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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述了 Oracle Solaris 11.2 发行版中新增或增强的功能。

Oracle Solaris 11.2－专为云设计

Oracle Solaris 提供了一个用于部署企业级云的高效、安全、符合标准、简单、开放且价格合理的
解决方案。Oracle Solaris 11.2 不仅仅是一个操作系统，还包括以下方面的特性和增强功能：不打
折扣的虚拟化、应用程序驱动的由软件定义的联网以及用于创建和管理企业云的完整 OpenStack
分发，使您能够满足 IT 需求并重新定义您的业务。

Oracle Solaris 11.2 的主要功能

这一节概括介绍了本发行版中的主要功能。

■ “使用 OpenStack 进行集中式云管理” [2]
■ “使用内核区域实现独立隔离环境” [3]
■ “使用统一归档文件进行应用程序置备” [4]
■ “软件定义的联网－弹性虚拟交换机” [4]
■ “软件定义的联网－应用程序驱动的流” [4]
■ “全面的符合性检查和报告” [4]
■ “不可变全局区域” [5]
■ “使用 Puppet 实现 IT 自动化” [5]

使用 OpenStack 进行集中式云管理

Oracle Solaris 11.2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 OpenStack 分发。OpenStack 是一款开源的云计算软件，
提供了综合性的自助环境，通过一个集中化的基于 Web 的门户共享和管理数据中心内的计算、
网络和存储资源。由于 OpenStack 集成到所有 Oracle Solaris 11.2 核心技术中，因此您可以使用
OpenStack 在几分钟内建立可供企业使用的专用云基础结构即服务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
IaaS)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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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OpenStack Horizon 显示板

有关如何开始使用 OpenStack 分发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penStack for Oracle Solaris
11 技术页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technologies/
openstack-2135773.html)。

注 - 还有一个新的基于 OpenStack 的统一归档文件可供下载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
server-storage/solaris11/downloads/beta-unified-archives-2190886.html)。您可以使用此归档文件
轻松安装单节点 Oracle Solaris OpenStack 配置。可以将其用于评估、概念验证或者将其用作跨多
个节点的更复杂配置的基础。

使用内核区域实现独立隔离环境

Oracle Solaris Zones 支持称为 Oracle Solaris 内核区域的完全独立的隔离环境，此技术在一个区
域内提供了完整的内核和用户环境。内核区域增强了操作灵活性并且最适合多租户环境，在多租户
环境中安排维护时间要困难得多。内核区域可以在与全局区域不同的内核版本运行，并且可以在不
重新引导全局区域的情况下单独更新。您还可以将内核区域与 Oracle VM for SPARC 组合使用来
获得更大的虚拟化灵活性。

您可以使用现有的 zonecfg(1M) 和 zoneadm(1M) 命令配置、安装和引导内核区域。

例如，要创建和安装内核区域，请运行以下命令：

# zonecfg -z newzone create -t SYSsolaris-kz

# zoneadm -z newzone install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创建和使用 Oracle Solaris 内核区域 》和 solaris-kz(5) 手册页。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technologies/openstack-2135773.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technologies/openstack-2135773.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technologies/openstack-2135773.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wnloads/beta-unified-archives-2190886.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wnloads/beta-unified-archives-2190886.htm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zonecfg-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zonead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VLZKZ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olaris-kz-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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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统一归档文件进行应用程序置备

本发行版引入了统一归档文件，这是一种新的归档文件格式，您可以创建单个归档文件来满足以下
用途：以克隆形式在云环境内进行重新部署，或者进行系统备份和灾难恢复。您可以快速捕获完整
的裸机系统、虚拟环境或同时捕获这两者。

例如，要创建系统的克隆归档文件，请运行以下命令：

# archiveadm create ./newclone.uar

要创建完整的系统恢复归档文件，请运行以下命令：

# archiveadm create --recovery ./newrecovery.uar

统一归档文件是可移植的，具有很大的部署灵活性，可用于实现各种物理到虚拟和虚拟到物理转
换，而且可与 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VM for SPARC 和 Oracle VM for x86 一起使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使用统一归档文件进行系统恢复和克隆 》。

软件定义的联网－弹性虚拟交换机

通过弹性虚拟交换机 (Elastic Virtual Switch, EVS) 功能，您可以管理分布在多台物理计算机中的多
个虚拟交换机（通常是在云环境中）。EVS 基于 Oracle Solaris 11 11/11 发行版中包括的网络虚拟
化和软件定义的联网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SDN) 功能，该技术将多个虚拟交换机作为单
个虚拟交换机进行管理并对虚拟机、MAC 和 IP 地址以及 VLAN 和 VXLAN 之间的网络通信进行管
理，从而简化了管理。EVS 还通过资源控制管理在网络中强制实施服务级别协议。

您可以通过使用 evsadm 命令行实用程序配置弹性虚拟交换机。要获取统计信息，请使用 evsstat 命
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虚拟化和网络资源 》中的第 5  章 “关于
弹性虚拟交换机”。另请参见 evsadm(1M) 和 evsstat(1M) 手册页。

软件定义的联网－应用程序驱动的流

利用新增的套接字级别的流 API，应用程序可以直接确定自己的通信通过一系列网络流的优先级，
从而优化应用程序性能并降低资源竞争的不利影响。此应用程序驱动的由软件定义的联网以及由管
理驱动的流有助于确保在数据中心或云环境内履行服务级别协议。

您可以使用 nc(1) 实用程序查看这些服务套接字 SLA。

setsockopt(3SOCKET) 手册页中说明了该 API，flowadm(1M) 手册页中讨论了命令行选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虚拟化和网络资源 》中的“使用流管理
网络资源”。

全面的符合性检查和报告

可以使用新的 compliance(1M) 工具来满足标准符合性要求，该工具可以管理各种符合性基
准和评估。此工具根据 Oracle Solaris 11 中引入的基于安全内容自动化协议 (Security Content
Automation Protocol, SCAP) 的现有符合性框架建立，SCAP 是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局 (Nationa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CUAR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VIRgnrgr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VIRgnrgr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evsad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evsstat-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nc-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3Bsetsockopt-3socket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flowad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VIRgfkci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VIRgfkci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compliance-1m


Oracle® Solaris 11.2 新增功能 5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管理的一系列标准。它提供了一种维护企业系统安全
的标准方法，例如：

■ 自动验证是否存在关键更新
■ 检查系统安全配置设置
■ 检查系统是否有泄密迹象

Oracle Solaris 11.2 中还包括了一个新的 Oracle Solaris 安全策略基准（支持两个新的配置文
件：“基线”和“建议”）和一个 Oracle Solaris 支付卡行业 PCI-DSS 基准。

例如，要运行 PCI-DSS 符合性评估并报告结果，请运行以下命令：

# compliance assess -b pci-dss

# compliance report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2 安全遵从性指南 》。

不可变全局区域

增加了不可变全局区域支持，将不可变区域功能扩展到了全局区域。如果系统配置为具有不可变全
局区域，则根文件系统中的文件是只读的。可信路径登录允许执行维护任务，例如系统更新。

例如，要启用不可变全局区域，请运行以下命令：

# zonecfg -z global set file-mac-profile=fixed-configuration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创建和使用 Oracle Solaris 区域 》中的第 12  章 “配置和管理不可编辑的
区域”。

使用 Puppet 实现 IT 自动化

Oracle Solaris 11.2 中包括了流行的 IT 自动化软件 Puppet。Puppet 通过自动执行重复性任务，
快速部署关键应用程序并主动管理系统中需要的更改来帮助您管理 IT 基础结构。Puppet 可以自
动执行诸如置备、配置、符合性和软件管理之类的任务。Puppet 可以从简单的部署扩展到复杂的
基础结构，从组织内部署扩展到云部署。利用对 Oracle Solaris 技术的增强支持，管理员可以将其
Puppet 主体置于任务关键型环境中并将其自动化功能扩展到管理完全异构的数据中心环境。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Getting Started with Puppet on Oracle Solaris 11 (http://www.oracle.com/
technetwork/articles/servers-storage-admin/howto-automate-config-datacenter-2212734.html)（在
Oracle Solaris 11 中使用 Puppet 入门）。

安装和软件管理功能
这一节介绍本发行版中的安装和软件管理功能。

通过 IPS 进行固件更新

Oracle Solaris 11.2 添加了对通过 Oracle Solaris 映像包管理系统 (Image Packaging System, IPS)
进行固件版本检查的支持。IPS 可以检查已安装的固件版本以确保它们与系统更新期间可能发生的
驱动程序更新兼容。如果出现不兼容，IPS 将阻止系统更新并将固件标记为必须首先由管理员进行
手动更新。对于某些硬件驱动程序，固件会在驱动程序连接时自动更新以保持兼容性。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CP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VLZSOglhep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VLZSOglhep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articles/servers-storage-admin/howto-automate-config-datacenter-2212734.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articles/servers-storage-admin/howto-automate-config-datacenter-22127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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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使用映像包管理系统打包和交付软件 》中的“带
手动维护的固件的设备驱动程序”。

