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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始使用
VCEM Command Line 是一系列可执行文件，为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基础结构提
供了最常用管理操作所必需的工具。

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Command Line Interface (VCEMCLI) 是用于管理 Virtual
Connect 常用操作的方法之一。VCEM.CMD 可执行文件提供了故障切换管理功能。作为本发行版
的新增功能，在多个 Virtual Connect 服务器配置文件上执行脚本批量操作时，VCEMCLI.EXE 非
常有用。

VCEMCLI 先决条件
VCEMCLI 支持与 VCEM 相应发行版中相同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环境。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最新版本的《HP Insight Software 支持列表》。

安装 VCEMCLI
在 CMS 主机上安装 VCEM 时，将从 Insight Software 6.3 DVD 中自动安装 VCEMCLI。

删除 VCEMCLI
从 CMS 主机上删除 VCEM 时会将 VCEMCLI 一并删除。

工作流提示
本节可帮助您更有效地使用 VCEMCLI。

利用 VCEM Web 用户界面
VCEMCLI 是对 VCEM Web 用户界面的补充。Web UI 是在脚本开发过程中收集 VC 配置信息并
检查脚本执行结果的一种简单方法。

收集 VC 环境信息
使用 VCEMCLI 之前，请先收集以下信息；

• SIM 身份验证信息

• VC 域列表

• VC 域组列表

• VC 服务器配置文件列表（可通过 VCEMCLI -export profiles 命令获取）

• VC 网络列表

• VC 存储基础结构列表

• SAN 引导配置详细信息（如果有）

• 机箱列表以及机箱中包含的托架和服务器的列表

脚本开发注意事项
本节中的信息可帮助您就如何构建脚本做出重要决定。

选择存放脚本文件的位置

请不要将创建的脚本放在 VCEMCLI 安装目录中，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产品升级后无法正常工作。
请在 HP 安装目录树以外的单独目录中创建脚本。
请不要对 VCEMCLI 安装目录中的示例脚本进行更改，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产品升级后无法正常
工作。如果想要对示例脚本进行更改，可以将其复制到单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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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多个命令

如果将多个命令启动到 CMS，该系统上 CPU 和内存的资源消耗量都会快速增加。在某些时候，
这会带来超出该系统的能力以致无法接受更多作业并将其排队的风险。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HP 建议按这样一种方式来编码脚本：即能够对失败的作业提交进行处
理。然后，必须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尝试重新提交作业。

CMS 上的安全性
VCEMCLI 安装在 CMS 上。通过将其安装在 CMS 上，可以从 CMS 上已有的安全措施中受益。
代价是执行脚本会在 CMS 上产生额外负载。
HP 建议评估脚本在 CMS 上产生的负载量，然后根据情况安排脚本在暂停时执行或减少每次脚本
调用所产生的工作量。

身份验证

确定是用户名和口令身份验证还是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适合您的环境。有关身份验证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通过 VCEM 进行身份验证” （第 9 页）。

在脚本命令中使用延迟

请不要在紧凑循环中轮询结果。在脚本中插入延迟，从而使 CMS 有时间管理其他任务。在不采
用延迟的情况下在紧凑循环中轮询结果，可能导致 CMS 超负荷。

配置文件以及打开或关闭电源

将配置文件分配给一个包含服务器的托架时，要求关闭托架电源以完成分配。正常关机操作使服
务器上的操作系统有足够时间执行其正常关机过程。如果有一个进程未响应使得正常关机操作无
法继续执行，可能需要采取非法关机。如非绝对必要，请勿使用此方法，因为它可能导致受影响
的服务器上的数据丢失。相同的关机限制在取消分配或更新包含服务器的托架的配置文件时也适
用。

将脚本作为 Windows 调度任务运行
通过配置 Windows 任务调度程序来运行 VCEMCLI 脚本，可以对各项操作（例如重新引导服务
器）进行调度，使其在非工作时间内执行。使用任务将要运行的特定 VCEMCLI 脚本所对应的信
用凭证来配置调度任务。

将 VCMCLI 脚本与 VCEMCLI 脚本进行比较
对于两种 CLI 中常见的项目，VCEMCLI 使用的关键字名称与 VCMCLI 中的关键字名称相同。
VCEMCLI 关键字前面始终带短划线。这点与 VCMCLI 不同，VCMCLI 中是否需要短划线由特定
的关键字决定。VCEMCLI 中的名称值对以空格分隔，而 VCMCLI 中名称值对以等号 (=) 分隔。

脚本开发注意事项 7



2使用 VCEMCLI
可从 Windows 命令行或以 Windows 支持的任何脚本语言编写的脚本执行 VCEMCLI。

可执行文件
vcemcli.exe 可执行文件位于 HP VCEM 根安装目录\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CLI 目录中。
在 VCEM 安装过程中，会将包含 vcemcli.exe 的目录添加到 %PATH% 环境变量中。

环境变量
VCEMCLI 允许您通过 Windows 环境变量 (EV) VCEMCLI 控制其行为及常见选项。EV 的格式与
命令行完全相同。此 EV 中包含的任何参数都会附加到 vcemcli.exe 命令行提供的参数列表
中。如果命令行也提供了该 EV 中包含的某些参数，则忽略这些参数。

常见选项
VCEMCLI 命令行选项不区分大小写。命令行上显示的选项会覆盖 VCEMCLI 环境变量（如果已设
置）中包含的所有对应值。

表 1 显示了 vcemcli.exe 常见命令行选项及其说明。

表 1 常见选项

说明CLI 选项

设置为 SIM 身份验证的用户名。如果未指定用户名，
VCEMCLI 将使用当前用户的 Windows 用户名。

-user 用户名

通过 SIM 进行身份验证同时还提供了 –user 参数时使用
该命令。

-pw口令

用来与 SIM 服务器进行通信。如果未提供端口，则缺省端
口为 50001。仅当 SIM 环境更改为需要在其他端口上进
行 SOAP 连接时才需要使用此参数。

–port端口

包含 VCEMCLI 日志消息的文件。–logfile日志文件名

可以设置此项来控制 VCEMCLI 记录的信息量。可用级别
包括：“debug”、“info”、“warn”、“error”和“off”。

–loglevel级别

最大 VCEMCLI 日志文件大小（以 KB 为单位）。–logsize以 KB 为单位的大小

命令的缺省行为，用于阻止和等待相关作业或电源操作完
成，然后继续操作。–nb (non-block) 选项使正常阻止命令
在提交后立即返回。必须分别检查非阻止性作业或电源操
作的结果，以确定操作是否成功。

–nb

禁止从 VCEMCLI 产生输出。–silent

设置此项后，会指示 VCEMCLI 等待阻止命令的时间。–timeout 秒数

设置此项后，会指示 VCEMCLI 轮询 VCEM 的作业或电源
状态的频率。

-pollinginterval 秒数

在脚本中使用 VCEMCLI
下面的示例说明了如何使用 VCEMCLI 自动执行常见配置文件管理任务。此示例：
• 打开机箱中服务器的电源

• 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

• 为服务器配置文件添加和编辑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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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服务器配置文件指定给包含服务器的托架

@echo off
set CLI=vcemcli.exe
set VCDG=OA-78-VCDG
set NEWNET=NET2
set MAXPROFILES=5
set MAXBAYS=16
set ENCLNAME=OA-78
set VCEMCLI=-logfile c:\demo.log
echo Turn on all servers in enclosure %ENCLNAME% --------------------------------------------
for /L %%I in (1,1,%MAXBAYS%) DO (

%CLI% -show power-status -enclosureName %ENCLNAME% -bayname %%I
if ERRORLEVEL 240 (

echo There is no server in bay %%I
) else (

if ERRORLEVEL 1 (
echo Server in bay %%I is already on

) else (
echo Turning on server in bay %%I
%CLI% -poweron devicebay -enclosureName %ENCLNAME% -bayname %%I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HANDLER

)
)

)
echo Creating %MAXPROFILES% profiles -------------------------------------------------------
for /L %%I in (1,1,%MAXPROFILES%) DO (

echo Creating profile %%I of %MAXPROFILES%
%CLI% -add profile -vcdomaingroup %VCDG% -profilename PROFILE-%%I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HANDLER

)

echo Profile creation complete - adding network connections --------------------------------
for /L %%I in (1,1,%MAXPROFILES%) DO (

echo Adding enet connection to PROFILE-%%I
%CLI% -add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I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HANDLER

)

echo Add network connection complete - Update network connections --------------------------
for /L %%I in (1,1,%MAXPROFILES%) DO (

echo Assigning enet connection %NEWNET% to port 3 of PROFILE-%%I
%CLI% -set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I -network %NEWNET% -portnumber 3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HANDLER

)

echo Assign the profiles to bays that have servers present ---------------------------------
for /L %%I in (1,1,%MAXPROFILES%) DO (

::Turn off the server in the target bay ONLY if a server is present
%CLI% -show power-status -enclosureName %ENCLNAME% -bayname %%I
if ERRORLEVEL 240 (

echo There is no server in bay %%I - skipping profile assignment
) else (

if ERRORLEVEL 1 (
echo ------------------------------------------
echo Turning off server in bay %%I
%CLI% -poweroff devicebay -enclosureName %ENCLNAME% -bayname %%I -forceOnTimeout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HANDLER

)
echo ------------------------------------------
echo The server in bay %%I is off. Assigning profile PROFILE-%%I
%CLI% -assign profile -profilename PROFILE-%%I -enclosureName %ENCLNAME% -bayname %%I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HANDLER

)
)
goto END

:ERRORHANDLER
echo Error processing last command. ERRORLEVEL = %ERRORLEVEL%

:END
exit /b %ERRORLEVEL%

通过 VCEM 进行身份验证
VCEMCLI 支持两种类型的身份验证：

• 基于 SIM 证书（仅限管理员）：如果 VCEMCLI 用户以本地管理员的身份登录，则无需信用
凭证就可以执行命令。这是建议的身份验证方法。

通过 VCEM 进行身份验证 9



• 用户名和口令信用凭证对：如果不是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则必须提供用户名和口令信用凭证
对。如果只提供了口令参数，VCEMCLI 将使用当前 Windows 用户的用户名进行验证。

用户名和口令登录
登录时需要提供设置的用户名和口令信用凭证，它们将传递到 VCEM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在
这种情况下，当提供的信用凭证经过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验证后，即可成功登录。如果登
录尝试未成功，将报告指示登录失败的错误消息。

用户名和口令身份验证配置简单，易用于测试脚本，并且较适合与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BAC)
一起使用。必须在脚本运行时收集用户名和口令信息，或者必须在您的环境中定义足够安全的机
制来存储用户名和密码，以便脚本在执行时可使用该信息。

无口令登录
如果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CMS，可能无需提供信用凭证便可执行 VCEMCLI。此方法将使用只有
CMS 管理员才能使用的预先安装的身份验证证书。HP 建议执行 VCEMCLI 时采用此方法，因为
无需提供口令作为命令行中的参数。

会话生命周期
VCEM CLI 登录会话会在单个命令执行时保持活动状态。无论命令是否成功执行，执行完后 CLI
都会自动注销 VCEM 服务器。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BAC)
通过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可以指定能够处理的操作和资源。

RBAC 详细信息
VCEM 提供了下面几种基于角色的用户类型。根据所涉及的资源和所调用的读取或写入操作，各
VCEMCLI 命令需要不同的访问权限。将根据 VCEMCLI 使用的信用凭证来确定访问权限。

• VCEM 管理员 — 管理所有 VCEM 资源。允许对所有资源执行任意操作。

• VCEM 域组管理员 — 管理一个或多个 VC 域组中的 VC 域和服务器配置文件。

• VCEM 域组受限操作员 — 除了创建、编辑和删除服务器配置文件外，管理的任务与 VCEM
域组操作员的相同。

• VCEM 域组操作员 — 管理一个或多个 VC 域组中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 VCEM 用户（只读） — 对所有 VCEM 资源都具有只读访问权限。
表 2 列出了命令行选项及可以使用命令的基于角色的访问权限。

表 2 RBAC 权限

VCEM 用户
（只读）

VCEM
组受限
操作员

VCEM 组操
作员

VCEM 组
管理员

VCEM 管理
员命令行选项

xxx-add profile

xxx-set profile

xxxx-assign profile

xxxx-unassign profile

xxx-add enet-connection

xxx-set enet-connection

xxx-remove enet-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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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RBAC 权限 (续)

VCEM 用户
（只读）

VCEM
组受限
操作员

VCEM 组操
作员

VCEM 组
管理员

VCEM 管理
员命令行选项

xxx-add fc-connection

xxx-set fc-connection

xxx-remove fc-connection

xxx-add fcoe-connection

xxx-set fcoe-connection

xxx-remove fcoe-connection

xxx-add iscsi-connection

xxx-set iscsi-connection

xxx-remove iscsi-connection

xxx-add server-port-map

xxx-set server-port-map

xxx-remove server-port-map

xxxx-poweroff enclosurename

xxxx-poweron enclosurename

xxxxx-show power-status

xxx-set iscsi-boot-param

xxx-remove iscsi-boot-param

xxxxx-show job

xxxxx-show version

VCEMCLI 的读取操作命令仅需要最低的 VCEM 权限，而写入操作则需要具有对受影响资源的完
整权限。可以从 System Insight Manager 的选项→安全性→用户和授权设置 VCEM 权限。如果不
满足最低 RBAC，VCEMCLI 将报告错误。错误消息将包含有关失败原因的说明。

RBAC 最佳做法
在将 VCEM 与上层管理器（例如 Logical Server Manager 或 Insight Dynamics-VSE）一起使用的
配置中，确保通过 VCEMCLI 调用的操作不会破坏上层管理器的功能。VCEM 用户界面检测到冲
突风险时会对管理员发出警告，而 VCEMCLI 没有此功能。有关哪些命令可能会对上层管理器造
成破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VCEM 命令” （第 17 页）。
可以使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对 SIM 进行配置，通过不允许对可能会破坏上层管理器的资源进行
更改来防止 VCEM 和上层管理器之间发生冲突。
要防止发生冲突，请执行以下操作：

• 为 VCEM 和 VCEMCLI 定义特定的 SIM 用户。

• 为上层管理器定义其他 SIM 用户。

• 如果需要，可以删除 VCEM 用户的角色，以免与上层管理器发生冲突。

• 在 VC 域组上设置权限，只允许特定 SIM 用户对其进行访问。

• 确认脚本中指定了正确的用户名和口令信用凭证，确保只为它们授予了适当的权限级别。

• 确保在 CMS 上的脚本上设置了 NTFS 权限，以便只有授权运行这些脚本的 CMS 用户才能
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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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
VCEMCLI 提供了最常用的配置文件操作，包括：

