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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硬體相容清單」提供了指向Oracle公開網站上硬體相容清單 (HCL)的連結。HCL
識別經過認證或報告可與 x86平台上的 Solaris作業系統一起使用的系統和元件。

本「硬體相容清單」還提供指向Hardware Certification Test Suite (HCTS)的連結。如果
通過HCTS測試，您的硬體在HCL中便列為「認證級」。

備註 –本 Solaris發行版本支援使用 SPARC和 x86系列處理器架構的系統。所支援的系統
列示於「Solaris OS: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s (http://www.sun.com/bigadmin/
hcl)」中。本文件列舉了不同平台類型間的所有實作差異。

本文中提及的 x86相關術語涵義如下：

■ 「x86」泛指 64位元和 32位元的 x86相容產品系列。
■ 「x64」專指 64位元的 x86相容CPU。
■ 「32位元 x86」表示有關 x86系統的特定 32位元資訊。

如需支援的系統的資訊，請參閱「Solaris OS: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s」。

本書適用對象
本書適用於獨立供應商 (IHV)、硬體製造商、系統整合商及一般使用者。透過本書，您
可以了解在何處能找到可與 Solaris OS一起使用的硬體清單。透過本書，您還可以了解
如何將硬體新增到該清單。

文件、支援和訓練
如需其他資源，請參閱以下網站：

■ 文件 (http://docs.sun.com)
■ 支援 (http://www.oracle.com/us/support/systems/index.html)
■ 訓練 (http://education.oracle.com) –按一下左側導覽列中的 Sun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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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歡迎您提出寶貴意見
Oracle歡迎您針對文件的品質與實用性提出寶貴意見與建議。如果您發現任何錯
誤，或有其他改善建議，請連線至 http://docs.sun.com並按一下 [Feedback] (意見反
映)。請提供文件標題與文件號碼及章、節、頁碼 (如果有)。如果您需要回覆，亦請註
明。

Oracle技術網路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index.html)提供與Oracle軟體
相關的資源：

■ 請至論壇 (http://forums.oracle.com)上討論技術問題與解決方法。
■ 請至Oracle範例 (http://www.oracle.com/technology/obe/start/index.html)取得實
機操作逐步指導。

■ 下載範例程式碼 (http://www.oracle.com/technology/sample_code/index.html)。

印刷排版慣例
下表說明本書所使用的印刷排版慣例。

表P–1 印刷排版慣例

字體 意義 範例

AaBbCc123 指令、檔案及目錄的名稱；螢幕畫面輸出。 請編輯您的 .login檔案。

請使用 ls -a列出所有檔案。

machine_name% you have mail.

AaBbCc123 您所鍵入的內容 (與螢幕畫面輸出相區別)。 machine_name% su

Password:

aabbcc123 預留位置：用實際名稱或值取代 移除檔案的指令是 rm filename。

AaBbCc123 書名、新專有名詞，以及要強調的專有名詞 請參閱「使用者指南」第 6章。

快取記憶體是儲存在本機的副
本。

請不要儲存此檔案。

備註：某些強調項目在線上以粗
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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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中的 Shell提示符號範例
下表顯示Oracle Solaris OS中包含的與 shell有關的預設UNIX系統提示及超級使用者提
示。請注意，顯示在指令範例中的預設系統提示符號視Oracle Solaris發行版本而不
同。

表 P–2 Shell提示符號

Shell 提示符號

Bash shell、Korn shell和 Bourne shell $

Bash shell、Korn shell和 Bourne shell超級使用者 #

C shell machine_name%

C shell超級使用者 machine_name#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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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相容清單

硬體相容清單顯示了經認證或報告可與 x86平台上的 Solaris作業系統 (Solaris OS)一起
使用的硬體。使用Hardware Certification Test Suite可以認證要加到此清單的新硬體。

硬體相容清單 (HCL)
硬體相容清單 (HCL)識別與 Solaris OS相容的硬體。個別清單可識別與最新商業版本的
Solaris作業系統以及最新開發版本的 Solaris作業系統相容的系統和元件。若要檢視清
單，請參閱 http://www.sun.com/bigadmin/hcl。此頁面的底部有指向HCL (為逗號分隔
值格式，即CSV格式)的連結，您可以將此清單做為試算表或資料庫進行搜尋或排
序。還有指向舊版 Solaris作業系統之硬體相容清單的連結。

任何硬體供應商或使用者都可以將項目提交到HCL。HCL分為兩個部分：認證級和報
告使用級。使用HCTS，您可以將硬體提交為「認証級」。如果不使用HCTS，仍可以
將硬體提交為報告使用級。

認証級 Oracle認證級硬體包括已通過Hardware Certification Test Suite (HCTS)測試的所有硬體。

報告使用級 這個類別中列出的硬體經報告可以與 Solaris OS一起使用。Oracle很感謝使用者社群在提供
此資料方面所做的貢獻。列出這個類別中的硬體不需要執行HCTS。

Oracle Services為認證級硬體和報告使用級硬體提供Oracle支援。

1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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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ware Certification Test Suite (HCTS)
Hardware Certification Test Suite (HCTS)包括系統和元件認證測試。HCTS測試對 x86伺
服器、筆記型電腦與桌上型電腦系統、主機板、各種網路、儲存裝置和串列 I/O控制器
進行認證，以確認它們是否可以與 Solaris作業系統一起使用。HCTS收集日誌檔，判斷
測是否通過並產生最後的測試報告。通過HCTS測試的硬體可做為「認證級」硬體納
入硬體相容清單 (HCL)。

如需如何使用HCTS的資訊，請參閱 http://www.sun.com/bigadmin/hcl/hcts。

Hardware Certification Test Suite (HCTS)

Oracle Solaris硬體相容清單 • 2010年 9月10

http://www.sun.com/bigadmin/hcl/hcts

	Oracle® Solaris 硬體相容清單
	前言
	本書適用對象
	文件、支援和訓練
	Oracle 歡迎您提出寶貴意見
	印刷排版慣例
	指令中的 Shell 提示符號範例

	硬體相容清單
	硬體相容清單 (HCL)
	Hardware Certification Test Suite (H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