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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文档

■ 概述－提供了对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的概述，其中包括了有关如何管理一个或多
个文件系统以及执行文件系统管理任务的信息。

■ 目标读者－系统管理员。
■ 必备知识－基本 Oracle Solaris 或 UNIX 系统管理经验和常规文件系统管理经验。

产品文档库

有关本产品的最新信息和已知问题均包含在文档库中，网址为：http://www.oracle.com/
pls/topic/lookup?ctx=E3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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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

可以在 http://www.oracle.com/goto/docfeedback 上提供有关此文档的反馈。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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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http://www.oracle.com/goto/doc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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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管理文件系统是最重要的系统管理任务之一。

以下是本章中概述信息的列表：

■ “文件系统概述” [9]
■ “缺省的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 [14]
■ “挂载和取消挂载文件系统概述” [15]
■ “确定文件系统的类型” [19]
■ “文件系统监视工具 (fsstat)” [20]
■ “有关文件系统管理任务的参考信息” [21]

文件系统概述

文件系统是用于组织和存储文件的目录结构。

术语文件系统可用于描述以下各项：

■ 特定类型的文件系统：基于磁盘、基于网络或虚拟
■ 整个文件树，从根 (/) 目录开始
■ 磁盘分片或其他介质存储设备的数据结构
■ 文件树结构的一部分，已连接到主文件树上的挂载点，以便可以访问文件

通常，可根据上下文知道具体的含义。

Oracle Solaris OS 使用虚拟文件系统 (virtual file system, VFS) 体系结构，该体系结构
可为不同的文件系统类型提供标准接口。VFS 体系结构使内核可处理读取、写入和列出
文件等基本操作。VFS 体系结构还使添加新文件系统变得更容易。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的类型

Oracle Solaris OS 支持三种类型的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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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磁盘
■ 基于网络
■ 虚拟

要确定文件系统的类型，请参见“确定文件系统的类型” [19]。

Oracle Solaris 基于磁盘的文件系统

基于磁盘的文件系统存储在硬盘和 DVD 等物理介质上。可以采用不同的格式向基于磁
盘的文件系统中写入数据。下表介绍了可用的格式。

基于磁盘的文件系统 格式说明

ZFS ZFS 是基于磁盘的缺省文件系统和根文件系统。

UFS 传统 UNIX 文件系统（基于 4.3 Tahoe 发行版中提供的 BSD Fat Fast File 系
统）。

PxFS Oracle Solaris Cluster 软件提供了基于 Oracle Solaris Cluster 代理文件系统
(Proxy File System, PxFS) 的群集文件系统。

SAM-QFS SAM-QFS 是一个集成的分层存储管理器 (hierarchical storage manager,
HSM) 和存储区域网络 (storage area network, SAN) 文件系统。SAM 是
HSM 存储和归档文件管理组件。QFS 是 SAN 可伸缩高性能文件系统组
件。SAM-QFS 还集成了磁盘卷管理和磁带卷管理功能。此外，QFS 具有
单次写入多次读取 (WORM) 文件系统功能。在只需要一个文件系统的情况
下，QFS 可以独立于 SAM 使用。而 SAM 需要 QFS，不能独立于 QFS 使
用。

HSFS High Sierra、Rock Ridge 和 ISO 9660 文件系统。High Sierra 是第一个 CD-
ROM 文件系统。ISO 9660 是 High Sierra 文件系统的官方标准版本。HSFS
文件系统在 CD-ROM 上使用，它是只读文件系统。Oracle Solaris HSFS 支
持 ISO 9660 的 Rock Ridge 扩展。这些扩展存在于 CD-ROM 上时，可提供
所有文件系统功能和文件类型，但可写性和硬链接除外。

PCFS PC 文件系统，该系统可用于对 DOS 格式磁盘上（针对基于 DOS 的个人计
算机上写入）的数据和程序进行读写访问。

UDFS 通用磁盘格式 (Universal Disk Format, UDF) 文件系统，这是使用称为
DVD（Digital Versatile Disc 或 Digital Video Disc，数字通用光盘或数字视频
光盘）的光介质技术来存储信息的行业标准格式。

每种类型的基于磁盘的文件系统通常都与特定的介质设备关联，如下所示：

■ ZFS 或 UFS 与硬盘
■ HSFS 与 CD-ROM
■ PCFS 与 USB 磁盘
■ UDF 与 DVD
■ SAM-QFS 与硬盘或磁带
■ PxFS 与硬盘－要使群集文件系统具有高可用性，底层磁盘存储必须连接到多台

Oracle Solaris 主机。因此，成为群集文件系统的本地文件系统（在主机的本地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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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上存储的文件系统）不具有高可用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Cluster Concepts Guide 》中的“Cluster File Systems”。

但是，这些关联并不具有限制性。例如，可以在 DVD 上创建 ZFS 或 UFS 文件系统。

通用磁盘格式 (Universal Disk Format, UDF) 文件系统

有关在可移除介质上创建 UDFS 文件系统的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
理设备 》中的“如何在可移除介质上创建文件系统”。

UDF 文件系统是用于在 DVD（Digital Versatile Disc 或 Digital Video Disc，数字通用光
盘或数字视频光盘）光介质上存储信息的行业标准格式。

UDF 文件系统是作为可动态装入的 32 位和 64 位模块提供的，并且使用系统管理实用
程序在 SPARC 和 x86 平台上创建、挂载和检查该文件系统。Oracle Solaris UDF 文件
系统适用于支持的 ATAPI 和 SCSI DVD 驱动器、CD-ROM 设备以及磁盘驱动器。此
外，Oracle Solaris UDF 文件系统完全符合 UDF 1.50 规范。

UDF 文件系统可提供以下功能：

■ 可以访问行业标准的 CD-ROM 和 DVD-ROM 介质，前提是这些介质包含 UDF 文件
系统

■ 跨平台和操作系统灵活交换信息
■ 使用基于 UDF 格式的 DVD 视频规范，实现具有丰富的广播质量视频、高质量声音

和交互性的新应用程序的机制

UDF 文件系统中不包括以下功能：

■ 对使用连续一次写入记录方式和增量记录方式的一次写入介质 (CD-RW) 的支持

UDF 文件系统需要以下内容：

■ 支持的 SPARC 或 x86 平台
■ 支持的 CD-ROM 或 DVD-ROM 设备

Oracle Solaris UDF 文件系统实现提供了以下内容：

■ 对行业标准读/写 UDF 版本 1.50 的支持
■ 完全国际化的文件系统实用程序

基于网络的文件系统

可以从网络对基于网络的文件系统进行访问。通常，基于网络的文件系统驻留在一个系
统上（通常是服务器），并由其他系统通过网络进行访问。

通过 NFS 服务，可以提供分布式资源（文件或目录），方法是从服务器共享这些资
源，然后在单独的客户机上进行挂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FS 环境” [1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9086&id=CLCONcachcge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29086&id=CLCONcachcge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AGDFSmedintro-5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AGDFSmedintro-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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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Oracle SMB 服务，可以向 Windows 和 Mac OS 系统提供分布式资源（文件或目
录），方法是从服务器共享这些资源，然后在单独的客户机上进行挂载。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SMB 服务” [19]。

虚拟文件系统

虚拟文件系统是基于内存的文件系统，该文件系统提供对特殊内核信息和工具的访问。
大多数虚拟文件系统不占用文件系统磁盘空间。另外，一些虚拟文件系统（如临时文件
系统 (temporary file system, TMPFS)）还会使用磁盘上的交换空间。

临时文件系统

临时文件系统 (temporary file system, TMPFS) 使用本地内存进行文件系统的读取和写
入。使用 TMPFS 可以节省利用本地磁盘或网络读取和写入临时文件的成本，从而提高
系统性能。例如，在编译程序时即会创建临时文件。OS 在处理这些文件的同时会产生
大量的磁盘活动或网络活动。使用 TMPFS 保存这些临时文件可以显著加快对其进行创
建、处理和删除的速度。

TMPFS 文件系统中的文件不是永久性的。在取消挂载文件系统以及关闭或重新引导系
统时，将删除这些文件。

TMPFS 是 Oracle Solaris OS 中的 /tmp 目录的缺省文件系统类型。可以将文件复制或
移动到 /tmp 目录中或从中复制或移动文件，就像在 ZFS 或 UFS 文件系统中进行的操作
一样。TMPFS 文件系统使用交换空间作为临时后备存储。

如果包含 TMPFS 文件系统的系统没有充足的交换空间，则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问题：

■ TMPFS 文件系统的空间可能不足，就像常规文件系统一样。
■ 由于 TMPFS 会分配交换空间以保存文件数据（如有必要），因此一些程序可能因交

换空间不足而无法执行。

有关创建 TMPFS 文件系统的信息，请参见第 2 章 创建和挂载文件系统。有关增加交换
空间的信息，请参见第 3 章 配置附加交换空间。

回送文件系统

使用回送文件系统 (loopback file system, LOFS)，可以创建新的虚拟文件系统，以便使
用替代的路径名访问文件。例如，可以在 /tmp/newroot 上创建根 (/) 目录的回送挂载。
此回送挂载使整个文件系统分层结构看起来就像在 /tmp/newroot 下对其进行复制一样，
其中包括从 NFS 服务器挂载的任何文件系统。路径名以根目录 (/) 或 /tmp/newroot 开
头的所有文件都将是可访问的。

有关如何创建 LOFS 文件系统的信息，请参见第 2 章 创建和挂载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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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文件系统

进程文件系统 (process file system, PROCFS) 驻留在内存中，并且包含 /proc 目录中按
进程号排序的活动进程的列表。/proc 目录中的信息由 ps 等命令使用。调试器和其他开
发工具也可以使用文件系统调用来访问进程的地址空间。

注意 - 请勿删除 /proc 目录中的文件。从 /proc 目录中删除进程不会中止这些进程。/

proc 文件不占用磁盘空间，因此不必从此目录中删除文件。

/proc 目录无需管理。

其他虚拟文件系统

以下列出的其他类型的虚拟文件系统用于参考。这些文件系统无需管理。

虚拟文件系统 说明

CTFS CTFS（contract file system，合同文件系统）是用于创建、控制和
查看合同的界面。合同可通过提供更丰富的错误报告，以及采用延
迟资源删除时间的方法（可选），增强进程与其所依赖的系统资源
之间的关系。

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 使用进程合同
（一种合同类型）来跟踪构成服务的进程，以便可以将多进程服务
某部分中出现的故障标识为该服务的故障。

