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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述

本指南的内容主要是为了让用户了解浪潮服务器操作系统的安装过程、应用场景以及注

意事项。

读者对象

本指南主要适用于以下工程师：

⚫ 技术支持工程师

⚫ 产品维护工程师

建议由具备服务器知识的专业工程师参考本手册进行服务器运维操作。

符号约定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图标 说明

如不当操作，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的人身伤害。

如不当操作，可能会导致人员损伤。

如不当操作，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或数据丢失。

为确保设备成功安装或配置，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图标 说明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变更记录

版本 时间 变更内容

首版发布

增加 平台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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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简介

操作系统安装方式

操作系统可通过 安装、 盘 安装两种方式进行安装。

 登录服务器的方式

您可以使用 或 登陆服务器。

⚫ 通过 远程登陆服务器 界面时，可以通过虚拟控制台挂载 机物理

磁盘中的 镜像文件或物理光驱中的系统光盘，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 登录

管理界面

⚫ 通过 （显示器、键盘和鼠标）登陆服务器时，可使用外置物理光驱或 盘安

装操作系统



 安装流程

服务器操作系统的安装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安装流程



 选择安装方式

由于浪潮服务器安装的 类型、匹配的 卡、网卡等不同，用户可以选择的安装

方式以及相应的部件驱动程序也不同。此章节指导用户从浪潮服务器官网查询服务器兼容的

版本及系统安装方式。

浪潮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可通过如下表所示的两种方式进行安装，两种安装方式特点如下：

表 安装方式

安装方式 特点

安装
不需要外接显示器键盘，只需要远程 与 管理口的网络相通

即可，可以直接使用 机磁盘中的操作系统 镜像安装

盘 安装

 通过操作系统光盘或镜像文件刻录 盘来安装操作系统，并

且在系统安装时要注意不要将 分区安装到 盘。

 的方式需要外接光驱，因服务器一般无内置光驱

 确认可兼容的 版本

浪潮服务器官网中每个服务器产品都有产品白皮书，通过产品白皮书中的操作系统兼容性列

表确认可兼容的 版本，操作步骤如下：

 登录浪潮服务器官网 ，点击【产品】 【通用服务器】，进

入通用服务器产品选择界面，如下图所：

https://www.inspur.com/


图 登陆浪潮官网

图 查看产品

 选择服务器产品，查看产品技术白皮书。下图以 为例，查看

“相关资料”中的《 产品技术白皮书 》

图 查看技术白皮书



 根据产品技术白皮书中操作系统兼容性列表确认可兼容的 版本，如下图所示：

图 可兼容的 版本

 安装

不同的安装方法请参考相应的章节：

通过 安装（ 平台）

通过 安装（ 平台）

通过 盘 安装（ 平台）

通过 盘 安装（ 平台）



 通过 安装（ 平台）

本章节指导用户通过 远程管理口配置 、 及安装 ，安装过程中无需进行驱

动程序安装、编译安装源之类的操作。

本章节以 系统为例在 模式组 进行说明，更多 的

详细安装方式可参考 厂商提供的安装说明文档。

准备安装镜像

登录 管理界面

配置硬盘 （ 模式）

加载系统镜像

设置 启动设备

安装 （以 为例）

 准备安装镜像

获取购买的操作系统光盘文件或从操作系统官网上下载操作系统镜像文件，比如本章举

例的 Windows Server 2016 系统 iso 镜像安装文件：X21-22567 SW DVD9 NTRL 

Windows Svrs 2016 English -2 Std DC FPP OEM.img

 登录 管理界面

操作步骤

 配置 管理网口

在 BIOS 中配置 BMC IP 地址，分为两种方式： 

⚫ 自动获取

在有 DHCP 网络环境的情况下，使用 DynamicBmcDhcp 的方式自动获取 BMC 管

理口 IP； 

⚫ 手工设置 



在无 DHCP 网络环境的情况下，将服务器 BMC 管理口连入局域网，并将 BMC 管理

口 IP 手工设置为局域网内的静态 IP，设置方法如下： 

 【Server Mgmt】页面选择【BMC network configuration】。 

 【Dedicate LAN】中【Configuration Address source】选项设置为

【Static】。 

此时【Station IP address】、【Subnet mask】、【Router IP address】可设

置静态 BMC IP： 

图

图 Configuration Address source



图 BMC IP 设置



 打开 页面

打开浏览器，并在地址栏中输入” ”（ 管理口配置的 地址）

登陆 时，网页会弹出安全提醒，选择信任此网页，点击【继续转到网页】，如下

图所示：

图 安全提醒

 登录 管理界面

 进入登录界面：



图 登陆界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进入控制台首页：

图 控制台首页



 配置硬盘 （ 模式）

以 卡为例介绍通过 卡配置 的方法， 支持

、 、 、 等多种 级别，本章节以 模式下配置 为例。

 登录配置界面

进入 配置界面 需要重启服务器，会导致服务器上业务中断。

操作步骤

 重启服务器

通过 远程登陆目标服务器，在如下图所示的【服务器开关机控制】中，单击【重启】。

图 重启服务器

 打开【控制台重定向（ ）】，等待服务器进入 配置界面。

 点击【控制台重定向 】 【 】菜单，下载一个

文件，使用 运行：



图 控制台重定向界面

图 运行 提示

 远程连接成功后，等待进入 配置界面，不同平台进入 的快捷键不同，

请根据界面提示信息进行操作。当出现如下图蓝色进度条时根据提示信息，按

【 】键，进入【 】界面。



图 界面

 设置界面中，【 】 【 】，确认

相关设置为 后保存退出，重新启动服务器。

图 设置

 服务器 过程中，当出现【 】提示

信息时，按【 】键，进入 配置界面。

⚫ 【 】界面：



图 界面

⚫ 界面如下：

图 界面

⚫ 配置界面如下：

图 配置界面



 在此界面中按【 】，可查看当前 卡全局属性，界面如下：

图 卡全局属性

 创建 （以 为例）

本章介绍在进入 的配置界面后创建 的操作方法。

创建 时，同一个 组中的硬盘必须同类型同规格。

操作步骤

 在 配置主界面中选择 控制器，按【 】键进入

【 】界面。

图 界面



 选择【 】，按【 】键进入【 】界面。

图 界面

 选择【 】，按【 】键打开【 】界

面，此界面中列出所有可以加入新 的硬盘。



图 界面

 向 中添加硬盘

在硬盘的【 】列中按【 】、【 】或空格键来标识硬盘是否需要加入到当前

，如果硬盘中存在数据，会提示加入 的硬盘数据将会丢失，此时按【 】继

续将硬盘加入 组。【 】标识为【 】，表示加入当前 组。标识

为【 】，表示未加入当前 组。第一个加入的硬盘即为主盘，之后加入的硬盘即

为从盘，从盘将同步主盘的内容。

图 选择 界面



 按【 】键进入创建 确认界面。选择【 】，

按【 】键保存配置。

图 界面

 创建完成后将会自动回到 界面。

图 界面

 若是查看已创建的 阵列，选择【 】菜单，顶部会出现【

】菜单。



图 菜单

 选择【 】菜单，按【 】出现 阵列界面，可以查看这

个 阵列的详细信息。

图 阵列界面

 可以按【 】退出， 创建结束。

 加载系统镜像

操作步骤



 打开 远程管理界面中的【 】 【 】菜单。

图 设置

 挂载光盘或镜像文件。

根据使用的不同介质，请选择以下一种方式操作：

⚫ 如果使用光盘，请将 安装光盘放入物理光驱中，选择下图中的 盘。

⚫ 如果使用 镜像文件，选择下图中的 。

图 设置

 重启服务器。

登录 界面，点击【远程控制】 【服务器开关机控制】，进入【服务器开关机控制

界面】 选中【重启】，然后点击【执行动作】。



图 重启

 设置 启动设备

系统重启，通过控制台重定向（ ），在 出现热键提示时按【 】进入启动设备选

项，选择 虚拟光驱设备【 】启动；

若是 模式安装，需要选择 标记的【 ： 】

图 ： 设置



 安装 （以 为例）

本章节指导用户使用操作系统安装光盘或 ISO 镜像文件直接安装 OS； 

不同类型 OS 的安装向导不同，同类型不同版本 OS 的安装向导界面略有差别，详细信

息可从各 OS 厂商官方网站获取。

 

