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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 x86平台上引导和关闭Oracle Solaris》是提供Oracle Solaris系统管理信息重要部分
的文档集的一部分。本指南主要包含有关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信息。但是，有些信息
既适用于 x86平台，也适用于 SPARC平台。

本书假设您已经完成以下任务：

■ 已安装Oracle Solaris 11
■ 设置了任何计划使用的网络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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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支持的系统，请参见Oracle Solaris OS: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s（Oracle Solaris
OS：硬件兼容性列表）。

目标读者
本书适用于所有负责对运行Oracle Solaris 11发行版的一个或多个系统进行管理的人
员。要使用本书，您应当具备 1到 2年的UNIX系统管理经验。参加UNIX系统管理培
训课程可能会对您有所帮助。

系统管理指南系列书籍的结构
下表列出了系统管理指南系列中各本书包含的主题。

书名 主题

《在 SPARC平台上引导和关闭Oracle Solaris》 引导和关闭系统、管理引导服务、修改引导行为、从 ZFS引
导、管理引导归档文件以及在 SPARC平台上进行引导故障
排除

《在 x86平台上引导和关闭Oracle Solaris》 引导和关闭系统、管理引导服务、修改引导行为、从 ZFS引
导、管理引导归档文件以及在 x86平台上进行引导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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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主题

《Oracle Solaris管理：常见任务》 使用Oracle Solaris命令、引导和关闭系统、管理用户帐户和
组、管理服务、硬件错误、系统信息、系统资源和系统性
能、管理软件、打印、控制台和终端及对系统和软件问题进
行故障排除

《Oracle Solaris管理：设备和文件系统》 可移除介质、磁盘和设备、文件系统以及备份和还原数据

《Oracle Solaris管理：IP服务》 TCP/IP网络管理、IPv4和 IPv6地址管
理、DHCP、IPsec、IKE、IP过滤器和 IPQoS

《Oracle Solaris Administration: Naming and Directory
Services》

DNS、NIS和 LDAP命名与目录服务，包括从NIS转换至
LDAP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接口和网络虚拟化》 自动和手动 IP接口配置包括WiFi无线、网桥管
理、VLAN、聚合、LLDP和 IPMP、虚拟NIC和资源管理。

《Oracle Solaris管理：网络服务》 Web高速缓存服务器、与时间相关的服务、网络文件系
统（NFS和Autofs）、邮件、SLP和 PPP

《Oracle Solaris管理：Oracle Solaris Zones、Oracle Solaris 10
Zones和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功能，使用此功能可控制应用程序使用可用系统资
源的方式；Oracle Solaris Zones软件分区技术，用于虚拟化
操作系统服务以便为运行的应用程序创建独立环境；Oracle
Solaris 10 Zones，用于托管运行于Oracle Solaris 11内核的
Oracle Solaris 10环境

《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 审计、设备管理、文件安全性、BART、Kerberos服
务、PAM、加密框架、密钥管理框架、特
权、RBAC、SASL、安全 Shell和病毒扫描。

《Oracle Solaris Administration: SMB and Windows
Interoperability》

SMB服务，使用该服务可配置Oracle Solaris系统，从而使
SMB客户机可以使用 SMB共享；SMB客户机，通过其可访
问 SMB共享；本机标识映射服务，使用该服务可以在
Oracle Solaris系统和Windows系统之间映射用户和组标识

《Oracle Solaris管理：ZFS文件系统》 ZFS（Zettabyte文件系统）存储工具以及文件系统的创建和
管理、快照、克隆、备份、使用访问控制列表 (Access
Control List, ACL)保护 ZFS文件、在安装区域的Oracle
Solaris系统中使用 ZFS、仿真卷以及故障排除和数据恢复

《Trusted Extensions配置和管理》 专用于Trusted Extensions的系统安装、配置和管理

《Oracle Solaris 11安全准则》 保护Oracle Solaris系统及其安全性功能的使用方案（如区
域、ZFS和Trusted Extensions）

《从Oracle Solaris 10转换到Oracle Solaris 11》 在安装、设备、磁盘和文件系统管理、软件管理、网络、系
统管理、安全性、虚拟化、桌面功能、用户帐户管理和用户
环境方面为从Oracle Solaris 10转换至Oracle Solaris 11提供系
统管理信息和示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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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Oracle支持
Oracle客户可以通过My Oracle Support获取电子支持。有关信息，请访问 http://

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或访问 http://www.oracle.com/

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如果您听力受损）。

印刷约定
下表介绍了本书中的印刷约定。

表P–1 印刷约定

字体或符号 含义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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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ls -a列出所有文件。

machine_name% you have mail.

AaBbCc123 用户键入的内容，与计算机屏幕输出的显示
不同

machine_name% su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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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BbCc123 保留未译的新词或术语以及要强调的词 这些称为Class选项。

注意：有些强调的项目在联机时
以粗体显示。

新词术语强调 新词或术语以及要强调的词 高速缓存是存储在本地的副本。

请勿保存文件。

《书名》 书名 阅读《用户指南》的第 6章。

命令中的 shell提示符示例
下表显示了Oracle Solaris OS中包含的缺省UNIX shell系统提示符和超级用户提示
符。请注意，在命令示例中显示的缺省系统提示符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
Oracle Solaris发行版。

表 P–2 shell提示符

shell 提示符

Bash shell、Korn shell和 Bourne shell $

Bash shell、Korn shell和 Bourne shell超级用户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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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2 shell提示符 （续）

shell 提示符

C shell machine_name%

C shell超级用户 machine_name#

一般约定
请注意本书中使用的以下约定。

■ 执行步骤或使用示例时，请确保完全按照括号中所示键入双引号 (")、左单引号 (‘)
和右单引号 (’)。

■ 在某些键盘上，Return键被标记为 Enter。
■ root路径通常包括 /usr/sbin、/usr/bin和 /etc目录，因此，对于本书中的步
骤，在显示这些目录中的命令时不带绝对路径名。对于那些使用其他不太常见目录
中命令的步骤，在示例中会显示其绝对路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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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概述）

Oracle Solaris设计为持续运行，从而使企业服务（如数据库和Web服务）尽可能保持
可用。本章提供有关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的概述信息和指南。

注 –本指南主要侧重于介绍如何在服务器和工作站上引导和关闭单个Oracle Solaris实
例。本文档不详细介绍有关如何在具有服务处理器的系统和具有多个物理域的系统上
引导和关闭Oracle Solaris的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特定硬件的产品文档，网址
为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indexes/documentation/index.html。

以下列出本章所介绍的信息：

■ 第 11页中的 “引导和关闭系统方面的新增功能”
■ 第 14页中的 “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主题列表）”
■ 第 14页中的 “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指南”
■ 第 15页中的 “服务管理工具和引导”
■ 第 16页中的 “运行级别的工作原理”
■ 第 18页中的 “Oracle Solaris引导体系结构概述”
■ 第 19页中的 “基于GRUB的引导”

有关引导和关闭基于 SPARC的系统的信息，请参见《在 SPARC平台上引导和关闭
Oracle Solaris》。

引导和关闭系统方面的新增功能
以下引导功能是Oracle Solaris 11发行版中的新增功能：

■ 第 12页中的 “通过管理行为提供的 driver.conf文件”
■ 第 12页中的 “位映射控制台支持”
■ 第 13页中的 “引导和关机动画”
■ 第 13页中的 “x86:取消对 32位内核的支持”

1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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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理行为提供的driver.conf文件
可以在驱动程序配置文件 (driver.conf)中补充本地管理更改，而无需在 /kernel和
/platform目录中修改原始供应商提供的文件。通过此增强功能，可以在系统升级期间
更好地保存本地配置。现在，通过将 driver.conf文件添加到新的 /etc/driver/drv目
录中，可以对驱动程序配置提供本地更改。引导时，系统将在 /etc/driver/drv中为该
驱动程序检查配置文件。如果找到配置文件，系统会自动将供应商提供的配置与通过
管理行为提供的更改合并。

要显示这些合并的属性，请将 prtconf命令和新的 -u选项配合使用。通过 -u选项，可
以显示指定驱动程序的原始属性值和修改后的属性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prtconf(1M)手册页。有关说明，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常见任务》中的“如何显
示设备的缺省属性值和定制属性值”。

注 –请勿在 /kernel和 /platform目录中编辑供应商提供的 driver.conf文件。如果需要
补充驱动程序的配置，首选方法是将相应的 driver.conf文件添加到本地
/etc/driver/drv目录中，然后定制该文件。有关说明，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
理：设备和文件系统》中的第 5章 “管理设备（概述/任务）”。

另请参见以下参考资料：

■ driver.conf(4)
■ driver(4)
■ 《Writing Device Drivers》
■ ddi_prop_exists(9F)
■ ddi_prop_lookup(9F)

位映射控制台支持

与较早的视频图形阵列 (Video Graphics Array, VGA) 640-480 16色控制台相比，Oracle
Solaris 11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支持更高的分辨率和颜色深度。对于使用传统 BIOS和视
频电子标准协会 (Video Electronics Standards Association, VESA)选项只读存储器
(read-only memory, ROM)的系统，提供这种支持。请注意，这种支持仅限于图形卡或
帧缓存器用作物理或虚拟控制台的情况下。对串行控制台的行为则没有任何影响。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52页中的 “支持位映射控制台”。

引导和关闭系统方面的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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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和关机动画
引导过程中系统上显示的进度状态指示器会在以下情况下自动中断：

■ 进入内核调试器。

■ 系统出现紧急情况。

■ 要求输入内容的Oracle Solaris服务的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功能中断引导过程。

■ 出现GNOME桌面管理器 (GNOME Desktop Manager, GDM)登录屏幕。

在关机过程中，如果在引导系统时指定了 console=graphics选项，并且 X.org服务器
触发了关机操作，则会显示进度状态指示器。通过将 svc:/system/boot-config SMF服
务的新 splash-shutdown属性设置为 false，可以阻止显示进度状态指示器。有关说
明，请参见第 53页中的 “禁用关机动画”。

快速重新引导
快速重新引导实现了一种内核内引导装载程序，它可将内核装入内存，然后再切换到
该内核。该过程会绕过固件和引导装载程序进程，从而使系统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
重新引导。

快速重新引导功能由 SMF进行管理，并通过引导配置服务 svc:/system/boot-config来
实现。boot-config服务提供了一种设置或更改缺省引导配置参数的方法。将
config/fastreboot_default属性设置为 true时，系统将自动执行快速重新引导，不需
要使用 reboot --f命令。在 x86平台上，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true。有关与任务相关的
信息，包括如何更改 SPARC平台上快速重新引导的缺省行为，请参见第 39页中的 “加
速基于 x86的系统上的重新引导过程”。

x86:取消对32位内核的支持
在Oracle Solaris 11中，已取消对 x86平台上 32位内核的支持。其结果是，无法在 32位
x86平台上引导Oracle Solaris 11。具有 32位硬件的系统必须升级到 64位硬件，或者继
续运行Oracle Solaris 10。

注 –移除 32位内核支持并不影响 32位应用程序。x86平台依然支持 32位应用程序。

引导和关闭系统方面的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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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主题列表）
通过以下链接可找到本文档中有关引导各主题的逐步说明。

表 1–1 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主题列表

任务 更多信息

使基于 x86的系统进入指定状态（运行级别引
导）。

第 2章，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指定状态（任
务）

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 第 3章，关闭系统（任务）

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 第 4章，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任务）

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 第 5章，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任务）

更改基于 x86的系统的缺省引导行为。 第 6章，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任
务）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通过 ZFS BE、快照或数据集
进行创建、管理和引导。

第 7章，在 x86平台上从 ZFS引导环境创建、管
理和引导（任务）

使用引导管理接口 (bootadm)使基于 x86的系统保
持可引导。

第 8章，使基于 x86的系统保持可引导（任务）

解决基于 x86的系统的引导问题。 第 9章，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故障排除（任务）

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指南
引导系统时，请牢记以下指南：

■ 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后，通过在GRUB菜单中选择操作系统对其进行引导。如果未
选择任何操作系统，系统将引导在 menu.lst文件中指定的缺省操作系统。

■ 通过关闭并重新打开电源，可以重新引导系统。

注意 –除非您的基于 x86的系统运行的是支持此关机方法的发行版，否则，此方法不
被视为正常关机。仅将此关闭方法用作紧急情况下的备用方法。由于系统服务和进
程突然终止，因此很可能会发生文件系统损坏。修复此类损坏所需的工作会很
多，而且可能需要从备份副本恢复各种用户文件和系统文件。

引导系统的原因
下表列出了可能需要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原因。此外，还介绍了系统管理任务以及完
成任务所使用的对应引导选项。

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主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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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引导系统

系统重新引导的原因 适当的引导选项 更多信息

由于预期停电而关闭系统电源。 重新打开系统电源 第 3章，关闭系统（任务）

更改 /etc/system文件中的内核参数。 将系统重新引导至多用户状态（共享
NFS资源的运行级别 3）

第 24页中的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
多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3）”

执行文件系统维护，如备份或恢复系统
数据。

从单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S）下按
Ctrl-D组合键，使系统恢复至多用户状
态（运行级别 3）

第 25页中的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
单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S）”

修复系统配置文件，如 /etc/system。 交互式引导 第 26页中的 “以交互方式引导基于 x86
的系统”

在系统中添加或删除硬件。 重新配置引导（如果设备不可热插
拔，在添加或移除设备之后打开系统电
源）

《Oracle Solaris管理：设备和文件系
统》中的“为 ZFS文件系统设置磁
盘（任务列表）”

从挂起的系统恢复并强制实施故障转
储。

恢复引导 第 78页中的 “如何强制实施故障转储和
系统重新引导”

使用内核调试器 (kmdb)引导系统以跟踪
系统问题。

引导 kmdb 第 80页中的 “如何在启用内核调试器
(kmdb)的情况下引导系统”

