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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文档

■ 概述－介绍如何使用 Oracle Solaris 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 功能。SMF 是 Oracle Solaris 预测性自我修复功能众多的组件之一。

■ 目标读者－管理系统服务的系统管理员
■ 必备知识－Oracle So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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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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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系统服务 • 2014 年 7 月



第 1 章 服务管理工具简介 15

 1 ♦  ♦  ♦        第     1     章 

服务管理工具简介

Oracle Solaris 服务管理工具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 框架用于管理系统和
应用程序服务。SMF 管理对于系统正常运行至关重要的关键系统服务，并管理数据库或
Web 服务器等应用程序服务。SMF 通过确保即使在硬件或软件出现故障的情况下重要
系统和应用程序服务仍可以持续运行来提高系统的可用性。

SMF 取代了使用配置文件管理服务的机制，并且是用于启动应用程序的建议机制。SMF
取代了 init 脚本启动机制、inetd.conf 配置和大多数的 rc?.d 脚本。SMF 保留与现有
管理操作的兼容性（只要可能）。例如，大多数客户和 ISV 提供的 rc 脚本仍能够按照
不使用 SMF 时的相同工作方式进行工作。

SMF 功能

SMF 框架在 Oracle Solaris 11 系统上始终处于活动状态。SMF 提供以下功能：

■ 引导速度更快。SMF 通过根据服务的相关项并行启动服务来提高大型系统的引导速
度。

■ 重新启动失败的服务。SMF 服务明确定义了与其他服务之间的相关项关系。如果某
个服务失败，则 SMF 会报告所有受影响的相关服务。SMF 自动尝试按照依赖顺序
重新启动失败的服务。

■ 检查服务。查看服务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查看服务属性的值。
■ 管理服务。启用、禁用和重新启动服务。您可以让这些更改在升级和重新引导后继续

有效，也可以指定临时更改。
■ 配置服务。

■ 更改服务属性的值。
■ 添加和删除定制属性。

■ 审计服务更改。SMF 会针对服务或其属性的每项管理性更改编写 Solaris 审计记
录。SMF 可以显示某个属性值或服务状态是否由管理员设置。

■ 将任务安全委托给非 root 用户，包括修改属性以及启用、禁用或重新启动服务的权
限。

■ 创建新的服务。轻松创建现有服务的实例、复制并修改现有服务，或者使用服务创建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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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服务问题进行调试。轻松显示有关已启用服务为何不运行或者服务为何阻止其他
服务运行的说明。

■ 配置通知您特定软件事件或硬件故障的方式。
■ 将 inetd.conf 配置转换为 SMF 服务。
■ 将 SMF 服务属性转换为配置文件。此机制为由 SMF 管理但与仍需要配置文件的应

用程序进行交互的服务提供桥梁。

此发行版中的新增功能

以下 SMF 功能是此发行版中的新增功能：

同步重新启动和刷新操作

svcadm 命令的 restart 和 refresh 子命令的新 -s 选项指定与 enable 和 disable 子
命令的现有 -s 选项类似的同步操作。

显示日志文件

svcs 命令的新 -L 选项显示指定服务实例的完整日志文件、日志文件的最后几行或者
日志文件的完整路径名称。

针对一组服务实例的批处理操作

通过新的 libscf(3LIB) 函数调用可以将常见的管理性操作组合在一起，然后以同步
或异步的方式批量执行。您可以针对一组服务实例执行启用、禁用、重新启动、刷
新、标记、清除维护或降级状态，以及在里程碑之间转换等操作。

将 SMF 服务属性转换为配置文件

对于由 SMF 管理但与仍需要配置文件的应用程序进行交互的服务，新的模具功能可
以根据在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为服务定义的属性值创建和更新配置文件。称为模
具文件的新文件包含将由 SMF 创建的配置文件的结构定义。新的 svcio 实用程序可
根据模具文件中的定义和 SMF 服务中的属性生成配置文件。通过此功能可以利用
SMF 配置管理，并且几乎不对现有应用程序造成什么影响。

SMF 概念和组件

本节定义了在本指南的剩余部分中使用的术语。下图显示了 SMF 框架的主要组件。当
您引导映像时，SMF 会根据需要更新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读取系统信息库数据，并
启动启用的服务实例。在下图中，libscf 是重启程序用于与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交互的
库接口。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与 libscf 库接口之间的交互由 svc.configd 守护进程管
理。svcs、svcprop、svcadm 和 svccfg 命令是管理员用于与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交互的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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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服务管理工具框架

SMF 服务

SMF 服务是一个持续运行的应用程序，可表示如下系统实体：

■ 数据库或 Web 服务器等应用程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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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系统服务
■ 设备的软件状态
■ 内核配置信息
■ 与系统 init 状态对应的里程碑

服务实例是服务的子级，用于提供功能和与应用程序及其他服务实例的相关项关系。仅
实例具有状态，并且可以启动和停止。如果实例因为某种原因（例如硬件或软件故障）
而出现错误，则 SMF 可自动检测到该错误并重新启动该实例以及任何相关的实例。

有了服务实例，服务的多种配置可以同时运行。服务实例继承并定制通用服务配置。例
如，您可以这样定义 Web 服务器服务：将一个实例配置为侦听端口 80，将另一个实例
配置为侦听端口 1008。大多数服务都具有 default 实例。少数服务不具有实例，例如某
些使用 SMF 存储配置但是不运行程序的服务。例如，x11/x11-server 服务不具有任何
实例。

在名为服务清单的文件中对 SMF 服务进行了描述。该清单描述了服务实例、相关项、
配置属性和方法。服务方法用于启动、停止和刷新服务实例。方法可以为守护进程、其
他二进制可执行文件或可执行脚本。通过服务配置文件可以主要通过添加属性以及添加
并覆盖属性值来定制现有服务。新的属性和值会覆盖清单中指定的值，如“系统信息库
层” [23]中所述。有关清单和配置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服务包” [22]。配置文
件还是个非常好的工具，可以将相同的定制配置应用于多个系统应用，如“配置多个系
统” [68]中所述。

服务信息存储在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该系统信息库也称为 SMF 数据库。服务配置
系统信息库存储系统上每个服务实例的当前状态以及每个服务和服务实例的配置数据。
数据根据值的修改方式存储在各个层中，如“系统信息库层” [23]中所述。

SMF 提供您可以对服务实例调用的操作，包括启用、禁用、刷新和重新启动。每个服
务实例由重启程序管理，重启程序将执行这些管理性操作。通常，重启程序通过执行方
法以将服务实例从一个状态转换至另一个状态来执行操作。有关重启程序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服务重启程序” [20]。

里程碑服务是表示系统就绪性级别的特殊类型的服务。里程碑是其他服务实例启动
时所依赖的服务。例如，运行级别由里程碑服务表示，例如 svc:/milestone/multi-
user-server。里程碑还可以用于指示一组服务的就绪性，例如 svc:/milestone/
devices、svc:/milestone/network 或 svc:/milestone/name-services。

服务模型

SMF 服务为以下三种模型之一：

瞬态服务

此服务执行一些操作并退出时无需启动任何长时间运行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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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级或等待服务

此服务每当其子进程正常退出后都会重新启动。系统不会将正常退出的子进程视为
错误。

合同或守护进程服务

此服务会启动长时间运行的守护进程或启动多个相关的进程，这些进程将作为服务
合同的一部分绑定在一起。合同服务用于管理其启动的进程以及任何相关服务及其
启动顺序。您只需管理高级服务。

服务名称

每个服务和服务实例都由一个故障管理资源标识符 (Fault Management Resource
Identifier, FMRI) 表示。服务实例的完整 FMRI 采用下面的格式：

svc:/service_name:instance_name

service_name 采用层次化的名称，例如 network/dns/client 或 application/
pkg/server。service_name 最后一个正斜杠字符 (/) 前面的部分是该服务的类
别。application、device、milestone、network 和 system 等类别可帮助标识服务的用
途。

保留了 site 类别以帮助您避免在创建自己的 SMF 服务时出现名称冲突的情况。例如，
名为 svc:/site/tool 的特定于站点的服务不会与名为 svc:/tool 的 Oracle Solaris 服务冲
突。

服务实例名称通过冒号附加到父服务名称之后。例如，svc:/system/identity:node 和
svc:/system/identity:domain 是 svc:/system/identity 服务的实例。

在脚本中，最佳做法是使用完整的服务实例名称。也可以将名称缩短为名称中使其成为
唯一名称的最右侧部分。例如，svc:/system/identity 可以缩短为 identity，而 svc:/
system/identity:domain 可以缩短为 identity:domain。实例名称前面必须有后跟冒号的
服务名称的某部分。

服务状态

在任何特定的时间，SMF 服务实例都处于以下状态之一：

■ degraded－实例正在运行或者可以运行，但是以有限的功能运行。
■ disabled－实例未启用，且未运行或者不可运行。
■ maintenance－实例已启用，但是无法运行。实例可能由于管理操作尚未完成而刚好

转换至 maintenance 状态。否则，将需要管理性操作才能解决问题。
■ offline－实例已启用，但是未运行或者不可运行。例如，如果未满足已启用服务的

相关项，服务将保持 offline 状态。



SMF 概念和组件

20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系统服务 • 2014 年 7 月

■ online－实例已启用，且正在运行或者可以运行。online 状态是已满足所有相关项
且正确配置的服务实例的预期运行状态。

■ uninitialized－此状态是所有服务的初始状态。

服务实例根据条件（例如管理性操作或其相关服务的状态）在各个状态之间转换。例
如，当您启用处于 disabled 状态的实例时，此刚启用的实例在满足其所有相关项的情况
下，首先转换至 offline 状态，然后再转换至 online 状态。有关这些服务状态以及服务
实例如何在这些状态之间转换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mf(5) 手册页。

服务相关项

一个服务可以依赖于另一个服务、服务实例或文件。服务相关项用于定义服务之间的关
系。

相关项关系用于确定服务启动和自动停止的时间。如果未满足启用服务的相关项，服
务将处于 offline 状态。如果满足启用服务的相关项，服务将会启动。如果服务成功启
动，服务将转换至 online 状态。

当服务转换状态时，会重新评估服务相关项。已满足的服务相关项稍后可能会处于不满
足状态。文件相关项仅评估一次。

相关项可以是必需的，也可以是可选的。服务相关项可能需要处于正在运行或已禁用的
状态。相关服务可以配置为在其中一个服务相关项停止或刷新时重新启动或不重新启
动。

相关项关系实现了以下功能：

■ 可伸缩且可再现的初始化进程
■ 通过并行启动独立的服务提高在具有并行能力的计算机上系统启动的速度
■ 通过仅重新启动直接受故障影响的服务并以正确的依赖顺序重新启动这些服务而实现