此处以 Windows Server Std 2016 1607 64Bit 为例进行说明。 

操作步骤

 加载系统盘镜像，进入初始安装界面，选择语言及时间、键盘。

图 语言及时间、键盘设置

 点击【 】开始系统安装。



图

 选择安装 标准版。



图 选择操作系统

 勾选声明和接受条款。



图 勾选声明和条款

 选择自定义：仅安装 。



图 安装

 选择系统安装的目标磁盘。



图 目标磁盘

 等待系统安装完毕。



图 安装过程

 安装结束后，系统自动重启，进入系统设置 用户密码。



图 设置管理员用户密码

 按 ，进入用户登录框，输入密码进入系统。



图 用户登录框

 进入桌面，安装完毕。



图 安装完毕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需要查看服务器当前驱动是否配套，是否需要安装驱动。详细操作

方法请参考章节 安装升级驱动程序和



 通过 安装

（ 平台）

本章节指导用户通过 远程管理口配置 、 及安装 ，安装过程中加载

卡驱动，进行操作系统和 卡驱动的一次性安装。

本章节以 系统为例在 模式组 进行说明，更多 的详细安装方式可

参考 厂商提供的安装说明文档。

准备安装镜像

登录 管理界面

配置硬盘 （ 模式）

设置 时间和启动设备

加载系统镜像

选择启动设备

安装 （以 为例）

 准备安装镜像

获取购买的操作系统光盘文件或从操作系统官网上下载操作系统镜像文件，比如本章举例的

系统 镜像安装文件：

 登录 管理界面

操作步骤

 配置 管理口

在 BIOS 中配置 BMC IP 地址，分为两种方式： 

⚫ 自动获取 

在有 网络环境的情况下，使用 的方式动态获取 管理口

，可以在 中查看 分配的 管理口 ：登录到 界面，选择

【 】 【 】 【

】，按【 】键，查看 信息。



图 BMC IP 信息 

 

⚫ 手工设置 

在无 网络环境的情况下，将服务器 管理口连入局域网，并将 管理口

手工设置为局域网内的静态 ，设置方法如下：

 将【BMC Dedicated Network Parameters】选项设置为【Manual】； 

 此时【Address source】显示并可设置，将【Address source】选项设置为

【Static】； 

 此时【Station IP address】、【Subnet mask】、【Router IP address】可

设置静态 BMC IP： 



图 设置静态 BMC IP 

 

 

 设置完成后，按【 】会向 发送设置，依次点击【 】、【 】设置完

成。



图 设置

 打开 页面。

打开浏览器，并在地址栏中输入【 】（ 管理口配置的 地址）。

登陆 时，网页会弹出安全提醒，对于 以及 浏览器，在弹出的提

示中点击【高级】，选择【继续前往 （不安全）】。



图 安全提醒

 登录 管理界面。

 进入登录界面。

图 登陆界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进入控制台首页。



图 控制台首页

 配置硬盘 （ 模式）

以 卡为例介绍配置 的方法， 支持

、 、 、 、 、 、 等多种 级别，本章节以 模式下配置 为例。

 登录配置界面

操作步骤

 重启服务器。

通过 远程管理目标服务器，在如下图所示的【电源】 【电源控制】中，选择【强

制系统重启】，点击【执行动作】重启服务器。



图 重启服务器

 在 中配置 启动选项。

 通过 页面中的【远程控制】 【控制台重定向】远程连接服务器，可选

择 和 两种连接方式。

 对浏览器版本有要求，需要使用 及以上版本、 及以上版

本。

 需要提前准备好 环境（ 及以上版本）， 环境配置方法

参考章节 配置 环境。

图 控制台重定向



⚫ 点击【启动 】按钮来启动 。

图 启动

⚫ 在【控制台重定向】页面点击【启动 】按钮下载并打开 （

），进入远程控制界面。

图 启动

 远程连接成功后，当出现如下图白色进度条时根据提示信息按【 】键，进入

设置界面。



图 进度条

 在 设置界面中，通过【 】 【 】，确认

相关设置为 后保存退出，重启服务器。



图 设置

 进入 配置界面

重新进入 配置界面，切换至【 】，显示检测到的 卡列表，选择需要操

作的【 】，按【 】进入。



图 选择

图 配置界面：



 创建 （以 为例）

操作步骤

 在配置主界面中，选择【 】，按【 】进入。

图

 选择【 】。 



图  

 将需要做 的硬盘设置成【 】模式。



图 设置【 】模式

 选择【 】。



图 选择

 选择【 】为【 】。



图 设置

 选择【 】进入配置界面，配置所需 信息，如阵列名称、条

带值大小等，设置完成以后选择【 】确认。 



图  

 看到逻辑阵列创建成功，选择【 】返回， 创建完成。



图 完成创建

 设置 时间和启动设备

操作步骤

 修改 时间。

在【 】页签中通过方向键选择和修改【 】和【 】。



图 日期设置

图 时间设置



 

时钟没有时区的概念，建议 时间设置为 时间，在操作系统中设置正确的时

区。

 设置启动设备。

进入【 】页签，通过【 】选择设置启动设备。

图

 保存重启。

按【 】，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选择【 】按【 】确认，保存配置并退出 配

置界面，服务器重新启动，设置生效。

 加载系统镜像

在操作系统安装前，若需要提前安装 卡驱动，在加载操作系统镜像的同时还需要加载

卡驱动的 文件，需要将 远程管理 实体装置设置为 个（默认只有



个），以便于同时加载两个 镜像文件，详见如下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

 管理界面中设置 实体装置为 个。

管理界面依次选择【远程控制】 【媒体重定向设置】 【 实体装置设置】，

进入【 实体装置设置】界面，将【 实体装置】和【远程 实体装置】

都设置为 ，点击【保存】，设置完成。

图 实体装置设置

图 修改 实体装置设置



 打开 远程管理界面。

图 远程管理界面

 打开【 】 【 】菜单。

图

 挂载 镜像文件和 卡驱动文件。

 在 中挂载 镜像文件，选择【 】，点击

【 】设置镜像文件所在路径，然后点击【 】挂载，待

【 】变为【 】，挂载完成。



图

 在 中用同样的方法，挂载 卡驱动 镜像文件。

图 挂载镜像

 此处使用 远程连接服务器挂载镜像文件。

 若使用 远程连接服务器，挂载镜像文件步骤请参考 9.4 章节 BMC H5Viewer

挂载 CD 镜像文件



 重启服务器。

通过 远程管理目标服务器，在如下图所示的【电源】 【电源控制】中，选择【强

制系统重启】，点击【执行动作】重启服务器。

图 重启服务器

 选择启动设备

 在 远程连接界面中看到 启动界面出现按键提示时，按【 】进入启动

设备选项。



图 启动界面

 在设备列表中选择 虚拟光驱设备【 ： 】，按回车

键确认启动。

图 ：



 安装 （以 为例）

不同类型 OS 的安装步骤不同，同类型不同版本 OS 的安装向导界面略有差别，详细信

息可从各 OS 厂商官方网站获取。

 

