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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档是 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VDI) 发行版 3.5 文档库的一部分，该文档库位于以下网址：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virtualdesktop/docs/index.html

该文档库包含以下文档：

《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发行说明》
该发行说明概述 Oracle VDI 中的新增功能、更改、已修复的错误和已知问题。

《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入门指南》
该入门指南介绍了 Oracle VDI 的入门知识，适用于刚开始使用本产品的管理员。

《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管理员指南》
该管理员指南是有关如何安装、配置和管理 Oracle VDI 的综合性指南。其中也包含故障排除信息。

《Enterprise Manager Plug-in User's Guide for 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该插件用户指南适用于熟悉 Oracle VDI 并需要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的综合监视功能的管理员。

《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Guide》
该安全指南是有关 Oracle VDI 安全方面的补充指南。该指南讨论了 Oracle VDI 系统管理员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目标读者
Oracle VDI 文档是为以下系统管理员编写的：他们需要安装和配置 Oracle VDI，从而将桌面部署到用户。此文档假设读
者对 Web 和虚拟化技术较为熟悉，并且对操作系统，例如 UNIX（包括 Linux）和 Windows 等有大概了解。

其他支持软件的文档
从下列位置可获得与 Oracle VDI 配合使用的其他支持软件的文档：

• Sun Ray 软件 和 Sun Ray 客户机，包括 Oracle Virtual Desktop Client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unrayproducts/docs/index.html

• Oracle VM VirtualBox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virtualbox/documentation/index.html

• Oracle Secure Global Desktop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ecuredesktop/docs/index.html

文档辅助功能
Oracle 致力于提高辅助功能，有关信息请访问 Oracle 辅助功能计划 Web 站点，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pls/
topic/lookup?ctx=acc&id=docacc。

获取 Oracle 支持
Oracle 客户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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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定
本文档中使用以下文本约定：

约定 含义
粗体 粗体字体表示与操作相关的图形用户界面元素，或表示文本或词汇表中定义的术语。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virtualdesktop/doc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unrayproducts/doc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virtualbox/documentation/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ecuredesktop/doc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docac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docac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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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 含义
斜体 斜体字体表示书名、强调或可使用特定值替代的占位符变量。
等宽字体 等宽字体表示段落中的命令、URL、示例中的代码、屏幕上显示的文字或您输入的文字。

文档修订版
文档生成日期： 2013-06-06 (revision: 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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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新增功能及更改

目录
1.1. 发行版 3.5 中的新增功能 ................................................................................................................... 1
1.2. 发行版 3.5 中的更改 ......................................................................................................................... 2
1.3. 关于 Oracle VDI 软件 .......................................................................................................................  3
1.4. 发行版 3.5 中修复的错误 ................................................................................................................... 4
1.5. 下一发行版中的更改 .........................................................................................................................  7

1.1. 发行版 3.5 中的新增功能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集成

Enterprise Manager Plug-in for Oracle VDI 通过添加特定目标和一组定制监视页来实现 Oracle VDI 集成。每个 Oracle
VDI 资源在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中都有自己的目标页。该插件还将这些目标分组，形成统一的分层视图，从而
使监视 Oracle VDI 环境变得非常轻松。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Enterprise Manager Plug-in User's Guide for 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利用 Microsoft App-V 实现应用程序虚拟化
本发行版可以支持 Microsoft Application Virtualization (App-V)。App-V 是一个应用程序虚拟化解决方案，通过它可将应
用程序从应用程序虚拟化服务器部署到任意桌面。应用程序从应用程序虚拟化服务器流式传输到桌面或根据需要在本地
缓存，然后在桌面本地运行。

您可以对 Oracle VM VirtualBox 池中的灵活桌面和个人桌面使用 App-V。支持 App-V 版本 4.6。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管理员指南》中的“利用 Microsoft App-V 实现应用程序虚
拟化”。

支持的新平台
Oracle VDI 和 Oracle VM VirtualBox 现在支持的安装平台包括以下操作系统：

• Oracle Linux 发行版 6.3

• Oracle Solaris 11.1

Oracle VDI 中心中的主机必须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Oracle Linux 或 Oracle Solaris）。不能在 Oracle VDI 中心中同时
使用 Oracle Linux 5 和 Oracle Linux 6 主机，或 Oracle Solaris 10 和 Oracle Solaris 11 主机。

对于 Oracle VM VirtualBox 桌面提供者，虚拟化主机必须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Oracle Linux 或 Oracle Solaris）。您可
以在一个提供者中混合使用 Oracle Linux 5 和 Oracle Linux 6 主机，或 Oracle Solaris 10 和 Oracle Solaris 11 主机。

Oracle Solaris 11 平台不能用作 Sun ZFS 存储类型，因为当前不支持 iSCSI 堆栈。

对于 Oracle Solaris 平台，分别提供了用于在 Oracle Solaris 10 和 Oracle Solaris 11 上安装 Oracle VDI 的软件归档文
件。确保下载正确的归档文件。

重新克隆特定桌面
通过新的重新克隆桌面操作 (vda desktop-reclone)，管理员能够选择要重新克隆的特定桌面。个人硬盘驱动器和用户分
配将保留并应用到新克隆。如果某个桌面的系统驱动器损坏，或者如果该桌面需要立即更新到最新的主修订版，此操作
将特别有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管理员指南》中的“重新克隆选定的桌面”。

导入和导出 Windows 用户配置文件
启用个人硬盘驱动器时，现在可以将一个网络共享位置指定为导入和导出 Windows 用户配置文件的位置。管理员可以指
定，在用户首次访问其个人桌面且存在新的导出用户配置文件操作 (vda pool-profiles-export) 用于备份用户配置文件时，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desktops-appv.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desktops-appv.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desktops-actions.html#desktops-actions-rec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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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共享位置导入用户配置文件。此功能仅适用于 Oracle VM VirtualBox 池且只有 Windows 7 及更高版本的桌面受支
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管理员指南》中的“关于个人硬盘驱动器和 Windows
用户配置文件”。

用于配置 Oracle VDI Kiosk 会话的新全局设置
新增了多种用于配置 Oracle VDI kiosk 会话的全局设置。通过这些设置可执行以下操作：

• 控制是否始终显示桌面选择器屏幕，即使所有可用桌面将全部显示在所有连接的监视器 (client.select.always) 上也是
如此。

• 控制在用户注销 (client.quit.onlogout) 时，是否结束 kiosk 会话。

• 在 "Desktop Login"（桌面登录）屏幕中的 "More Options"（更多选项）菜单中添加项目后，用户可以运行其他 kiosk
会话（例如，访问帮助台应用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向 "Desktop Login"（桌面登录）屏幕中添加帮助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管理员指南》中的“Oracle VDI Kiosk 会话的全局设置”。

