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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Oracle Solaris 11.1中管理服务和故障》是文档集的一部分，该文档集包含Oracle
Solaris系统管理信息中的重要部分。本指南主要介绍Oracle Solaris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功能，以及故障管理体系结构 (Fault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F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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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Oracle支持
Oracle客户可通过My Oracle Support获得电子支持。有关信息，请访问 http://

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如果您听力受损，请访问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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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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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ls -a列出所有文件。

machine_name% you have mail.

AaBbCc123 用户键入的内容，与计算机屏幕输出的显示
不同

machine_name% su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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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http://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hcl/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表 P–1 印刷约定 （续）

字体 说明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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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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概述）

本章提供有关Oracle Solaris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功能的概
述。此外，还介绍了有关运行级别的信息。

以下列出本章所介绍的信息：

■ 第 10页中的 “SMF简介”
■ 第 11页中的 “SMF概念”
■ 第 16页中的 “SMF管理接口和编程接口”
■ 第 17页中的 “SMF组件”
■ 第 20页中的 “SMF兼容性”
■ 第 21页中的 “运行级别”
■ 第 22页中的 “/etc/inittab文件”

有关与 SMF相关的过程的信息，请参见第 25页中的 “监视服务（任务列表）”。有关
与运行级别相关的过程的信息，请参见第 42页中的 “使用运行控制脚本（任务列
表）”。

关于此发行版中的 SMF
以下 SMF新功能已添加到本发行版中：

■ 通过以下改进，增强了使用 svccfg editprop命令编辑 SMF属性的功能。
■ 在选中实例时显示组合视图。还显示定义属性的位置，例如在实例中或在服务中

■ 缺省情况下，editprop子命令不显示 SMF基础结构属性（如方法、依赖性或
SMF模板定义）。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7页中的 “如何修改一个服务的多个属性”和Oracle
Solaris 11 Update 1系统上的 svccfg(1M)手册页。

■ svcprop命令已更改，其输出中不再显示 SMF模板定义。如果需要，可以选择 -a选
项以包括模板定义。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 Update 1系统上的
svcprop(1)手册页。

1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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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将 svcbundle命令添加到此发行版中。使用此命令，您可以创建 SMF清单和配置
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1页中的 “如何创建 SMF服务”、第 33页中的 “如
何创建 SMF配置文件”和Oracle Solaris 11 Update 1系统上的 svcbundle(1M)手册
页。

SMF简介
SMF使管理应用程序和系统服务变得更容易。框架基础结构增加了传统UNIX启动脚
本、init运行级别和配置文件。SMF提供了一种机制来定义应用程序之间或服务之间
的关系，以便相关服务可在必要时自动重新启动。管理每个服务所需的信息存储在服
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该系统信息库提供了一种管理每个服务的简便方法。

SMF定义了一组可以由管理员针对服务调用的操作。这些操作可通过 svcadm命令手动
处理，包括启用、禁用、刷新、重新启动和标记操作。每个服务都由执行管理操作的
服务重启程序来管理。通常，重启程序通过执行服务的方法来执行操作。每个服务的
方法都在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定义。这些方法允许重启程序更改服务的状态。

在每个服务成功启动时，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将按服务提供快照，以便支持回退。另
外，系统信息库提供一致而持久的方法来启用或禁用服务，并提供一致的服务状态视
图。此功能有助于调试服务配置问题。

使用 SMF的优点
SMF提供的框架使管理服务器上运行的所有服务变得更容易。具体而言，该框架提
供：

■ 按照依赖性顺序自动重新启动失败的服务，不管这些失败的服务是因为管理员错
误、软件错误还是无法更正的硬件错误导致。依赖性顺序由依赖性语句定义。

■ svcs命令用于查看服务目标文件，svcadm和 svccfg命令用于管理服务目标文
件。您还可以使用 svcs -p查看服务和进程之间的关系，这适用于 SMF服务和传统
init.d脚本。

svcadm命令还可用于启用和禁用服务。在升级和重新引导后这些更改保持不变。如
果使用 -t选项，这些更改是临时的。

■ 使用 svcs -x可获取服务不运行原因的说明，这有助于调试服务和询问有关服务的
问题。另外，为每个服务提供的单个日志文件和持久性日志文件也简化了上述过
程。

■ 增强了管理员将任务安全地委托给非 root用户的能力，包括在系统中修改属性和启
用、禁用或重新启动服务的能力。

■ 根据服务的依赖性，通过并行启动服务来加快大型系统的引导速度。在关闭时发生
相反的过程。

■ 保留与现有管理操作的兼容性（只要可能）。例如，大多数客户和 ISV提供的 rc脚
本仍照常工作。

SMF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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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F概念
本节提供 SMF框架中的术语及其定义。这些术语应用于整个文档。要理解 SMF概
念，必须先了解这些术语。

SMF服务
SMF框架中的基本管理单元是服务实例。每个 SMF服务可以在系统上多次运行，而每
次的配置略有不同。这些不同的配置被称为服务实例。每个实例是指服务的特定配
置。例如，Web服务器就是一种服务。配置为在端口 80侦听的特定Web服务器守护进
程就是一个实例。Web服务器服务的每个实例都可以有不同的配置要求。服务具有系
统范围的配置要求，但是，每个实例都可以根据需要覆盖特定的要求。单个服务的多
个实例可作为服务对象的子对象进行管理。

服务不只表示长期运行的标准系统服务（如 in.dhcpd或 nfsd），服务还表示包括
ISV（独立软件开发商）应用程序在内的各种系统实体。此外，服务还可能表示不太传
统的实体，如下所示：

■ 物理网络设备
■ 配置的 IP地址
■ 内核配置信息
■ 与系统 init状态相对应的里程碑，如多用户运行级别

通常，服务是一个向应用程序和其他服务（本地和远程）提供一系列功能的实体。服
务依赖于隐式和显式声明的本地服务列表。

里程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服务。里程碑服务表示一种系统就绪情况级别。例如，在
SMF中，运行级别由里程碑表示。此外，里程碑还可用于指示一组服务的就绪情
况，例如 svc:/milestone/name-services:default用于名称服
务，svc:/milestone/config:default用于 sysconfig服务。

SMF依赖性
依赖性定义服务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允许只重新启动那些直接受故障影响的服
务（而不是重新启动所有的服务），从而提供精确的故障隔离。依赖性还提供可伸
缩、可再现的初始化进程。最后，定义精确的依赖性允许系统启动利用现代计算机高
度并行的特点，因为所有不相关的服务都可以并行启动。

服务的重新启动行为是由每个依赖性的 restart_on属性定义的。可以将某个服务配置
为在它所依赖的服务由于错误或其他原因停止或进行了刷新时停止。在由此停止了服
务后，该服务将在它所依赖的服务启动后立即自动重新启动。例如，ssh服务依赖于
network/ipfilter服务。restart_on属性设置为 error，表示 ssh服务将在
network/ipfilter服务因错误停止时停止，然后自动重新启动。如果遇到其他事件类
型，ssh服务将不会停止。

SMF概念

第 1章 • 管理服务（概述） 11



服务标识符
使用故障管理资源标识符 (Fault Management Resource Identifier, FMRI)对每个服务实例
进行命名。FMRI包括服务名称和实例名称。例如，rlogin服务的 FMRI是
svc:/network/login:rlogin，其中 network/login标识服务，rlogin标识服务实例。

FMRI的等效格式如下所示：
■ svc://localhost/system/system-log:default

■ svc:/system/system-log:default

■ system/system-log:default

此外，很多 SMF命令可以使用缩写的服务名或实例名，前提是不造成歧义。例如，可
以直接使用 system-log而不使用较长的格式。有关选择相应 FMRI格式的说明，请参
见 SMF命令手册页，例如 svcadm(1M)或 svcs(1)。

服务名中包括前缀，用于帮助标识每个服务的用途。这些前缀包括的名称有
application、device、milestone、network或 system。site前缀保留用于站点特定的
定制信息，这意味着名为 svc:/site/service-name的服务将永远不会与Oracle Solaris发
行版所提供的服务发生冲突。

传统的 init.d脚本也使用以 lrc（而不是 svc）开头的 FMRI表示，例如
lrc:/etc/rc2_d/S47pppd。传统服务在系统引导期间的初始启动时间可以使用 svcs命
令显示。但是，不能使用 SMF管理这些服务。

在初始系统部署期间，/etc/inetd.conf中列出的服务将自动转换为 SMF服务。这些服
务的 FMRI稍有不同。转换的 inetd服务的语法如下：

network/service-name/protocol

另外，使用RPC（远程过程调用）协议的已转换服务的语法如下所示：

network/rpc-service-name/rpc_protocol

其中，service-name是在 /etc/inetd.conf中定义的名称，protocol是该服务的协
议。inetconv命令可用于在初始系统部署后转换 inetd.conf条目。

服务状态
svcs命令显示服务实例的状态、开始时间和 FMRI。每个服务的状态都为下列状态之
一：

■ degraded－服务实例处于启用状态，但是以有限的功能运行。

■ disabled－服务实例处于禁用状态且尚未运行。

■ legacy_run－传统服务不由 SMF进行管理，但是可查看服务。此状态只能由传统服
务使用。

SMF概念

在Oracle Solaris 11.1中管理服务和故障 • 2014年 1月1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REFMAN1Msvcad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7934&id=REFMAN1svcs-1


■ maintenance－服务实例遇到错误，必须由管理员解决。

■ offline－服务实例处于启用状态，但是尚未运行或者无法运行。

■ online－服务实例处于启用状态，并且已成功启动。

■ uninitialized－此状态是所有服务在配置经过读取之前的初始状态。

对于正在转换的实例，会向其状态末尾附加一个星号 "*"。如果状态缺失或无法识
别，将显示一个问号 "?"。

SMF清单
SMF清单是XML文件，用于描述服务和一组实例。清单导入时会将该服务及其实例的
属性装入到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有关 SMF清单内容的完整说明，请参见
service_bundle(4)手册页。此外，有关简化清单创建操作的工具的说明，请参见
svcbundle(1M)手册页。

清单的首选位置为 /lib/svc/manifest。在引导过程
中，svc:/system/early-manifest-import:default服务将在任何服务启动之前导入和
升级存储在该位置的清单。尽早运行导入过程，可以确保系统信息库包含服务启动之
前的最新清单信息。在其他时间，您可以运行以下命令来导入这些清单的信
息：svcadm restart manifest-import。为了实现兼容，仍提供 /var/svc/manifest，但
只有 svc:/filesystem/minimal:default实例处于联机状态时（表示 /var已挂载），才
会导入位于此位置的清单。

请勿对Oracle或第三方软件开发商提供的清单进行更改。请勿直接编辑
/lib/svc/manifest和 /var/svc/manifest中的清单，因为任何定制信息都将在升级时
丢失。可以创建站点配置文件来定制服务，或者使用 svccfg或 inetadm命令直接处理
属性。/lib/svc/manifest/site和 /var/svc/manifest/site目录也保留用于站点特定的
使用。Oracle Solaris发行版不会在这些目录中提供清单。

