIF2-130703001

x

RTIF2-130703002

RTI No.

SPARC
M10-1

描述

周转方案

x

使用 PCI 热插拔 (PHP) 安装
PCI 扩展装置时，如果执行
Oracle Solaris cfgadm(1M) 命令，
在插槽 6、 7、10 和 11 之中，没
有 HBA 的插槽的执行结果将是
"disconnected" 而不是 "empty"。
虽然显示不合理，但安装 HBA
后插槽可正常运行。
如果连接 PCI 扩展装置后重启逻
辑域，则不会出现此现象。

这只是一个显示问题，不会影响
操作。

x

x

使用 PCI 热插拔 (PHP) 安装
使用 PHP 时，执行 cfgadm -c
PCI 扩展时，可能会出现通道降级。 configure 代替 cfgadm -c connect。

RTIF2-130703003

x

x

当您通过 PCI 热插拔 (PHP) 安
装 PCI 扩展装置时，下次重启时
PCI 扩展装置可能会出现
PCI-Express 可校正错误。

如果使用 PHP 安装 PCI 扩展装
置后输出了一条故障消息，请重
新安装 PCI 扩展装置。

RTIF2-130703004

x

x

当您通过 PCI 热插拔 (PHP) 安
装 PCI 扩展装置时，可能会无法
识别 PCI 扩展装置。

如果使用 PHP 安装 PCI 扩展装
置后无法识别，请重新安装 PCI
扩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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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所有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的问题和周转方案 (续)

RTI No.

RTIF2-130724002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如果您使用 PCI 热插拔 (PHP)
在 PCI 扩展装置中安装一个
6Gbps SAS 卡，可能会无法成功
连接 PCI Express 8lane，且执行
prtdiag(1M) 命令时速度可能会
显示为 "5.0GTx4" 或 "5.0GTx2"。

重启物理分区 (PPAR) 或 I/O 域，
或通过 PHP 重新安装 6Gbps
SAS 卡。

[prtdiag 输出示例]
/SYS/PCI0 PCIE LSI,saspciex1000,72 LSI,2008 5.0GTx2
/pci@8000/pci@4/pci@
0/pci@8/pci@0/pci@0/pci@0/pci@
1/pci@0/pci@8/LSI,sas@0
RTIF2-130724003

x

x

x

启动物理分区 (PPAR) 时，安装
在 PCI 扩展装置插槽 6、7、10
和 11 中的 PCI 卡可能会记录以
下错误。

如果可从 Oracle Solaris 识别这
些卡，请忽略此错误消息。

[错误消息示例]
FRU:/MBU/PCI#0/
PCIBOX#0000/PCI#7
Msg:PCICARD failed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 1120 已解决此问题。
下表列出了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 1120 已解决的问题。
表 7-2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 1120 已解决此问题。

RTI No.

RTIF2-130703009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启动物理分区 (PPAR) 或 I/O 域
时，PCI 扩展装置上安装的
6Gbps SAS 卡可能会无法与 PCI
Express 8lane 成功连接。

如果 6Gbps SAS 卡未与 PCI
Express 8lane 成功连接，重启
PPAR 或 I/O 域，或通过 PCI 热
插拔 (PHP) 重新安装 6Gbps SAS 卡。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 1110 中已解决的问题
下表列出了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 1110 中已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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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 1110 中已解决的问题

RTI No.

RTIF2-130703007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启动物理分区 (PPAR) 或 I/O 域
时，连接卡可能会被错误地检测
为有错误。

显示此错误消息并不会影响运行。

[消息示例]
FRU:/BB#0/PCI#1/LINK
Msg:TWI access error
RTIF2-130703008

x

x

x

启动物理分区 (PPAR) 或 I/O 域
时，下次重启 Oracle Solaris 时
可能会出现 PCI-Express 可校正
错误并导致 PCI 扩展装置降级。

如果输出该错误消息，重启
PPAR 或 I/O 域，或通过 PCI 热
插拔 (PHP) 重新安装 PCI 扩展装置。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 1100 中已解决的问题
下表列出了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 1100 中已解决的问题。
表 7-4

PCI 扩展装置固件版本 1100 中已解决的问题及其周转方案

RTI No.

