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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是计算机实施方法、计算装置及计算

机可读取储存介质，公开提供一种系统及方法，

用于动态地定义服务器系统的管理控制器(例

如：主板管理控制器(BMC))特定输入接脚以作为

对新装置插入服务器系统的响应。上述新装置包

括服务器系统的电源供应单元(PSU)、自动切换

开关(ATS)或电池组备用单元(BBU)中的一个。在

一些实施例中，PSU、ATS以及BBU分别模块化为多

个ATS模块、多个PSU模块以及多个BBU模块。上述

ATS模块、PSU模块以及BBU模块中的每个模块基

本上具有相同的实体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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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计算机实施方法，用于管理计算装置，包括：

藉由上述计算装置的管理控制器判断插入的装置，上述装置包括上述计算装置的电源

供应单元(PSU)、自动切换开关(ATS)或电池组备用单元(BBU)中的一个；

藉由上述管理控制器判断上述装置的识别(ID)；

作为对判断上述装置为上述BBU的响应，将上述管理控制器的特定输入接脚重新定义

为BBU输出接脚；

监控上述BBU的状态；以及

通过经由上述BBU输出接脚发送第一控制信号以管理上述BBU。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算机实施方法，还包括：

作为对判断上述装置为上述ATS响应，将上述管理控制器上述特定输入接脚定义为ATS

输入接脚；

经由上述ATS输入接脚监控上述ATS的状态；

管理上述ATS；以及

作为对AC电源故障信号响应，发送第二控制信号至上述BBU。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计算机实施方法，其中上述AC电源故障信号表示上述计算装置

的任何或所有AC电源已经故障，和/或上述ATS已经故障的状况。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算机实施方法，还包括：

作为对判断上述装置为上述PSU响应，将上述管理控制器上述特定输入接脚定义为PSU

输入接脚；

经由上述PSU输入接脚监控上述PSU的状态；

管理上述PSU；以及

作为对AC电源故障信号响应，发送第三控制信号至上述BBU。

5.一种计算装置，包括：

处理器；

管理控制器；

电池组备用单元(BBU)；

电源供应单元(PSU)；

自动切换开关(ATS)；以及

储存有多个指令的计算机可读取介质，当上述指令由上述处理器执行时，会使上述计

算装置执行下列操作，包括：

藉由上述计算装置的管理控制器判断插入的装置，上述装置包括上述PSU、上述BBU及

上述ATS中的一个；

藉由上述管理控制器判断上述装置的识别(ID)；

作为对判断上述装置为上述BBU的响应，将上述管理控制器的特定输入接脚重新定义

为BBU输出接脚；

监控上述BBU的状态；以及

通过经由上述BBU输出接脚发送第一控制信号以管理上述BBU。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计算装置，其中上述计算机可读取介质储存有上述指令，当上述

指令由上述处理器执行时，会使上述计算装置进一步执行下列操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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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判断上述装置为上述ATS响应，将上述管理控制器上述特定输入接脚定义为ATS

输入接脚；

经由上述ATS输入接脚监控上述ATS的状态；

管理上述ATS；以及

作为对AC电源故障信号响应，发送第二控制信号至上述BBU。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计算装置，其中上述计算机可读取介质储存有上述指令，当上述

指令由上述处理器执行时，会使上述计算装置进一步执行下列操作，包括：

作为对判断上述装置为上述PSU响应，将上述管理控制器上述特定输入接脚定义为PSU

输入接脚；

经由上述PSU输入接脚监控上述PSU的状态；

管理上述PSU；以及

作为对AC电源故障信号响应，发送第三控制信号至上述BBU。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计算装置，其中上述AC电源故障信号表示连接至上述PSU的AC电

源已经故障，和/或上述PSU已经故障的情况。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计算装置，其中上述管理控制器是主板管理控制器(BMC)，且上

述特定接脚为用于SMBAlert的#A22输入接脚。

10.一种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取储存介质，上述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取储存介质包括复述

指令，当上述指令由计算装置的至少一个处理器执行时，会使上述计算装置执行下列操作，

包括：

藉由上述计算装置的管理控制器判断插入的装置，上述装置包括上述计算装置的电源

供应单元(PSU)、自动切换开关(ATS)或电池组备用单元(BBU)中的一个；

藉由上述管理控制器判断上述装置的识别(ID)；

作为对判断上述装置为上述BBU的响应，将上述管理控制器的特定输入接脚重新定义

为BBU输出接脚；

监控上述BBU的状态；以及

通过经由上述BBU输出接脚发送第一控制信号以管理上述B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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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实施方法、计算装置及计算机可读取储存介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电源供应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服务器场(server  farms)或数据中心(datacenters)通常使用大量服务器以

处理各种应用服务的处理需求。各个服务器处理多种操作并需要一定的电力消耗(power 

consumption)以维持这些操作。这些操作中有一些是“极其关键(mission  critical)”的操

作，若被中断可能导致与这些操作有关的用户的重大安全漏洞或收益损失。

[0003] 举例来说，服务器系统的电源供应单元(power  supply  units,PSUs)的输入AC电

源(input  AC  power)可能会故障。输入AC电源的失效或故障可迫使服务器系统突然关机，

可能导致数据损失甚或是服务器系统损坏。一种解决方式为使用自动切换开关(automatic 

transfer  switch,ATS)，于第一AC输入电源故障时将PSUs切换至第二AC输入电源。另一种

解决方式为以电池组备用系统(battery  backup  system,BBU  system)替换中断或故障的

电源。

[0004] 然而，管理具有PSU(s)、ATS和/或BBU的服务器系统，以及进一步改善服务器系统

中的电源供应器的可靠度与成本仍然是一个挑战。

发明内容

[0005] 根据本公开多种示例的系统及方法，提供一种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上述解决方