本章以 RHEL 8.3 为例进行说明, Windows 系统安装见 7.5 章节 安装 （以

为例。

操作步骤

 系统镜像引导界面如下。

图 系统镜像引导界面

 选择【 】，按【 】编辑 参数，在行尾

添加“ ”参数预加载 卡驱动。



图 加载 卡驱动

 根据提示，按实际情况选择要加载的 卡驱动（下图红框中的信息需要根据提示手

工输入并按【 】确认）。



图 卡驱动

 驱动加载完成后，进入语言选择界面，选择所需语言，点击【 】。



图 语言选择界面

 进入【 】界面。



图 界面

 根据需要设置安装信息，如【 】、【 】、 【

】、【 】等。



图 设置安装信息

 点击【 】选择需要安装系统的磁盘，创建磁盘分区。

⚫ 若使用默认磁盘分区，系统默认选中【 】，点击【 】进入步骤

⚫ 若需要手工分区，选中【 】，点击【 】进入步骤 。



图 创建磁盘分区

 点击【 】创建分区，至少创建“ ”，“ ”，“ ”和“ ” 个

分区，根据实际需要创建其它分区，创建完成后，点击【 】确认。



图 创建分区

 在【 】界面，点击【 】开始安装。



图 安装界面

 等待安装完成后，点击【 】重启系统。



图 重启系统

 重启后进入如下界面，设置【 】。

图



 勾选【 】，点击【 】。

图 勾选界面

 点击【 】。

图 完成设置

 进入安装完成的 系统。



图 进入系统

 更详细的安装步骤说明，请参考 官方安装指导文档：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需要查看服务器当前驱动是否配套，是否需要安装驱动。详细操作方法

请参考章节 安装升级驱动程序和

https://access.redhat.com/documentation/en-us/red_hat_enterprise_linux/8/html/performing_a_standard_rhel_installation/index
https://access.redhat.com/documentation/en-us/red_hat_enterprise_linux/8/html/performing_a_standard_rhel_installation/index


 通过 盘 安装（

平台）

本章节指导用户通过 盘或 直接安装 。安装过程中无需进行驱动程序安装、编

译安装源之类的操作。

本章节以 系统为例在 模式组 进行说明，更多 的详细安装方式可

参考 厂商提供的安装说明文件。

准备安装镜像

配置硬盘 （ 模式）

设置 启动设备

安装 （ 为例）

 准备安装镜像

获取购买的操作系统光盘文件或从操作系统官网上下载操作系统镜像文件，比如本章举

例的 安装镜像文件。

安装介质：一个至少 的 盘或空白光盘。

通过 光驱刻录软件（如 ， 等）将 镜像刻录为可用

的安装介质。

 配置硬盘 （ 模式）

以 卡为例介绍配置 的方法。

 登录配置界面

操作步骤

进入 设置界面，确认 为 配置“ ”模式。

 通过服务器 远程虚拟控制台或本地 登录服务器实时桌面。



 重启服务器进入 配置界面。不同平台进入 的快捷键不同，请根据界面提示

信息进行操作。当出现如下图蓝色进度条时根据提示信息，按【 】键，进入

【 】主界面。

图 进度条及进度条提示

 开机后，进入 设置界面，确认 为 。路径：【 】 【

】。

图 界面

 按【 】 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选择【 】并按【 】。保存配置并退出

配置界面，服务器重新启动。



 重新进入 配置界面，切换至【 】页签。显示当前存在的 卡列

表，选择要操作的 控制器。

图 控制器

 如下显示的是 主界面。



图 主界面

 创建 （以 为例）

操作步骤

 在弹出的界面，选中【 】

图

 在弹出的界面，选择【 】。

图



 选择【 】。

 在打开的列表中选择要配置的 级别【 】。

 选择 级别，添加成员盘。

选择【 】，在打开的列表中选择成员盘来源。

图 选择成员盘

 在弹出的界面中做如下设置。

 将【 】选为【 】。

 顺序选中组 的硬盘，将硬盘后面状态选为【 】，此处选中三块硬

盘，如下图所示。



图 选中的硬盘

 选择【 】。

 在弹出的界面确认【 】。

图 设置确认

 在弹出的界面，通过上下键选中相应的选项对 卡参数进行设置，参数设置完成选择

【 】。



图 参数设置

 在弹出的界面中，将 设置为【 】，选择【 】。

图 界面

 在弹出的界面中提示：“ ，选择

【 】完成配置。

图 设置完成



 检查配置结果。

按【 】返回上级界面，选择【 】并按【 】，显示

当前存在的 信息。

图 信息

 设置 启动设备

将刻录有系统的 盘或光驱接入服务器，系统重启，在 出现热键提示时按【 】进入

启动设备选项，选择 标记的 盘设备或光驱设备启动。

若是 模式安装，需要选择没有 标记的设备选项。



图 标记的设备

 安装 （ 为例）

指导用户使用操作系统安装光盘或 U 盘刻录的 ISO 镜像介质安装 OS。 

不同类型 OS 的安装向导不同，同类型不同版本 OS 的安装向导界面略有差别，详细信息可

从各 OS 厂商官方网站获取。此处以 RHEL 7.4 为例进行说明。 

操作步骤

 系统安装初始界面如下，选取红框内第二项，检测镜像并安装。



图 检测镜像并安装

 回车开始安装进程，等待检测进度完成后，自动进入安装引导界面。



图 安装引导界面

 安装引导第一步，配置安装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根据需要选择即可。



图 语言选择

 步骤 设置安装信息：设置日期和时区、键盘布局、系统语言支持等。



图 日期和时区、键盘设置

 安装软件选择，请根据用途进行选择，默认最小化安装。



图 安装软件

 磁盘安装位置选择，配置分区等。



图 磁盘安装、配置分区

 配置 ， 作用是捕获系统信息，用于诊断崩溃，默认开启，根据需要选

择，建议开启以便于系统宕机时定位问题。

 配置网络，打开后自动连接当前网络。



图 配置网络

 核对各项信息后，开始安装。



图 核对信息、安装

 用户设置，配置 密码。



图 用户设置

图 配置 密码。



 创建用户，填写用户名、密码及确认密码。

图 创建用户

 安装结束后，重启。



图 重启

图 重启界面



 更详细的安装步骤说明，请参考 官方安装指导文档。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需要查看服务器当前驱动是否配套，是否需要安装驱动。详细

操作方法请参考章节 安装升级驱动程序和 。

https://access.redhat.com/documentation/en-us/red_hat_enterprise_linux/7/html/installation_guide/index
https://access.redhat.com/documentation/en-us/red_hat_enterprise_linux/7/html/installation_guide/index


 通过 盘 安装

（ 平台）

本章节指导用户通过 盘或 直接安装 ，安装过程中无需进行驱动程序安装、编

译安装源之类的操作。

本章节以 和 系统为例，对在 模式下组 进

行说明，更多 的详细安装方式可参考 厂商提供的安装说明文档。

准备安装镜像

配置硬盘 （ 模式）

设置 时间和启动设备

选择启动设备

安装 （以 为例）

安装 （以 为例）

 准备安装镜像

获取购买的操作系统光盘文件或从操作系统官网上下载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如本章举例