的精确故障隔离和故障恢复

服务重启程序

每个 SMF 服务实例都由一个重启程序管理。重启程序将检索实例配置并提供执行环
境。有关所有重启程序的通用信息，请参见 smf_restarter(5)。

主重启程序守护进程

svc.startd 守护进程是 SMF 的主重启程序守护进程，也是所有服务实例的缺省重启程
序。svc.startd 守护进程用于管理所有服务实例及其相关项的状态。如果已满足相关项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restarte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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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实例已进入联机状态，则主重启程序会调用其他实例的 start 方法或者引导委托重启
程序调用 start 方法。如果不再满足服务实例的相关项，主重启程序将停止该实例。重启
程序会在实例出现错误时尝试重新启动该实例。由于实例只有在满足其所有的相关项才
能够进入联机状态，因此实例的相关项可以帮助确定该实例的重新启动行为。对每个相
关项声明设置的属性会定义该相关项是否是必需的，以及在哪些情况下相关项重新启动
时，实例也重新启动。

对于其他任务，svc.startd 守护进程在相应的运行级别启动相应的 /etc/rc*.d 脚本，此
工作之前由 init 完成。

下面的示例显示 svc.startd 是 network/ipmp:default 服务实例的重启程序。此示例省
略了其他输出内容。

$ svcs -l ipmp:default
restarter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如果 restarter 属性为空或者设置为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则服务实例
由 svc.startd 管理。有关 svc.startd 守护进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vc.startd(1M)
手册页。

委托的重启程序

有些服务在启动时具有一组共同的行为。委托的重启程序可以为这些服务提供特定的执
行环境和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重启行为。

委托的重启程序的示例是 inetd，它能够按需启动 Internet 服务，而不是使服务始终保
持运行。inetd 重启程序为其服务实例提供由作为输入和输出文件描述符的网络连接构
成的环境。有关 inetd 守护进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inetd(1M) 手册页。下面的示例显
示 inetd 是 cups/in-lpd:default 服务实例的重启程序。此示例省略了其他输出内容。

$ svcs -l cups/in-lpd:default
restarter   svc:/network/inetd:default

restarter 属性指定的委托重启程序负责在该重启程序可用时管理服务实例。

服务属性和属性组

有关服务的信息（包括相关项、方法、状态和应用程序数据）作为一组属性存储在服务
配置系统信息库中。属性可以针对服务或者服务实例进行定义。对服务设置的属性由该
服务的所有实例继承。对实例设置的属性仅由该实例使用。服务实例可以定制继承属性
的值，并且可以定义父服务未定义的其他属性。

属性分为多个属性组。部分常见的属性组包括：

■ general－包含实例是否已启用等信息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svc.startd-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inetd-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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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rter－包含服务重启程序存储的运行时信息，包括实例的当前状态
■ start、refresh、stop－包含要启动、刷新或停止服务需要执行哪个程序等信息
■ config－由服务开发人员用于存放应用程序数据。

有关属性和属性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mf(5) 手册页。

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

有关每个服务的信息都存储在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该系统信息库也称为 SMF 数据
库。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存储系统上每个服务实例的当前状态以及每个服务和服务实例
的属性等信息。

系统信息库用于存储服务的持久性配置信息以及 SMF 运行时数据。

■ 持久性配置信息根据数据的来源存储在不同层中。请参见“系统信息库层” [23]。
■ 运行时数据（或者非持久性配置信息）在重新引导后不再有效，而且系统信息库不会

存储非持久性数据的层信息。非持久性数据通常保存活动的程序状态。

系统信息库还存储服务模板数据，例如属性的类型、值约束和说明。模板数据定义在服
务清单中：有关模板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mf_template (5) 手册页。

只能使用 SMF 界面对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进行处理和查询。使用
svcs、svcprop、svcadm 和 svccfg 命令或者 libscf(3LIB) 手册页中列出的服务配置
工具库函数。您可以在指定的层和快照中读取和写入属性值以及显示这些属性值。有
关层的信息，请参见“系统信息库层” [23]。有关快照的信息，请参见“系统信息库快
照” [24]。您可以仅显示选定服务实例或父服务的属性，也可以显示属性的复合视
图。在复合视图中，同时显示对父服务设置的属性和对服务实例设置的属性；显示的值
是对服务实例设置的值。

服务包

服务包是包含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存储的服务或服务实例信息的 XML 文件。服务包
提供的信息存储在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并且可以从系统信息库中导出。标准位置中
的服务包在系统引导期间导入至系统信息库中。

两种类型的服务包分别为清单和配置文件。

清单 清单包含与一组特定的服务或服务实例关联的完整属性集。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通常提供扩充或覆盖清单所提供信息的服务或服务实例定
制信息。定制信息的示例包括附加属性和更改的属性值。

清单的标准位置为 /lib/svc/manifest。配置文件的标准位置为 /etc/svc/profil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template-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3Flibscf-3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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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系统引导或清单导入服务重新启动时，系统会导入清单和应用配置文件（如果它们是
新的或更改过的清单和配置文件）。提供服务包的 IPS 软件包可以指定清单导入服务应
该在安装软件包时重新启动。

本地定制信息可以通过 /etc/svc/profile/site 目录中带有 .xml 后缀的配置文件提供。
如果多个清单或配置文件为同一服务或实例在同一系统信息库层定义了相同属性，则
SMF 无法确定要使用哪个值。如果检测到这种冲突，该实例将置于维护状态。有关层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系统信息库层” [23]。

除了为 Oracle Solaris 提供服务以外，服务包还为各种系统提供定制配置。

系统配置文件 /etc/svc/profile/generic.xml 在安装期间得到应用。请勿更改此配
置文件。升级时会覆盖对此系统配置文件所做的任何更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mf_bootstrap(5) 手册页。

系统信息库层

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可以为一个属性存储不同的值。系统信息库根据数据的来源在层中
存储数据。数据来源可以是清单、系统配置文件、站点配置文件以及使用 SMF 命令和
库接口进行的定制。您可以查看不同层中的值以了解运行中的配置值的来源：值是在清
单或配置文件中指定的，还是由管理员更改过的。

使用 SMF 命令和库接口所做的配置更改仅显示在 admin 层中。其他层中的配置定义在
位于标准位置的配置文件和清单文件中。将属性从文件添加到系统信息库中时，有关该
属性的信息将包括该文件的名称。

层 内容

admin 使用 SMF 命令或库接口所做的任何更改、由管理员或应用程序所做的任何更
改。admin 层还包括通过从非标准位置导入清单或应用配置文件时所做的任何更改。
有关使用非标准位置的注意事项，请参见“导入并应用清单和配置文件” [67]。

site-profile /etc/svc/profile/site 目录中的配置文件或旧 /etc/svc/profile/site.xml 和 /var/
svc/profile/site.xml 配置文件中的任何值。请注意，/var/svc/profile 是过时的标
准位置，不应用于新的配置文件。

system-profile /etc/svc/profile/generic.xml 和 /etc/svc/profile/platform.xml 系统配置文件中的
任何值。

manifest /lib/svc/manifest 和 /var/svc/manifest 目录所包含的清单中的值。请注意，/var/

svc/manifest 是过时的标准位置，不应用于新的清单。

任何层中都不能存在属性冲突。admin 层中的冲突属性会覆盖之前的属性。如果任何其
他层中有多个文件提供相同的属性，而且未在更高的层中设置该属性，则实例会被标记
为存在冲突并且直到删除冲突定义或者在更高的层中设置该属性时才启动。

您可以指定要查看的配置数据层，从而确定哪些数据为管理定制项以及哪些数据随软件
提供。当客户机未指定从哪个层检索配置数据时，则提供顶层的数据。顶层将按照下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bootstra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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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优先级顺序进行确定（从上到下）：admin 层、site-profile 层、system-profile

层、manifest 层。如果某个属性在 admin 层中有值，则该值是系统信息库提供的值。这
样，本地定制项优先于安装系统时提供的值。

系统信息库快照

每次成功启动服务时，系统信息库都会捕获该服务的只读快照。通过这些快照可以轻松
返回之前的工作状态（如果需要）。任何指定的实例都可能存在以下快照：

initial 首次导入服务及其实例时的初始配置。如果配置文件在清单导入之
前启动了服务或实例，则不创建 initial 快照。

previous 为已提供的服务执行清单导入时捕获的当前配置。服务可能已由正
在导入的清单或其他清单提供。

running 服务实例的运行中配置。当您更改配置数据时，请使用 svcadm
refresh 或 svccfg refresh 命令将新值提交至运行中的快照。

start 成功转换为 online 状态期间捕获的配置。

系统信息库备份

SMF 自动对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执行以下备份：

■ 每次系统启动过程中，在即将对系统信息库进行首次更改之前，会执行 boot 备份。
■ manifest_import 的备份在 svc:/system/early-manifest-import:default 或 svc:/

system/manifest-import:default 完成之前进行（如果该服务导入了任何新清单或运
行了任何升级脚本）。

每种类型的四个备份都由系统进行维护，并根据需要删除最早的备份。

您可以从其中一个备份恢复系统信息库。请参见如何从备份恢复系统信息库 [95]。

配置文件和 SMF 服务

SMF 是用于启动应用程序的建议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SMF 可以取代配置文件来管
理服务。本节介绍如何处理一些常见的旧配置脚本和文件。

/etc/rc?.d 脚本

/etc/rc?.d 目录（其中 ? 表示运行级别）包含用于管理运行级别转换期间执行的
服务的旧初始化和终止脚本。以前由 /etc/rc?.d 脚本实现的大多数服务现在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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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F 管理。部分 /etc/rc?.d 脚本得到保留以允许您使用要求通过 /etc/rc*.d 脚本
实现这些服务的第三方应用程序。这些脚本硬链接至 /etc/init.d 目录中的文件。
有关 /etc/rc?.d 脚本和运行级别的信息，请参见 /etc/init.d/README 文件、/etc/

rc?.d 目录中的 README 文件和 inittab(4) 手册页。有关转换运行控制脚本的说
明，请参见如何将运行控制脚本转换为 SMF 服务 [82]。在您转换 rc?d 脚本之
后，将脚本从 Sscript 重命名为 sscript 以有效删除脚本。

/etc/init.d 脚本

/etc/init.d 目录包含用于更改 init 状态的初始化和终止脚本。其中部分脚本会
硬链接至 /etc/rc?.d 目录中的脚本。有关 /etc/init.d 脚本的信息，请参见 /etc/
init.d/README 和 init.d(4) 手册页。

