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反应性网络
配置连接系统

文件号码 E36629–01
2012年 10月



版权所有© 2011, 2012, Oracle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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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USERS:

Oracle programs, including any operating system, integrated software, any programs installed on the hardware, and/or documentation, delivered to U.S.
Government end users are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and agency-specific supplemental
regulations. As such, use, duplication, disclosure, modificat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 programs, including any operating system, integrated software, any programs
installed on the hardware, and/or documentation, shall be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and license restrictions applicable to the programs. No other rights are granted to
the U.S.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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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0@25097



目录

前言 ..........................................................................................................................................................7

1 反应性网络配置（概述） ..................................................................................................................9
配置文件管理的的网络配置的亮点 .............................................................................................. 10
什么是反应性网络配置？ ............................................................................................................... 10
何时使用反应性网络配置 ............................................................................................................... 11
网络配置文件和类型 ........................................................................................................................ 11

NCP说明 ...................................................................................................................................... 12
位置配置文件说明 ..................................................................................................................... 13
ENM说明 ..................................................................................................................................... 14
已知WLAN的说明 .................................................................................................................... 15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 ............................................................................................................................ 15
NCP激活策略 ............................................................................................................................. 16
位置激活选择条件 ..................................................................................................................... 17

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 19
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如何工作 ...................................................................................................... 21
反应性网络如何与其他Oracle Solaris网络技术配合使用 ....................................................... 22
SMF网络服务 ..................................................................................................................................... 23
网络配置安全和授权 ........................................................................................................................ 23
与网络配置相关的授权和配置文件 ...................................................................................... 24
使用用户界面所需的授权 ........................................................................................................ 24

在哪里可以找到网络配置任务 ...................................................................................................... 26

2 创建和配置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任务） .................................................................................27
使用 netcfg命令配置配置文件 ..................................................................................................... 28

netcfg交互模式 ......................................................................................................................... 28
netcfg命令行模式 ..................................................................................................................... 29

3



netcfg命令文件模式 ................................................................................................................ 30
netcfg和 netadm子命令 .................................................................................................................. 30

netcfg子命令 ............................................................................................................................. 30
netadm子命令 ............................................................................................................................. 33

创建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 34
创建NCP ...................................................................................................................................... 36
创建位置配置文件 ..................................................................................................................... 42
创建 ENM配置文件 .................................................................................................................. 48
创建已知WLAN配置文件 ...................................................................................................... 51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 53
▼如何以交互方式设置属性值 ................................................................................................... 54
列出系统中的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 56
列出系统中的所有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 56
列出特定配置文件的所有属性值 ........................................................................................... 58
获取特定属性的值 ..................................................................................................................... 58
使用 walkprop子命令查看和更改属性值 ............................................................................ 60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 ........................................................................................................................ 61

3 管理反应性网络配置（任务） .......................................................................................................65
在固定和反应性网络配置间切换 .................................................................................................. 66

▼如何从反应性网络配置切换到固定网络配置 ..................................................................... 66
▼如何从固定网络配置切换到反应性网络配置 ..................................................................... 66
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 67
显示配置文件的当前状态 ........................................................................................................ 68
显示辅助状态值 ......................................................................................................................... 68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 69
恢复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 73

删除配置文件 ..................................................................................................................................... 73
执行无线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 74
反应性网络配置问题故障排除 ...................................................................................................... 76
监视所有网络连接的当前状态 ............................................................................................... 76
网络接口配置问题故障排除 ................................................................................................... 76

4 使用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 ............................................................................................................79
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介绍 ........................................................................................................... 79

目录

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反应性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 2012年 10月4



从桌面访问网络管理GUI ........................................................................................................ 80
网络管理GUI与网络CLI之间的差别 .................................................................................. 80

GUI的功能组件 ................................................................................................................................. 81
从桌面与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进行交互 ..................................................................................... 83
检查网络连接的状态 ................................................................................................................. 83
从桌面控制网络连接 ................................................................................................................. 85

连接和管理收藏的无线网络 ........................................................................................................... 87
▼如何连接无线网络 ..................................................................................................................... 88
管理收藏的网络 ......................................................................................................................... 89

管理网络配置文件 ............................................................................................................................ 89
关于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 ........................................................... 90
查看有关网络配置文件的信息 ............................................................................................... 92
添加或删除网络配置文件 ........................................................................................................ 93
编辑网络配置文件 ..................................................................................................................... 93
使用优先级组 .............................................................................................................................. 95
创建和管理位置 ......................................................................................................................... 96
编辑位置 ...................................................................................................................................... 99

关于外部网络修饰器 ...................................................................................................................... 100
关于 "Network Modifiers"（网络修饰器）对话框 ............................................................. 100

▼如何添加命令行 ENM ............................................................................................................. 102

索引 ..................................................................................................................................................... 103

目录

5



6



前言

欢迎阅读《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反应性网络配置连接系统》。本书是“建立
Oracle Solaris 11.1网络”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介绍了配置Oracle Solaris网络的基本主
题和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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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Solaris OS: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s（Oracle Solaris OS：硬件兼容性列表）中列出了
支持的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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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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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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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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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1 印刷约定 （续）

字体或符号 含义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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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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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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性网络配置（概述）

反应性网络配置（以前称为网络自动配置 (Network Auto-Magic, NWAM)）通过自动处
理基本的以太网和WiFi配置简化了基本网络配置。基本网络配置包括在启动时连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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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性或自
动网络配置还简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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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提供了有关反应性网络配置的背景信息。此外还提供系统简化和自动化网络配置
所使用的配置文件的详细说明。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第 10页中的 “配置文件管理的的网络配置的亮点”
■ 第 10页中的 “什么是反应性网络配置？”
■ 第 11页中的 “何时使用反应性网络配置”
■ 第 11页中的 “网络配置文件和类型”
■ 第 15页中的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
■ 第 19页中的 “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 第 21页中的 “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如何工作”
■ 第 22页中的 “反应性网络如何与其他Oracle Solaris网络技术配合使用”
■ 第 23页中的 “SMF网络服务”
■ 第 23页中的 “网络配置安全和授权”
■ 第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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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性网络配置管理您的网络配
置，请跳至第 2章，创建和配置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任务）。

有关在Oracle Solaris中管理网络接口的基本信息，请参见《配置和管理Oracle
Solaris 11.1网络》和《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1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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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管理的的网络配置的亮点
在Oracle Solaris 11中，网络配置基于配置文件。系统的网络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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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配置文
件管理的网络配置的完整说明，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联网介绍》中的“网络配置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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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已知无线局域网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在这些类型中，主配置文件类型是NCP。有关网络配置文件类型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第 11页中的 “网络配置文件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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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使用反应性配置文件监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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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系统配置为固定网络，则管理网络配置的活动NCP为 DefaultFixed。该配置文件
是由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OS)生成的，并且是系统上唯一的固定配置文件。一个
系统不支持多个固定配置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
定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本书中的概念性信息、过程和示例都关于反应性网络配置，尽管可以创建并配置多个
NCP，但某一时刻系统中只能有一个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

什么是反应性网络配置？
在反应性网络配置中，系统会自动适应任何网络状况和网络配置的更改，而无需手动
重新配置。例如，如果有线网络接口状态变为拔出，或者有新的无线网络可用，系统
会相应地进行调适。反应性配置策略的主要特点是灵活，它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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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的网络配置按配置文件组织。配置文件既可以是反应性的，也可以是固定的。反
应性配置文件包括用于确定何时启用配置文件或其组件的属性。这些属性使得网络管
理守护进程 (nwamd)能够动态地应用配置文件。有关固定网络配置以及固定网络配置和
反应性网络配置之间的差别，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配置连接系
统》中的“什么是固定网络配置？”。

配置文件管理的的网络配置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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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使用反应性网络配置
对于手提电脑用户和需要频繁更改网络环境和连接方式的系统，反应性网络配置是一
种非常有价值的功能。您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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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使用传统的网络工
具和命令相比，使用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以前称为
NWAM GUI）设置静态 IP配置和连接到WiFi网络要容易得多。可对反应性网络配置
文件进行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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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配置文件和类型
系统通过将首选的属性值以配置文件形式存储来管理网络配置。这些属性值根据当前
网络状况确定如何配置网络以及何时配置网络组件。反应性配置文件实现是反应性网
络配置的一个主要组件。网络配置文件类型主要有两类：NCP和位置配置文件。系统
中始终必须有且只能有一个NCP和一个位置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

下面是构成系统网络配置的配置文件类型和配置对象：

■ 网络配置文件 (network configuration profile, NCP)
NCP指定网络链路和接口的配置。系统始终会定义一个称为 Automatic NCP的
NCP。此配置文件是缺省的反应性NCP。Au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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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atic

和用户定义的NCP的完整说明，请参见第 12页中的 “Automatic NCP和用户定义的
NCP说明”。有关NCP的完整说明，请参见第 12页中的 “NCP说明”。

■ 网络配置单元 (Network Configuration Unit, NCU)
NCU是包含所有定义NCP的属性的单个配置对象。有两种类型的NCU：链路NCU
和接口NCU。每个NCU表示一个物理链路或一个接口，且包含定义该链路或接口
的配置的属性。有关NCU的完整说明，请参见第 13页中的 “NCU说明”。

■ 位置配置文件

位置配置文件是组成系统网络配置的两个主要配置文件类型之一。位置配置文件指
定了系统范围的网络配置，例如，命名服务、域、IP过滤器配置和 IPsec配置。存
在系统定义的位置和用户定义的位置。有关位置配置文件的完整说明，请参见第 13
页中的 “位置配置文件说明”。

■ 外部网络修饰器 (External Network Modifier, ENM)
ENM是用于管理可创建自己网络配置的应用程序（例如VPN应用程序）的配置文
件，该配置文件在系统管理的配置之外。nwamd网络管理守护进程根据 ENM中指定
的条件启用或禁用 ENM。有关 ENM的完整说明，请参见第 14页中的 “ENM说
明”。

■ 已知WLAN

网络配置文件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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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WLAN配置文件存储关于系统已知的无线网络的信息。系统自动配置无线链路
以确定尝试连接到可用无线网络时采用的顺序，以及查找关于受保护无线网络的密
钥信息时，将使用此消息。有关已知WLAN的完整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中的 “已
知WLAN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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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应在什么条件下调用该链路或接口。所有NCP都有一个 management-type属
性，该属性决定了如何管理配置文件。该属性的可能值包括 fixed和 reactive。

定义反应性NCP的NCU包括描述应在什么条件下启用每个NCU的属性值。系统的网
络使用为每个NCU指定的属性和条件来实施NCP激活策略。有关NCP激活策略的信
息，请参见第 15页中的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

系统定义了一个反应性NCP：即 Automatic NCP。您还可以创建其他用户定义的反应性
NCP。

固定NCP也是由网络管理守护进程管理的。但是，如果启用了固定NCP且该NCP保
持活动状态时系统未对其进行更改，则将始终应用其配置。系统上只有一个固定
NCP，即 DefaultFixed NCP。有关固定NCP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AutomaticNCP和用户定义的NCP说明
Au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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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NCU的信息，请参见第 13
页中的 “NCU说明”。如果添加或删除了网络设备，Automatic NCP的内容将发生变

化。但是，不能编辑与 Automatic NCP相关联的配置首选项。

Automatic NCP利用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和
地址自动配置来获取系统的 IP地址。此配置文件还在该NCP中实现NCU激活策
略，该策略优先考虑有线链路，其次考虑无线链路，并在每个已启用的链路上激活
IPv4和 IPv6。如果需要指定其他 IP配置策略或其他链路选择策略，您可以在系统中创
建额外的用户定义的NCP。当插入了新链路或从系统中删除了链路时，Au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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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网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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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创建用户定义的NCP以及在该NCP中添加和删除NCU的分步说明，请参见第 36
页中的 “创建NCP”。