在Oracle Solaris 11发行版中，可以使用多个清单描述单个服务。例如，此功能可用于
在不修改服务现有清单的情况下，定义该服务的新实例。如果多个清单为同一服务或
实例在同一管理层定义了相同属性，则 SMF无法确定要使用哪个值。如果检测到这种
冲突，该实例将置于维护状态。有关层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4页中的 “SMF管理
层”。

SMF配置文件
SMF配置文件是XML文件，允许对系统提供的服务和实例进行定制。配置文件可用于
通过使用一个文件而不是一组脚本实现定制，或者在部署时或安装时定制配置。

可以使用配置文件定制所有配置。

SMF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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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定制信息必须放置在 /etc/svc/profile/site目录中后缀为 .xml的文件中。当系统
引导或运行 svcadm restart manifest-import命令时，将会应用该目录中的所有定制信
息。

与清单一样，/etc/svc/profile/site中文件之间的任何冲突定义均将被视为冲突，受
影响的实例将置于维护状态。

系统配置文件还会在安装期间应用。很少需要对 /etc/svc/profile/generic.xml中的
系统配置文件进行更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mf_bootstrap(5)手册页。

有关使用配置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6页中的 “如何应用 SMF配置文件”。

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
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存储服务的持久性配置信息以及 SMF运行时数据。系统信息库在
本地内存和本地文件之间分布。只能使用 SMF界面对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进行处理和
查询。有关处理和访问系统信息库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vccfg(1M)和 svcprop(1)手册
页。svc.configd(1M)手册页中对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守护进程进行了说
明。libscf(3LIB)手册页中对服务配置库进行了说明。

可以针对服务或实例定义系统信息库中的属性。对服务设置的属性由该服务的所有实
例共享。对实例设置的属性仅由该实例使用，并且可以覆盖服务的属性。

svccfg命令提供属性的原始视图，可以精确显示属性是针对服务还是实例设置的。如
果您使用 svccfg命令查看服务，将无法看到实例属性。如果您查看实例，则无法看到
服务属性。svcprop命令提供实例的组合视图，其中实例属性和服务属性组合到一个属
性名称空间中。当启动了服务实例时，将会使用这些实例属性的组合视图。

可以使用Oracle Solaris审计框架记录所有 SMF配置更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配置审计服务（任务列表）”。

SMF管理层
在Oracle Solaris 11发行版中，记录属性、属性组、实例和服务源的信息已经添加到服
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通过此信息，用户可以确定哪些数据是管理定制数据，哪些数
据是随软件一起提供的数据。

为了帮助识别实体的源，定义了以下层：

■ admin层包含使用 SMF命令或通过调用 libscf(3LIB) API进行的所有更改。
■ site-profile层包含 /etc/svc/profile/site目录内的文件中或传统

/etc/svc/profile/site.xml和 /var/svc/profile/site.xml配置文件中的所有值。

■ system-profile层包含以下系统配置文件位置中的所有
值：/etc/svc/profile/generic.xml和 /etc/svc/profile/platform.xml。

SMF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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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fest层包含来自以下系统清单目录的值：/lib/svc/manifest或
/var/svc/manifest。

为了保持与希望每个属性名只对应一个属性的现有客户机的兼容性，以及为了创建覆
盖策略，分层机制包含简单的覆盖行为。admin层优先级最高。如果某个属性在 admin

层中有值，则服务将使用该值。否则，服务将依次检查 site-profile

层、system-profile层和 manifest层。此行为允许本地定制值优先于安装系统时提供
的值。

这些层由系统自动管理。管理员对系统信息库直接进行的更改仅显示在 admin层中。对
其他层的更改只能通过在标准位置放置或删除文件进行。由于文件内容而将某个属性
放置到系统信息库中时，有关该属性的信息包括内容来源文件的名称。

管理员无法使用 svccfg或 libscf调用来直接修改较低的层。使用 svccfg

delete、svccfg delpg或 svccfg delprop命令时，实体将被屏蔽而不是完全删除。通
常，用户看不到已删除的实体，但是可使用 svccfg listcust命令显式浏览屏蔽的实
体，并可在需要时使用 svccfg delcust命令取消屏蔽实体。通过浏览屏蔽的实体，管
理员可以了解删除屏蔽之后配置是什么样的，并且可以在不损害运行系统的情况下做
出更改（如有必要）。

svccfg listprop 命令具有允许浏览这些层的选项。例如，svccfg listprop -l all 可显
示所有层以及每个层中的值。此外，svccfg listcust命令还可用于仅列出定制信息。

SMF系统信息库备份
SMF自动对系统信息库执行下列备份操作：

■ 在每次系统启动过程中，在即将对系统信息库进行首次更改之前，会执行引导备
份。

■ 如果服务导入了任何新的清单或运行了任何升级脚本,manifest_import的备份将在
svc:/system/early-manifest-import:default或
svc:/system/manifest-import:default完成后进行。

系统将为上述两种类型各维护四个备份。系统会在必要时删除最旧的备份。备份存储
为 /etc/svc/repository -type-YYYYMMDD_HHMMSWS，其中 YYYYMMDD（年、月
和日）和HHMMSS（小时、分钟和秒）是执行备份的日期和时间。请注意，小时格式
基于 24小时制。

在发生错误时，可以从这些备份中恢复系统信息库。为此，可使用
/lib/svc/bin/restore_repository命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47页中的 “如何修
复已损坏的系统信息库”。

SMF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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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F快照
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的数据包括快照以及可编辑的配置。每个服务实例的相关数据
都存储在快照中。标准快照如下所示：

■ initial－在首次导入清单时提取
■ running－在 svcadm refresh运行时提取
■ start－在最后一次成功启动时提取

始终使用 running快照执行 SMF服务。如果此快照不存在，系统将自动创建。

svccfg命令用于更改当前属性值。当运行 svcadm refresh命令将这些值集成到运行中
的快照时，这些值将对服务可见。svccfg命令还可用于查看或恢复其他快照中的实例
配置。

SMF服务错误日志记录
特定于服务的信息，包括服务或其方法发出的错误以及有关启用操作、启动时间等的
信息，记录在 /var/svc/log内每个服务实例的单个文件中。要确定服务的日志文件名
称，请运行 svcs -x service命令。

缺省情况下，SMF仅在需要进行管理干预时（例如，如果服务进入维护状态），才会
将日志消息写入 syslog程序和控制台中。提供了其他选项，但很少使用。有关其他可
能的配置，请参见 svc.startd(1M)手册页。

此外，为了进行错误日志记录，可以将 SMF服务配置为在发生 FMA事件或服务进入或
退出某个服务状态时，向您发出通知。这些通知可以使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或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SMTP)。有关设置 SMF通知的信息，请参见第 28页中的 “如何设置 SMF转换
事件的通知”。

SMF管理接口和编程接口
本节介绍在使用 SMF时可用的接口。

SMF命令行管理实用程序
SMF提供一组与 SMF交互，并完成标准管理任务的命令行实用程序。下列实用程序可
用来管理 SMF。

SMF管理接口和编程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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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服务管理工具实用程序

命令名称 功能

svcadm 提供执行常用服务管理任务（如启用、禁用或重新启动服务实例）的
功能。

svcbundle 自动生成新的 SMF清单和配置文件。

svccfg 提供直接显示和处理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内容的功能。注意：此命令
显示的内容针对确切的选定实体，而非组合的服务和实例属性。

svcprop 从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检索属性值，并采用适用于 shell脚本的输
出格式。注意：此命令显示的内容是组合内容，包含在服务和实例中
设置的属性。

svcs 提供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所有服务实例的服务状态的详细视图。

inetadm 提供观察或配置由 inetd控制的服务的功能。

服务管理配置库接口
SMF提供一组编程接口 libscf(3LIB) API，这组接口用于通过 svc.configd守护进程与
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进行交互。此守护进程是对本地系统信息库数据库的所有请求的
仲裁程序。系统将一组基本接口定义为与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的服务进行最低级别
的交互。这些接口提供对所有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功能（如事务和快照）的访问。

对于许多开发者来说，只需要一组常见的任务即可与 SMF交互。这些任务在基本服务
的基础上作为易于使用的功能来实现，从而减轻了实现的难度。

SMF组件
SMF包括一个主重启程序守护进程和多个委托重启程序。此外，每个服务或服务实例
均可在属性中存储配置数据。这些属性按属性组进行组织，从而简化了管理工作。

SMF主重启程序守护进程
svc.startd守护进程是主进程启动程序和重启程序。该守护进程负责管理整个系统的
服务依赖性。该守护进程承担了以前由 init承担的职责，即在适当的运行级别启动相
应的 /etc/rc*.d脚本。首先，svc.startd检索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的信息。接
着，该守护进程在服务的依赖性得以满足时启动服务。该守护进程还负责重新启动失
败的服务，并负责关闭不再满足依赖性的服务。该守护进程使用操作系统事件（例如
进程停止）来跟踪服务状态。

SMF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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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F委托重启程序
有些服务在启动时具有一组共同的行为。为了提供这些服务之间的共同性，委托重启
程序可能会负责这些服务。另外，委托重启程序可用来提供更复杂的或特定于应用程
序的重新启动行为。委托重启程序可以支持一组不同的方法，但是会将相同的服务状
态作为主重启程序导出。重启程序的名称随服务一同存储。委托重启程序的最新示例
是 inetd，它能够按需启动 Internet服务，而不是使服务始终保持运行。可以使用 svcs

-l命令来显示为每个服务定义的重启程序。

SMF属性和属性组
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的所有信息作为一组属性进行存储，这些属性按属性组进行分
组。属性组用于对不同类型的服务信息进行分组。属性组可以应用于系统以及单个服
务。常用的一些系统定义属性组包括：

■ general－包含有关服务实例的信息，包括 general/enabled属性，该属性定义实例
是否启用

■ restarter－包含服务的重启程序存储的运行时信息，包括 restarter/state属
性，该属性显示服务的当前状态

■ start－包含启动方法定义，包括 start/exec属性，该属性定义为启动服务所执行
的程序

另一个常用属性组是 config。config属性组不是系统定义的，所以服务开发者可以使
用它来保存服务数据。有关属性和属性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mf(5)手册页。

管理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的信息
使用 SMF，有多种方法可以查看、修改或删除信息。本节介绍哪些方法最适用于哪些
用途。

查看 SMF信息
可以使用 svccfg和 svcprop命令查看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的信息。有关这些命令的
完整说明，请参见 svccfg(1M)和 svcprop(1)手册页。

■ svcprop－列出在运行中快照中指定给属性组或属性的值。由于此命令组合服务以及
服务实例的数据，因此提供数据的综合或“组合”视图。

■ svccfg listpg－列出有关选定服务、服务实例或快照中属性组的信息。将列出所有
属性组名称、类型和标志。

■ svccfg listprop－列出有关选定服务、服务实例或快照中属性和属性组的信息。对
于属性组，列出其名称、类型和标志。对于属性，列出其名称、类型和值。

管理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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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ayer_name－列出服务或服务实例中指定层内的属性和属性组。使用 all作为
层名称时，将列出该服务的所有层和属性。请注意，每个服务和服务实例均单独
显示。

