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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感谢你选择本产品：

• 本手册的用途在于帮助您正确地使用服务器产品（以下称“本产品”），在安装和第一次

使用本产品前，请您务必先仔细阅读随机配送的所有资料，特别是本手册中 所提及的注

意事项。这会有助于您更好和安全地使用本产品。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 便日后参阅。

• 本手册的描述并不代表对本产品规格和软、硬件配置的任何说明。有关本产品的实际规格

和配置，请查阅相关协议、装箱单、产品规格配置描述文件，或向产品的销售商咨询。

• 如您不正确地或未按本手册的指示和要求安装、使用或保管本产品，或让非授权的技术人

员修理、变更本产品，将不对由此导致的损害承担任何责任。

• 本手册中所提供照片、图形、图表和插图，仅用于解释和说明，可能与实际产品有些差别，

另外，产品实际规格和配置可能会根据需要不时变更，因此与本手册内容有所不同。请以

实际产品为准。

• 本手册中所提及的非网站信息，是为了方便起见而提供，此类网站中的信息不是产品资料

的一部分，也不是服务的一部分，对这些网站及信息的准确性和可用性不做任何保证。使

用此类网站带来的风险将由您自行承担。

• 本手册不用于表明对其产品和服务做了任何保证，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包括（但不

限于）本手册中推荐使用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适销性和适合某特定用途的保证。对本

产品及相关服务的保证和保修承诺，应按可适用的协议或产品标准保修服务条款和条件执

行。在法律法规的最大允许范围内，我们对于您的使用或不能使用本产品而发生的任何损

害（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的个人损害、商业利润的损 失、业务中断、商业信息的

遗失或任何其他损失），不负任何赔偿责任。

• 对于您在本产品之外使用本产品随机提供的软件，或在本产品上使用非随机软件或经认证

推荐使用的专用软件之外的其他软件，我们对其可靠性不做任何保证。

• 我们已经对本手册进行了仔细的校勘和核对，但我们不能保证本手册完全没有任何错

误和疏漏。为更好地提供服务，我们可能会对本手册中描述的产品之软件和硬件及本

手册的内容随时进行改进或修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本产品的

实际情况与本手册有不一致之处，或您想得到最新的信息或有任何问题和想法，欢迎

致电我们或登陆服务网站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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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和注意事项
为了避免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请在安装本产品之前仔细阅读并遵守下列安全提示。下

列安全标识会在文件中或在产品及产品包装上使用，各安全标识的说明如下表所示：

安全标识 使用说明

CAUTION 标识存在危险，如果忽略该“CAUTION”的提示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

WARNING 标识存在危险，如果忽略该“WARNING”的提示

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害。

识潜在危险，如果忽略系统提示信息。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

标识雷击危险，如果没有按照安全规范操作，雷

击会造成严重伤害或死亡。

高温元器件或者高温表面。

请勿接触风扇片，以免造成伤害。

请先拔掉交流电电源线后再拔插电源模块。

请回收电池，并请务必按照说明处置用完的电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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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简介

本章将简要介绍S527F4服务器的产品特色、系统规格及功能特性，以使您对

于该服务器有一个概要的了解。

1.1 产品概述

S527F4 采用国产自主可控芯片，集成两颗 ARM 架构 FT-S2500 飞腾 64 位

通用处理器，拥有 128 个 FTC-663 处理器核心，工作主频为 2.1GHz，处理器最

大功耗只有 200W，具备超高的性能功耗比，可有效降低设备成本，性能上已紧

跟国际芯片厂商步伐，满足 高性能、高吞吐的应用领域，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

高性能、低功耗的服务器平台。应用场景：国防单位、政府机关、金融机构、电

力行业、教育单位。

1.2 产品特色

1、国产芯片架构

基于国产飞腾多核处理器设计，FT-S2500 是 64 位通用处理器，同时兼容

ARMv8 指令集，集成 64 个主频 2.1GHz 的内核，性能强劲。全新平台支持 8个

DDR4/3200 存储控制器，性能较上代平台显著提升。同时拥有丰富的外设接口，

集成 PCI-E、GMAC 等通用高速控制接口，以及 UART、I2C、GPIO 等通用低速低

速控制接口。

2、全新的技术平台

最大支持 12 个 SATA/SAS（可选） 热插拔硬盘，可后置 2 个 2.5 寸 系统

盘；内存容量最大可支持 2T，具备高级内存容错功能；板载 2个千兆数据网口，

具有负 载均衡、故障恢复和边带支持特 性，可有效减少网络延迟；可选 支持

1+1 的安全冗余供电方式， 为服务器的运行安全提供更高的 安全保障。

3、自主安全解决方案

作为国产自主可控高性能信息处理和控制平台，飞腾处理器具备高性能、低

功耗特性，适用于党政军及金融、税务、交通等诸多保密行业的信息化系统。集

成远程管理模块，提供远程管理和远程诊断、维护，具备多项故障指示功能，实

现对系统精准化的控制和管理，有效降低用户宕机风险并保证服务器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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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结构特性

本章详细介绍S527F4服务器机箱的外观和内部结构特性，同时为了便于用户的日常维护

和升级扩展，本章还介绍了如何拆下和安装服务器的相关部件。

注意： 该部分所描绘的各项操作仅限于具有系统维护资格的操作员或管理员进行。

说明：本章所有图片仅供参考，具体产品以实物为准。

2.1 机箱结构特性

2.1.1 机箱前面介绍

序号 说明

A 热插拔硬盘架

B 前置 USB3.0 接口

C 铭牌区

D 前控制面板

E 免工具拆卸按钮



广州五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6 页

2.1.2 机箱内部部件介绍

序号 说明

A 前置热插拔硬盘

B 背板

C 冗余电源

D 后置热插拔硬盘

E 内存/内存插槽

F CPU/散热器

G 扩展卡

H PCI-E 插槽

I 风墙/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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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机箱前置面板及硬盘指示灯介绍

前置面板介绍

指示灯说明

序号 图标 指示灯 颜色 状态 说明

F 电源指示灯 绿色 常亮 系统处于加电状态

不亮 系统处于不加电状态

G H NICI1/NICI2

活动灯

绿色

常亮 发射/接收活动状态

闪烁 网络处于活动状态

不亮 系统处于不加电状态或没有连接到网络

C 硬盘状态指示灯 琥珀色
闪烁 硬盘处于读写状态

常亮 硬盘处于在线状态

序号 图标 指示灯、按钮、接口

A 电源开关按钮

B UID 按钮

C 复位按钮

DI USB3.0 接口

E 硬盘状态指示灯

F 系统状态指示灯

G NIC1 或 2 活动灯

H NIC3 或 3 活动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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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指示灯介绍

序号 指示灯 状态 说明

A 硬盘状态指示灯

灭
未安装硬盘或认不到硬盘

拔出 RAID 状态中的硬盘

蓝色常亮 安装硬盘

蓝色闪烁

硬盘读写状态(Locate)

硬盘损坏状态(Fail)

重建RAID(Rebuild)

B 硬盘活动指示灯

灭 未安装硬盘或认不到硬盘

红色常亮 拔出 RAID 状态中的硬盘

绿色闪烁 硬盘读写状态(Locate)

红色常亮 硬盘损坏状态(Failure)

红色闪烁 重建 RAID(Rebuild)

C 硬盘容量指示区



广州五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9 页

2.1.4 机箱后部部件介绍

序号 说明

A 冗余电源

B 后置 2.5 寸热插拔模硬盘

C RS232 串口

D VGA

E RJ45 网口

F USB 3.0 接口

G 远程管理口

H PCI-E 扩展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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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机箱和主要部件拆装

2.2.1 拆装前的注意事项

请阅读并遵守服务器提供操作说明。如果随服务器提供的补充说明与这些说

明不一致，请与供货商技术服务人员联系以确定如何才能保证操作的正确性。注

意：电源按键并不能完全切断交流电源。要切断交流电源，必须从交流电插座中

拔出与服务器相连的所有电源线的插头。

为保证系统良好的散热与通风，在正常使用服务器之前必须安装上机箱盖。

由于服务器的部件对静电放电（ESD）极其敏感，请在静电放电工作台上执行以

下各节中的操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台，请通过以下方法降低ESD所造成的危

害：

1. 戴上一条防静电腕带并与服务器的金属部分相连。

2. 在触摸服务器部件前先触摸服务器机箱的金属壳。

3. 在插拔部件时将身体一部分与服务器的金属机箱保持接触，以释放静电。

4. 避免不必要的移动。

5. 插拔服务器部件（尤其是板卡）时仅拿住边缘。

6. 将服务器部件置于一个接地的无静电的操作平台上。如果可能的话，使用一

块导电泡沫垫，但不要使用部件的包装袋。

7. 避免让部件在操作平台上滑动。

需要准备的工具

1. 十字螺丝刀，星型螺丝刀

2. 防静电腕带与导电泡沫垫（推荐）

3. 纸笔，以记录服务器系统配置状况的更改，记录所有已安装部件的特定的相

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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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机箱盖板拆卸和安装