网络配置文件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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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U说明
NCU是组成NCP的各个配置对象。NCU表示系统上的物理链路或接口。配置用户定
义的NCP的过程包括创建那些指定必须如何配置每个链路和接口的NCU。对于反应性
NCP中的NCU，还必须指定应在什么条件下配置每个链路或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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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如何配置虚拟NIC以创建虚拟网络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中
使用虚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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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位置配置文件中都包含定义位置激活选择条件的属性。有关位置激活条件的信
息，请参见第 17页中的 “位置激活选择条件”。

缺省情况下，系统预定义了三个位置配置文件：

■ NoNet

No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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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配置
文件将应用到系统。在系统中首次启用 NoNet位置后，可对其进行修改。原始 NoNet

位置的只读副本将存储在系统中，以备您希望恢复此位置的缺省设置时使用。

■ Automatic

网络配置文件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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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网络可用，但没有其他位置配置文件取代 Automatic位置，就会启用该位
置。在系统中首次启用 Automatic位置后，可对其进行修改。原始 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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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utomatic位置不应与 AutomaticNCP混为一谈。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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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NCP指定系统中的链路和接口网络配置。

■ DefaultFixed

如果 DefaultFixed NCP处于活动状态，且至少一个接口配置有 IP地址，则启用
DefaultFixed位置。DefaultFixed位置处于活动状态时，系统会更新该位置以反映
对相关的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属性所做的更改。不能直
接修改 DefaultFixed位置。有关固定网络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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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页中的 “创建位置配置文件”。

ENM说明
通过 ENM可以指定应用程序或脚本（例如VPN应用程序）应何时执行自己的网络配
置，即NCP和位置配置文件中指定的配置以外的配置。ENM也可以定义为在启用或禁
用 ENM时直接修改网络配置的服务或应用程序。可以指定启用或禁用 ENM的条
件。还可以手动启用或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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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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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自动启用和禁用该应用程序。

注 –反应性网络配置无法自动检测能够直接修改系统上网络配置的外部应用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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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过命令行界面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或网络管理GUI为其创建
ENM。

网络配置文件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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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存储或跟踪有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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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应性网络配置能够发现
外部发起的网络配置。根据 ENM对系统所做的任何配置更改，反应性网络配置将重新
评估应激活哪个位置配置文件，并随后启用该位置。例如，在使用特定 IP地址时，切
换到一个根据条件启用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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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置。

有关创建和修改 ENM属性的信息，请参见第 48页中的 “创建 ENM配置文件”。

已知WLAN的说明
已知WLAN配置文件存储关于无线网络的信息，使NCP可以根据您的系统连接到的无
线网络的配置信息自动配置无线接口。

已知WLAN配置文件提供关于可以自动连接到的WLAN的详细信息。例如，每个配置
文件都包含一个优先级值，该优先级值决定了有两个或更多个已知网络可用时，不同
无线网络的连接优先级顺序。优先级值的数字最小的配置文件具有最高优先级。NCP
包括要启用的无线网络时，将检查已知WLAN配置文件列表。如果存在一个具有已知
WLAN配置文件的无线网络，会自动将无线链路连接到该WLAN。如果有两个或更多
个已知网络可用，会将优先级最高（数字最小）的无线网络连接到WLAN。无线链路
所连接到（通过用户显式操作）的最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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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最近所连接到的WLAN优先于以前连
接到的那些WLAN。无论在任何时候，已知WLAN都不会有相同的优先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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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中所有其他WLAN的优先级值动态移到较低的优先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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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adm命令处理数据链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
中使用固定网络配置连接系统》中的第 3章 “使用数据链路”。

有关使用命令行实用程序管理WLAN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74页中的 “执行无线扫描
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
反应性网络配置使您可以指定反应性NCP的NCP激活策略。此策略说明了何时启用
NCU。每个位置配置文件中还包含定义激活条件的属性。

NC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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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每个配置文件的启用条件不同一样，针对每种配置文件类型验
证 activation-mode属性的方式也不同。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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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NCU的 activation-mode属性可以设置为 manual或 prioritized。位置配置文件的
activation-mode属性可以设置为 manual、conditional-any、conditional-all或
system。

NCP激活策略
NCP激活策略通过为每个NCU指定的属性和条件来执行。例如，您可以指定如下策
略：“有线连接优先于无线连接”或“一次激活一个接口”。NCP如何启用以及何时启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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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启用时转为活动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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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用了一个接口NCU而未启用与
其相关联的链路NCU，则在该接口的底层NCU被启用之前，该接口不会实际转为联
机状态。

NCU激活属性
如何启用网络连接是在链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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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 netadm命令或网络管理GUI来启用
或禁用NCU。如果NCU的 activation-mode属性设置为 manual，为
priority-group和 priority-mode NCU属性设置的值都将被忽略。

■ prioritized - NCU将根据在指定NCU的 priority-group和 priority-mode属性
中设置的值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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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多个链路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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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字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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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要启用的组可以或必须有多少组成员可用。

■ enabl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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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或使用网络管理GUI更改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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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值是数字。零 (0)表示最高优先级。负值无效。
在所有可用的优先级组中，只有最高可用优先级组中的NCU处于启用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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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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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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组中只能有一个NCU处于活动状态。启
用优先级组中的第一个可用NCU，而忽略该组中的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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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处于启用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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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P策略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NCU属性根据如下NCP策略设置：该NCP策略指定同时启用多个有
线链路。

对于所有物理链路：

■ NCU类型：link

■ NCU类：phys

■ activation-mode：prioritized

■ priority-group：0（用于有线链路）
■ priority-mode：shared（用于有线链路）

在以下示例中，NCU属性根据如下NCP策略进行设置：该NCP策略指定在任何给定
时刻系统中只能有一个活动链路。

对于所有物理链路：

■ NCU类型：link

■ NCU类：phys

■ activation-mode：prioritized

■ priority-group：0（用于有线链路）
■ priority-mode：exclusive

位置激活选择条件
定义激活条件的属性指定在什么条件下启用位置配置文件的相关信息。可使用 netadm

命令或使用网络管理GUI手动启用位置配置文件。如果未显式启用一个位置，网络管
理守护进程 nwamd将检查所有根据条件启用和系统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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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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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进程 nwamd使用一种算法不断为所有已配置的位置重新评估选择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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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合适的匹配位置，则启用
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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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的最佳匹
配。但是，如果您使用 netadm命令显式启用位置配置文件（手动启用的位置或根据条
件启用的位置），该位置将一直保持活动状态，除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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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的说明，请参见第 61页中的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

何时及如何启用用户定义的位置的选择条件是在以下属性中指定的：

■ activation-mode

■ conditions

activation-mode属性可以设置为以下值之一：

■ manual

■ conditional-any

■ conditional-all

■ system

注 – activation-mode属性的 system值只能指定给系统提供的位置：Automatic、NoNet

和 DefaultFixed位置。system值指示由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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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中的条件可用于激活某个位置或
ENM。该条件在 net0的 IP NCU未联机时为True。此表达式决定了该位置或 ENM何时
启用，如果未满足该条件，该位置或 ENM将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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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activation-mode属性设置为 conditional-all，只有 all条件为True时，才满足条
件。

可根据用户指定的一组条件激活位置和 ENM。可为包括配置文件类型和配置文件属性
的对象类型设置这些条件。下表中定义了可用于构造条件字符串的条件和操作。

表 1–1 构造条件字符串使用的条件和操作

对象类型 条件 对象 示例

ncp, ncu, enm, loc is/is-not active 对象的名称 ncp Automatic is active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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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构造条件字符串使用的条件和操作 （续）

对象类型 条件 对象 示例

essid is/is-not

contains/does-not-contain

WiFi网络的 essid essid contains guest

bssid is/is-not WiFi网络访问点的
bssid /MAC地址

bssid is clear-guest

ip-address is/is-not IPv4或 IPv6地址 ip-address is 10.0.8.0/24

ip-address is-in-range/is-not-in-range IPv4或 IPv6地址加网
络掩码/prefixlen

ip-address is-in-range

10.34.24.0/24

advertised-domain is/is-not

contains/does-not-contain

域的名称 advertised-domain is

example.com

system-domain is/is-not

contains/does-not-contain

域的名称 system-domain contains

my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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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属性之间的差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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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属性适用于位置的条件激活，例如，如果通告的域是 mycompany.com，则启用
work位置。system-domain配置文件属性是当前指定给系统的域。它是由 domainname命
令返回的值。此配置文件属性适用于 ENM的条件激活，因为只有在启用某个位置并且
为该特定域配置系统后，条件才会为Tr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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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页中的 “位置配置文件说明”。

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在反应性网络配置中，您可以使用 netcfg和 netadm命令创建和配置配置文件并获取相
关信息。要通过配置文件来配置网络连接，您可以使用 netcfg命令。要管理和获取配
置文件（NCP、位置、ENM和WLAN）与NCU（组成NCP的各个配置对象）的状
态，您可以使用 netadm命令。此外，在没有GUI的情况下，您可以使用 netadm命令与
网络管理守护进程 (nwamd)进行交互。

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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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您在反应性网络环境中执行的任务：

■ 使用 netcfg create命令创建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有关信息，请参见第 34页中的
“创建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 使用 netcfg set命令或 netcfg walkprop命令设置或修改指定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的一个或所有属性。有关信息，请参见第 53页中的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
值”和第 60页中的 “使用 walkprop子命令查看和更改属性值”。

■ 使用 netcfg revert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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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 netcfg list命令列出系统中的所有配置文件及其属性值。有关信息，请参见
第 56页中的 “列出系统中的所有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 使用 netcfg list命令列出指定配置文件的所有属性值。有关信息，请参见第 68页
中的 “显示配置文件的当前状态”。

■ 使用 netcfg get命令列出与配置文件相关联的每个属性。有关信息，请参见第 58
页中的 “获取特定属性的值”。

■ 使用 netcfg verify命令验证配置文件是否具有有效的配置。

■ 使用 netcfg commit命令将当前配置文件指定内容提交到持久性存储并检验配置文
件的配置是否有效。

■ 使用 netcfg destroy命令删除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有关信息，请参见第 73页中
的 “删除配置文件”。

注 –不能创建或销毁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

■ 使用 netcfg export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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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息，请参见第 69页中的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注 –不能导出系统定义的任何配置文件。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包括 Automatic和
DefaultFixed NCP以及 Automatic、NoNet和 DefaultFixed位置。

■ 使用 netadm enable和 netadm disable命令启用和禁用指定的配置文件。有关信
息，请参见第 61页中的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

■ 使用 netadm list命令列出所有可用的配置文件及其当前状态。有关信息，请参见
第 67页中的 “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 使用 netadm show-events命令侦听来自反应性网络的事件流并显示它们。有关信
息，请参见第 76页中的 “监视所有网络连接的当前状态”。

■ 使用 netadm scan-wifi和 netadm select-wifi命令启动指定链路的无线扫描，并从
指定链路的扫描结果中选择一个要连接的无线网络。有关信息，请参见第 74页中
的 “执行无线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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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与任务相关的所有信息，请参见第 2章，创建和配置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任
务）和第 3章，管理反应性网络配置（任务）。

注 –对于NCU，可使用 netcfg命令查看或修改的属性集是有限的。您可以使用 ipadm

和 dladm命令创建、查看或修改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NCP的所有可能链路和接口的属
性。但是，对于反应性NCP，必须使用 netcfg命令修改NCU的激活条件。

有关 ipadm和 dladm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配
置连接系统》中的第 4章 “使用 IP接口”和《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配置
连接系统》中的第 3章 “使用数据链路”。

可在交互模式、命令行模式、命令文件模式下使用 netcfg命令。因为 netcfg命令是分
层的，所以在交互模式下使用时更易理解。有关不同模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8页
中的 “使用 netcfg命令配置配置文件”。

