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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摘要

本手册介绍本服务器的网卡固件升级等与维护工作密切相关的内容。

目标受众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以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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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在您正式使用本指导手册之前，请您先阅读以下声明。只有您阅读了以下声明并且

同意以下各条款后，方可正式开始使用本指导手册；如果您对以下条款有任何疑问，

请和您的供货商联系或直接与我们联系。如您未向我们就以下条款提出疑问，则是

默认您已经同意了以下各条款。

 我们提醒您特别注意：在使用过程中，注意对您的数据进行必要的备份。在任何时

候，除了我们提示您可以修改的参数以外，您不要修改网卡 中的任何其他参数。

 在您使用的存储系统出现任何硬件故障或您希望对硬件进行任何升级时，请您将机

器的详细硬件配置反映给我们的客户服务中心；您不要自行拆卸存储系统机箱及机

箱内任何硬件设备。

 此为 级产品，在生活环境中，该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可

能需要用户对其干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本手册中名称版权归产品的相应公司拥有。

 以上声明中，“我们”指代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对以上声明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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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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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刷新

内容刷新

章节“ 升级准备”内容更新

格式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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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准备

 升级前检查

升级操作前，请技术支持工程师或者产品维护工程师确认需要升级 网卡的编码。

 获取升级包和文档

请联系浪潮客服人员，通过下述方法获取升级包和相关文档。

 登录浪潮 系统

（ ）。

 在网站首页搜索框输入网卡编码。

 找到网卡编码对应的 文件并下载， 中包含网卡 文件，刷新工具和此网卡的刷

新说明文档。

 检验软件包完整性

下载 中有相应刷新文件的 值，可以使用 自带的 校验工具算出的 值

与发布 中 值进行比对，如果一致，说明是同一文件，则可更新使用；如不一致，则

不可以使用。



 升级网卡固件

 升级 芯片网卡

 操作场景

芯片网卡的 已集成到工具包中，此处介绍使用工具包中工具，在

下升级 芯片网卡 的具体方法。

表格 芯片网卡兼容明细

编码 下升级

单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单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在 下升级完成后需要关机并断电服务器，以确保网卡 完全生效，此过程会

导致业务的中断。

 升级过程中操作系统请勿下电，且除了升级指导内的操作，不要对其他配置进行修改。

 必备事项

 前提条件

 安装 芯片网卡的服务器已上电。

 服务器安装 操作系统，例如： 。

 软件

已下载工具包并解压，将解压得到的文件拷贝到服务器 中。通常包含

、 、 、 、 和

六个文件。



 操作步骤

 停止客户业务，将刷新工具和刷新文件拷贝到服务器上。

 进到 文件及工具所在的目录下，给文件加权限，并执行安装命令；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安装工具。

 执行“ ”，回车。本例中可以看到网卡的 号为 。

图 刷新界面

 执行“ ”，回车。本例看到的 ，是同一

张网卡的两个 ，其中 号任意输入一个就可以，本例输入为 。



图 刷新界面

 刷新过程中会看到“ ”的提示，即为 刷新

成功。

 下面刷新 版本，执行“ ”，回车。

图 刷新界面

 执行“ ”，回车。



图 刷新界面

 刷新完成后，看到“ ”即为 刷新成功。

 关机断电后，插上电源并开机进入系统。

 执行“ ”（ 是系统下网口号），回车，查看 版本是否符合

要求。

图 刷新界面



 升级 芯片网卡

 操作场景

芯片网卡的 已集成到工具包中，此处介绍使用工具包中工具，在

下升级 芯片网卡 的具体方法。

表格 芯片网卡兼容明细

编码 下升级

双口 电口卡

四口 电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四口 光口卡

双口 电口卡

四口 电口卡

 在 下升级完成后需要关机并断电服务器，以确保网卡 完全生效，此过程会

导致业务的中断。

 升级过程中操作系统请勿下电，且除了升级指导内的操作，不要对其他配置进行修改。

 必备事项

 前提条件

 安装 芯片网卡的服务器已上电。

 服务器安装 操作系统，例如： 。

 软件

已下载工具包并解压，将解压得到的文件拷贝到服务器 中。通常包含

， ， ， ， 和

六个文件。

 操作步骤

 停止客户业务，将刷新工具和刷新文件拷贝到服务器上。



 进到 文件及工具所在的目录下，给文件加权限，并执行安装命令；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安装工具。