FIFOFS（先入先出） 为进程提供对数据的公共访问的指定管道文件。

FDFS（文件描述符） 使用文件描述符提供用于打开文件的显式名称。

MNTFS 为本地系统提供对已挂载文件系统表的只读访问。

NAMEFS 主要由 STREAMS 用来在文件顶部动态挂载文件描述符。

OBJFS OBJFS（对象）文件系统可描述当前由内核装入的所有模块的状
态。此文件系统由调试器用来访问有关内核符号的信息，而不必直
接访问内核。

SHAREFS 提供对本地系统共享文件系统表的只读访问。

SPECFS（特殊） 提供对字符特殊设备和块设备的访问。

SWAPFS 由内核使用以进行交换。

扩展的文件属性

ZFS、UFS、NFS 和 TMPFS 文件系统均已增强，包括扩展的文件属性。通过扩展的文
件属性，应用程序开发者可以将特定属性与文件关联。例如，开发用于管理窗口系统的
应用程序的开发者可能会选择将显示图标与文件关联。扩展的文件属性在逻辑上表示为
与目标文件关联的隐藏目录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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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 runat 命令在扩展属性名称空间中添加属性和执行 shell 命令。此名称空间是
与指定文件关联的隐藏属性目录。

要使用 runat 命令向文件添加属性，必须首先创建属性文件。

$ runat filea cp /tmp/attrdata attr.1

然后，使用 runat 命令列出文件的属性。

$ runat filea ls -l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runat(1)。

许多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命令已经修改，可以通过提供可识别属性的选项来支持文
件系统属性。使用此选项可查询、复制或查找文件属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每个文
件系统命令的特定手册页。

交换空间

Oracle Solaris OS 将某些磁盘分片用于临时存储而不是用于文件系统。这些分片称为交
换分片或交换空间。如果系统没有足够的物理内存来处理当前进程，则可将交换空间用
于虚拟内存存储区域。

由于许多应用程序依赖于交换空间，因此您应该知道如何规划、监视和添加更多交换空
间（如有需要）。有关交换空间的概述和添加交换空间的说明，请参见第 3 章 配置附加
交换空间。

缺省的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

Oracle Solaris ZFS 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全新文件系统，可提供简单管理、事务性语
义、端到端数据完整性以及极好的可伸缩性。

ZFS 文件系统是一个分层文件系统，从根目录 (/) 开始，向下延伸出许多目录。在
Oracle Solaris 安装过程中，可以安装一组缺省目录，并使用一组约定将类似的文件类
型组合在一起。

此外，ZFS 还可提供以下管理功能：

■ 设备管理支持
■ 持久性快照和克隆功能
■ 可以为文件系统设置的配额
■ 基于 ACL 的访问控制
■ 为文件系统预留存储池空间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runa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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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安装了区域的 Oracle Solaris 系统

有关使用 ZF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ZFS 文件系统 》。

有关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和目录的简要概述，请参见 filesystem(5)。

下表汇总了缺省的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

表 1-1 缺省的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或目录 文件系统类型 说明

根 (/) ZFS 分层文件树的顶层。根 (/) 目录包含对系统操作至关重要的目录
和文件，如内核、设备驱动程序和用于引导系统的程序。根 (/)
目录还包含挂载点目录，可以在这些目录中将本地文件系统和
远程文件系统附加到文件树。

/usr ZFS 可以与其他用户共享的系统文件和目录。仅在某些类型的系统
上运行的文件（例如 SPARC 可执行文件）位于 /usr 目录中。
可以在所有类型的系统上使用的文件（例如手册页）可能位于 /
usr/share 目录中。

/export/home 或 /
home

NFS 或 ZFS 用户起始目录（用于存储用户的工作文件）的挂载点。缺省情
况下，/home 目录是自动挂载的文件系统。

/var ZFS 可能随本地系统的生命周期而更改或增长的系统文件和目录。
这些系统文件和目录包括系统日志，例如 vi 和 ex 备份文件。

/opt NFS 或 ZFS 第三方软件的可选挂载点。在某些系统上，/opt 目录可能是
UFS 文件系统或 ZFS 文件系统。

/tmp TMPFS 临时文件，每次引导系统或取消挂载 /tmp 文件系统将会删除这
些文件。

/proc PROCFS 按进程号排序的活动进程的列表。

/etc/mnttab MNTFS 一种虚拟文件系统，可为本地系统提供对已挂载文件系统表的
只读访问。

/system/volatile TMPFS 基于内存的文件系统，用于存储引导系统后不需要的临时文
件。

/system/contract CTFS 一种虚拟文件系统，用于维护合同信息。

/system/object OBJFS 一种虚拟文件系统，由调试器用来访问有关内核符号的信息，
而不必直接访问内核。

挂载和取消挂载文件系统概述

需要首先挂载文件系统，然后才能访问该文件系统上的文件。挂载文件系统时，需要
将该文件系统附加到目录（挂载点）并使其对系统可用。始终会挂载根目录 (/) 文件系
统。可以将其他任何文件系统与根 (/) 文件系统连接或断开。

大多数文件系统在系统引导时通过 SMF 服务自动进行挂载。通常无需对文件系统手动
进行挂载或取消挂载。有关挂载不同文件系统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挂载和取消挂载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 [2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ZFSADMIN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filesyste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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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载文件系统时，只要挂载了文件系统，底层挂载点目录中的任何文件或目录都将无法
使用。挂载进程不会永久影响这些文件。取消挂载文件系统时，这些文件即重新变为可
用。但是，由于通常不希望隐藏现有文件，因此挂载目录经常为空。

有关如何挂载文件系统的逐步说明，请参见“挂载和取消挂载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
统” [27]。

已挂载文件系统表

每次挂载或卸载文件系统时，都会使用当前挂载的文件系统的列表修改 /etc/
mnttab（挂载表）文件。可以使用 cat 或 more 命令显示此文件的内容。但是，不能编辑
此文件。以下是 /etc/mnttab 文件的示例：

$ more /etc/mnttab
rpool/ROOT/zfsBE    /       zfs     dev=3390002     0

/devices        /devices        devfs   dev=8580000     1337114941

/dev    /dev    dev     dev=85c0000     1337114941

ctfs    /system/contract        ctfs    dev=8680001     1337114941

proc    /proc   proc    dev=8600000     1337114941

mnttab  /etc/mnttab     mntfs   dev=86c0001     1337114941

swap    /system/volatile        tmpfs   xattr,dev=8700001   1337114941

objfs   /system/object  objfs   dev=8740001     1337114941

sharefs /etc/dfs/sharetab       sharefs dev=8780001     1337114941

/usr/lib/libc/libc_hwcap2.so.1  /lib/libc.so.1  lofs dev=3390002  13371149

fd      /dev/fd fd      rw,dev=8880001  1337114969

rpool/ROOT/zfsBE/var        /var    zfs     rw,devices,

setuid,nonbmand,exec,

rstchown,xattr,atime,dev=3390003        1337114969

swap    /tmp    tmpfs   xattr,dev=8700002       1337114969

rpool/VARSHARE  /var/share      zfs     rw,devices,setuid,nonbmand,exec,

rstchown,xattr,atime,dev=3390004        1337114969

虚拟文件系统表

大多数文件系统在系统引导时通过 SMF 服务自动进行挂载。

可能需要编辑 /etc/vfstab 文件来挂载传统或远程文件系统或更改 ZFS 交换卷。有关更
改 ZFS 交换卷的信息，请参见第 3 章 配置附加交换空间。
要添加项来挂载传统或远程文件系统，需要指定如下信息：

■ 文件系统所在的设备或 NFS 服务器
■ 文件系统的挂载点
■ 文件系统类型
■ 是否希望文件系统在系统引导时自动挂载（通过使用 mountall 命令）
■ 任何挂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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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vfstab 示例来自具有 ZFS 根文件系统的系统。此外，此系统从 NFS 服务器 neo 挂
载远程文件系统 /users/data。

# cat /etc/vfstab
#device         device          mount           FS      fsck    mount   mount

#to mount       to fsck         point           type    pass    at boot options

#

fd              -               /dev/fd         fd      -       no      -

/proc           -               /proc           proc    -       no      -

/dev/zvol/dsk/rpool/swap -      -               swap    -       no      -

/devices        -              /devices         devfs   -       no      -

sharefs         -              /etc/dfs/sharetabsharefs -       no      -

ctfs            -              /system/contract ctfs    -       no      -

objfs           -              /system/object   objfs   -       no      -

swap            -              /tmp             tmpfs   -       yes     -

neo:/users/data  -          /data            nfs     -       yes     -

ZFS 文件系统在系统引导时通过 SMF 服务自动进行挂载。可以使用传统挂载功能从
vfstab 挂载 ZFS 文件系统。

有关每个 /etc/vfstab 字段的说明以及如何编辑和使用该文件的信息，请参见如何向 /
etc/vfstab 文件添加项 [30]。

NFS 环境

NFS 是一种分布式文件系统服务，可以用于将一个系统（通常为服务器）中的资源（文
件或目录）与网络中的其他系统共享。例如，您可能希望与其他系统上的用户共享第三
方应用程序或源文件。

使用 NFS 时资源的实际物理位置与用户无关。使用 NFS 可以在一个系统的磁盘上放置
一个副本并使所有其他系统通过网络对其进行访问，而不是在每个系统上都放置常用文
件的副本。使用 NFS 时，远程文件和本地文件实际没有分别。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文件系统 》。

如果系统包含要在网络中共享的资源，则该系统将成为 NFS 服务器。服务器保存了当
前共享的资源及其访问限制（如读/写访问或只读访问）的列表。

共享某个资源时，即可使该资源供远程系统进行挂载。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共享资源：

■ 通过设置 ZFS share.nfs 属性来创建 ZFS 共享。例如：

# zfs set share.nfs=on tank/home

■ 使用 share 命令创建传统共享。

# share -F nfs /ufsf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NFS


挂载和取消挂载文件系统概述

18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文件系统 • 2014 年 7 月

有关 NFS 的完整说明，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文件系统 》。

NFS 版本 4

此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包括 Oracle 实现的 NFS 版本 4 分布式文件访问协议。

NFS 版本 4 将文件访问、文件锁定和挂载协议集成到一个统一的协议中，从而使穿
越防火墙进行遍历更为容易，并提高了安全性。Oracle Solaris 实现的 NFS 版本 4 与
Kerberos V5 完全集成（也称作 SEAM），因此可以提供验证、完整性和保密性。使用
NFS 版本 4，还可在客户机和服务器之间协商使用各自适用的安全风格。使用 NFS 版
本 4，服务器可以为不同的文件系统提供不同的安全风格。

有关 NFS 版本 4 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文件系
统 》。

在引导环境中共享文件系统数据

Oracle Solaris 11.1 发行版中提供了支持在不同引导环境间自动共享数据的机制。这些
共享目录存储在 rpool/VARSHARE 文件系统中，该文件系统挂载在 /var/share 下。将共
享数据放置在 /var 目录中减少了所有引导环境所需的空间量。