旧 init.d 运行控制脚本使用以 lrc（而非 svc）开头的 SMF FMRI 表示。例如，/

etc/rc2.d/S47pppd PPP 配置脚本由 lrc:/etc/rc2_d/S47pppd 服务表示。这些 lrc
服务的状态为 legacy_run。如下面的示例所示，您可以列出旧服务的名称和启动时
间，但是您无法使用 SMF 管理这些服务。

$ svcs lrc:\*
STATE          STIME     FMRI

legacy_run      9:34:54  lrc:/etc/rc2_d/S47pppd

legacy_run      9:34:54  lrc:/etc/rc2_d/S89PRESERVE

$ svcs -l lrc:/etc/rc2_d/S47pppd
svcs: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for legacy service 'lrc:/etc/rc2_d/S47pppd'

$ svccfg -s lrc:/etc/rc2_d/S47pppd listprop
svccfg: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for legacy service 'lrc:/etc/rc2_d/S47pppd'

/etc/inittab 项

init 分发的 /etc/inittab 文件控制进程中的项。请勿直接编辑 /etc/inittab 文
件，而应修改 SMF 服务。有关如何修改传递给 ttymon 的参数的示例，请参见如何
修改 ttymon 属性值 [59]。

有关 /etc/inittab 文件项格式的信息，请参见 inittab(4) 手册页。有关运行级别
的信息，请参见 inittab(4) 手册页和 /etc/init.d/README。

/etc/inetd.conf 文件

以前使用 inetd.conf 文件配置的服务现在使用 SMF 进行配置。inetd.conf 文件
中的配置必须先转换为 SMF 服务才能使用。请参见“将 inetd 服务转换为 SMF 服
务” [100]。有关已转换为 SMF 服务的 inetd 服务，请参见“修改 inetd 控制的服
务” [70]。

/etc/nscd.conf 文件
/etc/nsswitch.conf 文件
/etc/resolv.conf 文件

请勿编辑这些文件。编辑将会丢失。这些文件会根据 SMF 数据自动生成，以向后兼
容可以解析该文件的应用程序。使用 svccfg setprop 命令修改属性值，如“设置属性
值” [57]中所示。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inittab-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init.d-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initta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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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d.conf 文件的功能已由 svc:/system/name-service-cache SMF 服务替代。如需
了解要配置哪些 name-service-cache 属性（而非编辑 nscd.conf 文件），请参见
nscd.conf(4) 手册页。

nsswitch.conf 文件的功能已由 svc:/system/name-service/switch SMF 服务替代。
如需了解要配置哪些 name-service/switch 属性（而非编辑 nsswitch.conf 文件），
请参见 nsswitch.conf(4) 手册页。

resolv.conf 文件的功能已由 svc:/network/dns/client SMF 服务替代。如
需了解要配置哪些 dns/client 属性（而非编辑 resolv.conf 文件），请参见
resolv.conf(4) 手册页。

这些文件是您不应编辑的配置文件的示例。还存在其他此类文件。在少数情况下，
编辑配置文件是修改配置的正确方法，如“修改由文件配置的服务” [71]中所述。
在编辑任何配置文件之前，请先阅读文件中的所有注释以及所有相关的手册页，以
确保编辑文件是修改相关服务配置的正确方法。

服务管理特权

修改服务状态和配置需要增强的特权。可使用以下方法之一获取所需的特权。有关授
权、配置文件和角色的更多信息（包括如何确定您需要哪个配置文件或角色，以及如何
分配特权），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确保用户和进程的安全 》。

授权

有关 SMF 操作所需的授权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mf_security(5) 手册页。您还可以检查特定服务的属性，例如
action_authorization、modify_authorization、read_authorization 和
value_authorization。

权限配置文件

可使用 profiles 命令列出分配给您的权限配置文件。服务管理权限配置文件会
授予您 solaris.smf.manage 和 solaris.smf.modify 权限，并允许您使用 svcadm
和 svccfg 命令。服务操作员权限配置文件会授予您 solaris.smf.manage 和
solaris.smf.modify.framework 权限

角色

使用 roles 命令列出分配给您的角色。如果您具有 root 角色，则可以使用 su 命令
来承担 root 角色。

sudo 命令

根据站点的安全策略，可以使用 sudo 命令和用户口令来执行特权命令。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nscd.conf-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nsswitch.conf-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resolv.conf-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OSSUP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securit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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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有关服务的信息

本章介绍如何获取有关服务的以下信息：

■ 服务状态、相关项和其他属性值
■ 合同服务启动的进程
■ 用于故障排除的日志文件位置
■ FMA 事件和服务转换事件通知设置

列出系统上的服务

svcs 命令是用于列出服务实例状态的主要命令。

显示服务状态

有关这些示例中所示的状态的说明，请参见“服务状态” [19]。

例   2-1 列出所有启用的服务

不带任何选项或参数的 svcs 命令会列出此系统上启用的所有服务实例，以及临时禁用的
实例。

此列表中处于 disabled 状态的服务实例将在系统下次引导时启用。处于 legacy_run 状
态的实例不由 SMF 管理。有关这些传统服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文件和 SMF 服
务” [24]。如果您有服务处于 maintenance、degraded 或 offline 状态，请参见“获得有关
服务状态的更多信息” [34]。

STIME 列显示实例进入所列状态的时间。如果实例进入此状态超过 24 小时，则 STIME
列会显示日期。

$ svcs
STATE          STIME    F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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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cy_run     Sep_09   lrc:/etc/rc2_d/S47pppd

legacy_run     Sep_09   lrc:/etc/rc2_d/S81dodatadm_udaplt

legacy_run     Sep_09   lrc:/etc/rc2_d/S89PRESERVE

disabled       Sep_09   svc:/system/vbiosd:default

online         Sep_09   svc:/system/early-manifest-import:default

online         Sep_09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

例   2-2 列出所有安装的服务

要列出此系统上安装的所有服务实例，包括下次引导时不会自动启用的 disabled 实例，
请使用 svcs -a 命令。

$ svcs -a

正在从列出的状态转换至另一种状态的服务实例的状态会附加有星号 (*)。例
如，offline* 可能表示该实例仍在执行其 start 方法。

如果状态缺失或者无法识别，则会显示一个问号 (?)。

例   2-3 列出服务的所有实例

指定服务名称后，svcs 命令会列出服务的所有实例。有关 -o 选项的信息，请参见“显示
选定的服务信息” [29]。

$ svcs -Ho inst identity
node

domain

显示有关服务的更多信息

svcs -l 命令显示每个指定服务实例的长列表，包括有关实例状态的更详细的信息、实
例日志文件和配置文件的路径、相关项类型、相关项重新启动属性值和相关项状态。下
面的示例显示此服务实例的所有必需相关项都处于联机状态。禁用的一个相关项是可选
相关项。有关相关项类型和重新启动属性值的信息，请参见“显示服务相关项” [30]。
在 svcs -l 输出中，相关项除了“服务状态” [19]中所述的那些状态以外，还可能出现其
他状态。有关相应的说明，请参见 svcs(1) 手册页。下面的示例还显示指定的服务实例
已临时启用且处于联机状态，另外该服务为合同类型的服务。有关服务类型的定义，请
参见“服务模型” [18]。如果状态值末尾带有星号，例如 offline*，则表明该实例正在进
行状态转换，并且下一个状态字段显示状态值，而非 none。state_time 是实例进入所列
状态的时间。

$ svcs -l net-snmp
fmri         svc:/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default

name         net-snmp SNMP daemon

enabled      true (temporary)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svc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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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online

next_state   none

state_time   September 17, 2013 05:57:26 PM PDT

logfile      /var/svc/log/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default.log

restarter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contract_id  160

manifest     /etc/svc/profile/generic.xml

manifest     /lib/svc/manifest/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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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cy   optional_all/none svc:/milestone/name-service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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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cy   optional_all/none svc:/network/rpc/rstat (disabled)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start svc:/system/cryptosvc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start svc:/milestone/network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fresh file://localhost/etc/net-snmp/snmp/snmpd.conf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none svc:/milestone/multi-user (online)

例   2-4 显示合同服务启动的进程

使用 svcs -p 命令显示合同服务实例启动的进程的进程 ID 和命令名称。net-snmp 服务
管理通过一组管理信息库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MIB) 收集系统信息的 /usr/
sbin/snmpd SNMP 代理。

$ svcs -p net-snmp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17:57:26 svc:/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default

               17:57:26     5022 snmpd

例   2-5 显示进程停止后自动重新启动的合同服务

合同服务实例在合同清空后会自动重新启动。SMF 还尝试重新启动与合同服务实例关联
的进程，这属于硬件或软件故障事件自动恢复的一部分。下面的示例显示在 /usr/sbin/
snmpd 进程终止后，它通过新的进程 ID 自动重新启动。net-snmp:default 实例仍然处于
联机状态，并且具有新的开始时间。

$ kill 5022

$ svcs -p net-snmp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17:57:59 svc:/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default

               17:57:59     5037 snmpd

显示选定的服务信息

svcs 命令的输出可以非常方便地传输至其他命令或在脚本中使用。通过 svcs 命令的 -o
选项，可以指定所需的信息列以及列的顺序。例如，您可以在单独的列中输出服务名称
和实例名称，服务的当前状态和下一个状态，以及合同 ID。使用 -s 和 -S 选项，您可以
指定一列或多列输出的排序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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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服务相关项

相关项关系控制着服务实例状态转换。有关相关项的简要说明，请参见“服务相关
项” [20]。有关详细说明以及如何指定不同类型的相关项，请参见第 5 章 使用 SMF 控制
您的应用程序。

在下图中，svc1:default、svc2:default 和 svc3:default 服务实例不需要任何其他
服务、文件或资源即可启动。这些实例可以并行启动，执行它们的 start 方法，并且
无需等待任何其他资源即可转换至联机状态。svc4:default 实例直到 svc2:default
实例处于联机状态才可以执行其 start 方法。svc5:inst1 实例同时需要 svc2:default
资源和 svc4:default 资源。svc5:inst1 与 svc4:default 的相关项是可选的相关项，
在 svc4:default 处于以下状态之一时可满足此相关项：已启用且处于联机状态、
已禁用或者不存在。svc5:inst1 实例必须等待 svc2:default 处于联机状态，并且
如果 svc4:default 存在且已启用，则 svc5:inst1 还必须等待 svc4:default 处于联
机状态。如果 svc4:default 存在且已禁用或者不存在，则 svc5:inst1 不需要等待
svc4:default。