安全的端到端置备

本发行版支持使用自动化安装程序 (Automated Installer, AI) 实现安全的端到端置备，这包括使用
SPARC WAN 引导的系统引导到使用 IPS 软件包系统信息库的安全安装。通过对安装服务器与客
户机系统之间的通信和配置进行保护，管理员可以确保其置备/更新环境中的整体安全性。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安装 Oracle Solaris 11.2 系统 》中的“提高自动化安装的安全性”。

交互式自动化安装程序清单创建和管理

您可通过一个新的交互式浏览器界面轻松创建可以在 AI 服务器上使用的 AI 清单。通过逐步完成一
系列屏幕，您可以快速创建一个新清单来描述磁盘布局、ZFS 数据集、IPS 系统信息库以及要安装
的软件包和区域。清单将保存到 AI 服务器，之后可以使用 installadm(1M) 命令将其与客户机关
联。

图   2 自动化安装程序清单向导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PKDEVfwenu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PKDEVfwenu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IOSUIgmkeb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installadm-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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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服务器软件包组

提供了一个新的组软件包 solaris-minimal-server，用于安装可能实现的最小 Oracle Solaris
软件包集。软件包越少，潜在的系统漏洞越少，这样在云中进行系统更新、系统克隆和备份的
速度就越快。有关通过此新的组软件包安装的映像所需的磁盘空间量估计值，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11.2 system requirements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
documentation/solaris11-2-sys-reqs-2191085.pdf)（Oracle Solaris 11.2 系统要求）。

有关 solaris-minimal-server 以及此组软件包中提供的软件包的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2 Package Group Lists 》。

Oracle 数据库先决条件软件包

新的组软件包 group/prerequisite/oracle/oracle-rdbms-server-12-1-preinstall 可确保通过图形
和命令行安装 Oracle Database 12c 所需的必要软件包存在于系统上，无论安装 Oracle Solaris 时
使用了哪个服务器软件包组（solaris-minimal-server、solaris-small-server、solaris-large-

server、solaris-desktop）。

系统信息库镜像

在用于管理 IPS 软件包系统信息库的众多新增功能中，有一项是在本地使用 SMF 服务 svc:/
application/pkg/mirror 自动镜像远程的系统信息库。该服务帮助您创建本地 IPS 软件包系统信息
库并使它们与 Oracle 托管的公共 IPS 软件包系统信息库保持同步。

另外，您可以使用新的 pkgrecv --clone 选项精确克隆软件包系统信息库同时保留时间戳。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复制和创建软件包系统信息库 》中的“从 Internet
复制系统信息库”。

Oracle Solaris Zones 中的递归软件包操作

除了典型的系统级更新外，Oracle Solaris 11.2 还提供了从全局区域在多个非全局区域中递归运行
软件包操作的功能。例如，您可以轻松将某个软件包安装到所有非全局区域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添加和更新软件 》中的“对非全局区域进行操作
的选项”。

使用 IPS 进行基线安装

管理员可以通过新的 pkg(1) 子命令 exact-install 轻松恢复到基线安装。当需要将系统置于基线状
态而不想手动卸载大量软件包时，此功能非常有用。pkg exact-install 命令的结果是一个仅安装
了指定软件包及其依赖项的映像。将删除未在 pkg exact-install 命令行中指定的且不是指定软件
包的依赖项的所有当前已安装软件包。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添加和更新软件 》中的“重新安装映像”。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cumentation/solaris11-2-sys-reqs-2191085.pdf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cumentation/solaris11-2-sys-reqs-2191085.pdf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cumentation/solaris11-2-sys-reqs-2191085.pdf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TPK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TPK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CCOSPcopyrepo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CCOSPcopyrepo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AUOSSgnzrn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AUOSSgnzrn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pkg-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AUOSSgnz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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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高级配置的其他自动化安装程序增强功能

Oracle Solaris 11.2 还支持使用自动化安装程序配置多个网络接口。您可以使用系统配置文件在要
安装的客户机系统上配置多个 NIC。您可以在创建区域时使用此工具来创建具有多个网络接口的区
域。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安装 Oracle Solaris 11.2 系统 》中的“配置多个 IPv4 接口”。

自动化安装程序的另一项增强功能是使用 user_account/ssh_public_keys 组/属性通过 SMF 配置文
件传递预先生成的 SSH 公钥，以便在管理用户的 $HOME/.ssh/authorized_keys 中填充密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安装 Oracle Solaris 11.2 系统 》中的“配置 SSH 密钥”。

Oracle Solaris 11.2 支持使用自动化安装程序置备 Kerberos 客户机。Kerberos 可实现强大的网络
验证、完整性和隐私保护。您可以创建 Kerberos 配置文件并将其分配给 AI 客户机，这可以使 AI
客户机安装具有能够承载安全服务的完全置备的 Kerberos 配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安装 Oracle Solaris 11.2 系统 》中的“如何使用 AI 配置 Kerberos 客户
机”。

适用于 SPARC 的可引导 USB 介质

除了 x86 系统之外，还支持在 SPARC 系统中使用可引导的 USB 介质。您可以使用可引导介质
执行不使用自动化网络安装的独立系统安装。可以使用 Oracle Solaris 分发构造器创建适用于
SPARC 的 USB 介质。此外，除了 usbcopy(1M) 命令之外，还可以使用 dd(1M) 命令（或其他平
台上的等效命令）将安装映像复制到 USB 介质。

有关使用 usbcopy 或 dd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11.2 FAQ (http://www.oracle.com/
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cumentation/solaris-11-2-faqs-2191871.pdf)（Oracle
Solaris 11.2 常见问题）。

数据管理功能

这一节介绍本发行版中的数据管理功能。

关于 ZFS 发送流的进度报告

在传输过程中，您可以包括 ZFS 发送流的进度报告和估计大小。

要估计 ZFS 发送流的大小，请运行以下命令：

# zfs send -rnv pool/opt@snap1
    sending from @ to pool/opt@snap1

    sending from @ to pool/opt/vol1@snap1

    estimated stream size: 10.1G

要在传输过程中监视流大小，请运行以下命令：

# zfs send pool/opt@snap1 | pv | zfs recv tank/opt
    8.58GB 0:02:37 [95.7MB/s]

此增强功能可以观察 ZFS 发送流传输，以便改进复制操作的规划和调度。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IOSUIgocqu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IOSUIgoghu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IOSUIgobju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IOSUIgobju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usbcopy-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dd-1m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cumentation/solaris-11-2-faqs-2191871.pdf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cumentation/solaris-11-2-faqs-21918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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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S 性能增强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池重新同步速度加快，在镜像池方面有高达 40% 的提高，在 RAIDZ 池
方面提高了 4 倍。同步写入事务处理采用并行提交，这进一步优化了 SSD 日志性能。

虚拟化功能

这一节介绍本发行版中的虚拟化功能。

实时区域重新配置

您可以动态重新配置 Oracle Solaris Zones，不需要重新引导，这有助于避免系统停机。可以在不
重新引导的情况下对 Oracle Solaris Zones 执行以下配置更改：

■ 更改资源控制和池
■ 更改网络配置
■ 添加或删除文件系统
■ 添加或删除虚拟设备和物理设备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创建和使用 Oracle Solaris 区域 》中的第 6  章 “实时区域重新配置”。

区域模板属性

Oracle Solaris Zones 还可以利用区域模板属性，这些属性可以简化区域配置。在创建、克隆和迁
移区域时会填充缺省的配置值。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Zones 介绍 》中的“zonecfg template 属性”。

自动化区域重命名

通过新的 zoneadm(1M) 子命令 rename 可以更轻松地对已配置和已安装的区域进行区域重命名。

可以识别 CMT 的 Oracle Solaris Zones 和资源池配置

对 Oracle Solaris Zones 和资源池所做的增强支持 SPARC 芯片多线程 (chip multithreading, CMT)
系统并使管理员可以使用 zonecfg(1M) 和 poolcfg(1M) 命令分配基于 CMT 的资源（CPU、核
心和插槽）。管理员在管理许可边界或使硬件资源仅专用于某个区域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控制
权。