案藉由动态地定义服务器系统的管理控制器(例如：主板管理控制器(baseboard 

management  controller,BMC))特定输入接脚(input  pin)以作为对新装置插入服务器系

统的响应。新装置包括服务器系统的电源供应单元(PSU)、自动切换开关(ATS)或电池组备

用单元(BBU)中的一个。在一些实施例中，PSU、ATS以及BBU分别模块化为多个ATS模块、多个

PSU模块以及多个BBU模块——这些模块中的个别模块基本上具有相同的实体尺寸

(physical  size)。

[0006] 在一些实施例中，特定输入接脚为用于SMBAlert的#A22输入接脚。作为对判断新

装置为BBU的响应，管理控制器可将#A22输入接脚定义为BBU的输出接脚(output  pin)。管

理控制器可通过经由输出接脚发送控制信号以管理BBU。在一些示例中，管理控制器可请求

BBU经由输出接脚及电源管理总线(power  management  bus,PMBus)向服务器系统提供备用

电源。在一些实施例中，管理控制器可请求BBU提供电源以支持来自服务器系统的峰值功率

(peak  power)需求。因此，服务器系统中可能不需要不中断电源供应器(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UPS)和/或冗余PSUs。

[0007] 作为对判断新装置为PSU响应，管理控制器可定义到PSU的#A22输入接脚；经由#

A22输入接脚监控PSU的状态；管理PSU；以及在PSU的AC电源故障的情况下向BBU发送控制信

号。作为对判断新装置为ATS响应，管理控制器可定义到ATS的#A22输入接脚；经由#A22输入

接脚监控ATS的状态；管理ATS；以及在ATS的(复数)AC电源故障的情况下向BBU发送控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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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于此设计中，可储存服务器系统的一个AC回路。

[0008]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管理服务器系统的计算机实施方法，上述方法

包括：藉由服务器系统的管理控制器判断插入的装置，上述装置包括服务器系统的PSU、ATS

或BBU中的一个；藉由管理控制器判断装置的识别(ID)；作为对判断装置为BBU的响应，将管

理控制器的特定输入接脚重新定义为BBU输出接脚；监控BBU的状态；以及通过经由BBU输出

接脚发送第一控制信号以管理上述BBU。

[0009] 在一些实施例中，用于管理服务器系统的计算机实施方法还包括：作为对判断装

置为ATS响应，将管理控制器特定输入接脚定义为ATS输入接脚；经由ATS输入接脚监控ATS

的状态；管理ATS；以及作为对AC电源故障信号响应，发送第二控制信号至BBU。AC电源故障

信号可表示服务器系统的任何或所有AC电源已经故障，和/或ATS已经故障的状况。

[0010] 在一些实施例中，用于管理服务器系统的计算机实施方法还包括：作为对判断装

置为PSU响应，将管理控制器特定输入接脚定义为PSU输入接脚；经由PSU输入接脚监控PSU

的状态；管理PSU；以及作为对AC电源故障信号响应，发送第三控制信号至BBU。AC电源故障

信号可表示连接至PSU的AC电源已经故障，和/或PSU已经故障的状况。

[0011]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一种储存有多个指令的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取储存介质

(non-transitory  computer-readable  storage  medium)。当上述指令由处理器执行时，会

使处理器执行下列操作，包括：藉由服务器系统的管理控制器判断插入的装置，上述装置包

括服务器系统的 P S U、A T S或 B B U中的一个 ；藉由管理控制器判断装置的识别

(identification,ID)；作为对判断装置为BBU的响应，将管理控制器的特定输入接脚重新

定义为BBU输出接脚；监控BBU的状态；以及通过经由BBU输出接脚发送第一控制信号以管理

BBU。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当上述指令由处理器执行时，会使处理器进一步执行下列操作，

包括：作为对判断装置为ATS响应，将管理控制器特定输入接脚定义为ATS输入接脚；经由

ATS输入接脚监控ATS的状态；管理ATS；以及作为对AC电源故障信号响应，发送第二控制信

号至BBU。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当上述指令由处理器执行时，会使处理器进一步执行下列操作，

包括：作为对判断装置为PSU响应，将管理控制器特定输入接脚定义为PSU输入接脚；经由

PSU输入接脚监控PSU的状态；管理PSU；以及作为对AC电源故障信号响应，发送第三控制信

号至BBU。

[0014] 根据一些配置，服务器系统零件的操作条件可储存于服务器系统的存储器、硬盘

(hard  drive)或闪存装置(flash  memory  device)。操作条件可由服务器系统上的BMC、机

架管理控制器(rack  management  controller,RMC)或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存取。闪存装置可为配置来于一段时间内储存程序指令或数据的任何储存介质。

根据一些示例，闪存装置可为快闪驱动器(flash  drive)、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RAM)、非易失性随机存取存储器(non-volatile  random-access  memory,NVRAM)、

电可擦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

EEPROM)或信箱缓存器(mailbox  register)。

[0015] 本公开的其他特征及优点将于下列叙述中阐明，且将于说明中变得显而易见，或

者可以通过本公开的原理而了解。本公开的特征及优点可藉由所附权利要求特别指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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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与组合来实现及获得。