在进行操作之前，请将关闭所有和服务器连接的外围设备。关闭服务器，拔掉AC电源线。

盖板拆卸

1.单击盖子释放手柄至打开位置。

2.向后滑动顶盖并向上提起将其拆下。

3.安装过程与拆卸过程相反。



广州五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12 页

2.2.3 内存拆卸和安装

1.对准DIMM模块与内存插槽的接受点的关键

2.按下内存卡扣向外DIMM插槽两端解锁

3.用两个大拇指在一起直下按缺口在模块两端插入插槽，直到模块卡入到位，按下内存卡扣

的锁定位置，以确保DIMM模块插入插槽，再用二根扎带扎紧内存卡扣两端，取下过程相反。

2.2.4 风扇的安装

在进行操作之前，请将关闭所有和服务器连接的外围设备。关闭服务器，拔掉AC电源线。

1.将风扇总成沿导轨插入机箱，如图所示。

2.按图示方向推动风扇总成，直到其卡入位。

3.用风扇总成侧面的两个拇指螺钉固定风扇总成。

请勿接触风扇片，以免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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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热插拔硬盘的拆卸和安装

1.如图所示，将两个压花销接合到硬盘驱动器托盘的侧凹坑中。

2.小心地向下推硬盘驱动器托盘的另一侧，直到另外两个压花销侧面的酒窝锁紧在适当的位置。

3.打开控制杆，将3.5英寸硬盘驱动器托盘水平插入8x3.5英寸或12x3.5英寸硬盘驱动器固定框

架，2.5英寸硬盘驱动器托盘垂直放入24x2.5英寸或2x2.5英寸硬盘驱动器固定框架直到锁定杆接

合。

4.推入杆以将其锁定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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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扩展卡的拆装

在进行操作之前，请将关闭所有和服务器连接的外围设备。关闭服务器，拔掉AC电源线。

1.将扩展卡插入主板上的扩展槽，同时将其与机箱后部的机箱插槽对齐。

（PCIE挡片已被移除）

2. 用螺钉将扩展卡固定到机箱后部

2.2.7 电源安装与拆卸

在进行操作之前，请将关闭所有和服务器连接的外围设备。关闭服务器，拔掉AC电源线。

电源模块安装

1.按电源模块闩锁，不要松开，如图所示。

2.将模块插入到电源固定框架中，直到有咔嗒声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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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模块卸下

1.按电源模块闩锁，不要松开，如上图所示。

2.拉动模块，将其从电源固定框架中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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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导轨组件的安装

本节提供有关使用的导轨将机箱安装到机架单元中的信息。市场上有多种机架单元，这

可能意味着安装步骤与提供的说明略有不同。建议您参考正在使用的机架单元附带的安装说

明。注意：此导轨将安装规格兼容19寸标准机架。

导轨组件由三部分组成：直接固定到机箱的内导轨、固定到机架的外导轨和从外导轨延伸的

中间导轨。这些部件专门为机箱的左侧和右侧设计。

1.从导轨上松开开关将内轨分离出来。

分离出内轨

2.将内轨安装到机箱两侧，用螺丝拧紧固定。

内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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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外轨安装到机架上。

4.先按下滑轨中的卡扣，拉出滑槽，再将安装好在机箱上的“内部轨道”对准机架上的“外

部轨道”拉出滑槽推进内部轨道（可根据内部轨道锁定弹片按钮拔出机箱），建议至少由两

个人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架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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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设置

本章详细介绍本服务器的主板介绍及BIOS功能设置介绍。

注意： 该部分所描绘的各项操作仅限于具有系统维护资格的操作员或管理员进

行。

3.1 主板介绍

3.1.1 主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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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主板关键器件

主板主要器件说明：

CPU 位置 U50,U51,FT-2500/64 CPU,BGA3576,61*61*3.8MM.

DIMM
位置 J7~J22，板上有 16 根 DDR4 DIMM 插槽，

支持 RDIMM/LRDIMM/UDIMM，最大频率 3200MHz。

PSU CONN 位置 J1~J3,ATX 24PIN+8PIN+8PIN 连接器，8PIN 连接器必须要插才能开机。

PCIE SLOT 位置 J37~J43,板上有 8 个 PCIE S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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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C 位置 U99,板上有 1 颗 Aspeed AST2500 管理芯片.

CPLD 位置 U97,板上有 1 颗 Altera 时序及逻辑控制芯片.

I350-AM4 位置 U52,板上有 1 颗 Intel I350-AM4 GBE 网络控制器芯片.

PCIE SWITCH 位置 U94,板上有一颗 PLX PEX8796 SWITCH

USB3.0 CONN
位置 CONN1, J35 :4 个后置 USB3.0 接口;

位置 J36:2 个前端 USB3.0 PIN 针.

USB2.0 CONN 位置 J34,前置 USB2.0 连接器，用于保密机器中红盘接口.

RJ45 CONN 板上有 5 个千兆网络接口，1 个为管理网口，4 个为业务网口(J23,J24).

VGA CONN 位置 J49,后置 VGA+COM 接口.

SATA CONN 位置 J29,J31~J33,主板有 4 个 7PIN SATA 连接器.

TCM CONN 位置 J51,LPC 接口 TCM.

FAN CONN 位置 J54-J61,板上有 8 个 4 PIN 风扇接口,其中 FAN1-FAN6 是系统风扇.

PANEL CONN 位置 J62,板上有 1 个前端面板 F-PANEL 连接器,用于前面板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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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板BIOS功能设置介绍

BIOS是一款适用于飞腾F2500/64的产品，包含如下主要功能模块：

1、主页：显示当前的固件版本、处理器、内存、系统时间、日期、语言等信息、

2、高级：显示驱动健康状态，查看PCI&USB设备详细信息，BMC管理配置，

管理配置，串口终端重定向。

3、安全维护：配置，打开、禁用相关启动项。

4、启动：

5、服务器管理：设置、修改、删除用户密码，设置、修改、删除管理员密码等。

6、保存&退出：保存修改的配置

3.2.1 通电开机界面

在该界面显示时，BIOS会等待一定时间供用户选择下一步的操作。等待时间的长短可在“BIOS

启动配置界面中设定”。

在开机界面下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按《DEL键》或《TAB》进入BIOS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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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主页

1、在开机界面，按<DEL键进入“启动设备选择界面”如下图

在主页界面下，界面中显示了当前飞腾服务器上的一些配置信息，如固件版本，处理器，

内存，系统语言等基本信息。主要信息包括：

 固件厂商

 UEFI版本

 固件建立时间和日期

 固件序列号

 固件版本号

 访问权限

 主板型号

 处理器名称/频率/核数

 内存容量/频率

 系统语言

 系统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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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高级

高级界面是进行BIOS设置的重要接口，主要功能包括如下8个功能模块。

 阵列卡

 驱动修复

 串口控制台重定向

 CPU配置

 内存配置

 设备信息

 网络栈配置

 显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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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安全维护

3.2.5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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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服务器管理

3.2.7 保存&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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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MC 功能设置介绍

3.3.1 BMC 简介

一、BMC 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BMC）是服务器的远程管理系统，提供 了丰富的管理功能。

 提供两种管理接口

— 提供标准的 IPMI 2.0 接口，并且兼容 IPMI 1.0 接口。

—超文本传输安全协议（HTTPS，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

 健康状态监控

— 可提前发现并解决问题，保障设备 7*24 小时高可靠运行。

— 温度传感器状态监控。

— 电压传感器状态监控。

— 风扇工作状态监控。

— 电源状态监控。

 安全管理手段

— 系统日志，记录 BMC 监控的传感器和硬件的告警，为系 统运行过程遇到的问题提供定

位手段。

— 审计日志，记录用户的重要操作，为问题定位定界提供手 段。

 系统维护接口

— 支持虚拟 KVM（Keyboard, Video, and Mouse）功能，提供 方便的远程维护手段。

 多样化的网络管理协议

— 支持 NTP，提升设备时间配置能力，用于同步网络时间。

 智能散热管理

— 风扇控制支持根据温度自动调节风扇转速与手动设置风扇 转速。

二、安全特性

 用户账号安全管理

— 支持登录失败次数限制和解锁方法设置，防止密码被暴力 破解。

 操作日志管理

— 记录了 BMC 的非查询操作。操作日志分两类，一类是 Linux 系统进程的日志，另一类是用

户进程日志。用户进程记录 的日志包括时间、操作源 IP、操作源用户、执行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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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用接口操作

昆仑 BMC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访问 BMC 系统，实现对服务器系 统的控制，包括 IPMI 命令接

口与 WebUI 界面。

四、常用默认参数

BMC 提供部分特性的默认参数如表1-1 所示，方便用户首次操作。 为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建议您