服务管理工具和引导
SMF提供了在传统UNIX启动脚本、init运行级别和配置文件的基础上进行扩充的基础
结构。引入 SMF后，现在引导过程创建的消息要少许多。缺省情况下，在启动服务时
并不显示消息。由引导消息提供的所有信息现在可在每个服务的日志文件（位于
/var/svc/log中）中找到。可以使用 svcs命令来帮助诊断引导问题。要在引导过程中
启动每个服务时生成消息，请在 boot命令中使用 -v选项。

引导系统时，可以选择要引导至的里程碑，或选择要记录的错误消息级别。例如：

■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选择要引导至的特定里程碑：

ok boot -m milestone=milestone

缺省里程碑是 all，它启动所有已启用的服务。另一个有用的里程碑是 none，它仅
启动 init、svc.startd和 svc.configd。此里程碑可提供一个非常有用的调试环
境，在该环境中可以手动启动服务。有关如何使用 none里程碑的说明，请参
见《Oracle Solaris管理：常见任务》中的“如何在不启动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引导”。

运行级别等效项 single-user、multi-user和 multi-user-server也可用，但是不常
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multi-user-server里程碑不会启动不是该里程碑相关项的
任何服务，因此可能不包含重要的服务。

■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选择 svc.startd的日志记录级别：

ok boot -m logging_level

服务管理工具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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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的日志记录级别是 quiet、verbose和 debug。有关日志记录级别的特定信
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常见任务》中的“SMF服务错误日志记录”。

使用 SMF时的引导行为更改
SMF提供的大多数功能都在后台运行，因此用户通常不会注意到这些功能。其他功能
可由新命令访问。

下面列出了最明显的行为更改：

■ 现在引导过程创建的消息要少许多。缺省情况下，在启动服务时并不显示消息。由
引导消息提供的所有信息现在可在每个服务的日志文件（位于 /var/svc/log中）中
找到。可以使用 svcs命令来帮助诊断引导问题。另外，还可以使用 boot命令的 -v

选项。当在引导过程中启动每个服务时，该命令会生成一条消息。

■ 如果有可能，服务将会自动重新启动，因此似乎进程无法终止。如果服务有缺
陷，则该服务将被置于维护模式，但通常服务会在进程终止之后重新启动。应当使
用 svcadm命令来停止任何不应运行的 SMF服务的进程。

■ /etc/init.d和 /etc/rc*.d中的许多脚本已被删除。这些脚本将不再是启用或禁用
服务所必需的脚本。/etc/inittab中的项也已被删除，以便可以使用 SMF对服务进
行管理。由 ISV提供或在本地开发的脚本和 inittab项将能够继续运行。在引导过
程中，服务可能不会在完全相同的点启动，但是在启动 SMF服务之前不会启动这些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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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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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Oracle Solaris运行级别

运行级别 Init状态 类型 目的

0 电源关闭状态 电源关闭 关闭操作系统，以便可以安全地关闭系统电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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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管理状态 单用户 访问所有可用的文件系统。用户登录功能处
于禁用状态。

运行级别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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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Oracle Solaris运行级别 （续）

运行级别 Init状态 类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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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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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替换多用户状态 多用户 在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但是可供客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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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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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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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4 运行级别和 SMF里程碑

运行级别 SMF里程碑 FMRI

S milestone/single-user:default

2 milestone/multi-user:default

3 milestone/multi-user-server:default

系统引导到多用户状态（运行级别3）时发生的情
况
1. init进程将启动，并读取 svc:/system/environment:init SMF服务中定义的属
性，以设置任何环境变量。缺省情况下，仅设置 TIMEZONE变量。

2. 然后，init读取 inittab文件并执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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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将启动活动传递到 svc.star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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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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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使用 none里程碑引导系统可能对调试启动问题非常有用。none里程碑没有等效
的运行级别。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常见任务》中的“如何在不
启动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引导”。

Oracle Solaris引导体系结构概述
Oracle Solaris引导体系结构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 使用引导归档文件

引导归档文件是一个RAM磁盘 (ramdisk)映像，它包含引导系统所需的所有文
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68页中的 “Oracle Solaris引导归档文件说明”。

■ 使用引导管理接口来维护Oracle Solaris引导归档文件的完整性
bootadm命令可处理引导归档文件更新和验证的细节。在安装或升级期间，bootadm

命令会创建初始引导归档文件。在系统正常关机过程中，关机过程会将引导归档文
件的内容与根文件系统进行比较。如果系统具有更新（如驱动程序或配置文
件），则引导归档文件将重建为包括这些更改，以便在重新引导后，引导归档文件
和根文件系统可以同步。可以使用 bootadm命令手动更新引导归档文件。有关说
明，请参见第 70页中的 “维护引导归档文件的完整性”。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bootadm(1M)和 boot(1M)手册页。

■ 在安装期间使用RAM磁盘 (ramdisk)映像作为根文件系统
RAM磁盘 (ramdisk)映像源自引导归档文件，然后会被从引导设备传送到系统。
对于软件安装，RAM磁盘 (ramdisk)映像是用于整个安装过程的根文件系统。使用
RAM磁盘 (ramdisk)映像实现此目的消除了从可移除介质引导系统的需要。RAM磁
盘 (ramdisk)文件系统类型可以是High Sierra文件系统 (High Sierra File System,
HSFS)。

x86引导过程的工作原理
本节介绍Oracle Solaris x86平台的基本引导过程。有关特定硬件类型（包括具有服务处
理器的系统和具有多个物理域的系统）的引导过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特定硬件的产
品文档，网址为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indexes/documentation/

index.html。

打开基于 x86的系统时，BIOS将初始化CPU、内存和平台硬件。BIOS阶段完成后，将
从已配置的引导设备装入引导装载程序，系统控制权将转交给引导装载程序，后者进

Oracle Solaris引导体系结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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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启动引导过程。引导装载程序是在打开系统后运行的第一个软件程序。此程序将开
始执行引导过程。在Oracle Solaris中，GRand Unified Bootloader（也称为 "GRUB"）是
基于 x86的系统上的缺省引导装载程序。

基于GRUB的引导
在Oracle Solaris中，开源GRand Unified Bootloader (GRUB)是基于 x86的系统上的缺省
引导装载程序。GRUB负责将引导归档文件装入系统的内存中。引导归档文件是一些
关键文件的集合，挂载根文件系统之前，在系统启动过程中需要这些文件。引导归档
文件是用于引导Oracle Solaris的接口。您可以在 http://www.gnu.org/software/grub/

grub.html中找到有关GRUB的更多信息。另请参见 grub(5)手册页。

GRUB实现了一个菜单界面，其中包括在名为 menu.lst文件的配置文件中预定义的引
导选项。GRUB还具有一个可从GUI菜单界面访问的命令行界面，该界面可用于执行
各种引导功能，包括修改缺省引导参数。

Oracle Solaris内核完全符合多引导规范。使用GRUB，可以引导可能安装在一个系统上
的多个不同操作系统。例如，系统引导时通过在GRUB菜单中选择相应的引导项，可
以分别引导Oracle Solaris、Linux或Windows。或者，可以定制 menu.lst文件，以便缺
省引导特定的OS实例。

由于GRUB具有直观的文件系统和内核可执行格式，因此您无需记录内核在磁盘上的
物理位置即可装入操作系统。使用基于GRUB的引导，内核的装入是通过指定其文件
名以及内核所在的驱动器和分区来实现的。

GRUB组件
GRUB引导装载程序的组件如下所示：

■ stage1－安装在 fdisk分区的第一个扇区上的映像。通过指定 installgrub命令和
-m选项，可以选择将 stage1安装在主引导扇区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installgrub(1M)手册页和《Oracle Solaris管理：设备和文件系统》中的“GRUB引
导环境中的磁盘管理”。

■ stage2－安装在 fdisk分区的保留区中的映像。stage2映像是GRUB的核心映像。
■ menu.lst文件－通常位于带有 ZFS根文件系统的系统上的 /pool-name/boot/grub目
录中，其中 /pool-name/boot/grub是 ZFS存储池的名称。该文件由GRUB stage2文
件读取。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54页中的 “通过编辑 menu.lst文件修改引导项
和引导参数”一节。

您无法使用 dd命令将 stage1和 stage2映像写入磁盘。stage1映像必须能够接收有关
磁盘上的 stage2映像的位置的信息。使用 installgrub命令，这是安装GRUB引导块
时支持方法。

基于GRUB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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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B菜单的用途和功能
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时显示的菜单即为GRUB菜单。此菜单基于GRUB menu.lst文件中
的配置信息。引导序列开始时，将显示GRUB菜单。除非中断引导序列，否则缺省情
况下将引导缺省项（通常是 menu.lst文件中的第一项）。

可以在引导时编辑GRUB菜单，以便引导其他操作系统或修改缺省引导项的参数。为
此，请在显示GRUB菜单时立即键入 e。键入 e将中断引导过程，并使您进入GRUB编
辑菜单，在该菜单中可以选择要引导的其他OS或修改缺省引导项的缺省引导参数。请
注意，修改后的引导行为仅在下次引导系统之前有效。有关说明，请参见第 50页中的
“在引导时修改引导参数”。

GRUB设备命名约定
GRUB使用的设备命名约定与先前发行版中使用的设备命名约定略有不同。了解GRUB
使用的设备命名约定可帮助您在系统上配置GRUB时正确指定驱动器和分区信息。

下表介绍了GRUB使用的设备命名约定。

表 1–5 GRUB设备的约定

设备名 说明

(fd0) 第一个磁盘

(fd1) 第二个磁盘

(nd) 网络设备

(hd0,0) 第一个磁盘上的第一个 fdisk分区

(hd0,1) 第一个磁盘上的第二个 fdisk分区

(hd0,0,a), 第一个磁盘上第一个 fdisk分区上的分片 a

(hd0,0,b) 第一个磁盘上第一个 fdisk分区上的分片 b

注 –所有的GRUB设备名称都必须括在括号中。

从 Solaris 10 10/08发行版开始，findroot命令取代了GRUB以前使用的 root命
令。findroot命令提供了用于搜索目标磁盘（无论使用哪个引导设备）的增强功能。

x86和GRUB引导术语
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时会用到以下基本术语：

基于GRUB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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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BIOS是引导固件（设计为 PC打开时运行的第一个代
码）。BIOS的初始功能是识别、测试和初始化系统设备，例如视频显卡、硬盘、磁
盘和其他硬件。

boot archive（引导归档文件）
用于引导Oracle Solaris OS的关键文件的集合。在挂载根文件系统前，系统启动过程
中将需要这些文件。

boot loader（引导装载程序）
打开系统后运行的第一个软件程序。此程序将开始执行引导过程。

GRand Unified Bootloader (GRUB)
GRUB是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使用的多引导引导装载程序。引导装载程序是系统启
动时运行的第一个软件程序。它负责装入操作系统内核软件（Oracle Solaris、Linux
和Windows），并将控制权转交给操作系统内核软件。

GRUB edit menu（GRUB编辑菜单）
GRUB主菜单的一个子菜单。GRUB命令将显示在该子菜单中。可以编辑这些命令
以更改引导行为。

GRUB main menu（GRUB主菜单）
列出系统中安装的操作系统的引导菜单。使用该菜单，无需修改 BIOS或 fdisk分区
设置即可轻松地引导操作系统。

menu.lst file（menu.lst文件）
一个列出系统中安装的所有操作系统的配置文件。该文件的内容指定在GRUB菜单
中显示的操作系统的列表。使用该菜单，无需修改 BIOS或 fdisk分区设置即可轻松
地引导操作系统。

基于GRUB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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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指定状态（任
务）

本章提供了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各种系统状态（也称为运行级别）的任务相关信
息。

以下列出本章所介绍的信息：

■ 第 23页中的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指定状态（任务列表）”
■ 第 24页中的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指定状态”

有关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概述信息，请参见第 1章，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概
述）。

有关将基于 SPARC的系统引导至指定状态的信息，请参见《在 SPARC平台上引导和关
闭Oracle Solaris》中的第 2章 “将基于 SPARC的系统引导至指定状态（任务）”。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指定状态（任务列表）
表 2–1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指定状态：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确定系统的当前运行级别。 可使用带有 -r选项的 who命令
确定系统的当前运行级别。

第 24页中的 “确定系统的当前运
行级别”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多用户
状态。

关闭系统或执行系统硬件维护任
务之后，使用此引导方法可使系
统恢复至多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3）。

第 24页中的 “将基于 x86的系统
引导至多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3）”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单用户
状态。

使用此引导方法可执行系统维护
任务（例如，备份文件系统）。

第 25页中的 “将基于 x86的系统
引导至单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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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指定状态：任务列表 （续）

任务 说明 参考

以交互方式引导基于 x86的系
统。

为测试目的而对系统文件或内核
进行临时更改后使用此引导方
法。

第 26页中的 “以交互方式引导基
于 x86的系统”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指定状态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指定状态，也称为运行级别引导。

确定系统的当前运行级别
要确定系统的当前运行级别，请使用 who -r命令。

示例 2–1 确定系统的运行级别

who -r命令的输出显示有关系统当前运行级别以及之前运行级别的信息。

$ wh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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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ho -r命令的输出 说明

run-level 3 标识当前的运行级别

Dec 13 10:10 标识上次更改运行级别的日期

3 也标识当前的运行级别

0 标识自上次重新引导以来系统处于该运行级别的
次数

S 标识以前的运行级别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多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3）
如果系统已关闭，则将其打开或使用 reboot命令可启动多用户引导序列。

使用 who -r命令验证系统是否已进入指定的运行级别。请参见第 24页中的 “确定系统
的当前运行级别”。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指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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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将系统引导至多用户状态（运行级别3）
使用此过程将当前处于运行级别 0的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运行级别 3。

重新引导系统。

# reboot

如果系统显示 Press any key to reboot 提示，请按任意键以重新引导系统。

在出现此提示时，您还可以使用 "Reset"（重置）按钮。如果系统已关闭，请使用电源
开关打开系统。

引导序列开始时，将显示GRUB主菜单。

显示GRUB主菜单时，按 Enter键引导缺省OS实例。
如果在 10秒内未选择某个项，系统会自动引导至运行级别 3。

引导过程成功完成后，将显示登录提示。

登录到系统。

hostname console login:

