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
拟化

文件号码 E25836
2011年 12月



版权所有©2011 500 Oracle Parkway, Redwood City, CA 94065 U.S.A.

本软件和相关文档是根据许可证协议提供的，该许可证协议中规定了关于使用和公开本软件和相关文档的各种限制，并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除非在
许可证协议中明确许可或适用法律明确授权，否则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使用、拷贝、复制、翻译、广播、修改、授权、传播、分发、展示、执
行、发布或显示本软件和相关文档的任何部分。除非法律要求实现互操作，否则严禁对本软件进行逆向工程设计、反汇编或反编译。

此文档所含信息可能随时被修改，恕不另行通知，我们不保证该信息没有错误。如果贵方发现任何问题，请书面通知我们。

如果将本软件或相关文档交付给美国政府，或者交付给以美国政府名义获得许可证的任何机构，必须符合以下规定：

U.S. GOVERNMENT RIGHTS

Programs, software, databases,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and technical data delivered to U.S. Government customers are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or
"commercial technical data"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and agency-specific supplemental regulations. As such, the use, duplication,
disclosure, modification, and adaptation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estrictions and license terms set forth in the applicable Government contract, and, to the extent
applicable by the terms of the Government contract, the additional rights set forth in FAR 52.227-19,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License (December 2007).
Oracle America, Inc., 500 Oracle Parkway, Redwood City, CA 94065.

本软件或硬件是为了在各种信息管理应用领域内的一般使用而开发的。它不应被应用于任何存在危险或潜在危险的应用领域，也不是为此而开发
的，其中包括可能会产生人身伤害的应用领域。如果在危险应用领域内使用本软件或硬件，贵方应负责采取所有适当的防范措施，包括备份、冗余和
其它确保安全使用本软件或硬件的措施。对于因在危险应用领域内使用本软件或硬件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或损害，Oracle Corporation及其附属公司概不
负责。

Oracle和 Java是Oracle和/或其附属公司的注册商标。其他名称可能是各自所有者的商标。

Intel和 Intel Xeon是Intel Corporation的商标或注册商标。所有SPARC商标均是 SPARC International, Inc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并应按照许可证的规定使
用。AMD、Opteron、AMD徽标以及AMD Opteron徽标是Advanced Micro Devices的商标或注册商标。UNIX是The Open Group的注册商标。

本软件或硬件以及文档可能提供了访问第三方内容、产品和服务的方式或有关这些内容、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对于第三方内容、产品和服务，Oracle
Corporation及其附属公司明确表示不承担任何种类的担保，亦不对其承担任何责任。对于因访问或使用第三方内容、产品或服务所造成的任何损
失、成本或损害，Oracle Corporation及其附属公司概不负责。

120411@25097



目录

前言 ........................................................................................................................................................15

1 网络栈概述 ...........................................................................................................................................19
此Oracle Solaris发行版中的网络配置 .......................................................................................... 19
Oracle Solaris中的网络栈 ................................................................................................................ 20
网络设备和数据链路名称 ............................................................................................................... 24
缺省通用链路名称 ..................................................................................................................... 24
对数据链路指定通用名称 ........................................................................................................ 25
定制如何指定通用链路名称 ................................................................................................... 25
升级后的系统中的链路名称 ................................................................................................... 26

其他链路类型的管理 ........................................................................................................................ 28

第1部分 网络自动配置 ......................................................................................................................................31

2 NWAM简介 ...........................................................................................................................................33
什么是NWAM配置？ ..................................................................................................................... 33

NWAM功能组件 ....................................................................................................................... 34
何时使用NWAM ............................................................................................................................... 35
NWAM配置是如何工作的 ............................................................................................................. 36

NWAM缺省行为 ....................................................................................................................... 36
NWAM如何与其他Oracle Solaris网络技术配合使用 ............................................................. 37
在哪里可以找到网络配置任务 ...................................................................................................... 39

3 NWAM配置和管理（概述） ............................................................................................................41
NWAM配置概述 ............................................................................................................................... 41
什么是网络配置文件？ ............................................................................................................ 41
NCP说明 ...................................................................................................................................... 42

3



NCU说明 ..................................................................................................................................... 43
“自动”NCP和用户定义的NCP说明 ..................................................................................... 43
位置配置文件说明 ..................................................................................................................... 44
ENM说明 ..................................................................................................................................... 44
关于已知WLAN ......................................................................................................................... 45

NWAM配置数据 ............................................................................................................................... 46
NCU属性值 ................................................................................................................................. 47
系统定义的位置的属性值 ........................................................................................................ 48

如何激活NWAM配置文件 ............................................................................................................ 50
NCP激活策略 ............................................................................................................................. 51
位置激活选择条件 ..................................................................................................................... 53

使用 netcfg命令配置配置文件 ..................................................................................................... 54
netcfg交互模式 ......................................................................................................................... 55
netcfg命令行模式 ..................................................................................................................... 56
netcfg命令文件模式 ................................................................................................................ 56
netcfg支持的子命令 ................................................................................................................ 57

使用 netadm命令管理配置文件 ..................................................................................................... 59
NWAM守护进程概述 ...................................................................................................................... 61

NWAM策略引擎守护进程 (nwamd )说明 .............................................................................61
NWAM系统信息库守护进程 (netcfgd )的说明 ................................................................61

SMF网络服务 ..................................................................................................................................... 62
NWAM安全性概述 .......................................................................................................................... 62
与NWAM相关的授权和配置文件 ........................................................................................ 63
使用NWAM用户界面所需的授权 ........................................................................................ 63

4 NWAM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65
创建配置文件 ..................................................................................................................................... 65
在命令行模式下创建配置文件 ............................................................................................... 66
以交互方式创建配置文件 ........................................................................................................ 67
创建NCP ...................................................................................................................................... 67
为NCP创建NCU ...................................................................................................................... 68

▼ 如何以交互方式创建NCP ...................................................................................................... 70
创建位置配置文件 ..................................................................................................................... 74
创建 ENM配置文件 .................................................................................................................. 79
创建WLAN ................................................................................................................................. 81

目录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 2011年 12月4



删除配置文件 ..................................................................................................................................... 83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 84
查询系统获取配置文件信息 ........................................................................................................... 86
列出系统中的所有配置文件 ................................................................................................... 87
列出特定配置文件的所有属性值 ........................................................................................... 88
获取特定属性的值 ..................................................................................................................... 88
使用 walkprop子命令以交互方式查看和更改属性值 ....................................................... 90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 91
恢复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 95

管理网络配置 ..................................................................................................................................... 95
▼如何从自动网络配置模式切换到手动网络配置模式 ....................................................... 95
▼如何从手动网络配置模式切换到自动网络配置模式 ....................................................... 96

5 NWAM配置文件管理（任务） .......................................................................................................97
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 97
显示配置文件的当前状态 ........................................................................................................ 98
辅助状态值 .................................................................................................................................. 99

激活或取消激活配置文件 ............................................................................................................. 100
执行无线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 102
NWAM网络配置故障排除 ........................................................................................................... 103
监视所有网络连接的当前状态 ............................................................................................. 103
网络接口配置问题故障排除 ................................................................................................. 104

6 关于NWAM图形用户界面 .............................................................................................................105
NWAM图形用户界面介绍 ........................................................................................................... 105
从桌面访问NWAM GUI ........................................................................................................ 106
NWAM CLI和NWAM GUI之间的区别 ............................................................................ 106

NWAM GUI功能组件 .................................................................................................................... 107
从桌面与NWAM进行交互 .......................................................................................................... 110
检查网络连接的状态 ............................................................................................................... 110
从桌面控制网络连接 ............................................................................................................... 111

连接和管理收藏的无线网络 ......................................................................................................... 113
▼如何连接无线网络 ................................................................................................................... 113
管理收藏的网络 ....................................................................................................................... 114

管理网络配置文件 .......................................................................................................................... 115

目录

5



关于“网络首选项”对话框 ....................................................................................................... 115
查看有关网络配置文件的信息 ............................................................................................. 118
从一个网络配置文件切换到另一个网络配置文件 .......................................................... 118
添加或删除网络配置文件 ...................................................................................................... 119
编辑网络配置文件 ................................................................................................................... 119
使用优先级组 ............................................................................................................................ 120
创建和管理位置 ....................................................................................................................... 121
编辑位置 .................................................................................................................................... 124

关于外部网络修饰器 ...................................................................................................................... 124
关于“网络修饰器”对话框 ....................................................................................................... 125

▼如何添加命令行 ENM ............................................................................................................. 126

第2部分 数据链路和接口配置 .......................................................................................................................129

7 使用配置文件上的数据链路和接口配置命令 .......................................................................... 131
基于配置文件的网络配置的亮点 ................................................................................................ 131
配置文件和配置工具 ...................................................................................................................... 132

▼如何确定网络管理模式 .......................................................................................................... 132
后续步骤 ............................................................................................................................................ 134

8 数据链路配置和管理 ...................................................................................................................... 135
数据链路的配置（任务） ............................................................................................................. 135
dladm命令 ......................................................................................................................................... 136

▼如何重命名数据链路 ............................................................................................................... 137
▼如何显示有关数据链路物理属性的信息 ........................................................................... 138
▼如何显示数据链路信息 .......................................................................................................... 139
▼如何删除数据链路 ................................................................................................................... 140
设置数据链路属性 .......................................................................................................................... 140
数据链路属性概述 ................................................................................................................... 140
使用 dladm命令设置数据链路属性 ..................................................................................... 141

数据链路上的其他配置任务 ......................................................................................................... 148
▼如何使用动态重新配置更换网络接口卡 ........................................................................... 148
配置数据链路上的 STREAMS模块 ..................................................................................... 150

目录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 2011年 12月6



9 配置 IP接口 ........................................................................................................................................153
关于 IP接口配置 .............................................................................................................................. 153
ipadm命令 ......................................................................................................................................... 153
IP接口配置（任务） ...................................................................................................................... 154

▼ SPARC:如何确保接口的MAC地址是唯一的 ................................................................... 154
配置 IP接口 ...................................................................................................................................... 156

▼如何配置 IP接口 ...................................................................................................................... 156
设置 IP地址属性 ...................................................................................................................... 160
设置 IP接口属性 ...................................................................................................................... 161

管理协议属性 ................................................................................................................................... 164
设置TCP/IP属性 ..................................................................................................................... 165

监视 IP接口和地址 ......................................................................................................................... 168
▼如何获取有关网络接口的信息 ............................................................................................. 168
接口配置故障排除 .......................................................................................................................... 171

ipadm命令不起作用。 ............................................................................................................ 172
无法使用 ipadm create-addr命令指定 IP地址。 ........................................................... 172
在 IP 地址配置过程中，显示消息 cannot create address object: Invalid argument

provided（无法创建地址对象：提供了无效的参数）。 ............................................. 172
在 IP 接口配置过程中显示消息 cannot create address: Persistent operation on

temporary object（无法创建地址：对临时对象进行持久性操作） ........................ 173
比较表：ipadm命令和其他网络命令 ......................................................................................... 173

ifconfig命令选项和 ipadm命令选项 ................................................................................. 173
ndd命令选项和 ipadm命令选项 ........................................................................................... 175

10 在Oracle Solaris上配置无线接口通信 ........................................................................................179
WiFi通信任务列表 ......................................................................................................................... 179
通过WiFi接口进行通信 ................................................................................................................ 180
查找WiFi网络 .......................................................................................................................... 180
规划WiFi通信 .......................................................................................................................... 181

在Oracle Solaris系统上连接和使用WiFi .................................................................................. 182
▼如何连接到WiFi网络 ............................................................................................................. 182
▼如何监视WiFi链路 ................................................................................................................. 185
安全WiFi通信 ................................................................................................................................. 187

▼如何设置加密的WiFi网络连接 ........................................................................................... 187

目录

7



11 管理网桥 ............................................................................................................................................ 191
桥接概述 ............................................................................................................................................ 191
链路属性 .................................................................................................................................... 194
STP守护进程 ............................................................................................................................ 196
TRILL守护进程 ........................................................................................................................ 197
调试网桥 .................................................................................................................................... 197
网桥的其他行为 ....................................................................................................................... 198
网桥配置示例 ............................................................................................................................ 199

管理网桥（任务列表） .................................................................................................................. 200
▼如何查看配置的网桥的信息 ................................................................................................. 201
▼如何查看关于网桥链路的配置信息 .................................................................................... 202
▼如何创建网桥 ............................................................................................................................ 203
▼如何修改网桥的保护类型 ...................................................................................................... 204
▼如何向现有网桥中添加一个或多个链路 ........................................................................... 204
▼如何从网桥删除链路 ............................................................................................................... 204
▼如何从系统中删除网桥 .......................................................................................................... 205

12 管理链路聚合 ................................................................................................................................... 207
链路聚合概述 ................................................................................................................................... 207
链路聚合基础 ............................................................................................................................ 207
背对背链路聚合 ....................................................................................................................... 209
策略和负载平衡 ....................................................................................................................... 210
聚合模式和交换机 ................................................................................................................... 210
链路聚合的要求 ....................................................................................................................... 210
链路聚合的灵活名称 ............................................................................................................... 211
管理链路聚合（任务列表） ................................................................................................. 211

▼如何创建链路聚合 ................................................................................................................... 211
▼如何修改聚合 ............................................................................................................................ 213
▼如何将链路添加到聚合 .......................................................................................................... 214
▼如何从聚合中删除链路 .......................................................................................................... 215
▼如何删除聚合 ............................................................................................................................ 215

13 管理VLAN ...........................................................................................................................................217
管理虚拟局域网 ............................................................................................................................... 217

VLAN拓扑概述 ........................................................................................................................ 217

目录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 2011年 12月8



VLAN管理（任务列表） ...................................................................................................... 220
规划网络中的VLAN ............................................................................................................... 220
配置VLAN ................................................................................................................................. 221
传统设备上的VLAN ............................................................................................................... 225
在VLAN上执行其他管理任务 ............................................................................................. 226
使用定制名称合并网络配置任务 ......................................................................................... 228

14 IPMP简介 ............................................................................................................................................231
IPMP的新增功能 ............................................................................................................................ 231
部署 IPMP .......................................................................................................................................... 232
为什么应该使用 IPMP ............................................................................................................ 232
何时必须使用 IPMP ................................................................................................................. 232
IPMP和链路聚合的比较 ........................................................................................................ 233
在 IPMP配置上使用灵活的链路名称 ................................................................................. 234
IPMP的工作原理 ..................................................................................................................... 235

Oracle Solaris中的 IPMP组件 ....................................................................................................... 240
IPMP接口配置的类型 .................................................................................................................... 240
IPMP寻址 .......................................................................................................................................... 241

IPv4测试地址 ........................................................................................................................... 242
IPv6测试地址 ........................................................................................................................... 242

IPMP中的故障和修复检测 ........................................................................................................... 242
IPMP中的故障检测类型 ........................................................................................................ 242
检测物理接口修复 ................................................................................................................... 245

IPMP和动态重新配置 .................................................................................................................... 246
连接新NIC ................................................................................................................................ 246
分离NIC ..................................................................................................................................... 247
更换NIC ..................................................................................................................................... 247

IPMP术语和概念 ............................................................................................................................ 247

15 管理 IPMP ............................................................................................................................................253
IPMP管理任务列表 ........................................................................................................................ 253

IPMP组创建和配置（任务列表） ...................................................................................... 253
IPMP组维护（任务列表） ................................................................................................... 254
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配置（任务列表） ....................................................................... 254
IPMP组监视（任务列表） ................................................................................................... 255

目录

9



配置 IPMP组 .................................................................................................................................... 255
▼如何规划 IPMP组 .................................................................................................................... 255
▼如何通过使用DHCP配置 IPMP组 ..................................................................................... 257
▼如何手动配置活动/活动 IPMP组 ........................................................................................ 259
▼如何手动配置活动/备用 IPMP组 ........................................................................................ 260
维护 IPMP组 .................................................................................................................................... 262

▼如何将接口添加到 IPMP组 ................................................................................................... 262
▼如何从 IPMP组中删除接口 ................................................................................................... 262
▼如何添加或删除 IP地址 ......................................................................................................... 263
▼如何将接口从一个 IPMP组移动到另一个组 .................................................................... 264
▼如何删除 IPMP组 .................................................................................................................... 265
为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进行配置 ............................................................................................ 265

▼如何为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手动指定目标系统 .......................................................... 266
▼如何选择要使用的故障检测方法 ......................................................................................... 266
▼如何配置 IPMP守护进程的行为 .......................................................................................... 267
使用动态重新配置恢复 IPMP配置 ............................................................................................. 268

▼如何更换出现故障的物理卡 ................................................................................................. 268
监视 IPMP信息 ................................................................................................................................ 270

▼如何获取 IPMP组信息 ........................................................................................................... 270
▼如何获取 IPMP数据地址信息 .............................................................................................. 271
▼如何获取有关组的底层 IP接口的信息 ............................................................................... 271
▼如何获取 IPMP探测器目标信息 .......................................................................................... 273
▼如何观察 IPMP探测器 ........................................................................................................... 274
▼如何在脚本中定制 ipmpstat命令的输出 .......................................................................... 275
▼如何生成 ipmpstat命令的机器可解析的输出 .................................................................. 275

16 使用 LLDP交换网络连接信息 ........................................................................................................277
Oracle Solaris中的 LLDP概述 ....................................................................................................... 277
LLDP实现的组件 ............................................................................................................................ 277
LLDP代理的功能 ............................................................................................................................ 278
配置 LLDP代理的运行方式 ................................................................................................... 278
配置要通告的信息 ................................................................................................................... 280

管理TLV单元 ................................................................................................................................... 282
▼如何定义全局TLV值 .............................................................................................................. 283
数据中心桥接 ............................................................................................................................ 284

目录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 2011年 12月10



监视 LLDP代理 ................................................................................................................................ 285
▼如何显示通告 ............................................................................................................................ 285
▼如何显示 LLDP统计数据 ....................................................................................................... 286

第3部分 网络虚拟化和资源管理 ..................................................................................................................289

17 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简介（概述） ....................................................................................... 291
网络虚拟化和虚拟网络 .................................................................................................................. 291
内部虚拟网络的各个部分 ...................................................................................................... 292
谁应实现虚拟网络？ ............................................................................................................... 293

什么是资源控制？ .......................................................................................................................... 294
带宽管理和流控制的工作原理 ............................................................................................. 294
在网络上分配资源控制和带宽管理 .................................................................................... 295
谁应该实现资源控制功能 ...................................................................................................... 296

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的观察功能 ............................................................................................ 296

18 规划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 ......................................................................................................... 299
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任务列表 ................................................................................................ 299
规划和设计虚拟网络 ...................................................................................................................... 300
单个系统上的基本虚拟网络 ................................................................................................. 300
单个系统上的专用虚拟网络 ................................................................................................. 301
更多信息 .................................................................................................................................... 303

对网络资源实施控制 ...................................................................................................................... 303
传统网络的基于接口的资源控制 ......................................................................................... 305
虚拟网络的流控制 ................................................................................................................... 305

▼如何为虚拟网络上的应用程序创建使用策略 ................................................................... 307
▼如何为虚拟网络创建服务级别协议 .................................................................................... 307

19 配置虚拟网络（任务） .................................................................................................................. 309
虚拟网络任务列表 .......................................................................................................................... 309
配置Oracle Solaris中网络虚拟化的组件 ................................................................................... 310

▼如何创建虚拟网络接口 .......................................................................................................... 310
▼如何创建 Etherstub ................................................................................................................... 312
使用VNIC和区域 ........................................................................................................................... 314

目录

11



创建新区域以使用VNIC ....................................................................................................... 314
修改现有区域的配置以使用VNIC ...................................................................................... 319
创建专用虚拟网络 ................................................................................................................... 323

▼如何删除虚拟网络而不删除区域 ......................................................................................... 325

20 在虚拟化环境中使用链路保护 .................................................................................................... 327
链路保护概述 ................................................................................................................................... 327
链路保护类型 ............................................................................................................................ 327

配置链路保护（任务列表） ......................................................................................................... 328
▼如何启用链路保护机制 .......................................................................................................... 329
▼如何禁用链路保护 ................................................................................................................... 329
▼如何为针对 IP欺骗的保护指定 IP地址 ............................................................................. 330
▼如何查看链路保护配置 .......................................................................................................... 330

21 管理网络资源 ................................................................................................................................... 331
网络资源管理概述 .......................................................................................................................... 331
资源控制的数据链路属性 ...................................................................................................... 331
通过使用流管理网络资源 ...................................................................................................... 332
用于网络资源管理的命令 ...................................................................................................... 332

网络资源管理（任务列表） ......................................................................................................... 333
管理数据链路上的资源 .................................................................................................................. 334
传送和接收环 ............................................................................................................................ 334
池和CPU .................................................................................................................................... 346

管理流上的资源 ............................................................................................................................... 350
在网络上配置流 ....................................................................................................................... 351

22 监视网络通信流量和资源使用情况 ............................................................................................ 355
网络通信流概述 ............................................................................................................................... 355
监视通信流量和资源使用情况（任务列表） .......................................................................... 357
收集有关链路上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 .............................................................................. 358

▼如何获取有关网络通信流量的基本统计数据 ................................................................... 358
▼如何获取有关环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 ................................................................................ 360
▼如何获取有关通道上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 .............................................................. 361
收集有关流上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 ................................................................................... 363

目录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 2011年 12月12



▼如何获取流上的统计数据 ...................................................................................................... 363
设置网络记帐 ................................................................................................................................... 365

▼如何配置扩展网络记帐 .......................................................................................................... 365
▼如何获取有关网络通信流量的历史统计数据 ................................................................... 367

词汇表 ................................................................................................................................................ 371

索引 ..................................................................................................................................................... 379

目录

13



14



前言

欢迎阅读《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本书是多卷集（全十四
册）的组成部分，该多卷集涵盖了Oracle Solaris系统管理信息的大部分内容。本书假
定您已经安装Oracle Solaris。您应该已经可以配置网络，或者已经可以配置网络上所需
的任何网络软件。

注 –此Oracle Solaris发行版支持使用 SPARC和 x86系列处理器体系结构的系统。支持的
系统可以在Oracle Solaris OS: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s（Oracle Solaris OS：硬件兼容
性列表）中找到。本文档列举了在不同类型的平台上进行实现时的所有差别。

在本文档中，这些与 x86相关的术语表示以下含义：

■ x86泛指 64位和 32位的 x86兼容产品系列。
■ x64特指 64位的 x86兼容CPU。
■ “32位 x86”指出了有关基于 x86的系统的特定 32位信息。

有关支持的系统，请参见Oracle Solaris OS: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s（Oracle Solaris
OS：硬件兼容性列表）。

目标读者
本书适用于所有负责管理在网络中配置的、运行Oracle Solaris的系统的人员。要使用
本书，您应当至少具备两年的UNIX系统管理经验。参加UNIX系统管理培训课程可能
会对您有所帮助。

系统管理指南系列书籍的结构
下表列出了系统管理指南系列中各本书包含的主题。

书名 主题

《在 SPARC平台上引导和关闭Oracle Solaris》 引导和关闭系统、管理引导服务、修改引导行为、从 ZFS引
导、管理引导归档文件以及在 SPARC平台上进行引导故障
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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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主题

《在 x86平台上引导和关闭Oracle Solaris》 引导和关闭系统、管理引导服务、修改引导行为、从 ZFS引
导、管理引导归档文件以及在 x86平台上进行引导故障排除

《Oracle Solaris管理：常见任务》 使用Oracle Solaris命令、引导和关闭系统、管理用户帐户和
组、管理服务、硬件错误、系统信息、系统资源和系统性
能、管理软件、打印、控制台和终端及对系统和软件问题进
行故障排除

《Oracle Solaris管理：设备和文件系统》 可移除介质、磁盘和设备、文件系统以及备份和还原数据

《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 TCP/IP网络管理、IPv4和 IPv6地址管
理、DHCP、IPsec、IKE、IP过滤器和 IPQoS

《Oracle Solaris Administration: Naming and Directory
Services》

DNS、NIS和 LDAP命名与目录服务，包括从NIS转换至
LDAP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自动和手动 IP接口配置包括WiFi无线、网桥管
理、VLAN、聚合、LLDP和 IPMP、虚拟NIC和资源管理。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服务》 Web高速缓存服务器、与时间相关的服务、网络文件系
统（NFS和Autofs）、邮件、SLP和 PPP

《Oracle Solaris管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功能，使用此功能可控制应用程序使用可用系统资
源的方式；Oracle Solaris Zones软件分区技术，用于虚拟化
操作系统服务以便为运行的应用程序创建独立环境；Oracle
Solaris 10 Zones，用于托管运行于Oracle Solaris 11内核的
Oracle Solaris 10环境

《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 审计，设备管理，文件安全，BART，Kerberos服
务，PAM，加密框架，密钥管理，特权，RBAC，SASL，安
全 Shell和病毒扫描

《Oracle Solaris Administration: SMB and Windows
Interoperability》

SMB服务，使您能够配置Oracle Solaris系统让 SMB客户端
能够共享 SMB；SMB客户端，你您能够访问共享 SMB；以
及本机标识映射服务，使您能够在Oracle Solaris系统和
Windows系统之间映射用户和组标识

《Oracle Solaris管理：ZFS文件系统》 ZFS（Zettabyte文件系统）存储池以及文件系统的创建和管
理、快照、克隆、备份、使用访问控制列表 (Access Control
List, ACL)保护 ZFS文件、在安装区域的 Solaris系统中使用
ZFS、仿真卷以及故障排除和数据恢复

《Trusted Extensions配置和管理》 专用于Trusted Extensions的系统安装、配置和管理

《Oracle Solaris 11安全准则》 保护Oracle Solaris系统及其安全性功能的使用方案（如区
域、ZFS和Trusted Extensions）

《从Oracle Solaris 10转换到Oracle Solaris 11》 在安装、设备、磁盘和文件系统管理、软件管理、联网、系
统管理、安全、虚拟化、桌面功能、用户帐户管理、用户环
境模仿卷、疑难解答和数据恢复方面，为从Oracle Solaris 10
到Oracle Solaris 11的转换提供系统管理信息和示例

前言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 2011年 12月1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OLBOOT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V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AGDF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V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3824&id=SYSADV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3824&id=SYSADV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V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V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R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R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V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3824&id=SSMBAG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3824&id=SSMBAG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ZFSADMIN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TRSOLADMPRO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V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OSTEL


相关的第三方Web站点引用
本文档引用了第三方URL以提供其他相关信息。

注 –本软件或硬件以及文档可能提供了访问第三方内容、产品和服务的方式或有关这些
内容、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对于第三方内容、产品和服务，Oracle Corporation及其附
属公司明确表示不承担任何种类的担保，亦不对其承担任何责任。对于因访问或使用
第三方内容、产品或服务所造成的任何损失、成本或损害，Oracle Corporation及其附
属公司概不负责。

获取Oracle支持
Oracle客户可以通过My Oracle Support获取电子支持。有关信息，请访问 http://

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或访问 http://www.oracle.com/

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如果您听力受损）。

印刷约定
下表介绍了本书中的印刷约定。

表P–1 印刷约定

字体或符号 含义 示例

AaBbCc123 命令、文件和目录的名称；计算机屏幕输出 编辑 .login文件。

使用 ls -a列出所有文件。

machine_name% you have mail.

AaBbCc123 用户键入的内容，与计算机屏幕输出的显示
不同

machine_name% su

Password:

aabbcc123 要使用实名或值替换的命令行占位符 删除文件的命令为 rm filename。

AaBbCc123 保留未译的新词或术语以及要强调的词 这些称为Class选项。

注意：有些强调的项目在联机时
以粗体显示。

新词术语强调 新词或术语以及要强调的词 高速缓存是存储在本地的副本。

请勿保存文件。

《书名》 书名 阅读《用户指南》的第 6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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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中的 shell提示符示例
下表显示了Oracle Solaris OS中包含的缺省UNIX shell系统提示符和超级用户提示
符。请注意，在命令示例中显示的缺省系统提示符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
Oracle Solaris发行版。

表 P–2 shell提示符

shell 提示符

Bash shell、Korn shell和 Bourne shell $

Bash shell、Korn shell和 Bourne shell超级用户 #

C shell machine_name%

C shell超级用户 machine_name#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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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栈概述

本章介绍Oracle Solaris中的网络管理。它描述了底层接口、在其上配置接口的数据链
路和网络设备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详细讨论了对灵活的数据链路名称的支持。

此Oracle Solaris发行版中的网络配置
请注意，此发行版中的网络配置方式有别于Oracle Solaris早期发行版的不同之处在
于：

■ 由配置文件管理网络配置。系统中有效配置的类型取决于哪个网络配置的配置文件
处于活动状态。请参见第 1部分。

■ 通过使用 dladm命令管理网络栈的第 2层上的数据链路。此命令取代了以前的
ifconfig命令选项来配置数据链路属性。因此，链路聚合、VLAN和 IP隧道的配置
也随之改变。请参见第 8章，数据链路配置和管理、第 12章，管理链路聚合和
第 13章，管理VLAN。另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第 6章 “配置
IP隧道”。

■ 数据链路名称不再绑定到其硬件驱动程序。因此，缺省情况下，为数据链路指定通
用链路名称，如 net0、net1等。请参见第 24页中的 “网络设备和数据链路名称”。

■ 通过使用 ipadm命令管理网络栈的第 3层上的 IP接口。此命令取代了以前的
ifconfig命令选项来配置 IP接口。请参见第 9章，配置 IP接口。

■ IPMP组是以 IP接口的形式实现的，因此同样使用 ipadm命令进行配置。此外，引
入了 ipmpstat，您可以通过它获取与 IPMP相关的信息和统计数据。请参见
第 14章，IPMP简介和第 15章，管理 IPMP。

■ 在网络设备级别上实现虚拟化。因此，您可以配置VNIC和管理网络资源的使用以
提高效率。请参见第 3部分。

1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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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Solaris中的网络栈
网络接口提供系统和网络之间的连接。这些接口是在数据链路上配置的，这些数据链
路对应于系统中硬件设备的实例。网络硬件设备也称为网络接口卡 (network interface
card, NIC)或网络适配器。NIC可以内置到系统中，也可能在购买系统时已存在于系统
中。但是，您还可以购买单独的NIC将其添加到系统。某些NIC卡只有单个接口。其
他品牌可能有多个接口，您可以配置这些接口来执行网络操作。

在网络栈的当前模型中，软件层上的接口和链路在硬件层中的设备上构建。更具体地
说，硬件层中的硬件设备实例在数据链路层上有一个对应的链路，在接口层上有一个
已配置的接口。网络设备、其数据链路和 IP接口之间的这种一对一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 –有关TCP/IP栈的详尽解释，请参见《System Administration Guide: IP Services》中的
第 1章 “Oracle Solaris TCP/IP Protocol Suite (Overview)”。

Oracle Solaris中的网络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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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显示硬件层上的两个NIC：e1000具有单个设备实例 e1000g0，qfe具有多个设备实

例（从 qfe0到 qfe3）。设备 qfe0到 qfe2未使用。设备 e1000g和 qfe3已使用，并在数

据链路层上有相应的链路 e1000g和 qfe3。在图中，IP接口同样以各自的底层硬件命
名，e1000g和 qfe3。可以使用 IPv4或 IPv6地址配置这些接口，以承载这两种类型的网
络通信流量。还要注意接口层上存在回送接口 lo0。此接口用于测试，例如测试 IP栈
是否正常工作。

在栈的每个层上使用不同的管理命令。例如，使用 dladm show-dev命令列出在系统上
安装的硬件设备。使用 dladm show-link命令显示有关数据链路层上链路的信
息。ifconfig命令用于显示接口层上的 IP接口配置。

在此模型中，设备、数据链路和接口存在一对一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网络配置依赖
于硬件配置和网络拓扑。如果硬件层中实施了更改，如更换了NIC或更改了网络拓
扑，则必须重新配置接口。

图 1–1 网络栈显示网络设备、链路和接口—Oracle Solaris 10模型

Oracle Solaris中的网络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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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Solaris 11引入了一种网络栈实现，其中保留硬件、数据链路和接口层之间的基
本关系。但是，软件层与硬件层分离。在这种分离情况下，软件层上的网络配置不再
绑定到硬件层中的芯片集或网络拓扑。此实现使网络管理更为灵活，表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 硬件层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影响网络配置。即使移除了底层硬件，链路和
接口配置仍会保留。然后，这些相同的配置可以重新应用于任何更换NIC（只要这
两个NIC的类型相同）。

■ 网络配置与网络硬件配置的分离还允许在数据链路层中使用定制的链路名称。

■ 使用抽象的数据链路层，多个抽象的网络概念或配置（例如VLAN、VNIC、物理设
备、链路聚合和 IP隧道）统一到了一个公共管理实体，即数据链路。

下图说明了如何在网络栈上创建这些网络配置：

Oracle Solaris中的网络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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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中的配置在第 28页中的 “其他链路类型的管理”中进一步说明。

图 1–2 网络栈显示网络设备、链路和接口—Oracle Solaris 11模型

Oracle Solaris中的网络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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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和数据链路名称
从管理的角度上，管理员在数据链路上创建 IP接口。数据链路代表开放系统互连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OSI)模型的第二层中的一个链路对象。物理链路与设备
直接关联，并拥有一个设备名称。设备名称实质上是设备实例名称，由驱动程序名称
和设备实例编号组成。实例编号的值可以是从 0到 n，具体取决于系统上有多少NIC使
用该驱动程序。

以千兆以太网卡为例，它经常用作主机系统和服务器系统上的主NIC。此NIC的一些
典型驱动程序名称是 bge和 e1000g。用作主NIC时，千兆以太网接口有一个设备名
称，如 bge0或 e1000g0。其他驱动程序名称是 nge、nxge等。

在此Oracle Solaris发行版中，设备实例名称继续依赖于底层硬件。不过，这些设备上
的数据链路不再绑定，可以对其指定有意义的名称。例如，管理员可以对设备实例
e1000g0上的数据链路指定名称itops0。在此Oracle Solaris发行版中，缺省情况下对数
据链路提供通用名称。要显示具有通用名称的数据链路与相应的设备实例之间的映
射，可使用 dladm sho-phys子命令。

缺省通用链路名称
在系统上第一次安装此Oracle Solaris发行版时，Oracle Solaris自动为系统的所有物理网
络设备提供通用链路名称。此名称指定使用 net #命名约定，其中 #是实例编号。此实
例编号对每个设备递增，例如 net0、net1、net2等。

通用或灵活的链路名称为网络配置提供了优点，如以下示例所示：

■ 在单个系统中，动态重新配置变得更容易。为给定NIC设置的网络配置可以由不同
的NIC更换继承。

■ 区域迁移在网络设置方面不再过于复杂。如果在迁移之前已为区域的链路指定名
称，而目标系统的链路与该链路具有相同的名称，则迁移后的系统中的区域将保留
其网络配置。因此，在迁移后无需进行任何额外的网络配置。

■ 通用命名方案有助于进行在系统配置 (System Configuration, SC)清单中指定的网络配
置。所有系统的主网络数据链路通常命名为 net0。因此，对于为 net0指定一个配置
的多个系统，可使用通用 SC清单。

■ 数据链路管理也变得灵活。您可以进一步定制数据链路的名称，例如用来反映数据
链路提供的特定功能，如图 1–2中所示。
下表说明了硬件 (NIC)、设备实例、链路名称以及链路上的接口之间的新对应关
系。由OS自动提供数据链路的名称。

硬件 (NIC) 设备实例 链路的指定名称 IP接口

e1000g e1000g0 net0 net0

网络设备和数据链路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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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NIC) 设备实例 链路的指定名称 IP接口

qfe qfe1 net1 net1

如表中所示，尽管设备实例名称仍基于硬件，数据链路在安装后已由OS重命名。

对数据链路指定通用名称

在Oracle Solaris中，基于特定标准自动对所有数据链路指定通用名称。所有设备都具
有相同的前缀 net。然而，基于以下条件指定实例编号：

■ 物理网络设备是根据介质类型确定次序的，其中某些类型优先于其他类型。介质类
型的优先顺序是降序，如下所示：

1. 以太网
2. IP over IB（无限带宽设备）
3. Ethernet over IB
4. WiFi

■ 在设备分组并按介质类型排序后，这些设备会根据其物理位置进一步排序，其中板
载设备优先于外围设备。

■ 对基于介质类型和位置具有较高优先级的设备指定较低的实例编号。

根据标准，采用较低的主板或 ioboard、hostbridge、PCIe rootcomplex、总线、设备和
功能的以太网设备排在其他设备前面。

要显示链路名称、设备和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使用 dladm show-phys命令，如下所
示：

# dladm show-phys -L

LINK DEVICE LOCATION

net0 e1000g0 MB

net1 e1000g1 MB

net2 e1000g2 MB

net3 e1000g3 MB

net4 ibp0 MB/RISER0/PCIE0/PORT1

net5 ibp1 MB/RISER0/PCIE0/PORT2

net6 eoib2 MB/RISER0/PCIE0/PORT1/cloud-nm2gw-2/1A-ETH-2

net7 eoib4 MB/RISER0/PCIE0/PORT2/cloud-nm2gw-2/1A-ETH-2

定制如何指定通用链路名称

Oracle Solaris在指定链路名称时使用前缀 net。但是，可以改用任何定制前缀，如
eth。如果您愿意，还可以禁用自动指定通用链路名称。

网络设备和数据链路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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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定制自动指定通用链路名称的方式必须在安装Oracle Solaris之前进行。安装完成
后，将无法在不破坏现有配置的情况下定制缺省链路名称。

要禁用自动链路命名或要定制链路名称的前缀，在自动安装 (Automated Install, AI)程序
使用的系统配置清单中设置以下属性。

<service name="network/datalink-management"
version="1" type="service">

<instance name="default enabled="true">
<property_group name=’linkname-policy’

type=’application’>

<propval name=’phys-prefix’ type=’astring’

value=’net’/>

</property_group>

</instance>

</service

缺省情况下，phys-prefix的值设置为 net，如强调文字所示。

■ 要禁用自动命名，删除为 phys-prefix设置的任何值。如果您禁用自动命名，则数
据链路名称将基于其相关联的硬件驱动程序，如 bge0、e1000g0等。

■ 要使用不同于 net的前缀，指定一个新前缀作为 phys-prefix的值，如 eth。

如果为 phys-prefix提供的值无效，则该值将被忽略。数据链路将根据其相关联的硬件
驱动程序命名，如 bge0、e1000g0等。有关有效链路名称的规则，请参见第 27页中的
“有效链路名称的规则”。

升级后的系统中的链路名称

在刚安装了此Oracle Solaris发行版的系统中，数据链路会自动命名为 net0至 net

N-1，其中N表示网络设备的总数。

如果您是从Oracle Solaris 11 Express升级到此发行版，则不会这样。在这种升级的系统
上，数据链路保留自己在升级之前的名称。这些名称是缺省的基于硬件的名称，或在
升级前由管理员指定给数据链路的定制名称。而且，在这些升级后的系统上，随后添
加的新网络设备还保留缺省的基于硬件的名称，而不是接收通用名称。升级后的系统
的这种行为确保不会有OS指定的通用名称与其他基于硬件的名称或管理员在升级前指
定的定制名称相混合。

在具有此Oracle Solaris发行版的任何系统中，基于硬件的名称和OS提供的链路名称都
可以替换为您喜欢使用的其他名称。通常情况下，由OS指定的缺省链路名称足够用于
创建系统的网络配置。但是，如果您选择更改链路名称，注意以下各节中讨论的重要
注意事项。

网络设备和数据链路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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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基于硬件的链路名称
如果您的系统的链路具有基于硬件的名称，至少要使用通用名称重命名这些链路。如
果保留链路的基于硬件的名称，以后移除或更换这些物理设备时，可能会产生混乱。

例如，您保留与设备 bge0相关联的链路名称 bge0。并且在执行所有链路配置时都引用
了该链路名称。之后，您可能要用NIC e1000g更换NIC bge。要将以前的设备的链路配
置重新应用于新的NIC e1000g0，您需要将链路名称 bge0重新指定为 e1000g0。基于硬
件的链路名称 bge0与不同的相关联的NIC e1000g0组合可能导致混乱。通过使用不基
于硬件的名称，您可以更好地区分相关联的设备的链路。

更改链路名称务必谨慎
虽然建议替换基于硬件的链路名称，但是您在重命名链路之前仍必须认真规划。更改
设备的链路名称不会将新名称自动传播到所有现有的相关联配置。以下示例说明了更
改链路名称的风险：

■ IP过滤器配置中的一些规则会应用于特定链路。链路名称更改时，过滤器规则继续
引用链路的原始名称。因此，在重命名链路之后，这些规则不再按预期那样起作
用。您需要使用新链路名称调整过滤器规则以使其应用于链路。

■ 考虑导出网络配置信息的可能性。如上所述，通过使用OS提供的缺省 net #名
称，您可以轻松地迁移区域和将网络配置导出到另一个系统。如果目标系统的网络
设备是使用通用名称命名的，如 net0、net1等，则区域仅继承其名称与指定给该区
域的数据链路相匹配的数据链路的网络配置。

因此，作为一般规则，不要随机地重命名数据链路。当重命名数据链路时，确保在更
改链路名称后链路的所有相关联的配置继续适用。一些可能会受重命名链路影响的配
置如下：

■ IP过滤器规则
■ 在配置文件（如 /etc/dhcp.*）中指定的 IP配置
■ Oracle Solaris 11区域
■ autopush配置

注 –当您重命名链路时，无需对 autopush配置进行任何更改。但是，您必须了解在
链路被重命名后配置使用每链路 autopush属性的方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50
页中的 “如何在数据链路上设置 STREAMS模块”。

有效链路名称的规则
指定链路名称时，遵守以下规则：

■ 链路名称由一个字符串和一个物理连接点 (physical point of attachment, PPA)编号组
成。

■ 该名称必须遵守以下约束：

网络设备和数据链路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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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包含 3到 8个字符。但是，名称最多可以有 16个字符。
■ 名称的有效字符有字母数字 (a-z, 0–9)和下划线 ('_')。

注意 –不要在链路名称中使用大写字母。

■ 每个数据链路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链路名称。

■ 每个数据链路在系统内必须具有唯一的链路名称。

注 –作为附加限制，不能使用 lo0作为灵活的链路名称。此名称保留为用于标识 IP回送
接口。

指定链路名称时，参考网络设置中链路的功能可能很有用。例如，可以将 netmgt0指定
给专用于网络管理的链路。将 Upstream2用于连接到 ISP的链路。作为一般规则，为了
避免混淆，不要将已知设备的名称指定给您的链路。

其他链路类型的管理
其他类型的链路配置同样受益于网络配置和网络硬件配置分离带来的灵活性。例如可
以对虚拟局域网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s, VLAN)、链路聚合和 IP隧道指定通过管理行
为选择的名称，然后通过引用这些名称来对其进行配置。其他相关的任务（例如，执
行动态重新配置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R)以更换硬件设备）也更容易执行，因为只
要网络配置未删除，就无需进一步的网络重新配置。

下图显示了设备、链路类型及其相应接口之间的相互关系。

注 –在图中，数据链路是根据它们在系统中执行的具体功能命名的，如 video0或
sales2。该图旨在强调可以灵活地对数据链路进行命名。但是，使用OS提供的缺省通
用名称（例如，net0）就足够了，而且最好这样做。

该图还提供了如何在网络设置中使用通过管理行为选择的名称的示例。

■ 在 net0链路上配置VLAN。这些VLAN同样有指定的定制名称，例如 sales1和
sales2。VLAN sales2的 IP接口已激活并能正常工作。

■ 设备实例 qfe0和 qfe2用于支持视频通信。因此，对数据链路层中的相应链路指定
名称 subvideo0和 subvideo1。对这两个链路进行了聚合以承载视频源。该链路聚合
也有自己的定制名称，即 video0。

■ 具有不同底层硬件（e1000g和 qfe）的两个接口（net0和 net1）被分组在一起，作
为一个承载电子邮件通信的 IPMP组 (itops0)。

其他链路类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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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虽然 IPMP接口不是数据链路层上的链路，但是仍可以对这些接口指定定制名
称，就像对链路一样。有关 IPMP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4章，IPMP简介。

■ 以下两个接口没有底层设备：为VPN连接配置的隧道 vpn1和用于 IP回送操作的
lo0。

此图中的所有链路和接口配置都独立于底层硬件配置。例如，如果更换了 qfe卡，针
对视频通信的 video0接口配置仍保留，并且可应用于更换NIC。

下图显示了一个网桥配置。将两个接口 net0和 videoagg0配置为一个网桥 bridge0。在
一个接口上接收到的数据包被转发到另一个接口。采用网桥配置后，这两个接口仍可
用于配置VLAN和 IP接口。

其他链路类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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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网络栈中的网桥

其他链路类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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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自动配置

网络自动配置 (Network Auto-Magic, NWAM)是Oracle Solaris的一项功能，它能够
使系统的基本网络配置自动化。这些章节中包含的主题描述NWAM体系结构的组
件以及这些组件如何协同工作影响您的Oracle Solaris系统的自动化网络配置。

本文档重点介绍了如何使用NWAM命令行实用程序管理网络配置，此外也介绍了
有关如何使用NWAM图形用户界面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查看和监视您的
网络的状态，以及从桌面与NWAM进行交互的基本信息。关于使用NWAM GUI
监视和管理网络配置的详细说明，可以在联机帮助中找到。

第 1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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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AM简介

网络自动配置 (Network Auto-Magic, NWAM)功能通过自动处理基本的以太网和WiFi配
置（如在启动时连接到有线或无线网络，以及在桌面中显示有关当前活动网络连接状
态的通知）简化了基本网络配置。设计NWAM也是为了简化一些较为复杂的网络任
务，例如创建和管理系统范围的网络配置文件（例如配置命名服务、IP过滤器和 IP安
全 (IP Security, IPsec)，这都是Oracle Solaris的功能）。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第 33页中的 “什么是NWAM配置？”
■ 第 35页中的 “何时使用NWAM”
■ 第 36页中的 “NWAM配置是如何工作的”
■ 第 37页中的 “NWAM如何与其他Oracle Solaris网络技术配合使用”
■ 第 39页中的 “在哪里可以找到网络配置任务”

本章适用于如下用户和系统管理员：已了解基本的网络概念，并具有使用传统网络工
具和命令管理网络配置的经验。如果您已准备好使用NWAM来管理您的网络配置，请
跳至第 4章，NWAM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有关在Oracle Solaris中管理网络接口的基本信息，请参见第 2部分。

什么是NWAM配置？
NWAM配置由几个组件组成，这些组件协同工作，尽量以自动化的方式影响系统的网
络配置。NWAM的主要特点是灵活，它能够动态地更改系统的配置，以响应不同的网
络事件或用户请求。NWAM包括处理任何网络状况更改（例如，有线网络接口状态变
为拔出，或者有新的无线网络可用）的动态功能。

通过NWAM实现的网络配置由与几种不同类型的配置文件关联的属性和属性值组
成，这些配置文件有时也被称为配置对象。

2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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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配置文件和配置对象包括以下内容：

■ 网络配置文件 (Network Configuration Profile, NCP)

NCP指定网络链路和接口的配置。此配置文件是组成NWAM配置的主要配置文件
类型之一。另一种主要配置文件类型是 Location（位置）配置文件。

系统始终定义一个称为Automatic（自动）NCP的NCP。在缺少用户输入的情况下
激活此NCP。“自动”NCP由系统创建和维护，无法对其进行修改或删除。

您可以根据需要创建其他用户定义的NCP。有关“自动”NCP和用户定义的NCP的
完整说明，请参见第 43页中的 ““自动”NCP和用户定义的NCP说明”。

■ 网络配置单元 (Network Configuration Unit, NCU)

NCU是包含所有组成NCP的属性的各单个配置对象。NCP本质上是一个容器，用
于存储定义它的NCU。每个NCU与系统中的单个链路或接口关联。有关NCU的完
整说明，请参见第 43页中的 “NCU说明”。

■ 位置

Location（位置）配置文件是组成NWAM配置的两个主要配置文件类型之一。位置
指定系统范围的网络配置，例如，命名服务、域、IP过滤器和 IPsec配置。此信息
包含一组适用于系统范围的网络配置的属性。存在系统定义的位置和用户定义的位
置。有关 Location（位置）配置文件的完整说明，请参见第 44页中的 “位置配置文
件说明”。

■ 外部网络修饰器 (External Network Modifier, ENM)

ENM是用于管理NWAM外部的应用程序（例如VPN应用程序）的配置文件。这些
应用程序可以修改和创建网络配置。nwamd守护进程根据 ENM中指定的条件激活或
取消激活 ENM。有关 ENM的完整说明，请参见第 44页中的 “ENM说明”。

■ 已知无线局域网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

已知WLAN是配置对象，NWAM使用这些配置对象监视和存储有关系统已知的无
线网络的信息。NWAM维护一个所有此类无线网络的列表，然后参考此列表确定
尝试连接到可用无线网络时采用的顺序。有关已知WLAN的完整说明，请参见第 45
页中的 “关于已知WLAN”。

NWAM功能组件
NWAM包含以下功能组件：

■ NWAM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是存储NWAM配置数据的位
置。对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的访问由系统信息库守护进程 netcfgd管理。

启用NWAM时，会在NWAM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中包含网络配置的一个快照。此
数据将保留，以应对万一需要恢复到网络的手动配置的情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第 46页中的 “NWAM配置数据”。

什么是NWAM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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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文件配置程序（用户界面）—NWAM体系结构包括一个命令行界面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和一个图形用户界面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这
些界面可用于执行相似的任务，如创建和修改配置文件、激活配置文件、查询系统
以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的信息。

NWAM CLI包括两个管理命令，netcfg和 netadm。使用 netcfg命令，您可以创建
和修改配置文件。在交互模式、命令行模式和命令文件模式下运行此命令。使用
netadm命令，您可以执行某些操作，例如，启用或禁用一个配置文件、列出关于配
置文件状态的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cfg(1M)和 netadm(1M)手册页。
有关使用NWAM CLI创建和管理配置文件的分步说明，请参见第 4章，NWAM配
置文件配置（任务）和第 5章，NWAM配置文件管理（任务）。
NWAM GUI还可用于创建和管理网络配置文件。GUI还有其他功能，使您能够从
桌面快速查看和监视网络连接的状态。GUI还具有通知功能，提醒您网络的当前状
态的变化。此通知功能仅在GUI中可用。要查找有关使用NWAM GUI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第 6章，关于NWAM图形用户界面，或参阅联机帮助。另请参见
nwammgr(1M)和 nwammgr-properties(1M)手册页。

■ 策略引擎守护进程—nwamd守护进程是NWAM的策略组件。此守护进程承担了多个
角色的功能，基于存储在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中的配置文件管理网络配置。此守护
进程根据当前的网络状况确定应激活哪个配置文件，然后激活该配置文件。为了完
成这项任务，此守护进程将集成来自多个来源的信息。nwamd守护进程所充当的多
个角色的信息，将在第 61页中的 “NWAM守护进程概述”一节中详细介绍。

■ 信息库守护进程—netcfgd守护进程控制通用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通用配置文件
系统信息库中存储了配置文件和其他配置对象的所有配置数据。netcfg命
令、NWAM GUI和 nwamd守护进程通过发送访问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的请求与
netcfgd守护进程交互。该系统信息库守护进程的工作是验证各种尝试访问系统信
息库数据的进程是否具有正确的授权。该守护进程禁止（拒绝）任何未经授权的进
程的访问尝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61页中的 “NWAM系统信息库守护进程
(netcfgd )的说明”。

■ NWAM库界面—libnwam库提供一个与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进行交互的功能界
面，从而使NWAM可以读取和修改配置文件的信息。

■ 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网络服务—NWAM使用的几种网
络服务已经是Oracle Solaris的一部分。然而，某些现有的服务已被修改，并引入了
新的特定于NWAM的服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62页中的 “SMF网络服务”。

何时使用NWAM
通常情况下，如果经常更改工作环境和连接方式（有线或无线），您会希望利用
NWAM的自动化网络配置功能。您可以使用NWAM来设置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这
使您能够在不同环境中（例如，在办公室、在家里或是在路上）连接到网络。对于手
提电脑用户和系统需要频繁更改网络环境的用户，NWAM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工
具。此外，与使用传统的网络工具和命令相比，使用NWAM GUI设置静态 IP配置和
连接到WiFi网络要容易得多。

何时使用NW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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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NWAM进行配置，使其适应您的网络环境的变化，例如，以太网连接丢失或者添
加或移除网络接口卡 (network interface card, NIC)。

注 –您可以选择手动配置网络，例如，如果您正在使用NWAM当前不支持的高级网络
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95页中的 “管理网络配置”。

NWAM配置是如何工作的
NWAM的缺省行为是“自动”执行有线或无线网络的基本配置，无需任何用户交互。需
要用户与NWAM进行交互的唯一情况是，系统提示用户提供更多信息，例如，为无线
网络提供安全密钥或口令。

由以下事件和活动触发自动化的NWAM配置：

■ 连接或断开以太网电缆
■ 连接或断开WLAN卡
■ 引导系统时，有线接口和无线接口之一可用或全都可用
■ 从挂起恢复时，有线接口和无线接口之一可用或全都可用（如果支持）
■ 获得或失去DHCP租用

NWAM组件之间的交互方式如下：

■ 系统中必须始终有一个NCP和一个“位置”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
■ 在系统引导、策略引擎守护进程 nwamd执行以下操作过程中：

1. 查询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NCP的服务属性
2. 执行操作，直到已配置一个或多个 IP地址为止
3. 检查“位置”配置文件的条件
4. 激活策略引擎指定的“位置”配置文件
5. 相应地配置一个或多个网络

■ 可能引发网络配置更改的事件发生时，NWAM守护进程 nwamd充当多种角色并执行
以下操作：

1. 作为一个事件处理程序，nwamd检测发生的每一个事件。
2. 作为配置文件守护进程，nwamd查询处于活动状态的配置文件。
3. 根据变化，nwamd可能会相应地重新配置一个或多个网络。

NWAM缺省行为
如果没有用户定义的网络配置文件，nwamd将基于以下三个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管理网
络配置：

■ “自动”NCP
■ “自动”位置

NWAM配置是如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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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网络”位置

“自动”NCP实现以下基本策略：
■ 通过使用DHCP来配置所有可用（已连接的）以太网接口。
■ 如果没有连接以太网接口，或者如果以太网接口无法获取 IP地址，则激活一个无线
接口，自动连接到已知WLAN列表中最合适的WLAN。或者，等待用户选择要连接
到的无线网络。

■ 在获得至少一个 IPv4地址之前，“无网络”位置始终处于活动状态。此“位置”配置文
件提供了一组严格的 IP过滤器规则，这些规则限制仅传递与 IP地址获取相关的数
据（DHCP和 IPv6 autoconf消息）。可以修改除激活条件之外的“无网络”位置的所
有属性。

■ 当至少一个 IPv4地址已指定给一个系统的接口时，将激活“自动”位置。此“位置”配
置文件没有 IP过滤器或 IPsec规则。此“位置”配置文件应用从DHCP服务器获取的
DNS配置数据。和“无网络”位置一样，“自动”位置的所有属性（除激活条件之
外）都可以修改。

■ 当没有 IPv4地址指定给系统时，将始终应用“无网络”位置。当至少指定了一个 IPv4
地址时，系统会选择具有最符合当前网络状况的激活规则的位置配置文件。在没有
更好的匹配的情况下，系统会返回到“自动”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50页
中的 “如何激活NWAM配置文件”。

NWAM如何与其他Oracle Solaris网络技术配合使用
NWAM可与以下其他Oracle Solaris网络技术配合使用：
■ 网络虚拟化

NWAM可与多种Oracle Solaris网络虚拟化技术配合使用，如下所示：
■ 虚拟机：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先前的 Logical Domains）和Oracle VM

VirtualBox
Oracle Solaris主机和客户端都支持NWAM。NWAM只管理属于指定虚拟机的接
口，并不会干扰其他虚拟机。

■ Oracle Solaris Zones和栈实例
NWAM在全局区域或专用栈（非全局区域）中使用。

注 – NWAM不在共享栈区域中使用。

■ VNIC
虽然当前NWAM实现不管理VNIC，但手动创建的VNIC在重新引导系统后仍
保持不变，可以创建VNIC供某些用途使用，例如用来指定给专用栈中的某个区
域。

NWAM如何与其他Oracle Solaris网络技术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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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接技术

桥接技术是一种连接独立网段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在连接节点之间进行通信
就好像只有一个网段在使用一样。虽然当前的NWAM实现不主动支持使用桥接
技术的网络配置，但在您在系统中使用这项技术之前，无需先禁用NWAM配置
管理。

■ 动态重新配置和网络配置文件

在支持动态重新配置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R)和热插拔功能的系统上，只要
在这些系统上的活动NCP是 DefaultFixed，无需进行其他准备就能使用这些功
能。

如果在这些系统中启用的NCP是自动或任何其他用户创建的NCP，则在执行任
何DR操作之前，必须先执行以下步骤之一：
■ 停止网络服务此操作停用系统中的所有网络接口。因此，必须使用系统控制
台来停止该服务。移除或已更换设备后，重新启动该服务。

■ 使用 netcfg命令从该活动NCP的配置中删除 IP接口。然后，您可以继续进
行物理移除或替换该 IP接口的底层硬件设备。如果适用，请在DR完成后重
新配置 IP接口。

■ 传统的网络命令和实用程序

在任何给定时间，系统要么采用传统网络配置，要么使用NWAM网络配置。如果
DefaultFixed NCP处于启用状态，系统使用传统的网络配置。当启用此NCP
时，系统应用存储在 /etc/ipadm/ipadm.conf和 /etc/dladm/datalink.conf文件中的
永久配置。此外，您可以使用 ipadm和 dladm命令查看和更改网络配置。如果启用
NWAM NCP，系统就会忽略 /etc/ipadm/ipadm.conf配置，NWAM将根据活动
NCP中指定的策略管理网络配置。
NWAM管理网络配置时，您仍然可以使用命令行实用程序、dladm和 ipadm查看当
前网络配置的组件。

注 –不支持使用命令行工具对网络配置进行更改，因为这些更改可能与由NWAM强
制执行的策略冲突。

■ IP网络多路径 (IP Network Multipathing, IPMP)
NWAM当前不支持使用 IPMP。配置您的网络使用 IPMP之前，请确保
DefaultFixed NCP处于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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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可以找到网络配置任务
下表列出了网络配置的各个主题以及可以获取更多信息的位置。

网络任务 更多信息

查找有关NWAM的详细概述信息。 第 3章，NWAM配置和管理（概述）

使用NWAM CLI创建、修改、删除配置文件和配
置对象。

第 4章，NWAM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使用NWAM CLI查看有关管理配置文件和配置对
象的信息。

第 5章，NWAM配置文件管理（任务）

使用NWAM GUI从桌面查看关于网络状态的信
息、切换网络连接、创建和修改配置文件和配置
对象。

第 6章，关于NWAM图形用户界面和联机帮助

在NWAM网络配置模式和传统网络配置模式之
间切换。

第 95页中的 “管理网络配置”

使用传统网络工具和命令管理网络配置。 第 8章，数据链路配置和管理和第 9章，配置 IP
接口

配置和管理虚拟网络。 第 17章，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简介（概述）

在哪里可以找到网络配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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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AM配置和管理（概述）

本章提供有关NWAM配置和管理过程的背景及概述信息。此外还提供NWAM简化和
自动化网络配置所使用的配置文件实现的详细说明。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第 41页中的 “NWAM配置概述”
■ 第 46页中的 “NWAM配置数据”
■ 第 50页中的 “如何激活NWAM配置文件”
■ 第 54页中的 “使用 netcfg命令配置配置文件”
■ 第 59页中的 “使用 netadm命令管理配置文件”
■ 第 61页中的 “NWAM守护进程概述”
■ 第 62页中的 “SMF网络服务”
■ 第 62页中的 “NWAM安全性概述”

NWAM配置概述
NWAM通过将首选的属性值以配置文件形式存储在系统中来管理网络配置。NWAM
然后根据当前网络状况确定应激活哪个配置文件，并随后激活该配置文件。NWAM配
置文件实现是NWAM的一个主要组件。

什么是网络配置文件？
网络配置文件是属性的集合，这些属性根据当前网络状况确定如何配置网络以及网络
如何运行。

下面是构成NWAM配置的配置文件类型和配置对象：

■ 网络配置文件 (Network Configuration Profile, NCP)
■ 位置配置文件
■ 外部网络修饰器 (External Network Modifier, ENM)

3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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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WLAN

网络配置文件类型主要有两类：NCP和位置配置文件。要通过NWAM影响网络的自
动配置，在任意时间都必须恰好只有一个NCP和一个位置配置文件在系统中处于活动
状态。

NCP指定本地网络的配置，包括各个单个组件（例如物理链路和 IP接口）的配置。每
个NCP由称为网络配置单元(Network Configuration Units, NCU)的各单个配置对象组
成。每个NCU表示一个物理链路或一个接口，并由定义该链路或接口的配置的属性组
成。配置用户定义的NCP的过程包括为NCP创建NCU。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43
页中的 “NCU说明”。

位置配置文件包含系统范围的网络配置信息，如下所示：

■ 激活位置配置文件的条件
■ 要使用的命名服务
■ 域名
■ IP过滤器规则集
■ IPsec策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44页中的 “位置配置文件说明”。

ENM是供能够创建和修改网络配置的外部应用程序使用的NWAM配置文件。可以将
NWAM配置为根据您创建 ENM时指定的条件激活和取消激活这些外部应用程序。

已知WLAN是用于维护您先前已连接到的已知无线网络的列表的NWAM配置文
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44页中的 “ENM说明”和第 45页中的 “关于已知
WLAN”。

NCP说明
NCP定义系统的网络配置。组成NCP的NCU指定如何配置不同的网络链路和接
口，例如，应调用哪个或哪些接口？应在什么条件下调用接口？以及如何获取接口的
IP地址？有两种NCP类型：“自动”NCP和用户定义的NCP。“自动”NCP是NWAM自
动创建的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不能创建、修改或删除此类配置文件。用户定义的
NCP是用户为满足特定网络配置的需要而创建的配置文件。用户可以修改和删除用户
定义的NCP。

“自动”NCP表示当前系统中所有的链路和接口。如果添加或移除网络设备，“自动”NCP
的内容将发生变化。但是，不能编辑与“自动”NCP相关联的配置首选项。通过DHCP
和地址自动配置可以获取系统的 IP地址，创建“自动”NCP就是为了访问利用DHCP和
地址自动配置的配置文件。此配置文件还实现如下链路选择策略：有线链路优先，无
线链路次之。如果需要指定其他 IP配置策略或其他链路选择策略，您应在系统中创建
额外的用户定义的NCP。

NWAM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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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U说明
NCU是组成NCP的各个配置对象。NCU表示系统中的单个物理链路和接口。配置用
户定义的NCP的过程包括创建那些指定应如何配置每个链路和接口以及在什么条件下
进行配置的NCU。

有两种类型的NCU：
■ 链路NCU
链路NCU（例如物理设备）是开放系统互连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OSI)模
型中的第 2层实体。

■ 接口NCU
接口NCU具体来说是指 IP接口，是OSI模型中的第 3层实体。

链路NCU表示数据链路。有几类不同的数据链路：
■ 物理链路（以太网或WiFi）
■ 隧道
■ 聚合
■ 虚拟局域网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VLAN)
■ 虚拟网络接口卡 (VNIC)

注 –当前NWAM实现中仅包括对物理链路（以太网和WiFi）的基本网络配置的支
持。有几种先进的网络技术，如VNIC和桥接，虽然NWAM并不主动支持，但您可以
在网络中配置它们而无需禁用NWAM配置管理。

然而，如果您将系统配置为使用 IP网络多路径 (IP network multipathing, IPMP)，就无法
使用NWAM配置管理，必须使用传统的网络配置。有关说明，请参见第 95页中的
“如何从自动网络配置模式切换到手动网络配置模式”。

“自动”NCP和用户定义的NCP说明
“自动”NCP是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由链路NCU和接口NCU组成，系统中存在的每
个物理链路各自对应一个链路NCU和一个接口NCU。此NCP中的NCU激活策略是先
选择已连接的有线链路，再选择无线链路，并对每个已启用链路激活 IPv4和
IPv6。DHCP用于获取 IPv4地址。无状态自动配置和DHCP用于获取 IPv6地址。插入
新链路或从系统中删除链路时，“自动”NCP将动态更改。与插入或删除的链路对应的
所有NCU也将同时添加或删除。由 nwamd守护进程自动更新该配置文件。

用户定义的NCP是由用户创建和管理的。用户必须在指定的配置文件显式添加和删除
NCU。用户可以创建不与系统中当前的任何链路相关联的NCU。也可以删除不与本系
统中的任何链路相关联的NCU。此外，可以为用户定义的NCP确定策略。例如，您可
以允许在给定的时间在系统中启用多个链路和接口，还可以指定NCU和静态 IP地址之
间的不同的依赖关系。

NWAM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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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创建用户定义的NCP以及在NCP中添加和删除NCU的分步说明，请参见第 67页
中的 “创建NCP”。

位置配置文件说明
建立基本的 IP连接之后，位置配置文件将提供更多的网络详细信息。位置包含由一组
属性组成的网络配置信息，这些属性与系统范围级别的网络配置相关。

位置配置文件中包含某些在需要时一起应用的网络配置信息，例如，命名服务和防火
墙设置。此外，由于一个位置并不一定与一个物理位置相对应，因而可以设置多个位
置配置文件以满足不同网络需求。例如，可以在连接到公司内联网时使用一个位
置，在通过位于办公室中的无线访问点连接到公共 Internet时使用另一个位置。

缺省情况下，系统预定义了两个位置配置文件：

■ 无网络

“无网络”位置有特定的激活条件。当没有一个本地接口具有指定的 IP地址
时，NWAM将此配置文件应用到独立系统。在系统中首次激活“无网络”位置后，可
对其进行修改。原始“无网络”位置的只读副本将存储在系统中，以防万一您希望恢
复此位置的缺省设置时无法恢复。

■ 自动

如果有网络可用，但没有其他位置配置文件取代“自动”位置，就会激活“自动”位
置。在系统中首次激活“自动”位置后，可对其进行修改。原始“自动”位置的只读副
本将存储在系统中，以防万一您希望恢复此位置的缺省设置时无法恢复。

注 – “自动”位置不应与“自动”NCP混为一谈。“自动”位置是一种位置配置文件类
型，在系统进行初始的网络配置后定义系统范围内的网络属性。“自动”NCP指定系
统中的链路和接口网络配置。

用户定义的位置是采用为系统范围内的网络配置指定的值创建的配置文件。用户定义
的位置和系统定义的位置一样，只是用户定义的位置是根据用户设置的值配置的，而
系统定义的位置采用预设值。

有关创建用户定义的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74页中的 “创建位置配置文件”。

ENM说明
ENM是与NWAM外部的应用程序有关的配置文件。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创建和修改网
络配置。NWAM设计中包含 ENM，可通过它创建和删除不是NCP或位置配置文件的
定制网络配置。ENM也可以定义为在启用或禁用时直接修改网络配置的服务或应用程
序。您可以将NWAM配置为在您指定的条件下激活和取消激活 ENM。对于NCP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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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配置文件，在任何给定时间系统中只能有一个配置文件类型处于活动状态。与NCP
或位置配置文件不同，多个 ENM可以在同一时间在系统中处于活动状态。在任何给定
时间在系统中处于活动状态的 ENM不一定依赖于同时在系统中处于启用状态的NCP
或位置配置文件。

不过，有几个外部应用程序和服务，您可以为其创建 ENM，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VPN
应用程序。在系统中安装并配置VPN后，您可以创建一个 ENM，使其在您指定的条件
下自动激活和取消激活该应用程序。

注 –必须了解，对于能够直接修改系统中的网络配置的外部应用程序，NWAM并不能
自动得知其信息。要管理VPN应用程序（或任何外部应用程序或服务）的激活或取消
激活，必须先安装该应用程序，然后通过CLI或NWAM GUI为其创建 ENM。

NWAM存储或跟踪有关由 ENM执行的任何网络配置的持久性信息时，采用的方式与
存储关于NCP或位置配置文件的信息的方式不完全相同。然而，NWAM能够记录到
外部发起的网络配置，然后根据由 ENM对系统所做的任何配置更改，重估应激活哪个
位置配置文件，并随后激活该位置。例如，在特定 IP地址正在使用时，切换到一个根
据条件激活的位置。如果 svc:/network/physical:default服务在任何时间重新启
动，将恢复由活动NCP指定的网络配置。ENM也会重新启动，在该过程中，可能会破
坏网络配置并重新创建。

有关创建和修改 ENM属性的信息，请参见第 79页中的 “创建 ENM配置文件”。

关于已知WLAN
已知WLAN是NWAM管理系统已知的无线网络时使用的配置对象。NWAM维护这些
已知无线网络的全局列表。然后此信息用于确定NWAM尝试连接到可用无线网络时采
用的顺序。如果已知WLAN列表中有可用的无线网络，NWAM会自动连接到该网
络。如果有两个或更多个已知无线网络可用，NWAM将尝试连接到优先级最高（数字
最小）的无线网络。NWAM连接到的任何新的无线网络会自动添加到已知WLAN列表
的顶部，成为当前优先级最高的无线网络。

按优先级顺序选择已知WLAN，使用无符号整数指定优先级。较小的数字表示在已知
WLAN列表中处于较高优先级。第一次连接到无线网络时，NWAM会自动将该WLAN
添加到列表中。添加一个新的WLAN时，会假定它在此列表中具有最高优先
级。NWAM的缺省行为是使最近所连接到的WLAN优先于以前连接到的那些
WLAN。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已知WLAN都不可共享相同的优先级。如果将新
WLAN添加到列表中时使用与某个现有WLAN相同的优先级值，该现有条目将移到较
低的优先级值。随后，列表中每一个其他WLAN的优先级值动态移到较低的优先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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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多个密钥名称也可以与已知WLAN相关联。密钥名称使您能够使用 dladm

create-secobj命令创建自己的密钥。然后，您可以通过将安全对象名称添加到已知
WLAN keyname属性中将这些密钥与WLAN相关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ladm(1M)
手册页。

有关使用NWAM命令行实用程序管理WLAN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02页中的 “执行
无线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NWAM配置数据
系统中有两个有效配置系统信息库，即NWAM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和传统配置系统信
息库，前者存储在 /etc/nwam目录中，后者包括 /etc/ipadm/ipadm.conf和
/etc/dladm/datalink.conf文件，以及和网络服务相关联的其他配置文件。

NWAM管理网络配置时，主要是在自己的系统信息库中工作。存储在
/etc/ipadm/ipadm.conf文件中的接口配置将被忽略。NWAM直接根据NCP数据配置
物理链路和接口。

从NWAM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中读取位置配置文件数据。当激活一个位置时，在大多
数情况下，通过设置相应的 SMF服务属性并重新启动相应服务应用配置更改，将此配
置应用到正在运行的系统。此操作会覆盖这些服务属性的现有值。

因为NWAM在应用位置配置文件的过程中会覆盖原有配置数据，所以在启动时将保存
可能会被覆盖的任何配置。随后NWAM在关闭时恢复该配置。虽然它不是在NWAM
操作中应用的位置，此数据仍被称为原有位置数据。

以下系统定义的网络配置文件和用户定义的网络配置文件的属性值存储在NWAM系统
信息库中：

■ NCP－包含“自动”NCP的值，以及任何用户定义的NCP的值
■ NCU－包含链路NCU和接口NCU的值
■ 位置－包含三个系统定义的位置类型的值，以及任何用户定义的位置的值
■ ENM－包含有关应用程序的信息
■ 已知WLAN－包含关于可能会自动连接到的无线网络信息

每个NCP的配置数据各自作为一个文件持久存储在 /etc/nwam目录下，使用的格式为
ncp- name。一个NCP对应有一个文件，文件中包含表示每个NCU的条目。例
如，与“自动”NCP对应的文件命名为 ncp-Automatic.conf。所有NCP文件都存储在
/etc/nwam目录下。

位置属性存储在 /etc/nwam/loc.conf文件中。

ENM属性存储在/etc/nwam/enm.conf文件中。已知WLAN存储在
/etc/nwam/known-wlan.conf文件中。此文件的格式类似于 /etc/dladm/datalink.conf

文件的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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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尽管可以通过直接编辑NWAM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中的文件修改网络配置文
件，但修改配置文件的正确方法是使用 netcfg命令或NWAM GUI配置面板。文件格
式和文件用法在将来的发行版中可能会更改。请参见第 84页中的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
件的属性值”。

NCU属性值
NCU，NCP的各个配置对象，表示系统中的单个链路和接口两种NCU类型（链路和接
口）的常规属性以及特定于每个NCU类型的属性，存储在NWAM配置文件系统信息
库中。type、class和 parent属性是在创建NCU时设置的，并且以后无法更改。此
外，不能直接更改 enabled属性。该属性是通过使用 netadm命令启用或禁用NCU间接
更改的。

“自动”NCP包含一个链路NCU（系统发现的每个物理链路都各自对应一个）和一个在
各链路上激活的接口NCU。插入额外的物理链路后，“自动”NCP会动态更改。插入新
的链路时，将为每个新链路创建链路NCU和相应的接口NCU。下表定义了指定给构
成“自动”NCP的每个NCU的值。

注 –此表中的属性按它们在查看“自动”NCP的NCU属性时的出现顺序列出。某些值适
用于每一个NCU类型。

表 3–1 “自动”NCP的链路NCU属性

属性 链路NCU值

type link

class phys

parent Automatic

enabled true

activation-mode prioritized

priority-group 0（对于 802.3链路）或 1（对于 802.11链路）

priority-group-mode shared（对于 802.3链路）或 exclusive（对于 802.11链
路）

mac-address 根据硬件指定

autopush 不适用

MTU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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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自动”NCP的接口NCU属性

属性 接口NCU值

type interface

class IP

parent Automatic

enabled true

ip-version ipv4、ipv6

ipv4-addrsrc dhcp

ipv4-static-addr 不适用

ipv6-addrsrc dhcp、autoconf

ipv6-static-addr 不适用

系统定义的位置的属性值
下表提供“自动”位置（这是一个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的缺省属性值。您可以修改这些
值，但 activation-mode和 enabled属性除外。当至少一个接口处于活动状态且没有其
他位置配置文件取代“自动”位置时，系统始终激活“自动”位置。

表 3–3 系统定义的位置的属性

属性 值

name Automatic

activation-mode system

enabled system，可根据需要修改

conditions 不适用

default-domain 不适用

nameservices dns

nameservices-config-file /etc/nsswitch.dns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dhcp

dns-nameservice-domain 不适用

dns-nameservice-servers 不适用

dns-nameservice-search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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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系统定义的位置的属性 （续）

属性 值

nis-nameservice-configsrc 不适用

nis-nameservice-servers 不适用

ldap-nameservice-configsrc 不适用

ldap-nameservice-servers 不适用

nfsv4-domain 不适用

ipfilter-config-file 不适用

ipfilter-v6–config-file 不适用

ipnat-config-file 不适用

ippool-config-file 不适用

ike-config-file 不适用

ipsecpolicy-config-file 不适用

下表提供“无网络”位置的预定义属性。请注意，您可以修改这些值，但
activation-mode和 enabled属性除外。当没有活动接口时，系统始终启用无网络位
置。

表 3–4 “无网络”位置的属性

属性 值

name 无网络

activation-mode system

enabled system，可根据需要修改

conditions 不适用

default-domain 不适用

nameservices files

nameservices-config-file /etc/nsswitch.files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不适用

dns-nameservice-domain 不适用

dns-nameservice-servers 不适用

dns-nameservice-search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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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无网络”位置的属性 （续）

属性 值

nis-nameservice-configsrc 不适用

nis-nameservice-servers 不适用

ldap-nameservice-configsrc 不适用

ldap-nameservice-servers 不适用

nfsv4-domain 不适用

ipfilter-config-file /etc/nwam/loc/NoNet/ipf.conf，其中包含阻止所
有非回送通信（NWAM执行网络配置，例如
DHCP地址分配，所需的最少网络通信量除
外）的 IP过滤器规则。

ipfilter-v6–config-file /etc/nwam/loc/NoNet/ipf6.conf，其中包含在关
于 ipfilter-config-file的内容中所述的 IP过滤
器规则。

ipnat-config-file 不适用

ippool-config-file 不适用

ike-config-file 不适用

ipsecpolicy-config-file 不适用

有关位置属性（包括构成用户定义的位置的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cfg(1M)手
册页。

如何激活NWAM配置文件
NCP、位置配置文件和 ENM具有 activation-mode属性。每种配置文件类型允许使用
的值不同。此外，像激活每个配置文件的条件不同一样，针对每种配置文件类型验证
activation-mode属性的方式也不同。

对于系统定义的位置（Automatic和 NoNet），activation-mode属性值设置为
system，这意味着位置只能在系统预先确定的那些条件适合给定位置时由系统激活。