图   2-1 服务相关项关系

相关项分组

每个相关项都将分配至以下分组之一。分组定义了如何满足该分组中的相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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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_all 相关项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可满足此相关项：
■ 此分组中所有的服务相关项都在运行，即处于 online 或

degraded 状态。
■ 此分组中的所有文件相关项都存在。

require_any 相关项满足以下任一条件时可满足此相关项：
■ 此分组中至少有一个服务相关项正在运行，即处于 online 或

degraded 状态。
■ 此分组中至少有一个文件相关项存在。

optional_all 此组中所有服务相关项都满足以下任一条件时可满足此相关项：
■ 服务正在运行，即处于 online 或 degraded 状态。
■ 服务需要执行管理性操作。服务不存在、不完整、处于

disabled、maintenance 或 offline 状态，正等待需要管理性操
作的相关项启动。

此组中的文件相关项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如果服务实例正在进行状态转换且不需要管理性干预即可启动，则
说明此服务实例未满足此相关项。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服务会等待
此相关项启动或等待确定该相关项在无管理性操作的情况下无法启
动。

exclude_all 相关项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可满足此相关项：
■ 此分组中的所有服务相关项都处于 disabled、maintenance 状态

或不存在。
■ 此分组中的所有文件相关项都不存在。

列出服务依赖的实例

svcs -d 命令可列出指定服务依赖的服务实例。

此示例显示 system-repository 服务依赖的服务实例：

$ svcs -d system-repository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Sep_09   svc:/milestone/network:default

online         Sep_09   svc:/system/filesystem/local:default

online         Sep_09   svc:/system/filesystem/autofs:default

svcs -l 命令还列出指定服务依赖的服务。除了相关项的名称和状态以外，-l 选项输出
还显示相关项的类型或分组以及相关项的 restart_on 属性值。在此示例中，其中两个相
关项是必需相关项，一个是可选相关项。有关这些分组中的相关项如何影响相关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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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请参见“相关项分组” [30]。有关相关项的不同 restart_on 属性值如何影响相关
服务的说明，请参见“相关项分组” [30]。

$ svcs -l system-repository
fmri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

name         IPS System Repository

enabled      false

state        disabled

next_state   none

state_time   Mon Sep 09 18:42:28 2013

restarter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manifest     /lib/svc/manifest/application/pkg/pkg-system-repository.xml

dependency   require_all/error svc:/milestone/network:default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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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cy   optional_all/error svc:/system/filesystem/autofs:default (online)

您还可以使用 svcprop 命令列出这些相关项。此表在不同的行中显示相关项的分组和
restart_on 值，不显示相关项的状态。

$ svcprop -g dependency system-repository:default
network/entities fmri svc:/milestone/network:default

network/grouping astring require_all

network/restart_on astring error

network/type astring service

filesystem-local/entities fmri svc:/system/filesystem/local:default

filesystem-local/grouping astring require_all

filesystem-local/restart_on astring none

filesystem-local/type astring service

autofs/entities fmri svc:/system/filesystem/autofs:default

autofs/grouping astring optional_all

autofs/restart_on astring error

autofs/type astring service

列出依赖服务的实例

svcs -D 命令可列出依赖指定服务的服务实例。

此示例显示依赖 system-repository 服务的服务实例：

$ svcs -D system-repository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16:39:30 svc:/application/pkg/zones-proxyd:default

下面的命令确认 zones-proxyd 依赖 system-repository。

$ svcs -do svc,desc zones-proxyd
SVC                               DESC

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 IPS System Repository

system/filesystem/minimal         minimal file system m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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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stone/network                 Network milestone

下面的命令显示有关 zones-proxyd 如何依赖 system-repository 的更多信息。此输出的
最后一行显示 zones-proxyd 服务需要 system-repository 服务处于运行中状态，并且
显示 system-repository 当前处于运行中状态。此输出还显示 zones-proxyd 服务将在
system-repository 服务刷新时重新启动。

$ svcs -l zones-proxyd
fmri         svc:/application/pkg/zones-proxyd:defaulr

name         Zones Proxy Daemon

enabled      true

state        online

next_state   none

state_time   January 6, 2014 04:39:30 PM PST

restarter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manifest     /lib/svc/manifest/application/pkg/zoneproxyd.xml

dependency   require_any/none svc:/system/filesystem/minimal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ny/error svc:/milestone/network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start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 (online)

显示服务是否将自动重新启动

运行中的服务可以配置为在其相关项之一停止或刷新时重新启动。如果运行中服务（处
于 online 或 degraded 状态）未满足其相关项，则该服务会转换至 offline 状态。如果
服务在相关项停止或刷新后重新启动，则可能会重新会满足相关项，相关服务会转换回
运行中状态。

以下因素确定服务是否在 require_all、require_any 或 optional_all 相关项停止或刷新
后重新启动：

■ 相关项是停止还是刷新。如果是停止，相关项是因为错误（例如硬件错误或核心转
储）还是因为某些其他原因（例如管理性操作）而停止。

■ 相关项的 restart_on 属性值。可能的值包括 none、error、restart 和 refresh。

如下表中所示，如果相关项的 restart_on 属性值为 none，则当相关项停止或刷新时相
关服务不重新启动。如果相关项的 restart_on 属性值为 refresh，则当相关项停止或刷
新时相关服务始终重新启动。如果 restart_on 的值为 error，则仅当相关项因错误而停
止时相关服务才会重新启动。如果 restart_on 的值为 restart，则仅当相关项刷新时相
关服务才会重新启动。

表 2-1 在相关项停止后自动重新启动服务

require_all、require_any 或 optional_all 相关项 相关项 restart_on 属性的值

停止或刷新事件 none error restart refresh

因为错误停止 不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 不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

其他停止 不重新启动 不重新启动 不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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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_all、require_any 或 optional_all 相关项 相关项 restart_on 属性的值

停止或刷新事件 none error restart refresh

刷新 不重新启动 不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

“列出服务依赖的实例” [31]显示 system-repository 服务具有两个 require_all
相关项以及一个 optional_all 相关项。下面的命令显示 system-repository 服务在
milestone/network 服务或 system/filesystem/autofs 服务因错误而停止时重新启
动，但是在它们因其他原因而停止或刷新时则不重新启动。system-repository 服务在
system/filesystem/local 服务刷新或因任何原因而停止时不重新启动。

$ svccfg -s system-repository:default listprop -o propname,propval '*restart_on'
network/restart_on          astring     error

filesystem-local/restart_on astring     none

autofs/restart_on           astring     error

获得有关服务状态的更多信息

如果不指定参数，则 svcs -x 命令将提供有关以下服务实例的说明性信息：

■ 已启用但未运行的实例。
■ 阻止其他已启用服务运行的实例。

如果所有已启用的服务都处于运行状态，则 svcs -x 命令不生成任何输出。

在下面的示例中，pkg/depot 服务处于 maintenance 状态是因为其 start 方法失败。

$ svcs -x
svc:/application/pkg/depot:default (IPS Depot)

 State: maintenance since September 11, 2013 01:30:42 PM PDT

Reason: Start method exited with $SMF_EXIT_ERR_FA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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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pkg.depot-config(1M)

   See: /var/svc/log/application-pkg-depot:default.log

Impact: This service is not running.

输出建议参考 My Oracle Support 中的“预测性自我修复”知识文章、手册页和日志文
件，以确定 start 方法失败的原因。有关查看日志文件的不同方法的信息，请参见“查看
服务日志文件” [35]。有关如何修复处于 maintenance 状态的服务的信息，请参见“修
复处于降级、脱机或维护状态的实例” [90]。

在下面的示例中，print/server 服务具有未运行的相关服务。相关服务无法运行是因为
print/server 服务处于禁用状态。

$ svcs -x
svc:/application/print/server:default (LP print server)

 State: disabled since Fri Mar 08 14:42:3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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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 Disabled by an administrator.

   See: http://sun.com/msg/SMF-8000-05

   See: lpsched(1M)

Impact: 2 dependent services are not running.  (Use -v for list.)

$ svcs -xv
svc:/application/print/server:default (LP print server)

 State: disabled since Fri Mar 08 14:42:32 2013

Reason: Disabled by an administrator.

   See: http://sun.com/msg/SMF-8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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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act: 2 dependent services are not running:

        svc:/application/print/rfc1179: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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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vcs -D print/server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Mar_08   svc:/milestone/multi-user:default

offline        Mar_08   svc:/application/print/ipp-listener:default

offline        Mar_08   svc:/application/print/rfc1179:default

如果为 svcs -x 命令指定的参数不满足本节开头所述的条件，则输出不针对实例状态显
示任何原因，但是仍然显示可获得更多信息的资源。

$ svcs -x smb
svc:/network/smb:default (SMB properties)

 State: online since Thu Sep 12 19:16:56 2013

   See: smb(4)

   See: /var/svc/log/network-smb:default.log

Impact: None.

查看服务日志文件

SMF 将有关重要重启程序操作的信息、方法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输出记录到每个服
务实例的 /var/svc/log/service:instance.log 中。在日志文件名称中，连字符将替代
service 名称中的正斜杠。带有 -L、-l 或 -x 选项的 svcs 命令显示特定服务实例日志文
件的完整路径名称。svcs -xL 命令显示日志文件的最后几行，并告知您使用 svcs -Lv
命令查看完整的日志文件。svcs -Lv 命令显示完整文件，该文件可能会非常长。如果
您喜欢在编辑器中查看日志文件或者仅查看部分条目（例如，最后 n 个条目），请运行
svcs -L 命令的输出。

下面的示例说明如何使用日志文件调查 svcs 列表中显示的服务被临时禁用的原因。

$ svcs
STATE          STIME    FMRI

legacy_run     Sep_09   lrc:/etc/rc2_d/S47pppd

legacy_run     Sep_09   lrc:/etc/rc2_d/S81dodatadm_udaplt

legacy_run     Sep_09   lrc:/etc/rc2_d/S89PRESERVE

disabled       Sep_09   svc:/system/vbiosd:default

online         Sep_09   svc:/system/early-manifest-import:default



检查服务配置

36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系统服务 • 2014 年 7 月

online         Sep_09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

$ svcs -x vbiosd
svc:/system/vbiosd:default (BIOS call emulation)

 State: disabled since Mon Sep  9 18:42:37 2013

Reason: Temporarily disabled by service method: "vbiosd is not supported on UEFI systems."

   See: http://support.oracle.com/msg/SMF-8000-1S

   See: vbiosd(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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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act: This service is not running.

$ svcs -xL vbiosd
svc:/system/vbiosd:default (BIOS call emulation)

 State: disabled since Mon Sep  9 18:42:37 2013

Reason: Temporarily disabled by service method: "vbiosd is not supported on UEFI systems."

   See: http://support.oracle.com/msg/SMF-8000-1S

   See: vbiosd(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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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act: This service is not running.