附图说明

[0016] 通过以下结合附图对实施例的详细描述，本公开及其优点将变得更易理解。这些

附图仅描绘示例性的实施例，因此不应被视为对多种实施例或权利要求的限制。

[0017] 图1A所示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区块示意图，用于说明示例性系统。

[0018] 图1B所示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区块示意图，用于说明包括有BMC、PSU、ATS及BBU

的示例性系统。

[0019] 图2所示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管理服务器系统的方法。

[0020] 图3及图4所示为根据本公开多种示例的示例性系统。

[0021] 附图标记列表

[0022] 100A：服务器系统

[0023] AC1  101-1、AC2  101-2：交流电源

[0024] 102：电源供应单元(PSU)

[0025] 103：主板管理控制器

[0026] 104：处理器

[0027] 105：BIOS

[0028] 106：北桥逻辑电路

[0029] 107：PCI总线

[0030] 108：南桥逻辑电路

[0031] 109：储存装置

[0032] 110：冷却模块

[0033] 111：主存储器

[0034] 112：自动切换开关(ATS)

[0035] 113：电池组备用单元(BBU)

[0036] 150、151：工业标准体系结构扩展槽

[0037] 160、161：PCIe扩展槽

[0038] 170、171：PCI扩展槽

[0039] 100B：服务器系统

[0040] 200：方法

[0041] 204-228：步骤

[0042] 300：计算系统

[0043] 302：总线

[0044] 304：存储器

[0045] 306：只读存储器

[0046] 308：随机存取存储器

[0047] 310：控制器

[0048] 312：储存装置

[0049] 314：模块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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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316：模块2号

[0051] 318：模块3号

[0052] 320：输入装置

[0053] 322：输出装置

[0054] 324：通信接口

[0055] 326：传感器

[0056] 328：高速缓存

[0057] 330：处理器

[0058] 332：闪存

[0059] 334：固件

[0060] 336：显示器

[0061] 400：计算机系统

[0062] 402：芯片组

[0063] 404：网桥

[0064] 406：用户接口组件

[0065] 408：通信接口

[0066] 410：处理器

[0067] 412：固件

[0068] 414：输出装置

[0069] 416：储存装置

[0070] 418：随机存取存储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71] 本公开可以多种不同实施形式呈现。其表现于附图并详述于此。这些实施例为本

公开原理的示例或说明，并非旨于限制本公开所公开范围。举例来说，公开于摘要、背景技

术、发明内容(但未明确阐述于权利要求)的范围、要素及限制，上述范围、要素及限制不应

单独地或集体地以暗示、推论或其他方式体现在权利要求。为本公开内容的详述目的，除非

特定否认，单数词包含复数词，反之亦然。并且字词“包含”其意为“非限制性地包含”。此外，

进似性的(approximation)用语例如“大约”、“几乎”、“相当地”、“大概”等，可用于本公开实

施例，其意义上如“在、接近或接近在”或“在3至5％内”或“在可接受的制造公差内”或任意

符合逻辑的组合。

[0072] 本公开多种示例提供系统及方法，上述系统及方法动态地定义服务器系统的管理

控制器特定输入接脚以作为对新装置插入服务器系统响应。上述新装置包括服务器系统的

电源供应单元(PSU)、自动切换开关(ATS)或电池组备用单元(BBU)中的一个。

[0073] 图1A所示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区块示意图，显示一示例性服务器系统100A。于

此示例中，服务器系统100A包括至少一个微处理器或处理器104、BMC  103、ATS  112、BBU 

113、一或多个冷却模块110、主存储器(MEM)111、以及至少一个电源供应单元(PSU)102，其

中PSU  102从交流电源供应器101接收交流电，并提供电力至服务器系统100A的各种零件

(例如：处理器104、北桥(NB)逻辑电路106、PCIe扩展槽160、南桥(SB)逻辑电路108、储存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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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109、工业标准体系结构(ISA)扩展槽150、PCI扩展槽170、以及BMC  103)。ATS  112连接至

AC1输入101-1与AC2输入101-2以及PSU  102。BBU  113被配置来为服务器系统100A提供备用

电源。在一些实施例中，BBU  113被配置来提供电源，以作为对来自服务器系统的峰值功率

需求的响应。在一些实施例中，当PSU  102故障或连接至服务器系统100A的AC1输入101-1与

AC2输入101-2皆中断时，BBU  113可为服务器系统提供备用电源。于此示例中，不需要将不

中断电源供应器(UPS)纳入服务器系统100A。

[0074] 于电力开启后，服务器系统100A被配置来加载来自存储器、计算机储存装置或外

部储存装置的软件应用程序以执行多种操作。储存装置109被建构为逻辑块，可用于服务器

系统100A的操作系统及应用程序。储存装置109被配置为即使在服务器系统100A电力关闭

时也能留存服务器数据。

[0075] 于图1A中，存储器111经由北桥逻辑电路106耦接至处理器104。存储器111可包括

但不限于：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双倍数据速率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DR  DRAM)、静

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或其他型态的合适存储器。存储器111可配置来储存服务器系统

