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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持的存储系统
这些安装说明适用于基于 HP ProLiant DL380p Gen8 服
务器平台的 HP 3PAR StoreServ File Controller。
有关详细信息和规格，请参阅位于以下网址的 HP 3PAR
StoreServ File Controller 简要说明：
http://www.hp.com/go/3PARStoreServ
有关 HP ProLiant Gen8 服务器的一般信息，请访问：
http://www.hp.com/go/proliantgen8/docs

重要信息： 存储系统中包含 HP 存储系统恢复
DVD。此 DVD 用于将系统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
请妥善保管此 DVD。

所有系统都预装并激活了 Microsoft Windows Storage
Server 2012 Standard Edition 操作系统。

记录网络信息
继续进行系统安装和配置之前，必须确保可用的网络信
息正确无误。可能需要预先安排 DNS 信息。请联系系
统管理员，以便清楚了解网络配置要求。

重要信息： 将 3PAR StoreServ 系统节点加入
Active Directory 域之前，请确保每个节点与域控
制器之间都存在网络连接。

HP 3PAR StoreServ File Controller 至少需要 6 个 IP 地
址。 这些地址可以静态分配或由 DHCP 服务器分配，
也可以同时采用这两种分配方式。如果使用的是静态寻
址，或者 DHCP 服务器无法自动更新 DNS，请确保已
在 DNS 服务器中预先安排了正向和反向 DNS 信息（A
和 PTR 记录）。
根据系统配置，使用表 1 （第 1 页）或表 2
（第 1 页）记录网络信息，然后再继续进行系统设
置。

表 1 网络信息（群集系统）

IP 地址
完全限定的 DNS 名
称 (FQDN)网络设备

节点 1 iLO

节点 2 iLO

节点 1

节点 2

群集

第一个文件服务器

表 2 网络信息（独立系统）

IP 地址
完全限定的 DNS 名
称 (FQDN)网络设备

系统

iLO

受限制的 Active Directory 环境
如果 3PAR StoreServ 系统位于受限制的 Active Directory
环境中，则可能需要预先安排 Active Directory 对象或
某些管理权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 Microsoft
文章：

• How to Create a Cluster in a Restrictive Active
Directory environment（如何在受限制的 Active
Directory 环境中创建群集）

• 故障转移群集循序渐进指南：在 Active Directory
中配置帐户

验证网络信息
确认 IP 地址和名称尚未使用。
根据配置，完成表 3 （第 1 页）或表 4 （第 1 页）
中的测试，以验证网络连通性。向网络管理员咨询以确
认测试结果。

表 3 验证测试（群集系统）

是否成
功？

要执行的命令测试
（是/
否）

ping <node 2 address>从节点 1 Ping 节点
2 的 IP 地址。

ping <node 2 name>

ping <node 2 fqdn>

从节点 1 Ping 节点
2 的名称。

ping <node 1>从节点 2 Ping 节点
1 的 IP 地址。

ping <node1 name>

ping <node1 fqdn>

从节点 2 Ping 节点
1 的名称。

nslookup <node 1
address>

nslookup <node 1 name>

验证节点 1 的正向
和反向 DNS 信息
是否正确。

nslookup <node 1 fqdn>

nslookup <node 2
address>

nslookup <node 2 name>

验证节点 2 的正向
和反向 DNS 信息
是否正确。

nslookup <node 2 fqdn>

表 3 验证测试（群集系统） (续)
是否成
功？
（是/
否）要执行的命令测试

ping <domain controller
address>

ping <domain controller
name>

从节点 1 Ping 域控
制器。

ping <domain controller
fqdn>

ping <domain controller
address>

ping <domain controller
name>

从节点 2 Ping 域控
制器。

ping <domain controller
fqdn>

pingpath <domain
controller address>

pingpath <domain
controller name>

验证指向域控制器
和 DNS 服务器的
网络路径是否正
确。

pingpath <DNS server
address>（为每个 DNS 服务器
重复此操作）

pingpath <DNS server
name>（为每个 DNS 服务器重复
此操作）

表 4 验证测试（独立系统）

是否成
功？

要执行的命令测试
（是/
否）

ping <system address>从同一个网络上的
另一个系统 Ping
StoreEasy 系统的
IP 地址。

ping <system address>从 StoreEasy 系统
Ping 同一个网络上
另一个系统的 IP 地
址。

ping <node1 name>

ping <node1 fqdn>

从同一个网络上的
另一个系统 Ping
StoreEasy 系统的名
称。

ping <node1 name>

ping <node1 fqdn>

从 StoreEasy 系统
Ping 同一个网络上
另一个系统的名
称。

如果计划将 StoreEasy 系统添加到 Active Directory 域，则需要执
行一些附加测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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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验证测试（独立系统） (续)
是否成
功？
（是/
否）要执行的命令测试