• 服务器配置文件创建或更新

• 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或取消分配

有关服务器配置文件及可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6.3 User Guide》

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

服务器配置文件在多步操作中进行定义，可减少单个 VCEMCLI 命令中需要的参数个数。在第一
步中，将创建未分配且具有缺省连接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对同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的后续 VCEMCLI
操作将定义其他网络和 SAN 连接。
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只需提供两个必需的属性：

• 配置文件名称

• 配置文件所属的 VC 域组
配置文件名称必须唯一，长度必须少于 64 个字符且仅包含字母数字字符、连字符和下划线。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add profile” （第 17 页）。
创建好配置文件后，可以根据需要添加连接：

• 对于网络连接，请参见 –add enet-connection 命令。

• 对于 iSCSI 连接，请参见 –add iscsi-connection 命令。

• 对于 FC 连接，请参见 –add fc-connection 命令。

• 对于 FCoE 连接，请参见 –add fcoe-connection 命令。
创建好配置文件并添加了必需的连接后，可以分配该配置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assign
profile” （第 20 页）。

删除服务器配置文件

此时，只能通过 VCEM UI 删除服务器配置文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6.3 User Guide》。

修改服务器配置文件

可以在配置文件创建后对其进行修改。下面是可选择用于修改配置文件的选项列表：

• 使用 -set profile 命令重命名配置文件

• 从下列网络选项中选择：

使用 -add enet-connection 命令添加网络。◦
◦ 使用 -set enet-connection 命令修改网络。

◦ 使用 -remove enet-connection 命令删除网络。

注意： 网络连接数最少为两个。无法删除这两个缺省的连接。添加网络连接时不得超过允
许的最大网络连接数。允许的最大网络连接数由 VC 固件模式决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6.3 User Guide》。

• 从下列 Flex-10 iSCSI 网络连接选项中选择：
使用 -add iscsi-connection 命令添加 Flex-10 iSCSI 网络连接。◦

◦ 使用 -set iscsi-connection 命令修改 Flex-10 iSCSI 网络连接。

◦ 使用 -remove iscsi-connection 命令删除 Flex-10 iSCSI 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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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可以删除所有的 iSCSI 连接。添加连接时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连接数。允许的最大
连接数由 VC 固件模式决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6.3 User Guide》。

• 从下列 FC 连接选项中选择：
使用 -add fc-connection 命令添加 FC SAN 连接。◦

◦ 使用 -set fc-connection 命令修改 FC SAN 连接。

◦ 使用 -remove fc-connection 命令删除 FC SAN 连接。

注意： 可以删除所有的 FC 连接。添加连接时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连接数。

• 使用 -set fc-connection 命令编辑光纤通道引导参数。

• 从下列 FCoE 连接选项中选择：
使用 -add FCoE-connection 命令添加 FCoE 连接。◦

◦ 使用 -set FCoE-connection 命令修改 FCoE 连接。

◦ 使用 -remove FCoE-connection 命令删除 FCoE 连接。

• 使用 -set FCoE-connection 命令编辑 FCoE 引导参数。

• 从下列 iSCSI 引导参数选项中选择：
使用 –set iscsi-boot-param 命令添加 iSCSI 引导参数。◦

◦ 使用 –set iscsi-boot-param 命令修改 iSCSI 引导参数。

◦ 使用 -remove iscsi-boot-param 命令删除 iSCSI 引导参数。无法在 iSCSI 连接上
添加两个以上引导参数。

注意： 无法在 iSCSI 连接上添加两个以上引导参数。

• 使用 –unassign profile 和 –assign profile 命令更改配置文件的托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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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作业详细信息

使用 –show job -jobid 命令可显示特定 VCEM 作业的详细信息。该命令会返回与作业当前
状态相对应的值。

以下列表显示了作业返回代码。

• COMPLETED (0) — 作业已完成。

• PENDING (10) — 作业正在等待运行。

• RUNNING (11) — 作业仍在运行。

• WARNING (12) — 作业已完成，但存在一些小错误。

• FAILED (13) — 作业失败。
作业详细信息示例：

Y:\>vcemcli -show job -jobid 10
Listing details for specified VCEM job...
Job ID         ： 10
Job Name: Delete Server Profile [SmokeTestProf]
Job Description: Delete Server Profile
       Job Type: MDM
      Job State: COMPLETED
   Job Progress: 100%, [Mon Dec 20 11:13:47], Delete Server Profile finished.
   Job Priority: 5
  Job User Name: VCEM-2K3-QA3\Administrator
Job Create Time: [Mon Dec 20 11:13:46]
 Job Start Time: [Mon Dec 20 11:13:46]
   Job End Time: [Mon Dec 20 11: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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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VCEMCLI 帮助
运行不带任何参数的 VCEMCLI 即可获得帮助信息。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vcemcli
GETTING STARTED: -help : displays a list of available commands and managed elements
-help : displays help on the specified item
------------------------------------------------------------------
Control commands
------------------------------------------------------------------
-logfile : The path to a logfile for VCEMCLI diagnostic logging
-loglevel : Controls the level of diagnostic logging
-logsize : The maximum size in KB of the VCEMCLI logfile
-nb : Return immediately without waiting for command results
-pollinginterval : How frequently VCEMCLI checks for results
-pw : The password to authenticate with the CMS
-serverport : The port number to use when contacting the CMS
-silent : Suppress output from VCEMCLI
-timeout : Number of seconds VCEMCLI waits for results of blocking commands
-user : The username to authenticate with the CMS

------------------------------------------------------------------
Subcommands
------------------------------------------------------------------
-add : Add a new object to the domain or to another object
-assign : Assign a server profile to a device bay
-export : Export VCEM information to a CSV file.
-help : Displays a list of available subcommands
-poweroff : Power off a bay in an enclosure
-poweron : Power on a bay in an enclosure
-remove : Remove or delete an existing object (networks, etc.)
-set : Modify one or more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of an object
-show : Display information about a job, bay power or VCEMCLI version
-unassign : Unassign a server profile from a device bay

------------------------------------------------------------------
Subcommand options
------------------------------------------------------------------
-authentication : Authentication method used by the initiator to login to the target.
-bayname : The name or number of the bay containing the server
-bootlun : The logical unit number (LUN) to use for SAN boot
-bootorder : Enables or disables iSCSI boot.
-bootport : The target WWPN for the SAN target
-bootpriority : Controls whether the HBA port is enabled for SAN boot
-connectionbay : The bay containing the Ethernet or SAN interface
-customspeed : The custom speed for the FCoE connection
-dhcpvendorid : String used to match the Vendor Class Id field in the DHCP offer packet.
-efistate : Specifies the presence of EFI state information
-enclosurename : The name the administrator has assigned to the VC enclosure
-exportfile : The name of a file to receive the exported VCEM information.
-fabric : The name of an existing SAN fabric to associate with the profile
-force : Forces an abrupt power off operation
-forceontimeout : Force a shutdown if normal shutdown doesn't complete in the specified timeout period
-gateway : Default IP route used by the iSCSI initiator.
-initiatorip : IP address used by the iSCSI initiator.
-initiatorname : Name used for the iSCSI initiator on the booting system.
-iscsibootparamdhcp : Allows iSCSI option ROM to retrieve iSCSI boot parameters from DHCP or static configuration.
-jobid : The VCEM jobid to report status on
-lun : The Logical Unit Number (LUN) of the Target identifies the volume to be accessed.
-mactypeoverride : Override VCEM MAC address and instead use the factory default
-mask : IP network mask used by the iSCSI initiator.
-mutualsecret : Mutual Secret password for authentication.
-mutualusername : Mutual username for authentication.
-name : The new name to be set on the profile
-network : An existing network name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rofile
-networkparamdhcp : Allows iSCSI option ROM to retrieve TCP/IP parameters from DHCP or static configuration.
-portnumber : An integer uniquely identifying network connections in the server profile
-poweronbay : Power the bay on after assigning the profile.
-profilename : The name of the profile to be managed
-pxe : Specifies preboot execution environment setting for the connection
-secret : Secret password for CHAP and authentication.
-sntypeoverride : Override the VCEM serial number and instead use the factory default
-speed : The speed for the connection
-speedtype : The speed setting for iSCSI, FCoE or Ethernet connections
-targetip : Primary IP address of the iSCSI target.
-targetip2 : Alternate target IP address for use if the primary port is unavailable.
-targetname : Name of the target from which to boot.
-targetport : The TCP port associated with the primary target IP address.
-targetport2 : The TCP port associated with the alternate target IP address.
-untagged : Controls whether the network handles untagged packets
-uplinkset : The name of the shared uplinkset
-username : Username for CHAP and authentication.
-vcdomaingroup : The name of the VCEM domain group for the profile
-vlanid : The vlanid to be used for the mapping.
-wwntypeoverride : Override VCEM WWN and instead use the factory default

------------------------------------------------------------------
Managed Elements
------------------------------------------------------------------
devicebay : Bay which can contain a Virtual Connect server.
enet-connection : Ethernet Network Connection
fc-connection : Fibre Channel SAN Fabric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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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oe-connection : FCoE Fabric Connections
iscsi-boot-param : iSCSI Boot Parameter information
iscsi-connection : iSCSI Network Connections
job : VCEM jobs
power-status : Bay power status
profile : Virtual Connect Server Profile
profiles : VCEMCLI profile export information
server-port-map : Shared Server Downlink Port Mapping Configuration
version : VCEMCLI Version Information

错误报告
所有 VCEMCLI 命令都可以报告错误。这些错误消息包含异常的文本说明以及代表相应异常的错
误代码的字符串格式数值。

VCEMCLI 根据命令是否成功来设置 DOS ERRORLEVEL 环境变量。成功表示为零 (0) 级。失败表
示为一 (1) 级或更高级别，具体的值与错误消息表中说明的错误相对应。
对于 -show 命令，ERRORLEVEL 环境变量设置为指示状态，而非指示错误条件。这样脚本就可
以针对作业或电源状态执行 -show 命令，然后根据 ERRORLEVEL 的值更改脚本的控制流。例
如：

for /L %%I in (1,1,%MAXBAYS%) DO (
%CLI% -show power-status -enclosureName %ENCLNAME% -bayname %%I
if ERRORLEVEL 240 (

echo There is no server in bay %%I
) else (

if ERRORLEVEL 1 (
echo Server in bay %%I is already on

) else (
echo Turning on server in bay %%I
%CLI% -poweron devicebay -enclosureName %ENCLNAME% -bayname %%I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HANDLER

)
)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错误消息或 System Insight Manager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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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 VCEM 命令
本章介绍 VCEMCLI 命令。

add profile
使用 -add profile 命令，可根据提供的服务器配置文件说明创建配置文件。

语法
-add profile <profileName>

-vcdomaingroup <vcDomainGroupName>
[-mactypeoverride <true|false>]
[-wwntypeoverride <true|false>]
[-sntypeoverride <true|false>]

参数

表 3 -add profile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新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的唯
一名称。

-profilename

x要添加配置文件的 VC 域组
的名称。

-vcdomaingroup

x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时，使
用出厂缺省的 MAC 地址，
而不是 VCEM 提供的以太网
连接设置。缺省值为
false。

-mactypeoverride

x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时，使
用出厂缺省的 WWN，而不
是 VCEM 提供的 FC SAN
连接设置。缺省值为
false。

-wwntypeoverride

x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时，使
用出厂缺省的序列号，而不
是 VCEM 提供的设置。缺省
值为 false。

-sntypeoverride

示例

• 使用缺省连接和 Virtual Connect 缺省序列号，创建一个新配置文件并将其添加到域：
vcemcli -add profile -profilename MyNewProfile –vcdomaingroup Group1

• 创建一个新配置文件并使用以太网连接的出厂缺省 MAC：
vcemcli -add profile -profilename MyNewProfile2 –mactypeoverride true –vcdomaingroup Group1

输出

该函数返回 add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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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此命令会创建未分配的新服务器配置文件。

VCEM 在空属性中填入缺省值。VCEM 根据与 -vcDomainGroup参数关联的值设置生成配置文
件（它在用于创建配置文件的所有必需属性中填入缺省值），该模板可以使用 VCEMCLI 命令行
中指定的值覆盖某些缺省值。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得非阻止性操作的作业状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服务器配置文件先决条件

服务器配置文件必须具有：

• 所有 VCEM 受管配置文件中的唯一名称

• 服务器配置文件将驻留的目标 VC 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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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profile
-set profile 命令修改现有服务器配置文件上的属性。

语法
-set profile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name <NewName>] [-efistate absent]

参数

表 4 -set profile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修改的配置文件的名称。-profilename

x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新名称。-name

x指定是否存在 EFI 状态信
息。

-efistate

输出

该函数返回 set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将配置文件从我的配置文件重命名为您的配置文件：

vcemcli -set profile -profilename 我的配置文件 –name 您的配置文件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小心： 如果在具有逻辑服务器管理器或上层管理器的环境中使用 VCEMCLI，则更新服务器配
置文件可能会使其与上层管理器不一致。HP 建议使用上层管理器更新服务器配置文件。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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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 profile
-assign profile 命令将 ProfileName 标识的配置文件分配给 BayName 指定的托架。

语法
-assign profile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enclosurename <enclosureName> -bayname <bayName> [-poweronbay]

参数

表 5 -assign profile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分配的服务器配置文件的
唯一名称。

-profilename

x要向其分配配置文件的包含
托架的机箱。

-enclosurename

x要向其分配配置文件的设备
托架。

注意： 要将配置文件分配
给多刀片式服务器，机箱名
称和托架名称必须是针对主
托架的。

-bayname

x分配完配置文件后打开服务
器电源。

-poweronbay

输出

该函数返回 assign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 将配置文件分配给机箱的设备托架 1：
vcemcli -assign profile -profilename MyProfile1 –enclosurename BigEnclosure –bayname 1

• 将配置文件分配给机箱内托架 5-8 中的多刀片式服务器：

注意： 请注意对于多刀片式服务器 5 号托架的使用。多刀片式服务器在机箱中占用多个插
槽。如果指定了多刀片式服务器左上象限部分所占用插槽以外的插槽，则操作会失败。

vcemcli -assign profile –profilename MyProfile1 –enclosurename enc0 –bayname 5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受限操作员