100A的固件数据。在一些配置中，固件数据可储存于储存装置109。

[0076] 在一些实施例中，服务器系统100A更可包括快闪储存装置。快闪储存装置可为快

闪驱动器、随机存取存储器(RAM)、非易失性随机存取存储器(NVRAM)或电可擦可编程序只

读存储器(EEPROM)。快闪储存装置被配置来储存系统配置，例如固件数据。

[0077] 处理器104可以是中央处理单元(CPU)，其被配置来执行特定功能的程序指令。举

例来说，于启动程序中，处理器104可以存取储存于BMC  103或快闪储存装置的固件数据，并

执行BIOS  105以初始化服务器系统100A。于启动程序后，处理器104执行操作系统以执行并

管理用于服务器系统100A的特定任务。

[0078] 在一些配置中，处理器104可为多核心处理器，每个核心通过CPU总线被耦接在一

起，而此CPU总线连接至北桥逻辑电路106。在一些配置中，北桥逻辑电路106可被整合至处

理器104。北桥逻辑电路106亦可连接至多个快速外围组件互连(PCIe)扩展槽160及南桥逻

辑电路108(可选择)。多个PCIe扩展槽160(例如：PCIe扩展槽161)可以用于连接器及总线，

例如PCI  Express  x1、USB  2.0、系统管理总线(SMBus)、SIM卡、作为日后扩充所用的另一

PCIe的线道、1.5V及3.3V电源以及作为诊断服务器系统100A的底盘上的LEDs的线路。

[0079] 于服务器系统100A中，北桥逻辑电路106及南桥逻辑电路108由外围组件互连

(PCI)总线107所连接。PCI总线107可支持处理器104上的功能，但必须在独立于处理器104

的原生总线(native  buses)中的任一者的标准化格式下支持。PCI总线107可进一步连接至

多个PCI扩展槽170(例如：PCI扩展槽171)。连接至PCI总线107的装置，可看似被直接连接到

CPU总线的总线控制器(未图标)、且视为位于处理器104的地址空间的被指定地址以及被同

步至单一总线时钟。PCI卡可用于多个PCI扩展槽170，其包括但不限于：网络适配器(NICs)、

声卡、调制解调器、电视调谐器卡(TV  tuner  cards)、磁盘控制器、视频卡、小型计算机系统

接口(SCSI)配接器以及个人计算机记忆卡国际协会(PCMCIA)卡。

[0080] 南桥逻辑电路108可经由扩充总线将PCI总线107耦接至多个扩充卡(expansion 

card)或ISA扩展槽150(例如：工业标准体系结构扩展槽151)。扩充总线可为用于在南桥逻

辑电路108与外围装置间进行通信的总线，且可包括但不限于：工业标准体系结构(ISA)总

线、PC/104总线、低接脚计数(low  pin  count)总线、扩展工业标准结构(EISA)总线、通用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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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线(USB)、整合驱动电子装置(integrated  drive  electronics,IDE)总线或其他可用

来为外围装置做数据通信的任何合适总线。

[0081] 于此示例中，BIOS  105可为被配置来启动或识别服务器系统100A的各种零件的任

何程序指令或固件。BIOS是一个重要系统零件，负责初始化及测试相应的服务器系统的硬

件零件。BIOS可为硬件零件提供抽象层(abstraction  layer)，从而为应用程序及操作系统

提供一种一贯的方式与外围装置(如键盘、显示器及其他输入/输出装置)互动。

[0082] 于服务器系统100A中，南桥逻辑电路108可进一步耦接至BMC  103，且此BMC  103连

接到PSU  102。在一些实施例中，BMC  103亦可为机架管理控制器(RMC)。

[0083] BMC  103被配置来监控服务器系统100A的零件的操作状态，并基于零件的操作状

态控制服务器系统100A。举例来说，BMC  103可监控被传送至PSU  102及ATS  112的电力、服

务器系统100A的零件的电力消耗、服务器系统100A的内部温度和/或服务器系统100A的特

定零件的温度。基于服务器系统100A的内部温度或特定零件的温度，BMC  103可控制冷却模

块110以增加或降低服务器系统100A或特定零件的冷却。在一些实施例中，BMC  103可缩小

服务器系统100A的特定零件(例如：处理器104、存储器111、储存装置109和/或总线)的频率

和/或电力消耗。

[0084] 在一些实施例中，BMC  103可请求BBU  113提供额外电源至服务器系统100A，以作

为对来自服务器系统100A的峰值功率需求响应。在一些实施例中，BMC  103可收集服务器系

统100A及PSU  102的电力使用及消耗的历史数据。BMC  103可根据一或多个机器学习算法

(machine-learning  algorithm)分析所收集的当前和/或历史负载与电力消耗，并决定PSU 

102的优化输出功率，和/或来自BBU  113用于支持峰值功率需求的额外电源。

[0085]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或多个机器学习算法可包括线性回归模型(linea r 

regression  model)、类神经网络模型(neural  network  model)、支持向量机导向模型

(support  vector  machine  based  model)、贝斯统计理论(Bayesian  statistics)、案例为

本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判定树(decision  trees)、逻辑归纳程序设计

(inductive  logic  programming)、高斯处理回归(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集群