RTIF2-130703005

SPARC
M10-1

SPARC
M10-4

SPARC
M10-4S

x

x

x

描述

周转方案

启动物理分区 (PPAR) 或 I/O 域
时，PCI 扩展装置中安装的 PCIe
卡或连接板可能会被错误地检测
为有错误。
[PCIe 卡消息示例]
FRU:/BB#0/PCI#3/
PCIBOX#1234/PCI#3
Msg:PCICARD failed

显示此错误消息并不会影响运行。
连接板中出现此问题时，PCI 扩
展装置上的 CHECK LED 会亮起。
但如果下次启动 PPAR 时未出现
该问题，则 CHECK LED 将关闭。

[连接卡消息示例]
FRU:/BB#0/PCI#0/
PCIBOX#1234/LINKBD
Msg:TWI access error
RTIF2-1307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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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如果执行 ioxadm -v list 命令显
示的 PCI 扩展装置序列号完全由
0 构成 ("0000000000")，则会发
生以下情况：打开 PCI 扩展装置
电源之后，打开第一个物理分区
(PPAR) 电源前检测到的硬件错
误不会记录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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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一起更换 I/O 板和风扇底板。
另外，切勿在 PCI 扩展装置中安
装之前用于另一个 PCI 扩展装置
的 I/O 板或风扇底板。
如果执行 ioxadm -v list 命令显
示的 PCI 扩展装置序列号完全由
0 构成 ("0000000000")，执行
XSCF 固件的 ioxadm(8) 命令恢
复序列号。
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 fieldeng
权限。
详情请见 "恢复 PCI 扩展装置序
列号 (RTIF2-130703-006)。"

恢复 PCI 扩展装置序列号 (RTIF2-130703-006)
如果执行 ioxadm -v list 命令显示的 PCI 扩展装置序列号完全由 0 构成
("0000000000")，执行 XSCF 固件的 ioxadm(8) 命令恢复序列号。
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 fieldeng 权限。
XSCF> ioxadm [-fvAM] serial target serial_num

对于目标，设置目标 PCI 扩展装置的标识符。在此例中为设置 "PCIBOX#0000"。对于
serial_num，设置 PCI 扩展装置的序列号之后再更改 "nnnnnnnnnn" 的格式。您可在
PCI 扩展装置机箱的标签上找到序列号。
此命令将更换 PCI 扩展装置的序列号和标识符。执行 ioxadm -v list 命令，可确认序列
号和标识符是否已更换。
在下例中， PCI 扩展装置的序列号是 "2121212006"。
XSCF> ioxadm serial PCIBOX#0000 2121212006
XSCF> ioxadm -v list
Location
Type
FW Ve Serial Num
PCIBOX#2006
PCIBOX 2121212006
PCIBOX#2006/PSU#0 PSU
FEJD1201000170
PCIBOX#2006/PSU#1 PSU
FEJD1245001342
PCIBOX#2006/IOB
IOBOARD 1110
PP121001JM
PCIBOX#2006/LINKBD BOARD
PP123300TR
PCIBOX#2006/FANBP FANBP
PP120904SY
BB#00-PCI#00
CARD
1110
XSCF>

Part Num

State
On
CA01022-0750-D/
On
CA01022-0750-D/7060988 On
CA20365-B66X 007AF
On
CA20365-B60X 001AA
On
CA20365-B68X 004AC
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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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文档修订内容
本章介绍发布与 SPARC M10 系统相关的文档之后经确认的最新信息和文档修订内容。
■
《Fujitsu M10-1/SPARC M10-1 Service Manual》修订内容
■

《Fujitsu M10-4/Fujitsu M10-4S/SPARC M10-4/SPARC M10-4S Service Manual》
修订内容

《Fujitsu M10-1/SPARC M10-1
Service Manual》修订内容
本节介绍目前确认的《Fujitsu M10-1/SPARC M10-1 Service Manual》的修订内容。
表 8-1

《Fujitsu M10-1/SPARC M10-1 Service Manual》修订内容

节号或名称

修订内容

2.2.2

在 "2.2.2 操作面板开关" "表 2-1 模式开关的功能"中的"检修模式"中，以下描述被更改。
[更改前]
电源开关可用于启动和停止系统。
[更改后]
电源开关可用于停止系统，但不能用于启动系统。

《Fujitsu M10-4/Fujitsu M10-4S/
SPARC M10-4/SPARC M10-4S
Service Manual》修订内容
本节介绍目前确认的《Fujitsu M10-4/Fujitsu M10-4S/SPARC M10-4/SPARC M10-4S
Service Manual》的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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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Fujitsu M10-4/Fujitsu M10-4S/SPARC M10-4/SPARC M10-4S Service Manual》修订内容

节号或名称

修订内容

2.2.2

在 "2.2.2 操作面板开关" "表 2-3 模式开关的功能"中的"检修模式"中，以下描述被更改。
[更改前]
电源开关可用于启动和停止系统。
[更改后]
电源开关可用于停止系统，但不能用于启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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