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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档提供了适用于 HPE Integrity rx2800 i6 和 rx2900 i6 服务器的安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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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服务器

安全信息
执行拆卸和更换步骤时请按照说明小心操作，防止造成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坏。服务器内可能存在电压。许多
配件都容易因静电放电 (ESD) 而损坏。

请遵循下面列出的安全预防措施以确保安全地操作部件，防止造成人身伤害和服务器损坏：

• 如果通电（风扇运转）时安装的组件是可热交换或热插拔的组件，请立即重新装上服务器封盖以防止过
热。

如果安装可热插拔的组件，请完成必要的软件干预操作后再卸下组件。

• 如果安装既非热交换也非热插拔的组件，请先从外部服务器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然后再开始安装。

警告：

卸下或安装服务器硬件之前，确保系统断电并且所有电源均与服务器断开连接（除非要卸下或安装
的组件是热交换或热插拔组件）。只要连接交流电源，服务器内部各处就仍然存在电压。即使关闭
了主电源开关，此电压仍然存在。如果忽略此警告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

• 不要穿着宽松的衣服，以免钩挂在服务器或其他组件上。

• 不要穿容易产生静电的衣服，如羊毛或合成材料制成的衣服。

• 安装内部配件时，请戴上抗静电腕带，并使用现场服务导电接地套件 (Electrically Conductive Field
Service Grounding Kit) 中附带的接地垫。

• 只能抓住附属板和组件的边缘。不要接触附属板上的金属边接口或任何电子元件。

防止静电释放
为避免损坏系统，在设置系统或取放部件时应注意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手指或其他导体所释放的静电可能
损坏主板或其他对静电敏感的设备。由静电造成的损坏可能会缩短上述设备的预期使用时间。

要避免静电损坏，请注意以下事项：

• 将产品装入防静电包装中，以免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直接用手接触产品。

• 在将静电敏感部件运抵不受静电影响的工作区之前，请将它们放在各自的包装中进行保管。

• 从包装箱中取出部件之前，请将部件放在接地平面上。

• 请勿触摸插针、导线或电路。

• 在触摸静电敏感元件或装置时，一定要采取适当的接地措施。

安装顺序和检查清单

步骤 说明 已完成

1 执行现场准备工作。

2 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架或底座中。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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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已完成

3 将电缆连接至服务器。

a. 连接交流输入电源线。

b. 连接 LAN 核心 I/O 电缆。

c. 连接 iLO 3 MP LAN 电缆。

4 连接并设置供访问的控制台。

5 打开服务器的电源。

6 通过 iLO MP 访问 UEFI。

7 引导操作系统。

8 使用 Smart Update Manager (HPSUM) 下载最新的固件。

将服务器安装到机架或底座中

机架安装

HPE 机架

要安装到机架中的 HPE 服务器都带有设备安装滑轨。每组滑轨均附带《适用于 HPE 产品的 HPE 2U 快速
部署导轨系统安装说明》。请按照此安装指南中的步骤来确定服务器在机架中的安装位置及安装方法。

有关机架部署、固定和运输的详细信息，请参阅《10000 系列 G2 机架最佳实践指南》。

非 HPE 机架

有关在第三方机架中安装 rx2800 i6 服务器的信息，请参阅 HPE Integrity rx2800 i6 服务器产品页上的规格
概述，网址为：

http://h41370.www4.hpe.com/quickspecs/overview.html

要查看该规格概述，请单击“规格概述”下的 HTML 或 PDF。

底座套件安装

如果您订购了无机架配置选件，服务器会附带一个安装底座。该安装底座装在服务器纸箱附带的另外一个纸
箱中。

从服务器中卸下导轨

如果收到服务器时带有导轨，则需要先卸下导轨再将其安装到底座套件中。要卸下该组件，请执行以下操
作：

过程

1. 将导轨锁轻轻向外拉出导轨以将其解锁。请参阅从服务器中卸下导轨

2. 将导轨滑向服务器正面，让导轨脱离服务器上的定位柱。

3. 对服务器另一侧安装的导轨重复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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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从服务器中卸下导轨

连接底座套件顶部和底部

重要信息：

本文中的服务器顶部、底部、右侧和左侧均指服务器处于水平方向时，正面面对服务器时的各部位。
底座套件组件的描述，均以服务器处于垂直方向时的最终位置为准。例如，底座套件底部连接到服务
器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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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服务器前面