   Log:

[ Sep  9 18:42:27 Enabled. ]

[ Sep  9 18:42:37 Executing start method ("/lib/svc/method/svc-vbiosd start"). ]

[ Sep  9 18:42:37 Method "start" exited with status 101. ]

[ Sep  9 18:42:37 "start" method requested temporary disable: "vbiosd is not supported on UEFI

 systems"

 ]

   Use: 'svcs -Lv svc:/system/vbiosd:default' to view the complete log.

$ svcs -L vbiosd
/var/svc/log/system-vbiosd:default.log

$ view `svcs -L vbiosd`

其他您可能认为有用的日志文件包括主重启程序守护进程的日志和系统日志。要查看
svc.startd 重启程序守护进程的日志文件名称和日志文件，请将服务名称 restarter 与
svcs 命令一起使用。要查看 syslogd 系统日志守护进程的日志文件，请使用服务名称
system-log。

有关更改系统引导时您看到的消息量的说明，请参见“指定启动消息量” [97]。有关
配置服务以在服务进入或退出某个服务状态或在发生 FMA 事件时通知您的说明，请参
见“配置状态转换和 FMA 事件的通知” [53]。

检查服务配置

服务配置用服务和服务实例上设置的属性以及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各层中存储的属性表
示。对服务设置的属性由该服务的所有实例继承。对实例设置的属性仅由该实例使用。
服务实例可以定制继承属性的值，并且可以定义父服务未定义的其他属性。

本节说明如何检索属性值以及如何确定该值是否为服务的全局值、特定于某个实例、随
软件提供，还是属于管理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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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属性和属性组的说明

svccfg describe 命令显示服务属性组和属性的说明，包括属性的当前值。不带操作数的
describe 可显示选定服务或服务实例的所有属性组和属性的说明。使用 -v 选项显示更
多信息，包括当前值的说明以及可能值的列表。使用 -t 选项显示模板信息。

$ svccfg -s pkg/server describe network/restart_on
network/restart_on astring     none

    Determines whether to restart the service due to a dependency refresh, restart, or

 failure.

$ svccfg -s pkg/server describe -v network/restart_on
network/restart_on astring     none

    type: astring

    required: true

    Determines whether to restart the service due to a dependency refresh, restart, or

 failure.

    visibility: readwrite

    minimum number of values: 1

    maximum number of values: 1

  value: none

    value description: Never restart due to dependency refresh, restart, or failure.

  value constraints:

    value name: none

    value name: error

    value name: restart

    value name: refresh

显示服务和实例属性值

本节中的示例介绍如何查看不同视图、层和快照中的服务和实例属性和属性组。

例   2-6 列出实例和当前使用的继承属性

缺省情况下，svcprop 命令显示为运行中快照内的属性分配的值，即当前使用的值。缺
省情况下，svcprop 命令显示运行中快照的复合视图中的属性，这意味着同时显示特定
于实例的属性和继承的属性。如果在实例中定制了继承属性的值，则显示实例中设置的
值。输出将每个属性列为一行，显示通过正斜杠字符分隔的属性组和属性名称、属性值
的数据类型以及属性值。如果未指定任何属性或组名称，则显示运行中快照内的所有属
性值。

如果 FMRI 或模式操作数未指定实例，则显示仅针对该服务设置的属性。不显示仅针对
某个实例设置的属性。下面的命令显示服务相关项、服务类型以及配置文件和清单文件
的路径等属性。

$ svcprop svc:/system/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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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指定实例时，可以看到为该实例定制的属性和从父服务继承的属性的复合视图。下
面的命令可针对指定的实例列出运行中快照内的所有属性，包括从父服务继承的属性和
特定于此实例的属性。对于针对此实例定制其值的继承属性，将显示定制值。此示例显
示各种属性，例如其他相关项、启动此实例的可执行文件的路径、此实例日志文件的路
径以及有关此实例状态的信息。

$ svcprop svc:/system/identity:domain

例   2-7 列出当前使用的指定属性或属性组

使用 -p 选项显示特定的属性或特定属性组中的所有属性。

$ svcprop -p pkg/port pkg/server
svc:/application/pkg/server:oss:properties/pkg/port count 82

svc:/application/pkg/server:s11:properties/pkg/port count 81

svc:/application/pkg/server:default:properties/pkg/port count 80

$ svcprop -p pkg pkg/server:s11
pkg/inst_root astring /export/ipsrepos/Solaris11

pkg/port count 81

...

pkg/ssl_cert_file astring ""

pkg/ssl_key_file astring ""

...

例   2-8 列出编辑中视图中的服务和实例值

带有选项的 svcprop 命令可以显示编辑中视图，而非运行中快照。编辑中视图显示最近
的更改。编辑中视图内的更改可能已/未通过刷新或重新启动实例提交至运行中快照。
以下命令说明了运行中快照和编辑中视图之间的差异。oss 和 s11 实例刚刚创建，并且
属性值发生了更改，但是这些实例都尚未刷新。第一个命令显示运行中的快照的复合视
图。由于这些实例在定制后尚未刷新，因此显示的值为 pkg/server 服务的值。-c 选项
显示编辑中值的复合视图。-C 选项显示编辑中值，但不使用复合视图。由于这不是复合
视图，因此找不到未针对实例定制的值。

$ svcprop -p pkg/port pkg/server
svc:/application/pkg/server:oss/:properties/pkg/port count 80

svc:/application/pkg/server:s11/:properties/pkg/port count 80

svc:/application/pkg/server:default/:properties/pkg/port count 80

$ svcprop -c -p pkg/port pkg/server
svc:/application/pkg/server:oss/:properties/pkg/port count 82

svc:/application/pkg/server:s11/:properties/pkg/port count 81

svc:/application/pkg/server/:properties/pkg/port count 80

$ svcprop -C -p pkg/port pkg/server
svc:/application/pkg/server:oss/:properties/pkg/port count 82

svc:/application/pkg/server:s11/:properties/pkg/port count 81

svcprop: Couldn't find property 'pkg/port' for instance 'svc:/application/pkg/server:default'.

缺省情况下，svccfg 命令显示编辑中的属性值，而非运行中快照内的值。您可以通
过使用 selectsnap 子命令强制 svccfg 显示运行中快照内的值，如“显示指定快照中的
值” [41]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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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ccfg 命令在您指定父服务时仅显示父服务的值，而在您指定实例时仅显示该实例的
值。如果您从 svccfg listprop 命令未收到任何输出，则说明您指定的属性可能不是针
对父服务或指定的实例设置的属性。如果属性已删除，则使用 listcust -M 查看屏蔽的
值，如“显示配置定制” [42]中所示。

下面的命令列出指定服务的所有编辑中的属性值，因为未指定任何属性组或属性名称。
除了 svcprop svc:/system/identity 命令显示的输出以外，此输出还包括属性组名称和
类型，以及模板数据。

$ svccfg -s svc:/system/identity listprop

下面的命令可列出指定服务实例的所有编辑中的属性值。由于此命令不显示复合视图，
因此该输出不显示配置文件和清单文件的路径（举例而言）。

$ svccfg -s svc:/system/identity:domain listprop

例   2-9 列出编辑中视图内的指定属性或属性组

下面的命令可列出指定服务实例的指定属性组内的所有编辑中属性值。通过 -o 选项可以
选择要显示的列。有关有效列名称的列表，请参见 svccfg(1M) 手册页。

$ svccfg -s pkg/server:s11 listprop pkg
pkg                  application

pkg/inst_root       astring      /export/ipsrepos/Solaris11

pkg/port            count        81

$ svccfg -s pkg/server:s11 listprop -o propname,value pkg
inst_root      /export/ipsrepos/Solaris11

port           81

显示某个属性组类型中的属性

除了按属性名称或属性组名称显示属性值以外，您还可以按属性组类型显示属性值。

例   2-10 显示属性组及其类型

svccfg 命令的 listpg 子命令可显示每个属性组的名称和类型。

$ svccfg -s pkg/server listpg
pkg             application

pkg_bui         application

pkg_secure      application

fs              dependency

autofs          dependency

ntp             dependency

network         dependency

general         framework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svccfg-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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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festfiles   framework

start           method

stop            method

tm_common_name  template

$ svccfg -s pkg/server:s11 listpg
pkg        application

general    framework

restarter  framework              NONPERSISTENT

非持久性的属性组通常保存活动的程序状态。非持久性属性组中的属性值在系统引导期
间会被清除。

指定一个属性组名称以仅显示该属性组的类型。

$ svccfg -s pkg/mirror listpg config
config  application

例   2-11 列出属性组类型中的属性

使用 svcprop 命令的 -g 选项显示特定属性组类型中的属性。属性组类型包括
application、dependency、method、framework 和 template。

$ svcprop -g method pkg/server:s11
start/exec astring %{pkg/pkg_root}/lib/svc/method/svc-pkg-server\ %m

start/timeout_seconds count 0

start/type astring method

stop/exec astring %{pkg/pkg_root}/lib/svc/method/svc-pkg-server\ %m %{restarter/contract}

stop/timeout_seconds count 30

stop/type astring method

$ svcprop -g method -p exec pkg/server:s11
start/exec astring %{pkg/pkg_root}/lib/svc/method/svc-pkg-server\ %m

stop/exec astring %{pkg/pkg_root}/lib/svc/method/svc-pkg-server\ %m %{restarter/contract}

显示从中设置值的层

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根据数据的来源在各层中存储属性数据。svcprop 和 svccfg 命令
都可以显示作为属性值来源的层。svcprop 和 svccfg 命令的 -l 选项需要一个参数来指
定您想要获得其信息的层。参数值包括 manifest、system-profile、site-profile 和
admin。输出指示特定的属性值是在服务清单或配置文件中设置，还是由管理员设置。有
关各层的说明，请参见“系统信息库层” [23]。关键字 all 是所有层的别名。如果您指定
的层不是您请求的属性值的来源，则不显示任何输出。

下面的命令显示有些属性值来源于服务清单，有些由管理员设置，而有些属性则在多个
层中具有值。pkg/readonly 属性具有在服务清单中设置的值，且管理员也设置了相同的
值。不同层的值可以不同。

$ svcprop -l all -p pkg pkg/server:s11
pkg/port count admin 81

pkg/inst_root astring admin /export/ipsrepos/Solari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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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g/address net_address manifest

pkg/cfg_file astring manifest ""

...

pkg/readonly boolean manifest true

pkg/readonly boolean admin true

...