确认系统已引导至运行级别 3。
$ who -r

. run-level 3 Mar 2 09:44 3 0 S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单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S）
将系统引导至单用户状态用于进行系统维护，如备份文件系统或对其他系统问题进行
故障排除。

▼ 如何将系统引导至单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S）

重新引导系统。

# reboot

如果系统显示 Press any key to reboot 提示，请按任意键以重新引导系统。

在出现此提示时，您还可以使用 "Reset"（重置）按钮。如果系统已关闭，请使用电源
开关打开系统。

引导序列开始时，将显示GRUB主菜单。

显示GRUB主菜单时，键入 e以编辑GRUB菜单。

1

2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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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要运行的发行版，使用方向键选择 kernel$行。

如果不能使用方向键，请使用插入记号 (^)键向上滚动，使用字母 v键向下滚动。

再次键入 e以编辑引导项。

在这里，您可以向 kernel或 kernel$行添加选项和参数。

要将系统引导至单用户状态，请在引导项行的结尾键入 -s，然后按回车键返回至上一
屏幕。

注 –要指定其他引导行为，请将 -s选项替换为适当的引导选项。

可以使用此方式指定以下备用引导行为：

■ 执行重新配置引导
■ 使用内核调试器引导系统
■ 重定向控制台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boot(1M)手册页。

要将系统引导至单用户状态，请键入 b。

出现提示时，键入 root用户的口令。

确认系统处于运行级别 S。
# who -r

. run-level S Jun 13 11:07 S 0 0

执行将运行级别更改为 S所需的系统维护任务。

完成系统维护任务后，重新引导系统。

以交互方式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
如果在引导过程中需要指定替代内核或 /etc/system文件，则以交互方式引导系统非常
有用。使用以下过程以交互方式引导系统。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引导备用引导环境来
解决 /etc/system文件问题。请参见第 40页中的 “对系统启动重新引导以引导至新激
活的或备用的引导环境”。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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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以交互方式引导系统

创建 /etc/system和 boot/solaris/filelist.ramdisk文件的备份副本，然后将
/etc/system.bak文件名添加到 /boot/solaris/filelist.ramdisk文件。例如：

# cp /etc/system /etc/system.bak

# cp /boot/solaris/filelist.ramdisk /boot/solaris/filelist.ramdisk.orig

# echo "etc/system.bak" >> /boot/solaris/filelist.ramdisk

更新引导归档文件。

# bootadm update-archive -v

重新引导系统。

# reboot

在GRUB菜单显示后，选择要以交互方式引导的操作系统，然后键入 e。

使用方向键选择 kernel$行，然后键入 e以编辑指定的引导项。

在行的末尾键入 -a，然后按回车键。

键入 b以交互方式引导系统。

按如下所述来响应系统提示：

a. 指定一个备用系统文件，然后按回车键。
Name of system file [etc/system]: /etc/system.bak

b. 指定根文件系统，然后按回车键。

c. 指定根设备的物理名称，然后按回车键。

在不提供任何信息的情况下按回车键将接受系统缺省设置。

修复损坏的 /etc/system文件。

将系统重新引导至运行级别 3。
# reboot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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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系统（任务）

本章提供有关关闭系统的概述和任务相关信息。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的过程与关闭基于
SPARC的系统的过程相同。但某些示例的输出可能不同。

以下列出本章所介绍的信息：

■ 第 29页中的 “关闭系统（任务列表）”
■ 第 30页中的 “关闭系统概述”
■ 第 30页中的 “系统关闭指南”
■ 第 31页中的 “关闭系统”
■ 第 36页中的 “关闭系统设备电源”

有关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概述信息，请参见第 1章，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概
述）。

有关引导和关闭基于 SPARC的系统的信息，请参见《在 SPARC平台上引导和关闭
Oracle Solaris》。

关闭系统（任务列表）

表 3–1 关闭系统：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确定登录到系统的用户。 如果系统是一个服务器，请使用
who命令确定哪位用户登录到系
统。

第 31页中的 “如何确定登录到系
统的用户”

使用 shutdown命令关闭系统。 使用带有合适选项的 shutdown

命令关闭系统。本方法是关闭服
务器的首选方法。

第 32页中的 “如何使用 shutdown

命令关闭系统”

使用 init命令关闭系统。 使用 init命令并指定适当运行
级别来关闭系统。

第 35页中的 “如何使用 init命
令关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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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系统概述
Oracle Solaris可以持续运行，从而使电子邮件和网络软件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某些系
统管理任务和紧急情况需要关闭系统，使其进入可以安全关闭电源的级别。在某些情
况下，需要使系统进入中间级别，在此级别并非所有系统服务都可用。

这类情况包括以下几项：

■ 添加或移除硬件
■ 为预期停电做准备
■ 执行文件系统维护，如备份

有关使用系统电源管理功能的信息，请参见 poweradm(1M)手册页。

系统关闭指南
关闭系统时，请牢记以下几点：

■ 使用 shutdown或 init命令关闭系统。这两个命令都可以正常关闭系统，也就是说
所有的系统进程和服务都将正常终止。

■ 您必须成为 root角色，才能使用 shutdown和 init命令。

■ shutdown和 init命令将运行级别作为参数。

以下是三个最常见的运行级别：

■ 运行级别 3－所有系统资源都可用且用户可以登录。缺省情况下，引导系统后会
使系统进入运行级别 3，该运行级别用于正常的日常操作。此运行级别也称为共
享NFS资源的多用户状态。

■ 运行级别 6－关闭系统以进入运行级别 0，然后将系统重新引导至共享 SMB或
NFS资源的多用户级别（或 inittab文件中的任何缺省运行级别）。

■ 运行级别 0－操作系统关闭，可以安全关闭电源。每次移动系统，或者添加或移
除硬件时，都需要使系统进入运行级别 0。

第 16页中的 “运行级别的工作原理”中全面介绍了运行级别。

系统关闭命令
shutdown和 init命令是用于关闭系统的主要命令。这两个命令都会执行系统的正常关
闭。同样，系统会将所有的文件系统更改写入磁盘，并以正常方式终止所有系统服
务、进程和操作系统。

由于系统服务会突然终止，因此使用系统的 Stop组合键或关闭系统然后再将其打开都
不是正常关机。但是，有时在紧急情况下需要执行这些操作。

关闭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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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了各种关闭命令并提供了使用这些命令的建议。

表 3–2 关闭命令

命令 说明 何时使用

shutdown 用于调用 init程序以关闭系统的可
执行文件。缺省情况下，会使系统
进入运行级别 S。

使用此命令关闭正以运行级别 3运行的服务
器。

init 用于在更改运行级别之前终止所有
活动进程并同步磁盘的可执行文
件。

由于此命令可以更快速地关闭系统，因此该
命令优先用于在不影响其他用户的情况下关
闭独立系统。不发送有关系统即将关闭的通
知。

reboot 用于同步磁盘并将引导指令传递给
uadmin系统调用的可执行文件。此
系统调用会反过来停止处理器。

init命令是首选方法。

halt、poweroff 用于同步磁盘并停止处理器的可执
行文件。

不建议使用，因为其不会关闭所有进程或卸
载任何剩余文件系统。仅在紧急情况下或大
多数服务已停止时，才应停止服务，而无需
执行正常关机操作。

关闭系统
以下过程和示例说明如何使用 shutdown和 init命令关闭系统。

▼ 如何确定登录到系统的用户
对于作为多用户分时系统的Oracle Solaris系统，关闭系统前可能需要确定是否有任何
用户登录到系统。在这些实例中使用以下过程。

要确定登录到系统的用户，请使用 who命令，如下所示：

$ who

holly console May 7 07:30

kryten pts/0 May 7 07:35 (starlite)

lister pts/1 May 7 07:40 (bluemidget)

■ 第一列中的数据标识登录用户的用户名。
■ 第二列中的数据标识登录用户的终端线。
■ 第三列中的数据标识用户登录的日期和时间。
■ 第四列中的数据（如果存在）标识用户从远程系统登录时的主机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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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用 shutdown命令关闭系统
成为 root角色。

对于服务器关闭，查明是否有任何用户登录到系统。

# who

屏幕上会显示所有登录用户的列表。

关闭系统。

# shutdown -iinit-state -ggrace-period -y

-iinit-state 使系统进入到与缺省级别 S不同的 init状态。选项包括 0、1、2、5和
6。

运行级别 0和 5是为关闭系统而保留的状态。运行级别 6用于重新引
导系统。运行级别 2可用作多用户操作状态。

-ggrace-period 指示系统关闭前的时间（以秒为单位）。缺省值为 60秒。

-y 继续关闭系统，无需任何介入。否则，系统会提示您在 60秒后继续
执行关闭过程。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hutdown(1M)手册页。

如果系统要求您确认，请键入 y。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 or n): y

如果使用了 shutdown -y命令，系统将不提示您继续操作。

如果出现提示，请键入 root口令。

Type Ctrl-d to proceed with normal startup,

(or give root password for system maintenance): xxxxxx

执行完任何系统管理任务后，请按Ctrl-D组合键，以返回到缺省的系统运行级别。

使用下表确认系统是否处于您在 shutdown命令中指定的运行级别。

指定的运行级别 基于 x86的系统提示符

S（单用户状态） #

0（电源关闭状态） #

运行级别 3（共享远程资源的多用户状态） hostname console login:

1

2

3

4

5

6

7

关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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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hutdown命令使系统进入单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S）

在以下示例中，使用 shutdown命令使系统在三分钟内进入运行级别 S（单用户状
态）。

# who

root console Apr 15 06:20

# shutdown -g180 -y

Shutdown started. Fri Apr 15 06:20:45 MDT 2011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portia Fri Apr 15 06:20:46...

The system portia will be shut down in 3 minutes

showmount: portia: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portia Fri Apr 15 06:21:46...

The system portia will be shut down in 2 minutes

showmount: portia: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portia Fri Apr 15 06:22:46...

The system portia will be shut down in 1 minute

showmount: portia: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portia Fri Apr 15 06:23:16...

The system portia will be shut down in 30 seconds

showmount: portia: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Changing to init state s - please wait

svc.startd: The system is coming down for administration. Please wait.

root@portia:~# Apr 15 06:24:28 portia svc.startd[9]:

Apr 15 06:24:28 portia syslogd: going down on signal 15

svc.startd: Killing user processes.

Requesting System Maintenance Mode

(See /lib/svc/share/README for more information.)

SINGLE USER MODE

Enter user name for system maintenance (control-d to bypass):xxxxxx

#

使用 shutdown命令使系统进入关闭状态（运行级别 0）

在以下示例中，使用 shutdown命令使系统在五分钟内进入运行级别 0，而无需进行其
他确认操作。

# who

root console Jun 17 12:39...

userabc pts/4 Jun 17 12:39 (:0.0)

# shutdown -i0 -g300 -y

Shutdown started. Fri Apr 15 06:35:48 MDT 2011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murky Fri Apr 15 06:35:48...

The system pinkytusk will be shut down in 5 minutes

示例3–1

示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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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mount: murkey: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showmount: murkey: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murkey Fri Apr 15 06:38:48...

The system murkey will be shut down in 2 minutes

showmount: murkey: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murkey Fri Apr 15 06:39:48...

The system murkey will be shut down in 1 minute

showmount: murkey: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murkey Fri Apr 15 06:40:18...

The system murkey will be shut down in 30 seconds

showmount: murkey: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murkey Fri Apr 15 06:40:38...

THE SYSTEM murkey IS BEING SHUT DOWN NOW ! ! !

Log off now or risk your files being damaged

showmount: murkey: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Changing to init state 0 - please wait

root@murkey:~# svc.startd: The system is coming down. Please wait.

svc.startd: 122 system services are now being stopped.

Apr 15 06:41:49 murkey svc.startd[9]:

Apr 15 06:41:50 murkey syslogd: going down on signal 15

svc.startd: Killing user processes.

Apr 15 06:41:57 The system is down. Shutdown took 69 seconds.

syncing file systems... done

Press any key to reboot.

Resetting...

如果要使系统进入运行级别 0以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请参见第 36页中的 “关闭系统
设备电源”。

使用 shutdown命令使系统进入多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3）

在以下示例中，使用 shutdown命令在两分钟内将系统重新引导至运行级别 3。不需要
进行其他确认。

# who

root console Jun 14 15:49 (:0)

userabc pts/4 Jun 14 15:46 (:0.0)

# shutdown -i6 -g120 -y

Shutdown started. Fri Apr 15 06:46:50 MDT 2011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venus Fri Apr 15 06:46:50...

The system venus will be shut down in 2 minutes

showmount: venus: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showmount: venus: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venus Fri Apr 15 06:47:50...

The system venus will be shut down in 1 minute

showmount: venus: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showmount: venus: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venus Fri Apr 15 06:48:20...

The system venus will be shut down in 30 seconds

示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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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mount: venus: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console) on venus Fri Apr 15 06:48:40...

THE SYSTEM venus IS BEING SHUT DOWN NOW ! ! !

Log off now or risk your files being damaged

showmount: venus: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Changing to init state 6 - please wait

root@venus:~# svc.startd: The system is coming down. Please wait.

svc.startd: 123 system services are now being stopped.

Apr 15 06:49:32 venus svc.startd[9]:

Apr 15 06:49:32 venus syslogd: going down on signal 15

svc.startd: Killing user processes.

Apr 15 06:49:40 The system is down. Shutdown took 50 seconds.

syncing file systems... done

rebooting...

SunOS Release 5.11 Version 2010-12-10 64-bit

Copyright (c) 1983, 2010,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Booting to milestone "milestone/single-user:default".
Hostname: venus

NIS domain name is solaris.us.oracle.com

.

.

