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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ONTAP NetApp System Manager設定叢集

使用System Manager ONTAP - NetApp 9.7及更早版本中的範
本檔案來設定叢集

您可以使用ONTAP 經典版《經典版》（ONTAP 適用於更新版本的版本）中提供的範本檔
案、建立叢集、設定節點管理和叢集管理網路、然後設定事件通知、來設定叢集。（
從ONTAP 《支援使用支援AutoSupport 功能的不支援功能》的《支援功能》（從《支援功
能》9.6開始）。 您可以下載格式為「.xlsx'」或「.csv'」的範本檔案。

關於這項工作

• 如果叢集支援ONTAP 更新版本的版本、您只能新增執行ONTAP 更新版本的儲存系統。

• 上傳檔案時、不會自動填入所有欄位。

您必須手動輸入密碼和叢集管理連接埠等部分欄位的值。

步驟

1. 開啟網頁瀏覽器、然後輸入您已設定的節點管理IP位址：「https://node-management-IP`」

◦ 如果您已設定叢集的認證、則會顯示「Login」（登入）頁面。

您必須輸入認證資料才能登入。

◦ 如果您尚未設定叢集的認證、則會顯示引導式設定視窗。

2. 下載「.xlsx’範本檔案」或「.csv’範本檔案」。

3. 在範本檔案中提供所有必要的值、然後儲存檔案。

◦ 請勿編輯範本中除「Value（值）」以外的任何其他欄位。

◦ 請勿變更範本檔案的版本。

4. 按一下*瀏覽*、然後選取更新的範本檔案。

◦ 您只能以「.csv"格式上傳範本檔案。如果您下載的範本檔案格式為「.xlsx'」、則必須將檔案儲存
為「.csv'」檔案、然後上傳檔案。

◦ 您必須確保此檔案所使用的編碼為「UTF8」。如果沒有、則不會讀取這些值。

5. 按一下*上傳*。

您在範本檔案中提供的詳細資料可用來完成叢集設定程序。

6. 按一下*引導式設定*圖示、即可檢視叢集的詳細資料。

7. 驗證「叢集」視窗中的詳細資料、然後按一下「提交並繼續」。

如有需要、您可以編輯叢集詳細資料。

如果您第二次登入叢集視窗、則預設會啟用「功能授權」欄位。您可以新增功能授權金鑰、或保留預先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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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權金鑰。

8. 驗證*網路*視窗中的詳細資料、然後按一下*提交並繼續*。

如有需要、您可以編輯網路詳細資料。

9. 確認「支援」視窗中的詳細資料、然後按一下「提交並繼續」。

如有需要、您可以編輯支援詳細資料。

10. 驗證* Storage*視窗中的詳細資料、然後建立Aggregate或結束叢集設定：

如果您想要… 然後…

結束叢集設定、不需配置儲存設備和建立SVM 按一下*跳過此步驟*。

使用Aggregate配置儲存設備、並建立SVM 按一下*提交並繼續*。

如有需要、您可以編輯支援詳細資料。

11. 驗證「建立儲存虛擬機器（SVM）」視窗中的詳細資料、然後按一下「提交並繼續」。

您可以編輯SVM名稱、選取不同的資料傳輸協定、並視需要修改網路介面和介面卡詳細資料。

12. 如果您在* Storage （儲存設備）視窗中按一下*跳過此步驟、請在* Summary（摘要）視窗中檢視詳細資
料、然後按一下 Manage Your Clust*（管理叢集）以啟動System Manager（系統管理員）。

13. 如果您在* Storage*（儲存設備）視窗中按一下*提交並繼續*、請確認SVM視窗中的詳細資料、然後按一下*

提交並繼續*。

如有需要、您可以編輯SVM詳細資料。

14. 驗證* Summary（摘要）視窗中的所有詳細資料、然後按一下 Provision an Application*（資源配置應用程式
）以配置應用程式的儲存設備、或按一下* Manage Your Clust*（管理叢集*）以完成叢集設定程序並啟
動System Manager、或按一下* Export Configuration（匯出組態）*下載組態

相關資訊

https://["System Manager叢集引導式設定範本"]

使用ONTAP System Manager（更新版本）建立叢集：NetApp®

您可以使用ONTAP 經典版的《經典版》（ONTAP 僅適用於更新版本的版本）來建立及設
定資料中心的叢集。

關於這項工作

如果叢集支援ONTAP 更新版本的版本、您只能新增執行ONTAP 更新版本的儲存系統。

步驟

1. 開啟網頁瀏覽器、然後輸入您已設定的節點管理IP位址：「https://node-managemen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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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已設定叢集的認證、則會顯示「Login」（登入）頁面。