在首次操作时修改初始参数值，并定期更新。

参数 默认值

BMC 专用管理网口IPV4 地址 192.168.0.200

BMC 共享管理网口IPV4 地址 192.168.1.200

BMC 用户名 root

BMC 密码 0penBmc

表1- 1 默认参数

 BMC 常用访问方式

昆仑 BMC 提供两种方式访问 BMC 系统，实现对服务器系统的控 制和信息查看：通过 BMC

Web 访问和通过 ipmitool 工具访问。

 通过 BMC Web 访问

关于 BMC Web 访问的操作方法，请参考本文档 2 Web 界面介绍。

 通过 ipmitool 工具访问

关于 ipmitool 工具访问的操作方法，请参考本文档 3 IPMI 命令介 绍。

3.3.2 Web 界面介绍

1) 登录 BMC Web

用于操作昆仑 BMC 的 Web 图形界面，拥有良好的外观和操作体验。

Web 界面提供对 BMC 的基本操作，包括信息查询、修改配置、远 程控制服务器等，而且 Web

界面有自动适应网页的功能，在手动调整浏览器界面大小后，界面中的内容会自动调整优化。

默认参数

BMC 提供部分特性的默认参数如表 2- 1 所示，方便用户首次操作。 为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建议您在首次操作时修改初始参数值，并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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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BMC 专用管理网口 IP 地址 192.168.0.200

BMC 用户名 root

BMC 密码 0penBmc

2- 1 默认参数

2) 登录须知

登录 BMC Web 的客户端之前，必须满足使用支持的系统和浏览 器，如表 2- 2 所示。

操作系统 浏览器

Windows7 以上 Chrome V73.0.3683.86 以上

Windows7 以上 Firefox V66.0.2 以上

Windows7 以上 IE V11 以上

Linux Chrome V73.0.3683.86 以上

Linux Firefox V66.0.2 以上

登录 BMC Web 的客户端之前，必须确保网线连接正常，服务器网 线插口如图 2-1 所示

图 2-1 服务器网线插口

3) 登录方法

1. 将辅助机（远程控制设备，如笔记本、台式机等）与服务器的

BMC 通过网线连接，并配置 IP 在同一个网段。

2. 在辅助机上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https://ipaddress（其中 ipaddress 为 BMC 管

理网口的 IP 地址），就可以进入登录界面，如图2- 2 所示。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登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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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

3. 新 BMC 首次登录 Web 界面时，提示需要修改初始密码，如图2- 3 所示。

图 2- 3提示修改初始密码

说明

 由于事件日志相关功能受日期时间的影响，登录 Web 界面 后，请先修改 BMC 时间为当前

日期和时间，再执行其他操 作。

 登录 BMC 的Web界面时需要输入全地址：https://192.168.0.200，否则可能会登录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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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新手入门

1) 菜单说明

BMC Web 界面菜单说明如表 2- 3 所示。

表 2- 3 Web 界面菜单说明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说明

服务器概览

显示服务器信息、BMC 信息、

电源信息、BMC 时间、高优先

级日志等。

服务器健康

系统日志
事件日志的显示、过滤、下载、

删除等。

硬件状态 显示服务器硬件的FRU 信息。

传感器 显示所有传感器状态、阈值、读 数。

审计日志
审计日志的显示、过滤、下载、 删除等。

服务器控制

服务器电源操作 服务器系统的开机、关机、重启。

用电量管理 显示服务器电源信息。

服务器LED 控制服务器LED 灯的打开关闭。

重启BMC 重启BMC 系统。

Serial over LAN
访问SOL 控制台。

风扇控制 设置风扇的自动模式和手动模 式。

远程控制 KVM 功能，远程虚拟媒体挂载 功能。

服务器配置 网络设置 配置BMC IPV4 的IP、网关、DNS 等。

证书管理 管理SSL 证书。

SNMP 设置 配置SNMP 服务。

固件 在线更新BMC、BIOS。

日期和时间设置 设置BMC 的日期和时间。

恢复出厂设置 恢复BMC 的出厂设置。

启动顺序设置 设置服务器系统的启动顺序。

用户 管理用户设置 管理BMC 用户。

2) 基础操作

BMC Web 界面可执行的基本操作如表 2- 4 所示。

表 2- 4 Web 界面基本操作

操作 说明
刷新 单击右上角的“刷新”按钮。

切换界面语言 单击右上角的“中英文切换”按钮。

退出 单机右上角的“退出登录”按钮。



广州五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31 页

3) 用户权限划分

BMC Web 界面用户权限划分如表 2-5 所示。

表 2- 5用户权限

权限模块 Administrator Operator User Callback

服务器概览 R R R NA

服 务 器 健 康 系 统 日 志 RW RNW RNW NA

硬 件 状 态 RW RNW RNW NA

传感器 RW RNW RNW NA

审 计 日 志 RW RNW RNW NA

服 务 器 控 制

服 务 器 电 源 操 作 RW RW RNW NA

用 电 量 管理 RW RW NR NA

服 务 器 LED
RW RW NR NA

重启 BMC RW RW
NR NA

Serial over LAN 平台 RW RW NR NA

风 扇 控 制 RW RW
NR NA

远 程 控 制 RW RW NR NA

服 务 器 配 置

网 络 设 置 RW RNW NR NA

证 书 管 理 RW RNW NR NA

SNMP设置 RW RW RNW NA

固件 RW RNW RNW NA

日 期 和 时 间 设置 RW RW RNW NA

恢 复 出 厂设置 RW RW NR NA

启 动 顺 序设置 RW RW NR NA
用 户

管 理 用 户设置 RW

(root 用 户 除外)

RNW NR NA

R：可查看；W：可操作；NW：不可操作；NR：不可查看；NA：无权限。

说明

不支持创建 noaccess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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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服务器概览

“服务器概览”页面可以查看服务器信息、BMC 信息、电源信息、 高优先级日志、查看 BMC 时

间，并且可以快速跳转到事件日志页 面、网络设置页面和传感器页面，以及控制 LED 灯开关，

如图 2- 4 所示。

图 2- 4服务器概览

3.3.5 服务器健康

“服务器健康”包含硬件状态，传感器，系统日志，审计日志四个 模块，如图 2- 5 所示。

图 2- 5服务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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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状态

“硬件状态”用于查看服务器硬件设备的在位状态和信息，包括 Product、Chassis、Board 等，

如图 2- 6 所示。在服务器开机，且 BIOS 已经引导进入操作系统后才能查看硬件状态的详细信

息，否 则信息显示会与实际不一致。

图 2- 6硬件状态

对硬件状态可进行如下操作：

 点击不同的硬件设备，可以查看对应硬件的详细信息。

 在搜索框输入硬件名称，可以快速查找到对应的硬件，如图 2- 7 所示。

 点击“导出”按钮，可以将当前所有的硬件信息导出到本地。

图 2-7 硬件状态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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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感器

“传感器”可以查看温度、风扇、电压传感器的信息和状态，包括 临界值、警告值、当前

值，如图 2- 8 所示。在服务器开机，且 BIOS已经引导进入操作系统后才能查看传感器当

前值，否则传感器当前值会与实际不一致。

图 2- 8 感器页面

不在位传感器栏下显示当前不在位的传感器，如图 2- 9 所示。

图 2-9 不在位传感器

对传感器可进行如下操作：

 点击“所有”、“临界”、“警告”、“正常”等按钮，可以显示不同的传感器信息，

比如点击“警告”按钮后，所有达到警 告的传感器都会集中显示出来。

 在搜索框输入传感器名称，可以快速查找到对应的传感器，如图 2-10 所示。

 点击“导出”按钮后可以将当前所有传感器信息导出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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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0 传感器过滤

传感器阈值说明如表 2- 6 所示。

表 2- 6 传感器阈值说明

字段名 描述

低不可恢复 设置低不可恢复值。如果读数低于此阈值，传感器

读数变为红色，服务器告警灯亮。

低临界
设置低临界值。如果读数低于此阈值，传感器读数

变为橙色，服务器告警灯亮。

低警告
设置低警告值。如果读数低于此阈值，传感器读数

变为黄色，服务器告警灯亮。

高警告
设置高警告值。如果读数高于此阈值，传感器读数

变为黄色，服务器告警灯亮。

高临界
设置高临界值。如果读数高于此阈值，传感器读数

变为橙色，服务器告警灯亮。

高不可恢复 设置高不可恢复值。如果读数高于此阈值，传感器

读数变为红色，服务器告警灯亮。

 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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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日志”用于记录 BMC 监控的传感器和硬件的报警信息，如图 2- 11 所示。

图 2- 11 系统日志

对系统日志可进行如下操作：

 点击“高”、“中”、“低”可以显示相应级别的日志。

 选择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可以显示在该时间段内的日志。

 选择“所有日志”、“已解决的日志”、“未解决的日志”可以显示相应类别的日志。

 选中某个日志前的框，可以选择删除该日志，将日志标记为已解决，或导出日志到本地。

 审计日志

审计日志是服务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日志，包括用户登录退出 Web 界面、服务器系统关机、

服务器系统开机、设置 BMC 日期时间、 修改用户设置、设置 BMC 网络、PSU 状态、电源

线状态、网络链 路、导出日志、删除日志等，如图 2- 12 所示。

图 2- 12 审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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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类型说明如表 2- 7 所示。