的 Windows Server 2019 系统 iso 镜像安装文件：SW DVD9 NTRL Windows Svrs 2019 

1809.2 English StdDC FPPOEM.img，及 SLES 15 SP2 系统 iso 镜像文件：SLE-15-

SP2-Full-x86_64-GM-Media1.iso。

安装介质：一个至少 的 盘或空白光盘。

通过 光驱刻录软件（如 ， 等）将 Windows Server 2019 系

统镜像和 SLES 15 SP2 系统镜像刻录为可用的安装介质。

 配置硬盘 （ 模式）

、 等 卡的配置界面基本相同，下面以

卡为例介绍配置 的方法。

 登录配置界面

操作步骤



进入 设置界面，确认【 】为 模式。

 重启服务器进入 配置界面，当出现如下图白色进度条时根据提示信息，按

【 】键，进入【 】主界面。

图 重启界面

 开机后，进入 设置界面，确认【 】为 ，路径：【 】

【 】 【 】。



图 界面

 按【 】保存配置，选择【 】并按【 】确认，退出 配置界面，重启服

务器。

 重新进入 配置界面，切换至【 】页签，显示当前存在的 卡列

表，选择要操作的【 】 配置选项，按【 】

进入。



图

如下显示的是 配置界面。

图 配置界面



 创建 （以 为例）

操作步骤

 选【 】进入主界面。

图 主界面

 进入【 】页面 选择【 】。



图 界面

 选择 。

图



 选择【 】，将需要做 的硬盘设置为【 】模式，此处选择两

块硬盘。

图



图 选择硬盘

 设置完成后，选择【 】 【 】保存更改。

图  



图 设置完成

 设置 参数，设置完成后选择【 】。



图 参数

图



 在弹出的界面中，将【 】设置为【 】，选中【 】，按回车键确

认。

图 设置界面

 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 】 按回车键确认。



图 设置完成

 检查配置结果。

按【 】返回到【 】界面，选择【 】，显示

当前存在的 信息。



图

图 信息



 设置 时间和启动设备

操作步骤

 修改 时间：

在【 】页签中通过方向键选择和修改【 】和【 】。

图



图

时钟没有时区的概念，建议 时间设置为 时间，在操作系统中设置正确的时

区。

 设置启动设备

进入【 】页签，通过【 】选择启动设备。



图 设置启动设备

 保存重启：

按【 】，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选择【 】并按【 】，保存配置并退出 配置

界面，服务器重启，设置生效。

 选择启动设备

将刻录有系统的 盘或光驱接入服务器，系统重启，在 出现热键提示时按【 】进入

启动设备选项，选择 标记的 盘设备或光驱设备启动。



图 启动设备

 安装 （以 为例）

指导用户使用操作系统安装光盘或 U 盘刻录的 ISO 镜像介质安装 OS。 

不同类型 OS 的安装向导不同，同类型不同版本 OS 的安装向导界面略有差别，详细信息

可从各 OS 厂商官方网站获取。

 

本章节指导用户使用操作系统安装光盘或 ISO 镜像文件直接安装 Windows Server 2019。 

操作步骤：

 通过系统镜像启动，进入初始安装界面，选择语言及时间、键盘。



图 语言及时间、键盘设置

 点击【 】。



图 安装

 选择【 】，点击【 】。



图 选择安装系统

 勾选【 】，点击【 】。



图 勾选选项

 选择【 】。



图

 选择系统安装的目标磁盘。

⚫ 若使用系统默认的整盘安装，点击【 】进入步骤 。

⚫ 若需要自定义磁盘分区，可以手工创建分区，点击【 】进入步骤 。



图 选择目标磁盘

 手工创建分区，选择要安装系统的主分区，点击【 】。

图 选择安装系统的主分区



 待系统安装完成。

图 系统安装

 安装结束后，系统自动重启，并进入管理员密码设置界面，设置管理员密码后点击

【 】。



图 设置管理员密码

 按【 】，进入用户登录框，输入密码进入系统。

图 开机界面



图 登陆界面

图 登陆后界面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需要查看服务器当前驱动是否配套，是否需要安装驱动。详细操作

方法请参考章节 安装升级驱动程序和

 安装 （以 为例）

指导用户使用操作系统安装光盘或 U 盘刻录的 ISO 镜像介质安装 OS。 

不同类型 OS 的安装向导不同，同类型不同版本 OS 的安装向导界面略有差别，详细信息

可从各 OS 厂商官方网站获取。

 

本章节指导用户使用操作系统安装光盘或 ISO 镜像文件直接安装 SLES15 SP2。 

安装步骤：

 系统启动，进入安装初始界面。



图 安装初始界面

 设置【 】和【 】，【 】选择【

】，点击【 】。



图 语言、键盘设置

 勾选【 】，点击【 】。



图 勾选选项

 进入网络设置界面。

⚫ 若不需要设置网络，进入步骤 。

⚫ 若需要设置网络，点击【 】进入步骤 。



图 网络设置界面

 根据需要选择【 】动态获取 ，或选择【

】设置静态 。设置静态 需填写【 】、【 】、

【 】。设置完成后点击【 】保存设置并返回【 】界

面。



图 设置网络

 点击【 】进入注册页面，选择【 】，弹出跳过注册对话框，点

击【 】，点击【 】。



图

 选择需要安装的模块，点击【 】。



图 选择模块

图 安装模块



 选择【 】，点击【 】。

图

 在【 】界面设置分区。

⚫ 若使用系统默认分区，点击【 】进入步骤 。

⚫ 若需要手工分区，点击【 】下拉框选择【

】，点击【 】进入步骤 。



图

 选择需要安装 的磁盘，创建分区。

 删除已有分区：

选择待要安装 的硬盘，点击【 】可删除已有的分区。

 创建 分区：

选择 分区所要安装的硬盘，单击【 】，选择【 】，设置

【 】，点击【 】；选择【 】点击【 】，创建

分区。

 创建“ ”分区和“ ”分区：

创建分区完成后，点击【 】继续，如下图所示。



图 创建分区

 设置时区，点击【 】。



图 设置时区

 进入创建用户界面，可以暂时不创建用户，选择【 】，点击

【 】。



图 创建用户界面

 设置 用户密码，点击【 】。



图 设置 用户密码

 进入安装设置确认界面，点击【 】开始安装。



图 安装设置确认界面

图 安装界面



 安装结束后进入系统登录界面。

图 登陆界面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需要查看服务器当前驱动是否配套，是否需要安装驱动。详细操作