例如：

# ls /var/share
audit cores crash mail 

/var/share 文件系统通常不需要管理，但需要确保 /var 组件不占用根文件系统。

这将自动创建从 /var 到以上所列各个 /var/share 组件的符号链接，以保证兼容性。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atasets(5)。

自动挂载 (autofs)

可以使用称为自动挂载（即 autofs）的客户端服务来挂载 NFS 文件系统资源。每次访
问 NFS 资源时，autofs 服务都允许系统对其进行自动挂载和取消挂载。只要仍在目录
中并且使用该目录中的文件，资源就会保持挂载状态。如果在某个时间段内未访问资
源，则会自动取消挂载该资源。

autofs 服务提供了以下功能：

■ 系统引导时无需挂载 NFS 资源，从而节省引导时间。
■ 用户无需知道用于挂载和取消挂载 NFS 资源的 root 用户口令。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NF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NF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NF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dataset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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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减少网络通信流量，因为仅在使用 NFS 资源时才会将其挂载。

autofs 服务通过 automount 实用程序进行初始化，该实用程序在引导系统时自动运
行。automountd 守护进程会持续不断地运行，并且负责按需挂载和取消挂载 NFS 文件
系统。缺省情况下，/home 文件系统由 automount 守护进程挂载。

使用 autofs，可以指定多台服务器提供同一文件系统。这样，如果其中一台服务器关
闭，则 autofs 可以尝试从其他计算机挂载该文件系统。

有关如何设置和管理 autofs 的完整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文
件系统 》。

Oracle Solaris SMB 服务

Oracle Solaris OS 提供了服务器消息块 (Server Message Block, SMB) 协议服务器和
客户机实现，包括对多种 SMB 变种（含 NT LM 0.12 以及通用网络文件系统 (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 CIFS)）提供的支持。术语 CIFS 和 SMB 可以交替使用。

Solaris SMB 服务器允许本地 Oracle Solaris 系统提供文件作为 SMB 共享到 SMB 启用
的客户机（该客户机挂载文件系统共享）。Windows、Mac OS 或 Solaris 客户机可以
集成 Solaris SMB 服务器，该服务器将适合 Windows 服务器。Solaris SMB 服务器可以
在工作组模式或域模式下工作。在工作组模式下，Solaris SMB 服务器在请求访问共享
资源时负责对用户进行本地验证。该验证进程机也称为本地登录。在域模式下，Solaris
SMB 服务器使用传递验证，此时用户验证被指定给域控制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SMB 文件共享和 Windows 互操
作性》。

确定文件系统的类型

无论文件系统是否已挂载，这些命令都可运行。

如果已知磁盘分片的原始设备名称，则可以使用 fstyp 命令或 df 命令确定文件系统的类
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fstyp(1M) 或 df(1M)。

例   1-1 如何确定文件系统的类型

以下示例使用 fstyp 命令确定文件系统类型。

# fstyp /dev/rdsk/c0t0d0s0
zfs

以下示例使用了 df -n 命令来显示系统的文件系统类型。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NF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NF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fstyp-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df-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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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 -n 
/                   : zfs     

/devices            : devfs   

/dev                : dev     

/system/contract    : ctfs    

/proc               : proc    

/etc/mnttab         : mntfs   

/system/volatile    : tmpfs   

/system/object      : objfs   

/etc/dfs/sharetab   : sharefs 

/dev/fd             : fd      

/var                : zfs     

/tmp                : tmpfs   

/var/share          : zfs     

/export             : zfs     

/export/home        : zfs     

/rpool              : zfs     

/media/cdrom        : ufs     

/media/cdrom-1      : ufs     

/media/cdrom-2      : ufs     

/media/cdrom-3      : ufs     

/media/sol_10_811_sparc : hsfs    

/media/cdrom-4      : ufs     

/pond               : zfs     

/pond/amy           : zfs     

/pond/dr            : zfs     

/pond/rory          : zfs     

文件系统监视工具 (fsstat)

fsstat 是一种新的文件系统监视工具，可用于从 Oracle Solaris 11 发行版报告文件系统
操作。您可以使用多种选项报告活动，例如按挂载点或按文件系统类型。

例如，以下 fsstat 命令会显示自 ZFS 模块加载后的所有 ZFS 文件系统操作：

$ fsstat zfs
new  name   name  attr  attr lookup rddir  read read  write write

file remov  chng   get   set    ops   ops   ops bytes   ops bytes

268K  145K 93.6K 28.0M 71.1K   186M 2.74M 12.9M 56.2G 1.61M 9.46G zfs

例如，以下 fsstat 命令会显示自 /export/ws 文件系统挂载后的所有文件系统操作。

$ fsstat /export/ws
new  name   name  attr  attr lookup rddir  read read  write write

file remov  chng   get   set    ops   ops   ops bytes   ops bytes

0     0     0 18.1K     0  12.6M    52     0     0     0     0 /export/ws

缺省形式是采用易理解的值（例如 GB、KB 和 MB）报告统计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fsstat(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fsstat-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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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件系统管理任务的参考信息

请参见以下参考内容，以查找管理文件系统的逐步说明。

文件系统管理任务 有关更多信息

连接和配置新的磁盘设备。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设备 》中的第 4  章
“在 Oracle Solaris 中管理磁盘”

创建并挂载新的文件系统。 第 2 章 创建和挂载文件系统

使远程文件可供用户使用。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文件系统 》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AGDFSdisksconcepts-2947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AGDFSdisksconcepts-29477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N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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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挂载文件系统

本章介绍如何创建和挂载 ZFS 文件系统、临时 (TMPFS) 文件系统和回送 (LOFS) 文件
系统。由于 TMPFS 和 LOFS 是虚拟文件系统，因此您实际上是通过挂载这两种文件系
统来对其进行“访问”的。此外，本章也介绍了传统 UFS 文件系统的创建和挂载。

以下是本章中信息的列表：

■ “创建和挂载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 [23]
■ “挂载和取消挂载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 [27]

创建和挂载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
本节提供有关创建和挂载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的示例。

如何创建 ZFS 文件系统
1.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
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2. 创建 ZFS 存储池。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在一个命令中创建名为 tank 的简单镜像存储池和名为 tank 的 ZFS 文
件系统。假定磁盘 /dev/dsk/c1t0d0 和 /dev/dsk/c2t0d0 全部都可使用。

# zpool create tank mirror c1t0d0 c2t0d0

3. 创建 ZFS 文件系统。

# zfs create tank/fs

新 ZFS 文件系统 tank/fs 可根据需要尽可能使用磁盘空间，并在 /tank/fs 处自动挂
载。

4. 确认是否创建文件系统。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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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fs list -r tank
NAME      USED  AVAIL  REFER  MOUNTPOINT

tank      117K   268G    21K  /tank

tank/fs    21K   268G    21K  /tank/fs

如何创建和挂载传统 UFS 文件系统
开始之前 请确保已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磁盘必须已格式化并分片。
■ 如果要重建现有的传统 UFS 文件系统，请取消挂载该文件系统。
■ 需要知道将包含文件系统的分片的设备名称。

有关查找磁盘和磁盘分片编号的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设备 》中
的第 6  章 “管理系统的磁盘”。

1.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
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2. 创建传统 UFS 文件系统。

# newfs [-N] [-b size] [-i bytes] /dev/rdsk/device-name

系统会要求确认。

注意 - 执行此步骤之前，请确保为分片指定了正确的设备名称。如果指定错误的分片，
则在创建新文件系统时将删除其内容。此错误可能会导致系统出现紧急情况。

3. 要验证是否已创建传统 UFS 文件系统，请检查新文件系统。

# fsck /dev/rdsk/device-name

其中 device-name 参数指定包含新文件系统的磁盘设备的名称。
fsck 命令检查新文件系统的一致性、报告所有问题并在修复问题之前进行提示。有关
fsck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sck(1M)。

4. 挂载传统 UFS 文件系统。

# mkdir /directory-name
# mount /dev/dsk/device-name /directory-name

例   2-1 创建和挂载传统 UFS 文件系统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在 /legacy 上创建和挂载 UFS 文件系统 /dev/rdsk/c0t1d0s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AGDFSdisksprep-3103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AGDFSdisksprep-3103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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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fs /dev/rdsk/c0t1d0s0
newfs: construct a new file system /dev/rdsk/c0t1d0s0: (y/n)? y

/dev/rdsk/c0t1d0s0:     286722656 sectors in 46668 cylinders of 48 tracks, 128 sectors

140001.3MB in 2917 cyl groups (16 c/g, 48.00MB/g, 5824 i/g)

super-block backups (for fsck -F ufs -o b=#) at:

32, 98464, 196896, 295328, 393760, 492192, 590624, 689056, 787488, 885920,

Initializing cylinder groups:

..........................................................

super-block backups for last 10 cylinder groups at:

285773216, 285871648, 285970080, 286068512, 286166944, 286265376, 286363808,

286462240, 286560672, 286659104

# fsck /dev/rdsk/c0t1d0s0

# mkdir /legacy

# mount /dev/dsk/c0t1d0s0 /legacy

接下来的步骤 要在引导时自动挂载传统 UFS 文件系统，请在创建文件系统后转到如何向 /etc/vfstab
文件添加项 [30]。

如何创建和挂载 TMPFS 文件系统
1.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
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2. 如有必要，请创建要作为 TMPFS 文件系统挂载的目录。

# mkdir /mount-point

其中 mount-point 是 TMPFS 文件系统的挂载目录。

3. 挂载 TMPFS 文件系统。

# mount -F tmpfs [-o size=number]  swap mount-point

-o size=number 指定 TMPFS 文件系统的大小限制（以 MB 为单位）。

mount-point 指定 TMPFS 文件系统的挂载目录。

要将系统设置为在引导时自动挂载 TMPFS 文件系统，请参见例 2-3 “在引导时挂载
TMPFS 文件系统”。

4. 验证是否已创建 TMPFS 文件系统。

# mount -v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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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2 创建和挂载 TMPFS 文件系统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创建、挂载 TMPFS 文件系统 /export/reports 并将其大小限制为 50
MB。

# mkdir /export/reports

# chmod 777 /export/reports

# mount -F tmpfs -o size=50m swap /export/reports

# mount -v

例   2-3 在引导时挂载 TMPFS 文件系统

通过添加 /etc/vfstab 项，可以将系统设置为在引导时自动挂载 TMPFS 文件系统。以
下示例显示了 /etc/vfstab 文件中在引导时将 /export/test 挂载为 TMPFS 文件系统的
一个项。由于未指定 size=number 选项，因此 /export/test 上的 TMPFS 文件系统的
大小仅受可用系统资源的限制。

swap - /export/test  tmpfs   -  yes  -

如何创建和挂载 LOFS 文件系统
1.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
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2. 如有必要，请创建要作为 LOFS 文件系统挂载的目录。