表 2- 7 日志类型

类型 说明

none 不需登录等级。

info 正常信息，一些基本信息说明。

warning
警告信息，可能有些问题，但不至于影响某个服务

运作。

err 一些重大的错误信息。

对审计日志可进行如下操作：

 选择“NONE”、“INFO”、“WARNING”、“ERR”可以显示相应类型的日志。

 输入字符串可以显示包含该内容的日志。

 点击“下载日志文件”可以将日志下载到本地。

 点击页面最下方的“删除日志文件”可以删除所有日志。

3.3.6 服务器控制

“服务器控制”包含服务器电源操作，用电量管理，服务器 LED， 重启 BMC，Serial over

LAN 平台，远程控制，风扇控制七个模块， 如图 2- 13 所示。

图 2- 13 服务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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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1 服务器电源操作

“服务器电源操作”可以查看当前服务器电源状态以及上一次电源 操作信息，并可对服务器进行

远程开关机和重启操作。

当服务器在关机状态时，当前状态为“Off”，电源操作界面只 有“开

机”选项，如图 2-14 所示。

选择“开机”，当前状态变为“Running”，电源操作界面有“冷 重启”、

“立即关机”几个选项，如图 2-15 所示。

选择“冷重启”，服务器重新启动。

选择“立即关机”，在没有关闭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关闭服务器

图 2- 14 服务器电源开机操作

图 2- 15 服务器电源关机和重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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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保证“有序关机”功能正常，需要在服务器的操作系统下进行 电源操

作相关设置，操作步骤如下：

图形界面设置方法

1.在服务器系统下打开终端，输入“su”切换到 root 用户，输 入 root 的密码。

2.“mkdir /mnt/cdrom”新建目录。

3.“mount -t iso9660 /*/*.iso /mnt/cdrom”挂载操作系统的 iso 镜像文件到本地目录

/mnt/cdrom（/*/*.iso 是实际 iso 文件的 绝对路径）。

4.“cp /etc/yum.repos.d/ns7-adv.repo

/etc/yum.repos.d/ns7-adv.repo.bak”备份 yum 配置文件。

5.在“vi /etc/yum.repos.d/ns7-adv.repo”修改文件内容如图 2- 16所示。

图 2- 16 修改 yum 配置文件

6.“yum clean all”清除缓存。

7.“yum makecache”更新缓存。

8.“yum install acpid”安装 acpi。

9.“rpm -qa |grep acpid”查看 acpid 安装版本为 “acpid-2.0.19-8.el7.x86_64”。

10.“mkdir –p /etc/acpi/actions/”新建文件夹。

11.“vi /etc/acpi/actions/power.sh”，新建文件并写入内容如图2-17 所示。

图 2- 17 修改 power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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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homd 755 power.sh”修改文件权限。

13. 在桌面上选择应用程序→系统工具→设置→电源，选择按下 电源按键时“不处理”。

14. 重新启动系统。 字符界面设置方法

15. 在服务器系统下打开终端，输入“su”切换到 root 用户，输 入 root 的密码。

16. “mkdir /mnt/cdrom”新建目录。

17. “mount -t iso9660 /*/*.iso /mnt/cdrom”挂载操作系统的 iso 镜像文件到本地目录

/mnt/cdrom（/*/*.iso 是实际 iso 文件的 绝对路径）。

18.“cp /etc/yum.repos.d/ns7-adv.repo

/etc/yum.repos.d/ns7-adv.repo.bak”备份 yum 配置文件。

19.“vi /etc/ yum.repos.d/ns7-adv.repo”修改文件内容如图 2-18 所示。

图 2-18

20.“yum clean all”清除缓存。

21.“yum makecache”更新缓存。

22.“yum install acpid”安装 acpid。

23.“systemctl set-default multi-user.target”设置默认启动界面为 字符界面。

24.“rpm -qa |grep acpid”查看 acpid 安装版本为

“acpid-2.0.19-8.el7.x86_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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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重新启动系统。

3.3.6.2 用电量管理

“用电量管理”主要用于显示服务器电源输出功率、电源线状态。

电源信息

“电源信息”页面显示服务器当前电源功耗和电源线状态，如图2-19 所示。

 电源功耗显示为 0 W，表示电源接在服务器上，但是没有接通电 源线。

 电源线的状态显示为 Not Available，表示电源上没接电源线。

 电源线的状态显示为 Available，表示电源上接了电源线。

图 2-19

3.3.6.3 服务器 LED

“服务器 LED”页面提供 LED 灯控制，控制服务器上用于标识服 务器位置的 LED 灯的开

关，并显示 LED 灯当前状态，打开状态显 示启动，关闭状态显示关闭，如图 2-21 所示。

图 2- 21 服务器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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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4 重启 BMC

“重启 BMC”用于远程重启 BMC，如图 2-22 所示。

图 2- 22 重启 BMC

说明

BMC 重启时不影响服务器系统当前状态，重启后需要等待几分 钟，然后重新登录 Web 界面。

3.3.6.5 Serial over LAN 平台

“Serial over LAN 平台”简称SOL，可以实现远程登录系统控制台。 在Web 界面打开SOL 的页面

如图2-23 所示。

图 2- 23 SOL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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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使用SOL 远程登录服务器系统控制台，需要在服务器的BIOS 界面打开控制台重定向，并在

操作系统下设置系统内核文件，操 作步骤如下：（此为中标麒麟操作系统下配置，实际操作

根据操 作系统有所不同）：

1. 服务器开机进入BIOS 界面，选择“高级→串口控制台重定 向”，按Enter 键进入，如图

2-24 所示，将COM1 中的“控 制台重定向”功能开启，按F10 保存退出。

图 2- 24 开启控制台重定向

2. 进入服务器操作系统，修改grub.cfg 文件

3. （中标麒麟系统路径为/boot/efi/EFI/neokylin/grub.cfg）的系统内核行，添加配 置

console=ttyS0,115200，如图2-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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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5 修改 grub.cfg

4. 在/etc/inittab 文件最后添加一行“S0:2345:respawn:/sbin/agetty -h -L 115200 ttyS0

vt100”。

5. 重启服务器。

通过远程ipmi 命令也可以打开SOL，命令如下：

1. ipmitool –I lanplus –H [BMC 的 IP] –U [用户名] –P [密码] sol payload enable 1

2. ipmitool –I lanplus –H [BMC 的 IP] –U [用户名] –P [密码] sol

3. activate

3.3.6.6 远程控制

“远程控制”主要包括 KVM 和远程挂载，KVM 主要是用于远程 控制服务器的图形化工具，

如图 2- 26 所示。通过 KVM 能够实现 对服务器的 OS 和 BIOS 进行远程操作，并可远程

控制键盘和鼠标。

图 2- 26 KVM 界面

1) 挂载镜像

通过 BMC 的 Web 界面，可以将辅助机上的 ISO 系统镜像挂载到 BMC 服务器，挂载镜像文

件前，需要先在辅助机上搭建媒体服务 器，根据辅助机的系统是 Linux 系统或 Windows 系

统的不同，分 为 2 种搭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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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辅助机为 Linux 系统

1. 在 Web 界面选择“服务器控制-远程控制”，在“媒体服务端程 序下载”下方点击

“Linux”下载文件 NBDServerLin.tgz 到本 地。

2. 打开终端，输入“su”切换到 root 用户，输入 root 的密码

3. “cp /home/kl/下载/NBDServerLin.tgz usr/bin”把NBDServerLin.tgz 复制到

/usr/bin”文件夹。

4. “tar –xvf /usr/bin/NBDServerLin.tgz”解压文件。

5. “chmod +x /usr/bin/nbd-server”修改文件权限。

6. “cp media/kl/ ECB7-8A34/Kylin.iso /home”把 U 盘中的 iso 文件 复制到“/home”

文件夹。

7. “nbd-server 9999 /home/Kylin.iso”搭建媒体服务器，9999 为自 定义的端口号。

8. “netstat -at |grep 9999”查看端口。

9. “iptables -I INPUT -p tcp --dport 9999 -j ACCEPT” 设置防火墙， 步骤 9-11 如

图 2- 27 所示。

图 2- 27 在辅助机（Linux 系统）上搭建媒体服务器

10. 在 Web 界面选择“服务器控制-远程控制”，“媒体服务器 IP

地址”下输入辅助机的 IP 地址，“媒体服务器端口号”下输 入媒体服务器的端口号，选

择“LINUX 操作系统”，点击“连 接媒体服务器”，如图 2-28 所示。

图 2- 28 连接媒体服务器挂载镜像

11. 当提示“Success！连接 NBD Server 成功”时，在 BMC 服务器的系统中查看，已挂载

上“Kylin.iso”镜像文件，如图 2- 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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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再使用iso 文件时，点击“断开媒体服务器”断开连接。

辅助机为Windows 系统

1. 在 Web 界面选择“服务器控制-远程控制”，在“媒体服务端程 序下载”下方点击

“Windows”下载文件“NBDServerWin.rar” 到本地。

2. 将文件“NBDServerWin.rar”复制到辅助机的文件夹中，如 “D:\nbd”，解压得到文件

“NBDServer.exe”。

3. 将需要安装的系统镜像，比如“Kylin.iso”复制到辅助机的文件 夹中，如“D:\nbd”。

4. 打开 cmd。

5. “d:”进入 D 盘。

6. “cd nbd”进入“D:\nbd”目录。

7. “NBDServer.exe -c 192.168.1.100 -p 9999 -f D:\nbd\Kylin.iso”搭建媒体服务器，

192.168.1.100 为 BMC 服务器的 IP，9999 为自 定义的端口号，如图 2-30 所示。

图 2- 30 在辅助机（Windows 系统）上搭建媒体服务器

8. 打开控制面板，选择“防火墙-高级设置-入站规则”，右键选择新建规则，如图2-31。

2- 31 新建入站规则



广州五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47 页

9. 规则类型，选择“端口”，选择“下一步”，如图 2-32。

图 2- 32 选择端口

10. 协议和端口，在“特定本地端口”后面输入第 7 步设置的端口

号 9999，选择“下一步”，如图 2-33。

图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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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操作，默认下一步；配置文件，默认下一步。