方法请参考章节 安装升级驱动程序和



 安装升级驱动程序和

在不同操作系统下，用户可使用对应的工具检查服务器当前部件的驱动和 Firmware 版本

是否与浪潮官 方网站提 供 的信息一致， 若不符合 ， 则需要安装或 升级驱动 程 序和

Firmware，避免影响服务器的正常运行。

准备工作

检查驱动程序和 版本

安装 升级驱动程序

升级

 准备工作

安装/升级驱动程序和 Firmware 之前，需要先获取产品最新的驱动及 Firmware 版本情

况，然后下载驱动程序、Firmware。 

操作步骤：

 查询最新产品驱动及 版本。

 登录浪潮服务器官网 。

 点击【支持下载】 【驱动下载】，打开如下图所示界面，输入产品序列号查询。

图 驱动版本查询

https://www.inspur.com/


图 查询驱动版本

 根据操作系统选择需要下载的驱动或 。

图 驱动 列表

 检查驱动程序和 版本

 检查 的驱动程序版本

检查 Windows 操作系统当前驱动程序版本，确定是否需要进行驱动安装操作。 

不同版本的 Windows 界面可能有所不同，此处以 Windows Server 2016 操作系统下



查看网卡驱动程序版本为例进行说明。 

操作步骤：

 登录服务器远程控制界面。

 登录服务器操作系统。

 打开 菜单，右键单击 ，选择 ，打开“System”窗

口。 

 在界面中单击“Device Manager”，打开设备管理器。 

 展开 设备节点。

 双击需要查看的网卡打开网卡属性窗口，并单击 页签显示信息。

 检查该驱动程序版本是否与浪潮官网查询到的版本一致，如果版本较低，建议升级。

图 检查驱动程序版本

 检查 的驱动程序和 版本

检查 Linux 操作系统当前驱动程序和 Firmware 版本，确定是否需要进行驱动安装和

Firmware 升级操作。 

此处以 RHEL 7.4 操作系统下查看 LSISAS3008 控制卡驱动程序和 Firmware 版本为例进

行说明。 



操作步骤：

 登录服务器远程控制界面。

 以“root”用户登录服务器操作系统。 

 执行 命令查看设备驱动和 信息。

 检查该驱动程序版本是否与浪潮官网查询到的版本一致，如果版本较低，建议升级。

图 检查驱动程序版本

 安装 升级驱动程序

 安装 升级 的驱动程序

当服务器当前驱动程序版本比浪潮官网查询到的版本旧时，建议升级对应版本的驱动程序，

否则可能导致服务器无法以最优性能工作。 

⚫ 此处以在 Windwows Server2019 操作系统上安装设备驱动为例。 

操作步骤：

 登录服务器远程控制界面。

 以管理员用户登录服务器操作系统。

 加载设备驱动文件。

 按驱动说明文件对驱动执行升级和安装。

 升级后检查该驱动程序版本是否升级成功。

⚫ 以 安装 驱动为例：

操作步骤：

 登录服务器远程控制界面。

 以管理员用户登录服务器操作系统，上传 驱动包到桌面。



图 上传 驱动包

 打开 驱动包，双击运行“ ”运行安装程序。

图 运行

 根据提示依次选择【 】、【 】、【 】、【 】。



图 安装步骤一

图 安装步骤二



图 安装步骤三

图 安装步骤四

 点击【 】， 驱动安装完成。



图 安装完成

 安装 升级 的驱动程序

当服务器当前驱动程序版本比浪潮官网查询到的版本旧时，建议升级对应版本的驱动程序，

否则可能导致服务器无法以最优性能工作。 

操作步骤：

 登录服务器远程控制界面。

 以“ ”用户登录服务器操作系统。

 加载设备驱动文件。 

 按驱动说明文件对驱动执行升级和安装。 

 升级后检查该驱动程序版本是否升级成功。

 升级

⚫ 如果升级 卡、网卡、 卡等部件的固件，请参考部件厂商的说明升级

。

⚫ 如果升级 、 的固件，请参考《浪潮英信服务器 升级手册》、《浪潮英

信服务器 升级手册》或《浪潮英信服务器用户手册》中的 及 相关章节

升级 ，具体根据实际机型而定。



 常用操作

使用 挂载本地文件夹传输文件

使用 传输文件

配置 环境

挂载 镜像文件

 使用 挂载本地文件夹传输文件

 使用 控制台重定向远程连接服务器。

图 控制台

 挂载本地文件夹。

 打开【 】 【 】菜单，在弹出窗口选择【

】。

 选中【 】，点击【 】需要挂载的选择本地文件夹路径。

- 【 】选择本地空文件夹即可。

- 【 】 根据传输文件大小设置，比传输文件大即可。



图 挂载文件地址

 点击【 】连接，待【 】变为【 】时连接成功。

图 步骤一

图 步骤二



 文件传输：

以 为例，连接成功后，远程服务器会增加一个 的磁盘设备；如下图所

示，系统下增加 磁盘，挂载 到 路径后，可以看到本地文件夹

中的文件；向该目录中的读写操作，即可实现在远程服务器和本地文件夹之间，文件上

传或下载的功能。

图 文件传输



 使用 传输文件

 确认远程服务器已开启 服务。

 在 系统下打开 工具，默认弹出登录对话框。

图 登录对话框

 设置登录参数登录，登录成功如下。

图 登陆成功界面



 根据需要上传和下载文件。

 配置 环境

运行环境，是用来运行 程序的。使用

远程连接服务器时需要提前准备好 环境。 是包含在

中的，配置 环境通过安装 即可。

操作步骤如下：

 下载 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通过 官网下载（推荐使用 及以上版本）），例如 下载链

接：

下载适用于 的 安装程序，如下图所示：

图 下载 安装程序

下载完成的 安装程序：

 安装 。

 双击 安装程序运行安装程序，点击【下一步】。

https://www.oracle.com/java/technologies/javase/javase-jdk8-downloads.html


图 运行

 选择 安装目录，下一步。

图 选择安装目录

 等待 安装完成。



图 安装过程

 选择 安装路径。

图 选择 安装路径

 等待 安装完成。



图 安装过程

 安装完成，关闭。

图 安装完成

 检查配置是否成功。



使用快捷键“ ”，输入“ ”，进入命令行界面，输入 能够查

看 说明配置成功，如下图所示。

图 配置成功界面

 挂载 镜像文件

挂载 镜像文件操作步骤如下：

 通过 远程连接服务器，进入如下界面。

图 选择文件

 点击右上角【选择文件】，选择需要挂载的镜像文件，点击【启动媒体】。



图 启动媒体

 当【启动媒体】变为【停止媒体】时，镜像文件挂载成功。

图 镜像文件挂载成功



 定位 故障

配置内存转储工具

配置串口重定向服务

配置

配置 系统魔术键

修改 系统日志打印级别

关闭屏幕保护功能

下定位工具部署流程

常见问题处理

 配置内存转储工具

当系统崩溃时，需要收集足够的信息来分析引起崩溃的原因。内存转储是一种在系统崩溃时

将系统的内存信息以 DUMP 文件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机制。 

、 、 等系统均支持内存转储机制。

 相关概念

是一个相当健全的实体，其稳定性和容错性使得系统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无法

挽回的故障从而导致系统崩溃。但是，这类问题还是无法完全避免的，系统崩溃类问题被称

为 。 是 为了发现、收集、分析 提供的工具，可以使用它来

找到问题的根源，并寻求解决关键性错误的方法。

是利用 实现的可靠的内核崩溃转储机制。在系统崩溃时使用 重新启动

第二个内核，去捕获并转储内核崩溃信息。 利用 可以不经过 直接使用

预留的内存启动转储内核，在系统崩溃后捕获保留第一内核崩溃信息以供调试分析，是用来

分析系统崩溃、内核 、死锁时常用的工具和服务。若您使用的 发行版本没有包含

服务的安装，根据具体情况，联系 提供商咨询相关事宜。

：通常情况下，系统通过 引导 内核，这是非常耗时的。 是一个快速

启动机制，允许从一个内核已经运行的环境下不通过 引导 内核，特别是在大型

服务器或带着大量外设的机器上，这个快速启动机制为开发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机制涉及两种内核：