小心： 如果在具有逻辑服务器管理器或上层管理器的环境中使用 VCEMCLI，则分配服务器配
置文件可能会使其与上层管理器不一致。HP 建议使用上层管理器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

注释

可通过使用 –show job 命令执行 VCEMCLI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得非阻止性操作的作业状
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的系统页提供与图 1 “机箱名称”中红圈标示的名称类似的机箱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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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箱名称

托架名称是托架编号的字符串表示。第一个托架为“1”；第二个托架为“2”。对于双密度刀片式服
务器，1a 刀片式服务器的托架名称为“1a”，而 1b 刀片式服务器的托架名称为“1b”。如果为
VCEMCLI 提供了无效的机箱名称和托架名称，则会报错。

先决条件

向其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托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可将配置文件预先分配给空托架。如果托架具有服务器且电源状态为 on，则必须先断开电
源，然后才能启动配置文件操作。可通过在此操作之前执行 vcemcli -poweroff 命令来
实现。

• 所请求的托架必须与机箱相关联。

• 所请求的托架一定不能有服务器配置文件。

• 该托架必须属于服务器配置文件所属的 VC 域组。

• 该托架不是辅助托架。VCEM 目前不提供用来检测辅助托架或已加盖托架的方法。不能将服
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辅助托架或已加盖托架。如果尝试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辅助托架或
已加盖托架，VCEMCLI 会报错。

• 如果使用的是 BL890 多系统服务器，则目标托架必须是包含主刀片式服务器的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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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profiles
-export profiles 命令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导出成 CSV 文件以供外部工具使用。

语法
-export profiles –exportfile testfile.csv

参数

表 6 -export profiles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用于接收以 CSV 格式导出
的配置文件数据的文件的名
称。

-exportfile

示例

vcemcli -export profiles -exportfile MyProfiles.csv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用户

注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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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ssign profile
-unassign profile 命令取消分配选定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语法
-unassign profile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参数

表 7 -unassign profile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当前分配给设备托架的服务
器配置文件的名称。

-profilename

输出

该函数返回 unassign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从设备托架取消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

vcemcli -unassign profile -profilename MyProfile1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受限操作员

小心： 如果在具有逻辑服务器管理器或上层管理器的环境中使用 VCEMCLI，则取消分配服务
器配置文件可能会使其与上层管理器不一致。HP 建议使用上层管理器分配取消分配服务器配置
文件。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无论指定的托架中是否有服务器，都可以取消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如果托架中有服务器，必须
先断开该托架的电源，然后才能执行 -unassign profile 命令。取消分配的配置文件属于 VC
域组。

先决条件

• 配置文件必须存在且与某个托架相关联。

• 如果托架中包含服务器，必须先断开该托架的电源，然后才能取消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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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enet-connection
-add enet-connection 命令向 VC 域中的现有服务器配置文件添加新的以太网连接。

注意： 可向服务器配置文件添加的最大以太网连接数由 Virtual Connect 固件版本决定。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6.3 User Guide》。

语法
-add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network <NetworkName>]
[–pxe <enabled|disabled|usebios>]
[–speedtype <auto|preferred|custom>]
[–speed <speed>]

参数

表 8 -Add enet-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向其添加连接的现有配置
文件的名称。

-profilename

x与连接相关联的现有网络的
名称。如果网络名称未指定
或设置为 unassigned，该
网络将保持未分配状态并且
可在以后进行分配。

-network

x启用或禁用网络连接上的
PXE。如果未指定该值，则
缺省值为 Usebios。

注意： 每个配置文件中只
能有一个启用了 PXE 的连
接。

-pxe

x请求的服务器端口运行速
度。有效值包括 auto、
preferred 和 custom。
缺省值为 preferred。以
下列表说明了速度类型：

• Auto — 分配的最大端口
速度受到为网络配置的最
大速度的限制。

• Preferred — 网络速度和
与连接相关联的网络的首
选速度保持一致。

注意： 如果未配置首选
速度，则网络速度缺省为
auto。

• Custom — 从 100Mb 至
为网络配置的最大速度之
间以 100Mb 为增量配置
任意速度。

-speedtype

x

重要信息： 仅当速度类型
设置为 custom 时，才需要
-speed 参数。

用户定义的服务器端口速
度。有效值包括 100Mb 至
为网络配置的最大速度之间
以 100Mb 为增量的值。该
值必须是介于 100 与最大速
度之间的整数。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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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该函数返回 add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 向配置文件添加新的以太网连接：

vcemcli -add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NewProfile –network
SomeNetwork

• 添加新的以太网连接并启用 PXE：
vcemcli -add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NewProfile –network
SomeNetwork2 –pxe enabled

• 添加新的以太网连接并且使网络暂时保持未分配状态：

vcemcli -add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NewProfile

• 添加新的以太网连接并将速度设置为 Preferred：
vcemcli -add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 –network
MyNetwork –SpeedType Preferred

• 添加新的以太网连接并将速度设置为 2Gb：
vcemcli -add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 –network
MyNetwork –speedtype custom –speed 2000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VC 固件 2.x 及更早版本将以太网连接数限制为最多 32 个。该限制数在 VC 固件 3.0 版及更高
版本中增加到 12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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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enet-connection
-set enet-connection 命令修改服务器配置文件的以太网连接。

语法
-set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portnumber <Port>

[-network <NetworkName>]
[–pxe <enabled|disabled|usebios>]
[–speedtype <auto|preferred|custom>]
[–speed <speed>]

参数

表 9 -set enet-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包含要修改的连接的服务器
配置文件名称。

-profileName

x所修改的连接的端口号。-portnumber

x与连接相关联的以太网的名
称。仅适用于以太网连接。

-network

x启用或禁用连接上的 PXE。
有效值包括 enabled、
disabled 和 usebios。

注意： 每个配置文件中只
能有一个启用了 PXE 的连
接。

-pxe

x请求的服务器端口运行速
度。有效值包括 auto、
preferred 和 custom。
缺省值为 preferred。以
下列表说明了速度类型：

• Auto — 分配的最大端口
速度受到为网络配置的最
大速度的限制

• Preferred — 网络速度和
与连接相关联的网络的首
选速度保持一致。

注意： 如果未配置首选
速度，则网络速度缺省为
auto。

• Custom — 从 100Mb 至
为网络配置的最大速度之
间以 100Mb 为增量配置
任意速度。

-speedtype

x

重要信息： 仅当速度类型
设置为 custom 时，才需要
-speed 参数。

用户定义的服务器端口速
度。有效值包括 100Mb 至
为网络配置的最大速度之间
以 100Mb 为增量的值。该
值必须是介于 100 与最大速
度之间的整数。

-speed

输出

该函数返回 set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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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更改以太网连接的关联网络：

vcemcli -set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2 -portnumber 1
–network NewNetworkName

• 将以太网连接设置为 unassigned：
vcemcli -set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RedProfile1 -portnumber
1 –network ""

• 禁用以太网连接上的 PXE：
vcemcli -set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GreenProfile3 -portnumber
1 –pxe disabled

• 修改以太网连接，将速度设置为 preferred：
vcemcli -set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1 -portnumber 1
–speedtype preferred

• 修改以太网连接，将速度设置为 2Gb：
vcemcli -set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1 -portnumber 1
–speedtype custom –Speed 2000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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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enet-connection
-remove enet-connection 命令从现有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删除最后一个以太网连接。

语法
-remove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参数

表 10 -remove enet-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正在与以太网断开连接的配
置文件的名称。

-profilename

输出

该函数返回 remove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删除配置文件中的以太网连接：

vcemcli -remove enet-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28 使用 VCEM 命令



add fc-connection
-add fc-connection 命令向服务器配置文件添加新的 FC 连接。

语法
-add fc-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connectionbay <ConnectionBay>
[-fabric <FabricName>]
[-speed <auto|1Gb|2Gb|4Gb|8Gb|disabled>]

参数

表 11 -add fc-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向其添加新连接的现有配
置文件的名称。

-profilename

x连接的托架-connectionbay

x与连接相关联的现有基础结
构的名称。如果未指定基础
结构名称，则会将连接标记
为 unassigned，但与指定
托架相关联。

-fabric

x连接端口的端口速度。有效
值包括 auto、1Gb、2Gb、
4Gb、8Gb 和 disabled。
缺省端口速度为 auto。

注意： 对于 HP 4Gb
VC-FC 模块或 HP Virtual
Connect 4Gb FC 模块，支
持的速度值包括：auto、
1Gb、2Gb、4Gb 和
disabled。如果将该值设
置为 8Gb，则由 VC 自动协
商速度。

-speed

输出

该函数返回 add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 向配置文件添加新的 FC SAN 基础结构连接：
vcemcli -add fc-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NewProfile –connectionbay
5 –fabric SAN_5

• 添加新的 FC SAN 连接并配置端口速度：
vcemcli -add fc-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NewProfile –connectionbay
6 –fabric SomeFabric –speed 4Gb

• 添加新的 FC SAN 连接并使用下一个可用的基础结构：
vcemcli -add fc-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NewProfile –connectionbay
5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add fc-connection 29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VC 固件 3.0x 版及更早版本将 FC 连接数限制为每个 FC 互连托架有一个连接。在 VC 3.10 中，
如果使用多刀片式服务器，该限制数增加为每个刀片式服务器有一个连接。在 VC 固件 3.15 版
及更高版本中，对于任何服务器，每个互连托架最多可创建四个 FC 连接。
按照 FC 模块互连托架的位置顺序创建 FC 连接。如果互连托架中有两个 FC 模块（托架 5 和托
架 6），FC 连接的顺序将如表 12 中所示。

表 12 FC 模块互连托架位置

连接到端口

托架 51

托架 62

对于多刀片式服务器，该模式将根据刀片式服务器的数量重复出现。表 13 显示了四刀片式服务
器的 FC 连接。

表 13 四刀片式服务器 FC 模块互连托架位置

连接到端口

托架 51

托架 62

托架 53

托架 64

托架 55

托架 66

托架 57

托架 68

必须按顺序创建 FC 连接，否则会报告错误。确保为 fcConnection 选择的 fcFabric 已正确
映射到 FC 模块。例如，在多刀片式服务器环境中，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已包含端口 1 和端口 2。
尝试创建第三个端口时，请确保 connectionBay 为 5，并且使用托架 5 中的 FC 模块创建
fc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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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fc-connection
-set fc-connection 命令修改服务器配置文件的现有 FC 连接。

语法
-set fc-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portnumber <Port>
[-fabric <FabricName>]
[-speed <Auto|1Gb|2Gb|4Gb|8Gb|Disabled>]
[–bootpriority <priority>]
[–bootport <portName>]
[–bootlun <LUN>]

参数

表 14 -set fc-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包含要修改的连接的服务器
配置文件名称。

-profilename

x所修改的连接的端口号。-portnumber

x与连接相关联的现有基础结
构的名称。如果未指定基础
结构名称，则会将连接标记
为 Unassigned，但与指定
托架相关联。

-fabric

x连接端口的端口速度。有效
值包括 auto、1Gb、2Gb、
4Gb、8Gb 和 disabled。
缺省端口速度为 auto。

注意： 对于 HP 4Gb
VC-FC 模块或 HP Virtual
Connect 4Gb FC 模块，支
持的速度值包括：auto、
1Gb、2Gb、4Gb 和
disabled。如果将该值设
置为 8Gb，则由 VC 自动协
商速度。

-speed

x控制是否为 SAN 引导启用
FC HBA 端口以及是否影响
BIOS 引导顺序。有效值包
括：

• Usebios

• primary

• secondary

• disabled

每个 FC 连接只允许有一个
引导参数。

-boot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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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set fc-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续)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

重要信息： 仅当
-bootpriority 设置为
primary 或 secondary
时，才需要 -bootport 参
数。

光纤通道存储目标上控制器
接口的目标全球端口名称
(WWPN)。端口名为采用以
下格式的 64 位标识符：
NN:NN:NN:NN:NN:NN:NN:NN

指定的 N 代表十六进制数。

-bootport

重要信息： 仅当
-bootpriority 设置为
primary 或 secondary
时，才需要 -bootport 参
数。

SAN 引导所使用卷的逻辑单
元编号 (LUN)。有效值包括
0-255 之间的整数或 16 位
十六进制数（仅限
HP-UX）。

-bootlun

输出

该函数返回 set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 更改 FC SAN 基础结构连接的基础结构：
vcemcli -set fc-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1 -portnumber 2
–fabric SAN_5

• 将 FC SAN 基础结构连接设置为 unassigned：
vcemcli -set fc-connection -profilename RedProfile2 -portnumber 2
–fabric ""

• 更改 FC SAN 连接的 FC SAN 基础结构：
vcemcli -set fc-connection -profilename BlueProfile1 -portnumber 2
–fabric SAN_7

• 更改 FC SAN 连接的端口速度：
vcemcli -set fc-connection -profilename BlueProfile1 -portnumber 2
–speed 4Gb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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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fc-connection
-remove fc-connection 命令删除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最后一个 FC 连接。

语法
-remove fc-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参数

表 15 -remove fc-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从中删除最后一个 FC 连
接的现有配置文件的名称。

-profilename

输出

该函数返回 remove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删除配置文件中的 FC SAN 连接：
vcemcli -remove fc-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调用 –show job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

remove fc-connection 33



add fcoe-connection
-add fcoe-connection 命令向服务器配置文件添加新的 FCoE 连接。

语法
-add fcoe-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connectionbay <ConnectionBay>
[-fabric <FabricName>]
[-speedtype <1Gb|2Gb|4Gb|8Gb|custom|disabled>]
[-customspeed <100 — 10000>]

参数

表 16 -add fcoe-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向其添加新连接的现有配
置文件的名称。

-profilename

x连接的托架-connectionbay

x与连接相关联的现有基础结
构的名称。如果未指定基础
结构名称，则会将连接标记
为 unassigned，但与指定
托架相关联。

-fabric

x连接端口的端口速度。有效
值包括 auto、1Gb、2Gb、
4Gb、8Gb、custom 和
disabled。缺省端口速度
为 auto。

-speedtype

x

注意： 如果速度类型为
custom，则需要
-customspeed 参数。

连接端口的端口速度。有效
值包括介于 100 Mb 和 10
Gb 之间的值。可接受的值
为介于 100 和 10000
Mb/s 之间的值。

-customspeed

输出

该函数返回 add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 向配置文件添加新的 FCoE 连接：
vcemcli -add fcoe-connection MyNewProfile -connectionbay 3 –fabric
SAN_5

