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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本文档提供有关安装Oracle Solaris 11.1操作系统和更新已安装的系统的快速入门指南。

您希望做什么？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简单安装－我希望执行简单的Oracle Solaris 11.1操作系统的交互式安装。
■ 自动安装－我希望使用网络上的安装服务器为一个或多个客户机系统执行Oracle

Solaris 11.1操作系统的“无人参与”自动安装。
■ 添加或更新软件－我希望在现有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添加新的软件或更新已安
装的软件。

简单安装
要执行简单安装，首先要对安装的系统执行准备工作，包括检查系统要求、添加必需
的设备驱动程序以及设置所需的分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安装Oracle Solaris 11.1
系统》中的第 2章 “准备安装”。

准备好要执行安装时，可以使用GUI安装程序或文本安装程序。这两种安装程序都是
简单的交互式预设安装工具。

■ 《安装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的第 3章 “使用 Live Media”－仅限 x86系统
■ 《安装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的第 4章 “使用文本安装程序”－x86和 SPARC系
统

1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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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preparemedia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preparemedia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livecd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textinstall


自动安装
通过自动安装程序工具，您可以使用网络上的安装服务器为一个或多个客户机系统执
行Oracle Solaris 11.1操作系统的“无人参与”自动安装。

有关自动安装程序的更多介绍性信息，请参见《安装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的以下
各节：

■ 《安装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的“自动化安装是什么？”
■ 《安装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的“如何使用自动化安装程序”
■ 《安装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的“自动化安装程序使用案例”

如果尚未设置安装服务器，请参见《安装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的第 8章 “设置安
装服务器”。

设置服务器后，自动安装的准备和执行过程包括以下任务。请选择准备执行的任务：

■ 《安装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的第 9章 “定制安装”
■ 《安装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的第 10章 “置备客户机系统”
■ 《安装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的第 11章 “配置客户机系统”
■ 《安装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的第 12章 “安装和配置区域”
■ 《安装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的第 14章 “安装客户机系统”

添加或更新软件
Oracle Solaris 11软件以映像包管理系统 (Image Packaging System, IPS)软件包的形式提
供，这些软件包已安装到Oracle Solaris 11映像中。有关 IPS的介绍，请参见以下资源：

■ 《添加和更新Oracle Solaris 11.1软件包》中的第 1章 “映像包管理系统简介”
■ Using Image Packaging System (IPS) to Install and Update Software（使用映像包管理系
统 (Image Packaging System, IPS)安装和更新软件）（联机演示）

要在现有的Oracle Solaris 11.1系统中添加新的软件或更新已安装的软件，您可以使用
GUI工具或使用 pkg命令。

■ 您可以在现有Oracle Solaris 11.1映像中使用GUI工具轻松添加和更新软件。
要了解有关GUI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添加和更新Oracle Solaris 11.1软件
包》中的第 2章 “IPS图形用户界面”。

■ 使用 pkg命令，您可以获取有关软件包的信息、查找要安装的软件包以及添加和更
新软件包。

要了解有关使用 pkg命令实现这些目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 《添加和更新Oracle Solaris 11.1软件包》中的第 3章 “获取有关软件包的信息”
■ 《添加和更新Oracle Solaris 11.1软件包》中的第 4章 “安装和更新软件包”

自动安装

Oracle Solaris 11.1安装快速入门指南 • 2012年 10月6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ai-intro-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gkfaa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glgeh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installsvr-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installsvr-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customizing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provision-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syscfg-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aizone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IOSUIclient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AUOSSips_intro
http://download.oracle.com/otndocs/tech/OTN_Demos/IPS/IPS-demo.htm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AUOSSlearn_ip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AUOSSlearn_ip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AUOSSips_get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AUOSSips_install


您还可以使用 pkg命令管理已安装映像的内容，如将某些软件包锁定到特定版本或
设置可以安装的映像范围内可选软件。要了解有关使用 pkg命令实现这些目的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添加和更新Oracle Solaris 11.1软件包》中的第 5章 “配置已安装的
映像”。

要了解如何设置本地软件包系统信息库的信息，请参见《复制和创建Oracle Solaris 11.1
软件包系统信息库》。

添加或更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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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AUOSSips_imag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AUOSSips_imag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CCOSP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CCO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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