用于重新加载 iSCSI 和 Sun ZFS 存储配置的新命令
新增的 vda provider-vb-reconfigure 命令可用于为 Oracle Linux 平台上的 Oracle VM VirtualBox 提供者重新加载 iSCSI
和 Sun ZFS 存储配置。如果在更新 VirtualBox 主机时升级主机操作系统，则可能需要使用此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见《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管理员指南》中的“在 Oracle VM VirtualBox 主机上重新加载 iSCSI 或 Sun
ZFS 存储配置”。

"Desktop Login"（桌面登录）和 "Change Password"（更改口令）屏幕的增强功能
"Desktop Login"（桌面登录）和 "Change Password"（更改口令）屏幕的功能已增强，在用户遇到登录失败或口令更改
失败问题时，可提供更有意义的错误消息。

1.2. 发行版 3.5 中的更改
所支持平台的变化

此发行版所支持的平台发生如下变化：

• 在 x86 平台上的 Oracle Linux（64 位）上运行的 Oracle VDI 和 Oracle VM VirtualBox：支持 Oracle Linux 发行版 5.8
和 6.3，不再支持 Oracle Linux 发行版 5.6 和 5.7。

由于错误号 13974640，所以在将 Oracle Linux 用作 VirtualBox 主机的平台时，必须使用 Unbreakable Enterprise
Kernel。不支持 Red Hat 内核。

• 在 x86 平台上的 Oracle Solaris（64 位）上运行的 Oracle VDI 和 Oracle VM VirtualBox：支持的最低 Oracle Solaris
10 发行版现在为 Oracle Solaris 10 发行版 8/11（更新 10）。支持 Oracle Solaris 11.1，不再支持 Oracle Solaris 10
发行版 09/10（更新 9）。

• VMware vCenter 桌面提供者：现在支持 VMware vCenter Server 5.1。不再支持 VMware vCenter Server 4.0 和
VMware VirtualCenter Server 2.5。

• 桌面平台：现在支持 Windows 8、Oracle Linux 发行版 6.3 和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 11.1。不再支持 Windows Vista
Enterprise、Windows XP SP2（32 位）、Windows 2000 SP4、Oracle Linux 5.6 和 Ubuntu 11.04。

自动故障转移的更改
Oracle VDI 中心中的主要主机也配置为 Sun Ray 故障转移组中的主服务器。在以前的发行版中，发生自动故障转移时，
会将 Oracle VDI 中心中的辅助主机提升为主要主机，该主机也会被重新配置为 Sun Ray 主服务器。从本发行版开始，
默认情况下在故障转移期间不再自动重新配置 Sun Ray 主服务器。

注意

如果使用的是嵌入式 Oracle VDI MySQL 数据库且发生了故障转移，将不会设置
vda.primary.host 属性，因为主数据库主机和 Sun Ray 主服务器不相同。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desktops-clone.html#clone-customization-personal-hard-drives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desktops-clone.html#clone-customization-personal-hard-drives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sun-ray.html#sun-ray-kiosk-helpdesk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sun-ray.html#sun-ray-kiosk-global-settings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desktop-provider-alarms.html#desktop-provider-reload-ocfs2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desktop-provider-alarms.html#desktop-provider-reload-ocf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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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VDI 中心还新增了 srs.primary.autofailover 属性，可用于控制是否在故障转移期间自动重新配置 Sun Ray 主服
务器，就像以前的发行版一样。该属性淘汰了在 Oracle VDI 以前发行版中使用的 srs.primary.autoconfig 属性。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见《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管理员指南》中的“调整自动故障转移”和“更改 Sun Ray 主服务
器”。

Root 用户的管理工具更改
在 Oracle Solaris 平台上，Oracle VDI 现在支持将 root 用户作为角色。您可以使用 su 或 sudo 命令来承担 root 角色，
以便运行需要 root 特权的 Oracle VDI 命令（例如 vda-config 命令）。将主机添加到 Oracle VDI 中心并将 root 配置为一
个角色后，系统会提示您输入在主要主机上承担 root 角色所需要的凭证。

在所有平台上，默认情况下不再为 root 用户分配 "Primary Administrator"（主管理员）角色。配置新的 Oracle VDI 中心
时，系统将提示您输入应具有 "Primary Administrator"（主管理员）角色的用户的用户名。然后，可以通过此用户授予其
他用户管理特权。root 用户与其他用户没有任何区别，如果向其分配了管理员角色，则只能访问 Oracle VDI Manager。
但是，在命令行中，即使没有为 root 用户分配任何管理员角色，他们也始终可以运行 Oracle VDI 命令。

从上一 Oracle VDI 发行版更新时，不会更改管理员列表，且仍会为 root 用户分配 "Primary Administrator"（主管理员）
角色。但是，其他主管理员现在可以使用 Oracle VDI Manager 或命令行删除或编辑 root 用户的角色分配。

模板修订版的更改
可以将特定模板的某个修订版指定为用于克隆池中桌面的主修订版。更改主修订版后，必须从新的主修订版重新克隆基
于该模板的所有桌面。这一操作不再是立即执行，而是可以安排执行操作的时间。您现在可以指定重新克隆桌面的日期
和时间，以及是与此同时重新创建已在使用的桌面，还是仅当其用户已注销后才重新创建。

对所支持语言环境的更改
用户可以从 Oracle VDI 登录屏幕中的一组语言中进行选择。语言和语言环境支持已进行如下更改：

• "Swedish"（瑞典语）语言环境不再可用。

• 现在支持 "Dutch"（荷兰语）语言环境。

对位置识别的更改
位置识别功能为 Windows 桌面和 RDS 会话增加了更多的漫游办公功能。此功能已扩展，可在 Windows 启动/登录脚本
中设置更多的环境参数。Oracle VM VirtualBox Guest Additions 已扩展，可支持在 VRDP 会话中使用更多的参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管理员指南》中的“位置识别”。

增强型智能卡支持
由于 Sun Ray 软件 的增强，智能卡服务现在也适用于 Oracle Linux 安装平台上的 Oracle VDI。智能卡服务（例如智能
卡验证）是通过 PC/SC-lite API 提供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Sun Ray 软件 管理指南》中的“智能卡服务”。

此外，Oracle VM VirtualBox 现在还针对 Windows 桌面的 VRDP 连接，支持智能卡设备重定向。智能卡可以与桌面一
起使用，例如，用于进行 PIN 验证，以及使用卡中存储的证书对电子邮件进行签名。另请参见错误号 14731581，了解
有关驱动程序的重要信息。