svccfg listprop 命令的 -l 选项还可以接受参数 current。将 current 用作 -l 参数时显
示的属性值与不使用 -l 选项时显示的属性值相同。输出中唯一的区别在于同时还显示层
的名称。非持久性数据不显示层名称（第三列显示 <none>），因为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
不存储非持久性数据的层信息。非持久性属性组通常保存活动的程序状态，并且非持久
性属性组中的属性值在系统引导期间会被清除。

$ svccfg -s pkg/server:s11 listprop -l current
pkg                                application admin

pkg/inst_root                     astring     admin     /export/ipsrepos/Solaris11

pkg/port                          count       admin     81

general                            framework   admin

general/complete                  astring     manifest

general/enabled                   boolean     admin     true

restarter                          framework   <none>       NONPERSISTENT

restarter/logfile                 astring      <none>    /var/svc/log/application-pkg-

server:default.log

restarter/contract                count        <none>    121

restarter/start_pid               count        <none>    1055

restarter/start_method_timestamp  time         <none>    1379605275.329096000

restarter/start_method_waitstatus integer      <none>    0

restarter/auxiliary_state         astring      <none>    dependencies_satisfied

restarter/next_state              astring      <none>    none

restarter/state                   astring      <none>    online

restarter/state_timestamp         time         <none>    1379605275.332259000

显示指定快照中的值

下面的命令可列出此服务实例的可用快照。将这些快照名称与 svcprop 或 svccfg 一起使
用可以显示该快照中设置的属性值。仅实例具有快照。服务不具有快照。有关服务配置
系统信息库快照的信息，请参见“系统信息库快照” [24]。

$ svccfg -s pkg/server:default listsnap
initial

previous

running

start

$ svccfg -s pkg/server:s11 listsnap
previous

running

start

以下命令显示 pkg/inst_root 属性的值不同于之前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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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prop -s previous -p pkg/inst_root pkg/server:s11
/var/share/pkg/repositories/solaris

$ svccfg -s pkg/server:s11

svc:/application/pkg/server:s11> selectsnap previous

[previous]svc:/application/pkg/server:s11> listprop pkg/inst_root
pkg/inst_root astring     /var/share/pkg/repositories/solaris

[previous]svc:/application/pkg/server:s11> exit

显示配置定制

svccfg listcust 命令显示指定服务的 admin 层中的定制。使用 -L 选项还可以显示
site-profile 层中的定制。下面的命令显示管理员定制的 pkg/server 服务的 pkg/port
和 pkg/inst_root 属性。

$ svccfg -s pkg/server:s11 listcust
pkg                                application admin

pkg/port                          count       admin     81

pkg/inst_root                     astring     admin     /export/ipsrepos/Solaris11

general                            framework   admin

general/complete                  astring     manifest

general/enabled                   boolean     admin     true

下面的 svcprop 命令显示属性 config/nodename 的定义由 manifest 层提供，但是值
solaris 是在 admin 层设置的。

$ svccfg -s identity:node describe config/nodename
config/nodename astring     solaris

    Network name of the computer

$ svcprop -p config/nodename -l all svc:/system/identity:node
config/nodename astring manifest ""

config/nodename astring admin solaris

svccfg listcust 命令还显示所有屏蔽的实体。使用 -M 选项仅列出屏蔽的实体。使用
svccfg delcust 命令之前，请先使用 svccfg listcust 命令验证哪些内容将被删除。有
关屏蔽实体的说明，请参见“删除属性组、属性和属性值” [63]和 smf(5) 手册页。

显示事件通知参数

svcs -n 命令显示 FMA 事件通知参数、系统范围的 SMF 状态转换通知参数和服务实例
状态转换通知参数。有关这些参数的信息，请参见 smf(5) 手册页中的“通知参数”。

$ svcs -n
Notification parameters for FMA Events

    Event: problem-diagnosed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5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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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ification Type: smtp

            Active: true

            reply-to: root@localhost

            to: root@localhost

        Notification Type: snmp

            Active: true

        Notification Type: syslog

            Active: true

    Event: problem-repaired

        Notification Type: snmp

            Active: true

    Event: problem-resolved

        Notification Type: snmp

            Active: true

System wide notification parameters:

svc:/system/svc/global:default:

    Event: to-maintenance

        Notification Type: smtp

            Active: true

            to: sysadmins@example.com

svc:/application/pkg/mirror:default:

    Event: to-maintenance

        Notification Type: smtp

            Active: true

            to: installteam@example.com

显示三种 FMA 事件：problem-diagnosed、problem-repaired 和 problem-resolved。还
可以针对第四种事件 (problem-updated) 配置通知参数。

对于系统范围的状态转换通知设置，还会列出存储这些全局设置的服务。此系统范围的
设置为定制设置。系统范围或全局类型的值适用于未设置定制值的所有服务实例。

显示的最后一条设置是特定服务实例的定制设置。

使用 svccfg listnotify 命令仅显示指定事件的通知参数。对于状态转换事件，请使用 -
g 选项显示全局设置。输出还显示通知参数值的来源。

$ svccfg listnotify problem-resolved
    Event: problem-resolved (source: svc:/system/fm/notify-params:default)

        Notification Type: snmp

            Active: true

$ svccfg listnotify -g to-maintenance
    Event: to-maintenance (source: svc:/system/svc/global:default)

        Notification Type: smtp

            Active: true

            to: sysadmins@example.com

$ svccfg -s pkg/mirror listnotify to-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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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 to-maintenance (source: svc:/application/pkg/mirror)

        Notification Type: smtp

            Active: true

            to: installteam@example.com

有关配置事件通知的信息，请参见“配置状态转换和 FMA 事件的通知”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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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

本章介绍如何启动、停止和重新启动服务，以及如何重新读取服务配置。本章还介绍
如何配置系统以通知您 FMA 事件或服务状态转换。这些更改都是 admin 级别的定制，
如“系统信息库层” [23]中所述。

更改服务状态的命令为 svcadm。可对服务实例运行 svcadm 命令。如果提供了服务名
称，但未指定实例，而该服务仅具有一个实例，则对该实例运行 svcadm 。如果提供了服
务名称，但未指定实例，而该服务具有多个实例，或者如果指定任何其他与多个实例匹
配的模式，则 svcadm 会发出错误消息。

管理 SMF 服务实例

服务实例始终处于“服务状态” [19]中所述的状态之一。本节介绍如何让实例转换至其他
状态、如何将更新的属性值提交至运行中的快照，以及如何从常规视图中删除实例。

启动服务

处于以下任何状态的服务实例都已启用，无需启
动：degraded、maintenance、offline、online。如果要启动的实例处于
degraded、maintenance 或 offline 状态，请参见“修复处于降级、脱机或维护状态的实
例” [90]。如果要启动的实例处于 disabled 状态，则按照下面的过程启用该实例。启
用实例时，该实例的重启程序会尝试将该实例转换为 online 状态。

如何启用服务实例

1. 检查实例状态和相关项。
检查实例当前是否已禁用以及其所有必要的相关项是否都在运行中（处于 online 或
degraded 状态）。

$ svcs -l F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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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用实例。
服务的重启程序会尝试将指定的实例转换为 online 状态。

可以永久或临时启用实例。永久启用在系统重新引导后仍然有效，并且是缺省设置。临
时启用仅会持续到重新引导之前。

■ 永久启用实例。

$ svcadm enable FMRI

■ 临时启用实例。
使用 -t 选项指定临时启用。

$ svcadm enable -t FMRI

如果希望现在运行实例，但是在下次重新引导后不再运行，请确保先禁用该实例，
然后临时启用该实例。要验证实例是否为临时启用，请使用 svcs -l 命令并查看
enabled 行：

enabled      true (temporary)

■ 同步启用实例。
如果指定 -s 选项，则 svcadm 会启用实例并等待该实例进入 online 或 degraded 状
态后才返回。svcadm 命令在实例进入联机状态或确定实例需要管理员干预才能进入
联机状态后返回。

将 -T 选项和 -s 选项一起使用，以指定完成转换或确定转换无法完成的上界（以秒
为单位）。

$ svcadm enable -sT 10 FMRI

3. 验证实例是否处于联机状态。

$ svcs FMRI

如果实例处于 degraded、maintenance 或 offline 状态，请参见“修复处于降级、脱机或
维护状态的实例” [90]。

例   3-1 永久启用服务实例

下面的命令显示 pkg/mirror:default 服务实例当前处于禁用状态，其所有必要的相关项
都处于联机状态。

$ svcs -l pkg/mirror
fmri         svc:/application/pkg/mirror:default

name         IPS Repository Mirror

enabled      false

state        disabled

next_state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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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_time   September 17, 2013 07:16:52 AM PDT

restarter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manifest     /lib/svc/manifest/application/pkg/pkg-mirror.xml

dependency   require_all/error svc:/milestone/network:default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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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cy   optional_all/error svc:/system/filesystem/autofs:default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none svc:/application/pkg/repositories-setup (online)

下面的命令启用了 pkg/mirror:default 实例。在此示例中，svcadm 命令会返回，因为
pkg/mirror:default 实例已成功启用。

$ svcadm enable -sT 10 pkg/mirror:default

$ svcs pkg/mirror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22:03:53 svc:/application/pkg/mirror:default

例   3-2 临时启用服务实例

下面的命令显示 net-snmp:default 服务实例当前处于禁用状态，其所有必要的相关项都
处于联机状态。禁用的一个相关项是可选相关项。

$ svcs -l net-snmp
fmri         svc:/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default

name         net-snmp SNMP daemon

enabled      false

state        disabled

next_state   none

state_time   September 17, 2013 05:56:39 PM PDT

logfile      /var/svc/log/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default.log

restarter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contract_id

manifest     /etc/svc/profile/generic.xml

manifest     /lib/svc/manifest/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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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cy   optional_all/none svc:/milestone/name-service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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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cy   optional_all/none svc:/network/rpc/rstat (disabled)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start svc:/system/cryptosvc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start svc:/milestone/network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fresh file://localhost/etc/net-snmp/snmp/snmpd.conf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none svc:/milestone/multi-user (online)

按照下面示例中的过程使用 -t 选项启用实例后，该实例将临时启用、处于联机状态并且
具有一个合同 ID，因为它已启动 snmpd 进程，如 svcs -p 命令所示。

$ svcadm enable -t net-snmp:default

$ svcs -l net-snmp
fmri         svc:/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default

name         net-snmp SNMP daemon

enabled      true (temporary)

state        online

next_state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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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_time   September 17, 2013 05:57:26 PM PDT

logfile      /var/svc/log/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default.log

restarter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contract_id  160

manifest     /etc/svc/profile/generic.xml

manifest     /lib/svc/manifest/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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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cy   optional_all/none svc:/milestone/name-service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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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cy   optional_all/none svc:/network/rpc/rstat (disabled)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start svc:/system/cryptosvc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start svc:/milestone/network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refresh file://localhost/etc/net-snmp/snmp/snmpd.conf (online)

dependency   require_all/none svc:/milestone/multi-user (online)