有关 netcfg命令的信息，请参见 netcfg(1M)手册页。有关 netadm命令的信息，请参
见 netadm(1M)手册页。

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如何工作
系统提供了 Automatic NCP和 Automatic位置配置文件作为缺省的反应性配置文件。这
些配置文件自动执行有线或无线网络的基本配置，无需任何用户交互。需要用户与反
应性网络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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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反应性网络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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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动执行网络的基本配置，Automatic NCP将实现以下基本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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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启用一个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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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NoNet位置处于活动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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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t位置的所有属性（除激活条件之外）都
可以修改。

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如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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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有一个 IPv4地址指定给一个系统接口时，将激活 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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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获取的域名
系统 (domain name system, DNS)配置数据。和 NoNet位置一样，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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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et位置。当至少指定了一个 IPv4地
址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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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返回到 Automatic位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5页中的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

有关如何管理DHCP服务以自动配置网络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
中使用DHCP》。

反应性网络如何与其他Oracle Solaris网络技术配合使用
反应性网络配置与以下Oracle Solaris网络技术配合使用：

■ 网络虚拟化

反应性网络配置可与多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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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操作系统和客操作系统都支持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反应性网
络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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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在全局区域或专用栈（非全局区域）中使用。

注 –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无法在共享栈区域中使用，因为共享栈区域中的网络配
置始终在全局区域中进行管理。

■ 动态重新配置和NCP
仅在支持动态重新配置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R)和热插拔功能的系统上，系统
的网络配置才支持这些功能。如果系统上的活动NCP是反应性NCP（Automatic或
用户定义的任何反应性配置文件）或固定NCP (DefaultFixed)，您可以使用这些功
能添加或删除设备。但是，系统行为因活动配置文件而异。

当 Automatic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且插入了设备时，Automatic NCP将自动创建新
添加设备的 IP配置。当有任何反应性（Automatic或用户定义）配置文件处于活动
状态时，如果设备被删除，将取消配置设备的 IP，不过只有 Automatic NCP会删除
持久性配置。当固定配置文件为活动NCP时，则添加设备之后必须显式添加 IP配
置，或在删除设备之前将其删除。

反应性网络如何与其他Oracle Solaris网络技术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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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动态配置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设备和文件系
统》。有关使用固定配置文件时执行动态重新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配置连接系统》中的“如何使用动态重新配置更换网络接
口卡”。

■ 固定网络命令

当活动NCP为 DefaultFixed或由反应性网络管理的用户定义的NCP时，您可以使
用 ipadm和 dladm命令查看当前网络配置以及修改当前的活动NCP。请注意，当反
应性（NWAM管理）NCP处于活动状态时，将为使用这些命令创建的链路和接口
指定隐式激活条件，从而使它们依赖于自己的底层链路和接口。例如，如果使用
dladm创建VNIC，则VNIC NCU对其底层链路具有隐式依赖性。
有关 ipadm和 dladm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
配置连接系统》中的第 4章 “使用 IP接口”和《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
配置连接系统》中的第 3章 “使用数据链路”。

SMF网络服务
在Oracle Solaris中，网络配置由多个 SMF服务实现，如下所示：
■ svc:/network/loopback:default－创建 IPv4和 IPv6回送接口。
■ svc:/network/netcfg:default－管理网络配置系统信息库，其主要功能是启动

netcfgd守护进程。此服务是 svc:/network/physical:default服务的先决条件。

■ svc:/network/physical:default —连接链路并激活 IP接口。该服务启动网络管理
守护进程 nwamd。

■ svc:/network/location:default－启用 nwamd守护进程所选的位置配置文件。该服
务依赖于 svc:/network/physical:default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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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使用CLI或网络管理GUI进行这类更改。

网络配置安全和授权
反应性网络配置的安全包括以下组件：

■ CLI（netcfg和 netadm命令）
■ 网络管理GUI
■ 网络配置文件系统信息库守护进程 (netcfgd)
■ 网络管理守护进程 (nwamd)
■ 网络配置管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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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GUI和 nwamd守护进程向 netcfgd守护进程发送访问系统信息库的请
求。这些功能组件通过网络配置管理库 (libnwam)发出请求。

网络配置安全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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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络配置相关的授权和配置文件
当前网络配置实现使用以下授权执行特定的任务：

■ solaris.network.autoconf.read－允许读取网络配置数据，由 netcfgd守护进程验
证

■ solaris.network.autoconf.write－允许写入网络配置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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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ris.network.autoconf.read授权包含在 "Basic Solaris User"（基本 Solaris用户）权
限配置文件中，该配置文件缺省指定给所有用户。具有此授权的任何用户因此能够查
看所有网络配置文件的当前网络状态和内容。

提供了两个其他权限配置文件："Network Autoconf User"（网络自动配置用户）和
"Network Autoconf Admin"（网络自动配置管理员）。"Network Autoconf User"（网络自
动配置用户）配置文件具有 read、select和 wlan授权。"Network Autoconf Admin"（网
络自动配置管理员）配置文件添加了 write授权。"Network Autoconf User"（网络自动
配置用户）配置文件将指定给 "Console Us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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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 User"（控制台用户）配置文件指定 solaris.network.autoconf.write授
权，所以拥有该授权的任何用户不能创建或修改NCP、NCU、位置或 ENM。不
过，"Console User"（控制台用户）配置文件可以查看、创建和修改WLAN。

使用用户界面所需的授权
具有 "Basic Solaris User"（基本 Solaris用户）权限配置文件的任何用户都可以使用
netcfg和 netadm命令查看网络配置文件。缺省情况下该配置文件会指定给所有用户。

具有 "Network Autoconf User"（网络自动配置用户）或 "Console User"（控制台用户）配
置文件的任何用户都可以使用 netadm命令启用网络配置文件。"Console User"（控制台
用户）配置文件会自动指定给从 /dev/console登录到系统的用户。

要使用 netcfg命令修改网络配置文件，需要 solaris.network.autoconf.write授权或
"Network Autoconf Admin"（网络自动配置管理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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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 User"（控制台用户）权限配置文件相关联的特权，请使用以
下命令：

网络配置安全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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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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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管理GUI包括以下三个不享有特权的组件。为这些组件授予的权限根据其启动方
式和需要执行的任务。

■ 网络配置和状态面板显示

该组件是桌面中的面板 applet，使用户能够与网络配置进行交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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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 Autoconf User"（网络自动配置用户）权限配置文件。缺省配置
中提供了此权限配置文件，因为该面板的运行授权来自从 /dev/console登录的用
户，因而具有 "Console User"（控制台用户）配置文件。

■ 网络管理GUI
网络管理GUI（以前称为NWAM GUI）是从桌面与网络配置交互的主要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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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需要四个 solaris.network.autoconf授权或 "Network Autoconf
Admin"（网络自动配置管理员）配置文件。缺省情况下，"Console User"（控制台用
户）配置文件提供的授权足以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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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
Autoconf Admin"（网络自动配置管理员）配置文件。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获取额外的授权：

■ 将 "Network Autoconf Admin"（网络自动配置管理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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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 Autoconf Admin"（网络自动配置管理员）配置文件指定给 "Console
User"（控制台用户）配置文件。
可将此配置文件指定给 "Console User"（控制台用户）配置文件，而不指定给缺省情
况下指定的 "Network Autoconf Us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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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配置安全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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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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netcfg命令创建、修改、列出配置文件和配
置对象。

第 2章，创建和配置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任
务）

使用 netadm命令查看有关管理配置文件和配置对
象的信息。

第 3章，管理反应性网络配置（任务）

使用网络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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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章，使用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和联机帮助

在反应性网络配置和固定网络配置之间切换。 第 66页中的 “在固定和反应性网络配置间切换”

在当前活动NCP中创建网络配置。 《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配置连接
系统》中的第 3章 “使用数据链路”和《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配置连接系统》中的
第 4章 “使用 IP接口”

配置和管理虚拟网络。 《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虚拟网络》中的第 1
章 “Oracle Solaris中的网络虚拟化和资源管理”

在哪里可以找到网络配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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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配置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任务）

本章介绍了基于配置文件的网络配置任务，您可以在交互模式或命令行模式下使用
netcfg命令执行这些任务以在系统上配置反应性网络。这些配置任务包括创建、修改
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以及管理用于控制系统网络配置的各种 SMF服务。

尽管本章的重点是反应性配置文件，但 netcfg命令还包括与固定配置文件相关的有限
功能（主要用于查看固定配置文件及其属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56页中的
“列出系统中的所有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第 28页中的 “使用 netcfg命令配置配置文件”
■ 第 30页中的 “netcfg和 netadm子命令”
■ 第 34页中的 “创建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 第 53页中的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 第 56页中的 “列出系统中的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 第 61页中的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

有关切换网络配置、显示配置文件状态、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删除配置文件和管理
已知无线网络的信息，请参见第 3章，管理反应性网络配置（任务）。

有关如何与系统网络进行交互、如何从桌面管理您的网络配置的信息，请参见
第 4章，使用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

有关反应性网络配置的概述信息，请参见第 1章，反应性网络配置（概述）。

2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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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tcfg命令配置配置文件
可以使用 netcfg命令选择、创建、修改和删除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有关 netcfg子命
令的信息，请参见第 30页中的 “netcfg子命令”。netcfg命令可在交互模式或命令行模
式下使用。此命令还支持将配置文件配置信息导出到输出文件。

如果您具有 "Console User"（控制台用户）特权，可使用 netcfg命令显示配置文件配
置数据以及显示、创建和修改已知WLAN对象。这些特权会自动指定给任何从
/dev/console登录到系统的用户。具有 "Network Autoconf Admin"（网络自动配置管理
员）权限配置文件的用户还可以创建和修改所有类型的反应性网络（NWAM管理
的）配置文件和配置对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3页中的 “网络配置安全和授
权”。

可以在以下任何模式下创建和配置您的配置文件：

■ 命令行模式
■ 交互模式
■ 命令文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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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cfg交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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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局范围提示符下，您可以使用 select或 create子命令查看、修改或创建以下顶级
配置文件类型：

■ NCP
■ 位置
■ ENM
■ 已知WLAN

在可以创建或选择配置文件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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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netcfg命令配置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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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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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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loc

netcfg:loc:test-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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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
看并设置与当前选定的配置文件相关联的所有属性。

在以下示例中，首先选择 User NCP，然后在NCP范围内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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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交，这意味着更改将保存到持久性存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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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walkprop子命令（“引导”您遍历与配置文件关联的每个属性）在交互模式下使用时
有意义。有关 netcfg子命令的信息，请参见第 30页中的 “netcfg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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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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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ip-ver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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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ersion"

使用 netcfg命令配置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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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语法中，请注意以下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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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er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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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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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中。

在命令行模式下，您可以使用在第 30页中的 “netcfg子命令”中列出的任何子命
令（walkprop子命令除外）。

netcfg命令文件模式
在命令文件模式下，配置文件配置信息和命令是从文件中获取的。该文件中的命令与
交互模式下的命令或由 export子命令提供的命令相同。export子命令用于生成此文
件。然后可以将配置输出到标准输出，也可以使用 -f选项指定一个输出文件。例
如，以下命令将当前配置导出到一个文件：

$ netcfg export -f /tmp/nwam.config

要从文件导入配置，请键入以下命令：

$ netcfg -f /tmp/nwam.config

export子命令也能以交互方式使用。有关如何使用 netcfg命令文件模式导出配置文件
配置的信息，请参见示例 3–4。

netcfg和 netadm子命令
netcfg命令可处理系统网络配置配置文件。可以通过单个子命令或通过指定一个包含
一系列子命令的命令文件，以交互方式调用 netcfg命令。netadm命令管理配置文件并
使用子命令与 nwamd进行交互。

netcf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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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子命令无法在特定模式下使用，则该子命令的说明将指明这点。按字母顺
序对子命令进行排序。

netcfg和 netadm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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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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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当前配置文件规范提交到持久性存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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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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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删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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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
辑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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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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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到标准输出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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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的信息，请参见第 69
页中的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netcfg和 netadm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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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不能导出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包括 Automatic和
DefaultFixed NCP以及 Automatic、NoNet和 DefaultFixed位置。