Oracle Solaris 10 Zones 的多个引导环境

Oracle Solaris 10 Zones 支持多个引导环境。在运行于 Oracle Solaris 11 系统上的 Oracle Solaris
10 环境内执行修补操作时，管理员具有更大程度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此功能是在 Oracle Solaris
11.1 Support Repository Update (SRU) 版本 6 中引入的。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VLZSOgogda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VLZONgobnk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zonead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zonecfg-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poolcfg-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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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zones(5) 和 solaris10(5) 手册页。

联网功能
这一节介绍本发行版中的联网功能。

虚拟可扩展局域网

Oracle Solaris 11.2 支持虚拟可扩展局域网 (virtual extensible local area network, VXLAN)，在虚
拟化导致物理网络基础结构压力增加的云环境中，该技术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隔离度。VXLAN
使虚拟网络与底层 L2 层相分离，从而降低了对特定物理交换功能的需求。虽然虚拟局域网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VLAN) 之类的传统网络隔离方法最多可以有 4000 个隔离的网络，但是 VXLAN
提供了多得多的隔离网络，它使用 24 位 VXLAN 标识符，因此可以支持 16000000 个隔离的网
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虚拟化和网络资源 》中的第 3  章 “使用
虚拟可扩展局域网配置虚拟网络”。

第 3 层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扩展

新增了一个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 (Virtual Router Redundancy Protocol, VRRP) 扩展来实现基于
L3 的路由器，以便在 IPMP、InfiniBand 和 Oracle Solaris Zones 上更好地支持 VRRP。第 3 层
VRRP (L3 VRRP) 实现使用地址解析协议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ARP) 消息和相邻节点搜
索协议 (Neighbor Discovery Protocol, NDP) 消息刷新当前主 VRRP 路由器的虚拟 IP 地址与 MAC
地址之间的映射，而不是在同一虚拟路由器中的 VRRP 路由器之间使用唯一的虚拟 MAC 地址。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将 Oracle Solaris 11.2 系统配置为路由器或负载平衡器 》中的第 3  章 “使
用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和 vrrpadm(1M) 手册页。

精确时间协议

精确时间协议 (Precision Time Protocol, PTP) 可以将 LAN 中多个系统上的系统时间与 LAN 中公用
的主时钟进行同步。对于延迟敏感型环境中的基准测定应用程序，此功能非常重要。Oracle Solaris
中的 PTP 实施的是 IEEE 1588 2008 标准（版本 2）。PTP 大大增强了时间同步的准确性。它还可
以利用某些 NIC 提供的 PTP 硬件辅助功能。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2 网络服务介绍 》中的“管理精确时间协议”和 ptpd(1m)
手册页。

数据链路多路径中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

针对数据链路多路径 (Datalink Multipathing, DLMP) 新增了一种基于探测器的故障检测模式，可以
帮助确定主机与所配置的任何目标之间的故障。此新增的检测模式是对基于链路的现有检测模式
的一种补充，现有模式可帮助检测数据链路与第一个中继站交换机之间的直接连接丢失所导致的故
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数据链路 》中的“DLMP 聚合故障检
测”。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zones-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olaris10-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VIRvxlan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VIRvxlan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RTGgkfk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RTGgkfk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vrrpad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INTgntnp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ptpd-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DLKgnant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DLKg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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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信监视实用程序

通过新增的两个命令，您可以使用汇总方式监视远程主机之间的 IP、TCP 和 UDP 网络通
信。ipstat(1M) 报告 IP 通信统计信息，tcpstat(1M) 收集并报告 TCP 和 UDP 通信统计信息。
这些命令是对 Oracle Solaris 11 中已包括的 dlstat(1M) 和其他网络通信监视实用程序的补充。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TCP/IP 网络、IPMP 和 IP 隧道 》中的“使
用 ipstat 和 tcpstat 命令观察网络通信流量”。

反射中继

引入网络虚拟化后，VM 间通信可以通过一个内部软件交换机进行发送，而不需要通过物理网络基
础结构进行发送。此流程适合具有以下联网策略的组织：要求所有网络通信都通过外部网络进行路
由，以便在外部交换机上配置访问控制列表 (access control list, ACL)、数据包监视等等。在本发行
版中，您可以启用反射中继来确保此 VM 间通信也遵守这些策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虚拟化和网络资源 》中的“反射中继”。

InfiniBand 增强功能

InfiniBand (IB) 自动路径迁移支持两个新的通信管理数据报协议：建议备选路径 (Suggest Alternate
Path, SAP) 和建议路径响应 (SPR)。借助这些协议，IB（可靠）连接的被动端能够向主动端建议在
维护最新备选路径信息时供考虑的备选端口信息。

使用 dladm 命令进行 EoIB 管理

使用新的 eoib 数据链路对象可以直接通过 dladm(1M) 命令管理 Ethernet over InfiniBand
(EoIB)。Oracle Solaris InfiniBand 用户可以使用子命令 create-eoib、delete-eoib 和 show-eoib 创
建、删除和查看 EoIB 数据链路信息。show-ib 子命令已增强，除了已经显示的 IB 信息外，还显示
所发现的所有 EoIB 网关信息。

InfiniBand 可观察性

新增了一个框架来提高 InfiniBand 的可观察性，其中包括了所有上层协议 (upper-layer protocol,
ULP)，并在 InfiniBand 传输框架 (InfiniBand Transport Framework, IBTF) 中创建了集中的 kstats
集。此功能可以确保更好地了解 InfiniBand 环境内的活动，并且还可以增强所有客户机的打开端口
的安全性。

netstat 命令中的用户和进程信息

对 netstat(1M) 命令进行了增强，以便您轻松跟踪用户和进程信息来查明是谁创建了网络端点以
及谁在控制网络端点。您可以使用带 -u 选项的 netstat 命令显示用户和进程 ID，以及创建了网络
端点或当前控制着网络端点的程序。

# netstat -u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TCP/IP 网络、IPMP 和 IP 隧道 》中的“显
示用户和进程信息”。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ipstat-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tcpstat-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dlstat-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IPAgmmlr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IPAgmmlr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VIRgmhij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dlad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netstat-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IPAgntmv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IPAgnt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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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功能

这一节介绍本发行版中的系统管理功能。

远程管理守护进程

远程管理守护进程 (Remote Administration Daemon, RAD) 支持自动生成的客户机端绑定（可使用
Python、C 和 Java 开发）。RAD 是系统管理体系结构的主要基础，使开发者可以编写与 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内的各种子系统进行交互的 RAD 模块。管理员可以使用 RAD 在本地或远程与系
统进行交互。本发行版扩展了对区域、服务、用户、内核统计信息、数据链路和弹性虚拟交换机的
RAD 模块支持。

有关如何开发 RAD 模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Remote Administration Daemon Developer
Guide 》。

SMF 配置模具、日志查看和同步操作

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 包括了 SMF 模具，这使得开发者和管理员可
以将 SMF 系统信息库中存储的配置属性轻松映射到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配置文件（例如存储在 /etc
中的配置文件）。新增的 svcio(1) 命令接受模具文件作为输入并使用该文件和服务属性来创建应
用程序配置文件。此后，SMF 取得控制权，并在运行 SMF start 或 refresh 方法之前为所有可识别
模具的服务重新生成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系统服务 》中
的“使用模具创建配置文件”。

管理员可以通过使用 svcs(1) 命令轻松地直接查看 SMF 日志。使用 -L 选项可显示日志文件的
名称，使用 -xL 选项可查看日志文件中的最后几行，使用 -Lv 选项可查看完整的日志文件。请参
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系统服务 》中的“查看服务日志文件”。

SMF 支持同步操作，在用户等待必需服务的状态转换完成时，可通过一个通用的简单界面来观察。
此界面使服务开发者和管理员不再需要手动轮询服务何时已联机。

安全功能

这一节介绍本发行版中的安全功能。

验证的引导

Oracle Solaris 验证的引导是一项反恶意软件和完整性保障功能，降低了恶意或意外修改重要引导
和内核组件的风险。此功能对固件、引导系统以及内核和内核模块的加密签名进行验证。三个策略
选项分别为 ignore、warn and continue 和 refuse to load the component。

验证的引导的此第一个发行版适用于 SPARC T5、M5 和 M6 平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系统和连接设备的安全 》中的“使用验证的引导”。

验证的引导是用于增强 Oracle Solaris 安全性的一系列项目之一。博客文章 Solaris Verified Boot
(https://blogs.oracle.com/DanX/entry/verified_boot)（Solaris 验证的引导）介绍了验证的引导的详
细信息以及该功能如何融入到整个 Oracle Solaris 安全体系结构中。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RAD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RAD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svcio-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SVFstencilsvc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SVFstencilsvc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svcs-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SVFviewlog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ADgmwc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ADgmwce
https://blogs.oracle.com/DanX/entry/verified_boot
https://blogs.oracle.com/DanX/entry/verified_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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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Oracle Solaris 11 的 IKEv2 支持