1. 服务器顶部（底座右侧）

2. 服务器左侧（底座顶部）

3. 服务器底部（底座左侧）

4. 服务器右侧（底座底部）

服务器处于水平位置时，底座套件底部连接到服务器的右侧。服务器处于水平位置时，底座套件顶部连接到
服务器的左侧。可以根据底座脚槽区分底座的底部与顶部。

过程

注意：

底座的底部部件比服务器高，因此放置服务器时，尽量确保服务器的右侧（水平位置上）从工作台面边缘伸出
几英寸，这样就可以将底部部件连接到服务器机箱。如果无法做到，则将服务器抬起距工作台面约 3 英寸，使
底座套件底部可以连接到服务器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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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该组件。

1. 将底座组件中的孔与服务器上的定位柱对准。请参阅安装底座底部部件。

注意：

底座组件中某个孔内含锁定装置。这使得该孔就像堵塞了一部分一样。

2. 保持底座组件与服务器平齐。

3. 向前滑动底座组件，直至其卡入到位。

图 3： 安装底座底部部件

4. 将服务器立在安装的底座套件底部部件上，从而使服务器处于垂直位置。

小心：

该服务器非常沉重。将其提起到垂直位置时要小心。

不安装支脚，服务器可能很容易翻倒。在服务器周围工作时要多加小心，以免碰倒服务器。

5. 将底座顶部部件中的孔与服务器上的定位柱对准。

注意：

底座组件中某个孔内含锁定装置。这使得该孔就像堵塞了一部分一样。

6. 保持底座顶部部件与服务器平齐。

7. 向前滑动底座顶部部件，直至其卡入到位。

8. 顶部和底部底座套件部件现在已安放就位。

连接挡板盖板

要连接挡板盖板，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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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将底座套件中提供的 rx2800 i6 产品标签粘贴到挡板盖板底部前方（从下图中可以看到标签）。

2. 将挡板盖板从底座套件底部开始安装到服务器前方。

3. 将挡板盖板推入至抵住底座套件顶部部件的位置，直到挡板盖板上的卡舌卡入就位。

图 4： 连接挡板盖板

连接底座套件的侧面部件

底座套件右侧部件连接到服务器的顶部。服务器的顶盖可能开有通风孔，用于确保适当的空气流通和冷却。
底座套件右侧部件上也有通风孔，用于确保适当的冷却和空气流通。请按照以下步骤连接底座套件的右侧部
件。

小心：

底座套件的右侧部件中的通风孔必须与 Integrity rx2800 i6 服务器顶盖上的通风孔相对，以便确保适当
的冷却和空气流通。如果忽略该警告将导致服务器由于温度过高而关闭。

要连接该组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过程

1. 将底座套件右侧部件上的定位柱与底部套件顶部和底部的插槽对齐。

2. 按住底座侧面使其与服务器平齐，并将其向服务器的前方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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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连接底座套件的侧面部件

3. 用手拧紧服务器后部的外加翼形螺丝以固定底座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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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翼形螺丝的位置

重复这些步骤以安装左侧部件。

连接底座支脚

将底座支脚滑入底座底部上的插槽中，每侧 2 个。支脚全部相同并可安装在底座套件的底部部件上的任何
插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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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连接支脚

连接服务器电缆

交流输入电源

服务器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交流电源接收交流电源输入。电源插座位于服务器后部。

最多可以在机箱中安装两个电源。在服务器上安装两个电源可提供 1+1 冗余，这意味着如果一个电源出现
故障，另外一个电源仍可为服务器提供运行所需的足够电力。必须立即更换发生故障的电源以恢复 1+1 功
能。

所有高压线（220 伏）配置均支持 1+1 冗余。只要消耗的总功率不超过 800 瓦，低压线（110 伏）配置就
可以维持 1+1 冗余。

要为服务器供电，至少需要一个电源。如果在服务器中只安装了一个电源，则不具备 1+1 功能。

电源状态

服务器有以下几种电源状态：

• 待机

• 全功率

•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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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源状态

电源状态 电源线是否插
入插座？

已通过 iLO 3
PC
命令接通电源；或是否已激活前面板
电源按钮？

是否已施加待
机直流电压？

是否已施加直
流电压？

待机 是 否 是 否

全功率 是 是 是 是

关闭 否 否 否 否

注意：

如果通过 iLO 3 MP PR 命令将电源恢复功能设置为 Always On，服务器在插入电源线的情况下就会

自动通电并处于全功率状态。

端口和电源位于服务器的后面板上。

让服务器处于待机状态

过程

1. 将电源线插入电源插座中。

2.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交流电源插座中。

注意：

电源上的 LED 指示灯在待机状态下不会亮起。为服务器通电使之进入全功率状态时，LED 指示灯
呈绿色。

如果通过 iLO 3 MP PR 命令将电源恢复功能设置为 Always On，服务器在插入电源线的情况下就

会自动通电并处于全功率状态。

3. 如果服务器有两个电源，请将第二根电源线插入电源。

4.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交流电源插座中。

连接到 LAN
服务器有四个提供网络连接的 LAN 端口。《HPE Integrity rx2800 i6 服务器用户服务指南》显示服务器的可
用 LAN 端口。