.

venus console login:

无论您为何关闭系统，您都可能希望返回运行级 3，在该级别下所有的文件资源都可用
且用户可以登录。有关将系统恢复到多用户状态的说明，请参见第 24页中的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多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3）”。

▼ 如何使用 init命令关闭系统
需要关闭独立系统时，请使用以下过程。

成为 root角色。

关闭系统。

# init 5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init(1M)手册页。

使用 init命令使系统进入关闭状态（运行级别 0）

在此示例中，使用 init命令使基于 x86的独立系统进入可安全关闭电源的运行级别。

# init 0

#

INIT: New run level: 0

The system is coming down. Please wait.

.

另请参见

1

2

示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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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system is down.

syncing file systems... [11] [10] [3] done

Press any key to reboot

无论您为何关闭系统，您都可能希望返回运行级 3，在该级别下所有的文件资源都可用
且用户可以登录。有关将系统恢复到多用户状态的说明，请参见第 24页中的 “将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至多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3）”。

关闭系统设备电源
执行以下操作时，需要关闭所有系统设备的电源：

■ 更换或添加硬件。
■ 将系统从一个位置移至另一个位置。
■ 为了预期电源故障或自然灾难（如即将到来的雷暴）做准备。

有关关闭设备电源的信息，请参见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indexes/

documentation/index.html上提供的产品文档中有关特定硬件的说明。

另请参见

关闭系统设备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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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任务）

本章介绍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各种方法，包括有关Oracle Solaris的快速重新引导
功能的信息。

以下列出本章所介绍的信息：

■ 第 37页中的 “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任务列表）”
■ 第 38页中的 “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
■ 第 39页中的 “加速基于 x86的系统上的重新引导过程”

有关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概述信息，请参见第 1章，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概
述）。

有关重新引导基于 SPARC的系统的信息，请参见《在 SPARC平台上引导和关闭Oracle
Solaris》中的第 4章 “重新引导基于 SPARC的系统（任务）”。

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任务列表）
表 4–1 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使用 init命令重新引导系统。 使用 init命令启动运行级别转
换。使用 init命令重新引导系
统时，运行级别 2、3和 4可用
作多用户系统状态。

第 38页中的 “如何使用 init命
令重新引导系统”

使用 reboot命令重新引导系
统。

使用 reboot命令重新启动内核
并使系统进入多用户状态。

第 39页中的 “如何使用 reboot

命令重新引导系统”

对基于 x86的系统启动重新引
导，从而跳过 BIOS。

由于快速重新引导功能在此发行
版中是缺省引导模式，因此可以
使用 reboot或 init 6命令对系
统启动快速重新引导。

第 40页中的 “如何在绕过 BIOS
的情况下重新引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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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任务列表 （续）

任务 说明 参考

对基于 x86的系统启动重新引
导，以引导至新创建的引导环
境。

对基于 x86的系统启动快速重新
引导，以引导至新创建的引导环
境或备用引导环境（通过使用
reboot命令指定该引导环境）。

第 40页中的 “对系统启动重新引
导以引导至新激活的或备用的引
导环境”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更改快速重
新引导功能的缺省行为。

在 x86平台上，缺省情况下快速
重新引导和应急快速重新引导均
已启用，并通过 boot-config服
务进行管理。可以通过禁用其中
一个功能或同时禁用这两个功能
来更改此缺省行为。

第 42页中的 “更改快速重新引导
功能的缺省行为”

对已启用快速重新引导的基于
x86的系统启动标准重新引导。

使用带有 -p选项的 reboot命令
对已启用快速重新引导功能的系
统执行标准重新引导。

第 42页中的 “对启用了快速重新
引导的系统启动标准重新引导”

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
可以通过使用 init命令或 reboot命令重新引导系统。

系统始终在一组定义完善的运行级别中的某一级运行。由于运行级别由 init进程维
护，因此运行级别也称为 init状态。init命令可用于启动运行级别转换。使用 init命
令重新引导系统时，运行级别 2、3和 4可用作多用户系统状态。

reboot命令会重新启动内核。PROM监视器将内核装入内存，并将控制权转移给装入
的内核。尽管 reboot命令在任何时候均可供 root用户使用，但在某些情况下，当服务
器重新引导时，通常会首先使用 shutdown命令警告所有已登录系统的用户服务即将丢
失。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章，关闭系统（任务）。

▼ 如何使用 init命令重新引导系统
init命令是一种可执行的 shell脚本，用于在更改运行级别之前终止系统上的所有活动
进程然后同步磁盘。

成为 root角色。

重新引导系统。

■ 要将系统重新引导至 /etc/inittab文件中由 initdefault项定义的状态，请键入以
下命令：

# init 6

1

2

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

在 x86平台上引导和关闭Oracle Solaris • 2012年 3月38



■ 要将系统重新引导至多用户状态，请键入以下命令：

# init 2

使用 init命令使系统进入单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S）

在本示例中，init命令用于使系统进入单用户状态（运行级别 S）。

# init s

#

INIT: New run level: S

The system is coming down for administration. Please wait.

Unmounting remote filesystems: /vol nfs done.

Print services stopped.

syslogd: going down on signal 15

Killing user processes: done.

SINGLE USER MODE

Root password for system maintenance (control-d to bypass): xxxxxx

single-user privilege assigned to /dev/console.

Entering System Maintenance Mode

#

▼ 如何使用 reboot命令重新引导系统
如果使用 reboot命令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缺省情况下将启动快速重新引导，绕
过 BIOS。要在不绕过 BIOS的情况下重新引导系统，请使用带 -p选项的 reboot命
令。请参见第 42页中的 “对启用了快速重新引导的系统启动标准重新引导”。

成为 root角色。

重新引导系统。

# reboot

加速基于 x86的系统上的重新引导过程
使用Oracle Solaris的快速重新引导功能，可以绕过固件和引导装载程序进程重新引导
基于 x86的系统。快速重新引导实现了一种内核内引导装载程序，它可将内核装入内
存，然后再切换到该内核，因此重新引导过程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缺省情况
下，快速重新引导和应急快速重新引导（在系统出现紧急情况后快速重新引导系
统）均已启用，因此不需要在 reboot命令中使用 -f选项即可对基于 x86的系统启动快
速重新引导。

新的 boot-config服务 svc:/system/boot-config:default有助于提供快速重新引导支
持。如果需要，此服务会提供一种设置或更改系统的缺省引导配置属性的方法。将

示例4–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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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fastreboot_default属性设置为 true时，系统会自动执行快速重新引导。在基
于 x86的系统上，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tru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42页中的 “更改
快速重新引导功能的缺省行为”。

系统在引导新OS映像时绕过固件的功能依赖于设备驱动程序对新设备操作入口点
quiesce的实现。在支持的驱动程序上，该实现将停止设备，因此函数完成后，该驱动
程序不再产生中断。该实现还会将设备重置为硬件状态，在该状态下，可以通过驱动
程序的连接例程对设备进行正确配置，而无需对系统进行关开机循环或通过固件进行
配置。有关此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quiesce(9E)和 dev_ops(9S)手册页。

注 –并非所有驱动程序均实现 quiesce函数。有关故障排除说明，请参见第 81页中的
“对可能阻止在 x86平台上快速重新引导的情况进行故障排除”。

要查看详细介绍快速重新引导过程的演示，请转到 http://download.oracle.com/

otndocs/tech/OTN_Demos/x86/x86-OTN-Demo/x86-OTN-Demo.html。

▼ 如何在绕过BIOS的情况下重新引导系统

注 –在此Oracle Solaris发行版中，快速重新引导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是缺省操作模
式。以前，要对基于 x86的系统启动快速重新引导，您需要在 reboot命令中指定 -f选
项才能对系统启动快速重新引导。现在，您不再需要指定此选项。

成为 root角色。

要对系统启动快速重新引导，请键入以下任一命令：

# reboot

# init 6

对系统启动重新引导以引导至新激活的或备用的引
导环境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将基于 x86的系统快速重新引导至备用引导环境。以下示例说明了其
中的一些方法。

示例 4–2 x86:对系统启动重新引导以引导至新激活的引导环境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对系统启动快速重新引导，以引导至新激活的引导环境
2010-12-10-b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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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2 x86:对系统启动重新引导以引导至新激活的引导环境 （续）

# bootadm list-menu

the location for the active GRUB menu is: /rpool/boot/grub/menu.lst

default 0

0 oracle solaris 11

1 2010-12-10-be

2 zfsbe2

3 2010-12-10-be-s

# beadm activate 2010-12-10-be

# reboot

示例 4–3 x86:通过指定备用引导环境对系统启动重新引导

要将系统快速重新引导至备用引导环境（例如 zfsbe2），需要键入以下命令：

# reboot -- ’rpool/zfsbe2’

要对系统启动快速重新引导以引导至名为 rpool/zfsbe1的数据集，需要键入以下命
令：

# reboot -- ’rpool/zfsbe1’

要对系统启动快速重新引导以引导至备用的 ZFS根数据集，需要键入以下命令：

# reboot -- ’rpool/ROOT/zfsroot2’

示例 4–4 在启用内核调试器的情况下对系统启动快速重新引导以引导至备用引导环境

要在启用内核调试器的情况下对系统启动快速重新引导以引导至 zfsbe3引导环境，需
要键入以下命令：

# reboot -- ’rpool/zfsbe3 /platform/i86pc/kernel/amd64/unix -k’

示例 4–5 x86:对系统启动重新引导以引导至新内核

要对系统启动快速重新引导以引导至名为 my-kernel的新内核，需要键入以下命令：

# reboot -- ’/platform/i86pc/my-kernel/amd64/unix -k’

示例 4–6 x86:对挂载的磁盘或挂载的数据集启动重新引导

要对挂载的磁盘或挂载的数据集启动快速重新引导，需要键入以下命令：

# reboot -- ’/mnt/platform/i86pc/my-kernel/amd64/unix -k’

示例 4–7 x86:在启用内核调试器的情况下对系统启动重新引导以引导至单用户状态

要在启用内核调试器的情况下对系统启动快速重新引导以引导至单用户状态，需要键
入以下命令：

加速基于 x86的系统上的重新引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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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7 x86:在启用内核调试器的情况下对系统启动重新引导以引导至单用户状态 （续）

# reboot -- ’-ks’

更改快速重新引导功能的缺省行为
快速重新引导功能由 SMF进行控制，并通过引导配置服务 svc:/system/boot-config来
实现。boot-config服务提供了一种设置或更改缺省引导参数的方法。

boot-config服务的 fastreboot_default属性可以实现在使用 reboot或 init 6命令
时，系统自动执行快速重新引导。将 config/fastreboot_default属性设置为 true

时，系统将自动执行快速重新引导，不需要使用 reboot --f命令。缺省情况下，在基
于 x86的系统上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true。

svc:/system/boot-config:default服务包括以下属性：

■ config/fastreboot_default

■ config/fastreboot_onpanic

示例 4–8 x86:配置 boot-config服务的属性

可使用 svccfg和 svcadm命令配置属于 boot-config服务一部分的属性。

例如，要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禁用 fastreboot_onpanic属性的缺省行为，需要将属性
的值设置为 false，如下所示：

# svccfg -s "system/boot-config:default" setprop config/fastreboot_onpanic=false

# svcadm refresh svc:/system/boot-config:default

请注意，更改一个属性的值不会影响其他属性的缺省行为。

有关通过 SMF管理引导配置服务的信息，请参见 svcadm(1M)和 svccfg(1M)手册页。

对启用了快速重新引导的系统启动标准重新引导
要重新引导已启用快速重新引导功能的基于 x86的系统，而不重新配置 boot-config服
务以禁用该功能，请在 reboot命令中使用 -p选项，如下所示：

# reboot -p

加速基于 x86的系统上的重新引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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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任务）

本章提供了有关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概述、指南以及任务相关信息。

以下列出本章所介绍的信息：

■ 第 43页中的 “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任务列表）”
■ 第 44页中的 “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

有关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概述信息，请参见第 1章，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概
述）。

有关从网络引导基于 SPARC的系统的信息，请参见《在 SPARC平台上引导和关闭
Oracle Solaris》中的第 5章 “从网络引导基于 SPARC的系统（任务）”。

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任务列表）
表 5–1 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1.查看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
统的要求。

首先查看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
系统的所有要求。请注意，某些
要求包括独立的先决条件任
务，执行这些任务后，才可以从
网络引导系统。

第 44页中的 “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要求”

2.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 在查看所有要求并执行所有初步
任务后，即可从网络引导系
统。使用 reboot命令从网络引
导基于 x86的系统。

第 45页中的 “如何从网络引导基
于 x86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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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
您可能因为以下原因需要从网络引导系统：

■ 要安装Oracle Solaris
■ 出于恢复目的

在Oracle Solaris中使用的网络配置引导策略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

如果从网络引导系统以使用自动化安装程序 (Automated Installer, AI)安装Oracle
Solaris，请执行其他任何AI安装服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安装Oracle Solaris 11
系统》。

x86网络引导过程
在Oracle Solaris中，支持通过符合引导前执行环境 (Preboot eXecution Environment,
PXE)（也称为预执行环境）的固件进行网络引导，而引导前执行环境是使用独立于数
据存储设备（如硬盘）或已安装操作系统的网络接口引导系统的环境。该固件负责装
入引导程序，引导程序是一个名为 pxegrub的特殊GRUB阶段 2文件。pxegrub文件包
括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 TFTP)、DHCP、用户数据报协议
(User Datagram Protocol, UDP)、Internet协议 (Internet Protocol, IP)以及一个小型驱动程
序（使用通用网络设备接口 (Universal Network Device Interface, UNDI)固件接口在网络
中传送包）的基本实现。

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要求
如果引导服务器可用，任何系统都可以从网络进行引导。可能需要从网络引导独立系
统以便进行恢复或安装Oracle Solaris。可以从支持 PXE网络引导协议的网络来直接引
导基于 x86的系统。请注意，PXE协议仅适用于实施 Intel引导前执行环境规范的设
备。

既可用于 PXE设备也可用于非 PXE设备的缺省网络引导策略是DHCP。要对基于 x86
的系统执行网络引导以安装Oracle Solaris或进行恢复，需要使用为 PXE客户机配置的
DHCP服务器。还需要提供 tftp服务的引导服务器。如果没有可用的 PXE或DHCP服
务器，则可以从磁盘、CD-ROM或本地磁盘装入GRUB。