Oracle Solaris 11.2 引入了 Internet 密钥交换 (Internet Key Exchange, IKE) 版本 2 支持。IKEv2
是 IPsec 的首选密钥管理协议的最新版本。IKEv2 在对等系统之间提供自动化的安全关联 (Security
Association, SA) 和密钥管理。密钥交换由两个对等方协商的安全通道予以保护。对等方的标识是
使用预先共享的密钥或公钥证书建立的。

RBAC 基于时间的和基于位置的访问权限

您可以按位置对用户属性进行限定。usermod(1M) 和 rolemod(1M) 命令新增了一个限定符选项，
可以指定用户属性所应用到的主机或网络组。缺省情况下，与指定的用户或角色匹配的本地条目具
有最高优先级。如果不存在本地条目，则会启动一个 LDAP 查询，该查询将返回其主机名与当前
主机匹配的条目，或返回与用户的某一个网络组匹配的第一个条目。否则，将使用未限定的用户属
性。

可以使用 useradd(1M) 命令的新关键字 access_times 为对 PAM 服务访问指定新的基于时间的策
略。可以使用此关键字指定每个用户可以进行特定 PAM 服务验证的日期和时间。例如，可以将
SSH 使用限制在工作日上午。

审计用户和权限管理

用户管理和 RBAC 配置文件配置命令会生成审计记录。

Kerberos 对长时间运行的进程的支持

Kerberos 已进行增强，可以对长时间运行的进程和 cron 作业提供支持，在长时间运行的进程和
cron 作业中，管理员使用延迟执行并且需要有效凭证的时间要长于平常的缺省值。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Kerberos 和其他验证服务 》中的“为
Kerberos 服务访问配置延迟执行”。

平台增强功能
这一节介绍本发行版中的平台增强功能。

多 CPU 绑定系统调用

新增了系统调用 processor_affinity(2)，可以将一个进程或线程绑定到多个 CPU。此新增的调
用通过提供多个绑定目标，解决了在大型硬件配置中处理线程和中断时的性能问题，而且还为关键
应用程序和服务实现了更好的负载平衡。此外，该调用能以更大的可伸缩性支持进程或线程绑定，
从而增强资源置备和管理。

FMA 网络诊断

故障管理体系结构 (Fault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FMA) 包括一个网络诊断代理，该代理可对网
络资源进行监视并报告可能会导致网络功能降级的状况。该代理能够检测最大传输单元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MTU) 和 VLAN ID 配置问题。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usermod-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rolemod-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useradd-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MKAksetup-1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MKAksetup-1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2processor-affinit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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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排除网络管理问题 》中的第 4  章 “使用
network-monitor 传输模块实用程序执行网络诊断”。

内核故障转储上载时间缩短

内核故障转储文件已重新调整了结构，大型系统的转储文件现在可以更快地上载到 Oracle 技术支
持。此功能大大缩短了初始分析和将问题解决方法返回给客户所需的时间。当使用 dumpadm(1M)
和 savecore(1M) 命令时，内核故障转储将根据其内容划分为多个文件并且将提供更好的管理粒
度。

使用 numatop 命令进行内存访问位置特性描述和分析

大多数现代系统都使用非统一内存访问 (Non-Uniform Memory Access, NUMA) 设计进行多重处
理。在 NUMA 系统中，内存和处理器按以下方式进行组织：内存中的某些部分距离给定处理器较
近（也就是说，通过更直接的路径进行连接），而其他部分则距离该处理器较远。处理器访问距离
近的内存远快于访问距离远的内存。在 NUMA 计算机中，处理器与内存不同部分之间的访问延迟
可能相差很大。

新增的 numatop(1M) 命令是一个监测工具，用于对 NUMA 系统上运行的进程和线程的运行时内
存位置特性进行描述和分析。此工具可帮助确定进程和线程的 NUMA 行为特性并查明何处存在与
NUMA 相关的性能瓶颈。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Oracle Solaris 中集成了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使用此工具集，您可以更好地管理
和配置 Oracle 服务器硬件并且可以通过编写脚本实现自动化。此工具集包括执行以下活动的命令
行界面：

■ 配置 Oracle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ILOM) 服务处理器
■ 配置用于服务器数据的硬件 RAID 卷
■ 更新服务器固件
■ 显示硬件配置信息

通过针对 Oracle Solaris SNMP 代理的一个硬件插件，可使用现有数据中心管理工具来监视硬件配
置和状态（包括通过 SNMP 陷阱发送硬件故障通知）。

可以通过 system/management/hwmgmtd 和 system/management/hwmgmtcli 软件包安装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技术页 (http://www.oracle.com/
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ervermgmt/tech/hardware-management-pack/index.html)。

Oracle VTS 7.0 修补程序集 18.1

Oracle 验证测试套件 (Oracle Validation Test Suite, Oracle VTS) 是一款综合性硬件诊断工具，可
测试和验证 Oracle 平台上大多数控制器和设备的连通性和功能。Oracle VTS 测试针对的目标是系
统中的每个硬件组件或功能。Oracle VTS 7.0 修补程序集 18.1 对处理器、电源、电源管理、内存
以及输出和输入诊断都做了大幅增强。修改后的 VTS 内核会针对每次测试记录测试服务器的系统
信息并提供定期测试状态摘要报告。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TRBnwtrb-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NWTRBnwtrb-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dumpad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savecore-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numatop-1m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ervermgmt/tech/hardware-management-pack/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ervermgmt/tech/hardware-management-pac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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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Oracle VTS 7.0 修补程序集 18.1 中的增强功能的列表，请参见《Oracle VTS 7.0
Patch Set 18 Software Release Notes》 (http://docs.oracle.com/cd/E19719-01/E54322/
index.html)（《Oracle VTS 7.0 修补程序集 18 软件发行说明》）和《Oracle VTS 7.0 Software
User’s Guide》 (http://docs.oracle.com/cd/E19719-01/E21664/index.html)（《Oracle VTS 7.0 软
件用户指南》）。

新一代硬件驱动程序

Oracle Solaris 11.2 继续为来自第三方的最新一代硬件组件提供驱动程序支持，这些组件包括 Intel
CPU 和以太网控制器、Mellanox 以太网和 InfiniBand HBA 以及 LSI HBA。

开发者工具增强功能
这一节介绍开发者工具的功能和增强功能。

DTrace llquantize（） 聚合操作

Oracle Solaris 11.2 包括了一个新的 DTrace linear-log quantize 聚合操作 llquantize（）。此聚合
操作可同时跨多个量级收集线性步进存储区（类似于现有的 lquantize（） 操作）中的数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11.2 Dynamic Tracing Guide 》中的“Aggregations”。

DTrace 可伸缩性增强功能

在许多方面对 DTrace 进行了增强，从而改进了大型处理器系统上的数据收集性能和可伸缩性。尤
其是，libdtrace(3LIB) 命令现在使用多线程进行聚合函数处理。

Oracle Solaris Preflight Applications Checker

Oracle Solaris Preflight Applications Checker 版本 11.2 捆绑了以下三个工具：

1. Application Readiness Checker Tool－通过分析 Oracle Solaris 10 上的工作应用程序来确定应
用程序在 Oracle Solaris 11 中的就绪情况。如果使用此工具检查成功，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应
用程序不需要修改即可在 Oracle Solaris 11 上运行。

2. Kernel Compliance Checker Tool－检查内核模块或设备驱动程序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的
符合性。此工具对设备驱动程序的源代码或二进制文件进行分析，并报告任何潜在的符合性问
题。

3. Application Analyzer Tool－检查应用程序中是否存在次优编码、实现方式以及是否使用了特定
的 Oracle Solaris 功能。还推荐在 Oracle Solaris 中实现相同代码的更好方式。此工具对应用程
序进程和源代码进行分析，并生成建议报告。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Preflight Application Checker (http://www.oracle.com/
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wnloads/preflight-checker-tool-524493.html) Web 站点。

Oracle Solaris Studio

Oracle Solaris Studio 提供了最新的分析工具，进行了编译器优化并具有多线程性能，以在 Oracle
Solaris 上实现更高的应用程序性能和可靠性。

http://docs.oracle.com/cd/E19719-01/E54322/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19719-01/E54322/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19719-01/E54322/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19719-01/E21664/index.html
http://docs.oracle.com/cd/E19719-01/E21664/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DTGgkwuk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3Flibdtrace-3lib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wnloads/preflight-checker-tool-524493.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wnloads/preflight-checker-tool-5244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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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Studio 页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
storage/solarisstudio/overview/index.html)。