⚫ 标准内核（业务内核）：用于运行业务的内核。

⚫ 崩溃内核（捕获内核）：用于收集崩溃信息的内核。

是一个可靠的新型内核故障转储机制。在一个新的内核中执行故障捕获转储而不是

在已崩溃的内核中直接进行故障捕获，通过 引导进入另一个内核中，这个内核被称为

崩溃内核 或捕获内核 ，使用很少的内存启动并捕获故障内存

映像。这一小部分内存是标准内核保留的用于 启动崩溃内核，这实质上就是故障转储

的内核。但并非任何情况下 都能够成功转储，例如中断跳转表挂起触发严重内核故

障、系统崩溃时存储故障时，就需要结合其他定位手段来获取定位信息。

 下配置内存转储

 前提条件

如果要将 转储到网络存储，需要通过 或者 访问外部服务器。无论是转储到

本地，还是远端，转储目的地的空闲空间一定要足够大，否则不会正常收取到 。

对于在 内核中配置 的情况，需要安装一个跟当前 内核版本相同的普通内

核。

 如果这个系统是 位的，并且拥有多于 的内存，需要安装跟当前 内核版本

相同的 内核，而不是普通内核。

 内核只需要被安装即可，你仍可以继续使用 启动，安装内核之后，无需重启。

安装 工具包

 检查是否安装了 ：

 若未安装，则

配置方式可选择自动化脚本一键配置或手工配置。

 自动脚本设置

通过 自动化配置脚本一键生成工具获取脚本：

操作步骤：

https://access.redhat.com/labs/kdumphelper/


 勾选【我的服务器没有在集群环境中运行】。

图 勾选选项。

 选择 版本，以 为例。

图 选择 版本

 配置转储目录。



图 转储目标。

 配置内存过滤。

图 内存过滤

 配置转储失败策略。



图 转储失败策略

 配置 触发条件。

图 触发条件



 生成配置脚本并下载。

图 配置脚本

 将脚本拷贝到 环境下执行。

 手动配置

手工配置通常选择下列默认配置即可，如果需要自定义调整请参考补充条目。

 添加启动参数： 系统

 编辑 在 行增加“ ”参

数，参数值根据物理内存大小配置：

物理内存

物理内存

图 添加启动参数



 备份并重新生成 文件。

在大容量磁盘 级别 的 文件系统上的系统， 的配置并不可靠，

很大可能会在启动转储内核时，出现预留内存不足 的问题，需要指定预

留内存值，并手工触发 测试是否能够成功生成 文件。

参考如下 的说明，依据文件系统的空间大小， 大约需要 ， 约需

要 。

 指定转存目的地。

转储目录在 中配置，默认转储到 下。

图 转存目的地

补充 ：如果需要转储到其他目的地。

⚫ 转储到其他磁盘目录，需要在文件所在的存储设备前声明文件系统类型。

例如：

https://access.redhat.com/solutions/692783


或

文件会存放在 中 目录中而不是默认位置：

⚫ 转储到 设备。

比如：

⚫ 转储到可 访问的设备。

比如：

并且运行如下命令，使第一次 连接时，具有对目标机器的写权限

：

 配置 自动触发条件。

通过编辑 设置系统遇到何种条件触发

推荐设置：

mailto:root@ssh.example.com


图 推荐设置

补充：已知参数意义，若推荐配置不能满足，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下列参数项补充。

内核在发生软锁 时触发

（或 ） 通过 机制（不可屏蔽中断监控机

制）检测到 通过检索 文件中的 ，可以查看中断

配置是否成功： ，如果不为 ，说明配置成功

 缩减 文件大小：

对于内存很大的系统，建议去掉多余 。

修改压缩参数如下：

图 压缩参数

补充：各项参数意义，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 去掉空白页并压缩： 推荐



- 去掉所有多余页并压缩：

- 保留所有内容并压缩：

 配置 捕获失败后行为。

通过 配置来控制 捕获失败后系统行为，默认 。

图 配置 捕获失败后行为

补充：已知参数意义，若推荐配置不能满足，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下列参数项调整。

系统重启， 文件将丢失

系统将尝试捕获 ，无论成功失败，使系统

关机

进入 默认 界面，可以尝试手工捕获 ，重启退出

 检查并且启动 服务。

若未启动，则启动 服务，并设置成开机自动启动。



图 检查并且启动 服务

 验证触发 。

在字符界面下测试配置是否生效，执行以下命令，可以使系统崩溃（前提条件是已经配置系

统魔术键，系统魔术键的配置请参考 配置 系统魔术键）。

使用 命令触发 并自动收集 后重启。

图 触发

图 收集

重启后，在 文件配置的转储目录下，存在 文件即代表配置成功。

图 配置成功



 下配置内存转储

 安装所需软件：

检查安装 、 、 。

图 安装软件

 添加启动参数：

配置。

 通过 计算 所需预留的内存 内存小于 ，只

需分配最高内存值；超过 ，需要配置最高和最低值 。

图

 修改 启动参数，将计算出来的 和 值添加到指定行。

增加



图 修改 启动参数

 重启系统。

补充 ：另外还可以通过 界面配置。

图 界面

 