数据处理技术(group  method  of  data  handling)、学习自动机(learning  automata)、随

机数据林(random  forests)、总体分类器(ensembles  of  classifiers)、序数分类

(ordinal  classification)或条件式随机场(conditional  random  field)中的至少一个。

举例来说，类神经网络模型可用于分析历史负载数据，并撷取服务器系统100A的负载与PSU 

102及BBU  113的优化输出功率之间的复杂关联，选择特定AC源以输送AC电源至PSU  102。

[0086] 图1B进一步示出服务器系统100A的简化图。于此示例中，服务器系统100B包括AC1

输入101-1、AC2输入101-2、ATS  112、PSU  102、BBU  113以及BMC  103。作为对BMC  103的程序

被初始化，或ATS  112、PSU  102及BBU  113中任何一个插入服务器系统100B的响应，BMC  103

可判断被插入的装置的识别，并基于上述识别重新定义或定义BMC  103的特定接脚。

[0087] 举例来说，作为对判断新装置为BBU  113响应，BMC  103可将#A22输入接脚重新定

义为BBU  113的输出接脚(例如：BBS  AC  GOOD)。BMC  103可通过经由输出接脚发送控制信号

以进一步管理BBU  113，和/或请求BBU  113经由输出接脚为服务器系统100B提供备用电源。

[0088] 另一示例中，作为对判断新装置为PSU  102响应，BMC  103可定义至PSU  102的#A22

输入接脚、经由#A22输入接脚监控PSU  102(例如：PSU  ON或SMBAlert)的状态、管理PSU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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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连接PSU  102的AC电源(例如：AC1输入101-1或AC2输入101-2)故障的情况下，发送控

制信号至BBU  113。作为对判断新装置为ATS  112响应，BMC  103可定义至ATS  112的#A22输

入接脚、经由#A22输入接脚监控ATS  112的状态、管理ATS  112以及在连接ATS  112的(复数)

AC电源(例如：AC1输入101-1及AC2输入101-2两者)故障的情况下，发送控制信号至BBU 

113。于此示例中，BMC  103经由I2C总线(例如：SCL/SDA线路)发送控制信号至BBU  113、PSU 

102及ATS  112。

[0089] 在一些实施例中，ATS  112、PSU  102以及BBU  113被分别模块化为多个ATS模块、多

个PSU模块以及多个BBU模块。多个ATS模块、多个PSU模块以及多个BBU模块中的各个模块基

本上具有相同的实体尺寸。

[0090] 在一些实施例中，多个ATS模块中的各个模块可进一步包括电流过载保护(over-

current  protection,OCP)电路(未示出)。OCP电路可整合至ATS模块，或是离散电路。OCP电

路被配置来限制流经ATS模块及成对的PSU的输入电流，使得当ATS模块或成对的PSU故障

时，可保护服务器系统100B的AC电源输入或其他零件免于电流突波的破坏。

[0091] 尽管分别位于图1A与图1B的示例性服务器系统100A与示例性服务器系统100B中

仅示出了某些零件，但可用于处理或储存数据，或接收或传输信号的多种类型的电子或计

算零件亦可包括于示例性服务器系统100A及示例性服务器系统100B中。此外，示例性服务

器系统100A及示例性服务器系统100B中的电子或计算零件可被配置来执行多种类型的应

用程序和/或可使用多种类型的操作系统。这些操作系统可包括但不限于：Android、柏克莱

软件分配(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BSD)、iPhone  OS(iOS)、Linux、OS  X、类Unix

实时操作系统(Unix-like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例如：QNX)、微软窗口

(Microsoft  Windows)、Window  Phone以及IBM  z/OS。

[0092] 根据示例性服务器系统100A及示例性服务器系统100B所欲的实施，可使用各种网

络及通信协议，包括但不限于：TCP/IP、开放系统互连(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OSI)、档案传送协议(file  transfer  protocol,FTP)、通用即插即用(universal  plug  and 

play ,UpnP)、网络文件系统(network  file  system ,NFS)、公用因特网文件系统(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CIFS)、AppleTalk通信协议等。如同于本技术领域具有通常知识者

所理解的，分别由图1A与图1B示出的示例性服务器系统100A与示例性服务器系统100B用于

解释的目的。因此，网络系统可以不同方式适当地实施，但仍提供根据本公开多种示例的网

络平台的配置。

[0093] 于图1A及图1B的示例性配置中，示例性服务器系统100A及示例性服务器系统100B

亦分别可包括一或多个无线零件，可在特定无线通道(wireless  channel)的计算范围内操

作以与一或多个电子装置通信。无线信道可为任何合适的通道用于使装置进行无线通信，

例如：蓝芽(Bluetooth)、格状系统(cellular)、NFC或Wi-Fi通道。须理解的是，装置可具有

一或多个传统有线通信连接，如本技术领域已知的。多种其他组件和/或组合亦可于多种示

例的范围内。

[0094] 上述讨论旨于说明本公开的原理及多种示例。一旦充分理解上述公开的内容，许

多变化及修改将变得明白易懂。

[0095] 图2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用于管理服务器系统的示例性方法200。须理解的是，

示例性方法200的呈现仅用于说明的目的，且根据本公开的其他方法可包括以类似或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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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序或并行执行的附加的、较少的或替代的步骤。示例性方法200始于步骤204，通过判断