过程

1. 获取每个要激活的 LAN 端口的有效 IP 地址。

2. 将 LAN 电缆从可用 LAN 端口连接到网络上的活动连接中。

设置系统
有关使用 iLO 3 MP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Integrity iLO 3 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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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清单

设置 Integrity iLO 3 时使用设置清单中的清单。

表 2： 设置清单

步骤 操作 过程 状态

标准设置

1 准备
1. 确定接入方法以选择和连接电缆。

2. 确定 LAN 配置方法并分配 IP 地址（如有必要）。

2 配置 iLO 3 MP LAN 选择三种方法其中的一种配置适用于 iLO 3 MP 的 LAN
接入：

• 带有 DNS 的 DHCP

• RS-232 串行端口

• 静态 IP 地址

3 登录到 iLO 3 MP 从支持的 Web 浏览器或命令行中使用默认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到 iLO 3 MP。

4 更改默认用户名和密码 将管理员帐户中的默认用户名和密码更改为预定义的选
项。

5 设置用户帐户 如果使用本地帐户功能，请设置用户帐户。

6 设置安全访问 设置安全访问设置。

从 iLO MP 访问 UEFI 或操作系统
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是一种体系结构，用于在服务器操作系统和服务器固件之间提供一个接口。UEFI 为引
导操作系统和运行预引导应用程序提供了标准的环境。

执行此过程可从 iLO MP 访问 UEFI 或操作系统。安全参数是根据远程访问设置的。

注意：

命令不区分大小写。

过程

1. 在 MP Main Menu 中，输入命令 co 可访问控制台。

注意：

为了在 UEFI 的控制台上获得最佳查看效果，必须将终端窗口的大小设置为 80 列 x 25 行

2. 在内存测试和 CPU 最近一次自检之后，会显示以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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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Ctrl-C now to bypass loading option ROM UEFI drivers.

• 绕过从 I/O 插槽加载。

• 绕过从 I/O 插槽和核心 I/O 加载。

如果有错误的核心 I/O UEFI 驱动程序阻止系统引导，则“绕过从 I/O 插槽和核心 I/O 加载”选项可
能很有用。仍可以在 UEFI Shell 上使用 USB 驱动器更新核心 I/O 驱动程序。

小心：

在提示出现之前按 Ctrl-C 将无效并且可能导致禁用此功能。因此，请确保等待提示出现后再按下
Ctrl-C。

注意：

提示可能需要几分钟才出现，而按下 Ctrl-C 的时间段却非常短。对于典型引导，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让提示超时。

选择一个选项后，引导过程将继续。

注意：

如果未选择任何选项，引导将在几秒后继续。

3. 根据服务器的出厂配置以及是否在购买时安装了操作系统，您将看到：

a. UEFI Shell 提示符

b. 操作系统登录提示符

如果服务器在出厂时已安装操作系统，则可中断引导进程以配置特定 UEFI 参数。

如果处于 UEFI Shell 提示符处，请参阅 UEFI Front Page

如果处于操作系统登录提示符处，请参阅操作系统登录提示符

UEFI Front Page

如果处于 UEFI Shell 提示符处，请输入命令 exit 导航至 UEFI Front Page

UEFI Front Page 15



图 8： Shell 映射页

图 9： UEFI Front Page

要查看引导选项或启动特定的引导选项，请按 B 启动 Boo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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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Boot Manager 屏幕

要配置特定的设备，请按 D 启动 Device Manager。这是一项高级功能，必须有技术人员的指导才能执行。

图 11： Device Manager 屏幕

要在系统上执行添加、删除或重新排序引导选项等维护操作，请按 M 启动 Boot Maintenance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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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Boot Maintenance Manager 屏幕

要执行更多高级操作，请按 S 以启动 UEFI Shell。

要查看 iLO LAN 配置，请按 I 以启动 iLO Setup Tool。

保存 UEFI 配置设置

还可在此时配置其他 UEFI 设置。有关更多 UEFI 配置选项的信息，请参阅《HPE Integrity rx2800 i6 服务
器用户服务指南》。

引导并安装操作系统

在 UEFI Front Page 提示符处，可以使用下列两种方法其中的一种来进行引导和安装：

• 如果服务器上安装了操作系统，请参阅向服务器加载操作系统。

• 如果服务器上没有安装操作系统，请参阅未向服务器加载操作系统。  

向服务器加载操作系统

如果服务器加载了操作系统，通常情况下 UEFI 将自动引导到操作系统。如果加载了 UEFI Front Page，要
想开始自动引导，可以按 ENTER，或者按 B 为操作系统选择特定的引导选项。