ping <domain controller
address>

ping <domain controller
name>

从 StoreEasy 系统
Ping 域控制器。

pingpath <domain
controller address>

pingpath <domain
controller name>

验证指向域控制器
和 DNS 服务器的
网络路径是否正
确。

pingpath <DNS server
address>（为每个 DNS 服务器
重复此操作）

pingpath <DNS server
name>（为每个 DNS 服务器重复
此操作）

另外，验证 DNS 信息对群集和文件服务器是否有效。
HP 建议同时验证 iLO IP 地址和名称解析；但是，这对
群集和文件服务器所起的支持作用并不那么重要。

安装存储系统硬件
1. 按照滑轨工具包随附的《HP 机架滑轨工具包安装
说明》安装滑轨工具包。

2. 将存储系统安装到机架中。

3. 您可以将该产品部署为一个独立系统，或者使用多
个系统部署 Windows 故障转移群集。 如果您要设
置群集配置，则必须在服务器之间连接电缆，以便
完成初始安装。在图 1 中标注编号为 1 的端口之
间连接电缆，这样，您可随后在 HP 初始配置任务
(ICT) 窗口创建简单的双节点群集。如果要创建包
括两个以上节点的群集，您可以先创建双节点群
集，然后再添加更多节点。

图 1 连接服务器

访问存储系统
使用直接连接或远程管理方法连接到存储系统。

重要信息： 只能使用直接连接和远程管理访问
方法来安装存储系统。在存储系统安装过程完成
且指定服务器的 IP 地址后，即可使用远程桌面方
法来访问存储系统。

• 直接连接 - 如果网络没有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服务器，则必须使用此访问方法。按照以下顺序将
下列电缆连接至存储系统的后面板：键盘电缆、鼠
标电缆、网络电缆、显示器电缆和电源电缆。

注意： 存储系统不提供键盘、鼠标和显示
器。

• 远程管理 - 使用 Integrated Lights-Out (iLO) 远程管
理方法访问存储系统：

1. 将所需网络电缆连接到存储系统背面的网络适
配器端口。

2. 将网络电缆连接到存储系统背面的 iLO 端口。
3. 将电源电缆连接到存储系统。

4. 定位连接到存储系统的 iLO 网络设置标记，记
录默认用户名、密码和 DNS 名称。

5. 从远程计算机打开标准的 Web 浏览器，输入
存储系统的 iLO 管理主机名称。

注意： 默认情况下，iLO 从网络的
DHCP 服务器中获取管理 IP 地址和子网
掩码。在 iLO 标记上找到的主机名会自
动在网络的 DNS 服务器中进行注册。

6. 使用 iLO 网络设置标记上提供的默认用户信
息，登录到 iLO，然后启动到存储系统的远程
控制台。

有关每种访问方法的详细说明，请参阅可以在以下网址
（按产品名称）搜索的《HP 3PAR StoreServ File
Controller 管理员指南》或《HP iLO 4 用户指南》：
http://www.hp.com/support/manuals

开机和完成配置
1. 按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打开系统电源。如果使用

iLO，请单击远程控制台电源开关菜单下面的“瞬时
按钮”。

重要信息：  如果您部署的是一个群集，那
么只要与其中一个服务器交互。启动两个服
务器后，必须只能从一个服务器运行设置
Windows 向导和初始配置任务。

存储系统将启动并显示“设置 Windows”向导，而
您可以在此向导中选择语言和区域设置，并接受许
可协议。

2. 完成此向导后，您将需要确定是配置独立系统还是
双节点群集。单击“是”将系统配置为群集，或者单

击“否”将系统配置为独立服务器。存储系统安装过
程大概需要 10 到 15 分钟。

3.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服务器（如果要部署的是群
集，则重新启动多个服务器），此时您将自动以本
地管理员身份（使用默认的 Windows 管理员密码
(HPinvent!) 登录。如果部署的是群集，只能在
之前使用“设置 Windows”向导时所在的服务器上
继续操作。

HP 初始配置任务 (ICT) 窗口会在登录时自动启动。 所
显示的任务取决于您选择部署的是独立系统还是群集。
有关任何一个任务的更多信息，请单击 ICT 窗口中相应
任务组的帮助图标。

重要信息： HP 强烈建议您在使用群集时验证
您的配置。无论您要通过 ICT 还是通过故障转移
群集管理器创建群集，必须执行的第一个步骤都
是使用 Microsoft 群集验证工具验证您的配置。
如果选择跳过验证步骤，您依旧可以在群集创建
之后验证该群集。

规定信息
有关重要的安全、环境和法规信息，请参阅位于以下网
址的《适用于服务器、存储设备、电源、网络和机架产
品的安全与合规信息》：http://www.hp.com/support/
Safety-Compliance-EnterpriseProducts。

文档反馈
请将任何错误、建议或评论发送到“文档反
馈”(docsfeedback@h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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