 配置 参数

配置 配置文件，参数说明：



是否立即重启

文件保存目录

生成 文件时，是否拷贝内核

最多保留 文件个数

文件格式

日志级别 从 默认为 ，

之前默认

 开启 服务。

若未启动，则启动 服务，并设置成开机自动重启

；

；

图 开启 服务

 验证触发 。

配置完成后，使用 命令触发 并自动收集

后重启。

图 触发



图 收集

 下配置内存转储

 安装所需软件。

系统中需要安装 系统中需要安装 其余配

置步骤相同。

⚫ 

图 安装

⚫ 

图 安装



重启后 参数被自动生成到 文件中。

 配置 。

 查看当前 配置，默认情况下当前配置已可以满足需要。

图 配置

 如果要修改 配置，编辑 ，根据注释进行不同

配置。

图 编辑



图 修改 配置一

图 修改 配置二



图 修改 配置三

图 修改 配置四

 检查 状态。

为了确保 机制已正确开启并配置，需要检查下列内容：

⚫ 确认启动参数中包含了 的配置。

图 配置

⚫ 验证内核是否为 内核保留了请求的内存区域。



图 内核保留内存区域

 验证触发 。

 启用 机制。

 执行命令 。

 系统自动重启后，在配置的转储目录生成 文件。

图 文件

 下配置内存转储

 设置蓝屏自动转储

系统在蓝屏瞬间，系统会生成内存转储的扩展名为 的系统错误报告文件

（ 文件），用于分析蓝屏产生原因。该文件的默认存储路径为“ ”。

安装 后，建议您使用系统默认配置，并保证“ ”盘有 以上空闲空间用于保

存 文件。

系统界面设置方法

操作步骤：

 右键点击“此电脑”，选择“属性”，进入系统属性界面。

 选择“高级系统设置”。



图 高级系统设置

 选择“启动和故障恢复”，点击设置。



图 启动和故障恢复

 进入“启动和故障恢复”界面后可以配置 。



图 启动和故障恢复界面

注册表设置方法

 开启 。

打开 注册表，找到下列 选项，设置为 。



图 开启

 配置转储目录。

定位到如下选项：

双击“ ”来配置 转储目录



图 配置 转储目录

 配置忽略文件大小。



图 配置忽略文件大小

 配置分页文件。

定位到如下选项：

双击“ ”配置分页最小和最大值：“ ”（通常

设置为内存值的 。如果内存非常大，设置为 （ ））



图 配置分页文件

 键盘触发 转储

 有时在系统未出现宕机的情况下，也需要收集 数据来进行分析，这个

时候就需要手工配置触发 转储。

启用 或 键盘触发 ：

⚫ 键盘 需要增加如下选项键值



图 键盘设置

⚫ 键盘 需要增加如下选项键值



图 键盘设置

如上配置完成后，重启系统生效

 触发 。

 系统重启后，用 账户打开 ，跑以下命令获取 。

图 获取

 执行完命令之后手动触发 。

按住右边‘ ’键并按两下‘ ’键，将触发蓝屏崩溃，此时服务器会保存

到配置的路径下并重启。



图 蓝屏

图 路径



 下配置内存转储

 添加一个 的转储文件。

图 添加 转储文件

注：此命令指示添加了一个 ，但是无法知道存储的文件路径以及文件命令，可以

通过如下命令来配置一个指定了文件路径以及文件名的存储

图 配置文件路径

 通过如下命令查看已经配置的 文件。

图 查看 文件

 激活配置。



图 激活配置

如果配置了多个核心转储，只能激活一个。

图 激活配置界面

 通过如下命令可以移除已经激活的转储。

 配置串口重定向服务

在服务器测试和系统日常使用过程中，偶尔会遇到系统崩溃之类的严重错误，此时操作

系统会将部分重要信息输出至串口。连接物理串口获取这些信息十分不便，因此建议进

行串口重定向配置，使得用户可以利用 SOL 或 BMC 获取这些信息。 

下面介绍 Linux 的串口重定向配置方法。 

服务器一般没有提供物理串口，需要设置 串口重定向， 是 的缩写，

它是 提供的功能。 提供的机制，使远程管理系统的串口控制器通过基于 网

络的 会话能够重定向到本地。 为管理人员提供了基于 的远程系统串口的访问，

只要机房内网络不出现故障，管理人员便可以通过任何一台支持 的主机访问发生故障的

机器的串口输出。

一个远程管理应用程序可以与 建立 的会话，会话建立起来后，远程控制

台便可以激活 ，这时任何从目标主板发出的字符会经过 ，被 打包通过 网

络发送到远程控制台。对应的，从 传送过来的包会被 解开，再以正确的方式送给

主板的串口控制器。对于标准的串口控制器， 需要知道主板串口控制器的波特率，以使

的串口控制器与主板上的串口控制器同步，所以使用 时需要设置 上的串口控

制器的波特率与主板上的一致。

服务器在 中开启了 功能，并在 及 中配置了和 设置相同的端口及波



特率的串口输出信息后，可以通过 管理口连接另一台主机的串口或 接口 需要相关

转接口及驱动 ，从另一台主机上的远程管理应用程序中获取串口的输出内容。

下串口重定向是通过系统启动时向内核传递的参数来指定的，可通过修改系统引导配

置文件的方式实现。配置 输出控制台显示信息到串口终端，可以获取更多

的日志信息，如系统宕机或黑屏，日志中未能记录的屏显信息等。如下介绍

串口重定向配置方法，其他操作系统详细的配置方法请咨询操作系统厂商。

⚫ 设置

一般未提供 界面配置功能，需通过 命令开启 ：

– 服务器 地址– 服务器 用户名– 服务器 密码

⚫ 串口设置

的选项中， 设

置为 。

图 串口设置一



图 串口设置二

⚫ 配置相关 端口及波特率参数。

图 端口参数配置界面



 下配置串口输出

⚫ 串口配置

修改 参数：

在 参数行中增加

如：

 对于上面的波特率 取决于硬件设置。

 每个服务器都有自己的串行控制台设置，通常在系统 中设置。

 在应用任何这样的设置之前，建议您也检查相应的服务器手册。

 错误配置的波特率设置可能导致在登录时显示垃圾字符。

 系统输出的主控制台将是内核参数中列出的最后一个控制台。

在上面的示例中， 控制台 是主要的，串行控制台 是二级显示。这意味着来自

的消息不会转到串行控制台，因为它是辅助控制台，但是 和

将被发送到串行控制台。如果还需要在串行控制台上看到 消

息，那么应该交换控制台参数的顺序：

在文件末尾行增加 （ 中默认已有 ）

从其它电脑终端连接串口，配置 等工具查看串口输出信息。

⚫ 串口配置：

 修改 参数：



注：上面的每一行都应该只在 文件中出现一次。如果这行已经存

在，那么只需修改它，而不是增加第二个相同行，也就是说，只有一行

存在于文件中。

 备份并重新生成 文件：

⚫ 串口配置：

原来 的方法在 下仍然可以使用，但是需要在 之前提

前 已经存在的 。

但红帽更推荐使用 工具。

方法如下：



⚫ 串口配置

修改 配置：

注释掉 行及 行并增加如下两行

在 行增加如下

例如：

 下配置串口输出

使用“ ”组合键调出对话框，输入“ ”回车。



图 引导界面

高级选项设置中，勾选“调试”模式，“调试端口”和“波特率”配置为和 设置相同的

设置，确定。



图 引导高级选项

 验证串口是否配置正确

 使用串口转接线连接笔记本和服务器 管理口，笔记本上安装 打开

，配置串口连接。

图 配置串口一



图 配置串口二

 打开 ，可看到服务器输出的串口信息。

 配置

当系统异常无法正常响应用户键盘鼠标操作时，可以通过服务器 NMI 按钮强制触发一个不可

屏蔽中断，进入 dump 流程进行转储并自动重启恢复业务，同时产生转储日志以分析系统异

常的原因。NMI 功能需要与 dump 功能配合使用。 

、 下可直接触发 中断，而 系统要实现此功能，还需进行下述

配置步骤：

 编辑 ，增加如下内容

kernel.unknown_nmi_panic=1 

kernel.panic_on_unrecovered_nmi=1 



 执行 使配置生效。

 配置 系统魔术键

系统魔术键是一个 神奇的 按键组合，在任何时候，不管系统在做什么，处于何种状态，只要

你点击它，内核会立即响应魔术键指令。

键是确定机器真正在做什么的最佳 有时也是惟一 方法之一。当服务器出现 挂起 或

用于诊断难以捉摸的、短暂的、与内核相关的问题时非常有用。因为启用 为具有物理

控制台访问权限的人提供了额外的能力，所以建议在没有排除问题的时候禁用它，或者确保

物理控制台访问得到适当的保护。

在测试 配置是否生效时，使用的 指令，也是需要

机制的支持才能使用。

 

 查看当前 状态。

 如果该值是 ，表示该特性未启用，需要修改为 。

下面是 中的可用值说明：

 配置 生效。

⚫ 触发 需要在字符界面下通过组合键触发，图形界面下无法使用

⚫ 若键盘能够响应，也可以通过命令触发：

当触发 命令时，内核将把响应信息打印到 和系统控制台，这些信

息通常通过 记录到 ，但一般宕机时系统可能无法记录日志，这

种情况下，一般都建议使用串口输出收集数据。

对于[CommandKey]，SysRq 常用的 events 有如下： 

m - dump information about memory allocation 

w - dumps tasks that are in uninterruptable (blocked) state 

t - dump thread state information 



p - dump current CPU registers and flags 

c - intentionally crash the system 

s - immediately sync all mounted filesystems 

u - immediately remount all filesystems read-only 

b - immediately reboot the machine 

o - immediately power off the machine (if configured and supported) 

f - start the Out Of Memory Killer (OOM) 