$ svcs -p net-snmp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17:57:26 svc:/application/management/net-snmp:default

               17:57:26     5022 snmpd

停止服务

可以使用 svcadm disable 命令禁用已启用或临时禁用的服务实例。禁用的实例无法重新
启动。您必须先启用该实例。

如何禁用服务实例

1. 检查是否有其他服务依赖于此实例。

a.    列出依赖于此实例的服务。

$ svcs -D FMRI

b.    检查此实例是否是依赖于它的服务所必需的。
对于通过 svcs -D 命令获得每项结果，请使用 svcs -l 命令检查该相关项是否是必
需的相关项。

如果此实例是其他服务必需的相关项，则不应禁用此实例。

2. 禁用实例。
服务的重启程序会尝试将指定的实例转换为 disabled 状态。

可以永久或临时禁用实例。永久禁用在系统重新引导后仍然有效，并且是缺省设置。临
时禁用仅会持续到重新引导之前。

■ 永久禁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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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adm disable FMRI

■ 临时禁用实例。
使用 -t 选项指定临时禁用。

$ svcadm disable -t FMRI

如果希望现在禁用实例，但在下次重新引导时运行，请确保该实例正在运行（处于
online 或 degraded 状态），然后临时禁用该实例。要验证实例是否为临时禁用，
请使用 svcs -l 命令并查看 enabled 行：

enabled      false (temporary)

■ 同步禁用实例。
如果指定 -s 选项，则 svcadm 会禁用实例并等待该实例进入 disabled 状态后才返
回。svcadm 命令在实例进入 disabled 状态或确定实例需要管理员干预才能进入
disabled 状态后返回。

将 -T 选项和 -s 选项一起使用，以指定完成转换或确定转换无法完成的上界（以秒
为单位）。

$ svcadm disable -sT 10 FMRI

3. 验证实例是否已禁用。

$ svcs FMRI

例   3-3 禁用服务实例

此示例显示 pkg/update:default 服务实例开始时处于联机状态，并且没有其他服务依赖
于此实例。svcadm disable 命令成功执行，实例当前处于 disabled 状态，重新启动尝试
失败。

$ svcs pkg/update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7:18:17 svc:/application/pkg/update:default

$ svcs -D pkg/update:default
STATE          STIME    FMRI

$ svcadm disable pkg/update

$ svcs pkg/update
STATE          STIME    FMRI

disabled       22:51:12 svc:/application/pkg/update:default

$ svcadm restart pkg/update:default

$ svcs pkg/update
STATE          STIME    FMRI

disabled       22:51:12 svc:/application/pkg/update: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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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动服务

重新启动操作只会重新启动当前正在运行（处于 online 或 degraded 状态）的实例。例
如，由于您做出了实例运行时无法生效的配置更改，您可能需要重新启动该运行中的实
例。

重新启动服务实例不会刷新配置。svcadm restart 命令先运行实例的 stop 方法，然后运
行实例的 start 方法。svcadm restart 命令不会将属性更改提交至运行中的快照，并且不
会运行实例的 refresh 方法。有关将配置更改提交至运行中的快照的信息，请参见“重新
读取服务配置” [51]。

重新启动 manifest-import 服务属于特殊情况。重新启动 manifest-import 服务时，会
将所有更改的清单或配置文件导入标准位置、将更改提交至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捕获
新的运行中快照，并运行更改实例的 refresh 方法（如果存在 refresh 方法）。

如何重新启动服务实例

1. 检查实例状态。
实例必须处于 online 或 degraded 状态。

$ svcs FMRI

2. 重新启动实例。
服务的重启程序会尝试将指定的实例转换为 online 状态。大多数重启程序将按如下方式
执行重新启动操作：先执行停止操作，然后执行启动操作。

■ 重新启动实例。

$ svcadm restart FMRI

■ 同步重新启动实例。
如果指定 -s 选项，则 svcadm 会重新启动实例并等待该实例进入 online、degraded

或 maintenance 状态后才返回。svcadm 命令在实例进入上述状态之一或确定实例需
要管理员干预才能进入上述状态之一后返回。

将 -T 选项和 -s 选项一起使用，以指定完成转换或确定转换无法完成的上界（以秒
为单位）。

$ svcadm restart -sT 10 FMRI

3. 验证实例是否已启动。
如果成功重新启动，则实例会处于 online、degraded 或 maintenance 状态。如果实
例处于 degraded 或 maintenance 状态，请参见“修复处于降级、脱机或维护状态的实
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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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s FMRI

重新读取服务配置

当您更改服务配置时，更改内容不会立即显示在运行中的快照内。这些更改内容将作为
当前或编辑中的属性值存储在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刷新操作会使用编辑中配置的值
更新指定服务实例的运行中快照。

svcadm refresh 和 svccfg refresh 命令均执行以下步骤：

1. 创建新的运行中快照以将编辑中的属性提交至运行中的快照。
2. 运行实例的 refresh 方法（如果存在 refresh 方法并且实例处于 online 或 degraded

状态）。refresh 方法应该通知应用程序已发生更改。refresh 方法可以从运行中的快
照重新读取属性值。即使不存在 refresh 方法，运行中快照的配置也会更新。

可对服务实例运行 svcadm refresh 命令。对服务实例或父服务运行 svccfg refresh 命
令。如果指定了服务，则 svccfg refresh 命令会刷新该服务的所有实例。虽然仅捕获服
务实例的快照，不捕获父服务的快照，但是服务实例会继承父服务的属性。更改的父服
务属性会显示在服务实例快照中（如果实例未覆盖那些更改）。

有些更改（例如相关项更改）会立即生效。其他更改直到服务重新启动后才会生效，
如“重新启动服务” [50]中所述。应用程序运行时无法进行的更改需要先刷新再重新启
动才能生效。应用程序运行时无法进行的更改示例包括关闭或打开套接字或者重置环境
变量。

如果为 svcadm refresh 命令指定 -s 选项，则 svcadm 会刷新实例并等待该实例进入
online、degraded 或 maintenance 状态后才返回。svcadm 命令在实例进入上述状态之一
或确定实例需要管理员干预才能进入上述状态之一后返回。将 -T 选项和 -s 选项一起使
用，以指定完成转换或确定转换无法完成的上界（以秒为单位）。

删除服务

svccfg delete 命令不会从系统中删除服务实例。实际上 svccfg delete 命令会屏蔽该实
例。运行 svccfg delete 命令后，服务清单仍存在于 /lib/svc/manifest 中。SMF 将服
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与文件系统内容保持同步。由于清单仍然存在于文件系统的标准位置
中，因此该服务信息仍然存储在系统信息库中，只是在常规视图中被屏蔽而已。所有管
理定制都会从屏蔽的实例中删除。有关屏蔽实体的说明，请参见 smf(5) 手册页。

支持服务实例的文件会在您使用 pkg 命令时更新，即使该服务实例被屏蔽也是如此。当
支持服务实例的文件通过 pkg 命令更新时，SMF 数据存储会得到更新，即使该服务在视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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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仍然处于屏蔽状态也是如此。当取消屏蔽服务实例时，由于该服务实例已通过 pkg
提供的文件得到更新，因此无需任何进一步的干预。要取消屏蔽服务实例，请参见如何
撤消服务实例的删除操作 [52]。

如何删除服务实例

1. 检查要删除的实例的相关项。
使用 svcs -D 命令显示依赖于此实例的实例。删除此实例后，依赖于它的实例可能无法
运行。使用 svcs -l 命令检查此实例是否是依赖于它的实例必需的相关项。

2. 屏蔽实例。
使用 svccfg delete 命令将实例从常规视图中屏蔽。使用 svcs 命令显示实例的状态。如
果实例正在运行（处于 online 或 degraded 状态），则使用 svccfg delete -f 命令将该
实例从常规视图中屏蔽。

$ svcs -H my-svc
disabled        7:25:37 svc:/site/my-svc:default

$ svccfg delete svc:/site/my-svc:default

3. 验证实例是否已屏蔽。
使用 svccfg listcust -M 命令确认实例已屏蔽。诸如 svcs 之类命令应该显示错误消
息，指出未找到匹配的实例。

$ svccfg listcust -M
svc:/site/my-svc:default manifest MASKED

  general                      admin    MASKED

  general/complete astring     admin    MASKED

  general/enabled  boolean     admin    MASKED true

$ svcs -H my-svc
svcs: Pattern 'my-svc' doesn't match any instances

如何撤消服务实例的删除操作

1. 确认实例已屏蔽。
按照上面的过程所示使用 svccfg listcust -M 命令。

2. 取消屏蔽实例。

$ svccfg -s svc:/site/my-svc:default delcust
 Deleting customizations for instance: default

重新导入清单不会取消屏蔽状态。

3. 验证实例是否已取消屏蔽。
使用 svccfg listcust -M 命令确认实例未被屏蔽。svcs 命令应显示实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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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状态转换和 FMA 事件的通知

您可以配置系统，以在服务状态发生更改或发生 FMA 事件时通知您。您可以指定简
单邮件传输协议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SMTP) 或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 通知。

缺省情况下，在发生维护状态转换时会发送 SNMP 陷阱。如果您将 SNMP 用于转换通
知，则可以为其他状态转换配置其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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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3-4 为服务状态事件配置全局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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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vccfg setnotify -g to-maintenance mailto:sysadmins@example.com

-g -g 选项为没有设置定制值的所有服务实例设置此通知参数。所有修
改的服务实例都会刷新。-g 选项只能在为服务状态转换设置通知时
使用，不能用于 FMA 事件。

to-maintenance to-maintenance 参数是一个状态转换事件，如 smf(5) 手册页的“通
知参数”中所述。如果仅指定状态名称，则同时包括 to-state 和
from-state 转换。此事件也可以是逗号分隔的转换列表。

mailto: mailto 参数指定您想要针对指定事件接收的通知。此参
数还可以指定 snmp。snmp 通知值必须为 snmp:active 或
snmp:inactive。mailto 通知值可以为 mailto:active 或
mailto:inactive，另外还可以是此示例中所示的形式。设置通知参
数会覆盖该事件的任何现有值。active 和 inactive 设置不覆盖现
有值，而是切换现有通知对于指定事件是否有效。