软件功能

这一节介绍本发行版中的免费软件增强功能和新增的软件包。

Java 8

Java 8 是最新的 Java 发行版，对 Java 编程模型进行了大幅的升级，并且对 JVM、Java 语言以及
库都进行了相应的改进。Java 8 包括了用于提高生产效率、易用性以及改进多语言编程、安全性和
性能的功能。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可以安装多个 Java 版本。缺省情况下只安装 Java 7。要安装 Java 8，请
使用以下命令：

# pkg install jre-8

通过运行此命令，Java 8 将设置为缺省 Java 环境。如果要安装 Java 8 并将 Java 7 设置为缺省运
行时 Java 版本，请运行以下命令：

# pkg set-mediator -V 1.7 java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Java 8 技术页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overview/
java8-2100321.html)。

Mozilla 协作套件（Firefox、Thunderbird 和 Lightning）

Oracle Solaris 11.2 包括了来自 Mozilla 社区的流行协作套件的最新版本：Firefox 17 Web 浏览
器、Thunderbird 17 电子邮件客户机以及 Lightning 1.9 日历客户机。

国家语言支持管理

通过 nlsadm(1M) 实用程序，可以获取和设置关于特定国家语言属性的信息，例如缺省系统语言环
境、控制台-键盘映射或时区。

第三方许可证

Oracle Solaris 包含许多第三方组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Third-Party Licenses and Notices
for Oracle Solaris 11.2 》。

新增的 IPS 软件包

下表列出了 Oracle Solaris 11.2 中新增的 IPS 软件包。还包括了 Oracle Solaris 11 中已提供的但
现在用新软件包提供的软件包。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studio/overview/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studio/overview/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overview/java8-2100321.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overview/java8-2100321.htm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nlsad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PLG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OSP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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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Oracle Solaris 11.2 中新增的 IPS 软件包

软件包名称 软件包摘要

cloud/openstack OpenStack 组软件包

cloud/openstack/cinder OpenStack 块存储服务

cloud/openstack/glance OpenStack 映像服务

cloud/openstack/horizon OpenStack 显示板

cloud/openstack/keystone OpenStack 身份服务

cloud/openstack/neutron OpenStack 联网服务

cloud/openstack/nova OpenStack 计算服务

cloud/openstack/swift OpenStack 对象存储服务

compress/pbzip2 bzip2 的并行实现

compress/pixz XZ 的并行索引版本

database/mysql-55 MySQL 5.5 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base/mysql-55/client MySQL 5.5 客户机可执行文件

database/mysql-55/library MySQL 5.5 客户机库和插件

database/mysql-55/tests MySQL 5.5 测试套件

developer/build/pkg-config 用于查询库生成时信息的工具

developer/gcc GCC

developer/gcc/gcc-c GCC－C 编译器

developer/gcc/gcc-c++ GNU 编译器集合

developer/gcc/gcc-gfortran GCC - GNU Fortran 编译器

developer/gcc/gcc-gobjc GCC－Objective-C 编译器

developer/gcc-4/gcc-c++-47 GNU 编译器集合

developer/gcc-4/gcc-c++-48 GNU 编译器集合

developer/gcc-4/gcc-c-47 GCC C 编译器－4.7

developer/gcc-4/gcc-c-48 GCC C 编译器－4.8（缺省）

developer/gcc-4/gcc-common-47 GCC 通用开发文件－4.7

developer/gcc-4/gcc-common-48 GCC 通用开发文件－4.8（缺省）

developer/gcc-4/gcc-gfortran-47 GCC Fortran 编译器－4.7

developer/gcc-4/gcc-gfortran-48 GCC Fortran 编译器－4.8（缺省）

developer/gcc-4/gcc-gobjc-47 GCC Objective-C 编译器－4.7

developer/gcc-4/gcc-gobjc-48 GCC Objective-C 编译器－4.8（缺省）

developer/gcc-47 GCC 4.7

developer/gcc-48 GCC 4.8（缺省）

developer/gnu-indent GNU 缩进通过插入或删除空格更改 C 程序的外观

developer/java/jdk-8 Java 平台标准版开发工具包 (1.8.0_05-b13)

developer/javascript/jsl jsl - JavaScript 代码 linter

diagnostic/numatop NumaTOP NUMA 性能监测工具

driver/storage/lmrc LSI MegaRAID SAS 3.0 3108 HBA 驱动程序

driver/storage/nvme NVMExpress 1.0e 驱动程序

file/mlocate 合并快速文件位置实用程序

group/prerequisite/oracle/oracle-rdbms-server-12-

1-preinstall

Oracle Database 12c 的先决条件软件包

group/system/management/rad/rad-client-interfaces RAD 客户机绑定组软件包

group/system/management/rad/rad-server-interfaces RAD 服务器模块组软件包

group/system/solaris-core-platform Oracle Solaris 核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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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名称 软件包摘要

group/system/solaris-minimal-server Oracle Solaris 最小服务器

install/archive Solaris 系统归档文件库和实用程序

library/java/java-demo-8 Java 样例和演示应用程序 (1.8.0_05-b13)

library/libarchive 多格式归档和压缩库

library/perl-5/authen-pam-512 Authen::PAM－PAM Perl 模块

library/perl-5/authen-pam-584 Authen::PAM－PAM Perl 模块

library/perl-5/authen-pam-threaded-512 Authen::PAM－PAM Perl 模块

library/perl5/perl-tk CPAN Perl Tk 模块

library/perl5/perl-tk-512 CPAN Perl Tk 模块

library/perl-5/perl-x11-protocol CPAN X11::Protocol 模块

library/perl-5/perl-x11-protocol-512 CPAN X11::Protocol 模块

library/perl-5/xml-libxml libxml2 的 Perl 接口

library/perl-5/xml-libxml-512 libxml2 的 Perl 接口

library/perl-5/xml-libxml-threaded-512 libxml2 的 Perl 接口

library/perl-5/xml-namespacesupport 用于处理名称空间中的 XML 名称的 Perl 模块

library/perl-5/xml-namespacesupport-512 用于处理名称空间中的 XML 名称的 Perl 模块

library/perl-5/xml-namespacesupport-threaded-512 用于处理名称空间中的 XML 名称的 Perl 模块

library/perl-5/xml-parser-threaded-512 XML::解析器 Perl 模块

library/perl-5/xml-sax 用于 XML 解析的 Perl 简单 API

library/perl-5/xml-sax-512 用于 XML 解析的 Perl 简单 API

library/perl-5/xml-sax-base 用于 SAX 的 Perl 基类

library/perl-5/xml-sax-base-512 用于 SAX 的 Perl 基类

library/perl-5/xml-sax-base-threaded-512 用于 SAX 的 Perl 基类

library/perl-5/xml-sax-threaded-512 用于 XML 解析的 Perl 简单 API

library/perl-5/xml-simple-threaded-512 用于 XML 解析的 Perl 简单 API

library/python/ceilometerclient OpenStack Ceilometer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ceilometerclient-26 OpenStack Ceilometer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ceilometerclient-27 OpenStack Ceilometer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cffi Python 用于调用 C 代码的外部函数接口

library/python/cffi-26 Python 用于调用 C 代码的外部函数接口

library/python/cffi-27 Python 用于调用 C 代码的外部函数接口

library/python/cinderclient OpenStack Cinder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cinderclient-26 OpenStack Cinder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cinderclient-27 OpenStack Cinder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django Django Python Web 框架

library/python/django-26 Django Python Web 框架

library/python/django-27 Django Python Web 框架

library/python/dnspython 用于 Python 的 DNS 工具包

library/python/dnspython-26 用于 Python 的 DNS 工具包

library/python/dnspython-27 用于 Python 的 DNS 工具包

library/python/dogpile.cache dogpile 基于锁的缓存 API

library/python/dogpile.cache-26 dogpile 基于锁的缓存 API

library/python/dogpile.cache-27 dogpile 基于锁的缓存 API

library/python/dogpile.core dogpile 基于锁的缓存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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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名称 软件包摘要

library/python/dogpile.core-26 dogpile 基于锁的缓存 API

library/python/dogpile.core-27 dogpile 基于锁的缓存 API

library/python/glanceclient OpenStack Glance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glanceclient-26 OpenStack Glance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glanceclient-27 OpenStack Glance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heatclient OpenStack Heat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heatclient-26 OpenStack Heat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heatclient-27 OpenStack Heat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iso8601 用于解析 ISO 8601 日期的简单 Python 模块