您必須輸入認證資料才能登入。

◦ 如果您尚未設定叢集的認證、則會顯示引導式設定視窗。

按一下*引導式設定*圖示以設定叢集。

2. 在「叢集」頁面中、輸入叢集的名稱。

如果未發現所有節點、請按一下*重新整理*。

該叢集網路中的節點會顯示在節點欄位中。

3. *可選：*如果需要、請在*節點*欄位中更新節點名稱。

4. 輸入叢集的密碼。

5. *選用：*輸入功能授權金鑰。

6. 按一下*提交*。

接下來該怎麼做

在「Network（網路）」頁面中輸入網路詳細資料、以繼續進行叢集設定。

相關資訊

授權時間

組態更新視窗

使用System Manager（ONTAP 系統管理程式）設定網路-更新版本

您可以透過ONTAP 設定網路、使用經典版的經典版《支援功能》ONTAP （適用於支援功
能的更新版本）來管理叢集、節點和服務處理器。您也可以使用網路視窗來設定DNS

和NTP詳細資料。

開始之前

您必須已設定叢集。

關於這項工作

• 只有已啟動並執行的節點才會列出來建立叢集。

您可以為這些節點建立lifs。

• 您可以停用IP位址範圍、並輸入個別的IP位址、以供叢集管理、節點管理及服務處理器管理網路使用。

啟用IP位址範圍時、請設定網路

您可以啟用IP位址範圍來設定網路。IP位址範圍可讓您輸入相同網路遮罩範圍或不同網路遮罩範圍內的IP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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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在「* IP位址範圍*」欄位中輸入IP位址範圍、然後按一下「套用」。

選項 說明

您在同一個網路遮罩中有一系列的IP位址 輸入IP位址範圍、然後按一下「套用」。

IP位址會依序套用至叢集管理、節點管理和服務處理
器管理網路。

您在不同的網路遮罩中有一系列IP位址 在單獨一行輸入每個IP位址範圍、然後按一下*

「Apply」（套用）*。

套用至叢集管理和其他IP位址的第一個IP位址會依序
套用至節點管理和服務處理器管理網路。

在輸入用於叢集管理、節點管理和服務處理器管理的IP位址範圍之後、您不得手動修改這些
欄位中的IP位址值。您必須確保所有IP位址都是IPV4位址。

2. 輸入網路遮罩和閘道詳細資料。

3. 在「連接埠」欄位中選取叢集管理的連接埠。

4. 如果節點管理中的「連接埠」欄位未填入* e0M*、請輸入連接埠詳細資料。

依預設、「連接埠」欄位會顯示e0M。

5. 對於服務處理器管理、如果您要覆寫預設值、請確定您已輸入必要的閘道詳細資料。

6. 如果您已啟用「* DNS詳細資料*」欄位、請輸入DNS伺服器詳細資料。

7. 如果您已啟用「* NTP詳細資料*」欄位、請輸入NTP伺服器詳細資料。

提供替代的NTP伺服器詳細資料是選擇性的。

8. 按一下*提交*。

接下來該怎麼做

在「Support（支援）」頁面中輸入事件通知、以繼續進行叢集設定。

在停用IP位址範圍時設定網路

您可以停用IP位址範圍、並輸入個別IP位址來設定網路、以進行叢集管理、節點管理及服務供應商網路。

關於這項工作

在「網路」頁面中、如果* IP位址範圍*已停用、請輸入叢集管理、節點管理和服務處理器網路的個別IP位址。

步驟

1. 在*叢集管理IP位址*欄位中輸入叢集管理IP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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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入叢集管理的網路遮罩詳細資料。

3. *選用：*輸入叢集管理的閘道詳細資料。

4. 在「連接埠」欄位中選取叢集管理的連接埠。

5. 如果要提供網路遮罩和閘道詳細資料來管理節點、請清除「叢集管理*的*保留網路遮罩和閘道組態」核取方
塊、然後輸入網路遮罩和閘道詳細資料。

6. 在「節點管理」欄位中輸入節點管理IP位址。

7. 如果節點管理中的「連接埠」欄位未填入* e0M*、請輸入連接埠詳細資料。

依預設、「連接埠」欄位會顯示e0M。

8. 輸入服務處理器管理網路遮罩和閘道詳細資料。

9. 在*服務處理器管理*欄位中輸入服務處理器IP管理位址。

10. 如果您已啟用「* DNS詳細資料*」欄位、請輸入DNS伺服器詳細資料。

11. 如果您已啟用「* NTP詳細資料*」欄位、請輸入NTP伺服器詳細資料。

提供替代的NTP伺服器詳細資料是選擇性的。

12. 按一下*提交*。

接下來該怎麼做

在「Support（支援）」頁面中輸入事件通知、以繼續進行叢集設定。

相關資訊

https://["什麼是服務處理器？我該如何使用？"]

https://["如何使用Data ONTAP CLI在叢集式的更新版本上設定及疑難排解NTP"]

https://["供應說明文件中心 ONTAP"]

網路視窗

組態更新視窗

日期與時間範圍

服務處理器視窗

使用System Manager（ONTAP 系統管理程式）設定支援頁面-《支援頁面-》（英文）-《
支援頁面》（

您可以使用ONTAP 經典版的《經典版》（ONTAP 適用於支援頁面）來設定支援頁面。設
定支援頁面可完成叢集設定、並包括設定事件通知、以及設定單節點叢集、以及設定系統
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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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