对于用户定义的位置，可以将 activation-mode和 conditions属性设置为
manual、conditional-any或 conditional-all。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53页中的
“位置激活选择条件”。

可使用 netadm命令或使用NWAM GUI手动启用位置配置文件。如果未显式启用一个
位置，NWAM守护进程 nwamd将检查所有根据条件激活和系统激活的位置配置文件的
激活规则，然后选择最符合当前网络环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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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AM选择位置时使用了一种算法来确定“最佳匹配”位置。如果没有合适的匹配位
置，则激活“自动”位置。更改网络环境会导致守护进程 nwamd不断重新评估位置选择来
确定最佳匹配。但是，如果您使用 netadm命令显式启用位置配置文件（手动激活的位
置或根据条件激活的位置），该位置将保持活动状态，直到您显式禁用该位置或启用
了另一个不同的位置。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否可能存在更佳的匹配，更改网络环境都
不会导致位置配置文件更改。您显式指定当前位置的行为实际上就使当前位置成为最
佳匹配。有关激活或取消激活配置文件的说明，请参见第 100页中的 “激活或取消激活
配置文件”。

NCP激活策略
NWAM使您能够指定关于NCU何时激活的NCP策略。通过使用可以为每个NCU指
定的属性和条件，NCP策略得以执行。例如，您可以指定如下策略：“有线连接优
先，无线连接次之”或“一次激活一个接口”。NCP如何激活以及何时激活是在为每个
NCU类型设置的属性中定义的。

注 –接口NCU必须始终与底层链路NCU相关联。每个接口NCU在与其相关联的链路
NCU被激活时转为活动状态。可以使用 netadm命令覆盖NCU的缺省行为。然而，对
底层链路NCU的依赖性永远不会删除。例如，如果启用一个接口NCU而不启用与其
相关联的链路NCU，接口将不会实际转为联机状态，直到该接口的底层NCU被激
活。

NCP策略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NCU属性是为如下情形设置的：NCP策略需指定激活所有可用的有线
链路，且仅当没有可用的有线连接时才应使用无线连接。

对于所有物理链路：

■ NCU类型：link

■ NCU类：phys

■ activation-mode：prioritized

■ priority-group：0（有线）；1（无线）
■ priority-mode：shared（有线）；exclusive（无线）

在以下示例中，NCU属性是根据如下NCP策略设置的：该NCP策略指定在任何给定
时刻系统中只有一个活动链路，并且有线连接优先于无线连接。

对于所有物理链路：

■ NCU类型：link

■ NCU类：phys

■ activation-mode：prioritized

■ priority-group：0（有线）；1（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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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ority-mode：exclusive

NCU激活属性
如何激活网络连接是在链路NCU属性中设置的。以下属性用于定义NCP激活策略：

■ activation-mode属性

可以将此属性设置为 manual或 prioritized之一。

■ manual－NCU激活由管理员管理。您可以使用NWAM CLI或GUI激活或取消激
活NCU。如果NCU的 activation-mode设置为 manual，为 priority-group和
priority-mode NCU属性设置的值都将被忽略。

■ prioritized－NCU根据在为指定NCU设置的 priority-group和 priority-mode

属性的中的值激活。对于有优先权的NCU，enabled属性始终为 true。

有优先权的激活支持同时激活多个链路组。此激活模式也支持优先选择一个或多
个链路，再选择其他链路。priority-group属性为给定的链路指定数字型优先级
别。处于同一优先级别的所有链路作为一个组进行检查。priority-mode属性定
义要激活的组可以或必须有多少组成员可用。

■ enabled属性（activation-mode设置为 manual）

此属性的值可以是 true或 false。不能设置此属性的值。此值反映了手动启用的
NCU的当前状态，可使用 netadm命令或使用NWAM GUI更改该状态。

■ priority-group属性（activation-mode设置为 prioritized）

该值是数字。零 (0)表示最高优先级。负值无效。

在所有可用的 priority-groups中，只有最高可用 priority-group中的NCU处于活
动状态。当多个具有相同优先级的NCU可用时，激活行为是由 priority-mode属性
定义的。优先级编号不是绝对值，可以随着NCP系统信息库的更新而更改。

注 –将严格遵守优先级顺序。

■ priority-mode（activation-mode设置为 prioritized）

已为 priority-group属性指定值时，会设置该属性。

此属性的值如下所示：

■ exclusive－指定在任何给定时间 priority-group中只能有一个NCU处于活动状
态。NWAM激活优先级组中的第一个可用NCU，而忽略其他NCU。

■ shared－指定优先级组中的多个NCU可以同时处于活动状态。优先级组中的任
何可用NCU都处于活动状态。

■ all－指定优先级组中所有NCU都必须可用，才会将优先级组视为可用而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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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激活选择条件
每个位置配置文件中都包含定义激活条件的属性。这些属性指定关于在什么条件下激
活某一位置的信息。NWAM不断为所有已配置的位置重估选择条件，每次都确定哪个
位置具有与当前网络环境最为匹配的条件。如果当前网络环境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了
更好的条件匹配项，NWAM会取消激活当前配置文件，并激活与新环境匹配得更好的
位置配置文件。

何时及如何激活某个位置的选择条件是在以下属性中指定的：

■ activation-mode

■ conditions

activation-mode属性可能设置为以下值之一：

■ manual

■ conditional-any

■ conditional-all

■ system

注 – activation-mode属性的 system只能指定给系统提供的位置：“自动”位和“无网
络”位置。system值指示系统将确定何时激活这些位置。

如果 activation-mode属性设置为 conditional-any或 conditional-all，conditions属
性将包含一个或多个用户定义的条件表达式。每个表达式包含一个可以指定一个布尔
值的条件，例如，“ncu ip:net0 is-not active”。

如果 activation-mode属性设置为 conditional-any，只要任意一个条件为真，就满足
条件。

如果 activation-mode属性设置为 conditional-all，只有 all条件为真时，才满足条
件。下表中定义了可用于构造条件字符串的条件和操作。

表 3–5 构造条件字符串使用的条件和操作

对象类型/属性 条件 对象

ncu、enm、loc 活动/不活动 名称

essid 是/否

包含/不包含

名称字符串

bssid 是/否 bssid字符串

ip-address 是/否 IPv4或 IPv6地址

ip-address is-in-range/is-not-in-range IPv4或 IPv6地址加网络掩
码/prefix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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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构造条件字符串使用的条件和操作 （续）

对象类型/属性 条件 对象

advertised-domain 是/否

包含/不包含

名称字符串

system-domain 是/否

包含/不包含

名称字符串

注 – essid属性表示扩展服务器设置标识符 (Extended Server Set Identifier, ESSID)，这是
无线 LAN (wireless LAN, WLAN)的网络名称。bssid属性表示基本服务设置标识符
(Basic Service Set Identifier, BSSID)，这是某个特定无线访问点 (wireless access point, WAP)
或任何访问点 (access point, AP)的MAC地址。

请注意 advertised-domain和 system-domain属性之间的区别。通告域是通过外部通信
发现的，例如，DNSdmain或 NISdmain域名，它们是由DHCP服务器通告的。此属性对
根据条件激活的位置十分有用，例如，如果通告域是 mycompany.com，就激活 work位
置。system-domain属性是当前指定给系统的域。它是由 domainname命令返回的值。此
属性适用于 ENM的条件激活，因为只有在激活位置并且为该特定域配置系统后，条件
才会变为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omainname(1M)手册页。

有关位置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44页中的 “位置配置文件说明”。

使用netcfg命令配置配置文件
netcfg(1M)手册页中描述了 netcfg命令，该命令用于配置网络配置文件的属性和值。

可使用 netcfg命令执行以下任务：

■ 创建或销毁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注 –不能创建或销毁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

■ 列出系统中的所有配置文件及其属性值。

■ 列出指定配置文件的所有属性值和资源。

■ 显示与配置文件关联的每个属性。

■ 设置或修改指定配置文件的一个或所有属性。

■ 将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的当前配置导出到标准输出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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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不能导出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

■ 删除对配置文件所做的任何更改并恢复为该配置文件以前的配置。

■ 验证配置文件具有有效的配置。

可在交互模式、命令行模式、命令文件模式下使用 netcfg用户界面。因为 netcfg命令
是分层的，所以在交互模式下使用时更易理解。

范围的概念用于 netcfg命令。以交互方式使用该命令时，您在任何给定时间所处的范
围取决于配置文件类型和您正在执行的任务。当您在终端窗口键入 netcfg命令后，显
示的提示符将位于全局范围内。

在这里，您可以使用 select或 create子命令查看、修改或创建以下顶层配置文件：

■ NCP
■ 位置
■ ENM
■ 已知WLAN

创建或选择一个配置文件之前，netcfg交互式提示将以如下形式显示：

netcfg>

已创建或选择一个配置文件之后，netcfg交互式提示的显示如下：

netcfg:profile-type:profile-name>

注 –在命令行模式下，必须在一行中键入完整的命令。只要一完成命令键入，在命令行
模式下使用 netcfg命令对所选配置文件所做的更改就提交到持久性系统信息库中。

有关使用 netcfg命令的分步说明，请参见第 4章，NWAM配置文件配置（任务）。有
关使用 netcfg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cfg(1M)手册页。

netcfg交互模式
在 netcfg交互模式下，选择或创建顶层配置文件将导致命令提示符显示在位置配置文
件和 ENM的配置文件范围内。例如：

netcfg> select loc foo

netcfg:loc:foo>

如果选择了NCP，命令提示符将显示在NCP范围内。在NCP范围内，可以选择或创
建NCU。选择或创建NCU会导致配置文件范围提示您选择NCU。在此范围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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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和设置所有与当前选定的配置文件相关联的属性，如以下示例中所示。在该示例
中，先选择了 User NCP，然后在该NCP范围内创建了一个NCU。此操作导致配置文
件范围应用在新创建的NCU。在此范围内，可以查看或设置NCU的属性：

netcfg> select ncp User

netcfg:ncp:User> create ncu phys net2

Created ncu ’net2’. Walking properties ...

activation-mode (manual) [manual|prioritized]>

在任何给定的范围内，命令提示符都指示当前选定的配置文件。在此范围内对配置文
件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可以提交，这意味着更改将保存到持久性系统信息库。退出范围
时会隐式提交更改。如果不希望提交对选定的配置文件所做的更改，可以恢复到该配
置文件上次提交的状态。此操作将恢复对在这一级别的配置文件所做的任何更
改。revert和 cancel子命令产生的效果相似。

netcfg命令行模式
在命令行模式下，任何影响选定的配置文件或属性的子命令，都必须在该选定配置文
件或属性所在的特定范围内执行。例如，要获取NCU的属性的值，应在该特定NCU
的范围内使用 get子命令。在 netcfg交互模式下，很容易理解此命令所使用的语
法。但是，在命令行模式下，语法可能不太明显。

例如，“foo”属性是 User NCP中名为 myncu的NCU的一个属性，要获取该属性的
值，应使用以下语法：

$ netcfg "select ncp User; select ncu ip myncu; get foo"

在此示例中，请注意以下信息：

■ 各个范围之间用分号分隔。

■ 在每个范围内都发出 select子命令，一次是在全局范围内发出，一次是在配置文件
范围内发出。

■ get子命令是在属性“foo”所在的范围内使用的。
■ 需要使用直双引号，以防止 shell解释分号。

netcfg命令文件模式
在命令文件模式下，配置信息取自一个文件。export子命令用于生成此文件。然后可
以将配置打印到标准输出，也可以使用 -f选项指定一个输出文件。export子命令也能
以交互方式使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57页中的 “netcfg支持的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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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cfg支持的子命令
交互模式和命令行模式支持以下 netcfg子命令。注意某些子命令在各范围内有不同的
语义。如果某个子命令不能在某种模式下使用，会在该子命令的说明中指出

■ cancel

结束当前配置文件指定而不将当前更改提交到持久性存储，接着继续进行到前一范
围，前一范围是一个更高的级别。

■ clear prop-name
清除指定属性的值。

■ commit

将当前配置文件提交到持久性存储。要提交，配置必须正确。因此，此操作也将自
动对配置文件或对象执行 verify。使用 end或 exit子命令退出当前范围时，会自动
尝试 commit操作。

■ create [ -t template ] object-type [ class ] object-name
用指定的类型和名称创建内存配置文件。-t template选项指定新的配置文件与
template完全相同，其中 template是相同类型的现有配置文件的名称。如果未使用
-t选项，就会使用缺省值创建新的配置文件。

■ destroy -a

从内存和持久性存储中删除所有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 destroy object-type [ class ] object-name
从内存和持久性存储中删除指定的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注意 –此操作是即时操作，不需要提交。已销毁的配置文件无法恢复。

■ end

结束当前配置文件指定，继续进行到前一范围，前一范围是一个更高的级别。结束
编辑操作之前会验证并提交当前配置文件。如果 verify或 commit操作失败，将显
示一条错误消息。然后，您可以选择结束操作而不提交当前更改，也可以保持在当
前范围内并继续编辑配置文件。

■ exit

退出 netcfg交互式会话。在当前会话结束之前会验证并提交当前配置文件。如果
verify或 commit操作失败，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然后，您可以选择结束会话而不
提交当前更改，也可以保持在当前范围内并继续编辑配置文件。

■ export [ -d ] [- f output-file ] [ object-type [ class ] object-name ]
将当前范围内或指定范围内的当前配置打印到标准输出或使用 -f选项指定的文
件。-d选项生成 destroy -a子命令作为输出的第一行。此子命令生成的输出采用适
合在命令文件中使用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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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无法导出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包括“自动”NCP“自动”、“无网络”和“原有”位
置）。

■ get [ -V ] prop-name
获取指定属性的内存当前值。缺省情况下，属性名称和值都会打印。如果指定了 -V

选项，只打印属性值。

■ help [ subcommand ]
显示一般帮助或关于特定主题的帮助。

■ list [-a] [object-type [ class ] object-name ]
列出在当前或指定范围内将使用的所有配置文件、属性值对、资源。如果指定了 -a

选项，将列出所有属性，包括那些根据当前设置将被忽略的属性。

■ revert

删除先前对配置文件所做的任何当前更改，然后恢复到持久性存储中的值。

■ select object-type [ class ] object-name
选择指定的对象。

■ set prop-name= value
设置指定属性的内存当前值。

如果在命令行模式下执行，更改也会立即提交到持久性存储。

多值属性的分隔符是逗号 (,)。如果给定属性的某个值包含逗号，逗号前面必须加反
斜杠 (\)。包含在只有一个值的属性内的逗号不解释为分隔符，也不需要在逗号前面
加反斜杠。

■ verify

验证内存当前配置文件或对象具有有效的配置。

■ walkprop [-a]
“遍历”与当前配置文件相关联的每个属性。对于每个属性，将显示名称和当前
值。会提供提示，使您能够更改当前值。如果根据先前指定的值，某个属性未使
用，则不显示该属性。例如，如果 ipv4-addrsrc属性设置为 static，ipv4-addr属
性未使用，因而不会遍历或列出，除非指定 -a选项。

如果使用 -a选项，该选项将迭代指定的配置文件或对象的所有可用属性。

多值属性的分隔符是逗号 (,)。如果给定属性的某个值包含逗号，逗号前面必须加反
斜杠 (\)。包含在只有一个值的属性内的逗号不解释为分隔符，也不需要在逗号前面
加反斜杠。

注 –此子命令仅在交互模式下使用时有意义。

使用 netcfg命令配置配置文件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 2011年 12月58



有关与任务相关的信息，请参见第 4章，NWAM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使用netadm命令管理配置文件
netadm命令用于管理和获取配置文件（NCP、位置、ENM和WLAN）与NCU（组成
NCP的各单个配置对象）的状态。此外，在没有GUI的情况下，您可以使用 netadm命
令与NWAM守护进程 (nwamd)进行交互。有关 netadm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adm(1M)
手册页。

支持以下 netadm子命令：

■ enable [ -p profile-type ] [ -c ncu-class ] profile-name
启用指定的配置文件。如果配置文件名称不唯一，必须指定配置文件类型。如果配
置文件类型是 ncu，且该名称不唯一，例如，如果一个链路 ncu和一个接口 ncu具有
相同的名称，除非使用 -c选项指定NCU类，否则两个NCU都将启用。

配置文件类型必须是以下类型之一：

■ ncp

■ ncu

■ loc

■ enm

■ wlan

NCU类必须被指定为 phys或 ip。

■ disable [- p profile-type ] [ -c ncu-class ] profile-name
禁用指定的配置文件。如果配置文件名称不唯一，必须指定配置文件类型以确定要
禁用的配置文件。如果配置文件类型是 ncu且名称不唯一，例如，如果一个链路和
一个接口 ncu具有相同的名称，除非使用 -c选项指定NCU类，否则两个NCU都将
禁用。

配置文件类型必须是以下类型之一：

■ ncp

■ ncu

■ loc

■ enm

■ wlan

NCU类必须被指定为 phys或 ip。

■ list [ -x ] [- p profile-type ] [ -c ncu-class ] [ profile-name ]
列出所有可用的配置文件及其当前状态。后面的节中列出了可能的状态值。如果按
名称指定了某个配置文件，则只列出该配置文件的当前状态。如果配置文件名称不
唯一，将列出所有具有该给定名称的配置文件。也可以包括配置文件类型或NCU
类之一或两者来标识特定配置文件。如果仅指定了配置文件类型，将列出所有该类
型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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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已启用的NCP包括列出组成该NCP的所有NCU。
如果指定 -x选项，输出中还会包含每个所列配置文件的状态的扩展说明。

可能的配置文件状态的值包括：

■ disabled

表示一个尚未启用的手动激活的配置文件。

■ offline

指示一个尚未启用的根据条件激活或由系统激活的配置文件。该配置文件可能因
为其条件得不到满足而未处于活动状态。或者，配置文件未处于活动状态，可能
是因为有更多具体条件满足另一个配置文件的条件，因而已激活了另一个配置文
件。此条件适用于必须在一个时间启用一个的配置文件类型，例如位置配置文
件。

■ online

指示一个根据条件激活的或由系统激活的配置文件，其条件已满足，并已成功启
用。或者，它可能指示一个手动激活的配置文件，已应用户的请求成功启用。

■ maintenance

指示尝试激活配置文件，但失败。

■ initialized

指示该配置文件表示一个尚未对其采取任何操作的有效配置对象。

■ uninitialized

指示该配置文件表示一个在系统中并不存在的配置对象。例如，这种状态可能指
示一个其对应物理链路已从系统中删除的NCU。

■ show-events

侦听来自NWAM守护进程的事件流并显示它们。
■ scan-wifi link-name
对指定为 link-name的链路启动无线扫描。

■ select-wifi link-name
从对指定为 link-name的链路的扫描结果中，选择要连接到的无线网络。

■ help

显示每个子命令的用法消息与简短说明。

有关与任务相关的信息，请参见第 5章，NWAM配置文件管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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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AM守护进程概述
NWAM使用两个守护进程：nwamd守护进程和 netcfgd守护进程。策略引擎守护进程
nwamd通过担当多个角色控制网络自动配置。系统信息库守护进程 netcfgd控制对网络
配置系统信息库的访问。

NWAM策略引擎守护进程 (nwamd )说明
nwamd守护进程通过担任以下角色控制网络自动配置：

■ 事件收集器

这一角色涉及收集需要通过路由套接字和 sysevent注册检测的链路相关的事
件。nwamd如何执行此任务的一个示例是守护进程获取一个 EC_DEV_ADD

sysevent，这标志着NIC被热插入系统中。所有此类事件都打包到 nwamd事件结构
中，然后发送到负责这项任务的事件处理线程。

■ 事件处理程序

这一角色涉及运行事件循环线程以响应关注的事件。该事件处理程序在与NWAM
服务所管理的不同对象相关联的状态机上运行。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nwamd守护
进程检测网络环境的更改，这些更改可能会触发对一个或多个配置文件进行更改。

■ 事件分派程序

这一角色涉及将事件发送到已在此类事件中注册感兴趣的外部使用者。事件分派的
示例包括无线扫描事件（其中包含有关可用的WLAN信息），它对NWAM GUI很
有用。而GUI可以向用户显示可用选项。

■ 配置文件管理器

由 nwamd守护进程管理这些配置文件涉及根据以下信息应用网络配置：

■ 哪些链路和接口被激活
■ 连接的网络的特征
■ 已启用的配置文件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和相关项
■ 接收的外部事件

NWAM系统信息库守护进程 (netcfgd )的说明
配置文件守护进程 netcfgd控制并管理对网络配置系统信息库的访问。该守护进程由
svc:/network/netcfg:default SMF服务自动启动。该守护进程可以确保任何试图从系
统信息库读取信息或向系统信息库中写入信息的应用程序具有以下授权：

■ solaris.network.autoconf.read

■ solaris.network.autoconf.write

有关授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auth_attr(4)手册页。有关安全配置文件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 prof_attr(4)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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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netcfgd守护进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cfgd(1M)手册页。

SMF网络服务
在Oracle Solaris中，网络配置由多个 SMF服务实现：

■ svc:/network/loopback:default－创建 IPv4和 IPv6回送接口。
■ svc:/network/netcfg:default－此服务是 svc:/network/physical:default服务的
先决条件。该服务管理网络配置系统信息库，其主要功能是启动 netcfgd守护进
程。

■ svc:/network/physical:default —连接链路并激活 IP接口。此服务根据当前处于
活动状态的NCP确定使用的是NWAM网络配置还是传统网络配置。如果使用的是
NWAM，该服务启动策略守护进程 nwamd。如果 DefaultFixed NCP处于活动状
态，该服务停止 nwamd并应用持久性 ipadm配置。

■ svc:/network/location:default－此服务依赖于 svc:/network/physical:default

服务，负责激活由 nwamd守护进程选择的 Location配置文件。

注 – svc:/network/location:default服务有一个属性是用来保存当前位置配置文件
的。不要直接处理此属性，而要使用NWAM GUI或CLI进行这类更改。

NWAM安全性概述
NWAM的安全设计包括以下组件：

■ CLI（netcfg和 netadm命令）
■ NWAM GUI
■ NWAM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守护进程 (netcfgd)
■ 策略引擎守护进程 (nwamd)
■ NWAM库 (libnwam)

netcfgd守护进程控制作为所有网络配置信息的存储位置的系统信息库。netcfg命
令、NWAM GUI和 nwamd守护进程都向 netcfgd守护进程发送访问系统信息库的请
求。这些功能组件库通过NWAM库 libnwam发出请求。

nwamd守护进程是用于接收系统事件、配置网络、读取网络配置信息的策略引
擎。NWAM GUI和 netcfg命令是可用于查看和修改网络配置的配置工具。这些组件还
用于在需要将新的配置应用到系统时刷新NWAM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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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NWAM相关的授权和配置文件
当前NWAM实现使用以下授权执行特定的任务：

■ solaris.network.autoconf.read－允许读取NWAM配置数据，由netcfgd守护进程
验证

■ solaris.network.autoconf.write－允许写入NWAM配置数据，由 netcfgd守护进
程验证

■ solaris.network.autoconf.select－允许应用新的配置数据，由 nwamd守护进程验
证

■ solaris.network.autconf.wlan－允许写入已知WLAN配置数据

这些授权在 auth_attr数据库中注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auth_attr(4)手册页。

提供了两个安全配置文件：网络自动配置用户和网络自动配置管理。用户配置文件具
有读取、选择和 wlan授权。管理配置文件添加了写入授权。网络自动配置用户配置文
件指定给控制台用户配置文件。因此，缺省情况下，登录到控制台的任何人都可以查
看、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因为没有向控制台用户指定
solaris.network.autoconf.write授权，所以此用户不能创建或修改NCP、NCU、位
置或 ENM。然而，控制台用户可以查看、创建、修改WLAN。

使用NWAM用户界面所需的授权
任何具有控制台用户特权的人，都可以使用NWAM命令 netcfg和 netadm查看和启用
NWAM配置文件。这些特权会自动指定给任何从 /dev/console登录到系统的用户。

要使用 netcfg命令修改NWAM配置文件，需要solaris.network.autoconf.write授权
或网络自动配置管理配置文件。

您可以将 profiles命令和配置文件名称一起使用来确定与权限配置文件相关联的特
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profiles(1)手册页。

例如，要确定与控制台用户权限配置文件相关联的特权，请使用以下命令。

$ profiles -p "Console User" info

Found profile in files repository.

name=Console User

desc=Manage System as the Console User

auths=solaris.system.shutdown,solaris.device.cdrw,solaris.smf.manage.vbiosd,

solaris.smf.value.vbiosd

profiles=Suspend To RAM,Suspend To Disk,Brightness,CPU Power Management,

Network Autoconf User,Desktop Removable Media User

help=RtConsUs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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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AM GUI包括以下三个不享有特权组件。根据这些组件的启动方式和它们需要执行
的任务向它们授予权限：

■ NWAM特定面板显示
该组件是桌面中的面板 applet，使用户能够与NWAM进行交互。该面板可由任何用
户运行，用于监视系统的自动配置和处理事件通知。该面板还可用于执行一些基本
的网络配置任务，例如，选择WiFi网络或手动切换位置。要执行这些类型的任
务，需要网络自动配置用户权限配置文件。提供的此权限配置文件采用缺省配
置，因为该面板以从 /dev/console登录的用户的授权运行，因而具有控制台用户配
置文件。

■ NWAM GUI
NWAM GUI是从桌面与NWAM交互的主要方式。GUI用于查看网络状态、创建和
修改NCP与位置配置文件、启动和停止配置的 ENM。与GUI交互要求四个
solaris.network.autoconf授权或网络自动配置管理配置文件。缺省情况下，控制
台用户配置文件已有足够授权使用GUI查看网络状态和配置文件。此外，要使用
GUI修改配置文件，您需有 solaris.network.autoconf.write授权或网络自动配置
管理配置文件。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获取额外的授权：

■ 将网络自动配置管理配置文件指定给特定的用户。

可通过编辑给定用户的 /etc/user_attr文件将适当的授权或权限配置文件直接指定
给该用户。

■ 将网络自动配置管理配置文件指定给控制台用户。

可将此配置文件指定给控制台用户，而不指定给缺省指定的网络自动配置用户配置
文件。要指定此配置文件，请编辑 /etc/security/prof_attr文件中的条目。

NWAM安全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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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AM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本章介绍您可以使用 netcfg命令执行的NWAM配置文件配置任务。这些配置任务包
括创建、修改和销毁配置文件，以及管理用于控制NWAM配置的各种 SMF服务。本
章介绍如何在交互模式和命令行模式下使用 netcfg命令。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第 65页中的 “创建配置文件”
■ 第 83页中的 “删除配置文件”
■ 第 84页中的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 第 86页中的 “查询系统获取配置文件信息”
■ 第 91页中的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 第 95页中的 “管理网络配置”

有关显示配置文件状态、激活和取消激活配置文件，以及使用 netadm命令管理已知无
线网络的信息，请参见第 5章，NWAM配置文件管理（任务）。

有关如何与NWAM进行交互、如何从桌面管理您的网络配置的信息，请参见
第 6章，关于NWAM图形用户界面。

有关NWAM的介绍，请参见第 2章，NWAM简介。

有关NWAM的详细概述信息，包括对 netcfg用户界面模式的说明，请参见
第 3章，NWAM配置和管理（概述）。

创建配置文件
NWAM命令行界面中的管理命令有两个，netcfg(1M)手册页中介绍的 netcfg命令是
其中之一。

netcfg命令可用于显示配置文件配置数据，任何具有控制台用户特权的人都可使用该
命令显示、创建、修改已知WLAN对象。这些特权会自动指定给任何从 /dev/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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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到系统的用户。具有网络自动配置管理配置文件的用户还可以创建和修改所有类
型的NWAM配置文件和配置对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62页中的 “NWAM安全
性概述”。

可以使用 netcfg命令选择、创建、修改和销毁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该命令在交互模
式或命令行模式下都可使用。netcfg命令还支持将配置文件配置信息导出到命令文
件。

可以创建、修改和删除以下配置文件和配置对象：

■ 网络配置文件 (Network Configuration Profile, NCP)
■ 位置配置文件
■ 外部网络修饰器 (External Network Modifier, ENM)
■ 已知无线局域网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
■ 网络配置单元 (Network Configuration Unit, NCU)

在命令行模式下创建配置文件
从命令行创建配置文件使用的基本命令语法如下所示：

netcfg create [ -t template ] object-type [ class ] object-name

create 创建指定类型和名称的内存配置文件（或配置对象）。

-t template 指定新的配置文件与 template完全相同，其中 template是相同类型的现
有配置文件的名称。如果未使用 -t选项，将使用缺省值创建新的配置文
件。

object-type 指定要创建的配置文件的类型。

可以为 object-type选项指定以下值之一：
■ ncp

■ ncu

■ loc

■ enm

■ wlan

必须在全局范围内创建由除 ncu以外的 object-type选项指定的所有配置
文件，才能使用 netcfg命令选择特定对象。

class 指定由 object-type所指定的配置文件的类。此参数仅用于 ncu对象类
型，有两个可能值，phys或 ip。

object-name 指定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的名称。对于NCU，object-name是相应的链路
或接口的名称。对于所有其他配置文件类型，object-name是任何用户定
义的名称。

例如，要创建一个名为 User的NCP，应键入以下命令：

创建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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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cfg create ncp User

其中，ncp是 object-type， User是 object-name。

注 –创建NCP时，class不是必需选项。

也可以使用“自动”NCP的副本作为模板，然后对该配置文件进行更改，如下所示：

$ netcfg create -t Automatic ncp

要创建一个名为 office的位置配置文件，应键入以下命令：

$ netcfg create loc office

以交互方式创建配置文件
可以在交互模式下使用 netcfg命令执行以下任务：

■ 创建配置文件。
■ 选择和修改配置文件。
■ 验证关于配置文件的所有所需信息已设置且是有效的。
■ 提交对新的配置文件的更改。
■ 取消当前的配置文件配置，不将任何更改提交到持久性存储。
■ 恢复对配置文件所做的更改。

创建NCP
在交互模式下创建配置文件，会在以下范围之一内显示命令提示符：

■ 在NCP范围内（如果创建了NCP）
■ 在配置文件范围内（如果创建了位置配置文件、ENM或WLAN对象）

创建NCP或NCU会将焦点移到该对象范围中，带您遍历指定配置文件的缺省属性。

要以交互方式创建NCP，可通过启动 netcfg交互式会话开始。然后，使用 create子命
令创建该新的NCP User，如下所示：

$ netcfg

netcfg> create ncp User

netcfg:ncp:User>

创建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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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NCP创建NCU
NCP本质上是一个容器，包含一组NCU。所有NCP都包含链路NCU和接口NCU。链
路NCU指定链路配置策略和链路选择策略。接口NCU指定接口配置策略。如果要求
IP连接，就需要提供链路NCU和接口NCU两者。必须使用 netcfg命令或GUI显式添
加或删除NCU。

注 –可以添加不与系统中当前安装的任何链路相关联的NCU。此外，也可以删除映射
到系统中当前安装的某个链路的NCU。

可以使用 netcfg命令在交互模式或命令行模式下创建NCU。因为创建NCU包括数个
操作，所以在交互模式下创建NCU，比试图构建一个单行命令来创建NCU及其所有
属性更为轻松高效。NCU可以在最初创建NCP时创建，也可以在这之后创建。创建或
修改NCU的过程包括设置常规的NCU属性，以及设置专门适用于每个NCU类型的属
性。

根据您在创建NCP过程中所做的选择，在为该特定NCP创建NCU的过程中，系统将
最为合理地向您显示相关属性。

当您以交互方式创建NCU时，netcfg会遍历每个相关属性并显示其缺省值（如果
有）和可能值。不指定值，按Return（回车键），就会应用缺省值（如果没有缺省
值，就会将该属性留空），您也可以指定一个其他值。在为NCP创建NCU的过程中
显示的属性，与您之前所做的选择有关。例如，对于一个接口NCU，如果您已为
ipv4-addrsrc属性选择了 dhcp，系统就不会提示您为 ipv4-addr属性指定值。

下表描述创建或修改NCU时可能指定的所有NCU属性。某些属性对NCU的两种类型
都适用。有些属性或者只适用于链路NCU，或者只适用于接口NCU。有关所有NCU
属性（包括指定这些属性时可能适用的规则和条件）的完整说明，请参见 netcfg(1M)
手册页。

表 4–1 创建或修改NCU时涉及的NCU属性

属性 说明 可能值 NCU类型

type 指定NCU类型（链路或
接口）。

link或 interface 链路和接口

class 指定NCU类。 phys（对于链路NCU）或
ip（对于接口NCU）

链路和接口

parent 指定此NCU所属的
NCP。

parent-NCP 链路和接口

创建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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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创建或修改NCU时涉及的NCU属性 （续）

属性 说明 可能值 NCU类型

enabled 指定是启用还是禁用该
NCU。此属性为只读。只
有使用 netadm命令或
NWAM GUI启用或禁用
NCU时，才会间接更改此
属性。

true或 false 链路和接口

activation-mode 指定自动激活NCU的触
发类型。

manual或 prioritized

缺省值为 manual。

链路

priority-group 指定组优先级号。 0（对于有线链路）或
1（对于无线链路）

对于用户定义的NCP，可
以指定与此不同的策
略，例如，指定无线链路
1的优先级是 1，有线链路
1的优先级是 2，有线链路
2的优先级是 3。

注 –数字越小，指示优先
级越高。

链路

priority-mode 指定确定优先组的激活行
为所使用的模式（如果
activation-mode属性已设
置为 prioritized）。

exclusive、shared或 all

如需了解指定这些值时适
用的规则，请参
见netcfg(1M)手册页。

链路

link-mac-addr 指定分配给此链路的MAC
地址缺省情况下，NWAM
使用工厂指定的MAC地
址或其他缺省MAC地
址。可设置为其他值，覆
盖此选择。

一个包含 48位MAC地址
的字符串

link-autopush 标识链路打开时在链路上
自动推送的模块。

一个字符串列表（要在链
路上推送的模块）

请参见 autopush(1M)。

链路

link-mtu 自动设置为物理链路的缺
省MTU。可通过将该属性
设置为一个其他值来覆盖
此值。

链路的MTU大小 链路

ip-version 指定要使用的 IP的版
本。可以指定多个值。

ipv4和 ipv6

缺省值是 ipv4、ipv6。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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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创建或修改NCU时涉及的NCU属性 （续）

属性 说明 可能值 NCU类型

ipv4-addrsrc 标识指定给此NCU的
IPv4地址的源。可以指定
多个值。

dhcp和 static

缺省值为 dhcp。

接口

ipv6-addrsrc 标识指定给此NCU的
IPv6地址的源。可以指定
多个值。

dhcp、autoconf或 static

缺省值
是dhcp、autoconf。

接口

ipv4-addr 指定要分配给此NCU的
一个或多个 IPv4地址。

要指定的一个或多个 IPv4
地址

接口

ipv6-addr 指定要分配给此NCU的
一个或多个 IPv6地址。

要指定的一个或多个 IPv6
地址

接口

ipv4-default-route 指定 IPv4地址的缺省路
由。

一个 IPv4地址 接口

ipv6-default-route 指定 IPv6地址的缺省路
由。

一个 IPv6地址 接口

▼ 如何以交互方式创建NCP
以下过程描述如何在交互模式下创建NCP。

提示 – NWAM在初始配置文件创建过程中执行的遍历过程可以确保系统根据您先前做
出的选择，只向您提示那些有意义的属性。此过程中描述的 verify子命令也会验证您
的配置。如果缺少任何必需的值，系统会通知您。您可以在创建或修改配置文件时显
式使用 verify子命令进行验证，或隐式使用 commit子命令保存所做的更改。

启动 netcfg交互式会话。

$ netcfg

netcfg>

创建NCP。
netcfg> create ncp User

netcfg:ncp:User>

其中 ncp是配置文件类型，User是配置文件名称。

创建NCP会自动使您进入NCP范围。如果您创建的是位置、ENM或WLAN对象，则
命令提示符会使您进入配置文件范围。

1

2

创建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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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NCP创建链路NCU和接口NCU。

a. 要创建链路NCU，请键入以下命令：
netcfg:ncp:User> create ncu phys net0

Created ncu ‘net0’, Walking properties ...

其中 ncu是对象类型，phys是类，net0（只是为了举例）是对象名称。

创建NCU会使您进入该对象的范围，并使您遍历该对象的缺省属性。

b. 要创建接口NCU，请键入以下命令：
netcfg:ncp:User> create ncu ip net0

Created ncu ‘net0’. walking properties ...

其中 ncu是对象类型，ip是类，net0（只是为了举例）是对象名称。

创建NCU会使您进入该对象的范围，并使您遍历该对象的缺省属性。

在创建NCU的过程中，class选项用于区分NCU的两种类型。在不同NCU类型共
享同一名称的情况下，此选项特别有用。如果省略 class选项，区分共享同一名称
的NCU就要困难得多。

为创建的NCU添加适当的属性。

注 –重复步骤 3和 4，直到为该NCP创建了所有必需的NCU。

在创建NCU期间，或为指定的NCU设置属性值时，使用 verify子命令确保您所做的更
改是正确的。

netcfg:ncp:User:ncu:net0> verify

All properties verified

提交为NCU设置的属性。
netcfg:ncp:User:ncu:net0> commit

committed changes.

您也可以使用 end子命令执行隐式提交，这会将交互式会话上移一级，移到紧邻的较
高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已经创建完NCP并向其中添加了NCU，则可以直接从
NCP范围退出交互式会话。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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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在交互模式下，更改不会保存到持久性存储，直到您提交这些更改。使用 commit子
命令时，会提交整个配置文件。为了保持持久性存储的一致性，提交操作还包括验
证步骤。如果验证失败，提交也将失败。如果隐式提交失败，则会向您提供选项以
结束或退出交互式会话，而不提交当前更改。也可以保持在当前范围内并继续对配
置文件进行更改。

■ 要取消所做的更改，可使用 cancel或 revert子命令。

cancel子命令结束当前的配置文件配置而不将当前更改提交到持久性存储，然后将
交互式会话级别上移到紧邻的较高范围。revert子命令撤消您进行的更改，并重新
读取以前的配置。使用 revert子命令时，交互式会话将保持在相同的范围内。

使用 list子命令显示NCP配置。

配置完NCP后，退出交互式会话。
netcfg:ncp:User> exit

任何时间使用 exit子命令结束 netcfg交互式会话，都会验证和提交当前配置文件。如
果验证或提交操作失败，系统会发出相应的错误消息，您可以选择退出而不提交当前
更改，也可以保持在当前范围内并继续对配置文件进行更改。

注 –要退出范围而不退出 netcfg交互式会话，请键入 end命令：

netcfg:ncp:User> end

netcfg>

以交互方式创建NCP

在以下示例中，创建了一个NCP和两个NCU（一个链路NCU，一个接口NCU）。

$ netcfg

netcfg> create ncp User

netcfg:ncp:User> create ncu phys net0

Created ncu ‘net0’, Walking properties ...

activation-mode (manual) [manual|prioritized]>

link-mac-addr>

link-autopush>

link-mtu>

netcfg:ncp:User:ncu:net0> end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ncp:User> create ncu ip net0

Created ncu ‘net0’. Walking properties ...

ip-version (ipv4,ipv6) [ipv4|ipv6]> ipv4

ipv4-addrsrc (dhcp) [dhcp|static]>

ipv4-default-route>

netcfg:ncp:User:ncu:net0> verify

All properties verified

7

8

示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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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cfg:ncp:User:ncu:net0> end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ncp:User> list

NCUs:

phys net0

ip net0

netcfg:ncp:User> list ncu phys net0

ncu:net0

type link

class phys

parent "User"
activation-mode manual

enabled true

netcfg:ncp:User> list ncu ip net0

ncu:net0

type interface

class ip

parent "User"
enabled true

ip-version ipv4

ipv4-addrsrc dhcp

ipv6-addrsrc dhcp,autoconf

netcfg:ncp:User> exit

$

在此示例中，因为选择的值是 ipv4，未使用 ipv6-addrsrc属性，所以没有显示对此属
性的提示。同样，对于 phys NCU，由于采用了 priority-group属性的缺省值（手动激
活），所以没有应用条件相关的其他属性。

为现有NCP创建NCU

要为现有NCP创建NCU或修改任何现有配置文件的属性，请将 netcfg命令与 select

子命令一起使用。

在以下示例中，为现有NCP创建了一个 IP NCU。在交互模式下修改现有配置文件的过
程类似于创建配置文件。以下示例和示例 4–1的区别是，在本示例中，使用 select子
命令代替了 create子命令，因为该NCP已经存在。

$ netcfg

netcfg> select ncp User

netcfg:ncp:User> list

NCUs:

phys net0

netcfg:ncp:User> create ncu ip net0

Created ncu ‘net0’. Walking properties ...

ip-version (ipv4,ipv6) [ipv4|ipv6]> ipv4

ipv4-addrsrc (dhcp) [dhcp|static]>

ipv4-default-route>

netcfg:ncp:User:ncu:net0> end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ncp:User> list

NCUs:

phys net0

ip net0

netcfg:ncp:User> list ncu phys net0

示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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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u:net0

type link

class phys

parent "User"
activation-mode manual

enabled true

netcfg:ncp:User> list ncu ip net0

NCU:net0

type interface

class ip

parent "User"
enabled true

ip-version ipv4

ipv4-addrsrc dhcp

ipv6-addrsrc dhcp,autoconf

netcfg:ncp:User> exit

$

创建位置配置文件

位置配置文件包含的属性用于定义与基本链路和 IP连接不直接相关的网络配置设
置。例如，在需要时一起应用的命名服务和 IP过滤器设置。在任何给定时间，系统中
都必须有一个位置配置文件和一个NCP处于活动状态。存在系统定义的位置和用户定
义的位置。系统位置是NWAM在某些情况下的缺省选择，例如，如果您未指定位
置，或者如果手动激活的位置未启用，或者根据条件激活的位置的条件一个都不满
足。系统定义的位置具有 system激活模式。用户定义的位置是那些配置为根据网络状
况手动或根据条件激活的位置，例如，通过网络连接获取的 IP地址。

有关手动激活（启用）位置配置文件的信息，请参见第 100页中的 “激活或取消激活配
置文件”。

可以使用 netcfg命令在交互模式或命令行模式下创建位置。创建位置配置文件时，必
须通过指定那些定义该位置的特定配置参数的值来设置位置的属性。位置属性按组进
行分类，这里的组表示配置首选项的某个特定类。

位置属性也由NWAM存储在系统信息库中。激活某个特定位置配置文件时，NWAM
会根据为该位置设置的属性自动配置网络。创建或修改位置包括设置用于定义该配置
文件的配置方式的各种属性，而配置文件的配置方式又决定着NWAM自动配置您的网
络的方式。在配置过程中为您提供的属性，是那些根据您先前做出的选择最有意义的
属性。

下表描述了可以指定的所有位置属性。请注意位置属性是按组分类的。有关所有位置
属性（包括指定这些属性时可能适用的任何规则、条件和相关项）的完整说明，请参
见 netcfg(1M)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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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位置属性及其说明

属性组和说明 属性值和说明

选择条件

指定确定如何以及何时激活或取消激活
某个位置的条件。

■ activation-mode

activation-mode属性的可能值是

manual、conditional-any、conditional-all。

■ conditions

系统域

确定由NIS命名服务直接使用的主机域
名。

system-domain属性包括 default-domain属性。此属性指定
用于远程过程调用 (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交换的系统
范围的域。

名称服务信息

指定要使用的命名服务和命名服务转换
器配置。

以下是指定的命名服务的属性的列表：
■ domain-name

■ nameservices

■ nameservices-config-file

■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 dns-nameservice-domain

■ dns-namservice-servers

■ dns-nameservice-search

■ dns-nameservice-sortlist

■ dns-nameservice-options

■ nis-nameservice-configsrc

■ nis-namservice-servers

■ ldap-nameservice-configsrc

■ ldap-namservice-servers

有关这些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cfg(1M)手册页中
的“位置属性”一节。

NFSv4域

指定NFSv4域。

用于系统的 nfsmapid_domain属性的值。如 nfsmapid手册
页中所述，此值用于在位置处于活动状态时设置
nfsmapid_domain SMF属性。如果未设置此属性，位置处于
活动状态时，会清除系统的 nfsmapid_property。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见 nfsmapid(1M)手册页。

IP过滤器配置

指定用于 IP过滤器配置的参数。对于这
些属性，指定了指向包含 IP过滤器和
NAT规则的适当 ipf和 ipnat文件的路
径。

■ ipfilter-config-file

■ ipfilter-v6-config-file

■ ipnat-config-file

■ ippool-config-file

如果指定了配置文件，则标识出的文件中包含的规则

将应用到相应的 ipfilter子系统。

用于 IPsec的配置文件

指定哪些文件要用于 IPsec配置。

■ ike-config-file

■ ipsecpolicy-config-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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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以交互方式创建位置配置文件
以下过程描述如何创建位置配置文件。

提示 –在创建初始配置文件过程中，NWAM执行的遍历过程会根据您先前输入的
值，只向您提示那些有意义的属性。同时，verify子命令进行检查，以确保您的配置
是正确的。如果缺少任何必需的值，系统会通知您。请注意，您可以在创建或修改配
置文件配置时显式使用 verify子命令，也可以使用 commit子命令保存您的更改来隐式
使用前一子命令。

启动 netcfg交互式会话。

$ netcfg

netcfg>

创建或选择位置。

netcfg> create loc office

netcfg:loc:office>

在此示例中，创建了位置 office。

创建位置会自动将您移到此位置的配置文件范围内。

为该位置设置适当的属性。

显示配置文件配置。

例如，以下输出显示位置 office的属性：

netcfg:loc:office> list

LOC:office

activation-mode conditional-any

conditions "ncu ip:wpi0 is active"
enabled false

nameservices dns

nameservices-config-file "/etc/nsswitch.dns"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dhcp

ipfilter-config-file "/export/home/test/wifi.ipf.conf"

验证配置文件配置是正确的。

以下示例中，验证了位置 office的配置：

netcfg:loc:office> verify

All properties verified

当您完成验证后，将位置配置文件提交到持久性存储。

netcfg:loc:office> commit

Committed changes

也可以使用 end子命令结束会话，这样也会保存配置文件配置。

netcfg:loc:office> end

Committed changes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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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在交互模式下，更改不会保存到持久性存储，直到您提交这些更改。使用 commit子
命令时，会提交整个配置文件。为了保持持久性存储的一致性，提交操作还包括验
证步骤。如果验证失败，提交也将失败。如果隐式提交失败，则会向您提供选项以
结束或退出交互式会话，而不提交当前更改。也可以保持在当前范围内并继续对配
置文件进行更改。

■ 要取消所做的更改，请使用 cancel子命令。

cancel子命令结束当前的配置文件配置而不将当前更改提交到持久性存储，然后将
交互式会话上移一级，移到紧邻的较高范围内。

退出交互式会话。

netcfg> exit

Nothing to commit

$

以交互方式创建位置配置文件

在以下示例中，创建了名为 office的位置。

$ netcfg

netcfg> create loc office

Created loc ’office’. Walking properties ...

activation-mode (manual) [manual|conditional-any|conditional-all]> conditional-any

conditions> ncu ip:wpi0 is active

nameservices (dns) [dns|files|nis|ldap]>

nameservices-config-file ("/etc/nsswitch.dns")>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dhcp) [manual|dhcp]>

nfsv4-domain>

ipfilter-config-file> /export/home/test/wifi.ipf.conf

ipfilter-v6-config-file>

ipnat-config-file>

ippool-config-file>

ike-config-file>

ipsecpolicy-config-file>

netcfg:loc:office> list

LOC:office

activation-mode conditional-any

conditions "ncu ip:wpi0 is active"
enabled false

nameservices dns

nameservices-config-file "/etc/nsswitch.dns"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dhcp

ipfilter-config-file "/export/home/test/wifi.ipf.conf"
netcfg:loc:office> verify

All properties verified

netcfg:loc:office> commit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 list

NCPs:

User

7

示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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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Locations:

Automatic

NoNet

test-loc

WLANs:

sunwifi

ibahn

gogoinflight

admiralsclub

hhonors

sjcfreewifi

netcfg> exit

Nothing to commit

$

在此示例中，为 office位置指定了以下属性：

■ activation-mode属性被设置为 conditional-any，使命令提示符出现在要指定的激
活启用条件位置。

■ 激活条件被指定为：ncu ip:wpi0 is active。

注 –因为在上一步中指定了 conditional-any属性，所以需要使用 conditions属
性。举例来说，如果先前指定了 manual属性，就不需要使用 conditions属性。

■ 通过按回车键接受以下缺省值：

■ nameservices

■ nameservices-config-file

■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 nfsv4-domain

■ 对于 ipfilter-config-file属性，指定了 /export/home/test/wifi.ipf.conf文件。

■ 通过按回车键接受以下缺省值：

■ ipfilter-v6-config-file

■ ipnat-config-file

■ ippool-config-file

■ ike-config-file

■ ipsecpolicy-config-file

■ list子命令用于查看位置配置文件的属性。

■ verify子命令用于执行配置验证。

■ commit子命令用于将更改提交到持久性存储。

■ 再次使用 list子命令是为了确保新的位置已正确创建并包含正确的信息。

■ exit子命令用于退出 netcfg交互式会话。

有关可以为这些属性指定哪些值的说明，请参见 netcfg(1M)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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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ENM配置文件
ENM与NWAM外部应用程序（例如VPN应用程序）的配置有关。这些应用程序可以
创建和修改网络配置。ENM也可以定义为在激活或取消激活 ENM时直接修改网络配
置的服务或应用程序。您可以将NWAM配置为在您指定的条件下激活和取消激活
ENM。对于NCP或位置配置文件，在任何给定时间系统中只能有一个配置文件类型处
于活动状态。与NCP或位置配置文件不同，多个 ENM可以在同一时间在系统中处于
活动状态。在任何给定时间，系统中处于活动状态的 ENM不一定依赖于在同时在系统
中也处于活动状态的NCP或位置配置文件。

注 – NWAM不会自动识别您可能要为其创建ENM的应用程序。只有先在系统中安装并
配置这些应用程序后，才能使用 netcfg命令为这些应用程序创建 ENM。

要创建 ENM，请键入以下命令：

$ netcfg

netcfg> create enm my_enm

Created enm ’my_enm’. Walking properties ...

其中 enm是ENM配置文件，my_enm是对象名称。

创建 ENM的过程会将您带到新创建的 ENM的配置文件范围内，并自动开始遍历新创
建的 ENM中的属性。您可以从这里为 ENM设置属性，指示何时激活 ENM、如何激活
ENM以及其他条件（包括 ENM的启动和停止方法）。

有关指定 ENM属性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netcfg(1M)手册页。

下表描述了创建或修改 ENM时可能指定的属性。

属性名 说明 可能值

activation-mode 用于确定 ENM的激活的模式 conditional-any、conditional-all、
manual

conditions 如果激活模式是 conditional-any

或 conditional-all，请指定测试
以确定是否必须激活 ENM。

如果使用该属性，此值为一个字符
串，格式采用 netcfg(1M)手册页中
的“条件表达式”一节中指定的格
式。

start （可选的）要在激活时执行的脚本
的绝对路径

脚本的路径（如果使用此属性）

stop （可选的）要在取消激活时执行的
脚本的绝对路径

脚本的路径（如果使用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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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 说明 可能值

fmri （可选的）要在 ENM激活时启用
的故障管理资源标识符 (fault
managed resource identifier, FMRI)

注 –必须指定FMRI或启动脚本。如
果指定了 FMRI，start和 stop属性
将被忽略。

脚本的路径

示例 4–4 以交互方式创建ENM配置文件

在以下示例中，在交互模式下创建了名为 test-enm的 ENM。

$ netcfg

netcfg> create enm test-enm

Created enm ’testenm’. Walking properties ...

activation-mode (manual) [manual|conditional-any|conditional-all]>

fmri> svc:/application/test-app:default

start>

stop>

netcfg:enm:test-enm> list

ENM:test-enm

activation-mode manual

enabled false

fmri "svc:/application/test-enm:default"

netcfg:enm:test-enm> verify

All properties verified

netcfg:enm:test-enm> end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 list

NCPs:

User

Automatic

Locations:

Automatic

NoNet

test-loc

ENMs:

test-enm

WLANs:

sunwifi

ibahn

gogoinflight

admiralsclub

hhonors

sjcfreewifi

netcfg> end

$

在此示例中，使用以下属性值创建了名为 test-enm的 ENM：
■ 通过按回车键接受了 activation-mode属性的缺省值 (manual)。
■ 指定了 SMF FMRI属性 svc:/application/test-enm:default作为激活或取消激活该
应用程序所使用的方法。

请注意，因为指定了 FMRI，将忽略 start和 stop方法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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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4 以交互方式创建ENM配置文件 （续）

■ list子命令用于查看 ENM的属性。
■ verify子命令用于确保配置文件配置是正确的。

■ end子命令用于隐式保存配置。

■ 再次使用 end子命令将结束交互式会话。

创建WLAN
NWAM维护已知WLAN的系统范围内的列表。WLAN是配置对象，其中包含您从自
己的系统连接到的无线网络的历史记录和配置信息。此列表用于确定NWAM尝试连接
到可用无线网络时采取的顺序。如果已知WLAN列表中有一个无线网络可用，NWAM
会自动连接到该网络。如果有两个或更多个已知网络可用，NWAM将连接到优先级最
高（数字最小）的无线网络。NWAM连接到的任何新的无线网络将被添加到已知
WLAN列表的顶部，成为新的优先级最高的无线网络。

要创建WLAN对象，请键入以下命令：

$ netcfg

netcfg> create wlan mywifi

Created wlan ’mywifi’. Walking properties ...

其中 wlan是WLAN对象，mywifi是对象名称。

创建WLAN对象的过程会将您带到新创建的WLAN的配置文件范围内，并自动开始遍
历新创建的WLAN中的属性。您可以从这里为WLAN设置那些定义其配置的属性。

下表描述了创建或修改WLAN时可能指定的属性。

已知WLAN属性 属性的数据类型

name ESSID（无线网络名称）

bssids 连接到指定WLAN时您的系统已连接到的
WLAN的基站 ID

priority WLAN连接首选项（优先选用与较低值对应的
连接）

keyslot 包含WEP密钥的插槽号 (1–4)

keyname 使用 dladm create-secobj命令创建的WLAN
密钥的名称。

security-mode 正在使用的加密密钥的类型。类型必须为
none、wep或 w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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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5 创建WLAN

在以下示例中，创建了名为 mywifi的WLAN对象。

此示例假定在添加WLAN mywifi之前，创建了一个名为 mywifi-key的安全对象，其中
包含由该WLAN的 keyname属性指定的密钥。

添加或删除其他WLAN时优先级数字可以随之更改。请注意不能对不同的两个WLAN
指定相同的优先级数字。数字越小，指示优先级越高，对应的WLAN就会优先选
用。在此示例中，为该WLAN指定优先级数字 100以确保它的优先级低于其他任何已
知WLAN。

在过程结尾使用 list子命令时，该新WLAN将添加到列表底部，指示它在所有现有的
已知WLAN中优先级最低。如果为该WLAN指定了优先级数字零（0，这是缺省
值），它就会显示在列表顶部，指示其优先级最高。随后，所有其他现有WLAN的优
先级相应下调，在列表中显示在新添加的WLAN之后。

$ netcfg

netcfg> create wlan mywifi

Created wlan ’mywifi’. Walking properties ...

priority (0)> 100

bssids>

keyname> mywifi-key

keyslot>

security-mode [none|wep|wpa]> wpa

netcfg:wlan:mywifi> list

WLAN:mywifi

priority 100

keyname "mywifi-key"
security-mode wpa

netcfg:wlan:mywifi> verify

All properties verified

netcfg:wlan:mywifi> end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 list

NCPs:

User

Automatic

Locations:

Automatic

NoNet

test-loc

ENMs:

test-enm

WLANs:

sunwifi

ibahn

gogoinflight

admiralsclub

hhonors

sjcfreewifi

mywifi

netcfg> exit

Nothing to comm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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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配置文件
使用 netcfg destroy -a命令，可从内存和持久性存储中删除所有的或指定的用户定义
的配置文件。

注 –不能删除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包括“自动”NCP、“无网络”“自动”位置配置文件。

destroy命令的语法如下：

netcfg destroy object-type [ class ] object-name

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删除系统中所有的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netcfg destroy -a

示例 4–6 使用netcfg命令行模式删除所有的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要删除系统中所有的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请键入以下命令：

$ netcfg destroy -a

因为在任何时间都必须至少有一个配置文件在系统中处于活动状态，所以请确保在使
用 destroy -a命令之前启用“自动”NCP，这也是为了避免在删除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时出现正在使用中错误。

示例 4–7 使用netcfg命令行模式删除指定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要删除系统中特定的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例如要删除名为 User的NCP，请键入以下
命令：

$ netcfg destroy ncp User

destroy命令还可用于从现有NCP删除NCU。在以下示例中，从用户定义的NCP中删
除了一个名为 net1的接口NCU：

$ netcfg "select ncp User; destroy ncu ip net1"

要确认配置文件已删除，请使用 list子命令，如下所示：

$ netcfg

netcfg> select ncp User

netcfg:ncp:User> list

NCUs:

phys net1

netcfg> exit

Nothing to comm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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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8 以交互方式删除配置文件

在以下示例中，删除了名为 net2的IP NCU。

$ netcfg list

NCPs:

Automatic

User

Locations:

Automatic

NoNet

test

foo

$ netcfg

netcfg> select ncp User

netcfg:ncp:User> list

NCUs:

phys net2

ip net2

netcfg:ncp:User> destroy ncu ip net2

Destroyed ncu ’net2’

netcfg:ncp:User> list

NCUs:

phys net2

netcfg:ncp:User> end

netcfg> exit

Nothing to commit

$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新的和现有的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的属性值是使用 netcfg命令和 set子命令设置
的。此子命令可以在交互模式下或在命令行模式下使用。如果在命令行模式下设置或
更改属性值，更改将立即提交到持久性存储。

set子命令的语法如下所示：

netcfg set prop-name=value1[,value2...]

如果需要检索特定属性值，请使用 netcfg get命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88页中
的 “获取特定属性的值”。

示例 4–9 在netcfg命令行模式下设置属性值

如果您正在命令行模式下使用 netcfg命令设置属性值，必须在命令行上键入多个子命
令。

例如，要为名为 net1的链路NCU设置 mtu属性，应键入以下命令：

$ netcfg "select ncp User; select ncu phys net1; set mtu=1492"

在此示例中，先使用 select子命令选择顶层配置文件，然后再次使用该子命令选择包
含已修改了 mtu属性值的 N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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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9 在netcfg命令行模式下设置属性值 （续）

可以一次从命令行为给定的属性设置多个值。设置多个值时，各个值之间必须用逗号
(,)分隔。如果指定属性的各值中包含逗号，作为属性值一部分的逗号前面就必须加反
斜杠 (\,)。包含在只有一个值的属性内的逗号不解释为分隔符，因此不需要在逗号前
面加反斜杠。

在以下示例中，在NCP User中为NCU myncu设置 ip-version属性值：

$ netcfg "select ncp User; select ncu ip myncu; set ip-version=ipv4,ipv6"

示例 4–10 以交互方式为配置文件设置属性值

以交互方式设置属性值时，必须先在当前范围内选择一个配置文件，这会将交互式会
话移到该配置文件范围内。在此范围内，您可以选择要修改其属性的对象。选定的配
置文件随后从持久性存储加载到内存中。在此范围内，您可以修改配置文件或其属
性，如以下示例所示：

$ netcfg

netcfg> select ncp User

netcfg:ncp:User> select ncu ip iwk0

netcfg:ncp:User:ncu:iwk0> set ipv4-default-route = 129.174.7.366

在以下示例中，设置了位置 foo的 ipfilter-config-file属性

$ netcfg

netcfg> list

NCPs:

Automatic

User

Locations:

Automatic

NoNet

foo

netcfg> select loc foo

netcfg:loc:foo> list

LOC:foo

activation-mode manual

enabled false

nameservices dns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dhcp

nameservices-config-file "/etc/nsswitch.dns"
netcfg:loc:foo> set ipfilter-config-file=/path/to/ipf-file

netcfg:loc:foo> list

LOC:foo

activation-mode manual

enabled false

nameservices dns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dhcp

nameservices-config-file "/etc/nsswitch.dns"
ipfilter-config-file "/path/to/ipf-file"

netcfg:loc:foo> end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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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10 以交互方式为配置文件设置属性值 （续）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 exit

Nothing to commit

$

在以下示例中，以交互方式修改了NCP User中NCU net0的 link-mtu属性：

$ netcfg

netcfg> select ncp User

netcfg:ncp:User> select ncu phys net0

netcfg:ncp:User:ncu:net0> list

NCU:net0

type link

class phys

parent "User"
enabled true

activation-mode prioritized

priority-mode exclusive

priority-group 1

netcfg:ncp:User:ncu:net0> set link-mtu=5000

netcfg:ncp:User:ncu:net0> list

NCU:net0

type link

class phys

parent "User"
enabled true

activation-mode prioritized

priority-mode exclusive

priority-group 1

link-mtu 5000

netcfg:ncp:User:ncu:net0> commit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ncp:User:ncu:net0> exit

Nothing to commit

$

查询系统获取配置文件信息
netcfg命令可与 list子命令配合使用，用于列出当前范围内或指定范围内的所有配置
文件、属性值对和资源。使用 list子命令查询系统，以获取有关所有配置文件的常规
信息或检索特定配置文件的特定信息。list子命令可在交互模式或命令行模式下使
用。

如果需要获取有关配置文件和其当前状态的信息，请将 netadm命令与 list子命令一起
使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98页中的 “显示配置文件的当前状态”。

查询系统获取配置文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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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系统中的所有配置文件

netcfg list命令列出系统中所有的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和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请注
意，使用 list子命令时，如果不加任何选项，将显示系统中的所有顶层配置文件。该
命令不会列出每个配置文件的状态。要显示配置文件及其状态（联机或脱机）的列
表，请使用 netadm list命令。

要列出系统中的所有顶层配置文件，请键入以下命令：

$ netcfg list

NCPs:

Automatic

User

Locations:

Automatic

NoNet

home

office

ENMs:

myvpn

testenm

WLANs:

workwifi

coffeeshop

homewifi

在此示例中，列出了以下配置文件：

■ NCP

列出了两个NCP：Automatic NCP（是一个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用户定义的
NCP（名为 User）。

■ 位置

列出了四个位置配置文件：两个系统定义的位置（Automatic和 NoNet），两个用户
定义的位置（home和 office）。

■ ENM

列出了两个 ENM：一个 ENM用于已安装并配置了VPN的应用程序，一个测试
ENM。

■ WLAN

列出了三个WLAN：一个WLAN用于工作、一个WLAN用于当地的咖啡店，一个
WLAN用于用户的家庭无线网络。

注 –只可以创建、修改或删除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查询系统获取配置文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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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特定配置文件的所有属性值
将 netcfg和 list子命令一起使用，列出指定的配置文件的所有属性值。

list子命令的语法如下：

$ netcfg list [ object-type [ class ] object-name ]

示例 4–11 列出NCU的所有属性值

例如，要列出 User NCP中 IP NCU的所有属性值，应键入以下命令：

$ netcfg "select ncp User; list ncu ip net0"

NCU:net0

type interface

class ip

parent "User"
enabled true

ip-version ipv4

ipv4-addrsrc dhcp

ipv6-addrsrc dhcp,autoconf

示例 4–12 列出ENM的所有属性值

在以下示例中，列出了名为 myenm的ENM的所有属性。

$ list enm myenm

ENM:myenm

activation-mode manual

enabled true

start "/usr/local/bin/myenm start"
stop "/bin/alt_stop"

在此示例中，list子命令的输出显示以下信息：

■ 此 ENM的“activation-mode”属性设置为 manual。
■ 启用了此 ENM。
■ 指定了 start和 stop方法属性，而不是使用 FMRI。

获取特定属性的值
可将 netcfg命令与 get子命令一起使用来获取指定属性的特定值。此子命令可在交互
模式或命令行模式下使用。

get子命令的语法如下所示：

netcfg get [ -V ] prop-name

要获取名为 myncu的NCU（属于 User NCP）的 ip-version属性的值，应键入以下命
令。例如：

查询系统获取配置文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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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cfg "select ncp User; select ncu ip myncu; get -V ip-version"

ipv4

如果 get子命令使用 -V选项，则只显示属性值，如下所示：

netcfg:ncp:User:ncu:net0> get -V activation-mode

manual

否则，属性及其值都会显示。例如：

netcfg:ncp:User:ncu:net0> get activation-mode

activation-mode manual

▼ 如何以交互方式获取单个属性值
此过程介绍如何在 netcfg交互模式中使用 netcfg get命令获取单个属性值。在此特定
过程中，将给出一些示例，展示如何获取 User NCP中某个NCU的单个属性值。这些
示例只用于演示目的。使用此命令时，您提供的信息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配置文
件和您尝试检索的属性值。

如果要查看配置文件的所有属性值，您也可以使用 walkprop子命令。此子命令将引导
您遍历给定配置文件的所有属性，一次一个，使您能够修改一个或所有的配置文件属
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90页中的 “使用 walkprop子命令以交互方式查看和更改
属性值 ”。

启动 netcfg交互式会话。

$ netcfg

netcfg>

选择包含要获取的属性值的配置文件或配置对象。

netcfg> select object-type [ class ] object-name

注 – class参数仅在选择的是NCU时适用。此外，如果 phys类和 ip类NCU共享同一个
名称，必须指定 class参数。但是，如果NCU名称是唯一的，就不需要使用 class参
数。

例如，要选择 User NCP，应键入：

netcfg> select User NCP

在此示例中，选择 User NCP会将交互式会话移到所选对象的范围内。

可选显示配置文件的组件。

netcfg:ncp:User> list

NCUs:

phys net0

ip net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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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包含要获取的属性值的对象。

在以下示例中，选择了 User NCP中的链路 (phys) NCU net0：

netcfg:ncp:User> select ncu phys net0

选择NCU net0会将交互式会话移到该对象的范围内，并从内存中加载NCU的当前属
性。

获取指定的属性的值。

netcfg:ncp:User:ncu:net0> get property-value

例如，要获取 activation-mode属性的值，应键入：

netcfg:ncp:User:ncu:net0> get activation-mode

activation-mode manual

此时，您可以用 set子命令为该属性设置新值，也可以退出交互式会话而不做任何更
改。请注意，如果在交互模式下修改属性值，必须使用 commit或 exit子命令保存更
改。有关在 netcfg交互模式下设置属性值的信息，请参见第 84页中的 “设置和更改配
置文件的属性值”。

使用walkprop子命令以交互方式查看和更改属性
值
walkprop子命令可用于以交互方式查看配置文件的属性。此子命令带您遍历一个配置
文件，一次查看一个属性，并显示每个属性的名称与当前值。交互式命令提示符也会
显示，您可以使用交互式命令提示符更改指定属性的当前值。多值属性的分隔符是逗
号 (,)。如果给定属性的某个值包含逗号，逗号前面必须加反斜杠 (\)。包含在只有一个
值的属性内的逗号不解释为分隔符，也不需要在逗号前面加反斜杠。

注 – walkprop子命令只在交互模式下使用时有意义。

示例 4–13 查看和更改特定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在以下示例中，使用 walkprop子命令查看了位置 foo的 activation-mode属性，然后对
其做了更改。请注意，使用 walkprop子命令时，不需要使用 set子命令设置属性值。

$ netcfg

netcfg> select loc foo

netcfg:loc:foo> list

loc:foo

activation-mode manual

enabled false

nameservices dns

nameservices-config-file "/etc/nsswitch.dns"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dhcp

4

5

接下来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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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13 查看和更改特定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续）

nfsv4-domain "Central.oracle.com"
netcfg:loc:foo> walkprop

activation-mode (manual) [manual|conditional-any|conditional-all]> conditional-all

conditions> advertised-domain is oracle.com

nameservices (dns) [dns|files|nis|ldap]>

nameservices-config-file ("/etc/nsswitch.dns")>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dhcp) [manual|dhcp]>

nfsv4-domain ("Central.oracle.com")>
ipfilter-config-file>

ipfilter-v6-config-file>

ipnat-config-file>

ippool-config-file>

ike-config-file>

ipsecpolicy-config-file>

netcfg:loc:foo> list

loc:foo

activation-mode conditional-all

conditions "advertised-domain is oracle.com"
enabled false

nameservices dns

nameservices-config-file "/etc/nsswitch.dns"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dhcp

nfsv4-domain "Central.oracle.com"
netcfg:loc:foo> commit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loc:foo> end

netcfg> exit

$

注 –只遍历相关属性。例如，如果 ipv4-addrsrc属性设置为 static，遍历中就会包括
ipv4-addr属性。然而，如果 ipv4-addrsrc设置为 dhcp，就不会遍历 ipv4-addr属性。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可使用 export子命令保存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对负责维护要求使用相同网络配置的
多个服务器的系统管理员而言，导出配置文件非常有用。export子命令可在交互式或
命令行模式下使用。也可以在命令文件模式下使用该命令指定作为该命令输出结果的
文件。

export子命令的语法如下所示：

$ netcfg export [ -d ] [ -f output-file ] [ object-type [ class ] object-name ]

注 – export子命令的 -d和 -f选项可以相互独立使用。

示例 4–14 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在以下示例中，export子命令用于在屏幕上显示系统的配置文件配置。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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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14 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续）

$ netcfg

netcfg> export

create ncp "User"
create ncu ip "net2"
set ip-version=ipv4

set ipv4-addrsrc=dhcp

set ipv6-addrsrc=dhcp,autoconf

end

create ncu phys "net2"
set activation-mode=manual

set link-mtu=5000

end

create ncu phys "wpi2"
set activation-mode=prioritized

set priority-group=1

set priority-mode=exclusive

set link-mac-addr="13:10:73:4e:2"
set link-mtu=1500

end

end

create loc "test"
set activation-mode=manual

set nameservices=dns

set nameservices-config-file="/etc/nsswitch.dns"
set dns-nameservice-configsrc=dhcp

set nfsv4-domain="domainl.oracle.com"
end

create loc "foo"
set activation-mode=conditional-all

set conditions="system-domain is oracle.com"
set nameservices=dns

set nameservices-config-file="/etc/nsswitch.dns"
set dns-nameservice-configsrc=dhcp

set nfsv4-domain="domain.oracle.com"
end

create enm "myenm"
set activation-mode=conditional-all

set conditions="ip-address is-not-in-range 1.2.3.4"
set start="/my/start/script"
set stop="/my/stop/script"
end

create wlan "mywlan"
set priority=0

set bssids="0:13:10:73:4e:2"
end

netcfg> end

$

示例 4–15 在netcfg交互模式下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在以下示例中，export子命令使用了 -d选项。-d选项会将 destroy -a命令添加为
netcfg export输出的第一行。

$ netcfg

netcfg> export -d

destroy -a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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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15 在netcfg交互模式下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续）

create ncp "User"
create ncu ip "net2"
set ip-version=ipv4

set ipv4-addrsrc=dhcp

set ipv6-addrsrc=dhcp,autoconf

end

create ncu phys "net2"
set activation-mode=manual

set link-mtu=5000

end

create ncu phys "wpi2"
set activation-mode=prioritized

set priority-group=1

set priority-mode=exclusive

set link-mac-addr="13:10:73:4e:2"
set link-mtu=1500

end

end

create loc "test"
set activation-mode=manual

set nameservices=dns

set nameservices-config-file="/etc/nsswitch.dns"
set dns-nameservice-configsrc=dhcp

set nfsv4-domain="domain.oracle.com"
end

create loc "foo"
set activation-mode=conditional-all

set conditions="system-domain is oracle.com"
set nameservices=dns

set nameservices-config-file="/etc/nsswitch.dns"
set dns-nameservice-configsrc=dhcp

set nfsv4-domain="domain.oracle.com"
end

create enm "myenm"
set activation-mode=conditional-all

set conditions="ip-address is-not-in-range 1.2.3.4"
set start="/my/start/script"
set stop="/my/stop/script"
end

create wlan "mywlan"
set priority=0

set bssids="0:13:10:73:4e:2"
end

netcfg> end

$

示例 4–16 在netcfg命令文件模式下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在以下示例中，使用带有 -f选项的 netcfg export命令将 User NCP的配置信息写到一
个文件中。-f选项将输出写到一个名为 user2的新文件中。-d选项会将 destroy -a命
令添加为 netcfg export输出的第一行。

$ netcfg export -d -f user2 ncp User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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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16 在netcfg命令文件模式下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续）

$ ls -al

drwx------ 3 root root 4 Oct 14 10:53 .

drwxr-xr-x 37 root root 40 Oct 14 10:06 ..

-rw-r--r-- 1 root root 352 Oct 14 10:53 user2

$

$ cat user2

destroy -a

create ncp "User"
create ncu ip "net2"
set ip-version=ipv4

set ipv4-addrsrc=dhcp

set ipv6-addrsrc=dhcp,autoconf

end

create ncu phys "net2"
set activation-mode=manual

set link-mtu=5000

end

create ncu phys "wpi2"
set activation-mode=prioritized

set priority-group=1

set priority-mode=exclusive

set link-mac-addr="13:10:73:4e:2"
set link-mtu=1500

end

end

create loc "test"
set activation-mode=manual

set nameservices=dns

set nameservices-config-file="/etc/nsswitch.dns"
set dns-nameservice-configsrc=dhcp

set nfsv4-domain="domain.oracle.com"
end

create loc "foo"
set activation-mode=conditional-all

set conditions="system-domain is oracle.com"
set nameservices=dns

set nameservices-config-file="/etc/nsswitch.dns"
set dns-nameservice-configsrc=dhcp

set nfsv4-domain="domain.oracle.com"
end

create enm "myenm"
set activation-mode=conditional-all

set conditions="ip-address is-not-in-range 1.2.3.4"
set start="/my/start/script"
set stop="/my/stop/script"
end

create wlan "mywlan"
set priority=0

set bssids="0:13:10:73:4e:2"
end

$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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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可以使用带有 -f选项的 netcfg命令恢复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如下所示：

$ netcfg [ -f ] profile-name

例如：

$ netcfg -f user2

此命令执行命令文件，其中包含导出的配置。

管理网络配置
网络配置管理是基于配置文件的，通过在两个网络配置模式（手动和自动）之间切换
进行管理。要在两种模式之间进行切换，请启用相应的NCP。对于手动网络配置，请
启用 DefaultFixed NCP。对于自动 (NWAM)网络配置，请启用 Automatic或用户定义
的NCP。

▼ 如何从自动网络配置模式切换到手动网络配置模式
如果您使用的是NWAM配置管理当前不支持的高级网络功能，或者如果您更喜欢手动
网络配置管理，您可以按以下过程所示启用 DefaultFixed NCP。

成为 root用户。

启用 DefaultFixedNCP。
# netadm enable -p ncp DefaultFixed

验证 network/physical:default服务已重新启动并处于联机状态。

# svcs -xv network/physical:default

svc:/network/physical:default (physical network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State: online since Fri Aug 26 16:19:18 2011

See: man -M /usr/share/man -s 1M ipadm

See: man -M /usr/share/man -s 5 nwam

See: /var/svc/log/network-physical:default.log

Impact: None.

#

验证 DefaultFixedNCP处于活动状态。
# netadm list

netadm: DefaultFixed NCP is enabled;

automatic network management is not available.

’netadm list’ is only supported when automatic network management is active.

1

2

3

4

管理网络配置

第 4章 • NWAM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95



注 –仅当网络配置处于自动模式时，才支持 netadm命令。因此，在手动模式下，此命
令的的输出仅限于指明是否启用了 DefaultFixed配置文件。未提供系统中其他NCP的
相关信息。

▼ 如何从手动网络配置模式切换到自动网络配置模式
要从手动网络配置模式切换回自动网络配置模式，请启用您要使用的网络配置文件。

成为 root用户。

启用一个NCP（例如 Automatic）。

# netadm enable -p ncp Automatic

验证 network/physical:default服务已重新启动并处于联机状态。

# svcs -xv network/physical:default

svc:/network/physical:default (physical network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State: online since Fri Aug 26 16:19:18 2011

See: man -M /usr/share/man -s 1M ipadm

See: man -M /usr/share/man -s 5 nwam

See: /var/svc/log/network-physical:default.log

Impact: None.