动态会话大小调整
利用动态会话大小调整功能可自动调整远程桌面的大小，使其适合本地桌面客户机会话的大小。从其他设备重新连
接到会话或使用可旋转的客户机设备（如平板电脑）时，会检测到新的屏幕配置并相应地调整会话屏幕尺寸。此功能
基于 XRandR 扩展，该扩展默认情况下在 Oracle VDI 中处于启用状态。但使用动态会话大小调整功能时，需要禁用
Xinerama 扩展。

1.3. 关于 Oracle VDI 软件
Oracle VDI 是一种利用虚拟化、用户目录、数据库以及桌面访问软件的分层软件解决方案。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vdi-center-failover.html#vdi-center-failover-tune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vdi-center-failover.html#vdi-center-srs-primary-change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vdi-center-failover.html#vdi-center-srs-primary-change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desktop-pools.html#vdi-location-awareness
http://docs.oracle.com/cd/E35310_01/E40129/html/Smart-Card-Ser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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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具有以下组件：

• Oracle VDI 发行版 3.5

• Sun Ray 软件 发行版 5.4

• MySQL Server 发行版 5.1.50

• Oracle VM VirtualBox 发行版 4.2.10

Oracle VDI 要求和平台支持
有关本发行版 Oracle VDI 的要求以及所支持平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管理员指
南》中的以下信息：

• Oracle VDI 系统要求

• Oracle VDI 更新要求

• 支持的用户目录

• Oracle VM VirtualBox 的系统要求

• Microsoft Hyper-V 的系统要求

• Microsoft 远程桌面服务的系统要求

• VMware vCenter 的系统要求

• 存储简介

• 受支持的桌面操作系统

有关经测试可用于 Sun Ray 客户机的外设的最新列表，请参见 Sun Ray 客户机和 Oracle Virtual Desktop Client 外设列
表。

其他支持软件
可与 Oracle VDI 一起使用的其他软件可使用以下链接下载：

• Oracle Linux

• Oracle Solaris

• Oracle Virtual Desktop Client

• Oracle Secure Global Desktop

支持文档
有关其他软件的更多信息，可使用以下链接查看：

• Sun Ray products documentation（Sun Ray Software 产品文档）：针对 Sun Ray 软件、Sun Ray Windows
Connector (uttsc) 和 Sun Ray 客户机（包括 Oracle Virtual Desktop Client）的发行说明、安装、配置和管理信息。

• Oracle VM VirtualBox documentation（Oracle VM VirtualBox 文档）：针对 VirtualBox 的用户和开发者文档。

• Oracle Secure Global Desktop documentation（Oracle Secure Global Desktop 文档）：针对 Oracle Secure Global
Desktop 的发行说明、安装、配置和管理信息。

1.4. 发行版 3.5 中修复的错误
下表列出了 Oracle VDI 发行版 3.5 中已修复的错误。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vdi-requirements.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vdi-update.html#vdi-update-requirements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directory-supported.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virtualbox.html#virtualbox-requirements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virtualization-microsoft.html#hyper-v-requirements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virtualization-microsoft.html#microsoft-rds-requirements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vmware-vcenter.html#vmware-vcenter-requirements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storage.html#storage-introduction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desktops-about.html#desktops-supported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unrayproducts/doc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linux/download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0/download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unrayproducts/download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ecuredesktop/download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unrayproducts/doc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virtualbox/documentation/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ecuredesktop/doc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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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Oracle VDI 发行版 3.5 中修复的错误

错误号 说明
12283093 rfe: export of normal template's revision without sysprep should work（rfe：应该能够在不使用

sysprep 的情况下导出普通模板的修订版）
12537944 win7-32 vb template cloning the desktops with win-xp fastprep settings（win7-32 vb 模板使用

win-xp fastprep 设置克隆桌面）
12576708 vda center module gives up too soon, if resynchronization fails（如果重新同步失败，VDA 中

心模块将过早终止）
13040580 error message is not correct, when trying to change password for Active Directory users（尝

试更改 Active Directory 用户的口令时，未正确显示错误消息）
13494436 changed machine configuration are not taking effect when it is in running state（更改后的计算

机配置在运行时不起作用）
13581894 usability: copy template revision job is not showing % in ui（可用性：复制模板修订版作业在

UI 中未显示百分比）
13595173 VirtualBox host memory overhead should be configurable（VirtualBox 主机内存开销应该是可

配置的）
13608252 iscsiadm has returned non-standard device name, which fails with parted（iscsiadm 返回了非

标准的设备名，使用 parted 进行处理时失败）
13686452 "name pattern" in the cloning tab should be validated（应该验证 "Cloning"（克隆）选项卡中

的 "name pattern"（名称模式））
13702159 Sun Ray rdp settings in the wrong place（Sun Ray RDP 设置处于不正确的位置）
13732353 when vb-install checks for running/reg. vms it does not query with the right user（vb-install 检

查正在运行的/已注册的 VMS 时，未针对相应的用户进行查询）
13732360 all apache related config should be removed from vb-install（应从 vb-install 中删除所有

apache 相关配置）
13737419 vb-install shows install successful even though it is not configured correctly（vb-install 即使未

正确配置也显示成功安装）
13774639 vda-install should warn the user if firmware is not installed（如果未安装固件，vda-install 应提

醒用户）
13818316 lun handling for iscsi storage（针对 iscsi 存储的 LUN 处理）
13827564 [secret] word is missing in vda-center usage message for srs.password（在 vda-center 使用情

况消息中，srs.password 缺少 [secret] 一词）
13827921 vda-center usage says multiple properties can be set, whereas it does not allow（vda-center

使用情况指出可设置多个属性，但是并不允许这样做）
13827950 on executing cli vda-center setprops -s srs.password, cusor simply blinks（在执行 cli vda-

center setprops -s srs.password 时，光标一直闪烁）
13845458 vdi should not refresh personal desktops that have never been accessed（vdi 不应刷新从未访

问的个人桌面）
13849579 rfe: implement an more advanced functionality to trigger a failover（rfe：实现更高级的功能以

触发故障转移）
13864695 bug: aksh: failed to execute script: array\[x\].substring is not a function（错误：aksh：无法执

行脚本：array\[x\].substring 不是函数）
13869281 vb-install is not configured correctly for non-root user（未针对非 root 用户正确配置 vb-

install）
13876630 adding VirtualBox host to lc provider fails with error（将 VirtualBox 主机添加到 lc 提供者时失

败，并出现错误）
13885537 unregistering and deleting vms is prompted when vms are not cloned by vdi（未通过 vdi 克隆