■ get [ -V ] prop-name

获取指定属性的内存当前值。缺省情况下，属性名称和值都会输出。如果指定了 -V

选项，则仅输出属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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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列出当前范围或指定范围中使用的所有配置文件属性-值对。当列出某个对象的属性
时，缺省行为是仅列出适用于指定配置的属性。也就是说，如果列出 ipv4-addrsrc

是 dhcp的 IP NCU，则不会列出 ipv4-addr属性。包括 -a选项将导致列出所有属
性，而不管这些属性是否适用于当前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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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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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省情况下，仅遍历必需的属性，这些属性根据已设置的属性而定。如果将
ipv4-addrsrc设置为 dhcp，则不会遍历 ipv4-addr。包括 -a选项将遍历指定的配置
文件或对象的所有可用属性。

netcfg和 netadm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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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walkprop子命令只在交互模式下使用时有意义。

netadm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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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必须指定为 phys（用于链路NCU）或 ip（用于接口NC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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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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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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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一的，会列出具有该指定名称
的所有配置文件。也可以指定配置文件类型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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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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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中会包含每个所列配置文件的辅助状态的扩展说明。

netcfg和 netadm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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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配置文件辅助状态的值包括：

■ disabled

表示一个尚未启用的手动启用的配置文件。

■ offline

指示一个尚未启用的根据条件启用或由系统启用的配置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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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配置文件未处于活动状态是因
为有另一个满足了更多特定条件的配置文件，因而已启用了另一个配置文件。此
情况适用于在某一时刻只能启用一个配置文件的配置文件类型，例如位置配置文
件。

■ online

指示一个根据条件启用的或由系统启用的配置文件，其条件已满足，并已成功启
用。或者，它可能指示一个手动启用的配置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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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听来自网络管理守护进程 nwam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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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可以使用 netcfg命令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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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文件。有关命令行模式和
交互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9页中的 “netcfg命令行模式”和第 28页中的 “netcfg
交互模式”。

如果您具有 "Console User"（控制台用户）特权，可使用 netcfg命令创建用户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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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创建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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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Autoconf Admin"（网络自动配置管理员）权限配置文件的用户还可以创建和
修改所有类型的反应性网络（NWAM管理的）配置文件和配置对象。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第 23页中的 “网络配置安全和授权”。

可以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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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n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Known WLAN)
■ 网络配置单元 (Network Configuration Unit, NCU)

有关配置文件和配置对象的信息，请参见第 11页中的 “网络配置文件和类型”。

注 – Automatic和 DefaultFixedNCP及位置配置文件是系统定义的。请勿尝试使用
netcfg命令创建这些配置文件。

用于从命令行创建配置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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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有两个可能值，phys（用于链路NCU）或 ip（用于接口N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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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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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创建NCP时，class不是必需选项。

也可以使用 Au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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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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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netcfg子命令的信息，请参见第 30页中的 “netcfg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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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或已知WLAN配置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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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创建新的NCP。例如：

$ netcfg

netcfg> create ncp User

netcfg:ncp: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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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或网络管理
GUI显式添加或删除NCU。有关使用网络管理GUI添加和删除NCU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第 93页中的 “编辑网络配置文件”。

无法使用 netcfg命令修改 DefaultFixed NCP。当NCP处于活动状态时，可以使用
ipadm和 dladm命令在 DefaultFixed中创建、修改或删除NCU。还可以使用 ipadm和
dladm命令将物理链路和 IP接口以外的NCU类添加到反应性NCP。ipadm和 dladm命
令可提供创建和修改更复杂的链路和接口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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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ipadm和 dladm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配
置连接系统》中的第 3章 “使用数据链路”和《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配置
连接系统》中的第 4章 “使用 IP接口”。

注 –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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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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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链路NCU）或
ip（用于接口NCU）

链路和接口

parent 指定此NCU所属的NCP。 parent-NCP 链路和接口

enabled 指定是启用还是禁用该
NCU。此属性为只读。当使用
netadm命令或网络管理GUI启
用或禁用NCU时，将间接更改
此属性。

true或 false 链路和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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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创建或修改NCU时涉及的NCU属性 （续）

属性 说明 可能值 NCU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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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有线链路）或 1（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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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用来确定优先组的激活行
为的模式（如果
activation-mode属性设置为
prioritized）。

exclusive、shared或 all

有关在指定这些值时要遵循的
规则，请参见 netcfg(1M)手
册页。

链路

mac-address 指定分配给此链路的MAC地
址缺省情况下，将出厂MAC
地址或缺省MAC地址用于链
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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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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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信息，请参见
autopush(1M)手册页。

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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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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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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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创建或修改NCU时涉及的NCU属性 （续）

属性 说明 可能值 NCU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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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NCU的NCP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在交互模式下创建NCP以及其NCU。

注 –系统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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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向您提示那些适用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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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重复步骤 3和 4，直到为该NCP创建了所有必需的N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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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NCU属性的信息，请参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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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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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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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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ify子命令会验证您的配置并通知是否缺少任何必需值。可以在创建或修改配置文
件时显式使用 verify子命令验证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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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ted changes.

commit子命令会隐式验证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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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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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操作还包括验证
步骤。如果验证失败，commit操作也将失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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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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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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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要退出范围而不退出 netcfg交互式会话，请键入 end子命令：

netcfg:ncp:User> end

netcfg>

以交互方式创建具有NCU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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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address>

auto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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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cp

ipv4-default-route>

netcfg:ncp:User:ncu:net0> verify

All properties verified

netcfg:ncp:User:ncu:net0> end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ncp:User> list

ncp:User

management-type re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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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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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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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互方式为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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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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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p:User

management-type re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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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cp

ipv4-default-route>

netcfg:ncp:User:ncu:net0> end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ncp:User> list

ncp:User

management-type re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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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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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例
如，在需要时结合应用的命名服务和 IP过滤器设置。在任何给定时刻，系统中必须有
一个位置配置文件和一个NCP处于活动状态。

示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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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系统定义的位置和用户定义的位置。系统定义的位置是网络管理守护进程 nwamd在
某些情况下选择的缺省位置，例如，如果您未指定位置，或者如果未启用手动启用的
位置，或者根据条件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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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定义的位置配置为根据网络状况（例如，通过网络连接获取的 IP地
址）手动或根据条件启用。

有关手动激活（启用）位置配置文件的信息，请参见第 61页中的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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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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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属性也存储在系统信息库中。当启用某个特定位置配置文件时，其属性将自动应
用到正在运行的系统。创建或修改位置配置文件包括设置用于定义配置文件的配置方
式的各种属性以及设置用于定义配置文件的启用时间的属性。在配置过程中为您提供
的属性基于已设置的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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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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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或
禁用某个位置的条件。

■ activation-mode

activation-mode属性的可能值是

manual、conditional-any、conditional-all。

■ conditions

有关可用于构造条件字符串的条件和操作的信息，请参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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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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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位置属性及其说明 （续）

属性组和说明 属性值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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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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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在创建初始配置文件过程中，反应性网络执行的“遍历”过程会根据您先前输入的
值，仅向您提示那些适用的属性。

有关 netcfg子命令的信息，请参见第 30页中的 “netcfg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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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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位置属性的信息，请参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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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ify子命令会验证您的配置并通知是否缺少任何必需值。可以在创建或修改配置文
件时显式使用 verify子命令验证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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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子命令会隐式验证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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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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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操作还包括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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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如果验证失败，commit操作也将失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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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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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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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office> end

netcfg> list

NCPs:

DefaultFixed

User

Automatic

Location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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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NoNet

office

DefaultFixed

WLANs:

sunwifi

ibahn

gogoinflight

admiralsclub

hhonors

sjcfreewifi

netcfg> ex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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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可用于构造条件字符串的条件和操作的信息，请参见
表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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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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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ENM配置文件
通过 ENM可以指定应用程序或脚本（例如VPN应用程序）应何时执行自己的网络配
置，即NCP和位置配置文件中指定的配置以外的配置。有关 ENM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第 14页中的 “ENM说明”。

注 –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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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从配置文件范围为 ENM设置属性，指示何时启用
ENM、如何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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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 ENM属性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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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指定用于确定是
否必须启用 ENM的测试。

如果使用该属性，此值为采用表 1–1中指
定的格式的一个或多个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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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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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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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以交互方式创建 ENM配置文件
以下过程以 test-enm为例介绍了如何创建 ENM配置文件。

启动 netcfg交互式会话。

$ netcfg

netcfg>

创建 ENM。
netcfg> create enm test-enm

Created enm ’test-enm’. Walking proper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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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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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

stop>

netcfg:enm:test-enm>

创建 ENM会自动将您移动到此 ENM的配置文件范围内并遍历这些属性。然后，设置
fmri属性。

有关 ENM属性的信息，请参见表 2–3。

显示配置文件配置。

netcfg:enm:test-enm> list

ENM:test-enm

activation-mode manual

enabled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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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配置文件配置是正确的。

netcfg:enm:test-enm> verify

All properties verified

verify子命令会验证您的配置并通知是否缺少任何必需值。可以在创建或修改配置文
件时显式使用 verify子命令验证更改。

当您完成验证后，将 ENM配置文件提交到持久性存储。
netcfg:enm:test-enm> commit

Committed changes

commit子命令会隐式验证更改，然后提交这些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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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m:test-enm> end

Committed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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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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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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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Fixed

User

Automatic

Locations:

Automatic

NoNet

test-loc

DefaultFixed

ENMs:

test-enm

WLANs:

sunwifi

ibahn

gogoinflight

admiralsclub

hhonors

sjcfreewifi

netcfg> ex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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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启用或禁用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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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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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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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已知WLAN配置文件
已知WLAN配置文件存储关于无线网络的信息，使NCP可以根据您的系统连接到的无
线网络的配置信息自动配置无线接口。有关已知WLAN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5页中
的 “已知WLAN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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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 已知WLAN属性和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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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dladm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
配置连接系统》中的第 3章 “使用数据链路”。

security-mode 正在使用的加密密钥的类型。类型必须为 none、wep或 wpa。

▼ 如何以交互方式创建已知WLAN配置文件
以下过程以 mywifi为例介绍了如何创建已知WLAN配置文件。

启动 netcfg交互式会话。

$ netcfg

netcfg>

创建WLAN。
netcfg> create wlan mywifi

Created wlan ’mywifi’. Walking properties ...

priority (0)> 100

bss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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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ame> mywifi-key

keys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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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cfg:wlan:mywifi>

创建WLAN会自动将您移动到此WLAN的配置文件范围内并遍历这些属性。

有关已知WLAN属性的信息，请参见表 2–4。

显示配置文件配置。

netcfg:wlan:mywifi> list known wlan:mywifi

priority 100

keyname "mywifi-key"
security-mode wpa

netcfg:wlan:mywifi>

验证配置文件配置是正确的。

netcfg:wlan:mywifi> verify

All properties verified

verify子命令会验证您的配置并通知是否缺少任何必需值。可以在创建或修改配置文
件时显式使用 verify子命令验证更改。

完成验证后，结束回话。

netcfg:wlan:mywifi> end

Committed changes

end子命令会结束回话并保存配置文件配置。

退出交互式会话。

netcfg> exit

以交互方式创建WLAN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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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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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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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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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Fixed

User

Automatic

Locations:

Automatic

NoNet

test-loc

DefaultFixed

ENMs:

test-enm

WLANs:

sunwifi

ibahn

gogoinflight

admiralsclub

hhonors

sjcfreewifi

mywifi

netcfg> ex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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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命令设置或修
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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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可以通过直接更改相关的 SMF属性或使用由给定子系统提供的工具（如 nscfg）来
修改 DefaultFixed位置。仅当禁用 DefaultFixed位置时，属性更改才会直接保存在
SMF系统信息库中并传播到网络系统信息库。仅当禁用了 DefaultFixed位置时，才可
以使用用于访问网络系统信息库的 netcfg命令查看已修改的 DefaultFixed位置属
性。SMF系统信息库中存储的属性值在 DefaultFixed位置处于活动状态时是权威值。

set子命令的语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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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cfg set prop-name=value1[,value2...]