DHCP服务器提供客户机配置其网络接口所需的信息。如果您正在设置自动化安装程
序 (Automated Installer, AI)服务器，该服务器也可用作DHCP服务器。或者，您还可以
设置单独的DHCP服务器。有关DHCP的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IP
服务》中的第 II部分, “DHCP”。

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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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服务器必须能够使用以下信息响应DHCP类（PXEClient和 GRUBClient）：

■ 文件服务器的 IP地址
■ 引导文件 (pxegrub)的名称

以下是执行Oracle Solaris OS的 PXE网络引导的顺序：

1. BIOS被配置为从网络接口进行引导。
2. BIOS发送DHCP请求。
3. DHCP服务器在回复中提供服务器地址和引导文件的名称。
4. BIOS使用 tftp下载 pxegrub并执行 pxegrub。

5. 系统使用 tftp下载GRUB菜单文件。
此文件显示可用的引导菜单项。

6. 选择菜单项后，系统即开始装入Oracle Solaris。

▼ 如何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
■ 执行设置DHCP配置所需的所有必备任务。请参见第 44页中的 “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要求”。
■ 如果从网络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以安装Oracle Solaris，您必须下载AI客户机映像并
基于该映像创建安装服务。有关先决条件和详细说明，请参见《安装Oracle
Solaris 11系统》中的第 III部分, “使用安装服务器安装”。

重新引导系统。

指示BIOS从网络进行引导。

■ 如果系统使用特定的击键序列从网络进行引导，请在显示BIOS屏幕时键入这些击
键。

■ 如果需要手动修改BIOS设置以从网络进行引导，请键入相应的击键序列，以访问
BIOS设置实用程序。然后，修改从网络进行引导的引导优先级。

显示GRUB菜单时，请选择要安装的网络安装映像。

开始之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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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任
务）

本章提供了有关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的任务相关信息。

以下列出本章所介绍的信息：

■ 第 47页中的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任务列表）”
■ 第 49页中的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

如果需要在Oracle Integrated Lights Out Manager (ILOM)服务处理器上配置 x86引导模式
属性，请参见硬件文档，网址为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9694-01/

E21741-02/index.html。

有关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概述信息，请参见第 1章，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概
述）。

有关在基于 SPARC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的信息，请参见《在 SPARC平台上引导和关
闭Oracle Solaris》中的第 6章 “在基于 SPARC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任务）”。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任务列表）
表 6–1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显示缺省引
导参数。

指定 eeprom命令的相应参数以
显示参数值。

第 49页中的 “使用 eeprom命令
显示和设置引导参数”

使用 eeprom命令在基于 x86的系
统上修改引导行为。

使用 eeprom命令在基于 x86的系
统上修改引导行为。使用 eeprom

命令设置的引导参数会在系统重
新引导后持续有效，除非通过在
引导时编辑GRUB菜单来覆盖这
些选项。

第 49页中的 “如何使用 eeprom

命令修改引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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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任务列表 （续）

任务 说明 参考

引导时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
引导参数。

通过在引导时编辑GRUB菜单修
改引导参数。通过在引导时编辑
GRUB菜单指定的引导选项仅在
下次引导系统之前有效。

第 51页中的 “x86:如何在引导时
修改引导参数”

引导时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配置
控制台参数。

与较早的视频图形阵列 (Video
Graphics Array, VGA) 640–480 16
色控制台相比，Oracle Solaris发
行版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支持更
高的分辨率和颜色深度。要修改
控制台设置，请在引导时指定相
应的命令行参数 -B

console=val。

示例 6–2和示例 6–3

禁用缺省的关闭动画行为。 要在关闭期间阻止显示进度状态
指示器，请将
svc:/system/boot-config SMF
服务的 splash-shutdown新属性
设置为 false。

第 53页中的 “禁用关机动画”

通过编辑 menu.lst文件，在基
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

通过编辑 menu.lst配置文件以
添加新的OS项或重定向控制
台，修改引导参数。您对该文件
所做的更改会在系统重新引导后
持续有效。

第 54页中的 “通过编辑 menu.lst

文件修改引导项和引导参数”

在安装Oracle Solaris之后向
menu.lst文件添加 Linux项。

如果首先将 Linux安装到一个分
区，然后将Oracle Solaris安装到
另一个分区，您需要遵循特殊说
明以确保新安装生成的GRUB菜
单信息不会删除先前安装生成的
GRUB菜单信息。

第 55页中的 “如何在安装Oracle
Solaris之后将 Linux项添加到
GRUB菜单”

找到活动的GRUB菜单并列出菜
单项。

使用 bootadm命令查看活动
GRUB菜单的位置并显示菜单
项。

第 56页中的 “如何找到活动的
GRUB菜单并列出当前菜单项”

设置活动GRUB菜单的缺省项。 使用 bootadm命令设置系统上的
活动GRUB菜单的缺省项。

第 57页中的 “如何设置活动
GRUB菜单的缺省引导项”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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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的主要方法如下所述：

■ 使用 eeprom命令

eeprom命令用于将不同的值指定给标准的参数集。这些与 SPARC OpenBoot PROM
NVRAM变量等效的值存储在 /boot/solaris/bootenv.rc文件或 menu.lst文件
中。使用 eeprom命令对引导参数进行的更改会在每次系统重新引导后持续有效，并
且会在软件升级期间得以保留。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eeprom(1M)手册页。

注意 –如果直接编辑 menu.lst文件，则稍后无法使用 eeprom命令更改某些引导参
数（boot-file、boot-arguments和 console）。

■ 在引导时编辑GRUB菜单
通过在引导时修改缺省内核用法进行的更改会覆盖使用 eeprom命令设置的选项。但
是，这些更改仅在下次引导系统之前保持生效。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kernel(1M)
手册页。

■ 编辑GRUB配置文件

使用 eeprom命令显示和设置引导参数
要确定特定引导参数的缺省值，请使用 eeprom命令，如下所示：

$ eeprom parameter

例如，要显示 boot-device参数的缺省值，需要键入：

$ eeprom boot-device

注 –您不必成为 root用户就能显示引导参数。但是，要使用 eeprom命令更改引导参数
或任何其他参数，则必须成为 root用户。

▼ 如何使用 eeprom命令修改引导参数
成为 root角色。

更改指定的参数。

# eeprom parameter=new-value

1

2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

第 6章 •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引导参数（任务） 49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dsc&id=/app/docs/doc/E29115eeprom-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dsc&id=/app/docs/doc/E29115kernel-1m


确认已设置新的参数。

# eeprom parameter

输出应该显示指定参数的新的 eeprom值。

使用 eeprom命令设置 auto-boot参数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将 auto-boot引导参数设置为 true。

# eeprom auto-boot?=true

当 eeprom命令在用户模式下运行时，结尾具有问号 (?)的任何参数都需要括在双引号
中，以防止 shell解释该问号。在问号前加一个转义符 (\)也可以防止 shell解释问
号。例如：

# eeprom "auto-boot?"=true

在引导时修改引导参数
要在引导时修改系统的引导行为（例如将系统引导至单用户状态或在启用了内核调试
器的情况下引导系统），可以在显示GRUB菜单时，通过键入 e在GRUB菜单中编辑
引导项，从而中断引导过程。

下表介绍了您可以通过在引导时编辑GRUB菜单指定的引导参数和选项：

unix 指定要引导的内核。

-a 提示用户输入配置信息。

-s 将系统引导至单用户状态。

-r 指定重新配置引导。

系统将探测所有连接的硬件设备，然后指定文件系统中
的节点，以便仅表示实际找到的那些设备。

-v 在启用详细消息的情况下引导系统。

-x 勿在群集模式中引导系统。

-k 在启用内核调试器的情况下引导系统

-m smf-options 控制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的
引导行为

有两类选项：恢复选项和消息选项。

-i altinit 将备用可执行文件指定为原始进程。altinit是指向可
执行文件的有效路径。

3

示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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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rop=value[,prop=value]... 指定内核引导参数。

以下是使用 -B prop=val选项在GRUB菜单中修改引导参数的各种方式：

-B acpi-enum=off 禁用设备的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
(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ACPI)枚举。

-B acpi-user-options=0x2 完全禁用ACPI。

-B console=force-text 指定使用VGA文本模式进行引导。请参
见第 52页中的 “支持位映射控制台”。

-B console=graphics 指定控制台使用图形模式进行引导，其中
启用了高分辨率状态。

-B console=text 指定控制台使用文本模式进行引导，其中
启用了高分辨率状态。

-B screen-#columns= value, screen-#rows=
value 指定帧缓存器控制台的行数和列数。系统

会自动检测所选数量的行或列的最合适字
体。此选项用于优化帧缓存器控制台的大
小。请参见第 52页中的 “支持位映射控制
台”。

-B console=ttya 将控制台重定向到 ttya。

-B console=ttya,acpi-enum=off 将控制台重定向到 ttya并禁用设备的
ACPI枚举。

注 –使用 eeprom命令以及在GRUB命令行上指定参数时，GRUB命令行优先。

▼ x86:如何在引导时修改引导参数
通过在引导时编辑GRUB菜单修改缺省内核用法时，所做的更改不会在系统重新引导
后持续有效。当您下次引导系统时，将恢复缺省引导参数。

重新引导系统。

引导序列开始时，将显示GRUB主菜单。

使用方向键选择引导项进行编辑。

键入 e以访问GRUB编辑菜单。

在菜单中选择 kernel$行。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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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入 e以向该行中添加引导参数。

键入任何附加的引导参数。

按回车键以保存您的更改，并返回到上一级菜单。

注 –按Esc键返回GRUB主菜单，而不保存所做更改。

要引导系统，请键入 b。

您所做的更改将在引导系统时生效。

支持位映射控制台
与较早的视频图形阵列 (Video Graphics Array, VGA) 640-480 16色控制台相比，Oracle
Solaris 11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支持更高的分辨率和颜色深度。对于使用传统 BIOS和视
频电子标准协会 (Video Electronics Standards Association, VESA)选项只读存储器
(read-only memory, ROM)的系统，提供这种支持。请注意，这种支持仅限于图形卡或
帧缓存器用作物理或虚拟控制台的情况下。对串行控制台的行为则没有任何影响。

为支持此功能，提供了以下两个命令行 -B option=val参数：

-B console=force-text 指定使用VGA文本模式进行引导。

-B screen-#columns= value, screen-#rows=
value 指定帧缓存器控制台的行数和列数。系统

会自动检测所选数量的行或列的最合适字
体。此选项用于优化帧缓存器控制台的大
小。

缺省情况下，GRUB会检测已安装的视频卡和监视器中使用的分辨率和颜色深度。但
是，也可以指定不同的分辨率，例如，更高的分辨率和不同的颜色深度。

GRUB支持使用以下两种方法来指定视频模式：

vbeset hexmode 指定所需VESA模式的十六进制代码。要获取视频卡和监视
器支持的所有模式列表，请在GRUB命令提示符下使用
vbeprobe命令，该命令将显示与以下内容类似的列表：

0x117: Direct Color, 1024x768x16

0x118: Direct Color, 1024x768x32

0x11a: Direct Color, 1280x1024x16

0x11b: Direct Color, 1280x1024x32

[...]

用于指定 1024x768x32配置的 vbeset项如下所示：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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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set 0x118

vbeset项必须在GRUB菜单中的 kernel$和 module$项之后
指定。

vbematch xres yres depth 指示GRUB搜索指定的配置，例如 1024x768x32。如果找
到，GRUB将设置指定的配置。

用来代替 vbeset项时，1024x768x32配置的 vbematch项如下
所示：

vbematch 1024 768 32

vbematch项必须在GRUB菜单中的 kernel$和 module$项之
后指定。

示例 6–2 x86:为控制台配置文本模式引导参数

在文本模式下，控制台输出将发送到帧缓存器，而从键盘接收输入。图形模式（文本
模式的衍生模式）会显示具有动画效果的图像，直到按下某个键或通过控制台
login、sulogin或 kmdb命令要求进行控制台交互。文本的新属性 force-text会指示系
统不将VGA适配器用作位图设备，并将该适配器设置为VGA文本模式。

如果此属性不存在，控制台设备会恢复到由 input-device和 output-device属性对指定
的设备。如果控制台属性以及 input-device和 output-device属性对都不存在，则控制
台缺省为帧缓存器和键盘。

以下示例说明引导时如何在内核命令行指定 -B console=force-text属性：

-B console=force-text

示例 6–3 x86:启用图形显示和配置控制台文本模式参数

缺省情况下，控制台文本模式具有 80列、24行。要重新配置此参数，请使用带有
screen-#columns=value和 screen-#rows=value参数的 -B选项。

例如，可以在内核命令行中指定以下参数，以启用图形显示并分配具有 100列、60行
的控制台终端：

-B console=graphics, screen-#columns=100,screen-#rows=60

禁用关机动画
在关机过程中，如果在引导系统时使用了 console=graphics选项，并且 Xorg服务器触
发了关机操作，则会显示进度状态指示器。要阻止显示进度状态指示器，请将
svc:/system/boot-config SMF服务的新 splash-shutdown属性设置为 false，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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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cfg -s svc:/system/boot-config:default setprop config/splash_shutdown = false

# svcadm refresh svc:/system/boot-config:default

通过编辑menu.lst文件修改引导项和引导参数
可以对GRUB菜单（它基于 menu.lst配置文件中的项）进行定制。Solaris会自动为
Oracle Solaris引导环境 (boot environment, BE)管理GRUB menu.lst项。创建引导环
境（通过包管理系统或显式使用 beadm命令）时，GRUB项会添加到 menu.lst文件
中。使用 beadm destroy命令与 destroy子命令删除引导环境时，会从GRUB menu.lst

文件中删除相应的项。Oracle Solaris不会自动为您系统上安装的其他操作系统添加
menu.lst项。您必须手动为这些操作系统添加菜单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55页
中的 “如何在安装Oracle Solaris之后将 Linux项添加到GRUB菜单”。