VM 时，会提示取消注册并删除该 VM）
13885626 vb-install unregisters the vms which has a name vda（vb-install 取消注册名为 vda 的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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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号 说明
13885707 unable to install VirtualBox when the user has an underscore in it（如果用户名中有下划线，

则无法安装 VirtualBox）
13886621 vc recycle fails due to poweroff failure when desktop is already powered off（桌面电源已经关

闭，但 vc 回收却因电源关闭故障而失败）
13886800 rpm -qi with vda rpms shows vendor as Sun Microsystems（rpm -qi 带有 vda rpms 时，显示

的供应商为 Sun Microsystems）
13896425 message "still in preparation and not ready for use yet" is confusing（消息“仍然在准备，还不

能使用”令人费解）
13897950 refresh desktop job fails with recycling failed: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刷新桌面作业失

败且无法回收：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13902103 sysprep cloning is failing when VirtualBox user is non-root user（VirtualBox 用户为非 root 用

户时 sysprep 克隆失败）
13902927 change logic for checking user directory connection from system monitor（更改用于从系统监

视器检查用户目录连接的逻辑）
13907743 Swedish option should be removed from desktop selector（"Swedish"（瑞典语）选项应从桌

面选择器中删除）
13914941 hotdesking to same dtu, when connecting to vdi service is seen gives vdi login screen（漫游

办公到同一 dtu 时，已显示连接到 vdi 服务，但出现了 vdi 登录屏幕）
13918245 second server cannot join primary server, when primary server runs other than 11174

port（主服务器在 11174 端口之外的端口上运行时，辅助服务器无法加入主服务器）
13918573 vda.ssl.shared.password is seen in vda-config log file（在 vda-config 日志文件中出现

vda.ssl.shared.password）
13924690 non-root user able to copy the preserve.db file（非 root 用户能够复制 preserve.db 文件）
13939750 log file: "error: group vboxusers does not exist" is seen（日志文件：显示“错误：组 vboxusers

不存在”）
13954018 "installing Sun Ray server" seen while installing vdi instead of Sun Ray 软件（安装的是 vdi 而

非 Sun Ray Software，但显示“正在安装 Sun Ray 服务器”）
13960465 rfe: oracle vdi kiosk script does not allow exist（rfe：oracle vdi kiosk 脚本不允许存在）
13968872 ok button is not enabled, after selecting desktop to add（选择要添加的桌面后，未启用

"OK"（确定）按钮）
13973210 remove leading and trailing "white" spaces in vdi login name（删除 vdi 登录名开头和结尾处的

空格）
13974368 vrdp vms doesn't come on both screen when xinerama enabled on multihead（在多显示端启

用 xinerama 时，vrdp vms 未出现在两个屏幕中）
13996765 rfe: to allow root user access to be disabled in vdi admin gui（rfe：允许在 vdi 管理 gui 中禁用

root 用户访问权限）
14011396 firewall selinux is not checked correctly in vb-install script（未在 vb-install 脚本中正确检查防火

墙 selinux）
14018086 VirtualBox storage ping is filling virtualbox logs with unnecessary errors（对 VirtualBox 存储进

行 ping 操作时，virtualbox 日志中充满了无用的错误信息）
14026511 vdi upgrade breaks sgd broker integration（vdi 升级中断了 sgd 代理程序的集成）
14100669 message is gives wrong information, when adding local storage to VirtualBox provider（在将

本地存储添加到 VirtualBox 提供者时，消息中显示了错误信息）
14180462 esc - unable to add new VirtualBox host to an existing desktop provider（esc - 无法将新的

VirtualBox 主机添加到现有桌面提供者）
14189384 VirtualBox throws error message, when running template is selected to copy to desktop（选择

将正在运行的模板复制到桌面时，VirtualBox 抛出了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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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号 说明
14191586 potential data loss: no database backup at failover（有可能丢失数据：故障转移时未备份数据

库）
14219400 start operation should not be allowed on a desktop which is duplicating（不应在复制的桌面上

允许启动操作）
14273748 vc cloning is failing after migration from 3.3.2 to 3.4.1（从 3.3.2 迁移到 3.4.1 后，vc 克隆失

败）
14397867 switch to using VirtualBox groups, rather than /vda（改用 VirtualBox 组而非 /vda）
14459741 viewing resources, configured vapp in vmware datacenter triggers gui logout（查看 vmware

数据中心中配置的 vapp 资源会触发 gui 注销）
14561489 esc:multiple vdi center env load balancing does not work correctly（esc：多 vdi 中心环境下的

负载平衡未正常运行）
14585573 showing/skipping desktop selection should be made configurable（显示/跳过桌面选项应该是

可配置的）
14689936 enable vrdp mmr for windows desktops（为 Windows 桌面启用 vrdp mmr）
14744341 ovdi cluster agent does not start, if terminated while propagating updates（ovdi 群集代理如果

在传播更新时终止，则不会启动）
14828205 esc - production monitor thread for provider 'vbox' encountered npe（esc - 提供者 'vbox' 的生

产监视线程遇到了 npe）
14843114 the replication (slave) server should not accept "write" client connections（复制服务器（辅

助）不应接受“写入”型客户机连接）
14843305 the user-data imported to the db-slave-server is not "loaded"（导入到数据库辅助服务器的用户

数据未“加载”）
15831293 vda.admin.superuser setting should not be stored in cluster map（vda.admin.superuser 设置

不应存储在群集映射中）
15831507 srs replication should not participate in failover by default（默认情况下，srs 不应参与故障转

移）
16087752 esc: space in srss registered token owner breaks vda kiosk（esc：srss 注册的令牌所有者中

的空格导致 vda kiosk 中断）
16170898 bug: enable / maintenance state is not in sync for local storage（错误：本地存储的启用/维护

状态不同步）
16203033 installer should warn if the used image is for the wrong platform（如果所用映像不适用于所需

的平台，安装程序应发出警告）
16222629 delete unresponsive flexible desktops after a configurable amount of time（经过一段时间后

（时间可配置），删除不响应的灵活桌面）

1.5. 下一发行版中的更改
在 Oracle VDI 的下一发行版中将不再支持 Microsoft Hyper-V 桌面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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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已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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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性能更新
在 Oracle Linux 6 和 Oracle Solaris 11 系统中存在一些已知问题，会影响大量会话（每个服务器同时有 80 个以上的会
话）情况下的可伸缩性。存在这些限制是由于系统 DBus 和 gdm 进程中配置的某些默认设置以及文件描述符资源上限过
低。以下解决方法可用于扩展伸缩性。

Oracle Linux 6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Oracle VDI 主机。