#

检查NCP和其他NWAM配置文件的状态。
# netadm list -x

TYPE PROFILE STATE AUXILIARY STATE

ncp Automatic online active

ncu:phys net0 online interface/link is up

ncu:ip net0 online interface/link is up

ncu:phys net1 offline interface/link is down

ncu:ip net1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ncp User disabled disabled by administrator

loc Automatic online active

loc NoNet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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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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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AM配置文件管理（任务）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 netadm命令管理以下配置文件：NCP、位置、ENM和
WLAN。netadm命令还可用于管理NCU（即构成NCP的单个配置对象），以及在没有
NWAM GUI的情况下与NWAM守护进程 (nwamd)进行交互。有关使用 netadm命令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netadm(1M)手册页。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第 97页中的 “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 第 100页中的 “激活或取消激活配置文件”
■ 第 102页中的 “执行无线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 第 103页中的 “NWAM网络配置故障排除”

有关创建配置文件和使用 netcfg命令配置其属性的信息，请参见第 4章，NWAM配置
文件配置（任务）。

有关如何与NWAM配置进行交互以及如何通过使用NWAM GUI从桌面管理您的网络
配置的信息，请参见第 6章，关于NWAM图形用户界面。

有关NWAM的介绍，请参见第 2章，NWAM简介。

有关所有的NWAM组件以及NWAM配置细节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章，NWAM配
置和管理（概述）。

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结合使用 netadm命令和 list子命令，可以显示系统上所有可用的配置文件及其当前状
态，或显示特定配置文件及其状态。

list子命令的语法如下：

netadm list [ -p profile-type ] [ -c ncu-class ] [ profile-name ]

例如，要显示系统上的所有配置文件及其状态，请键入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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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adm list

TYPE PROFILE STATE

ncp User disabled

ncp Automatic online

ncu:ip net1 offline

ncu:phys net1 offline

ncu:ip net0 online

ncu:phys net0 online

loc foo disabled

loc test disabled

loc NoNet offline

loc Automatic online

$

在本示例中，将显示系统上每个系统定义的和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及其当前状态。请
注意，list子命令显示已启用的NCP和构成该特定NCP的所有NCU。

显示配置文件的当前状态
命令语法中可以包含配置文件类型和NCU类来标识特定的配置文件。如果只提供一个
配置文件类型，则显示该类型的所有配置文件。如果按名称指定一个配置文件，则显
示该配置文件的当前状态。如果配置文件名称不是唯一的，会列出具有该名称的所有
配置文件。

每个配置文件的可能的状态值包括如下各项：

disabled（禁用） 表示一个尚未启用的手动激活的配置文件。

offline（脱机） 表示尚未激活的条件激活或系统激活的配置文件。配
置文件可能未处于活动状态，原因可能是不满足其条
件，或者满足更多具体条件的另一个配置文件处于活
动状态。

注 –对于每次必须激活一个的配置文件类型（如位置配
置文件），发生脱机状态更常见。

online（联机） 表示满足其条件并已成功激活的条件激活或系统激活
的配置文件。或者是已根据用户的请求成功启用的手
动激活的配置文件。

maintenance（维护） 表示曾尝试激活配置文件，但激活失败。

initialized（已初始化） 表示配置文件有效，但尚未对该配置文件执行任何操
作。

uninitialized（未初始化） 表示配置文件在系统中不存在。例如，从系统中删除
与物理链路对应的NCU时，可能会出现此状态。

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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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5–1 显示指定的配置文件的当前状态

以下示例列出了按名称指定的“自动”NCP的当前状态：

$ netadm list Automatic

TYPE PROFILE STATE

ncp Automatic online

ncu:ip net1 offline

ncu:phys net1 offline

ncu:ip net0 online

ncu:phys net0 online

loc Automatic online

在以下示例中，结合使用 list子命令和 -p选项来显示系统上当前的所有位置：

$ netadm list -p loc

TYPE PROFILE STATE

loc foo disabled

loc test disabled

loc NoNet offline

loc Automatic online

$

在以下示例中，结合使用 list子命令和 -c选项来显示当前活动NCP中的所有接口
NCU：

$ netadm list -c ip

TYPE PROFILE STATE

ncu:ip net0 online

ncu:ip net1 disabled

$

辅助状态值
配置文件的辅助状态解释了为什么给定的配置文件处于联机还是脱机状态（启用或禁
用）。要列出辅助状态值，请结合使用 -x选项和 list子命令，如以下示例所示：

$ netadm list -x

TYPE PROFILE STATE AUXILIARY STATE

ncp Automatic disabled disabled by administrator

ncp User online active

ncu:phys nge0 online interface/link is up

ncu:ip nge0 online interface/link is up

ncu:phys nge1 offline interface/link is down

ncu:ip nge1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loc Automatic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loc NoNet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loc office online active

辅助状态值因具体配置文件类型而异。有关辅助状态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wamd(1M)
手册页。

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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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或取消激活配置文件
用户定义的NCP、位置配置文件和 ENM都有 activation-mode属性。每个配置文件的
允许值由其类型确定。

要手动启用或禁用（激活或取消激活）配置文件或配置对象，使用 netadm enable命令
或 netadm disable命令。如果指定配置文件的 activation-mode属性设置为 manual，可
以同时启用和禁用系统定义的和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activation-mode属性在您使用
netcfg命令创建或修改配置文件时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50页中的 “如何激
活NWAM配置文件”。

在任何给定时刻，系统上必须有一个处于活动状态的NCP和一个处于活动状态的位置
配置文件。使用 manual的 activation-mode启用不同的NCP或位置会隐式取消激活当
前处于活动状态的NCP或位置配置文件。如果当前位置的 activation-mode属性设置
为 manual，也会取消激活当前的位置。如果没有其他可用的位置，则NWAM将回退到
系统定义的位置之一，或者是“自动”位置（如果 IP配置成功），或者是“无网络”位
置。可以手动激活条件位置和系统位置，这意味着位置在显式禁用之前始终处于活动
状态。这种行为便于将条件位置配置文件切换到“始终打开”。禁用条件位置会将系统切
换回其正常条件行为。当手动启用任何位置时，系统不会更改该位置，即使满足根据
条件启用的位置的条件。

注 –您无法显式禁用系统上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NCP，因为这将有效地关闭系统的基本
网络连接。手动启用不同的NCP时会隐式禁用原来的NCP。不过，对 ENM激活没有
限制。在任何给定时刻，系统上可以有零个或多个 ENM处于活动状态。因此，启用或
禁用一个 ENM对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其他 ENM没有任何影响。

您可以手动启用和禁用单个NCU。请注意，指定的NCU必须是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
NCP的一部分，并且其 activation-mode属性必须为 manual。如果不指定NCU类，则
会激活或取消激活所有NCU（一个链路NCU和一个具有该名称的接口NCU）。

对象的激活和取消激活是异步执行的。因此，可能出现启用或禁用请求成功而操
作（激活或取消激活）失败的情况。此类失败反映在配置文件的状态改为
maintenance，指示对配置文件执行的最后一个操作失败。有关显示配置文件的状态的
信息，请参见第 97页中的 “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示例 5–2 启用配置文件

手动启用配置文件的语法如下所示：

netadm enable [ -p profile-type ][ -c ncu-class ] profile-name

如果配置文件名称不是唯一的（例如，系统中有多个具有相同名称但类型不同的配置
文件），还必须指定配置文件类型。

激活或取消激活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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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5–2 启用配置文件 （续）

-p选项可用于指定以下配置文件类型之一：

■ ncp

■ ncu

■ loc

■ enm

如果配置对象的类型为 ncu，则 -c选项可用于区分NCU类。当系统上有两个具有相同
名称的NCU时，-c选项很有用。

如果使用 -c选项，它必须指定 phys或 ip类类型。

在以下示例中，启用名为 office的一个位置：

$ netadm enable -p loc office

其中 profile-type是 loc，profile-name是 office。请注意，在本示例中未使用 -c ncu-class
选项，因为配置文件类型是一个位置而不是NCP。

$ netadm enable -p ncp user

Enabling ncp ’User’

.

.

.

请注意，指定配置文件名称时，netadm命令不区分大小写。

示例 5–3 禁用配置文件

手动禁用配置文件的语法如下所示：

netadm disable [ -p profile-type ][ -c ncu-class ] profile-name

如果配置文件名称不是唯一的，您还必须指定配置文件类型。

-p选项可用于指定以下配置文件或对象类型之一：

■ ncp

■ ncu

■ loc

■ enm

如果配置对象的类型为 ncu，则还必须使用 -c选项区分NCU类。

NCU类必须被指定为 phys或 ip。

例如，要手动禁用名为 net1的链路NCU，请键入以下命令：

激活或取消激活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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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5–3 禁用配置文件 （续）

$ netadm disable -p ncu -c phys net1

其中 profile-type是 ncu，ncu-class是 phys，profile-name是 net1。请注意，本示例中使用
了 -c ncu-class选项，因为配置对象是一个NCU。

示例 5–4 切换配置文件

要更改活动NCP并启用手动配置，您应键入以下命令：

$ netadm enable -p ncp DefaultFixed

同样，要对“自动”NCP启用自动 (NWAM)配置，应键入以下命令：

$ netadm enable -p ncp Automatic

有关 netadm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adm(1M)手册页。

执行无线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您可以通过使用 netadm命令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使用 netadm scan-wifi link-name命令扫描一个无线链路以获取可用无线网络的列表。

使用 netadm select-wifi link-name命令从使用 link-name指定的链路上的扫描结果中选
择一个无线网络并连接到该无线网络。select-wifi link-name子命令提示您选择
WiFi、输入密钥和键槽（如果需要）。

注 –在使用 netadm select-wifi命令之前，您必须已创建一个密钥。

您还可以通过使用 netadm scan-wifi link-name命令触发后续网络扫描，以搜索可用的
无线网络。请注意，如果新的扫描结果与现有扫描结果相同，后续扫描可能不会触发
扫描事件。nwamd守护进程执行扫描，无论自上次扫描以来是否更改了数据。

在以下示例中，netadm scan-wifi命令用于执行无线链路 net1的扫描。然后，使用
netadm select-wifi命令显示可供选择的无线网络的列表。所显示的列表基于先前对
net1执行的扫描的结果。

$ netadm select-wifi net1

1: ESSID home BSSID 0:b:e:85:26:c0

2: ESSID neighbor1 BSSID 0:b:e:49:2f:80

3: ESSID testing BSSID 0:40:96:29:e9:d8

4: Other

执行无线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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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WLAN to connect to [1-4]: 1

$

在本示例中，由数字 1表示的无线网络选择 home网络。

如果WLAN需要密钥，会提示您输入密钥和键槽（如果指定了WEP）。例如：

Enter WLAN key for ESSID home: mywlankey

Enter key slot [1-4]: 1

NWAM网络配置故障排除
本节中的信息描述了如何对NWAM网络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监视所有网络连接的当前状态
netadm命令可与 show-events子命令结合使用来侦听和显示由NWAM守护进程 nwamd

监视的事件。此子命令提供有关与配置文件和配置对象的配置过程（它们由NWAM配
置）相关的事件的有用信息。

netadm show-events命令的语法如下所示：

netadm show-events [-v]

在以下示例中，结合使用 nwam show-events命令和 -v选项在详细模式下显示事件：

$ netadm show-events -v

EVENT DESCRIPTION

LINK_STATE net0 -> state down

OBJECT_STATE ncu link:net0 -> state online*, interface/link is down

OBJECT_STATE ncu link:net0 -> state offline, interface/link is down

OBJECT_STATE ncu interface:net0 -> state online*, conditions for act

OBJECT_STATE ncu interface:net0 -> state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

IF_STATE net0 -> state (0) flags 2004801

IF_STATE net0 -> state (0) flags 2004800

IF_STATE net0 -> state (0) flags 1004803

IF_STATE net0 -> state index 4 flags 0x0 address fe80::214:4fff:

IF_STATE net0 -> state (0) flags 1004802

IF_STATE net0 -> state index 4 flags 0x0 address 129.156.235.229

IF_STATE net0 -> state (0) flags 1004803

IF_STATE net0 -> state (0) flags 1004802

IF_STATE net0 -> state (0) flags 1004803

IF_STATE net0 -> state (0) flags 1004802

NWAM网络配置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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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接口配置问题故障排除
netadm list -x命令用于确定为什么网络接口可能配置不正确。此命令显示由 NWAM
配置的各个实体、这些实体的当前状态以及它们处于该状态的原因。

例如，如果电缆被拔掉，您可以使用 netadm list - x命令确定链路状态是否为脱机及
其原因，例如，“link is down”（链路关闭）。同样，对于重复地址检测，netadm list

- x命令的输出显示物理链路处于联机状态 (up)，但 IP接口处于维护状态。在此实例
中，给出的原因是“Duplicate address detected”（检测到重复地址）。

以下是 netadm list - x命令输出的示例：

$ netadm list -x

TYPE PROFILE STATE AUXILIARY STATE

ncp Automatic online active

ncu:phys net0 offline interface/link is down

ncu:ip net0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ncu:phys net1 offline* need WiFi network selection

ncu:ip net1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ncp User disabled disabled by administrator

loc Automatic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loc NoNet online active

loc office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

确定链路或接口处于脱机状态的原因之后，可以继续更正此问题。如果 IP地址重
复，您必须使用 netcfg命令修改分配给指定接口的静态 IP地址。有关说明，请参见
第 84页中的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提交更改后，再次运行 netadm list -x

命令以检查该接口现在配置正确，并且其状态显示为 online（联机）。

接口配置可能不正确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可用的已知WLAN。在这种情况下，WiFi链
路的状态将显示为 offline（脱机），原因是“need wifi selection”（需要wifi选择）。如
果已做出WiFi选择但需要密钥，原因将是“need wifi key”（需要wifi密钥）。

NWAM网络配置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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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NWAM图形用户界面

本章介绍NWAM图形用户界面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其中包括组成NWAM
GUI的组件的说明。本章还包括从桌面与NWAM进行交互、控制网络连接、添加无线
网络，以及创建和管理网络配置文件的基本说明。

本章不提供使用GUI以专用方式管理您的网络的分步指导。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联
机帮助，可通过右键单击始终显示在桌面的面板通知区域中的 "Network Status"（网络
状态）图标访问联机帮助。GUI中的链接将带您进入联机帮助中，联机帮助中提供了
每个主题的更多详细信息。您还可以通过单击文本中显示的链接，或通过单击侧窗格
中的各个主题在联机帮助中进行导航。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第 105页中的 “NWAM图形用户界面介绍”
■ 第 107页中的 “NWAM GUI功能组件”
■ 第 110页中的 “从桌面与NWAM进行交互”
■ 第 113页中的 “连接和管理收藏的无线网络”
■ 第 115页中的 “管理网络配置文件”
■ 第 121页中的 “创建和管理位置”
■ 第 124页中的 “关于外部网络修饰器”

NWAM图形用户界面介绍
NWAM图形用户界面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相当于图形化的NWAM的命令行用
户界面。使用NWAM GUI，您可以在桌面中查看和监视网络状态，也可以与NWAM
进行交互来管理以太网和无线配置。此外，您可以从桌面执行多种网络任务，例如在
启动时连接到有线或无线网络、配置新的有线或无线网络。NWAM GUI还可用于创建
和管理位置，这些位置是用于简化复杂的系统范围的网络配置任务的配置文件。在
GUI组件的各功能中，有一项功能可显示有关您的网络连接当前状态的通知，以及有
关您的网络环境的整体状况的信息。

6第 6 章

105



NWAM GUI的基本特征功能包括以下内容：

■ 网络状态通知
■ 热插拔事件检测
■ 创建和管理网络配置文件
■ 管理无线网络

NWAM GUI管理网络配置的方式与NWAM CLI相同，都通过在系统中将所需属性值
存储为配置文件的形式进行管理。NWAM服务确定在给定的时间根据当前网络状况应
激活哪个配置文件，然后激活最适当的配置文件。

从桌面访问NWAM GUI
NWAM GUI由两个组件组成："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一直在桌面面
板上显示）和 "network configuration"（网络配置）对话框（可以从 "System"（系统）→
"Administration"（管理）菜单访问或通过右键单击通知图标访问）。NWAM GUI的行
为几乎与任何其他具有连续状态通知图标的应用程序（例如电源管理图标或打印机图
标）一样。在这些应用程序中，如果您要执行某些任务，可通过访问右键单击（上下
文）菜单或使用从图标或各种首选项菜单访问的配置对话框来进行。

您使用NWAM时，最常用到的就是该面板图标。该图标显示当前您连接到有线网络还
是无线网络。将鼠标悬停在该图标上，工具提示将显示附加信息，如当前处于活动状
态的NCP和位置配置文件。通过右键单击该图标，您可以更改系统的基本网络配
置，例如，连接到另一个无线网络。

单击（左键单击）该面板图标将打开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还
可以从 "System"（系统）→"Administration"（管理）菜单打开此对话框。在此对话框
中，您可以执行更详细的网络配置，如定义静态 IPv4地址和 IPv6地址、设置连接优先
级、管理外部网络修饰器 (external network modifiers, ENM)、创建用于不同位置的网络
设置组。

NWAM CLI和NWAM GUI之间的区别
通过NWAM管理网络配置时，您既可以使用GUI，也可以使用CLI。这两种用户界面
都可用于管理网络配置和与NWAM配置进行交互。要执行特定的任务，选择使用CLI
还是选择使用GUI取决于任务和给定的情况。对于某些任务，最合理的选择是使用
NWAM GUI。例如，检查当前的活动网络连接，或选择在启动时连接到无线网络。从
桌面通过GUI直接与NWAM交互，执行这些任务更快更容易。对于比较复杂的任
务，例如，对新的 ENM指定一个脚本作为开始和停止方法，您可以选择在命令行模式
下工作。

NWAM图形用户界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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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CLI和GUI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应注意以下几点区别：

■ 功能区别

GUI包括使您能与NWAM进行交互和从桌面检查网络连接的功能。对于如何获得
有关您的网络状态的信息，GUI和CLI实用程序使用的方法略有不同。如果使用
GUI组件，出现通知时，将在桌面上显示通知。如果使用命令行实用程序，可通过
netadm show-events命令在 NWAM事件出现时监视这些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第 103页中的 “监视所有网络连接的当前状态”。

此外，要使用GUI获取网络的状态信息，您可以直观地查看、将鼠标悬停在桌面上
所显示的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上，或单击该图标。要从命令行获
取关于网络状态的信息，则使用带有 list子命令的 netadm命令。此命令的输出提
供了关于系统中配置的每个网络对象的基本状态信息。然而，GUI可提供有关网络
状态的更完整的信息，例如连接到哪个无线网络、网络连接的 IP地址。

某些命令可以使用CLI执行，却无法使用GUI执行。例如，您不能使用GUI组件导
出配置文件配置。要导出配置文件配置，请使用 netcfg export命令。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第 91页中的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 组件名称和术语用法区别

在GUI中，网络配置文件 (Network Configuration Profile, NCP)与网络配置文件是相
同的。在CLI中称为“网络配置单元 (Network Configuration Unit, NCU)”的，在GUI
中称为网络连接。

使用命令行界面启用和禁用NCP与使用GUI执行切换网络配置文件或连接任务相
同。

NWAM GUI功能组件
NWAM GUI包括多个功能组件，使用它们能完成的任务与可通过CLI执行的任务几乎
相同。表 6–1逐一描述了这些组件。请注意，某些对话框可通过数种不同方法访问或
打开。此外，某些对话框会根据访问该对话框的方法显示不同的信息。有关这些区别
的特定信息，将在本章的相关小节中加以注明，并在联机帮助中详加解释。

NWAM GUI功能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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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NWAM GUI主要组件

组件 功能 访问方法

"Network Status"（网络状
态）通知图标

通过它查看网络状态、从桌面与
NWAM进行交互。该图标还包
含一个可访问的上下文菜单，用
于使用GUI创建和管理网络配
置。

■ 查看图标。此图标始终显示

在桌面面板的通知区域中。
■ 将鼠标悬停在该图标上以显

示一个工具提示，该工具提

示提供当前网络状态的信

息。
■ 单击该图标。此操作将显示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
首选项）对话框。

■ 右键单击该图标。此操作将

打开它的上下文菜单。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
选项）对话框

通过它激活和管理两个主要网络
配置文件类型、系统定义的“自
动”配置文件、多个用户定义的
网络配置文件。“自动”和用户定
义的网络配置文件管理各个网络
接口的网络配置。

此对话框还用于为单个网络接口
配置 IPv4和 IPv6地址、管理收
藏的无线网络。

■ 单击桌面上的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
标。

■ 从桌面面板上的主菜单栏中

选择 "System"（系统）→
"Administration"（管理）→
"Network"（网络）。

■ "Network Status"（网络状
态）通知的图标菜单中选择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
首选项）。

"Network Locations"（网络位
置）对话框

通过它创建、激活、管理系统定
义的位置配置文件和用户定义的
位置配置文件的属性。位置指定
网络配置的某些在需要时一起应
用的元素，例如命名服务和防火
墙设置。

■ 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
态）通知图标的右键单击菜

单中选择 "Network
Status"（网络位置）。

■ 或者，从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
项）对话框的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视图
中，单击 "Locations"（位
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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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NWAM GUI主要组件 （续）

组件 功能 访问方法

"Join Wireless Network"（连接无
线网络）对话框

通过它连接无线网络、管理收藏
的网络的列表。

注 –如果您尝试添加无线网
络，此对话框就会自动打开，要
求您提供该网络的更多信息。

■ 在通知图标的右键单击菜单

中选择 "Join unlisted wireless
network"（连接未列出的无
线网络）选项。

■ 单击 "Wireless Chooser"（无
线选择器）对话框中的 "Join
Unlisted"（连接未列出
的）按钮。

■ 单击 "No wireless networks
found.Click this message to
join an unlisted wireless
network."（找不到无线网
络。单击此消息可连接未列

出的网络）通知消息。

"Wireless Chooser"（无线选择
器）对话框

通过它选择无线网络并进行连
接。

单击 "interface disconnected from
ESSID.Click this message to view
other available networks."（已断
开与 ESSID的连接。单击此消息
可查看其他可用的网络。）通知
消息。

注 –只要您可以选择可用无线网
络进行连接，此对话框就会自动
打开。

"Network Modifier"（网络修饰
器）对话框

通过它添加能够创建或修改网络
配置的外部网络修饰器应用程
序。

■ 单击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
项）对话框中的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视图中
"Modifiers"（修饰器）按
钮。

■ 右键单击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
标，然后选择 "Network
Modifier Preference"（网络修
饰器首选项）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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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桌面与NWAM进行交互
始终显示在桌面面板的通知区域中的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是查看
网络状态、与自动网络配置进程进行交互的主要方法。"Network Status"（网络状
态）通知图标也是显示网络的信息性消息的位置。该图标的上下文（右键单击）菜单
使您能够快速访问基本网络功能。此图标的外观指示了网络的整体状况。

检查网络连接的状态
要获取关于网络的基本信息，最快的方法是查看显示在桌面的面板通知区域中的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是查看
当前启用的网络连接的状态、与NWAM进行交互的主要方法。该图标的外观根据当前
启用的网络连接的状态会有所变化。将鼠标悬停在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
图标上，是另一种显示当前启用的网络连接的信息的方法。要访问通知图标的上下文
菜单，请右键单击该图标。您可以从此处更改当前启用的网络接口并查看连接到的无
线网络（如果有）的更多详细信息。

注 –仅在您使用NWAM自动配置网络时，"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面板图标才在
桌面上显示。

下表示意了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图标的外观，图标外观的变化反映系统中启
用的网络连接的不同状态。

图标 状态 说明

全部联机（有线） 指示启用的网络配置文件中的所有手动启
用的连接均处于联机状态，并且启用的配
置文件组（如果存在这样的组）中的所需
数目的连接也处于联机状态。
“所需数目”的定义如下：
■ 如果该组的优先级类型为“专用”，则需
要一个连接

■ 如果该组的优先级类型为“共享”，则需
要一个或多个连接

■ 如果该组的优先级类型为“全部”，则需
要所有连接

全部联机（无线） 指示启用的网络配置文件中的所有手动启
用的连接均处于联机状态，并且启用的配
置文件组（如果存在这样的组）中的所需
数目的连接也处于联机状态。所需的数量
与全部联机（有线）状态中描述的一样。

请注意至少有一个联机连接是无线连接。

从桌面与NWAM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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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状态 说明

部分联机（有线） 指示一个或多个手动启用的连接或优先级
组连接处于脱机状态，使状态不再是全部
联机。在此示例中，至少一个有线连接处
于联机状态。

如果某个无线连接正在等待用户输入，例
如正在选择可用无线网络或正在供无线网
络口令，则 "Network Status"（网络状
态）通知图标也会显示为部分联机。

脱机（有线） 指示NWAM服务已禁用或处于维护模式。

▼ 如何显示启用的网络连接的更多信息

打开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从下拉式列表中选择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如果需要）。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打开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

■ 单击桌面面板上的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

■ 从桌面面板上的主菜单栏中选择 "System"（系统）→"Administration"（管理）→
"Network"（网络）。

■ 右键单击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打开其菜单，然后选择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

对于无线网络连接，将显示 IP地址、信号强度、连接速度、连接状态和安全类型。

要查看或编辑特定的网络连接的更多属性，请双击列表中的连接或从位于对话框顶部
的 "Show"（显示）下拉式菜单中选择连接。

从桌面控制网络连接

缺省情况下，NWAM试图始终保持网络连接。如果有线网络连接失败，将尝试连接到
收藏的无线网络中的一个连接。如果尝试失败，将尝试其他可用的无线网络（需要您
的许可）。

您也可以根据需要，手动在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间切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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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于所有的连接类型，连接行为都是仅针对当前会话设置的。重新引导系统或断开
连接时，将根据启用的网络配置文件定义的优先级尝试建立网络连接。

可通过以下方式使用NWAM从桌面控制网络连接：

■ 修改缺省连接优先级。

缺省情况下，所有有线网络连接优先于所有无线网络连接。也就是说，仅当无法建
立有线连接时，才尝试无线网络连接。如果当前位置有多个无线网络可用，将提示
您选择要连接的网络。这种行为是由缺省情况下处于激活状态的“自动”网络配置文
件定义的。要强制使用不同的行为，必须创建一个不同的网络配置文件并激活它。

■ 从有线网络切换到无线网络。

如果启用了“自动”网络配置文件，请断开所有启用的有线接口的任何网络电缆连
接。

缺省情况下，如果您收藏的任何无线网络可用，将尝试按照这些无线网络在收藏列
表中的显示顺序连接它们。否则，将显示 "Wireless Chooser"（无线选择器）对话
框。在此对话框中，可以选择要连接的网络。

注 –可以在 "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视图的 "Wireless"（无线）选项卡中
更改无线网络的连接方式。

如果“自动”网络配置文件之外的其他某个网络配置文件处于启用状态，切换到无线
网络所用的方法取决于该网络配置文件的定义。

从以下方法中进行选择：

■ 使用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 "Connections"（连接）子菜单禁
用有线连接，然后激活无线连接。请注意，仅当两个连接都是“手动”激活类型
时，此方法才可能成功。

■ 编辑启用的网络配置文件，以根据需要激活有线连接并禁用其他连接。

建立了无线连接后，会显示一条通知消息。

■ 从无线网络切换到有线网络。

如果启用了“自动”网络配置文件，请将网络电缆插入到一个可用的有线接口。

如果“自动”网络配置文件之外的其他某个网络配置文件处于启用状态，则切换到有
线网络所用的方法取决于该网络配置文件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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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方法中进行选择：

■ 使用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 "Connections"（连接）子菜单禁
用无线连接，然后启用有线连接。请注意，仅当两个连接都是“手动”激活类型
时，此方法才可能成功。

■ 编辑启用的网络配置文件，以启用有线连接并禁用无线连接。

建立了有线连接后，会显示一条通知消息。

有关可以通过NWAM GUI执行的其他任务的信息，请参见联机帮助。

连接和管理收藏的无线网络
缺省情况下，当启用无线网络连接时，NWAM会尝试按列出连接采用的优先级顺序连
接到收藏列表中任何可用网络，并不提示。如果没有收藏的网络可用，将打开
"Wireless Chooser"（无线选择器）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可以选择要连接的无线网
络。

您还可以在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中的 "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视图的 "Wireless"（无线）选项卡中修改尝试连接到无线网络
的方法。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访问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右键单
击菜单手动连接到不同的无线网络。

提示 –可以通过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访问选定网络的
"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视图。此对话框包含一个标签为 "Show"（显
示）的下拉式列表。此列表使您能够为给定网络切换视图。在每个视图中，有您可以
执行的不同的任务和所选网络的特定于该视图的有关信息。

系统中的各网络配置文件中的每一个网络连接都有以下视图：

■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
■ 网络配置文件
■ "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

有关使用网络配置文件（包括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说明）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第 115页中的 “管理网络配置文件”。

▼ 如何连接无线网络
右键单击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后将显示 "Join Wireless Network"（连
接无线网络）选项，通过选择该选项连接无线网络。在 "Wireless Chooser"（无线选择
器）对话框中，您可以从显示的可用网络列表中选择要连接到的无线网络。

连接和管理收藏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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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动连接到其他无线网络，可以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右键菜单中选择一个可用无线网络。

■ 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菜单中选择 "Join unlisted wireless
network"（连接未列出的无线网络）选项。

未列出的无线网络是指，配置为不广播其网络名称但仍然可以连接的无线网络。

■ 从 "Wireless Chooser"（无线选择器）对话框中选择一个可用无线网络。当可以选择
可用无线网络进行连接时，将自动显示此对话框。

如果 "Join Wireless Network"（连接无线网络）对话框打开，请为选择的无线网络提供所
需的所有信息。

有关您可能需要提供的信息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NWAM GUI联机帮助。

管理收藏的网络

缺省情况下，首次连接某个无线网络时，在 "Join Wireless Network"（连接无线网
络）对话框中将显示“成功连接时添加到收藏的网络列表中”复选框。

■ 如果要在连接成功时将无线网络添加到您的收藏列表中，请选中此框。如果不希望
将网络添加到收藏列表中，请取消选中此框。缺省情况下选中此框。

■ 要添加当前不可用或当前未将其网络名称广播到收藏列表中的无线网络，请转到
"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视图中的 "Wireless"（无线）选项卡，然后单击
"Add"（添加）按钮。要添加网络，您需要知道其网络名称、安全类型和安全密
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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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网络配置文件
使用NWAM GUI时，网络配置文件相当于第 42页中的 “NCP说明”中所述的NCP。

网络配置文件指定在任何给定时间可以启用或禁用哪些网络接口。在有多个网络接口
可用的情况下，使用网络配置文件非常有用。例如，大多数现代手提电脑品牌都有有
线和无线接口。根据您的物理位置和工作环境，基于安全或其他原因，您可能只希望
使用这些接口之一并禁用其他接口。

NWAM GUI中提供两种类型的网络配置文件，缺省的“自动”网络配置文件和用户定义
的网络配置文件。您可以启用和禁用这两种类型的配置文件。可以修改用户定义的配
置文件，但不能修改“自动”配置文件。不能使用NWAM GUI或CLI创建或销毁“自
动”配置文件。不过，您可以使用GUI或CLI创建、修改、销毁用户定义的网络配置文
件。

缺省情况下，“自动”网络配置文件首先尝试启用一个有线连接。如果该尝试失败，它会
接着尝试启用一个无线连接。

关于“网络首选项”对话框
在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中，可以配置各个网络连接和查看每个
网络连接的当前状态。该对话框提供对各种视图的访问，您可以使用位于对话框顶部
的下拉式列表在各个视图间切换。

管理网络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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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打开该对话框：

■ 单击桌面上的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
■ 从桌面面板上的主菜单栏中选择 "System"（系统）→"Administration"（管理）→

"Network"（网络）。
■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的图标菜单中选择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
选项）。

在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的顶部是一个标签为 "Show"（显示）的
下拉式列表。此列表使您能够在各网络配置文件中的每一个网络连接的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视图、"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件）视图和 "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视图之间进行切换。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视图

■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视图显示有关以下连接的信息：激活类型为手动且
已启用的配置文件中每个启用的网络连接，以及活动优先级组中的每个连接（无论
启用或禁用）。"Enabled Connections:"（已启用的连接：）部分列出所有启用的连
接，列出顺序与在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件）视图中的列出顺序相同。请参
见第 111页中的 “如何显示启用的网络连接的更多信息”。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件）视图

■ 可在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的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
件）视图中查看网络配置文件信息。

要显示此视图，请在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顶部的下拉式列表
中选择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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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视图

■ "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视图使您能够查看和更改指定网络连接的属
性。要切换到此视图，请从 "Show"（显示）下拉式列表中选择连接名称或在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或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件）视图中双击连
接名称。将显示一个选项卡式视图，在其中您可以查看或编辑连接的属性。

"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视图有两个选项卡："IP address"（IP地址）选
项卡和 "wireless"（无线）选项卡。如果连接类型是无线，则只显示 "wireless"（无
线）选项卡。在此 "IP address"（IP地址）选项卡中，可以配置 IPv4地址和 IPv6地
址。在 "wireless"（无线）选项卡中，可以配置收藏的网络列表，并选择无线接口连
接到可用网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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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有关网络配置文件的信息

可在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的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
件）视图中查看网络配置文件信息。

要显示此视图，请在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顶部的下拉式列表中
选择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件）。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件）列表显示每个可用的网络配置文件的名称。当前启
用的配置文件与单选按钮指示器一同显示。缺省情况下有一个配置文件（“自动”），您
可以激活它，但不能编辑或删除它。但是，您可以创建多个附加网络配置文件。可以
根据需要对手动创建网络配置文件进行激活、编辑或删除。

以下网络配置文件列表是所选的配置文件的摘要。要查看完整的选定的配置文件或编
辑此配置文件，请单击 "Edit"（编辑）按钮。

注 –选定的配置文件可能不同于启用的配置文件。

从一个网络配置文件切换到另一个网络配置文件
1. 打开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的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
件）视图。

2. 选择要激活的网络配置文件旁边的单选按钮。

3. 要切换网络配置文件，请单击 "OK"（确定）；或单击 "Cancel"（取消）关闭对话
框，不切换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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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或删除网络配置文件

要创建或编辑网络配置文件，请从位于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顶
部的下拉式列表中选择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件）。

■ 要创建新的网络配置文件，请单击 "Add"（添加）按钮，然后键入新的配置文件的
名称。

■ 要复制现有的网络配置文件，请在列表中选择配置文件，单击 "Duplicate"（复
制）按钮，然后键入新的配置文件的名称。

■ 要删除网络配置文件，请在列表中选择该配置文件，然后单击 "Remove"（删除）按
钮。

注 –不能删除“自动”网络配置文件。

有关编辑已添加或复制的配置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19页中的 “编辑网络配置文
件”。

编辑网络配置文件

在手动添加新网络配置文件或复制现有网络配置文件后，必须编辑新配置文件以指定
其启用和禁用的网络连接。

注 –可以编辑和删除手动创建的网络配置文件。但是，您不能编辑或删除“自动”网络配
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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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打开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件）对话框

要编辑一个网络配置文件，请在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的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件）视图中选择该配置文件，然后单击 "Edit"（编
辑）按钮。

网络配置文件的列表包含至少两个顶级组说明。例如，前面图中显示的“自动”配置文件
包含四组说明（在后面的节中会详加解释）。

注 –不能更改或删除“自动”网络配置文件。在 "Edit Network Profile"（编辑网络配置文
件）对话框中，一旦选中“自动”网络配置文件，所有的配置文件编辑按钮和下拉式列表
都将禁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联机帮助。

使用优先级组
当选定网络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始终启用”组中的网络连接始终会启用。

要将一个网络连接移到“始终启用”组中，请首先选择该连接，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启用”按钮。
■ 单击“向上”按钮，直到该连接移到“始终启用”组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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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定的网络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始终禁用”组中的网络连接始终会禁用。

要将一个网络连接移到“始终禁用”组中，请首先选择该连接，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禁用”按钮。
■ 单击“向下”按钮，直到该连接移到“始终禁用”组中。

您可以创建一个网络配置文件，以便将一个或多个网络接口视为一个组。如果最高优
先级组中的一个或多个接口无法启用，根据组的优先级类型，将考虑下一个优先级最
高的组。

下表介绍了可用的三种不同优先级组。

优先级类型 说明

Exclusive 组中的一个连接处于启用状态，所有其他连接处于禁用状态。只
要组中至少一个连接（不一定始终是同一个连接）处于启用状
态，就不尝试启用任何较低优先级组中的连接。

Shared 组中可以启用的所有连接都处于启用状态。只要组中启用了至少
一个连接，将不再尝试启用任何较低优先级组中的连接。

All 组中的所有连接都处于启用状态。如果任何连接断开，组中所有
的连接都将禁用。只要所有的连接保持启用状态，就不尝试启用
任何较低优先级组中的连接。

例如，缺省的“自动”网络配置文件包含两个专用优先级组。较高优先级组包含所有有线
网络连接。较低优先级组包含所有无线网络连接。

有关执行这些任务和其他任务的详细说明，请参见联机帮助。

创建和管理位置
位置包含网络配置的特定元素（例如命名服务和防火墙设置），这些元素在必要时将
一起应用。您可以创建多个位置供不同用途使用。例如，在办公室通过公司内联网连
接时，可以使用一个位置。在家里使用无线访问点连接到公共 Internet时，可以使用另
一个位置。根据环境条件，例如通过网络连接获取的 IP地址，可以手动或自动激活位
置。

在 "Network Locations"（网络位置）对话框中，可以切换位置、编辑位置属性、新建位
置以及删除位置。请注意，只可以创建和删除用户定义的位置。可以从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的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视图打开“位
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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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列表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菜单中的列表相似。每个可用的
位置都会列出，并显示表示其激活类型的图标。

位置类型如下所示：

■ 系统－此类型的位置是系统定义的位置（Automatic和NoNet），表示系统根据当前
网络状况确定何时激活位置。

■ 手动－此种类型的位置可以使用 "Network Locations"（网络位置）对话框或通过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交互手动启用或禁用。

■ 有条件的－此种类型的位置根据您在创建此位置过程中指定的规则自动启用或禁
用。

选定位置的激活类型也显示在 "Selected location"（选定位置）下拉式列表中。启用的位
置用列表中第一列中显示的选定单选按钮表示。

▼ 如何更改位置的激活模式

以下任务描述如何使用NWAM GUI更改位置的激活模式。如果您使用 netcfg命
令，则应通过修改指定位置的属性更改激活模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84页中的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 "Location"（位置）子菜单中，选择
"Network Status"（网络位置）。或者，从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
的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视图中，单击 "Locations"（位置）按钮。

要更改某个位置的激活模式，请在列表中选择该位置，然后从 "Selected location"（选
定位置）下拉式列表中选择新激活模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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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请注意，选择了系统位置时，该下拉式列表将显示 "Activated by system"（由系统激
活），此时下拉式列表和 "Edit Rules"（编辑规则）按钮都将禁用。

如果选择了手动或有条件的位置，该下拉式列表的选项如下所述：

■ "Manual activation only"（仅手动激活）：此位置只有在手动选择时才会启用。选中
此选项后，"Edit Rules"（编辑规则）按钮将禁用。

■ "Activated by rules"（由规则激活）：在某些网络状况下将自动选中此位置。选中此
选项后，"Edit Rules"（编辑规则）按钮将启用。

可选要设置一个位置如何以及何时被激活的规则，请单击 "Edit Rules"（编辑规则）按
钮。

有关进一步的说明，请参见联机帮助中的“使用规则对话框”。

▼ 如何从一个位置切换到另一个位置

以下任务描述如何使用NWAM GUI从一个位置切换到另一个位置。要使用CLI切换位
置，请使用 netadm命令激活一个新位置。因为系统上必须始终只有一个位置处于激活
状态，所以激活一个新位置意味着要禁用当前启用的位置。激活网络配置文件时，此
规则同样适用。有关激活或取消激活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00页中的 “激活或取
消激活配置文件”。

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 "Location"（位置）子菜单中，选择要激活
的位置。

如果在 "Location"（位置）子菜单中选择了 "Switch Locations Automatically"（自动切换
位置）选项，则不能手动选择要激活的位置。在任何给定时间，将根据网络环境的变
化自动激活最适当的 "System"（系统）位置或 "Conditional"（有条件的）位置。

如果在 "Location"（位置）子菜单上选择了 "Switch Locations Manually"（手动切换位
置）选项，则您可以激活任何可用的位置，而不管其激活类型。所选的位置会无限期
地保持激活状态。

■ 另外，还可以在 "Network Locations"（网络位置）对话框中切换位置。要进行此切
换，请执行以下步骤：

a. 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 "Location"（位置）子菜单中，选择
"Network Status"（网络位置）。或者，从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
项）对话框的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视图中，单击 "Locations"（位
置）按钮。

3

●

管理网络配置文件

第 6章 • 关于NWAM图形用户界面 123



b. 选择要切换到的位置的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OK"（确定）。

■ 如果在 "Network Locations"（网络位置）对话框中选择了 "Switch Locations
Automatically"（自动切换位置）单选按钮，则不能手动选择要激活的位
置。在任何给定时间，将根据网络环境的变化自动激活最适当的“系统”位置
或 "Conditional"（有条件的）位置。

■ 如果在 "Network Locations"（网络位置）对话框中选择了 "Switch Locations
Manually"（手动切换位置）单选按钮，则您可以激活任何可用的位置，而不
管其激活类型。请注意，该位置将无限期地保持激活状态。

编辑位置
使用NWAM GUI编辑一个位置相当于使用NWAM CLI修改一个位置的属性。

要编辑某个位置，请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 "Location"（位置）子
菜单中选择 "Network Status"（网络位置）。或者，从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
项）对话框的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视图中，单击 "Locations"（位置）按
钮。

要编辑指定位置的属性，请在列表中选择该位置，然后单击 "Edit"（编辑）。

或者，可以在列表中双击该位置。

此时将打开 "Edit Location"（编辑位置）对话框，其中包含以下两个选项卡：

名称服务 可用于为指定位置配置命名服务。

安全性 允许您选择 IP过滤器或 IPsec功能将使用的配置文件（启用了指定位置
时）。

要显示要编辑的信息，请选择相应选项卡。

关于外部网络修饰器
外部网络修饰器 (External Network Modifiers, ENM)是为NWAM外部的应用程序创建的
配置文件。不过，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创建和修改网络配置。例如，VPN应用程序会启
用您的网络连接来与虚拟专用网络通信。在NWAM GUI中，ENM是使用网络修饰器
对话框配置和监视的。

注 –在可以使用NWAM GUI管理网络修饰器应用程序或服务之前，必须手动安装
它，然后完成所有初始设置（例如证书或共享机密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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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需要手动启动和停止 ENM。也可以根据用户定义的规则自动启动 ENM。要使
用此对话框管理某个网络修饰器应用程序，该程序必须实现为命令行工具，或者实现
为 SMF服务。

要了解有关如何使用NWAM CLI创建和管理 ENM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79页中的
“创建 ENM配置文件”。

关于“网络修饰器”对话框
此对话框用于添加或删除、启动和停止以及编辑外部网络修饰器 (external network
modifiers, ENM)（可以创建和修改网络配置的应用程序）。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打开该对话框：

■ 单击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中的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
态）视图中的 "Modifiers"（修饰器）按钮。

■ 右键单击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然后选择 "Network Modifier
Preference"（网络修饰器首选项）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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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对话框的主区域是一个三列的列表，其中显示每个 ENM的以下信息：

■ 激活状态（“手动”或“有条件的”）
■ 用户定义的名称，例如 \"Cisco VPN\"
■ 当前状态，“正在运行”或“已停止”

如果所选的网络修饰器应用程序的激活类型是 "Conditional"（有条件的），则选中
"Start/Stop"（启动/停止）复选框，如果激活类型是“手动”，则不选中此复选框。要更
改激活类型，请切换复选框选中状态。

▼ 如何添加命令行 ENM
以下过程描述如何添加命令行 ENM。有关添加网络修饰器应用程序服务的信息，请参
见联机帮助。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打开 "Network Modifier"（网络修饰器）对话框：

■ 从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的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
态）视图中，单击 "Modifiers"（修饰器）按钮。

■ 右键单击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然后选择 "Network Modifier
Preference"（网络修饰器首选项）菜单项。

单击 "Add"（添加）按钮。

键入新的网络修饰器的名称。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添加一个激活类型为“手动”的新条目，请按 Enter键或Tab键。
将启用两个 "Manage"（管理）修饰器单选按钮。第一个按钮（"Command Line
Applications"（命令行应用程序））在缺省情况下处于选中状态。同时还启用了
"Start"（启动）和 "Stop"（停止）命令字段和两个 "Browse"（浏览）按钮。

■ 要取消所做更改，请按 Esc键。

在 "Start Command"（启动命令）字段中，键入用于启动网络修饰器应用程序的命令。

也可以使用 "Browse"（浏览）按钮打开一个文件选择器对话框，您可以在该对话框中
选择要使用的命令。

网络修饰器应用程序的 "Start"（启动）按钮保持禁用状态，直到在该字段中键入一个
有效命令为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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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top Command"（停止命令）字段中，键入用于停止网络修饰器应用程序的命令。

也可以使用 "Browse"（浏览）按钮打开一个文件选择器对话框，您可以在该对话框中
选择要使用的命令。

网络修饰器应用程序的 "Stop"（停止）按钮保持禁用状态，直到在该字段中键入一个有
效命令为止。

要添加此应用程序，请单击 "OK"（确定）。

将添加外部网络修饰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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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链路和接口配置

本部分讨论在第 1部分中介绍的网络配置文件环境中的数据链路和接口配置过
程。这些过程适用于已启用或激活的任何固定配置文件。

第 2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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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配置文件上的数据链路和接口配置命
令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与基于配置文件的网络配置有关的传统配置命令，如 dladm和
ipadm。

基于配置文件的网络配置的亮点
在此Oracle Solaris发行版中，网络配置基于配置文件。系统的网络配置设置由一个特
定网络配置文件 (network configuration profiles, NCP)和一个相应的位置配置文件管
理。如需详细了解NCP、位置配置文件和其他配置文件类型及其属性以及用于处理和
监视配置文件的命令，请参见第 1部分。

注 –对于网络配置，主要配置文件类型包括NCP、位置配置文件、外部网络修饰器
(external network modifier, ENM)以及无线局域网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在
这些类型中，主配置文件是NCP。在整个本文档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术语配置文
件均指NCP。

基于配置文件的网络配置的亮点如下：

■ 在同一时刻，只有一对NCP和位置配置文件可以处于活动状态来管理系统的网络配
置。系统中所有其他现有NCP均不工作。

■ 活动的NCP既可以是反应性的，也可以是固定的。反应性配置文件用于监视网络配
置以适应系统网络环境中的变化。固定配置文件用于实例化（而不是监视）网络配
置。

■ NCP的不同属性的值构成一个策略，控制配置文件如何管理网络配置。
■ 对NCP属性的更改会立即实现为新的属性值，成为用于管理网络配置的配置文件策
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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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从Oracle Solaris 11 11 Express发行版升级的系统上，升级之前工作的网络配置在
升级后将成为活动配置文件。如果以前的配置是由 dladm和 ipadm命令创建的，则该配
置将构成配置文件 DefaultFixed，它在系统中变为活动状态。否则，配置将成为用于
管理系统网络配置的配置文件 Automatic（自动）。

配置文件和配置工具
用于定制配置文件的工具取决于活动配置文件。如果活动配置文件是反应性
的（如Automatic（自动）），则使用 netcfg和 netadm命令来配置和监视配置文
件。如果活动配置文件是固定的（如 DefaultFixed），则使用 dladm和 ipadm命令。

dladm和 ipadm命令仅对活动配置文件有效。因此，在使用这些命令之前，必须确保以
下事项：

■ 知道哪个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以确保使用适当的命令对正确的目标配置文件进
行更改。

■ 知道目标配置文件是反应性的还是固定的，以免在使用命令后导致意外的配置行
为。反应性配置文件管理网络配置的方式与固定配置文件不同。因此，实现更改
时，这两个配置文件的行为也不同。

注 –使用 dladm和 ipadm命令的 -t选项创建只能对固定配置文件有效的临时设置。反应
性配置文件不支持该选项。

按照以下两个过程进行操作，即可正确地对配置文件使用 dladm和 ipadm命令。

▼ 如何确定网络管理模式
如果反应性NCP（如 Automatic）为系统中的活动NCP，系统的网络管理模式为自
动。执行任何网络配置之前，请使用以下过程确定网络管理模式。该过程可确保您使
用正确的命令在相应配置文件中实现配置。

列出系统中的配置文件。

# netadm list -x

TYPE PROFILE STATE AUXILIARY STATE

ncp Automatic online active

ncu:phys net0 online interface/link is up

ncu:ip net0 online interface/link is up

ncu:phys net1 online interface/link is up

ncu:ip net1 offline* waiting for IP address to be set

ncp testcfg disabled disabled by administrator

loc Automatic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loc NoNet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1

配置文件和配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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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 Lab online active

loc User disabled disabled by administrator

输出提供两条信息：

■ 仅当网络管理模式为自动时，才支持 netadm list命令。因此，生成的配置文件列
表指出网络管理模式为自动。否则 netadm list命令将生成以下消息，指出系统中
处于活动状态的配置文件是DefaultFixed。

netadm: DefaultFixed NCP is enabled; automatic network management is not available.

’netadm list’ is only supported when automatic network management is active.

■ 如果生成了配置文件列表，该列表还指出启用的反应性NCP具体是哪一个，启用的
NCP通过 online（联机）状态表示。在样例输出中，列出的 Automatic NCP是现有
的唯一反应性NCP。如果系统中还有其他用户创建的NCP，该列表也会包含这些
NCP。

确保要使用的配置工具所适用的配置文件是活动的。

例如，dladm和 ipadm命令只能用于 DefaulfFixed配置文件。而 netcfg命令只能用于反
应性配置文件（如 Automatic），这种情况下网络管理模式为自动。

如果要通过所选配置工具修改其属性的配置文件不是活动的，请执行以下步骤启用相
应的配置文件。否则，可以首先使用工具配置网络。

例如，您不希望网络管理模式为自动，而是希望使用命令行（如 dladm和 ipadm）来手
动配置数据链路和接口。步骤 1中的输出显示 Automatic配置文件处于启用状态。因
此，要使用命令行执行网络配置，必须启用 DefaultFixed配置文件。

要配置不同的配置文件，请通过键入以下命令启用该配置文件：

# netadm enable -p ncp profile-name

例如：

# netadm enable -p ncp defaultfixed

如果网络管理模式为自动，而您希望使用另一反应性NCP，也可以使用相同的命令语
法。以步骤 1的样例输出为例，假设您希望激活用户创建的NCP testcfg，用其取代
Automatic。因此需要键入：

# netadm enable -p ncp testcfg

注意 –该命令会切换活动配置文件。切换活动配置文件时，会删除现有的网络配置并创
建新的配置。在新的活动NCP中，会排除在以前的活动NCP上实现的任何持久性更
改。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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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以下章节描述可用于执行各种类型的数据链路和接口配置的过程。

■ 要配置数据链路，请参见第 8章，数据链路配置和管理。
■ 要配置 IP接口，请参见第 9章，配置 IP接口。
■ 要配置无线接口，请参见第 10章，在Oracle Solaris上配置无线接口通信。
■ 要配置桥，请参见第 11章，管理网桥。
■ 要配置链路聚合，请参见第 12章，管理链路聚合。
■ 要配置VLAN，请参见第 13章，管理VLAN。
■ 要配置 IPMP组，请参见第 14章，IPMP简介和第 15章，管理 IPMP。
■ 要配置链路层发现协议 (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 LLDP)，请参见第 16章，使用

LLDP交换网络连接信息。

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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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链路配置和管理

本章讨论 dladm命令以及如何使用该命令来配置数据链路。

数据链路的配置（任务）
下列各表列出了您可以通过使用 dladm命令执行的各种数据链路配置任务。这些表还提
供了指向完成这些任务的逐步过程的链接。

表 8–1 执行基本数据链路配置（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重命名数据链路。 定制数据链路名称，而不是使用
基于硬件的名称。

第 137页中的 “如何重命名数据
链路”

显示数据链路的物理属性。 列出作为数据链路底层的物理信
息，包括介质类型、相关的设备
实例和其他信息。

第 138页中的 “如何显示有关数
据链路物理属性的信息”

显示数据链路的状态。 列出有关数据链路状态的信息。 第 139页中的 “如何显示数据链
路信息”

删除数据链路。 删除与不再使用的NIC相关联
的链路配置。

第 140页中的 “如何删除数据链
路”

表 8–2 设置数据链路属性（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修改MTU大小。 增加数据包传输的MTU大小以
处理巨型帧 (Jumbo frame)。

第 141页中的 “如何启用对巨型
帧的支持”

修改链路速度。 关闭较高链路速度功能，仅通告
较低链路速度功能，以便与较旧
的系统进行通信。

第 143页中的 “如何更改链路速
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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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设置数据链路属性（任务列表） （续）

任务 说明 参考

显示有关链路属性的信息。 列出链路属性及其当前配置；列
出以太网参数设置。

第 144页中的 “如何获取有关数
据链路属性的状态信息”

配置驱动程序以使用DMA绑
定。

设置阈值，以使驱动程序在传输
过程中能够在DMA绑定和
bcopy功能之间切换。

第 145页中的 “如何将 e1000g驱
动程序设置为使用直接内存访问
绑定”

设置中断率。 手动定义驱动程序提供中断的速
率而不是自动定义的速率。

第 146页中的 “如何手动设置中
断率”

更换网络接口卡 (network
interface card, NIC)。

在动态重新配置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R)期间更改系
统中的NIC。

第 148页中的 “如何使用动态重
新配置更换网络接口卡”

设置每个链路的 autopush属
性。

配置要在数据链路上推送的
STREAMS模块。

第 150页中的 “如何在数据链路
上设置 STREAMS模块”

dladm命令
完全实现GLDv3驱动程序配置框架后，dladm命令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扩展功
能。该框架增强了NIC驱动程序的配置，如下所示：

■ 配置网络驱动程序属性只需一个命令接口，即 dladm命令。

■ 对任何属性均使用统一的语法：dladm subcommand properties datalink。
■ dladm命令对驱动程序的公共属性和专用属性均适用。

■ 对特定驱动程序使用 dladm命令不会中断相似类型的其他NIC的网络连接。因
此，您可以动态地配置数据链路属性。

■ 数据链路配置设置存储在一个 dladm系统信息库中，即便在重新引导系统后仍然存
在。

要在配置数据链路时利用前面列出的优点，您应该使用 dladm作为配置工具而不是早期
发行版中惯用的工具，例如 ndd命令。

要管理数据链路，需要使用以下 dladm子命令：

■ dladm rename-link更改数据链路的名称。
■ dladm show-link显示系统中的现有数据链路。
■ dladm show-phys显示数据链路的物理属性。
■ dladm delete-phys删除数据链路。
■ dladm show-linkprop显示与数据链路相关联的属性。
■ dladm set-linkprop设置指定的数据链路属性。
■ dladm reset-linkprop将属性恢复为其缺省设置。
■ dladm show-ether显示数据链路的以太网参数设置。

dladm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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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adm命令也用于执行其他类型的链路管理，例如：

■ 配置桥。请参见第 11章，管理网桥
■ 配置链路聚合。请参见第 12章，管理链路聚合
■ 配置VLAN。请参见第 13章，管理VLAN
■ 配置隧道。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第 6章 “配置 IP隧道”。

有关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dladm(1M)手册页。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使用 dladm命令来配置数据链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链路配置是
该链路上 IP接口配置的一部分。因此，在适用的情况下，这些过程包括使用 ipadm命
令的 IP接口配置步骤。不过，IP接口配置和 ipadm命令在第 9章，配置 IP接口中进一
步详细讨论。

▼ 如何重命名数据链路
如果要将数据链路名称更改为一个定制名称，请使用此过程。例如，升级后的系统中
的一些数据链路可能保留了原来的基于硬件的名称，而您要将这些名称更改为通用名
称。

更改链路名称可能会影响某些配置，确保您已了解需要对相关联的配置执行的其他步
骤并为此做好准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6页中的 “升级后的系统中的链路名
称”。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如果一个 IP接口是在数据链路上配置的，则删除该 IP接口。
# ipadm delete-ip interface

更改链路的当前链路名称。

# dladm rename-link old-linkname new-linkname

old-linkname 指数据链路的当前名称。缺省情况下，链路名称是基于硬件的，如
bge0。

new-linkname 指您要指定给数据链路的任何名称。有关指定链路名称的规则，请参
阅第 27页中的 “有效链路名称的规则”。另请参见第 26页中的 “升级后
的系统中的链路名称”，了解有关重命名数据链路的详细信息。

如果您不希望新链路名称在系统重新引导后保持不变，则紧挨子命令之后使用 -t选
项。该选项用于临时重命名链路。重新引导系统后，将恢复原来的链路名称。

开始之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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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您可以使用 dladm rename-link将链路配置从一个数据链路传输到另一个。有关示
例，请参见第 148页中的 “如何使用动态重新配置更换网络接口卡”。当您出于此目的重
命名链路时，确保要继承配置的链路事先没有任何现有配置。否则，将无法正常传
输。

更改系统的主网络接口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通过重命名数据链路将您系统上的主网络接口切换到另一个
NIC。系统的主网络接口是 net0，它是 e1000g0上的数据链路的通用名称。此主网络接
口将从使用 e1000g0作为底层接口切换为 nge0。您可以使用本示例作为创建新引导环
境的过程的一部分。

# dladm show-phys

LINK MEDIA STATE SPEED DUPLEX DEVICE

net0 Ethernet up 1000 full e1000g0

net1 Ethernet up 1000 full nge0

# dladm rename-link net0 oldnet0

# dladm rename-link net1 net0

# dladm show-phys

LINK MEDIA STATE SPEED DUPLEX DEVICE

oldnet0 Ethernet up 1000 full e1000g0

net0 Ethernet up 1000 full nge0

▼ 如何显示有关数据链路物理属性的信息
此过程中的步骤说明如何显示有关系统中数据链路物理属性的信息。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显示有关系统上当前数据链路的物理属性的信息。

# dladm show-phys

您还可以将 -P与此命令结合使用来显示每个链路的标志状态。如果某数据链路的相关
联的硬件被移除，则该数据链路会变得不可用。如果不使用 -P选项，此命令将只显示
可用的数据链路。

要查看数据链路的 /devices路径，请使用 -v选项。

示例8–1

1

2

dladm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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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可用的数据链路

在以下示例中，-P选项包括 FLAGS列，其中指示不可用的链路。数据链路 net0的 r标
志指示与链路 (nge)相关联的硬件已被移除。

# dladm show-phys

LINK MEDIA STATE SPEED DUPLEX DEVICE

net0 Ethernet up 100Mb full e1000g0

net1 Infiniband down 0Mb -- ibd0

net3 Ethernet up 100Mb full bge0

net4 Ethernet -- 0Mb -- nge0

以下示例显示当使用 -L选项时显示的链路及其物理位置。

# dladm show-phys -L

LINK DEVICE LOCATION

net0 bge0 MB

net2 ibp0 MB/RISER0/PCIE0/PORT1

net3 ibp1 MB/RISER0/PCIE0/PORT2

net4 eoib2 MB/RISER0/PCIE0/PORT1/cloud-nm2gw-2/1A-ETH-2

▼ 如何显示数据链路信息
此过程显示可用链路的状态。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显示链路信息。

# dladm show-link

显示可用的链路

以下示例显示系统上持久性的可用链路。

# dladm show-link -P

LINK CLASS BRIDGE OVER

net0 phys -- --

net1 phys -- --

net2 phys -- --

-P选项还显示任何现有的持久性的但不可用的链路。如果临时删除持久性链路，则该
链路会变得不可用。如果移除了相关联的硬件，链路也会变得不可用。

示例8–2

1

2

示例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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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删除数据链路
此过程将删除与NIC相关联的链路配置。如果您要分离NIC而不打算更换它，可以删
除与该NIC相关联的链路配置。完成此过程后，可以重复使用链路名称。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显示包括其硬件已被移除的那些链路的系统上的数据链路。

要包含有关已移除硬件的信息，请使用 -P选项。

# dladm show-phys

删除您不打算更换的已移除硬件的链路配置。

# dladm delete-phys link

删除数据链路

在以下示例中，net2的 r标志指示链路的相关联的硬件 (e1000g0)已被移除。因此，您
还可以删除链路 net2，然后将该名称重新指定给一个新数据链路。

# dladm show-phys -P

LINK DEVICE MEDIA FLAGS

net0 nge0 Ethernet -----

net1 bge0 Ethernet -----

net2 e1000g0 Ethernet r----

# dladm delete-phys net2

设置数据链路属性
除了执行基本的数据链路配置，您还可以使用 dladm命令设置数据链路属性并根据您的
网络需要对其进行定制。

注 –只要链路的网络驱动程序已转换为GLDv3框架，如 e1000g，就可以使用 dladm命令
定制数据链路属性。要确认您的特定驱动程序是否支持此功能，请参阅驱动程序的手
册页。

数据链路属性概述
可定制的数据链路属性取决于特定NIC驱动程序支持的属性。可通过使用 dladm命令
配置的数据链路属性分为两个类别：

1

2

3

示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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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属性：可应用于给定介质类型的任何驱动程序，例如链路速度、以太网的自动
协商，或可应用于数据链路所有驱动程序的MTU大小。

■ 专用属性：仅属于给定介质类型的NIC驱动程序的特定子集。这些属性可能是特定
于该子集的，因为它们与驱动程序相关联的硬件密切相关，或者与驱动程序实现本
身的详细信息（如与调试相关的可调参数）密切相关。

链路属性通常具有缺省设置。但是，在某些网络情况下，可能需要您更改数据链路的
特定属性设置。这些属性设置可以是公共或专用属性。例如，NIC可能与不能正确执
行自动协商的旧交换机进行通信。或者，一个交换机可能已配置为支持巨型帧。或
者，可能需要针对给定驱动程序修改用于控制数据包传输或数据包接收的驱动程序特
定属性。在Oracle Solaris中，现在可通过单一管理工具 dladm重置所有这些设置。

使用dladm命令设置数据链路属性
下一节提供了设置特定数据链路属性的过程示例。所选属性是公共属性，适用于所有
NIC驱动程序。特定于驱动程序的数据链路属性单独用一节来介绍。本节之后是配置
e1000g驱动程序的所选专用属性的过程。

▼ 如何启用对巨型帧的支持
在网络设置中启用对巨型帧的支持是大多数网络方案的一项常见任务。支持巨型帧需
要增加数据链路的最大传输单元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MTU)的大小。以下过程
包括使用定制名称来标识数据链路。有关定制名称及其在网络配置中的使用的概
述，请参见第 20页中的 “Oracle Solaris中的网络栈”。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为了标识需要重置其MTU大小的特定以太网设备，请显示系统中的链路。
# dladm show-phys

执行此步骤，尤其是如果您的网络配置使用数据链路的定制名称。使用定制名称
时，数据链路不再必须由其基于硬件的名称标识。例如，以太网设备是 bge0。然
而，该设备上的数据链路重命名为 net0。因此，您需要配置 net0的MTU大小。请参
阅第 154页中的 “IP接口配置（任务）”，了解在使用定制名称的数据链路上的配置任务
示例。

（可选的）显示数据链路的当前MTU大小和其他属性。

■ 要显示数据链路的特定属性，使用以下语法：

dladm show-linkprop -p property datalink

此命令显示您指定的属性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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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显示数据链路的几个选定属性，使用以下语法：

# dladm show-link datalink

此命令显示数据链路信息，包括MTU大小。

如果一个 IP接口是在数据链路上配置的，则删除该 IP接口。
# ipadm delete-ip interface

将链路的MTU大小更改为 9000，即针对巨型帧的设置。
# dladm set-linkprop -p mtu=9000 datalink

创建 IP接口。
# ipadm create-ip interface

配置 IP接口。
# ipadm create-addr -T addr-type [-a address] addrobj

有关 ipadm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ipadm(1M)。

（可选的）通过使用步骤 3中的命令语法之一验证接口是否使用了新的MTU大小。
# dladm show-linkprop -p mtu datalink

（可选的）显示链路的当前以太网设置。

# dladm show-ether datalink

启用巨型帧支持

以下启用巨型帧支持的示例是在以下方案中进行的：

■ 系统有两个 bge NIC：bge0和 bge1。

■ 设备 bge0用作主接口，设备 bge1用于测试目的。

■ 您要在 bge1上启用巨型帧支持，同时保留主接口的缺省MTU大小。
■ 网络配置使用数据链路的定制名称。bge0的链路名称是 net0。bge1的链路名称是

net1。

# dladm show-phys

LINK MEDIA STATE SPEED DUPLEX DEVICE

net0 ether up 100Mb full bge0

net1 ether up 100Mb full bge1

net2 ether up 100Mb full nge3

# dladm show-linkprop -p mtu net1

LINK PROPERTY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1 mtu 1500 1500 --

# ipadm delete-ip net1

# dladm set-linkprop -p mtu=9000 n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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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m create-ip net1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0.10.1.2/35 net1/v4

# dladm show-link web1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web1 phys 9000 up -- --

请注意，现在MTU设置是 9000。在本示例中，dladm命令使您能够直接更改 net1的
MTU大小。前面使用 ndd命令的方法需要您删除 net0，这会不必要地破坏主接口的运
行。

▼ 如何更改链路速度参数
大多数网络设置包含多个具有不同速度能力的系统。例如，较旧系统与较新系统之间
的通告速度可能需要更改为较低的设置才能进行通信。缺省情况下，通告NIC卡的所
有速度和双工功能。此过程显示如何关闭GB能力而只通告MB能力。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可选的）显示您要修改的属性的当前状态。

# dladm show-linkprop -p property datalink

要通告低速能力，请关闭高速能力以防通告高速能力。

# dladm set-linkprop -p property=value1 datalink

禁用NIC的GB能力通告

本示例显示如何防止链路 net1通告GB能力。

# dladm show-linkprop -p adv_1000fdx_cap net1

LINK PROPERTY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1 adv_1000fdx_cap 1 -- 1,0

# dladm show-linkprop -p adv_1000hdx_cap web1

LINK PROPERTY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1 adv_1000hdx_cap 1 -- 1,0

通告链路的GB能力的属性是 adv_1000fdx_cap和 adv_1000hdx_cap。要禁用这些属性的
通告，请键入以下命令：

# dladm set-linkprop -p adv_1000fdx_cap=0 net1

# dladm set-linkprop -p adv_1000hdx_cap=0 net1

列出以太网参数设置将显示以下输出：

# dladm show-ether net1

LINK PTYPE STATE AUTO SPEED-DUPLEX P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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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1 current up yes 1G-f both

▼ 如何获取有关数据链路属性的状态信息
您可以通过显示以太网参数设置或链路属性获取有关数据链路属性的信息。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要获取有关以太网参数设置的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dladm show-ether [-x] datalink

其中 -x选项包括有关链路的附加参数信息。如果不使用 -x选项，则只显示当前参数设
置。

要获取有关链路的所有属性的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dladm show-linkprop datalink

显示以太网参数设置

本示例显示有关指定链路的参数信息的扩展列表。

# dladm show-ether -x net1

LINK PTYPE STATE AUTO SPEED-DUPLEX PAUSE

net1 current up yes 1G-f both

-- capable -- yes 1G-fh,100M-fh,10M-fh both

-- adv -- yes 100M-fh,10M-fh both

-- peeradv -- yes 100M-f,10M-f both

如果使用 -x选项，该命令还显示指定链路的内置能力，以及主机和链路伙伴之间当前
通告的能力。将显示以下信息：

■ 对于以太网设备的当前状态，该链路处于活动状态并在全双工模式下以每秒 1 GB速
度工作。其自动协商功能已启用并采用双向流量控制，即主机和链路伙伴都可以发
送和接收 PAUSE帧。

■ 无论当前设置如何，都列出以太网设备的功能。协商类型可以设置为自动，该设备
可以支持的速度有每秒 1 GB、每秒 100 MB和每秒 10 MB（全双工和半双工）。同
样，主机和链路伙伴之间可以双向接收或发送 PAUSE帧。

■ net1的功能按如下所示通告：自动协商、速度双工和 PAUSE帧的流控制。
■ 同样，net1的链路或对等伙伴通告以下功能：自动协商、速度双工和 PAUSE帧的流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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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链路属性

本示例说明如何列出链路的所有属性。如果您要只显示特定属性，则对要监视的特定
属性使用 -p选项。

# dladm show-linkprop net1

LINK PROPERTY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1 speed 1000 -- --

net1 autopush -- -- --

net1 zone -- -- --

net1 duplex half -- half,full

net1 state unknown up up,down

net1 adv_autoneg_cap 1 1 1,0

net1 mtu 1500 1500 --

net1 flowctrl no bi no,tx,rx,bi

net1 adv_1000fdx_cap 1 1 1,0

net1 en_1000fdx_cap 1 1 1,0

net1 adv_1000hdx_cap 1 1 1,0

net1 en_1000hdx_cap 1 1 1,0

net1 adv_100fdx_cap 0 0 1,0

net1 en_100fdx_cap 0 0 1,0

net1 adv_100hdx_cap 0 0 1,0

net1 en_100hdx_cap 0 0 1,0

net1 adv_10fdx_cap 0 0 1,0

net1 en_10fdx_cap 0 0 1,0

net1 adv_10hdx_cap 0 0 1,0

net1 en_10hdx_cap 0 0 1,0

链路的速度和双工功能设置是在标记为 en_*_cap的支持速度的属性上手动配置的。例
如，en_1000fdx_cap是对应于GB全双工能力的属性，en_100hdx_cap是对应于 100 MB
半双工能力的属性。这些支持速度的属性的设置是通过相应的通告速度属性（它们标
记为 adv_*_cap，如 adv_1000fdx_cap和 adv_100hdx_cap）在主机和其链路伙伴之间通
告的。

通常情况下，给定的支持速度属性和相应的通告属性的设置是相同的。不过，如果
NIC支持一些高级功能（如电源管理），这些功能可能对主机和其链路伙伴之间实际
通告的位设置限制。例如，使用电源管理时，adv_*_cap属性的设置可能只是 en_*_cap

属性的设置的子集。有关支持速度属性和通告速度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dladm(1M)
手册页。

▼ 如何将 e1000g驱动程序设置为使用直接内存访问绑定
此过程和下一过程显示如何配置专用属性。这两个过程适用于特定于 e1000g驱动程序
的属性。然而，一般步骤也可用于配置其他NIC驱动程序的专用属性。

大容量通信，例如文件传输，通常涉及通过网络的大数据包的协商。在这种情况
下，您可以通过将 e1000g驱动程序配置为自动使用DMA绑定（其中为数据包段大小
定义阈值），从该驱动程序获得更好的性能。如果一个段大小超过阈值，则使用DMA
绑定进行传输。如果一个段大小在阈值内，则使用 bcopy模式，其中段数据被复制到先
前指定的传输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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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阈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设置 _tx_bcopy_threshold属性的相应设置。

# dladm set-linkprop -p _tx_bcopy_threshold=value e1000g-datalink

对于此属性，阈值范围的有效设置为 60到 2048。

注 –与配置公共属性一样，也必须取消激活接口，才能修改专有属性设置。

（可选的）验证新的阈值设置。

# dladm show-linkprop -p _tx_bcopy_threshold e1000g-datalink

▼ 如何手动设置中断率
控制由 e1000g驱动程序提供中断的速率的参数也会影响网络和系统性能。通常，通过
为每个数据包生成一个中断来将网络数据包传送到栈的上层。进而，缺省情况下，中
断率由内核中的GLD层自动调整。但是，这种模式可能并非对所有的网络通信流量情
况都是适宜的。有关此问题的讨论，请参阅 1996年USENIX技术会议上发表的文档
(http://www.stanford.edu/class/cs240/readings/mogul.pdf)。因此，在某些情况
下，必须手动设置中断率以获得更好的性能。

要定义中断率，需要设置以下参数：

■ _intr_throttling_rate确定中断断言之间的延迟，而不管网络通信流量情况如何。
■ _intr_adaptive确定是否启用中断限制率的自动调优。缺省情况下，启用此参数。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如有必要，确定您要修改其驱动程序属性的设备。

# dladm show-phys

禁用中断限制率的自动调优。

# dladm set-linkprop -p _intr_adaptive=0 e1000g-datalink

注 –当启用中断限制率的自动调优时，将忽略参数 _intr_throttling_rate的任何现有
设置。

删除在数据链路上配置的任何 IP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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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最低内部中断级别设置。

# dladm set-linkprop -p _intr_throttling_rate=value e1000g-datalink

注 –在基于 SPARC的系统上，_intr_throttling_rate参数的缺省设置为 550，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为 260。将最低内部中断级别设置为 0将禁用中断限制逻辑。

配置 IP接口。

（可选的）显示阈值的新设置。

配置DMA绑定和设置中断限制率

本示例使用具有 e1000g NIC的基于 x86的系统。驱动程序配置有可在使用DMA绑定或
bcopy模式之间切换的阈值设置，以便传输数据包。中断限制率的设置也会被修改。此
外，e1000g数据链路使用由OS指定的缺省通用名称。因此，通过引用定制名称 net0

在数据链路上执行配置。

# dladm show-phys

LINK MEDIA STATE SPEED DUPLEX DEVICE

net0 ether up 100Mb full e1000g0

# dladm show-linkprop -p _tx_bcopy_threshold net0

LINK PROPERTY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0 _tx_bcopy_threshold 512 512 --

# dladm show-linkprop -p _intr-throttling_rate

LINK PROPERTY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0 _intr-throttling_rate 260 260 --

# ipadm delete-ip net0

# dladm set-linkprop -p _tx_bcopy_threshold=1024 net0

# dladm set-linkprop -p _intr_adaptive=0 net0

# dladm set-linkprop -p _intr-throttling_rate=1024 net0

# ipadm create-ip net0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0.10.1.2/24 net0/v4addr

# dladm show-linkprop -p _tx_bocopy_threshold=1024 net0

LINK PROPERTY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0 _tx_bcopy_threshold 1024 512 --

# dladm show-linkprop -p _intr_adaptive net0

LINK PROPERTY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0 _intr-adaptive 0 1 --

# dladm show-linkprop -p _intr-throttling_rate

LINK PROPERTY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0 _intr-throttling_rate 1024 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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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链路上的其他配置任务
本节介绍了使用 dladm命令简化的其他常见配置过程，如执动态重新配置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R)和使用 STREAMS模块。

▼ 如何使用动态重新配置更换网络接口卡
此过程仅适用于支持动态重新配置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R)的系统。它显示现在如
何通过将网络链路配置与网络硬件配置分离使DR更加方便。完成DR之后，您不再需
要重新配置网络链路。相反，您只需传输要由更换NIC继承的已移除NIC的链路配
置。

执行DR的过程因系统类型而异。确保您首先完成以下操作：

■ 确保您的系统支持DR。
■ 确保您的活动网络配置文件是 DefaultFixed。如果您系统的活动NCP不是

DefaultFixed，请参阅第 37页中的 “NWAM如何与其他Oracle Solaris网络技术配合
使用”中的动态重新配置和网络配置文件一节，以了解关于使用DR的信息。

■ 参考描述您系统上的DR的相应手册。
要查找有关Oracle提供的 Sun服务器上的DR的当前文档，请在 http://

www.oracle.com/technetwork/indexes/documentation/index.html上搜索动态重新
配置

注 –以下过程仅引用DR的与数据链路的灵活名称使用具体相关的方面。该过程不包
含执行DR的完整步骤。您必须参考针对您的系统的相应DR文档。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可选的）显示有关数据链路的物理属性及其在系统上的各自位置的信息。

# dladm show-phys -L

有关由 dladm show-phys -L显示的信息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dladm(1M)手册页。

执行DR过程（如您系统的文档中详述）以移除NIC，然后插入更换NIC。
请参见您系统的DR文档以执行此步骤。

安装更换NIC后，继续执行下一步骤。

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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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将更换NIC插入旧NIC原来所在的插槽，则跳到步骤 6。否则，请继续下一步
骤。

如果新NIC使用旧NIC先前占用的位置，则新NIC会继承旧NIC的链路名称和配置。

根据具体情况，执行以下步骤之一。

■ 如果要更换的旧NIC仍保留在其插槽中作为系统中未使用的NIC，请执行以下步
骤：

a. 为要被更换的NIC指定一个不同的名称。

# dladm rename-link oldNIC new-name

oldNIC 指已被取代但您仍保留在系统中的NIC。

new-name 指您指定给 removedNIC的新名称。该名称不能与系统中的任何其
他链路共享。

b. 将旧NIC的名称指定给更换NIC。

# dladm rename-link replacementNIC oldNIC

replacementNIC 指您刚安装的新NIC。此NIC根据它在系统中所占的插槽自
动接收缺省链路名称。

oldNIC 指已被取代但您仍保留在系统中的NIC。
■ 如果您移除了旧NIC并在另一个插槽中安装了更换NIC，但想要新NIC继承旧NIC
的配置，则将旧NIC的名称指定给新NIC。

# dladm rename-link replacementNIC oldNIC

通过使新NIC的资源变为可供Oracle Solaris使用，完成DR过程。
例如，您使用 cfgadm命令来配置NIC。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cfgadm(1M)手册页。