■ -f－列出属性的来源文件名。

■ -o－选择要显示的字段。

■ svccfg listcust－列出 site-profile或 admin层中的所有站点定制信息。还会列出
选定服务或服务实例的所有屏蔽条目。

■ -M－仅列出屏蔽的实体。
■ -L－显示所有本地定制信息，包括管理定制信息和站点配置文件定制信息。

修改 SMF信息
可以使用清单、配置文件或 svccfg命令修改有关服务或服务实例的信息。使用 svccfg

命令所做的所有更改都会记录在 admin层中。以下列表包含一些使用 svccfg命令修改
信息时可以使用的选项：

■ addpg－将属性组添加到选定服务或服务实例
■ addpropvalue－为现有属性指定一个额外值
■ setenv－为服务或服务实例设置环境变量
■ setprop－设置选定服务中指定属性的值
■ setnotify－为软件事件和 FMA事件类设置通知参数

删除 SMF信息
可以使用 svccfg命令删除有关服务或服务实例的信息。以下列表包含一些使用 svccfg

命令删除信息时可以使用的选项：

■ delcust－删除选定服务的任何管理定制信息
■ delpropvalue－删除与给定字符串匹配的所有属性值
■ unsetenv－删除服务或服务实例的环境变量

从系统信息库中删除信息时，将会发生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即屏蔽或者删除实体。仅
删除在 admin层中定义的所有信息。清单或配置文件中的所有信息将会屏蔽，使标准命
令不会显示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是屏蔽的，这样在您需要撤消删除时，即可快速恢复
这些信息。

管理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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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F和引导
当系统正在引导时，您可以选择引导到的里程碑或者要记录的错误消息级别，如下所
述：

■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选择要引导到的特定里程碑：

ok boot -m milestone=milestone

缺省值为 all，即启动所有已启用的服务。另一个有用的里程碑是 none，它仅启动
init、svc.startd和 svc.configd，并提供允许手动启动服务的调试环境。有关如何
使用 none里程碑的说明，请参见第 49页中的 “如何在不启动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引
导”。

还提供了运行级别等效项 single-user、multi-user和 multi-user-server，但不常
用。尤其是，multi-user-server不会启动不依赖于该里程碑的服务，因此可能不包
含重要的服务。

■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选择 svc.startd的日志记录级别：

ok boot -m logging-level

可以选择的日志记录级别包括 quiet和 verbose。有关日志记录级别的特定信息，请
参见第 16页中的 “SMF服务错误日志记录”。

SMF兼容性
尽管许多标准的服务现在由 SMF来管理，但位于 /etc/rc*.d中的脚本仍在运行级别转
换中执行。在早期发行版中包括的大多数 /etc/rc*.d脚本都已经从 SMF中删除。其余
的脚本能够继续运行，从而在不必将服务转换为使用 SMF的情况下，添加第三方应用
程序。

此外，/etc/inittab条目也仍然由 init命令处理。而且，/etc/inetd.conf也可供软件
包修改。在初始系统部署期间，/etc/inetd.conf中列出的服务自动转换为 SMF服
务。任何以后添加的服务均可使用 inetconv命令转换。您可以查看这些服务的状
态，但是 SMF不支持进行其他更改。使用此转换功能的应用程序将不会受益于 SMF提
供的精确故障隔离。最新版本的 inetd不在 /etc/inetd.conf中查找要在初始引导后转
换的条目。

转换为使用 SMF的应用程序不再需要使用此部分中列出的机制。

SMF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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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级别
系统的运行级别（也称为init状态）定义用户可以使用哪些服务和资源。系统一次只能
在一个运行级别下运行。

发行版具有八个运行级别，下表对其进行了说明。在 /etc/inittab文件中，缺省的运
行级别指定为运行级别 3。

表 1–2 Oracle Solaris运行级别

运行级别 Init状态 类型 目的

0 电源关闭状态 电源关闭 关闭操作系统，以便可以安全地关闭系统电
源。

s或 S 单用户状态 单用户 以单用户身份运行，挂载并且能够访问某些
文件系统。

1 管理状态 单用户 访问所有可用文件系统。用户登录功能处于
禁用状态。

2 多用户状态 多用户 用于正常操作。多个用户可以访问系统和所
有的文件系统。除NFS和 SMB服务器守护进
程以外的所有守护进程都在运行。

3 共享NFS资源的多用户级别 多用户 用于共享NFS和 SMB资源情况下的正常操
作。这是缺省运行级别。

4 替换多用户状态 多用户 在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但是可供客户使用。

5 电源关闭状态 电源关闭 关闭操作系统，以便可以安全地关闭系统电
源。如有可能，自动关闭支持此功能的系统
的电源。

6 重新引导状态 重新引导 将系统关闭到运行级别 0，然后重新引导到共
享NFS和 SMB资源的多用户级别（或者
inittab文件中的任何缺省级别）。

另外，svcadm命令可用于更改系统的运行级别，方法是选择系统要在其下运行的里程
碑。下表显示了与每个里程碑相对应的运行级别。

表 1–3 运行级别和 SMF里程碑

运行级别 SMF里程碑 FMRI

S milestone/single-user:default

2 milestone/multi-user:default

3 milestone/multi-user-server:default

运行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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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使用运行级别或里程碑
一般来说，很少需要更改里程碑或运行级别。如有必要，使用 init命令更改到某个运
行级别也将更改里程碑，该命令是适用的命令。init命令还可用于关闭系统。

但是，在调试启动问题时，使用 none里程碑引导系统可能会非常有用。none里程碑没
有等效的运行级别。有关具体说明，请参见第 49页中的 “如何在不启动任何服务的情
况下引导”。

确定系统的运行级别
通过使用 who -r命令来显示运行级别信息。

$ who -r

使用 who -r命令可针对任何级别确定系统的当前运行级别。

示例 1–1 确定系统的运行级别

本示例显示系统的当前运行级别以及以前的运行级别的相关信息。

$ who -r

. run-level 3 Dec 13 10:10 3 0 S

$

who -r命令的输出 说明

run-level 3 标识当前的运行级别

Dec 13 10:10 标识上次更改运行级别的日期

3 也标识当前的运行级别

0 标识自上次重新引导以来系统处于该运行级别的
次数

S 标识以前的运行级别

/etc/inittab文件
当您使用 init或 shutdown命令引导系统或更改运行级别时，init守护进程会通过从
/etc/inittab文件读取信息来启动进程。此文件为 init进程定义以下重要的项：

■ init进程将重新启动的项
■ 在终止时要启动、监视和重新启动的进程
■ 在系统进入新运行级别时执行的操作

/etc/inittab文件中的每一项都具有以下字段：

/etc/inittab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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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rstate :action :process

下表介绍了 inittab项中的字段。

表 1–4 inittab文件的字段说明

字段 说明

id 项的唯一标识符。

rstate 列出此项适用的运行级别。

action 标识如何运行在进程字段中指定的进程。可能的值包括：sysinit、boot、
bootwait、wait和 respawn。

有关其他操作关键字的说明，请参见 inittab(4)。

process 定义要执行的命令或脚本。

示例 1–2 缺省的 inittab文件

以下示例显示了随发行版一起安装的缺省 inittab文件。后面是该示例中每个输出行的
说明。

ap::sysinit:/usr/sbin/autopush -f /etc/iu.ap (1)
smf::sysinit:/lib/svc/bin/svc.startd >/dev/msglog 2<>/dev/msglog </dev/console (2)
p3:s1234:powerfail:/usr/sbin/shutdown -y -i5 -g0 >/dev/msglog 2<>/dev/... (3)

1. 初始化 STREAMS模块
2. 初始化 SMF的主重启程序
3. 描述因电源故障而造成的关机

系统引导到运行级别3时发生的情况
1. init进程启动并读取 svc:/system/environment:init SMF服务中定义的属性，以设
置任何环境变量。

2. init进程读取 inittab文件并执行下列操作：

a. 执行 action字段中包含 sysinit的所有进程项，以便在用户登录之前执行所有特
殊的初始化

b. 将启动活动传递给 svc.startd

有关 init进程如何使用 inittab文件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init(1M)手册页。

/etc/inittab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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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任务）

本章介绍了管理和监视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所需的任务。此
外，还介绍了有关管理运行级别脚本的信息。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第 25页中的 “监视 SMF服务”
■ 第 30页中的 “管理 SMF服务”
■ 第 36页中的 “配置 SMF服务”
■ 第 42页中的 “使用运行控制脚本”
■ 第 46页中的 “对服务管理工具进行故障排除”

监视 SMF服务
下列任务显示如何监视 SMF服务。

监视服务（任务列表）
以下任务列表说明了监视 SMF服务所需的过程。

任务 说明 参考

显示服务实例的状态。 显示所有正在运行的服务实例的状态。 第 26页中的 “如何列出服务的状态”

显示对服务的定制。 显示服务的 admin层中的定制信息。 第 27页中的 “如何列出服务的定制信
息”

显示服务依赖项。 显示依赖指定服务的服务。 第 27页中的 “如何显示依赖某个服务实
例的服务”

显示服务的依赖性。 显示指定服务所依赖的服务。此信息可
用来帮助确定阻止服务启动的因素。

第 27页中的 “如何显示某个服务所依赖
的服务”

2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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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说明 参考

为重大事件配置通知。 使用 SNMP或 SMTP发送服务状态更改
通知或 FMA事件通知。

第 28页中的 “如何设置 SMF转换事件
的通知”

▼ 如何列出服务的状态
以下过程可用来显示哪些服务正在运行。

运行 svcs命令。

在不使用任何选项的情况下运行此命令，会显示由 FMRI指定的服务的状态报告。
$ svcs -l FMRI

显示 sendmail服务的状态

以下示例显示包括依赖性的服务的状态。而且，使用了 -p选项，以便显示有关进程
ID、启动时间和命令运行的信息。

$ svcs -lp network/smtp:sendmail

fmri svc:/network/smtp:sendmail

name sendmail SMTP mail transfer agent

enabled true

state online

next_state none

state_time Tue Aug 09 19:25:54 2011

logfile /var/svc/log/network-smtp:sendmail.log

restarter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contract_id 114

manifest /etc/svc/profile/generic_limited_net.xml

manifest /lib/svc/manifest/network/smtp-sendmail.xml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fresh file://localhost/etc/mail/sendmail.cf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fresh file://localhost/etc/nsswitch.conf (online)

dependency optional_all/none svc:/system/filesystem/autofs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none svc:/system/filesystem/local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none svc:/network/service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fresh svc:/milestone/name-services (online)

dependency optional_all/refresh svc:/system/identity:domain (online)

dependency optional_all/none svc:/system/system-log (online)

process 101077 /usr/lib/sendmail -bd -q15m

显示所有服务的状态

以下命令列出系统上安装的所有服务以及每个服务的状态。该命令既显示已禁用的服
务又显示已启用的服务。

$ svcs -a

●

示例2–1

示例2–2

监视 SMF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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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所有通知参数