2. 通过使用以下行创建 /etc/dbus-1/system-local.conf 文件来更改默认 DBus 资源限制：

<!DOCTYPE busconfig PUBLIC "-//freedesktop//DTD D-Bus Bus Configuration 1.0//EN"
 "http://www.freedesktop.org/standards/dbus/1.0/busconfig.dtd">
<busconfig>
  <!-- default for this is 2048 -->
  <limit name="max_completed_connections">32768</limit>
  <!-- default for this is 256 -->
  <limit name="max_connections_per_user">4096</limit>
</busconfig>

3. 重新引导主机使更改生效。

Oracle Solaris 11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Oracle VDI 主机。

2. 通过使用以下行创建 /etc/dbus-1/system-local.conf 文件来更改默认 DBus 资源限制：

<!DOCTYPE busconfig PUBLIC "-//freedesktop//DTD D-Bus Bus Configuration 1.0//EN"
 "http://www.freedesktop.org/standards/dbus/1.0/busconfig.dtd">
<busconfig>
  <!-- default for this is 2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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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name="max_completed_connections">32768</limit>
  <!-- default for this is 256 -->
  <limit name="max_connections_per_user">4096</limit>
</busconfig>

3. 通过将 plimit 命令添加到 /etc/init.d/utsyscfg 文件来更改系统 DBus 守护进程的文件描述符资源上限。

在 start) 行（第 320 行）后面，添加以下行：

if [ -x /bin/plimit ]; then
 DPID=$(pgrep -f "dbus-daemon --system")
 if [ -n "$DPID" ]; then
  plimit -n 16384 $DPID
 fi
fi

4. 通过替换 /lib/svc/method/svc-gdm 文件中的一行来强制系统 gdm 进程使用 Solaris 扩展文件工具。

将 /usr/sbin/gdm $arg & 行替换为以下两行：

ulimit -n 16384
LD_PRELOAD_32=/usr/lib/extendedFILE.so.1 /usr/sbin/gdm $arg &

5. 重新引导主机使更改生效。

2.2. 在 Oracle Solaris 平台上安装 VirtualBox 时系统挂起（Sun 错误号
7116094）

在某些情况下，安装 Oracle VM VirtualBox 时系统会挂起。

此问题会影响运行 Oracle Solaris 10 8/11（更新 10）的大型服务器，如 Sun Fire X4470 M2。

要安装 VirtualBox，必须对系统应用 IDR（Interim Diagnostics and Relief，临时诊断和救援）。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My Oracle Support 上的知识文档 ID 1451285.1。

2.3. 未按预期显示 "Console Already in Use"（控制台已在使用中）警告
（错误号 12364760）

在给定桌面中打开另一个控制台时，会出现一个警告，表明 "Console Already in Use"（控制台已在使用中）。但此消息
未按预期出现。例如，假设您已经创建了一个 VirtualBox 桌面提供者和池，导入并克隆了桌面，然后打开桌面的 kiosk
会话，从管理 GUI 启动该桌面的控制台，此时您看到 ctrl+alt+del 屏幕，但未显示警告。

2.4. 关闭存储时虚拟化主机崩溃（错误号 13557337）
如果存储主机已关闭（或发生崩溃），并且关联的 Oracle 群集文件系统第 2 版 (Oracle Cluster File System version 2,
OCFS2) 文件系统仍挂载在虚拟化主机上，则虚拟化主机将发生崩溃。

如果需要重新引导存储主机，请先为存储启用维护模式，请参见《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管理员指南》中
的“存储维护”。这样可使 Oracle VDI 取消挂载 OCFS2 文件系统。存储处于维护模式后，可以对其进行重新引导。

如果您使用 Sun ZFS 存储或 iSCSI 存储，则此问题会影响 Oracle Linux 平台上的 VirtualBox 主机。

2.5. Bash 提示符可中断 SSH 连接（错误号 13572569）
Oracle Linux 平台上 root 用户的默认 shell 是 bash。Oracle VDI 运行 ssh 命令时，它将接收用户的 bash 环境生成的任
何字符，例如 $HOME/.bashrc 中的脚本和别名。

如果 Oracle VDI 将接收到的某些字符解释为转义符，则会中断 SSH 连接。

2.6. 在模板导入期间，存储主机显示为不响应（错误号 13639979）
在进行模板导入作业期间，即使有存储可用，存储主机也可能显示为不响应，并显示紧急警报。

https://support.oracle.com/epmos/faces/ui/km/DocumentDisplay.jspx?id=1451285.1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maintenance-mode.html#maintenance-mode-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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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网络速度很慢的情况下，在导入模板时，存储利用率可能会达到 100%，因而无法执行其他作业。当模板导入作
业完成时，存储主机状态会恢复为启用。

2.7. vb-install 脚本未检查所有用户的 VM（错误号 13732353）
在执行 vb-install 脚本进行升级或卸载时，它会先检查是否有已注册的和正在运行的 VM，以确定是否需要将其停止和/或
取消注册。在此脚本中，VBoxManage 会检查是否有 VM，但是它始终以 root 用户身份执行，并且始终仅返回为 root 用
户配置的 VM。应当以先前安装 VirtualBox 时所用的用户身份执行 VBoxManage，这样才能列出 VM、关闭电源或执行
任何其他类似功能。

2.8. 执行添加操作时，无法将 VirtualBox 主机添加到桌面提供者（错误号
13944126）

假设一个 Oracle VM VirtualBox 桌面提供者已添加了一个主机，如果您尝试在现有 "Add Storage"（添加存储）作业仍在
进行中时添加另一个 VirtualBox 主机，不会在另一个主机上创建存储挂载点，系统将在 Cacao 日志中写入一个异常。

要避免此情况，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确保 "Add Storage"（添加存储）作业已成功完成，然后再尝试添加另一个存储主机。

• 在添加所有 VirtualBox 主机之后，再向桌面提供者添加存储主机。

2.9. 在使用 Red Hat 内核的 Oracle Linux 主机上无法启动 Windows 7 桌
面（错误号 13974640）

Windows 7 虚拟机需要异步 I/O 才能正常运行。

当将 Oracle Linux 用作 Oracle VM VirtualBox 虚拟化主机的平台时，将使用 Oracle 群集文件系统第 2 版 (Oracle
Cluster File System version 2, OCFS2) 配置 iSCSI 和 Sun ZFS 存储类型。由于错误，使用 Red Hat 内核时，OCFS2
不支持异步 I/O。使用 Oracle 的 Unbreakable Enterprise Kernel 时，此错误不影响 OCFS2。

因此，在本发行版中，如果您使用 Oracle Linux 作为 VirtualBox 主机的平台，必须使用 Unbreakable Enterprise
Kernel。不支持 Red Hat 内核。