有关 netcfg子命令的信息，请参见第 30页中的 “netcfg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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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页中
的 “获取特定属性的值”。

示例 2–6 在 netcfg命令行模式下设置属性值

如果您在命令行模式下使用 netcfg命令设置属性值，则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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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命令行中，可以为给定的属性同时设置多个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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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了 ip-version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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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以交互方式设置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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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过程通过一个设置 test-loc位置的 ipfilter-config-file属性的示例介绍了如何
设置属性值。

启动 netcfg交互式会话。

$ netcfg

netcfg>

可选列出配置文件。

netcfg> list

NCPs:

DefaultFixed

Automat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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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Locations:

Automatic

NoNet

test-loc

DefaultFixed

选择需要设置的配置文件或配置对象。

netcfg> select loc test-loc

可选列出选定的配置文件的配置信息。

netcfg:loc:test-loc> list

LOC:test-loc

activation-mode manual

enabled false

nameservices dns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dhcp

nameservices-config-file "/etc/nsswitch.dns"

设置属性值。

netcfg:loc:test-loc> set ipfilter-config-file = /path/to/ipf-file

可选列出配置信息以验证该设置。

netcfg:loc:test-loc> list

LOC:test-loc

activation-mode manual

enabled false

nameservices dns

dns-nameservice-configsrc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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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会话。

netcfg:loc:test-loc> end

Committed changes

end子命令可保存更改并结束会话。

退出交互式会话。

netcfg> exit

以交互方式为配置文件设置属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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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上示例中，设置了NCP User的 ipv4-default-route属性。有关配置 IPv4路由器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和管理Oracle Solaris 11.1网络》中的“配置 IPv4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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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u 5000

netcfg:ncp:User:ncu:net0> commit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ncp:User:ncu:net0> exit

$

列出系统中的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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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netcfg子命令的信息，请参见第 30页中的 “netcfg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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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页中的 “显示配置文件的当前状态”。

列出系统中的所有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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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 list子命令列出系统中的所有顶级配置文件。

$ netcfg list

NCPs:

列出系统中的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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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Fixed

Automatic

User

Locations:

Automatic

NoNet

home

office

DefaultFixed

ENMs:

myvpn

testenm

WLANs:

workwifi

coffeeshop

homewifi

在此示例中，列出了以下配置文件：

■ NCP

列出了以下NCP：
■ DefaultFixed NCP－系统定义的固定配置文件
■ Automatic NCP－系统定义的反应性配置文件
■ User NCP－用户定义的反应性NCP

■ 位置

列出了以下位置配置文件：

■ 系统定义的位置：

■ Automatic

■ NoNet

■ DefaultFixed

■ 用户定义的反应性位置：

■ home

■ office

■ ENM

列出了以下 ENM：
■ myvpn－用于已安装并已配置的VPN应用程序的 ENM
■ testenm－用于测试 ENM的工作的测试 ENM

■ WLAN

列出了以下WLAN：
■ workwifi－用于工作的WLAN
■ coffeeshop－用于本地咖啡店的WLAN
■ homewifi－用于用户的家庭无线网络的WLAN

列出系统中的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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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只可以创建、修改或删除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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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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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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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出指定属性的特定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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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出系统中的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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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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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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过程介绍了如何在 netcfg交互模式下使用 netcfg get命令获取并列出单个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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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页中的 “使用 walkprop子命令查看和更改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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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P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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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列出系统中的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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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显示配置文件的组件。

netcfg:ncp:User> list

ncp:User

management-type reactive

NCUs:

phys net0

ip n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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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页中的 “设置和更改配
置文件的属性值”。

使用 walkprop子命令查看和更改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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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netcfg子命
令的信息，请参见第 30页中的 “netcfg子命令”。

注 – walkprop子命令只在交互模式下使用时有意义。

示例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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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loc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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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接下来的步骤

列出系统中的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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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10 查看和更改特定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续）

$ netcfg

netcfg> select loc test-loc

netcfg:loc:test-loc> list

loc:test-loc

activation-mode manual

enabled false

nameservices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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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sv4-domain "Central.example.com"
netcfg:loc:test-loc> walkp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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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itions> advertised-domain is 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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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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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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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filter-v6-config-file>

ipnat-config-file>

ippool-config-file>

ike-config-file>

ipsecpolicy-config-file>

netcfg:loc:test-loc> list

loc:test-loc

activation-mode conditional-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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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ervices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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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sv4-domain "Central.example.com"
netcfg:loc:test-loc> commit

Committed changes

netcfg:loc:test-loc> end

netcfg> ex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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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
用户定义的NCU、位置配置文件和 ENM都具有 activation-mode属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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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页中的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NCP不具有 activation-mode属
性。所有NCP都为手动启用。不同配置文件类型的 activation-mode属性的可能值如
下表所示：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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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activation-mode属性值

配置文件类型 activation-mode值

NCU manual或 prioritized

位置 manual、conditional-any、conditional-all或 system

ENM manual、conditional-any或 conditional-all

要手动启用或禁用（激活和取消激活）配置文件或配置对象，请使用 netadm enable命
令或 netadm disable命令。

在任何给定时刻，系统中必须有一个活动NCP和一个活动位置配置文件。活动NCP在
您启用其他NCP之前一直保持活动状态。启用其他NCP将隐式禁用当前活动的
NCP。无法显式禁用系统上当前活动的NCP。如果显式禁用当前活动的NCP，则系统
的基本网络连接会关闭。

还可以手动启用和禁用属于当前活动的NCP且其 activation-mode属性设置为 manual

的单个NCU。如果不指定NCU类，则会启用或禁用具有该名称的所有NCU（一个链
路和一个接口NCU）。

缺省情况下，系统选择要启用的最佳位置配置文件。系统从具有 system或 conditional

activation-mode的位置集中选择位置。但是，用户可通过手动启用任何位置（而不管
位置的激活模式）来随时覆盖系统的选择。手动启用位置配置文件时，系统将不会自
动更改活动位置。将禁用系统自动选择位置。必须显式禁用手动启用的位置才能恢复
系统的条件位置选择。

ENM可以具有 manual或 conditional activation-mode属性。如果将 activation-mode

属性设置为 conditional，则系统将基于指定的条件启用或禁用 ENM。有关可用于构
造条件字符串的条件和操作的信息，请参见表 1–1。如果将 activation-mode设置为
manual，则可以使用 netadm命令启用或禁用 EN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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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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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的启用和禁用是异步执行的。因此，可能出现启用或禁用请求成功而操作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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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页中的 “获取有关配置
文件状态的信息”。

示例 2–11 启用配置文件

在以下示例中，启用了名为 office的位置：

$ netadm enable -p loc office

类似的，启用了名为 User的NCP：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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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11 启用配置文件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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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禁用链路NCU

在以下示例中，禁用了名为 net1的链路NCU：

$ netadm disable -p ncu -c phys net1

示例 2–13 切换配置文件

在以下示例中，启用了固定配置文件 (DefaultFixed)：

$ netadm enable -p ncp DefaultFixed

类似的，启用了 Automatic NCP：

$ netadm enable -p ncp Automatic

有关 netadm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adm(1M)手册页。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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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反应性网络配置（任务）

本章介绍了如何使用 netadm命令来管理以下配置文件：NCP、位置、ENM和已知
WLAN。您可以使用 netadm命令管理NCU（组成NCP的各个配置对象）。在没有网
络管理GUI的情况下，您还可以使用 netadm命令与守护进程 (nwamd)进行交互。本章
还介绍了如何使用 netcfg命令导出并删除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有关使用 netadm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adm(1M)手册页。有关使用 netcfg命令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netcfg(1M)手册页。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第 66页中的 “在固定和反应性网络配置间切换”
■ 第 67页中的 “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 第 69页中的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 第 73页中的 “删除配置文件”
■ 第 74页中的 “执行无线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 第 76页中的 “反应性网络配置问题故障排除”

有关创建和配置配置文件、修改配置文件、列出配置文件以及禁用配置文件的信
息，请参见第 2章，创建和配置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任务）。

有关如何与反应性网络配置进行交互以及如何通过使用网络管理GUI从桌面管理您的
网络配置的信息，请参见第 4章，使用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

有关反应性网络配置的概述信息，请参见第 1章，反应性网络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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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和反应性网络配置间切换
网络配置管理是基于配置文件的，涉及在两种类型的网络配置之间切换：固定和反应
性。要在固定和反应性网络配置之间进行切换，请启用相应的NCP。对于固定网络配
置，请启用 DefaultFixed NCP。对于反应性网络配置，请启用 Automatic NCP或用户
定义的NCP。有关固定网络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
定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 如何从反应性网络配置切换到固定网络配置
如果您倾向于固定网络配置管理，则可以启用 DefaultFixed NCP，如以下过程中所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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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 Jun 21 17:30:2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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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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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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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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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act: None.

$

验证 DefaultFixedNCP处于活动状态。
$ netadm list

TYPE PROFILE STATE

ncp DefaultFixed online

ncp ncp1 disabled

ncp Automatic disabled

loc Automatic offline

loc NoNet offline

loc User disabled

loc DefaultFixed online

$

▼ 如何从固定网络配置切换到反应性网络配置
要从固定网络配置切换回反应性网络配置，请启用您要使用的网络配置文件。

成为 root用户。

1

2

3

4

1

在固定和反应性网络配置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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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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 Jun 21 15:30:2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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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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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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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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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act: None.

$

检查NCP和其他反应性（由NWAM管理）配置文件的状态。
$ netadm list -x

TYPE PROFILE STATE AUXILIARY STATE

ncp DefaultFixed disabled disabled by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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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 DefaultFixed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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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netadm子命令的信息，请参见第 33页中的
“netadm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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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tadm list

TYPE PROFILE STATE

ncp DefaultFixed disabled

ncp ncp1 disabled

ncp Automatic online

ncu:phys net0 online

ncu:phys net1 offline

ncu:ip net0 online

ncu:ip net1 offline

loc Automatic online

2

3

4

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第 3章 • 管理反应性网络配置（任务） 67



loc NoNet offline

loc User disabled

loc DefaultFixed offl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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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3–1 显示指定的配置文件的当前状态

以下示例列出了通过名称指定的名为 Automatic的配置文件的当前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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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使用了 list子命令和 -p选项来显示当前在系统上的所有位置。

$ netadm list -p loc

TYPE PROFILE STATE

loc office disabled

loc NoNet offline

loc Automatic online

$

在以下示例中，组合使用了 list子命令和 -c选项来显示活动NCP中的所有接口
NCU。

$ netadm list -c ip

TYPE PROFILE STATE

ncu:ip net0 online

ncu:ip net1 disabled

$

显示辅助状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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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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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adm list -x

TYPE PROFILE STATE AUXILIARY STATE

ncp DefaultFixed disabled disabled by administrator

ncp ncp1 disabled disabled by administrator

ncp Automatic online active

ncu:phys net0 online interface/link is up

ncu:phys net1 offline interface/link is down

ncu:ip net0 online interface/link is up

ncu:ip n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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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 DefaultFixed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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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可使用 netcfg命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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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交互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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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某些配置会限制 export功能的使用。只能导出或恢复由 netcfg命令最初创建的配
置对象。无法导出使用 dladm或 ipadm命令创建的NCP的配置对象，如聚合或 IPMP
组。另外，也不能导出或恢复 DefaultFixed NCP和位置配置文件。

export子命令的语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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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output-file是输出文件名， object-type是配置文件类型，class是NCU类以及
object-name是配置文件名。