以下命令列出了所有 FMA事件通知参数以及 SMF状态转换参数。

$ svcs -n

显示由 inetd控制的服务的状态

以下命令列出由 inetd控制的服务，其中包括每个服务的 FMRI、运行状态以及服务是
处于启用还是禁用状态。

$ inetadm

▼ 如何列出服务的定制信息

列出本地定制信息。

此命令显示选定服务在 admin层的所有更改。

% /usr/sbin/svccfg -s FMRI listcust

▼ 如何显示依赖某个服务实例的服务
以下过程显示如何确定依赖指定服务的服务实例。

显示服务依赖项。

$ svcs -D FMRI

显示依赖multiuser里程碑的服务实例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确定依赖 multiuser里程碑的服务实例。

$ svcs -D milestone/multi-user

STATE STIME FMRI

disabled Aug_09 svc:/application/time-slider:default

disabled Aug_09 svc:/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intrd: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boot-config: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milestone/multi-user-server:default

▼ 如何显示某个服务所依赖的服务
以下过程显示如何确定指定的服务实例所依赖的服务。

显示服务依赖性。

$ svcs -d FMRI

示例2–3

示例2–4

●

●

示例2–5

●

监视 SMF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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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multiuser里程碑依赖的服务实例

以下示例显示 multiuser里程碑依赖的服务实例：

$ svcs -d milestone/multi-user:default

STATE STIME FMRI

disabled Aug_09 svc:/network/nfs/client:default

disabled Aug_09 svc:/network/smb/client:default

disabled Aug_09 svc:/system/mdmonitor:default

disabled Aug_09 svc:/application/print/server: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resource-controls: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metasync: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rmtmpfiles: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utmp: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name-service/cache: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device/audio: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network/rpc/bind: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milestone/name-services: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network/iscsi/initiator: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milestone/single-user: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filesystem/local: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network/inetd: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cron: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filesystem/autofs: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filesystem/ufs/quota: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power: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system-log: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system-log: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system/auditd:default

online Aug_09 svc:/network/smtp:sendmail

▼ 如何设置 SMF转换事件的通知
此过程会使系统在每次某个服务或选定服务的状态发生更改时，生成一个电子邮件通
知。您可以选择使用 SMTP或 SNMP。通常，仅应在由于其他某个原因配置了 SNMP时
选择 SNMP。

缺省情况下，在发生维护状态转换时发送 SNMP陷阱。如果使用 SNMP进行监视，可
以为其他状态转换配置额外陷阱。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设置通知参数。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为 SMF和 FMA事件设置通知参数，以及如何列出和删除通知参数。

示例2–6

1

2

监视 SMF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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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有 SMF服务状态事件配置通知

以下命令创建一个通知，当服务进入 maintenance状态时即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 /usr/sbin/svccfg setnotify -g maintenance mailto:sysadmins@example.com

您也可以选择以 from选项列出的状态开始并以 to选项列出的状态结束的服务。此选项
的有效 SMF状态为：degraded、maintenance、offline和 online。可以使用 -g all选
项为所有状态转换事件生成电子邮件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mf(5)手册页中
的“通知参数”部分。

为单个服务配置通知

以下命令创建一个通知，当 switch服务进入 online状态时，该通知将发送电子邮件。

# /usr/sbin/svccfg -s svc:/system/name-service/switch:default setnotify to-online \

mailto: sysadmins@example.com

为 FMA事件配置通知

以下命令创建一个通知，当修复了 FMA问题时，该通知将发送 SNMP邮件。

# /usr/sbin/svccfg setnotify problem-repaired snmp:

FMA事件类包括 problem-diagnosed、problem-updated、problem-repaired和
problem-resolved。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mf(5)手册页中的“通知参数”部分。

列出通知设置

以下命令显示 FMA服务诊断的新问题的通知设置。可以通过在 listnotify命令中包括
服务状态而不是事件类，或者不包括任何参数，显示 SMF服务状态转换事件的通知设
置。

# /usr/sbin/svccfg listnotify problem-diagnosed

删除通知设置

以下命令可删除与 switch服务转换到 online服务状态相关的通知设置。您可以使用
FMA事件类取代服务状态。

# /usr/sbin/svccfg -s svc:/system/name-service/switch:default delnotify to-online

示例2–7

示例2–8

示例2–9

示例2–10

示例2–11

监视 SMF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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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SMF服务
本节包括有关管理 SMF服务的信息。

管理 SMF服务（任务列表）
以下任务列表说明了管理 SMF服务所需的过程。

任务 说明 参考

创建服务。 允许通过 SMF服务来管理脚本。 第 31页中的 “如何创建 SMF服务”

禁用服务实例。 停止正在运行的服务并禁止重新启动该服
务。

第 31页中的 “如何禁用服务实例”

启用服务实例。 启动服务。另外，在以后重新引导系统
时，该服务将重新启动。

第 32页中的 “如何启用服务实例”

重新启动服务。 重新启动服务，而不必使用单独的命令先禁
用服务，然后再启用服务。

第 33页中的 “如何重新启动服务”

恢复处于维护状态的服务。 说明如何清除和重新启动处于维护状态的服
务。

第 33页中的 “如何恢复处于维护状态的
服务”

创建配置文件。 创建配置文件可轻松部署定制信息，而无需
运行 svccfg命令来进行所有更改。

第 33页中的 “如何创建 SMF配置文件”

手动创建配置文件以轻松部署定制信息。 第 34页中的 “如何手动创建 SMF配置
文件”

应用配置文件。 使用配置文件中的信息根据需要禁用、启用
或定制服务。

第 36页中的 “如何应用 SMF配置文件”

对于 SMF使用RBAC权限配置文件
可以使用RBAC权限配置文件来允许用户管理某些 SMF服务，而不必授予用户 root访
问权限。权限配置文件定义用户可以运行哪些命令。已经为 SMF创建了下列配置文
件：

■ Service Management：用户可以添加、删除或修改服务。

■ Service Operator：用户可以请求对任何服务实例的状态进行更改（如重新启动和
刷新）。

有关授权的具体信息，请参见 smf_security(5)手册页。有关指定权限配置文件的说
明，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更改用户的安全属性”。

管理 SMF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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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创建 SMF服务
管理员经常编写一些脚本，用它们在系统引导过程中执行相关任务。以下过程说明了
如何充分利用 SMF的优点来支持脚本。

确定脚本需要使用何种服务模型。如果脚本执行一些任务然后退出，而不启动任何长
时间运行的进程，则它很可能是瞬态服务。如果脚本启动长时间运行的守护进程然后
退出，则它是合同服务。有关服务模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vc.startd(1M)手册页
的“持续时间”部分。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将启动方法脚本复制到 /lib/svc/method/ex_svc。

创建临时清单。

在此示例中，服务名称为 site/ex_svc，是瞬态服务，所以不需要结束方法。

# svcbundle -o /tmp/ex_svc.xml -s service-name=site/ex_svc \

-s start-method=/lib/svc/method/ex_svc -s model=transient

对清单进行任何其他更改。

验证在 /tmp/ex_svc.xml中的清单内容是您所需的。

将清单复制到正确目录。

# cp /tmp/ex_svc.xml /lib/svc/manifest/site/ex_svc.xml

导入清单并启动服务。

# svcadm restart svc:/system/manifest-import

自动安装生成的清单

要自动将清单安装在 /lib/svc/manifest/site中，请使用带 -i选项的 svcbundle命
令，如下所示。运行此命令可以代替步骤 3中的命令，且无需执行任何其他步骤。

# svcbundle -i -s service-name=site/ex_svc \

-s start-method=/lib/svc/method/ex_svc -s model=transient

▼ 如何禁用服务实例
请使用以下过程禁用服务。服务状态更改记录在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服务一旦被
禁用，其禁用状态将持续到重新引导之后。使服务重新运行的唯一方法就是启用服
务。

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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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检查要禁用的服务的依赖项。

如果此服务具有您需要的依赖项，则无法禁用此服务。

# svcs -D FMRI

禁用此服务。

# svcadm disable FMRI

▼ 如何启用服务实例
请使用以下过程启用服务。服务状态更改记录在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启用服务
后，启用状态将在系统重新引导后保持不变，但是该服务仅在满足所有依赖性时才会
启动。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启用服务。

# svcadm enable FMRI

验证是否已启用该项服务。

# svcs -x FMRI

启用服务依赖性。

如果禁用了所需的依赖性，请使用以下命令启用它们：

# svcadm enable -r FMRI

在单用户模式下启用服务

以下命令启用 rpcbind。-t选项在临时模式下启动服务，此模式不会更改服务系统信息
库，因此这种更改在重新引导后不会保留。-r选项以递归方式启动指定服务的所有依
赖性。

# svcadm enable -rt rpc/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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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重新启动服务
如果由于配置更改或其他原因而需要重新启动当前正在运行的服务，那么，可以重新
启动该服务，而不必键入单独的命令来先停止后启动该服务。只有必须在禁用服务之
后、启用服务之前更改配置时，才需要特意地先禁用服务，然后再启用。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重新启动服务。

# svcadm restart FMRI

▼ 如何恢复处于维护状态的服务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确定服务为何处于维护状态。

# svcs -x FMRI

请查阅提及的日志文件或手册页来确定错误。

确定依赖该服务的任何进程是否已停止。

通常，当某个服务实例处于维护状态时，与该实例相关的所有进程均已停止。但
是，您应当在继续操作之前确保这一点。以下命令列出了选定 FMRI的合同 ID。
# svcs -o CTID FMRI

可选中止剩余的所有进程。

对于由 svcs命令显示的所有进程重复此步骤。

# pkill -9 -c CTID

恢复此服务。

# svcadm clear FMRI

▼ 如何创建 SMF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是一个XML文件，其中列出了各个 SMF服务以及每个服务是应当处于启用状
态还是禁用状态。使用配置文件，可以同时启用或禁用多个服务。配置文件还用于设
置属性值、添加属性值，甚至用于创建服务和服务实例。并非所有的服务都需要列在
配置文件中。每个配置文件只需包括那些为了使其有用而必须启用或禁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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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c:/system/rmtmpfiles服务负责在引导时清理 /tmp目录。缺省情况下，rmtmpfiles

服务不会清理 /var/tmp。如果希望在引导过程中清理 /var/tmp，可以通过将
options/clean_vartmp属性设置为 true来改变该服务的行为。如果希望在多个系统上
这样做，最简单的方法是创建配置文件并将其放置在这些系统上的
/etc/svc/profile/site中。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创建配置文件。

此命令在 /tmp/rmtmpfiles.xml中新建一个配置文件，然后可以根据需要将其复制到
/etc/svc/profiles/site中。

# svcbundle -o /tmp/rmtmpfiles.xml -s service-name=system/rmtmpfiles \

-s bundle-type=profile -s service-property=options:clean_vartmp:boolean:true

将配置文件复制到正确目录。

# cp /tmp/rmtmpfiles.xml /etc/svc/profile/site/rmtmpfiles.xml

重新启动manifest-import服务将配置文件应用到系统。
# svcadm restart svc:/system/manifest-import

在创建配置文件后自动安装 SMF配置文件

-i选项用于安装生成的配置文件。该命令会将配置文件写入
/etc/svc/profile/site/rmtmpfiles.xml中。而且，该命令将重新启动
manifest-import服务以应用配置文件。

# svcbundle -i -s service-name=system/rmtmpfiles \

-s bundle-type=profile -s service-property=options:clean_vartmp:boolean:true

▼ 如何手动创建 SMF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是一个XML文件，其中列出了各个 SMF服务以及每个服务是应当处于启用状
态还是禁用状态。使用配置文件，可以同时启用或禁用多个服务。配置文件还用于设
置属性值、添加属性值，甚至用于创建服务和服务实例。并非所有的服务都需要列在
配置文件中。每个配置文件只需包括那些为了使其有用而必须启用或禁用的服务。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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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配置文件。

在此示例中，svccfg命令用于创建表示当前系统上本地定制信息的配置文件。或
者，也可以创建现有配置文件的副本以对其进行编辑。

# svccfg extract> profile.xml

如果您具有大量相同的系统，或者您希望对系统配置进行归档以供日后恢复，则可能
需要使用此过程来创建唯一版本的 SMF配置文件。

编辑 profile.xml文件以进行任何所需的更改。

a. 在 service_bundle声明中更改配置文件的名称。

在以下示例中，要将配置文件的名称更改为 profile。

# cat profile.xml

...