Oracle Solaris 11的典型 menu.lst文件可能包括以下信息：

#---------- ADDED BY BOOTADM - DO NOT EDIT ----------

title Oracle Solaris 11 1
findroot (pool_rpool,0,a) 2
bootfs rpool/ROOT/solaris 3
kernel$ /platform/i86pc/kernel/$ISADIR/unix -B $ZFS-BOOTFS,console=graphics 4
module$ /platform/i86pc/$ISADIR/boot_archive 5
#---------------------END BOOTADM--------------------

1. 为菜单项指定操作系统标题。
2. 在所有分区中搜索 SIGNATURE文件名。在此示例中，文件名为 pool_rpool。

GRUB仅在 /boot/grub/bootsign目录中搜索文件名，然后在找到文件的第一个实例
后立即停止搜索。要有效地使用该方法，签名文件的名称在所有分区中必须唯
一。在定位签名文件之后，GRUB会对该分区调用 root命令。要优化搜索，可以指
定可选的分区和分片。

3. 将当前 ZFS引导文件系统设置为指定值。在此 menu.lst文件示例中，属性将当前
ZFS引导文件系统设置为 rpool/ROOT/solaris。

4. 从指定路径装入主引导映像。此行的其余部分以内核命令行形式逐字传递。美元符
号 ($)是 $ISADIR项的扩展。

5. 装入给定内核的引导归档文件。美元符号 ($)是 $ISADIR项的扩展。

注 –要了解有关特定GRUB命令的更多信息，请从命令行中键入 help command。

可配置的超时功能可用于引导缺省操作系统。所引导的缺省项可通过 default命令进行
配置。安装软件通常将该命令设置为引导有效的引导项之一。要引导不同版本的
Oracle Solaris（如果适用）或者引导除Oracle Solaris之外的其他操作系统，请使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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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选择相应引导项，然后按 Enter键引导该操作系统。请注意，如果未设置 default命
令，将引导GRUB菜单中的第一个引导项。

只有活动的 menu.lst文件可用于引导系统。要修改在引导系统时显示的GRUB菜
单，请编辑活动的GRUB menu.lst文件。更改任何其他 menu.lst文件不会对引导系统
时显示的菜单产生任何影响。要确定活动 menu.lst文件的位置，请使用 bootadm命令
的 list-menu子命令。

▼ 如何在安装Oracle Solaris之后将 Linux项添加到GRUB菜单
如果您通过首先将 Linux安装到一个分区，然后将Oracle Solaris安装到另一个分区的方
法设置引导环境，需要遵循特殊说明以确保新安装生成的GRUB菜单信息不会删除先
前安装生成的GRUB菜单信息。以下过程说明了如何手动更新 menu.lst文件以包含先
前安装的 Lunix项。下列说明假设您已在系统上安装了 Linux，然后又安装了Oracle
Solaris。

完成 Linux安装后，将活动的 menu.lst文件复制到USB驱动器中，以便在完成Oracle
Solaris安装后可以重新使用其中的信息。
通常，此文件为 /boot/grub/menu.lst。

■ 如果您不确定活动 menu.lst文件的位置，请使用 bootadm命令查找该文件：

# bootadm list-menu

■ 如果您不确定USB驱动器的位置，请使用 mount命令（不带选项）确定USB驱动器
的安装位置。然后，将 menu.list文件复制到该位置。

安装完成后，编辑活动 menu.lst文件，如下所示：

a. 打开终端窗口并成为 root角色。

$ su root

Password:

b. 使用文本编辑器编缉 menu.lst文件。

例如：

# vi /pool-name/boot/grub/menu.lst

其中 pool-name是 ZFS存储池的名称。

c. 使用在步骤 1中复制 menu.lst文件的USB驱动器，将原始 Linux安装生成的 Lunix
menu.lst信息复制到新 menu.lst文件的末尾。

例如，Ubuntu安装生成的 menu.lst文件与以下内容类似：

title Ubuntu 8.04, kernel 2.6.24-18-generic

root (hd0,4)

kernel /vmlinuz-2.6.24-18-generic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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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UUID=1ed7fa17-6d77-4b49-be1a-22481310fd1b ro quiet splash

initrd /initrd.img-2.6.24-18-generic

quiet

title Ubuntu 8.04, kernel 2.6.24-18-generic (recovery mode)

root (hd0,4)

kernel /vmlinuz-2.6.24-18-generic \

root=UUID=1ed7fa17-6d77-4b49-be1a-22481310fd1b ro single

initrd /initrd.img-2.6.24-18-generic

注意 –请不要直接编辑 menu.lst文件的原始内容。始终将新信息添加到文件的末
尾，或者通过复制现有内容然后再对该内容进行修改来进行更改。

d. 保存并退出该文件。

重新引导系统。

当系统重新引导时，GRUB菜单应包含对应于 Linux和Oracle Solaris操作系统的项。

使用bootadm命令显示和设置引导项的参数

▼ 如何找到活动的GRUB菜单并列出当前菜单项
使用此过程可确定活动GRUB菜单的位置并列出当前的GRUB菜单项。

成为 root角色。

要列出活动GRUB菜单的位置和当前的GRUB菜单项，请键入：
# bootadm list-menu

list-menu 列出活动GRUB菜单的位置，以及当前的GRUB菜单项。输出中包括有
关 autoboot-timeout缺省项编号以及每个项的标题的信息。

列出活动GRUB菜单的位置和当前的GRUB菜单项

# bootadm list-menu

The location for the active GRUB menu is: /stubboot/boot/grub/menu.lst

default=0

timeout=30

0 2010-12-10-be

1 Oracle Solaris 11

2 Linux

3

1

2

示例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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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设置活动GRUB菜单的缺省引导项

成为 root角色。

要设置活动GRUB菜单中的缺省引导项，请键入：
# bootadm set-menu menu-entry

set-menu 维护GRUB菜单。活动GRUB菜单的位置为 boot/grub/menu.lst。

menu-entry 指定要设置为缺省菜单项的GRUB菜单项。

要检验缺省菜单项是否已更改，请键入：

# bootadm list-menu

此时应该显示新的缺省菜单项。

切换GRUB缺省菜单项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缺省GRUB菜单切换到上一个示例中显示的菜单项之一。所选菜
单项为菜单项 2 "Linux"。

# bootadm set-menu default=2

1

2

3

示例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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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86平台上从 ZFS引导环境创建、管理
和引导（任务）

本章介绍如何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从 ZFS引导环境（也称为 BE）创建、管理和引导。

以下列出本章所介绍的信息：

■ 第 59页中的 “从 ZFS引导环境创建、管理和引导（任务列表）”
■ 第 60页中的 “创建和管理引导环境”
■ 第 65页中的 “在 x86平台上从 ZFS引导环境或根文件系统引导”

有关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概述信息，请参见第 1章，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概
述）。

有关在 SPARC平台上从 ZFS引导环境引导的信息，请参见《在 SPARC平台上引导和关
闭Oracle Solaris》中的第 7章 “在 SPARC平台上从 ZFS引导环境创建、管理和引导（任
务）”。

有关管理引导环境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创建和管理Oracle Solaris 11引导环境》。

从ZFS引导环境创建、管理和引导（任务列表）
表 7–1 从ZFS引导环境创建、管理和引导：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创建新的引导环境。 使用 beadm create命令创建新的
引导环境。

第 61页中的 “如何创建新的引导
环境”

创建引导环境的快照。 使用 beadm create

beName@snapshot命令创建现有
引导环境的快照。

第 62页中的 “如何创建引导环境
的快照”

从现有快照创建引导环境。 使用 beadm命令从现有快照创建
新的引导环境。

第 62页中的 “如何基于现有快照
创建引导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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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从ZFS引导环境创建、管理和引导：任务列表 （续）

任务 说明 参考

激活新创建的引导环境。 使用 beadm activate命令激活新
创建的引导环境。

第 62页中的 “如何激活新创建的
引导环境”

显示引导环境、快照和数据集的
列表。

要显示引导环境、快照和数据集
的列表，请使用 beadm list命
令。

第 63页中的 “如何显示可用引导
环境、快照和数据集的列表”

销毁引导环境。 使用 beadm destroy命令销毁引
导环境。

第 64页中的 “如何销毁引导环
境”

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从指定的引
导环境、数据集或根文件系统引
导。

如果您安装支持 ZFS引导装载程
序的Oracle Solaris发行版或将您
的系统升级至该发行版，则缺省
ZFS引导环境的GRUB菜单项包
含 -B $ZFS-BOOTFS引导参数。因
此，系统会自动从 ZFS根系统引
导。

注 –只有包含ZFS池的引导设备
支持此选项。

第 65页中的 “在 x86平台上从
ZFS引导环境或根文件系统引
导”

创建和管理引导环境
以下任务介绍如何使用 beadm实用程序创建和管理引导环境、快照和数据集。

■ 引导环境 (boot environment, BE)是用于引导的 ZFS文件系统。引导环境实际上是
Oracle Solaris OS映像的可引导实例，以及安装到该映像的任何其他软件包。您可以
在单个系统上维护多个引导环境。每个引导环境可以安装不同的OS版本。安装
Oracle Solaris时，在安装期间会自动创建新的引导环境。

■ 快照是数据集或引导环境在指定时间点创建的只读映像。请注意，快照不可引
导。但是，可以创建基于特定快照的引导环境，然后激活该新的引导环境，从而在
下次系统重新引导时使其成为缺省引导环境。

■ 数据集是用于标识 ZFS文件系统、克隆、快照或卷的通用术语。
■ 共享数据集是用户定义的目录，如 /expor，它在活动和非活动的引导环境中包含相
同的挂载点。共享数据集位于每个引导环境的根数据集区域之外。

■ 引导环境的关键数据集包含在该环境的根数据集区域中。

有关 beadm实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beadm(1M)手册页。有关管理引导环境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创建和管理Oracle Solaris 11引导环境》。有关在全局或非全局区域环
境中使用 beadm实用程序的特定信息，请参见《创建和管理Oracle Solaris 11引导环
境》中的第 2章 “beadm Zones（区域）支持”。

创建和管理引导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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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创建新的引导环境

成为 root角色。

使用 beadm create命令创建引导环境。

# beadm create beName

其中 beName是表示新引导环境名称的变量。此新引导环境处于非活动状态。

注 – beadm create命令不会创建部分引导环境。要么成功创建新的完全引导环境，要么
命令失败。

可选挂载新的引导环境。

# beadm mount beName mountpoint

如果该挂载点的目录不存在，则 beadm命令将创建目录，然后在该目录上挂载引导环
境。如果引导环境已经挂载，beadm mount命令将失败，而且不会在新的位置重新挂载
引导环境。

此时引导环境被挂载，但保持非活动状态。请注意，可对已挂载的非活动引导环境进
行升级。此外，请记住，在重新引导系统之前卸载引导环境。

可选要从新的引导环境引导，请首先激活引导环境。

# beadm activate beName

其中 beName是表示要激活的引导环境名称的变量。重新引导时，活动的新引导环境成
为列于GRUB菜单中的缺省引导项。

使用共享数据集创建克隆的引导环境

以下示例显示了名为 BE2的新创建的引导环境中的数据集。此示例中的原始引导环境
为 BE1。新引导环境 BE2包含克隆自 BE1的独立数据集。如果 BE1包含传统文件系
统（如 /opt）的独立数据集，那么也将克隆这些数据集。

# beadm create BE2

# beadm list -a BE2

BE/Dataset/Snapshot Active Mountpoint Space Policy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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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2

rpool/ROOT/BE2 - - 42.0K static 2011-04-07 10:56

如之前的输出中所示，存储池的名称为 rpool。该池已经存在于系统中，因为之前已在
初始安装或升级过程中进行了设置。ROOT这一特殊数据集也是之前在初始安装或升级
过程中创建的。ROOT保留供引导环境根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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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创建引导环境的快照

成为 root角色。

创建引导环境的快照。

# beadm create beName@snapshot

示例快照名称包括以下内容：

■ BE@0312200.12:15pm

■ BE2@backup

■ BE1@march132008

▼ 如何基于现有快照创建引导环境

成为 root角色。

通过键入以下命令从快照创建新的引导环境：

# beadm create -e BEname@snapshotdescription beName

使用现有快照的名称替换 BEname@snapshotdescription，使用新引导环境的定制名称替
换 beName。

例如：

# beadm create -e BE1@now BE2

此命令从名为 BE1@now的现有快照创建名为 BE2的新引导环境。然后可以激活引导环
境。有关说明，请参见第 62页中的 “如何激活新创建的引导环境”。

▼ 如何激活新创建的引导环境
您可以激活新创建的引导环境，从而在重新引导时使其成为引导的缺省引导环境。请
注意，在任何给定时间都只能激活一个引导环境。

成为 root角色。

使用以下命令激活现有的非活动引导环境：

# beadm activate beName

其中 beName是表示要激活的引导环境的变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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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事项：

■ beadm activatebeName命令通过将 bootfs可引导池属性设置为要激活的引导环境的
ROOT数据集的值，来激活相应的引导环境。

■ beadm activate命令在 menu.lst文件中将新激活的引导环境设置为缺省引导环境。

重新引导系统。

新激活的引导环境现在是 x86 GRUB菜单中的缺省项。

注 –如果引导环境无法引导，请重新引导并从GRUB菜单或引导菜单中选择上一个引导
环境。

▼ 如何显示可用引导环境、快照和数据集的列表
要显示使用 beadm命令创建的可用引导环境、快照和数据集，请使用 beadm list命
令。

成为 root角色。

要列出系统中的所有可用数据集，请键入以下命令：

# beadm list option

-a 列出有关引导环境的所有可用信息。此选项包括从属快照和数据集。

-d 列出有关引导环境的数据集的信息。

-s 列出有关引导环境的快照的信息。该选项与 -d选项一起使用。

-H 不显示标题信息。选择此选项会生成一个更便于脚本或其他程序进行解析的显
示。

要列出特定引导环境的可用数据集，请在 beadm list命令语法中包含引导环境名称。

例如，要列出 oracle-solaris引导环境中的所有可用数据集，需要键入以下命令：

# beadm list -a oracle-solaris

BE/Dataset/Snapshot Active Mountpoint Space Policy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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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solaris

rpool/ROOT/solaris - - 14.33M static 2011-01-20 07:45

查看快照规范

以下 beadm list示例包括 -s选项，用于显示当前映像中存在的所有快照的信息。

在下列样例结果中，每个快照标题均包括一个时间戳，指示该快照的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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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dm list -s test-2