服务器系统中的管理控制器程序(例如：BMC程序)正在启动，或装置改变状态而开始。上述

装置可包括ATS、PSU及BBU，如同图1A及图1B所示。

[0096] 于步骤206中，管理控制器可判断装置信息。举例来说，管理控制器可经由PMBus取

得装置信息。于步骤208中，管理控制器可判断装置是否为BBU、ATS或PSU。在一些实施例中，

装置为模块化的BBU、ATS或PSU。

[0097] 于步骤210中，作为对判断装置为BBU的响应，管理控制器可将管理控制器的特定

输入接脚重新定义为BBU输出接脚，如同图1B所示。管理控制器可进一步在步骤212中经由

集成电路间(inter-integrated  circuit,I2C)总线(例如：SCL/SDA线路)监控BBU的状态，

并在步骤214中经由BBU输出接脚发送控制信号，如同图1B所示。

[0098] 于步骤216中，作为对判断装置为ATS响应，管理控制器可将管理控制器的特定输

入接脚定义为ATS输入接脚。于步骤218中，管理控制器可经由ATS输入接脚监控ATS的状态，

并在步骤220中，经由I2C总线(例如：SCL/SDA线路)管理ATS，如同图1B所示。于步骤222中，

管理控制器可发送控制信号至BBU以作为对AC电源故障信号响应。在一些实施例中，AC电源

故障信号表示任何或所有至ATS的AC电源故障或ATS故障。

[0099] 于步骤224中，作为对判断装置为PSU响应，管理控制器可将管理控制器的特定输

入接脚定义为PSU输入接脚。于步骤225中，管理控制器可经由PSU输入接脚监控PSU的状态，

并在步骤226中，经由I2C总线(例如：SCL/SDA线路)管理PSU，如同图1B所示。于步骤228中，

管理控制器可发送控制信号至BBU以作为对AC电源故障信号响应。在一些实施例中，AC电源

故障信号表示连接到PSU的特定AC电源故障，或PSU故障。

[0100] 本文公开如图3及图4所示的示例性系统及网络的简要介绍性描述。本公开将描述

这些变化，如阐明多种示例。本公开现在转向图3。

[0101] 图3显示示例计算系统300，其中计算系统的零件藉由总线302彼此电子通信。计算

系统300包括处理单元(CPU或处理器)330及系统总线302，上述系统总线302将包括系统存

储器304(例如：只读存储器(ROM)306及随机存取存储器(RAM)308)在内的多种系统零件耦

接至处理器330。计算系统300可包括高速存储器的高速缓存，其与处理器330直接连接、非

常接近处理器330或整合为处理器330的一部分。计算系统300可自存储器304和/或储存装

置312中将数据复制到高速缓存328，以使处理器330可快速存取。以此方式，高速缓存328可

在等待数据的同时为处理器330提供效能提升。此模块与其他模块可控制或被配置以控制

处理器330执行多种动作。其他系统存储器304亦可被使用。存储器304可包括具有不同效能

特征的多种不同类型的存储器。处理器330可包括任何通用处理器以及硬件模块或软件模

块，例如嵌入于储存装置312的模块1号314、模块2号316与模块3号318。硬件模块或软件模

块被配置来控制处理器330以及特殊目的处理器，其中软件指令纳入实际处理器设计中。处

理器330可实质上为完全自足式计算系统，并包括多个核心或处理器、总线、存储器控制器、

高速缓存等。多核心处理器可以是对称或非对称。

[0102] 为了让用户能够与计算系统300互动，提供输入装置320作为输入机制。输入装置

320可包括用于演讲的麦克风、用于手势或图形输入的触控屏幕、键盘、鼠标、动态输入等

等。在一些实施例中，多模式接口(multimodal)系统可以提供多种类型的输入以让用户能

够与计算系统300沟通。于此示例中，亦提供输出装置322。通信接口324可控制与管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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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与系统输出。

[0103] 储存装置312可为非易失性存储器，用以储存计算机可读取的数据。储存装置312

可为磁式卡带(magnetic  cassettes)、快闪记忆卡、固态存储器装置、数字多功能光盘、盒

式磁带(cartridges)、随机存取存储器(RAMs)308、只读存储器(ROM)306与上述的混和。

[0104] 储存装置312可包含控制处理器330的软件模块314、316和318。其他硬件或软件模

块在预期之内。储存装置312可连接至系统总线302。在一方面，执行特定功能的硬件模块可

包含储存于计算机可读取介质中的软件零件以执行该功能，该计算机可读取介质连接至必

要的硬件零件如处理器330、总线302、显示器336及其他。

[0105] 控制器310可为计算系统300上的特化微控制器或处理器，例如BMC(基板管理控制

器)。在一些情况下，控制器310可以作为智能型平台管理接口(IPMI)的一部分。更在某些情

况下，控制器310可被嵌入在计算系统300的主板或主电路板上。控制器310可管理介于系统

管理软件与硬件平台之间的接口。控制器310亦可与多种系统装置及零件(内部和/或外部)

作通信，例如控制器或外围组件，如下面进一步所述。

[0106] 控制器310可产生对通知、警报和/或事件的特定响应，并与远程装置或零件作通

信(例如：电子邮件信息、网络信息等)，以为自动硬件恢复程序产生指令或命令等。管理员

亦可与控制器310远程通信，以启动或安排特定硬件自动恢复程序或操作，如下面进一步所

述。

[0107] 控制器310亦可包括系统事件记录控制器和/或储存装置，以管理及维持由控制器

310接收的事件、警报以及通知。举例来说，控制器310或系统记录控制器可接收来自于一或

多个装置及零件的警报或通知，并且在系统事件记录储存零件中维持警报及通知。

[0108] 闪存332可为电子非易失性计算机储存介质或芯片，其可被计算系统300用于储存

和/或数据传输。闪存332可被电子式地抹除和/或再程序化。闪存332可包括例如EPROM(可

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电可擦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ROM、NVRAM或CMOS(互补式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闪存332可储存当计算系统300第一次电力启动时由计算系统300执行

的固件334、与为了固件334而给定的一组配置。闪存332亦可储存固件334所使用的配置。

[0109] 固件334可包括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或其等价物，例如EFI(可延伸固件接口