• 添加新的 FCoE 连接并配置端口速度：
vcemcli -add fcoe-connection MyNewProfile -connectionbay 3 –fabric
SomeFabric -speedtype 4Gb

• 添加新的 FCoE 连接但不分配：
vcemcli -add fcoe-connection MyNewProfile -connectionbay 3

• 添加新的 FCoE 连接并将速度类型设置为 Custom：
vcemcli -add fcoe-connection MyProfile -connectionbay 3 –fabric
MyFabric –speedtype custom –customspeed 5000

34 使用 VCEM 命令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创建 FCoE 连接需要使用 HP VC FlexFabric 10Gb/24 端口模块。FCoE 需要 VC 固件 3.10 版或
更高版本及 VC 固件 3.15 或更高版本才能创建多刀片式服务器 FCoE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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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fcoe-connection
-set fcoe-connection 命令修改现有 FCoE 连接。

语法
set fcoe-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portnumber <PortNumber>
[-fabric <FabricName>]
[-speedtype <1Gb|2Gb|4Gb|8Gb|Custom|Disabled>]
[–customspeed <100–10000>]
[–bootpriority <priority>]
[–bootport <portName>]
[–bootlun <LUN>]

参数

表 17 -set fcoe-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向其分配 FcOE 连接的配
置文件名称。

-profilename

x连接的端口号。-portnumber

x与连接相关联的 FCoE SAN
基础结构的名称。

-fabric

x请求的服务器端口运行速
度。有效值包括 1Gb、
2Gb、4Gb、 8Gbcustom
和 disabled。如果速度类
型为 custom，则可以
100Mb 为增量配置
100Mb-10Gb 之间的任意速
度。如果速度类型为
custom 且是用户定义的服
务器端口速度，则需要
-customspeed 参数。有
效值包含以 100Mb 为增量
配置的 100Mb-10Gb 之间
的任意值。可接受的值为
100 至 10000 Mb/s。

-speedtype

x

重要信息： 如果速度类型
为 custom，则需要
-customspeed 参数。

用户定义的服务器端口速
度。有效值包含以 100Mb
为增量配置的 100Mb-10Gb
之间的任意值。可接受的值
为 100 至 10000 Mb/s。

-customspeed

x控制是否为 SAN 引导启用
FC HBA 端口以及是否影响
BIOS 引导顺序。有效值包
括：

• Usebios

• primary

• secondary

• disabled

每个 FCoE 连接只允许有一
个引导参数。

-boot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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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set fcoe-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续)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

重要信息： 仅当
bootpriority 参数设置
为 primary 或 secondary
时，才需要 -bootport 参
数。

光纤通道存储目标上控制器
接口的目标全球端口名称
(WWPN)。端口名为采用以
下格式的 64 位标识符：
NN:NN:NN:NN:NN:NN:NN:NN

指定的 N 代表十六进制数。

-bootport

x

重要信息： 仅当
bootpriority 参数设置
为 primary 或 secondary
时，才需要 -bootlun 参
数。

SAN 引导所使用卷的逻辑单
元编号 (LUN)。有效值包括
0-255 之间的整数或 16 位
十六进制数（仅限
HP-UX）。

-bootlun

输出

该函数返回 set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 更改 FCoE SAN 基础结构连接的基础结构：
vcemcli -set fcoe-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 –portnumber 1
–fabric SAN_5

• 将 FCoE SAN 基础结构连接设置为 unassigned：
vcemcli -set fcoe-connection –profilename RedProfile –portnumber 2
–fabric ""

• 修改 FCoE 连接并将速度设置为 5Gb：
vcemcli -set fcoe-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 –portnumber 1
–speedtype custom –customspeed 5000

• 更改 SAN 引导优先级并设置其他引导参数：
vcemcli -set fcoe-connection –profilename BlueProfile –portnumber
1 -bootpriority primary –bootport 50:06:0B:00:00:C2:62:00 –bootlun
5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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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fcoe-connection
-remove fcoe-connection 命令从现有服务器配置文件删除最后一个 FCoE 连接。

语法
-remove fcoe-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参数

表 18 -remove fcoe-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从中删除最后一个 FCoE
连接的现有配置文件的名
称。

-profilename

输出

该函数返回 remove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从配置文件删除 FCoE 连接：
vcemcli -remove fcoe-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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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iscsi-connection
-add iscsi-connection 命令向现有 VC 服务器配置文件添加新的 iSCSI 连接。

注意： 只有当前 VC 域管理一个或多个 Flex-10 10Gb 以太网模块时，才可以执行 -add
iscsi-connection 命令。

语法
-add iscsi-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network <NetworkName>]
[-speedtype <auto|preferred|custom>]
[-speed <speed>]

参数

表 19 -add iscsi-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向其添加新连接的现有配
置文件的名称。

-profilename

x与连接相关联的现有网络的
名称。如果未指定网络名
称，则未分配网络，可以稍
后进行分配。

-network

x请求的服务器端口运行速
度。有效值包括 auto、
preferred 和 custom。
缺省值为 preferred。以
下列表说明了速度类型：

• Auto — 分配的最大端口
速度受到为网络配置的最
大速度的限制。

• Preferred — 网络速度和
与连接相关联的网络的首
选速度保持一致。

注意： 如果未配置首选
速度，则网络速度缺省为
auto。

• Custom — 从 100Mb 至
为网络配置的最大速度之
间以 100Mb 为增量配置
任意速度。

-speedtype

x

注意： 如果将
-speedtype 设置为
custom，则需要 -speed
参数。

用户定义的服务器端口速
度。有效值包括 100Mb 至
为网络配置的最大速度之间
以 100Mb 为增量的值。可
接受的值为介于 100Mb 和
最大值之间的值。

-speed

输出

该函数返回 add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 向配置文件添加一个新的 iSCSI 连接：
vcemcli -add iscsi-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NewProfile –Network
Some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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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新的 iSCSI 连接但不分配：
vcemcli -add iscsi-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NewProfile

• 添加新的 iSCSI 网络连接并将速度设置为 Preferred：
vcemcli -add iscsi-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 –network
MyNetwork –speedtype Preferred

• 添加新的 iSCSI 网络连接并将速度设置为 2Gb：
vcemcli -add iscsi-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 –network
MyNetwork –speedtype custom–speed 2000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需要 VC 固件 3.10 或更高版本才能使用 iSCSI。VC 最多支持 32 个 iSCSI 连接。VC 域要求互
连托架必须至少包含下列模块中的一个才能创建 iSCSI 连接：

• FlexFabric 10GB/24 端口模块

• Flex-10 Enet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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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iscsi-connection
–set iscsi-connection 命令修改指定 iSCSI 连接的属性。

语法
-set iscsi-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portnumber <PortNumber>
[-network <Network Name>]
[-speedtype <auto|preferred|custom>]
[–speed <speed>]

参数

表 20 –set iscsi-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iscsi 连接的配置文件-profilename

xisci 连接的端口号。-portnumber

x与连接相关联的现有网络的
名称。如果未指定网络名
称，则未分配网络，可以稍
后进行分配。

-network

x请求的服务器端口运行速
度。有效值包括 auto、
preferred 和 custom。
缺省值为 preferred。以
下列表介绍了速度类型：

• Auto — 分配的最大端口
速度受到为网络配置的最
大速度的限制。

• Preferred — 网络速度和
与连接相关联的网络的首
选速度保持一致。

注意： 如果未配置首选
速度，则网络速度缺省为
auto。

• Custom — 从 100Mb 至
为网络配置的最大速度之
间以 100Mb 为增量配置
任意速度。

-speedtype

x

注意： 如果将 speed
type 设置为 custom，则
需要 -speed 参数。

用户定义的服务器端口速
度。有效值包括 100Mb 至
为网络配置的最大速度之间
以 100Mb 为增量的值。可
接受的值为介于 100Mb 和
最大值之间的值。

-speed

输出

该函数返回 set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 将网络更改为其他网络：

vcemcli -set iscsi-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NewProfile –portnumber
1 –network Some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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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连接取消网络分配：

vcemcli -set iscsi-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NewProfile –portnumber
1 –network ""

• 将速度设置为 preferred：
vcemcli -set iscsi-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 –portnumber 1
–network MyNetwork –speedtype preferred

• 修改 iSCSI 连接并将速度设置为 2Gb：
vcemcli -set iscsi-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 –portnumber 1
–speedtype custom –speed 2000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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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iscsi-connection
remove iscsi-connection 命令从服务器 VC 配置文件中删除编号最高的 iSCSI 连接。如果
不存在任何连接，则会显示错误消息。

语法
-remove iscsi-connection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参数

表 21 –remove iscsi-connection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从中删除连接的现有配置
文件的名称。

-profilename

输出

该函数返回 remove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从配置文件删除最后添加的 iSCSI 连接：
vcemcli -remove iscsi-connection –profilename MyProfile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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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iscsi-boot-param
-set iscsi-boot-param 命令在指定的 iSCSI 连接上配置基本 iSCSI 引导参数。

语法
-set iscsi-boot-param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portnumber <PortNumber>
-bootorder <Primary|Secondary|Disabled|USEBIOS>
[-lun <Logical Unit number>]
[-initiatorname <Initiator name>]
[-initiatorip <IP address>]
[-mask <Netmask>]
[-gateway <Gateway>]
[-vlanid <Vlan Id>]
[-targetname <Target Name>]
[-targetip <Primary Target IP>]
[-targetport <Primary Target Port>]
[-targetip2 <Alternate Target IP>]
[-targetport2 <Alternate Target Port>]
[-authentication <None|CHAP|CHAPM>]
[-username <username>]
[-secret <secret password>]
[-mutualusername <username>]
[-mutualsecret <Mutual secret password>]
[-iscsibootparamdhcp <enabled|disabled>]
[-networkparamdhcp <enabled|disabled>]
[-dhcpvendorid <VendorID>]

参数

表 22 -set iscsi-boot-param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与 iscsi 引导参数相关联的配
置文件名称。

-profilename

x该参数集的端口号。-portnumber

x启用或禁用 iSCSI 引导。选
择 primary、secondary
或 usebios 会启用 iSCSI
引导。该属性的缺省选项为
disabled。

-bootorder

x目标的逻辑单元编号 (LUN)
标识了要访问的卷。标准
LUN 的有效值为 0-255 之间
的十进制数。扩展 LUN 的
有效值为包含 13 到 16 个
字符的十六进制值。缺省值
为 0。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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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set iscsi-boot-param 的参数说明 (续)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

注意： 如果将
-iscsibootparamdhcp
设置为 disabled，则需要
-initiatorname 参数。

引导系统上 iSCSI 启动器使
用的名称。启动器名称长度
最大为 223 个字符。如果启
动器名称字符串包含非字母
数字字符，则必须用引号括
起来。

-initiatorname

x

注意： 如果将
-networkparamdhcp 设
置为 disabled，则需要
-initiatorip 参数。

iSCSI 启动器使用的 IP 地
址。此值必须为带小数点的
十进制格式。

-initiatorip

x

注意： 如果将
-networkparamdhcp 设
置为 disabled，则需要
-mask 参数。

iSCSI 启动器所使用的 IP 网
络掩码。此值必须为带小数
点的十进制格式。

-mask

xiSCSI 启动器所使用的缺省
IP 路由。此值必须为带小数
点的十进制格式。

-gateway

x

注意： 如果将
-networkparamdhcp 设
置为 disabled，则需要
-vlanid 参数。

iSCSI 启动器使用的 VLAN
编号，用于所有发送和接收
的数据包。有效值包含 1 到
4094 之间的 VLAN 编号。

-vlanid

x

注意： 如果将
-iscsibootparamdhcp
设置为 disabled，则需要
-targetname 参数。

要从其引导的目标的名称。
目标名称长度最大为 223 个
字符。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
非字母数字字符，则必须用
引号括起来。

-targetname

x

注意： 如果将
-scsibootparamdhcp 设
置为 disabled，则需要
-targetip 参数。

iSCSI 目标的主 IP 地址。-targetip

x与主目标 IP 地址关联的 TCP
端口。缺省值为 3260。

-targetport

x主端口不可用时使用的备用
目标 IP 地址。

-targetip2

x

注意： 如果指定了
-targetip2  参数，则需
要 -targetport2 参数。

与备用目标 IP 地址关联的
TCP 端口。缺省值为
3260。

-targetport2

x启动器和目标必须一致接受
身份验证方法，否则 iSCSI
启动器无法登录目标。支持
的身份验证值包括 none、
chap 和 chapm。该属性的
缺省选项为 none。

-authent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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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set iscsi-boot-param 的参数说明 (续)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

注意： 如果身份验证类型
为 chap 或 chapm，则需要
-username 参数。

用于身份验证的用户名。用
户名长度最多为 223 个字
符。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非
字母数字字符，则必须用引
号括起来。

-username

x

注意： 如果身份验证类型
为 chap 或 chapm，则需要
-secret 参数。

chap 和 身份验证的专用口
令。将其指定为一个字符串
或一个较长的十六进制值
（以 0x 开始）。该值必须
至少为 96 位（12 字节，
24 个十六进制数字），最
多 16 字节，32 个十六进制
数字。

-secret

x

注意： 如果身份验证类型
为 chapm，则需要
-mutualusername 参数。

用于身份验证的用户名。用
户名长度最多为 223 个字
符。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非
字母数字字符，则必须用引
号括起来。

-mutualusername

x

注意： 如果身份验证类型
为 chapm，则需要
-mutualsecret 参数。

用于身份验证的口令。应将
其指定为一个字符串或一个
较长的十六进制值（以 0x
开始）。该值必须至少为 96
位（12 字节，24 个十六进
制数字），最多 16 字节，
32 个十六进制数字。

-mutualsecret

x允许 iSCSI 选项 ROM 从
DHCP 或通过静态配置检索
iSCSI 引导参数。有效值为
enabled 和 disabled。
该属性的缺省选项为
disabled，允许进行静态
配置。

-iscsibootparamdhcp

x允许 iSCSI 选项 ROM 从
DHCP 或通过静态配置检索
TCP/IP 参数。有效值为
enabled 和 disabled。
该属性的缺省选项为
disabled，允许进行静态
配置。