12. 名称，在“名称”下输入自定义的名字，如“Nbdserver9999”， 选择“完成”。

13. 在入站规则列表中可以看到新建的“Nbdserver9999”，如图2-34。

图 2-34 入站规则表

14. 在 Web 界面选择“服务器控制-远程控制”，“媒体服务器 IP地址”下输入辅助机的 IP

地址，“媒体服务器端口号”下输 入媒体服务器的端口号，选择“WINDOWS 操作系统”，点击

“连接媒体服务器”。如图2-35所示：

图 2-35 连接媒体服务器挂载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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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当提示“Success！连接NBD Server 成功”时，在BMC 服务器的系统中查看，已挂载上

“Kylin.iso”镜像文件，如图 2-36所示。

图 2- 36 断开媒体服务器

16. 不再使用iso 文件时，点击“断开媒体服务器”断开连接，并在cmd 窗口中按“Ctrl+c”

停止运行媒体服务器。 安装系统挂载系统镜像后，安装系统的步骤如下：

1. 挂载镜像成功后，系统下查看多出一个虚拟的ISO 镜像文件夹。

2. 重启服务器在POST 阶段按F12，选择从虚拟的ISO 文件启动， 可以进入安装系统的界面，

按照提示进行安装即可。

2) 挂载 U 盘

通过BMC 的Web 界面，可以将辅助机上的U 盘挂载到BMC 服务 器，挂载U 盘前，需要先在辅助

机上搭建媒体服务器，根据辅助 机的系统是Linux 系统或Windows 系统的不同，分为2 种搭

建方式。

说明

只支持挂载FAT32 格式的U 盘。

操作步骤

辅助机为Linux 系统

1. 在 Web 界面选择“服务器控制-远程控制”，在“媒体服务端程

序下载”下方点击“Linux”下载文件 NBDServerLin.tgz 到本 地。

2. 打开终端，输入“su”切换到 root 用户，输入 root 的密码。

3. “cp /home/kl/下载/NBDServerLin.tgz usr/bin”把 NBDServerLin.tgz 复制到/usr/bin”

文件夹。

4.“tar –xvf /usr/bin/NBDServerLin.tgz”解压文件。

5.“chmod +x /usr/bin/nbd-server”修改文件权限。

6. 将 U 盘插入辅助机，确定 U 盘挂载点，打开终端，输入“su” 切换到 root 用户，输入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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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码。

7.“umount /media/bmc/ECB7-8A34”卸载 U 盘。

8.“fdisk –l”查看 U 盘盘符。

9. “nbd-server 9999 /dev/sdb”搭建媒体服务器，9999 为自定义的 端口号，/dev/sdb 为 U

盘盘符。

10. “netstat -at |grep 9999”查看端口。

11. “iptables -I INPUT -p tcp --dport 9999 -j ACCEPT”设置防火 墙，步骤 7-11

如图 2- 37 所示。

图 2- 37 在辅助机（Linux 系统）上搭建媒体服务器

12. 在 Web 界面选择“服务器控制-远程控制”，“媒体服务器 IP

地址”下输入辅助机的 IP 地址，“媒体服务器端口号”下输入媒体服务器的端口号，选择

“LINUX 操作系统”，点击“连接媒体服务器”，如图 2- 38 所示。

图 2- 38 连接媒体服务器挂载 U 盘

13. 当提示“Success！连接 NBD Server 成功”时，在 BMC 服务器

的系统中查看，已挂载上 U 盘，如图 2- 39 所示。此时可以对 U 盘进行读写操作，在操作 U 盘

过程中请注意不要拔掉 U 盘。

图 2- 39 断开媒体服务器

14. 不再使用 U 盘时，需要先在 BMC 服务器的系统上卸载 U 盘。

15. 在 BMC 服务器的系统上打开终端，输入“su”切换到 root 用 户，输入 root 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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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umount /run/media/kunlun/ECB7-8A34”卸载 U 盘。

17. 在辅助机的 Web 界面点击“断开媒体服务器”断开连接。

辅助机为 Windows 系统

1. 在 Web 界面选择“服务器控制-远程控制”，在“媒体服务端程 序下载”下方点击

“Windows”下载文件“NBDServerWin.rar” 到本地。

2. 将文件“NBDServerWin.rar”复制到辅助机的文件夹中，如 “D:\nbd”，解压得到文件

“NBDServer.exe”。

3. 将 U 盘插入辅助机，在辅助机上打开 cmd。

4. “d:”进入 D 盘。

5. “cd nbd”进入“D:\nbd”目录。

6. “NBDServer.exe -c 192.168.0.100 -p 9999 -w –f \\.\F:” 搭建媒

体服务器，192.168.1.100 为 BMC 服务器的 IP，9999 为自定义 的端口号，F 为 U 盘盘符，

如图 2-40 所示。

图 2-40 在辅助机（Windows 系统）上搭建媒体服务器

7. 新建入站规则，步骤详见 3.5.6.1 章节的辅助机为 windows 系统的 8-13 步骤。

8. 在 Web 界面选择“服务器控制-远程控制”，“媒体服务器 IP 地址”下输入辅助机的 IP

地址，“媒体服务器端口号”下输 入媒体服务器的端口号，选择“WINDOWS 操作系统”，点击

“连接媒体服务器”，如图 2-41 所示。

图 2-41 连接媒体服务器

9. 当提示“Success！连接 NBD Server 成功”时，在 BMC 服务器的系统中查看，已挂载上 U

盘，如图 2-42 所示；此时可以对U 盘进行读写操作，在操作 U 盘过程中请注意不要拔掉 U 盘。

图 2-42 断开媒体服务器

10. 不再使用 U 盘时，需要先在 BMC 服务器的系统上卸载 U 盘。

11. 在 BMC 服务器的系统上打开终端，输入“su”切换到 root 用 户，输入 root 的密码。

12. “umount /run/media/kunlun/ECB7-8A34”卸载 U 盘。

13. 在辅助机的 Web 界面点击“断开媒体服务器”断开连接，并在 cmd 窗口中按“Ctrl+c”停

止运行媒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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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7 风扇控制

“风扇控制”页面可以控制风扇转速，有自动控制模式和手动控制 模式两种，如图 2-43 所示。

图 2-43 风扇控制

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即标准平衡模式，此模式为开环模式，主要根据环境温度

来调节风扇的转速，但也与风扇闭环控制模式相关，风扇实际设置 的转速取开环控制模式

与闭环控制模式的最大值。

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通过手动输入合理的 pwm 值改变风扇转速。输入不同的

值，风扇转速就会达到对应的百分比。

 当输入的值小于等于 25 时，会自动开启风扇闭环控制模式，风 扇实际设置的转速取

开环控制模式与闭环控制模式的最大值。

 当输入的值大于 25 时，会自动关闭风扇闭环控制模式，风扇实 际设置的转速取手动

设置的值。

 说明

设置风扇模式后，需要等待风扇转速稳定后再进行下一次风扇模式设置。

3.3.7 服务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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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配置”包含网络设置，证书管理，SNMP 设置，固件，日 期和时间设置，恢复出厂

设置，启动顺序设置七个模块，如图 2-44 所示。

图 2-44 服务器配置

1) 网络设置

“网络设置”页面用于进行 BMC 的 IPV4 网络相关配置，可进行 如下操作：

 选择“使用 DHCP 自动获取 IP 地址”可以配置动态 IP。

 选择“分配静态 IP 地址”可以手动配置合法的静态 IP，如图 2- 45所示，

点击“添加 IPV4 地址”后，可以手动输入静态 IP。

 点击“DNS 服务器”按钮后，可以添加 DNS 服务器 IP。

图 2-45 网络设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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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新 IP 后会自动退出登录，需要用新 IP 重新登录 Web 界 面。

 一台服务器只能有一个默认网关，ipmitool 命令可以设置对 应端口的网关，但是设置

的网关 BMC 重启就会恢复到默认 网关，所以不建议去设置网关。

2) 证书管理

“证书管理”用于管理安全证书，可以替换证书和添加新证书，如图 2- 46 所示。

图 2-46 SSL 证书

制作证书文件需要搭建 CA 认证中心，操作步骤如下（辅助机为Linux 系统）：

1. 在辅助机打开终端，输入“su”切换到 root 用户，输入 root 的 密码。

2. “openssl version -a”查看 openssl 版本，要求版本在 openssl1.0.1g

以上，查看 openssl 的配置文件目录（一般为/usr/lib/ssl）。

3.“vim /usr/lib/ssl/openssl.cnf”将其中的 default_bits=1024 改为

default_bits=2048。

4.“mkdir /opt/catest”新建文件夹。

5.“cp /usr/lib/ssl/misc/CA.pl /opt/catest”复制文件 CA.pl 到新建的 文件夹。

6. “./CA.pl -newca”创建 CA 证书，如图 2- 47 所示，黄色注释部 分是创建过程中提

示需要输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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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辅助机登录Web 界面，进入证书管理，选择“生成CSR”，填写“国家”、“州”、“市”、