 执行“ ”，回车。本例中可以看到网卡的 号为 。

图 刷新界面

 执行“ ”，回车。本例看到的 ，是同一

张网卡的两个 ，其中 号任意输入一个就可以，本例输入为 。



图 刷新界面

 刷新过程中会看到“ ”的提示，即为 刷新

成功。

 下面刷新 版本，执行“ ”，回车。

图 刷新界面

 执行“ ”，回车。



图 刷新界面

 刷新完成后，看到“ ”即为 刷新成功。

 关机断电后，插上电源并开机进入系统。

 执行“ ”（ 是系统下网口号），回车，查看 版本是否符合

要求。

图 刷新界面

 升级 芯片网卡

 操作场景

芯片网卡的 已集成到工具包中，此处介绍使用工具包中工具，在



下升级 芯片网卡 的具体方法。

表格 芯片网卡兼容明细

编码 下升级

双口 电口卡

双口 电口卡

 在 下升级完成后需要关机并断电服务器，以确保网卡 完全生效，此过程会

导致业务的中断。

 升级过程中操作系统请勿下电，且除了升级指导内的操作，不要对其他配置进行修改。

 必备事项

 前提条件

 安装 芯片网卡的服务器已上电。

 服务器安装 操作系统，例如： 。

 软件

已下载工具包并解压，将解压得到的文件拷贝到服务器 中。通常包含

、 、 和 四个文件。

 操作步骤

 停止客户业务，将刷新工具和刷新文件拷贝到服务器上。

 进到 文件及工具所在的目录下，给文件加权限，并执行安装命令；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安装工具。

 执行“ ”，回车。本例中可以看到网卡的 号为 。



图 刷新界面

 执行“ ”，回车。本例看到的

，是同一张网卡的两个 ，其中 号任意输入一个就可以，本例输入为 。

图 刷新界面

 刷新过程中会看到“ ”的提示，即为

刷新成功。

 关机断电后，插上电源并开机进入系统。

 执行“ ”（ 是系统下网口号），回车，查看 版本是否符合

要求。



图 刷新界面

 升级 芯片网卡

 操作场景

芯片网卡的 已集成到工具包中，此处介绍使用工具包中工具，在

下升级 芯片网卡 的具体方法。

表格 芯片网卡兼容明细

编码 下升级

双口 光口卡

四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在 下升级完成后需要关机并断电服务器，以确保网卡 完全生效，此过程会

导致业务的中断。

 升级过程中操作系统请勿下电，且除了升级指导内的操作，不要对其他配置进行修改。



 必备事项

 前提条件

 安装 芯片网卡的服务器已上电。

 服务器安装 操作系统，例如： 。

 软件

已下载工具包并解压，将解压得到的文件拷贝到服务器 中。通常包含

、 、 和

四个文件。

 操作步骤

 停止客户业务，将刷新工具和刷新文件拷贝到服务器上。

 进到 文件及工具所在的目录下，给文件加权限，并执行安装命令；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安装工具。

 执行“ ”，回车。本例中可以看到网卡的 号为 。

图 刷新界面



 执行“ ”，回

车。本例看到的 ，是同一张网卡的两个 ，其中 号任意输入一个就可以，本

例输入为 。

图 刷新界面

 刷新过程中会看到“ ”的提示，即为

刷新成功。

 关机断电后，插上电源并开机进入系统。

 执行“ ”（ 是系统下网口号），回车，查看 版本是否符合

要求。

图 刷新界面



 升级 芯片网卡

 操作场景

芯片网卡的 已集成到工具包中，此处介绍使用工具包中工具，在

下升级 芯片网卡 的具体方法。

表格 芯片网卡兼容明细

编码 下升级

单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在 下升级完成后需要关机并断电服务器，以确保网卡 完全生效，此过程会

导致业务的中断。

 升级过程中操作系统请勿下电，且除了升级指导内的操作，不要对其他配置进行修改。

 必备事项

 前提条件

 安装 芯片网卡的服务器已上电。

 服务器安装 操作系统，例如： 。

 软件

已下载工具包并解压，将解压得到的文件拷贝到服务器 中。通常包含

、 、 和 四

个文件。

 操作步骤

 停止客户业务，将刷新工具和刷新文件拷贝到服务器上。

 进到 文件及工具所在的目录下，给文件加权限，并执行安装命令；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安装工具。

 执行“ ”，回车。本例中可以看到网卡的 号为 。

图 刷新界面

 执行“ ”，回车。

本例看到的 ，是同一张网卡的两个 ，其中 号任意输入一个就可以，本例输

入为 。

图 刷新界面

 刷新过程中会看到“ ”的提示，即为

刷新成功。

 关机断电后，插上电源并开机进入系统。



 执行“ ”（ 是系统下网口号），回车，查看 版本是否符合

要求。

图 刷新界面

 升级 芯片网卡

 操作场景

芯片网卡的 已集成到工具包中，此处介绍使用工具包中工具，在

下升级 芯片网卡 的具体方法。

表格 芯片网卡兼容明细

编码 下升级

单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在 下升级完成后需要关机并断电服务器，以确保网卡 完全生效，此过程会

导致业务的中断。

 升级过程中操作系统请勿下电，且除了升级指导内的操作，不要对其他配置进行修改。



 必备事项

 前提条件

 安装 芯片网卡的服务器已上电。

 服务器安装 操作系统，例如： 。

 软件

已下载工具包并解压，将解压得到的文件拷贝到服务器 中。通常包含

、 、 和 四个

文件。

 操作步骤

 停止客户业务，将刷新工具和刷新文件拷贝到服务器上。

 进到 文件及工具所在的目录下，给文件加权限，并执行安装命令；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给 工具加权限。