使用标准的操作系统登录步骤或参阅操作系统文档以登录到该操作系统。

未向服务器加载操作系统

如果服务器上没有操作系统，则可通过以下三种可选方式进行安装：使用 Ignite UX、使用 vMedia 或从
DVD 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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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登录提示符

如果在与服务器建立连接之后，该服务器处于操作系统登录提示符状态下，则请使用标准的操作系统登录步
骤或参阅操作系统文档来进行后续操作。

打开和关闭服务器电源

电源状态

服务器有以下几种电源状态：

• 待机

• 全功率

• 关闭

表 3： 电源状态

电源状态 电源线是否插
入插座？

已通过 iLO 3
PC
命令接通电源；或是否已激活前面板
电源按钮？

是否已施加待
机直流电压？

是否已施加直
流电压？

待机 是 否 是 否

全功率 是 是 是 是

关闭 否 否 否 否

注意：

如果通过 iLO 3 MP PR 命令将电源恢复功能设置为 Always On，服务器在插入电源线的情况下就会

自动通电并处于全功率状态。

端口和电源位于服务器的后面板上。

为服务器通电

如果服务器处于待机状态，则使用下列方法为服务器通电使之进入全功率状态：

• iLO 3 MP PC 命令

• 电源按钮

使用 iLO 3 MP 打开服务器电源

注意：

如果通过 iLO 3 MP PR 命令将电源恢复功能设置为 Always On，服务器在插入电源线的情况下就会

自动通电并处于全功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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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将所有电源线插入服务器后面板上的插座中。

2. 发起控制台会话，并访问 MP Main Menu。

3. 输入命令 CM 以启用命令模式。

4. 输入命令 PC 以使用远程电源控制命令。将显示类似如下所示的命令输出：

注意：

您的显示内容可能与显示的内容不符。

图 13： 电源控制菜单屏幕

5. 输入命令 ON 打开服务器电源，然后当系统提示确认操作时输入 YES。
6. 引导操作系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操作系统文档。

手动打开服务器电源

注意： 如果通过 iLO 3 MP PR 命令将电源恢复功能设置为 Always On，服务器在插入电源线的情况

下就会自动通电并处于全功率状态。

过程

1. 将所有电源线插入服务器后面板上的插座中。

2. 按下电源按钮启动服务器。

3. 启动操作系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操作系统文档。

关闭服务器电源

如果服务器处于待机或全功率状态，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方法关闭服务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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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O 3 MP PC 命令

• 电源按钮

使用 iLO 3 MP 关闭服务器电源

过程

1. 正常关闭操作系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操作系统文档。

2. 发起控制台会话，并访问 MP Main Menu。

3. 输入 CM 以启用命令模式。

4. 输入 PC 以使用远程电源控制命令。

5. 输入 OFF 以关闭服务器电源，并当系统提示确认操作时输入 YES。

小心：

现在已从系统中断开了直流主电压，但服务器中仍存在待机交流电压。

6. 从服务器后面板上的插座中拔出所有电源线。

手动关闭服务器电源

过程

1. 正常关闭操作系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操作系统文档。

2. 要关闭服务器电源，请按电源按钮。

小心：

现在已从系统中断开了直流主电压。但服务器中仍存在待机交流电压。

3. 从服务器后面板上的插座中拔出所有电源线。

使用 Smart Update Manager (SUM) 安装最新的固件
利用 Smart Update Manager 实用程序，可以通过简单易用的界面或命令行部署固件组件。此实用程序具有
集成的硬件发现引擎，用于发现目标服务器上安装的硬件和正在使用的当前固件版本。只需通过向目标服务
器发送所需组件即可避免耗费不必要的网络流量。SUM 还具有用于在部署固件更新之前按正确顺序安装更
新并确保满足所有相关性的逻辑。另外，它还具有用于防止基于版本的相关性阻止成功安装，并确保以适当
方式处理更新以减少更新过程中的故障时间的逻辑。Smart Update Manager 进行远程安装时不需要代理。
安装完成后，Smart Update Manager 还会删除与安装相关的所有远程文件。

Smart Update Manager 的关键功能包括：

• GUI 和 CLI

• 确保适当安装顺序的相关性检查和组件之间的相关性检查

• 部署智能化，仅部署所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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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了部署性能