这会导致以下后果：

• 如果使用 Unbreakable Enterprise Kernel，则只能使用 vb-install 脚本来安装捆绑的 VirtualBox 发行版。

• 如果使用 Unbreakable Enterprise Kernel，则只有 Single Oracle VDI Host Configuration（单个 Oracle VDI 主机配
置）模式受支持。

2.10. 会话与 Ubuntu 12.04 桌面意外断开连接（错误号 14254390）
使用 Ubuntu 12.04 作为桌面平台并将 Unity 用作桌面环境时，用户可能与其桌面会话意外断开连接。

解决方法是改用 Gnome 经典桌面环境。

2.11. 更新 Oracle VDI 后，用户无法连接到其 Windows 桌面（错误号
14272752）

将 Oracle VDI 更新到发行版 3.4 或更高版本后，用户可能会发现无法再连接到其 Windows 桌面。该问题会影响配置为
自动登录 (auto-logon) 的桌面，并且已知特别会影响池中将 Microsoft RDP (MS-RDP) 用作桌面协议的 Windows XP 桌
面。

为了使用户自动登录，Oracle VDI 会提供用户名、口令和域名。在以前的发行版中，Oracle VDI 使用通常与 NetBIOS
名称相同的简写域名。而 Oracle VDI 发行版 3.4 及更高版本在默认情况下使用全限定域名 (fully-qualified domain name,
FQDN)，因为这可能与 NetBIOS 名称不同，所以自动登录会失败。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1/html/vdi-centers-about.html#vdi-centers-single-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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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是将池配置为使用 NetBIOS 名称作为域名。在 Oracle VDI Manager 中，选择一个池，转至 "Settings"（设
置）选项卡并取消选择 Use 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使用全限定域名）选项。在命令行上，使用 vda pool-
setprops --properties=fqdn-login=disabled pool-name 命令。此选项仅适用于链接到 Active Directory 类型的公司的池。

2.12. 重新克隆会创建重复的保留桌面（错误号 14577906）
使用重新克隆桌面操作（在 Oracle VDI 发行版 3.5 中引入）重新克隆所选桌面时，会生成重复的桌面且这些桌面一直处
于 "Reserved"（保留）状态。

可以放心地删除重复桌面。

2.13. 在 Oracle Linux 平台上使用 VRDP 时，桌面性能很差（错误号
14731581）

此问题仅出现在同时用作 Oracle VDI 主机和 Oracle VM VirtualBox 主机的 Oracle Linux 主机中。

当虚拟机在同时还承载用户会话的主机上运行时，如果连接协议为 VRDP，则桌面的性能就会很差。

此问题是由于回送网络接口与 Sun Ray Windows Connector (uttsc) 接收缓冲区之间的最大传输单元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MTU) 不匹配所致。

解决方法是减小回送接口的 MTU，使它小于 uttsc 接收缓冲区，该缓冲区大小为 8192 字节。为此，可执行如下操作：

1. 使用 ifconfig 命令检查回送接口的当前 MTU。

例如：

# /sbin/ifconfig lo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inet6 addr: ::1/128 Scope:Host
          UP LOOPBACK RUNNING  MTU:16346  Metric:1
          RX packets:134095573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34095573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82894163173 (77.2 GiB)  TX bytes:82894163173 (77.2 GiB)

2. 如果 MTU 为 8192 字节或者更多，请使用 ifconfig 命令将回送接口的当前 MTU 更改为 8154 字节。

MTU 必须小于 8192 字节。值 8154 字节已经过测试且已知可解决此问题。

例如：

# /sbin/ifconfig lo mtu 8154

使用 ifconfig 命令验证回送接口的 MTU 是否已更改。

2.14. 与缺少 USB 智能卡读卡器设备驱动程序相关的问题（错误号
14731581）

VirtualBox RDP (VRDP) 通过模拟 USB 智能卡读卡器（SCR335 USB 智能卡读卡器设备）来支持智能卡。Windows 中
不包含此设备的驱动程序。

在使用系统准备功能的池中，克隆可能会失败，原因是 Windows 桌面无法安装此设备的驱动程序（这些桌面会卡在
"Found New Hardware Wizard"（发现新硬件向导）屏幕）。

在未使用系统准备功能的池中，用户首次登录到桌面时，他们会看到 "Found New Hardware Wizard"（发现新硬件向
导）屏幕（适用于 Windows XP 桌面）或 "Driver Software Installation"（驱动程序软件安装）窗口（适用于 Windows 7
和更高版本的桌面）。

对于 Windows 7 和更高版本的桌面，Windows 在检测到此设备时，能够使用 Windows Update 自动安装所需的驱动程
序。对于 Windows XP 桌面，必须手动安装设备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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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设备出现此问题，最好在模板或桌面中安装设备驱动程序。您可以从以下位置下载驱动程序：

http://support.identive-infrastructure.com/download_scm/download_scm.php?lang=1

在下载页面上，选择 SCR335 设备和所需的操作系统，浏览 SCR3xxx PC/SC 安装程序，然后下载
SCR3xxx_Win_drivers_only_installer_V<version>.zip 文件。

因为智能卡设备是 USB 设备且默认启用 USB 支持，因此在使用 VRDP 的池中会出现驱动程序问题，即使在池 RDP 设
置中禁用智能卡设备重定向也是如此。如果池使用的是 Microsoft RDP，则不会出现驱动程序问题。

2.15. 使用 Firefox 无法登录到 Oracle Solaris 11 上运行的 Oracle VDI
Manager（错误号 14802239）

Oracle Solaris 11 使用的是传输层安全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TLS) 版本 1.1，但 Firefox 尚不支持此
版本。使用 Firefox 连接到 Oracle Solaris 11 上运行的 Oracle VDI Manager 时，浏览器会报告错误代码
ssl_error_internal_error_alert。解决方法是在 Firefox 中禁用 TLS 1.0，然后进行连接和验证。

1. 在 Firefox 中禁用 TLS 1.0。

要访问此设置，请打开 Options（选项）窗口，依次选择 Advanced（高级）和 Encryption（加密）选项卡。

2. 登录到 Oracle VDI Manager。

Firefox 将存储服务器证书，用于以后的连接。

3. 成功登录后，可在 Firefox 中重新启用 TLS 1.0。

2.16. Oracle VDI 安装会在安装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时挂起（错误
号 15909269）

由于已知的 Java SE JDK 和 JRE 问题（错误号 15911373），Oracle VDI 安装可能会在 "+ Installing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步骤中挂起。在基于 VMware vCenter/ESXi 5.1 的虚拟机中运行 Oracle Solaris 10 更新 10 时，会观察
到此行为。