library/python/iso8601-26 用于解析 ISO 8601 日期的简单 Python 模块

library/python/iso8601-27 用于解析 ISO 8601 日期的简单 Python 模块

library/python/jinja2 用于 Python 的功能完备的模板引擎

library/python/jinja2-26 用于 Python 的功能完备的模板引擎

library/python/jinja2-27 用于 Python 的功能完备的模板引擎

library/python/keystoneclient OpenStack Keystone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keystoneclient-26 OpenStack Keystone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keystoneclient-27 OpenStack Keystone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neutronclient OpenStack Neutron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neutronclient-26 OpenStack Neutron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neutronclient-27 OpenStack Neutron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novaclient OpenStack Nova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novaclient-26 OpenStack Nova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novaclient-27 OpenStack Nova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oslo.config Oslo 配置库

library/python/oslo.config-26 Oslo 配置库

library/python/oslo.config-27 Oslo 配置库

library/python/pbr Python Build Reasonableness

library/python/pbr-26 Python Build Reasonableness

library/python/pbr-27 Python Build Reasonableness

library/python/pycparser 以纯 Python 编写的完整 C99 解析器

library/python/pycparser-26 以纯 Python 编写的完整 C99 解析器

library/python/pycparser-27 以纯 Python 编写的完整 C99 解析器

library/python/python-memcached Python memcached 客户机库

library/python/python-memcached-26 Python memcached 客户机库

library/python/python-memcached-27 Python memcached 客户机库

library/python/quantumclient OpenStack Quantum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quantumclient-26 OpenStack Quantum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quantumclient-27 OpenStack Quantum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six Python 2 和 3 兼容性实用程序

library/python/six-26 Python 2 和 3 兼容性实用程序

library/python/six-27 Python 2 和 3 兼容性实用程序

library/python/swiftclient OpenStack Swift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swiftclient-26 OpenStack Swift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swiftclient-27 OpenStack Swift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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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名称 软件包摘要

library/python/troveclient OpenStack Trove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troveclient-26 OpenStack Trove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troveclient-27 OpenStack Trove API 的 Python 和命令行客户机

library/python/websockify WebSocket 到 TCP 代理/桥

library/python/websockify-26 WebSocket 到 TCP 代理/桥

library/python/websockify-27 WebSocket 到 TCP 代理/桥

library/python/xattr 用于扩展文件系统属性的 Python 包装器

library/python/xattr-26 用于扩展文件系统属性的 Python 包装器

library/python/xattr-27 用于扩展文件系统属性的 Python 包装器

library/python-2/alembic 用于 SQLAlchemy 的数据库迁移工具

library/python-2/alembic-26 用于 SQLAlchemy 的数据库迁移工具

library/python-2/alembic-27 用于 SQLAlchemy 的数据库迁移工具

library/python-2/amqp 用于 Python 的 AMQP 客户机库

library/python-2/amqp-26 用于 Python 的 AMQP 客户机库

library/python-2/amqp-27 用于 Python 的 AMQP 客户机库

library/python-2/anyjson 通过一个通用接口包装了最佳可用 JSON 实现的
Python 模块

library/python-2/anyjson-26 通过一个通用接口包装了最佳可用 JSON 实现的
Python 模块

library/python-2/anyjson-27 通过一个通用接口包装了最佳可用 JSON 实现的
Python 模块

library/python-2/argparse Python argparse 命令行解析库

library/python-2/argparse-26 Python argparse 命令行解析库

library/python-2/babel 用于 Python 的国际化实用程序

library/python-2/babel-26 用于 Python 的国际化实用程序

library/python-2/babel-27 用于 Python 的国际化实用程序

library/python-2/beautifulsoup4 屏幕抓取库

library/python-2/beautifulsoup4-26 屏幕抓取库

library/python-2/beautifulsoup4-27 屏幕抓取库

library/python-2/boto 用于 Python 的 Amazon Web 服务库

library/python-2/boto-26 用于 Python 的 Amazon Web 服务库

library/python-2/boto-27 用于 Python 的 Amazon Web 服务库

library/python-2/cheetah 模板引擎和代码生成工具

library/python-2/cheetah-26 模板引擎和代码生成工具

library/python-2/cheetah-27 模板引擎和代码生成工具

library/python-2/cliff 命令行界面规划框架

library/python-2/cliff-26 命令行界面规划框架

library/python-2/cliff-27 命令行界面规划框架

library/python-2/cmd2 用于 Python cmd 模块的额外功能

library/python-2/cmd2-26 用于 Python cmd 模块的额外功能

library/python-2/cmd2-27 用于 Python cmd 模块的额外功能

library/python-2/cov-core 由 pytest-cov、nose-cov 和 nose2-cov 使用的插件核
心

library/python-2/cov-core-26 由 pytest-cov、nose-cov 和 nose2-cov 使用的插件核
心

library/python-2/cov-core-27 由 pytest-cov、nose-cov 和 nose2-cov 使用的插件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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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名称 软件包摘要

library/python-2/cssutils 用于解析和构建 CSS 层叠样式表的 Python 软件包

library/python-2/cssutils-27 用于解析和构建 CSS 层叠样式表的 Python 软件包

library/python-2/d2to1 允许将 distutils2 样式的 setup.cfg 文件与 Python 2
一起使用

library/python-2/d2to1-26 允许将 distutils2 样式的 setup.cfg 文件与 Python 2
一起使用

library/python-2/d2to1-27 允许将 distutils2 样式的 setup.cfg 文件与 Python 2
一起使用

library/python-2/decorator Python 装饰器帮助模块

library/python-2/decorator-26 Python 装饰器帮助模块

library/python-2/decorator-27 Python 装饰器帮助模块

library/python-2/django_compressor JavaScript/CSS 压缩器

library/python-2/django_compressor-26 JavaScript/CSS 压缩器

library/python-2/django_compressor-27 JavaScript/CSS 压缩器

library/python-2/django_openstack_auth 与 OpenStack Identity 一起使用的 Django 验证后端

library/python-2/django_openstack_auth-26 与 OpenStack Identity 一起使用的 Django 验证后端

library/python-2/django_openstack_auth-27 与 OpenStack Identity 一起使用的 Django 验证后端

library/python-2/django-appconf Django 应用程序帮助类

library/python-2/django-appconf-26 Django 应用程序帮助类

library/python-2/django-appconf-27 Django 应用程序帮助类

library/python-2/eventlet 用于 Python 的高度并发联网库

library/python-2/eventlet-26 用于 Python 的高度并发联网库

library/python-2/eventlet-27 用于 Python 的高度并发联网库

library/python-2/filechunkio filechunkio 表示某个 OS 级文件的一块

library/python-2/filechunkio-26 filechunkio 表示某个 OS 级文件的一块

library/python-2/filechunkio-27 filechunkio 表示某个 OS 级文件的一块

library/python-2/formencode HTML 表单验证、生成和转换软件包

library/python-2/formencode-26 HTML 表单验证、生成和转换软件包

library/python-2/formencode-27 HTML 表单验证、生成和转换软件包

library/python-2/greenlet 用于 Python 的协同例程模块

library/python-2/greenlet-26 用于 Python 的协同例程模块

library/python-2/greenlet-27 用于 Python 的协同例程模块

library/python-2/httplib2 用于 Python 的综合性 HTTP 客户机库

library/python-2/httplib2-26 用于 Python 的综合性 HTTP 客户机库

library/python-2/httplib2-27 用于 Python 的综合性 HTTP 客户机库

library/python-2/importlib Python importlib 模块

library/python-2/importlib-26 Python importlib 模块

library/python-2/ipython 增强型交互式 Python shell

library/python-2/ipython-27 增强型交互式 Python shell

library/python-2/jsonpatch 用于创建和应用 JSON 修补程序的 Python 模块

library/python-2/jsonpatch-26 用于创建和应用 JSON 修补程序的 Python 模块

library/python-2/jsonpatch-27 用于创建和应用 JSON 修补程序的 Python 模块

library/python-2/jsonpointer 用于解析 JSON 指针的 Python 模块

library/python-2/jsonpointer-26 用于解析 JSON 指针的 Python 模块

library/python-2/jsonpointer-27 用于解析 JSON 指针的 Python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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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python-2/jsonschema 用于 Python 的 JSON 模式验证实现