有关 netcfg子命令的信息，请参见第 30页中的 “netcfg子命令”。

注 – export子命令的 -d和 -f选项可以相互独立使用。-f选项将当前范围内或指定范围
内的当前配置输出到标准输出或指定的文件。-d选项生成销毁 -a作为输出的第一行。

示例 3–2 在 netcfg交互模式下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在以下示例中，netcfg命令的 export子命令用于在屏幕上显示系统的配置文件配置。

$ netcfg

netcfg> export

create ncp "User"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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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2 在 netcfg交互模式下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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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u=5000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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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priority-group=1

set priority-mode=exclusive

set mac-address="13:10:73:4e:2"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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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com"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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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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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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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nfsv4-domain="domain.examp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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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在 netcfg交互模式下使用 -d选项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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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ncp "User"
create ncu ip "net2"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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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3 在 netcfg交互模式下使用 -d选项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续）

set ip-version=ipv4

set ipv4-addrsrc=dhcp

set ipv6-addrsrc=dhcp,autoconf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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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mtu=5000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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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priority-group=1

set priority-mode=exclusive

set mac-address="13:10:73:4e:2"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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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com"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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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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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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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nfsv4-domain="domain.examp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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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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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s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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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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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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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4 在 netcfg命令文件模式下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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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u=5000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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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priority-group=1

set priority-mode=exclusive

set mac-address="13:10:73:4e:2"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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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com"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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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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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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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nfsv4-domain="domain.examp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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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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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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恢复导出的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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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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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删除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系统定义的配置文件包括 Automatic和
DefaultFixed NCP以及 NoNet、Automatic和 DefaultFixed位置配置文件。

destroy子命令的语法如下所示：

netcfg destroy [ -a | object-type [ class ] object-name]

有关 netcfg子命令的信息，请参见第 30页中的 “netcfg子命令”。

注 –系统中应始终至少有一个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务必在使用 destroy -a命令之前
启用 Automatic NCP，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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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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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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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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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5 使用 netcfg命令行模式删除指定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续）

ncp:User

management-type reactive

NCUs:

phys net1

netcfg:ncp:User> exit

$

示例 3–6 使用 netcfg交互模式删除特定的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在以下示例中，删除了名为 net2的 IP NCU。

$ netcfg list

NCPs:

DefaultFixed

Automatic

User

Locations:

Automatic

NoNet

test

test-loc

DefaultFixed

$ netcfg

netcfg> select ncp User

netcfg:ncp:User> list

ncp:User

management-type reactive

NCUs:

phys net2

ip net2

netcfg:ncp:User> destroy ncu ip net2

Destroyed ncu ’net2’

netcfg:ncp:User> list

ncp:User

management-type reactive

NCUs:

phys net2

netcfg:ncp:User> end

netcfg> ex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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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从指定为 link-name的链路的扫描结果中选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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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netadm子命令的信息，请参见第 33页中的 “netadm子命令”。

执行无线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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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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3–7 连接到无线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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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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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3–8 连接到未列出的无线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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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ose WLAN to connect to [1-4]: 4

Enter WLAN name: clear

1: None

2: WEP

3: WPA

Enter security mode:1

$

在此示例中，用于选择未列出的无线网络的 Other选项（由数字 4表示）提示您输入无
线网络的名称和安全模式。

如果WLAN需要密钥，会提示您输入密钥和键槽（如果为安全模式指定了WEP）。例
如：

Enter WLAN key for ESSID home: mywlankey

Enter key slot [1-4]: 1

执行无线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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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性网络配置问题故障排除
本节介绍了如何对反应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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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守护进程 nwamd

监视的事件。此子命令提供有关与网络配置文件和配置对象的配置过程相关的事件的
有用信息。

netadm show-events命令的语法如下：

netadm show-events [-v]

有关 netadm子命令的信息，请参见第 33页中的 “netadm子命令”。

在以下示例中，在启用了 Automatic NCP的情况下，组合使用了 netadm show-events命
令与 -v选项。-v选项以详细模式显示事件，从而显示不同状态下的更改。

$ netadm show-events -v

EVENT DESCRIPTION

OBJECT_ACTION ncp Automatic -> action enable

OBJECT_STATE ncp Automatic -> state online, active

OBJECT_STATE ncu link:net0 -> state offline*, (re)initialized but not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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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_STATE ncu interface:net0 -> state offline*, (re)initialized but not c

OBJECT_STATE ncu interface:net0 -> state offline*, waiting for IP address to

PRIORITY_GROUP priority-group: 0

LINK_STATE net0 -> state up

OBJECT_STATE loc NoNet -> state offline*, method/service executing

OBJECT_STATE loc Automatic -> state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

OBJECT_STATE loc NoNet -> state online, active

IF_STATE net0 -> state flags 1004843 addr 10.153.125.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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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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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_STATE net0 -> state flags 2080841 addr 2002:a99:7df0:1:221:28ff:fe3c:

IF_STATE net0 -> state flags 2004841 addr 2001:db8:1:2::4ee7/128

OBJECT_STATE loc Automatic -> state offline*, method/service executing

OBJECT_STATE loc NoNet -> state offline, conditions for activation are unmet

OBJECT_STATE loc Automatic -> state online,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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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显示各个配置文
件和配置对象、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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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性网络配置问题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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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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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Fixed offline disabled by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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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 Default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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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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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 need WiFi network selection。或者，如果已做出
WiFi选择但需要密钥，原因将是 need WiFi key。

反应性网络配置问题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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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

本章介绍了Oracle Solaris Desktop上的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以前称为NWAM
GUI），其中包括组成网络管理GUI的组件的说明。本章还包括从桌面与反应性网络
配置文件进行交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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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不提供专门使用网络管理GUI管理网络的分步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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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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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页中的 “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介绍”
■ 第 81页中的 “GUI的功能组件”
■ 第 83页中的 “从桌面与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进行交互”
■ 第 87页中的 “连接和管理收藏的无线网络”
■ 第 89页中的 “管理网络配置文件”
■ 第 96页中的 “创建和管理位置”
■ 第 100页中的 “关于外部网络修饰器”

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介绍
网络管理GUI是网络命令行界面 (command-line interface, CLI)的图形化等效对象。使用
网络管理GUI，您可以在桌面上查看和监视网络状态，还可以与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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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GUI还可用于创
建和管理位置，这些位置是为涉及系统范围网络配置（如需要不同的名称服务器、安
全类型的那些配置或需要在不同时间启用的网络接口配置）的复杂任务提供简化手段
的配置文件。在G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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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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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GUI的基本功能包括以下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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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管理GUI以与网络CLI相同的方式管理网络配置，即在系统上以配置文件的形式
存储所需的属性值。系统网络服务根据当前网络状况确定在给定的时间应激活哪个配
置文件，然后启用最适当的配置文件。

从桌面访问网络管理GUI
网络管理GUI由两个组件构成："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一直显示在
桌面面板上）和 "network configuration"（网络配置）对话框。可以从 "System"（系
统）→ "Administration"（管理）菜单或通过右键单击通知图标来访问这些对话框。网
络管理GUI的行为与任何其他具有连续状态通知图标（例如，电源管理图标）的应用
程序基本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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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网络配置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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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管理GUI与网络CLI之间的差别
可以使用网络管理GUI或网络CLI管理网络配置并与反应性网络配置进行交互。在执
行特定的任务时，选择使用GUI还是选择使用C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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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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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与反应性网络配置交互，可以更快
更容易地执行这些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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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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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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功能差别

网络管理GUI包括使您能与反应性网络配置进行交互并从桌面检查网络连接的功
能。通过GUI获得有关网络状态信息的方式和CLI命令略有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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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则可通过 netadm

show-events命令在出现反应性网络事件时监视这些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 76页中的 “监视所有网络连接的当前状态”。

此外，要使用网络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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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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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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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页中的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此外，无法使用GUI创建或修改固定网络配置文件。可以使用 ipadm和 dladm命令
修改固定配置文件。

有关 ipadm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ipadm(1M)手册页和《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
用固定网络配置连接系统》中的第 4章 “使用 IP接口”。

有关 dladm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dladm(1M)手册页和《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
用固定网络配置连接系统》中的第 3章 “使用数据链路”。

■ 组件名称和术语使用差别

在GUI中，网络配置文件 (Network Configuration Profile, NCP)与网络配置文件是相
同的。CLI中所称的网络配置单元 (Network Configuration Unit, NCU)在GUI中称为
网络连接。

使用CLI启用和禁用NCP与使用GUI执行切换网络配置文件或连接的任务相同。

GUI的功能组件
网络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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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逐一描述了这些组件。请注意，某些对话框可通过数种方法访问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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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的功能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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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网络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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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网络进行交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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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和固定
网络配置文件之间进行切换的
方法。此方法还用于启用和管
理两个主要网络配置文件类
型：系统定义的 Automatic配
置文件和用户定义的多个网络
配置文件。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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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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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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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图标的上下文
菜单中选择 "Network Locations"（网络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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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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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通知图标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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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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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的功能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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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网络管理GUI主要组件 （续）

组件 功能 访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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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对话框还用于停止或启动网
络修饰器。有关网络修饰器的
信息，请参见第 100页中的
“关于外部网络修饰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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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桌面与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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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反应性网络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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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网络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将显
示在桌面上。如果固定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则无法修改网络配置，但仍可以查看
属性。例如，可以在面板图标工具提示和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
的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视图中查看 IP地址、状态和连接速度。

下表展示了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图标的外观，当反应性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
态时，图标外观的变化可反映系统中启用的网络连接的状态。

从桌面与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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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反应性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图标的外观

图标 状态 说明

完全连接 指示活动网络配置文件中所有手动启用的连接均处于联机状
态，并且活动配置文件组（如果存在这样的组）中有所需数目
的连接处于联机状态。
“所需数目”的定义如下：
■ 如果该组的优先级类型为 "Exclusive"（专用），则需要一个
连接

■ 如果该组的优先级类型为 "Shared"（共享），则需要一个或
多个连接

■ 如果该组的优先级类型为 "All"（全部），则需要所有连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95页中的 “使用优先级组”。

部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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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指示连接正在等待用户输入，如选择要连接到的可用
无线网络或输入WEP/WPA密钥。

无连接 指示网络存在配置问题。

下表显示了当固定网络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图标的
外观。

表 4–3 固定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图标的外观

图标 状态 说明

完全连接 指示所有配置的连接处于联机状态。

部分连接 指示一个或多个配置的连接处于脱机状态。

无连接 指示网络存在配置问题。

有关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和固定网络配置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89页中的 “管理
网络配置文件”。

从桌面与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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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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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固定网络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则列表将显示配置文件中所有有线和无线连
接的状态。

如果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则列表将显示手动启用的所有连接的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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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在固定网络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使用此方法无法显示某些特定网络连接的属
性。

从桌面控制网络连接

缺省情况下，网络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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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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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从桌面与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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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以下方式使用网络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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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为是由缺省启用的 Automatic网络配置文件（GUI中的
网络配置文件和NCP相同)定义的。要强制使用不同的行为，必须创建一个不同的
网络配置文件并启用它。

可以将连接添加到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当该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将启用该
连接。要禁用该连接，可以从配置文件中将其删除。有关添加和删除连接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第 93页中的 “编辑网络配置文件”。

■ 从有线网络切换到无线网络。

如果启用了 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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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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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以下方法之一：

■ 使用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上下文菜单的 "Connections"（连
接）子菜单禁用有线连接，然后启用无线连接。