您必須設定叢集和網路。

步驟

1. 使用郵件主機、SNMP設陷主機或Syslog伺服器來設定事件通知。

您必須設定至少一個事件通知系統。

2. 如果您有單節點叢集、請在FTP伺服器或HTTP伺服器上設定系統備份。

系統備份僅適用於單節點叢集。

3. 按一下*提交並繼續*。

接下來該怎麼做

檢視儲存建議並建立SVM、以繼續進行叢集設定。

使用System Manager（ONTAP 系統管理程式）檢閱儲存建議- NetApp®9、7及更早版本

您可以使用ONTAP 經典版的儲存視窗來檢閱建立Aggregate所提供的儲存建議（ONTAP

可在更新版本的更新版本中找到）。

開始之前

您必須設定叢集、網路及支援詳細資料。

關於這項工作

您可以根據儲存建議建立資料集合體、也可以跳過此步驟、稍後使用System Manager建立資料集合體。

程序

• 若要根據儲存建議建立資料集合體、請按一下*提交並繼續*。

• 若要稍後使用System Manager建立資料集合體、請按一下*跳過此步驟*。

接下來該怎麼做

如果您選擇根據儲存建議建立集合體、則必須建立儲存虛擬機器（SVM）、才能繼續進行叢集設定。

使用System Manager建立SVM - ONTAP 不含更新版本的更新版本

在經典版的《經典版》（適用於VMware 9.7及更早版本）中、您可以使用儲存虛擬機器
（SVM）視窗來建立完整組態的SVM。ONTAP ONTAP在這些SVM上建立儲存物件之
後、SVM會提供資料。

開始之前

• 您必須已建立Aggregate、而且Aggregate必須在線上。

• 您必須確保集合體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SVM根磁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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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輸入SVM的名稱。

2. 選取SVM的資料傳輸協定：

如果您想要… 然後…

使用Active Directory設定CIFS伺服器來啟用CIFS傳
輸協定

a. 選取「* Active Directory *」方塊。

b. 輸入Active Directory管理員名稱。

c. 輸入Active Directory管理員密碼。

d. 輸入CIFS伺服器的名稱。

e. 輸入Active Directory網域的名稱。

f. 視您的需求而定、請在此SVM*上選取*單一資
料LIF、或在此SVM*方塊中選取*單一資料LIF。

g. 提供IP位址、網路遮罩、閘道和連接埠等資料LIF

詳細資料。

h. 提供DNS詳細資料。

使用工作群組設定CIFS伺服器、以啟用CIFS傳輸協
定

a. 選取「工作群組」方塊。

b. 輸入工作群組的名稱。

c. 輸入CIFS伺服器的名稱。

d. 視您的需求而定、選取「*在此SVM*上有一個資
料LIF」或「*在此SVM*上每個節點有一個資
料LIF」核取方塊。

e. 提供IP位址、網路遮罩、閘道和連接埠等資料LIF

詳細資料。

啟用NFS傳輸協定 a. 選取「* NFS*」方塊。

b. 視您的需求而定、選取「*在此SVM*上有一個資
料LIF」或「*在此SVM*上每個節點有一個資
料LIF」核取方塊。

c. 提供IP位址、網路遮罩、閘道和連接埠等資料LIF

詳細資料。

啟用iSCSI傳輸協定 a. 選取「* iSCSI *」方塊。

b. 提供IP位址、網路遮罩、閘道和連接埠等資料LIF

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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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 然後…

啟用FC/FCoE傳輸協定 a. 選取「* FC/FCoS*」方塊。

b. 選取FC或FCoE傳輸協定的FC/FCoE連接埠。

每個節點至少必須為每個傳輸協
定（FC和FCoE）設定一個正確的
連接埠。

啟用NVMe傳輸協定 a. 選取「* NVMe *」方塊。

b. 選取NVMe傳輸協定的NVMe連接埠。

其中一個節點必須至少有一個支
援NVMe的介面卡可供使用、才能
設定NVMe。此外、從ONTAP 版
本號為2、9.5開始、必須針對
與SVM相關的HA配對中的每個節
點、至少設定一個NVMe LIF。您
最多可以為配對中的每個節點建
立兩個NVMe LIF。

3. *選用：*按一下*進階選項*圖示、並提供詳細資料、以設定進階選項、例如預設語言、安全樣式、CIFS伺服
器詳細資料及NFS詳細資料。

4. 按一下*提交並繼續*以建立SVM。

接下來該怎麼做

如果您已按一下*提交並繼續*、則必須驗證您在「摘要」視窗中提供的詳細資料、然後按一下*管理叢集*以啟動
系統管理員、或按一下*資源配置應用程式*以配置儲存應用程式、或按一下*匯出組態*下載組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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