如果 Oracle VDI 安装在此步挂起，请使用以下解决方法使安装继续正常进行：

1. 查找 vda-install-java 命令的进程 ID (process ID, PID)。

例如，使用 ps -ef | grep vda-install 命令。

2. 使用该 PID 查找挂起的进程。

例如，使用 ptree PID 命令。

列表尾部显示的进程就是阻止安装的进程。

3. 终止挂起的进程。

例如，使用 pkill smbios 命令。

如果已因为此问题退出安装，则在尝试重新安装 Oracle VDI 时，安装可能会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There was a
problem installing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此错误是由于在 /opt/SUNWvda 目录中存在以前的 JRE 安装所致。要
解决此问题，请删除 /opt/SUNWvda 目录并重新安装 Oracle VDI。如果安装在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安装步骤中
挂起，请应用上述解决方法使安装继续进行。

2.17. 如果主机磁盘已满，则与数据库的连接会丢失（错误号 15921366）
如果承载 Oracle VDI 数据库的磁盘已满，则与数据库的连接会丢失。此问题会同时影响嵌入式 MySQL 数据库和远程数
据库并可导致故障转移。

Cacao 日志包含以下错误：

http://support.identive-infrastructure.com/download_scm/download_scm.php?l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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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Exception: java.sql.SQLException: Got error 28 from storage engine 
Error Code: 1030

解决方案是确保主机具有足够的可用磁盘空间。如果使用的是嵌入式 MySQL 数据库，则数据库位于 /var/opt/
SUNWvda/mysql 中。

2.18. 由于虚拟磁盘 UUID 无法更新，模板导入失败（错误号 16175655）
这是文件权限和所有权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 VirtualBox 用户为非 root 用户的安装中。导入模板期间，如果已存在具有
相同 UUID 的磁盘映像（例如，因为之前已导入相同的模板，或此 UUID 已分配给不由 Oracle VDI 控制的其他虚拟机的
磁盘），则必须更改虚拟磁盘的 UUID。不是 root 用户的 VirtualBox 用户不具备将新 UUID 分配给虚拟磁盘映像文件的
必要权限。

解决方法是在导入源模板之前，在虚拟磁盘映像文件中手动更改 UUID。使用 /usr/bin/VBoxManage 命令（Oracle Linux
平台）或 /opt/VirtualBox/VBoxManage 命令（Oracle Solaris 平台）可执行此操作。

命令语法为：

VBoxManage storageattach "<VM_name>" --storagectl "<controller_name>" \
--port "<controller_port_no>" --device "<device_no>" --type "hdd" \
--medium "<path_to_disk_image>" --setduuid "<new_disk_image_uuid>"

首先，在虚拟机配置中查找必需的参数。您需要存储控制器名称以及连接的介质或虚拟磁盘的端口号和设备号。介质类
型为 "hdd"。在存储控制器配置部分还会显示虚拟磁盘的完整路径。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更改名为 windows-7-template 的虚拟机所连接的虚拟磁盘的 UUID。

VBoxManage showvminfo "windows-7-template" --machinereadable

[...]
storagecontrollername0="IDE Controller"
storagecontrollertype0="PIIX4"
storagecontrollerinstance0="0"
storagecontrollermaxportcount0="2"
storagecontrollerportcount0="2"
storagecontrollerbootable0="on"
storagecontrollername1="SATA Controller" 
storagecontrollertype1="IntelAhci"
storagecontrollerinstance1="0"
storagecontrollermaxportcount1="30"
storagecontrollerportcount1="1"
storagecontrollerbootable1="on"
"IDE Controller-0-0"="none"
"IDE Controller-0-1"="none"
"IDE Controller-1-0"="/usr/share/virtualbox/VBoxGuestAdditions.iso"
"IDE Controller-ImageUUID-1-0"="44d80449-ff62-4d9f-b96f-37bd8f5b50b8"
"IDE Controller-tempeject"="off"
"IDE Controller-IsEjected"="off"
"IDE Controller-1-1"="none"
"SATA Controller-0-0"="/home/vboxuser/VirtualBox VMs/windows-7-template/windows-7-template.vdi"
"SATA Controller-ImageUUID-0-0"="71936354-7f1f-41ac-ba44-92aabd28b72c"
[...]

VBoxManage storageattach "windows-7-template" --storagectl "SATA Controller" \
--port "0" --device "0" --type "hdd" \
--medium "/home/vboxuser/VirtualBox VMs/windows-7-template/windows-7-template.vdi" \
--setduuid "71936354-7f1f-41ac-ba44-92aabd28b740"

2.19. VMware Windows 8 克隆失败（错误号 16209372）
由于已知的 VMware 问题，如果选择使用 VMware 定制规范进行定制，则在 VMware 上克隆 Windows 8 桌面可能会失
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VMware 知识库文章 ID 2037366。

2.20. 在 Oracle Linux 6 平台上不显示桌面登录屏幕（错误号 16269057）
在 Oracle Linux 6 平台上安装 Oracle VDI 之后，可能不显示 "Desktop Login"（桌面登录）屏幕。此问题是由 GNOME
显示管理器 (GNOME Display Manager, GDM) 处于不正确状态所导致。

http://kb.vmware.com/kb/203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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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是重新引导主机。

2.21. 在启动漫游办公或执行关开机循环后，使用 VRDP 连接的 Windows
7 媒体播放挂起（错误号 16343063 和 16355589）

在 Windows 7 桌面中使用 VRDP 连接播放媒体内容时，如果启动漫游办公或对 Sun Ray 客户机执行关开机循环，则媒
体播放可能会意外终止。

解决方法取决于媒体的播放方式。

• 对于在浏览器中播放的媒体，请断开与 Windows 7 桌面的连接，然后重新登录。锁定的浏览器窗口应该不会再出现，
可以重新启动媒体播放。

• 对于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播放的媒体，必须使用 Windows 任务管理器终止此进程。如果使用了位置识别，则
可以在 "Disconnect Actions"（断开连接操作）中添加一个脚本，以在客户机断开连接时终止 Windows Media Player
进程。请参见位置识别。

http://docs.oracle.com/cd/E36500_01/E36514/html/desktop-pools.html#vdi-location-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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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供有关如何提供反馈以及如何联系 Oracle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VDI) 产品支持的信息。