（可选的）显示链路信息。

例如，您可以使用 dladm show-phys或 dladm show-link显示有关数据链路的信息。

通过安装新的网卡执行动态重新配置

本示例显示如何使用 e1000g卡更换具有链路名称 net0的 bge卡。在 e1000g连接到系统
后，net0的链路配置从 bge传输到 e1000g。

# dladm show-phys -L

LINK DEVICE LOCATION

net0 bge0 MB

net1 ibp0 MB/RISER0/PCIE0/PORT1

net2 ibp1 MB/RISER0/PCIE0/PORT2

net3 eoib2 MB/RISER0/PCIE0/PORT1/cloud-nm2gw-2/1A-ET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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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执行DR特定步骤，如使用 cfgadm移除 bge并在其位置安装 e1000g。安装该卡
后，e1000g0的数据链路会自动采用名称 net0并继承链路配置。

# dladm show-phys -L

LINK DEVICE LOCATION

net0 e1000g0 MB

net1 ibp0 MB/RISER0/PCIE0/PORT1

net2 ibp1 MB/RISER0/PCIE0/PORT2

net3 eoib2 MB/RISER0/PCIE0/PORT1/cloud-nm2gw-2/1A-ETH-2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OVER

net0 phys 9600 up ---

net1 phys 1500 down ---

net2 phys 1500 down --

net3 phys 1500 down ---

配置数据链路上的 STREAMS模块
如有必要，您可以设置将最多 8个 STREAMS模块推到数据链路上。这些模块通常由第
三方网络软件（如虚拟专用网络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VPN)和防火墙）使用。软件
供应商会提供有关此类网络软件的文档。

要在特定数据链路上推送的 STREAMS模块的列表由 autopush链路属性控制，而
autopush链路属性的值通过使用 dladm set-linkprop子命令设置。

也可以使用单独的 autopush命令基于每个驱动程序设置 STREAMS autopush模块。然
而，驱动程序始终绑定到NIC。如果移除了数据链路的底层NIC，则链路的 autopush
属性信息也会丢失。

要将 STREAMS模块配置为被推送到数据链路上，请优先使用 dladm set-linkprop命令
而不是 autopush命令。如果特定数据链路的 autoputsh配置的每驱动程序类型和每链
路类型都存在，则使用通过 dladm set-linkprop设置的每链路信息，而忽略每驱动程
序信息。

▼ 如何在数据链路上设置 STREAMS模块
以下过程描述如何使用 dladm set-linkprop命令配置 STREAMS模块。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当链路打开时，将模块推送到流。

# dladm set-linkprop -p autopush=modulelist link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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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list 指定要自动推送到流的模块的列表。在一个链路上最多可推送八个模
块。这些模块按照它们在modulelist中列出的顺序推送。使用点作为分隔
列表中各模块的分隔符。

link 指定在其上推送模块的链路。

设置 autopush链路属性

在本示例中，您将在 net0链路上推送 vpnmod和 bufmod模块。该链路的底层设备是
bge0。

# dladm set-linkprop -p autopush=vpnmod.bufmod net0

如果您以后将 bge卡更换为 e1000g，您可以切换到新的数据链路而无需重新配置
autopush设置。e1000g卡将自动继承 bge的链路名称和配置。

▼ 如何获取 autopush链路属性设置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显示 autopush链路属性设置。

# dladm show-linkprop -p autopush [link]

如果您不指定 link，则显示所有已配置链路的信息。

▼ 如何删除 autopush链路属性设置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删除特定数据链路的 autopush链路属性设置。

# dladm reset-linkprop [-t] -p autopush link

使用 -t选项可临时删除属性设置。当您重新引导系统时会恢复设置。

示例8–11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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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P接口

本章提供了用于在数据链路上配置 IP接口的过程。

关于 IP接口配置
安装Oracle Solaris之后，您可能执行以下任务：

■ 在数据链路上为基本接口配置来配置一个 IP接口。本章介绍这些过程。
■ 配置无线接口。第 10章，在Oracle Solaris上配置无线接口通信中将介绍这些过程。
■ 将 IP接口配置为 IPMP组的成员。第 15章，管理 IPMP中将介绍这些过程。

ipadm命令
Oracle Solaris中的改进已超越了传统工具的功能，可以高效地管理网络配置的各个方
面。例如，ifconfig命令已成为用来配置网络接口的惯用工具。但是，此命令不能实
现持久性配置设置。随着时间的推移，ifconfig添加了网络管理方面了功能，从而得
到了增强。然而，该命令同时也变得复杂起来，不便于使用。

接口配置和管理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简单的工具来管理TCP/IP Internet协议属性或可
调参数。因此，ndd命令被指定为定制工具。然而，与 ifconfig命令一样，ndd也不能
实现持久性配置设置。以前，可以通过编辑引导脚本模拟网络方案的持久性设置。随
着Oracle Solaris引入 SMF功能，使用这种替代方法可能风险很高，因为管理 SMF相关
项相当复杂，尤其是在升级到Oracle Solaris安装时。

ipadm命令的引入最终会取代 ifconfig命令来进行接口配置。此命令还将取代 ndd命令
来配置协议属性。

作为一个接口配置工具，ipadm命令具有以下优点：

■ 它管理 IP接口和 IP地址更有效率，因为它是专用于 IP接口管理的工具，而
ifconfig命令除了用于接口配置外，还用于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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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提供了用于实现持久性接口和地址配置设置的选项。

有关 ifconfig选项和其等效 ipadm子命令的列表，请参见第 173页中的 “ifconfig命令
选项和 ipadm命令选项”。

作为一个协议属性设置工具，ipadm命令具有以下优点：

■ 它可以为以下各项设置临时或持久性协议属性：IP、地址解析协议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ARP)、流控制传输协议 (Stream Control Transmission Protocol,
SCTP)、Internet控制消息协议 (Internet Control Messaging Protocol, ICMP)以及上层
协议，如TCP和用户数据报协议 (User Datagram Protocol, UDP)。

■ 它提供了有关每个TCP/IP参数的信息，如属性的当前和缺省设置以及可能的设置
范围。因此，更容易获得调试信息。

■ ipadm命令还遵循一致的命令语法，因此更易于使用。

有关 ndd选项和其等效 ipadm子命令的列表，请参见第 175页中的 “ndd命令选项和
ipadm命令选项”。

有关 ipadm命令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ipadm(1M)手册页。

IP接口配置（任务）
本节介绍了 IP接口的基本配置过程。下表介绍了配置任务，并提供了与这些任务相对
应的过程的链接。

表 9–1 配置 IP接口（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将系统设置为支持唯一的MAC
地址。

将基于 SPARC的系统配置为允
许接口使用唯一MAC地址。

第 154页中的 “SPARC:如何确保
接口的MAC地址是唯一的”

通过使用 ipadm命令执行基本 IP
接口配置。

创建一个 IP接口并指定有效 IP
地址（静态或DHCP）。

第 156页中的 “如何配置 IP接口”

通过使用 ipadm命令定制 IP地
址。

设置给定 IP地址的网络 ID。 第 160页中的 “如何设置 IP地址
的属性”

通过使用 ipadm命令获取接口信
息。

列出接口的不同属性、地址和协
议及其对应的设置。

第 168页中的 “如何获取有关网
络接口的信息”

▼ SPARC:如何确保接口的MAC地址是唯一的
一些应用程序要求主机上的每个接口都具有唯一的MAC地址。但是，每个基于 SPARC
的系统都具有系统范围的MAC地址，缺省情况下所有接口都使用该地址。以下是在
SPARC系统上可能希望为接口配置出厂安装的MAC地址的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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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链路聚合，应该在聚合配置中使用接口的出厂设置MAC地址。
■ 对于 IPMP组，组中的每个接口都必须具有唯一的MAC地址。这些接口必须使用其
出厂安装的MAC地址。

EEPROM参数 local-mac-address?确定 SPARC系统上的所有接口使用系统范围的
MAC地址还是其唯一MAC地址。以下过程说明如何使用 eeprom命令检查
local-mac-address?的当前值以及更改它的值（如有必要）。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确定系统中的所有接口当前是否都使用系统范围的MAC地址。
# eeprom local-mac-address?

local-mac-address?=false

在此示例中，对 eeprom命令的响应 local-mac-address?=false表示所有接口确实使用
了系统范围的MAC地址。只有 local-mac-address?=false的值先更改为
local-mac-address?=true后，接口才能成为 IPMP组的成员。对于聚合，也应该将
local-mac-address?=false更改为 local-mac-address?=true。

如有必要，请按如下所示更改 local-mac-address?的值：

# eeprom local-mac-address?=true

重新引导系统时，具有出厂安装的MAC地址的接口现在使用这些出厂设置，而不是系
统范围的MAC地址。没有出厂设置的MAC地址的接口继续使用系统范围的MAC地
址。

检查系统中所有接口的MAC地址。

查找多个接口具有相同MAC地址的情况。在此示例中，所有接口都使用系统范围的
MAC地址 8:0:20:0:0:1。

# dladm show-linkprop -p mac-address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0 mac-address rw 8:0:20:0:0:1 8:0:20:0:0:1 --

net1 mac-address rw 8:0:20:0:0:1 8:0:20:0:0:1 --

net3 mac-address rw 0:14:4f:45:c:2d 0:14:4f:45:c:2d --

注 –仅当多个网络接口仍具有相同MAC地址时，才继续执行下一步。否则，转到最后
一步。

如有必要，请手动配置其余的接口，以便所有接口都具有唯一的MAC地址。
# dladm set-linkprop -p mac-address=mac-address interface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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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一步的示例，需要用本地管理的MAC地址配置 net0和 net1。例如，要用本地
管理的MAC地址 06:05:04:03:02重新配置 net0，您应输入以命令：

# dladm set-linkprop -p mac-address=06:05:04:03:02 net0

有关此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dladm(1M)手册页。

重新引导系统。

配置 IP接口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针对不同的 IP配置需要来使用 ipadm命令。虽然 ifconfig命令仍然
可用于配置接口，但 ipadm命令应该是首选工具。有关 ipadm命令及其优点的概述，请
参见第 153页中的 “ipadm命令”。

注 –通常情况下，IP接口配置和数据链路配置是一起进行的。因此，在适用的情况
下，下面的过程包括使用 dladm命令的数据链路配置步骤。有关使用 dladm命令配置和
管理数据链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8章，数据链路配置和管理。

▼ 如何配置 IP接口
以下过程提供了执行 IP接口的基本配置的示例。

确定您是否要重命名系统上的数据链路。通常，您使用缺省情况下指定给数据链路的
通用名称。要更改链路名称，请参见第 137页中的 “如何重命名数据链路”。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可选的）显示有关系统上当前数据链路的物理属性的信息。

# dladm show-phys

此命令显示安装在您的系统上的物理网卡及其部分属性。有关此命令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如何显示有关数据链路物理属性的信息。

显示有关系统上当前数据链路的信息。

# dladm show-link

此命令显示数据链路和已为其设置的某些属性，包括已在其上创建链路的物理卡。

创建 IP接口。
# ipadm create-interface-class interface

6

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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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class 指您可以创建的以下三类接口之一：

■ IP接口。此接口类是您执行网络配置时最常创建的接口类。要创
建此接口类，请使用 create-ip子命令。

■ STREAMS虚拟网络接口驱动程序（VNI接口）。要创建此接口
类，请使用 create-vni子命令。有关VNI设备或接口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 vni(7d)手册页。

■ IPMP接口。此接口用于配置 IPMP组。要创建此接口类，请使用
create-ipmp子命令。有关 IPMP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 14章，IPMP简介和第 15章，管理 IPMP。

interface 指接口的名称。该名称与正在其上创建接口的链路的名称相同。

注 –您必须创建 IP接口，才能为其指定 IP地址。

使用有效的 IP地址配置 IP接口。
以下语法将静态地址指定给接口。参阅 ipadm(1M)手册页，了解指定 IP地址的其他选
项。

# ipadm create-addr -T address-type -a address/prefixlen addrobj

-T address-type 指定分配给接口的 IP地址的类型，它是以下项之一：static、dhcp

或 addrconf。Addrconf指自动生成的 IPv6地址。

-a 指定要在接口上配置的 IP地址。您可以仅指定本地地址，也可以同
时指定本地地址和远程地址（在隧道配置的情况下）。通常情况
下，仅指定本地地址。在这种情况下，您使用 -a选项直接指定地
址，如 -a address。该地址自动被视为本地地址。

如果您正在配置隧道，您可能需要提供系统的本地地址和目标系统
的远程地址。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指定 local和 remote以区分两
个地址，如下所示：-a local=local-addr,remote= remote-addr。有关
配置隧道的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
第 6章 “配置 IP隧道”。

如果您使用数字 IP地址，请对采用CIDR表示法的地址使用 address/
prefixlen格式，例如 1.2.3.4/24。请参见 prefixlen选项的说明。

（可选的）您可以为 address指定主机名而不是数字 IP地址。如果在
/etc/hosts文件中为主机名定义了相应的数字 IP地址，则使用该主
机名是有效的。如果没有在该文件中定义数字 IP地址，则通过使用
在 name-service/switch服务中为 host指定的解析器顺序获得唯一数
值。如果一个给定主机名存在多个对应条目，则生成一个错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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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引导过程中，先创建 IP地址，再使命名服务联机。因此，您务
必确保在网络配置中使用的任何主机名必须在 /etc/hosts文件中已
定义。

/prefixlen 指定使用CIDR表示法时 IPv4地址中网络 ID的长度。在地址
12.34.56.78/24中，24是 prefixlen。如果不包括 prefixlen，则根据在
name-service/switch服务中为 netmask列出的顺序计算网络掩
码，或通过使用有类地址语义计算网络掩码。

addrobj 指定在系统中使用的唯一 IP地址或地址集的标识符。地址可以是
IPv4或 IPv6类型。标识符使用的格式为 interface/
user_specified_string。

interface指为其指定该地址的 IP接口。interface变量必须反映在其上
配置 IP接口的数据链路的名称。

user-specified-string指以字母开始且最大长度为 32个字符的字母数字
字符字符串。随后，您在使用任何 ipadm子命令管理系统中的地
址（如 ipadm show-addr或 ipadm delete-addr）时，可以引用
addrobj而不是数字 IP地址。

（可选的）显示有关新配置的 IP接口的信息。
您可以根据要检查的信息使用以下命令：

■ 显示接口的总体状态。

# ipadm show-if [interface]

如果您不指定接口，则显示系统中所有接口的信息。

■ 显示接口的地址信息。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如果您不指定 addrobj，则显示系统中所有地址对象的信息。

有关 ipadm show-*子命令的输出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68页中的 “监视 IP接口和地
址”。

（可选的）为 /etc/hosts文件中的 IP地址添加条目。
此文件中的条目包含 IP地址和相应的主机名。

注 –此步骤仅适用于配置使用主机名的静态 IP地址。如果您正在配置DHCP地址，不
需要更新 /etc/hosts文件。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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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静态地址配置网络接口

# dladm show-phys

LINK MEDIA STATE SPEED DUPLEX DEVICE

net3 Ethernet up 100Mb full bge3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net3 phys 1500 up -- --

# ipadm create-ip net3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84.3/24 net3/v4static

# ipadm show-if

IFNAME CLASS STATE ACTIVE OVER

lo0 loopback ok yes --

net3 ip ok yes --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 static ok 127.0.0.1/8

net3/v4 static ok 192.168.84.3/24

# vi /etc/hosts

# Internet host table

# 127.0.0.1 localhost

10.0.0.14 myhost

192.168.84.3 campus01

请注意，如果 campus01已在 /etc/hosts文件中定义，可以在指定以下地址时使用主机
名：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campus01 net3/v4static

自动使用 IP地址配置网络接口

本示例与前面的示例使用相同的网络设备，但本示例将 IP接口配置为从DHCP服务器
接收其地址。

# dladm show-phys

LINK MEDIA STATE SPEED DUPLEX DEVICE

net3 Ethernet up 100Mb full bge3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net3 phys 1500 up -- --

# ipadm create-ip net3

# ipadm create-addr -T dhcp net3/dhcp

# ipadm show-if

IFNAME CLASS STATE ACTIVE OVER

lo0 loopback ok yes --

示例9–1

示例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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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3 ip ok yes --

# ipadm show-addr net3/dhcp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net3/dhcp dhcp ok 10.8.48.242/24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 static ok 127.0.0.1/8

net3/dhcp dhcp ok 10.8.48.242/24

设置 IP地址属性
在将这些地址指定给接口后，您可以通过 ipadm命令设置特定于地址的属性。通过设置
这些属性，您可以确定以下内容：

■ 地址的 prefixlen。
■ IP地址是否可用作传出数据包的源地址。
■ 地址是属于全局区域还是非全局区域。
■ 地址是否为专用地址。

要列出 IP地址的属性，请使用以下语法：

# ipadm show-addrprop [-p property] [addrobj]

显示的信息取决于您使用的选项。

■ 如果您既不指定属性也不指定地址对象，则显示所有现有地址的所有属性。
■ 如果只指定某属性，则显示所有地址的该属性。
■ 如果您只指定某地址对象，则显示该地址对象的所有属性。

注 –一次只能设置一个地址属性。

▼ 如何设置 IP地址的属性
此过程显示配置 IP地址的属性的一般步骤。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列出当前在系统上使用的 IP地址。
# ipadm show-addr

（可选的）确定您要更改的 IP地址的特定属性的当前设置。
# ipadm show-addrprop -p property addro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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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知道该属性，可以发出常规的 ipadm show-addrprop命令。使用此命令显示 IP
地址时，会同时显示其所有属性的当前设置。

将所选属性设置为所需的值。

# ipadm set-addrprop -p property=value addrobj

查看属性的新设置。

# ipadm show-addrprop -p property addrobj

设置地址的 prefixlen属性

prefixlen属性指 IP地址的网络掩码。以下示例更改 net3的 IP地址的 prefixlen属性
的长度。在本示例中，-t选项用于在属性中只创建一个临时更改。如果重新引导系
统，该属性的值将恢复为缺省设置。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 static ok 127.0.0.1/8

net3/v4 static ok 192.168.84.3/24

# ipadm show-addrprop -p prefixlen net3/v4

ADDROBJ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net3/v4 prefixlen rw 24 24 24 1-30,32

# ipadm set-addrprop -t -p prefixlen=8 net3/v4

# ipadm show-addrprop -p prefixlen net3/v4

ADDROBJ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net3/v4 prefixlen rw 8 24 24 1-30,32

设置 IP接口属性
IP接口与数据链路一样，具有您可以为特定网络设置定制的属性。对于每个接口，存
在两组属性，分别适用于 IPv4和 IPv6协议。某些属性，如MTU，对数据链路和 IP接
口都适用。因此，您可以有一个针对数据链路的MTU设置和一个针对在该链路上配置
的接口的不同MTU设置。而且，在该 IP接口上，您可以有分别适用于 IPv4和 IPv6数
据包的不同MTU设置。

IP转发是通常在网络方案中配置的 IP接口属性。以下过程显示了步骤。

启用数据包转发
在网络中，一个主机可以接收发送到另一个主机系统的数据包。通过在作为接收方的
本地系统中启用数据包转发，该系统可以将数据包转发到目标主机。缺省情况下，IP
转发被禁用。以下两个过程描述如何启用此功能。在Oracle Solaris早期发行版
中，routeadm命令用于启用数据包转发。在此过程中，ipadm语法取代了 routeadm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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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是使用基于接口的过程还是基于协议的过程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 如果希望可以选择数据包转发方式，则启用接口上的数据包转发。例如，您的系统
可能有多个NIC。其中部分NIC连接到外部网络，其他NIC连接到专用网络。因
此，您只对部分接口（而不是所有接口）启用数据包转发。请参见第 162页中的 “如
何通过设置接口属性启用 IP数据包转发”。

■ 如果您要在系统内全局性地实现数据包转发，则启用协议的 forwarding属性。对于
第二种方法，请参见第 163页中的 “如何通过设置协议属性启用数据包转发”。

注 –这两种数据包转发方法不是互斥的。例如，可以全局性地启用数据包转发，然后定
制每个接口的 forwarding属性。因此，该特定系统仍可选择数据包转发。

▼ 如何通过设置接口属性启用 IP数据包转发
此过程说明如何通过在特定接口上配置 IP转发属性有选择性地启用数据包转发。

注 –数据包转发涉及 IP协议。因此，步骤中还包含区分 IP协议版本。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显示接口的 IP转发属性的当前设置。
# ipadm show-ifprop -p forwarding [-m protocol-version] interface

其中 protocol-version可以是 ipv4或 ipv6。如果您不指定版本，则同时显示 IPv4和 IPv6
协议的设置。

注 –要显示给定接口的所有有效的协议属性，请不要指定属性，如下所示：

# ipadm show-ifprop interface

此语法还显示在示例 9–4中。

对于要在其上启用数据包转发的每个接口，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set-ifprop forwarding=on -m protocol-version interface

（可选的）显示接口的 forwarding属性的设置。

# ipadm show-ifprop -p forwarding interface

要将接口的 forwarding属性恢复为其缺省设置，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reset-ifprop -p forwarding -m protocol-version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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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接口仅转发 IPv4数据包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实现选择性数据包转发，其中仅在 net0接口中启用 IPv4数据包转
发。在系统的其他剩余接口中，数据包转发处于禁用状态，这是缺省设置。

# ipadm show-ifprop -p forwarding net0

IFNAME PROPERTY PROTO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net0 forwarding ipv4 rw off off off on,off

net0 forwarding ipv6 rw off -- off on,off

使用- p property选项的 ipadm show-ifprop命令语法仅提供有关特定属性的信息。

# ipadm set-ifprop -p forwarding=on -m ipv4 net0

# ipadm show-ifprop net0

IFNAME PROPERTY PROTO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

net0 forwarding ipv4 rw on on off on,off

...

不使用- p property选项的 ipadm show-ifprop命令语法显示接口的所有属性及其相应
设置。

# ipadm reset-ifprop -p forwarding -m ipv4 net0

# ipadm show-ifprop -p forwarding -m ipv4 net0

IFNAME PROPERTY PROTO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net0 forwarding ipv4 rw off off off on,off

ipadm reset-ifprop命令语法将指定的属性重置为缺省设置。

▼ 如何通过设置协议属性启用数据包转发
此过程说明如何在系统中全局性地启用数据包转发。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显示 IP转发属性的当前设置。
# ipadm show-prop -p forwarding protocol-version

其中 protocol-version可以是 ipv4或 ipv6。

注 –要显示给定协议的所有有效的可调属性及其当前设置，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show-prop protocol

其中 protocol可以是 ip、ipv4、ipv6、udp、tcp、icmp和 sctp。

此语法显示在示例 9–5中。

示例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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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要启用转发的每个协议版本，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set-prop forwarding=on protocol-version

（可选的）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显示 IP转发属性的设置：

■ 要显示协议的所有属性和当前设置，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show-prop protocol
■ 要显示协议的特定属性，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show-prop -p property protocol
■ 要显示特定协议版本的特定属性，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show-prop -p property protocol-version

要将某协议版本的特定属性重置为其缺省设置，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reset-prop -p property protocol-version

启用 IPv4和 IPv6数据包的转发

以下示例与前面关于在接口上转发数据包的示例相似。两者都使用 ipadm

show-prop，显示协议的指定属性或所有属性的相应设置。

# ipadm show-prop -p forwarding ip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ipv4 forwarding rw off -- off on,off

ipv6 forwarding rw off -- off on,off

#

# ipadm set-prop -p forwarding=on ipv4

# ipadm set-prop -p forwarding=on ipv6

#

# ipadm show-prop ip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ipv4 forwarding rw on on off on,off

ipv4 ttl rw 255 -- 255 1-255

ipv6 forwarding rw on on off on,off

ipv6 hoplimit rw 255 -- 255 1-255#

管理协议属性
除了接口，ipadm命令还可用于配置协议属性，也称为可调参数。ipadm取代了早期发
行版中常用的 ndd命令来设置可调参数。本节提供了定制选定的TCP/IP协议属性的过
程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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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TCP/IP属性
TCP/IP属性可以基于接口，也可以是全局性的。属性可以应用于特定接口，也可全局
性地应用于区域中的所有接口。全局属性在不同的非全局区域中可以有不同的设
置。有关支持的协议属性的列表，请参阅 ipadm(1M)手册页。

通常情况下，TCP/IP Internet协议的缺省设置足以使网络正常工作。然而，如果缺省设
置对您的网络拓扑来说不够用，可以通过下表中介绍的过程定制这些TCP/IP属性。

下表描述了配置协议属性的任务并提供了各自过程的链接。

表 9–2 设置选定的TCP/IP属性

任务 说明 参考

将端口标记为特权端口。 保留某接口的端口以仅供 root

用户访问。
第 165页中的 “如何限制端口仅
供 root用户访问”

定制在多宿主主机上接收或传送
的 IP数据包的行为。

定制多宿主主机中的对称路由。 第 167页中的 “如何在多宿主主
机上实现对称路由”

显示有关协议属性的信息。 显示协议的属性及其当前设置。 第 168页中的 “监视 IP接口和地
址”

注 –有关使用 ipadm工具配置网络接口和 IP地址的过程，请参阅第 156页中的 “配置 IP
接口”。

▼ 如何限制端口仅供 root用户访问
在传输协议（如TCP、UDP和 SCTP）上，端口 1–1023是缺省的特权端口，只有使用
root用户权限运行的进程可以绑定到这些端口。通过使用 ipadm命令，您可以将超出此
给定缺省范围的一个端口保留为特权端口。因此，只有 root进程可以绑定到该端
口。对于此过程，使用以下传输协议属性：

■ smallest_nonpriv_port

■ extra_priv_ports

确定指定的端口是否在常规端口范围内，如果是则可以使用。

# ipadm show-prop -p smallest_nonpriv_port protocol

其中 protocol是要为其配置特权端口的协议类型，如 IP、UDP和 ICMP以及其他协议类
型。

在命令输出中，POSSIBLE字段显示普通用户可以绑定到的端口号范围。如果指定的端
口在此范围内，则可以将其设置为特权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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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要保留的端口可用并且未标记为特权端口。

# ipadm show-prop -p extra_priv_ports protocol

在命令输出中，CURRENT字段指示当前哪些端口被标记为特权端口。如果指定的端口不
包含在此字段中，则可以将其设置为特权端口。

将指定的端口添加为特权端口。

# ipadm set-prop -p extra_priv_ports=port-number protocol

对于要作为特权端口添加或删除的每个其他端口，重复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将端口添加为特权端口，请键入以下语法。

# ipadm set-prop -p extra_priv_ports+=portnumber protocol

注 –通过加号 (+)限定符，您可以将多个端口指定为特权端口。加号限定符使您能够
生成这些端口的列表。将此语法与限定符结合使用可将端口逐个添加到列表中。如
果您不使用此限定符，则您指定的端口将取代以前被列为特权端口的所有其他端
口。

■ 要删除作为特权端口的端口，请键入以下语法。

# ipadm set-prop -p extra_priv_ports-=portnumber protocol

注 –通过使用减号 (-)限定符，您可以从当前特权端口列表中删除该端口。使用相同
的语法可删除所有额外的特权端口，包括缺省端口。

验证指定端口的新状态。

# ipadm show-prop -p extra_priv_ports protocol

在命令输出中，确保 CURRENT字段中现在包含指定端口。

设置特权端口

在本示例中，您将端口 3001和 3050设置为特权端口。您还要删除端口 4045，它当前
列为特权端口。

在 smallest_nonpriv_port属性的输出中，POSSIBLE字段指示端口 1024是最低的非特权
端口，指定端口 3001和 3050在可使用的非特权端口范围内。在 extra_priv_ports属
性的输出中，CURRENT字段下的端口 2049和 4045被标记为特权端口。因此，您可以继
续将端口 3001设置为特权端口。

# ipadm show-prop -p smallest_nonpriv_port tcp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tcp smallest_nonpriv_port rw 1024 -- 1024 1024-3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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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m show-prop -p extra_priv_ports tcp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tcp extra_priv_ports rw 2049,4045 -- 2049,4045 1-65535

# ipadm set-prop -p extra_priv_ports+=3001 tcp

# ipadm set-prop -p extra_priv_ports+=3050 tcp

# ipadm show-prop -p extra_priv_ports tcp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tcp extra_priv_ports rw 2049,4045 3001,3050 2049,4045 1-65535

3001,3050

# ipadm set-prop -p extra_priv_ports-=4045 tcp

# ipadm show-prop -p extra_priv_ports tcp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tcp extra_priv_ports rw 2049,3001 3001,3050 2049,4045 1-65535

3050

▼ 如何在多宿主主机上实现对称路由
缺省情况下，具有多个接口的系统（也称为多宿主主机）基于路由表中到通信流的目
标的最长匹配路由来路由其网络通信流。如果存在多个长度相等的到目标的路由路
径，Oracle Solaris将应用等成本多路径 (ECMP)算法将通信流量分配到这些路由。

在某些情况下，以这种方式分配通信流量并不合适。可能通过多宿主主机上的一个接
口发送了 IP数据包，但是该主机与该数据包中的 IP源地址不位于同一子网上。此
外，如果传出数据包是对某传入请求（例如 ICMP回显请求）的响应，则请求和响应
可能不经过相同的接口。这种通信流路由配置称为非对称路由。如果您的 Internet服务
提供商按照RFC 3704 (http://rfc-editor.org/rfc/bcp/bcp84.txt)中所述实现准入过
滤，则非对称路由配置可能导致提供商丢弃传出数据包。

RFC 3704旨在限制拒绝服务攻击在 Internet上扩散。为了与它保持一致，必须将您的网
络配置为对称路由。在Oracle Solaris中，可以通过使用 IP hostmodel属性满足这一要
求。此属性控制通过多宿主主机接收或传送 IP数据包的行为。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使用 ipadm命令为特定路由配置设置 hostmodel属性：

在多宿主主机上成为管理员。

配置系统中网络数据包的路由。

# ipadm set-prop -p hostmodel=value protocol

可将该属性配置为以下三个设置之一：

strong 对应于RFC 1122中定义的强端系统 (end system, ES)模型。此设置实现
对称路由。

weak 对应于RFC 1122中定义的弱 ES模型。在采用此设置的情况下，多宿
主主机使用非对称路由。

src-priority 通过使用首选路由配置数据包路由。如果路由表中存在多个目标路
由，则使用在其上配置传出数据包的 IP源地址的接口的路由，就是
首选路由。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路由，则传出数据包将使用到数据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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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目标的最长匹配路由。

（可选的）检查 hostmodel属性的设置。

# ipadm show-prop protocol

在多宿主主机上设置对称路由

在本示例中，您要在多宿主主机中强制实施所有 IP通信的对称路由。

# ipadm set-prop -p hostmodel=strong ip

# ipadm show-prop -p hostmodel ip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ipv6 hostmodel rw strong -- weak strong,

src-priority,

weak

ipv4 hostmodel rw strong -- weak strong,

src-priority,

weak

监视 IP接口和地址
ipadm命令还是监视和获取有关 IP接口及其属性或参数的信息的首选工具。用于获取
接口信息的 ipadm子命令使用的基本语法如下：

ipadm show-* [other-arguments] [interface]
■ 要获取接口信息，请使用 ipadm show-if。
■ 要获取地址信息，请使用 ipadm show-addr。
■ 要获取有关特定接口属性的信息，请使用 ipadm show-ifprop。
■ 要获取有关特定地址属性的信息，请使用 ipadm show-addrprop

本节提供了使用 ipadm命令获取有关网络接口的信息的几个示例。有关在网络上执行的
监视任务的其他类型，请参阅《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第 5章 “管理TCP/IP
网络”。

注 –有关 ipadm show-*命令中的所有字段的说明，请参阅ipadm(1M)手册页。

▼ 如何获取有关网络接口的信息
此过程介绍如何显示有关接口的一般状态、地址信息和 IP属性的信息。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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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取有关接口的状态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show-if [interface]

如果您不指定接口，则会获得系统上所有接口的信息。

命令输出中各字段的含义如下：

IFNAME 指显示其信息的接口。

CLASS 指接口的类，可以是四项之一：

■ ip指 IP接口
■ ipmp指 IPMP接口
■ vni指虚拟接口

■ loopback指回送接口，它是自动创建的。除了回送接口，您可以手动创
建其余 3个接口类。

STATE 指接口的状态，可以是 ok（正常）、offline（脱机）、failed（故
障）、down（关闭）或 disabled（已禁用）。

状态 failed（故障）适用于 IPMP组，可以指出现故障而无法承载通信流量
的数据链路或 IP接口。如果 IP接口属于 IPMP组，则 IPMP接口可以继续使
用组中其他活动 IP接口接收和发送通信流量。

状态 down（关闭）指由管理员切换为脱机模式的 IP接口。

状态 disable（已禁用）指通过使用 ipadm disable-if命令取消激活的 IP接
口。

ACTIVE 指示接口是否用于承载通信流量，并且设置为 yes（是）或 no（否）。

OVER 仅适用于 IPMP接口类，指构成 IPMP接口或组的底层接口。

要获取接口的地址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如果您不指定地址标识符，则提供系统上所有地址标识符的地址信息。

命令输出中各字段的含义如下：

ADDROBJ 指定列出其地址的地址对象。

TYPE 指示 IP地址为 static、dhcp或 addrconf。addrconf设置指示地址是使用无
状态或有状态地址配置获得的。

STATE 描述在其实际活动配置中的地址对象。有关这些值的完整列表，请参见
ipadm(1M)手册页。

ADDR 指定在接口上配置的 IP地址。地址可以是 IPv4或 IPv6地址。隧道接口同
时显示本地和远程地址。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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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隧道的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第 6
章 “配置 IP隧道”。

要获取有关接口属性的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show-ifprop [-p property] interface

如果您不指定属性，则显示所有属性及其设置。

命令输出中各字段的含义如下：

IFNAME 指显示其信息的接口。

PROPERTY 指接口的属性。一个接口可以有几个属性。

PROTO 指属性所适用的协议，可以是 IPv4或 IPv6。

PERM 指给定属性的允许的权限，可以是只读、只写或读写。

CURRENT 指活动配置中属性的当前设置。

PERSISTENT 指系统重新引导时重新应用的属性的设置。

DEFAULT 指指定属性的缺省设置。

POSSIBLE 指可以分配给指定属性的值的列表。对于数字设置，显示一个可接受值
的范围。

注 –如果任何字段值是未知的，例如，一个接口不支持正在请求其信息的属性，则设置
显示为问号 (?)。

要获取有关地址属性的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show-addrprop [-p property,...] [addrobj]

显示的信息取决于您使用的选项。

■ 如果您不指定属性，则列出所有属性。
■ 如果只指定某属性，则显示所有地址的该属性。
■ 如果您只指定地址对象，则显示系统上所有现有地址的属性。

命令输出中各字段的含义如下：

ADDROBJ 指列出其属性的地址对象。

PROPERTY 指地址对象的属性。一个地址对象可以有几个属性。

PERM 指给定属性的允许的权限，可以是只读、只写或读写。

CURRENT 指当前配置中属性的实际设置。

PERSISTENT 指系统重新引导时重新应用的属性的设置。

DEFAULT 指指定属性的缺省设置。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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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指可以分配给指定属性的设置的列表。对于数字设置，显示一个可接受
值的范围。

使用 ipadm命令监视接口

这一组示例显示可以通过使用 ipadm show-*子命令获得的信息类型。首先，显示常规
接口信息。然后，提供地址信息。最后，提供特定属性（接口 net1的MTU）的信息。示
例包括隧道接口以及使用定制名称的接口。

# ipadm show-if

IFNAME CLASS STATE ACTIVE OVER

lo0 loopback ok yes --

net0 ip ok yes --

net1 ip ok yes --

tun0 ip ok yes --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 static ok 127.0.0.1/8

net0/v4 static ok 192.168.84.3/24

tun0/v4tunaddr static ok 173.129.134.1-->173.129.134.2

请注意，列为 interface/?的地址对象指示该地址是由不使用 libipadm API的应用程序在
接口上配置的。此类应用程序不受 ipadm命令控制，该命令要求地址对象名称使用的格
式为 interface/ user-defined-string。有关指定 IP地址的示例，请参见第 156页中的 “如何
配置 IP接口”。

# ipadm show-ifprop -p mtu net1

IFNAME PROPERTY PROTO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net1 mtu ipv4 rw 1500 -- 1500 68-1500

net1 mtu ipv6 rw 1500 -- 1500 1280-1500

# ipadm show-addrprop net1/v4

ADDROBJ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net1/v4 broadcast r- 192.168.84.255 -- 192.168.84.255 --

net1/v4 deprecated rw off -- off on,off

net1/v4 prefixlen rw 24 24 24 1-30,32

net1/v4 private rw off -- off on,off

net1/v4 transmit rw on -- on on,off

net1/v4 zone rw global -- global --

接口配置故障排除
本节讨论在使用 ipadm命令配置 IP接口时可能会遇到的常见问题。

示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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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m命令不起作用。
使用 dladm和 ipadm命令进行手动 IP接口配置仅适用于固定类型的网络配置文件
(network configuration profiles, NCP)，如 DefaultFixed。如果系统中的活动NCP是自动
类型的配置文件，请在使用 dladm和 ipadm命令之前切换到一个固定类型的配置文件。

# netadm list

TYPE PROFILE STATE

ncp DefaultFixed disabled

ncp Automatic online

loc Automatic offline

loc NoNet offline

...

# netadm enable -p ncp defaultfixed

无法使用 ipadm create-addr命令指定 IP地址。
使用传统的 ifconfig命令，可以通过单个命令语法激活并指定一个 IP地址。使用
ipadm create-addr命令配置 IP地址时，您必须首先使用单独的命令创建 IP接口。

# ipadm create-ip interface
# ipadm create-addr -T addr-type -a address addrobj

在 IP地址配置过程中，显示消息 cannot create
address object: Invalid argument provided（无法创
建地址对象：提供了无效的参数）。
地址对象标识绑定到一个 IP接口的特定 IP地址。地址对象是 IP接口上每个 IP地址的
唯一标识符。您必须指定一个不同的地址对象，才能标识要指定给同一 IP接口的另一
个 IP地址。如果您要使用相同的地址对象名称，则必须删除该地址对象的第一个实
例，然后指定它以标识不同的 IP地址。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R

lo0 static ok 127.0.0.1/10

net0/v4 static ok 192.168.10.1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10.5 net0/v4b

或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R

lo0 static ok 127.0.0.1/10

接口配置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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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v4 static ok 192.168.10.1

# ipadm delete-addr net0/v4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10.5 net0/v4

在 IP接口配置过程中显示消息 cannot create
address: Persistent operation on temporary
object（无法创建地址：对临时对象进行持久性操
作）
ipadm命令创建持久性配置。如果您正在配置的 IP接口是作为临时接口创建的，则您
无法使用 ipadm命令在该接口上配置持久性设置。在确认要配置的接口是临时接口
后，请删除该接口，将其重新创建为一个持久对象，然后继续配置。

# ipadm show-if -o all

IFNAME CLASS STATE ACTIVE CURRENT PERSISTENT OVER

lo0 loopback ok yes -m46-v------ 46-- --

net0 ip ok yes bm4--------- ---- --

如果 PERSISTENT字段中缺少表示 IPv4配置的 4标志或者表示 IPv6配置的 6标志，则说
明 net0是作为一个临时接口创建的。

# ipadm delete-ip net0

# ipadm create-ip net0

#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1.10 net0/v4

比较表：ipadm命令和其他网络命令
ipadm命令是用于 IP接口上所有配置任务的首选工具。此命令取代了早期发行版中用
于网络配置的命令，如 ifconfig和 ndd命令。以下各表列出了这些以前的工具的选定
命令选项及其在 ipadm命令中的等效项。

注 –这些表不提供 ipadm选项的完整列表。如需完整列表，请参见ipadm(1M)手册页。

ifconfig命令选项和 ipadm命令选项
下表显示了 ifconfig命令选项和近似对应的 ipadm子命令。

比较表：ipadm命令和其他网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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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ifconfig和 ipadm命令之间的语法映射

ifconfig命令 ipadm命令

plumb/unplumb ipadm create-ip

ipadm create-vni

ipadm create-ipmp

ipadm enable-addr

ipadm delete-ip

ipadm delete-vni

ipadm delete-ipmp

ipadm disable-addr

[address[/prefix-length] [dest-address]] [addif

address[ prefix-length]] [removeif address[
prefix-length]][netmask mask][destination
dest-address]{auto-dhcp|dhcp}[primary][wait
seconds]extend | release | start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ipadm create-addr -T dhcp

ipadm create-addr -T addrconf

ipadm show-addr

ipadm delete-addr

ipadm refresh-addr

[deprecated | -deprecated] [preferred |

-preferred] [private | -private] [zone

zonename | -zones | -all-zones][xmit | -xmit]

ipadm set-addprop

ipadm reset-addprop

ipadm show-addprop

up ipadm up-addr

down ipadm down-addr

[metric n] [mtu n] [nud | -nud] [arp | -arp]

[usesrc [name | none] [router | -router]

ipadm set-ifprop

ipadm show-ifprop

ipadm reset-ifprop

[ipmp] [group [name | ""]] standby |

-standby] [failover | -failover]

ipadm create-ipmp

ipadm delete-ipmp

ipadm add-ipmp

ipadm remove-ipmp

ipadm set-ifprop -p [standby] [group]

比较表：ipadm命令和其他网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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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ifconfig和 ipadm命令之间的语法映射 （续）

ifconfig命令 ipadm命令

[tdst tunnel-dest-addr] [tsrc tunnel-srcs-addr]
[encaplimit n| -encaplimit] [thoplimit n]

dladm *-iptun命令集。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见dladm(1M)手册页和《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
务》中的“使用 dladm命令进行隧道配置和管
理”。

[auth_algs authentication algorithm] [encr_algs

encryption algorithm] [encr_auth_algs encryption
authentication algorithm]

ipsecconf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ipsecconf(1M)和《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第 15章 “配置
IPsec（任务）”。

[auth_revarp] [ether [address]] [index

if-index] [subnet subnet-address] [broadcast

broadcast-address] [token address /prefix-length]

dhcp选项
—inform、ping、release、status、drop

等效子命令当前不可用。

modlist] [modinsert mod_name@ pos]
[modremove mod_name@pos ]

等效子命令当前不可用。

ndd命令选项和 ipadm命令选项
下表显示了 ndd命令选项和近似对应的 ipadm子命令。

表 9–4 ndd和 ipadm命令之间的语法映射

ndd命令 ipadm命令

检索属性

比较表：ipadm命令和其他网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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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ndd和 ipadm命令之间的语法映射 （续）

ndd命令 ipadm命令

bash-3.2# ndd -get /dev/ip ?

ip_def_ttl (read and write)

ip6_def_hops (read and write)

ip_forward_directed_broadcasts

(read and write)

ip_forwarding (read and write)

...

...

bash-3.2# ndd -get /dev/ip \

ip_def_ttl

100

bash-3.2# ndd -get /dev/ip \

ip6_def_hops

255

bash-3.2# ndd -get /dev/tcp ?

tcp_cwnd_max (read and write)

tcp_strong_iss (read and write)

tcp_time_wait_interval

(read and write)

tcp_tstamp_always (read and write)

tcp_tstamp_if_wscale

(read and write)

...

...

bash-3.2# ndd -get /dev/tcp ecn

1

bash-3.2# ndd -get /dev/tcp sack

2

bash-3.2# ipadm show-prop ip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ipv4 forwarding rw off -- off on,off

ipv4 ttl rw 255 -- 255 1-255

ipv6 forwarding rw off -- off on,off

ipv6 hoplimit rw 255 -- 255 1-255

...

bash-3.2# ipadm show-prop -p ttl,hoplimit ip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ipv4 ttl rw 255 -- 255 1-255

ipv6 hoplimit rw 255 -- 255 1-255

bash-3.2# ipadm show-prop tcp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tcp ecn rw passive -- passive never,passive,

active

tcp extra_ rw 2049 2049,4045 2049,4045 1-65535

priv_ports

tcp largest_ rw 65535 -- 65535 1024-65535

anon_port

tcp recv_ rw 128000 -- 128000 2048-1073741824

maxbuf

tcp sack rw active -- active never,passive,

active

tcp send_ rw 49152 -- 49152 4096-1073741824

maxbuf

tcp smallest_ rw 32768 -- 32768 1024-65535

anon_port

tcp smallest_ rw 1024 -- 1024 1024-32768

nonpriv_port

...

...

...

bash-3.2# ipadm show-prop -p ecn,sack tcp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tcp ecn rw passive -- passive never,passive,active

tcp sack rw active -- active never,passive,active

设置属性

比较表：ipadm命令和其他网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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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ndd和 ipadm命令之间的语法映射 （续）

ndd命令 ipadm命令

bash-3.2# ndd -set /dev/ip \

ip_def_ttl

64

bash-3.2# ndd -get /dev/ip \

ip_def_ttl

64

bash-3.2# ipadm set-prop -p ttl=64 ipv4

bash-3.2# ipadm show-prop -p ttl ip

PROTO PROPERTY FAMIL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ip ttl inet rw 64 255 1-255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ipv4 ttl rw 64 64 255 1-255

bash-3.2# ipadm reset-prop -p ttl ip

bash-3.2# ipadm show-prop -p ttl ip

PROTO PROPERTY PERM CURRENT PERSISTENT DEFAULT POSSIBLE

ipv4 ttl rw 255 255 255 1-255

比较表：ipadm命令和其他网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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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racle Solaris上配置无线接口通信

本章介绍如何在运行Oracle Solaris的手提电脑上配置和使用无线接口通信。包含以下
主题：

■ 通过WiFi接口进行通信
■ 查找WiFi网络
■ 在Oracle Solaris系统上连接和使用WiFi
■ 安全WiFi通信

WiFi通信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规划系统上的WiFi通信。 在支持WiFi的位置设置您的手
提电脑或无线网络配置，还可以
包括路由器

第 181页中的 “如何为WiFi通信
准备系统”

连接到WiFi网络 设置和建立与本地WiFi网络的
通信

第 182页中的 “如何连接到WiFi
网络”

监视WiFi链路上的通信 使用标准Oracle Solaris网络工具
检查WiFi链路的状态

第 185页中的 “如何监视WiFi链
路”

建立安全的WiFi通信 创建WEP密钥并使用它与安全
WiFi网络建立连接

第 187页中的 “如何设置加密的
WiFi网络连接”

10第 1 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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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WiFi接口进行通信
IEEE 802.11规范定义局域网的无线通信。这些规范及其描述的网络统称为WiFi，该术
语是Wi-Fi联盟贸易组注册的商标。提供商和潜在客户都可以轻松配置WiFi网络。因
此，WiFi网络日益普及，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WiFi网络与手提电话、电视和收音机
使用相同的无线电波技术。

Oracle Solaris提供将系统配置为WiFi客户端的功能。本节说明如何使用 dladm命令的
WiFi连接选项将手提电脑或家用计算机连接到本地WiFi网络。

注 – Oracle Solaris不提供配置WiFi服务器或访问点的功能。

查找WiFi网络
WiFi网络通常有三种类型：

■ 商用WiFi网络
■ 市政WiFi网络
■ 专用WiFi网络

提供WiFi服务的位置称为热点。每个热点包括一个访问点。访问点是具有与 Internet
的“有线”连接（例如，以太网或DSL）的路由器。Internet连接通常是通过无线 Internet
服务提供商 (wireles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WISP)或传统 ISP进行的。

商用WiFi网络
很多酒店、咖啡馆将无线 Internet连接作为一项服务提供，供有手提电脑的客户使
用。这些商用热点在其设施中提供访问点。访问点是以有线方式连接到WISP并作为商
用位置的路由器。典型的WISP包括独立提供商和移动电话公司。

您可以使用运行Oracle Solaris的手提电脑连接到由酒店或其他商用热点提供的WiFi网
络。要求热点提供连接WiFi网络的说明。通常，连接过程需要您在登录时启动浏览器
并提供密钥。您可能要向酒店或WISP付费才能使用网络。

作为 Internet热点的商用位置通常会向客户通告这种功能。您还可以从各种Web站点
找到无线热点的列表，例如Wi-FiHotSpotList.com (http://
www.wi-fihotspotlist.com)。

市政WiFi网络
世界各地很多城市提供了免费的市政WiFi网络，居民可以从家中的系统访问它们。市
政WiFi使用电话线杆或其他户外位置上的无线电发送器在提供网络服务的区域形成一
个“网”。这些发送器是市政WiFi网络的访问点。如果您所在的区域提供市政WiFi网络
服务，您的家可能在该“网”覆盖范围内。

通过WiFi接口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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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市政WiFi通常是免费的。您可以从运行Oracle Solaris并具有适当配备的手提电脑
或个人计算机访问市政网络。从您的系统访问市政网络不需要家用路由器。但是，对
于市政网络信号弱的区域，建议配置家用路由器。如果您需要通过WiFi网络的安全连
接，也建议使用家用路由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87页中的 “安全WiFi通信”。

专用WiFi网络
由于配置WiFi网络相对容易，公司和大学使用仅限雇员或学生访问的专用WiFi网
络。专用WiFi网络通常要求您在连接时或在连接后运行安全VPN时提供一个密钥。您
需要具有适当配备并运行Oracle Solaris的手提电脑或 PC以及使用安全功能的权限，才
能连接到专用网络。

规划WiFi通信
在将系统连接到WiFi网络之前，请通读以下说明。

▼ 如何为WiFi通信准备系统

为您的系统配备支持的WiFi接口。
您的系统必须有Oracle Solaris支持的WiFi卡，如支持Atheros芯片集的卡。有关当前支
持的驱动程序和芯片集的列表，请参阅Wireless Networking for OpenSolaris (http://
hub.opensolaris.org/bin/view/Community+Group+laptop/wireless)（OpenSolaris的无
线网络）。

如果系统上尚不存在此类接口，请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安装接口卡。按照第 182页中的
“如何连接到WiFi网络”所述的过程配置接口软件。

将您的系统放在提供WiFi网络（商用、市政或专用）的区域内。
您的系统必须位于网络访问点附近，不过商用或专用网络热点通常不必考虑此问
题。但是，如果您计划使用免费的市政网络，您所在的位置必须在发送器访问点附
近。

（可选的）设置一个无线路由器作为附加的访问点。

如果您所在的位置没有可用的WiFi网络，请设置您自己的路由器。例如，如果您有
DSL线路，则将无线路由器连接到DSL路由器。然后，无线路由器将成为您的无线设
备的访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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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racle Solaris系统上连接和使用WiFi
本节包含为运行Oracle Solaris的手提电脑或台式计算机建立和监视WiFi连接的任务。

▼ 如何连接到WiFi网络
以下过程假定您按照第 181页中的 “如何为WiFi通信准备系统”中的说明进行了相关操
作。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链路。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ath0 phys 1500 up -- --

e1000g0 phys 1500 up -- --

在本示例中，输出指示两个链路可用。ath0链路支持WiFi通信。e1000g链路用于将系
统连接到有线网络。

配置WiFi接口。
使用以下步骤来配置接口：

■ 创建支持WiFi的接口：

# ipadm create-ip ath0

■ 验证链路已激活：

# ipadm show-if

IFNAME CLASS STATE ACTIVE OVER

lo0 loopback ok yes --

e1000g0 ip ok yes --

ath0 ip ok yes --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网络。

# dladm scan-wifi

LINK ESSID BSSID/IBSSID SEC STRENGTH MODE SPEED

ath0 net1 00:0e:38:49:01:d0 none good g 54Mb

ath0 net2 00:0e:38:49:02:f0 none very weak g 54Mb

ath0 net3 00:0d:ed:a5:47:e0 none very good g 54Mb

scan-wifi命令的示例输出显示有关在当前位置可用的WiFi网络的信息。输出中的信
息包括：

LINK 在WiFi连接中使用的链路名称。

ESSID 扩展的服务集 ID。ESSID是WiFi网络的名称，例如示例输出中的
net1、net2和 net3。

开始之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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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SID/IBSSID 基本服务集 ID，特定 ESSID的唯一标识符。BSSID是服务于具有特定
ESSID的网络的附近访问点的 48位MAC地址。

SEC 访问网络所需的安全类型。值是 none（无）或 WEP。有关WEP的信
息，请参阅第 187页中的 “安全WiFi通信”。

STRENGTH 在您所在位置可用的WiFi网络的无线电信号强度。

MODE 网络运行的 802.11协议的版本。模式有 a、b、g或这些模式的组合。

SPEED 特定网络的速度（MB/秒）。

连接到WiFi网络。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连接到信号最强的不安全的WiFi网络。

# dladm connect-wifi

■ 通过指定其 ESSID连接到不安全的网络。

# dladm connect-wifi -e ESSID

dladm的 connect-wifi子命令有几个用于连接到WiFi网络的更多选项。有关完整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dladm(1M)手册页。

配置接口的 IP地址。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从DHCP服务器获取 IP地址。

# ipadm create-addr -T dhcp addrobj

其中 addrobj使用命名约定 interface/user–defined–string。

如果WiFi网络不支持DHCP，您将收到以下消息：

ipadm: interface: interface does not exist or cannot be managed using DHCP

■ 配置静态 IP地址：
如果您的系统有专用的 IP地址，请使用此选项。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address addrobj

检查系统所连接到的WiFi网络的状态。
# dladm show-wifi

LINK STATUS ESSID SEC STRENGTH MODE SPEED

ath0 connected net3 none very good g 36Mb

在本示例中，输出指示系统现在已连接到 net3网络。前面的 scan-wifi输出显示 net3

提供的信号是可用网络中最强的。dladm show-wifi命令自动选择信号最强的WiFi网
络，除非您直接指定不同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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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WiFi网络访问 Internet。
根据系统所连接到的网络，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如果访问点提供免费服务，您现在可以运行浏览器或您选择的应用程序。

■ 如果访问点是需要收费的商用热点，请按照当前位置提供的说明进行操作。通常情
况下，您需要运行浏览器、提供密钥和向网络提供商提供信用卡信息。

结束会话。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终止WiFi会话，但保持系统运行。

# dladm disconnect-wifi

■ 当前正在运行多个会话时，终止特定的WiFi会话。

# dladm disconnect-wifi link

其中 link代表会话使用的接口。
■ 在WiFi会话正在运行时，正常关闭系统。

# shutdown -g0 -i5

在通过 shutdown命令关闭系统之前，您不需要显式断开WiFi会话连接。

连接到特定WiFi网络

以下示例显示了当您在 Internet咖啡屋附近使用运行Oracle Solaris的手提电脑时可能遇
到的一种典型情况。

了解是否有可用的WiFi链路。

# dladm show-wifi

ath0 type: non-vlan mtu: 1500 device: ath0

ath0链路安装在手提电脑上。配置 ath0接口，并验证它处于工作状态。

# ipadm create-ip ath0

IFNAME STATE CURRENT PERSISTENT

lo0 ok -m-v-----46 ---

ath0 ok bm-------46 -46

显示在您所在位置可用的WiFi链路。

# dladm scan-wifi

LINK ESSID BSSID/IBSSID SEC STRENGTH MODE SPEED

ath0 net1 00:0e:38:49:01:d0 none weak g 54Mb

ath0 net2 00:0e:38:49:02:f0 none very weak g 54Mb

ath0 net3 00:0d:ed:a5:47:e0 wep very good g 54Mb

ath0 citinet 00:40:96:2a:56:b5 none good b 11Mb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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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指示 net3有最佳信号。net3需要密钥，咖啡屋可以提供密钥但要收取费
用。citinet是由当地市镇提供的免费网络。

连接到 citinet网络。

# dladm connect-wifi -e citinet

connect-wifi的 -e选项将首选WiFi网络的 ESSID作为其参数。此命令中的参数是
citinet，即免费本地网络的 ESSID。dladm connect-wifi命令提供了几个用于连接到
WiFi网络的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dladm(1M)手册页。

配置WiFi接口的 IP地址。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0.192.16.3/8 ath0/v4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v4 static ok 127.0.0.1/8

e1000g0/v4 static ok 129.146.69.34/24

ath0/v4static static ok 10.192.16.3/8

lo0/v6 static ok ::1/128

本示例假定您在手提电脑上配置了静态 IP地址 10.192.16.3/24。

# dladm show-wifi

LINK STATUS ESSID SEC STRENGTH MODE SPEED

ath0 connected citinet none good g 11Mb

输出指示手提电脑现在已连接到网络 citinet。

# firefox

显示 Firefox浏览器的主页。

运行浏览器或其他应用程序，开始通过WiFi网络进行工作。

# dladm disconnect-wifi

# dladm show-wifi

LINK STATUS ESSID SEC STRENGTH MODE SPEED

ath0 disconnected -- -- -- -- --

show-wifi的输出验证了您已将 ath0链路从WiFi网络断开。

▼ 如何监视WiFi链路
此过程说明如何通过标准网络工具监视WiFi链路的状态，以及如何通过 linkprop子命
令更改链路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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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连接到WiFi网络，如第 182页中的“如何连接到WiFi网络”中所述。

查看链路的属性。

使用以下语法：

# dladm show-linkprop interface

例如，您将使用以下语法来显示在 ath0链路上建立的连接的状态：

# dladm show-linkprop ath0

PROPERTY VALUE DEFAULT POSSIBLE

channel 5 -- --

powermode off off off,fast,max

radio ? on on,off

speed 36 -- 1,2,5.5,6,9,11,12,18,24,36,48,54

为链路设置固定的速度。

注意 – Oracle Solaris自动为WiFi连接选择最佳速度。修改链路的初始速度可能导致性能
降低，或导致无法建立特定WiFi连接。

您可以将链路速度修改为 show-linkprop输出中列出的速度值之一。

# dladm set-linkprop -p speed=value link

检查链路上的数据包流。

# netstat -I ath0 -i 5

input ath0 output input (Total) output

packets errs packets errs colls packets errs packets errs colls

317 0 106 0 0 2905 0 571 0 0

14 0 0 0 0 20 0 0 0 0

7 0 0 0 0 16 0 1 0 0

5 0 0 0 0 9 0 0 0 0

304 0 10 0 0 631 0 316 0 0

338 0 9 0 0 722 0 381 0 0

294 0 7 0 0 670 0 371 0 0

306 0 5 0 0 649 0 338 0 0

289 0 5 0 0 597 0 301 0 0

设置链路的速度

本示例说明在连接到WiFi网络之后如何设置链路的速度。

# dladm show-linkprop -p speed ath0

PROPERTY VALUE DEFAULT POSSIBLE

speed 24 -- 1,2,5,6,9,11,12,18,24,36,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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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adm set-linkprop -p speed=36 ath0

# dladm show-linkprop -p speed ath0

PROPERTY VALUE DEFAULT POSSIBLE

speed 36 -- 1,2,5,6,9,11,12,18,24,36,48,54

安全WiFi通信
无线电波技术使WiFi网络随时可用，而且经常供许多位置的用户免费访问。因此，连
接到WiFi网络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但是，某些类型的WiFi连接比较安全：

■ 连接到专用的、限制访问的WiFi网络
专用网络（如公司或大学建立的内联网）要求只有提供正确的安全质询的用户才能
访问网络。潜在用户在连接序列或通过安全VPN登录到网络的过程中必须提供密
钥。

■ 加密与WiFi网络的连接
可以使用安全密钥对您的系统与WiFi网络之间的通信加密。您的WiFi网络访问点
必须是您的家庭或办公室中具有安全密钥生成功能的路由器。在创建安全连接之
前，您的系统和路由器首先建立密钥，然后共享密钥。

dladm命令可以使用有线对等保密 (Wired Equivalent Privacy, WEP)密钥对通过访问点的
连接加密。WEP协议在针对无线连接的 IEEE 802.11规范中定义。有关 dladm命令的与
WEP相关的选项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dladm(1M)手册页。

▼ 如何设置加密的WiFi网络连接
下一过程说明如何设置系统与家用路由器之间的安全通信。许多家用无线和有线路由
器具有加密功能，可以生成安全密钥。此过程假定您使用这样的路由器，并可参考其
文档。此过程还假定您的系统已插入路由器。

启动配置家用路由器的软件。

参考制造商的说明文档。路由器制造商通常为路由器配置提供一个内部Web站点或图
形用户界面。

生成WEP密钥的值。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创建路由器的安全密钥。路由器配置GUI可能要求您为密钥提供您
选择的口令短语。然后，软件使用该口令短语生成十六进制字符串，其长度通常为 5
个字节或 13个字节。此字符串将成为用于WEP密钥的值。

应用并保存密钥配置。

参考制造商的说明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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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创建一个包含WEP密钥的安全对象。
在系统上打开一个终端窗口并键入以下内容：

# dladm create-secobj -c wep keyname

其中 keyname代表您要给予密钥的名称。

将WEP密钥的值提供给安全对象。
然后，create-secobj子命令运行一个请求密钥值的脚本。

provide value for keyname: 5 or 13 byte key
confirm value for keyname: retype key

此值就是路由器生成的密钥。该脚本接受一个五个字节或十三个字节的字符串，它是
密钥值的ASCII或十六进制表示形式。

查看您刚刚创建的密钥的内容。

# dladm show-secobj

OBJECT CLASS

keyname wep

其中 keyname是安全对象的名称。

建立与WiFi网络的加密连接。
# dladm connect-wifi -e network -k keyname interface

验证连接是安全的。

# dladm show-wifi

LINK STATUS ESSID SEC STRENGTH MODE SPEED

ath0 connected net1 wep good g 11Mb

SEC下的 wep值指示连接的WEP加密已就绪。

设置加密的WiFi通信

本示例假定您已经完成以下内容：

■ 将您的系统连接到了可以创建WEP密钥的家用路由器
■ 按照路由器制造商的文档创建了WEP密钥
■ 保存了密钥，以便使用它在您的系统上创建安全对象

# dladm create-secobj -c wep mykey

provide value for mykey: *****

confirm value for mkey: *****

当您提供由路由器生成的WEP密钥时，您键入的值显示为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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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adm show-secobj

OBJECT CLASS

mykey wep

# dladm connect-wifi -e citinet -k mykey ath0

此命令使用安全对象 mykey建立与WiFi网络 citinet的加密连接。

# dladm show-wifi

LINK STATUS ESSID SEC STRENGTH MODE SPEED

ath0 connected citinet wep good g 36Mb

此输出验证您已通过WEP加密连接到 citinet。

安全WiFi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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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网桥

本章介绍网桥及如何管理网桥。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第 191页中的 “桥接概述”
■ 第 200页中的 “管理网桥（任务列表）”

桥接概述
网桥用于连接不同的网段。不同网段通过网桥连接后，连接的网段进行通信时，就如
同是一个网段一样。桥接是在网络栈的数据链路层 (L2)中实现的。网桥使用数据包转
发机制将子网连接在一起。

桥接和路由都可用于分发关于网络中资源的位置的信息，而它们有几方面的区别。路
由在 IP层 (L3)实现并使用路由协议。数据链路层不使用路由协议，而通过检查连接到
网桥的链路中接收的网络通信流量确定转发数据包的目的地。

收到数据包后，将检查其源地址。数据包从某个节点被发送到接收该数据包的链
路，数据包的源地址与该节点相关联。此后，当接收的数据包使用同一地址作为目标
地址时，网桥将数据包通过链路转发到该地址。

与源地址关联的链路可能是一个中间链路，连接到桥接的子网中的另一个网桥。随着
时间的推移，桥接的子网中的所有的网桥都将“学会”通过哪个链路向给定的节点发送数
据包。因此，数据包的目标地址用于通过逐跳桥接的方式将数据包导向其最终目的。

本地“链路断开”通知指示给定的链路上的所有节点都不再可访问。在此情况下，到该链
路的数据包转发将停止，而通过该链路的所有转发条目将被清除。转发条目还将随时
间的推移老化。当恢复一个链路时，此链路上接收的数据包被视为新数据包。基于数
据包源地址的“学习”过程再次开始。通过此过程，当该地址用作目标地址时，网桥能够
通过该链路正确转发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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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数据包转发到目的地，网桥必须侦听每个连接到该网桥的链路上的混杂模式。侦
听混杂模式导致网桥容易发生转发循环，发生转发循环时，数据包不停地以全线速循
环。因此，桥接使用跨树协议 (Spanning Tree Protocol, STP)机制防止网络循环使子网不
可用。

桥除了使用 STP和快速跨树协议（RSTP）之外，Oracle Solaris支持TRILL保护加
强。缺省情况下使用 STP，但您可以通过为桥接命令指定 -P trill选项来使用 TRILL。

通过将网络中的各个节点连接到一个单独的网络，使用网桥配置简化了对这些节点的
管理。采用通过网桥连接这些区段的方式，所有节点都可共享单个广播网络。因
此，通过使用网络协议（如 IP）而不是通过使用路由器跨网段转发通信，每个节点都
可以访问其他节点。如果不使用网桥，就必须配置 IP路由以允许节点之间的 IP通信转
发。

下图显示了一个简单的桥接网络配置。网桥 goldengate是一个已进行桥接配置的
Oracle Solaris系统。sanfrancisco和 sausalito是物理连接到该网桥的系统。网络A使
用一个集线器，该集线器一侧物理连接到网桥，另一侧连接到计算机系统。网桥端口
是链路，例如 bge0、bge1和 bge2。

桥接网络可以形成环，将多个网桥物理连接在一起。这种配置在网络中很常见。这种
类型的配置可能导致因旧数据包无休止地在环中循环而使网络链路饱和的问题。为了
防止出现这种循环情况，Oracle Solaris网桥实现 STP和TRILL协议。请注意，大多数硬
件网桥还实现 STP循环保护。

下图显示配置成一个环的桥接网络。此配置显示三个网桥。两个系统物理连接到
westminster。一个系统物理连接到 waterloo。一个系统物理连接到 tower。每个网桥
通过网桥端口物理连接到其他各网桥。

图 11–1 简单的桥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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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STP或RSTP用于循环保护时，通过防止循环中的一个连接转发数据包，降低了出现
物理循环的风险。上图显示 westminster和 tower网桥之间的物理链路不用于转发数据
包。

请注意，因为采用关闭可用物理链路来执行循环保护的方式，STP和RSTP会消耗您的
带宽。

与 STP和RSTP不同，TRILL不通过关闭物理链路来防止出现循环。相反，TRILL计算
网络中的每个TRILL节点的最短路径信息，并使用该信息将数据包转发到各个目的
地。

因此，TRILL使系统的所有链路始终处于使用状态。循环不是问题，因为采用了 IP处
理循环的方式来处理循环，即TRILL根据需要创建路由并使用转发跳数限制来避免出
现导致瞬时循环状态的问题。

注意 –不要在 SPARC平台上设置 local-mac-address?=false，否则，系统会错误地对同
一个网络中的多个端口使用同一MAC地址。

图 11–2 桥接的网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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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要求最高级别的性能，请不要将链路配置到网桥中。桥接要求底层接口处于混
杂模式下，而该模式会禁用对硬件、驱动程序和系统其他层的多种重要优化。禁用这
些性能增强功能是桥接机制不可避免的结果。

如果系统中的某些链路不是桥接的，因而不会受到这些限制，您就可以在该系统中使
用网桥。这些性能问题只影响那些被配置为网桥的一部分的链路。

有关 STP的信息，请参见 IEEE 802.1 D-1998。有关RSTP的信息，请参见 IEEE
820.1Q-2004。有关TRILL的信息，请参见 Internet工程任务组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 TRILL草稿 (http://tools.ietf.org/wg/trill)。

链路属性

这些链路属性可以通过 dladm show-linkprop、dladm set-linkprop和 reset-linkprop

命令显示和修改：

default_tag 为以该链路为发送目的地或源的不带标记的数据包定义缺省虚拟局域
网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VLAN) ID。有效值从 0到 4094。缺省值
为 1。只有非VLAN和非虚拟网络接口卡 (network interface card,
VNIC)类型的链路具有此属性。将此值设置为 0将禁用以该端口为转
发目的地或源的不带标记的数据包的转发。（这是一个MAC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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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此属性还在桥接范围之外使用，用于指定链路的 IEEE端口VLAN
标识符 (Port VLAN Identifie, PVID)。当 default_tag非零时，不能在
链路上创建具有相同 ID的VLAN，因为基本链路本身自动表示
PVID。

例如，如果 PVID在 net0上设置为 5，则无法在 net0上创建 ID为 5的
VLAN。在这种情况下，要指定VLAN 5，请使用 net0。

不能将 default_tag设置为与该链路上创建的任何现有VLAN的 ID相
同。例如，以下命令在 net0上创建VLAN 22：

# dladm create-vlan -l net0 -v 22 myvlan0

在此情况下，不能将 default_tag设置为 22，因为这将使 net0和
myvlan0表示同一个VLAN。

通过将 default_tag设置为 0，您可以使 net0上不带标记的数据包与
任何VLAN都不关联。这样可以防止此类数据包被已配置的网桥转
发。

forward 启用和禁用通过网桥的通信流量转发。除了VNIC链路外的所有链路
都具有此属性。有效值是 1 (true)和 0 (false)。缺省值为 1。禁用
时，与链路实例关联的VLAN不会通过网桥转发通信流量。禁用转发
相当于传统网桥中的从“允许的组”删除VLAN。这意味着从本地客户
端到底层链路的基于VLAN的 I/O将继续，但不执行基于网桥的转
发。

stp 启用和禁用 STP和RSTP。有效值是 1 (true)和 0 (false)。缺省值是
1，这将启用 STP和RSTP。当设置为 0时，链路不使用任何类型的跨
树协议，并始终置于转发模式下。转发模式使用网桥协议数据单
元（Bridge Protocol Data Unit, BPDU）保护。当您要配置连接到结束
节点的点对点链路时，请禁用 STP和RSTP。只有非VLAN和非VNIC
类型的链路才具有此属性。

stp_cost 表示与使用此链路对应的 STP和RSTP成本值。有效值介于 1至 65535

之间。缺省值为 0，用于指示成本由链路类型自动计算。以下值分别
表示几种链路类型的成本：100对应 10 Mbps、19对应 100 Mbps、4对
应 1 Gbps和 2对应 10 Gbps。

stp_edge 指定该端口是否连接到其他网桥。有效值是 1 (true)和 0 (false)。缺省
值为 1。如果设置为 0，守护进程就会假定即使看不到任何类型的
BPDU，端口也是连接到其他网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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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p_p2p 指定连接模式类型。有效值为 true、false和 auto。缺省值是
auto，它会自动发现点对点连接。指定 true将强制采用点对点模
式，指定 false将强制采用正常多点模式。

stp_priority 设置 STP和RSTP端口优先级值。有效值介于 0至 255之间。缺省值
为 128。STP和RSTP端口优先级值用于通过将该值加到端口标识符之
前来确定网桥的首选根端口。该数值越低，优先级越高。

STP守护进程
使用 dladm create-bridge命令创建的各网桥被表示为 svc:/network/bridge的同名
SMF实例。每个实例运行实现 STP的 /usr/lib/bridged守护进程的一个副本。

以下命令示例创建名为 pontevecchio的网桥：

# dladm create-bridge pontevecchio

系统将创建名为 svc:/network/bridge:pontevecchio的 SMF服务和名为
/dev/net/pontevecchio0的可观测节点。

出于安全目的，缺省情况下所有端口都运行标准 STP。不运行某种形式的桥接协
议（如 STP）的网桥，可能会在网络中形成不终结的转发循环。因为以太网数据包上
没有跃点计数或TTL，所以这样的任何循环对网络都是致命的。

当您知道特定端口没有连接到另一座网桥（例如，到主机系统的直接点对点连
接），您可以管理性禁用该端口的 STP。即使网桥上的所有端口都禁用了 STP，STP守
护进程也仍然运行。守护进程继续运行的原因如下：

■ 处理添加的任何新端口
■ 实现 BPDU保护
■ 根据需要在端口上启用或禁用转发

当端口已禁用 STP时，bridged守护进程会继续侦听 BPDU（BPDU保护）。此守护进
程使用 syslog标记所有错误并在端口上禁用转发来指示严重错误的网络配置。当链路
的状态从不可用重新变为可用，或者将链路手动删除再重新添加时，链路将重新启
用。

如果禁用网桥的 SMF服务实例，随着 STP守护进程的停止，这些端口上的网桥转发也
将停止。如果重新启动该实例，STP将从初始状态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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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LL守护进程
使用 dladm create-bridge命令创建的各网桥表示为 svc:/network/bridge和
svc:/network/routing/trill的同名 SMF实例。svc:/network/routing/trill的每个实
例运行实现TRILL协议的 /usr/lib/trilld守护进程的一个副本。

以下命令示例创建名为 bridgeofsighs的网桥：

# dladm create-bridge -P trill bridgeofsighs

系统将创建两个分别名为 svc:/network/bridge:bridgeofsighs和
svc:/network/routing/trill:bridgeofsighs的 SMF服务。另外，系统将创建名为
/dev/net/bridgeofsighs0的可观测节点。

调试网桥
为网桥的每个实例指定一个“可观测节点”，此节点显示在 /dev/net/目录下，用网桥名
称加后缀 0的形式命名。

可观测节点用于与 snoop和 wireshark实用程序配合使用。此节点行为类似标准的以太
网接口，不同的是，此节点传递数据包时会无提示丢弃。不能在可观测节点的顶部激
活 IP，也不能执行绑定请求 (DL_BIND_REQ)，除非您使用被动选项。

使用该选项时，可观测节点会为每个由用户可用的网桥处理的数据包制作一个未经修
改的副本。此行为类似于传统网桥上的“监视”端口，并遵循普通的DLPI“混杂模式”规
则。您可以使用 pfmod或者 snoop和 wireshark实用程序中的功能基于VLAN ID进行过
滤。

传送的数据包表示网桥接收的数据。

注意 –如果是在桥接过程中添加、删除或修改了VLAN标记的情况，显示的数据描述此
过程发生之前的状态。如果不同的链路中使用不同的 default_tag值（这种情况极为少
见），可能会造成混乱。

要查看特定链路（桥接过程完成后）传送和接收的数据包，请在单个链路上（而不是
在网桥的可观测节点上）运行 snoop。

有关可观测节点的信息，请参见第 296页中的 “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的观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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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桥的其他行为
以下各节描述当网桥用在配置中时，链路的行为是如何更改的。

有关标准链路行为的信息，请参见第 217页中的 “管理虚拟局域网”。

DLPI行为
下面介绍启用网桥时链路行为的差异：

■ 链路接通 (DL_NOTE_LINK_UP)和链路关闭 (DL_NOTE_LINK_DOWN)通知是作为一个整体
提供的。这意味着当所有的外部链路显示链路关闭状态时，使用的MAC层的较高
级别客户端还将看到链路关闭事件。当网桥上的任何外部链路显示链路接通状态
时，所有较高级别的客户端将看到链路接通。

执行此整体链路接通和链路关闭报告的原因如下：

■ 当看到链路关闭时，此链路上的节点将而不再可访问。这种情况在桥接代码仍可
以通过另一个链路发送和接收数据包时是不真实的。那些需要实际的链路状态的
管理应用程序，可以使用现有的MAC层内核统计数据来显示状态。这些应用程
序与普通的客户端（如 IP）不同，它们报告硬件状态信息，但不参与转发。

■ 关闭所有的外部链路时，显示的状态就仿佛该网桥本身被关闭。在这种特殊情况
下，系统将识别为不可访问任何位置。折中办法是在所有接口为“真实的”（非虚
拟的）并且全部断开的情况下，网桥不能用于允许仅本地通信。

■ 所有链路特定的功能都是通用功能。支持特殊的硬件加速功能的链路无法使用这些
硬件加速功能，因为实际的输出链路不是完全由客户端确定的。转发功能的网桥必
须基于目标MAC地址选择输出链路，此输出链路可以是网桥上的任何链路。

VLAN管理
缺省情况下，系统中配置的VLAN是在网桥实例上的所有端口之间转发的。当您调用
dladm create-vlan 或 dladm create-vnic -v 命令，并且底层链路是网桥的一部分
时，该命令还将启用此网桥链路上指定VLAN的转发。

要在一个链路上配置VLAN并禁用以网桥上其他链路为目的地或源的转发，就必须使
用 dladm set-linkprop命令设置 forward属性禁用转发。

当底层链路配置为网桥的一部分时，使用 dladm create-vlan命令会自动启用桥接的
VLAN。

在符合标准的 STP中，VLAN将被忽略。桥接协议通过使用无标记 BPDU消息只计算
一个无环拓扑，并使用此树启用和禁用链路。必须配置网络中预分配的所有重复链
路，以使配置的VLAN在 STP自动禁用这些重复链路时不会断开连接。这意味着您应
在您桥接的主干的任何位置运行所有VLAN或仔细检查所有冗余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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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LL不需要遵循复杂的 STP规则。相反，TRILL自动封装有完整VLAN标记的数据包
并通过网络传递它们。这意味着如果在一个桥接网络内重用了相同的VLAN ID，TRILL
会将对应的单个不同VLAN捆绑在一起。