前 项： 、 、 、 、 也是 系统宕机时常用的收集系统状态时的按键；

例如：触发系统 ，并收集 ，运行如下组合键 ：通过系统提前

做好的 的配置将内存信息导出生成 文件。

 修改 系统日志打印级别

内核使用日志级别来确定消息的重要性，并通过将其打印到当前控制台 其中控制台也可以是

串口甚至是打印机 来决定是否应该立即将消息呈现给用户。

为此，内核将消息的日志级别与 一个内核变量 进行比较，如果优先级高

于 即一个较低的值 ，则消息将被打印到当前控制台。

 查询 日志级别。

在 执行 命令，返回信息中 表示 日志级别：

3 4 1 7 

 修改 日志级别。

该方法只对当次运行有效， 重启后 日志级别恢复为配置文件定义的级别。在

下执行 命令， 表示要设置的 日志级别，相

关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 日志级别

级别 对应内核日志级别 说明

紧急消息。系统崩溃之前提示，表示系统已可用

不

报告消息。表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临界消息。通常涉及严重的硬件或软件操作失败

错误消息。串口日志的默认级别。驱动程序常

用 来报告硬件的错误。

警告消息。对可能出现问题的情况进行警告

正常但又重要的消息。用于提醒，常用于与安全

相关的消息

提示消息。如驱动程序启动时，打印硬件消息

调试消息。设置此级别会打印所有日志消息

 关闭屏幕保护功能

在不方便重启 OS 配置串口输出的情况下，通过 BMC 提供的远程虚拟控制台将 OS 切换至命

令行状态，并关闭屏幕保护功能，能够在系统完全崩溃的情况下抓到最后一屏信息，为定位

系统崩溃原因提供有利条件。

下面以 为例说明配置方法，不同版本的 在远程虚拟控制台上切换命令行和图形

界面的组合键略有差别。

 使用 切换到命令行界面，在命令行下输入

 关闭屏幕保护功能后，远程虚拟控制台停留在命令行界面。

此时如果系统崩溃，最后一屏信息将抓取系统在命令行下打印的临终信息。

在远程控制台上输入组合键 ，可由命令行界面切换至图形界面，返回图形界面

后，关闭屏保功能将失效。

 下定位工具部署及验证流程

操作系统安装完毕后，请按照如下顺序配置定位工具。 

部署内存转储工具

需要重启 OS 生效，永久有效。 

部署串口重定向

需要重启 OS 生效，永久有效。 

部署 。



配置后立即生效，永久有效，与 kdump 配合使用。 

部署魔术键

配置后立即生效，永久有效。 

修改日志级别

配置后立即生效，重启失效，请务必在完成其他配置重启后修改日志级别，同时请在问题

定位结束后修改回去。 

关闭屏幕保护

配置后立即生效，重启失效，请务必在完成其他配置后关闭屏幕保护。 

以上定位手段，除日志级别会更改会导致日志占用的磁盘空间变化外，其他定位手段对

系统的性能、稳定性、安全没有影响。 

 常见问题处理

 安装 操作系统时出现

问题现象：

安装 操作系统时出现如图所示报错信息提示，无法安装系统

 错误内容：

图 错误界面一



 错误内容：

图 错误界面二

 

原因分析：

安装操作系统的硬盘带有 信息，对操作系统安装产生影响。

解决办法：

 将硬盘进行低格后再安装操作系统。

 将硬盘原来 信息删除后再安装操作系统。

 在安装过程中报错

问题现象：

在安装过程包如下错误：



图 错误界面

原因分析：

这个问题是镜像中找不到安装所需要的文件，请确认下载的镜像完整度。

解决办法：

重新下载安装镜像，并校验镜像 值。

 安装 时报错

问题现象：

安装 的时候报错 （ ），无法继续安装系统。



图

原因分析：

当前服务器的 相应设备无法激活，系统尝试 但失败。

而 也是表明相关设备存在问题：

解决办法：

请检查相应的 设备，确认是否正常。

 安装 时进入 界面

问题现象：

通过 在 下刻录的 盘安装介质，安装 的时候报错进入

界面，无法继续安装系统 界面显示。



原因分析：

在 下写入 盘的安装文件路径，没有被 安装程序识别。

解决办法：

使用 官方推荐的 镜像制作工具 刻录安装

盘，下载地址：

参考 官方 镜像制作文档

：

https://github.com/FedoraQt/MediaWriter/releases
https://access.redhat.com/documentation/en-us/red_hat_enterprise_linux/7/html/installation_guide/sect-making-usb-media
https://access.redhat.com/documentation/en-us/red_hat_enterprise_linux/7/html/installation_guide/sect-making-usb-media
https://access.redhat.com/documentation/en-us/red_hat_enterprise_linux/7/html/installation_guide/sect-making-usb-media


 如何获取帮助

介绍在日常维护或故障处理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或者重大问题的时候获得浪潮技术有限公司

的技术支持的途径。

联系浪潮前准备

如何从网站获取帮助

 联系浪潮前准备

如果在日常维护或故障处理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或者重大问题的时候，请寻求浪潮公司的技

术支持。 

为了更好的解决故障，建议在寻求浪潮技术支持前做好如下准备： 

⚫ 收集必要的故障信息。

⚫ 收集的信息包括：系统日志、故障时间、出现故障时所作的操作步骤、服务器屏幕输出

现象等。 

⚫ 做好必要的调试准备。

在寻求浪潮技术支持时，浪潮技术支持工程师可能会协助您做一些操作，以进一步收集故障

信息或者直接排除故障，所以在寻求技术支持前请收集必要的故障信息，准备好各组件的备

件、螺丝刀、螺丝、串口线、网线等可能使用到的物品。 

 如何从网站获取帮助

浪潮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办事处、公司二级技术支持体系、电话技术指导、远程支持及现场技

术支持等方式向用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支持。



附录

术语

缩略语

 术语

：

浪潮开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服务器智能管理系统，采用多项创新技术，为服务

器提供全面的精细化管控。支持 、 、 等多种业界标准协议，实现

对服务器硬件的可靠性、可用性，及可服务性管理。

重定向：

用户可以基于自身 策略的需要，重新指定报文的转发端口。

串口：

串行端口，一个输入 输出端口（通道），它可以以每次一位的方式从计算机的 或

通信设备上接收数据或是向它们发送数据。串行端口用于串行数据通信以及许多外围设

备的接口，如：鼠标和打印机。

服务器：

服务器是在网络环境中为客户（ ）提供各种服务的特殊计算机。

地址：

一种 位（四字节）的二进制数码，它唯一标识一台连入因特网的主机（计算机），

与因特网上其他主机相区分，其目的在于以包传送的形式进行通信。 地址以 点分 的

形式表示以四个字节的十进制数字组成，以句点分隔（例如， ）。 地址的

第一个字节、第二个字节或第三个字节标明主机连入的网络；剩余的位表明主机本身。

接口：

接口指服务器系统与网络中的其它设备交换数据并通过它相互作用的部分，其功能就是

完成服务器与其它网络设备的数据交换，例如 接口。

静态 地址：

静态 地址是相对于动态 地址而言的，指由当地网管中心统一为用户分配的 地

址，其它用户可以通过该 地址访问到该用户所在的主机。

局域网：



由处于同一建筑或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个人计算机和工作站相连接而组成的网络，具有

高速和低错误率的特点， 、 、令牌环是 的三种主要实现技术。

：

所有服务器提供公共的显示器、键盘和鼠标。

终端：

只有键盘和显示器没有磁盘驱动器，可以通过串口与其它设备连接。

主机：

网络上允许众多用户同时访问的计算机。

 缩略语

： 基本输入 输出系统

： 基板管理控制器

： 中央处理器

： 多重操作系统启动管理器

： 运行环境

： 键盘，显示器，鼠标三合一

： 局域网

： 不可屏蔽中断

： 操作系统

： 个人电脑

： 独立磁盘冗余阵列

： 插座

： 串行连接的

： 串口重定向

： 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

： 通用串行总线

： 视频图像阵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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