请注意，仅当两个连接都是 "Manual"（手动）激活类型且活动网络配置文件是反
应性类型时，此方法才可能成功。

■ 编辑启用的网络配置文件，以根据需要启用无线连接并禁用其他连接。

请注意，仅当活动网络配置文件是反应性类型时，此方法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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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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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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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线网络所用的方法取决于该网络配置文件的定义。

从桌面与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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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以下方法之一：

■ 使用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上下文菜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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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ual"（手动）激活类型且活动网络配置文件是反
应性类型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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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仅当活动网络配置文件是反应性类型时，此方法才可能成功。

建立了有线连接后，会显示一条通知消息。

注 –当固定网络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将无法手动在连接之间切换。

有关可以通过网络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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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了无线网络连接时，缺省情况下，反应性网络配置会尝试按优先级顺序（连接列
出顺序）连接到收藏列表中的任何可用网络，且不进行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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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反应性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可以通过访问 "Network Status"（网络状
态）通知图标的上下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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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话框包含一个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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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twork profi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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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页中的 “管理网络配置文件”。

连接和管理收藏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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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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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手动连接到不同的无线网络，可以执行以下
操作之一：

■ 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一个可用的无线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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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列出的无线网络被配置为不广播其网络名称，但仍可以供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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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当固定网络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无法手动选择不同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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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网络管理GUI联机帮助。

图 4–1 "Wireless Chooser"（无线选择器）对话框

1

2

连接和管理收藏的无线网络

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反应性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 2012年 10月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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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框中将显示名为 "Add to list of favorite networks on successful connection"（成功连接时
添加到收藏的网络列表中）的复选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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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网络配置文件
在网络管理GUI中，网络配置文件等效于第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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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管理GUI中可用的网络配置文件要么是反应性的，要么是固定的。缺省情况
下，存在一个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 Automatic和一个固定网络配置文件

图 4–2 "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视图中的 "Wireless"（无线）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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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Fixed。可以根据需要使用GUI在配置文件之间切换。可以使用GUI创建、编
辑和删除用户定义的反应性配置文件，但无法编辑或删除系统定义的缺省配置文件。

缺省情况下，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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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 Preferenc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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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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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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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显示关于活动网络配置文件中网络连接的信
息。如果配置文件是固定类型的，则此视图将显示配置文件中配置的所有有线和无
线连接。如果配置文件是反应性类型的，则此视图将显示每个已启用的
"Manual"（手动）激活类型的网络连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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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当固定网络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无法访问任何连接的 "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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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3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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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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个反应性网络配置文
件 Automatic和一个固定网络配置文件 DefaultFixed。您可以启用这些系统定义的缺省
配置文件，但无法进行编辑或将其删除。但是，您可以创建多个用户定义的反应性网
络配置文件。可以根据需要启用、编辑或删除手动创建的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

以下网络配置文件列表是所选的配置文件的摘要。要查看完整的选定配置文件或编辑
该配置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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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从一个网络配置文件切换到另一个网络配置文件

打开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的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
件）视图。

选择要启用的网络配置文件旁边的单选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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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4 "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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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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仅可以创建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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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仅可以复制反应性网络配置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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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删除 Automatic网络配置文件或 DefaultFix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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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页中的 “编辑网络配置文
件”。

编辑网络配置文件

要编辑一个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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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打开 "Edit Network Profile"（编辑网络配置文件）对话框。在此对话框
中，可以从配置文件中添加或删除连接 (NCU)。如果将连接添加到配置文件，则当该
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将启用添加的连接。如果从配置文件中删除连接，则将禁
用该连接。请参见第 95页中的 “使用优先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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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atic网
络配置文件。

▼ 如何编辑固定网络配置文件
无法使用 "Edit Network Profile"（编辑网络配置文件）对话框编辑固定网络配置文件。

在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的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件）视
图中选择配置文件。

选择要编辑的固定网络连接配置文件的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OK"（确定）以启用该配
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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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 ipadm和 dladm命令对活动配置文件进行所需的更改。

有关 ipadm和 dladm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ipadm(1M)手册页、dladm(1M)手册页
和《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固定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 如何添加或删除连接

您可以在配置文件中添加或删除连接 (NCU)。如果将连接添加到配置文件，则当该配
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将启用添加的连接。如果从配置文件中删除连接，则将禁用
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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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出为选定配置文件启用的网络连接。可以为选定配置文件添加或删除连接。

注 –无法编辑或删除 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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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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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dit Network Profile"（编辑网络配置文件）对话框中，单击 "Connections"（连接）按
钮。

另外，您可以从可用连接列表中选择要启用或禁用的连接，然后单击 "Enable"（启
用）或 "Disable"（禁用）按钮。

此时将显示 "Edit Connections"（编辑连接）对话框。

图 4–5 "Edit Network Profiles"（编辑网络配置文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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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添加或删除连接，请选择以下方法之一：

■ 选择要添加到配置文件的连接并单击 "OK"（确定）。
连接将添加到配置文件，并且当配置文件变为活动状态时将启用该连接。

■ 取消选中要从配置文件中删除的选定连接并单击 "OK"（确定）。
将从配置文件中删除连接并将其禁用。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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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优先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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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介绍了提供的三种不同优先级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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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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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将网络连接移动到“始终启用”组
当选定网络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always enabled”（始终启用）组中的网络连接始
终会启用。

启用要编辑的网络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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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dit Network Profile"（编辑网络配置文件）对话框中，选择要始终启用的连接。

单击向上按钮，直到该连接移到“始终启用”组中。

▼ 如何删除网络连接

当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如果从该配置文件中删除某个网络连接，则将禁用该网
络连接。

在 "Edit Network Profile"（编辑网络配置文件）对话框中，单击 "Connections"（连接）按
钮。

此时将显示 "Edit Connections"（编辑连接）对话框。

取消选中要禁用的连接并单击 "OK"（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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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手动或自动启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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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位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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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s"（位置）列表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上下文菜单中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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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类型取决于其激活模式。如下所示：

■ System（系统）－此种类型的位置是系统定义的位置（Automatic、NoNet和
DefaultFixed），这表明系统可基于当前网络状况确定何时启用位置。仅当已启用
相应的 DefaultFixed网络配置文件时，才会启用 DefaultFixed位置。无法手动启用
或禁用 DefaultFixed位置。

■ Manu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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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图标进行交互来手动启用或禁用。

■ Condition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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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当选择系统位置或固定位置时，下拉式列表将分别显示 "Activated by system"（由系
统激活）或 "Activated by Fixed Profile"（由固定配置文件激活）。下拉式列表和 "Edit
Rules"（编辑规则）按钮都被禁用。

▼ 如何更改位置的激活模式

以下过程描述了如何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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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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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6 "Locations"（位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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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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择系统位置或固定位置时，下拉式列表将分别显示 "Activated by system"（由系统激
活）或 "Activated by Fixed Profile"（由固定配置文件激活）。下拉式列表和 "Edit
Rules"（编辑规则）按钮都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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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的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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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过程描述了如何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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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启用一个新位置。因为系统中始终必须有且只能有一个位置处
于启用状态，所以启用新的位置将隐式禁用当前启用的位置。启用网络配置文件
时，此规则同样适用。有关启用和禁用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61页中的 “启用和
禁用配置文件”。

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 "Location"（位置）子菜单中，选择要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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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能手动选择要启用的位置。在任何给定时间，将根据网络环境的变
化自动启用最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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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您可以启用任何可用的位置，而不管其激活类型。所选的位置会无限期
地保持启用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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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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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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能手动选择要启用的位
置。在任何给定时间，将根据网络环境的变化自动启用最适当的
"Syst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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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启用除固定位置之外的任何可
用位置。新的位置会无限期地保持启用状态。

编辑位置
使用GUI编辑一个位置相当于使用CLI修改一个位置的属性。

▼ 如何编辑位置

从 "Network Status"（网络状态）通知图标的子菜单中选择 "Network Locati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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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列表中选择位置，然后单击 "Edit"（编辑）。
或者，可以在列表中双击该位置。

注 –无法编辑固定位置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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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Services（名称服务） 可用于为指定位置配置命名服务。

Security（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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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合适的选项卡以显示要编辑的信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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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部网络修饰器
通过外部网络修饰器 (External Network Modifier, ENM)可以指定应用程序或脚本（例如
VPN应用程序）应何时执行自己的网络配置（在NCP和位置配置文件中指定的配置之
外的配置）。ENM也可以定义为在启用或禁用 ENM时直接修改网络配置的服务或应
用程序。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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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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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创建和管理 ENM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48页中的 “创建 ENM
配置文件”。

关于 "Network Modifi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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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外部网络修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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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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ilable network modifiers"（可用网络修饰器）对话框的主区域，显示每个 ENM的以
下信息：

■ 激活状态图标（"Manual"（手动）或 "Conditional"（有条件的））
■ 用户定义的名称（修饰器名称），例如 “OpenVPN”
■ 当前状态，"Running"（正在运行）或 "Stopp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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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u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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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7 "Network Modifier"（网络修饰器）对话框

关于外部网络修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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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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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添加新条目或取消所做更改，请选择以下方法之一：

■ 要添加一个激活类型为 "Manu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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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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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关于外部网络修饰器

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反应性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 2012年 10月102



索引

数字和符号
"Network Modifier"（网络修饰器）对话框, 100–101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
框, 90–91
"Connection Properties"（连接属性）视图, 91
"Connection Status"（连接状态）视图, 90
"Network profile"（网络配置文件）视图, 90

A
activation-mode属性, 15, 16
不同配置文件类型的属性值, 62
位置配置文件的可能值, 18

Automatic NCP, 12
执行基本配置的策略, 21

Automatic位置配置文件, 13

D
DefaultFixed NCP, 12, 36
DefaultFixed位置, 53
DefaultFixed位置配置文件, 14

E
ENM, 14–15, 100–102

"Network Modifier"（网络修饰器）对话
框, 100–101

ENM配置文件的属性, 48–49
创建 ENM配置文件, 48–50

ENM（续）
添加命令行 ENM, 102
以交互方式创建 ENM配置文件, 49–50

G
GUI的功能组件, 81–83

N
NCP, 12–13

activation-mode属性, 16
Automatic NCP, 12
NCP激活策略, 16–17
NCU, 13
创建NCP, 36–42
以交互方式创建具有NCU的NCP, 39–42
用户定义的NCP, 12

NCP激活策略, 16–17
NCU, 13
创建, 36–39
属性, 37–39

netadm命令
disable子命令, 33
enable子命令, 33
help子命令, 34
list子命令, 33
scan-wifi子命令, 34
select-wifi子命令, 34
show-events子命令, 34

netadm命令的 disable子命令, 33

103



netadm命令的 enable子命令, 33
netadm命令的 help子命令, 34
netadm命令的 list子命令, 33
netadm命令的 scan-wifi子命令, 34
netadm命令的 show-events子命令, 34
netcfg的命令文件模式, 30
netcfg的命令行模式, 29–30
netcfg命令

cancel子命令, 31
clear子命令, 31
commit子命令, 31
create子命令, 31
destroy子命令, 31
end子命令, 31
exit子命令, 31
export子命令, 31
get子命令, 32
help子命令, 32
list子命令, 32
revert子命令, 32
select子命令, 32
set子命令, 32
verify子命令, 32
walkprop子命令, 32, 60–61
交互模式, 28–29
命令文件模式, 30
命令行模式, 29–30

netcfg命令的 cancel子命令, 31
netcfg命令的 clear子命令, 31
netcfg命令的 commit子命令, 31
netcfg命令的 create子命令, 31
netcfg命令的 destroy子命令, 31
netcfg命令的 end子命令, 31
netcfg命令的 exit子命令, 31
netcfg命令的 export子命令, 31
netcfg命令的 get子命令, 32
netcfg命令的 help子命令, 32
netcfg命令的 list子命令, 32
netcfg命令的 revert子命令, 32
netcfg命令的 select子命令, 32
netcfg命令的 set子命令, 32
netcfg命令的 verify子命令, 32
netcfg命令的 walkprop子命令, 32
netcfg命令的交互模式, 28–29