<service_bundle type=‘profile‘ name=‘profile‘
xmIns::xi=’http://www.w3.org/2003/XInclude’

...

b. 删除所有不应当由该配置文件管理的服务。

对于每个服务，删除三个描述该服务的行。每个服务说明都以 <service开头并以
</service结尾。以下示例说明 LDAP客户机服务的说明行。
# cat profile.xml

...

<service name=’network/ldap/client’ version=’1’ type=’service’>

<instance name=’default’ enabled=’true’/>

</service>

c. 添加所有应当由该配置文件管理的服务。

每个服务必须使用上面所示的三行语法来进行定义。

d. 如有必要，请更改选定服务的启用标志。

在以下示例中，sendmail服务处于禁用状态。

# cat profile.xml

...

<service name=’network/smtp’ version=’1’ type=’service’>

<instance name=’sendmail’ enabled=’false’/>

</service>

...

如有必要，请应用新配置文件。

有关说明，请参见第 36页中的 “如何应用 SMF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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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应用 SMF配置文件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应用配置文件。

在此示例中，应用的是 profile.xml配置文件。

# svccfg apply profile.xml

配置 SMF服务
下列任务说明如何配置 SMF服务。特别是，如何修改服务或服务实例的服务属性及其
他配置信息。

配置 SMF服务（任务列表）
以下任务列表说明了配置 SMF服务所需的过程。

任务 说明 参考

修改服务。 修改指定服务实例的服务属性。 第 37页中的 “如何修改 SMF服务属性”

修改指定服务实例的多个属性。 第 37页中的 “如何修改一个服务的多个
属性”

修改服务实例的配置文件。 第 38页中的 “如何修改文件配置的服
务”

修改服务实例的环境变量。 第 38页中的 “如何更改服务的环境变
量”

删除服务的 admin层中的定制信息。 第 41页中的 “如何删除服务的定制信
息”

修改 inetd服务。 更改由 inetd控制的服务的配置属性。 第 39页中的 “如何更改由 inetd控制的
服务的属性”

更改由 inetd控制的服务的启动选项。 第 41页中的 “如何修改由 inetd控制的
服务的命令行参数”

转换 inetd.conf项。 将 inetd服务转换为可使用 SMF来监视
的传统运行服务。

第 42页中的 “如何转换 inetd.conf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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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修改 SMF服务属性
此过程说明如何修改用于标识可以启动服务的用户的属性。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更改指定给 start/user属性的值。

首先，指定 FMRI来标识适当服务。然后，指定将启动该服务的UID。
# svccfg -s FMRI
svc:/service: setprop start/user = astring: newlogin

刷新该服务。

# svcadm refresh FMRI

▼ 如何修改一个服务的多个属性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方便地修改多个服务属性，而不必像 setprop子命令要求的那样键入
许多信息。在此示例中，更改了几个DNS服务属性。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更改属性值。

editprop子命令会将指定服务的属性组和属性收集到临时文件中，并调用由 VISUAL或
EDITOR环境变量指定的程序来编辑该临时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vccfg(1M)手
册页。

# svccfg -s network/dns/client editprop

##

## The value used to construct the "nameserver" directive in resolv.conf(4).

##

setprop config/nameserver = net_address: (192.168.1.10 192.168.1.11)

##

## The value used to construct the "search" directive in resolv.conf(4).

##

# setprop config/search = astring: "example.com sales.example.com"

此时不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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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改应用于所有实例。

对文件底部的刷新行取消注释，以在保存文件和退出编辑器后，应用这些更改。

## Uncomment to apply these changes to all instances of this service.

refresh

▼ 如何修改文件配置的服务
以下过程显示如何更改不是由 inetd服务管理的服务的配置。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根据需要对配置文件进行更改。

许多服务都有一个或多个用来定义启动或其他配置信息的配置文件。这些文件可以在
服务正在运行时进行更改。只有当服务已经启动后，才能检查这些文件的内容。

重新启动服务。

# svcadm restart FMRI

添加新NTP服务器

要添加一个新的NTP服务器来支持您的NTP客户机，请向 /etc/inet/ntp.conf文件添
加一个对应于该服务器的新条目。然后，重新启动NTP服务。此示例显示 ntp.conf文
件的外观以及如何重新启动该服务。

# cat /etc/inet/ntp.conf

.

.

server ntpserver1.example.com

server ntpserver2.example.com

# svcadm restart svc:/network/ntp:default

▼ 如何更改服务的环境变量
以下过程显示如何修改 cron环境变量以帮助进行调试。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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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该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 svcs system/cron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Dec_04 svc:/system/cron:default

设置环境变量。

在本示例中，设置的是 UMEM_DEBUG和 LD_PRELOAD环境变量。有关 setenv子命令的信
息，请参阅 svccfg(1M)手册页。
# svccfg -s system/cron:default setenv UMEM_DEBUG default

# svccfg -s system/cron:default setenv LD_PRELOAD libumem.so

刷新和重新启动该服务。

# svcadm refresh system/cron

# svcadm restart system/cron

检验是否已进行更改。

# pargs -e ‘pgrep -f /usr/sbin/cron‘

100657: /usr/sbin/cron

envp[0]: LOGNAME=root

envp[1]: LD_PRELOAD=libumem.so

envp[2]: PATH=/usr/sbin:/usr/bin

envp[3]: SMF_FMRI=svc:/system/cron:default

envp[4]: SMF_METHOD=/lib/svc/method/svc-cron

envp[5]: SMF_RESTARTER=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envp[6]: TZ=GB

envp[7]: UMEM_DEBUG=default

▼ 如何更改由 inetd控制的服务的属性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列出指定服务的属性。

以下命令显示由 FMRI标识的服务的所有属性。
# inetadm -l FMRI

更改该服务的属性。

由 inetd控制的服务的每个属性都由属性名和指定的值来定义。提供属性名而不指定值
会将属性重置为缺省值。有关服务属性的具体信息应包含在与该服务相关的手册页
中。

# inetadm -m FMRI property-name=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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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属性是否已更改。

再次列出属性以确保已进行相应的更改。

# inetadm -l FMRI

确认更改已生效。

确认属性更改达到了所需的效果。

更改 telnet的 tcp_trace属性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将 telnet的 tcp_trace属性设置为 true。在运行 telnet命令之
后，检查 syslog的输出，此时会发现所做的更改已经生效。

# inetadm -l svc:/network/telnet:default

SCOPE NAME=VALUE

name="telnet"
.

.

default inherit_env=TRUE

default tcp_trace=FALSE

default tcp_wrappers=FALSE

# inetadm -m svc:/network/telnet:default tcp_trace=TRUE

# inetadm -l svc:/network/telnet:default

SCOPE NAME=VALUE

name="telnet"
.

.

default inherit_env=TRUE

tcp_trace=TRUE

default tcp_wrappers=FALSE

# telnet localhost

Trying 127.0.0.1...

Connected to localhost.

Escape character is ’^]’.

login: root

Password:

.

.

.

Last login: Mon Jun 21 05:55:45 on console

Sun Microsystems Inc. SunOS 5.10 s10_57 May 2004

# ^D

Connection to localhost closed by foreign host.

# tail -1 /var/adm/messages

Jun 21 06:04:57 yellow-19 inetd[100308]: [ID 317013 daemon.notice] telnet[100625]

from 127.0.0.1 3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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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删除服务的定制信息
可以从属性、属性组和服务实例中删除定制信息。

删除本地定制信息。

此命令删除选定服务在 admin层的所有更改。

% /usr/sbin/svccfg -s FMRI delcust

从属性中删除定制信息

此示例说明了从服务中删除定制信息的影响。首先应用定制信息，将 rmtmpfiles服务
中的 clean_vartmp属性设置为在引导过程中对 /var/tmp进行清理。作为特权用户类
型，键入以下命令：

# svccfg -s svc:/system/rmtmpfiles setprop options/clean_vartmp = true

# svcadm refresh svc:/system/rmtmpfiles

下一步验证属性已经更改：

$ svcprop -p options/clean_vartmp svc:/system/rmtmpfiles

true

要查看定制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svccfg -s svc:/system/rmtmpfiles listcust

options/clean_vartmp boolean admin true

$ svcprop -p options/clean_vartmp -l all svc:/system/rmtmpfiles

options/clean_vartmp boolean manifest false

options/clean_vartmp boolean admin true

要删除定制信息，请作为特权用户键入以下命令：

# svccfg -s svc:/system/rmtmpfiles delcust options/clean_vartmp

Deleting customizations for property: options/clean_vartmp

此时，当运行命令来查看定制信息时，您将看到：

$ svccfg -s svc:/system/rmtmpfiles listcust

$ svcprop -p options/clean_vartmp -l all svc:/system/rmtmpfiles

options/clean_vartmp boolean manifest false

▼ 如何修改由 inetd控制的服务的命令行参数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

示例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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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特定服务的 exec属性。

以下命令显示由 FMRI标识的服务的所有属性。添加 grep命令会将输出限制在该服务
的 exec属性。

# inetadm -l FMRI|grep exec

更改该服务的 exec属性。

具有 exec属性的 command-syntax集定义在启动服务时运行的命令字符串。
# inetadm -m FMRI exec="command-syntax"

检验属性是否已更改。

再次列出属性以确保已进行相应的更改。

# inetadm -l FMRI

▼ 如何转换 inetd.conf项
以下过程将 inetd.conf项转换为 SMF服务清单。无论何时向系统添加依赖 inetd的第
三方应用程序，都需要运行此过程。如果您需要更改 /etc/inetd.conf中项的配置，也
需要运行此过程。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转换 inetd.conf项。

inetconv命令将选定文件中的每个项都转换为服务清单。

# inetconv -i filename

将 /etc/inet/inetd.conf项转换为 SMF服务清单
# inetconv -i /etc/inet/inetd.conf

使用运行控制脚本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使用运行控制脚本来停止或启动传统服务。此外还提供了有关添加
或删除运行控制脚本的说明。

使用运行控制脚本（任务列表）
以下任务列表包括几个与使用运行控制脚本相关的过程。每行都包含一个任务、关于
执行该项任务的时间说明，以及指向该任务的链接。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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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说明 参考

停止或启动传统服务。 使用运行控制脚本停止或启动服务。 第 43页中的 “如何使用运行控制脚本来
停止或启动传统服务”