这是与 STP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 STP中，您可以在网络的各不同部分重用VLAN标
记来管理大于 4094限制的VLAN组。虽然不能使用TRILL以这种方式管理网络，但您
可能能够实现其他解决方案，例如基于提供商的VLAN。

在具有VLAN的 STP网络中，当 STP禁用了“错误的”链路时，可能很难配置故障转移
特征来防止VLAN分隔开。分离的VLAN的功能损失相对较小，这足以弥补其不如
TRILL模型稳健的缺点。

VLAN行为
网桥通过检查允许的VLAN集和每个链路的 default_tag属性执行转发。一般过程如下
所示：

■ 输入VLAN确定。此任务从链路上收到数据包时开始。收到数据包时，将检查数据
包的VLAN标记。如果该标记不存在，或标记只用于优先级（标记为零），在链路
上配置的 default_tag（如果未设置为零）将作为内部VLAN标记。如果该标记不
存在或为零，并且 default_tag为零，将忽略该数据包。将执行不带标记的转
发。如果该标记存在并且等于 default_tag，也将忽略该数据包。否则，该输入标
记被视为输入VLAN。

■ 链路成员资格检查。如果输入VLAN未配置为此链路上的允许VLAN，将忽略该数
据包。然后计算转发，并对输出链路进行相同的检查。

■ 更新标记。如果VLAN（此时非零）在输出链路上等于 default_tag，将删除数据包
上的标记（如果有），而不管优先级如何。如果VLAN在输出链路上不等于
default_tag，如果当前没有标记，则添加一个标记，并将该标记设置为输出数据
包，并将当前优先级复制到该数据包。

注 –在转发发送到多个接口（用于广播、多播和未知目的地）的情况下，必须为每个输
出链路独立完成输出链路检查和标记更新。某些传送可能已加标记，而有些则未标
记。

网桥配置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查看有关网桥配置和桥接服务的信息。

■ 可通过运行以下命令获取关于网桥的信息：

# dladm show-bridge

BRIDGE PROTECT ADDRESS PRIORITY DESROOT

tonowhere trill 32768/66:ca:b0:39:31:5d 32768 32768/66:ca:b0:39:31:5d

sanluisrey stp 32768/ee:2:63:ed:41:94 32768 32768/ee:2:63:ed: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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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toon trill 32768/56:db:46:be:b9:62 32768 32768/56:db:46:be:b9:62

■ 可通过运行以下命令获取网桥的TRILL昵称信息：

# dladm show-bridge -t tonowhere

NICK FLAGS LINK NEXTHOP

38628 -- simblue2 56:db:46:be:b9:62

58753 L -- --

管理网桥（任务列表）
Oracle Solaris使用 dladm命令和 SMF功能管理网桥；使用实例的故障管理资源标识符
(fault-managed resource identifier, FMRI) svc:/network/bridge来使用 SMF命令启用、禁
用和监视网桥实例；使用 dladm命令创建或销毁网桥，以及将链路指定给网桥或从网桥
中删除链路。

下表显示了可用于管理网桥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参考

查看有关配置的网桥的信息。 使用 dladm show-bridge命令查
看系统中配置的网桥的信息。可
以查看有关配置的网桥、链
路、统计和内核转发条目的信
息。

第 201页中的 “如何查看配置的
网桥的信息”

查看已连接到网桥的链路的配置
信息。

使用 dladm show-link命令查看
系统中配置的链路的信息。如果
链路已关联到网桥，请查看
BRIDGE字段的输出。

第 202页中的 “如何查看关于网
桥链路的配置信息”

创建网桥。 使用 dladm create-bridge命令
创建网桥并添加可选的链路。

缺省情况下，网桥是使用 STP创
建的。要改为使用TRILL创建网
桥，请在 dladm create-bridge

命令行中添加 -P trill，或使用
dladm modify-bridge命令启用
TRILL。

第 203页中的 “如何创建网桥”

修改网桥的保护类型。 使用 dladm modify-bridge命令
修改网桥的保护类型。

缺省情况下，网桥是使用 STP创
建的。要改为使用TRILL创建网
桥，请使用带有 -P trill参数
的 dladm modify-bridge 命令启
用TRILL。

第 204页中的 “如何修改网桥的
保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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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说明 参考

向网桥添加链路。 使用 dladm add-bridge命令将一
个或多个链路添加到现有的网
桥。

第 204页中的 “如何向现有网桥
中添加一个或多个链路”

从网桥删除链路。 使用 dladm remove-bridge命令
从网桥删除链路。直到删除了网
桥的所有链路后，才能删除网
桥。

第 204页中的 “如何从网桥删除
链路”

从系统中删除网桥。 使用 dladm delete-bridge命令
从系统删除网桥。

第 205页中的 “如何从系统中删
除网桥”

▼ 如何查看配置的网桥的信息
此过程说明如何配合不同选项使用 dladm show-bridge命令显示配置的网桥的各种信
息。

有关 dladm show-bridge命令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dladm(1M)手册页。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查看某个网桥或所有已配置的网桥的信息。

■ 查看网桥的列表。

# dladm show-bridge

■ 显示网桥的与链路相关的状态。

# dladm show-bridge -l bridge-name
■ 显示网桥的统计数据。

# dladm show-bridge -s bridge-name

注 –报告的统计数据的名称和定义可能会有变化。

■ 显示网桥的与链路相关的统计数据。

# dladm show-bridge -ls bridge-name
■ 显示网桥的内核转发条目。

# dladm show-bridge -f bridge-name
■ 显示网桥的TRILL信息。

# dladm show-bridge -t bridge-nam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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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网桥信息

以下是配合不同选项使用 dladm show-bridge命令的示例。

■ 下面显示系统中配置的所有网桥的信息：

# dladm show-bridge

BRIDGE PROTECT ADDRESS PRIORITY DESROOT

goldengate stp 32768/8:0:20:bf:f 32768 8192/0:d0:0:76:14:38

baybridge stp 32768/8:0:20:e5:8 32768 8192/0:d0:0:76:14:38

■ 以下 dladm show-bridge -l命令显示单个网桥实例 tower的与链路相关的状态信
息。要查看已配置的参数，请改用 dladm show-linkprop命令。

# dladm show-bridge -l tower

LINK STATE UPTIME DESROOT

hme0 forwarding 117 8192/0:d0:0:76:14:38

qfe1 forwarding 117 8192/0:d0:0:76:14:38

■ 以下 dladm show-bridge -s命令显示指定网桥 terabithia的统计数据：

# dladm show-bridge -s terabithia

BRIDGE DROPS FORWARDS

terabithia 0 302

■ 以下 dladm show-bridge -ls命令显示指定网桥 london上的所有链路的统计数据：

# dladm show-bridge -ls london

LINK DROPS RECV XMIT

hme0 0 360832 31797

qfe1 0 322311 356852

■ 以下 dladm show-bridge -f命令显示指定网桥 avignon的内核转发条目：

# dladm show-bridge -f avignon

DEST AGE FLAGS OUTPUT

8:0:20:bc:a7:dc 10.860 -- hme0

8:0:20:bf:f9:69 -- L hme0

8:0:20:c0:20:26 17.420 -- hme0

8:0:20:e5:86:11 -- L qfe1

■ 以下 dladm show-bridge -t命令显示指定网桥 key的 TRILL信息：

# dladm show-bridge -t key

NICK FLAGS LINK NEXTHOP

38628 -- london 56:db:46:be:b9:62

58753 L -- --

▼ 如何查看关于网桥链路的配置信息
dladm show-link输出中包含一个 BRIDGE字段。如果链路是网桥成员，此字段标识该链
路所属的网桥的名称。缺省情况下显示该字段。对于不属于网桥的链路，如果使用 -p

选项，此字段为空。否则，该字段显示 --。

网桥可观测节点也作为一个单独的链路显示在 dladm show-link输出中。对于此节
点，现有 OVER字段会列出那些是网桥成员的链路。

示例11–1

管理网桥（任务列表）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 2011年 12月202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查看是网桥成员的任何链路的相关配置信息。

# dladm show-link [-p]

-p选项生成可解析的格式的输出。

▼ 如何创建网桥
此过程说明如何使用 STP（这是缺省选择）创建网桥。有关网桥创建选项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 dladm(1M)手册页中的 dladm create-bridge。

注 –要改用 TRILL创建网桥，请在 dladm create-bridge命令行中添加 -P trill，或使
用 dladm modify-bridge命令启用TRILL。

dladm create-bridge命令创建一个网桥实例，并可以选择将一个或多个网络链路指定
给该新网桥。因缺省情况下系统中不存在网桥实例，所以，缺省情况下Oracle Solaris
不在网络链路之间桥接。

要在链路之间桥接，必须至少创建一个网桥实例。每个网桥实例是独立的。网桥之间
并不包括转发连接，一个链路至多是一个网桥的成员。

网桥名称可以是任意字符串，但必须是合法的 SMF服务实例名称。此名称是没有转义
序列的 FMRI组件，这意味着不能包含空格、ASCII控制字符和以下字符：

; / ? : @ & = + $ , % < > # "

保留名称 default，同时保留所有以 SUNW字符串开头的名称。为“创建可观测设备”保留
具有数字后缀的名称。由于可观测设备的使用，进一步将合法的网桥实例名称约束为
合法的 dlpi(7P)名称。该名称必须以字母字符或下划线字符开始和结束。其余的名称
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线字符。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创建网桥。

# dladm create-bridge [-l link]... bridge-name

-l link选项将链路添加到网桥。请注意如果无法添加任何指定的链路，该命令将失
败，且不会创建网桥。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通过连接 hme0和 qfe1链路创建 brooklyn网桥：

# dladm create-bridge -l hme0 -l qfe1 brooklyn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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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修改网桥的保护类型
此过程说明如何使用 dladm modify-bridge命令将保护类型从 TRILL修改为 STP，或从
TRILL修改为 STP。

修改网桥的保护类型。

# dladm modify-bridge -P protection-type bridge-name

-P protection-type选项指定要使用的保护类型。缺省情况下，保护类型是 STP
(-P stp)。要改用 TRILL保护类型，请使用 -P trill选项。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将 brooklyn网桥的保护类型从缺省的 STP改为TRILL：

# dladm modify-bridge -P trill brooklyn

▼ 如何向现有网桥中添加一个或多个链路
此过程显示如何将一个或多个链路添加到网桥实例。

一个链路只能是一个网桥的成员。因此，如果要将链路从一个网桥实例移动到其他网
桥实例，必须先从当前网桥删除该链路，然后再将其添加到另一个网桥。

指定给网桥的链路不能是VLAN、VNIC或隧道。仅可将被视为聚合的一部分的链路或
是聚合自身的链路指定给网桥。

指定给网桥的所有链路必须具有相同的MTU值。请注意，Oracle Solaris允许您更改现
有链路的MTU值。在这种情况下，网桥实例进入维护状态，直到您删除或更改了已指
定的链路，以便重新启动网桥之前MTU值匹配。

指定给网桥的链路必须是以太网类型，其中包括 802.3和 802.11介质。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向现有网桥添加新链路。

# dladm add-bridge -l new-link bridge-name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 qfe2链路添加到现有网桥 rialto：

# dladm add-bridge -l qfe2 rialto

▼ 如何从网桥删除链路
此过程显示如何从网桥实例中删除一个或多个链路。如果要删除网桥，请按此过程进
行。只有先删除网桥的所有链路后，才能将网桥删除。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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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从网桥删除链路。

# dladm remove-bridge [-l link]... bridge-name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从网桥 charles删除 hme0、qfe1和 qfe2链路：

# dladm remove-bridge -l hme0 -l qfe1 -l qfe2 charles

▼ 如何从系统中删除网桥
此过程显示如何删除网桥实例。只有先通过运行 dladm remove-bridge命令停用任何连
接的链路后，才能删除网桥。请参见第 204页中的 “如何从网桥删除链路”。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从系统中删除网桥。

# dladm delete-bridge bridge-name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先从 coronado网桥删除 hme0、qfe1、qfe2链路，再从系统删除网桥
本身：

# dladm remove-bridge -l hme0 -l qfe1 -l qfe2 coronado

# dladm delete-bridge coronado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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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链路聚合

本章介绍配置和维护链路聚合的过程。这些过程包括利用新功能（例如灵活的链路名
称支持）的步骤。

链路聚合概述
Oracle Solaris支持将网络接口组织到链路聚合中。链路聚合由系统上配置在一起作为单
个逻辑单元的若干接口组成。链路聚合也称为中继，它在 IEEE 802.3ad Link Aggregation
Standard (http://www.ieee802.org/3/index.html)（IEEE 802.3ad链路聚合标准）中进
行了定义。

IEEE 802.3ad链路聚合标准提供了一种方法，可将多个全双工以太网链路的容量组合到
单个逻辑链路中。然后此链路聚合组被视为单个链路，实际上也是这样。

以下是链路聚合的功能：

■ 增加了带宽－将多个链路的容量组合到一个逻辑链路中。

■ 自动故障转移/故障恢复－将来自故障链路的通信转移到聚合中的工作链路。
■ 负载平衡－传入和传出通信都是根据用户选择的负载平衡策略（如源和目标MAC
或 IP地址）进行指定的。

■ 支持冗余－可以使用并行聚合来配置两个系统。

■ 改进了管理－所有接口作为一个单元进行管理。

■ 减少了网络地址池消耗－可以将一个 IP地址指定给整个聚合。

链路聚合基础
基本链路聚合拓扑涉及由一组物理接口组成的单个聚合。在以下情况下，可能使用基
本链路聚合：

12第 1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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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运行具有分布式大通信流量的应用程序的系统，可以将聚合专用于该应用程序
的通信流量。

■ 对于具有有限的 IP地址空间但仍需要很大带宽的站点，大的接口聚合仅需要一个 IP
地址。

■ 对于需要隐藏内部接口的存在的站点，聚合的 IP地址对外部应用程序隐藏其接口。

图 12–1显示了承载常见Web站点的服务器的聚合。该站点需要增加带宽以满足
Internet用户和站点数据库服务器之间的查询通信流量。出于安全目的，必须对外部应
用程序隐藏服务器上各个接口的存在。解决方法是使用 IP地址为 192.168.50.32的聚
合 aggr1。此聚合由三个接口（bge0至 bge2）组成。这些接口专用于发出通信流量以响
应用户查询。来自所有接口的包流量上的传出地址是aggr1的 IP地址，即
192.168.50.32。

图 12–2描述具有两个系统的本地网络，其中每个系统都配置了一个聚合。这两个系统
由交换机连接在一起。如果需要通过交换机运行聚合，则该交换机必须支持聚合技
术。对于高可用性和冗余系统，此类型的配置尤其有用。

在该图中，系统A具有的聚合由两个接口（即 bge0和 bge1）组成。这些接口通过聚合
端口连接到交换机。系统 B具有的聚合由四个接口（即 e1000g0至 e1000g3）组成。这
些接口也连接到交换机上的聚合端口。

图 12–1 基本链路聚合的拓扑

aggr1
192.168.50.32

bge0

bge1

b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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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对背链路聚合

背对背链路聚合拓扑涉及两个单独的系统，这两个系统通过电缆直接互连，如下图所
示。这两个系统运行并行聚合。

在此图中，系统A上的设备 bge0直接链接到系统 B上的 bge0，依此类推。这样，系统
A和 B可以支持冗余和高可用性，以及这两个系统之间的高速通信。每个系统还将接
口 ce0配置为用于本地网络内的通信流。

图 12–2 具有交换机的链路聚合拓扑

图 12–3 基本的背对背聚合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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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对背链路聚合最常见的应用是镜像数据库服务器。这两个服务器需要一起更新，因
此需要很大的带宽、高速通信流和可靠性。最常使用背对背链路聚合的是数据中心。

策略和负载平衡
如果计划使用链路聚合，请考虑定义传出通信的策略。此策略可以指定希望如何在聚
合的可用链路之间分配包，从而建立负载平衡。以下是可能用于聚合策略的层说明符
及其意义：

■ L2－通过散列每个包的MAC (L2)头来确定传出链路
■ L3－通过散列每个包的 IP (L3)头来确定传出链路
■ L4－通过散列每个包的TCP、UDP或其他ULP (L4)头来确定传出链路

这些策略的任意组合也是有效的。缺省策略是 L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dladm(1M)
手册页。

聚合模式和交换机
如果聚合拓扑涉及通过交换机的连接，则必须注意此交换机是否支持链路聚合控制协
议 (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 LACP)。如果交换机支持 LACP，则必须为交换机和
聚合配置 LACP。但是，可以定义运行 LACP的以下模式之一：
■ 关闭模式－聚合的缺省模式。不生成 LACP包（称为 LACPDU）。
■ 主动模式－系统按固定的时间间隔（您可以指定该时间间隔）生成 LACPDU。
■ 被动模式－系统仅在从交换机收到 LACPDU时才生成 LACPDU。如果聚合和交换机
均在被动模式下进行配置，则它们无法交换 LACPDU。

有关语法信息，请参见 dladm(1M)手册页和交换机制造商文档。

链路聚合的要求
链路聚合配置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 必须使用 dladm命令配置聚合。

■ 已创建的接口不能成为聚合的成员。

■ 聚合中的所有接口必须以相同的速度和全双工模式运行。

■ 必须将 EEPROM参数 local-mac-address?中的MAC地址值设置为 "true"。有关说
明，请参阅如何确保接口的MAC地址是唯一的。

某些设备不能满足 IEEE 802.3ad链路聚合标准支持链路状态通知的要求。这种支持必须
存在，才能将端口连接到聚合或从聚合中分离。不支持链路状态通知的设备只能通过
使用 dladm create-aggr命令的 -f选项进行聚合。对于此类设备，始终将链路状态报告
为 UP（活动）。有关使用 -f选项的信息，请参见第 211页中的 “如何创建链路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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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聚合的灵活名称
可以对链路聚合指定灵活名称。可以将任何有意义的名称指定给链路聚合。有关灵活
名称或定制名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4页中的 “网络设备和数据链路名称”。Oracle
Solaris早期发行版通过您指定给聚合的 key值来标识链路聚合。有关此方法的说明，请
参见链路聚合概述。虽然该方法仍有效，但是您最好使用定制名称来标识链路聚合。

与所有其他数据链路配置类似，链路聚合是使用 dladm命令管理的。

管理链路聚合（任务列表）
下表中提供了有关管理链路聚合的各个过程的链接。

任务 说明 参考

创建聚合。 配置包含多个数据链路的聚合。 第 211页中的 “如何创建链路聚
合”

修改聚合。 更改聚合策略和模式。 第 213页中的 “如何修改聚合”

修改组成聚合的链路。 增加或减少作为聚合底层的数据
链路的数量。

第 214页中的 “如何将链路添加
到聚合”

或

第 215页中的 “如何从聚合中删
除链路”

删除聚合。 从您的网络配置中彻底删除链路
聚合。

第 215页中的 “如何删除聚合”

▼ 如何创建链路聚合

注 –链路聚合仅对以相同速度运行的全双工点对点链路起作用。确保聚合中的接口符合
此要求。

如果要在聚合拓扑中使用交换机，请确保在该交换机上执行了以下操作：

■ 配置了要用作聚合的端口
■ 以主动模式或被动模式配置 LACP（如果交换机支持 LACP）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开始之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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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网络数据链路信息。

# dladm show-link

确保在其上创建聚合的链路未被任何应用程序打开。

例如，如果创建了链路上的 IP接口，则删除该接口。

a. 要确定是否有应用程序正在使用链路，请检查 dladm show-link语法或 ipadm

show-if语法的输出。

■ 如果数据链路正在使用，则 dladm show-link的输出中的 STATE字段将表明该链
路为 up（活动）。因此：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qfe3 phys 1500 up -- --

■ 如果数据链路正在使用，则 ipadm show-if语法的输出中将包含该链路上的 IP接
口。因此：

# ipadm show-if

IFNAME CLASS STATE ACTIVE OVER

lo0 loopback ok yes --

qfe3 ip ok no --

注 –即使输出显示 offline（脱机）状态，数据链路仍在使用中，因为该链路上
存在 IP接口。

b. 要删除 IP接口，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delete-ip interface

其中

interface 指定在该链路上创建的 IP接口。

创建链路聚合。

# dladm create-aggr [-f] -l link1 -l link2 [...] aggr

-f 强制创建聚合。当试图聚合不支持链路状态通知的设备时，使用此选项。

linkn 指定要聚合的数据链路。

aggr 指定要分配给聚合的名称。

在聚合上创建 IP接口。
# ipadm create-ip interface

使用有效的 IP地址配置该 IP接口。
# ipadm create-addr interface -T static -a IP-address addrobj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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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nterface应该采用聚合的名称，并且 addrobj使用命名约定
interface/user-defined-string。

检查刚创建的聚合的状态。

聚合的状态应该是 UP。

# dladm show-aggr

创建链路聚合

本示例显示用于创建具有两个数据链路（subvideo0和 subvideo1）的链路聚合的命
令。配置在系统重新引导后仍持久存在。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subvideo0 phys 1500 up -- ----

subvideo1 phys 1500 up46 -- ----

# ipadm delete-ip subvideo0

# ipadm delete-ip subvideo1

# dladm create-aggr -l subvideo0 -l subvideo1 video0

# ipadm create-ip video0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0.8.57.50/24 video/v4

# dladm show-aggr

LINK POLICY ADDRPOLICY LACPACTIVITY LACPTIMER FLAGS

video0 L4 auto off short -----

当显示链路信息时，列表中包含该链路聚合。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subvideo0 phys 1500 up -- ----

subvideo1 phys 1500 up -- ----

video0 aggr 1500 up -- subvideo0, subvideo1

▼ 如何修改聚合
此过程说明如何对聚合定义进行以下更改：

■ 修改聚合的策略
■ 更改聚合的模式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修改聚合的策略。

# dladm modify-aggr -P policy-key aggr

7

示例12–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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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key 表示策略 L2、L3和 L4中的一个或多个，如第 210页中的 “策略和负载平
衡”中所述。

aggr 指定要修改其策略的聚合。

修改聚合的 LACP模式。
# dladm modify-aggr -L LACP-mode -T timer-value aggr

-L LACP-mode 指示运行聚合的 LACP模式。值包括 active、passive和 off。如果交
换机在被动模式下运行 LACP，请务必为聚合配置主动模式。

-T timer-value 指示 LACP计时器值（short或 long）。

修改链路聚合

本示例说明如何将聚合 video0的策略修改为 L2，然后打开主动 LACP模式。

# dladm modify-aggr -P L2 video0

# dladm modify-aggr -L active -T short video0

# dladm show-aggr

LINK POLICY ADDRPOLICY LACPACTIVITY LACPTIMER FLAGS

video0 L2 auto active short -----

▼ 如何将链路添加到聚合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确保要添加的链路上没有激活的 IP接口。
# ipadm delete-ip interface

将链路添加到聚合。

# dladm add-aggr -l link [-l link] [...] aggr

其中 link表示要添加到聚合的数据链路。

添加更多数据链路后，执行其他任务来修改整个链路聚合配置。

例如，在图 12–3所示的配置的情况下，您可能需要添加或修改电缆连接并重新配置交
换机以容纳附加的数据链路。参考交换机文档，在交换机上执行任何重新配置任务。

将链路添加到聚合

本示例说明如何将链路添加到聚合 video0。

3

示例12–2

1

2

3

4

示例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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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ODGE OVER

subvideo0 phys 1500 up -- ----

subvideo1 phys 1500 up -- ----

video0 aggr 1500 up -- subvideo0, subvideo1

net3 phys 1500 unknown -- ----

# ipadm delete-ip video0

# dladm add-aggr -l net3 video0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subvideo0 phys 1500 up -- ----

subvideo1 phys 1500 up -- ----

video0 aggr 1500 up -- subvideo0, subvideo1, net3

net3 phys 1500 up -- ----

▼ 如何从聚合中删除链路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从聚合中删除链路。

# dladm remove-aggr -l link aggr-link

从聚合中删除链路

本示例说明如何从聚合 video0中删除链路。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OVER

subvideo0 phys 1500 up -- ----

subvideo1 phys 1500 up -- ----

video0 aggr 1500 up -- subvideo0, subvideo1, net3

net3 phys 1500 up -- ----

# dladm remove-aggr -l net3 video0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subvideo0 phys 1500 up -- ----

subvideo1 phys 1500 up -- ----

video0 aggr 1500 up -- subvideo0, subvideo1

net3 phys 1500 unknown -- ----

▼ 如何删除聚合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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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在聚合上配置的 IP接口。
# ipadm delete-ip IP-aggr

其中 IP-aggr是链路聚合上的 IP接口。

删除链路聚合。

# dladm delete-aggr aggr

删除聚合

本示例删除聚合 video0。该删除具有永久性。

# ipadm delete-ip video0

# dladm delete-aggr video0

2

3

示例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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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VLAN

本章介绍配置和维护虚拟局域网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s, VLAN)的过程。这些过程包
括利用某些功能（例如灵活的链路名称支持）的步骤。

管理虚拟局域网
虚拟局域网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VLAN)是在TCP/IP协议栈的数据链路层上对局域
网的细分。可以为采用交换机技术的局域网创建VLAN。通过将用户组指定给
VLAN，可以加强整个本地网络的网络管理和安全性。还可以将同一系统上的接口指定
给不同的VLAN。

如果需要实现以下目的，请考虑将本地网络划分为多个VLAN：

■ 创建工作组的逻辑分区。

例如，假定某楼层的所有主机都连接到一个基于交换的本地网络。可以为该楼层的
每个工作组创建单独的VLAN。

■ 对各个工作组强制实施不同的安全策略。

例如，财务部和信息技术部的安全需求大不相同。如果这两个部门的系统共享同一
本地网络，则可以为每个部门创建单独的VLAN。然后，基于每个VLAN强制实施
适当的安全策略。

■ 将工作组拆分为易管理的广播域。

使用VLAN可减小广播域的大小并提高网络效率。

VLAN拓扑概述
使用交换 LAN技术，可以将本地网络中的系统组织到VLAN中。将本地网络划分为
VLAN之前，必须先获取支持VLAN技术的交换机。可以对交换机上的所有端口进行
配置，使其为单个VLAN或多个VLAN提供服务，具体取决于VLAN拓扑设计。配置
交换机端口的过程因交换机制造商而异。

13第 1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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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子网地址为 192.168.84.0的局域网。此 LAN已细分为三个VLAN：红
VLAN、黄VLAN和蓝VLAN。

LAN 192.168.84.0上的连通性由交换机 1和交换机 2处理。红VLAN包含会计工作组
中的系统。人力资源工作组的系统位于黄VLAN中。信息技术工作组的系统被指定给
蓝VLAN。

使用VLAN整合网络
区域上的VLAN允许您在单个网络单元（如一个交换机）内配置多个虚拟网络。以具
有三个物理NIC的系统为例，如下图所示：

图 13–1 具有三个VLAN的局域网

管理虚拟局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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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VLAN情况下，您需要配置不同的系统来执行特定功能并将这些系统连接到单
独的网络。例如，将Web服务器连接到一个 LAN，将验证服务器连接到另一个
LAN，并将应用服务器连接到第三个网络。使用VLAN和区域，您可以“折叠”所有八
个系统并将它们作为区域配置在单个系统中。然后，您使用VLAN标记或VLAN ID
(VID)将VLAN指定给执行相同功能的每组区域。图中提供的信息可列表如下：

功能 区域名称 VLAN名称 VID IP地址 NIC

Web服务器 webzone1 web1 111 10.1.111.0 e1000g0

验证服务器 authzone1 auth1 112 10.1.112.0 e1000g0

应用服务器 appzone1 app1 113 10.1.113.0 e1000g0

图 13–2 具有多个VLAN的系统

管理虚拟局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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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区域名称 VLAN名称 VID IP地址 NIC

Web服务器 webzone2 web2 111 10.1.111.0 e1000g1

验证服务器 authzone2 auth2 112 10.1.112.0 e1000g1

应用服务器 appzone2 app2 113 10.1.113.0 e1000g1

Web服务器 webzone3 web3 111 10.1.111.0 e1000g2

验证服务器 authzone3 auth3 112 10.1.112.0 e1000g2

要创建图中所示的配置，请参阅示例 13–1。

VLAN的有意义的名称
在Oracle Solaris中，您可以为VLAN接口指定有意义的名称。VLAN名称由一个链路名
称和VLAN ID号 (VLAN ID number, VID)组成，如 sales0。您应该在创建VLAN时指
定定制名称。有关定制名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4页中的 “网络设备和数据链路名
称”。有关有效的定制名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7页中的 “有效链路名称的规则”。

VLAN管理（任务列表）
下表中提供了指向不同的VLAN管理任务的链接。

任务 说明 参考

规划虚拟局域网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s, VLAN)。

在创建VLAN之前执行必要的规
划任务。

第 221页中的 “如何规划VLAN
配置”

配置VLAN 在网络上创建VLAN。 第 221页中的 “如何配置VLAN”

在聚合上配置VLAN。 部署同时使用VLAN和链路聚合
的组合技术。

第 224页中的 “如何通过链路聚
合配置VLAN”

显示VLAN信息。 获取有关VLAN及其组件的信
息。

第 226页中的 “如何显示VLAN
信息”

删除VLAN。 从在数据链路上配置的多个
VLAN中选择一个VLAN以将其
删除。

第 227页中的 “如何删除VLAN”

规划网络中的VLAN
使用以下过程可规划网络上的VLAN。

管理虚拟局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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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规划VLAN配置

检查本地网络拓扑，并确定在何处划分VLAN比较合适。
有关此类拓扑的基本示例，请参阅图 13–1。

创建VID的编号方案，并将VID指定给每个VLAN。

注 – VLAN编号方案可能已存在于网络中。如果是这样，则必须在现有的VLAN编号方
案中创建VID。

在每个系统上，确定哪些接口将是特定VLAN的成员。

a. 确定系统上配置了哪些接口。
# dladm show-link

b. 确定哪个VID将与系统上的相应数据链路相关联。

c. 通过使用 dladm create-vlan命令创建 VLAN。

检查接口与网络交换机的连接。

记下每个接口的VID以及每个接口所连接到的交换机端口。

用与所连接到的接口相同的VID配置交换机的每个端口。
有关配置说明，请参阅交换机制造商的文档。

配置VLAN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创建和配置VLAN。在Oracle Solaris中，所有以太网设备都可以支持
VLAN。然而，特定设备存在一些限制。有关这些例外情况，请参阅第 225页中的 “传
统设备上的VLAN”。

▼ 如何配置VLAN
您的系统上必须已配置数据链路，您才可以创建VLAN。请参见第 156页中的 “如何配
置 IP接口”。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确定在系统中使用的链路的类型。

# dladm show-link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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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链路上创建一个VLAN链路。
# dladm create-vlan -l link -v VID vlan-link

link 指定正在其上创建VLAN接口的链路。

VID 表示VLAN ID号

vlan-link 指定VLAN的名称，也可以是通过管理行为选择的名称。

验证VLAN配置。
# dladm show-vlan

在VLAN上创建 IP接口。
# ipadm create-ip interface

其中 interface使用VLAN名称。

使用一个 IP地址配置 IP接口。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IP-address addrobj

其中 addrobj使用命名约定 interface/user-defined-string。

配置VLAN

本示例创建如图 13–2所示的VLAN配置。本示例假定您已在系统中配置不同的区
域。有关配置区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源管理》中的第 II部分, “Oracle Solaris Zones”。

global#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e1000g0 phys 1500 up -- --

e1000g1 phys 1500 up -- --

e1000g2 phys 1500 up -- --

global# dladm create-vlan -l e1000g0 -v 111 web1

global# dladm create-vlan -l e1000g0 -v 112 auth1

global# dladm create-vlan -l e1000g0 -v 113 app1

global# dladm create-vlan -l e1000g1 -v 111 web2

global# dladm create-vlan -l e1000g1 -v 112 auth2

global# dladm create-vlan -l e1000g1 -v 113 app2

global# dladm create-vlan -l e1000g2 -v 111 web3

global# dladm create-vlan -l e1000g2 -v 112 auth3

global# dladm show-vlan

LINK VID OVER FLAGS

web1 111 e1000g0 ----

auth1 112 e1000g0 ----

app1 113 e1000g0 ----

web2 111 e1000g1 ----

auth2 112 e1000g1 ----

app2 113 e1000g1 ----

3

4

5

6

示例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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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 111 e1000g2 ----

auth3 113 e1000g2 ----

当显示链路信息时，列表中包含VLAN。

global#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e1000g0 phys 1500 up -- --

e1000g1 phys 1500 up -- --

e1000g2 phys 1500 up -- --

web1 vlan 1500 up -- e1000g0

auth1 vlan 1500 up -- e1000g0

app1 vlan 1500 up -- e1000g0

web2 vlan 1500 up -- e1000g1

auth2 vlan 1500 up -- e1000g1

app2 vlan 1500 up -- e1000g1

web3 vlan 1500 up -- e1000g2

auth3 vlan 1500 up -- e1000g2

您将VLAN指定给其各自区域。例如，当您检查有关各个区域的网络信息时，对每个
区域显示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数据：

global# zonecfg -z webzone1 info net

net:

address not specified

physical: web1

global# zonecfg -z authzone1 info net

net:

address not specified

physical: auth1

global# zonecfg -z appzone2 info net

net:

address not specified

physical: app2

属性 physical的值表示为给定区域设置的VLAN。

您登录到每个非全局区域以配置VLAN的 IP地址。

在 webzone1中：

webzone1# ipadm create-ip web1

webzone1#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0.1.111.0/24 web1/v4

在 webzone2中：

webzone2# ipadm create-ip web2

webzone2#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0.1.111.0/24 web2/v4

在 webzone3中：

管理虚拟局域网

第 13章 • 管理VLAN 223



webzone3# ipadm create-ip web3

webzone3#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0.1.111.0/24 web3/v4

在 authzone1中：

authzone1# ipadm create-ip auth1

authzone1#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0.1.112.0/24 auth1/v4

在 authzone2中：

authzone2# ipadm create-ip auth2

autzone2#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0.1.112.0/24 auth2/v4

在 authzone3中：

authzone3# ipadm create-ip auth3

authzone3#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0.1.112.0/24 auth3/v4

在 appzone1中：

appzone1# ipadm create-ip app1

appzone1#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0.1.113.0/24 app1/v4

在 appzone2中：

appzone2# ipadm create-ip app2

appzone2#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0.1.113.0/24 app2/v4

▼ 如何通过链路聚合配置VLAN
与通过接口配置VLAN的方式一样，也可以基于链路聚合创建VLAN。链路聚合在
第 12章，管理链路聚合中描述。本节综合介绍了如何配置VLAN和链路聚合。

首先创建链路聚合并使用有效的 IP地址配置它。要创建链路聚合，请参阅第 211页中
的 “如何创建链路聚合”。

列出在系统中配置的聚合。

# dladm show-link

对于要在聚合上创建的每个VLAN，请发出以下命令。
# dladm create-vlan -l link -v VID vlan-link

其中

link 指定正在其上创建VLAN接口的链路。在本例中，该链路指链路聚合。

VID 表示VLAN ID号

vlan-link 指定VLAN的名称，也可以是通过管理行为选择的名称。

开始之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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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LAN上创建 IP接口。
# ipadm create-ip interface

其中 interface使用VLAN名称。

使用有效的 IP地址配置VLAN上的 IP接口。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IP-address addrobj

其中 addrobj必须遵循命名约定 vlan-int/user-defined-string

通过链路聚合配置多个VLAN

在此示例中，基于链路聚合配置了两个VLAN。为VLAN指定的VID分别为 193和
194。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subvideo0 phys 1500 up -- ----

subvideo1 phys 1500 up -- ----

video0 aggr 1500 up -- subvideo0, subvideo1

# dladm create-vlan -l video0 -v 193 salesregion1

# dladm create-vlan -l video0 -v 194 salesregion2

# ipadm create-ip salesregion1

# ipadm create-ip salesregion2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10.5/24 salesregion1/v4static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10.25/24 salesregion2/v4static

传统设备上的VLAN
某些传统设备只处理其最大帧大小为 1514字节的数据包。帧大小超出此最大限制的数
据包将被丢弃。对于这种情况，请按照第 221页中的 “如何配置VLAN”中列出的过程执
行操作。但是，当创建VLAN时，请使用 -f选项强制创建VLAN。

要执行的一般步骤如下所示：

1. 使用 -f选项创建VLAN。

# dladm create-vlan -f -l link -v VID [vlan-link]
2. 为最大传输单元 (MTU)设置一个较低的大小，如 1496字节。

# dladm set-linkprop -p default_mtu=1496 vlan-link

较低的 MTU值提供了在传输之前插入VLAN头的链路层空间。
3. 执行相同的步骤，为 VLAN中每个节点的 MTU大小设置相同的较低值。

3

4

示例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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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改链路属性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5页中的 “数据链路的配置（任
务）”。

在VLAN上执行其他管理任务
本节介绍用于其他VLAN任务的新 dladm子命令的用法。这些 dladm命令还使用链路名
称。

▼ 如何显示VLAN信息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显示VLAN信息。
# dladm show-vlan [vlan-link]

如果您不指定VLAN链路，该命令将显示所有已配置的VLAN的有关信息。

显示VLAN信息

以下示例基于图 13–2所示的具有多个VLAN的系统，并显示系统中可用的VLAN。

# dladm show-vlan

LINK VID OVER FLAGS

web1 111 e1000g0 ----

auth1 112 e1000g0 ----

app1 113 e1000g0 ----

web2 111 e1000g1 ----

auth2 112 e1000g1 ----

app2 113 e1000g1 ----

web3 111 e1000g2 ----

auth3 113 e1000g2 ----

当您发出 dladm show-link命令时，也会出现配置的 VLAN。在命令输出中，VLAN在
CLASS 列中适当标识。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e1000g0 phys 1500 up -- --

e1000g1 phys 1500 up -- --

e1000g2 phys 1500 up -- --

web1 vlan 1500 up -- e1000g0

auth1 vlan 1500 up -- e1000g0

app1 vlan 1500 up -- e1000g0

web2 vlan 1500 up -- e1000g1

auth2 vlan 1500 up -- e1000g1

app2 vlan 1500 up -- e1000g1

1

2

示例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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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 vlan 1500 up -- e1000g2

auth3 vlan 1500 up -- e1000g2

▼ 如何删除VLAN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确定要删除的VLAN。
# dladm show-vlan

取消激活VLAN的 IP接口。
# ipadm delete-ip vlan-interface

其中 vlan-interface是在VLAN上配置的 IP接口。

注 –您不能删除当前正在使用的VLAN。

通过执行以下步骤之一删除VLAN：

■ 要临时删除VLAN，请使用 -t选项，如下所示：

# dladm delete-vlan -t vlan
■ 要执行永久性删除，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删除VLAN。

# dladm delete-vlan vlan

删除VLAN

# dladm show-vlan

LINK VID OVER FLAGS

web1 111 e1000g0 ----

auth1 112 e1000g0 ----

app1 113 e1000g0 ----

web2 111 e1000g1 ----

auth2 112 e1000g1 ----

app2 113 e1000g1 ----

web3 111 e1000g2 ----

auth3 113 e1000g2 ----

# ipadm delete-ip web1

# dladm delete-vlan web1

1

2

3

4

示例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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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定制名称合并网络配置任务
本节提供了一个示例，它使用定制名称将前面几章中有关配置链路、链路聚合和
VLAN的所有过程合并在一起。有关使用定制名称的其他网络方案的说明，请参见
http://www.oracle.com/us/sun/index.htm中的文章。

示例 13–5 配置链路、VLAN和链路聚合

在本示例中，需要将使用 4个NIC的系统配置为针对 8个单独子网的路由器。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将配置 8个链路，分别用于每个子网。首先，在所有 4个NIC上创建一个链
路聚合。此不带标记的链路将成为缺省路由指向的网络的缺省不带标记的子网。

然后，在链路聚合上为其他子网配置VLAN接口。子网的命名基于一种颜色编码方
案。因此，VLAN名称也采用类似命名方式以对应其各自的子网。最终配置包括分别
针对八个子网的 8个链路：1个不带标记的链路，以及 7个带标记的VLAN链路。

为了使配置在重新引导后保持不变，这些过程也适用于Oracle Solaris早期发行版。例
如，需要将 IP地址添加到配置文件，如 /etc/inet/ndpd.conf。或者，需要在规则文件
中包含接口的过滤器规则。示例中不包括这些最终步骤。有关这些步骤，请参
阅《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相应章节，尤其是TCP/IP管理和DHCP。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nge0 phys 1500 up -- --

nge1 phys 1500 up -- --

e1000g0 phys 1500 up -- --

e1000g1 phys 1500 up -- --

# dladm show-phys

LINK MEDIA STATE SPEED DUPLEX DEVICE

nge0 Ethernet up 1000Mb full nge0

nge1 Ethernet up 1000Mb full nge1

e1000g0 Ethernet up 1000Mb full e1000g0

e1000g1 Ethernet up 1000Mb full e1000g1

# ipadm delete-ip nge0

# ipadm delete-ip nge1

# ipadm delete-ip e1000g0

# ipadm delete-ip e1000g1

# dladm rename-link nge0 net0

# dladm rename-link nge1 net1

# dladm rename-link e1000g0 net2

# dladm rename-link e1000g1 net3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net0 phys 1500 up -- --

net1 phys 1500 up -- --

net2 phys 1500 up -- --

net3 phys 1500 u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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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3–5 配置链路、VLAN和链路聚合 （续）

# dladm show-phys

LINK MEDIA STATE SPEED DUPLEX DEVICE

net0 Ethernet up 1000Mb full nge0

net1 Ethernet up 1000Mb full nge1

net2 Ethernet up 1000Mb full e1000g0

net3 Ethernet up 1000Mb full e1000g1

# dladm create-aggr -P L2,L3 -l net0 -l net1 -l net2 -l net3 default0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net0 phys 1500 up -- --

net1 phys 1500 up -- --

net2 phys 1500 up -- --

net3 phys 1500 up -- --

default0 aggr 1500 up -- net0 net1 net2 net3

# dladm create-vlan -v 2 -l default0 orange0

# dladm create-vlan -v 3 -l default0 green0

# dladm create-vlan -v 4 -l default0 blue0

# dladm create-vlan -v 5 -l default0 white0

# dladm create-vlan -v 6 -l default0 yellow0

# dladm create-vlan -v 7 -l default0 red0

# dladm create-vlan -v 8 -l default0 cyan0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net0 phys 1500 up -- --

net1 phys 1500 up -- --

net2 phys 1500 up -- --

net3 phys 1500 up -- --

default0 aggr 1500 up -- net0 net1 net2 net3

orange0 vlan 1500 up -- default0

green0 vlan 1500 up -- default0

blue0 vlan 1500 up -- default0

white0 vlan 1500 up -- default0

yellow0 vlan 1500 up -- default0

red0 vlan 1500 up -- default0

cyan0 vlan 1500 up -- default0

# dladm show-vlan

LINK VID OVER FLAGS

orange0 2 default0 -----

green0 3 default0 -----

blue0 4 default0 -----

white0 5 default0 -----

yellow0 6 default0 -----

red0 7 default0 -----

cyan0 8 default0 -----

# ipadm create-ip orange0

# ipadm create-ip green0

# ipadm create-ip blue0

# ipadm create-ip white0

# ipadm create-ip yello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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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3–5 配置链路、VLAN和链路聚合 （续）

# ipadm create-ip red0

# ipadm create-ip cyan0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IP-address orange0/v4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IP-address green0/v4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IP-address blue0/v4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IP-address white0/v4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IP-address yellow0/v4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IP-address red0/v4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IP-address cyan0/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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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简介

IP网络多路径 (IP network multipathing, IPMP)为有多个接口连接到特定局域网 (local
area network, LAN)的系统提供物理接口故障检测、透明的网络访问故障转移和数据包
负荷分配。

本章包含以下信息：

■ 第 231页中的 “IPMP的新增功能”
■ 第 232页中的 “部署 IPMP”
■ 第 240页中的 “Oracle Solaris中的 IPMP组件”
■ 第 240页中的 “IPMP接口配置的类型”
■ 第 241页中的 “IPMP寻址”
■ 第 242页中的 “IPMP中的故障和修复检测”
■ 第 246页中的 “IPMP和动态重新配置”
■ 第 247页中的 “IPMP术语和概念”

注 –在本章和第 15章，管理 IPMP涉及 IPMP说明的所有内容中，对术语接口的所有引
用均特指 IP接口。除非限定条件明确指示了术语的不同用途，如网络接口卡 (network
interface card, NIC)，否则该术语始终指在 IP层上配置的接口。

IPMP的新增功能
当前的 IPMP实现与以前的 IPMP实现之间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功能：

■ 一个 IPMP组表示为一个 IPMP IP接口。对此接口的处理与对网络栈的 IP层上的任
何其他接口一样。所有 IP管理任务、路由表、地址解析协议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ARP)表、防火墙规则和其他与 IP相关的过程均通过引用 IPMP接口来使用
IPMP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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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开始负责数据地址在底层活动接口上的分发。在以前的 IPMP实现中，在创建
IPMP组时由管理员最初确定数据地址与相应接口的绑定。在当前实现中，当创建
IPMP组时，数据地址作为一个地址池属于对应的 IPMP接口。然后，内核会自动将
数据地址随机绑定到组的底层活动接口。

■ ipmpstat工具是作为获取有关 IPMP组的信息的主要工具引入的。此命令提供有关
IPMP配置的所有方面的信息，例如组的底层 IP接口、测试地址和数据地址、所使
用的故障检测的类型，以及哪些接口已经出现故障。ipmpstat的功能、您可使用的
选项以及每个选项生成的输出都在第 270页中的 “监视 IPMP信息”中描述。

■ 可以为 IPMP接口指定一个定制名称，以便更容易在您的网络设置中识别 IPMP
组。有关使用定制名称配置 IPMP组的过程，请参见第 255页中的 “配置 IPMP组”中
描述创建 IPMP组的任何过程。

注 –要使用 IPMP，请确保在系统上启用了 DefaultFixed配置文件。有关过程，请参见
第 132页中的 “配置文件和配置工具”。有关配置文件管理的网络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第 4章，NWAM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部署 IPMP
本节介绍有关使用 IPMP组的各种主题。

为什么应该使用 IPMP
各种因素可导致接口变得不可用。IP接口出现故障是常见原因。或者，接口可能因硬
件维护而被切换为脱机状态。在此类情况下，如果没有 IPMP组，使用与不可用的接口
相关联的任何 IP地址就不再能够联系系统。而且，使用这些 IP地址的现有连接也会中
断。

使用 IPMP，可以将一个或多个 IP接口配置到一个 IPMP组中。组在功能上类似于使用
数据地址发送或接收网络通信流量的 IP接口。如果组中的一个底层接口出现故障，数
据地址会在组中的其余底层活动接口之间重新分配。因此，尽管某个接口出现故
障，组仍能保持网络连接。使用 IPMP时，只要组中至少有一个接口可用，网络连接就
始终可用。

而且，通过自动在 IPMP组中的一组接口中分配传出网络通信流量，IPMP提高了总体
网络性能。此过程称为传出负荷分配。系统还通过为应用程序未指定其 IP源地址的数
据包执行源地址选择，间接控制传入负荷分配。但是，如果应用程序明确选择了 IP源
地址，则系统不会改变该源地址。

何时必须使用 IPMP
IPMP组的配置取决于您的系统配置。遵守以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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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局域网 (LAN)上的多个 IP接口必须配置到一个 IPMP组中。LAN一般引用各种
本地网络配置，包括VLAN以及其节点属于同一链路层广播域的有线和无线本地网
络。

注 –不支持同一个链路层 (L2)广播域上存在多个 IPMP组。L2广播域通常对应于特
定子网。因此，对于每个子网，只能配置一个 IPMP组。

■ IPMP组的底层 IP接口不能跨越不同的 LAN。

例如，假定具有三个接口的系统已连接到两个单独的 LAN。其中两个 IP接口链接到一
个 LAN，而另一个 IP接口连接到另一个 LAN。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第一条规则的要
求，连接到第一个 LAN的两个 IP接口必须配置为一个 IPMP组。根据第二条规则，连
接到第二个 LAN的单个 IP接口不能成为该 IPMP组的成员。该单个 IP接口不需要
IPMP配置。但是，您可以将该单个接口配置到一个 IPMP组中以监视该接口的可用
性。单接口 IPMP配置在第 240页中的 “IPMP接口配置的类型”中进一步讨论。

考虑另一种情况，其中第一个 LAN的链路包含三个 IP接口，另一个链路包含两个接
口。此设置需要两个 IPMP组的配置：一个三接口组链接到第一个 LAN，一个两接口
组连接到第二个 LAN。

IPMP和链路聚合的比较
IPMP和链路聚合是用来改进网络性能和维护网络可用性的不同技术。一般情况下，部
署链路聚合可获取更好的网络性能，使用 IPMP可确保高可用性。

下表列出了链路聚合与 IPMP的一般比较。

IPMP 链路聚合

网络技术类型 层 3（IP层） 层 2（链路层）

配置工具 ipadm dladm

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 受支持。 受支持。

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基于 ICMP，面向与测试地址位于同
一 IP子网中的任何已定义系统，跨
多个级别的干预第 2层交换机。

基于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
LACP)，面向直接对等主机或交换
机。

使用备用接口 受支持 不支持

跨多个交换机 受支持 通常不受支持；一些供应商提供专
有和非互操作解决方案以跨多个交
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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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 链路聚合

硬件支持 不需要 需要。例如，运行Oracle Solaris的
系统中的链路聚合也要求聚合交换
机上的对应端口。

链路层要求 广播功能 特定于以太网

驱动程序框架要求 无 必须使用GLDv3框架

负荷分配支持 存在，由内核控制。传入负荷分配
受源地址选择间接影响。

管理员使用 dladm命令对传出通信流
量的负荷分配进行更精细的控
制。支持传入负荷分配。

在链路聚合中，传入通信流量在构成聚合的多个链路上分配。因此，由于安装了更多
NIC以将链路添加到聚合，提高了网络性能。IPMP的通信流量使用 IPMP接口的数据
地址，因为它们绑定到了可用的活动接口。举例来说，如果所有数据流量只在两个 IP
地址之间流动，但不一定在同一连接上，则添加多个NIC不会借助 IPMP提高性
能，因为只有两个 IP地址保持可用。

这两种技术互补，可以一起部署，取长补短，综合提高网络性能和可用性。例如，除
非使用某些供应商提供的专用解决方案，否则链路聚合当前不能跨多个交换机。因
此，交换机就成为该交换机和主机之间的链路聚合的单故障点。如果交换机出现故
障，链路聚合也会丢失，并且网络性能下降。IPMP组不会面临这种开关限制。因
此，在使用多个交换机的 LAN方案中，连接到各自交换机的链路聚合可以合并到主机
上的一个 IPMP组中。使用此配置，既能提高网络性能，又能获得高可用性。如果某个
交换机出现故障，该出现故障的交换机的链路聚合的数据地址会在组中剩余链路聚合
之间重新分配。

有关链路聚合的其他信息，请参见第 12章，管理链路聚合。

在 IPMP配置上使用灵活的链路名称
由于支持定制的链路名称，链路配置不再绑定到与该链路相关联的物理NIC。使用定
制的链路名称，可以在管理 IP接口时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也扩展到了
IPMP管理。如果一个 IPMP组的底层接口出现故障并需要更换，更换该接口的过程极
为方便。只要用于更换的NIC与出现故障的NIC的类型相同，就可以对其重命名以继
承出现故障的NIC的配置。您不必创建新配置，即可将其作为新接口添加到 IPMP
组。将出现故障的NIC的链路名称指定给新NIC后，新NIC将被配置为具有与出现故
障的接口相同的设置。然后，多路径守护进程根据活动和备用接口的 IPMP配置部署该
接口。

因此，为了优化您的网络配置和便于 IPMP管理，必须为您的接口指定通用名称，以便
它们具有灵活的链路名称。在下一节第 235页中的 “IPMP的工作原理”中，所有示例对
IPMP组及其底层接口均使用灵活的链路名称。有关在使用定制链路名称的网络环境中
更换NIC的过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46页中的 “IPMP和动态重新配置”。有关网络
栈和定制链路名称使用的概述，请参阅第 20页中的 “Oracle Solaris中的网络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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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的工作原理
IPMP尝试保留创建组时活动接口和备用接口的原始数量，以此保持网络可用性。

IPMP故障检测可以基于链路，也可以基于探测器，或同时基于两者，以确定组中某具
体底层 IP接口的可用性。如果 IPMP确定某底层接口出现故障，则该接口被标记为出
现故障，并且不再可用。然后，与故障接口相关联的数据 IP地址被重新分配给组中另
一个能正常工作的接口。还会部署一个备用接口（如果可用）以保持活动接口的原始
数量。

以一个使用活动/备用配置的三接口 IPMP组 itops0为例，如图 14–1所示。

组 itops0的配置如下所示：

■ 两个数据地址指定给组 192.168.10.10和 192.168.10.15。

■ 两个底层接口配置为活动接口，并对其指定了灵活的链路名称：net0和 net1。

■ 该组有一个备用接口，同样具有灵活的链路名称 net2。

■ 使用基于测试器的故障检测，因此对活动和备用接口配置了测试地址，如下所示：

■ net0：192.168.10.30

■ net1：192.168.10.32

■ net2：192.168.10.34

图 14–1 IPMP活动/备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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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图中的Active（活动）、Offline（脱机）、Reserve（保留）和Failed（故障）区
域仅表示底层接口（而不是物理位置）的状态。在此 IPMP实现内，没有接口或地址的
物理移动，也没有发生 IP接口的转移。这些区域只是为了显示在出现故障或修复
后，底层接口是如何改变状态的。

可以将 ipmpstat命令与不同的选项结合使用来显示有关现有 IPMP组的特定类型的信
息。如需更多示例，请参见第 270页中的 “监视 IPMP信息”。

可通过使用以下 ipmpstat命令显示图 14–1中的 IPMP配置：

# ipmpstat -g

GROUP GROUPNAME STATE FDT INTERFACES

itops0 itops0 ok 10.00s net1 net0 (net2)

要显示有关该组的底层接口的信息，请键入以下内容：

# ipmpstat -i

INTERFACE ACTIVE GROUP FLAGS LINK PROBE STATE

net0 yes itops0 ------- up ok ok

net1 yes itops0 --mb--- up ok ok

net2 no itops0 is----- up ok ok

IPMP通过管理底层接口以保留活动接口的原始数量来维护网络可用性。因此，如果
net0出现故障，则会部署 net2以确保该组仍有两个活动接口。net2的激活如图 1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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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图 14–2中数据地址与活动接口存在一对一映射，这仅是为了简化示意图。IP内核
模块可以随机指定数据地址，数据地址和接口之间不一定符合一对一关系。

ipmpstat实用程序显示了图 14–2中的信息，如下所示：

# ipmpstat -i

INTERFACE ACTIVE GROUP FLAGS LINK PROBE STATE

net0 no itops0 ------- up failed failed

net1 yes itops0 --mb--- up ok ok

net2 yes itops0 -s----- up ok ok

在修复 net0后，它的状态将恢复为活动接口。net2也依次返回其原始的备用状态。

图 14–3显示了一种不同的故障情形，其中备用接口 net出现故障 (1)，然后管理员将一
个活动接口 net1置于脱机状态 (2)。结果，IPMP组就只剩下一个正常工作的接口
net0。

图 14–2 IPMP中的接口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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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stat实用程序显示了图 14–3中展示的信息，如下所示：

# ipmpstat -i

INTERFACE ACTIVE GROUP FLAGS LINK PROBE STATE

net0 yes itops0 ------- up ok ok

net1 no itops0 --mb-d- up ok offline

net2 no itops0 is----- up failed failed

对于此特定故障，接口修复后的恢复行为也有所不同。恢复取决于 IPMP组的活动接口
的原始数量与修复后的配置的对比情况。恢复过程以图形表示在图 14–4中。

图 14–3 IPMP中的备用接口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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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14–4中，net2在得到修复后，通常会恢复到其原始状态，即备用接口 (1)。但
是，IPMP组仍不反映两个活动接口的原始数量，因为 net1仍保持脱机状态 (2)。因
此，IPMP将 net2部署为活动接口 (3)。

ipmpstat实用程序将修复后的 IPMP情形显示如下：

# ipmpstat -i

INTERFACE ACTIVE GROUP FLAGS LINK PROBE STATE

net0 yes itops0 ------- up ok ok

net1 no itops0 --mb-d- up ok offline

net2 yes itops0 -s----- up ok ok

如果也配置为 FAILBACK=no模式（在此模式下，出现故障的活动接口在修复后不会自动
恢复为活动状态）的一个活动接口出现故障，会发生类似的恢复顺序。假定图 14–2中
的 net0配置为 FAILBACK=no模式。在该模式下，修复后的 net0会切换到保留状态作为
备用接口，尽管它原来是一个活动接口。接口 net2仍保持活动以维持 IPMP组的两个
活动接口的原始数量。ipmpstat实用程序将如下显示恢复信息：

# ipmpstat -i

INTERFACE ACTIVE GROUP FLAGS LINK PROBE STATE

net0 no itops0 i------ up ok ok

net1 yes itops0 --mb--- up ok ok

net2 yes itops0 -s----- up ok ok

有关这种类型的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45页中的 “FAILBACK=no模式”。

图 14–4 IPMP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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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Solaris中的 IPMP组件
Oracle Solaris IPMP涉及以下软件：

多路径守护进程 in.mpathd检测接口故障并修复。如果为底层接口配置了测试地址，该
守护进程将同时执行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和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根据采用的故障
检测方法的类型，该守护进程在接口上设置或清除相应标志，以指示该接口是出现故
障还是已修复。作为一个选项，还可以配置该守护进程以监视所有接口（包括那些未
配置为属于 IPMP组的接口）的可用性。有关故障检测的说明，请参见第 242页中的
“IPMP中的故障和修复检测”。

in.mpathd守护进程还控制 IPMP组中的活动接口指定。该守护进程试图保持创建 IPMP
组时最初配置的活动接口的数量。因此，in.mpathd会根据需要激活或取消激活底层接
口，以符合管理员配置的策略。有关 in.mpathd守护进程管理底层接口激活的方式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 235页中的 “IPMP的工作原理”。有关该守护进程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in.mpathd(1M)手册页。

IP内核模块通过将组中可用的 IP数据地址分配给组中可用的底层 IP接口，管理传出负
荷分配。该模块还将执行源地址选择以管理传入负荷分配。IP模块的两个角色都可以
提高网络通信性能。

IPMP配置文件 /etc/default/mpathd用于配置守护进程的行为。例如，您可以通过设
置探测目标来检测故障的持续时间或要探测的接口，指定守护进程如何执行基于探测
器的故障检测。您还可以指定出现故障的接口在修复后应处的状态。您还可以在此文
件中设置参数来指定守护进程是否应监视系统中的所有 IP接口，而不只是监视配置为
属于 IPMP组的那些接口。有关修改配置文件的过程，请参阅第 267页中的 “如何配置
IPMP守护进程的行为”。

ipmpstat实用程序全面提供了有关 IPMP状态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该工具还显示有
关每个组的底层 IP接口的其他特定信息，以及已为组配置的数据地址和测试地址。有
关使用此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70页中的 “监视 IPMP信息”和 ipmpstat(1M)手册
页。

IPMP接口配置的类型
一个 IPMP配置通常由同一系统上连接到同一 LAN的两个或更多物理接口组成。这些
接口可以属于一个 IPMP组并采用以下配置之一：

■ 活动/活动配置—其中的所有底层接口都处于活动状态的 IPMP组。活动接口是当前
可供 IPMP组使用的 IP接口。缺省情况下，当您将一个底层接口配置为属于某个
IPMP组时，该接口将变为活动状态。有关活动接口和其他 IPMP术语的更多信
息，另请参见第 247页中的 “IPMP术语和概念”。

■ 活动/备用配置—其中至少有一个接口出于管理目的被配置为保留接口的 IPMP
组。保留接口被称为备用接口。备用 IP接口虽然处于空闲状态，但多路径守护进程
仍会监视该接口以跟踪其可用性，具体取决于该接口的配置。如果该接口支持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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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通知，则使用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如果为该接口配置了测试地址，则还将使
用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如果一个活动接口出现故障，会自动根据需要部署备用
接口。您可以根据需要，为一个 IPMP组配置任意数量的备用接口。

也可以将一个接口单独配置在一个 IPMP组中。单接口 IPMP组的行为与具有多个接口
的 IPMP组相同。然而，这种 IPMP配置不提供网络通信的高可用性。如果底层接口出
现故障，系统将完全丧失发送或接收通信的能力。配置单接口 IPMP组的目的是通过使
用故障检测监视接口的可用性。通过在接口上配置测试地址，您可以将守护进程设置
为通过使用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跟踪该接口。通常，单接口 IPMP组配置与具有更强
的故障转移功能的其他技术（例如，Oracle Solaris Cluster软件）结合使用。系统可以
继续监视底层接口的状态。但是Oracle Solaris Cluster软件提供的功能可确保发生故障
时网络的可用性。有关Oracle Solaris Cluster软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un Cluster
Overview for Solaris OS》。

无底层接口的 IPMP组也可以存在，例如，其底层接口已被删除的一个组。该 IPMP组
未被破坏，但该组不能用于发送和接收通信。当组的底层 IP接口被置于联机状态
时，IPMP接口的数据地址被分配给这些接口，系统继续承载网络通信。

IPMP寻址
可以在 IPv4网络以及双栈、IPv4和 IPv6网络中配置 IPMP故障检测。使用 IPMP配置
的接口支持以下两种类型的地址：

■ 数据地址是由DHCP服务器在启动时动态分配或使用 ipadm命令手动指定给 IP接口
的传统 IPv4和 IPv6地址。数据地址指定给 IPMP接口。标准的 IPv4数据包通信流
量（如果适用的话，还包括 IPv6数据包通信流量）被视为数据通信流量。数据通信
流使用 IPMP接口上驻留的数据地址并流过该组的活动接口。

■ 测试地址是 in.mpathd守护进程用于执行基于探测器的故障和修复检测的特定于
IPMP的地址。测试地址可由DHCP服务器动态指定，也可使用 ipadm命令手动指
定。虽然数据地址指定给 IPMP接口，但是仅测试地址指定给该组的底层接口。对
于双栈网络上的底层接口，您可以配置 IPv4测试地址或 IPv6测试地址，或同时配
置两者。当一个底层接口出现故障时，该接口的测试地址继续由 in.mpathd守护进
程用来进行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以检查该接口的后续修复。

注 –仅当需要专门使用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时，才需要配置测试地址。否则，您
可以启用过渡探测来检测故障，而无需使用测试地址。有关使用或不使用测试地址
进行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43页中的 “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
测”。

在以前的 IPMP实现中，需要将测试地址标记为 DEPRECATED以免被应用程序使
用（尤其是在接口出现故障时）。在当前的实现中，测试地址位于底层接口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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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知晓 IPMP的应用程序不再能够意外地使用这些地址。然而，为了确保这些
地址不被视为可能的数据包源，系统自动将具有 NOFAILOVER标志的任何地址同时标
记为 DEPRECATED。

IPv4测试地址
一般来说，您可以将子网上的任何 IPv4地址用作测试地址。IPv4测试地址无需是可路
由的。由于 IPv4地址是许多站点的有限资源，因此您可能希望将不可路由的RFC 1918
专用地址用作测试地址。请注意，in.mpathd守护进程与测试地址在同一子网中的其他
主机仅交换 ICMP探测器。如果使用RFC 1918样式的测试地址，确保使用适当的RFC
1918子网中的地址配置网络上的其他系统（首选路由器）。然后 in.mpathd守护进程便
可以成功地与目标系统交换探测器。有关RFC 1918专用地址的更多信息，请参阅RFC
1918, Address Allocation for Private Internets (http://www.ietf.org/rfc/
rfc1918.txt?number=1918)。

IPv6测试地址
唯一的有效 IPv6测试地址是物理接口的本地链路地址。无需将单独的 IPv6地址用作
IPMP测试地址。IPv6本地链路地址基于接口的介质访问控制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地址。当引导时接口变为启用了 IPv6的接口或通过 ipadm手动配置接口时，将自
动配置本地链路地址。

有关本地链路地址的更多信息，请参阅《System Administration Guide: IP Services》中
的“Link-Local Unicast Address”。

如果在 IPMP组的所有接口上同时激活了 IPv4和 IPv6，则无需配置单独的 IPv4测试地
址。in.mpathd守护进程可以将 IPv6本地链路地址用作测试地址。

IPMP中的故障和修复检测
为确保网络可持续用于发送或接收通信流量，IPMP在 IPMP组的底层 IP接口上执行故
障检测。出现故障的接口在修复之前不可用。其余活动接口继续工作，同时根据需要
部署任何现有的备用接口。

IPMP中的故障检测类型
in.mpathd守护进程处理以下类型的故障检测：

■ 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有两种类型：

■ 未配置测试地址（过渡探测）。
■ 配置了测试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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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如果NIC驱动程序支持该故障检测）

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包括使用 ICMP探测器检查接口是否已经出现故障。此故障检
测方法的实现取决于是否使用了测试地址。

不使用测试地址的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在没有测试地址的情况下，使用两种类型的探测器实现此方法：

■ ICMP探测器
ICMP探测器由组中的活动接口发送，用于探测在路由表中定义的目标。活动接口
是可以接收发送到该接口的链路层 (L2)地址的传入 IP数据包的底层接口。ICMP探
测器使用数据地址作为探测器的源地址。如果 ICMP探测器到达目标并从目标获得
响应，则活动接口能正常工作。

■ 过渡探测器

过渡探测器由组中的替代接口发送，用于探测活动接口。替代接口是不主动接收任
何传入 IP数据包的底层接口。
以包含四个底层接口的一个 IPMP组为例。对该组配置了一个数据地址，但没有配
置测试地址。在此配置中，传出数据包可以使用所有底层接口。然而，传入数据包
只能由绑定到该数据地址的接口接收。其余三个不能接收传入数据包的底层接口就
是替代接口。

如果替代接口可以成功地将探测器发送到活动接口并收到响应，则活动接口能正常
工作，同时也推断出该替代接口发送了探测器。

注 –您必须启用过渡探测，才能使用这种不需要测试地址的故障检测方法。

使用测试地址的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这种故障检测方法涉及发送和接收使用测试地址的 ICMP探测器消息。这些消息也称
为探测器通信或测试通信，它们从接口上发送到同一本地网络上的一个或多个目标系
统。守护进程通过已为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配置的所有接口分别探测所有目标。如
果给定接口对五个连续的探测器未做出任何响应，则 in.mpathd认为该接口已出现故
障。探测速率取决于故障检测时间 (failure detection time, FDT)。故障检测时间的缺省值
是 10秒。不过，您可以在 IPMP配置文件中调整故障检测时间。有关说明，请转到第 267
页中的 “如何配置 IPMP守护进程的行为”。要优化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您必须将

多个目标系统设置为接收来自多路径守护进程的探测器。通过使用多个目标系统，您
可以更好地确定报告的故障的性质。例如，唯一定义的目标系统没有响应，则表示故
障可能在目标系统中，也可能在 IPMP组的接口之一中。相比之下，如果几个目标系统
中只有一个系统没有响应探测器，则故障可能在目标系统中，而不在 IPMP组本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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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pathd守护进程确定要动态探测哪些目标系统。首先，守护进程搜索路由表来寻找
与 IPMP组的接口相关联的测试地址位于同一子网的目标系统。如果找到这样的目
标，则守护进程使用它们作为探测目标。如果没有发现位于同一子网上的目标系
统，则 in.mpathd发送多播数据包以探测链路上的相邻主机。发送到所有主机多播地
址（在 IPv4中为 224.0.0.1，在 IPv6中为 ff02::1）的多播数据包可确定要用作目标系
统的主机。对回显包作出响应的前五个主机将被选作探测目标。如果 in.mpathd找不到
响应多播探测器的路由器或主机，则 ICMP回显包，in.mpathd无法检测基于探测器的
故障。在这种情况下，ipmpstat -i实用程序将探测器状态报告为 unknown（未知）。

可以使用主机路由明确配置要由 in.mpathd使用的目标系统的列表。有关说明，请参阅
第 265页中的 “为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进行配置”。

组故障

当 IPMP组中的所有接口同时出现故障时，则发生组故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用的
底层接口。此外，如果所有目标系统同时出现故障并且启用了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
测，in.mpathd守护进程会刷新其所有当前目标系统并探测新的目标系统。

在没有测试地址的 IPMP组中，可以探测活动接口的单一接口将被指定为探测器。此指
定的接口会同时设置 FAILED标志和 PROBER标志。数据地址绑定到此接口，允许接口
继续探测目标以检测恢复。

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

只要接口支持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会始终启用该类故障检测。

要确定一个第三方接口是否支持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请使用 ipmpstat -i命令。如果
给定接口的输出中的 LINK列包含 unknown（未知）状态，则该接口不支持基于链路的
故障检测。参考制造商的文档，了解有关设备的更多特定信息。

这些支持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的网络驱动程序会监视接口的链路状态，并在该链路状
态发生更改时通知网络子系统。收到更改通知后，网络子系统会根据需要设置或清除
该接口的 RUNNING标志。如果 in.mpathd守护进程检测到接口的 RUNNING标志已被清
除，会立即使该接口失效。

故障检测和匿名组功能

IPMP支持匿名组中的故障检测。缺省情况下，IPMP只监视属于 IPMP组的接口的状
态。但是，可以将 IPMP守护进程配置为同时跟踪不属于任何 IPMP组的接口的状
态。因此，这些接口被视为属于某个“匿名组”。当您发出命令 ipmpstat -g 时，匿名组
将显示为双短划线 (--)。在匿名组中，接口的数据地址也用作测试地址。由于这些接
口不属于任何指定的 IPMP组，这些地址对应用程序是可见的。要启用不属于 IPMP组
的接口的跟踪，请参见第 267页中的 “如何配置 IPMP守护进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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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物理接口修复

修复检测时间是故障检测时间的两倍。故障检测的缺省时间为 10秒。因此，修复检测
的缺省时间为 20秒。在再次用RUNNING标志标记出现故障的接口并且故障检测方法
检测到该接口已修复后，in.mpathd将清除该接口的 FAILED标志。根据管理员最初设置
的活动接口的数量，重新部署已修复的接口。

当一个底层接口出现故障并且使用了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时，in.mpathd守护进程将
使用指定的探测器（如果没有配置测试地址）或使用接口的测试地址继续探测。在接
口修复期间，恢复过程取决于出现故障的接口的原始配置：

■ 出现故障的接口原来是活动接口—已修复的接口将恢复为其原始的活动状态。如果
活动接口足以达到系统管理员为组定义的活动端口数量，则在故障期间充当“替
补”的备用端口将切换回备用状态。

注 –但是，如果修复的活动接口也使用 FAILBACK=no模式进行了配置，则此步骤不适
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45页中的 “FAILBACK=no模式”

■ 出现故障的接口原来是备用接口—只要 IPMP组反映活动接口的原始数量，已修复
的接口将恢复为其原始的备用状态。否则，备用接口将切换为活动接口。

要查看 IPMP接口在故障及修复过程中行为的图形表示，请参见第 235页中的 “IPMP的
工作原理”。

FAILBACK=no模式
缺省情况下，出现故障的活动接口在修复后自动重新成为组中的活动接口。此行为由
守护进程的配置文件中的 FAILBACK参数控制。但是，在数据地址重新映射到修复的接
口时即使发生非关键性中断，对一些管理员来说可能也是不可接受的。管理员可能更
希望允许激活的备用接口继续作为活动接口。IPMP允许管理员覆盖缺省行为，以防止
修复后的接口自动成为活动接口。这些接口必须在 FAILBACK=no模式中配置。有关过
程，请参见第 267页中的 “如何配置 IPMP守护进程的行为”。

当 FAILBACK=no模式中的活动接口出现故障并且后来修复后，IPMP守护进程恢复 IPMP
配置的方式如下所示：

■ 只要 IPMP组反映活动接口的原始配置，守护进程就保留该接口的 INACTIVE状态。

■ 如果 IPMP配置在修复时刻并不反映该组的活动接口的原始配置，则已修复的接口
将作为活动接口重新部署，尽管它具有 FAILBACK=no状态。

注 – FAILBACK=NO模式是针对整个 IPMP组设置的。它不是每个接口的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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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和动态重新配置
使用动态重新配置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R)功能，可以在系统运行的同时重新配置
系统硬件（如接口）。DR只能在支持该功能的系统上使用。

通常使用 cfgadm命令执行DR操作。但是，一些平台可提供其他方法。确保参考您的
平台的文档，了解执行DR的详细信息。对于使用Oracle Solaris的系统，您可以在
表 14–1列出的资源中找到有关DR的具体文档。在 http://www.oracle.com/

technetwork/indexes/documentation/index.html上，通过搜索主题“dynamic
reconfiguration”（动态重新配置），也可以获得有关DR的最新信息。

表 14–1 动态重新配置的文档资源

说明 参考

有关 cfgadm命令的详细信息 cfgadm(1M)手册页

有关Oracle Solaris Cluster环境中DR的特定信息 《Oracle Solaris Cluster系统管理指南》

有关Oracle提供的 Sun Server中DR的特定信息 请参见您的具体服务器随附的文档

有关DR和 cfgadm命令的介绍性信息 《Oracle Solaris管理：设备和文件系统》中的第 6
章 “动态配置设备（任务）”

在支持DR的系统上管理 IPMP组的任务 第 268页中的 “使用动态重新配置恢复 IPMP配置”

下面几节说明DR如何与 IPMP互操作。

在支持NIC的DR的系统上，可以使用 IPMP保持连接性和防止断开现有的连
接。IPMP集成到了重新配置协调管理器 (Reconfiguration Coordination Manager, RCM)
框架中。因此，您可以安全地连接、分离或重新连接NIC和RCM以管理系统组件的动
态重新配置。

连接新NIC
通过DR支持，您可连接、激活新接口，然后将其添加到现有的 IPMP组。或者，在适
当的情况下，可以将新添加的接口配置到其 IPMP组中。有关配置 IPMP组的过程，请
参阅第 255页中的 “配置 IPMP组”。配置这些接口后，它们即可供 IPMP使用。然
而，要利用使用定制链路名称的优点，您必须指定通用链路名称来取代该接口的基于
硬件的链路名称。然后，您通过使用刚指定的通用名称创建相应的配置文件。有关通
过使用定制链路名称配置单一接口的过程，请参阅第 156页中的 “如何配置 IP接
口”。为接口指定通用链路名称后，确保您在该接口上执行任何其他配置（如使用
IPMP的接口）时始终引用该通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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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NIC
首先检查分离包含NIC的系统组件的所有请求以确保可以保持连接性。例如，缺省情
况下，无法分离不在 IPMP组中的NIC。也无法分离包含 IPMP组中仅有的工作接口的
NIC。但是，如果必须移除系统组件，则可以使用 cfgadm的 -f选项覆盖此行为，如
cfgadm(1M)手册页中所述。

如果检查成功，守护进程将为接口设置 OFFLINE标志。接口上的所有测试地址都要取消
配置。然后，从系统中取消激活NIC。如果上述任一步骤失败，或者同一系统组件上
其他硬件的DR失败，则会将先前的配置恢复到其初始状态。将显示有关此事件的状态
消息。否则，分离请求成功完成。可以从系统中移除组件。未断开任何现有连接。

更换NIC
当 IPMP组的一个底层接口出现故障时，典型的解决方法是通过连接新的NIC更换故
障接口。RCM记录与从正在运行的系统分离的任何NIC关联的配置信息。如果用相同
的NIC更换出现故障的NIC，则RCM将根据以前使用 ipadm命令定义的持久性配置自
动配置该接口。

例如，假定您使用另一个 bge0接口更换出现故障的 bge0接口。原先使用 ipadm命令为
出现故障的 bge0定义的配置设置是持久性设置。在您连接用于更换的 bge NIC
后，RCM会激活该 bge0接口，然后根据这些持久性设置来配置该接口。因此，会对该
接口正确配置测试地址，并将其添加到 IPMP组中。

只要出现故障的NIC和用于更换的NIC是相同的类型（例如以太网），就可以进行更
换。在这种情况下，RCM会激活连接的新接口。如果您在首次配置接口时未使用定制
链路名称，则您必须配置新NIC，才能将其添加到 IPMP组。

但是，如果您当时使用了定制链路名称，就不必执行其他配置步骤。将故障接口的链
路名称重新指定给新接口后，新接口将获得在该移除的接口的持久性设置中指定的配
置。然后，RCM根据这些设置配置该接口。有关在接口出现故障时使用DR恢复 IPMP
配置的过程，请参阅第 268页中的 “使用动态重新配置恢复 IPMP配置”。

IPMP术语和概念
本节介绍本书 IPMP章节中涉及的术语和概念。

active interface（活动接口）
指系统可用来发送或接收数据流量的一种底层接口。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接口处
于活动状态：