-networkparamdhcp

x

注意： 如果将
-iscsibootparamdhcp
设置为 enabled，则需要
-dhcpvendorid 参数。

检索 iSCSI 引导参数时，用
于与 DHCP 尝试数据包中
Vendor Class Id 字段的值匹
配的字符串。

-dhcpvendorid

输出

该函数返回 set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 在配置文件 MyProfile1 的 iSCSI 连接中配置基本引导属性：
vcemcli -set iscsi-boot-param –profilename MyProfile1 –portnumber 1

–bootorder primary -Lun 100 -initiatorname "iqn.2009-
09.com.someorg.iSCSI-Initiator" –initiatorip 192.128.3.1
-mask 255.255.0.0 -targetname "iqn.2009-09.com.someorg.iSCSI-Target"
-targetip 192.128.3.2 –targetport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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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ation CHAP –username SomeUserName
-secret SomePassword123

• 配置要从 DHCP 检索的 iSCSI 引导属性：
vcemcli -set iscsi-boot-param –profilename MyProfile1 –portnumber 1

-bootorder primary –iscsibootparamdhcp enabled
-networkparamdhcp enabled –dhcpvendorid SomeVendorIDValue

• 配置 CHAPM 密令和密令值：
vcemcli -set iscsi-boot-param –profilename MyProfile1 –portnumber 1

-bootorder primary
-authentication CHAPM –username SomeUserName
-mutualusername SomeMutualUsername
-iscsibootparamdhcp enabled
-networkparamdhcp enabled
-dhcpvendorid SomeVendorIDValue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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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iscsi-boot-param
–remove iscsi-boot-param 命令删除在指定的 iSCSI 连接上配置的 iSCSI 引导参数。

语法
-remove iscsi-boot-param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port <port>

参数

表 23 –remove iscsi-boot-param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从中删除引导参数的配置
文件名称。

-profilename

x要从中删除引导参数的端口
号。

-port

输出

该函数返回 remove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删除在 MyProfile1 的连接 1 上配置的引导参数：
vcemcli -remove iscsi-boot-param –profilename MyProfile1 –port 1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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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server-port-map
-add server-port-map 命令添加新的服务器端口网络映射，并且允许在多个 VC 以太网之间
共享服务器端口。

注意： 如果域设置 VLanTagControl 当前设置为 tunnel，则无法使用 -add
server-port-map 命令。

语法
-add server-port-map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portnumber <portNumber>
-network <NetworkName>
[-uplinkset <Uplink Set Name>]
[-vlanid <VLan Id>]
[-untagged <true|false>]

参数

表 24 -add server-port-map 的参数描述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向其添加服务器端口映射
的现有配置文件的名称。

-profilename

x要向其添加服务器端口映射
的端口的名称。

-portnumber

x要向其添加映射的有效网络
的名称。

注意： 对于每一个配置文
件连接，一个网络可配置一
次，而每个配置文件连接可
配置最多 28 个网络。

-network

x
注意： 如果域设置
sharedservervlanid 设
置为 true，那么
Uplinkset 为必需值。

共享的 uplinkset 的名称。-uplinkset

x
注意： 如果 Uplinkset 名
称已指定，则不应该指定
vLanid 属性，因为将网络
添加到共享的 uplinkset 时，
需强制服务器 VLAN ID 与使
用的 VLAN ID 一致。

-vlanid

x启用或禁用网络处理未标记
的数据包。在一个
enet-connection 中只可以将
一个网络用于处理未标记的
数据包。缺省值为 false。

注意： 如果共享的上行链
路集正在使用中，那么未标
记的网络将与本地网络相同
（如果存在）。但是，可配
置任何其他的网络来处理未
标记的数据包。

-untag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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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该函数返回 add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 向专用网络映射添加新的服务器端口：

vcemcli -add server-port-map –profilename MyProfile –portnumber 1
–network Network1 –vlanid 100

• 向共享网络映射添加新的服务器端口：

vcemcli -add server-port-map –profilename MyProfile –portnumber 2
–network RedNetwork –uplinkset MyUplinkSet1

• 向共享网络添加新的服务器端口并将其标记为未标记：

vcemcli -add server-port-map –profilename MyProfile –portnumber 3
–network GreenNetwork –uplinkset MyUplinkset1 –untagged true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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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rver-port-map
-set server-port-map 命令修改服务器端口网络映射的属性。

注意： 如果域设置 vlantagcontrol 当前设置为 tunnel，则无法使用该命令。

语法
-set server-port-map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portnumber <PortNumber>
-network <Network Name>
[-vlanid <VLan Id>]
[–untagged <true|false>]

参数

表 25 -set server-port-map 的参数描述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与要修改的服务器端口映射
关联的现有配置文件的名
称。

-profilename

x要修改的服务器端口映射的
目标端口号。

-portnumber

x用于与映射进行关联的有效
以太网的名称。

-network

x用于将服务器端口与网络进
行映射的新 VLAN ID。有效
的 VLAN ID 值为 1-4094。

-Vlanid

x启用或禁用网络以处理未标
记的数据包。在一个
enet-connection 中只可以将
一个网络用于处理未标记的
数据包。

注意： 如果共享的
Uplinkset 正在使用中，那么
未标记的网络将与本地网络
相同（如果存在）。但是，
也可以配置任意的网络来处
理未标记的数据包。

注意： 如果全局选项
sharedservervlanid 设
置为 false，那么当将网络
未标记选项从 true 更改为
false 时，您必须提供一个
VLAN ID。

-untagged

输出

该函数返回 set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 修改现有服务器端口网络映射的 VLAN ID：
vcemcli -set server-port-map –profilename MyProfile –portnumber 1
–network Network1 –vlanid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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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现有服务器端口网络映射以处理未标记的数据包：

vcemcli -set server-port-map –profilename MyProfile –portnumber 1
–network Network1 –untagged true

注意： 在未标记的 VLAN 中设置 VLAN ID 时，VCEM 将 VLAN ID 设置为零且不返回错
误。这是因为用于未标记的 VLAN 的正确值为零。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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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server-port-map
–remove server-port-map 命令删除服务器端口网络映射。

注意： 如果域设置 vlantagcontrol 设置为 tunnel，则无法使用 –remove
server-port-map 命令。

语法
-remove server-port-map –profilename <ProfileName>

-portnumber <portnumber>
[-network <Network Name>]

参数

表 26 –remove iscsi-boot-param 的参数说明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要从中删除服务器端口映射
的配置文件的名称。

-profilename

x要删除的目标服务器端口映
射的端口号。

-portnumber

x映射所在的以太网的名称。-network

输出

该函数返回 remove 操作的结果，或者返回作业 ID（如果指定了 –nb）。

示例

• 删除名称为 Rednetwork 的服务器端口网络映射：
vcemcli -remove server-port-map –profilename MyProfile –portnumber
1 –network RedNetwork

• 删除来自某个以太网连接的所有服务器端口网络映射：

vcemcli -remove server-port-map –profilename MyProfile –portnumber
1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操作员

注释

可通过执行 VCEMCLI 命令 –show job 并提供相关联的作业 ID 获取 jobid 的作业状态。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show job”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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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off devicebay
-poweroff devicebay 命令向给定托架的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发送一条关闭电源的请
求。

语法
-poweroff devicebay –enclosurename <enclosurename> —bayname <bayname>

[-force|-forceontimeout]

参数

表 27 -poweroff devicebay 的参数描述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包含要关闭的托架的机箱的
名称。

-enclosurename

x要关闭的托架的名称。-bayname

x强制关闭操作，无须等待
OS 正常关闭。由于该选项
可能会导致服务器上的数据
丢失，因此该选项应作为最
后的选择。

-force

x请尝试正常关闭，但如果服
务器没有在超时时段（缺省
为 3600 秒）内关闭，将会
对服务器进行强制关闭。

注意： 对于多刀片式服务
器，机箱名称和托架名称必
须为主托架的机箱名称和托
架名称。

-forceontimeout

输出

关闭操作的结果。如果命令中使用了 –nb，则没有返回值，可以通过针对机箱托架轮询 -show
power-status 来查看命令结果。

示例

• 正常关闭 ID 为 enc0 的机箱的设备托架 2：
vcemcli -poweroff -enclosurename enc0 –bayname 2

• 对 ID 为 enc0 的机箱的设备托架 2 执行的强制关闭操作：
vcemcli -poweroff –enclosurename enc0 –bayname 2 –force –timeout
300

• 对 ID 为 enc0 的机箱上设备托盘 2 执行的正常关闭操作，如果发生超时，则强制关闭系统。
vcemcli -poweroff –enclosurename enc0 –bayname 2 –forceontimeout
–timeout 300

• 正常关闭占用机箱 enc0 托架 1-4 的特定多刀片式服务器：
vcemcli -poweroff –enclosurename enc0 –bayname 1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受限操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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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当指定 –nb 时，该命令不会指明电源实际上已关闭。该命令只会指明已成功将请求传递到 Virtual
Connect Manager。使用 –nb 选项时，必须轮询 –show power-status 命令以确定成功关闭
托架的时间。如果托架或机箱的名称无效，将报告错误。

注意： 启动关闭操作之前，先评估托架的当前状态。电源状态值为：

• ON — 服务器存在且电源已打开 (DOS ERRORLEVEL EV = 1)

• OFF — 服务器存在但电源已关闭 (DOS ERRORLEVEL EV = 0)

• UNKNOWN — 托架上不存在服务器 (DOS ERRORLEVEL EV = 240)

注意： -poweroff devicebay 命令不会生成作业，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完成。尤其要注意的
是，正常关闭操作需等待主机操作系统关闭。关闭操作系统之前，还需要额外的时间来关闭进
程。

当指定超时限制时，该命令将阻塞并根据 pollingInterval 定义的间隔轮询电源状态，直到
达到超时值。返回成功表示已成功关闭电源。如果未指定命令的超时限制，则缺省情况下 VCEMCLI
最多等待 3600 秒（1 小时）。

先决条件

托架必须包含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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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on devicebay
-poweron devicebay 命令向给定托架的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发送一条打开电源请求。

语法
-poweron devicebay -enclosurename <enclosurename> -bayname <bayname>

参数

表 28 -poweron devicebay 的参数描述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包含要打开的托架的机箱名
称。

-enclosurename

x要打开的托架的名称。

注意： 对于多刀片式服务
器，BayName 必须为主托
架的名称。

-bayname

输出

关闭操作的结果。如果命令中使用了 –nb，则没有返回值，可以通过针对机箱托架轮询 -show
power-status 来查看命令结果。

示例

• 打开机箱 enc0 的托架 2 中的特定服务器：
vcemcli -poweron devicebay –enclosurename enc0 –bayname 2

• 打开占用机箱 enc0 的托架 1-4 的特定多刀片服务器：
vcemcli -poweron devicebay –enclosurename enc0 –bayname 1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组受限操作员

注释

当指定 –nb 时，命令不会指明电源实际上已打开。该命令只会指明已成功将请求传递到 Virtual
Connect Manager。必须轮询 –show power-status 命令以确定是否成功打开托架。如果托架
或机箱的名称无效，将报告错误。

注意： 当指定超时限制时，该命令将阻塞并根据 pollinginterval 定义的间隔轮询电源状
态，直到达到超时值。返回成功表示已成功打开电源。如果未指定命令的超时限制，则缺省情况
下 VCEMCLI 最多等待 3600 秒（1 小时）。

先决条件

托架必须包含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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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power-status
-show power-status 命令显示所指明的托架的电源状态。

语法
-show power-status -enclosurename <enclosurename> -bayname <bayname>

参数

表 29 -show power-status 的参数描述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域中机箱的名称。-enclosurename

x机箱中托架的名称。

注意： 对于多刀片式服务
器，BayName 必须为主托
架的名称。

-bayname

输出

该命令使用以下字符串之一报告所指明的托架的状态并将 DOS ERRORLEVEL 环境变量设置为括
号中显示的值：

• ON — 服务器存在且电源已打开 (1)

• OF — 服务器存在，但电源已关闭 (0)

• UNKNOWN — 托架中不存在服务器 (240)

示例

如果机箱 enc0 的托架 2 中的服务器已关闭，则打开其电源：
vcemcli –show power-status –enclosurename enc0 –bayname 2
if ERRORLEVEL 240 (

echo There is no server in bay 2
) else (

if ERRORLEVEL 1 (
echo Server in bay 2 is already on

) else (
echo Turning on server in bay 2
vcemcli -poweron devicebay -enclosureName enc0 -bayname 2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HANDLER

)
)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用户

注释

如果托架或机箱的名称无效，将报告错误。

大多数配置文件操作有如下要求：如果某个托架包含服务器，在执行操作之前必须将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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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job
-show job 命令报告所指明的作业的状态。

语法
-show job –jobid <jobNumber>

参数

表 30 -show job 的参数描述

可选必需说明参数

x现有作业的 ID-jobid

输出

-show job 命令显示所指明的作业的状态。

示例

从 VCEM 服务器上报告编号为 5002 的作业的状态：
vcemcli –show job -jobid 5002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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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version
-show version 命令显示 VCEM 服务器的版本信息。

语法
-show version

参数

无。

输出

-show version 命令报告 VCEM 服务器的版本信息。

示例

显示 VCEM 服务器的版本信息：
vcemcli –show version

最低要求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VCEM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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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错误消息
表 31 和表 32 （第 61 页） 显示了错误消息编号及其描述，以帮助您对症状进行故障排除。

表 31 VCEMCLI 错误消息和描述

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因展开的字符串太长而无法展开环境变量10

无法展开环境字符串11

无法将参数转换为布尔表示形式12

无法将参数转换为数值表示形式13

参数无效20

发现多个子命令21

缺少子命令22

未找到口令参数23

受管元素不受子命令支持24

未实现子命令：25

受管元素不受子命令支持27

未找到参数的对应值28

未找到参数的对应值30

getArgPair 的无效结果31

索引超出范围32

受管元素不受子命令支持33

发现的命令行值没有标识关键字47

无法对非本地主机使用 SIM 证书身份验证48

参数包含无效值。口令必须包含 12 到 16 个 ASCII 字符49

参数包含无效值50

日志级别无效100

无法创建日志文件103

指定给文件的路径无效104

日志文件名称太长。最大长度为 260 个字符105

登录系统内部错误106

未找到帮助文件107

警告：无法获取当前系统时间。命令执行不会超时120

无法从系统获取用户名121

无法初始化 XML 分析器123

无法初始化 XML 分析器124

无法创建导出文件140

指定的导出文件的路径无效141

导出文件的名称太长。最大长度为 260 个字符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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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VCEMCLI 错误消息和描述 (续)