添加运行控制脚本。 创建运行控制脚本并将其添加到
/etc/init.d目录中。

第 44页中的 “如何添加运行控制脚本”

禁用运行控制脚本。 通过重命名运行控制脚本文件来禁用
该脚本。

第 44页中的 “如何禁用运行控制脚本”

将运行控制脚本转换为使用 SMF。 使用 SMF清单替代运行控制脚本，从
而可通过 SMF服务对服务进行管理。

第 45页中的 “如何将运行控制脚本转换
为 SMF服务”

▼ 如何使用运行控制脚本来停止或启动传统服务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停止系统服务。

# /etc/init.d/filename stop

重新启动系统服务。

# /etc/init.d/filename start

检验服务是否已停止或启动。

# pgrep -f service

使用运行控制脚本停止或启动服务

例如，可以通过键入以下命令来停止 PPPoE服务器守护进程：

# /etc/init.d/pppd stop

# pgrep -f nfs

然后，可以通过键入以下命令来重新启动 PPPoE服务器守护进程：

# /etc/init.d/pppd start

# pgrep -f ppp

101748

# pgrep -f ppp -d, | xargs ps -fp

UID PID PPID C STIME TTY TIME CMD

daemon 101748 1 0 Sep 01 ? 0:06 /usr/lib/inet/pppo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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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添加运行控制脚本
如果要添加用来启动和停止服务的运行控制脚本，请将该脚本复制到 /etc/init.d目录
中。然后，在要从其中启动和停止服务的 rcn .d目录中创建链接。

有关命名运行控制脚本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每个 /etc/rc n.d目录中的 README文件。以
下过程介绍如何添加运行控制脚本。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向 /etc/init.d目录中添加脚本。

# cp filename/etc/init.d
# chmod 0744 /etc/init.d/filename
# chown root:sys /etc/init.d/filename

创建指向相应 rcn.d目录的链接。
# cd /etc/init.d

# ln filename /etc/rc2.d/Snnfilename
# ln filename /etc/rcn.d/Knnfilename

检验脚本在指定的目录中是否具有链接。

# ls /etc/init.d/*filename /etc/rc2.d/*filename /etc/rcn.d/*filename

添加运行控制脚本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为 xyz服务添加运行控制脚本。

# cp xyz /etc/init.d

# chmod 0744 /etc/init.d/xyz

# chown root:sys /etc/init.d/xyz

# cd /etc/init.d

# ln xyz /etc/rc2.d/S99xyz

# ln xyz /etc/rc0.d/K99xyz

# ls /etc/init.d/*xyz /etc/rc2.d/*xyz /etc/rc0.d/*xyz

▼ 如何禁用运行控制脚本
通过在文件名开头加一个下划线 (_)来重命名运行控制脚本可以禁用该运行控制脚
本。系统不执行以下划线或点开头的文件。如果通过为文件添加后缀的方法来复制该
文件，那么，带后缀和不带后缀的文件都将运行。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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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新文件的开头添加下划线 (_)来重命名脚本。
# cd /etc/rcn.d
# mv filename_filename

检验脚本是否已重命名。

# ls _*

_filename

禁用运行控制脚本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重命名 S99datainit脚本。

# cd /etc/rc2.d

# mv S99datainit _S99datainit

# ls _*

_S99datainit

▼ 如何将运行控制脚本转换为 SMF服务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充分利用 SMF的优点来支持现有的运行控制脚本。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 svcbundle (1M)手册页。

首先，确定脚本需要使用何种服务模型。如果脚本执行一些任务然后退出，而不启动
任何长时间运行的进程，则它很可能是瞬态服务。如果脚本启动长时间运行的守护进
程然后退出，则它是合同服务。有关服务模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vc.startd(1M)手
册页的“持续时间”部分。

下一步确定适用于服务的运行级别。这可以通过查看脚本链接到哪个目录来确定，例
如 /etc/rc3.d目录。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创建临时清单。

在此示例中，服务名称为 ex_svc。这是合同服务，运行级别为 3。
# svcbundle -o /tmp/ex_svc.xml -s service-name=ex_svc

-s start-method=/lib/svc/method/ex_svc -s model=transient

对清单进行任何其他更改。

验证在 /tmp/ex_svc.xml中的清单内容是您所需的。

将清单复制到正确目录。

# cp /tmp/ex_svc.xml /lib/svc/manifest/site/ex_svc.xml

2

3

示例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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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现有服务。

# /etc/init.d/ex_svc stop

禁用运行控制脚本。

从相应的 rc n.d目录中删除指向运行控制脚本的链接。

导入清单并启动服务。

# svcadm restart svc:/system/manifest-import

对服务管理工具进行故障排除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对 SMF服务进行故障排除或修复。其中的部分过程还说明了如何更
改引导参数来改变系统的引导方式。

SMF故障排除（任务列表）
以下任务列表中包含的一些过程可用于对系统中的问题进行故障排除。每行都包含一
个任务、关于执行该项任务的时间说明，以及指向该任务的链接。

任务 说明 参考

调试不运行的服务 通过 SMF服务收集有关该服务不运行
的原因信息。

第 47页中的 “如何调试未启动的服务”

修复损坏的系统信息库 执行这些步骤可以替换损坏的系统信
息库，使系统能够完全引导。

第 47页中的 “如何修复已损坏的系统信
息库”

在不启动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引导 在不运行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对系统进
行引导，以调试在引导过程中挂起的
系统。

第 49页中的 “如何在不启动任何服务的
情况下引导”

生成更多引导消息 执行这些步骤可以在引导过程中生成
更多消息，帮助进行调试。

第 50页中的 “如何以详细模式进行引导”

在本地文件系统不可用时停止引导过程 如果本地文件系统未挂载，执行这些
步骤可以启动登录服务，使您可以调
查问题。

第 50页中的 “当
system/filesystem/local:default服务
在系统引导期间失败时，如何强制出现
sulogin提示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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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调试未启动的服务
在该过程中，打印服务处于禁用状态。

成为管理员，或承担拥有 Service Management （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请求因错误而没有运行的服务的相关信息。

# svcs -xv

svc:/application/print/server:default (LP Print Service)

State: disabled since Wed 13 Oct 2004 02:20:37 PM PDT

Reason: Disabled by an administrator.

See: http://support.oracle.com/msg/SMF-8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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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act: 2 services are not running:

svc:/application/print/rfc1179:default

svc:/application/print/ipp-listener:default

-x选项提供有关受到影响的服务实例的其他信息。

启用服务。

# svcadm enable application/print/server

▼ 如何修复已损坏的系统信息库
以下过程显示如何将已损坏的系统信息库替换为缺省的系统信息库副本。系统信息库
守护进程 svc.configd在启动之后不会对配置系统信息库执行完整性检查。配置系统信
息库存储在 /etc/svc/repository.db中。配置系统信息库可能会由于以下某种原因而
损坏：

■ 磁盘故障
■ 硬件错误
■ 软件错误
■ 无意中覆盖文件

如果完整性检查失败，svc.configd守护进程会向控制台写入一条以下类似的消息：

svc.configd: smf(5) database integrity check of:

/etc/svc/repository.db

failed. The database might be damaged or a media error might have

prevented it from being verifi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useful to

your service provider is in:

/system/volatile/db_errors

The system will not be able to boot until you have restored a wor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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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svc.startd(1M) will provide a sulogin(1M) prompt for recovery

purposes. The command:

/lib/svc/bin/restore_repository

can be run to restore a backup version of your repository. See

http://support.oracle.com/msg/SMF-8000-MY for more information.

随后，svc.startd守护进程将退出，并启动 sulogin，以便您进行维护。

在 sulogin提示符下输入 root口令。

借助 sulogin命令，root用户可以进入系统维护模式来修复系统。

运行以下命令：

# /lib/svc/bin/restore_repository

运行此命令可指导您完成恢复未经损坏的备份所必需的步骤。SMF会在系统的任何关
键时刻自动提取系统信息库的备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5页中的 “SMF系统信
息库备份”。

在启动 /lib/svc/bin/restore_repository命令之后，会显示一条以下类似的消息：

See http://support.oracle.com/msg/SMF-8000-MY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use of

this script to restore backup copies of the smf(5) repository.

If there are any problems which need human intervention, this script will

give instructions and then exit back to your shell.

在使用写入权限挂载了 root ( /)文件系统之后，或者如果该系统是本地区域，则系统
将提示您选择要恢复的系统信息库备份：

The following backups of /etc/svc/repository.db exists, from

oldest to newest:

... list of backups ...

基于备份类型和备份时间来确定备份的名称。以 boot开头的备份在系统引导之后、首
次更改系统信息库之前完成。以 manifest_import开头的备份在
svc:/system/manifest-import:default完成其进程之后完成。备份时间以
YYYYMMDD_HHMMSS格式提供。

输入相应的响应。

通常会选择最新的备份选项。

Please enter either a specific backup repository from the above list to

restore it, or one of the following choices:

CHOICE ACTION

---------------- ----------------------------------------------

boot restore the most recent post-boot backup

manifest_import restore the most recent manifest_import backup

-seed- restore the initial starting repository (All

customizations will be lost, including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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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by the install/upgrade process.)

-quit- cancel script and quit

Enter response [boot]:

如果在未指定要恢复的备份的情况下按 Enter键，则会选择括在 []中的缺省响应。选
择 -quit-会退出 restore_repository脚本，并返回到 shell提示符。

注 –选择 -seed-会恢复 seed系统信息库。此系统信息库设计用于初始安装和升级过
程。如非绝对必要，请勿使用 seed系统信息库进行恢复。

在选择了要恢复的备份之后，系统将对其进行验证并检查其完整性。如有任何问
题，restore_repository命令会列显错误消息并提示您进行其他选择。在选择了有效
的备份之后，系统会列显如下信息，并提示您进行最终确认。

After confirmation, the following steps will be taken:

svc.startd(1M) and svc.configd(1M) will be quiesced, if running.

/etc/svc/repository.db

-- renamed --> /etc/svc/repository.db_old_YYYYMMDD_HHMMSS

/system/volatile/db_errors

-- copied --> /etc/svc/repository.db_old_YYYYMMDD_HHMMSS_errors

repository_to_restore

-- copied --> /etc/svc/repository.db

and the system will be rebooted with reboot(1M).

Proceed [yes/no]?