■ 接口中至少一个 IP地址的状态为 UP（活动）。请参见UP地址。
■ 接口上未设置 FAILED、INACTIVE或 OFFLINE标志。
■ 该接口未被标志为有重复的硬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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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无法使用的接口、INACTIVE接口进行比较。

data address（数据地址）
指可用作数据的源或目标地址的 IP地址。数据地址属于某个 IPMP组，可以用来发
送和接收组中任何接口上的通信。而且，只要 IPMP组中有一个接口在工作，就可
以连续使用该 IPMP组中的一组数据地址。在以前的 IPMP实现中，数据地址驻留在
IPMP组的底层接口上。在当前实现中，数据地址驻留在 IPMP接口上。

DEPRECATED address（DEPRECATED地址）
指不能用作数据的源地址的 IP地址。通常情况下，IPMP测试地址（具有
NOFAILOVER标志）也会由系统自动标记为 DEPRECATED。不过，可以将任何地址标记
为 DEPRECATED，以防止将该地址用作源地址。

dynamic reconfiguration（动态重新配置）
指这样一种功能：它允许您在系统运行的同时重新配置系统，而对正在进行的操作
影响很小或没有任何影响。并非Oracle提供的所有 Sun平台都支持DR。有些平台可
能仅支持某些类型的硬件的DR。在支持NIC的DR的平台上，可使用 IPMP来实现
DR期间对系统的不间断网络访问。

有关 IPMP如何支持DR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46页中的 “IPMP和动态重新配
置”。

explicit IPMP interface creation（显式 IPMP接口创建）
仅适用于当前 IPMP实现。该术语指使用 ipadm create-ipmp命令创建 IPMP接口的
方法。显式 IPMP接口创建是创建 IPMP组的首选方法。此方法允许由管理员设置
IPMP接口名称和 IPMP组名称。

与隐式 IPMP接口创建进行比较。

FAILBACK=no模式（FAILBACK=no模式）
指一种底层接口设置，它通过避免接口修复过程中的重新分配尽量减少传入地址与
接口的重新绑定。具体来说，当检测到接口修复时，接口的 FAILED标志将被清
除。但是，如果已修复接口的模式是 FAILBACK=no，则只要还存在另一个能正常工作
的接口，就会对已修复接口设置 INACTIVE标志以防止使用该接口。如果 IPMP组中
的第二个接口出现故障，则 INACTIVE接口就有资格接替。虽然故障恢复的概念在当
前 IPMP实现中不再适用，但为了管理上的兼容性，仍保留了此模式的名称。

FAILED接口（FAILED接口）
表示 in.mpathd守护进程已确定处于故障状态的接口。这种确定是通过基于链路或
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来进行的。在出现故障的任何接口上设置 FAILED标志。

failure detection（故障检测）
指检测一个物理接口或从一个接口到 Internet层设备的路径何时不再工作的过
程。故障检测有两种实现形式：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和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implicit IPMP interface creation（隐式 IPMP接口创建）
指通过使用 ifconfig命令将底层接口放置在不存在的 IPMP组中的 IPMP接口创建
方法。支持隐式 IPMP接口创建旨在实现与Oracle Solaris早期发行版中 IPMP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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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后兼容性。因此，此方法不提供设置 IPMP接口名称或 IPMP组名称的功
能。ipadm命令不支持隐式 IPMP接口创建。

与显式 IPMP接口创建进行比较。

INACTIVE接口（INACTIVE接口）
指正在运行但根据管理策略当前未被使用的接口。在任何 INACTIVE接口上设置
INACTIVE标志。

与活动接口、无法使用的接口进行比较。

IPMP anonymous group support（IPMP匿名组支持）
表示一项 IPMP功能，其中 IPMP守护进程跟踪系统中所有网络接口的状态，无论它
们是否属于 IPMP组。但是，如果接口不实际位于 IPMP组中，则在出现接口故障时
这些接口上的地址不可用。

IPMP group（IPMP组）
指被系统视为可互换以提高网络可用性和利用率的一组网络接口。每个 IPMP组有
一个数据地址集，系统可使之与组中的任何活动接口集相关联。使用该数据地址
集，可维护网络的可用性并提高网络利用率。管理员可以选择将哪些接口放入 IPMP
组中。然而，在同一组中的所有接口必须共享一个公共的属性集，例如，连接到同
一链路并使用相同的协议集（如 IPv4和 IPv6）进行配置。

IPMP group interface（IPMP组接口）
请参见 IPMP接口。

IPMP group name（IPMP组名称）
指 IPMP组的名称，可使用 ipadm set-ifprop子命令指定。具有相同 IPMP组名称的
所有底层接口被定义为属于同一 IPMP组。在当前实现中，IPMP组名称被弱化，而
推荐使用 IPMP接口名称。鼓励管理员通过使用 ipadm create-ipmp子命令创建
IPMP组来对 IPMP接口和组使用相同的名称。

IPMP interface（IPMP接口）
仅适用于当前 IPMP实现。该术语指代表给定 IPMP组、任一或所有接口的底层接口
以及所有数据地址的 IP接口。在当前 IPMP实现中，IPMP接口是用于管理 IPMP组
的核心组件，并用于路由表、ARP表、防火墙规则等。

IPMP interface name（IPMP接口名称）
指 IPMP接口的名称。本文档使用命名约定 ipmpN。系统在隐式 IPMP接口创建中使
用相同的命名约定。但是，管理员可以通过使用显式 IPMP接口创建来选择任何名
称。

IPMP singleton（IPMP单件）
指Oracle Solaris Cluster软件使用的一种 IPMP配置，它允许数据地址也作为测试地
址。例如，只有一个接口属于 IPMP组时，此配置适用。

link-based failure detection（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
指一种被动形式的故障检测，其中会监视网卡的链路状态以确定接口的状态。基于
链路的故障检测仅测试链路是否开启。并非所有网卡驱动程序都支持这种类型的故
障检测。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不需要显式配置，并提供了链路故障的瞬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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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进行比较。

load spreading（负荷分配）
指在一组接口中指定传入或传出通信的过程。与负载平衡不同，负荷分配并不保证
均匀分配负载。通过负荷分配，可以获得较高的吞吐量。仅当网络通信流向使用多
个连接的多个目标时，才会发生负荷分配。

传入负荷分配指将传入通信流量指定到 IPMP组中各个接口的过程。不能使用 IPMP
直接控制传入负荷分配。该过程由源地址选择算法间接处理。

传出负荷分配指将传出通信流量指定到 IPMP组中各个接口的过程。传出负荷分配
由 IP模块针对每个目标来执行，必要时根据 IPMP组中接口的状态和成员进行调
整。

NOFAILOVER address（NOFAILOVER地址）
仅适用于以前的 IPMP实现。指与底层接口相关联的地址，因此在底层接口出现故
障时不可用。所有的 NOFAILOVER地址都设置了 NOFAILOVER标志。必须将 IPMP测试
地址指定为 NOFAILOVER，但决不能将 IPMP数据地址指定为 NOFAILOVER。在 IPMP实
现中，不存在故障转移的概念。然而，术语 NOFAILOVER保留下来以便实现管理上的
兼容性。

OFFLINE interface（OFFLINE接口）
指在管理上已禁用以防系统使用（通常是准备将其从系统中删除）的接口。此类接
口设置了 OFFLINE标志。if_mpadm命令可用于将接口切换到脱机状态。

physical interface（物理接口）
请参见底层接口

probe（探测器）
指一种 ICMP数据包，类似于 ping命令使用的数据包。该探测器用于测试给定接口
的发送和接收路径。如果启用了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探测数据包由 in.mpathd

守护进程发送。探测数据包使用 IPMP测试地址作为其源地址。

probe-based failure detection（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指一种主动形式的故障检测，其中探测器与探测器目标交换以确定接口的状态。当
启用时，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测试每个接口的整个发送和接收路径。然而，这种
类型的检测需要管理员使用测试地址显式配置每个接口。

与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进行比较。

probe target（探测器目标）
指同一链路上作为 IPMP组中接口的系统。目标由 in.mpathd守护进程选择，以通过
使用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帮助检查给定接口的状态。探测器目标可以是链路上能
够发送和接收 ICMP探测器的任何主机。探测器目标通常是路由器。通常使用几个
探测器目标来从故障检测逻辑上排除探测器目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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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address selection（源地址选择）
指选择 IPMP组中的一个数据地址作为特定数据包的源地址的过程。每当应用程序
没有专门选择要使用的源地址时，由系统执行源地址选择。由于每个数据地址仅与
一个硬件地址相关联，源地址选择会间接控制传入负荷分配。

STANDBY interface（STANDBY接口）
指在管理上配置为仅在组中的另一个接口出现故障时使用的接口。所有的 STANDBY

接口都将设置 STANDBY标志。

target systems（目标系统）
请参见探测器目标。

test address（测试地址）
指必须用作探测器的源地址或目标地址而不能用作数据通信的源地址或目标地址的
IP地址。测试地址与一个底层接口相关联。如果对底层接口配置了一个 UP测试地
址，in.mpathd守护进程通过使用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监视此地址。所有测试地址
必须都指定为 NOFAILOVER。系统会自动将这些地址标记为 DEPRECATED以确保不将它
们视为可能的数据包源地址。

underlying interface（底层接口）
指定作为属于某个 IPMP组的 IP接口，它直接与实际网络设备相关联。例如，如果
将 ce0和 ce1放入 IPMP组 ipmp0中，则 ce0和 ce1包含 ipmp0的底层接口。在以前
的实现中，IPMP组只包含底层接口。然而，在当前实现中，这些接口作为表示组的
IPMP接口（例如，ipmp0）的基础，因此称为底层接口。

undo-offline operation（撤消脱机操作）
指在管理上启用先前被脱机的接口以供系统使用的行为。if_mpadm命令可用于执行
撤消脱机操作。

unusable interface（不可用的接口）
指在其当前配置中根本不能用于发送或接收数据通信流量的底层接口。不可用的接
口不同于 INACTIVE接口，后者虽然当前未被使用，但如果组中的一个活动接口变得
不可用，就可以使用它。如果存在以下情况之一，接口就是不可用接口：

■ 该接口没有 UP地址。
■ 为该接口设置了 FAILED或 OFFLINE标志。
■ 该接口被标记为与组中的另一个接口具有相同的硬件地址。

UP address（UP地址）
指已通过设置 UP标志使其在管理上可供系统使用的地址。非 UP地址被视为不属于
该系统，因此在源地址选择过程中不予考虑。

IPMP术语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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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IPMP

本章介绍使用 IP网络多路径 (IP network multipathing, IPMP)管理接口组的任务。讨论
的主要主题如下：

■ 第 253页中的 “IPMP管理任务列表”
■ 第 255页中的 “配置 IPMP组”
■ 第 262页中的 “维护 IPMP组”
■ 第 265页中的 “为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进行配置”
■ 第 268页中的 “使用动态重新配置恢复 IPMP配置”
■ 第 270页中的 “监视 IPMP信息”

IPMP管理任务列表
在Oracle Solaris中，ipmpstat命令是用于获取与 IPMP组信息有关的信息的首选工
具。在本章中，ipmpstat命令取代了Oracle Solaris早期发行版中使用的 ifconfig命令
的某些功能来提供 IPMP信息。

有关 ipmpstat命令的不同选项的信息，请参见第 270页中的 “监视 IPMP信息”。

以下几部分提供了指向本章中任务的链接。

IPMP组创建和配置（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规划 IPMP组。 列出所有辅助信息和必需任
务，然后才能配置 IPMP组。

第 255页中的 “如何规划 IPMP
组”

通过使用DHCP来配置 IPMP
组。

提供了通过使用DHCP配置
IPMP组的另一种方法。

第 257页中的 “如何通过使用
DHCP配置 IPMP组”

15第 1 5 章

253



任务 说明 参考

配置活动/活动 IPMP组。 配置一个 IPMP组，其中的所有
底层接口都部署为承载网络通信
流量。

第 259页中的 “如何手动配置活
动/活动 IPMP组”

配置一个活动/备用 IPMP组。 配置一个 IPMP组，其中一个底
层接口保持非活动状态作为预留
接口。

第 260页中的 “如何手动配置活
动/备用 IPMP组”

IPMP组维护（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将接口添加到 IPMP组。 将新接口配置为现有 IPMP组的
成员。

第 262页中的 “如何将接口添加
到 IPMP组”

从 IPMP组中删除接口。 从 IPMP组中删除接口。 第 262页中的 “如何从 IPMP组
中删除接口”

在 IPMP组中添加或删除 IP地
址。

为 IPMP组添加或删除地址。 第 263页中的 “如何添加或删除
IP地址”

更改接口的 IPMP成员身份。 在各 IPMP组之间移动接口。 第 264页中的 “如何将接口从一
个 IPMP组移动到另一个组”

删除 IPMP组。 删除不再需要的 IPMP组。 第 265页中的 “如何删除 IPMP
组”

更换出现故障的卡。 移除或更换 IPMP组的出现故障
的NIC。

第 268页中的 “如何更换出现故
障的物理卡”

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配置（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手动指定目标系统 标识并添加要进行基于探测器的
故障检测的系统。

第 266页中的 “如何为基于探测
器的故障检测手动指定目标系
统”

配置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的行
为。

修改参数来确定基于探测器的故
障检测的行为。

第 267页中的 “如何配置 IPMP
守护进程的行为”

IPMP管理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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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组监视（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获取组信息。 显示有关 IPMP组的信息。 第 270页中的 “如何获取 IPMP
组信息”

获取数据地址信息。 显示有关 IPMP组所使用的数据
地址的信息。

第 271页中的 “如何获取 IPMP
数据地址信息”

获取 IPMP接口信息。 显示有关 IPMP接口或组的底层
接口的信息。

第 271页中的 “如何获取有关组
的底层 IP接口的信息”

获取探测器目标信息。 显示有关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的目标的信息。

第 273页中的 “如何获取 IPMP
探测器目标信息”

获取探测器信息。 显示有关系统中正在运行的探测
器的实时信息。

第 274页中的 “如何观察 IPMP
探测器”

定制用于监视 IPMP组的信息显
示。

确定显示的 IPMP信息。 第 275页中的 “如何在脚本中定
制 ipmpstat命令的输出”

配置 IPMP组
本节提供了用于规划和配置 IPMP组的过程。第 14章，IPMP简介中的概述介绍了将
IPMP组实现为接口。因此，在本章中，术语 IPMP组和 IPMP接口可互换使用。

▼ 如何规划 IPMP组
以下过程包括在配置 IPMP组之前要收集的必要规划任务和信息。这些任务不必按顺序
执行。

注 –必须为每个子网或 L2广播域只配置一个 IPMP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32页
中的 “何时必须使用 IPMP”。

确定满足您的需要的常规 IPMP配置。

IPMP配置取决于您的网络需要处理的在您的系统上承载的通信流量的类型。IPMP将
传出网络数据包分散到 IPMP组的各个接口，从而提高了网络吞吐量。然而，对于给定
的TCP连接，传入通信流量通常只使用一个物理路径，以尽量降低处理无序数据包的
风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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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您的网络处理大量传出通信流量，将大量接口配置到一个 IPMP组中可以提
高网络性能。如果相反，即系统承载大量传入通信流量，则组中的接口数量不一定能
通过分散通信流量负载来改善性能。不过，有更多的底层接口有助于在接口出现故障
时保证网络的可用性。

对于基于 SPARC的系统，验证组中的每个接口具有唯一的MAC地址。
要为系统中的每个接口配置唯一的MAC地址，请参见第 154页中的 “SPARC:如何确保
接口的MAC地址是唯一的”。

确保在 IPMP组中的所有接口上推送并配置了同一组 STREAMS模块。
同一组中的所有接口必须按相同顺序配置相同的 STREAMS模块。

a. 检查即将包含在 IPMP组中的所有接口上 STREAMS模块的顺序。
您可以通过使用 ifconfig interface modlist命令打印 STREAMS模块的列表。例
如，以下是 net0接口的 ifconfig输出：

# ifconfig net0 modlist

0 arp

1 ip

2 e1000g

如输出所示，接口通常作为网络驱动程序存在于 IP模块的下方。这些接口应该不需
要额外的配置。

然而，某些技术将自身作为 STREAMS模块插入到 IP模块和网络驱动程序之间。如
果 STREAMS模块是有状态的，即使将相同模块推送到组中的所有接口上，在进行
故障转移时仍可能会出现意外行为。但是，只要按相同顺序将 STREAMS模块推送
到 IPMP组中的所有接口上，就可以使用无状态 STREAMS模块。

b. 按 IPMP组的标准顺序推送接口的模块。
ifconfig interface modinsert module-name@position

ifconfig net0 modinsert vpnmod@3

在 IPMP组的所有接口上使用相同的 IP寻址格式。
如果为 IPv4配置了一个接口，则必须为 IPv4配置组的所有接口。例如，如果将一个
IPv6寻址添加到一个接口，则必须将 IPMP组中的所有接口配置为支持 IPv6。

确定您要实现的故障检测的类型。

例如，如果您要实现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则必须在底层接口上配置测试地址。如
需相关信息，请参见第 242页中的 “IPMP中的故障检测类型”。

确保 IPMP组中的所有接口都连接到同一本地网络。
例如，您可以将同一 IP子网上的以太网交换机配置到一个 IPMP组中。您可以将任意
数量的接口配置到一个 IPMP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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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您还可以配置一个只包含一个接口的 IPMP组，例如，如果您的系统只有一个物理
接口。如需相关信息，请参见第 240页中的 “IPMP接口配置的类型”。

确保 IPMP组不包含具有不同网络介质类型的接口。
组合在一起的接口应属于相同的接口类型，如 /usr/include/net/if_types.h中定义的
那样。例如，不能将以太网接口和令牌环接口组合在一个 IPMP组中。此外，不能将令
牌总线接口与异步传输模式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 ATM)接口组合在同一 IPMP组
中。

对于具有ATM接口的 IPMP，请在 LAN仿真模式下配置ATM接口。
使用经典的 IP over ATM的接口不支持 IPMP。

▼ 如何通过使用DHCP配置 IPMP组
在当前的 IPMP实现中，可以利用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配置 IPMP组。

可以使用活动/活动接口或活动/备用接口配置多接口 IPMP组。如需相关信息，请参见
第 240页中的 “IPMP接口配置的类型”。以下过程描述了通过使用DHCP配置活动/备用
IPMP组的步骤。

确保即将包含在 IPMP组中的 IP接口已在系统的网络数据链路上正确配置。即使底层
IP接口尚不存在，您仍可以创建一个 IPMP接口。然而，随后在此 IPMP接口上的配置
将失败。

有关配置链路和 IP接口的过程，请参见第 154页中的 “IP接口配置（任务）”。有关配
置 IPv6接口的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配置 IPv6接口”。

此外，如果您使用的是 SPARC系统，请为每个接口配置一个唯一的MAC地址。有关
过程，请参见第 154页中的 “SPARC:如何确保接口的MAC地址是唯一的”。

最后，如果您使用DHCP，请确保底层接口具有无限租用期。否则，在组出现故障的
情况下，测试地址将到期，IPMP守护进程将禁用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而使用基于
链路的故障检测。如果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发现接口运行正常，守护进程可能会错误
地报告接口已修复。有关配置DHCP的更多信息，请参阅《System Administration
Guide: IP Services》中的第 13章 “Planning for DHCP Service (Tasks)”。

注 –如果系统上的活动网络配置文件是一个反应性配置文件，则您无法使用 IPMP。在
配置 IPMP组之前，如有必要，请启用 DefaultFixed配置文件以切换到固定网络配置
文件。有关过程，请参见第 132页中的 “配置文件和配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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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创建一个 IPMP接口。
# ipadm create-ipmp ipmp-interface

其中

ipmp-interface指定 IPMP接口的名称。您可以为 IPMP接口指定任何有意义的名称。与
任何 IP接口一样，名称包含一个字符串和一个数字，如 ipmp0。

创建底层 IP接口（如果它们尚不存在）。
# ipadm create-ip under-interface

其中 under-interface指将添加到 IPMP组的 IP接口。

将要包含测试地址的底层 IP接口添加到 IPMP组。
# ipadm add-ipmp -i under-interface1 [-i under-interface2 ...] ipmp-interface

您可以为 IPMP组创建多达系统中可用数量的 IP接口。

让DHCP配置和管理 IPMP接口上的数据地址。
# ipadm create-addr -T dhcp addrobj

addrobj代表一个地址对象并使用 interface/string格式。本步骤中的 interface是 IPMP接
口。字符串可以是用户定义的任何字符串。因此，如果您在 IPMP接口上有多个数据地
址，相应的地址对象将是 ipmp-interface/string1、ipmp-interface /string2、ipmp-interface/
string3等。

让DHCP管理底层接口中的测试地址。
您需要对 IPMP组的每个底层接口发出以下命令。
# ipadm create-addr -T dhcp addrobj

addrobj代表一个地址对象并使用 interface/string格式。本步骤中的 interface是底层接
口。字符串可以是用户定义的任何字符串。因此，如果您的 IPMP组有多个底层接
口，相应的地址对象将是 under-interface1/string、ipmp-interface2
/string、ipmp-interface3/ string等。

使用DHCP配置 IPMP组

本示例显示如何使用DHCP配置活动/备用 IPMP组，并且基于以下方案：

■ IPMP组的三个底层接口将在它们各自的数据链路（net0、net1和 net2）上配
置，这些数据链路是 IPMP组的指定成员。

■ IPMP接口 itops0与 IPMP组共享相同的名称。
■ net2是指定的备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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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用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对所有底层接口都指定了测试地址。

# ipadm create-ipmp itops0

# ipadm create-ip net0

# ipadm create-ip net1

# ipadm create-ip net2

# ipadm add-ipmp -i net0 -i net1 -i net2 itops0

# ipadm create-addr -T dhcp itops0/dhcp0

# ipadm create-addr -T dhcp itops0/dhcp1

# ipadm create-addr -T dhcp net0/test

# ipadm create-addr -T dhcp net2/test

# ipadm create-addr -T dhcp net3/test

# ipadm set-ifprop -p standby=on net2

▼ 如何手动配置活动/活动 IPMP组
以下过程描述手动配置活动/活动 IPMP组的步骤。

确保即将包含在目标 IPMP组中的 IP接口已在系统的网络数据链路上正确配置。有关
配置链路和 IP接口的过程，请参见第 154页中的 “IP接口配置（任务）”。有关配置
IPv6接口的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配置 IPv6接口”。即使
底层 IP接口尚不存在，您仍可以创建一个 IPMP接口。然而，随后在此 IPMP接口上的
配置将失败。

此外，如果您使用的是 SPARC系统，请为每个接口配置一个唯一的MAC地址。有关
过程，请参见第 154页中的 “SPARC:如何确保接口的MAC地址是唯一的”。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创建一个 IPMP接口。
# ipadm create-ipmp ipmp-interface

其中

ipmp-interface指定 IPMP接口的名称。您可以为 IPMP接口指定任何有意义的名称。与
任何 IP接口一样，名称包含一个字符串和一个数字，如 ipmp0。

将底层 IP接口添加到组中。
# ipadm add-ipmp -i under-interface1 [-i underinterface2 ...] ipmp-interface

其中 under-interface指 IPMP组的底层接口。您可以添加系统中可用的所有 IP接口。

开始之前

1

2

3

配置 IPMP组

第 15章 • 管理 IPMP 259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V3ipv6-config-tasks-6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V6rbactask-28


注 –在双栈环境中，如果将某个接口的 IPv4实例放入特定组中，则 IPv6实例也会自动
放入同一组中。

将数据地址添加到 IPMP接口。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IP-address addrobj

IP地址可以采用CIDR表示法。

addrobj必须使用命名约定 ipmp-interface/any-string。因此，如果 IPMP接口的名称是
ipmp0，则 addrobj可以是 ipmp0/dataaddr。

在底层接口上添加测试地址。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IP-address addrobj

IP地址可以采用CIDR表示法。

addrobj必须使用命名约定 under-interface/any-string。因此，如果底层接口的名称是
net0，则 addrobj可以是 net0/testaddr。

注 –仅当要在特定接口上使用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时，才需要配置测试地址。

IPMP组中的所有测试 IP地址都必须使用相同的网络前缀。测试 IP地址必须属于单个
IP子网。

▼ 如何手动配置活动/备用 IPMP组
有关备用接口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40页中的 “IPMP接口配置的类型”。以下步骤配
置一个 IPMP组，其中将一个接口保留为后备。仅当组中的一个活动接口出现故障
时，才部署此接口。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创建一个 IPMP接口。
# ipadm create-ipmp ipmp-interface

其中

ipmp-interface指定 IPMP接口的名称。您可以为 IPMP接口指定任何有意义的名称。与
任何 IP接口一样，名称包含一个字符串和一个数字，如 ipmp0。

将底层 IP接口添加到组中。
# ipadm add-ipmp -i under-interface1 [-i underinterface2 ...] ipmp-interface

其中 under-interface指 IPMP组的底层接口。您可以添加系统中可用的所有 IP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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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双栈环境中，如果将某个接口的 IPv4实例放入特定组中，则 IPv6实例也会自动
放入同一组中。

将数据地址添加到 IPMP接口。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IP-address addrobj

IP地址可以采用CIDR表示法。

addrobj必须使用命名约定 ipmp-interface/any-string。因此，如果 IPMP接口的名称是
ipmp0，则 addrobj可以是 ipmp0/dataaddr。

在底层接口上添加测试地址。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IP-address addrobj

IP地址可以采用CIDR表示法。

addrobj必须使用命名约定 under-interface/any-string。因此，如果底层接口的名称是
net0，则 addrobj可以是 net0/testaddr。

注 –仅当要在特定接口上使用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时，才需要配置测试地址。

IPMP组中的所有测试 IP地址都必须使用相同的网络前缀。测试 IP地址必须属于单个
IP子网。

将一个底层接口配置为备用接口。

# ipadm set-ifprop -p standby=yes under-interface

配置活动/备用 IPMP组

本示例说明如何手动创建活动/备用 IPMP配置。该示例首先创建底层接口。

# ipadm create-ip net0

# ipadm create-ip net1

# ipadm create-ip net2

# ipadm create-ipmp itops0

# ipadm add-ipmp -i net0 -i net1 -i net2 itops0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10.10/24 itops0/v4add1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10.15/24 itops0/v4add2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85.30/24 net0/test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85.32/24 net1/test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85.34/24 net2/test

# ipadm set-ifprop -p standby=yes net2

# ipmpstat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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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GROUPNAME STATE FDT INTERFACES

itops0 itops0 ok 10.00s net0 net1 (net2)

# ipmpstat -t

INTERFACE MODE TESTADDR TARGETS

net0 routes 192.168.10.30 192.168.10.1

net1 routes 192.168.10.32 192.168.10.1

net2 routes 192.168.10.34 192.168.10.5

维护 IPMP组
本节包含维护现有 IPMP组以及这些组内的接口的任务。这些任务假定已按第 255页中
的 “配置 IPMP组”中的说明配置了 IPMP组。

▼ 如何将接口添加到 IPMP组
确保您向组中添加的接口与该组中将具有的所有约束相匹配。有关 IPMP组的要求的列
表，请参见第 255页中的 “如何规划 IPMP组”。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如果底层 IP接口尚不存在，则创建该接口。
# ipadm create-ip interface

将 IP接口添加到 IPMP组中。
# ipadm add-ipmp -i under-interface ipmp-interface

将接口添加到 IPMP组

要将接口 net4添加到 IPMP组 itops0，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create-ip net4

# ipadm add-ipmp -i net4 itops0

# ipmpstat -g

GROUP GROUPNAME STATE FDT INTERFACES

itops0 itops0 ok 10.00s net0 net1 net4

▼ 如何从 IPMP组中删除接口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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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IPMP组中删除接口。
# ipadm remove-ipmp -i under-interface[, -i under-interface, ...] ipmp-interface

您可以根据需要在单个命令中删除任意数量的底层接口。删除所有底层接口并不会删
除 IPMP接口。相反，它作为一个空 IPMP接口或空组存在。

从组中删除接口

要从 IPMP组 itops0删除接口 net4，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remove-ipmp net4 itops0

# ipmpstat -g

GROUP GROUPNAME STATE FDT INTERFACES

itops0 itops0 ok 10.00s net0 net1

▼ 如何添加或删除 IP地址
您使用 ipadm create-addr子命令来添加地址，或使用 ipadm delete-addr子命令从接
口中删除地址。在当前 IPMP实现中，测试地址驻留在底层 IP接口上，而数据地址指
定给 IPMP接口。以下过程描述如何添加或删除 IP地址（测试地址或数据地址）。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添加或删除数据地址。

■ 要将数据地址添加到 IPMP组，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ip-address addrobj

addrobj使用命名约定 ipmp-interface/user-string。
■ 要从 IPMP组中删除地址，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delete-addr addrobj

addrobj使用命名约定 inder-interface/user-string。

添加或删除测试地址。

■ 要将测试地址指定给 IPMP组的底层接口，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ip-address adrobj
■ 要从 IPMP组的底层接口删除测试地址，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delete-addr addrob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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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口删除测试地址

以下示例使用示例 15–2中 itops0的配置。该步骤从接口 net1中删除测试地址。在本
示例中，假定测试地址被命名为 net1/test1

# ipmpstat -t

INTERFACE MODE TESTADDR TARGETS

net1 routes 192.168.10.30 192.168.10.1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 static ok 127.0.0.1/8

...

net1/test1 static ok 192.168.10.30

# ipadm delete-addr net1/test1

▼ 如何将接口从一个 IPMP组移动到另一个组
如果某个接口属于现有的 IPMP组，则可以将该接口放入新的 IPMP组中。无需从当前
IPMP组中删除该接口。接口放入新组中后，该接口将自动从任何现有的 IPMP组中删
除。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将接口移动到新的 IPMP组。
# ipadm add-ipmp -i under-interface ipmp-interface

其中 under-interface指您要移动的底层接口，ipmp-interface指您要将底层接口移动到的
IPMP接口或组。

如果将接口放入新组中，则会自动从任何现有组中删除该接口。

将接口移动到其他 IPMP组

本示例假定您的组的底层接口是 net0、net11和 net2。要将 net0移动到 IPMP组
cs-link1，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add-ipmp -i net0 ca-link1

此命令会从 IPMP组 itops0中删除 net0接口，然后将 net0放入 cs-link1。

示例15–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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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删除 IPMP组
如果您不再需要特定 IPMP组，请使用此过程。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确定 IPMP组和底层 IP接口。
# ipmpstat -g

删除当前属于 IPMP组的所有 IP接口。
# ipadm remove-ipmp -i under-interface[, -i under-interface, ...] ipmp-interface

注 –要成功地删除 IPMP接口，不能存在作为 IPMP组的一部分的 IP接口。

删除 IPMP接口。
# ipadm delete-ipmp ipmp-interface

删除 IPMP接口后，与该接口相关联的任何 IP地址将从系统中删除。

删除 IPMP接口

要删除具有底层 IP接口 net0和 net1的接口 itops0，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mpstat -g

GROUP GROUPNAME STATE FDT INTERFACES

itops0 itops0 ok 10.00s net0 net1

# ipadm remove-ipmp -i net0 -i net1 itops0

# ipadm delete-ipmp itops0

为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进行配置
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涉及目标系统的使用，如第 243页中的 “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
测”中所述。在确定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的目标时，in.mpathd守护进程在两种模式
下运行：路由器目标模式或多播目标模式。在路由器目标模式中，多路径守护进程探
测在路由表中定义的目标。如果没有定义目标，则守护进程在多播目标模式下运
行，其中发出多播数据包以探测 LAN上的相邻主机。

您最好设置目标主机以供 in.mpathd守护进程来探测。对于一些 IPMP组，缺省路由器
作为目标就足够了。但是，对于另一些 IPMP组，则可能需要为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配置特定目标。要指定目标，请将路由表中的主机路由设置为探测器目标。在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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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配置的任何主机路由会列在缺省路由器的前面。IPMP使用显式定义的主机路由来选
择目标。因此，您应设置主机路由以配置特定的探测器目标，而不是使用缺省路由
器。

要在路由表中设置主机路由，请使用 route命令。您可以将此命令与 -p选项结合使用
来添加持久性路由。例如，使用 route -p add添加的路由在您重新引导系统后仍保留
在路由表中。因此，您可以使用 -p选项添加持久性路由，而无需使用任何特殊脚本在
每次系统启动时重新创建这些路由。要以最佳方式使用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确保
您设置多个目标来接收探测器。

以下示例过程显示为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将持久性路由添加到目标的确切语法。有
关 route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route(1M)手册页。

在评定网络中的哪些主机可能成为合适的目标时，请考虑以下标准。

■ 确保将来的目标可用并且正在运行。建立其 IP地址的列表。
■ 确保目标接口与要配置的 IPMP组位于同一网络中。
■ 目标系统的网络掩码和广播地址必须与 IPMP组中的地址相同。
■ 目标主机必须能够应答使用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的接口发出的 ICMP请求。

▼ 如何为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手动指定目标系统

使用您的用户帐户登录到要在其中配置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的系统。

将路由添加到要用作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中的目标的特定主机。

$ route -p add -host destination-IP gateway-IP -static

其中 destination-IP和 gateway-IP是要用作目标的主机的 IPv4地址。例如，可以键入以
下内容指定目标系统为 192.168.10.137，该目标系统与 IPMP组 itops0中的接口位于
同一子网中：

$ route -p add -host 192.168.10.137 192.168.10.137 -static

每次重新启动系统时，将自动配置此新路由。如果您要为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只定
义一个到目标系统的临时路由，请不要使用 -p选项。

将路由添加到网络中要用作目标系统的其他主机。

▼ 如何选择要使用的故障检测方法
缺省情况下，只能通过使用测试地址执行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如果NIC驱动程序
支持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还将自动启用它。

如果NIC驱动程序支持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您无法禁用此方法。但是，您可以选择
要实现哪种类型的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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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仅使用过渡探测，请执行以下步骤：

a. 使用适当的 SMF命令打开 IPMP属性 transitive-probing。

# svccfg -s svc:/network/ipmp setprop config/transitive-probing=true

# svcadm refresh svc:/network/ipmp:default

有关设置此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in.mpathd(1M)手册页。

b. 删除已为 IPMP组配置的任何现有测试地址。

要仅使用测试地址来探测故障，请执行以下步骤：

a. 如有必要，请关闭过渡探测。
# svccfg -s svc:/network/ipmp setprop config/transitive-probing=false

# svcadm refresh svc:/network/ipmp:default

b. 将测试地址指定给 IPMP组的底层接口。

▼ 如何配置 IPMP守护进程的行为
使用 IPMP配置文件 /etc/default/mpathd为 IPMP组配置以下系统范围的参数。

■ FAILURE_DETECTION_TIME

■ TRACK_INTERFACES_ONLY_WITH_GROUPS

■ FAILBACK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编辑 /etc/default/mpathd文件。

更改这三个参数中的一个或多个参数的缺省值。

a. 为 FAILURE_DETECTION_TIME参数键入新值。

FAILURE_DETECTION_TIME=n

其中 n是 ICMP探测器用来检测是否发生接口故障的时间（以秒为单位）。缺省值
是 10秒。

b. 为 FAILBACK参数键入新值。

FAILBACK=[yes | no]

■ yes – yes值是 IPMP的故障恢复行为的缺省值。当检测到故障接口修复时，网络
访问故障恢复到已修复的接口，如第 245页中的 “检测物理接口修复”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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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 no值表示数据通信流量不移回已修复的接口。当检测到某个故障接口已修
复时，会为此接口设置 INACTIVE标志。此标志表示该接口当前不用于数据通
信。但该接口仍可用于探测器通信。

例如，IPMP组 ipmp0包含两个接口，net0和 net1。在 /etc/default/mpathd文
件中，已设置 FAILBACK=no参数。如果 net0出现故障，则它被标记为 FAILED并
变得不可用。修复后，接口标记为 INACTIVE，但由于 FAILBACK=no设置，它仍
保持不可用状态。

如果 net1出现故障并且只有 net0处于 INACTIVE状态，则会清除 net0的
INACTIVE标志并且接口变为可用。如果 IPMP组中还有其他接口也处于 INACTIVE

状态，则当 net1出现故障时，这些处于 INACTIVE状态的任一接口（不一定是
net0）会被清除标志并变为可用。

c. 为 TRACK_INTERFACES_ONLY_WITH_GROUPS参数键入新值。

TRACK_INTERFACES_ONLY_WITH_GROUPS=[yes | no]

注 –有关此参数和匿名组功能的信息，请参见第 244页中的 “故障检测和匿名组功
能”。

■ yes – yes值是 IPMP行为的缺省值。此参数使 IPMP忽略未配置到 IPMP组中的网
络接口。

■ no – no值为所有网络接口设置故障和修复检测，无论它们是否配置到 IPMP组
中。不过，在未配置到 IPMP组中的接口上检测到故障或修复时，在 IPMP中不
触发操作以维持该接口的网络功能。因此，no值仅用于报告故障，并不能直接
提高网络可用性。

重新启动 in.mpathd守护进程。

# pkill -HUP in.mpathd

使用动态重新配置恢复 IPMP配置
本节包含与管理支持动态重新配置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R)的系统有关的过程。

▼ 如何更换出现故障的物理卡
此过程说明如何在支持DR的系统上更换物理卡。该过程假定以下条件：
■ 您系统的活动NCP是 DefaultFixed。如果您系统的活动NCP不是

DefaultFixed，请参阅第 37页中的 “NWAM如何与其他Oracle Solaris网络技术配合
使用”中的动态重新配置和网络配置文件一节，以了解关于使用DR的信息。

■ 系统的 IP接口是 net0和 net1。

■ 两个接口都属于 IPMP组 itops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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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层接口 net0包含一个测试地址。

■ 底层接口 net0已出现故障，而且您需要移除 net0的卡 bge。

■ 您要使用 e1000g卡更换 bge卡。

执行DR的过程因系统类型而异。因此，确保您完成以下内容：

■ 确保您的系统支持DR。
■ 参考描述您系统上的DR过程的相应手册。对于Oracle提供的 Sun硬件，支持DR的
所有系统都是服务器。要查找有关 Sun系统的最新DR文档，请在 http://

www.oracle.com/technetwork/indexes/documentation/index.html上搜索“dynamic
reconfiguration”（动态重新配置）。

注 –以下过程中的步骤仅涉及与 IPMP和链路名称使用具体相关的DR方面。该过程
不包含执行DR的完整步骤。例如，如果配置未自动化，IP层以外的某些层需要手
动配置步骤，如使用ATM和其他服务时。按照适用于您系统的DR文档执行操作。

有关更换NIC的详细过程，请参阅第 148页中的 “如何使用动态重新配置更换网络
接口卡”。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执行适当的DR步骤以从系统中移除出现故障的NIC。
例如，您将移除 bge卡。

将更换NIC连接到系统。
例如，要将 e1000g卡安装在 bge卡以前占用的位置。e1000g的数据链路使用名称 net0

并继承该数据链路的配置。

通过使新NIC的资源变为可供使用，完成DR过程。
例如，您可以使用 cfgadm命令执行此步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cfgadm(1M)手册
页。

完成此步骤后，新接口就配置了测试地址并添加为 IPMP组的一个底层接口，而且根据
net0的持久性配置部署为一个活动或备用接口。然后，内核可以根据 IPMP接口
itops0的持久性配置，将数据地址指定给此新接口。

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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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 IPMP信息
以下过程使用 ipmpstat命令，使您能够监视系统上 IPMP组的不同方面。您可以将
IPMP组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其状态，也可以观察其底层 IP接口的状态。您还可以验
证该组的数据地址和测试地址的配置。通过使用 ipmpstat命令还可以获取有关故障检
测的信息。有关 ipmpstat命令及其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ipmpstat(1M)手册页。

缺省情况下，输出上显示主机名而不是数字 IP地址（只要主机名存在）。要在输出中
列出数字 IP地址，请将 -n选项与其他选项结合使用以显示特定 IPMP组信息。

注 –在以下过程中，使用 ipmpstat命令不需要系统管理员权限，除非另有说明。

▼ 如何获取 IPMP组信息
使用此过程以列出系统上各 IPMP组的状态，包括其底层接口的状态。如果为特定组启
用了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则该命令还包括该组的故障检测时间。

显示 IPMP组信息。
$ ipmpstat -g

GROUP GROUPNAME STATE FDT INTERFACES

itops0 itops0 ok 10.00s net0 net1

acctg1 acctg1 failed -- [net3 net4]

field2 field2 degraded 20.00s net2 net5 (net7) [net6]

GROUP 指定 IPMP接口名称。对于匿名组，此字段将为空。有关匿名组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in.mpathd(1M)手册页。

GROUPNAME 指定 IPMP组的名称。对于匿名组，此字段将为空。

STATE 表示一个组的当前状态，可以是以下值之一：

■ ok（正常）表示 IPMP组的所有底层接口都可用。
■ degraded（降级）表示该组中的部分底层接口不可用。
■ failed（故障）表示该组的所有接口都不可用。

FDT 指定故障检测时间（如果启用了故障检测）。如果禁用了故障检测，则
此字段将为空。

INTERFACES 指定属于该组的底层接口。在此字段中，首先列出活动接口，然后是非
活动接口，最后列出不可用的接口。接口的状态由列出方式表示：

■ interface（不带圆括号或方括号）表示活动接口。活动接口是系统用
于发送或接收数据通信流量的接口。

■ (interface)（带圆括号）表示能正常工作但处于非活动状态的接
口。根据管理策略的定义，该接口并未使用。

■ [interface]（带方括号）表示该接口不可用，因为它已出现故障或处
于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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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获取 IPMP数据地址信息
使用此过程来显示数据地址和每个地址所属的组。根据地址是否已由 ipadm

[up-addr/down-addr]命令切换，显示的信息还包括哪个地址可用。您还可以确定一个
地址可以在哪个传入或传出接口上使用。

显示 IPMP地址信息。
$ ipmpstat -an

ADDRESS STATE GROUP INBOUND OUTBOUND

192.168.10.10 up itops0 net0 net0 net1

192.168.10.15 up itops0 net1 net0 net1

192.0.0.100 up acctg1 -- --

192.0.0.101 up acctg1 -- --

128.0.0.100 up field2 net2 net2 net7

128.0.0.101 up field2 net7 net2 net7

128.0.0.102 down field2 -- --

ADDRESS 指定主机名或数据地址（如果 -n选项与 -a选项结合使用）。

STATE 指示 IPMP接口上的地址状态是 up（活动）还是 down（关闭）。

GROUP 指定驻留特定数据地址的 IPMP IP接口。

INBOUND 标识接收给定地址的数据包的接口。根据外部事件，字段信息可能会发生
更改。例如，如果数据地址已关闭或者 IPMP组中没有活动 IP接口，此字
段将为空。空字段指示系统当前没有接受发送到给定地址的 IP数据包。

OUTBOUND 标识发送使用给定地址作为源地址的数据包的接口。与 INBOUND字段一
样，OUTBOUND字段信息也可能根据外部事件而更改。空字段指示系统当前
没有发送具有给定的源地址的数据包。该字段可能为空，原因是该地址已
关闭或组中没有活动 IP接口。

▼ 如何获取有关组的底层 IP接口的信息
使用此过程来显示有关 IPMP组的底层 IP接口的信息。有关NIC、数据链路与 IP接口
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说明，请参见第 20页中的 “Oracle Solaris中的网络栈”。

显示 IPMP接口信息。
$ ipmpstat -i

INTERFACE ACTIVE GROUP FLAGS LINK PROBE STATE

net0 yes itops0 --mb--- up ok ok

net1 yes itops0 ------- up disabled ok

net3 no acctg1 ------- unknown disabled offline

net4 no acctg1 is----- down unknown failed

net2 yes field2 --mb--- unknown ok ok

net6 no field2 -i----- up ok ok

net5 no filed2 ------- up failed failed

net7 yes field2 --mb--- up ok ok

INTERFACE 指定每个 IPMP组的每个底层接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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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指示该接口是正常工作并在使用中 (yes)还是没有 (no)。

GROUP 指定 IPMP接口名称。对于匿名组，该字段将为空。有关匿名组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in.mpathd(1M)手册页。

FLAGS 指示底层接口的状态，可以是以下各项之一或这些项的任意组合：

■ i指示为接口设置了 INACTIVE标志，因此接口不用于发送或接收数据
流量。

■ s表示接口配置为备用接口。

■ m指示接口由系统指定用于发送和接收 IPMP组的 IPv4多播通信。
■ b指示接口由系统指定用于接收 IPMP组的广播通信。
■ M指示接口由系统指定用于发送和接收 IPMP组的 IPv6多播通信。
■ d指示接口已关闭，因此不可用。

■ h指示接口与另一个接口共享一个重复的物理硬件地址并且已处于脱
机状态。h标志指示接口不可用。

LINK 指示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的状态，为以下状态之一：

■ up（活动）或 down（关闭）分别指示链路可用或不可用。

■ unknown（未知）指示驱动程序不支持链路是 up（活动）还是
down（关闭）的通知，因此不检测链路状态变化。

PROBE 指定使用测试地址配置的接口的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的状态，如下所
示：

■ ok（正常）指示探测器能正常工作并处于活动状态。

■ failed（故障）表示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已检测到接口未正常工
作。

■ unknown（未知）指示找不到合适的探测器目标，因此无法发送探测
器。

■ disabled（禁用）表示在接口上没有配置 IPMP测试地址。因此，基
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处于禁用状态。

STATE 指定接口的整体状态，如下所示：

■ ok（正常）指示接口已联机并正在基于故障检测方法的配置正常工
作。

■ failed（故障）指示接口当前未工作，因为接口的链路已关闭，或探
测器检测已确定接口无法发送或接收通信。

■ offline（脱机）指示接口不可用。通常，接口在以下情况下切换为
脱机状态：

■ 正在测试接口。
■ 正在执行动态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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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与另一个接口共享一个重复的硬件地址。

■ unknown（未知）表示不能确定 IPMP接口的状态，因为找不到基于探
测器的故障检测的探测器目标。

▼ 如何获取 IPMP探测器目标信息
使用此过程来监视与 IPMP组中每个 IP接口相关联的探测器目标。

显示 IPMP探测器目标。
$ ipmpstat -nt

INTERFACE MODE TESTADDR TARGETS

net0 routes 192.168.85.30 192.168.85.1 192.168.85.3

net1 disabled -- --

net3 disabled -- --

net4 routes 192.1.2.200 192.1.2.1

net2 multicast 128.9.0.200 128.0.0.1 128.0.0.2

net6 multicast 128.9.0.201 128.0.0.2 128.0.0.1

net5 multicast 128.9.0.202 128.0.0.1 128.0.0.2

net7 multicast 128.9.0.203 128.0.0.1 128.0.0.2

$ ipmpstat -nt

INTERFACE MODE TESTADDR TARGETS

net3 transitive <net1> <net1> <net2> <net3>

net2 transitive <net1> <net1> <net2> <net3>

net1 routes 172.16.30.100 172.16.30.1

INTERFACE 指定 IPMP组的底层接口。

MODE 指定用于获取探测器目标的方法。

■ routes（路由）指示使用系统路由表查找探测器目标。

■ mcast（多播）指示使用多播 ICMP探测器查找目标。
■ disabled（禁用）表示已为接口禁用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 transitive （过渡）指示使用过渡探测检测故障，如第二个示例中所
示。请注意，如果同时使用过渡探测器和测试地址，您无法实现基于
探测器的故障检测。如果您不希望使用测试地址，则必须打开过渡探
测。如果您不希望使用过渡探测，则必须配置测试地址。有关概
述，请参见第 243页中的 “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TESTADDR 指定主机名；如果 -n选项与 -t选项结合使用，则指定分配给用于发送和
接收探测器的接口的 IP地址。

如果使用过渡探测，则接口名称指当前未用于接收数据的底层 IP接
口。名称还表示使用这些指定接口的源地址发送出去的过渡测试探测
器。对于接收数据的活动底层 IP接口，显示的 IP地址指示传送 ICMP探
测器的源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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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某 IP接口同时配置了 IPv4和 IPv6测试地址，分别显示每个测试
地址的探测器目标信息。

TARGETS 在空格分隔的列表中列出当前探测器目标。探测器目标显示为主机名或
IP地址（如果结合使用 -n和 -t选项）。

▼ 如何观察 IPMP探测器
使用此过程观察正在运行的探测器。当您发出命令来观察探测器时，会不断显示有关
系统上探测器活动的信息，直到您使用 Ctrl-C终止命令。您必须具有主管理员权限才
能运行此命令。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显示有关正在运行的探测器的信息。

# ipmpstat -pn

TIME INTERFACE PROBE NETRTT RTT RTTAVG TARGET

0.11s net0 589 0.51ms 0.76ms 0.76ms 192.168.85.1

0.17s net4 612 -- -- -- 192.1.2.1

0.25s net2 602 0.61ms 1.10ms 1.10ms 128.0.0.1

0.26s net6 602 -- -- -- 128.0.0.2

0.25s net5 601 0.62ms 1.20ms 1.00ms 128.0.0.1

0.26s net7 603 0.79ms 1.11ms 1.10ms 128.0.0.1

1.66s net4 613 -- -- -- 192.1.2.1

1.70s net0 603 0.63ms 1.10ms 1.10ms 192.168.85.3

^C

# ipmpstat -pn

TIME INTERFACE PROBE NETRTT RTT RTTAVG TARGET

1.39S net4 t28 1.05ms 1.06ms 1.15ms <net1>

1.39s net1 i29 1.00ms 1.42ms 1.48ms 172.16.30.1

TIME 指定发送探测器的时间（相对于发出 ipmpstat命令的时间）。如果探测
器在 ipmpstat开始之前已启动，则显示的时间为负值（即相对于发出命
令的时间）。

INTERFACE 指定在其上发送探测器的接口。

PROBE 指定代表探测器的标识符。如果使用过渡探测进行故障检测，则标识符
具有前缀 t（对于过渡探测器）或 i（对于 ICMP探测器）。

NETRTT 指定探测器的总网络往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NETRTT指从 IP模块发
送探测器到 IP模块接收到来自目标的 ack数据包的时间。如果 in.mpathd

守护进程已确定探测器丢失，则该字段为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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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T 指定探测器的总往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RTT指从守护进程执行代码
以发送探测器到守护进程完成处理来自目标的 ack数据包的时间。如果
in.mpathd守护进程已确定探测器丢失，则该字段为空。如果电力激增发
生在 RTT而在 NETRTT中没有出现，则可能表明本地系统过载。

RTTAVG 指定接口上探测器在本地系统和目标之间的平均往返时间。平均往返时
间可以帮助确定速度慢的目标。如果数据不足以计算平均值，此字段将
为空。

TARGET 指定主机名；如果 -n选项与 -p结合使用，则指定向其发送探测器的目标
地址。

▼ 如何在脚本中定制 ipmpstat命令的输出
当您使用 ipmpstat时，缺省情况下，将显示适合 80列的最有意义的字段。在输出
中，将显示特定于与 ipmpstat命令结合使用的选项的所有字段（使用 ipmpstat -p语法
时除外）。如果您要指定要显示的字段，则将 -o选项与用于确定命令的输出模式的其
他选项结合使用。当您从脚本或通过使用命令别名发出命令时，此选项非常有用。

要定制输出，请发出以下命令之一：

■ 要显示 ipmpstat命令的所选字段，请将 -o选项与特定输出选项结合使用。例
如，要仅显示组输出模式的 GROUPNAME和 STATE字段，请键入以下内容：

$ ipmpstat -g -o groupname,state

GROUPNAME STATE

itops0 ok

accgt1 failed

field2 degraded

■ 要显示给定 ipmpstat命令的所有字段，请使用以下语法：

# ipmpstat -o all

▼ 如何生成 ipmpstat命令的机器可解析的输出
您可以通过使用 ipmpstat - P语法生成机器可解析的信息。-P选项的设计初衷是仅在
脚本中使用。机器可解析的输出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别于正常输出：

■ 头被省略。

■ 字段以冒号 (:)分隔。
■ 具有空值的字段为空，而不是用双破折号 (--)填充。
■ 在请求多个字段时，如果字段包含原义冒号 (:)或反斜杠 (\)，可以对这些字符添加
反斜杠 (\)前缀对其做转义或排除处理。

●

监视 IPMP信息

第 15章 • 管理 IPMP 275



为了正确使用 ipmpstat -P语法，请遵循以下规则：

■ 将 -o选项字段与 -P选项结合使用。
■ 不将 -o all与- P选项结合使用。

忽略上述任一规则将导致 ipmpstat -P失败。

要以机器可解析的格式显示组名称、故障检测时间和底层接口，请键入以下内容：

$ ipmpstat -P -o -g groupname,fdt,interfaces

itops0:10.00s:net0 net1

acctg1::[net3 net4]

field2:20.00s:net2 net7 (net5) [net6]

组名称、故障检测时间和底层接口是组信息字段。因此，您将 -o -g选项与 -P选项结合
使用。

在脚本中使用 ipmpstat -P

本示例脚本显示特定 IPMP组的故障检测时间。

getfdt() {

ipmpstat -gP -o group,fdt | while IFS=: read group fdt; do

[[ "$group" = "$1" ]] && { echo "$fdt"; return; }

done

}

●

示例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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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LDP交换网络连接信息

本章介绍如何使各系统能够通过使用链路层发现协议 (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
LLDP)在整个本地网络内交换系统和网络连接信息。

Oracle Solaris中的 LLDP概述
LLDP用于在整个本地网络内通告信息以进行拓扑发现。使用此协议，系统可以向网络
上的其他系统通告连接和管理信息。此信息可以包括系统功能、管理地址和其他相关
信息。此协议还使该系统能够接收有关同一本地网络上其他系统的类似信息。

在Oracle Solaris中，对 LLDP的支持还包括数据中心桥接 (Data Center Bridging,
DCB)，它用于交换有关DCB功能（如基于优先级的流控制 (priority-based flow control,
PFC)和应用程序TLV）的配置信息。

使用 LLDP，系统管理员可以轻松检测有故障的系统配置，尤其是在包括虚拟局域网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s, VLAN)、链路聚合和其他链路类型的复杂网络中。

LLDP实现的组件
LLDP是使用以下组件实现的：
■ 必须安装 LLDP软件包以启用 LLDP功能。此软件包提供 LLDP守护进程、命令行实
用程序、服务清单和脚本，以及 LLDP执行操作所需的其他组件。

■ lldp服务由 svcadm命令启用。此服务管理 LLDP守护进程和负责启动、停止、重新
启动或刷新该守护进程。缺省情况下，该服务处于禁用状态。因此，要使用
LLDP，必须首先对系统全局性地启用该服务。在启用 lldp服务并启动守护进程
后，则系统管理员可以确定在各个链路上启用 LLDP功能。

■ lldpadm命令用于管理各个链路上的 LLDP和其他用途，例如配置 LLDP的操作模
式、指定将被传送的时间长度值 (TLV)单元以及配置DCB应用程序信息。特别
是，该命令用于设置每个代理的 LLDP属性以及 LLDP的全局属性。lldpadm命令的
一般子命令对应于 dladm和 ipadm命令的相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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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dpadm set-*指定要执行的操作（其中为给定的 LLDP属性设置一个或多个
值）。

■ lldpadm show-*显示为指定的 LLDP属性设置的值。
■ lldpadm reset-*将指定的 LLDP属性的配置恢复为其缺省值。

后续各节说明了这些子命令的用法。有关 lldpadm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lldpadm(1M)手册页。

■ LLDP库 (liblldp.so)提供的API可用于检索链路上的 LLDP信息、解析 LLDP数据
包以及执行其他功能。

■ LLDP代理是与启用了 LLDP的物理NIC相关联的 LLDP实例。LLDP代理控制相关
联的NIC上的 LLDP行为。LLDP代理只能在物理NIC上配置。

■ LLDP守护进程 (lldpd)充当系统上 LLDP代理的管理器。它还与 snmpd（简单网络管
理协议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的守护进程）交互，以通过
SNMP检索系统上接收的 LLDP信息。此外，该守护进程还发布 sysevents信息以及
响应来自 LLDP库的查询。

下一节将更加详细地介绍 LLDP代理。

LLDP代理的功能
LLDP代理传送和接收 LLDP数据包（也称为协议数据单元 (protocol data units,
PDU)）。代理在两种类型的数据存储中管理和存储这些数据包中包含的信息：

■ 本地管理信息库，即本地MIB。此数据存储包含与在其上启用 LLDP代理的特定链
路相关的网络信息。本地MIB既包含公用信息，也包含独特信息。例如，机箱 ID
是在系统上的所有 LLDP代理之间共享的公用信息。不过，系统的各个数据链路的
端口号是不同的。因此，每个代理管理它自己的本地MIB。

■ 远程MIB。此数据存储中的信息与本地网络上的其他系统相关。

配置 LLDP代理的运行方式
LLDP代理可以配置为在以下模式下运行：

■ 在仅传送 (txonly)模式下，代理不处理传入 LLDP数据包。因此，远程MIB为空。
■ 在仅接收 (rxonly)模式下，代理仅处理传入 LLDP数据包并将信息存储在远程MIB
中。然而，不从本地MIB传送信息。

■ 在传送和接收 (both)模式下，代理同时传送和接收 LLDP数据包。两种类型的MIB
都会主动使用。此模式还会自动启用底层链路支持的DCB功能。

■ 在禁用 (disable)模式下，代理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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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启用 LLDP
此过程在您的系统上第一次启用 LLDP。

安装 LLDP软件包。
# pkg install lldp

注 –有关Oracle Solaris软件包和如何安装它们的概述，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常
见任务》中的第 12章 “管理软件包（任务）”。

在系统上启动 LLDP服务。
# svcadm enable svc:/network/lldp:default

确定要在其上启用 LLDP的数据链路。

设置该数据链路的 LLDP代理的运行模式。
# lldpadm set-agentprop -p mode=value agent

其中 value可以是运行模式之一，agent使用在其上启用 LLDP的数据链路的名称。

注 – lldpadm命令的子命令可以缩写形式键入，以便于使用该命令。例如，对于
lldpadm set-agentprop，也可键入 lldpadm set-ap。请参阅 lldpadm(1M)手册页，了解
子命令及其缩写形式。

要确认 LLDP代理的运行模式，请键入以下命令：
# lldpadm show-agentprop -p mode agent

要禁用 LLDP代理，使用以下命令之一：

■ lldpadm set-agentprop -p mode=disable agent

■ lldpadm reset-agentprop -p mode agent

要在整个系统中关闭 LLDP，请键入以下内容：
# svcadm disable svc:/network/lldp:default

在多个数据链路上启用 LLDP

在本示例中，一个系统有两个数据链路，即 net0和 net1，并且对每个 LLDP代理在不
同模式下启用了 LLDP。一个代理在运行时可以同时传送和接收 LLDP数据包，另一个
代理仅传送 LLDP数据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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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adm enable svc:/network/lldp:default

# lldpadm set-agentprop -p mode=both net0

# lldpadm set-agentprop -p mode=txonly net1

配置要通告的信息

LLDP代理在 LLDP数据包或 LLDPDU中传送系统和连接信息。此类数据包将包含以类
型长度值 (Type-Length-Value, TLV)格式单独格式化的信息单元。因此，各信息单元也
称为TLV单元。某些TLV单元是强制性的，在缺省情况下，在启用 LLDP时它们就包
含在 LLDP数据包中。强制性TLV单元如下所示：

■ 机箱 ID
■ 端口 ID
■ TTL（生存时间）
■ PDU的结束

机箱 ID是由 hostid命令生成的信息，而端口 ID是物理NIC的MAC地址。根据链路
的数量，可以在单个系统中启用多个 LLDP代理。机箱 ID和端口 ID的组合唯一标识了
代理，将其与系统上的其他代理区分开来。

您无法使用 lldpadm命令从 LLDP数据包中排除任何强制性TLV单元。

可以将可选的TLV单元添加到 LLDP数据包。供应商可通过这些可选TLV单元插入要
通告的特定于供应商的TLV单元。TLV单元由各个组织唯一标识符 (organization unique
identifiers, OUI)标识，并且根据这些OUI是 IEEE 802.1规范还是 IEEE 802.3规范而具有
不同的类型。LLDP代理属性是针对每个TLV类型创建的，因此您可以为每个类型设置
值。

下表列出了TLV类型或组、其对应的属性名称、每个属性的TLV单元及其说明。

表 16–1 可以为LLDP代理启用的TLV单元

TLV类型 属性名 TLV 说明

基本管理 basic-tlv sysname、portdesc、
syscapab、 sysdesc、
mgmtaddr

指定要通告的系统名
称、端口说明、系统功
能、系统说明和管理地
址

802.1 OUI dot1-tlv vlanname、pvid、
linkaggr、pfc、
appln

指定要通告的VLAN名
称、端口VLAN ID、链
路聚合、端口说明和应
用程序TLV

802.3 OUI dot3-tlv max-framesize 指定要通告的最大帧大
小

LLDP代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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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 可以为 LLDP代理启用的TLV单元 （续）

TLV类型 属性名 TLV 说明

特定于Oracle的
OUI（它被定义为
0x0003BA）

virt-tlv vnic 指定要通告的
VNIC（如果配置了虚
拟网络）

您配置上述任一属性以指定在启用 LLDP时要包含在数据包中的TLV单元。

▼ 如何为 LLDP数据包指定TLV单元
此过程显示如何在 LLDP数据包中添加要通告的TLV单元。要为 LLDP数据包设置TLV
单元，您需要使用 lldpadm set-agentprop 子命令。

如有必要，标识可以包含您要添加的TLV单元的 LLDP代理属性。
此子命令还用于显示已为每个属性设置的TLV单元。
# lldpadm show-agentprop agent

如果不指定属性，此子命令将显示所有 LLDP代理属性及其TLV值。

将TLV单元添加到属性。
# lldpadm set-agentprop -p property[+|-]=value[,...] agent

+|-限定符用于接受多个值的属性。这些限定符使您能够在列表中添加 (+)或删除 (-)
值。如果您不使用限定符，则您设置的值将取代以前为该属性定义的所有值。

（可选的）显示属性的新值。

# lldpadm show-agentprop -p property agent

将可选TLV单元添加到 LLDP数据包

在本示例中，LLDP代理 net0已配置为在数据包中通告VLAN信息。您希望要通告的
信息还包括系统功能、链路聚合和网络虚拟化信息。不过，您希望从数据包中删除
VLAN说明。

# lldpadm show-agentprop net0

# lldpadm set-agentprop -p dot1-tlv+=linkaggr net0

AGENT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0 mode rw both disable txonly,rxonly,both,

disable

net0 basic-tlv rw sysname, none none,portdesc,

sysdesc sysname,sysdesc,

syscapab,mgmtaddr,

all

net0 dot1-tlv rw vlanname, none none,vlanname,pvid,

pvid,pfc linkaggr,pfc,appln,

all

net0 dot3-tlv rw max-framesize none none, max-framesize,

all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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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 virt-tlv rw none none none,vnic,all

# lldpadm set-agentprop -p basic-tlv+=syscapab,dot1-tlv+=linkaggr,virt-tlv=vnic net0

# lldpadm set-agentprop -p dot1-tlv-=pfc net0

# lldpadm show-agentprop -p net0

AGENT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0 mode rw both disable txonly,rxonly,both,

disable

net0 basic-tlv rw sysname, none none,portdesc,

sysdesc, sysname,sysdesc,

syscapab syscapab,mgmtaddr,

all

net0 dot1-tlv rw vlanname, none none,vlanname,pvid,

pvid, linkaggr,pfc,appln,

linkaggr all

net0 dot3-tlv rw max-framesize none none, max-framesize,

all

net0 virt-tlv rw vnic none none,vnic,all

管理TLV单元
每个TLV单元都有您可以使用特定值进一步配置的属性。如果将该TLV单元启用为
LLDP代理的属性，则仅使用指定的值在网络中通告该TLV单元。以通告系统的功能的
TLV值 syscapab为例。这些功能可能包括对路由器、网桥、中继器、电话和其他设备
的支持。但是，您可以将 syscapab设置为仅通告在您的特定系统中实际支持的功
能，例如路由器和网桥。

用于管理TLV的过程取决于您是配置全局TLV还是每代理TLV。

全局 TLV适用于系统上的所有 LLDP代理。下表显示了全局TLV值及其相应的可能的
配置。

表 16–2 全局TLV及其属性

TLV名称 TLV属性名称 可能的属性值 值说明

syscapab supported other、repeater、bridge、
wlan-ap、router、telephone、
docsis-cd、station、cvlan、
sylvan、tpmr

代表系统的主要支持的功
能。缺省值是
router、station和 bridge。

enabled 为 supported列出的值的子集 代表系统的已启用的功能。

mgmtaddr ipaddr ipv4或 ipv6 指定将与本地 LLDP代理相关
联的 IP地址的类型。地址将
用于到达更高的层实体，并
有助于网络管理的发现。只
允许指定一种类型。

管理TLV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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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有全局值的TLV单元在 LLDP代理级别进行管理。使用每代理 TLV单元，由特定
LLDP代理为传送启用TLV单元时将使用您提供的值。

下表显示了一个 LLDP代理的TLV值及其相应的可能的配置。

表 16–3 每代理TLV单元及其属性

TLV名称 TLV属性名称 可能的属性值 值说明

pfc willing on、off 设置 LLDP代理以接受或拒绝
来自远程计算机的配置信
息。

appln apt 值是从应用程序优先级表中
定义的信息中获取的。

配置应用程序优先级表。此
表包含应用程序TLV单元及
其相应的优先级的列表。应
用程序由 id/selector对标
识。表的内容使用以下格
式：

id/selector/priority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定义全局TLV值。有关如何定义每代理TLV单元的讨论，请参见第 284
页中的 “数据中心桥接”。

▼ 如何定义全局TLV值
此过程显示如何为特定TLV单元提供全局值。要设置全局TLV值，您需要使用 llpadm

set-tlvprop子命令。

配置适当的TLV属性以包含您要通告的值。
有关参考，请参见表 16–2。
# lldpadm set-tlvprop -p tlv-property=value[,value,value,...] tlv

（可选的）显示您刚配置的属性的值。

# lldpadm show-tlvprop

指定系统的功能和管理 IP地址

本示例实现两个目标：

■ 提供有关要在 LLDP数据包中通告的系统功能的特定信息。为了实现此目标，必须
同时配置 syscapab TLV单元的 supported和 enabled属性。

■ 提供在通告中使用的管理 IP地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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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pdadm set-tlvprop -p supported=bridge,router,repeater syscapab

# llpdadm set-tlvprop -p enabled=router syscapab

# llpdadm set-tlvprop -p ipaddr=192.168.1.2 mgmtaddr

# llpdadm show-tlvprop

TLVNAME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syscapab supported rw bridge, bridge,router, other,router,

router, station repeater,bridge,

repeater wlan-ap,telephone,

docis-cd,station,

cvlan,svlan,tpmr

syscapab enabled rw router none bridge,router,

repeater

mgmtaddr ipaddr rw 192.162.1.2 none --

数据中心桥接
为了支持以太网光纤通道 (Fibre Channel over Ethernet, FCoE)通信，Oracle Solaris中的
LLDP实现包括数据中心桥接 (Data Center Bridging, DCB)支持。

在使用传统以太网进行通信交换的网络中，时刻面临的一个风险是在网络繁忙时可能
会丢弃数据包。FCoE通信的一个关键要求是在传送过程中不丢弃数据包。由于支持数
据中心桥接交换 (Data Center Bridging Exchange, DCBx)、基于优先级的流控制
(priority—based flow control, PFC) TLV和应用程序TLV，避免了丢弃数据包。

PFC扩展了标准 PAUSE帧以包含数据包的优先级信息。通常情况下，当通信十分繁忙
时，会在链路上发送一个 PAUSE帧以使接收端能够处理已收到的数据包。使用 PFC
时，会根据为数据包定义的优先级暂停通信，而不是传送 PAUSE帧来停止链路上的所
有通信。可以为要暂停其通信的优先级发送一个 PFC帧。发送方停止该特定优先级的
通信，而其他优先级的通信不受影响。在指定时间后，发送另一个 PFC帧以告知暂停
的通信可以继续进行。

PFC配置信息通过DCBx在对等站之间交换。如果通信交换中的对等方具有匹配的 PFC
配置，则 PFC可以根据需要暂停或继续通信传送。为了能够对不同的数据包指定不同
的优先级，使用应用程序TLV来定义优先级信息。如果对等方有不匹配的 PFC配
置，则可以定制 PFC TLV以接受另一个对等方的配置，如以下过程所示。

数据中心桥接是说明如何配置每代理TLV单元的具体示例，如第 282页中的 “管理TLV
单元”中所述。

▼ 如何设置每代理TLV值
此过程说明如何使用 llpadm set-agenttlvprop子命令在 LLDP代理级别设置 TLV值。

配置适当的TLV属性以包含您要由给定 LLDP代理通告的值。
有关参考，请参见表 16–3。
# lldpadm set-agenttlvprop -p tlv-property[+|-]=value[,value,value,...] -a agent tlv-name

（可选的）显示您刚配置的属性的值。

# lldpadm show-agenttlvpr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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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LLDP代理以接受信息并指定TLV应用程序优先级

本示例显示如何定制 pfc和 appln TLV值。本示例中的 TLV单元指定DCB针对 FCoE
通信的运行方式。系统配置为在本地配置与对等方的配置不匹配时接受对等方的 PFC
配置。该示例还说明如何为 LLDP代理的应用程序TLV设置优先级。

# lldpadm set-agenttlvprop -p willing=on -a net0 pfc

# lldpadm set-agenttlvprop -p apt=8906/1/4 -a net0 appln

# lldpadm show-agenttlvprop

AGENT TLVNAME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net0 pfc willing rw on off on,off

net0 appln apt rw 8906/1/4 -- --

监视 LLDP代理
lldpadm show-agent子命令显示由 LLDP代理通告的完整信息。相对于给定系统，通告
可以是传送到网络其余部分的有关本地系统的信息。通告也可以是系统接收的来自同
一网络上的其他系统的信息。

▼ 如何显示通告
此过程说明如何显示由 LLDP代理通告的信息。信息可以是本地信息，也可以是远程信
息。本地信息来自本地系统。远程信息来自网络上的其他系统，由本地系统接收。

将 lldpadm show-agent子命令和适当的选项结合使用可显示所需的信息。

■ 要显示由 LLDP代理通告的本地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lldpadm show-agent -l agent

■ 要显示 LLDP代理接收的远程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lldpadm show-agent -r agent

■ 要详细显示本地或远程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lldpadm show-agent -[l|r]v agent

获取通告的 LLDP代理信息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显示 LLDP代理以本地或远程方式通告的信息。缺省情况下，信息以
短格式显示。通过使用 -v选项，您可以获取详细信息。

# lldpadm show-agent -l net0

AGENT CHASSISID PORTID

net0 004bb87f 00:14:4f:01:77:5d

示例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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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dpadm show-agent -lv net0

Agent: net0

Chassis ID Subtype: Local(7)

Port ID Subtype: MacAddress(3)

Port ID: 00:14:4f:01:77:5d

Port Description: net0

Time to Live: 81 (seconds)

System Name: hosta.example.com

System Description: SunOS 5.11 dcb-clone-x-01-19-11 i86pc

Supported Capabilities: bridge,router

Enabled Capabilities: router

Management Address: 192.168.1.2

Maximum Frame Size: 3000

Port VLAN ID: --

VLAN Name/ID: vlan25/25

VNIC PortID/VLAN ID: 02:08:20:72:71:31

Aggregation Information: Capable, Not Aggregated

PFC Willing: --

PFC Cap: --

PFC MBC: --

PFC Enable: --

Application(s) (ID/Sel/Pri): --

Information Valid Until: 117 (seconds)

# lldpdadm show-agent -r net0

AGENT SYSNAME CHASSISID PORTID

net0 hostb 0083b390 00:14:4f:01:59:ab

# llpdadm show-agent -rv net0

Agent: net0

Chassis ID Subtype: Local(7)

Port ID Subtype: MacAddress(3)

Port ID: 00:14:4f:01:59:ab

Port Description: net0

Time to Live: 121 (seconds)

System Name: hostb.example.com

System Description: SunOS 5.11 dcb-clone-x-01-19-11 i86pc

Supported Capabilities: bridge,router

Enabled Capabilities: router

Management Address: 192.168.1.3

Maximum Frame Size: 3000

Port VLAN ID: --

VLAN Name/ID: vlan25/25

VNIC PortID/VLAN ID: 02:08:20:72:71:31

Aggregation Information: Capable, Not Aggregated

PFC Willing: --

PFC Cap: --

PFC MBC: --

PFC Enable: --

Application(s) (ID/Sel/Pri): --

Information Valid Until: 117 (seconds)

▼ 如何显示 LLDP统计数据
您可以显示 LLDP统计数据，以获取有关由本地系统或远程系统通告的 LLDP数据包的
信息。统计数据引用涉及 LLDP数据包传送和接收的重大事件。

监视 LLDP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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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示有关 LLDP数据包传送和接收的所有统计数据，请使用以下命令：
# lldpadm show-agent -s agent

要显示所选的统计数据信息，请使用 -o选项。

# lldpadm show-agent -s -o field[,field,...]agent

其中 field指 show-agent -s命令的输出中的任何字段名称。

显示 LLDP数据包统计数据

本示例说明如何显示有关 LLDP数据包通告的信息。

# lldpadm show-agent -s net0

AGENT IFRAMES IEER IDISCARD OFRAMES OLENERR TLVDISCARD TLVUNRECOG AGEOUT

net0 9 0 0 14 0 4 5 0

命令输出提供以下信息：

■ AGENT指定 LLDP代理的名称，它与在其上启用 LLDP代理的数据链路相同。
■ IFRAMES、IEER和 IDISCARD显示有关正在接收的数据包、有错误的传入数据包和丢
弃的传入数据包的信息。

■ OFRAMES和 OLENERR指传出数据包以及有长度错误的数据包。

■ TLVDISCARD和 TLVUNRECOG显示有关被丢弃的和未识别的TLV单元的信息。
■ AGEOUT指已超时的数据包。

该示例表明在系统收到的 9个帧中，有 5个TLV无法识别，原因可能是不符合标
准。该示例还显示本地系统向网络传送了 14个帧。

1

2

示例16–6

监视 LLDP代理

第 16章 • 使用 LLDP交换网络连接信息 287



288



网络虚拟化和资源管理

第 3 部 分

289



290



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简介（概述）

本章介绍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涉及的基本概念。包含以下主题：

■ 网络虚拟化
■ 虚拟网络的类型
■ 虚拟机和区域
■ 资源控制，包括流管理
■ 增强的网络观察功能

这些功能可帮助您管理流控制、提高系统性能，并配置所需的网络利用率以便实现OS
虚拟化、实用程序计算和服务器整合。

有关特定任务，请参阅以下章节：

■ 第 19章，配置虚拟网络（任务）
■ 第 22章，监视网络通信流量和资源使用情况
■ 第 20章，在虚拟化环境中使用链路保护
■ 第 21章，管理网络资源

网络虚拟化和虚拟网络
网络虚拟化是将硬件网络资源和软件网络资源组合为单一管理单元的过程。网络虚拟
化的目标是为系统和用户提供高效、受控和安全的网络资源共享。

网络虚拟化的最终产品是虚拟网络。虚拟网络可分为两大类：外部和内部。外部虚拟
网络包含作为单个实体由软件进行管理的几个本地网络。标准外部虚拟网络的生成块
是交换机硬件和VLAN软件技术。外部虚拟网络的示例包括大型企业网络和数据中
心。

一个内部虚拟网络包含一个系统，该系统使用通过至少一个伪网络接口配置的虚拟机
或区域。这些容器可以相互通信，就像在同一本地网络上一样，从而在单个主机上提
供了虚拟网络。虚拟网络的生成块是虚拟网络接口卡或虚拟NIC (virtual NICs, VNIC)和
虚拟交换机。Oracle Solaris网络虚拟化提供了内部虚拟网络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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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组合网络资源以配置内部和外部虚拟网络。例如，您可以将使用内部虚拟网络
的各个系统配置到 LAN上，这些 LAN是一个大型外部虚拟网络一部分。本部分描述的
网络配置包括组合内部和外部虚拟网络的示例。

内部虚拟网络的各个部分
基于Oracle Solaris构建的内部虚拟网络包含以下部分：

■ 至少一个网络接口卡，即NIC。
■ 一个虚拟NIC（即VNIC），配置在网络接口上
■ 一个虚拟交换机，与第一个VNIC同时配置在接口上。
■ 一个容器，如区域或虚拟机，配置在VNIC上。

下图显示了这些部分，以及它们如何在单个系统上组合在一起。

图 17–1 单一接口的VNIC配置

网络虚拟化和虚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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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显示具有一个NIC的单个系统。该NIC配置了三个VNIC。每个VNIC支持一个区
域。因此，分别在VNIC 1、VNIC 2和VNIC 3上配置区域 1、区域 2和区域 3。这三个
VNIC实际上连接到一个虚拟交换机。此交换机提供了VNIC和在其上构建VNIC的物
理NIC之间的连接。物理接口为系统提供了其外部网络连接。