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无法找到服务器配置文件数据结构密钥。可能会影响列对
齐

144

映射服务器配置文件时发现重复的密钥。可能会影响列对
齐

145

FC 连接速度无效160

FCOE 连接速度无效170

没有可用的帮助信息200

无法获取作业225

VCEM 作业 ID 不存在226

操作超时242

VC 域组不存在260

无法将配置文件分配给机箱中的托架261

无法取消分配配置文件262

没有为配置文件操作定义受管元素264

服务器配置文件不存在265

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端口不可用267

端口号对于配置文件无效端口号必须大于零268

内部错误：配置文件对象 m_size 调用无效的连接类型269

配置文件中没有更多可供删除的连接270

无法找到网络的服务器端口网络映射280

没有可供删除的网络连接281

表 32 VCEM 服务器错误消息和描述

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启用的 VC 功能不受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VCEM) 支持。按照 VCEM 用户指南中的 VC 域组固件模
式核实如何禁用 VC 功能。

2016

由于未在 VCEM 数据库中找到具有 ID 的 VC 域组，因此
无法执行该操作。确定指定的 VC 域组的 ID 有效，然后
再次执行操作。

2037

由于 VCEM 不支持 VC 固件版本，因此无法执行此操作。
请参阅 VCEM 用户指南以确保每个 VC 域组固件模式都
支持该 VC 固件版本

2040

由于输入的 MAC 地址范围无效，无法执行此操作。确保
地址格式正确（NN-NN-NN-NN-NN-NN，其中 N 为十
六位进制数 (0-F)），然后再次执行此操作。

2057

VCEM 无法检索产品版本。确保 VCEM 已正确安装且在
支持的平台上运行。

2145

由于服务器的当前电源状态，因此 VCEM 无法执行请求
的电源操作。

2146

由于 VC 域状态未受管理，因此 VCEM 无法执行所请求
的电源操作。请确保此 VC 域属于某个 VC 域组。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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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VCEM 服务器错误消息和描述 (续)

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由于主 VC 域无法访问，因此 VCEM 无法更新 VC 域组配
置。检查是否可在 CMS 环境中访问相应的 VC Manager
及其是否已针对 VCEM 锁定，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2150

由于指定的 VC 域组中至少有一个未获得许可的 VC 域，
因此 VCEM 无法更新 VC 域组配置。

2151

由于新 VC 域组配置与 VC 域组中现有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不兼容，因此无法执行此操作。可能删除了服务器配置文
件所使用的某些网络或 FC SAN 基础结构。请确定没有服
务器配置文件使用应删除的网络或 FC SAN 基础结构，然
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2152

由于提交或取消操作时主 VC 域未更新，因此 VCEM 未
更新 VC 域组配置。

2153

由于并发数据库访问试图保存过期的信息，因此 VCEM
无法执行所请求的操作。确保此操作中没有其他用户或进
程使用这些资源，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2167

由于 VC 域处于维护模式中，因此无法完成操作。2170

从 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按主机箱名称获取 VC 域
时出错。

2200

从 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按主机箱名称获取 VC 域
时出错。机箱名称无效。

2201

数据库操作错误。检查 VCEM 是否正确安装，以及数据
库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2401

VCEM 无法检索产品版本。确保 VCEM 已正确安装且在
支持的平台上运行。

2403

服务器配置文件名称为空或无效。名称仅可包含字母数字
字符、连字符 (-) 或下划线 (_)，且限制在 64 个字符以内。

2551

服务器配置文件名称重复。VCEM 中存在另一个具有相同
名称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2552

多个网络接口 (NIC) 配置为启用 PXE。配置文件中仅能有
一个 NIC 配置为启用 PXE。

2553

无法删除网络连接。验证：1- 所提供的连接存在。2- 所提
供的端口号不同于 1 或 2。3- 所提供的连接是网络连接列
表中的最后一个。

2554

由于端口号无效，因此无法找到指定端口的网络连接。确
保具有指定端口号的连接。

2555

由于指定的网络不存在，无法创建网络连接。输入一个有
效的网络名。

2556

在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所选的 FC SAN 基础结
构不存在。所提供的 FC SAN 基础结构必须存在于服务器
配置文件所属的 VC 域组中。

2557

无法创建所输入的端口的网络连接。以太网连接需要一个
有效的网络。确保所有端口连接都正确指向有效的网络，
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2559

在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所选的 FC SAN 基础结
构不具有此端口的物理连接。

2560

更新已分配的服务器配置文件时无法更改服务器托架。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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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VCEM 服务器错误消息和描述 (续)

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输入的 MAC 地址无效。确保其格式
（NN-NN-NN-NN-NN-NN，其中 N 为十六进制数字
(0-F)）正确。

2562

输入的 WWN 地址无效。确保其格式
（NN:NN:NN:NN:NN:NN:NN:NN、
NN-NN-NN-NN-NN-NN-NN-NN 或
NNNNNNNNNNNNNNNN，其中 N 为十六进制数字
(0-F)）正确。

2563

输入的逻辑序列号无效。确保其格式（VCX00NNNNN、
VCX01NNNNN 或 VCYNNNNNNN，其中 N 为字母数
字字符（0-9 或 A-Z））正确。

2564

由于指定的互连托架号无效，因此无法配置 FC SAN 连
接。

2601

由于指定的 FC SAN 基础结构不存在或无法将其分配给指
定的端口，因此无法配置 FC SAN 连接。只能将每个 FC
SAN 基础结构分配给其相应的端口。确保提供的 FC SAN
基础结构存在且可以分配给提供的端口。

2602

在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所选的端口速度无效2603

目标服务器托架正在由另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使用。2604

目标服务器托架不存在或不属于服务器配置文件所属的同
一 VC 域组。

2605

在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输入的启动目标 WWPN
格式不正确。有效格式为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或 xxxxxxxxxxxxxxxx，其中每个 x
代表一个十六进制数字。

2606

在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指定的引导目标 LUN 无
效。有效值可以是 0 到 255 之间的 3 位十进制数，也可
以是 0 到 FFFFFFFFFFFFFFFF 之间的 13 位至 16 位十六进
制数。

2607

由于指定的引导优先级无效，因此无法设置 SAN 引导设
置。

2608

由于指定的服务器配置文件不包含所需的最少信息，因此
无法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确保服务器配置文件包含：-
唯一名称 - VC 域组 - 至少定义两个以太网连接物理端口 -
为每个可用的 FC SAN 基础结构模块定义一个 FC SAN
连接物理端口 - 每个 FC SAN 连接物理端口的 SAN 引导
设置。

2609

以太网连接缺少或重复。要求在最后一个有效以太网连接
端口上完成连续的步骤。

2610

指定的 VC 域组不存在。必须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现
有的 VC 域组。

2611

由于指定的 VC 域的许可证已过期，因此无法分配服务器
配置文件。应用永久许可证，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2612

由于目标服务器托架已由另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使用，因
此无法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

2613

由于已打开某服务器托架的服务器电源，因此无法执行服
务器配置文件操作。确保此操作涉及的所有服务器均已关
闭电源，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2614

由于指定的目标服务器托架无效，因此无法分配服务器配
置文件。确保指定的目标服务器托架属于受管 VC 域。

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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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VCEM 服务器错误消息和描述 (续)

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由于已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另一个服务器托架，因此
无法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已显式触发此分配，或者此配
置文件已被 (a) 故障切换、(b) 移动或 (c) 编辑。

2616

由于发生异常，因此无法取消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2618

由于当前未将指定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服务器托架，
因此无法取消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

2619

由于 VC 域维护尚未完成，因此无法执行操作。执行下列
步骤：1. 转至 VCEM - VC Domains 标签，然后选择处于
维护模式的 VC 域。2. 单击 VC Domain Maintenance。
3. 单击 Complete VC Domain Maintenance 以将配置更改
应用到整个 VC 域组，或单击 Cancel 不应用更改并将当
前 VC 域组配置恢复到 VC 域。确保 VC 域维护操作已成
功完成或成功取消，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2620

FC SAN 连接数不正确。2625

在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范围类型与连接内部的地
址不兼容。

2626

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以太网连接不能少于两个。要求至少
有两个以太网连接物理端口。

2627

在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原连接已由一新连接替
换。要使用新连接替换原连接，请首先编辑配置文件并删
除原连接，然后重新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并添加新连接。

2628

无法从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删除提供的 vNet 映射。2629

目标服务器托架不支持服务器配置文件。确保服务器托架
中的设备受 VC Manager 支持。

2630

指定的服务器托架 ID 不对应于 VCEM 中的受管服务器配
置文件。

2632

由于指定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已从 VC 域上的服务器托架移
出，因此无法执行服务器配置文件移动。

2633

由于同一服务器配置文件中无法存在具有不同地址类型的
连接，因此无法执行服务器配置文件操作。

2636

目标服务器已开启。此操作要求关闭服务器。2639

在端口的以太网连接中，范围类型与连接内部的地址不兼
容。

2640

在端口的以太网连接中，原连接已由一新连接替换。要使
用新连接替换原连接，请首先编辑配置文件并删除原连
接，然后重新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并添加新连接。

2641

有多个 FC SAN 连接配置为辅助 SAN 引导。只有一个
FC SAN 连接可配置为辅助 SAN 引导。

2643

有一个 FC SAN 连接配置为辅助 SAN 引导，但是没有
FC SAN 连接配置为主 SAN 引导。

2644

FC SAN 连接缺少或重复。要求在最后一个有效 FC SAN
连接端口上完成连续的步骤。

2645

在端口的以太网连接中，所选的网络不存在。所提供的网
络必须存在于服务器配置文件所属的 VC 域组中。

2646

服务器配置文件不能具有多个以太网连接。2647

由于互连托架号无效，因此无法找到指定互连托架的 FC
连接。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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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VCEM 服务器错误消息和描述 (续)

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由于未指定目标服务器托架，因此无法执行服务器配置文
件操作。选择目标服务器托架，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2651

服务器配置文件配置为使用序列号的出厂缺省值。使用出
厂缺省序列号时，确保没有输入序列号和 UUID。

2655

无法检索到指定连接的端口速度信息。确保提供的网络 ID
对应于现有网络。

2657

在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未设置基本引导配置。2658

在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已超出引导配置的最大数
量。

2659

在端口的以太网连接中，端口速度不正确。未分配的以太
网连接的端口速度必须设置为 Preferred。

2660

在端口的以太网连接中，端口速度不正确。端口速度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不能为空。最小值必须小于或等于最大值，
而且这些值必须是 100 Mb 的整数倍。

2661

在端口的以太网连接中，端口速度超出了所选网络的端口
速度允许的最大值 (Gb)。

2662

在端口的以太网连接中，端口速度低于所选网络的端口速
度允许的最小值 (Gb)。

2663

提供的端口速度值不是有效数字。2664

在端口号和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已超出引导配置
的最大数量。

2674

在端口号和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指定的引导目标
LUN 无效。有效值应为 0 到 255 之间的 3 位十进制数。

2675

在端口号和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所选的 FC SAN
基础结构不存在。FC SAN 基础结构必须存在于服务器配
置文件所属的 VC 域组中。

2676

在端口号和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所选的端口速度
无效。

2677

在端口号和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指定的引导目标
WWPN 格式不正确。有效格式为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或
xxxxxxxxxxxxxxxx，其中每个 x 代表一个十六进制数字。

2678

在端口号和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指定的引导目标
LUN 无效。有效值可以是 0 到 255 之间的 3 位十进制
数，也可以是 0 到 FFFFFFFFFFFFFFFF 之间的 13 位至 16
位十六进制数。

2679

在端口号和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所选的 FC SAN
基础结构不具有此端口的物理连接。

2680

在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WWN 地址号无效。使
用出厂缺省 WWN 地址时，VCEM 不支持每个物理端口
具有多个 WWPN 地址。

2681

在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缺少基本启动器配置。2682

由于托架是一个辅助刀片式服务器，因此无法分配服务器
配置文件。

2683

由于所选托架已加盖，无法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2684

与节点相关联的插槽编号对于刀片式服务器无效。有效值
为 1 到 16 之间的数字。

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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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VCEM 服务器错误消息和描述 (续)

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HP SIM 未找到与节点相关联的机柜。2710

由于已达到 FC SAN 连接的最大数量，因此无法创建 FC
SAN 连接。

2717

由于服务器配置文件已包含网络连接的最大数量，因此无
法执行操作。

2718

由于服务器配置文件中不包含 FC SAN 连接，因此无法删
除 FC SAN 连接。

2719

由于服务器配置文件中不具有多个要删除的可用多网络，
因此无法删除多网络。

2720

由于未找到端口号，因此无法删除连接。2721

由于未找到给定的端口，因此无法设置多网络。2722

只有一个 VNet 可以不经标记。2723

提供的多网络配置超出了 VNet 映射允许的最大数量。
VNet 映射允许的最大数量为 28。

2724

VNet 名称重复。请另选择一个名称。2725

输入的 VLAN ID 无效。请输入有效的 Server VLan ID 值
（1 到 4094）。

2726

无法取消分配 vNet 名称。为每个映射选择一个 vNet 名
称。

2728

服务器 VLAN ID 重复。为每个映射键入不同的 VLAN ID。2729

提供的多网络配置不具有最小数量的 VNet 映射。至少需
要一个 VNet 映射。

2731

未选择 VNet。只有选择 VNet 的映射才可以标记为未标
记。

2732

在互连托架的 FC SAN 连接中，所选的端口速度无效。确
保互连托架的 FC 模块支持 8Gb 的下行链路速度值。

2733

指定的 VC 域组中不存在提供的网络。此网络必须存在于
服务器配置文件所属的 VC 域组中。

2734

由于服务器配置文件已经在使用某个地址，因此无法再创
建服务器配置文件。要解决此问题，请执行下列操作：1.
访问 VCEM 并删除服务器配置文件（其中包含报告为使
用中的地址），或者选择其他有效地址。2. 重新执行创建
配置文件操作。

2735

分配地址时发生问题。可能的原因包括：1. 此地址已由上
层管理器应用程序请求，但是未将其保留。2. 此地址包含
在排除范围中。3. 此地址不属于 VCEM 可识别的任何范
围。要解决此问题，请分别执行下列操作：1. 通过检查此
地址的所有者字段，验证上层管理器应用程序已将此地址
保留。2. 删除或调整排除范围，从而排除此地址。3. 创
建用户定义的地址范围，其中包含服务器配置文件使用的
所有地址。重新执行创建配置文件操作。