“公司名”、“公司单位” 需要与第6 步输入的一致，填写“通用名称”需要与第6 步输入的

不一致，如图 2-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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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成 CSR 后选择复制。

9. 打开第 6 步的终端窗口。

10.“cd /opt/catest”。

11.“vi csr.txt”，将复制的内容粘贴进 csr.txt。

12.“openssl ca -in csr.txt -out csr.pem”对证书进行认证签名，黄 色注释部分是认证过

程中提示需要输入的内容，如图 2- 49 所 示。

图 2-49 对证书认证签名

13. 在 Web 界面选择添加新证书，或选择已有证书后的替换证书，然后选择第 12 步生成的

csr.pem 文件即可。

3) SNMP 设置

服务器的日志等可以上报到管理站，“SNMP 设置”用于设置管理 端 IP 和端口，操作步骤

如下：

1. 在 Web 页面配置 SNMP 管理站，注意端口需要配置为 161 和 162， 其中 161 是常规

用途端口，162 用于接收 sendtrap 消息，如图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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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0 SNMP设置

2. 在步骤一中配置的SNMP 管理站的机器上关闭防火墙，打开 wireshark，过滤SNMP 报文。

3. 给我们的服务器主机上电开机，然后拔掉风扇，观察管理站 wireshark 工具是否可以收

到SNMP 报文（当Web 界面有系统 日志上报时，管理站就会收到SNMP 报文），如图2-51。

图 2-51 管理站发布的报文

4) 固件

“固件”页面用于升级 BMC、BIOS 和 CPLD，上传的文件必须是“.mtd.tar”格式文件，制作方

法请参考工具包 python-image 中的readme。

说明

 上传固件时有滚动条提示，请耐心等待，滚动条消失后会提 示上传完成。

 在“确认固件文件激活”对话框选择继续后，将无法取消或停止，请谨慎操作，并在激

活时耐心等待几分钟直到激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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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MC 更新

1. 点击“选择一个文件”按钮，在本地选择镜像文件，点击上传固件，如图 2-52 所示

图 2-52 上传镜像文件

2.镜像文件上传，可以在相应镜像表格中看，如图 2-53。

图 2-53 BMC 镜像文件

3.选择“激活”按钮，若上传的镜像文件正确无误，则会弹出提示框，如图2-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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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激活固件文件而不重新启动 BMC”按钮，后会继续停留在 Web 界面，等下次手动

重启 BMC 后，才进行更新。

5. 选择“激活固件文件并自动重启 BMC”按钮后，机器会立即重 启 BMC，然后进行 BMC 固

件的更新。

说明

 选择更新 BMC 后需要等待几分钟，更新完成并重启后新镜 像生效，需要重新登录 Web

界面。

 BMC 更新方式还包括，烧录器烧录更新、OS 下更新两种方 式，这两种方式更新的效果

完全一致。一个是硬件方式，一 个是软件方式。

 web 页面 BMC 更新之后会有网络设置，用户，ssh 密钥相关 内容不会被清掉，会保存

下来。

6) BIOS 更新

1. 点击“选择一个文件”按钮，将制作好的镜像文件加载到 BMC服务器上。

2. 镜像上传成功，可以在相应镜像表格中看，如图 2- 55 所示。

图 2-55 BIOS 镜像文件

3.选择“激活”按钮，若上传的镜像文件正确无误，则会弹出提示框，如图2-56所示。

图 2-56 BIOS激活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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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激活镜像文件而不启动或重启服务器”按钮，后会继续停留在 Web 界面，等下手

动开机或重启服务器后，才进行 BIOS更新。

5. 选择“激活镜像文件并且启动或重启服务器”按钮后，机器会立 即开机或重启服务器，

然后进行 BIOS 更新。

说明

更新结束后需要对服务器进行一下关机、断电、再上电、重新开 机的操作。

7) 日期和时间设置

“日期和时间设置”分为两种方式，从 NTP 服务器自动获取，和手动设置日期时间。

自动获取

通过设置 NTP 服务器，使 BMC 时间与 NTP 服务器时间同步，操作步骤如下：

1. 在网上寻找通用 NTP 服务器并确认可以使用，如图 2- 59 所示。

图 2-59 NTP服务器地址

2. 设置服务器的 BMC 网口连接到外网，在“日期和时间设置”中选择“从网络时间协议

（NTP）服务器自动获取”并添加 NTP服务器地址，如图 2-6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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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0 添加 NTP服务器地址

3.在 BMC 的网络设置中添加能连接外网的 IP 和其他参数（以静态 IP 为例），如图 2-61

所示。

图 2-61 设置BMC 的IP及相关参数

4. 保存成功后，查看“日期和时间”中的时间，会和 NTP 服务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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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

直接手动设置 BMC 的日期和时间，如图 2-62 所示。

图 2-62 手动设置日期和时间

说明

自动获取和手动设置的方式更改日期时间后，都只在本次有效，BMC 重启后 BMC 时间会恢

复为默认的时间（默认时间为本版BMC 的 release 时间），服务器系统重启后 BMC 时间会

同步服务器的 BIOS 时间。NTP 模式和手动模式时间设置切换需要在关机下运行，开机下NTP

且手动会上报未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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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恢复出厂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用于恢复 BMC 的默认状态，点击“恢复出厂设 置”按钮后，需要重启

BMC 才能生效，如图 2-63 所示。重启后 Web 界面的配置都将恢复为默认值。

图 2-63 恢复出厂设置

说明

在恢复出厂设置，并重启 BMC 后，请关闭浏览器 Web 界面， 等待 BMC 重启完成后，

使用默认 IP 重新登录 Web 界面。 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登录 Web 界面，会提示修改初

始密码。

9) 启动顺序设置

“启动顺序设置”能通过 Web 界面设置服务器的开机启动顺序，该设置不受 BIOS 中启动

顺序的影响，包含四种启动顺序模式：PXE 启动模式、硬盘启动模式、U 盘启动模式、BIOS

SETUP；以及两种生效场景：该设置只在下一次启动生效、该设置在今后的启动中永久生效。

如图 2-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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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 启动顺序设置

详细说明如下：

 选择“该设置只在下一次启动生效”和“PXE 启动模式”，服 务器第一次重启会从

PXE 启动，再次重启会恢复到原来的启 动方式。

 选择“该设置只在下一次启动生效”和“硬盘启动模式”，服务 器第一次重启会从硬

盘启动，再次重启会恢复到原来的启动方 式。

 选择“该设置只在下一次启动生效”和“U 盘启动模式”，服务 器第一次重启会从 U

盘启动，再次重启会恢复到原来的启动方 式。

 选择“该设置只在下一次启动生效”和“BIOS SETUP”，服务 器第一次重启会从 BIOS

SETUP 启动，再次重启会恢复到原来 的启动方式。

 选择“该设置在今后的启动中永久生效”和“PXE 启动模式”， 服务器重启都会从

PXE 启动。

 选择“该设置在今后的启动中永久生效”和“硬盘启动模式”，服务器重启都会从硬盘启

动。

 选择“该设置在今后的启动中永久生效”和“U 盘启动模式”， 服务器重启都会从 U 盘

启动。

 选择“该设置在今后的启动中永久生效”和“BIOS SETUP”， 服务器重启都会从 BIOS

SETUP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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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启动顺序设置为“PXE 启动模式”时，需要在 BIOS 中开启“高 级-网络栈配置”中的“网

络栈”功能。

10)用户

“管理用户设置”页面可以创建、编辑和删除用户，如图 2- 65 所示。

图 2- 65 管理用户账户

创建用户

点击“创建用户”，弹出创建用户的窗口，如图 2- 66 所示。

图 2- 66 创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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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项如下：

 账户状态，“启用”表示该用户可以登录 Web 界面，“禁用” 表示该用户不能登录

Web 界面。

 用户名，用户名不能超过 16 位，必须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只 能包含字母、数字、

下划线，且不能与已存在用户名重复。

 权限，用户权限分为 Administrator、Operator、User、Callback，具体的权限如表 2-

8 所示。

 密码，需重复输入两次密码，密码长度限制为 6-2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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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可查看；W：可操作；NW：不可操作；NR：不可查看；NA：无权限。

说明

 只有root 用户可以编辑root 用户，编辑时会先提示确认，如图 2- 67 所示。

图 2-67 编辑 root 用户警告

 用户个数不能超过 10 个。但是由于 ipmitool 工具原因，用ipmitool 查询到的最大

用户数是十五个，我们的版本本身只 支持最多 10 个用户

 修改密码不能与旧密码相同。

 Callback 用户无法登录 web 页面

 只有 admin 用户登录时才会出现修改初始密码的弹框

 密码明文显示，不可以查看原始密码，只有在修改密码和创 建新用户设置密码的时候

才可以查看密码，密码后面的眼睛 符号打横线密码是可见的意思

11)用户策略设置

点击“用户策略设置”，弹出用户策略设置的窗口，如图 2- 68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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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8 用户策略设置