3.1. 提供反馈和报告问题
要提供反馈或询问一般问题，您可以在 Oracle VDI 和 Sun Ray 软件 社区论坛上的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and
Sun Ray 客户机 General Discussion（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和 Sun Ray 客户机综合讨论区）中发布帖子。论坛
由社区监管，在 Oracle VDI 和 Sun Ray 软件 社区论坛中发布的帖子不一定能得到 Oracle 的答复。如果您需要报告问题
且签订了“Oracle 标准支持协议”，则应通过 Oracle 技术支持（位于 https://support.oracle.com）创建案例。

如果您要报告问题，请提供以下信息（如果适用）：

• 问题描述，包括问题发生时的情形及其对操作的影响。

• 计算机类型、操作系统发行版、浏览器类型和版本、语言环境和产品发行版，包括应用的任何修补程序以及可能影响
问题的其他软件。

• 用来重现问题的方法的详细步骤。

• 任何错误日志或核心转储。

3.2. 联系 Oracle 专家支持
如果您具有 Oracle 客户支持标识符 (Customer Support Identifier, CSI)，请先尝试使用 My Oracle Support 解决您的问
题，网址为 https://support.oracle.com。Oracle 标准支持 CSI 并不包含定制支持、第三方软件支持或第三方硬件支持。

如果无法解决问题，请通过 Oracle 专家支持团队创建一个案例，寻求解决/修复生产问题的技术协助。做出答复的支持
工程师将需要下列信息才能开始解决问题：

• 您的 Oracle 客户支持标识符。

• 出现问题的产品。

• 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的简短说明。

• 您拥有的任何日志或支持包，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3.3 节 “支持包”。

如果您不知道自己的 CSI，请找到您所在国家/地区的相应服务中心 (http://www.oracle.com/us/support/
contact-068555.html)，然后联系 Oracle 服务部门来创建一个非技术服务请求 (service request, SR)，获得您的 CSI。获
得 CSI 后，便可以继续通过 My Oracle Support 创建案例。

3.3. 支持包
Oracle VDI 可以生成包含来自 Oracle VDI 中心中每台主机的日志文件和系统配置的支持包。Oracle 支持人员可以使用
此信息分析和诊断系统问题。

管理员可以使用 vda-center bundle-create 命令生成支持包。可以上载支持包文件以供 Oracle 支持人员进行进一步分
析。

生成支持包
要生成新支持包，请在 Oracle VDI 中心中的任意主机上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以下命令：

http://forums.oracle.com/forums/forum.jspa?forumID=915
http://forums.oracle.com/forums/forum.jspa?forumID=915
https://support.oracle.com
https://support.oracle.com
http://www.oracle.com/us/support/contact-068555.html
http://www.oracle.com/us/support/contact-0685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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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SUNWvda/sbin/vda-center bundle-create

Creating support bundle for Oracle VDI 中心 "VDI Center"
A support bundle will be created on each host before collecting them together.
+ Start support bundle creation on vdi1.example.com...
+ Start support bundle creation on vdi2.example.com...
+ Done (vdi1.example.com)
+ Done (vdi2.example.com)

Collecting support bundles
+ Get support bundle from vdi2.example.com...
+ Done (269714541 Bytes moved.)

Creating archive of support bundles
+ Creating tarball...

The support bundle is located at '/var/tmp/VDI-Center-11_05_29_17-09-22.tar.'.

默认情况下，此命令会在 Oracle VDI 中心中的每台主机上创建一个支持包。创建每个支持包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创
建完所有支持包后，会将其复制到运行该命令的主机。然后，所有支持包会被合并为一个 tar 归档文件。默认情况下，
该归档文件存储在 /var/tmp 中。

支持包使用 Oracle VDI 中心代理与 Oracle VDI 中心中的主机进行远程通信。如果无法联系到主机（例如由于网络问
题），则会显示警告，并且只会为可以联系到的主机创建支持包。

可以使用以下一个或多个选项调整 vda-center bundle-create 命令的行为：

vda-center bundle-create [-l |--localhost]
                         [-h <host1>,<host2> | --host=<host1>,<host2>]
                         [-d <directory> | --directory=<directory>]
                         [-v |--verbose]
                         [-g |--get]
                         [-b |--backup]
                         [<file name>]

表 3.1. vda-center bundle-create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l 只为运行命令的主机生成支持包。

即使 Oracle VDI 中心代理不再在该主机上运行，此选项依然有效。
-h <host1>,<host2> ... 仅为指定主机生成支持包。
-d <directory> 指定其他目录来存储支持包。

所有主机上必须都存在指定目录。

出于安全考虑，此目录必须是 /tmp、/var/tmp/、/var/run/ 或 /var/opt/
SUNWvda/ 中的目录或子目录。

-v 创建完支持包后打印出附加信息消息。
-g 从个主机获得支持包，但不将其合并为一个 tar 归档文件。
-b 在支持包中包含全部 Oracle VDI 备份数据。

此选项可导出 Oracle VDI 数据库的全部内容并将其包含在支持包中。
<file name> 指定 tar 归档文件的名称。

如果没有指定名称，则默认情况下使用名称 <center name>-<date>。

上载支持包
对于最大不超过 2 GB 的支持包，可在 My Oracle Support (MOS) 的服务请求 (Service Request, SR) 过程中将文件上
载。

• 如果仍在记录 SR 的过程中，则在 SR 的 Upload Files/Attachments（上传文件/附件）步骤中上载支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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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记录了 SR 并且需要稍后上载文件，请按照如下方式继续操作：

1. 登录到 MOS 并打开 Dashboard（面板）或 Service Request（服务请求）选项卡。

2. 在 Service Request（服务请求）区域，单击要更新的 SR。

3. 在 Update（更新）部分，选择 Add Attachment（添加附件）。

4. 在弹出式窗口中，选择要上载的文件并包括所有注释，然后单击 Attach File（附加文件）。

对于大小超过 2 GB 的支持包，可以使用 Oracle 技术支持部门提供的文件传输服务（位于 supportfiles.sun.com）进行
上载。Oracle 技术支持部门可能要求您使用其他机制上载。

1. 使用浏览器或 FTP 客户机，转至 supportfiles.sun.com。

2. 选择要上载的支持包文件。

3. 为文件选择目标。

除非 Oracle 支持另有要求，否则请选择 cores 目录。

4. 为文件输入案例编号。

当您建立好服务请求后，Oracle 支持会为您提供案例编号。提供案例编号可确保文件与服务请求正确关联。

5. 单击 "Upload"（上载）按钮可上载文件。

某些浏览器不会显示上载的进度。

请勿多次单击 "Upload"（上载）按钮，因为这样会重新启动传输。

上载完成后，会显示确认消息。

确认消息包含已上载文件的完整路径。将完整路径写在文件中，以便可以在文件未与正确案例编号关联的情况下，向
Oracle 支持提供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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