NoNet位置配置文件, 13

P
priority-group属性, 16, 38
priority-mode属性, 17, 38

S
select-wifi子命令, 34
SMF网络服务, 23

W
walkprop子命令,查看和更改属性值, 60–61
WLAN, 15

安
安全和授权, 23–25

编
编辑
固定网络配置文件, 93–94
网络配置文件, 93–95
添加或删除连接, 94–95

位置, 99

查
查看有关网络配置文件的信息, 92

创
创建和管理位置, 96–99
编辑位置, 99
从一个位置切换到另一个, 98–99

索引

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反应性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 2012年 10月104



创建和管理位置（续）
更改位置的激活模式, 97–98

创建和配置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 27–63
创建配置文件, 34–53
创建

ENM配置文件, 48–50
NCP, 36–42
为NCP创建NCU, 36–39
位置配置文件, 42–47
已知WLAN配置文件, 51–53

以交互方式创建
ENM配置文件, 49–50
具有NCU的NCP, 39–42
位置配置文件, 44–47
已知WLAN配置文件, 51–53

从
从桌面访问网络GUI, 80
从桌面与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进行交互, 83–87
检查网络连接的状态, 83–85

导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69–73

顶
顶级配置文件, 28

动
动态重新配置和NCP, 22

反
反应性网络配置

SMF网络服务, 23
创建和配置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 27–63
创建配置文件, 34–53

反应性网络配置（续）
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71–72
动态重新配置, 22
反应性网络如何与其他网络技术配合使
用, 22–23

概述, 9–26
何时使用反应性网络, 11
连接到可用无线网络, 74–75
配置文件管理的网络配置的亮点, 10
切换
从反应性网络配置切换到固定网络配置, 66
从固定网络配置切换到反应性网络配
置, 66–67

删除配置文件, 73–74
什么是反应性网络配置, 10
网络配置文件和类型, 11–15

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
Automatic NCP, 12
ENM, 14–15
NCU, 13
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如何工作, 21–22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 15–19
位置配置文件, 13–14
已知WLAN, 15
用户定义的NCP, 12

辅
辅助状态值,显示, 68–69

更
更改
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53–56
使用 walkprop子命令更改属性值, 60–61
位置的激活模式, 97–98

固
固定网络命令, 23

索引

105



管
管理
收藏的网络, 89
网络配置文件, 89–99

管理反应性网络配置, 65–77

恢
恢复配置文件, 73

获
获取特定属性的值, 58–60

监
监视所有网络连接的当前状态, 76

检
检查状态
当反应性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 84
当固定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 84
网络连接的, 83–85

接
接口NCU, 13

禁
禁用配置文件, 63

控
控制网络连接, 85–87

连
连接
和管理收藏的无线网络, 87–89
无线网络, 88

连接到可用无线网络, 74–75
执行无线扫描, 74–75

链
链路NCU, 13

列
列出
所有配置文件, 56–58
特定配置文件的所有属性值, 58
特定属性的值, 58–60
系统中的配置文件信息, 56–61

命
命令,固定网络, 23

配
配置文件,网络配置文件类型, 11–15
配置文件管理的网络配置的亮点, 10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 15–19

NCP激活策略, 16–17
位置激活选择条件, 17–19
条件和操作, 18–19

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19–21

启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 61–63
启用配置文件, 62–63

索引

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反应性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 2012年 10月106



切
切换
从反应性网络配置切换到固定网络配置, 66
从固定网络配置切换到反应性网络配置, 66–67
从一个网络配置文件到另一个, 92
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 98–99
配置文件, 63

删
删除配置文件, 73–74

设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53–56
以交互方式设置属性值, 55–56

使
使用网络管理GUI, 79–102
介绍, 79–81

使用优先级组, 95–96

示
示例

NCP激活策略, 17
导出配置文件配置, 69–70
在交互模式下, 70–71
在命令文件模式下, 71–72

禁用配置文件, 63
连接到无线网络, 75
启用配置文件, 62–63
切换配置文件, 63
删除
特定的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73–74
以交互方式删除配置文件, 74

使用 walkprop子命令更改特定配置文件的属性
值, 60–61

显示监视的事件, 76

示例（续）
以交互方式创建

ENM配置文件, 49–50
NCP, 41
WLAN, 52–53
为现有NCP创建NCU, 42
位置配置文件, 46–47

以交互方式设置属性值, 55–56
在 netcfg命令行模式下设置属性值, 54

授
授权, 24
使用用户界面所需的, 24–25
网络管理GUI, 25
网络配置和状态面板显示, 25

属
属性

activation-mode属性, 15, 16
ENM配置文件属性, 48–49
NCU激活属性, 16–17
NCU属性, 37–39
priority-group属性, 16
priority-mode属性, 17
获取特定属性的值, 58–60
列出特定配置文件的所有属性值, 58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53–56
使用 walkprop子命令更改属性值, 60–61
位置配置文件属性, 43–44
以交互方式获取和列出单个属性值, 59–60
以交互方式设置属性值, 54–56
已知WLAN属性, 51

数
数据链路, 13

索引

107



添
添加或删除网络配置文件, 93
添加命令行 ENM, 102

外
外部网络修饰器 (External Network Modifier,

ENM), 100–102
"Network Modifier"（网络修饰器）对话
框, 100–101

网
网络管理GUI

CLI与GUI之间的差别, 80–81
从桌面访问, 80
功能组件, 81–83
介绍, 79–81
使用, 79–102
主要组件, 82–83

网络管理GUI与CLI之间的差别, 80–81
功能差别, 81
组件名称和术语使用差别, 81

网络接口配置问题故障排除, 76–77
网络连接
检查状态
当反应性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 84
当固定配置文件处于活动状态时, 84
网络连接的, 83–85

控制网络连接, 85–87
切换
从无线网络到有线网络, 86
从有线网络到无线网络, 86

显示启用的网络连接的详细信息, 85
修改缺省连接优先级, 86

网络连接状态
反应性配置文件, 84
固定配置文件, 84

网络配置授权
和安全性, 23–25
和相关配置文件, 24
使用用户界面所需的, 24–25

网络配置文件, 11–15

网络配置文件（续）
ENM, 11, 14–15
NCP, 11, 12–13
NCU, 11
编辑, 93–95
编辑固定网络配置文件, 93–94
查看有关网络配置文件的信息, 92
创建

ENM配置文件, 48–50
NCP, 36–42
和配置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 27–63
位置配置文件, 42–47
已知WLAN配置文件, 51–53

创建配置文件, 34–53
从一个网络配置文件切换到另一个, 92
从桌面与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进行交互, 83–87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69–73
动态重新配置, 22
恢复导出的配置文件, 73
列出系统中的配置文件信息, 56–61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 61–63
删除配置文件, 73–74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53–56
添加或删除网络配置文件, 93
位置配置文件, 11, 13–14
已知WLAN, 11, 15

网络配置文件配置
创建

ENM配置文件, 48–50
NCP, 36–42
位置配置文件, 42–47
已知WLAN配置文件, 51–53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69–73
列出系统中的配置文件信息, 56–61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 61–63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53–56

位
位置
编辑, 99
创建和管理, 96–99
从一个位置切换到另一个, 98–99
更改位置的激活模式, 97–98

索引

在Oracle Solaris 11.1中使用反应性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 2012年 10月108



位置激活选择条件, 17–19
条件和操作, 18–19

位置配置文件, 13–14
activation-mode属性, 18
Automatic位置, 13
DefaultFixed位置, 14
NoNet位置, 13
创建位置配置文件, 42–47
属性, 43–44
系统定义的位置, 43
以交互方式创建
位置配置文件, 44–47

用户定义的位置, 43

显
显示
辅助状态值, 68–69
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67–69

显示启用的网络连接的详细信息, 85

以
以交互方式创建

ENM配置文件, 49–50
具有NCU的NCP, 39–42
位置配置文件, 44–47
已知WLAN配置文件, 51–53

以交互方式获取单个属性值, 59–60
以交互方式设置属性值, 54–56

已
已知WLAN, 15
创建已知WLAN配置文件, 51–53
属性, 51

已知WLAN配置文件,以交互方式创建, 51–53

用
用户定义的NCP, 12

优
优先级组, 16, 95
使用优先级组, 95–96

桌
桌面
检查网络连接的状态, 83–85
与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进行交互, 83–87

子
子命令

netadm命令, 33–34
netcfg命令, 30–33

索引

109



110


	在 Oracle® Solaris 11.1 中使用反应性网络配置连接系统
	前言
	目标读者
	获取 Oracle 支持
	印刷约定
	命令中的 shell 提示符示例

	反应性网络配置（概述）
	配置文件管理的的网络配置的亮点
	什么是反应性网络配置？
	何时使用反应性网络配置
	网络配置文件和类型
	NCP 说明
	Automatic NCP 和用户定义的 NCP 说明
	NCU 说明

	位置配置文件说明
	ENM 说明
	已知 WLAN 的说明

	配置文件激活策略
	NCP 激活策略
	NCU 激活属性
	NCP 策略示例

	位置激活选择条件

	配置文件配置任务
	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如何工作
	反应性网络如何与其他 Oracle Solaris 网络技术配合使用
	SMF 网络服务
	网络配置安全和授权
	与网络配置相关的授权和配置文件
	使用用户界面所需的授权

	在哪里可以找到网络配置任务

	创建和配置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任务）
	使用 netcfg 命令配置配置文件
	netcfg 交互模式
	netcfg 命令行模式
	netcfg 命令文件模式

	netcfg 和 netadm 子命令
	netcfg 子命令
	netadm 子命令

	创建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创建 NCP
	为 NCP 创建 NCU
	如何以交互方式创建具有 NCU 的 NCP

	创建位置配置文件
	如何以交互方式创建位置配置文件

	创建 ENM 配置文件
	如何以交互方式创建 ENM 配置文件

	创建已知 WLAN 配置文件
	如何以交互方式创建已知 WLAN 配置文件


	设置和更改配置文件的属性值
	如何以交互方式设置属性值

	列出系统中的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列出系统中的所有配置文件配置信息
	列出特定配置文件的所有属性值
	获取特定属性的值
	如何以交互方式获取单个属性值

	使用 walkprop 子命令查看和更改属性值

	启用和禁用配置文件

	管理反应性网络配置（任务）
	在固定和反应性网络配置间切换
	如何从反应性网络配置切换到固定网络配置
	如何从固定网络配置切换到反应性网络配置

	获取有关配置文件状态的信息
	显示配置文件的当前状态
	显示辅助状态值

	导出和恢复配置文件配置
	恢复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删除配置文件
	执行无线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网络
	反应性网络配置问题故障排除
	监视所有网络连接的当前状态
	网络接口配置问题故障排除


	使用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
	网络管理图形用户界面介绍
	从桌面访问网络管理 GUI
	网络管理 GUI 与网络 CLI 之间的差别

	GUI 的功能组件
	从桌面与反应性网络配置文件进行交互
	检查网络连接的状态
	如何显示启用的网络连接的更多信息

	从桌面控制网络连接

	连接和管理收藏的无线网络
	如何连接无线网络
	管理收藏的网络

	管理网络配置文件
	关于 "Network Preferences"（网络首选项）对话框
	查看有关网络配置文件的信息
	如何从一个网络配置文件切换到另一个网络配置文件

	添加或删除网络配置文件
	编辑网络配置文件
	如何编辑固定网络配置文件
	如何添加或删除连接

	使用优先级组
	如何将网络连接移动到“始终启用”组
	如何删除网络连接

	创建和管理位置
	如何更改位置的激活模式
	如何从一个位置切换到另一个位置

	编辑位置
	如何编辑位置


	关于外部网络修饰器
	关于 "Network Modifiers"（网络修饰器）对话框
	如何添加命令行 ENM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