键入 yes修复故障。

在 restore_repository命令执行了列出的所有操作之后，系统将重新引导。

▼ 如何在不启动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引导
如果在启动服务时出现问题，有时系统会在引导过程中挂起。以下过程显示如何解决
此问题。

在不启动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引导。

此命令指示 svc.startd守护进程临时禁用所有的服务并在控制台上启动 sulogin。

ok boot -m milestone=none

以 root身份登录系统。

启用所有的服务。

# svcadm milestone 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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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引导过程挂起的位置。

在引导过程挂起时，通过运行 svcs -a来确定哪些服务未在运行。在位于 /var/svc/log

中的日志文件中查找错误消息。

在问题得以修复之后，检验所有的服务是否已启动。

a. 检验是否所有必需的服务都已联机。
# svcs -x

b. 检验是否满足 console-login服务的依赖性。

以下命令检验控制台上的 login进程是否将运行。

# svcs -l system/console-login:default

继续执行正常的引导过程。

▼ 如何以详细模式进行引导
缺省情况下，引导过程中的消息显示级别设置为静默模式，这将只在服务启动时出现
错误时才生成消息。对系统引导时出现的问题进行故障排除时，您可能希望看到更多
消息。以下过程说明如何在系统引导过程中显示所有错误消息。

以详细模式引导。

# boot -m verbose

将引导消息保存在日志中

在 boot命令中提供 -m debug选项会导致将有关每个服务以及服务启动的所有消息都记
录在日志文件中。

▼ 当 system/filesystem/local:default服务在系统引导
期间失败时，如何强制出现 sulogin提示符
引导系统时不需要的本地文件系统由 svc:/system/filesystem/local:default服务挂
载。当其中的任何文件系统无法挂载时，该服务将进入维护状态。系统将继续启
动，并将启动不依赖 filesystem/local的任何服务，而要求 filesystem/local联机才
能通过依赖性启动的服务将不会启动。

要更改系统的配置，以在该服务失败后立即出现 sulogin提示符（而不是允许系统继续
启动），请按照下面的过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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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system/console-login服务。

# svccfg -s svc:/system/console-login

svc:/system/console-login> addpg site,filesystem-local dependency

svc:/system/console-login> setprop site,filesystem-local/entities = fmri: svc:/system/filesystem/local

svc:/system/console-login> setprop site,filesystem-local/grouping = astring: require_all

svc:/system/console-login> setprop site,filesystem-local/restart_on = astring: none

svc:/system/console-login> setprop site,filesystem-local/type = astring: service

svc:/system/console-login> end

刷新该服务。

# svcadm refresh console-login

当 system/filesystem/local:default服务失败时，应当使用 svcs -vx命令来标识该失
败。在错误得以修复之后，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清除错误状态并允许系统继续引
导：svcadm clear filesystem/local。

1

2

故障排除

对服务管理工具进行故障排除

第 2章 • 管理服务（任务） 51



52



使用 Fault Manager

Oracle Solaris OS包括了一个用于构建和部署能够进行预测性自我修复的系统和服务的
体系结构。故障管理体系结构 (Fault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FMA)的核心服务接收与
硬件和软件错误相关的数据，自动诊断底层问题，并尝试通过使故障组件脱机进行响
应。

以下列出本章所介绍的信息：

■ 第 53页中的 “故障管理概述”
■ 第 54页中的 “故障和缺陷通知”
■ 第 55页中的 “显示有关故障或缺陷的信息”
■ 第 59页中的 “修复故障或缺陷”
■ 第 60页中的 “故障管理日志文件”
■ 第 61页中的 “故障统计信息”

故障管理概述
Oracle Solaris故障管理功能提供的体系结构用于构建有复原能力的错误处理程序、结构
化错误遥测工具、自动化诊断软件、响应代理以及结构化消息传送系统。软件栈的许
多部分都参与故障管理，其中包括CPU、内存和 I/O子系统、Oracle Solaris ZFS、不断
增加的一组设备驱动程序，以及其他管理栈。

FMA用于帮助解决Oracle Solaris系统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问题可能是一个故障，意
思是说，某个功能过去正常工作但不再正常工作。问题可能是一个缺陷，意思是
说，它从未正常工作。通常，硬件可能会出现故障，也可能会出现缺陷。但是，大多
数软件问题是缺陷，或是由配置问题引起的。

在较高层面，故障管理栈包含错误检测器、诊断引擎和响应代理。错误检测器，顾名
思义，它检测系统中的错误，然后立即执行所需的处理。错误检测器向诊断引擎发出
定义明确的错误报告或 ereport。诊断引擎对 ereport进行解释并确定系统中是否存在故
障或缺陷。进行此确定之后，诊断引擎会发出一个可疑对象列表，该列表描述了可能
是问题起因的资源或资源集。资源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相关的现场可更换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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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replaceable unit, FRU)、标签或自动系统重新配置单元 (Automatic System
Reconfiguration Unit, ASRU)。可以立即从服务中删除某个ASRU以减轻问题，直至更换
完 FRU。

当可疑对象列表包含多个可疑对象时，例如，如果诊断引擎无法隔离单个可疑对
象，将会为每个可疑对象分配一个概率，以指示它是关键可疑对象的可能性。该列表
中的各个概率的总和为 100%。可疑对象列表由响应代理进行解释。响应代理会根据可
疑对象列表尝试采取一些操作。响应包括记录一些消息、使CPU导线束脱机、回收内
存页面以及回收 I/O设备。

错误检测器、诊断引擎和响应代理由 Fault Manager守护进程 fmd连接起来，该守护进
程充当各个组件之间的多路复用器，如下图所示。

Fault Manager守护进程本身也是由 SMF控制的一个服务。该服务是缺省启用的，对该
服务的控制方式与对所有其他 SMF服务一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mf(5)手册页。

在适当的情况下，FMA和 SMF服务会相互交互。某些硬件问题可能会导致服务被 SMF
停止或重新启动。另外，某些 SMF错误会导致 FMA报告某个缺陷。

故障和缺陷通知
通常，与 Fault Manager守护进程进行的第一次交互是一条系统消息，它指示已诊断出
某个故障或缺陷。消息将同时发送到控制台和 /var/adm/messages文件。来自 Fault
Manager守护进程的所有消息都使用以下格式：

1 SUNW-MSG-ID: SUN4V-8001-8H, TYPE: Fault, VER: 1, SEVERITY: Minor

2 EVENT-TIME: Wed Aug 24 21:56:03 UTC 2011

3 PLATFORM: SUNW,T5440, CSN: -, HOSTNAME: bur419-61

4 SOURCE: cpumem-diagnosis, REV: 1.7

ereport

ereport

故障和缺陷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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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VENT-ID: 7b83c87c-78f6-6a8e-fa2b-d0cf16834049

6 DESC: The number of integer register errors associated with this thread has

7 exceeded acceptable levels.

8 AUTO-RESPONSE: The fault manager will attempt to remove the affected thread

9 from service.

10 IMPACT: System performance may be affected.

11 REC-ACTION: Use ’fmadm faulty’ to provide a more detailed view of this

12 event. Please refer to the associated reference document at

13 http://support.oracle.com/msg/SUN4V-8001-8H for the latest service procedures and

14 policies regarding this diagnosis.

在收到有关诊断出问题的通知时，请查阅所建议的知识库文章以了解更多详细信
息。有关示例，请参见上方的第 13行。除了第 11行列出的那些操作外，知识库文章中
还可能包含您或服务提供商应采取的其他操作。

可以通过使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或简单邮
件传输协议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SMTP)来配置 Fault Manager错误事件通
知。有关说明，请参见第 28页中的 “如何设置 SMF转换事件的通知”。

此外，可以配置Oracle自动服务请求以便在出现特定硬件问题时自动请求Oracle服
务。有关此功能的信息，请参见Oracle自动服务请求产品页。该页面上的文档链接提
供了《Oracle ASR Quick Installation Guide》和《Oracle ASR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s
Guide》的链接。

显示有关故障或缺陷的信息
用来显示故障或缺陷信息以及确定相关的 FRU的首选方法是 fmadm faulty命令。不
过，也支持 fmdump命令。fmdump通常用于显示系统中出现问题的历史记录，而 fmadm

faulty用于显示活动的问题。

注意 –不要根据 fmdump命令的输出执行管理操作，而应根据 fmadm faulty的输出执行
操作。日志文件可能会包含不应该被视为故障或缺陷的错误陈述。

▼ 如何显示关于故障组件的信息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显示关于组件的信息。

# fmadm faulty

有关生成的文本的说明，请参见以下示例。

1

2

显示有关故障或缺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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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个故障 CPU的 fmadm输出

1 # fmadm faulty

2 --------------- ------------------------------------ -------------- ---------

3 TIME EVENT-ID MSG-ID SEVERITY

4 --------------- ------------------------------------ -------------- ---------

5 Aug 24 17:56:03 7b83c87c-78f6-6a8e-fa2b-d0cf16834049 SUN4V-8001-8H Minor

6

7 Host : bur419-61

8 Platform : SUNW,T5440 Chassis_id : BEL07524BN

9 Product_sn : BEL07524BN

10

11 Fault class : fault.cpu.ultraSPARC-T2plus.ireg

12 Affects : cpu:///cpuid=0/serial=1F95806CD1421929

13 faulted and taken out of service

14 FRU : "MB/CPU0" (hc://:product-id=SUNW,T5440:server-id=bur419-61:\

15 serial=3529:part=541255304/motherboard=0/cpuboard=0)

16 faulty

17 Serial ID. : 3529

18 1F95806CD1421929

19

20 Description : The number of integer register errors associated with this thread

21 has exceeded acceptable levels.

22

23 Response : The fault manager will attempt to remove the affected thread from

24 service.

25

26 Impact : System performance may be affected.

27

28 Action : Use ’fmadm faulty’ to provide a more detailed view of this event.

29 Please refer to the associated reference document at

30 http://support.oracle.com/msg/SUN4V-8001-8H for the latest service

31 procedures and policies regarding this diagnosis.

其中的主要关注点是第 14行，这显示了关于受影响的 FRU的数据。引号中提供了易读
的位置字符串 "MB/CPU0"。引号中的值用于与物理硬件上的标签进行匹配。另外，还
以故障管理资源标识符 (Fault Management Resource Identifier, FMRI)格式提供了
FRU，其中包括了关于包含故障的系统的描述性属性，例如它的主机名和机箱序列
号。在支持它的平台上，FRU的 FMRI中还会包括 FRU的部件号和序列号。

Affects行（第 12和 13行）指示受故障影响的组件及其相关状态。在此示例中，有一个
CPU 导线束受到影响。它 faulted and taken out of service（发生故障并被从服务中
删除）。

在 fmadm faulty命令输出中，在 FRU说明之后，第 16行显示了状态，其状态为
faulty。在Action部分中，通常会引用 fmadm命令，也可能只包括其他特定操作，或者
同时包括这些信息。

具有多个故障的 fmadm输出

1 # fmadm faulty

2 --------------- ------------------------------------ -------------- -------

3 TIME EVENT-ID MSG-ID SEVERITY

示例3–1

示例3–2

显示有关故障或缺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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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 -------

5 Sep 21 10:01:36 d482f935-5c8f-e9ab-9f25-d0aaafec1e6c PCIEX-8000-5Y Major

6

7 Fault class : fault.io.pci.device-invreq

8 Affects : dev:///pci@0,0/pci1022,7458@11/pci1000,3060@0

9 dev:///pci@0,0/pci1022,7458@11/pci1000,3060@1

10 ok and in service

11 dev:///pci@0,0/pci1022,7458@11/pci1000,3060@2

12 dev:///pci@0,0/pci1022,7458@11/pci1000,3060@3

13 faulty and taken out of service

14 FRU : "SLOT 2" (hc://.../pciexrc=3/pciexbus=4/pciexdev=0)

15 repair attempted

16 "SLOT 3" (hc://.../pciexrc=3/pciexbus=4/pciexdev=1)

17 acquitted

18 "SLOT 4" (hc://.../pciexrc=3/pciexbus=4/pciexdev=2)

19 not present

20 "SLOT 5" (hc://.../pciexrc=3/pciexbus=4/pciexdev=3)

21 faulty

22

23 Description : The transmitting device sent an invalid request.

24

25 Response : One or more device instances may be disabled

26

27 Impact : Possible loss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device instances

28 associated with this fault

29

30 Action : Use ’fmadm faulty’ to provide a more detailed view of this event.

31 Please refer to the associated reference document at

32 http://support.oracle.com/msg/PCIEX-8000-5Y for the latest service

33 procedures and policies regarding this diagnosis.