• 远程命令行部署

此时，已通过 SUM 远程完成 Integrity 系统上的固件更新。例如，在 x86 Linux 或 Windows 管理系统上运
行 SUM，并通过网络更新目标 Integrity 系统。SUM 支持在 rx2800 i6 服务器上更新固件。可从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网站 http://www.hpe.com 上获取和下载这些服务器的固件包。

有关 SUM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Smart Update Manager 用户指南》(http://www.hpe.com/info/hpsum/
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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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信息和其他资源

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 要获取实时帮助，请访问“联系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全球”网站：

http://www.hpe.com/assistance

• 要获取文档和支持服务，请访问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网站：

http://www.hpe.com/support/hpesc

要收集的信息

• 技术支持注册号（如果适用）

• 产品名称、型号或版本以及序列号

• 操作系统的名称和版本

• 固件版本

• 错误消息

• 产品特有的报告和日志

• 附加产品或组件

• 第三方产品或组件

获取更新

• 某些软件产品提供了用于通过产品界面获取软件更新的机制。请参阅产品文档以了解建议的软件更新方
法。

• 要下载产品更新，请访问：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

www.hpe.com/support/hpesc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软件下载

www.hpe.com/support/downloads
Software Depot

www.hpe.com/support/softwaredepot

• 要订阅电子新闻稿和提醒信息，请访问：

www.hpe.com/support/e-updates

• 要查看和更新您的授权以及将您的合同和保修与您的个人资料相关联，请访问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的“有关访问支持材料的详细信息”页：

www.hpe.com/support/AccessToSupport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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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在通过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访问时，某些更新可能需要具有产品授权。您必须设置
一个具有相关授权的 HPE Passport 帐户。

客户自行修理
通过使用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客户自行维修 (CSR) 计划，您可以自行维修您的产品。如果需要更
换某个 CSR 部件，我们会将其直接发给您，以便您在方便的时候安装该部件。某些部件不符合 CSR 要求。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授权服务提供商将确定是否可以通过 CSR 完成维修。

有关 CSR 的详细信息，请与当地服务提供商联系或访问 CSR 网站：

http://www.hpe.com/support/selfrepair

远程支持
远程支持是作为保修或合同支持协议的一部分为支持的设备提供的。它提供智能的事件诊断，并自动以安全
方式向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提交硬件事件通知，随后将根据产品的服务级别，快速而准确地解决
问题。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强烈建议为您的设备注册远程支持。

如果您的产品还包括其他远程支持详细信息，请使用搜索功能查找这些信息。

远程支持和 Proactive Care 信息

HPE Get Connected
www.hpe.com/services/getconnected

HPE Proactive Care 服务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 
HPE Proactive Care 服务：支持的产品列表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supportedproducts
HPE Proactive Care 高级服务：支持的产品列表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advancedsupportedproducts

Proactive Care 客户信息

Proactive Care 中心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central
Proactive Care 服务激活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centralgetstarted

保修信息
要查看您的产品的保修或者查看《服务器、存储、电源、网络和机架产品的安全与合规性信息》参考文档，
请访问企业安全与合规网站。

www.hpe.com/support/Safety-Compliance-EnterpriseProducts

其他保修信息

HPE ProLiant 和 x86 服务器及选件

www.hpe.com/support/ProLiantServers-Warranties
HPE 企业服务器

www.hpe.com/support/EnterpriseServers-Warra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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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存储产品

www.hpe.com/support/Storage-Warranties
HPE 网络产品

www.hpe.com/support/Networking-Warranties

法规信息
要查看产品的法规信息，请查看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上的《服务器、存储、电源、网络和
机架产品的安全与合规性信息》：

www.hpe.com/support/Safety-Compliance-EnterpriseProducts

其他法规信息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致力于根据需要为客户提供有关我们产品中的化学物质的信息以符合法律要
求，例如，REACH（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法规 EC 1907/2006）。有关本产品的化学信息报告，请访问：

www.hpe.com/info/reach

有关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产品环境和安全信息及合规性数据（包括 RoHS 和 REACH），请参阅：

www.hpe.com/info/ecodata

有关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环境信息（包括公司计划、产品回收和能源效率），请参阅：

www.hpe.com/info/environment

文档反馈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致力于使所提供的文档满足您的需要。为帮助我们改进文档，请将任何错误、
建议或意见发送到文档反馈 (docsfeedback@hpe.com)。在提交反馈时，请加入位于文档封面上的文档标
题、部件号、版本和出版日期。对于联机帮助内容，请加入位于法律声明页面中的产品名称、产品版本、帮
助版本和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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