将显示样例结果。

BE/Snapshot Space Policy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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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2

test-2@2010-04-12-22:29:27 264.02M static 2010-04-12 16:29

test-2@2010-06-02-20:28:51 32.50M static 2010-06-02 14:28

test-2@2010-06-03-16:51:01 16.66M static 2010-06-03 10:51

test-2@2010-07-13-22:01:56 25.93M static 2010-07-13 16:01

test-2@2010-07-21-17:15:15 26.00M static 2010-07-21 11:15

test-2@2010-07-25-19:07:03 13.75M static 2010-07-25 13:07

test-2@2010-07-25-20:33:41 12.32M static 2010-07-25 14:33

test-2@2010-07-25-20:41:23 30.60M static 2010-07-25 14:41

test-2@2010-08-06-15:53:15 8.92M static 2010-08-06 09:53

test-2@2010-08-06-16:00:37 8.92M static 2010-08-06 10:00

test-2@2010-08-09-16:06:11 193.72M static 2010-08-09 10:06

test-2@2010-08-09-20:28:59 102.69M static 2010-08-09 14:28

test-2@install 205.10M static 2010-03-16 19:04

▼ 如何销毁引导环境
如果要在系统上腾出更多磁盘空间，可以使用 beadm命令销毁（删除）现有引导环境。

请注意以下事项：

■ 不能销毁当前已引导的引导环境。

■ beadm destroy命令会自动从 x86 GRUB菜单中删除已销毁的引导环境的项。
■ beadm destroy命令将仅销毁引导环境的关键数据集或非共享数据集。共享数据集位
于引导环境根数据集区域之外，且销毁引导环境时不受影响。

成为 root角色。

要销毁引导环境，请键入以下命令：

# beadm destroy beName

在销毁引导环境之前将提示您进行确认。

beadm destroy beName 销毁 beName指定的引导环境。

-F 在没有确认请求的情况下强制销毁引导环境。

-f 强制销毁引导环境，即使已挂载引导环境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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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86平台上从ZFS引导环境或根文件系统引导
在安装过程中或执行 beadm activate操作期间，以下项会添加到
/pool-name/boot/grub/menu.lst文件以自动引导 ZFS：

title 2010-12-10-be-s

findroot (pool_rpool,0,a)

bootfs rpool/ROOT/2010-12-10-be_152

kernel$ /platform/i86pc/kernel/$ISADIR/unix -B $ZFS-BOOTFS -s

module$ /platform/i86pc/$ISADIR/boot_archive

如果由GRUB标识为引导设备的设备包含 ZFS存储池，则 menu.lst文件用于创建
GRUB菜单。在具有多个 ZFS引导环境的基于 x86的系统中，您可以在引导时从GRUB
菜单中选择引导环境。如果与该菜单项对应的根文件系统为 ZFS数据集，则会添加以
下选项：

-B $ZFS-BOOTFS

使用 $ZFS-BOOTFS关键字可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从Oracle Solaris ZFS根文件系统引
导。此选项会标识要引导的引导环境或数据集。如果您安装支持 ZFS引导装载程序的
Oracle Solaris发行版，则缺省情况下，GRUB menu.lst文件和GRUB引导菜单将包含此
信息。

示例 7–3 从ZFS引导环境、数据集或文件系统引导

从 ZFS文件系统引导时，根设备由GRUB菜单中 kernel$行上的 -B $ZFS-BOOTFS引导参
数指定。该值（与由 -B选项指定的所有参数类似）将从GRUB传递到内核。例如：

title Oracle Solaris 11 Express snv_152

findroot (pool_rpool,0,a)

bootfs rpool/ROOT/solaris

kernel$ /platform/i86pc/kernel/$ISADIR/unix -B $ZFS-BOOTFS

module$ /platform/i86pc/$ISADIR/boot_archive

在 x86平台上从 ZFS引导环境或根文件系统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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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基于 x86的系统保持可引导（任务）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引导管理接口 (bootadm)使基于 x86的系统保持可引导。本章中介绍
了以下操作过程：显示有关引导归档文件的信息、维护引导归档文件的完整性以及对
引导归档文件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以下列出本章所介绍的信息：

■ 第 67页中的 “使基于 x86的系统保持可引导（任务列表）”
■ 第 68页中的 “Oracle Solaris引导归档文件说明”
■ 第 69页中的 “管理引导归档文件 SMF服务”
■ 第 70页中的 “维护引导归档文件的完整性”

有关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的概述信息，请参见第 1章，引导和关闭基于 x86的系统（概
述）。

有关使基于 SPARC的系统保持可引导的信息，请参见《在 SPARC平台上引导和关闭
Oracle Solaris》中的第 8章 “使基于 SPARC的系统保持可引导（任务）”。

使基于 x86的系统保持可引导（任务列表）
表 8–1 使基于 x86的系统保持可引导：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通过使用 bootadm命令列出
引导归档文件的内容。

使用 bootadm list-archive命令可列
出引导归档文件的内容。

第 68页中的 “如何列出引导归
档文件的内容”

管理 boot-archive服务。 boot-archive服务由 SMF控制。使用
svcs命令可检验 boot-archive服务是
否正在运行。使用 svcadm命令可启用
或禁用服务。

第 69页中的 “管理引导归档文
件 SMF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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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使基于 x86的系统保持可引导：任务列表 （续）

任务 说明 参考

使用 auto-reboot-safe属性
清除基于 x86的系统上的引
导归档文件更新故障。

当因为 auto-reboot-safe属性被设置
为 false，引导归档文件在基于 x86
的系统上更新失败时，使用此过程。

第 70页中的 “如何使用
auto-reboot-safe属性清除失
败的自动引导归档文件更新”

使用 bootadm命令清除基于
x86的系统上的引导归档文
件更新故障。

如果已启用 auto-reboot-safe属
性，可使用此过程手动清除基于 x86
的系统上的引导归档文件更新故障。

第 71页中的 “如何通过手动更
新引导归档文件清除失败的自
动引导归档文件更新”

Oracle Solaris引导归档文件说明
安装Oracle Solaris时，bootadm命令会在您的系统上创建引导归档文件。引导归档文件
是根文件系统的子集。此引导归档文件包含所有的内核模块、driver.conf文件，以及
几个配置文件。这些文件位于 /etc目录中。挂载根文件系统之前，内核将读取引导归
档文件中的文件。挂载根文件系统之后，内核将从内存中放弃引导归档文件。然
后，系统将针对根设备执行文件 I/O。

此外，bootadm命令可处理引导归档文件更新和验证的详细信息。在系统正常关机过程
中，关机过程会将引导归档文件的内容与根文件系统进行比较。如果系统具有更
新（如驱动程序或配置文件），则引导归档文件将重建为包括这些更改，以便在重新
引导后，引导归档文件和根文件系统可以同步。

获取有关 x86引导归档文件的位置和内容的信息
x86引导归档文件中的文件位于 /platform/i86pc/amd64/boot_archive目录中。可以使
用 bootadm list-archive命令列出引导归档文件的内容，如以下过程所述。只要更新
了引导归档文件中的任何文件，就必须重建该归档文件。为使修改生效，必须在重新
引导系统之前重建归档文件。

▼ 如何列出引导归档文件的内容

成为 root角色。

要列出引导归档文件中包括的文件和目录，请键入：

# bootadm list-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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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引导归档文件 SMF服务
boot-archive服务由 SMF控制。服务实例为
svc:/system/boot-archive:default。svcadm命令用于启用和禁用服务。

确定boot-archive SMF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如果已禁用 boot-archive服务，则可能不会在系统重新引导时自动恢复引导归档文
件。因此，引导归档文件可能变得不同步或损坏，而这会导致系统无法引导。

要确定 boot-archive服务是否正在运行，请使用 svcs命令，如下所示：

$ svcs boot-archive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10:35:14 svc:/system/boot-archive:default

在本示例中，svcs命令的输出表明 boot-archive服务处于联机状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vcadm(1M)和 svcs(1)手册页。

▼ 如何启用或禁用boot-archive SMF服务
成为管理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安全服务》中的“如何获取管理权限”。

要启用或禁用 boot-archive服务，请键入：

# svcadm enable | disable system/boot-archive

要检验 boot-archive服务的状态，请键入：

# svcs boot-archive

如果该服务正在运行，则输出会显示服务处于联机状态。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9:02:38 svc:/system/boot-archive:default

如果该服务未在运行，则输出会指示服务处于脱机状态。

有关排除引导归档文件更新故障的信息，请参见第 70页中的 “维护引导归档文件的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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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引导归档文件的完整性
通过引导管理接口 bootadm，可以执行以下任务来维护Oracle Solaris引导归档文件：

■ 列出系统引导归档文件中包括的文件和目录。
■ 手动更新引导归档文件。

该命令的语法如下：

bootadm [subcommand] [-option] [-R altroot]

有关 bootadm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bootadm(1M)手册页。

▼ 如何使用 auto-reboot-safe属性清除失败的自动引
导归档文件更新

x86平台上的引导归档文件恢复是通过快速重新引导功能自动完成的。但是，在引导系
统过程中，如果显示类似以下内容的警告：

WARNING: Reboot required.

The system has updated the cache of files (boot archive) that is used

during the early boot sequence. To avoid booting and running the system

with the previously out-of-sync version of these files, reboot the

system from the same device that was previously booted.

然后系统进入系统维护模式。结果是，引导归档文件的自动更新将失败。要更正此问
题，请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

成为 root角色。

重新引导系统。

# reboot

如果活动的BIOS引导设备和GRUB菜单项指向当前引导实例，请执行以下步骤以防止引
导归档文件更新故障：

a. 将 svc:/system/boot-config SMF服务的 auto-reboot-safe属性设置为 true，如下所
示：

# svccfg -s svc:/system/boot-config:default setprop config/auto-reboot-safe = true

b. 验证 auto-reboot-safe属性是否设置正确。

# svccfg -s svc:/system/boot-config:default listprop |grep config/auto-reboot-safe

config/auto-reboot-safe boolean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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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通过手动更新引导归档文件清除失败的自动引
导归档文件更新
在引导系统过程中，如果显示类似以下内容的警告消息，其结果是，引导归档文件的
自动更新将失败。

WARNING: Automatic update of the boot archive failed.

Update the archives using ’bootadm update-archive’

command and then reboot the system from the same device that

was previously booted.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使用 bootadm命令手动更新过时的引导归档文件。

注 –可以使用同样的过程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手动更新引导归档文件。

成为 root角色。

要更新引导归档文件，请键入以下命令：

# bootadm update-archive

注 –要更新备用根上的引导归档文件，请键入：

# bootadm update-archive -R /a

-R altroot 指定要应用于 update-archive子命令的备用根路径。

注意 –不得使用 -R选项引用任何非全局区域的根文件系统。否则，可能会
损坏全局区域的文件系统，危及全局区域的安全性，或者损坏非全局区域
的文件系统。请参见 zones(5)手册页。

重新引导系统。

# re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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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故障排除（任务）

以下是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故障排除过程。

以下列出本章所介绍的信息：

■ 第 73页中的 “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故障排除（任务列表）”
■ 第 74页中的 “关闭和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以便进行恢复”
■ 第 81页中的 “对 x86平台上的快速重新引导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有关停止和启动Oracle Solaris以进行恢复的信息，以及控制Oracle ILOM服务处理器的
说明（如果您在运行服务处理器），请参见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

E19694-01/E21741-02/index.html中的硬件文档。

有关如何解决Oracle Solaris引导归档文件问题的信息，请参见第 70页中的 “维护引导归
档文件的完整性”。

有关解决基于 SPARC的系统引导问题的信息，请参见《在 SPARC平台上引导和关闭
Oracle Solaris》中的第 9章 “对引导基于 SPARC的系统进行故障排除（任务）”。

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故障排除（任务列表）
表 9–1 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故障排除：任务列表

任务 说明 参考

停止基于 x86的系统以便进行恢
复。

如果损坏的文件阻止基于 x86的
系统进行引导，请首先停止系统
以尝试恢复。

第 75页中的 “如何为进行恢复而
停止系统”

在单用户模式下引导基于 x86的
系统可解决不太严重的引导问
题，例如 root shell项或口令项
错误。

在单用户模式下引导系统以解决
root口令未知或类似问题。

第 75页中的 “如何在单用户模式
下进行引导以解决 root Shell或
口令错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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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基于 x86的系统引导故障排除：任务列表 （续）

任务 说明 参考

从介质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以解
决 root口令未知问题。

从介质引导系统，然后导入并挂
载根池以更正问题。

第 76页中的 “如何从介质进行引
导以解决 root口令未知问题”

从介质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以解
决阻止系统引导的 menu.lst文
件问题。

从介质引导系统，然后导入根池
以分析并更正 menu.lst文件问
题。

第 77页中的 “如何从介质进行引
导以解决阻止系统引导的
menu.lst文件问题”

强制对基于 x86的系统实施故障
转储和重新引导。

作为故障排除措施，强制对基于
x86的系统实施故障转储和重新
引导。

第 78页中的 “如何强制实施故障
转储和系统重新引导”

在启用内核调试器 (kmdb)的情况
下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

在启用内核调试器的情况下引导
基于 x86的系统，以与内核进行
交互并对系统问题进行故障排
除。

第 80页中的 “如何在启用内核调
试器 (kmdb)的情况下引导系统”