在 fmadm faulty命令输出中，在 FRU说明之后，第 21行显示了状态，其状态为
faulty。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看到的其他状态值包括 acquitted和 repair

attempted，如第 15行和第 17行中的 SLOT 2和 SLOT 3所示。

使用 fmdump命令显示故障

某些控制台消息和知识库文章可能会指示您使用旧的 fmdump -v -u UUID 命令显示故障
信息。尽管首选使用 fmadm faulty命令，但 fmdump命令仍可执行，如以下示例所示：

1 % fmdump -v -u 7b83c87c-78f6-6a8e-fa2b-d0cf16834049

2 TIME UUID SUNW-MSG-ID EVENT

3 Aug 24 17:56:03.4596 7b83c87c-78f6-6a8e-fa2b-d0cf16834049 SUN4V-8001-8H Diagnosed

4 100% fault.cpu.ultraSPARC-T2plus.ireg

5

6 Problem in: -

7 Affects: cpu:///cpuid=0/serial=1F95806CD1421929

8 FRU: hc://:product-id=SUNW,T5440:server-id=bur419-61:\

9 serial=9999:part=541255304/motherboard=0/cpuboard=0

10 Location: MB/CPU0

仍然提供了有关受影响的 FRU的信息，不过是在三个行中分别列出的（第 8行到第 10
行）。Location（位置）字符串提供了易读的 FRU字符串。FRU行提供了正式的
FMRI。请注意，使用 fmdump命令不会显示严重性、描述性文本和操作，除非使用 -m

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fmdump(1M)手册页。

示例3–3

显示有关故障或缺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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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识别哪些CPU处于脱机状态
显示关于CPU的信息。
% /usr/sbin/psrinfo

0 faulted since 05/13/2011 12:55:26

1 on-line since 05/12/2011 11:47:26

faulted状态表示CPU已被故障管理响应代理置于脱机状态。

▼ 如何显示关于有缺陷的服务的信息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1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使用指定给您
的管理权限”。

显示关于缺陷的信息。

# fmadm faulty

--------------- ------------------------------------ -------------- ---------

TIME EVENT-ID MSG-ID SEVERITY

--------------- ------------------------------------ -------------- ---------

May 12 22:52:47 915cb64b-e16b-4f49-efe6-de81ff96fce7 SMF-8000-YX major

Host : parity

Platform : Sun-Fire-V40z Chassis_id : XG051535088

Product_sn : XG051535088

Fault class : defect.sunos.smf.svc.maintenance

Affects : svc:///system/intrd:default

faulted and taken out of service

Problem in : svc:///system/intrd:default

faulted and taken out of service

Description : A service failed - it is restarting too quickly.

Response : The service has been placed into the maintenance state.

Impact : svc:/system/intrd:default is unavailable.

Action : Run ’svcs -xv svc:/system/intrd:default’ to determine the

generic reason why the service failed, the location of any

logfiles, and a list of other services impacted. Please refer to

the associated reference document at

http://support.oracle.com/msg/SMF-8000-YX for the latest service procedures

and policies regarding this diagnosis.

显示关于有缺陷的服务的信息。

按照 fmadm输出中的Action部分提供的说明进行操作。
# svcs -xv svc:/system/intrd:default

svc:/system/intrd:default (interrupt balancer)

State: maintenance since Wed May 12 22:52:47 2010

●

1

2

3

显示有关故障或缺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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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 Restarting too quickly.

See: http://support.oracle.com/msg/SMF-8000-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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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var/svc/log/system-intrd:default.log

Impact: This service is not running.

有关修复此问题的进一步说明，请参阅知识库文章 SMF-8000-YX。

修复故障或缺陷
在故障管理功能断定您的系统中的某个组件发生故障之后，您需要修复该组件。修复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之一进行：隐式或显式。

更换或删除故障组件时，如果该组件具有 Fault Manager守护进程可跟踪的序列号信
息，则会发生隐式修复。在许多基于 SPARC的系统上，FMRI中包括了序列号信
息，以便 Fault Manager守护进程可以确定何时已通过更换或其他方式（例如，列入黑
名单 (blacklisting)）从运行过程中删除了组件。当发生此类检测时，Fault Manager守护
进程在 fmadm faulty输出中不再显示受影响的资源。该资源将保留在守护进程的内部
资源高速缓存中，直到故障事件发生 30天后，这时会将其清除。

隐式修复不适用于所有系统。有时，虽然 FMRI中提供了机箱 ID，但没有提供 FRU序
列号信息。因此 Fault Manager守护进程无法检测到 FRU更换，需要进行显式修复。

fmadm命令用于显式地将故障标记为已修复。该命令具有以下 4种与修复相关的语法：

■ fmadm replaced fmri | label
■ fmadm repaired fmri | label
■ fmadm acquit fmri | label
■ fmadm acquit uuid [ fmri | label ]

尽管这 4个命令可以采用 FMRI和UUID作为参数，但首选使用的参数是 label。如果某
个 FRU有与它相关的多个故障，并且您希望只将该 FRU更换一次。如果您针对 Label
发出 fmadm replaced命令，则可以像在任何未解决的案例中一样反映该 FRU的情况。

fmadm replaced命令
您可以使用 fmadm replaced命令来指示可疑的 FRU已被更换或删除。

如果系统自动发现某个 FRU已更换（序列号已更改），对待该发现的方式与在命令行
中键入了 fmadm replaced时采取的方式相同。如果 fmd可以自动确认 FRU未更换（序
列号未更改），则不允许使用 fmadm replaced命令。

如果系统自动发现某个 FRU已删除但未更换，则当前行为不变：可疑资源显示为 not

present，但不会认为是要将其永久删除，直到故障事件发生 30天后，那时会将其清
除。

修复故障或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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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adm repaired命令
当已采用了更换 FRU之外的物理修复方法来解决问题时，可以使用 fmadm repaired命
令。此类修复的示例包括重新安装卡或拉直弯曲的管脚。

fmadm acquit命令
在确定了某个资源不是起因时，您通常会使用 acquit选项。当发生了其他错误事件并
且诊断得到进一步细化时，也可能会隐式宣布资源无辜。

更换优先于修复，而更换和修复都优先于宣布资源无辜。因此，您可以宣布某个组件
无辜，然后在以后对其进行修复，但您无法宣布已修复的组件无辜。

当某个案例的UUID被宣布无辜，或者所有可疑对象已被修复、更换、删除或宣布无
辜时，会将该案例视为已修复（移动到 FMD_CASE_REPAIRED状态并生成一个
list.repaired事件）。

通常会由 fmd自动宣布多元素可疑对象列表中的某个可疑对象无辜，或者由支持服务
指导您手动执行该操作。如果您确定资源并不是在怀疑它的所有案例中都是无辜
的，您将仅需要按 FMRI或 label来宣布资源无辜。不过，要允许手动宣布某个 FRU在
一个案例中是无辜的，但在其他案例中仍然保持为可疑对象，可以使用以下选项同时
指定UUID和 FMRI，或者同时指定UUID和 label：

fmadm acquit uuid [fmri|label]

故障管理日志文件
Fault Manager守护进程 fmd将信息记录在多个日志文件中。日志文件存储在
/var/fm/fmd中，可使用 fmdump命令进行查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fmdump(1M)手
册页。

■ errlog日志文件记录由 ereport组成的传入遥测信息。
■ 信息性事件记录在两个日志文件中。infolog_hival用于高价值事件，infolog收集
所有其他信息性事件。

■ fltlog日志文件记录故障诊断事件和修复事件。

注意 –不要根据日志文件的内容执行管理操作，而应根据 fmadm faulty的输出来执行操
作。日志文件可能会包含不应该被视为故障或缺陷的错误陈述。

日志文件会自动轮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logadm(1M)手册页。

故障管理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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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统计信息
Fault Manager守护进程 fmd和它的多个模块用于跟踪统计信息。fmstat命令报告这些
统计信息。当不使用任何选项时，fmstat会高度概述事件、处理时间以及所装入模块
的内存使用情况。例如：

# fmstat

module ev_recv ev_acpt wait svc_t %w %b open solve memsz bufsz

cpumem-retire 1 0 0.0 403.5 0 0 0 0 419b 0

disk-transport 0 0 0.0 500.6 0 0 0 0 32b 0

eft 0 0 0.0 4.8 0 0 0 0 1.4M 43b

fmd-self-diagnosis 0 0 0.0 4.7 0 0 0 0 0 0

io-retire 0 0 0.0 4.5 0 0 0 0 0 0

snmp-trapgen 0 0 0.0 4.5 0 0 0 0 32b 0

sysevent-transport 0 0 0.0 1444.4 0 0 0 0 0 0

syslog-msgs 0 0 0.0 4.5 0 0 0 0 0 0

zfs-diagnosis 0 0 0.0 4.7 0 0 0 0 0 0

zfs-retire 0 0 0.0 4.5 0 0 0 0 0 0

fmstat(1M)手册页描述了该输出中的各个列。请注意，open和 solve列仅适用于故障
管理案例，它们只能由诊断引擎创建或解决。这些列对其他模块（例如响应代理）无
关紧要。

可以通过使用 -m module选项显示单个模块的统计信息。该语法通常与 -z选项一起使
用，以隐藏零值统计信息。例如：

# fmstat -z -m cpumem-retire

NAME VALUE DESCRIPTION

cpu_flts 1 cpu faults resolved

该示例表明，cpumem-retire响应代理已成功处理了要求CPU脱机的请求。

故障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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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propvalue选项, svccfg命令,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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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9–40
说明, 17

inetd服务
更改命令行参数, 41–42
修改属性, 39–40
转换为 SMF, 42

infolog_hival日志文件, 60
infolog日志文件, 60
init状态,请参见运行级别
initial快照,说明, 16

L
legacy_run SMF服务状态,说明, 12–13
/lib/svc/bin/restore_repository命令,示例, 48
/lib/svc/manifest文件,概述, 13
listcust选项, svccfg命令, 18–19
listpg选项, svccfg命令, 18–19
listprop选项, svccfg命令, 18–19
logadm命令, FMA和, 60

M
maintenance SMF服务状态,说明, 12–13
manifest层,说明, 14–15

N
none里程碑
示例, 49–50
说明, 20

O
offline SMF服务状态,说明, 12–13
online SMF服务状态,说明, 12–13

P
psrinfo命令,示例, 58

Q
quiet日志级别, SMF, 16

R
RBAC权限配置文件,用于 SMF服务, 30
repaired选项, fmadm命令,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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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SMF),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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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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