设置项如下：

 已达到最大失败尝试次数，可以设置为 0-65535 次，当登录失败次数超过设置的次数

后，用户被锁定（在“管理用户设置”页 面的账户状态为 Locked），无法登录 Web 界

面。

 密码有效期，可以设置为 1-90 天，当密码使用超过设置的天数 后，用户无法登录 Web

界面，需要 root 用户登录 Web 界面修 改密码。

 用户解锁方法，“超时后自动”表示超过设置的时间后会自动解 锁；“手动”表示需

要 root 用户登录 Web 界面解锁。



广州五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70 页

第四章操作系统安装说明

4.1 安装前准备

您购买或试用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时，会获得一张 DVD 安装光盘。请将安装光盘

放入光驱中，并设置计算机 BIOS 为光驱引导，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安装光盘会自动运行，

您就可以开始安装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了。

安装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建议最少准备 8G 内存、 30GB 磁盘空间， 并与其他操

作系统（如 Windows 或其他版本的 Linux）使用的硬盘空间分开。

您还可以通过已制作好的安装 USB 盘完成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的部署， U 盘容量

需要准备至少 8G 及以上。

4.2 引导安装

从光盘引导安装时首先进入的是安装引导页面，如下图

引导界面（X86）

使用向上方向键<↑>选择“Install Kylin Linux Advanced Server V10” ，

按<Enter>进入安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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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界面（ARM）

4.2 欢迎界面

安装过程首先进入欢迎页面【欢迎使用 Kylin Linux Advanced Server V10】 ，

如下图：

欢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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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安装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默认采用【简体中文(中国)】。 确定安装语言后，点击【继续(C)】

进入【安装信息摘要】页面。

4.3 安装信息摘要

在【安装信息摘要】 页面配置所有与安装相关的信息，如下：

安装信息摘要

您可以点击相应配置项的图标进入配置页面，需要注意的是【软件】 和【系统】两类配置。

安装程序会自动检测各个配置项；如果检测存在无法确认或不正确配置项，相应配置项的图

标上会显示感叹号。在该配置界面只有正确进行了全部配置，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软件

在【软件】 中，为用户提供了【安装源】 、 【软件选择】的配置。

 安装源

安装源用于指定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安装介质的位置。使用DVD进行光盘安装时会

自动识别安装介质，通常您不需要改动。除了光盘安装，您还可以选择ISO文件、网络

或USB盘安装，并且可以配置额外软件仓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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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源配置

 软件选择

根据不同业务系统运行的服务器操作系统环境需求，安装程序默认提供了几

种【基本环境】安装选择， 安装程序默认选项是【带UKUI GUI 的服务器】 。【基

本环境】安装选择包括（在每个选项的右侧窗口，可选择需要安装的组件）：

1) 最小安装【基本功能】

2) 基础设施服务器【集成的易于管理的服务器】

3) 文件及打印服务器【用于企业的文件、打印及存储服务器】

4) 基本网页服务器【提供静态及动态互联网内容的服务器】

5) 虚拟化主机【最小虚拟化主机】

6) 带UKUI GUI 的服务器【带有用于操作网络基础设施服务UKUI GUI的服务器】

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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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选择

从【基本环境】中选择分组后，该分组默认必须安装的软件不可配置，但是可以从【已选环

境的附加选项】定制安装其他软件。

 系统

在【系统】中，为用户提供了【安装位置】、【KDUMP】、【网络和主机名】的配置。

 安装位置

本页面用于配置安装磁盘及分区，如果您使用的是全新的磁盘并且希望使用全部磁盘空

间，可以使用默认的自动分区配置，直接点击【完成】返回【安装信息摘要】页面即可，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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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目标位置

如果您将要安装的机器还有其他操作系统或数据分区需要保留， 请您千万注

意提前做好数据备份。这时您需要选择手动分区，请选择【自定义】，并点击【完

成】，进入【手动分区】页面，如下图所示：

手动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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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动分区】页面中，可以使用【点这里自动创建他们(C)。】进行自动分区创建，也可

以手动选择合适的分区方案并手动创建挂载点，一般使用【标准分区】方案。点击【+】，

会弹出【添加新挂载点】窗口，该窗口可完成【挂载点(P)】和【期望容量(C)】的设置， 需

要注意的是在ARM平台下无biosboot挂在点， 如下图：

选择盘区挂载点

配置挂载点时一般会单独设置【/boot】分区、【swap】分区和【/】分区，

成功完成这步后，可以显示已配置挂载点并可以进行一些修改，如下图所示：

修改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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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默认采用XFS文件系统，龙芯平台默认采用ext4文件系统。如果有其他需要可以更

改文件系统类型。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手动分区】中，通过点击【-】来删除划错或不需

要的分区。

 KDUMP

Kdump是一个内核崩溃转储机制。在系统崩溃时， kdump将捕获系统信息，有助于诊断

系统崩溃原因。注意： kdump需要预留一部分内存，并且不可以被其它用户使用。运行

free 命令也是不会显示这部分保留内存的。默认在安装中是启用kdump的。用户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取舍。

KDUMP 配置

注意： 龙芯平台暂不提供 KDUMP 配置。

 网络和主机名

安装程序自动探测可本地访问的接口。探测到的接口列在左侧方框中。在右侧点击列表中的

接口显示详情。要激活或者取消激活网络接口，请将页面右侧的开关转到【开启】或者【关

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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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主机名配置

在连接列表下方，在【主机名(H)】 输入框中输入这台计算机的主机名。主机名可以

是完全限定域名（FQDN），其格式为 hostname.domainname，也可以是简要主机名，其格式

为 hostname。很多网络有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服务，它可自动提供带域名的连接的

系统。要允许 DHCP 服务为这台机器分配域名，只指定简要主机名即可。

重要： 系统默认采用XFS文件系统，龙芯平台默认采用ext4文件系统；

如果有其他需要可以更改文件系统类型。安装并首次引导时， 您在安装过程中配置的

所有网络接口都会被激活。当您使用本地安装源将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安装到本地存储

设备中时，如果需要在首次引导系统时有网络访问，请确定至少手动配置一个网络接口。您

还需要设置连接以便在编辑配置时可在引导后自动连接。

注意： 完成安装后您可以使用系统【设置】对话框中的【网络】 更改网络配置。

4.4 开始安装

完成全部配置后， 在【安装信息摘要】 页面点击【开始安装】 按钮，就进入自动安装进

程。



广州五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79 页

系统安装进度

在安装过程中，必须设置【ROOT密码】，可以选择是否【创建用户】，系统安装完毕并完成

配置后，会提示【重启(R)】系统。

4.5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后第一次启动银河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系统，需要进行相关的初始设置。初始

设置程序会提示是否接受许可协议和最终用户隐私声明；接受许可协议才可完成配置。 如

果在安装过程中没有创建登录系统的普通用户账户， 还可以在这里创建普通用户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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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配置-接受许可协议

现在可以正式使用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了。

4.6 授权激活

 扫码激活

系统未激活时“关于银河麒麟”的“服务序列号”显示为 8 位的服务序列号、“客户单位”

显示客户单位名称，如下图：

关于银河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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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 会显示操作系统版本信息、系统信息、桌面环境信息

以及激活状态， 系统未激活时激活状态显示为“您的系统还未激活，请激活”，“服务序

列号”显示为 8 位的服务序列号。 如下图：

我的电脑属性

点击“激活”按钮，进入如下激活窗口：

激活窗口

点击“序列号”的编辑按钮可以填写 8 位及以上的服务序列号、点击“客户单位”的编辑

按钮可以填写客户单位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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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客户信息

填写好序列号和客户单位信息就可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系统激活，如下

图进入企业微信平台，

企业微信平台

点击“获取激活码” 按钮跳转， 输入机器型号、装机地点以及验证码来获取

激活码，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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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机型信息

激活码获取成功，系统已激活，如下图：

获取激活码

输入“激活码”，点击“激活/延长服务”，会提示“激活/延长服务，请重启

系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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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成功

Ukey 激活

ukey 中包含批次号和服务序列号， ukey 与系统信息检验逻辑如下。

激活成功

系统激活后“我的电脑属性”的“激活状态”显示为“您的系统已激活，“服

务序列号”显示为 8 位及以上的服务序列号。

激活后状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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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激活后“关于银河麒麟”的“服务序列号”显示为 8 位及以上的服务

序列号、“客户单位”显示激活时填写的单位名称。

激活后状态显示

第五章 常见问题解答

5.1 电源灯不亮

请检查以下各项：

1）所有的电源线是否插牢？电源线是否接到接线盒子上或插座上？您的保险丝或保险器是

否损坏了？有没有换一条电源线试过？

2）系统操作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电源指示灯可能有问题，或从前板到主板的电缆松了。