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以便在 ZFS
根环境中进行恢复。

如果需要通过引导系统来解决
root口令丢失或类似问题，请
使用此过程。

第 77页中的 “如何从介质进行引
导以解决阻止系统引导的
menu.lst文件问题”

对基于 x86的系统上的快速重新
引导功能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对可能阻止基于 x86的系统启动
快速重新引导的问题进行故障排
除。

第 81页中的 “对 x86平台上的快
速重新引导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关闭和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以便进行恢复
在以下情况下，必须先关闭系统以进行分析，或对引导和其他系统问题进行故障排
除。

■ 诊断系统引导时出现的错误消息。
■ 停止系统以尝试恢复。
■ 引导系统以便进行恢复。
■ 强制实施系统故障转储和重新引导。
■ 使用 kmdb命令通过内核调试器引导系统。

下面的过程介绍了如何安全地关闭然后再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以便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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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恢复而停止和引导系统
为实现恢复，您可能需要引导系统。

以下是一些较为常见的错误和恢复方案：

■ 在单用户模式下引导系统可解决一些小问题，例如更正 /etc/passwd文件中的 root

shell项或更改NIS服务器。
■ 出现阻止系统引导的问题或丢失 root口令时，可以从安装介质或网络上的安装服务
器来引导进行恢复。此方法要求您在导入根池后挂载引导环境。

■ 通过导入根池来解决引导配置问题。如果 menu.lst文件存在问题，不必挂载引导环
境，只需导入根池，根池会自动挂载包含引导相关组件的 rpool文件系统。

▼ 如何为进行恢复而停止系统

停止系统。

■ 首先，成为 root角色，然后键入 init 0（如果键盘和鼠标起作用）。
■ 如果显示 Press any key to reboot 提示符，请按任意键以重新引导系统。
■ 要重新引导系统，请键入 init 6。

如果系统对来自鼠标的任何输入都没有响应，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按复位键以重新引导系统。

■ 使用电源开关重新引导系统。

▼ 如何在单用户模式下进行引导以解决 root Shell或口令错误问题

停止系统。

# init 0

重新引导系统。

# reboot

在GRUB菜单显示后，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相应的引导项，然后键入 e以编辑该项。

b. 使用方向键选择 kernel$行。

如果不能使用方向键，请使用插入记号 (^)键向上滚动，使用字母 v键向下滚动。

c. 在 $kernel行的末尾键入 -s，然后按回车键保存所做的更改并返回至上一屏幕。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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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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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键入 b在单用户模式下引导系统。

更正 /etc/passwd文件中的 shell项。
# vi /etc/password

按 Ctrl-D组合键重新引导系统。

▼ 如何从介质进行引导以解决 root口令未知问题
如果需要通过引导系统来解决 root口令未知或类似问题，请使用以下过程。请注
意，此过程要求您在导入根池后挂载引导环境。如果您需要恢复根池或根池快照，请
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ZFS文件系统》中的“如何替换 ZFS根池中的磁盘”。

从Oracle Solaris介质引导。

■ Live Media－从安装介质进行引导并对恢复过程使用GNOME终端。

■ 文本安装－在 GRUB菜单中，选择 Text Installer and command line（文本安装程序
和命令行）引导项，然后从文本安装屏幕中选择 3 Shell选项。

■ 自动化安装－从网络上的安装服务器进行引导需要PXE引导。选择GRUB菜单上的
Text Installer and command line（文本安装程序和命令行）项。然后，从文本安
装屏幕中选择 3 Shell选项。

例如：

1 Install Oracle Solaris

2 Install Additional Drivers

3 Shell

4 Terminal type (currently xterm)

5 Reboot

Please enter a number [1]: 3

To return to the main menu, exit the shell

导入根池。

zpool import -f rpool

为引导环境创建挂载点。

# mkdir /a

在 /a上挂载引导环境

# beadm mount solaris-instance|bename /a

例如：

# beadm mount solaris-2 /a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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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口令或阴影项阻碍控制台登录，请更正此问题。

a. 设置 TERM类型。

# TERM=vt100

# export TERM

b. 编辑 shadow文件。

# cd /a/etc

# vi shadow

# cd /

更新引导归档文件。

# bootadm update-archive /R /a

取消挂载引导环境。

# beadm umount be-name

停止系统。

# halt

在单用户模式下重新引导系统（如第 75页中的“如何在单用户模式下进行引导以解决
root Shell或口令错误问题”中所述），在提示输入 root口令时，按回车键。

重置 root口令。

root@system:~# passwd -r files root

New Password: xxxxxx

Re-enter new Password: xxxxxx

passwd: password successfully changed for root

按 Ctrl-D组合键重新引导系统。

▼ 如何从介质进行引导以解决阻止系统引导的menu.lst文件问题
如果需要通过引导系统来解决与缺省的 menu.lst文件有关的问题，请使用以下过
程。请注意，此过程不需要挂载引导环境。如果您需要恢复根池或根池快照，请参
见《Oracle Solaris管理：ZFS文件系统》中的“如何替换 ZFS根池中的磁盘”。

从Oracle Solaris介质引导。

■ Live Media－从安装介质进行引导并对恢复过程使用GNOME终端。

■ 文本安装－在 GRUB菜单中，选择 Text Installer and command line（文本安装程序
和命令行）引导项，然后从文本安装屏幕中选择 3 Shell选项。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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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安装－从网络上的安装服务器进行引导需要PXE引导。选择GRUB菜单上的
Text Installer and command line（文本安装程序和命令行）项。然后，从文本安
装屏幕中选择 3 Shell选项。

例如：

1 Install Oracle Solaris

2 Install Additional Drivers

3 Shell

4 Terminal type (currently xterm)

5 Reboot

Please enter a number [1]: 3

To return to the main menu, exit the shell

导入根池。

zpool import -f rpool

检查 menu.lst文件中的项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正。

# cd /rpool/boot/grub

# vi menu.lst

更新引导归档文件。

# bootadm update-archive -R /a

退出 shell并重新引导系统。
exit

1 Install Oracle Solaris

2 Install Additional Drivers

3 Shell

4 Terminal type (currently sun-color)

5 Reboot

Please enter a number [1]: 5

强制实施系统故障转储和重新引导
有时，为了排除故障，必须强制实施故障转储并重新引导系统。缺省情况下将启用
savecore功能。

有关系统故障转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管理：常见任务》中的“管理系
统故障转储信息”。

▼ 如何强制实施故障转储和系统重新引导
如果您不能使用 reboot -d或 halt -d命令，则可以使用内核调试器 kmdb来强制实施故
障转储。必须已在引导时或使用 mdb -k命令装入了内核调试器，以下过程才能正常进
行。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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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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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必须处于文本模式下，才能访问内核调试器 (kmdb)。因此，首先要退出任何窗口系
统。

访问内核调试器。

用于访问调试器的方法因访问系统所使用的控制台类型而异。

■ 如果使用本地连接的键盘，请按 F1–A组合键。
■ 如果使用串行控制台，请使用适合于该类型的串行控制台的方法来发送中断信号。

此时将显示 kmdb提示符。

要强制实施故障转储，请使用 systemdump宏。

[0]> $<systemdump

此时将显示故障消息，保存故障转储，随后系统将重新引导。

通过在控制台登录提示符下登录来确认系统已重新引导。

x86:使用 halt -d强制实施系统故障转储和重新引导

本示例说明如何使用 halt -d和 boot命令强制实施基于 x86的系统的故障转储和重新引
导。

# halt -d

4ay 30 15:35:15 wacked.<domain>.COM halt: halted by user

panic[cpu0]/thread=ffffffff83246ec0: forced crash dump initiated at user request

fffffe80006bbd60 genunix:kadmin+4c1 ()

fffffe80006bbec0 genunix:uadmin+93 ()

fffffe80006bbf10 unix:sys_syscall32+101 ()

syncing file systems... done

dumping to /dev/dsk/c1t0d0s1, offset 107675648, content: kernel

NOTICE: adpu320: bus reset

100% done: 38438 pages dumped, compression ratio 4.29, dump succeeded

Welcome to kmdb

Loaded modules: [ audiosup crypto ufs unix krtld s1394 sppp nca uhci lofs

genunix ip usba specfs nfs md random sctp ]

[0]>

kmdb: Do you really want to reboot? (y/n) y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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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启用内核调试器 (kmdb)的情况下引导系统
此过程说明装入内核调试器 (kmdb)的基本原理。缺省情况下将启用 savecore功能。

引导系统。

引导系统时将显示GRUB菜单。

显示GRUB菜单时，请键入 e以访问GRUB编辑菜单。

使用方向键选择 kernel$行。

如果不能使用方向键，请使用插入记号 (^)键向上滚动，使用字母 v键向下滚动。

键入 e以编辑该行。

此时将显示引导项菜单。在此菜单中，您可以通过向 kernel$行的结尾处添加其他引导
参数来修改引导行为。

在GRUB编辑菜单中，在 kernel$行的末尾键入 -kmdb或 -k。

grub edit> kernel$ /platform/i86pc/kernel/$ISADIR/unix -B $ZFS-BOOTFS -s -k

按 Enter键返回至某个屏幕，然后键入 b以在启用了内核调试器情况下引导系统。

键入 -kmdb或 -k将装入调试器，然后直接引导操作系统。

访问内核调试器。

用于访问调试器的方法因访问系统所使用的控制台类型而异。

■ 如果使用本地连接的键盘，请按 F1–A组合键。
■ 如果使用串行控制台，请使用适合于该串行控制台类型的方法来发送中断信号。

要在系统完全引导之前访问内核调试器，请使用 -kd选项。

使用 -kd选项将装入调试器，然后在引导操作系统之前允许您与调试器进行交互。

首次访问内核调试器时，将显示欢迎消息。

有关使用 kmdb以及由 kmdb提供的执行控制工具与系统进行交互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见 kmdb(1)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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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x86平台上的快速重新引导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以下各节介绍了如何标识和解决在 x86平台上使用Oracle Solaris的快速重新引导功能时
可能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

调试可能发生的早期紧急情况
由于 boot-config服务依赖于多用户里程碑，因此需要调试早期紧急情况的用户可以修
补 /etc/system文件中的全局变量 fastreboot_onpanic，如以下示例所示：

# echo "set fastreboot_onpanic=1" >> /etc/system

# echo "fastreboot_onpanic/W" | mdb -kw

对可能阻止在 x86平台上快速重新引导的情况进行
故障排除
在下列情形下，快速重新引导功能可能无法工作：

■ 无法处理GRUB菜单。
■ 驱动程序不实现 quiesce函数。

如果您尝试使用不受支持的驱动程序快速重新引导系统，将显示类似以下内容的消
息：

Sep 18 13:19:12 too-cool genunix: WARNING: nvidia has no quiesce()

reboot: not all drivers have implemented quiesce(9E)

如果图形驱动程序是唯一不支持 quiesce函数的驱动程序，您可以尝试通过运行以
下命令来强制快速重新引导：

# echo "force_fastreboot/W 1" | mdb -kw# echo "set force_fast \

reboot = 1" #x26;#x26;#x3e;#x26;#x26;#x3e; /etc/system

注 –如果网络接口卡 (network interface card, NIC)的驱动程序不实现 quiesce函
数，请尝试先取消激活 (unplumb)该接口，然后再尝试快速重新引导系统。

■ 内存不足。

如果系统的内存不足，或没有足够的空闲内存用于装入新的内核和引导归档文
件，快速重新引导尝试将失败并显示以下消息，然后回退到常规重新引导：

Fastboot: Couldn’t allocate size below PA 1G to do fast reboot

Fastboot: Couldn’t allocate size below PA 64G to do fast reboot

■ 环境不受支持。

以下环境不支持快速重新引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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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超虚拟化 (PV)来宾域运行的Oracle Solaris发行版
■ 非全局区域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手册页：

■ reboot(1M)
■ init(1M)
■ quiesce(9E)
■ uadmin(2)
■ dev_ops(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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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快速重新引导,到新激活的引导环境, 40–42
启用 kmdb,故障排除, 80

强
强制实施故障转储和重新引导

halt -d, 79
故障排除, 78–79

确
确定,运行级别（如何）, 24

设
设备命名约定
在GRUB中, 20

使
使基于 x86的系统保持可引导,（任务列
表）, 67–68

使系统保持可引导, 67–68
任务, 67–71

使用 eeprom命令设置引导参数,基于GRUB的引
导, 49–50

停
停止
系统以便进行恢复（如何）

x8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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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系统故障转储和重新引导,强制实施, 78–79
系统关闭命令, 31
系统恢复,如何停止系统, 75
系统引导故障排除, kmdb命令, 80

修
修改 x86引导参数（任务列表）, 47–49

引
引导,如何进行故障排除, 73–74
引导参数,在基于 x86的系统上修改, 47–49
引导归档文件
管理, 67–71
使用, 67–68

引导时交互, GRUB菜单, 54–56
引导系统
单用户状态, 25–26
交互方式, 27
运行级别 S, 25–26
指南, 14–15

引导行为
管理, 47–57
如何在GRUB菜单中修改, 51–52

引导至运行级别 3,多用户状态, 24–25
引导术语, x86, 20–21

运
运行级别

0（电源关闭级别）, 16
1（单用户级别）, 16
2（多用户级别）, 17
3（多用户使用NFS）, 17
引导系统时发生的情况, 17
引导至, 25

6（重新引导级别）, 17
s或 S（单用户级别）, 16
定义, 16
缺省运行级别, 16

运行级别（续）
确定（如何）, 24

运行级别 3,多用户状态, 24–25
运行级别 S,如何将系统引导至单用户状态, 25–26
运行级别或里程碑,何时使用, 18

在
在GRUB菜单中修改内核用法, 51–52
在 x86平台上进行网络引导, 44–45

早
早期紧急情况
调试
快速重新引导, 81

正
正常关闭, 30

重
重新引导基于 x86的系统,（任务列表）, 37–38
重新引导系统,强制实施故障转储, 78–79

术
术语,用于 x86引导, 20–21

阻
阻止快速重新引导的情况,故障排除,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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