 执行“ ”，回车，安装工具。

 执行“ ”，回车。本例中可以看到网卡的 号为 。

图 刷新界面



 执行“ ”，回车。本

例看到的 ，是同一张网卡的两个 ，其中 号任意输入一个就可以，本例输入

为 。

图 刷新界面

 刷新过程中会看到“ ”的提示，即为

刷新成功。

 关机断电后，插上电源并开机进入系统。

 执行“ ”（ 是系统下网口号），回车，查看 版本是否符合

要求。

图 刷新界面



 升级 芯片网卡

 操作场景

芯片网卡的 已集成到工具包中，此处介绍使用工具包中工具，在

下升级 芯片网卡 的具体方法。

表格 芯片网卡兼容明细

编码 下升级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在 下升级完成后需要关机并断电服务器，以确保网卡 完全生效，此过程会

导致业务的中断。

 升级过程中操作系统请勿下电，且除了升级指导内的操作，不要对其他配置进行修改。

 必备事项

 前提条件

 安装 芯片网卡的服务器已上电。

 服务器安装 操作系统，例如： 。

 安装 芯片网卡的驱动，驱动名称 。

 软件

已下载工具包并解压，将解压得到的文件拷贝到服务器 中。通常包含

和 两个文件。

 操作步骤

 停止客户业务，将解压得到的文件拷贝到服务器上。

 安装驱动；



 执行“ ”，回车，解压压缩包。

 执行“ ”，回车，进入解压后的目录。

 执行“ ”，回车，安装编译驱动。

 执行“ ”，回车，加载新驱动。

 执行“ ”，回车，解压缩

文件。

 执行 ，回车，进入刷新工具目录。

图 刷新界面

 执行 ，回车。

可以无交互式刷新，适合产线自动化刷新 。



图 刷新界面

 若输入 ，则批量刷新网卡 。 

若输入上图中对应的网卡序号如 ，则单张刷新该卡 。

图 刷新界面



 关机断电后，插上电源并开机进入系统。

 执行“ ”（ 是系统下网口号），回车，查看 版本是否符合

要求。

图 刷新界面

 升级 芯片网

卡

 操作场景

芯片网卡的 已集成到工具包中，此处介绍使

用工具包中工具，在 下升级 芯片网卡

的具体方法（ 芯片的网卡包含 ，

规格，刷新方法一样，以 规格为例说明）。

表格 ， ， 芯片网卡兼容明细

编码 下升级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编码 下升级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使用 下工具升级需要重启服务器，此过程会导致业务的中断。

 升级过程中操作系统请勿下电，且除了升级指导内的操作，不要对其他配置进行修改。

 必备事项

 前提条件

 安装 芯片网卡的服务器已上电。

 服务器安装 操作系统，例如： 。

 软件

已下载工具包并解压，将得到的文件拷贝到 的系统下。通常包含

， 两个文件。



 操作步骤

 停止客户业务，在 系统下，将 ，

文件复制到一个文件夹下，首先安装工具；

 执行 ，回车，解压缩文件。

 执行 ，回车，进入文件所在目录。

 执行 ，回车，安装工具。

图 刷新界面

 进入 所在文件夹，执行如下操作：

 执行 ，回车，运行工具。

 执行 ，回车，显示 为 。

 可以看到类似如下图片，然后执行刷新指令。

图 刷新界面

 执行 ，回车。



 其中 为 指令中看到的 的描

述， 为之前的文件

。

图 刷新界面

 刷新过程中会看到“ ”，刷新成功后会有“ ”的提

示；

 刷新完 后，会对 和 设置为 。

 执行

，回车。

 执行 ，回车。

图 刷新界面



 刷新完毕后， 系统并重新进入系统。

 使用 指令查看网卡 信息，查看 版本是否符合要求。

图 刷新界面

 升级 ， 芯片网卡

 操作场景

， 芯片网卡的 已集成到工具包中，此处介绍使用工具

包中工具，在 下升级 ， 芯片网卡 的具体方法

（ ， 包含 ， ， ， 规格，刷新方法一样，以

规格为例说明）。

表格 ， 芯片网卡兼容明细

编码 下升级

双口 光口卡

单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单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双口 光口卡

单口 光口卡



 使用 下工具升级需要重启服务器，此过程会导致业务的中断。

 升级过程中操作系统请勿下电，且除了升级指导内的操作，不要对其他配置进行修改。

 必备事项

 前提条件

 安装 芯片网卡的服务器已上电。

 服务器安装 操作系统，例如： 。

 软件

已下载工具包并解压，将得到的文件拷贝到 的系统下。 文件和刷

新工具都包含在 这个文

件中。

 操作步骤

 停止客户业务，在 系统下，将

文件复制到一个文件夹

下；

 执行 ，

回车，解压缩文档。

 执行 ，回车，进入文

档目录。

 执行 ，回车，进行刷新，刷新完成后显示 ，如下图。

图 刷新界面



 刷新完毕后， 系统并重新进入系统。

 再次进入 ，使用 指令查看网卡 信息。

图 刷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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