2736

由于端口号无效，因此无法找到指定端口的 iSCSI 连接。
确保具有指定端口号的连接。

2737

服务器配置文件有过多的 iSCSI 连接。2738

有多个配置为主引导设置的 iSCSI 连接。只能将一个 iSCSI
连接配置为主引导设置。

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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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VCEM 服务器错误消息和描述 (续)

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有多个配置为辅助引导设置的 iSCSI 连接。只能将一个
iSCSI 连接配置为辅助引导设置。

2740

有一个配置为辅助引导设置的 iSCSI 连接，但是没有配置
为主引导设置的连接。要配置辅助引导设置，还必须配置
主引导设置。

2741

当 iSCSI 连接配置为主引导设置或辅助引导设置时，iSCSI
引导设置不能为空。

2742

在端口的 iSCSI 连接中，端口速度不正确。端口速度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不能为空。它们必须具有相同的值，并且该
值必须是 100 Mb 的整数倍。

2743

在端口的 iSCSI 连接中，端口速度超出了所选网络的端口
速度允许的最大值 (Gb)。

2744

在端口的 iSCSI 连接中，端口速度低于所选网络的端口速
度允许的最小值 (Gb)。

2745

FCoE 连接缺少或重复。要求在最后一个有效 FC SAN 连
接端口上完成连续的步骤。

2746

有多个配置为主引导的 FCoE 连接。只能将一个 FCoE 连
接配置为主引导。

2747

有多个配置为辅助引导的 FCoE 连接。只能将一个 FCoE
连接配置为辅助引导。

2748

有一个 FCoE 连接配置为辅助引导，但是没有 FCoE 连接
配置为主引导。

2749

在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所选的 FC SAN 基础结构不
具有此端口的物理连接。

2750

在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所选的 FC SAN 基础结构不
存在。FC SAN 基础结构必须存在于服务器配置文件所属
的 VC 域组中。

2751

由于指定的互连托架无效，因此无法配置 FCoE 连接。有
效的互连托架必须具有支持 FCoE 连接的 VC 模块。

2752

在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所选的端口速度类型无效。
有效值为 {2}。

2753

在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所选的端口速度无效。有效
值为 {2}。

2754

在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定制端口速度不正确。端口
速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不能为空。它们必须具有相同的
值，并且该值必须是 100 Mb 的整数倍。

2755

在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定制端口速度低于端口速度
允许的最小值 (Gb)。

2756

在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MAC 范围类型与连接内部
的地址不兼容。

2757

在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MAC 地址数量不正确。每
个连接必须只有一个 MAC 地址。

2758

在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原连接已由一新连接替换。
要替换连接，请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并删除连接，然后重
新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并添加新的连接。

2759

在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WWN 范围类型与连接内部
的地址不兼容。

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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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在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WWN 地址号无效。每个物
理 HBA 端口具有多个逻辑 HBA 端口的 VC 域最多支持每
个物理端口 17 个 WWNN/WWPN 对；否则，每个物
理端口仅有一个 WWNN/WWPN 对受支持。

2761

在端口号和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指定的引导目标
WWPN 缺失或格式不正确。有效格式为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或
xxxxxxxxxxxxxxxx，其中每个 x 代表一个十六进制数字。

2762

在端口号和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指定的引导目标
LUN 缺失或无效。有效值可以是 0 到 255 之间的 3 位十
进制数，也可以是 0 到 FFFFFFFFFFFFFFFF 之间的 13 位
至 16 位十六进制数。

2763

由于已达到 FCoE 连接的最大数量，因此无法创建 FCoE
连接。

2764

由于服务器配置文件中不包含 FCoE 连接，因此无法删除
FCoE 连接。

2765

由于互连托架号无效或不存在此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
因此找不到指定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

2766

在端口号和互连托架的 FCoE 连接中，定制端口速度超出
了端口速度允许的最大值 ({2}Gb)。

2767

在端口的以太网连接中，端口速度不正确。当连接速度类
型为 Custom 时，最小值和最大值必须相同。

2768

VCEM 无法更新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托架已更改。2769

VCEM 无法更新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端口号重复。2770

该配置文件定义了冲突的引导配置类型（FC 和 FCoE）。
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只能指定一个引导配置类型。

2773

该配置文件定义了冲突的引导配置类型（FC 和 iSCSI）。
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只能指定一个引导配置类型。

2774

该配置文件定义了冲突的引导配置类型（FCoE 和
iSCSI）。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只能指定一个引导配置类
型。

2775

在 Flex-10 iSCSI 连接中，服务器配置文件不支持两个以
上的配置引导设置参数。附加 Flex-10 iSCSI 连接的“Boot
Settings”参数必须设置为“Disabled”值。

2776

由于 VC 域组不支持添加 iSCSI 连接，因此无法执行服务
器配置文件操作。

2778

由于 VC 域组不支持添加 FCoE 连接，因此无法执行服务
器配置文件操作。

2779

VCEM 无法更新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端口号未按顺序排
列。

2781

VCEM 无法更新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端口号超出支持的
端口范围。

2782

由于地址已经由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其他连接端口号使
用，因此分配地址时出现问题。

2783

由于已添加了 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因此 VCEM 无
法添加连接。要更正这种情况，请删除现有连接，保存服
务器配置文件，然后重新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

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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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iSCSI 连接端口编号不正确。要求在最后一个有效 iSCSI
连接端口号上完成连续的步骤。

2785

在端口的 iSCSI 连接中，所选的网络不存在。所提供的网
络必须存在于服务器配置文件所属的 VC 域组中。

2786

在端口的 iSCSI 连接中，范围类型与连接内部的地址不兼
容。

2787

在端口的 iSCSI 连接中，MAC 地址数量不正确。每个端
口必须只有一个 MAC 地址。

2788

在端口的现有 iSCSI 连接中，地址类型或 MAC 地址已更
改。要更改地址类型或 MAC 地址，首先编辑配置文件并
删除连接，然后重新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并添加新的连
接。

2789

由于已达到 FCoE 连接的最大数量，因此无法创建 FCoE
连接。

2790

由于存在具有重复 WWN 地址的连接，因此无法创建 FC
连接。

2791

由于存在具有重复 WWN 地址的连接，因此无法创建
FCoE 连接。

2792

指定的 VC 域组中不存在提供的共享上行链路集。共享上
行链路集必须存在于服务器配置文件所属的 VC 域组中。

2793

存在与指定的共享上行链路集不相关的 VNet 映射。2795

由于当前用户没有所需的权限，无法执行此操作。2802

登录时出现错误。用户名或口令不正确。2803

拒绝访问。输入的登录令牌无效。请获取一个新的令牌，
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2804

登录时出现错误：不是 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的
用户。请以现有用户身份重复操作，或将用户添加到 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

2805

该用户无权使用或查看 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2806

输入的登录令牌无效。请获取一个新的令牌，然后重新执
行此操作。

2807

由于数据库服务器没有响应，因此 VCEM 无法执行此操
作。可能的原因包括：- 没有与数据库服务器（如果是远
程数据库）连接。- 同时执行过多的数据库操作。要解决
此问题，请确保数据库服务器正在运行并可以通过 CMS
访问。等待所有 VCEM 作业完成，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2812

登录时出现错误：2813

用户名不能为空。5010

口令不能为空。5011

指定的作业 ID 必须大于 0 且有效。5014

配置文件网络连接速度类型无效。5021

网络连接 PXE 设置无效。5022

FC 连接拓扑无效。5023

FC 连接引导优先级无效。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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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网络连接端口号无效。端口号必须大于 0。5028

网络连接端口号无效。端口号不能重复。5029

FC 连接连接托架无效。连接托架编号必须大于 2。5032

FC 连接连接托架无效。确认 VC 域在该连接托架上有一
个 FC 模块。

5033

找不到指定的服务器托架。确保机箱名称和托架名称有
效。

5046

找不到指定的服务器配置文件。确保服务器配置文件 ID
有效。

5047

未发现有效的服务器托架。确认托架 ID 有效。5049

登录时出现错误。用户名或口令不正确。5050

只能将一个 VLAN 对设置为未标记。5063

iSCSI 连接端口号无效。端口号必须大于 0。5064

iSCSI 连接端口号无效。端口号不能重复。5065

iSCSI 连接引导优先级无效。5066

配置文件 iSCSI 连接速度类型无效。5067

FCoE 连接连接托架无效。确保 VC 域在该连接托架上有
一个 FCoE 模块。

5068

FCoE 连接引导优先级无效。5069

配置文件 FCoE 连接速度类型无效。5070

FCoE 连接端口号无效。端口号必须大于 0。5071

FC 连接端口号无效。端口号必须大于 0。5072

提供的多网络配置不具有最小数量的 VNet 映射。至少需
要一个 VNet 映射。

5073

服务器配置文件必须设置至少两个以太网网络连接（端口
号为 1 和 2）。

5074

由于登录用户具有只读权限，因此无法执行请求的操作。6010

发生意外错误。VCEM 无法继续该任务。6012

找不到 VC 域标识符。确认已输入 VC 域且该 VC 域由
VCEM 进行管理。

6015

找不到 VC 域组标识符。确保已输入 VC 域组且该 VC 域
组存在于 VCEM 中。

6016

找不到 VC 域标识符。确保已输入 VC 域且该 VC 域不是
由 VCEM 管理。

6017

由于所选的 VC 域组不可用，因此选择无效。确认选择，
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6018

由于所选的服务器配置文件不可用，因此选择无效。确认
选择，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

6019

由于所选的托架不可用，因此选择无效。确认选择，然后
重新执行此操作。

6020

找不到托架标识符。确保已输入托架且关联的 VC 域由
VCEM 进行管理。

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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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VCEM 服务器错误消息和描述 (续)

错误消息描述错误消息编号

找不到托架信息。确保提供的托架属于受管 VC 域且 VC
Manager 上的外部管理程序锁处于活动状态。

6051

缺少 VC 域组名称。在 VC 域组名称中填写一个唯一且有
效的名称。名称仅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连字符 (-) 或下
划线 (_)，且限制在 64 个字符以内。

6062

由于 VCEM 不支持所选 VC 域的 VC 固件版本，因此无法
执行此操作。请参阅 VCEM 用户指南以确认受支持的 VC
固件版本，然后将 VC 域固件升级到受支持的版本。

6070

找不到服务器配置文件标识符。确保已输入服务器配置文
件，相关的 VC 域是由 VCEM 进行管理的，并且服务器
配置文件存在于 VCEM 中。

6114

找不到服务器配置文件标识符。6150

无法执行此操作。确保已至少创建一个 VC 域组。6152

由于 VC 域组处于维护模式中，因此无法完成操作。6153

选择无效。确保所选的托架支持分配操作。6156

由于 VC 域组固件模式不受支持，因此 VCEM 无法执行
请求的操作。确保 VC 域组具有受支持的固件模式，然后
重新执行此操作。要升级 VC 域组固件模式，请在 VCEM
GUI 中执行下列步骤，然后重新执行此操作：1. 对于每个
标记为不兼容状态的 VC 域，请执行下列操作：a. 启用
VC 域维护操作。b. 将受管 VC 域升级到（至少）VCEM
支持的最低 VC 固件版本。c. 完成 VC 域维护操作。2. 将
VC 域组固件模式升级到 VCEM 支持的最低 VC 固件版本
（至少）。要升级 VC 域固件版本，请检查 VCEM 支持
的 VC 固件版本的 HP Insight Software 支持列表。

6157

由于所选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包含 VC 域组固件模式版本不
支持的 iSCSI 或 FCoE 连接，因此无法执行该操作。从服
务器配置文件中删除不支持的连接，然后再次尝试此操
作。

6158

由于所选托架已加盖，无法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6159

VLAN ID (1-4094) 值无效。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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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CEMCLI 故障排除
VCEMCLI 调用导致拒绝访问错误

要解决拒绝访问错误，请确认 VCEMCLI 使用的凭据具有所需的 RBAC 权限（该权限是在 CMS
中为要修改的操作和资源配置的）。

VCEMCLI 调用导致了无效前导字符或无效字符错误
对于前导字符，确保使用的是 ASCII 短划线字符而不是许多 UNICODE 短划线变体中的一个。从
Word 文档剪切和粘贴命令行时很容易引入非 ASCII 字符。

VCEMCLI 调用导致 404 错误
要解决 404 错误，请执行下列操作：

• 确认 VCEM 服务器安装了 VCEMCLI 的受支持版本。

• 确保所选的 VCEM 服务器支持 VCEMCLI。

• 确保 VCEM 服务器正在运行，并且没有遇到任何其他困难。

API 超时
当 IP 地址或主机名查找的返回时间超过数分钟，或者在 VCEM 服务器上存在联网问题时，可能
会出现 API 超时。要解决此问题，请以登录方式验证 HP SIM 系统是否正常运行，并验证源系统
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是否存在。

运行 VCEMCLI 客户端时 CMS 服务器上的 CPU 使用率过高
在紧凑循环中执行 VCEMCLI 客户端操作会使 CMS 服务器工作负荷不必要地加重。对结果进行
轮询时，最好为算法设计一些 sleep() 时段，以便VCEM 服务器不会持续轮询。

作业报告失败的状态
有关作业报告的信息，请通过 -show job 命令或在 VCEM UI 中执行下列步骤获取作业详细信
息：

1. 在 VCEM 主页中，单击 Jobs 标签。
2. 通过作业 ID 或作业名称找到该作业。
3. 有关作业及如何解决此问题的详细信息，请单击相关作业的任务名。

4. （可选）当附加详细信息超过 256 个字符时，作业详细信息在显示时可能会被截断。如果
发生这种情况，请单击 HP SIM 导航窗格并选择事件→共享→VCEM 事件查看完整的作业详
细信息。

完成时出现警告作业状态
如果 VCEM 无法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到托架（例如服务器电源已经打开），则服务器配置文
件作业完成但是未分配。

要更正此问题，请确保服务器电源已关闭并重新执行分配配置文件操作。

无法向域组分配配置文件
如果配置文件配置与 VC 域组配置不一样，则可能无法向域组分配配置文件。要解决此问题，请
确保配置文件满足目标 VC 域组要求。有关其他故障排除信息，请参阅《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6.3 User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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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 域报告“配置不匹配”状态
如果 VCEM 数据与 VC 域中的数据不匹配，则会报告配置不匹配。如果外部管理程序锁挂起且
VC 域已更改，或者是从后部机箱互连托架中添加或删除了 VC 模块，则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要更正此问题，请参阅《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6.3 User Guide》获取有关重新
同步配置不匹配的 VC 域的信息。

VC 域报告“过期许可证”状态
如果 VC 域显示“过期许可证”状态，请执行下列步骤：
1. 为机箱发放弹性数量许可 (FQL) 类型的 VCEM 许可证。有关购买许可证的信息，请参阅

VCEM QuickSpecs，网址为：http://www.hp.com/go/vcem。
2. 单击 VC Domain 标签。
3. 选择 VC 域，然后单击 License。
4. 单击 Add Key。
5. 输入有效的 FQL 许可证密钥，然后单击 OK。
6. 单击 Apply License。
7. 再次执行此操作。

发生数据库操作错误
出现以下情况时，可能会在数据库操作期间发生错误：

• 数据库中缺少 VCEM 表（数据库管理员删除了某些 VCEM 表）。

• 如果事务日志溢出或数据库空间不足。

• HP SIM 数据库未运行。要解决此问题，请执行下列操作：
如果 VCEM 表缺失，则必须从备份恢复 VCEM 数据库。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Backing
up and restoring 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6.3 data files in a Windows environment”
或《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6.3 User Guide》。

1.