# mkdir loopback-directory

3. 授予新创建的目录适当的权限和所有权。

4. 如有必要，请创建要在其中挂载 LOFS 文件系统的挂载点。

# mkdir /mount-point

5. 挂载 LOFS 文件系统。

# mount -F lofs loopback-directory /mount-point

loopback-
directory

指定要在回送挂载点上挂载的文件系统。

/mount-point 指定 LOFS 文件系统的挂载目录。

6. 验证是否已挂载 LOFS 文件系统。

# mount -v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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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4 创建和挂载 LOFS 文件系统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创建、挂载并作为回送文件系统测试 /new/dist 目录中的新软件，而
无需实际安装该软件。

# mkdir /tmp/newroot

# mount -F lofs /new/dist /tmp/newroot

# chroot /tmp/newroot newcommand

例   2-5 在引导时挂载 LOFS 文件系统

通过向 /etc/vfstab 文件的末尾添加一项，可以将系统设置为在引导时自动挂载 LOFS
文件系统。以下示例显示了 /etc/vfstab 文件中在 /tmp/newroot 上挂载根目录 (/) 文件
系统的 LOFS 文件系统的一个项。

/ - /tmp/newroot  lofs   -  yes  -

请确保回送项是 /etc/vfstab 文件中的最后几项。否则，如果回送文件系统的 /etc/
vfstab 项先于其中要包括的文件系统，则无法挂载回送文件系统。

挂载和取消挂载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
ZFS 文件系统可自动进行挂载和取消挂载。通过挂载传统 UFS 文件系统可使该文件系
统可用，这会将文件系统附加到指定挂载点的系统目录树。始终会挂载根目录 (/) 文件
系统。

下表提供了有关根据您对文件系统的使用方法挂载文件系统的指南。

所需挂载类型 建议挂载方法

无需频繁挂载的本地或远程文件系统。 从命令行手动键入的 mount 命令。

需要频繁挂载的本地传统 UFS 文件系统。本地 ZFS
文件系统通过 SMF 服务自动挂载。

/etc/vfstab 文件，在多用户状态下引导系统时自动
挂载文件系统。

需要频繁挂载的远程传统 UFS 文件系统，如起始目
录。

■ /etc/vfstab 文件，在多用户状态下引导系统时
自动挂载文件系统。

■ autofs，当您访问文件系统时自动挂载文件系
统，或当您更改到另一目录时取消挂载文件系
统。

有关挂载可移除介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设备 》中的
第 14  章 “管理可移除介质”。

可以使用 mount 命令来确定已经挂载哪些文件系统：

$ mount [ -v ]

-v 以详细模式显示已挂载文件系统的列表。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AGDFSmedformat-8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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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6 确定哪些是已挂载文件系统

此示例说明如何使用 mount 命令显示有关当前已挂载文件系统的信息。

$ mount
/ on rpool/ROOT/zfsBE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dev=3390002 on Tue ...

/devices on /devices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dev=8580000 on Tue May 15 ...

/dev on /dev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dev=85c0000 on Tue May 15 14:49:01 2012

/system/contract on ctfs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dev=8680001 on Tue May 15 ...

/proc on proc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dev=8600000 on Tue May 15 14:49:01 2012

/etc/mnttab on mnttab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dev=86c0001 on Tue May 15

 14:49:01 ...

/system/volatile on swap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xattr/dev=8700001 on Tue May

 15 ...

/system/object on objfs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dev=8740001 on Tue May 15 ...

/etc/dfs/sharetab on sharefs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dev=8780001 on Tue May 15 ...

/lib/libc.so.1 on /usr/lib/libc/libc_hwcap2.so.1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dev ...

/dev/fd on fd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dev=8880001 on Tue May 15 14:49:29 2012

/var on rpool/ROOT/zfsBE/var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nonbmand/exec/xattr/atime/ ...

/tmp on swap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xattr/dev=8700002 on Tue May 15 14:49:29 2012

/var/share on rpool/VARSHARE read/write/setuid/devices/rstchown/nonbmand/exec/xattr/atime/ ...

/home/rimmer on pluto:/export/home/rimmer remote/read/write/setuid/xattr/...

此示例说明如何使用 zfs mount 命令显示有关当前已挂载的 ZFS 文件系统的信息。

$ zfs mount
rpool/ROOT/zfsBE                /

rpool/ROOT/zfsBE                /var

rpool/VARSHARE                  /var/share

tank/home                       /tank/home

/etc/vfstab 文件的字段说明

/etc/vfstab 文件中的项包含七个字段，下表为这些字段的说明。

表 2-1 /etc/vfstab 文件的字段说明

字段名 说明

device to mount 此字段确定了以下内容之一：

■ 本地传统 UFS 文件系统的块设备名称（例如 /dev/dsk/c8t1d0s7）。
■ 远程文件系统的资源名称（例如 myserver:/export/home）。

为远程系统资源添加条目后，请确保启用了以下服务。

# svcs -a | grep nfs/client
disabled       May_14   svc:/network/nfs/client:default

# svcadm enable svc:/network/nfs/client:default

有关 NF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文件系
统 》。

■ 交换卷（例如 /dev/zvol/dsk/rpool/swap）。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VN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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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说明
■ 虚拟文件系统的目录。

device to fsck 与 device to mount 字段所确定的传统 UFS 文件系统对应的原始（字符）设备名
称（例如 /dev/rdsk/c8t1d0s7）。此字段确定了 fsck 命令使用的原始接口。若诸
如只读文件系统或远程文件系统之类的文件系统没有适用的设备，请使用破折号
(-)。

mount point 确定要挂载传统或远程文件系统的位置（例如 /data）。

FS type 确定文件系统的类型。

fsck pass fsck 命令用于确定是否检查传统 UFS 文件系统的传送号。如果此字段包含破折
号 (-)，则不会检查文件系统。目前，在引导过程中，/etc/vfstab 文件中的 fsck
pass 值会被忽略。

如果此字段包含零，则不会检查传统 UFS 文件系统。如果此字段包含大于零的
值，则始终会检查 UFS 文件系统。

对于此字段中值为 1 的所有传统 UFS 文件系统，将按它们在 vfstab  文件中出现
的顺序进行检查（每次检查一个）。如果在 fsck pass 值大于 1 的多个 UFS 文件
系统上运行 fsck 命令并且使用了整理选项 (-o p)，则 fsck 命令自动并行检查不同
磁盘上的文件系统，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效率。否则，传送号的值不起任何作用。

mount at boot 设置为 yes 或 no，以指示在引导系统时 mountall 命令是否应该自动挂载文件系
统。请注意，此字段与 autofs 无关。对于诸如 /proc 和 /dev/fd 之类的虚拟文件
系统，应始终将此字段设置为 no。

mount options 用于挂载文件系统的一系列以逗号分隔的选项（中间无空格）。使用破折号 (-) 表
示没有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fstab(4)。

注 - 您必须在 /etc/vfstab 文件的每个字段中都输入一个值。如果某个字段没有值，请
务必指定一个破折号 (-)。否则，系统可能无法成功引导。同样，字段值也不能为空白空
间。

取消挂载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的先决条件

取消挂载文件系统的先决条件包括：

■ 您必须是管理员。
■ 您不能取消挂载正忙的文件系统。如果出现以下任一情况，则认为文件系统正忙：用

户正在访问文件系统中的目录；程序打开了文件系统中的文件；正在共享文件系统。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可以使文件系统处于可取消挂载状态：
■ 更改到另一不同文件系统的目录。
■ 注销该系统。
■ 使用 fuser 命令列出正在访问该文件系统的所有进程，然后停止这些进程（如

有必要）。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如何停止正在访问文件系统的所有进
程 [33]。
如果您需要取消挂载用户正在使用的文件系统，请通知他们。

■ 取消共享该文件系统。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vfsta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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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 zfs set share.nfs=off tank/fs1

■ 请使用传统的取消共享方法。有关信息，请参见 unshare(1M)。

要验证是否已取消挂载一个或多个文件系统，请检查 mount 命令的输出：

$ mount | grep unmounted-file-system

如何向 /etc/vfstab 文件添加项

除非某些 ZFS 文件系统需要先前挂载的行为，否则请使用此过程以在引导时挂载非
ZFS 文件系统。有关挂载 ZFS 文件系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ZFS 文件系统 》。

1.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
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2. 如有必要，请为要挂载的文件系统创建挂载点。

# mkdir /mount-point

本地系统上必须存在用于挂载文件系统的挂载点。挂载点是指附加已挂载文件系统的目
录。

3. 编辑 /etc/vfstab 文件并添加项。请确保执行以下操作：

a.    使用空白空间（空格或制表符）分隔各个字段。

b.    如果字段没有内容，请指定破折号 (-)。

c.    保存更改。

注 - 由于在引导过程中内核会将根目录 (/) 文件系统挂载为只读，因此只有 remount 选项
（以及可以与 remount 一起使用的选项）会影响 /etc/vfstab 文件中的根目录 (/) 项。

例   2-7 向 /etc/vfstab 文件添加项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磁盘分片 /dev/dsk/c0t3d0s7 作为传统 UFS 文件系统挂载到挂载点
/files1。将原始字符设备 /dev/rdsk/c0t3d0s7 指定为 device to fsck。fsck pass 值为
2 表明将检查文件系统，但不是按顺序检查。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unshare-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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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device             mount    FS       fsck   mount    mount

#to mount         to fsck            point    type     pass   at boot  options

#

/dev/dsk/c0t3d0s7 /dev/rdsk/c0t3d0s7 /files1  ufs      2      yes       -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传统 /export/man 目录从系统 pluto 作为 NFS 文件系统挂载到挂载
点 /usr/man 上。由于该目录是 NFS 文件系统，因此既不会指定 device to fsck，也不
会指定 fsck pass。在本示例中，mount options 为 ro（只读）和 soft。

#device           device             mount    FS       fsck   mount    mount

#to mount         to fsck            point    type     pass   at boot  options

pluto:/export/man   -                /usr/man nfs      -      yes       ro,soft

向 /etc/vfstab 文件添加远程系统和资源后，请确保已启动了以下服务。

# svcs -a | grep nfs/client
disabled       May_14   svc:/network/nfs/client:default

# svcadm enable svc:/network/nfs/client:default

否则，重新引导系统后，将不会挂载远程文件系统。

如何挂载文件系统（/etc/vfstab 文件）
1.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
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2. 挂载 /etc/vfstab 文件中列出的文件系统。

# mount /mount-point

其中 /mount-point 指定了 /etc/vfstab 文件的 mount point 或 device to mount 字段中
的项。通常，指定挂载点较为容易。

例   2-8 挂载文件系统（/etc/vfstab 文件）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挂载 /etc/vfstab 文件中列出的本地 /legacy 文件系统。