您也可以创建一个基于 etherstub的虚拟网络。Etherstub是纯软件，不需要网络接口作
为虚拟网络的基础。

VNIC是与物理接口具有相同数据链路接口的虚拟网络设备。您在物理接口上配置
VNIC。有关支持VNIC的物理接口的当前列表，请参阅Network Virtualization and
Resource Control FAQ (http://hub.opensolaris.org/bin/view/Project+crossbow/
faq)（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的常见问题解答）。您可以在单个物理接口上最多配置
900个VNIC。当配置VNIC后，它们的行为与物理NIC一样。此外，系统的资源将
VNIC视为物理NIC。

每个VNIC隐式连接到与物理接口对应的虚拟交换机。虚拟交换机为虚拟网络上各
VNIC之间提供的连接性与交换机硬件为连接到交换机端口的系统提供的连接性相同。

按照以太网设计，如果一个交换机端口接收从连接到该端口的主机传出的数据包，该
数据包无法到达同一端口上的目标。对于使用区域或虚拟机配置的系统来说，这种设
计是一个缺点。如果不使用网络虚拟化，来自使用专用栈的虚拟机或区域的传出数据
包无法传递到同一系统上的另一个虚拟机或区域。传出数据包会穿过交换机端口到达
外部网络。因为该数据包不能通过发送它所用的同一端口返回，所以传入数据包不能
到达它们的目标区域或虚拟机。因此，当同一系统上的虚拟机和区域之间需要通信
时，必须在本地计算机上打开容器之间的数据路径。虚拟交换机为这些容器提供了传
递数据包的方法。

数据如何通过虚拟网络传输
图 17–1说明了单个系统上虚拟网络的一种简单VNIC配置。

配置虚拟网络后，区域将通信发送到外部主机的方式与没有虚拟网络的系统相同。通
信从区域经由VNIC到达虚拟交换机，然后到达物理接口，由物理接口将数据发送到
网络。

但是，如果虚拟网络中的一个区域要向虚拟网络上的另一个区域发送数据包，在存在
上述以太网限制的条件下，将会发生什么？如图 17–1所示，假设区域 1需要向区域 3
发送通信，会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包从区域 1传递到其专用VNIC 1。然后，通
信经过虚拟交换机到达VNIC 3。VNIC 3再将通信传递到区域 3。该通信从未离开过系
统，因此永远不会违反以太网限制。

谁应实现虚拟网络？
如果您需要整合Oracle的 Sun服务器上的资源，可以考虑实施VNIC和虚拟网
络。ISP、电讯公司和大型金融机构的整合人员可以使用以下网络虚拟化功能提高其服
务器和网络性能。

网络虚拟化和虚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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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硬件，包括支持硬件环的功能强大的新接口
■ 各VNIC的多个MAC地址
■ 新接口提供的大量带宽

您可以用实现运行多个区域或虚拟机的单个系统取代许多系统，而不会明显损失分离
性、安全性和灵活性。

什么是资源控制？
资源控制是以受控方式分配系统资源的过程。Oracle Solaris资源控制功能支持在系统的
虚拟网络中的各VNIC之间共享带宽。您还可以使用资源控制功能来分配和管理没有
VNIC和虚拟机的物理接口上的带宽。本节介绍了资源控制的主要功能，并简要说明这
些功能的工作原理。

带宽管理和流控制的工作原理
Searchnetworking.com (http://searchnetworking.techtarget.com)将带宽定义为“在给
定时间段（通常为秒）内可从一个点传送到另一个点的数据量”。带宽管理使您能够将
物理NIC的部分可用带宽指定给使用者，如应用程序或客户。您可以基于每个应用程
序、每个端口、每个协议和每个地址控制带宽。带宽管理保证了新的GLDv3网络接口
提供的大量可用带宽的有效使用。

资源控制功能使您能够对接口的可用带宽实施一系列控制。例如，可以设置某特定使
用者使用接口的保证带宽。此保证是指定给应用程序或企业的最低保证带宽，分配的
带宽部分称为共享。通过设置保证，您可以为没有一定量带宽就无法正常工作的应用
程序分配足够的带宽。例如，流媒体和 IP语音电话要消耗大量带宽。您可以使用资源
控制功能保证这两个应用程序具有足够的带宽来成功运行。

您还可以对共享设置限制。该限制是共享可消耗的最大带宽分配。使用限制，可以防
止非关键服务抢占关键服务的带宽。

最后，您可以对分配给使用者的各种共享设置优先级。您可以为关键通信（如群集的
心跳数据包）指定最高优先级，为不太重要的应用程序指定较低优先级。

例如，应用程序服务提供商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ASP)可以为客户提供基于客户
购买的带宽共享的收费服务级别。作为服务级别协议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的一
部分，每个共享保证获得不超过购买限制的一定量带宽。（有关服务级别协议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实现服务级别协议”。优先级控制可
能基于 SLA不同层级或 SLA客户支付的不同价格。

通过流管理来控制带宽使用。流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例如端口号或目标地址）的数
据包流。这些流由传输、服务或虚拟机（包括区域）管理。流不能超出对应用程序保
证的带宽量或客户所购共享的带宽量。

为VNIC或流指定保证后，则该VNIC保证能获得指定的带宽，即使其他流或VNIC也
使用接口。不过，仅当没有超过物理接口的最大带宽时，指定的保证才有效。

什么是资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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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分配资源控制和带宽管理

下图显示了使用资源控制来管理各种应用程序的公司网络拓扑。

此图显示了使用资源控制来提高网络效率和性能的典型网络拓扑。此网络没有实施
VNIC和容器，如专用区域和虚拟机。然而，在此网络上可以使用VNIC和容器来实现
整合和其他目的。

此网络分为四个层次：

■ 层 0是隔离区 (demilitarized zone, DMZ)。这是一个小型本地网络，用于控制对网络
外部的访问和来自外部的访问。资源控制不在DMZ的系统上使用。

图 17–2 具备资源控制的网络

什么是资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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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 1是Web层，包括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用于过滤的代理服务器。此服务器有
两个接口，bge0和 bge1。bge0链路将代理服务器连接到层 0上的DMZ。 bge0链路
也将代理服务器连接到第二个系统，即Web服务器。http和 https服务与其他标准
应用程序共享Web服务器的带宽。由于Web服务器的大小和重要性，http和 https

需要保证和优先。

■ 层 2是应用程序层，也包括两个系统。代理服务器的第二个接口 (bge1)提供Web层
和应用程序层之间的连接。应用服务器通过交换机连接到代理服务器上的 bge1。应
用服务器需要资源控制来管理给予运行的各种应用程序的带宽共享。相对于需要较
少带宽或不太重要的应用程序，需要大量带宽的关键应用程序必须得到更高的保证
和更高的优先级。

■ 层 3是数据库层。此层上的两个系统通过交换机连接到代理服务器的 bge1接口。第
一个系统（一个数据库服务器）需要发出保证并优先执行涉及数据库查找的各种进
程。第二个系统是网络的一个备份服务器。此系统在备份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带
宽。但是，备份活动通常在夜间执行。使用资源控制，您可以控制何时备份进程具
有最高带宽保证和最高优先级。

谁应该实现资源控制功能
任何希望提高系统的效率和性能的系统管理员均应考虑实现资源控制功能。整合人员
可以结合使用带宽共享和VNIC以帮助平衡大型服务器的负载。服务器管理员可以使
用共享分配功能实现 SLA，如ASP提供的那些 SLA。传统的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带宽
管理功能来隔离或设置优先级某些应用程序。最后，共享分配使您观察各个使用者的
带宽使用情况更为轻松。

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的观察功能
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包括观察功能，以帮助您在设置控制（如VNIC和流）之前查
看资源使用情况。与Oracle Solaris扩展记帐结合使用，资源控制观察功能使您能够将
系统统计数据累积到日志中。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的观察功能包括：

■ 监视正在运行的系统的功能。
■ 记录和报告统计数据的功能。
■ 用于记录历史数据的扩展记帐功能

新的 flowadm命令以及 dladm和 netstat命令的扩展实现了网络虚拟化观察功能。您可
以使用这些命令监视当前系统的使用情况和将统计数据收集到日志中。

通过分析历史日志，您可以确定以下内容：

■ 哪些网络资源可以从多个系统整合到单个系统，可能通过新一代网络接口提供更多
带宽。在设置VNIC和虚拟机或专用区域之前，执行此操作。

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的观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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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应用程序消耗最多带宽。此信息可以帮助您设置带宽管理，以便在特定时段内
保证关键应用程序消耗最多带宽。例如，您可以保证视频流在一天中的 20小时内消
耗接口的最大带宽。对于指定的每天的另外四个小时，您将最高优先级指定给系统
的备份程序。将这些操作在带宽管理实现中执行。

■ 客户为使用的带宽支付多少钱。应用程序服务提供商和其他出租系统空间的企业可
以使用资源控制观察功能来确定付费用户的使用情况。一些企业为客户提供服务级
别协议，其中客户从提供商处购买一个百分比形式的保证带宽。观察功能使您能够
查看每个客户使用的带宽量以及超出使用部分的计费。其他企业为客户提供基于每
次使用的带宽。此处的观察功能直接帮助计费。在系统上实现资源控制（可能的
话，还实现VNIC和虚拟机）后，执行此操作。

下一章，即第 18章，规划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包含使用观察功能实现规划整合和
资源控制的方案。

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的观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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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

本章包含的信息和示例方案可帮助您为站点评估和设计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解决方
案。本章讨论以下方案：

■ 第 300页中的 “单个系统上的基本虚拟网络”
■ 第 301页中的 “单个系统上的专用虚拟网络”
■ 第 305页中的 “传统网络的基于接口的资源控制”

每个方案包含“最佳使用”建议，它们说明了最适合特定方案的网络类型。

网络虚拟化和资源控制任务列表
下表描述了在网络上配置虚拟网络和实现资源控制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参考

在单个主机上设计和规划虚拟网
络

将本地网络上提供的网络服务和
应用程序整合到单个主机。

此方案尤其适用于整合人员和服
务提供商。

第 300页中的 “规划和设计虚拟
网络”

在单个主机上设计和规划专用虚
拟网络

运行不允许公共访问的虚拟网
络。

建议需要运行开发环境的系统管
理员使用此方案。

第 301页中的 “单个系统上的专
用虚拟网络”

为系统提供基于每个接口的带宽
管理和资源控制。

对数据包通信进行隔离、确定优
先级和指定特定接口带宽量。

此方案适用于为特定服务处理大
量通信流量的系统，例如Web
服务或数据库服务器。

第 305页中的 “传统网络的基于
接口的资源控制”

18第 1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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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设计虚拟网络
本节介绍配置虚拟网络的两个不同方案。查看这些方案可帮助您确定哪个方案最适合
您的站点需要。然后，基于该方案来设计您的特定虚拟化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包括：

■ 两个区域的基本虚拟网络，特别适用于将本地网络中的网络服务整合到单个主机。
■ 专用虚拟网络，适用于您将应用程序和服务与公共网络隔离的开发环境。

单个系统上的基本虚拟网络
图 18–1显示了基本虚拟网络，它是第 310页中的 “配置Oracle Solaris中网络虚拟化的组
件”一节中的示例使用的一个“集成网络”。

此虚拟网络包括以下内容：

■ 单个GLDv3网络接口 e1000g0。此接口连接到公共网络 192.168.3.0/24。接口
e1000g0具有 IP地址 192.168.3.70。

■ 一个虚拟交换机，它是在您创建第一个VNIC时自动配置的。
■ 两个VNIC。vnic1具有 IP地址 192.168.3.20，vnic2具有 IP地址 192.168.3.22。

■ 为其指定了VNIC的两个专用 IP区域。vnic1指定给 zone1，vnic2指定给 zone2。

图 18–1 单个主机上的虚拟网络

规划和设计虚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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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配置中的VNIC和区域允许访问公共网络。因此，这些区域可以将通信流量传送到
e1000g0接口以外。同样，外部网络上的用户可以访问这些区域提供的应用程序和服
务。

基本虚拟网络的最佳使用

“集成网络”方案使您能够将进程和应用程序隔离到单个主机上的各个虚拟机或区域
中。此外，此方案可扩展为包含许多容器，每个容器可以运行一组完全隔离的应用程
序。此方案可提高系统的效率，以及通过扩展提高本地网络的效率。因此，此方案是
以下用户的理想选择：

■ 网络整合人员和希望将 LAN的服务整合到单个系统的其他人员。
■ 向客户出租服务的任何站点。您可以出租单个区域或虚拟机，观察通信流量，对虚
拟网络上的每个区域获取统计数据以测量性能或计费。

■ 要将进程和应用程序隔离到单独的容器来提高系统效率的任何管理员。

单个系统上的专用虚拟网络

图 18–2显示了在包过滤软件（执行网络地址转换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后
面的一个具有专用网络的单个系统。此图说明了在示例 19–5中构建的方案。

规划和设计虚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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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拓扑的特点是单个系统具有一个公共网络（其中包括防火墙）和一个专用网络（基
于 etherstub伪接口构建）。公共网络在全局区域中运行，并由以下元素组成：

■ GLDv3网络接口 e1000g0，其 IP地址为 192.168.3.70。

■ 在 IP过滤器软件中实现的防火墙。有关 IP过滤器的介绍，请参阅《Oracle Solaris管
理：IP服务》中的“IP过滤器简介”。

■ etherstub0，一个在其上构建虚拟网络拓扑的伪接口。Etherstub提供在主机上创建
虚拟网络的功能。该网络与外部网络完全隔离。

专用网络包含以下元素：

■ 一个虚拟交换机，它提供专用网络的各VNIC之间的数据包转发。
■ vnic0，它是全局区域的VNIC，其 IP地址为 192.168.0.250。

■ 具有 IP地址 192.168.0.200的 vnic1，和具有 IP地址 192.168.0.220的 vnic2。所有
三个VNIC都在 etherstub0上配置。

■ vnic1指定给 zone1，vnic2指定给 zone2。

图 18–2 单个主机上的专用虚拟网络

规划和设计虚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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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虚拟网络的最佳使用

考虑为在开发环境中使用的主机创建专用虚拟网络。通过使用 etherstub框架，您可以
将正在开发的软件或功能完全隔离到专用网络的容器中。此外，您还可以使用防火墙
软件为来自专用网络的容器的传出数据包进行网络地址转换。专用网络是最终部署环
境的较小版本。

更多信息
■ 有关配置虚拟网络和实现本章中描述的方案的过程，请转到第 323页中的 “创建专用
虚拟网络”。

■ 有关VNIC和虚拟网络的概念性信息，请转到第 291页中的 “网络虚拟化和虚拟网
络”。

■ 有关区域的概念性信息，请转到《Oracle Solaris管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源管理》中的第 15章 “Oracle Solaris Zones介绍”。

■ 有关 IP过滤器的信息，请转到《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IP过滤器简
介”。

对网络资源实施控制
使用网络虚拟化，您能够通过构建集成网络以更低的成本更高效地实现网络设置。为
了提高效率，您还可以实现控制以确定网络处理是如何使用资源的。可以定制与网络
资源密切相关的链路属性，如环、CPU等，以处理网络数据包。此外，您还可以创建
流以管理网络使用情况。网络资源控制在第 21章，管理网络资源中详细讨论。

图 18–3显示一个需要管理其代理服务器上的带宽的小型企业的网络拓扑。代理服务器
提供了一个公共Web站点，并为需要站点的内联网上各种服务器提供的服务的内部客
户端提供了代理。

注 –此方案不显示如何为虚拟网络配置流控制，因此不包括VNIC。有关虚拟网络上的
流控制，请参阅“虚拟网络的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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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显示公司拥有一个公共网络 10.10.6.0/8，后者还充当一个隔离区 (demilitarized
zone, DMZ)。该DMZ上的一个系统通过 IP过滤器防火墙提供名称到地址转换
(name-to-address translation, NAT)。公司拥有一个充当代理服务器的大型系统。该系统
有两个有线接口和 16个处理器集，其 ID分别为 0–16。该系统通过接口 nge0（其 IP地
址为 l0 10.6.5）连接到公共网络。接口的链路名称是 DMZ0。通过 DMZ0，代理服务器通
过公司的公共Web站点提供HTTP和HTTPS服务。

该图还说明了公司的内联网 10.10.12.0/24。代理服务器通过接口 nge1（其 IP地址为
10.10.12.42）连接到内部 10.10.12.0/8网络。此接口的链路名称是 internal0。通过
internal0数据链路，对于请求应用服务器 10.10.12.45、数据库服务器 10.10.12.46和
备份服务器 10.10.12.47的服务的内部客户端，由代理服务器代表它们来工作。

图 18–3 传统网络上代理服务器的资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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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网络的基于接口的资源控制

传统网络的基于接口的资源控制的最佳使用

考虑为频繁使用的系统建立流控制，尤其是那些较新的GLDv3接口上有大量可用带宽
的系统。基于接口的流控制提高了接口、系统乃至网络的效率。您可以将流控制应用
于任何类型的网络上的任何系统。此外，如果您的目标是提高网络效率，可以将各项
服务分隔到各个流中。此操作将单独的硬件和软件资源指定给各个流，从而将其与特
定系统上的其他服务隔离。建立流后，您可以观察每个流的通信流量和收集统计数
据。此后，您可以指定带宽量和优先级来控制接口上的使用情况。

更多信息

■ 有关实现流控制的任务，请参阅第 21章，管理网络资源
■ 如需有关带宽管理和资源控制的概念性信息，请参阅第 294页中的 “什么是资源控
制？”

■ 有关详细技术信息，请参阅 dladm(1M)和 flowadm(1M)手册页。

虚拟网络的流控制

此方案显示在一个虚拟网络（例如第 300页中的 “单个系统上的基本虚拟网络”中介绍的
基本虚拟网络）中如何使用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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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0页中的 “单个系统上的基本虚拟网络”中描述了拓扑。此处的一个主机有一个网络
接口 e1000g0，该接口有两个VNIC，分别是 vnic1和 vnic2。zone1是在 vnic1上配置
的，zone2是在 vnic2上配置的。虚拟网络的资源管理需要在每个VNIC上创建流。这
些流定义和隔离具有相似特征（例如发送主机的端口号或 IP地址）的数据包。您基于
该系统的使用策略指定带宽。

另一个对VNIC通信流量使用流控制的常见示例是出租区域的公司。您为客户创建不
同的服务级别协议，并出租具有保证的带宽量的区域。针对每个区域创建流时，您可
以隔离和观察每个客户的通信流量并监视带宽使用情况。如果您的服务级别协议严格
基于使用情况，您可以使用统计和记帐功能为客户计费。

对于需要对区域上的通信流量进行带宽管理的任何网络来说，流控制是很有效的。较
大的组织，如应用程序服务提供商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ASP)或 Internet服务提
供商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可以利用VNIC的资源控制来实现数据中心和多处
理器系统。可将各个区域出租给不同服务级别的客户。因此，您可以按标准价格出租
zone1并为其提供标准带宽。然后，可以高价出租 zone2并为客户提供高级别带宽。

图 18–4 具有流控制的基本虚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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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为虚拟网络上的应用程序创建使用策略

列出您要在主机上运行的应用程序。

确定哪些应用程序以前使用了大量带宽或需要大量带宽。

例如，telnet应用程序可能不会消费您系统上的大量带宽，但它会频繁使用。相
反，数据库应用程序消耗大量带宽，但它可能只是偶尔运行。在将这些应用程序指定
给区域之前，考虑监视它们的通信流量。您可以使用 dladm show-link命令的统计选项
收集统计数据，如第 358页中的 “收集有关链路上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中所述。

将这些应用程序指定给单独的区域。

为您要隔离和控制其通信流量的 zone1中运行的任何应用程序创建流。

基于您的站点中现有的使用策略将带宽指定给流。

▼ 如何为虚拟网络创建服务级别协议

设计一种策略，以不同的价格提供不同级别的服务。

例如，您可能创建基本、卓越和高级三个服务级别，并为每个级别相应地定价。

决定向客户收费的模式是按月、按服务级别，还是按实际使用的带宽。

如果您选择最后一种定价结构，则需要收集有关每个客户的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

在主机上创建一个虚拟网络，其中有针对每个客户的容器。

一种非常常见的实现方式是对每个客户给予它们自己的在VNIC上运行的区域。

为每个区域创建隔离通信流量的流。

为了隔离区域的所有通信流量，您使用指定给该区域的VNIC的 IP地址。

根据指定给每个VNIC的区域的客户购买的服务级别，将带宽指定给相应的V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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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虚拟网络（任务）

本章包含用于配置内部虚拟网络（或称“网络集成”）的任务。涵盖的主题包括：

■ 第 309页中的 “虚拟网络任务列表”
■ 第 310页中的 “配置Oracle Solaris中网络虚拟化的组件”
■ 第 314页中的 “使用VNIC和区域”

虚拟网络任务列表
此表列出了用于配置虚拟网络的任务，包括特定任务的链接。请注意，并非所有任务
都适用于您的虚拟网络方案。

任务 说明 参考

在系统中创建VNIC。 创建一个或多个虚拟网络接
口 (VNIC)。VNIC是在其上
构建虚拟网络的伪接口

第 310页中的 “如何创建虚
拟网络接口”

在系统中创建 etherstub。 创建一个或多个
etherstub。Etherstub是虚拟
交换机，它们允许您创建与
大型网络隔离的专用虚拟网
络。

第 312页中的 “如何创建
Etherstub”

创建区域以使用VNIC。 创建VNIC和新区域并配置
它们来创建一个基本虚拟网
络。

第 314页中的 “创建新区域
以使用VNIC”

修改区域以使用VNIC。 更改现有区域以成为一个虚
拟网络。

第 319页中的 “修改现有区
域的配置以使用VNIC”

创建一个专用虚拟网络。 配置一个专用网络，通过使
用 etherstub和VNIC将其与
大型网络隔离。

第 323页中的 “创建专用虚
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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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说明 参考

删除VNIC。 删除指定给一个区域的
VNIC而不删除区域本身。

第 325页中的 “如何删除虚
拟网络而不删除区域”

配置Oracle Solaris中网络虚拟化的组件
本节包含用于配置Oracle Solaris中网络虚拟化的生成块的任务。基本组件包括以下各
项：

■ 虚拟网络接口卡 (VNIC)
■ Etherstub

VNIC是在数据链路上创建的伪接口。VNIC有自动生成的MAC地址。根据使用的网络
接口，您可以为VNIC显式指定不同于缺省地址的MAC地址，如 dladm(1M)手册页中
所述。您可以根据需要在数据链路上创建任意数量的VNIC。

Etherstub是由系统管理员管理的伪以太网NIC。您可以在 etherstub上（而不是在物理
链路上）创建VNIC。Etherstub上的VNIC独立于系统中的物理NIC。使用
etherstub，您可以构建同时与系统中的其他虚拟网络和外部网络隔离的专用虚拟网
络。例如，您要创建一个仅供公司开发人员（而不是整个网络）访问的网络环
境。Etherstub可用于创建这样的环境。

Etherstub和VNIC仅是Oracle Solaris的虚拟化功能的一部分。您通常将这些组件与
Oracle Solaris容器或区域结合使用。通过指定VNIC或 etherstub供区域使用，您可以在
单个系统内创建一个网络。

▼ 如何创建虚拟网络接口
此过程说明如何创建虚拟网络接口卡 (VNIC)。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可选的）要查看有关系统的可用物理接口的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dladm show-phys

此命令显示系统上的物理NIC及其相应的数据链路名称。除非您为数据链路创建定制
名称，否则数据链路的名称与网络接口设备的名称相同。例如，设备 e1000g0使用数据
链路名称 e1000g0，直到您将链路名称替换为另一个名称。有关定制数据链路名称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第 24页中的 “网络设备和数据链路名称”。

（可选的）要查看有关系统的数据链路的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dladm show-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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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将列出数据链路及其当前状态。确保数据链路的 STATE字段指示数据链路为
up（活动）。您只能在其状态为 up（活动）的数据链路上配置VNIC。

（可选的）要查看有关配置的接口的 IP地址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show-addr

此命令列出您的系统上配置的接口，包括其对应的 IP地址。

在数据链路上创建一个VNIC。
# dladm create-vnic -l link vnic
■ link是在其上配置VNIC的数据链路的名称。
■ vnic是您也可以使用定制名称作为标签的VNIC。

在链路上创建一个VNIC IP接口。
# ipadm create-ip vnic

使用有效的 IP地址配置VNIC。
如果您指定一个静态 IP地址，请使用以下语法：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address addrobj

其中 addrobj使用命名格式 interface/user-defined-string，例如 e1000g0/v4globalz。有关
使用此命令时的其他选项，请参阅ipadm(1M)手册页。

如果您使用静态 IP地址，请在 /etc/hosts文件中添加地址信息。

（可选的）要显示VNIC地址配置，请键入以下命令：
# ipadm show-addr

（可选的）要显示VNIC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dladm show-vnic

创建虚拟网络接口

本示例包含用于创建VNIC的命令。您必须以超级用户或等效角色登录到系统，才能
运行这些命令。

# dladm show-phys

LINK MEDIA STATE SPEED DUPLEX DEVICE

net0 Ethernet up 1000 full e1000g0

net1 Ethernet unknown 0 half e1000g1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net0 phys 1500 up -- --

net1 phys 1500 unknown -- --

# ipadm show-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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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NAME CLASS STATE ACTIVE OVER

lo0 loopback ok yes --

net0 ip ok yes --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 static ok 127.0.0.1/8

net0/v4addr static ok 192.168.3.70/24

# dladm create-vnic -l net0 vnic0

# dladm create-vnic -l net0 vnic1

# dladm show-vnic

LINK OVER SPEED MACADDRESS MACADDRTYPE

vnic0 net0 1000 Mbps 2:8:20:c2:39:38 random

vnic1 net0 1000 Mbps 2:8:20:5f:84:ff random

#

# ipadm create-ip vnic0

# ipadm create-ip vnic1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3.80/24 vnic0/v4address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3.85/24 vnic1/v4address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 static ok 127.0.0.1/8

net0/v4addr static ok 192.168.3.70/24

vnic0/v4address static ok 192.168.3.80/24

vnic1/v4address static ok 192.168.3.85/24

该系统的 /etc/hosts文件将包含类似于以下内容的信息：

# cat /etc/hosts

#

::1 localhost

127.0.0.1 localhost

192.168.3.70 loghost #For e1000g0

192.168.3.80 vnic1

192.168.3.85 vnic2

▼ 如何创建 Etherstub
您使用 etherstub将虚拟网络与虚拟网络的其余部分以及系统连接到的外部网络隔离开
来。您不能单独使用 etherstub。相反，应将 etherstub与VNIC结合使用来创建专有或
隔离的虚拟网络。您可以根据需要创建任意数量的 etherstub。您还可以根据需要在每
个 etherstub上创建任意数量的VNIC。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创建 etherstub
# dladm create-etherstub etherst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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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therstub上创建一个VNIC。
# dladm create-vnic -l etherstub vnic

使用专用地址配置VNIC。

注 –要隔离您在 etherstub上为其配置VNIC的网络，确保使用不能由外部网络的缺省路
由器转发的专用 IP地址。例如，假定物理接口有一个地址 192.168.3.0/24，它指示系
统在 192.168.3.x网络上。因此，您指定缺省路由器所不知道的另一个地址，例如
192.168.0.x。

（可选的）要显示有关VNIC的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dladm show-vnic

此命令列出系统中的所有VNIC和在其上创建VNIC的数据链路或 etherstub。

（可选的）要显示有关系统上所有物理和虚拟链路的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dladm show-link

创建 Etherstub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创建 etherstub，然后在该 etherstub上配置VNIC。本示例在前面示例
的基础上添加了在 etherstub上配置的第三个VNIC。

您必须以超级用户或等效角色登录到系统，才能运行接下来的命令。

# dladm create-etherstub stub0

#

dladm show-vnic

LINK OVER SPEED MACADDRESS MACADDRTYPE

vnic1 net9 1000 Mbps 2:8:20:c2:39:38 random

vnic2 net0 1000 Mbps 2:8:20:5f:84:ff random

#

# dladm create-vnic -l stub0 vnic3

# ipadm create-vnic vnic3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0.10/24 vnic3/privaddr

#

# dladm show-vnic

LINK OVER SPEED MACADDRESS MACADDRTYPE

vnic1 net0 1000 Mbps 2:8:20:c2:39:38 random

vnic2 net0 1000 Mbps 2:8:20:5f:84:ff random

vnic3 stub0 1000 Mbps 2:8:20:54:f4:74 random

#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 static ok 127.0.0.1/8

net0/v4addr static ok 192.168.3.70/24

vnic1/v4address static ok 192.168.3.80/24

vnic2/v4address static ok 192.168.3.85/24

vnic3/privaddr static ok 192.168.0.10/24

该系统的 /etc/hosts文件将包含类似于以下内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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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 /etc/hosts

#

::1 localhost

127.0.0.1 localhost

192.168.3.70 loghost #For e1000g0

192.168.3.80 vnic1

192.168.3.85 vnic2

192.168.0.10 vnic3

使用VNIC和区域
本节说明如何通过配置区域要使用的网络虚拟化组件来部署这些组件。本节提供了两
种通过区域使用VNIC的方法：

■ 创建全新的区域和在这些区域上配置VNIC
■ 修改现有的区域配置以使用VNIC。

当您首次登录到系统时，您会自动位于其全局区域中。您在全局区域中创建VNIC。然
后，根据这些VNIC要由全局区域使用还是由非全局专用类型区域使用，进一步配置
这些VNIC。有关区域的介绍，请参阅《Oracle Solaris管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源管理》中的“区域概述”。

创建新区域以使用VNIC
如果系统中没有配置的区域，或者您要创建新区域以使用VNIC，请使用此方法。

要使用VNIC，必须将一个区域配置为专用 IP区域。后面的步骤使用 vnic1配置
zone1。您必须执行相同的步骤来配置 zone2。为清楚起见，提示指示在哪个区域中发
出特定命令。但是，提示显示的实际路径可能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您的特定系统的
提示设置。

▼ 如何创建和配置专用 IP区域
当创建区域时，您可以设置几个参数。本章提供的区域过程仅关注那些与使区域和
VNIC共同工作有关的参数。有关区域配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Oracle Solaris管
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源管理》中的第 II部分, “Oracle
Solaris Zones”。

确保您已经完成以下任务：

■ 为区域创建了VNIC，如第 310页中的 “如何创建虚拟网络接口”中所述。
■ 定义了区域名称。
■ 确定了区域起始目录。
■ 确定了要与特定区域相关联的具体VNIC。
■ 确定了VNIC的 IP地址。

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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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了要提供给区域的其他网络信息，如路由器地址。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对于您创建的每个区域，执行以下步骤。

a. 启动区域配置实用程序并创建区域。
global# zonecfg -z zone
zonecfg:zone> create

b. 通过定义参数 zonepath设置起始目录。

zonecfg:zone> set zonepath=/home/export/zone

c. 启用自动引导。
zonecfg:zone> set autoboot=true

d. 将区域配置为专用 IP区域。
zonecfg:zone> set ip-type=exclusive

e. 将区域的接口设置为指定的VNIC。
zonecfg:zone> add net

zonecfg:zone:net> set physical=vnic
zonecfg:zone:net> end

zonecfg:zone>

f. 验证并提交设置，然后退出区域配置实用程序。
zonecfg:zone>verify
zonecfg:zone> commit

zonecfg:zone> exit

global#

g. （可选的）为了验证该区域的信息是正确的，键入以下命令：
global# zonecfg -z zone info

注 –在运行区域配置实用程序时，您可以通过键入以下命令显示相同的信息：

zonecfg:zone> info

安装区域。

global# zoneadm -z zone install

注 –安装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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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的）完全安装区域后，检查区域的状态。

zoneadm list -iv

注 – -iv选项列出所有已配置的区域，而不管它们是否正在运行。在此阶段，您刚刚创
建的区域的状态将变为“installed”而不是“running”。如果您使用 -v选项，则仅列出正
在运行的区域，而且不包括您刚刚创建的区域。

启动区域。

global# zoneadm -z zone boot

（可选的）验证区域现在正在运行。

global# zoneadm list -v

在区域完全启动后，连接到该区域的控制台。

# zlogin -C zone

根据提示提供信息。

部分信息是终端类型、区域、语言等。大部分信息通过从选项列表中进行选择来提
供。通常情况下，缺省选项就足够了，除非您的系统配置有其他要求。

对于当前过程，您需要提供或验证以下信息：

■ 区域的主机名，例如 zone1。
■ 区域的 IP地址（它基于区域的VNIC的 IP地址）。
■ 是否应启用 IPv6。
■ 具有虚拟网络的系统是否为子网的一部分。
■ IP地址的网络掩码。
■ 缺省路由，可以是在其上构建虚拟网络的物理接口的 IP地址。

为区域提供所需的信息后，该区域将重新启动。

通过创建区域和VNIC配置基本虚拟网络

本示例整合了以前提供的用于创建区域和VNIC以配置虚拟网络的所有步骤。该示例
使用 zone1作为样例区域

该示例基于以下假定：

■ VNIC：vnic1

■ 区域名称：zone1

■ 区域主目录：/home/export/zone-name。
■ VNIC区域指定：vnic1指定给 zone1

■ IP地址：vnic1使用 192.168.3.80

■ 物理接口 IP地址：192.168.3.70

■ 路由器地址：192.168.3.25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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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dladm show-phys

LINK MEDIA STATE SPEED DUPLEX DEVICE

net0 Ethernet up 1000 full e1000g0

net1 Ethernet unknown 1000 full bge0

global# dladm show-l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net0 phys 1500 up -- --

net1 phys 1500 unknown -- --

global# ipadm show-if

IFNAME CLASS STATE ACTIVE OVER

lo0 loopback ok yes --

net0 ip ok yes --

global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 static ok 127.0.0.1/8

net0/v4addr static ok 192.168.3.70/24

global # dladm create-vnic -l net0 vnic1

global # dladm show-vnic

LINK OVER SPEED MACADDRESS MACADDRTYPE

vnic1 net0 1000 Mbps 2:8:20:5f:84:ff random

global # ipadm create-ip vnic1

global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3.80/24 vnic1/v4address

global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 static ok 127.0.0.1/8

net0/v4addr static ok 192.168.3.70/24

vnic1/v4address static ok 192.168.3.80/24

global # cat /etc/hosts

::1 localhost

127.0.0.1 localhost

192.168.3.70 loghost #For net0

192.168.3.80 zone1 #using vnic1

global # zonecfg -z zone1

zonecfg:zone1> create

zonecfg:zone1> set zonepath=/export/home/zone1

zonecfg:zone1> seet autoboot=true

zonecfg:zone1> set ip-type=exclusive

zonecfg:zone1> add net

zonecfg:zone1:net> set physical=vnic1

zonecfg:zone1:net> end

zonecfg:zone1> verify

zonecfg:zone1> info

zonename: zone1

zonepath: /export/home/zone1

brand: native

autoboot: true

net:

address not specified

physical: vni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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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cfg:zone1> commit

zonecfg:zone1> exit

global#

global# zoneadm -z zone1 verify

WARNING: /export/home/zone1 does not exist, so it could not be verified.

When ’zoneadm install’ is run, ’install’ will try to create

/export/home/zone1, and ’verify’ will be tried again,

but the ’verify’ may fail if:

the parent directory of /export/home/zone1 is group- or other-writable

or

/export/home/zone1 overlaps with any other installed zones.

global# zoneadm -z zone1 install

Preparing to install zone <zone1>

Creating list of files to copy from the global zone.

.

.

Zone <zone1> is initialized.

global# zoneadm list -iv

ID NAME STATUS PATH BRAND IP

0 global running / native shared

- zone1 installed /export/home/zone1 native excl

global# zoneadm -z zone1 boot

global# zoneadm list -v

ID NAME STATUS PATH BRAND IP

0 global running / native shared

1 zone1 running /export/home/zone1 native excl

zlogin -C zone1

What type of terminal are you using?

.

.

.

8) Sun Workstation

9) Televideo 910

10) Televideo 925

11) Wyse Model 50

12) X Terminal Emulator (xterms)

13) CDE Terminal Emulator (dtterm)

14) Other

Type the number of your choice and press Return: 13

.

(More prompts)

..

根据系统提示提供信息。提供以下网络信息：

Hostname: zone1

IP address: 192.168.3.80

System part of a subnet: Yes

Netmask: 255.255.255.0

Enable IPv6: No

Default route: 192.168.3.70

Router IP address: 192.168.3.25

您可以使用各种工具观察网络通信流量和获得区域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接下来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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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验证网络配置是否正确，请参阅《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第 5章 “管理
TCP/IP网络”。

■ 要监测网络流量，请参阅《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使用 snoop命令监视
包传送”。

■ 要管理网络如何使用系统资源，请参阅第 21章，管理网络资源。
■ 要获取用于记帐的统计信息，请参阅第 22章，监视网络通信流量和资源使用情况。

如果您需要删除虚拟网络，请参阅第 325页中的 “如何删除虚拟网络而不删除区域”。

修改现有区域的配置以使用VNIC
如果您希望现有区域使用VNIC，请使用此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已有区域名
称，并且其主目录或 zonepath已定义。

▼ 如何重新配置区域以使用VNIC
确保您已经完成以下任务：

■ 为区域创建了VNIC，如第 310页中的 “如何创建虚拟网络接口”中所述。
■ 确定了要与特定区域相关联的具体VNIC。
■ 确定了VNIC的 IP地址。
■ 获得了要提供给区域的其他网络信息，如路由器地址。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验证区域已正确配置并在系统上运行。

global# zoneadm list -v

注 – -v选项只列出正在运行的区域。要列出所有已配置的区域（包括那些尚未启动的区
域），请使用 -iv选项。

对于要使用VNIC配置的每个区域，请执行以下步骤：

a. 验证关于该区域的信息。
global# zonecfg -z zone info

检查有关 IP类型和网络接口的信息。网络接口由参数 physical指定。对于要使用
VNIC配置的区域，该区域必须是专用 IP区域，其网络接口必须指定VNIC。

b. 如有必要，将共享区域更改为专用 IP区域。
global# zonecfg -z zone
zonecfg:zone1> set ip-type=exclusive

zonecfg:zone1>

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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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更改该区域的接口以使用VNIC。
zonecfg:zone1> remove net physical=non-vnic-interface
zonecfg:zone1> add net

zonecfg:zone1:net> set physical=vnic
zonecfg:zone1:net> end

zonecfg:zone1>

d. 酌情更改其他参数值。

e. 验证并提交您已经实施的更改，然后退出该区域。
zonecfg:zone1 verify

zonecfg:zone1> commit

zonecfg:zone1> exit

global#

f. 重新引导区域。
global# zoneadm -z zone reboot

g. 重新引导区域后，验证有关 ip-type和 physical的区域信息是正确的。

global# zonecfg -z zone info ip-type

global# zonecfg -z zone info net

信息必须表明该区域的 IP类型是专用类型，并且它使用指定的VNIC。

登录到区域。

global# zlogin zone

使用有效的 IP地址配置VNIC。
如果您要为VNIC指定一个静态地址，需要键入以下内容：
zone#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address addrobj

其中 address可以使用CIDR表示法，addrobj需要遵从命名约定 interface/
user-defined-string。

（可选的）验证区域内的接口配置。

zone# ipadm show-if

或

zone# ipadm show-addr

通过将区域配置修改为使用VNIC来配置基本虚拟网络

本示例与前面的示例使用相同的系统，其操作也基于相同的假设。假设在此系统
中，zone2已作为共享区域存在。您要修改 zone2以使用 vnic2。

global#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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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 phys 1500 up -- --

net1 phys 1500 unknown -- --

vnic1 vnic 1500 up -- e1000g0

global# ipadm show-if

IFNAME CLASS STATE ACTIVE OVER

lo0 loopback ok yes --

net0 ip ok yes --

vnic1 ip ok yes --

global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 static ok 127.0.0.1/8

net0/v4addr static ok 192.168.3.70/24

vnic1/v4address static ok 192.168.3.80/24

global # dladm create-vnic -l net0 vnic2

global # dladm show-vnic

LINK OVER SPEED MACADDRESS MACADDRTYPE

vnic1 net0 1000 Mbps 2:8:20:5f:84:ff random

vnic2 net0 1000 Mbps 2:8:20:54:f4:74 random

global# zoneadm list -v

ID NAME STATUS PATH BRAND IP

0 global running / native shared

1 zone1 running /export/home/zone1 native excl

2 zone2 running /export/home/zone2 native shared

global# zonecfg -z zone2 info

zonename: zone2

zonepath: /export/home/zone2

brand: native

autoboot: true

bootargs:

pool: z2-pool

limitpriv:

scheduling-class:

ip-type: shared

hostid:

inherit-pkg-dir:

dir: /lib

inherit-pkg-dir:

dir: /platform

inherit-pkg-dir:

dir: /sbin

inherit-pkg-dir:

dir: /usr

inherit-pkg-dir:

dir: /etc/crypto

net:

address not specified

physical: e1000g0

defrouter not specified

global#

global# zonecfg -z zone2

zonecfg:zone1> set ip-type=exclusive

zonecfg:zone1> remove net physical=n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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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cfg:zone1> add net

zonecfg:zone1:net> set physical=vnic2

zonecfg:zone1:net> end

zonecfg:zone1> verify

zonecfg:zone1> commit

zonecfg:zone1> exit

global#

global# zonecfg -z zone2 info ip-type

ip-type: exclusive

global#

global# zonecfg -z zone2 info net

net:

address ot specified

physical: vnic2

defrouter not specified

global#

global# zlogin zone2

zone2# ipadm create-ip vnic2

zone2#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3.85/24 vnic2/v4address

zone2#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v4 static ok 127.0.0.1/8

vnic2/v4address static ok 192.168.3.85/24

zone1# exit

global#

global# vi /etc/hosts

#

::1 localhost

127.0.0.1 localhost

192.168.3.70 loghost #For e1000g0

192.168.3.80 zone1 #using vnic1

192.168.3.85 zone2 #using vnic2

您可以进一步配置网络设置以定制系统资源的使用，也可以使用各种工具观察网络通
信流量和获得关于资源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

■ 要验证您的网络配置是否正确，请参阅
■ 要观察网络通信流量，请参阅
■ 要管理网络如何使用系统资源，请参阅
■ 要获得用于记帐的统计数据，请参阅

如果您需要删除虚拟网络，请参阅第 325页中的 “如何删除虚拟网络而不删除区域”。

接下来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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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专用虚拟网络
本节中的示例说明如何在单个系统上配置专用虚拟网络。专用虚拟网络和虚拟专用网
络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VPN)不同。VPN软件会在两个端点系统之间创建一个安全
的点对点链路。由本节中的任务配置的专用网络是一个集成的虚拟网络，外部系统无
法对其进行访问。

要允许专用网络的区域向主机外部发送数据包，需要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设备。NAT将VNIC的专用 IP地址转换为物理网络接口的可路
由 IP地址，但不向外部网络公开专用 IP地址。以下示例中还包含路由配置。

示例 19–5 创建专用虚拟网络配置

以下示例与前面的示例使用相同的系统，也基于相同的假设。特别是，目前将 zone1和
zone2配置为虚拟网络。假设系统中已存在 zone3。您将修改 zone3使其成为与网络的
其余部分隔离的专用网络。然后，您将NAT和 IP转发配置为允许虚拟专用网络向主机
外部发送数据包，但仍对外部网络隐藏其专用地址。

global# dladm create-etherstub stub0

global# dladm create-vnic -l etherstub0 vnic3

global# dladm show-vnic

LINK OVER SPEED MACADDRESS MACADDRTYPE

vnic1 net0 1000 Mbps 2:8:20:5f:84:ff random

vnic2 net0 1000 Mbps 2:8:20:54:f4:74 random

vnic3 stub0 0 Mbps 2:8:20:6b:8:ab random

global# vi /etc/hosts

#

::1 localhost

127.0.0.1 localhost

192.168.3.70 loghost #For e1000g0

192.168.3.80 zone1 #using vnic1

192.168.3.85 zone2 #using vnic2

在此阶段，您将 zone3修改为 vnic3上的专用 IP区域。

global# zonecfg -z zone3

zonecfg:zone3> set ip-type=exclusive

zonecfg:zone3> remove net physical=e1000g0

zonecfg:zone3> add net

zonecfg:zone3:net> set physical=vnic3

zonecfg:zone3:net> end

zonecfg:zone3> vereify

zonecfg:zone3> commit

zonecfg:zone3> exit

global#

global# zonecfg -z zone3 info ip-type

ip-type: exclusive

global#

global# zonecfg -z zone3 info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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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9–5 创建专用虚拟网络配置 （续）

net:

address ot specified

physical: vnic3

defrouter not specified

global#

global# zlogin zone3

zone3# ipadm create-ip vnic3

zone3#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0.10/24 vnic3/privaddr

zone3#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v4 static ok 127.0.0.1/8

vnic3/privaddr static ok 192.168.0.10/24

zone3# exit

global#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v4 static ok 127.0.0.1/8

net0/v4addr static ok 192.168.3.70/24

vnic1/v4address static ok 192.168.3.80/24

vnic2/v4address static ok 192.168.3.85/24

vnic3/privaddr static ok 192.168.0.10/24

global# vi /etc/hosts

::1 localhost

127.0.0.1 localhost

192.168.3.70 loghost #For e1000g0

192.168.3.80 zone1 #using vnic1

192.168.3.85 zone2 #using vnic2

192.168.0.10 zone3 #using vnic3

global# routeadm

Configuration Current Current

Option Configuration System State

---------------------------------------------------------------

IPv4 routing enabled enabled

IPv6 routing disabled disabled

IPv4 forwarding disabled disabled

IPv6 forwarding disabled disabled

Routing services "route:default ripng:default"

global# ipadm set-ifprop -p forwarding=yes -m ipv4 e1000g0

global# vi /etc/ipf/ipnat.conf

map e1000g0 192.168.0.0/24 -> 0/32 portmap tcp/udp auto

map e1000g0 192.168.0.0/24 -> 0/32

global# svcadm enable network/ipfilter

global# zoneadm -z zone1 boot

global# zoneadm -z zone2 boot

global# zoneadm -z zone3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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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删除虚拟网络而不删除区域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禁用区域的虚拟网络，而使区域保持不变。

如果您必须执行以下任意操作，请使用此过程：

■ 在不同的配置中使用现有区域。例如，您可能需要将区域配置为专用网络的一部
分，这需要使用 etherstub来创建区域。

■ 将区域迁移到另一个网络。

■ 将区域移动到不同的区域路径。

■ 克隆区域，如《Oracle Solaris管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
源管理》中的“在同一系统中克隆非全局区域”中所述。

此任务假定您正在运行包含专用 IP区域的虚拟网络。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验证当前配置的区域的状态。

# zoneadm list -v

将显示类似于以下内容的信息：

ID NAME STATUS PATH BRAND IP

0 global running / native shared

1 zone1 running /export/home/zone1 native excl

2 zone2 running /export/home/zone2 native excl

3 zone3 running /export/home/zone3 native excl

停止虚拟网络的专用 IP区域。

对要停止的每个区域分别执行以下命令。

global# zoneadm -z zone-name halt

当您停止该区域时，会删除区域的应用程序环境并终止一些系统活动，如《Oracle
Solaris管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源管理》中的“停止区
域”中所述。

验证区域已停止。

# zoneadm list -iv

ID NAME STATUS PATH BRAND IP

0 global running / native shared

- zone1 installed /export/home/zone1 native excl

- zone2 installed /export/home/zone2 native excl

- zone3 installed /export/home/zone3 native excl

开始之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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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虽然区域仍处于已安装状态，但它们已不再运行。要重新引导一个已停止的
区域，请参阅《Oracle Solaris管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源
管理》中的“如何引导区域”。

列出为已停止的区域配置的VNIC。
# dladm show-vnic

LINK OVER SPEED MACADDRESS MACADDRTYPE

vnic1 net0 1000 Mbps 2:8:20:5f:84:ff random

vnic2 net1 1000 Mbps 2:8:20:54:f4:74 random

vnic3 stub0 1000 MBps 2:8:20:c2:39:38 random

生成的输出显示VNIC仍被配置为全局区域中的数据链路。但是，其对应的 IP接口是
在与这些VNIC相关联的区域（而不是全局区域）上创建并启用的。现在，这些非全
局区域已停止。

删除VNIC。
# dladm delete-vnic vnic

例如，您要键入以下内容来删除图 18–1所示的区域中的VNIC。

# dladm delete-vnic vnic1

# dladm delete-vnic vnic2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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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化环境中使用链路保护

本章介绍链路保护以及如何在Oracle Solaris系统上对其进行配置。本章涵盖以下主
题：

■ 第 327页中的 “链路保护概述”
■ 第 328页中的 “配置链路保护（任务列表）”

链路保护概述
随着在系统配置中越来越多地采用虚拟化，主机管理员可能对来宾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s, VM)授予对某物理或虚拟链路的专用访问权限。这种配置可以将虚拟环境的
网络通信流量与主机系统接收或发送的更广泛的通信流量隔离开来，从而提高网络性
能。同时，这种配置会使系统和整个网络暴露于来宾环境可能生成的有害数据包，带
来一定的风险。

链路保护旨在防止潜在的恶意来宾VM可能对网络造成损害。该功能提供了针对以下
基本威胁的保护：

■ IP和MAC欺骗
■ L2帧欺骗，例如网桥协议数据单元 (ridge Protocol Data Unit, BPDU)攻击

注 –链路保护不应取代防火墙部署，特别是对于具有更复杂的过滤要求的配置。

链路保护类型

缺省情况下，链路保护机制处于禁用状态。要启用链路保护，请将以下一个或多个保
护类型指定为 protection链路属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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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nospoof 启用针对MAC欺骗的保护。传出包的源MAC地址必须与数据链路的
已配置MAC地址匹配。否则，数据包被丢弃。如果链路属于某个区
域，启用 mac-nospoof将防止该区域的所有者修改该链路的MAC地
址。

ip-nospoof 启用针对 IP欺骗的保护。任何传出的 IP、ARP或NDP数据包必须有
一个地址字段，该字段要么与DHCP配置的 IP地址相匹配，要么与
allowed-ips链路属性中列出的地址之一相匹配。否则，数据包被丢
弃。

allowed-ips链路属性适用于 ip-nospoof保护类型。缺省情况下，此
属性指定的列表为空。如果该属性为空或未配置，该属性中会隐式包
含以下 IP地址。这些 IP地址与外发数据包的 IP地址进行匹配，以确
定是允许数据包通过还是丢弃这些数据包。

■ DHCP配置的 IPv4或 IPv6地址（动态获悉）
■ 本地链路 IPv6地址（符合RFC 2464要求并且从链路的MAC地址派
生）

下面列出了协议和相应的传出数据包的关联地址字段，该字段必须与
allowed-ips 属性中的地址匹配。如果此属性为空，则数据包的地址必
须与DHCP配置的 IP地址匹配。
■ IP（IPv4或 IPv6）－数据包的源地址
■ ARP－数据包的发送方协议地址。

restricted 将外发数据包限定为只能是 IPv4、IPv6和ARP协议类型的数据包。其
他不属于所列出类型的数据包将被丢弃。使用这种保护类型可阻止链
路生成可能有害的 L2控制帧。

注 –以下内核统计数据会跟踪由于链路保护而被丢弃的数据
包：mac_spoofed、ip_spoofed和 restricted。这些统计数据对应于三
种保护类型。使用 kstat命令检索这些基于链路的统计数据。有关检
索这些统计数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kstat(1M)手册页。

配置链路保护（任务列表）
要使用链路保护，您使用 dladm命令的选项之一来设置链路属性。如果保护类型适用于
其他配置文件，例如 ip-nospoof和 allowed-ips，则您要执行两个常规操作。首先，启
用链路保护。然后，定制配置文件以确定链路保护如何工作。

注 –您必须在全局区域中配置链路保护。

配置链路保护（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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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用于在Oracle Solaris服务器上配置链路保护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参考

启用链路保护机制。 使用 dladm set-linkprop命令启
用链路的链路保护类型。

第 329页中的 “如何启用链路保
护机制”

禁用链路保护机制。 使用 dladm reset-linkprop命令
禁用链路保护。

第 329页中的 “如何禁用链路保
护”

定制 IP链路保护类型。 使用 dladm set-linkprop命令配
置或修改 allowed-ips属性中的
值。

第 330页中的 “如何为针对 IP欺
骗的保护指定 IP地址”

查看链路保护配置。 使用 dladm show-linkprop命
令，通过指定 protection和
allowed-ips属性名称来查看链
路保护配置。

第 330页中的 “如何查看链路保
护配置”

▼ 如何启用链路保护机制
此过程启用以下一种或多种链路保护类型：mac-nospoof、ip-nospoof和 restricted。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通过指定一种或多种保护类型启用链路保护。

# dladm set-linkprop -p protection=value[,value,...] link

在以下示例中，将在 vnic0链路上启用所有三种链路保护类型：

# dladm set-linkprop -p protection=mac-nospoof,ip-nospoof,restricted vnic0

▼ 如何禁用链路保护
此过程将链路保护重置为缺省值，这将禁用链路保护。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通过将 protection属性重置为其缺省值禁用链路保护。

# dladm reset-linkprop -p protection link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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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为针对 IP欺骗的保护指定 IP地址
请注意，仅当 protection属性启用 ip-nospoof保护类型时，才使用 allowed-ips属
性。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确保您已启用针对 IP欺骗的保护。
如果您尚未启用这种类型的链路保护，则发出以下命令：

# dladm set-linkprop -p protection=ip-nospoof

将 IP地址的列表指定为 allowed-ips链路属性的值。

# dladm set-linkprop -p allowed-ips=IP-addr[,IP-addr,...] link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 10.0.0.1和 10.0.0.2 IP地址指定为 vnic0链路的 allowed-ips属
性的值：

# dladm set-linkprop -p allowed-ips=10.0.0.1,10.0.0.2 vnic0

▼ 如何查看链路保护配置
protection和 allowed-ips属性的值指示链路保护的配置方式。请注意，仅当
protection属性指定 ip-nospoof保护类型时，才使用 allowed-ips属性。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查看链路保护属性值。

# dladm show-linkprop -p protection,allowed-ips link

以下示例显示 vnic0链路的 protection和 allowed-ips属性的值：

# dladm show-linkprop -p protection,allowed-ips vnic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vnic0 protection rw ip-nospoof -- --

mac-nospoof

restricted

vnic0 allowed-ips rw 10.0.0.1, -- --

10.0.0.2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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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网络资源

本章介绍如何管理数据链路上的资源，包括虚拟链路，如VNIC。网络资源管理通过实
现服务质量来增强性能，尤其是在虚拟网络中。

本章涵盖以下主题：

■ 第 331页中的 “网络资源管理概述”
■ 第 333页中的 “网络资源管理（任务列表）”
■ 第 334页中的 “管理数据链路上的资源”
■ 第 350页中的 “管理流上的资源”

网络资源管理概述
本节通过介绍网络通道说明网络资源管理。它还介绍了如何通过设置数据链路属性实
现网络资源管理。流也被定义为进一步设置资源控制以处理网络通信流量的另一种方
法。

资源控制的数据链路属性
在Oracle Solaris早期发行版中，实现服务质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此过程包括定义排
队规程、类和过滤规则以及指示所有这些组件之间的关系。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第V部分, “IP服务质量 (IP Quality of Service,
IPQoS)”。

在此发行版中，通过管理网络资源更轻松、动态地获得了服务质量。网络资源管理包
括设置与网络资源相关的数据链路属性。通过设置这些属性，您可以确定给定资源在
多大程度上可用于网络处理。例如，一个链路可以与特定数量的专门为网络处理保留
的CPU相关联。也可以为一个链路指定给定带宽来处理特定类型的网络通信流量。定
义资源属性后，新设置将立即生效。此方法使资源管理更加灵活。您可以在创建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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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设置资源属性。也可以稍后设置这些属性，例如：在了解资源使用情况一段时间并
确定如何更好地分配资源之后再设置这些属性。资源分配过程既适用于虚拟网络环
境，也适用于传统的物理网络。

网络资源管理相当于为通信流量创建专用通道。当您组合不同的资源以满足特定类型
的网络数据包时，这些资源就形成一个用于这些数据包的网络通道。可以为每个网络
通道以不同的方式指定资源。例如，您可以为网络通信流量最大的通道分配更多资
源。通过配置根据实际需要分配资源的网络通道，可以提高系统处理数据包的效
率。有关网络通道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55页中的 “网络通信流概述”。

网络资源管理有助于完成以下任务：

■ 网络置备。
■ 建立服务级别协议。
■ 客户计费。
■ 诊断安全问题。

您可以对单个系统上的数据流量进行隔离、设置优先级、跟踪和控制，而无需使用早
期发行版中复杂的QoS规则定义。

通过使用流管理网络资源
流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如何使用资源来处理数据包而对这些数据包进行分类的定制方
式。网络数据包可以根据属性分类。共享同一属性的数据包构成一个流并标有特定的
流名称。然后可以为流指定特定的资源。

作为创建流的基础的属性是从数据包头信息派生的。您可以根据以下属性之一将数据
包流量组织为流：

■ IP地址
■ 传输协议名称（UDP、TCP或 SCTP）
■ 应用程序端口号，例如用于 FTP的端口 21
■ DS字段属性，仅用于 IPv6数据包中的服务质量。有关DS字段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DS代码点”。

流只能基于列表中的属性之一。例如，您可以根据正在使用的端口（如用于 FTP的端
口 21）或者根据 IP地址（如来自特定源 IP地址的数据包）创建一个流。但是，您无法
为在端口号 21 (FTP)上接收到的来自指定 IP地址的数据包创建一个流。同样，您不能
为来自 IP地址 192.168.1.10的所有通信流量创建一个流，然后为 192.168.1.10上的传
输层通信流量创建一个流。因此，您可以在一个系统上配置多个流，其中每个流基于
不同的属性。

用于网络资源管理的命令
用于分配网络资源的命令取决于您是在数据链路上还是在流上直接工作。

网络资源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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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数据链路，您要根据是在创建链路的同时设置属性还是设置现有链路的属
性，使用适当的 dladm子命令。要创建一个链路并同时将资源分配给它，请使用以
下语法：

# dladm create-vnic -l link -p property=value[,property=value] vnic

其中 link可以是物理链路或虚拟链路。

要设置现有链路的属性，请使用以下语法：

# dladm set-linkprop -p property=value[,property=value] link

有关 dladm命令和此命令所管理的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dladm(1M)手册页。

以下是您可以为资源分配设置的链路属性：

■ 带宽－您可以为特定链路的使用限制硬件带宽。

■ NIC环－如果NIC支持环分配，可将其传送和接收环指定为专用于数据链
路。NIC环在第 334页中的 “传送和接收环”中讨论

■ CPU池－CPU池通常是使用特定区域创建的并与之相关联。这些池可以指定给
数据链路以保留CPU集，以便管理其相关联的区域的网络处理。CPU和池在第 346
页中的 “池和CPU”中讨论。

■ CPU－在具有多个CPU的系统中，您可以分配给定数量的CPU专用于特定网络
处理。

■ 对于流，您可以使用 flowadm子命令。首先使用 flowadm add-flow子命令创建
流。然后使用 flowadm set-flowprop子命令将资源指定给该流。定义的表明流的特
征的属性集共同构成系统的流控制策略。

注 –可以指定给一个流的资源分配的属性与直接指定给链路的属性相同。不过，目
前只有带宽属性可以与流相关联。虽然用于设置属性的命令对于数据链路和流是不
同的，但语法类似。要配置带宽属性，请参见第 351页中的 “如何配置流”中的示例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flowadm(1M)手册页。

网络资源管理（任务列表）
下表列出了建立资源控制和针对网络处理确定如何分配这些资源的不同方法。

任务 说明 参考

将环分配给MAC客户端。 在数据链路上配置MAC客户端
以使用环。

第 335页中的 “环分配的属性”

将CPU池指定给数据链路。 使用 pool属性分配一组CPU以
管理区域的网络处理。

第 348页中的 “如何为数据链路
配置CPU池 ”

网络资源管理（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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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说明 参考

将一组CPU指定给定义的数据
链路

在具有多个CPU的系统上，保
留一组CPU以用于网络目的。

第 349页中的 “如何将CPU分配
给链路”

通过使用物理网络上的流实现网
络资源管理。

将网络通信流量隔离到各个流
中。然后分别为各流指定一定数
量的接口带宽。

第 351页中的 “如何配置流”

管理数据链路上的资源
本节介绍了为了提高物理网络或虚拟网络的网络性能，您可以设置的选定链路属性。

传送和接收环

在NIC上，接收 (Rx)环和传送 (Tx)环是硬件资源，系统分别通过它们来接收和传送网
络数据包。以下各节提供环的概述，然后介绍用于为网络处理分配环的过程。还提供
了示例，显示在发出命令以分配环时的工作原理。

MAC客户端和环分配
MAC客户端（如VNIC）和其他数据链路是在NIC上配置的，用于支持系统与其他网
络节点之间的通信。配置客户端后，它同时使用Rx和Tx环来分别接收或传送网络数
据包。MAC客户端可以是基于硬件的或基于软件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需要满足以下
任一条件：

■ 有一个或多个专用Rx环。
■ 有一个或多个专用Tx环。
■ 有一个或多个专用Rx环和一个或多个专用Tx环。

不能满足上述任一条件的客户端称为基于软件的MAC客户端。

根据具体的NIC，可以为基于硬件的客户端指定专用环。一些NIC（如 nxge）支持动
态环分配。在此类NIC上，您不仅可以配置基于硬件的客户端，还可以灵活地确定要
分配给此类客户端的环的数量（假定环仍可供分配）。环的使用始终针对主接口进行
优化，例如 nxge0。主接口也称为主客户端。任何尚未被其他客户端指定为可用的专用
环会自动指定给主接口。

其他NIC（如 ixge）仅支持静态环分配。对于这些NIC，您只能创建基于硬件的客户
端。这些客户端会自动配置为每个客户端有一组固定的环。NIC驱动程序的初始配置
过程中会确定固定的环组。有关静态环分配的驱动程序初始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Oracle Solaris可调参数参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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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中的环分配

使用VLAN时，环的分配情况视VLAN的创建方式而异。VLAN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
一创建：

■ 使用 dladm create-vlan子命令：

# dladm create-vlan -l link -v VID vlan
■ 使用 dladm create-vnic子命令：

# dladm create-vnic -l link -v VID vnic

使用 dladm create-vlan子命令创建的VLAN与底层接口共享相同的MAC地址。因
此，该VLAN还共享底层接口的 Rx和 Tx环。对于使用 dladm create-vnic命令作为
VNIC创建的VLAN，其MAC地址与底层接口的不同。这种VLAN的环分配独立于底
层链路的分配。因此，可以对该VLAN指定它自己的专用环（假定NIC支持基于硬件
的客户端）。

环分配的属性
要管理环，可以通过使用 dladm命令设置两个环属性：

■ rxrings指分配给指定链路的Rx环的数量。
■ txrings指分配给指定链路的Tx环的数量。

可以将每个属性设置为三个可能的值之一：

■ sw指示您正在配置基于软件的客户端。客户端没有专用环。相反，客户端与类似配
置的任何其他现有客户端共享环。

■ n > 0（数大于零）仅适用于基于硬件的客户端的配置。数字指分配给客户端的专用
环的数量。仅当底层NIC支持动态环分配时，才可以指定数量。

■ hw也适用于基于硬件的客户端的配置。然而，对于这种客户端，不能指定专用环的
实际数量。相反，根据NIC驱动程序的初始配置，已经为每个客户端设置固定的环
数。如果底层NIC仅支持静态环分配，则将 *rings属性设置为 hw。

要提供有关当前环的指定和使用的信息，可以使用以下附加的只读环属性：

■ rxrings-available和 txrings-available指可供分配的 Rx和 Tx环的数量。
■ rxhwclnt-available和 txhwclnt-available指在NIC上可配置的 Rx和 Tx基于硬件
的客户端的数量。

准备配置基于硬件的客户端
在配置基于硬件的客户端之前，您必须知道系统中NIC的环分配功能。要获得所需的
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dladm show-linkprop link

其中 link指您的特定NIC的数据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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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示特定属性，请使用以下命令：

# dladm show-linkprop -p property[,property,...] link

要正确配置基于硬件的客户端，必须确定以下事项：

■ NIC是否支持基于硬件的客户端
命令输出中的 rxrings和 txrings属性指示NIC是否支持基于硬件的客户端。从这
些数据，您还可以确定NIC所支持的环分配的类型。

■ 要分配给基于硬件的客户端的环的可用性

命令输出中的 rxrings-available和 txrings-available属性指示可分配给基于硬件
的客户端的可用Rx环和Tx环。

■ 您可以在链路上配置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的可用性

环是按组来分配的。可用环的数量和可以使用专用环的客户端的数量之间不存在一
对一的对应关系。因此，要分配环，您不仅必须检查环的可用性，还要检查仍可配
置为使用专用环的其他基于硬件的客户端的数量。仅当环和基于硬件的客户端都可
用时，您才可以分配环。

命令输出中的 rxhwclnt-available和 txhwclnt-available属性显示您可以配置的可
使用专用Rx和Tx环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数量。

如果NIC支持环分配并且环和基于硬件的客户端可用，则您可以在系统上配置这种类
型的客户端，如第 338页中的 “如何配置基于硬件的客户端”中所述。另外，您也可以配
置基于软件的客户端，如第 339页中的 “如何创建基于软件的客户端”中所述。

以下示例显示了为 nxge NIC、ixgbe NIC和 e1000g NIC的与环相关的链路属性显示的
不同信息。

示例 21–1 nxge NIC环信息

以下示例显示 nxge NIC的环信息。

# dladm show-linkprop nxge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nxge0 rxrings rw -- -- sw,<1-7>

...

nxge0 txrings rw -- -- sw,<1-7>

...

nxge0 rxrings-available r- 5 -- --

nxge0 txrings-available r- 5 -- --

nxge0 rxhwclnt-available r- 2 -- --

nxge0 txhwclnt-available r- 2 -- --

...

POSSIBLE字段将 sw和 <1-7>列为 rxrings和 txrings属性的可接受值。这些值指示
nxge支持基于硬件的客户端以及基于软件的客户端。范围 <1-7>指示您设置的Rx环或
Tx环的数量必须在指定范围内。您也可以从该范围推断出NIC支持动态环分配同时用
于接收端和传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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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1–1 nxge NIC环信息 （续）

此外，*rings-available属性指示有五个Rx环和五个Tx环可分配给基于硬件的客户
端。

然而，根据 *clnt-available属性，您只能配置两个具有可用的专用Rx环的客户
端。同样，您只能配置两个具有可用的专用Tx环的客户端。

示例 21–2 ixgbe NIC环信息

以下示例显示 ixgbe NIC的环信息。

# dladm show-linkprop ixgbe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ixgbe0 rxrings rw -- -- sw,hw

...

ixgbe0 txrings rw -- -- sw,hw,<1-7>

...

ixgbe0 rxrings-available r- 0 -- --

ixgbe0 txrings-available r- 5 -- --

ixgbe0 rxhwclnt-available r- 0 -- --

ixgbe0 txhwclnt-available r- 7 -- --

...

rxrings和 txrings属性的 POSSIBLE字段指示基于硬件的客户端和基于软件的客户端都
可以在 ixgbe0上配置。仅对Rx环支持静态环分配，其中硬件将一组固定的Rx环指定
给每个基于硬件的客户端。但是，您可以动态分配Tx环，这意味着您可以确定要指定
给基于硬件的客户端的Tx环的数量（在本示例中，最多七个环）。

此外，*rings-available属性指示有五个Tx环可分配给基于硬件的客户端，但没有可
指定的Rx环。

最后，根据 *hwclnt-available属性，您可以配置七个基于硬件的Tx客户端专用Tx
环。但是，在 ixgbe卡中不支持动态Rx环分配。因此，您无法创建一个具有一组指定
的专用Rx环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

任一 *rings-available属性的 VALUE字段下的零 (0)表示以下各项之一：

■ 再没有环可分配给客户端。
■ 不支持动态环分配。

您可以通过将 rxrings和 txrings的 POSSIBLE字段与 rxrings-available和
txrings-available 的 VALUE 字段进行比较来验证零的含义。

例如，假定 txrings-available为 0，如下所示：

# dladm show-linkprop ixgbe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ixgbe0 rxrings rw -- -- sw,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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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1–2 ixgbe NIC环信息 （续）

ixgbe0 txrings rw -- -- sw,hw,<1-7>

ixgbe0 rxrings-available r- 0 -- --

ixgbe0 txrings-available r- 0 -- --

...

在此输出中，rxrings-available的 VALUE字段为 0，而 rxrings的 POSSIBLE字段为
sw,hw。这些信息结合起来，意味着由于NIC不支持动态环分配而没有可用的Rx
环。在传送端，txrings-available的 VALUE字段为 0，而 txrings的 POSSIBLE字段为
sw,hw,<1-7>。这些信息结合起来，表示由于所有Tx环均已分配而没有可用的Tx
环。但是，txrings的 POSSIBLE字段表示支持动态环分配。因此，您可以在 Tx环变得
可用时分配这些环。

示例 21–3 e1000g NIC环信息
以下示例显示 e1000g NIC的环信息。

# dladm show-linkprop e1000g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e1000g0 rxrings rw -- -- --

...

e1000g0 txrings rw -- -- --

...

e1000g0 rxrings-available r- 0 -- --

e1000g0 txrings-available r- 0 -- --

e1000g0 rxhwclnt-available r- 0 -- --

e1000g0 txhwclnt-available r- 0 -- --

...

输出指示环和基于硬件的客户端均无法配置，因为 e1000g NIC中不支持环分配。

▼ 如何配置基于硬件的客户端
此过程显示如何在支持动态环分配的NIC上或在支持静态环分配的NIC上配置基于硬
件的客户端。

确保您获得了关于系统上NIC的以下信息：

■ NIC是否支持基于硬件的客户端
■ NIC支持的环分配的类型
■ 要分配给基于硬件的客户端的环的可用性
■ 您可以在链路上配置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的可用性

要获取信息，请参阅第 335页中的 “准备配置基于硬件的客户端”。

根据您的NIC支持的环分配的类型，执行以下步骤之一：

■ 如果NIC支持动态环分配，请使用以下语法：

# dladm create-vnic -p rxrings=number[,txrings=number] -l link vnic

开始之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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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指分配给客户端的Rx环和Tx环的数量。该数量必须在可供分配的环的
数量范围内。

注 –一些NIC支持Rx环或Tx环上的动态分配，但不同时支持这两种类
型。您在支持动态环分配的环类型上指定 number。

link 指您在其上创建客户端的数据链路。

vnic 指您所配置的客户端。

■ 如果NIC支持静态环分配，请使用以下语法：

# dladm create-vnic -p rxrings=hw[,txrings=hw] -l link vnic

注 –一些NIC支持Rx环或Tx环上的静态分配，但不同时支持这两种类型。您在支
持静态环分配的环类型上指定 hw。

（可选的）检查新创建的客户端的环信息。

# dladm show-linkprop vnic

▼ 如何创建基于软件的客户端
基于软件的客户端没有专用环。相反，该客户端与其他现有的基于软件的客户端共享
具有主客户端或接口的环的使用。基于软件的客户端的环数量取决于现有的基于硬件
的客户端数量。

执行以下步骤之一：

■ 要创建新的基于软件的客户端，请键入以下命令：

# dladm create-vnic -p rxrings=sw[,txrings=sw] -l link vnic

link 指您在其上创建客户端的数据链路。

vnic 指您所配置的客户端。

■ 要配置现有的客户端以与其他客户端共享环，请键入以下命令：

# dladm set-linkprop -p rxrings=sw[,txrings=sw] vnic

配置基于硬件的客户端和基于软件的客户端

本示例说明如何在具有 ixgbe NIC的系统上同时配置基于硬件的客户端和基于软件的客
户端。为了说明如何实现环分配，该示例分为几个部分。在配置过程的每个步骤，显
示和解释与环相关的信息。配置过程如下所示：

1. 在配置客户端之前，显示系统上的链路和环使用情况。

2

●

示例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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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主客户端。
3. 配置基于软件的客户端。
4. 配置另一个没有任何专用环的客户端。
5. 为新配置的客户端静态分配环。
6. 使用动态分配的专用环配置第三个客户端。

首先，显示链路、环使用情况和与环相关的属性。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ixgbe0 phys 1500 down -- --

# dladm show-phys -H ixgbe0

LINK RINGTYPE RINGS CLIENTS

ixgbe0 RX 0-1 <default,mcast>

ixgbe0 TX 0-7 <default>

ixgbe0 RX 2-3 --

ixgbe0 RX 4-5 --

ixgbe0 RX 6-7 --

# dladm show-linkprop ixgbe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ixgbe0 rxrings rw -- -- sw,hw

ixgbe0 rxrings-effective r -- -- --

ixgbe0 txrings rw -- -- sw,hw,<1-7>

ixgbe0 txrings-effective r -- -- --

ixgbe0 txrings-available r- 7 -- --

ixgbe0 rxrings-available r- 0 -- --

ixgbe0 rxhwclnt-available r- 3 -- --

ixgbe0 txhwclnt-available r- 7 -- --

...

命令输出显示系统上的单个链路 ixgbe0，但没有现有的客户端。此外，此输出还包含
以下信息：

■ NIC有八个Rx环和八个Tx环（环 0到 7）。

■ 对于基于硬件的客户端，Rx环仅支持静态环分配，而Tx环同时支持静态和动态环
分配。

■ 可以为Rx环和Tx环配置基于软件的客户端。
■ 七个Tx环（1到 7）可用于动态分配给其他客户端（环 0通常为主客户端保
留）。由于Rx环不支持动态环分配，所有没有可用的Rx环。

■ 可以将三个基于硬件的客户端配置为使用Rx环，而将七个基于硬件的客户端配置
为使用Tx环。

有关 *rings-effective属性的解释，请参见第 344页中的 “如何确定静态环分配中的环
指定”。

接下来，配置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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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m create-ip ixgbe0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168.10.10/24 ixgbe0/v4

# dladm show-phys -H ixgbe0

LINK RINGTYPE RINGS CLIENTS

ixgbe0 RX 0-1 <default,mcast>

ixgbe0 TX 0-7 <default>ixgbe0

ixgbe0 RX 2-3 ixgbe0

ixgbe0 RX 4-5 --

ixgbe0 RX 6-7 --

# dladm show-linkprop ixgbe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ixgbe0 rxrings rw -- -- sw,hw

ixgbe0 rxrings-effective r 2 -- --

ixgbe0 txrings rw -- -- sw,hw,<1-7>

ixgbe0 txrings-effective r 8 -- --

ixgbe0 txrings-available r- 7 -- --

ixgbe0 rxrings-available r- 0 -- --

ixgbe0 rxhwclnt-available r- 3 -- --

ixgbe0 txhwclnt-available r- 7 -- --

...

输出提供以下信息：

■ ixgbe0，即主客户端，自动接收两个Rx环（环 2和 3）为专用环。然而，ixgbe0使
用所有Tx环。缺省情况下，所有未使用的环会自动指定给主客户端。

■ 可以分配给其他客户端的可用Tx环数量仍为七个。
■ 可使用Rx环配置的可用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数量仍为三个。可使用Tx环动态配置
的可用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数量仍为七个。

接下来，将一个VNIC创建为基于软件的客户端。

# dladm create-vnic -l ixgbe0 -p rxrings=sw,txrings=sw vnic0

# dladm show-phys -H ixgbe0

LINK RINGTYPE RINGS CLIENTS

ixgbe0 RX 0-1 <default,mcast>,vnic0

ixgbe0 TX 0-7 <default>vnic0,ixgbe0

ixgbe0 RX 2-3 ixgbe0

ixgbe0 RX 4-5 --

ixgbe0 RX 6-7 --

# dladm show-linkprop vnic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vnic0 rxrings rw sw -- sw,hw

...

vnic0 txrings rw sw -- sw,hw,<1-7>

...

# dladm show-linkprop ixgbe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ixgbe0 rxrings rw -- -- --

ixgbe0 rxrings-effective r 2 -- --

ixgbe0 txrings rw -- -- sw,hw,<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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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gbe0 txrings-effective r -- -- --

ixgbe0 txrings-available r- 7 -- --

ixgbe0 rxrings-available r- 0 -- --

ixgbe0 rxhwclnt-available r- 3 -- --

ixgbe0 txhwclnt-available r- 7 -- --

...