2. 检查 HP SIM 数据库服务器状态：
a. 如果数据库服务器是远程服务器，则登录到数据库服务器。

b. 确保 Microsoft SQL 或 MSDE 服务在 Windows 任务栏中运行。红色状态表示服务
已停止。

c. 右键单击该状态，然后选择启动。

3. 如果仍然出现此问题，请删除并重新安装 VCEM。

因系统不支持 VC 固件而无法执行 VCEM 操作
如果您的 VC 固件版本不受支持，则 VCEM 操作可能无法执行。要更正此问题，请使用 Virtual
Connect Support Utility 将 VC 固件升级到 VCEM 支持的 VC 固件版本。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P BladeSystem c-Class Virtual Connect Support Utility Version 1.5.2 User Guide》和《HP
BladeSystem c-Class Virtual Connect Support Utility Version 1.5.2 Release Notes》。
有关支持的 Virtual Connect 固件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hp.com/go/vcem。

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失败
如果发生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则可能无法创建配置文件：

• VCEM 没有足够的可用 MAC 地址或 WWN 地址。

• 某些 MAC 地址或 WWN 地址已由其他服务器配置文件使用。

• 被 VC 域使用的 MAC 地址或 WWN 地址未在 VCEM 中定义为定制范围。
要解决此问题，请执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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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验证 VCEM 是否具有足够的空闲 MAC 地址和 WWN 地址。
2. 确保要添加到 VC 域组的 VC 域没有发生 MAC 地址或 WWN 地址冲突。
3. 创建 MAC 和 WWN 的定制范围，然后验证这些范围是否包含将由 VCEM 管理并已在 VC
域中定义的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 MAC 地址和 WWN 地址。

4. 再次执行此操作。

打开目标服务器的电源时，服务器配置文件编辑操作失败
如果目标服务器电源已打开并且更新尝试执行下列操作，则 -set profile 命令可能会失败：

• 添加、删除或更改以太网网络连接

• 添加、删除或更改光纤通道 SAN 连接
作业状态显示一条类似下列信息的错误消息：

Error during Edit server profile [Profile Name]. Details: This action
could not be performed because the server is powered on. Power down the server
associated with the Server Bay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如果目标服务器电源已关闭，则 -set profile 命令不阻止配置文件编辑操作。但是，-set
profile 命令可能会失败，具体取决于在目标服务器电源已打开的情况下，每个 VC 域固件版
本所允许的配置文件更改内容。

成功完成服务器配置文件作业，但更改并未生效
如果 VC 域由 VCEM 管理，而管理员控制面板已脱离 Virtual Connect 模式，则下次登录到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时会出现以下错误消息：
The HP virtual connect has lost its login credentials for the HP Onboard Administrator (OA).
OA may have been replaced or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s. To ensure proper operation, these credentials
must be reestablished

当提供管理员控制面板凭据时，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说明凭据无效。此情况可能发生在：

• 管理员控制面板已替换，或已重置为出厂缺省设置时。

• 在管理员控制面板命令行界面中执行了 clear vcmmode 命令时

• VC 以太网模块暂时被其他刀片系统 c 系列互连模块替换时。
因此，即使服务器配置文件更改并未生效，VCEM API 也可能会报告错误的作业结果，如
Completed with success。下述与服务器配置文件管理相关的 VCEM 功能也可能受到影响：

• 创建未分配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 编辑已分配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 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

• 删除服务器配置文件

• 取消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

以下托架操作也可能会受影响：

• 可能会显示电源状态、服务器型号和序列号功能的错误信息

• 电源按钮可能无法执行预期的操作

此外，在登录到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用户界面后，可能还会显示以下警告消息：
The HP Virtual Connect has lost its login credentials for HP Onboard
Administrator (OA). OA may have been replaced or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s. To ensure proper operation, these
credentials must be reestablished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 VCEM 在 检索和更改配置，报告机箱内部物理设备的状态，以
及执行服务器电源全部打开和全部关闭操作时，需依赖从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到管理员控
制面板的正常通信。要更正此问题，请执行下列步骤以恢复管理员控制面板和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之间的通信：
1. 选择受影响的 VC 域，并启动 VC 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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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到 Virtual Connect Manager。等待系统提示输入新的管理员控制面板凭据。

注意： 您必须具有域权限才能登录到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3. 提供管理员控制面板凭据，然后按照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指示进行操作。
4. 在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中，重新启动其服务器配置文件呈“挂起”状态的所有服务器。
5. 验证服务器是否正常运行。

6. 使用 SDK API 或 VCEM Web 界面完成 VC 域维护。

完成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后，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定义的一些连接不起作
用

VCEM 无法确定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配置的所有光纤通道连接和以太网连接是否都可以物理映射
到刀片式服务器的物理端口。可能因为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存在无法在刀片式服务器（已分配刀
片）中进行配置的以太网连接或光纤通道连接。

要更正此问题，请执行下列选项之一：

• 采用手动方式将受影响的服务器配置文件移至备用刀片式服务器，该服务器包含接收此服务
器配置文件的所有必需物理端口

• 在刀片式服务器中安装必要的夹层卡以提供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所需的物理端口映射

命令 -add profile 或 -set profile 错误消息
VCEM 要求引导目标 LUN 配置和服务器配置文件为 0–255 之间的三位十进制数，或 0 和
FFFFFFFFFFFFFFFF 之间的 16 位十六进制数。执行 -add profile 或 -set profile 操作时，
只要 VC 域中的一个或多个服务器配置文件的引导 LUN 不符合所要求的条件，就会显示下列错
误消息。

An invalid boot LUN was entered. Check the storage arrays for the proper LUN number

要解决此问题，请更正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 Boot LUN 值。0–255 之间的三位十进制数或 0 和
FFFFFFFFFFFFFFFF 之间的 16 位十六进制数均属有效值。要确定适当的值，请访问存储管理软件
或询问存储管理员。请在输入适当值后再次尝试此操作。

命令 -add profile 错误消息
VCEM 要求引导目标 LUN 配置和服务器配置文件为 0–255 之间的三位十进制数，或 0 和
FFFFFFFFFFFFFFFF 之间的 16 位十六进制数。对具有引导 LUN 的服务器配置文件执行 -set
profile 操作时，只要引导 LUN 不符合上述条件，就会报告下列错误。
An invalid boot LUN was entered. Check the Storage arrays for the proper LUN number

当在虚拟连接管理器中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且尝试用 VCEM 对其进行管理时，即会出现这种情
况。要解决该问题，请对所有目标 LUN 字段进行更改，使之处于允许的范围内（0–255 之间的
三位十进制数，或 0 和 FFFFFFFFFFFFFFFF 之间的 16 位十六进制数）。操作完成后，可以对服务
器配置文件执行迁移、分配和故障切换操作。

其他故障排除信息和工具
下列故障排除工具可供使用：

• Sim 审核日志—从 HP SIM Web UI 的任务和日志→查看 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审核日
志…菜单查看 SIM 审核日志。审核日志记录 VCEMCLI 登录以及 VCEMCLI 运行的 IP 地址。

• VCEM 事件—在 VCEM Web UI 中查看 VCEM 事件以检查有关作业是否成功的详细信息。
此信息可用于使用 VCEMCLI，但是可以在需要时使用 VCEM UI 进行检查。

• NT 事件日志—在 CMS 主机上查看 NT 事件日志中与连通性或系统用户登录相关的错误。

• 文档—有关文档信息，请参阅“支持信息和其他资源” （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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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持信息和其他资源
与 HP 联系前的准备工作

请确保在致电 HP 联系人员之前已经准备好以下信息：

• 技术支持注册号（如果适用）

• 产品序列号

• 产品型号名称和编号

• 产品标识号

• 适用的错误消息

• 附加面板或硬件

• 第三方硬件或软件

• 操作系统类型和修订级别

HP 联系人信息
最新的 HP 授权经销商的名称：

• 在美国，请访问 HP 在美国的服务定位程序网站：http://www.hp.com/service_locator

• 在其他地区，请访问 Contact HP Worldwide（英文）网页 (http://welcome.hp.com/ country/
us/en/wwcontact.html)。

HP 技术支持：

• 在美国，请访问 Contact HP United States 网页 (http:// welcome.hp.com/country/us/en/
contact_us.html) 获取联系方式。通过电话与 HP 联系：
◦ 请拨打 1-800-HP-INVENT (1-800-474-6836)。此服务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全天候
为您提供。为了不断提高质量，可能会记录或监视电话内容。

◦ 在其他地区，请访问 Contact HP Worldwide（英文）网页 (http:// welcome.hp.com/
country/us/en/wwcontact.html)。

订阅服务
HP 建议您在 Subscriber's Choice for Business 网站上注册产品：http://www.hp.com/country/
us/en/contact_us.html 注册后，您将收到关于产品增强功能、新驱动程序版本、固件更新和其他
产品资源的电子邮件通知。

文档反馈
HP 非常欢迎您提供反馈。有关产品文档的评论和建议，请通过邮件发送到 docsfeedback@hp.com。
请注明文档标题和生产部件号。所有提交内容将成为 HP 的宝贵资产。

HP 服务
HP 提供以下软件支持服务：
• 软件技术支持和更新服务 ― VCEM 包含为期一年的全天候（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软
件技术支持和更新服务。此服务提供对 HP 技术资源的访问，能帮助解决软件实施或操作方
面的问题。此服务还会以电子版或物理介质形式及时提供软件更新和参考手册（购买了电子
版许可证的客户只能以电子版形式获得更新）。此服务可加快问题的解决速度并可将软件更
新主动通知和提供给客户，客户将从中受益。有关此服务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
www.hp.com/services/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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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注册获取软件技术支持和更新服务 ― 有两种注册方法：
如果已收到许可证授权证书，则在联机索回许可证证书（密钥）之后将进行自动注册。◦

◦ 如果收到的产品许可证信息指导您如何注册软件技术支持和更新服务，请按照指导进行
注册，即可使用电话支持和产品更新。

通过注册获取软件技术支持和更新服务

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注册：

• 如果已收到许可证授权证书，则在联机索回许可证证书（密钥）之后将进行自动注册。

• 如果收到的产品许可证信息指导您如何注册软件技术支持和更新服务，请按照指导进行注
册，即可使用电话支持和产品更新。

使用软件技术支持和更新服务

注册之后，您会收到以邮件形式发送的服务合同，其中包括客户服务电话号码和您的服务协议标
识符 (SAID)。当您致电技术支持时，需要提供您的 SAID。使用 SAID，还可以访问软件更新管理
器 (SUM) 网页，联机查看您的合同并选择以电子方式传送产品更新。您可以获得的服务包括：

• 担保 ― 自购买之日起 90 天内，HP 将负责更换有缺陷的介质产品。此担保适用于 VCEM 和
所有 Insight Control Management、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以及 ProLiant Essentials 产
品。

• HP 支持论坛—一个基于社区的用户支持工具，使 HP 客户能够参加 HP 产品讨论。请查看“管
理软件和系统工具”区域。

• 软件和驱动程序下载页 ― 这些页面提供了 HP 产品的最新软件和驱动程序。

• 管理安全性 ― HP 积极致力于提高所有管理软件的质量和安全性。请访问以下安全性网站：
http://www.hp.com/servers/manage/security。请务必经常查看此网站以获取最新的可下载
安全更新。

相关信息
以下文档提供了相关信息：

• 《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6.3 User Guide》

• 《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6.3 Release Notes》
有关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 《BladeSystem c-Class Solution Overview》

• 《HP Virtual Connect for c-Class BladeSystem User Guide》

• 《HP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Release Notes》

HP 网站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下列 HP 网站：

• http://www.hp.com

• http://www.hp.com/service_locator

• http://www.hp.com/go/vcem

印刷字体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印刷字体约定：

%、$ 或 # 百分号代表 C Shell 系统提示符。美元符号代表 Bourne、Korn、以及 POSIX
Shell 系统提示符。数字符号代表超级用户提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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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5) 联机帮助页。此联机帮助页名为 audit，位于第 5 节。
命令 命令名或条件命令语句。

计算机输出 由计算机显示的文本。

Ctrl+x 组合键序列。组合键序列（如 Ctrl+x）表示在按另一个键或鼠标时，必须按
住 Ctrl 键。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的名称，如，PATH。

错误的名称 错误的名称，常返回到 errno 变量中。
密钥 键盘键的名称。Return 和 Enter 指的是同一个键。
术语 已定义的重要词汇或短语的使用。

用户输入 用户键入的命令和其他文本。

变量 用来替换实际值的命令、函数或其他语法中占位符的名称。

[] 语法中的内容为可选。如果内容为使用 | 分隔的列表，则您必须选择其中一
项。

{} 语法中的内容为必选。如果内容为使用 | 分隔的列表，则您必须选择其中一
项。

... 可以无限次重复前面的元素。

表示继续代码示例。

| 分隔选项列表中的项目。

警告 警告您注意重要信息，如不了解或不遵循这些信息，将导致人身伤害或系统
无法恢复。

小心 小心重要信息，如不了解或不遵循这些信息，将导致数据丢失、数据损坏或
硬件、软件的损坏。

重要信息 此警报提供解释概念或完成任务所需的必要信息

注意 注意事项包括有关强调或补充主要文本要点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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