(Extensible  Firmware  Interface))或UEFI(统一可延伸固件接口(Unified  Extensible 

Firmware  Interface))。每一次计算系统300启动时，固件334可如顺序程序(sequence 

program)般地被加载及执行。固件334可基于一组配置以辨识、初始化及测试计算系统300

中的硬件。固件334可在计算系统300执行自我测试，例如POST(开机自我检测)。此自我测试

可以测试不同硬件零件的功能性，例如硬盘、光学读取装置、冷却装置、记忆模块、扩充卡

等。固件334可以在存储器304、ROM  306、RAM  308和/或储存装置312中定位与分配一个区

域，以储存操作系统(OS)。固件334可加载启动加载器和/或操作系统，并且将计算系统300

的控制权交给操作系统。

[0110] 计算系统300的固件334可包括固件配置，上述固件配置定义固件334如何控制计

算系统300中的多种硬件零件。固件配置可决定计算系统300中启动的多种硬件零件的顺

序。固件334可提供接口，例如统可延伸固件接口，其可设定各种不同参数，上述参数可不同

于固件默认配置中的参数。举例来说，用户(例如：管理员)可用固件334以具体指定频率及

总线速度；定义什么外围装置连接至计算系统300；设定操作参数的临界(例如：风扇速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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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温度限制)；和/或提供各种其他参数，其影响计算系统300的总体效能及电力使用。当固

件334显示储存在闪存332时，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将容易理解固件334亦可储

存在其他诸如存储器304或ROM  306的存储器零件中。

[0111] 计算系统300可包括一或多个传感器326。举例来说，此一或多个传感器326可包括

一或多个温度传感器、热量传感器、氧气传感器、化学传感器、噪声传感器(noise 

sensors)、热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压检测器、气流传感器、水流传感器、红外线温度计、热

流传感器、温度计、高温计等。举例来说，此一或多个传感器326可经由总线302与处理器、高

速缓存328、闪存332、通信接口324、存储器304、ROM  306、RAM  308、控制器310及储存装置

312进行通信。此一或多个传感器326亦可经由一或多种不同方式(例如：集成电路间(I2C)、

通用输出(GPO)等)与计算系统其他零件进行通信。计算系统300上的不同类型的传感器(例

如：传感器326)亦可将参数回报到控制器310，例如冷却风扇速度、电源状态、操作系统(OS)

状态、硬件状态等。

[0112] 图4显示具有芯片组(chipset)架构的计算机系统400，上述芯片组架构可用于执

行本公开的(复数)方法或操作，并产生及显示图形用户接口(GUI)。计算机系统400可包括

计算机硬件、软件及固件，上述计算机硬件、软件及固件可用以实施所公开的技术。计算机

系统400可包括处理器410，处理器410表示可以执行被配置以执行识别计算的软件、固件与

硬件的各种物理上和/或逻辑上的不同资源。处理器410可与芯片组402通信，芯片组402可

以控制来自处理器410的输入与输出。于此示例中，芯片组402输出信息至输出装置414(例

如显示器)，并可读取及写入信息至储存装置416。举例来说，储存装置416可包括磁式介质

与固态介质。芯片组402亦可自RAM  418读取数据与写入数据至RAM  418。与各种用户接口零

件406连接的网桥404可被提供来与芯片组402连接。这种用户接口零件406可包括键盘、麦

克风、触碰侦测与处理电路、指向装置(例如：鼠标)等。在通常情况下，对计算机系统400的

输入可以来自机器产生和/或人工产生的各种来源中的任何一个。

[0113] 芯片组402亦可与一个或多个通信接口408连接，通信接口408可具有不同的实体

接口。这种通信接口可包括有线与无线的局域网络、宽带无线网络以及个人局域网络的接

口。此外，上述机器可经由用户接口零件406接收来自用户的输入，并执行适当的功能，例如

藉由处理器410诠释这些输入以浏览功能。

[0114] 此外，芯片组402亦可与固件412进行通信，可在电力启动时由计算机系统400执行

固件412。固件412可基于一组固件配置以辨识、初始化及测试计算机系统400中的硬件。固

件412可在计算机系统400执行自我测试，例如开机自我检测。此自我测试可以测试各种硬

件零件402至418的功能性。固件412可在随机存取存储器418定位与分配区域以储存操作系

统。固件412可加载启动加载器和/或操作系统，并将计算机系统400的控制权交给操作系

统。在一些情况下，固件412可与硬件零件402至410以及414至418通信。此处，固件412可通

过芯片组402和/或一或多个其他零件与硬件零件402至410以及414至418通信。在一些情况

下，固件412可以直接与硬件零件402至410以及414至418作通信。

[0115] 在此应能理解计算系统300与计算机系统400可具有多于一个的处理器(例如：处

理器330及410)，或者成为通过网络链接在一起的计算装置群组或丛集的一部分以提供更

好的处理能力。

[0116] 为了使解释清晰易懂，本公开在一些情况之下可表示为包含独立功能区块，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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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功能区块包含装置、装置零件、步骤或常规于方法的功能区块，而上述方法可体现于软

件，或硬件与软件的组合。

[0117] 在一些实施例中，计算机可读取储存装置、介质与存储器可包括电缆或无线信号，

上述信号含有比特流或相似物。然而，当提到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取储存介质时，则明确排除

诸如能量、载波信号、电磁波与信号本身的介质。

[0118] 依据上述示例所提的方法可藉由储存于或其他可取用于计算机可读取介质的计

算机可执行指令加以实施。举例来说，上述指令可包含导致或以其他方式配置通用计算机、

特殊目标计算机或特殊目的处理器装置以执行某些功能或功能组的指令与数据。部分计算

机资源的使用可由网络存取。举例来说，上述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可为二进制以及中间格式