输出提供以下信息：

■ 作为基于软件的客户端，vnic0被自动指定为使用Rx环 0和 1。缺省情况下，随后
创建的具有Rx环的其他基于软件的客户端将被指定为使用这一对环。缺省情况
下，vnic0也被指定为使用所有八个Tx环（环 0到 7）。缺省情况下，随后创建的
具有Tx环的其他基于软件的客户端将被指定为使用这一组环。

■ 作为基于软件的客户端，vnic0的 rxrings和 txrings属性相应地设置为 sw。

■ 没有指定Tx环。因此，可分配给其他客户端的可用Tx环的数量仍为七个。
■ 可使用Rx环配置的可用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数量仍为三个。可使用Tx环配置的可
用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数量仍为七个。

接下来，配置另一个客户端而不使用任何环分配。

# dladm create-vnic -l ixgbe0 vnic1

# dladm show-phys -H ixgbe0

LINK RINGTYPE RINGS CLIENTS

ixgbe0 RX 0-1 <default,mcast>,vnic0

ixgbe0 TX 0,2-7 <default>vnic0,ixgbe0

ixgbe0 RX 2-3 ixgbe0

ixgbe0 RX 4-5 vnic1

ixgbe0 RX 6-7 --

ixgbe0 TX 1 vnic1

# dladm show-linkprop vnic1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vnic1 rxrings rw -- -- sw,hw

vnic1 rxrings-effective r- 2 -- --

vnic1 txrings rw -- -- sw,hw,<1-7>

vnic1 txrings-effective r- -- -- --

...

# dladm show-linkprop ixgbe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ixgbe0 rxrings rw -- -- sw,hw

ixgbe0 rxrings-effective r- 2 -- --

ixgbe0 txrings rw -- -- sw,hw,<1-7>

ixgbe0 txrings-effective r- -- -- --

ixgbe0 txrings-available r- 7 -- --

ixgbe0 rxrings-available r- 0 -- --

ixgbe0 rxhwclnt-available r- 3 -- --

ixgbe0 txhwclnt-available r- 7 -- --

...

输出提供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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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支持环分配，则配置的客户端被视为基于硬件的客户端，即使未设置 rxrings

和 txrings属性。因此，vnic1自动接收两个专用的Rx环（环 4和 5）供其使用。同
样，vnic1也接收一个专用的Tx环（环 1）。

■ 在八个Tx环中，ixgbe0和 vnic0现在共享七个环（环 0和环 2到 7）。环 1已成为
vnic1的专用Tx环。

■ 没有指定Tx环。因此，可分配给其他客户端的可用Tx环的数量仍为七个。
■ 可使用Rx环配置的可用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数量仍为三个。可使用Tx环配置的可
用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数量仍为七个。

接下来，将环静态分配给新配置的客户端 vnic1。

# dladm set-linkprop -p rxrings=hw,txrings=hw vnic1

# dladm show-phys -H ixgbe0

LINK RINGTYPE RINGS CLIENTS

ixgbe0 RX 0-1 <default,mcast>,vnic0

ixgbe0 TX 0,2-7 <default>vnic0,ixgbe0

ixgbe0 RX 2-3 ixgbe0

ixgbe0 RX 4-5 vnic1

ixgbe0 RX 6-7 --

ixgbe0 TX 1 vnic1

# dladm show-linkprop vnic1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vnic1 rxrings rw hw -- sw,hw

vnic1 rxrings-effective r- 2 -- --

vnic1 txrings rw hw -- sw,hw,<1-7>

vnic1 txrings-effective r- -- -- --

...

# dladm show-linkprop ixgbe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ixgbe0 rxrings rw -- -- sw,hw

ixgbe0 rxrings-effective r- 2 -- --

ixgbe0 txrings rw -- -- sw,hw,<1-7>

ixgbe0 txrings-effective r- -- -- --

ixgbe0 txrings-available r- 6 -- --

ixgbe0 rxrings-available r- 0 -- --

ixgbe0 rxhwclnt-available r- 3 -- --

ixgbe0 txhwclnt-available r- 6 -- --

...

输出提供以下信息：

■ vnic1的Rx和Tx环的分发情况仍与创建 vnic1后但没有环分配时相同。

■ 同样，环信息仍与创建 vnic1后但没有环分配时相同。

■ vnic1的 rxrings和 txrings属性已显式设置为 hw。因此，可用于动态分配的Tx环
的数量减少为六个。同样，可配置的可用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数量减少为六个。

接下来，使用动态分配的Tx环配置基于硬件的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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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adm create-vnic -l ixgbe0 -p txrings=2 vnic2

# dladm show-phys -H ixgbe0

LINK RINGTYPE RINGS CLIENTS

ixgbe0 RX 0-1 <default,mcast>,vnic0

ixgbe0 TX 0,4-7 <default>vnic0,ixgbe0

ixgbe0 RX 2-3 ixgbe0

ixgbe0 RX 4-5 vnic1

ixgbe0 RX 6-7 vnic2

ixgbe0 TX 1 vnic1

ixgbe0 TX 2-3 vnic2

# dladm show-linkprop vnic2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vnic2 rxrings rw -- -- sw,hw

vnic2 rxrings-effective r- 2 -- --

vnic2 txrings rw 2 -- sw,hw,<1-7>

vnic2 txrings-effective r- 2 -- --

...

# dladm show-linkprop ixgbe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ixgbe0 rxrings rw -- -- sw,hw

ixgbe0 rxrings-effective r- 2 -- --

ixgbe0 txrings rw -- -- sw,hw,<1-7>

ixgbe0 txrings-effective r- -- -- --

ixgbe0 txrings-available r- 4 -- --

ixgbe0 rxrings-available r- 0 -- --

ixgbe0 rxhwclnt-available r- 3 -- --

ixgbe0 txhwclnt-available r- 5 -- --

...

输出提供以下信息：

■ 硬件自动将一对Rx环（环 6和 7）指定为 vnic2的专用环。然而，vnic2的两个专用
Tx环（环 2和 3）已由管理员指定。

■ 由于管理员已经将两个Tx环分配给 vnic2，可供分配给其他客户端的可用Tx环的
数量已减少到四个。

■ 由于 vnic2被配置为具有两个Tx环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可配置的可用客户端的数
量已减少到五个。

▼ 如何确定静态环分配中的环指定
使用静态环分配配置基于硬件的客户端时，硬件确定要指定的环的数量。然
而，rxrings和 txrings属性设置为 hw，并不指示实际分配的环的数量。相反，可以通
过检查 rxrings-effective和 txrings-effective属性获得该数量。

通过执行以下步骤之一，使用静态环分配配置基于硬件的客户端：

■ 要使用静态环分配创建客户端，请键入以下命令：

# dladm create-vnic -l link -p rxrings=hw[,txrings=hw] vn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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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指您在其上创建客户端的数据链路。

vnic 指您所配置的客户端。

■ 要将环静态分配给现有的客户端，请键入以下命令：

# dladm set-linkprop -p rxrings=hw[,txrings=hw] vnic

要确定已分配的环的数量，请执行以下子步骤：

a. 显示客户端的属性。
# dladm show-linkprop link

其中 link指基于硬件的客户端或VNIC。

b. 检查对应于您静态分配的环类型的 *rings-effective属性的值。

例如，如果您静态分配了 Rx环，检查 rxrings-effective属性。如果您静态分配了
Tx环，检查 txrings-effective属性。数字指示由硬件分配的环的数量。

要验证已静态分配了哪些环，请执行以下子步骤：

a. 显示NIC的环使用情况。
# dladm show-phys -H link

其中 link指主客户端。

b. 从命令输出中，检查哪些Rx环或Tx环已指定给您在第一步中配置的基于硬件的客
户端。

确定静态分配的环

本示例显示Rx环如何静态分配给在 ixgbe NIC上配置的客户端。在此类NIC上，仅支
持静态分配Rx环。本示例的过程如下所示：

1. 显示系统上的链路。在本示例中，系统只有一个链路，即 ixgbe0。
2. 将 vnic1创建为具有静态分配的Rx环的基于硬件的客户端。
3. 显示环信息以了解硬件所分配的环的数量。
4. 显示环使用情况以确定已分配哪些环。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ixgbe0 phys 1500 down -- --

# dladm create-vnic -l ixgbe0 -p rxrings=hw vnic1

# dladm show-linkprop vnic1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

vnic1 rxrings rw hw -- sw,hw

vnic1 rxrings-effective r- 2 --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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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ic1 txrings rw -- -- sw,hw,<1-7>

vnic1 txrings-effective r- -- -- --

# dladm show-phys -H ixgbe0

LINK RINGTYPE RINGS CLIENTS

ixgbe0 RX 0-1 <default,mcast>

ixgbe0 TX 0,2-7 <default>

ixgbe0 RX 2-3 vnic1

ixgbe0 RX 4-5 --

ixgbe0 RX 6-7 --

ixgbe0 TX 1 vnic1

...

输出指示在使用Rx环配置 vnic1后硬件分配了两个专用的Rx环，由
rxrings-effective属性反映。根据 dladm show-phys -H命令的输出，Rx环 2和 3是
vnic1的专用环。

将 vnic1配置为客户端后，它还会自动接收Tx环 1作为其专用环。但
是，txrings-effective属性不显示值，因为未显式设置 txrings属性。

池和CPU
pool是一个链路属性，它使您能够将网络处理绑定到CPU池。使用此属性，您可以更
好地整合区域中的网络资源管理与CPU绑定和管理。在Oracle Solaris中，区域管理包
括使用 zonecfg或 poolcfg命令绑定非网络处理与CPU资源池。要绑定该相同的资源池
以便同时管理网络处理，您使用 dladm set-linkprop命令来配置链路的 pool属性。然
后您将该链路指定给该区域。

通过设置链路的 pool属性并将该链路指定为区域的网络接口，该链路将同时绑定到一
个区域的池。如果该区域被设置为专用区域，则未指定给该区域的其他数据链路不再
能够使用池中的CPU资源。

注 –可以设置一个单独的属性 cpu来将特定CPU指定给数据链路。cpu和 pool这两个属
性是互斥的。您不能为给定数据链路同时设置这两个属性。要通过使用 cpu属性将
CPU资源指定给数据链路，请参见第 349页中的 “如何将CPU分配给链路”。

关于区域内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源管理》中的第 13章 “创建和管理资源池（任务）”。有关创建池
和将CPU集指定给池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poolcfg(1M)手册页。

下图显示将 pool属性指定给数据链路时池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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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中，系统有八个CPU。如果系统上没有配置池，则所有CPU都属于缺省池并由全
局区域使用。不过，在本示例中，已创建 pool99池，其中包含 CPU 3和 CPU 4。该池与
专用区域 zone1相关联。如果 pool99被设置为 vnic1的一个属性，则 pool99变为专用
于管理 vnic1的网络处理。在将 vnic1指定为 zone1的网络接口后，pool99中的CPU将
被保留，专用于管理 zone1的网络处理和非网络处理。

pool属性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可以使用一个CPU范围配置区域池，内核确定将哪些
CPU指定给该池的CPU集。对池的更改会自动针对数据链路实现，从而简化了该链路
的池管理。相反，通过使用 cpu属性将特定CPU指定给链路会要求您指定要分配的
CPU。每次要更改池的CPU组成时，您必须设置 cpu属性。

例如，假定在图 21–1所示的系统中，使 CPU 4处于脱机状态。由于 pool属性是动态
的，软件会自动将另一个CPU与池相关联。因此，会保留池的两个CPU的初始配
置。对于 vnic1，该变化是透明的。调整后的配置如下图所示。

与另一个池相关的属性显示有关数据链路的CPU使用或CPU池的信息。这些属性是只
读属性，不能由管理员设置。

■ pool-effective显示正用于网络处理的池。

图 21–1 指定给一个区域的VNIC的 pool属性

图 21–2 pool属性的自动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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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s-effective显示正用于网络处理的CPU的列表。

为了管理区域的CPU资源，设置数据链路的 pool属性通常不作为初始步骤执行。更常
见的是使用命令（如 zonecfg和 poolcfg）将区域配置为使用资源池。cpu和 pool链路
属性本身并未设置。在这种情况下，当引导区域时，会根据这些区域配置自动设置这
些数据链路的 pool-effective和 cpus-effective属性。缺省池显示在 pool-effective

下，同时由系统选择 cpus-effective的值。因此，如果您使用 dladm show-linkprop命
令，则 pool和 cpu属性将为空，而 pool-effective和 cpus-effective属性将包含值。

要为网络处理绑定区域的CPU池，您还可以直接设置数据链路的 pool和 cpu属性。配
置这些属性后，它们的值也会反映在 pool-effective和 cpus-effective属性中。但是
请注意，通常不使用此替代步骤来管理区域的网络资源。

▼ 如何为数据链路配置CPU池
与其他链路属性一样，数据链路的 pool属性可以在创建链路时设置，也可以稍后在链
路需要进一步配置时设置。例如：

# dladm create-vnic -p pool=pool-name -l link vnic

在您创建VNIC时设置 pool属性。要设置现有VNIC的 pool属性，使用以下语法：

# dladm setlinkprop -p pool=pool-name vnic

以下过程提供了为VNIC配置CPU池的步骤。

您必须完成以下事项：

■ 使用为其指定的CPU数量创建一个处理器集。
■ 创建一个将与处理器集相关联的池。

■ 将池与处理器集相关联。

注 –有关完成这些先决条件的说明，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源管理》中的“如何修改配置”

将链路的 pool属性设置为您为区域创建的CPU池。根据是否存在VNIC，执行以下步骤
之一。

■ 如果尚未创建VNIC，使用以下语法：

# dladm create-vnic -l link -p pool=pool vnic

其中 pool指为区域创建的池的名称。
■ 如果VNIC存在，请使用以下语法：

开始之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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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adm setlinkprop -p pool=pool vnic

将一个区域设置为使用VNIC。
zonecfg>zoneid:net> set physical=vnic

注 –有关解释如何将网络接口指定给某个区域的完整步骤，请参阅《Oracle Solaris管
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源管理》中的“配置、检验并提交
区域”

将链路的 CPU池指定给具有专用 IP类型的区域

本示例说明如何将池指定给区域的数据链路。该方案基于图 21–1中的配置。本示例假
定已为区域配置一个名为 pool99的CPU池。然后将该池指定给一个VNIC。最后，将
非全局区域 zone1设置为使用该VNIC作为网络接口。

# dladm create-vnic -l e1000g0 -p pool99 vnic0

# zonecfg -c zone1

zonecfg:zone1> set ip-type=exclusive

zonecfg:zone1> add net

zonecfg:zone1>net> set physical=vnic0

zonecfg:zone1>net> end

zonecfg:zone1> exit

▼ 如何将CPU分配给链路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通过配置 cpu属性，指定特定CPU来处理数据链路上的通信流量。

检查接口的CPU指定。
# dladm show-linkprop -p cpus link

缺省情况下，没有将CPU指定给任何特定接口。因此，命令输出中的参数 VALUE将不
包含任何条目。

列出中断和与中断相关联的CPU。
# echo ::interrupts | mdb -k

输出将列出系统中每个链路的参数，包括CPU数量。

将CPU指定给链路。
这些CPU可以包括与链路的中断相关联的CPU。
# dladm set-linkprop -p cpus=cpu1,cpu2,... link

其中 cpu1是要指定给该链路的CPU编号。您可以为链路指定多个专用CP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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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链路中断来验证新的CPU指定。
# echo ::interrupts | mdb -k

（可选的）显示与链路相关联的CPU。
# dladm show-linkprop -p cpus link

将 CPU分配给接口

本示例说明如何将特定CPU作为专用CPU指定给图 18–3中的 internal0接口。

请注意由不同的命令生成的输出中的以下信息。为清楚起见，重要信息在输出中强调
显示。

■ 缺省情况下，internal0没有专用CPU。因此 VALUE为 --。
■ internal0的中断与CPU 18相关联。
■ 分配CPU后，internal0在 VALUE下显示新的CPU列表。

# dladm show-linkprop -p cpus internal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internal0 cpus rw -- -- --

# echo ::interrupts | mdb -k

Device Shared Type MSG # State INO Mondo Pil CPU

external#0 no MSI 3 enbl 0x1b 0x1b 6 0

internal#0 no MSI 2 enbl 0x1a 0x1a 6 18

# dladm set-linkprop -p cpus=14,18,19,20 internal0

# dladm show-linkprop -p cpus internal0

LINK PROPERTY PERM VALUE DEFAULT POSSIBLE

internal0 cpus rw 14,18,19,20 -- --

所有支持线程（包括中断）现在只限于新指定的CPU集。

管理流上的资源
流包含根据一个属性组织的网络数据包。流使您能够进一步指定网络资源。有关流的
概述，请参见第 332页中的 “通过使用流管理网络资源”。

要使用流管理资源，请执行以下常规步骤：

1. 基于第 332页中的 “通过使用流管理网络资源”中列出的一个特定属性创建流。
2. 通过设置与网络资源相关的属性，定制流的资源使用。当前，仅可以设置用于处理
数据包的带宽。

4

5

示例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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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配置流
流可以在物理网络上创建，也可以在虚拟网络上创建。要配置流，请使用 flowadm命
令。有关详细技术信息，请参阅 flowadm(1M)手册页。

▼ 如何配置流

（可选的）确定要在其上配置流的链路。

# dladm show-link

验证对所选链路上的 IP接口正确配置了 IP地址。
# ipadm show-addr

根据您为每个流确定的属性创建流。

# flowadm add-flow -l link -a attribute=value[,attribute=value] flow

attribute 指以下分类之一（您可以根据这些分类将网络数据包组织到流中）：

■ IP地址
■ 传输协议（UDP、TCP或 SCTP）
■ 应用程序的端口号（例如，端口 21用于 FTP）
■ DS字段属性，仅用于 IPv6数据包中的服务质量。有关DS字段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中的“DS代码点”。

flow 指为特定流指定的名称。

有关流和流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flowadm(1M)手册页。

通过设置适当的流属性实现流上的资源控制。

# flowadm set-flowprop -p property=value[,property=value,...] flow

您可以指定以下用于控制资源的流属性：

maxbw 用此流标识的数据包可以使用的链路的最大带宽量。您设置的值必须在链路
带宽值的允许范围内。要显示链路带宽值的范围，检查以下命令生成的输出
中的 POSSIBLE字段：

# dladm show-linkprop -p maxbw link

注 –当前，仅可以定制一个流的带宽。

（可选的）显示在链路上已创建的流。

# flowadm show-flow -l lin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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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的）显示指定流的属性设置。

# flowadm show-flowprop flow

通过设置链路和流属性管理资源

本示例将为数据链路和流指定网络资源的步骤合并在一起。本示例基于下图中所示的
配置。

图中显示了两个相互连接的物理主机。

■ Host1具有以下配置：

■ 它有一个非全局区域，充当路由器区域。为该区域指定了两个接口：external0

连接到 Internet，internal0连接到内联网（其中包含第二个主机）。

6

示例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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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将 IP接口重命名为使用定制名称。使用定制名称不是必需的，但在链路和接
口上使用定制名称有利于管理网络。请参见第 24页中的 “网络设备和数据链路名
称”。

■ 在 internal0上配置一个流以隔离UDP通信流量并实现对UDP数据包如何使用
资源的控制。有关配置流的信息，请参见第 350页中的 “管理流上的资源”。

■ Host2具有以下配置：

■ 它有三个非全局区域及其各自的VNIC。这些VNIC是在 nxge卡上配置的，该卡
支持动态环分配。有关环分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34页中的 “传送和接收
环”。

■ 每个区域的网络处理负载是不同的。在本示例中，zone1的负载重，zone2的负
载为中等，zone3的负载轻。根据这些区域的负载情况对其指定资源。

■ 将一个单独的VNIC配置为基于软件的客户端。有关MAC客户端的概述，请参
见第 334页中的 “MAC客户端和环分配”。

本示例中的任务涉及以下方面：

■ 创建流和配置流控制－在 internal0上创建一个流，以便对 Host2接收的UDP数据
包创建单独的资源控制。

■ 为 Host2上的VNIC配置网络资源属性－根据每个区域上的处理负载，为每个区域
的VNIC配置一组专用环。还要配置一个单独的没有专用环的VNIC作为基于软件
的客户端的示例。

请注意，该示例不包括任何区域配置过程。要配置区域，请参阅《Oracle Solaris管
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源管理》中的第 17章 “规划和配置
非全局区域（任务）”。

首先，查看有关 Host1上的链路和 IP接口的信息。

# dladm show-phys

LINK MEDIA STATE SPEED DUPLEX DEVICE

internal0 Ethernet up 1000 full nge1

e1000g0 n unknown 0 half e1000g0

e1000g1 n unknown 0 half e1000g1

external0 Ethernet up 1000 full nge0

# dladm show-link

LINK CLASS MTU STATE BRIDGE OVER

internal0 phys 1500 up -- nge1

e1000g0 phys 1500 unknown -- --

e1000g1 phys 1500 unknown -- --

external0 phys 1500 up -- nge0

# ipadm show-addr

ADDROBJ TYPE STATE ADDR

lo0/4 static ok 127.0.0.1/8

external0 static ok 10.10.6.5/24

internal0 static ok 10.10.12.42/24

管理流上的资源

第 21章 • 管理网络资源 353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RMz.conf.start-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RMz.conf.start-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6926&id=SYSADRMz.conf.start-1


接下来，在 internal0上创建一个流以将UDP通信流量隔离到 Host2。然后，实现该流
上的资源控制。

# flowadm add-flow -l external0 -a transport=udp udpflow

# flowadm set-flowprop -p maxbw=80 udpflow

然后，检查有关创建的流的信息。

flowadm show-flow

FLOW LINK IPADDR PROTO PORT DFSLD

udpflow internal0 -- udp -- --

# flowadm show-flowprop

SECURE OUTPUT FOR THIS

在 Host2上，为每个区域在 nxge0上配置VNIC。在每个VNIC上实现资源控制。然
后，将VNIC指定给其各自的区域。

# dladm create-vnic -l nxge0 vnic0

# dladm create-vnic -l nxge0 vnic1

# dladm create-vnic -l nxge0 vnic2

# dladm set-prop -p rxrings=4,txrings=4 vnic0

# dladm set-prop -p rxrings=2,txrings=2 vnic1

# dladm set-prop -p rxrings=1,txrings=1 vnic2

# zone1>zonecfg>net> set physical=vnic0

# zone2>zonecfg>net> set physical=vnic1

# zone3>zonecfg>net> set physical=vnic2

假定 pool1（Host2中的一个CPU集）以前配置为由 zone1使用。绑定该CPU池以便同
时管理 zone1的网络处理，如下所示：

# dladm set-prop -p pool=pool01 vnic0

最后，创建一个基于软件的客户端，它与主接口 nxge0共享环。

dladm create-vnic -p rxrings=sw,txrings=sw -l nxge0 vnic3

管理流上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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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网络通信流量和资源使用情况

本章介绍用于监视和收集有关物理和虚拟网络环境中网络资源使用统计数据的任
务。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您分析资源分配以便置备、整合和记帐。本章介绍了用于显示
统计数据的两个命令：dlstat和 flowstat。

讨论以下主题：

■ 第 355页中的 “网络通信流概述”
■ 第 357页中的 “监视通信流量和资源使用情况（任务列表）”
■ 第 358页中的 “收集有关链路上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
■ 第 363页中的 “收集有关流上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
■ 第 365页中的 “设置网络记帐”

网络通信流概述
数据包在流入或流出系统时会遍历一个路径。准确地说，数据包分别通过NIC的接收
(Rx)环和传送 (Tx)环接收和传送。通过这些环，接收到的数据包向上传递到网络栈以
供进一步处理，而传出数据包被发送到网络。

第 21章，管理网络资源介绍了网络通道的概念。为管理网络通信流量而指定的系统资
源组合构成一个网络通道。因此，网络通道是针对特定类型的网络通信流量的定制路
径。每个通道要么是硬件通道，要么是软件通道。此外，每个通道类型要么是接收通
道，要么是传送通道。硬件通道和软件通道之间的区别在于NIC支持环分配的能
力。有关环分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34页中的 “传送和接收环”。本章重点讲述通过
接收通道接收的传入通信流量。

在硬件通道上，环专用于使用这些通道的数据包。相反，软件通道上的环由各数据链
路共享。将数据链路配置为共享环的原因如下：

■ 便于管理。数据链路可能没有执行高负载处理，因此不需要专用环。
■ NIC不支持环分配。
■ 尽管支持环分配，但环不再可用于指定为专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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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不同的硬件通道：

下图显示了以下配置：

■ 系统只有一个NIC，即 nxge。

图 22–1 硬件通道

网络通信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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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物理设备上配置了链路：nxge0、vnic1和 vnic2。请注意，作为一个数据链
路，nxge0可以被指定一个定制名称。但是，图中的链路仍保留其缺省设备名称。

■ 系统具有多个CPU。
■ NIC支持动态环分配。因此，可将一组硬件环分配给每个链路以构成一个硬件通
道。此外，将一组CPU也分配给了每个通道。

监视通信流量和资源使用情况（任务列表）
您可以通过观察网络通道上的数据包流，获取有关数据包如何使用网络资源的信
息。dlstat命令提供有关数据链路的此信息。flowstat命令为现有流执行类似的功
能。

下表列出了可用来获取有关系统中网络通信流量和资源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的不同方
法。

任务 说明 参考

获取有关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信
息。

查看系统的网络接口上的传入和
传出通信流量。

第 358页中的 “如何获取有关网
络通信流量的基本统计数据”

获取有关环使用情况的统计信
息。

查看传入和传出通信流量在NIC
环之间的分配情况。

第 360页中的 “如何获取有关环
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

获取有关特定通道上网络通信流
量的统计信息。

查看有关当数据包遍历在系统的
网络接口上配置的网络通道时传
入和传出通信流量的详细信息。

第 361页中的 “如何获取有关通
道上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

获取有关流上的通信流量的统计
信息。

查看有关遍历用户定义的流的传
入和传出通信流量的信息。

第 363页中的 “如何获取流上的
统计数据”

配置网络通信流量的记帐。 配置网络记帐以捕获用于记帐的
通信流量信息。

第 365页中的 “如何配置扩展网
络记帐”

获取有关网络通信流量的历史统
计数据。

从扩展网络记帐的日志文件中提
取信息，以获取通道以及流上的
网络通信流量的历史统计数据。

第 367页中的 “如何获取有关网
络通信流量的历史统计数据”

有关配置流的步骤的说明，请参见第 350页中的 “管理流上的资源”。有关这两个命令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 dlstat(1M)和 flowstat(1M)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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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有关链路上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
dlstat和 flowstat命令是分别用于监视和获取数据链路和流上的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
数据的工具。这些命令与 dladm和 flowadm命令是并行的。下表显示了 *adm命令对和
*stat命令对之间的并行度及其各自的功能：

管理命令 监视命令

命令 功能 命令 功能

dladm命令选项 用于配置和管理数据链
路的用户界面和工具。

dlstat命令选项 用于获取有关数据链路
上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
的用户界面和工具。

flowadm命令选项 用于配置和管理流的用
户界面和工具。

flowstat命令选项 用于获取有关流上通信
流量的统计数据的用户
界面和工具。

dlstat命令的以下变体可用于收集网络通信流量信息：

■ dlstat－显示有关系统正在接收或传送的数据包的常规信息。

■ dlstat show-phys－显示有关接收和传送环的使用的信息。此命令对应于 dladm

show-phys命令，后者显示有关网络物理设备的非通信流量信息。有关此命令适用
的网络通道级别的说明，请参阅图 22–1。

■ dlstat show-link－显示有关给定通道上通信流的详细信息。通道由其数据链路标
识。此命令对应于 dladm show-link和 dladm show-vnic命令，后两个命令显示有关
数据链路的非通信流量信息。有关 dlstat show-link命令适用的网络通道级别的说
明，请参阅图 22–1。

■ dlstat show-aggr－显示有关链路聚合中端口使用的信息。此命令对应于 dladm

show-aggr命令，后者显示有关链路聚合的非通信流量信息。

▼ 如何获取有关网络通信流量的基本统计数据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观察所有数据链路上的基本通信流。

# dlstat [-r|-t] [-i interval] [link]

[-r|-t] 只显示接收端统计数据（-r选项）或只显示传送端统计数据（-t选
项）。如果不使用这些选项，则同时显示接收端和传送端的统计数据。

-i interval 指定刷新显示统计数据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如果不使用此选
项，则显示静态输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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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表示仅监视指定数据链路的统计数据。如果不使用此选项，则显示关于
所有数据链路的信息。

单独使用 dlstat命令时，它显示有关配置的所有数据链路上传入和传出数据包的信
息。

与 dlstat命令结合使用的大多数选项显示以下信息：

■ 系统中已配置 IP接口的链路和可以接收或传送通信流量的链路
■ 数据包和字节大小
■ 中断和MAC轮询统计数据
■ 数据包链长度

显示基本的接收端和传送端统计数据

本示例显示有关系统上配置的所有数据链路上正在接收和传送的网络通信流量的信
息。

# dlstat

LINK IPKTS RBYTES OPKTS OBYTES

e1000g0 101.88K 32.86M 40.16K 4.37M

nxge1 4.50M 6.78G 1.38M 90.90M

vnic1 8 336 0 0

显示接收端统计数据（时间间隔为一秒）

本示例显示有关所有数据链路上正在接收的通信流量的信息。每秒刷新一次信息。要
停止刷新显示，按Ctrl-C。

# dlstat -r -i 1

LINK IPKTS RBYTES INTRS POLLS CH<10 CH10-50 CH>50

e1000g0 101.91K 32.86M 87.56K 14.35K 3.70K 205 5

nxge1 9.61M 14.47G 5.79M 3.82M 379.98K 85.66K 1.64K

vnic1 8 336 0 0 0 0 0

e1000g0 0 0 0 0 0 0 0

nxge1 82.13K 123.69M 50.00K 32.13K 3.17K 724 24

vnic1 0 0 0 0 0 0 0

...

^C

在此输出中，中断 (INTRS)的统计数据值得注意。低中断数字表示更高的性能效率。如
果中断数字很高，可能需要为特定链路添加更多资源。

显示传送端统计数据（时间间隔为五秒）

本示例显示有关所有数据链路上正在发送的通信流量的信息。每 5秒刷新一次信息。

# dlstat -t -i 5

LINK OPKTS OBYTES BLKCNT UBLKCNT

示例22–1

示例22–2

示例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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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00g0 40.24K 4.37M 0 0

nxge1 9.76M 644.14M 0 0

vnic1 0 0 0 0

e1000g0 0 0 0 0

nxge1 26.82K 1.77M 0 0

vnic1 0 0 0 0

...

^C

▼ 如何获取有关环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显示环统计数据。

# dlstat show-phys [-r|-t] [-i interval] [link]

[-r|-t] 只显示接收端统计数据（-r选项）或只显示传送端统计数据（-t选
项）。如果不使用这些选项，则同时显示接收端和传送端的统计数据。

-i interval 指定刷新显示统计数据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如果不使用此选
项，则显示静态输出。

link 表示仅监视指定数据链路的统计数据。如果不使用此选项，则显示关于
所有数据链路的信息。

单独使用 dlstat show-phys命令时，它显示有关配置的所有数据链路上传入和传出数
据包的信息。

显示数据链路的接收环统计数据

本示例显示数据链路的接收环的使用情况。

# dlstat show-phys -r nxge1

LINK TYPE INDEX IPKTS RBYTES

nxge1 rx 0 21 1.79K

nxge1 rx 1 0 0

nxge1 rx 2 1.39M 2.10G

nxge1 rx 3 0 0

nxge1 rx 4 6.81M 10.26G

nxge1 rx 5 4.63M 6.97G

nxge1 rx 6 3.97M 5.98G

nxge1 rx 7 0 0

nxge设备有八个接收环，它们在 INDEX字段下标识。在每个环上平均分发数据包是一
种理想配置，表示根据链路的负载将环适当地分配到了链路。不均匀的分发表示每个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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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的环分发不成比例。可根据NIC是否支持动态环分配来确定解决方案（如果支
持，则您能够重新分配每个链路的环）。有关动态环分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 334页中的 “传送和接收环”。

显示数据链路的传送环统计数据

本示例显示数据链路的传送环的使用情况。

# dlstat show-phys -t nxge1

LINK TYPE INDEX OPKTS OBYTES

nxge1 tx 0 44 3.96K

nxge1 tx 1 0 0

nxge1 tx 2 1.48M 121.68M

nxge1 tx 3 2.45M 201.11M

nxge1 tx 4 1.47M 120.82M

nxge1 tx 5 0 0

nxge1 tx 6 1.97M 161.57M

nxge1 tx 7 4.59M 376.21M

nxge1 tx 8 2.43M 199.24M

nxge1 tx 9 0 0

nxge1 tx 10 3.23M 264.69M

nxge1 tx 11 1.88M 153.96M

▼ 如何获取有关通道上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显示有关网络通道的统计数据。

# dlstat show-link [-r [F]|-t] [-i interval] [link]

[-r|-t] 只显示接收端统计数据（-r选项）或只显示传送端统计数据（-t选
项）。如果不使用这些选项，则同时显示接收端和传送端的统计数据。

-i interval 指定刷新显示统计数据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如果不使用此选
项，则显示静态输出。

link 表示仅监视指定数据链路的统计数据。如果不使用此选项，则显示关于
所有数据链路的信息。

如果支持环分组并且配置了专用环，则显示硬件通道统计数据。如果未
配置专用环，则显示软件通道统计数据。

示例22–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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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通道的接收端统计数据

本示例显示以下信息：

■ 如何在硬件通道上接收数据包
■ 如何在软件通道上接收数据包
■ 如何在软件通道上接收数据包并扇出到指定的CPU

以下命令显示特定链路的接收端统计数据。相关信息指示了环使用情况。但是，数据
还可能反映其他资源分配的实现方式，如带宽限制和设置优先级。

# dlstat show-link -r nxge1

LINK TYPE ID INDEX IPKTS RBYTES INTRS POLLS CH<10 CH10-50 CH>50

nxge1 rx local -- 0 0 0 0 0 0 0

nxge1 rx hw 1 0 0 0 0 0 0 0

nxge1 rx hw 2 1.73M 2.61G 1.33M 400.22K 67.03K 7.49K 38

nxge1 rx hw 3 0 0 0 0 0 0 0

nxge1 rx hw 4 8.44M 12.71G 4.35M 4.09M 383.28K 91.24K 2.09K

nxge1 rx hw 5 5.68M 8.56G 3.72M 1.97M 203.68K 43.94K 854

nxge1 rx hw 6 4.90M 7.38G 3.11M 1.80M 168.59K 42.34K 620

nxge1 rx hw 7 0 0 0 0 0 0 0

以下命令显示特定链路的接收端统计数据。在输出中，ID字段指示硬件环是指定的专
用环还是在客户端之间共享。在 ixgbe卡中，如果在链路上还配置了其他客户端（如
VNIC），则共享Rx环。因此，对于此特定示例，Rx环是共享的，如 ID字段下的 sw

值所示。

# dlstat show-link -r ixgbe0

LINK TYPE ID INDEX IPKTS RBYTES INTRS POLLS CH<10 CH10-50 CH>50

ixgbe0 rx local -- 0 0 0 0 0 0 0

ixgbe0 rx sw -- 794.28K 1.19G 794.28K 0 0 0 0

以下命令显示特定链路的接收端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此外，在命令中使用 -F选项
时，输出还提供扇出信息。具体来说，扇出计数有两个（0和 1）。使用环 0的硬件通
道上接收的网络通信流量被分流并传递到两个扇出端。同样，使用环 1的硬件通道上
接收的网络通信流量也被分流到两个扇出端。

# dlstat show-link -r -F nxge1

LINK ID INDEX FOUT IPKTS

nxge1 local -- 0 0

nxge1 hw 0 0 382.47K

nxge1 hw 0 1 0

nxge1 hw 1 0 367.50K

nxge1 hw 1 1 433.24K

显示通道的传送端统计数据

以下示例显示有关特定通道上传出数据包的统计数据。

示例22–6

示例22–7

收集有关链路上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 2011年 12月362



# dlstat show-link -t nxge1

LINK TYPE ID INDEX OPKTS OBYTES BLKCNT UBLKCNT

nxge1 tx hw 0 32 1.44K 0 0

nxge1 tx hw 1 0 0 0 0

nxge1 tx hw 2 1.48M 97.95M 0 0

nxge1 tx hw 3 2.45M 161.87M 0 0

nxge1 tx hw 4 1.47M 97.25M 0 0

nxge1 tx hw 5 0 276 0 0

nxge1 tx hw 6 1.97M 130.25M 0 0

nxge1 tx hw 7 4.59M 302.80M 0 0

nxge1 tx hw 8 2.43M 302.80M 0 0

nxge1 tx hw 9 0 0 0 0

nxge1 tx hw 10 3.23M 213.05M 0 0

nxge1 tx hw 11 1.88M 123.93M 0 0

收集有关流上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
流统计数据有助于评估系统上任何定义的流上的数据包通信流量。要获取流信息，请
使用 flowstat命令。有关此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flowstat(1M)手册页。

flowstat命令最常用的语法如下：

# flowstat [-r|-t] [-i interval] [-l link flow]

[-r|-t] 只显示接收端统计数据（-r选项）或只显示传送端统计数据（-t选
项）。如果不使用这些选项，则同时显示接收端和传送端的统计数据。

-i interval 指定刷新显示统计数据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如果不使用此选
项，则显示静态输出。

link 指示要监视指定数据链路上所有流的统计数据。如果不使用此选项，则
显示有关所有数据链路上所有流的信息。

flow 指示要仅监视指定流的统计数据。如果不使用此选项，则根据您是否指
定了一个链路，显示所有流统计数据。

▼ 如何获取流上的统计数据
仅当您的网络配置中存在流时，您才可以使用 flowstat命令。要配置流，请参见
第 21章，管理网络资源。

在以前配置过流控制的系统上，成为全局区域的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有关如何观察流上网络通信流量的抽样，执行以下任一命令：

■ 显示有关所有流上的传入和传出数据包的统计数据。

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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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wstat

此命令提供所有已配置的流上通信流量信息的静态显示。

■ 以指定时间间隔显示所有流上的基本网络通信流量统计数据

# flowstat -i interval

统计数据的显示按指定的时间间隔刷新，直到您通过按Ctrl–C停止生成输出。
■ 显示有关在指定数据链路上配置的所有流的传入数据包的统计数据。

# flowstat -r -l link
■ 以指定的时间间隔显示有关在指定流上的传出数据包的统计数据。

# flowstat -t -i interval flow

显示所有流的通信流量统计数据（时间间隔为一秒）

本示例显示有关系统上配置的所有流上正在传入和传出的通信流量的信息（时间间隔
为每秒）。

# flowstat -i 1

FLOW IPKTS RBYTES IERRS OPKTS OBYTES OERRS

flow1 528.45K 787.39M 0 179.39K 11.85M 0

flow2 742.81K 1.10G 0 0 0 0

flow3 0 0 0 0 0 0

flow1 67.73K 101.02M 0 21.04K 1.39M 0

flow2 0 0 0 0 0 0

flow3 0 0 0 0 0 0

...

^C

显示所有流的传送端统计数据

# flowstat -t

FLOW OPKTS OBYTES OERRS

flow1 24.37M 1.61G 0

flow2 0 0 0

flow1 4 216 0

显示指定链路上所有流的接收端统计数据

本示例显示在数据链路 net0上创建的所有流中的硬件通道中的传入通信流量。

# flowstat -r -i 2 -l net0

FLOW IPKTS RBYTES IERRS

tcp-flow 183.11K 270.24M 0

udp-flow 0 0 0

tcp-flow 373.83K 551.52M 0

udp-flow 0 0 0

tcp-flow 372.35K 549.04M 0

udp-flow 0 0 0

示例22–8

示例22–9

示例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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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flow 372.87K 549.61M 0

udp-flow 0 0 0

tcp-flow 371.57K 547.89M 0

udp-flow 0 0 0

tcp-flow 191.92K 282.95M 0

udp-flow 206.51K 310.70M 0

tcp-flow 0 0 0

udp-flow 222.75K 335.15M 0

tcp-flow 0 0 0

udp-flow 223.00K 335.52M 0

tcp-flow 0 0 0

udp-flow 160.22K 241.07M 0

tcp-flow 0 0 0

udp-flow 167.89K 252.61M 0

tcp-flow 0 0 0

udp-flow 9.52K 14.32M 0

^C

设置网络记帐
您可以使用扩展记帐功能在日志文件中捕获有关网络通信流量的统计数据。通过这种
方式，您可以维护通信流量的记录以便跟踪、置备、整合和记帐。稍后，您可以查看
日志文件获取有关一段时间内网络使用情况的历史信息。

要配置扩展记帐功能，请使用 acctadm命令。

▼ 如何配置扩展网络记帐

在具有您要跟踪其网络使用情况的接口的系统上，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查看系统中扩展网络记帐的状态。

# acctadm net

通过 acctadm命令可启用四种类型的扩展记帐：

■ 处理记帐
■ 任务记帐
■ IP服务质量 (IPQoS)的流记帐
■ 链路和流的网络记帐

指定 net会显示网络记帐的状态。如果不使用 net，则显示所有四种记帐类型的状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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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网络记帐也适用于由第 350页中的 “管理流上的资源”中所述的 flowadm和 flowstat

命令管理的流。因此，要设置这些流的记帐，请结合使用 net选项和 acctadm命令。不
要使用 flow选项，它会启用流记帐，而流记帐适用于 IPQoS配置。

为网络通信流量启用扩展记帐。

# acctadm -e extended -f filename net

其中 filename包括将捕获网络通信流量统计数据的日志文件的完整路径。可以在您指定
的任何目录中创建日志文件。

验证已激活的扩展网络记帐。

# acctadm net

为网络通信流量配置扩展记帐

本示例说明如何捕获并显示有关系统上数据链路和任何已配置的流上网络通信流量的
历史信息。

首先，查看所有记帐类型的状态，如下所示：

# acctadm

Task accounting: inactive

Task accounting file: none

Tracked task resources: none

Untracked task resources: extended

Process accounting: inactive

Process accounting file: none

Tracked process resources: none

Untracked process resources: extended,host

Flow accounting: inactive

Flow accounting file: none

Tracked flow resources: none

Untracked flow resources: extended

Network accounting: inactive

Network accounting file: none

Tracked Network resources: none

Untracked Network resources: extended

输出显示网络记帐未处于活动状态。

接下来，启用扩展网络记帐。

# acctadm -e extended -f /var/log/net.log net

# acctadm net

Net accounting: active

Net accounting file: /var/log/net.log

Tracked net resources: extended

Untracked net resources: none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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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网络记帐之后，您可以使用 dlstat和 flowstat命令从日志文件中提取信息。以下
过程说明了各个步骤。

▼ 如何获取有关网络通信流量的历史统计数据
您必须为网络启用扩展记帐，才能显示有关网络的历史数据。此外，要显示有关流上
的通信流量的历史数据，必须先按第 350页中的 “管理流上的资源”中所述配置系统中的
流。

在具有您要跟踪其网络使用情况的接口的系统上，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要提取和显示有关数据链路上资源使用情况的历史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dlstat show-link -h [-a] -f filename [-d date] [-F format] [-s start-time] [-e end-time] [link]

-h 按照数据链路上的传入和传出数据包，显示有关资源使用情况的历
史信息摘要。

-a 显示所有数据链路上的资源使用情况，包括那些在数据捕获后已被
删除的数据链路。

-f filename 指定在使用 acctadm命令启用网络记帐时定义的日志文件。

-d 显示为信息可用时的日期记录的信息。

-F format 以特定格式显示数据。当前，gnuplot是唯一支持的格式。

-s start-time、
-e end-time 显示指定日期和时间范围的可用的记录信息。使用

MM/DD/YYY,hh:mm:ss格式。小时 (hh)必须使用 24小时制表示法。如
果不包括日期，则显示当前日期的时间范围的数据。

link 显示指定数据链路的历史数据。如果不使用此选项，则显示所有配
置的数据链路的历史网络数据。

要提取并显示有关配置的流上网络通信流量的历史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flowstat -h [-a] -f filename [-d date] [-F format] [-s start-time] [-e end-time] [flow]

-h 按照数据链路上的传入和传出数据包，显示有关资源使用情况的历
史信息摘要。

-a 显示所有数据链路上的资源使用情况，包括那些在数据捕获后已被
删除的数据链路。

-f filename 指定在使用 acctadm命令启用网络记帐时定义的日志文件。

-d 显示为信息可用时的日期记录的信息。

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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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ormat 以特定格式显示数据。当前，gnuplot是唯一支持的格式。

-s start-time、
-e end-time 显示指定日期和时间范围的可用的记录信息。使用

MM/DD/YYY,hh:mm:ss格式。小时 (hh)必须使用 24小时制表示法。如
果不包括日期，则显示当前日期的时间范围的数据。

link 显示指定数据链路的历史数据。如果不使用此选项，则显示所有配
置的数据链路的历史网络数据。

flow 显示指定流的历史数据。如果不使用此选项，则显示所有已配置的
流的历史网络数据。

显示有关数据链路上资源使用情况的历史信息

以下示例显示有关指定数据链路上网络通信流量及其资源使用的历史统计数据。

# dlstat show-link -h -f /var/log/net.log

LINK DURATION IPACKETS RBYTES OPACKETS OBYTES BANDWIDTH

e1000g0 80 1031 546908 0 0 2.44 Kbps

显示有关流上资源使用情况的历史信息

以下示例说明显示有关流上的网络通信流量及其资源使用的历史统计数据的不同方
法。

按照流上的通信流量显示资源使用情况的历史统计数据：

# flowstat -h -f /var/log/net.log

FLOW DURATION IPACKETS RBYTES OPACKETS OBYTES BANDWIDTH

flowtcp 100 1031 546908 0 0 43.76Kbps

flowudp 0 0 0 0 0 0.00Mbps

按照给定日期和时间范围内流上的通信流量，显示资源使用情况的历史统计数据。

# flowstat -h -s 02/19/2008,10:39:06 -e 02/19/2008,10:40:06 \

-f /var/log/net.log flowtcp

FLOW START END RBYTES OBYTES BANDWIDTH

flowtcp 10:39:06 10:39:26 1546 6539 3.23 Kbps

flowtcp 10:39:26 10:39:46 3586 9922 5.40 Kbps

flowtcp 10:39:46 10:40:06 240 216 182.40 bps

flowtcp 10:40:06 10:40:26 0 0 0.00 bps

按照给定日期和时间范围内流上的通信流量，显示资源使用情况的历史统计数据。使
用 gnuplot格式显示信息。

# flowstat -h -s 02/19/2008,10:39:06 -e 02/19/2008,10:40:06 \

-F gnuplot -f /var/log/net.log flowtcp

# Time tcp-flow

示例22–12

示例22–13

设置网络记帐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 2011年 12月368



10:39:06 3.23

10:39:26 5.40

10:39:46 0.18

10:40:0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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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3DES 请参见Triple-DES（三重DES）。

AES 高级加密标准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一种对称的 128位块数据加密技术。美国政
府在 2000年 10月采用该种算法的Rijndael变体作为其加密标准。AES从而取代了DES成
为政府的加密标准。

anycast address（任播地
址）

为一组接口（通常属于不同的节点）指定的 IPv6地址。发送到任播地址的包将被路由到最
近的具有该地址的接口。包的路由符合路由协议的距离度量原则。

anycast group（任播
组）

一组具有相同任意点传送 IPv6地址的接口。Oracle Solaris实现的 IPv6不支持创建任播地址
和任播组。不过，Oracle Solaris IPv6节点可以将通信流量发送到任播组。

asymmetric key
cryptography（非对称密
钥密码学）

一种加密系统，消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使用不同的密钥对消息进行加密和解密。非对称密
钥用于为对称密钥加密建立一个安全的通道。Diffie-Hellman protocol（Diffie-Hellman协
议）就是一种非对称密钥协议。该加密系统与 symmetric key cryptography（对称密钥密码
学）相对。

authentication
header（验证头）

为 IP数据报提供验证和完整性而不提供保密性的扩展头。

autoconfiguration（自动
配置）

主机根据站点前缀和本地MAC地址自动配置其 IPv6地址的过程。

bidirectional tunnel（双
向隧道）

可以双向传输数据报的隧道。

Blowfish 一种对称块加密算法，它采用 32位到 448位的可变长度密钥。其作者 Bruce Schneier声称
Blowfish已针对密钥不经常更改的应用程序进行优化。

broadcast address（广播
地址）

IPv4网络地址，其主机部分的所有位全为 0 (10.50.0.0)或全为 1 (10.50.255.255)。从本地网
络上的计算机发送到广播地址的包将被传送到该网络中的所有计算机。

CA 请参见 certificate authority, CA（证书颁发机构）。

certificate authority,
CA（证书颁发机构）

可信任的第三方组织或公司，可以颁发用于创建数字签名和公钥/私钥对的数字证书。CA
保证被授予唯一证书的个人的身份。

certificate revocation list,
CRL（证书撤销列表）

已由CA撤销的公钥证书的列表。CRL存储在CRL数据库中，该数据库通过 IKE进行维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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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less inter-domain
routing
(CIDR) address（无类域
间路由地址）

一种不基于网络类（A、B和C类）的 IPv4地址格式。CIDR地址的长度为 32位。它们使
用标准的 IPv4点分十进制表示法格式，并添加网络前缀。此前缀定义网络号和网络掩码。

class（类） 在 IPQoS中，具有类似特征的一组网络流。可以在 IPQoS配置文件中定义类。

data address（数据地
址）

可以用作数据的源地址或目标地址的 IP地址。数据地址属于某个 IPMP组，可以用来发送
和接收组中任何接口上的通信。而且，只要 IPMP组中有一个接口在工作，就可以连续使
用 IPMP组中的一组数据地址。

datagram（数据报） 请参见 IP datagram（IP数据报）。

DEPRECATED

address（DEPRECATED
地址）

在 IPMP组中不能用作数据的源地址的 IP地址。通常，IPMP测试地址为 DEPRECATED。不
过，可以将任何地址标记为 DEPRECATED，以防止将该地址用作源地址。

DES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数据加密标准）。一种对称密钥加密方法，开发于 1975
年，1981年由ANSI标准化为ANSI X.3.92。DES使用 56位密钥。

Diffie-Hellman
protocol（Diffie-Hellman
协议）

也称为公钥密码学。Diffie和Hellman于 1976年开发的非对称密钥一致性协议。使用该协
议，两个用户可以在以前没有任何密钥的情况下通过不安全的介质交换密钥。IKE协议需
要使用Diffie-Hellman。

diffserv model（diffserv
模型）

Internet工程任务组体系结构标准，用于在 IP网络上实现区分服务。主要模块是分类
器、计量器、标记器、调度程序和丢包器。IPQoS实现分类器、计量器和标记器模
块。diffserv模型在RFC 2475 An Architecture for Differentiated Services中进行了介绍。

digital signature（数字
签名）

附加到以电子方式传输的消息的数字代码，可唯一地标识发送者。

domain of interpretation,
DOI（系统解释域）

DOI定义数据格式、网络通信流量交换类型和安全相关信息的命名约定。安全策略、加密
算法和加密模式都属于安全相关信息。

DS codepoint,
DSCP（DS代码点）

一个 6位值，包含在 IP数据包头的DS字段中时指示必须转发包的方式。

DSA 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数字签名算法）。一种公钥算法，采用大小可变（512位到
4096位）的密钥。美国政府标准DSS可达 1024位。DSA的输入依赖于 SHA-1。

dual stack（双栈） 一种TCP/IP协议栈，IPv4和 IPv6均位于网络层，栈的其余部分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在安
装Oracle Solaris的过程中启用 IPv6，则主机将收到TCP/IP的双栈版本。

dynamic packet
filter（动态包过滤器）

请参见 stateful packet filter（有状态包过滤器）。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R（动态重新配置）

一种功能，允许您在系统运行的同时重新配置系统，而对正在进行的操作影响很小或者没
有任何影响。并非Oracle提供的所有 Sun平台都支持DR。有些平台可能仅支持某些类型
的硬件（例如NIC）的DR。

classless inter-domain routing
(CIDR) address（无类域间路由地址）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 2011年 12月372



encapsulating security
payload, ESP（封装安全
有效负荷）

为数据报提供完整性和保密性的扩展头。ESP是 IP安全体系结构 (IPsec)的五个组件之一。

encapsulation（封装） 在第一个包中放置头和有效负荷的过程，随后将第一个包放置在第二个包的有效负荷中。

failure detection（故障
检测）

检测一个接口或从接口到 Internet层设备的路径何时不再工作的过程。IP网络多路径 (IP
network multipathing, IPMP)包括两种类型的故障检测：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缺省）和基
于探测的故障检测（可选的）。

filter（过滤器） IPQoS配置文件中定义类特性的规则集合。IPQoS系统选择符合其 IPQoS配置文件中过滤
器的任何通信流以进行处理。请参见 packet filter（包过滤器）。

firewall（防火墙） 将组织的专用网络或内联网与 Internet隔离，从而防止它受到外部侵入的任何设备或软
件。防火墙可以包括包过滤、代理服务器和NA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网络地址转
换）。

flow accounting（流记
帐）

在 IPQoS中，累积和记录有关通信流的信息的过程。通过在 IPQoS配置文件中定义
flowacct模块的参数，可以建立流记帐。

hash value（散列值） 一个从文本字符串生成的数字。使用散列函数可以确保已传输的消息未被篡改。MD5和
SHA-1都属于单向散列函数。

header（头） 请参见 IP header（IP数据包头）。

HMAC 用于进行消息验证的加密散列方法。HMAC是密钥验证算法。HMAC与重复加密散列函
数（例如MD5或 SHA-1）以及机密共享密钥配合使用。HMAC的加密能力取决于底层散
列函数的特性。

hop（跃点） 用于标识分隔两个主机的路由器数量的度量。如果源主机和目标主机之间有三个路由
器，则这两个主机之间有四个跃点。

host（主机） 不执行包转发的系统。在安装Oracle Solaris时，系统在缺省情况下成为主机，即系统无法
转发包。一个主机通常具有一个物理接口，尽管它可以具有多个接口。

ICMP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Internet控制消息协议）。用于处理错误和交换控制消
息。

ICMP echo request
packet（ICMP回显请求
包）

发送到 Internet上的计算机以要求响应的包。此类包通常称为 "ping"包。

IKE Internet Key Exchange（Internet密钥交换）。IKE用于自动为 IPsec安全关联 (security
association, SA)提供经过验证的加密材料。

Internet Protocol,
IP（Internet协议）

在 Internet上将数据从一台计算机发送到另一台计算机所用的方法或协议。

IP 请参见 Internet Protocol, IP（Internet协议）、IPv4和 IPv6。

IP datagram（IP数据
报）

通过 IP传输的信息包。IP数据报包含头和数据。头包括数据报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头
中的其他字段有助于标识和重新组合目标中数据报附带的数据。

IP datagram（IP数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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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header（IP数据包
头）

唯一标识 Internet包的二十字节数据。该头包括包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头中存在一个选
项，该选项允许添加更多字节。

IP in IP
encapsulation（IP-in-IP
封装）

封装在 IP包中的 IP包的隧道传送机制。

IP link（IP链路） 通信工具或介质，节点可以通过它在链路层上进行通信。链路层是紧邻 IPv4/IPv6层的下
一层。例如以太网（简单或桥接）或ATM网络。可以将一个或多个 IPv4子网号或前缀指
定给一个 IP链路。不能将一个子网号或前缀指定给多个 IP链路。在ATM LANE中，一个
IP链路便是一个仿真 LAN。在使用ARP时，ARP协议的范围是单个 IP链路。

IP stack（IP栈） TCP/IP经常被称为“栈”。这是指数据交换的客户机端和服务器端的所有数据传送时所经过
的各层（TCP层、IP层，有时还经过其他层）。

IPMP group（IPMP
组）

由具有一组数据地址的一组网络接口组成的 IP多路径组，系统将这些数据地址视为可互换
地址，从而可提高网络可用性和利用率。IPMP组（包括其所有底层 IP接口和数据地
址）由一个 IPMP接口表示。

IPQoS 一种软件功能，提供 diffserv model（diffserv模型）标准的实现以及虚拟 LAN的流记帐和
802.1 D标记。使用 IPQoS，可以为用户和应用程序提供不同级别的网络服务（如 IPQoS配
置文件中所定义）。

IPsec IP security（IP安全性）。为 IP数据报提供保护的安全体系结构。

IPv4 Internet协议版本 4IPv4有时称为 IP。此版本支持 32位地址空间。

IPv6 Internet协议版本 6IPv6支持 128位地址空间。

key management（密钥
管理）

管理安全关联 (security association, SA)的方式。

keystore name（密钥库
名称）

管理员为 network interface card, NIC（网络接口卡）上的存储区域（或密钥库）指定的名
称。密钥库名称也称为标记或标记 ID。

link layer（链路层） 紧邻 IPv4/IPv6的下一层。

link-local address（链路
本地地址）

在 IPv6中，用于在单个链路上寻址以实现诸如自动配置地址目的的标识。缺省情况下，链
路本地地址是从系统的MAC地址创建的。

load spreading（负荷分
配）

在一组接口中分配传入或传出通信的过程。通过负荷分配，可以获得较高的吞吐量。仅当
网络通信流向使用多个连接的多个目标时，才会发生负荷分配。负荷分配有两种类型：传
入负荷分配（对于传入通信）和传出负荷分配（对于传出通信）。

local-use address（本地
使用地址）

只能在本地范围内（在子网内或在用户网络内）路由的单播地址。此地址还可以具有本地
或全局唯一性范围。

marker（标记器） 1. diffserv体系结构和 IPQoS中的一个模块，它使用指示包转发方式的值标记 IP包的DS字
段。在 IPQoS实现中，标记器模块是 dscpmk。

2. IPQoS实现中的一个模块，它使用用户优先级值标记以太网数据报的虚拟 LAN标记。用
户优先级值指示使用VLAN设备在网络中转发数据报的方式。此模块称为 dlcosmk。

IP header（IP数据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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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5 一种重复加密散列函数，用于进行消息验证（包含数字签名）。该函数于 1991年由Rivest
开发。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 MAC（消息验证代
码）

MAC可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并验证数据的来源。MAC不能防止窃听。

meter（计量器） diffserv体系结构中的一个模块，用于度量特定类的通信流速率。IPQoS实现包括以下两个
计量器：tokenmt和 tswtclmt。

minimal
encapsulation（最小封
装）

家乡代理、外地代理和移动节点支持的可选 IPv4嵌套隧道传送形式。最小封装的系统开销
比 IP-in-IP封装少 8或 12个字节。

MTU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最大传输单元）。可以通过链路传输的大小，以八位字节表
示。例如，以太网的MTU是 1500个八位字节。

multicast address（多播
地址）

以特定方式标识一组接口的 IPv6地址。发送到多播地址的包将被传送到组中的所有接
口。IPv6多播地址与 IPv4广播地址具有类似的功能。

multihomed host（多宿
主主机）

具有多个物理接口且不执行包转发的系统。多宿主主机可以运行路由协议。

NAT 请参见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网络地址转换）。

neighbor
advertisement（相邻节
点通告）

对相邻节点的请求消息的响应，或一个节点发送未经请求的相邻节点通告以通告链路层地
址更改的过程。

neighbor discovery（相
邻节点搜索）

一种 IP机制，使主机可以查找驻留在已连接链路上的其他主机。

neighbor
solicitation（相邻节点
请求）

由一个节点发送的请求，用于确定相邻节点的链路层地址。相邻节点请求还通过高速缓存
的链路层地址验证相邻节点是否仍然可以访问。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网络地址转
换）

NAT。将一个网络中使用的 IP地址转换为另一个网络中已知的不同 IP地址的过程。用于
限制所需的全局 IP地址的数目。

network interface card,
NIC（网络接口卡）

作为网络接口的网络适配卡。一些NIC可以具有多个物理接口，如 igb卡。

node（节点） 在 IPv6中，启用了 IPv6的任何系统，而不管是主机还是路由器。

outcome（结果） 作为计量通信流量的结果而执行的操作。IPQoS计量器具有三种结果：红色、黄色和绿
色，如在 IPQoS配置文件中所定义。

packet filter（包过滤
器）

一种防火墙功能，可以配置为允许或禁止指定的包通过防火墙。

packet header（包头） 请参见 IP header（IP数据包头）。

packet header（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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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et（包） 通过通信线路作为一个单位传输的一组信息。包含 IP header（IP数据包头）以及
payload（有效负荷）。

payload（有效负荷） 通过包传输的数据。有效负荷不包括将包传输到其目标所需的头信息。

per-hop behavior,
PHB（单跳行为）

为通信类指定的优先级。PHB指示该类的流相对其他通信类的优先顺序。

perfect forward secrecy,
PFS（完全正向保密）

在 PFS中，不能使用保护数据传输的密钥派生其他密钥。此外，也不能使用保护数据传输
的密钥的源派生其他密钥。

PFS仅适用于经过验证的密钥交换。另请参见Diffie-Hellman protocol（Diffie-Hellman协
议）。

physical interface（物理
接口）

系统与链路的连接。此连接通常作为设备驱动程序以及网络接口卡 (network interface card,
NIC)实现。一些NIC可以具有多个连接点，例如 igb。

PKI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公钥基础结构）。由数字证书、证书颁发机构和其他注册机构组
成的系统，用于检验和验证 Internet事务中涉及的各方的有效性。

private address（专用地
址）

无法通过 Internet进行路由的 IP地址。无需 Internet连通性的主机上的家乡网络可以使用
专用地址。这些地址在Address Allocation for Private Internets (http://www.ietf.org/rfc/
rfc1918.txt?number=1918)中进行了定义，通常称为 "1918"地址。

protocol stack（协议
栈）

请参见 IP stack（IP栈）。

proxy server（代理服务
器）

位于客户机应用程序（如Web浏览器）和另一个服务器之间的服务器。用于过滤请求－例
如，阻止对某些Web站点的访问。

public key
cryptography（公钥密码
学）

一种加密系统，它使用两种不同的密钥。公钥对所有用户公开。私钥只对消息接收者公
开。IKE为 IPsec提供公钥。

redirect（重定向） 在路由器中，通告主机有一个更好的第一跃点节点可以到达特定目标。

repair detection（修复检
测）

检测NIC或从NIC到某个第 3层设备的路径在出现故障后何时开始正常工作的过程。

replay attack（重放攻
击）

在 IPsec中，侵入者捕获了包的攻击。存储的包稍后将替换或重复原先的包。为了避免遭
到此类攻击，可以在包中包含一个字段，并使该字段在包的保护密钥的生命周期内递增。

reverse tunnel（反向隧
道）

开始于移动节点的转交地址并结束于家乡代理的隧道。

router
advertisement（路由器
通告）

路由器通告其存在以及各种链路和 Internet参数的过程，要么是定期进行通告，要么是作
为对路由器请求消息的响应进行通告。

router discovery（路由
器搜索）

主机查找驻留在已连接链路上的路由器的过程。

packet（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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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 solicitation（路由
器请求）

主机请求路由器以立即（而非下一个预定时间）生成路由器通告的过程。

router（路由器） 通常具有多个接口、运行路由协议并转发包的系统。如果只有一个接口的系统是 PPP链路
的端点，则可以将该系统配置为路由器。

RSA 获取数字签名和公钥密码系统的方法。该方法于 1978年首次由其开发者Rivest、Shamir和
Adleman介绍。

SA 请参见 security association, SA（安全关联）。

SADB Security Associations Database（安全关联数据库）。指定密钥和加密算法的表。在数据的安
全传输中会使用这些密钥和算法。

SCTP 请参见 streams control transport protocol（流控制传输协议）。

security association,
SA（安全关联）

指定从一个主机到另一个主机的安全属性的关联。

security parameter index,
SPI（安全参数索引）

指定安全关联数据库 (security associations database, SADB)中接收者应该用来对收到的包进
行解密的行的一个整数。

security policy database,
SPD（安全策略数据
库）

指定应用于包的保护级别的数据库。SPD对 IP通信流量进行过滤，以确定一个包是应该被
废弃、应该以明文方式进行传递还是应该用 IPsec进行保护。

selector（选定器） 一个元素，专门用于定义应用于特定类的包的条件，以便从网络流中选择该类通信流
量。可以在 IPQoS配置文件的过滤子句中定义选定器。

SHA-1 Secure Hashing Algorithm（安全散列算法）。该算法可以在长度小于 264的任何输入上运行
以生成消息摘要。SHA-1算法是DSA的输入。

site-local-use
address（站点本地使用
的地址）

用于在单个站点上寻址的标识。

smurf attack（smurf攻
击）

使用从远程位置定向到一个 IP broadcast address（广播地址）或多个广播地址的 ICMP回显
请求包以造成严重的网络拥塞或故障。

sniff（探查） 在计算机网络中窃听－通常作为自动化程序的一部分，以便从线路中筛选出信息，如明文
口令。

SPD 请参见 security policy database, SPD（安全策略数据库）。

SPI 请参见 security parameter index, SPI（安全参数索引）。

spoof（电子欺骗） 使用一个 IP地址（该地址指示消息来自受信任主机）向计算机发送消息，以获取对该计算
机的未经授权的访问。要进行 IP电子欺骗，黑客必须先使用各种方法查找受信任主机的
IP地址，然后修改包头以便使这些包看起来像是来自该主机。

stack（栈） 请参见 IP stack（IP栈）。

standby（待机接口） 不用来传输数据通信流量的物理接口，除非某个其他物理接口出现故障。

standby（待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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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ful packet filter（有
状态包过滤器）

可以监视活动连接的状态和使用获取的信息确定允许哪些网络包通过 packet filter（包过滤
器）的 firewall（防火墙）。通过跟踪和匹配请求与回复，有状态包过滤器可以筛选出与请
求不匹配的回复。

stateless
autoconfiguration（无状
态自动配置）

主机通过组合其MAC地址和 IPv6前缀（由本地 IPv6路由器通告）生成自己的 IPv6地址的
过程。

stream control transport
protocol（流控制传输协
议）

以与TCP类似的方式提供面向连接的通信的传输层协议。此外，SCTP还支持连接多宿
主，即连接的端点之一可以具有多个 IP地址。

symmetric key
cryptography（对称密钥
密码学）

一种加密系统，其中消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共享一个公用密钥。此公用密钥用于对消息进
行加密和解密。对称密钥用于对在 IPsec中大量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DES就是一个对称
密钥系统。

TCP/IP TCP/I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Internet协议）是
Internet的基本通信语言或协议。它还可以在专用网络（内联网或外联网）中用作通信协
议。

test address（测试地
址）

IPMP组中只能用作探测器的源地址或目标地址而不能用作数据通信的源地址或目标地址
的 IP地址。

Triple-DES（三重
DES）

Triple-Data Encryption Standard（三重数据加密标准）。一种对称密钥加密方法。三重DES
要求密钥长度为 168位。三重DES也写作 3DES。

tunnel（隧道） datagram（数据报）在被封装时跟踪的路径。请参见 encapsulation（封装）。

unicast address（单播地
址）

标识启用了 IPv6的节点的单个接口的 IPv6地址。单播地址包括以下几部分：站点前
缀、子网 ID和接口 ID。

user-priority（用户优先
级）

一个实现服务类标记的 3位值，它定义如何在VLAN设备网络中转发以太网数据报。

virtual LAN
(VLAN) device（虚拟
LAN设备）

在 IP协议栈的以太网（数据链路）级别上提供通信流量转发的网络接口。

virtual network interface,
VNIC（虚拟网络接口）

提供虚拟网络连通性（不论是否是在物理网络接口上配置的）的伪接口。容器（如专用 IP
区域或 xVM域）在VNIC上配置以形成虚拟网络。

virtual network（虚拟网
络）

软件和硬件网络资源以及作为单个软件项同时管理的功能组合。内部虚拟网络将网络资源
整合到单个系统，有时称为“网络集成 (network in a box)”。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虚拟专用网络）

单个安全逻辑网络，使用跨公共网络（如 Internet）的隧道进行传输。

stateful packet filter（有状态包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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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A
ATM, IPMP支持, 256

B
BSSID,请参见WiFi

C
重新配置协调管理器 (Reconfiguration Coordination

Manager, RCM)框架, 247
CPU 池属性, 346
CPU池资源,指定给链路, 348
CPU分配, 349–350

D
dladm命令
配置VLAN, 221–224
配置WiFi, 182
数据链路
重命名, 137
删除数据链路, 140
显示物理属性, 138
显示有关信息, 139

网络资源管理, 332
修改聚合, 213

dladm命令
数据链
更改MTU大小, 141–143

dlstat命令, 355, 358
show-phys, 360–361

E
ESSID,请参见WiFi
/etc/default/mpathd文件
请参见IPMP,配置文件

F
FAILBACK=no模式, 245
flowadm命令, 350–354
管理流上的资源, 332

flowstat命令, 355

I
ifconfig命令
和 ipadm命令, 173
检查 STREAMS模块的顺序, 256

in.mpathd守护进程,请参见IPMP, in.mpathd守护进
程

ip-nospoof,链路保护类型, 328
IP地址,属性, 160
IP网络多路径 (IP network multipathing, IPMP),请参
见IPMP

ipadm

set-addrprop, 160
show-addrprop,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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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m命令
IPMP的子命令, 259
管理TCP/IP属性, 153
和 ifconfig命令, 173
激活接口, 157
监视接口, 168
配置 IP接口, 156
删除接口, 212
设置 IP地址的属性, 160

ipadm命令,创建 IPMP接口, 259–260
IPMP

ATM支持, 256
in.mpathd守护进程, 244
in.mpathd守护进程, 240
IP要求, 242
测试地址, 241
动态重新配置, 246–247, 248
负荷分配, 232, 250
概述, 232
更换接口, DR, 268–269
故障检测, 242, 243–244, 248
管理, 262–265
和链路聚合, 233–234
基本要求, 255–257
接口配置类型, 240
令牌环支持, 256
目标系统,配置, 266
匿名组, 244, 249
配置文件, 240, 267–268
软件组件, 240
数据地址, 241, 248
探测器目标, 250
探测器通信, 243–244
显示信息ipmpstat, 270–276
修复检测, 245–246
以太网支持, 256
术语, 247

IPMP接口, 231–232, 249
底层接口出现故障, 235
为 IPMP组配置, 259–260
显示有关信息, 235, 270–276

IPMP组, 249
另请参见IPMP接口
从组中删除接口, 262–263

IPMP组（续）
更换NIC,通过DR, 247
规划任务, 255–257
将接口添加到组中, 262
连接新NIC,通过DR, 246
使用DHCP配置, 257–259
添加或删除地址, 263–264
显示有关信息, 270–276
移除NIC,通过DR, 247
在组之间移动接口, 264
组故障, 244

ipmpstat命令, 231–232, 240, 253
ipmpstat命令, 270–276

L
LLDP, 277

Oracle Solaris中的组件, 277–278
TLV单元, 280–282
代理, 278–282
运行模式, 278–282

LLDP代理,请参见LLDP,代理
LLDPU,请参见LLDP, TLV单元

M
mac-nospoof,链路保护类型, 328
MAC地址

IPMP的要求, 255–257
验证唯一性, 154–156

MAC客户端, 334
分配环, 335
基于软件的, 334, 339
基于硬件的, 334, 335
配置, 335

MIB, 278–282
MTU,请参见最大传输单元

N
/net/if_types.h文件, 256
netstat命令,检查WiFi链路上的数据包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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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estricted,链路保护类型, 328

S
STREAMS模块,和数据链路, 150–151

T
TCP/IP参数,设置 ipadm命令, 153
TLV,请参见LLDP, TLV单元

V
VLAN

PPA攻击, 220
VLAN名称, 220
定义, 217–230
规划, 221
配置, 217–230
拓扑, 217–220
物理连接点 (physical point of attachment,

PPA), 220
样例方案, 217
在链路聚合上创建, 224–225

VNIC
激活, 319–322
指定CPU池资源, 348

W
WEP密钥配置, 187
WiFi

IEEE 802.11规范, 180
WiFi配置示例, 184
WiFi网络的类型, 180
安全的WiFi链路, 187
定义, 180
基本服务集 ID (Basic Service Set ID, BSSID), 183
加密的通信示例, 188
加密连接, 187

WiFi（续）
监视链路, 185
扩展的服务集 ID (ESSID), 182
连接到WiFi网络, 182, 183, 184
热点, 180
生成WEP密钥, 187
示例,设置链路速度, 186
支持的接口, 181
准备要运行WiFi的系统, 181

安
安全注意事项, WiFi, 187

备
备用接口
另请参见ifconfig命令, IPMP选项
IPMP组中的角色, 240

本
本地链路地址, IPMP, 242

不
不可用的接口, 251

测
测试地址
请参见IPMP,测试地址

策
策略,用于聚合,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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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持久性链路配置,创建, 158

底
底层接口, 251

地
地址迁移, 232
另请参见IPMP,数据地址

定
定制名称,请参见数据链路,链路名称

动
动态环分组,请参见环分组
动态重新配置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R)
另请参见网络接口卡 (network interface card, NIC)
定义, 248
更换NIC, 148
灵活性与定制链路名称, 28
使用接口, IPMP, 246, 247, 268–269
与 IPMP的交互操作, 246–247, 268–269

访
访问点, WiFi, 180
访问点,WiFi, 181

负
负荷分配, 232, 250
负载平衡,跨聚合, 210

故
故障检测, IPMP
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 244
基于探测器, 243–244
检测时间, 243–244

故障检测, IPMP中, 248
故障检测,在 IPMP中, 242

管
管理网络资源, 331

过
过渡探测, 243

环
环,传送和接收, 334–346
环分配
另请参见环分组
VLAN, 335
执行步骤, 335

环分组
另请参见环分配
动态和静态, 334–346

活
活动/备用接口, IPMP, 240
活动/活动接口

IPMP, 259–260, 260–262
活动/活动接口, IPMP, 240

基
基于链路的故障检测, 244
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243–244
另请参见IPMP,测试地址
另请参见IPMP,没有测试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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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续）
过渡探测, 243
和测试地址, 243–244
配置目标系统, 265–268

基于硬件的客户端, 334

监
监视网络使用情况, 355

交
交换机配置
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 LACP)模式, 210
在聚合拓扑中, 208

接
接口

IPMP中的配置类型, 240
VLAN, 217–230
WiFi的类型, 181
备用, IPMP中的, 240
创建持久性配置, 158
接口上 STREAMS模块的顺序, 256
配置

WiFi接口, 182
到聚合中, 211–213
在数据链路上, 157
作为VLAN的一部分, 221–224

使用 IPMP修复检测, 245–246
验证MAC地址的唯一性, 154–156

接口的专用CPU, 349–350
接口监视,使用 ipadm命令, 168

静
静态环分组,请参见环分组

巨
巨型帧,启用支持, 141–143

聚
聚合
创建, 211–213
定义, 207
负载平衡策略, 210
功能, 207
删除链路, 215
拓扑
背对背, 209
基本, 208
具有交换机, 208

修改, 213–214
要求, 210

链
链路保护, 327–328
配置, 328–330

链路保护类型, 327–328
ip-nospoof, 328
mac-nospoof, 328
restricted, 328

链路聚合,请参见聚合
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

LACP),模式, 210
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 LACP),修改 LACP模式, 214
链路名称,请参见数据链路

令
令牌环, IPMP支持, 256

流
流, 332, 350–354
流控制,请参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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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目标系统, IPMP中,手动配置, 266

匿
匿名组, 244, 249

配
配置,链路保护, 328–330

欺
欺骗,保护链路, 327–328

切
切换配置,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 LACP)模式, 214

热
热点, WiFi
定义, 180
寻找热点, 180

数
数据地址,请参见IPMP,数据地址
数据链路
另请参见dladm命令
重命名链路, 137
MTU大小, 141–143
STREAMS模块, 150–151
管理链路属性, 136
链路名称, 24–28
在 IPMP配置中使用, 234

链路速度参数, 143–144
命名约定, 24–28

数据链路（续）
删除数据链路, 140
显示有关信息, 139
以太网参数, 144–145
用于使用定制名称的规则, 27–28
在链路上配置 IP接口, 157

探
探测目标, IPMP中的, 240
探测器目标, IPMP,定义, 250
探测器通信, 243–244

特
特权端口,设置 ipadm命令, 165

网
网络接口卡 (network interface card, NIC)

NIC驱动程序的公共和专用属性, 140–141
动态重新配置, 248
更换,使用DR, 247, 268–269
故障和故障转移, 248
链路速度参数, 143–144
使用DR更换, 148
以太网参数设置, 144–145

网络配置文件 (network configuration profiles,
NCP), 131–132

网络通道, 331
软件通道, 355
硬件通道, 355

网络通信流量统计数据,每环, 360–361
网络统计数据,请参见监视网络使用情况
网络栈, 20, 22
网络资源管理, 331
通过使用流, 332
用于实现的 dladm命令, 332
在链路上,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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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线接口,请参见WiFi

物
物理接口, 207–208
另请参见接口

物理连接点 (physical point of attachment, PPA), 220

新
新功能, WiFi, 180

修
修复检测时间, 245–246

虚
虚拟化和服务质量, 331

硬
硬件环, 334–346

中
中继,请参见聚合

资
资源控制,请参见网络资源管理

组
组故障, IPMP, 244

最
最大传输单元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MTU), 14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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