如果所有检查项都正常而问题依然存在，请与技术支持人员或授权经销商联系，寻求帮助。

5.2 无蜂鸣声

如果系统操作正常，但是没有蜂鸣，扬声器可能有问题。如果扬声器正常，但未正常工作，

请与技术支持人员或授权经销商联系，寻求帮助。

为保证技术人员提供准确的判断，以便得到高质量的支持，在请求技术支持之前请详细PSOT

自检过程中发出的蜂鸣代码。

5.3 屏幕上不显示字符

检查以下各项：

1)键盘是否正常工作？查看Num Lock灯是否锁死。

2)显示器的连接线是否插牢并且电源是否打开？现在许多显示器在不工作时自动关闭，而当

激活时需要一段时间的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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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显示器的亮度与对比度是否调节适当？

4)显示器的设置是否正确？

5)显示器的信号线是否安装正确？

6)板上视频控制器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如果系统使用一块外插的显示扩展卡，请按下述方法检查：

1）验证显示卡是否已完全插入主板的插槽中（并验证显示器是否与显示卡接牢）。

2）重新启动系统以使新的设置生效。

3）如果重新启动系统，POST发出蜂鸣后屏幕上仍然没有字符，记下您听到的蜂鸣声。这条

信息对技术支持人员非常有用。

4）如果您没有听到蜂鸣且字符没有显示，显示器或视频控制器可能会有故障。您可以通过

程另一套系统上验证显示卡，显示器以找出问题所在。如果仍旧不能解决问题，请与技术支

持人员或授权经销商联系，寻求帮助。

5.4 屏幕显示字符不正确或字符扭曲

请检查下列各项：

1）显示器的高度与对比度调节是否合适？请参见显示器生产厂商的文件。

2）显示器的信号与电源电缆安装是否正确？

3）操作系统中安装的显示卡驱动程序是否正确？

如果问题依然存在，显示器可能有故障或可能是型号不正确。请与技术支持人员或授权经销

商联系，寻求帮助。

5.5 系统冷却风扇转动不正常

如果系统冷却风扇不能正常工作，系统组件可能会被损坏。此时，请检查以下各项：

1）墙上插座是否有交流电？

2）系统电源线是否与系统及墙壁插座正确连接？

3）是否按下了电源按钮？

4）电源指示灯是否亮？

5）风扇马达是否停止（使用服务器管理子系统检查风扇状态）？

6）风扇电源连接头是否与板卡正确连接？从前面板出来的电缆是否与主板正确连接？

7）电源线是否与主板正确连接？

8）是否由于电缆受挤压或电源接头错误地插入电源连接头接口导致短路？

如果连接正确，墙上插座有交流电，请与技术支持人员或授权经销商联系，寻求帮助。

5.6 硬盘活动指示灯不亮

如果已经在系统中安装了一个或多个硬盘，请检查下列各项：

1） 硬盘的电源线与信号线安装是否正确？

2）硬盘驱动器与甜酸器上的所有相关开关与路线设置是否正确？

3）是否启用主板集成电路的SATA控制器？（仅为IDE硬盘驱动器）

4）硬盘配置是否正确？

注意：前面板指示灯的SATA与SAS设备：当一个SATA硬盘或一个由主

板集成的SAS控制器控制的SAS设备在使用中时，前面板上的硬盘驱动器

活动指示灯亮起。该指示灯并不显示CD-ROM活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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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可引导的光盘不能启动

如果所使用的光盘是可以引导系统的，请检查下面的设置：

在BIOS设置中是否将CD-ROM设置成了第一个引导设置。

5.8 当给电源插座通电时，系统自动启动

服务器系统在断电时，保存最近一次电源的工作状态。如果在使用前控制面板电源按钮

关闭系统之前，交流电源意外断电，一旦重新接通交流电源时，系统将自动试着返回先前的

“开”状态。请记住，拨下系统电源线或按下插座的开关都会切断交流电源。按正确的顺序

切断电源：先按下前控制面板上的关闭电源按钮，然后再拨下交流电电源线，可能使用前控

制面板上的电源按钮让系统完全加电，然后再关闭系统，将会解决此问题。如果仍旧不能解

决问题，在打电话与客户支持工程师联系之前，请详细记录以下问题：系统中使用的BIOS

的版本号是什么？使用的内存是什么？该内存是否在厂商指定的内存兼容列表中？

5.9 引导过程过长

通常我们所说的系统引导实际上涉及多个阶段：

1）BIOS通电自检（POST）:这包括内存测试和键盘、硬盘及IDE驱动器的检测。

2）加载ROM程序：每台设备都可能反它的运行代码或ROM程序装入内存，这样用户就可以看

到系统中所安装的一些设备，比如SCSI卡。

3）操作系统引导：在此期间，操作系统接管服务器，并执行运行所需的各种校验和设置。

比如在Windows NTh 表现为“蓝屏”。

上述三点的任何一处速度慢都会让用户觉得“启动慢”。下面列出了可能导致启动慢的原因：

1）配置的内存容量大：安装了大容量的内存系统可能要花1-2分钟来进行检测。当执行需要

多次重启的服务时，可以在BIOS启动过程中关闭扩展内存测试，以便加速启动过程。不过在

系统正常运行时，应该激活此内存的测试。

2）多个SCSI适配器：SCSI适配器需要花时间来载入它们ROM程序，并执行扫描设备的代码。

3）大量的SCSI设备：同许多其他的扩展卡一样，SCSI设备也必须把其ROM程序载入内存，调

入ROM程序并进行检测同样需要花较多的时间。

大量其他的扩展卡，许多扩展卡都有一个ROM程序，将它们调入内存运行同样要花较多的时

间。

如果你的系统不存在上述各项问题，而启动时间还是过长，在打电话与客户支持工程师联系

之前，请详细记录以下问题：

1）系统中内存的数量 。

2）使用的内存是什么？该内存是否在厂商指定的内存兼容列表中？

3）系统中扩展卡的类型和编号(厂家和型号)

4）系统中硬盘的类型和编号（厂家和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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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服务器相关知识词汇表

BIOS 基本输入/ 输出系统（BASIC INPUT/OUT SYSTEM）的缩写。

BPS 位/ 秒（BIT PER SECOND）的缩写。

CMOS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的缩

写。COM串行端口。MS-DOS最多支持四个串行端口，COM1和COM3的默认中断为

IRQ4，而COM2和COM4的默认中断则为IRQ3。

CPU 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的缩写。

DIMM 双列直插式内存模块（DUAL IN-LINE MEMORY MODULE）的缩写。

DMA 直接存储器存取（DIRECT MEMORY ACCESS）的缩写。DMA通道可以使某些

类型的数据绕过微处理器而直接在RAM与设备之间传送。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的缩写。计算机的

RAM 通常由DRAM 芯片组成。

ECC 错误检查和纠正（ERROR CHECKINGAND CORRECTION）的缩写。

EMC 电磁兼容性（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的缩写。

EMI 电磁干扰（ELECTRO MAGNETIC INTERFERENCE）的缩写。

ESD 静电释放（ELECTRO STATIC DISCHARGE）的缩写。

FAT 文件分配表（FILE ALLOCATION TABLE）的缩写。

FTP 文件传输协议（FILE TRANSFER PROTOCOL）的缩写。

GB 千兆字节（GIGABYTE）的缩写。一个GB等于1024MB 或1,073,741,824 个字节。

HZ 赫兹（HERTZ）的缩写。

I/O 输入／输出（INPUT/OUTPUT）的缩写.

I2O 智能输入／输出（INTELLIGENT INPUT/OUTPUT）的缩写。

IP 网际网络协议（INTERNET PROTOCOL）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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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Q 中断请求（INTERRUPT REQUEST）的缩写。它是通过IRQ 线路发送至位处理器

的一个信号，表示外围设备即将发送或接受数据。

KB 千字节（KILOBYTE）的缩写，即1024个字节。

LAN 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的缩写。

LCD 液晶显示屏（LIQUID CRYSTAL DISPLAY）的缩写。

LED 发光二级管（LIGHT EMITTING DIODE）的缩写。一种可在电流通过时发光的

电子设备。

LUN 逻辑单元号（LOGICAL UNIT NUMBER）的缩写。

MB 兆字节（MEGABYTE）的缩写。表示1,048,576 个字节。

MBR 主引导记录（MASTER BOOT RECORD）的缩写。

MHZ 兆赫兹（MEGA HERT Z）的缩写。

MTBF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的缩写。

NIC 网络接口控制器（NETWORK INTERFACE CONTROLLER）的缩写。

NTFS NT文件系统（NT FILE SYSTEM）的缩写。

PCI 外围组件互联（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的缩写。

POST 开机自检（POWER-ON SELF-TEST）的缩写。开机载入操作系统之前，POST将

检

测各种部件。

RAM 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MEMORY）的缩写。即通常所说的内存。

ROM 只读存储器（READ ONLY MEMORY）的缩写。

RTC 实时时钟（REAL TIME CLOCK）的缩写。

SDRAM 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的缩

写。

SMART 自我监测分析和报告技术（SELF MONITORING ANALYSIS AND REPORTING

TECHNOLOGY）的缩写。

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的缩写。

TCP/IP 传输控制协议/ 网际网络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的缩写。

UPS 不间断电源设备（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的缩写。

USB 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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