library/python-2/jsonschema-26 用于 Python 的 JSON 模式验证实现

library/python-2/jsonschema-27 用于 Python 的 JSON 模式验证实现

library/python-2/kombu Python 的消息传送框架

library/python-2/kombu-26 Python 的消息传送框架

library/python-2/kombu-27 Python 的消息传送框架

library/python-2/lesscpy Python LESS 编译器

library/python-2/lesscpy-26 Python LESS 编译器

library/python-2/lesscpy-27 Python LESS 编译器

library/python-2/librabbitmq 用于 AMQP 客户机的 Python 绑定

library/python-2/librabbitmq-26 用于 AMQP 客户机的 Python 绑定

library/python-2/librabbitmq-27 用于 AMQP 客户机的 Python 绑定

library/python-2/lockfile 用于 Python 的文件锁定模块

library/python-2/lockfile-26 用于 Python 的文件锁定模块

library/python-2/lockfile-27 用于 Python 的文件锁定模块

library/python-2/markdown John Gruber Markdown 的 Python 实现

library/python-2/markdown-26 John Gruber Markdown 的 Python 实现

library/python-2/markdown-27 John Gruber Markdown 的 Python 实现

library/python-2/markupsafe Python HTML 字符串模块

library/python-2/markupsafe-26 Python HTML 字符串模块

library/python-2/markupsafe-27 Python HTML 字符串模块

library/python-2/mock 用于创建模拟对象的 unittest 库

library/python-2/mock-26 用于创建模拟对象的 unittest 库

library/python-2/mock-27 用于创建模拟对象的 unittest 库

library/python-2/netaddr Python 网络地址处理

library/python-2/netaddr-26 Python 网络地址处理

library/python-2/netaddr-27 Python 网络地址处理

library/python-2/netifaces 通过 Python 对网络接口的可移植访问

library/python-2/netifaces-26 通过 Python 对网络接口的可移植访问

library/python-2/netifaces-27 通过 Python 对网络接口的可移植访问

library/python-2/nose-cover3 对 Nose 的覆盖支持

library/python-2/nose-cover3-26 对 Nose 的覆盖支持

library/python-2/nose-cover3-27 对 Nose 的覆盖支持

library/python-2/ordereddict Python ordereddict 库

library/python-2/ordereddict-26 Python ordereddict 库

library/python-2/passlib 用于 Python 的综合性口令散列框架

library/python-2/passlib-26 用于 Python 的综合性口令散列框架

library/python-2/passlib-27 用于 Python 的综合性口令散列框架

library/python-2/paste 使用 Web 服务器网关接口栈的工具

library/python-2/paste.deploy 装入、配置和编写 WSGI 应用程序和服务器

library/python-2/paste.deploy-26 装入、配置和编写 WSGI 应用程序和服务器

library/python-2/paste.deploy-27 装入、配置和编写 WSGI 应用程序和服务器

library/python-2/paste-26 使用 Web 服务器网关接口栈的工具

library/python-2/paste-27 使用 Web 服务器网关接口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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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python-2/pep8 pep8－Python 样式的指导检查器

library/python-2/pep8-26 pep8－Python 样式的指导检查器

library/python-2/pep8-27 pep8－Python 样式的指导检查器

library/python-2/pip 安装和管理 Python 软件包的工具

library/python-2/pip-26 安装和管理 Python 软件包的工具

library/python-2/pip-27 安装和管理 Python 软件包的工具

library/python-2/prettytable 用于显示 ASCII 表中数据的简单 Python 库

library/python-2/prettytable-26 用于显示 ASCII 表中数据的简单 Python 库

library/python-2/prettytable-27 用于显示 ASCII 表中数据的简单 Python 库

library/python-2/py 包含交叉 Python 路径、ini 解析、IO、代码、日志工
具的库

library/python-2/py-26 包含交叉 Python 路径、ini 解析、IO、代码、日志工
具的库

library/python-2/py-27 包含交叉 Python 路径、ini 解析、IO、代码、日志工
具的库

library/python-2/pyasn1 Python ASN.1 实现

library/python-2/pyasn1-26 Python ASN.1 实现

library/python-2/pyasn1-27 Python ASN.1 实现

library/python-2/pyasn1-modules 基于 ASN.1 的协议模块的集合

library/python-2/pyasn1-modules-26 基于 ASN.1 的协议模块的集合

library/python-2/pyasn1-modules-27 基于 ASN.1 的协议模块的集合

library/python-2/pycountry ISO 国家/地区、分支、语言、货币和脚本定义

library/python-2/pycountry-26 ISO 国家/地区、分支、语言、货币和脚本定义

library/python-2/pycountry-27 ISO 国家/地区、分支、语言、货币和脚本定义

library/python-2/pydns Python DNS 库

library/python-2/pydns-26 Python DNS 库

library/python-2/pydns-27 Python DNS 库

library/python-2/pyflakes Python 程序的被动检查器

library/python-2/pyflakes-26 Python 程序的被动检查器

library/python-2/pyflakes-27 Python 程序的被动检查器

library/python-2/pygments 以 Python 编写的语法突出显示软件包

library/python-2/pygments-26 以 Python 编写的语法突出显示软件包

library/python-2/pygments-27 以 Python 编写的语法突出显示软件包

library/python-2/pyparsing Python 解析模块

library/python-2/pyparsing-26 Python 解析模块

library/python-2/pyparsing-27 Python 解析模块

library/python-2/pyrabbit RabbitMQ Management HTTP API 的 Python 接口

library/python-2/pyrabbit-26 RabbitMQ Management HTTP API 的 Python 接口

library/python-2/pyrabbit-27 RabbitMQ Management HTTP API 的 Python 接口

library/python-2/pytest Python 测试工具

library/python-2/pytest-26 Python 测试工具

library/python-2/pytest-27 Python 测试工具

library/python-2/pytest-capturelog 用于捕获日志消息的 pytest 插件

library/python-2/pytest-capturelog-26 用于捕获日志消息的 pytest 插件

library/python-2/pytest-capturelog-27 用于捕获日志消息的 pytest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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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python-2/pytest-codecheckers 用于添加源代码健全性检查（pep8 和友元）的 pytest
插件

library/python-2/pytest-codecheckers-26 用于添加源代码健全性检查（pep8 和友元）的 pytest
插件

library/python-2/pytest-codecheckers-27 用于添加源代码健全性检查（pep8 和友元）的 pytest
插件

library/python-2/pytest-cov 用于提供覆盖报告的 pytest 插件

library/python-2/pytest-cov-26 用于提供覆盖报告的 pytest 插件

library/python-2/pytest-cov-27 用于提供覆盖报告的 pytest 插件

library/python-2/python-imaging Python 自己的映像处理库

library/python-2/python-imaging-27 Python 自己的映像处理库

library/python-2/python-ldap 用于 Python 的 LDAP 客户机库

library/python-2/python-ldap-26 用于 Python 的 LDAP 客户机库

library/python-2/python-ldap-27 用于 Python 的 LDAP 客户机库

library/python-2/python-mysql 用于 Python 编程语言的 MySQL 数据库适配器

library/python-2/python-mysql-27 用于 Python 编程语言的 MySQL 数据库适配器

library/python-2/python-twisted 用于 Internet 应用程序的基于事件的框架

library/python-2/python-twisted-27 用于 Internet 应用程序的基于事件的框架

library/python-2/python-twisted-web2 HTTP/1.1 服务器框架

library/python-2/python-twisted-web2-27 HTTP/1.1 服务器框架

library/python-2/python-zope-interface 用于 Python 的 Zope 接口软件包

library/python-2/python-zope-interface-27 用于 Python 的 Zope 接口软件包

library/python-2/pytz Python 时区库

library/python-2/pytz-26 Python 时区库

library/python-2/pytz-27 Python 时区库

library/python-2/repoze.lru 用于 Python 的 Tiny LRU 缓存实现和装饰器

library/python-2/repoze.lru-26 用于 Python 的 Tiny LRU 缓存实现和装饰器

library/python-2/repoze.lru-27 用于 Python 的 Tiny LRU 缓存实现和装饰器

library/python-2/requests Python HTTP for Humans 库

library/python-2/requests-26 Python HTTP for Humans 库

library/python-2/requests-27 Python HTTP for Humans 库

library/python-2/routes 用于 Python 的路由软件包，可将 URL 与 dict 匹配和
执行反向操作

library/python-2/routes-26 用于 Python 的路由软件包，可将 URL 与 dict 匹配和
执行反向操作

library/python-2/routes-27 用于 Python 的路由软件包，可将 URL 与 dict 匹配和
执行反向操作

library/python-2/setuptools-git 用于 Git 的 setuptools 修订控制系统插件

library/python-2/setuptools-git-26 用于 Git 的 setuptools 修订控制系统插件

library/python-2/setuptools-git-27 用于 Git 的 setuptools 修订控制系统插件

library/python-2/simplejson 用于 Python 的 JSON（Java Script Object
Notation，Java Script 对象表示法）编码器/解码器