# mount /legacy

例   2-9 挂载所有文件系统（/etc/vfstab 文件）

以下示例说明在已挂载文件系统的情况下使用 mountall 命令时显示的消息。

# mountall
mount: /tmp is already mounted or swap is busy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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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说明如何挂载 /etc/vfstab 文件中列出的所有本地系统。

# mountall -l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挂载所有可用的 ZFS 文件系统。

# zfs mount -a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挂载 /etc/vfstab 文件中列出的所有远程文件系统。

# mountall -r

如何挂载 NFS 文件系统（mount 命令）
1.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
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2. 如有必要，请为要挂载的文件系统创建挂载点。

# mkdir /mount-point

本地系统上必须存在用于挂载文件系统的挂载点。挂载点是指附加已挂载文件系统的目
录。

3. 请确保服务器中的资源（文件或目录）是可用的。
要挂载 NFS 文件系统，必须使用 share 命令使服务器上的资源可用。有关如何共享资源
的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网络文件系统》》。

4. 挂载 NFS 文件系统。

# mount -F nfs [-o mount-options] server:/directory /mount-point

例   2-10 挂载 NFS 文件系统（mount 命令）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 /export/packages 目录从服务器 pluto 挂载到 /mnt 上。

# mount -F nfs pluto:/export/packages /mnt

x86: 如何从硬盘挂载 PCFS (DOS) 文件系统（mount

命令）

使用以下过程从硬盘挂载 PCFS (DOS) 文件系统。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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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
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2. 如有必要，请为要挂载的文件系统创建挂载点。

# mkdir /mount-point

本地系统上必须存在用于挂载文件系统的挂载点。挂载点是指附加已挂载文件系统的目
录。

3. 挂载 PCFS 文件系统。

# mount -F pcfs [-o rw | ro] /dev/dsk/device-name:logical-drive /mount-point

-o rw | ro 指定可以将 PCFS 文件系统挂载为读取/写入 (rw) 或只读 (ro)。如
果不指定此选项，则缺省情况下挂载为 rw。

/dev/dsk/device-
name

指定整个磁盘的设备名称（例如 /dev/dsk/c0t0d0p0）。

logical-drive 指定 DOS 逻辑驱动器盘符（c 到 z）或驱动器编号（1 到 24）。驱
动器 c 相当于驱动器 1，表示驱动器上的主 DOS 分片。所有其他
字母或数字均表示扩展的 DOS 分片内的 DOS 逻辑驱动器。

/mount-point 指定文件系统的挂载目录。

请注意，必须使用冒号分隔 device-name 和 logical-drive。

例   2-11 x86: 从硬盘挂载 PCFS (DOS) 文件系统（mount 命令）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主 DOS 分片中的逻辑驱动器挂载到 /pcfs/c 目录上。

# mount -F pcfs /dev/dsk/c0t0d0p0:c /pcfs/c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扩展的 DOS 分片中的第一个逻辑驱动器在 /mnt 目录上挂载为只
读。

# mount -F pcfs -o ro /dev/dsk/c0t0d0p0:2 /mnt

如何停止正在访问文件系统的所有进程
1.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
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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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出正在访问文件系统的所有进程，以便确定要停止的进程。

# fuser -c [ -u ] /mount-point

-c 报告是文件系统挂载点的文件以及已挂载文件系统内的所有文件。

-u 显示每个进程 ID 的用户登录名称。

/mount-point 指定要停止进程的文件系统的名称。

3. 停止正在访问文件系统的所有进程。

# fuser -c -k /mount-point

SIGKILL 会被发送到正在使用文件系统的每个进程。

注 - 不得在未事先警告用户的情况下停止用户进程。

4. 验证是否所有进程都未在访问文件系统。

# fuser -c /mount-point

例   2-12 停止正在访问文件系统的所有进程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停止正在使用 /export/home 文件系统的进程 4006c。

# fuser -c /export/home
/export/home:     4006c

# fuser -c -k /export/home
/export/home:     4006c

# fuser -c /export/home
/export/home: 

如何取消挂载文件系统

使用以下过程取消挂载文件系统。

1. 请确保已满足“取消挂载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的先决条件” [29]中列出的先决条
件。

2. 取消挂载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point

其中 /mount-point 是指要取消挂载的文件系统的名称。

此名称可能为下列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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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系统的挂载目录名称
■ 文件系统的设备名称路径
■ NFS 文件系统的资源
■ LOFS 文件系统的回送目录

例   2-13 取消挂载文件系统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取消挂载传统 UFS 文件系统：

# umount /legacy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强制取消挂载 UFS /legacy 文件系统：

# umount -f /legacy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取消挂载所有 ZFS 文件系统：

# zfs umount -a

除正忙的文件系统以外，其他所有文件系统都被取消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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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附加交换空间

本章提供了在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后为 ZFS 根文件系统配置额外的交换空间的指导
和逐步说明。

以下是本章中信息的列表：

■ “关于交换空间” [37]
■ “如何了解是否需要更多交换空间？” [39]
■ “如何分配交换空间” [40]
■ “规划交换空间” [41]
■ “监视交换资源” [42]
■ “在 Oracle Solaris ZFS 根环境中添加或更改交换空间” [43]

关于交换空间

要确定以下情况，应了解 Oracle Solaris 中交换机制的特性：

■ 交换空间要求
■ 交换空间与 TMPFS 文件系统之间的关系
■ 如何从与交换空间有关的错误消息恢复

交换空间与虚拟内存

Oracle Solaris OS 软件和应用程序软件可以将一些磁盘空间用于临时存储而不是用于文
件系统。磁盘的保留区称为交换空间。当系统没有足够的物理内存来处理当前进程时，
将交换空间用作虚拟内存存储区域。在 ZFS 根文件系统中，为交换所保留的磁盘空间为
ZFS 卷。

虚拟内存系统将磁盘上文件的物理副本映射到内存中的虚拟地址。文件系统中的常规文
件或交换空间可以备份包含这些映射的数据的物理内存页面。如果交换空间对内存进行
了备份，则该内存称为匿名内存，因为没有为备份内存的磁盘空间指定标识。



关于交换空间

38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文件系统 • 2014 年 7 月

Oracle Solaris OS 使用虚拟交换空间概念，这是指匿名内存页面和实际备份这些页面的
物理存储（或磁盘备份交换空间）之间的层。系统的虚拟交换空间等于其所有物理（磁
盘备份）交换空间与当前部分可用物理内存的和。

虚拟交换空间具有以下优点：

■ 由于虚拟交换空间不必对应于物理（磁盘）存储，因此减少了对大量物理交换空间的
需求。

■ 称为 SWAPFS 的伪文件系统可为匿名内存页面提供地址。由于 SWAPFS 可以控
制内存页面的分配，因此它在确定要对页面执行的操作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例
如，SWAPFS 可更改页面对磁盘备份交换存储的要求。

交换空间与 TMPFS 文件系统

在 Oracle Solaris 环境中，TMPFS 文件系统由 /etc/vfstab 文件中的项自动激
活。TMPFS 文件系统将文件及其关联信息存储在内存中（存储在 /tmp 目录中）而不磁
盘上，从而加快了访问这些文件的速度。对于大量使用 /tmp 的应用程序（例如编译器和
DBMS 产品），此功能可显著增强这些应用程序的性能。

TMPFS 文件系统从系统的交换资源分配 /tmp 目录中的空间。此功能意味着，用尽 /tmp
目录中的空间时，也就用尽了交换空间。因此，如果应用程序大量使用 /tmp 目录，而且
您未监视交换空间使用情况，则系统可能会用尽交换空间。

如果要使用 TMPFS，但交换资源有限，请采用以下措施：

■ 使用 size 选项 (-o size) 挂载 TMPFS 文件系统，以便控制 TMPFS 可以使用的交换
资源量。

■ 使用编译器的 TMPDIR 环境变量指向另一个较大的目录。

使用编译器的 TMPDIR 变量仅可以控制编译器是否使用 /tmp 目录。此变量对其他程序
是否使用 /tmp 目录没有影响。

交换空间与转储设备配置
转储设备通常是为存储系统故障转储信息而保留的磁盘空间。安装系统时，会自动创建
一个 ZFS 交换卷和转储卷。可以使用 dumpadm 命令更改系统的转储卷。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排除系统管理问题 》。

在 ZFS 根环境中，交换和转储都可配置为独立的 ZFS 卷。此模型具有如下优点：

■ 不必将磁盘分区以包括交换和转储区域。
■ 交换和转储设备可受益于底层 ZFS I/O 流水线体系结构。
■ 可在交换和转储设备上设置特征，例如压缩。
■ 可以同时重置交换和转储设备大小。例如：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ADT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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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fs set volsize=2G rpool/dump

# zfs get volsize rpool/dump

NAME        PROPERTY  VALUE       SOURCE

rpool/dump  volsize   2G          -

请记住，重新分配一个大转储设备的进程非常耗时。
■ 在活动系统上，可以考虑添加第二个交换卷，以增加整体交换大小。

有关使用 ZFS 交换和转储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ZFS 文件系统 》中的“管理 ZFS 交换和转储设备”。

交换空间和动态重新配置
建议分配足够的交换空间，以便在动态重新配置期间支持出现故障的 CPU 或系统板。
否则，CPU 或系统板故障可能会导致主机或域重新引导时内存不足。

如果此交换空间不可用，则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可能会因内存不足而无法启动。此问题
将需要进行手动干预，以便添加附加交换空间或重新配置这些应用程序的内存使用情
况。

如果已分配附加交换空间来处理重新引导时内存的潜在不足，则所有需要大量内存的应
用程序可能会照常启动。这意味着，用户可以使用系统，但系统速度可能会因一些其他
交换而变慢。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硬件动态重新配置指南。

在 SAN 环境中配置交换空间
查看以下几点以确定是否可在与网络连接的磁盘上配置交换空间，例如在 SAN 环境
中：

■ 诊断本地连接磁盘上的交换空间问题要比诊断与网络连接的磁盘上的交换空间问题更
加简便。

■ SAN 上的交换空间的性能应与本地连接磁盘上配置的交换空间的性能相当。
■ 分析性能数据之后，向具有性能问题的系统添加更多内存可解决 SAN 上交换空间的

性能问题，较之于将交换空间移至本地连接磁盘，这样做更好。

如何了解是否需要更多交换空间？
使用 swap -l 命令可确定系统是否需要更多交换空间。

例如，以下 swap -l 输出显示，此系统的交换空间几乎完全占用或者已经 100% 分配。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ZFSADMINggrln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ZFSADMINggr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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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p -l
swapfile                   dev    swaplo   blocks     free