指令，例如汇编语言、固件或原始码。

[0119] 根据本公开的装置实施方法可包含硬件、固件和/或软件，并可采取各种形状因子

(form  factor)中的任何形状因子。上述形状因子的典型示例包括笔记本电脑、智能型手

机、小形状因子个人计算机、个人数字助理、机架安装装置(rack-mount  devices)、独立装

置(standalone  devices)等。本文所述的功能亦可体现于外围设备或附加(add-in)卡。此

功能亦可通过进一步示例的方法，实施于不同芯片间的电路板或实施于在单一装置上执行

的不同程序。

[0120] 多种示例更可于各种操作环境中实施，上述操作环境在某些状况下可包括一或多

个服务器计算机、用户计算机或可用于操作任何数量的应用程序的计算装置。用户或客户

装置可包含任何数量的通用个人计算机(例如运行标准操作系统的桌面计算机或笔记本电

脑)，以及运行行动软件并可支持一定数量的网络链接与信息通信协议的格状、无线及手持

装置。此系统亦可包括一定数量的运行任何各种市售操作系统的工作站，以及其他用于开

发与数据库管理的已知应用程序。这些装置亦可包含其他电子装置如虚拟终端(dummy 

terminal)、精简客户端(thin-clients)、游戏系统与其他可经由网络通信的装置。

[0121] 上述实施例的范围，或部分的内容系通过硬件实施，本公开可通过下列技术中的

任何技术或其组合加以实施：具备逻辑门以在数据信号上实施逻辑功能的离散逻辑电路；

具有合适的组合逻辑门的特殊应用集成电路(ASIC)；可编程硬件如可编程门阵列

(programmable  gate  array,PGA)；和/或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等。

[0122] 大多数示例利用至少一个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网络以支持使用各种市售通信

协议中的任何通信协议的通信，上述通信协议可为TCP/IP、OSI、FTP、UPnP、NFS、CIFS、

AppleTalk等。举例来说，上述网络可为局域网络、广域网、虚拟专用网、因特网、内部网络

(intranet)、商际网络(extranet)、公用电话交换网(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红外线网络(infrared  network)、无线网络以及任何上述网络的组合。

[0123] 根据这些技术的装置实施方法可包括硬件、固件和/或软件，并可以采取各种形式

的形状因子中的任何形状因子。上述形状因子的典型示例包括服务器计算机、笔记本电脑、

智能型手机、小形状因子个人计算机、个人数字助理等。本文所述的功能亦可体现于外围设

备或附加(add-in)卡。此功能亦可通过进一步示例的方法，实施于不同芯片间的电路板或

实施于在单一装置上执行的不同程序。

[0124] 在使用网页服务器(Web  server)的示例中，上述网页服务器可运行包括HTTP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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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FTP服务器、CGI服务器、数据服务器、Java服务器与商用服务器的任何各种服务器或中

间层应用装置(mid-tier  applications)。作为对来自用户装置的要求的响应，上述网页服

务器亦可执行程序或脚本(script)。举例来说，上述网页服务器可执行一或多个网页应用

程序，这些网页应用程序可通过一或多个脚本或以任何程序语言所撰写的程序加以实施，

用于撰写的程序语言可为 C、C#、C++或诸如Perl、Python或TCL与其组合的任何脚本

语言(scripting  language)。上述网页服务器亦可包含数据库服务器，此数据库服务器包

含可在开放市场取得的数据库服务器。

[0125] 服务器系统可包括上述的各种数据储存、其他存储器及储存介质。这些可常驻于

各种位置，例如本地于(和/或常驻于)一或多个计算机的储存介质，或远程于横跨网络的任

何或全部计算机的储存介质。在一组特定示例中，信息可常驻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储

存区网络(SAN)中。同样地，任何执行属于计算机、服务器或其他网络装置功能的必要档案

可适当地储存于本地或远程。其中，系统包括计算机化装置，此等装置可包括可经由总线电

性耦接的硬件组件。举例来说，上述硬件组件包括至少一个中央处理器(CPU)、至少一个输

入装置(例如：鼠标、键盘、控制器、触控显示组件或小键盘(keypad))及至少一个输出装置

(例如：显示装置、打印机或扬声器)。此系统亦可包括一或多个储存装置，例如磁盘驱动器、

光学储存装置、固态储存装置(如随机存取存储器(RAM)或只读存储器(ROM))，以及可移介

质装置(removable  media  devices)、记忆卡、快闪卡(flash  cards)等。

[0126] 用于容纳编码或部分编码的储存介质及计算机可读介质可包括任何合适的本技

术领域习知或已使用的介质，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储存和/或传输数据或信息的可移及不可

移介质。此等可移及不可移介质包括RAM、ROM、EPROM、EEPROM、闪存或其他存储器技术、CD-

ROM、数字光盘(DVD)或其他光储存、磁式卡带、磁带、磁盘储存、或其他磁式储存装置，上述

介质可用于储存欲储存的信息并可由系统装置存取。上述数据或信息可包括计算机可读指

令、数据结构、程序模块或其他数据。基于本公开所提供的技术与教示，所属技术领域中具

有通常知识者将可理解以其他方式和/或方法实施本公开的各种可能。

[0127] 本公开的说明书及图示用以说明而并非用以限制本公开的技术。如权利要求所阐

述的内容，在不脱离本公开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针对本公开做些许的更动与润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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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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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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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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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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