library/python-2/simplejson-27 用于 Python 的 JSON（Java Script Object
Notation，Java Script 对象表示法）编码器/解码器

library/python-2/sqlalchemy Python SQL 工具包和对象关系映射器

library/python-2/sqlalchemy-26 Python SQL 工具包和对象关系映射器

library/python-2/sqlalchemy-27 Python SQL 工具包和对象关系映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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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python-2/sqlalchemy-migrate 用于 SQLAlchemy 的数据库方案迁移

library/python-2/sqlalchemy-migrate-26 用于 SQLAlchemy 的数据库方案迁移

library/python-2/sqlalchemy-migrate-27 用于 SQLAlchemy 的数据库方案迁移

library/python-2/stevedore 管理 Python 应用程序的动态插件

library/python-2/stevedore-26 管理 Python 应用程序的动态插件

library/python-2/stevedore-27 管理 Python 应用程序的动态插件

library/python-2/suds 轻量 SOAP 客户机

library/python-2/suds-26 轻量 SOAP 客户机

library/python-2/suds-27 轻量 SOAP 客户机

library/python-2/tempita 非常小的文本模板语言

library/python-2/tempita-26 非常小的文本模板语言

library/python-2/tempita-27 非常小的文本模板语言

library/python-2/tox 基于 virtualenv 自动执行测试活动

library/python-2/tox-27 基于 virtualenv 自动执行测试活动

library/python-2/tox-27 基于 virtualenv 自动执行测试活动

library/python-2/unittest2 Python 单元测试框架

library/python-2/unittest2-26 Python 单元测试框架

library/python-2/virtualenv 虚拟 Python 环境生成器

library/python-2/virtualenv-26 虚拟 Python 环境生成器

library/python-2/virtualenv-27 虚拟 Python 环境生成器

library/python-2/waitress Waitress WSGI 服务器

library/python-2/waitress-26 Waitress WSGI 服务器

library/python-2/waitress-27 Waitress WSGI 服务器

library/python-2/warlock 基于 JSON 模式和 JSON 修补程序构建的 Python 对
象模型

library/python-2/warlock-26 基于 JSON 模式和 JSON 修补程序构建的 Python 对
象模型

library/python-2/warlock-27 基于 JSON 模式和 JSON 修补程序构建的 Python 对
象模型

library/python-2/webob WSGI 请求和响应对象

library/python-2/webob-26 WSGI 请求和响应对象

library/python-2/webob-27 WSGI 请求和响应对象

library/python-2/webtest 用于测试 WSGI 应用程序的帮助程序

library/python-2/webtest-26 用于测试 WSGI 应用程序的帮助程序

library/python-2/webtest-27 用于测试 WSGI 应用程序的帮助程序

network/amqp/rabbitmq 实现 AMQP 的消息代理

package/pkg/depot IPS 库 (Depot)

runtime/java/jre-8 Java 平台标准版运行时环境 1.8.0_05-b13

runtime/perl-threaded-512 Perl 5.12

runtime/ruby-19 Ruby、RubyGems 和 Rake（缺省）

runtime/ruby-19/ruby-tk Ruby Tk 库

security/compliance 符合性命令和框架

security/compliance/benchmark/pci-dss Oracle Solaris 的 PCI-DSS 安全策略符合性

security/compliance/benchmark/solaris-policy Oracle Solaris 安全策略符合性

security/compliance/policy-tests Oracle Solaris 安全策略符合性

service/network/dnsmasq 用于 NAT 防火墙的 DNS 转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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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network/evs 弹性虚拟交换机客户机命令

service/network/ptp 精确时间协议 (Precision Time Protocol, PTP) IEEE
1588-2008（版本 2）

shell/gnu-getopt 解析来自 shell 脚本的命令行参数

shell/parallel 使用一台或多台计算机并行执行作业的 GNU 并行
shell 工具

system/file-system/uafs 统一归档文件系统 (Unified Archive File System,
UAFS)

system/kernel/ttrace sun4v 平台上的 HV 陷阱跟踪

system/ldoms/mib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MIB

system/library/gcc/gcc-c++-runtime GNU 编译器集合

system/library/gcc/gcc-c++-runtime-47 GNU 编译器集合

system/library/gcc/gcc-c++-runtime-48 GNU 编译器集合

system/library/gcc/gcc-c-runtime GCC－C 运行时

system/library/gcc/gcc-c-runtime-47 GCC 4.7－C 运行时

system/library/gcc/gcc-c-runtime-48 GCC 4.8－C 运行时（缺省）

system/library/gcc/gcc-gfortran-runtime GCC－Fortran 运行时

system/library/gcc/gcc-gfortran-runtime-47 GCC 4.7－Fortran 运行时

system/library/gcc/gcc-gfortran-runtime-48 GCC 4.8－Fortran 运行时（缺省）

system/library/gcc/gcc-gobjc-runtime GCC－Objective-C 运行时

system/library/gcc/gcc-gobjc-runtime-47 GCC 4.7－Objective-C 运行时

system/library/gcc/gcc-gobjc-runtime-48 GCC 4.8－Objective-C 运行时（缺省）

system/library/gcc/gcc-runtime GCC－GCC 运行时

system/library/gcc/gcc-runtime-47 GCC 4.7－GCC 运行时

system/library/gcc/gcc-runtime-48 GCC 4.8－GCC 运行时（缺省）

system/library/libv12n libv12n 和 virtinfo 提供了一种方法来确定可以承载
什么虚拟环境、当前正在运行的虚拟环境的类型以及
父项的虚拟环境的类型

system/library/mmheap 基于 mmap 的堆内存分配器

system/locale/nls-administration 国家语言支持管理

system/locale/setterm setterm－在 tty 行上构建流

system/management/biosconfig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biosconfig

system/management/facter facter－收集并显示关于系统的事实

system/management/fwupdate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fwupdate

system/management/fwupdate/emulex Emulex OneCommand Manager：fwupdate 的 CLI 和
库插件

system/management/fwupdate/qlogic fwupdate 的 QLogic CLI 和库插件

system/management/hwmgmtd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Hardware
Management Agent

system/management/ipmitool ipmitool－用于控制启用了 IPMI 的设备的实用程序

system/library/hmp-libs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 共享库

system/management/hmp-snmp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SNMP Plugins

system/management/raidconfig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raidconfig

system/management/ilomconfig ILOM 配置实用程序

system/management/hwmgmtcli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hwmgmtcli

system/management/ubiosconfig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ubiosconfig

system/management/hmp-snmp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SNMP Plugins



Oracle® Solaris 11.2 新增功能 27

软件包名称 软件包摘要

system/management/ovm-guest-additions Oracle VM Guest Additions

system/management/puppet Puppet－配置管理工具集

system/management/rad/client/rad-c RAD C 客户机模块

system/management/rad/module/rad-dlmgr RAD 数据链路管理器模块

system/management/rad/module/rad-evs-controller 弹性虚拟交换机控制器 RAD 模块

system/management/rad/module/rad-files 可视面板的 RAD 文件模块

system/management/rad/module/rad-network 可视面板的 RAD 网络模块

system/management/rad/module/rad-panels 可视面板的 RAD 面板模块

system/management/rad/module/rad-time 可视面板的 RAD 时间模块

system/management/rad/radadrgen 远程管理守护进程 (Remote Administration Daemon,
RAD) ADR 处理实用程序

system/management/ubiosconfig Oracle Hardware Management Pack－ubiosconfig

system/network/ike Internet 密钥交换 (Internet Key Exchange, IKE) 服务

system/security/armor ARMOR

system/storage/nvme-utilities NVMExpress(nvme) 实用程序

system/zones/brand/brand-solaris-kz Solaris 内核区域（solaris-kz 标记区域）

terminal/cssh 用于管理服务器群集的群集 ssh 实用程序

terminal/cssh-512 用于管理服务器群集的群集 ssh 实用程序

terminal/tmux tmux－终端多路复用器

web/php-53/extension/php-zendopcache 针对 PHP 的 ZendOpcache 扩展模块

x11/diagnostic/intel-gpu-tools Intel 图形驱动程序调试工具

重要资源
■ Oracle Solaris 11 操作指南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

documentation/how-to-517481.html)
■ Oracle Solaris 11 技术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

technologies/index.html)
■ Oracle Solaris 11 培训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training/

index.html)
■ Oracle Solaris 11.2 信息库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cumentation/how-to-517481.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documentation/how-to-517481.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technologie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technologies/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training/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solaris11/training/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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