/dev/zvol/dsk/rpool/swap  182,2       16   67108848     92

当系统的交换空间为 100% 分配时，会暂时锁定应用程序的内存页面。可能不会出现应
用程序错误，但可能会降低系统性能。

与交换相关的错误消息
这些消息指示应用程序尝试获取更多的匿名内存。但是，没有剩余的交换空间提供支
持。

application is out of memory

malloc error O

messages.1:Sep 21 20:52:11 mars genunix: [ID 470503 kern.warning]

WARNING: Sorry, no swap space to grow stack for pid 100295 (myprog)

与 TMPFS 相关的错误消息
如果写入文件时无法分配页面，则会显示以下消息。如果 TMPFS 尝试写入的量超出其
所允许的量，或者当前执行的程序正在使用大量内存，则可能会出现此问题。

directory: File system full, swap space limit exceeded

以下消息表明，TMPFS 尝试创建新的文件或目录时物理内存不足：

directory: File system full, memory allocation failed

有关从与 TMPFS 相关的错误消息恢复的信息，请参见 tmpfs(7FS)。

如何分配交换空间
最初，交换空间是在 Oracle Solaris 安装过程中分配的，而且交换空间的大小因系统内
存而异。

有关分配交换空间的一般规则，请参见“规划交换空间” [41]。

交换区域和 /etc/vfstab 文件
在安装系统后，交换区域和交换文件将在 /etc/vfstab 文件中列出。在引导系统时，它
们将由 /sbin/swapadd 脚本激活。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7tmpfs-7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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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vfstab 文件中交换设备对应的项包含以下内容：

■ 具有 ZFS 根文件系统的系统上交换卷路径名的全路径名
■ 交换分片或交换文件的文件系统类型

激活交换文件之前，必须挂载包含交换文件的文件系统。因此，在 /etc/vfstab 文件
中，应确保挂载文件系统的对应项位于激活交换文件的对应项之前。

规划交换空间

确定交换空间大小的最重要因素是系统的软件应用程序的要求。例如，大型应用程序
（例如计算机辅助设计模拟器、数据库管理产品、事务监视器和地质分析系统）占用的
交换空间可高达 200–1000 MB。

请咨询应用程序供应商，以了解其应用程序的交换空间要求。

如果无法通过应用程序供应商确定交换空间要求，请根据系统类型使用以下一般规则来
分配交换空间。

注 - 将故障转储内容进行压缩，从而使转储设备不必与物理内存的大小相同。缺省情况
下，转储内容值设置为内核页。但是，如果将转储内容值设置为转储所有内存页，则请
考虑将转储大小增加至物理内存大小的一半或更多。

表 3-1 ZFS 文件系统的交换和转储卷大小

系统类型 交换卷大小 转储卷大小

物理内存约为 4 GB 的系统 1 GB 2 GB

物理内存约为 8 GB 的中端服务器 2 GB 4 GB

物理内存约为 16 到 128 GB 的高
端服务器

4 GB 8-64 GB

物理内存为 128 GB 以上的高端服
务器

1/4 物理内存大小 1/2 物理内存大小

注 - 具有许多活动的 ZFS 文件系统的忙系统可使用 1/2 至 3/4 物理内存大小作为转储设
备大小。

在一个具有 ZFS 根文件系统的系统上，如果尝试使用 dumpadm -d 命令指定一个太小而不
能容纳崩溃系统的转储设备，则将看到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dumpadm: dump device /dev/zvol/dsk/rpool/dump is too small to hold a

system dump dump size 43467329536 bytes, device size 4294967296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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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于 ZFS 的系统分配交换空间
初次安装 ZFS 根文件系统期间，将在 ZFS 根池中的 ZFS 卷上自动创建交换区域。

■ 交换设备不会预分配至固定大小的分片，因此，随后可以很容易地修改交换大小。
■ 在评估应用程序的交换要求后，可在初次安装期间或在安装后使用缺省交换大小或调

整交换卷大小（如有必要）。
■ 在 ZFS 环境中，文件系统占用池的空间，因此，/var/crash 目录根据保存的故障转

储量来占用它所需要的空间。

创建交换卷时请考虑以下问题：

■ 必须将单独的 ZFS 卷用于交换区域和转储设备。
■ 当前，不支持在 ZFS 文件系统上使用交换文件。
■ 如果要在非根池中创建交换和转储设备，请勿在 RAID-Z 池中创建交换卷和转储卷。

包含交换卷和转储卷的池必须是只有一个磁盘的池或镜像池。否则，您将看到类似以
下内容的消息：

/dev/zvol/dsk/rzpool/swap: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监视交换资源

/usr/sbin/swap 命令用于管理交换区域。-l 和 -s 这两个选项显示有关交换资源的信息。

使用 swap -l 命令可识别系统的交换区域。在 swapfile 列中列出了已激活的交换设备或
文件。例如：

# swap -l
swapfile             dev  swaplo blocks   free

/dev/dsk/c0t0d0s1   136,1      16 1638608 1600528

在具有 ZFS 根文件系统的系统上，swap -l 命令可确定类似的输出，除非它可确定 ZFS
卷路径名。例如：

# swap -l
swapfile                  dev  swaplo blocks   free

/dev/zvol/dsk/rpool/swap 256,1      16 1058800 1058800

使用 swap -s 命令可监视交换资源。

# swap -s
total: 57416k bytes allocated + 10480k reserved = 67896k used,

833128k available

used 值与 available 值之和等于系统上的总交换空间，其中包括部分物理内存和交换设
备（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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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可用交换空间量和已用交换空间量（在 swap -s 输出中）监视在一段时间内交
换空间的使用情况。如果系统性能良好，请使用 swap -s 确定可用交换空间量。如果系
统性能下降，请检查可用交换空间量以便确定其是否已下降。然后，可以确定对系统所
做的哪些更改可能导致交换空间使用量增加。

使用此命令时，请记住，可用于交换的物理内存量会因内核和用户进程的锁定和物理内
存的释放而动态变化。

注 - swap -l 命令以 512 字节块为单位显示交换空间。swap -s 命令以 1024 字节块为
单位显示交换空间。如果将 swap -l 中的块累加，然后将其转换为 KB，则结果将小于
used + available（在 swap -s 输出中）。原因是 swap -l 在计算交换空间时不包括物理
内存。

下表概述了 swap -s 命令的输出。

表 3-2 swap -s 命令的输出

关键字 说明

bytes allocated 当前已分配作为后备存储（磁盘备份交换空间）的总交换空间量（以 1024
字节块为单位）。

reserved 当前未分配、但内存已请求供将来使用的总交换空间量（以 1024 字节块
为单位）。

used 已分配或保留的总交换空间量（以 1024 字节块为单位）。

available 当前可用于将来进行预留和分配的总交换空间量（以 1024 字节块为单
位）。

在 Oracle Solaris ZFS 根环境中添加或更改交换空间

下一节介绍了如何在 ZFS 根环境中添加或更改交换空间。要确定系统或应用程序是否需
要附加交换空间，请参见上述各节。

有关在 ZFS 根环境中更改交换和转储卷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
管理 ZFS 文件系统 》中的“管理 ZFS 交换和转储设备”。

如何在 Oracle Solaris ZFS 根环境中添加交换空间
1.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
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2. 确定当前交换卷。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ZFSADMINggrln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ZFSADMINggrln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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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移除使用中的交换卷。可通过比较 blocks 列中列出的块数和 free 列中列出的块数
来判断当前交换卷是否正在使用中。如果两列中的块数相等，则说明交换区域不忙。例
如：

# swap -l
swapfile                 dev  swaplo   blocks   free

/dev/zvol/dsk/rpool/swap 256,1      16 1058800 1058800

3. 选择以下操作之一调整交换卷的大小。

a.    如果当前交换区域未在使用中，可以调整当前交换卷的大小，但必须重新引导系
统，交换空间才会增长。
例如：

# zfs get volsize rpool/swap
NAME        PROPERTY  VALUE    SOURCE

rpool/swap  volsize   517M     -

# zfs set volsize=2g rpool/swap

# zfs get volsize rpool/swap
NAME        PROPERTY  VALUE    SOURCE

rpool/swap  volsize   2G       -

# init 6

b.    如果不能重新引导系统，请另外添加一个交换卷来增大总交换空间。
例如：

# zfs create -V 2G rpool/swap2

然后，激活第二个交换卷。

# swap -a /dev/zvol/dsk/rpool/swap2

# swap -l
swapfile                  dev  swaplo   blocks   free

/dev/zvol/dsk/rpool/swap  256,1      16 1058800 1058800

/dev/zvol/dsk/rpool/swap2 256,3      16 4194288 4194288

4. 如有必要，针对第二个交换卷在 /etc/vfstab 文件中添加一个条目。
例如：

/dev/zvol/dsk/rpool/swap2    -        -       swap    -       no      -



第 4 章 复制文件和文件系统 45

 4 ♦  ♦  ♦        第     4     章 

复制文件和文件系统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各种备份命令将文件和文件系统复制到磁盘、磁带和软盘。

以下是本章中逐步说明的列表。

■ 如何在文件系统之间复制目录 (cpio) [47]
■ 如何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tar) [48]
■ 如何列出磁带中的文件 (tar) [49]
■ 如何从磁带中检索文件 (tar) [50]
■ “使用 pax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51]
■ 如何将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复制到磁带 (cpio) [52]
■ 如何列出磁带中的文件 (cpio) [53]
■ 如何从磁带中检索所有文件 (cpio) [53]
■ 如何从磁带中检索特定文件 (cpio) [54]
■ 如何将文件复制到远程磁带设备（tar 和 dd） [55]
■ 如何从远程磁带设备中提取文件 [56]

用于复制文件系统的命令

当需要复制或移动各个文件、文件系统的某些部分或完整的文件系统时，可以使用本章
中介绍的过程。

下表介绍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中可用的各种备份和恢复命令。对于企业环境，请考虑
使用企业级的备份产品。Oracle 技术网络提供有关企业级备份产品的信息。

表 4-1 各种备份命令汇总

命令名称 是否可识别文件系统边
界？

是否支持多卷备份？ 物理复制还是逻辑复制？

volcopy 是 是 物理

tar 否 否 逻辑

cpio 否 是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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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名称 是否可识别文件系统边
界？

是否支持多卷备份？ 物理复制还是逻辑复制？

pax 是 是 逻辑

dd 是 否 物理

zfs send and zfs receive 是 N/A 逻辑

zfs snapshot 是 N/A 逻辑

下表介绍了其中某些命令的优点和缺点。

表 4-2 tar、pax 和 cpio 命令的优点和缺点

命令 功能 优点 缺点

tar 用于将文件和目录子树复制
到单个磁带。

■ 可以在大多数 UNIX 操
作系统中使用

■ 可以轻松访问公共域版
本

■ 无法识别文件系统边界
■ 全路径名的长度不能超

过 255 个字符
■ 不能用于创建多个磁带

卷

pax 用于复制需要多个磁带卷
的文件、特殊文件或文件系
统。或者，当需要向符合
POSIX 的系统复制文件或
从其复制文件时使用。

■ 对于符合 POSIX 的系
统，其可移植性比 tar
或 cpio 命令高

■ 多供应商支持

与 tar 命令的缺点相同，不
同的是 pax 命令可以创建多
个磁带卷。

cpio 用于复制需要多个磁带卷
的文件、特殊文件或文件系
统。或者，当需要将文件从
运行当前 Oracle Solaris 发
行版的系统复制到运行早期
Solaris 发行版的系统时使
用。

■ 与使用 tar 命令相比，
可以更有效地将数据打
包到磁带

■ 恢复时可跳过磁带中的
任何坏点

■ 提供以不同的头格式
编写文件的选项（如
tar、ustar、crc、
odc、bar），以实现不
同系统类型之间的可移
植性

■ 创建多个磁带卷

该命令语法比 tar 或 pax 命
令更难。

以下各节介绍有关如何使用这些命令的逐步说明和示例。

在文件系统之间复制目录（cpio 命令）

可以使用 cpio（复制入和复制出）命令复制各个文件、多组文件或完整的文件系统。本
节介绍如何使用 cpio 命令复制完整的文件系统。

cpio 命令是一个归档程序，可以将文件列表复制到单个大型输出文件中。此命令会在各
个文件之间插入头，以便于进行恢复。可以使用 cpio 命令将完整的文件系统复制到其他
分片、其他系统或介质设备（如磁带或 USB 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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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cpio 命令可以识别介质结尾并会提示您插入另一个卷，因此它是最有效的命令，可
用于创建需要多盒磁带或多张 USB 磁盘的归档文件。

使用 cpio 命令时，经常将 ls 和 find 命令结合使用以列出并选择要复制的文件，然后将
输出传输给 cpio 命令。

如何在文件系统之间复制目录 (cpio)
1.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中的“使用
所指定的管理权限”。

2. 转到相应的目录。

# cd filesystem1

3. 将 find 和 cpio 命令结合使用，将目录树从 filesystem1 复制到 filesystem2。

# find . -print -depth | cpio -pdm filesystem2

. 从当前工作目录开始。

-print 列出文件名。

-depth 向下派生目录分层结构并从下到上列出文件名。

-p 创建文件列表。

-d 根据需要创建目录。

-m 在目录中设置正确的修改时间。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cpio(1)。

指定目录名中的文件已复制。符号链接会被保留。

可能还要指定 -u 选项。此选项将强制执行无条件复制。否则，旧文件不会替换新文件。
在需要目录的精确副本且复制的某些文件可能已存在于目标目录中时，此选项可能非常
有用。

4. 通过显示目标目录的内容，验证复制是否成功。

# cd filesystem2
# ls

5. 删除源目录（如果可行）。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rbactask-2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cpi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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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 -rf filesystem1

例   4-1 在文件系统之间复制目录 (cpio)

# cd /data1

# find . -print -depth | cpio -pdm /data2
19013 blocks

# cd /data2

# ls

# rm -rf /data1

将文件和文件系统复制到磁带

可以使用 tar、pax 和 cpio 命令将文件和文件系统复制到磁带。所选的命令取决于复制
所需的灵活性和精确度。由于所有这三个命令都使用原始设备，因此在使用磁带之前不
需要在其中格式化或创建文件系统。

使用的磁带机及设备名称取决于每个系统的硬件配置。有关磁带设备名称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设备 》中的“选择要使用的介质”。

将文件复制到磁带（tar 命令）

以下是在使用 tar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磁带之前应了解的信息：

■ 如果使用带有 -c 选项的 tar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磁带，则会损坏磁带中位于当前磁带
位置以及该位置后的任何已有文件。

■ 可以使用文件名替换通配符（? 和 *）作为复制文件时指定的文件名的一部分。例
如，要复制带有 .doc 后缀的所有文档，请键入 *.doc 作为文件名参数。

■ 从 tar 归档文件中提取文件时，不能使用文件名称替换通配符。

如何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tar)
1. 转到包含要复制的文件的目录。

2. 将可写磁带插入磁带机中。

3. 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 tar cvf /dev/rmt/n filename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AGDFSbkuptapedevice-26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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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指明要创建归档文件。

v 归档时显示每个文件的名称。

f /dev/rmt/n 指明应该将归档文件写入指定的设备或文件。

filenames 指明要复制的文件和目录。使用空格分隔多个文件。

将指定的文件名复制到磁带，会覆盖该磁带上的任何现有文件。

4. 从磁带机中取出磁带。在磁带标签中写入文件名称。

5. 验证复制的文件是否位于该磁带中。

$ tar tvf /dev/rmt/n

有关列出 tar 磁带中的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如何列出磁带中的文件 (tar) [49]。

例   4-2 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tar)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三个文件复制到磁带机 0 中的磁带。

$ cd /export/home/kryten

$ ls reports
reportA reportB reportC

$ tar cvf /dev/rmt/0 reports
a reports/ 0 tape blocks

a reports/reportA 59 tape blocks

a reports/reportB 61 tape blocks

a reports/reportC 63 tape blocks

$ tar tvf /dev/rmt/0

如何列出磁带中的文件 (tar)
1. 将磁带插入磁带机。

2. 显示磁带内容。

$ tar tvf /dev/rmt/n

t 列出磁带中的文件目录。

v 与 t 选项一同使用，提供有关磁带中的文件的详细信息。

f /dev/rmt/n 指明磁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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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3 列出磁带中的文件 (tar)

以下示例显示磁带机 0 中的磁带上的文件列表。

$ tar tvf /dev/rmt/0
drwxr-xr-x   0/0        0 Jul 14 13:50 2010 reports/

-r--r--r--   0/0   206663 Jul 14 13:50 2010 reports/reportC

-r--r--r--   0/0   206663 Jul 14 13:50 2010 reports/reportB

-r--r--r--   0/0   206663 Jul 14 13:50 2010 reports/reportA

如何从磁带中检索文件 (tar)
1. 转到要放置文件的目录。

2. 将磁带插入磁带机。

3. 从磁带中检索文件。

$ tar xvf /dev/rmt/n [filenames]

x 指明应从指定的归档文件中提取文件。指定磁带机中的磁带上的所
有文件都会被复制到当前目录。

v 检索时显示每个文件的名称。

f /dev/rmt/n 指明包含归档文件的磁带设备。

filenames 指定要检索的文件。使用空格分隔多个文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tar(1)。

4. 验证文件是否已被复制。

$ ls -l

例   4-4 检索磁带中的文件 (tar)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从磁带机 0 中的磁带检索所有文件。

$ cd /var/tmp

$ tar xvf /dev/rmt/0
x reports/, 0 bytes, 0 tape blocks

x reports/reportA, 0 bytes, 0 tape blocks

x reports/reportB, 0 bytes, 0 tape blocks

x reports/reportC, 0 bytes, 0 tape blocks

x reports/reportD, 0 bytes, 0 tape blocks

$ ls -l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ta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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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从磁带中提取的文件名称必须与归档文件中存储的文件名称完全匹配。如果对文件的名
称或路径有任何疑问，请首先列出磁带中的文件。有关列出磁带中的文件的说明，请参
见如何列出磁带中的文件 (tar) [49]。

使用 pax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 pax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如何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pax)
1. 转到包含要复制的文件的目录。

2. 将可写磁带插入磁带机中。

3. 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 pax -w -f /dev/rmt/n filenames

-w 启用写模式。

-f /dev/rmt/n 确定磁带机。

filenames 指明要复制的文件和目录。使用空格分隔多个文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pax(1)。

4. 验证文件是否已被复制到磁带。

$ pax -f /dev/rmt/n

5. 从磁带机中取出磁带。在磁带标签中写入文件名称。

例   4-5 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pax)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使用 pax 命令来复制当前目录中的所有文件。

$ pax -w -f /dev/rmt/0 .

$ pax -f /dev/rmt/0
filea fileb file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pa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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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pio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 cpio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如何将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复制到磁带 (cpio)
1. 转到包含要复制的文件的目录。

2. 将可写磁带插入磁带机中。

3. 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 ls | cpio -oc > /dev/rmt/n

ls 为 cpio 命令提供文件名列表。

cpio -oc 指定 cpio 命令应该在复制出模式 (-o) 下操作，并以 ASCII 字符格
式 (-c) 写入头信息。这些选项确保可移植到其他供应商的系统。

> /dev/rmt/n 指定输出文件。

将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复制到指定磁带机中的磁带，会覆盖该磁带中的任何现有文件。屏
幕将显示复制的总块数。

4. 验证文件是否已被复制到磁带。

$ cpio -civt < /dev/rmt/n

-c 指定 cpio 命令应以 ASCII 字符格式读取文件。

-i 指定 cpio 命令应在复制入模式下操作，即使该命令仅列出了此时的
文件。

-v 显示与 ls -l 命令的输出格式类似的输出。

-t 列出指定磁带机中的磁带上的文件目录。

< /dev/rmt/n 指定现有 cpio 归档文件的输入文件。

5. 从磁带机中取出磁带。在磁带标签中写入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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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6 将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复制到磁带 (cpio)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 /export/home/kryten 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复制到磁带机 0 中的磁
带。

$ cd /export/home/kryten

$ ls | cpio -oc > /dev/rmt/0
1280 blocks

$ cpio -civt < /dev/rmt/0
-r--r--r--    1 kryten   staff      206663 Jul 14 13:52 2010, filea

-r--r--r--    1 kryten   staff      206663 Jul 14 13:52 2010, fileb

-r--r--r--    1 kryten   staff      206663 Jul 14 13:52 2010, filec

drwxr-xr-x    2 kryten   staff           0 Jul 14 13:52 2010, letters

drwxr-xr-x    2 kryten   staff           0 Jul 14 13:52 2010, reports

1280 blocks

如何列出磁带中的文件 (cpio)

注 - 列出磁带中的目录需要很长时间，因为 cpio 命令必须处理整个归档文件。

1. 将归档文件磁带插入磁带机。

2. 列出磁带中的文件。

$ cpio -civt < /dev/rmt/n

例   4-7 列出磁带中的文件 (cpio)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列出磁带机 0 中的磁带上的文件。

$ cpio -civt < /dev/rmt/0
-r--r--r--    1 kryten   staff      206663 Jul 14 13:52 2010, filea

-r--r--r--    1 kryten   staff      206663 Jul 14 13:52 2010, fileb

-r--r--r--    1 kryten   staff      206663 Jul 14 13:52 2010, filec

drwxr-xr-x    2 kryten   staff           0 Jul 14 13:52 2010, letters

drwxr-xr-x    2 kryten   staff           0 Jul 14 13:52 2010, reports

1280 blocks

如何从磁带中检索所有文件 (cpio)

如果已使用相对路径名创建了归档文件，则检索文件时会在当前目录中以目录形式生成
输入文件。但是，如果已使用绝对路径名创建了归档文件，则将使用相同的绝对路径在
系统中重新创建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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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使用绝对路径名可能会有危险，因为可能会覆盖系统中的现有文件。

1. 转到要放置文件的目录。

2. 将磁带插入磁带机。

3. 从磁带中提取所有文件。

$ cpio -icvd < /dev/rmt/n

-i 从标准输入中提取文件。

-c 指定 cpio 命令应以 ASCII 字符格式读取文件。

-v 在以与 ls 命令输出类似的格式检索文件时，显示这些文件。

-d 根据需要创建目录。

< /dev/rmt/n 指定输出文件。

4. 验证文件是否已被复制。

$ ls -l

例   4-8 从磁带中检索所有文件 (cpio)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从磁带机 0 中的磁带检索所有文件。

$ cd /var/tmp

cpio -icvd < /dev/rmt/0
answers

sc.directives

tests

8 blocks

$ ls -l

如何从磁带中检索特定文件 (cpio)
1. 转到要放置文件的目录。

2. 将磁带插入磁带机。

3. 从磁带中检索文件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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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io -icv "*file" < /dev/rmt/n

-i 从标准输入中提取文件。

-c 指定 cpio 命令应以 ASCII 字符格式读取头。

-v 在以与 ls 命令输出类似的格式检索文件时，显示这些文件。

"*file" 指定与该模式匹配的所有文件都将复制到当前目录。可以指定多种
模式，但是每种模式都必须用双引号引起来。

< /dev/rmt/n 指定输入文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cpio(1)。

4. 验证文件是否已被复制。

$ ls -l

例   4-9 从磁带中检索特定文件 (cpio)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从磁带机 0 中的磁带检索带有 chapter 后缀的所有文件。

$ cd /home/smith/Book

$ cpio -icv "*chapter" < /dev/rmt/0
Boot.chapter

Directory.chapter

Install.chapter

Intro.chapter

31 blocks

$ ls -l

将文件复制到远程磁带设备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 tar 命令和 dd 将文件复制到远程磁带设备。

如何将文件复制到远程磁带设备（tar 和 dd）
1. 在远程系统上配置 ssh，以便可以访问磁带机。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

安全 Shell 访问 》中的“配置安全 Shell（任务）”。

2. 转到要放置文件的目录。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cpio-1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MSSsshuser-8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MSSsshuse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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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磁带插入磁带机。

4. 将文件复制到远程磁带机。

$ tar cvf - filenames | ssh remote-host dd of=/dev/rmt/n obs=block-size

tar cf 创建磁带归档文件，归档时列出文件并指定磁带设备。

v 提供有关 tar 文件项的其他信息。

-（连字符） 表示磁带设备的占位符。

filenames 确定要复制的文件。使用空格分隔多个文件。

ssh | remote-host 将 tar 命令的输出传输到远程系统。

dd of= /dev/rmt/n 表示输出设备。

obs=block-size 表示分块因子。

5. 从磁带机中取出磁带。在磁带标签中写入文件名称。

例   4-10 将文件复制到远程磁带机（tar 和 dd）

# tar cvf - * | ssh mercury dd of=/dev/rmt/0 obs=126b
password:

a answers/ 0 tape blocks

a answers/test129 1 tape blocks

a sc.directives/ 0 tape blocks

a sc.directives/sc.190089 1 tape blocks

a tests/ 0 tape blocks

a tests/test131 1 tape blocks

6+9 records in

0+1 records out

如何从远程磁带设备中提取文件
1. 将磁带插入磁带机。

2. 转到临时目录。

$ cd /var/tmp

3. 从远程磁带设备中提取文件。

$ ssh remote-host dd if=/dev/rmt/n | tar xvBp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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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h remote-host 指明使用 dd 命令从磁带设备中提取文件时启动的安全 shell。

dd if=/dev/rmt/n 指明输入设备。

| tar xvBpf - 将 dd 命令的输出传输到用于恢复文件的 tar 命令。

4. 验证文件是否已被提取。

$ ls -l

例   4-11 从远程磁带机中提取文件

$ cd /var/tmp

$ ssh mercury dd if=/dev/rmt/0 | tar xvBpf -
password:

x answers/, 0 bytes, 0 tape blocks

x answers/test129, 48 bytes, 1 tape blocks

20+0 records in

20+0 records out

x sc.directives/, 0 bytes, 0 tape blocks

x sc.directives/sc.190089, 77 bytes, 1 tape blocks

x tests/, 0 bytes, 0 tape blocks

x tests/test131, 84 bytes, 1 tape blocks

$ l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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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介质结尾

cpio 命令，47
检索

使用 tar 命令从磁带中检索文件（如何），50
交换分区, 定义，37
交换文件

显示，42
添加到 vfstab，40

介质结尾检测
cpio 命令，47

进程文件系统
（概述），13

进程文件系统 (PROCFS)，13

L
临时文件系统 (TMPFS)

概述，12

M
目录

/proc，13
/tmp，12
使用 cpio 命令在文件系统之间进行复制（概
述），46

MNTFS 文件系统，15
mnttab 文件，16

N
内存存储（虚拟）, 定义，37
NAMEFS 文件系统，13
NFS

vfstab 项，31
服务器说明，17
说明，17

O
OBJFS 文件系统，13
/opt 目录，15

P
PCFS 文件系统，10
/proc 目录，13，15

Q
缺省

/tmp 的文件系统 (TMPFS)，12
SunOS 文件系统，15

确定
挂载的文件系统，27
文件系统类型，19

R
Rock Ridge 扩展（HSFS 文件系统），10

S
使用

/etc/vfstab 挂载文件系统，31
share 命令，17
shareall 命令，17
SHAREFS 文件系统，13
SPECFS 文件系统，13
SunOS 缺省文件系统，15
swapadd 命令，40
SWAPFS 文件系统，13

T
添加

向 /etc/vfstab 文件添加项（如何），30
将交换添加到 vfstab，40

停止
所有正在访问文件系统的进程（如何），34
文件系统的所有进程（如何），34

tar 命令
从磁带中检索文件（如何），50
使用 dd 命令从远程磁带中检索文件（如
何），56
使用 dd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远程磁带（如
何），56



索引

61

列出磁带中的文件（如何），49
（概述），48

/tmp 目录，12，15
TMPFS 文件系统

概述，12

U
UDF 文件系统，11
UFS 文件系统，10

使用 /etc/vfstab 挂载，31
挂载，30

UNIX 文件系统，10

V
/var 目录，15
vfstab 文件，40

LOFS 的项，27
向其添加交换，40
向其添加项（如何），30

W
伪文件系统

（概述），12
文件

位于 /proc 目录中，13
使用 tar 命令从磁带中检索（如何），50
共享，17

文件系统
/export/home，15
/opt，15
/proc，15
/var，15
4.3 Tahoe，10
BSD Fat Fast，10
CTFS，13
DOS，10
FDFS，13
FIFOFS，13
High Sierra，10
ISO 9660，10
MNTFS，15

NAMEFS，13
OBJFS，13
PCFS，10
PROCFS, （概述），13
SHAREFS，13
SPECFS，13
SWAPFS，13
TMPFS，12
UFS，10
UNIX，10
ZFS，10，10
伪, （概述），12
使其可用（概述），27
停止所有进程访问（如何），34
共享，17
基于磁盘，10
基于网络，11
挂载表，16
查找类型，19
类型，9
缺省的 SunOS，15
进程, （概述），13

文件系统类型，9

X
显示

交换空间，42
虚拟内存存储, 定义，37

Z
自动挂载

和 /home，19
ZFS 文件系统，10，10



62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文件系统 • 2014 年 7 月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文件系统
	目录
	使用本文档
	产品文档库
	获得 Oracle 支持
	反馈

	第 1 章 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概述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的类型
	Oracle Solaris 基于磁盘的文件系统
	通用磁盘格式 (Universal Disk Format, UDF) 文件系统

	基于网络的文件系统
	虚拟文件系统
	临时文件系统
	回送文件系统
	进程文件系统
	其他虚拟文件系统

	扩展的文件属性
	交换空间


	缺省的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
	挂载和取消挂载文件系统概述
	已挂载文件系统表
	虚拟文件系统表
	NFS 环境
	NFS 版本 4

	在引导环境中共享文件系统数据
	自动挂载 (autofs)
	Oracle Solaris SMB 服务

	确定文件系统的类型
	文件系统监视工具 (fsstat)
	有关文件系统管理任务的参考信息

	第 2 章 创建和挂载文件系统
	创建和挂载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
	如何创建 ZFS 文件系统
	如何创建和挂载传统 UFS 文件系统
	如何创建和挂载 TMPFS 文件系统
	如何创建和挂载 LOFS 文件系统
	挂载和取消挂载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
	/etc/vfstab 文件的字段说明
	取消挂载 Oracle Solaris 文件系统的先决条件

	如何向 /etc/vfstab 文件添加项
	如何挂载文件系统（/etc/vfstab 文件）
	如何挂载 NFS 文件系统（mount 命令）
	如何从硬盘挂载 PCFS (DOS) 文件系统（mount 命令）
	如何停止正在访问文件系统的所有进程
	如何取消挂载文件系统


	第 3 章 配置附加交换空间
	关于交换空间
	交换空间与虚拟内存
	交换空间与 TMPFS 文件系统
	交换空间与转储设备配置
	交换空间和动态重新配置
	在 SAN 环境中配置交换空间

	如何了解是否需要更多交换空间？
	与交换相关的错误消息
	与 TMPFS 相关的错误消息

	如何分配交换空间
	交换区域和 /etc/vfstab 文件

	规划交换空间
	为基于 ZFS 的系统分配交换空间

	监视交换资源
	在 Oracle Solaris ZFS 根环境中添加或更改交换空间
	如何在 Oracle Solaris ZFS 根环境中添加交换空间


	第 4 章 复制文件和文件系统
	用于复制文件系统的命令
	在文件系统之间复制目录（cpio 命令）
	如何在文件系统之间复制目录 (cpio)

	将文件和文件系统复制到磁带
	将文件复制到磁带（tar 命令）
	如何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tar)
	如何列出磁带中的文件 (tar)
	如何从磁带中检索文件 (tar)

	使用 pax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如何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pax)

	使用 cpio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磁带
	如何将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复制到磁带 (cpio)
	如何列出磁带中的文件 (cpio)
	如何从磁带中检索所有文件 (cpio)
	如何从磁带中检索特定文件 (cpio)

	将文件复制到远程磁带设备
	如何将文件复制到远程磁带设备（tar 和 dd）
	如何从远程磁带设备中提取文件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