例   3-5 为指定的服务实例配置通知

下面的命令会创建一个通知，当 pkg/mirror 服务转换为 maintenance 状态时，该通知将
发送电子邮件。

$ svccfg -s pkg/mirror setnotify to-maintenance mailto:installteam@example.com

下面的命令会创建一个通知，当 http:apache22 服务结束 online 状态时，该通知将发送
电子邮件。

$ svccfg -s http:apache22 setnotify from-online mailto:webservices@example.co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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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6 为 FMA 事件配置通知

problem-diagnosed 参数是一个 FMA 事件。此参数可以是逗号分隔的 FMA 事件列表。
请参见 smf(5) 手册页“通知参数”中的 FMA 事件列表。

$ svccfg setnotify problem-diagnosed mailto:IT@example.com

例   3-7 删除通知设置

以下命令会删除前面示例中指定的通知设置。

$ svccfg delnotify -g to-maintenance

$ svccfg -s pkg/mirror delnotify to-maintenance

$ svccfg setnotify problem-diagnosed mailto:root@localhost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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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F 将配置数据存储在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配置 SMF 服务意味着修改配置系统信
息库中的数据，然后将修改提交至运行中的快照。本章介绍如何修改配置系统信息库中
的数据。如需查看配置系统信息库中的数据，请参见“检查服务配置” [36]。如需将配置
修改提交至运行中的快照，请参见“重新读取服务配置” [51]。

每个服务和服务实例都在属性中存储配置数据，这些属性分为多个属性组。修改配置系
统信息库中的数据包括修改服务属性值、创建定制属性组和属性、创建服务的新实例以
及应用配置文件。修改配置还包括删除定制信息和恢复系统信息库快照。

本章还介绍如何修改 inetd 服务。

SMF 配置更改可以使用 Oracle Solaris 审计框架进行记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审计》中的“配置审计服务（任务列表）”。

使用服务配置命令

svccfg 命令用于处理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的数据。使用 svccfg 命令所做的更改都会
记录在 admin 层中。有关层的信息，请参见“系统信息库层” [23]。使用 svccfg 命令所做
的更改都会作为当前或编辑中的属性值存储在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而不会立即显示
在运行中的快照内。更改配置数据后，请使用 svcadm refresh 或 svccfg refresh 命令
将新值提交至运行中的快照。

通过将刚更改的数据与运行中的快照分开，您可以进行多项更改，然后将所有更改一起
提交至运行中的快照。在您进行多项更改的过程中，有些属性值可能会出现不兼容或不
一致的情况，但是运行中的快照不会受到影响。当您完成更改后，请执行刷新操作。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使用 svccfg 命令：

■ 使用 svccfg editprop 命令针对当前选定实体的属性组和属性调用编辑器。
■ 在命令行中输入完整的 svccfg 命令，以指定子命令（如 setprop）。
■ 在命令行中仅输入 svccfg 或 svccfg -s FMRI 以启动交互式会话。
■ 指定 -f 选项以从文件读取 svccfg 命令。



使用服务配置命令

56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系统服务 • 2014 年 7 月

调用属性编辑器

如下面的示例所示，调用 svccfg 命令会针对选定实体的属性打开编辑器。此形式的
svccfg 命令可以非常快、非常方便地修改多个属性值。对于 editprop 子命令，您必须
通过 -s 选项指定一个实体。

$ svccfg -s pkg/server:s11 editprop

包含指定实体每项属性当前值的 setprop 命令文件在 VISUAL 环境变量指定的编辑器中打
开。如果未定义 VISUAL，则打开 EDITOR 指定的编辑器。如果 VISUAL 和 EDITOR 都未定
义，则属性文件会在 vi 中打开。

文件中每行的前面都有一个注释字符。要更改 svccfg 编辑中配置内的属性值，请先删除
注释字符，然后更改值并保存文件。要更改运行中快照内的属性值，请删除文件最后一
行（即 refresh 子命令）中的注释字符。

下面的列表显示 editprop 子命令所创建文件的一部分作为示例：

##

## Change property values by removing the leading '#' from the

## appropriate lines and editing the values. svccfg subcommands

## such as delprop can also be added to the script.

##

## Property group "pkg"

##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are defined in the selected instance

## (svc:/application/pkg/server:s11)

# setprop pkg/port = count: 81

# setprop pkg/inst_root = astring: /export/ipsrepos/Solaris11

##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inherit from the parent service

## (svc:/application/pkg/server)

# ...

## Property group "pkg_bui"

# ...

## Property group "pkg_secure"

# ...

## Uncomment to apply these changes to this instance.

# refresh

如文件声明中的说明所述，您可以添加除 setprop 之外的子命令。例如，您可以添加
delprop 命令。有些属性组（例如 framework 和 dependency）缺省情况下不显示。指定
editprop -a 将显示所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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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保存和退出编辑会话时，系统会执行此临时文件中取消注释的命令。

以交互的方式或通过文件调用 svccfg

以交互的方式调用 svccfg 命令（如下面的示例所示）在您希望执行多个配置操作时会很
方便。

$ svccfg

svc:> select pkg/server

svc:/application/pkg/server> list
:properties

default

svc:/application/pkg/server> add s11

svc:/application/pkg/server> select s11

svc:/application/pkg/server:s11> setprop pkg/inst_root=/export/ipsrepos/Solaris11

svc:/application/pkg/server:s11> setprop pkg/port=81

svc:/application/pkg/server:s11> unselect

svc:/application/pkg/server> add oss

svc:/application/pkg/server> select oss

svc:/application/pkg/server:oss> setprop pkg/inst_root=/export/ipsrepos/SolarisStudio

svc:/application/pkg/server:oss> setprop pkg/port=82

svc:/application/pkg/server:oss> unselect

svc:/application/pkg/server> list
:properties

default

s11

oss

svc:/application/pkg/server> refresh

svc:/application/pkg/server> select pkg/mirror:default

svc:/application/pkg/mirror:default> listprop config/crontab_period
config/crontab_period astring     "30 2 25 * *"

svc:/application/pkg/mirror:default> setprop config/crontab_period="00 3 25 * *"

svc:/application/pkg/mirror:default> refresh

svc:/application/pkg/mirror:default> exit
$

上面的示例中在交互式提示符下给出的相同命令还可以在文件中提供并通过如下面命令
执行。

$ svccfg -f cfgpkgrepos

设置属性值

以下命令用于设置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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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ccfg setprop

更改属性值。

svccfg addpropvalue

向多值属性添加值。

svccfg setenv

更改服务进程执行环境的环境变量的值。

请记住，使用 svccfg refresh 命令或 svcadm refresh 命令将配置更改提交至运行中的
快照。

例   4-1 设置简单值

setprop 最简单的用法是：为选定服务或实例指定 pg/name，其中 pg 是属性组的名
称，而 name 是属性的名称，并在等号后面指定新的值。如果属性已存在或者已模板
化，则不需要指定属性类型。

$ svccfg -s pkg/server:s11 setprop pkg/port=81

例   4-2 设置包含冒号字符的值

如果属性值包含冒号字符 (:)，则按下面的示例所示指定属性类型，在该示例中类型为
astring：

$ svccfg -s system-repository:default setprop config/http_proxy = astring:

 https://proxyURI

使用 listprop 子命令查找您想要设置的属性类型。

$ svccfg -s system-repository:default listprop config/http_proxy
config/http_proxy astring

例   4-3 设置包含嵌入式空格的值

使用双引号设置包含嵌入式空格的值。根据您的 Shell，可能需要在双引号引起来的字符
串之外再加上单引号。

$ svccfg -s pkg/mirror setprop config/crontab_period = "00 3 25 * *"

$ svccfg -s pkg/mirror setprop config/crontab_period = '"00 3 25 * *"'

使用引号设置包含双引号或反斜杠字符的值，并使用反斜杠字符转义所有双引号或反斜
杠字符。

例   4-4 设置包含一组值的值

使用括号将一组值指定为一个值。根据您的 Shell，可能也需要在值集外再加上单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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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cfg -s dns/client setprop config/nameserver = (10.0.0.1 192.168.0.1)

$ svccfg -s dns/client setprop config/nameserver = '(10.0.0.1 192.168.0.1)'

$ svccfg -s dns/client listprop config/nameserver
config/nameserver net_address 10.0.0.1 192.168.0.1

使用 describe 子命令查找值集允许的值数。

$ svccfg -s dns/client describe -v config/nameserver
config/nameserver net_address 10.0.0.1 192.168.0.1

    type: net_address

    required: false

    The IP address of a DNS nameserver to be used by the resolver.

    visibility: readwrite

    minimum number of values: 1

    maximum number of values: 3

  value: 10.0.0.1

  value: 192.168.0.1

例   4-5 添加值

使用 addpropvalue 子命令向选定服务或服务实例的指定属性添加给定的值。新值将附加
到该属性的现有属性值列表的末尾处。

$ svcprop -p keymap/layout keymap:default
US-English

$ svccfg -s keymap:default addpropvalue keymap:layout UK-English

$ svccfg -s keymap:default listprop keymap:layout
keymap/layout astring     "US-English" "UK-English"

在上面的 setprop 示例中，必须一次性指定值集中的所有值。如果仅指定了一个值，则
该值将成为仅包含一个值的新值集。在此 addpropvalue 示例中，添加了不同的值。要访
问这些添加的值，您必须使用 libscf 函数 scf_iter_property_values() 对所有值进行迭
代。虽然 listprop 会列出全部的两个值，但是 describe 仅列出第一个值并报告此属性
允许的最大值数为 1。

$ svccfg -s keymap:default describe -v keymap/layout
keymap/layout astring     US-English

    type: astring

    required: true

    The keyboard layout

    visibility: readwrite

    minimum number of values: 1

    maximum number of values: 1

  value: US-English

如何修改 ttymon 属性值

此过程说明如何修改传递至 ttymon 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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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要修改的服务。

ttymon(1M) 手册页指出要修改的服务为 svc:/system/console-login。ttymon(1M) 手册
页还包含 ttymon 属性组中属性的说明。

在此图中，下面的命令显示 console-login 服务的多个实例，并显示 default 实例是当
前唯一处于联机状态的实例：

$ svcs console-login
STATE          STIME    FMRI

disabled       10:49:43 svc:/system/console-login:terma

disabled       10:49:43 svc:/system/console-login:termb

online         10:50:54 svc:/system/console-login:default

2. 确定要修改的属性。
下面的命令显示 default 实例的 ttymon 属性组中每个属性的名称、数据类型、值和简短
说明：

$ svccfg -s console-login:default describe ttymon
ttymon                application

ttymon/device        astring     /dev/console

    The terminal device to be used for the console login prompt.

ttymon/terminal_type astring

    Sets 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TERM environment variable

上面的输出显示 terminal_type 属性没有任何值。下面的命令确认 console-
login:default 实例的 ttymon/terminal_type 属性值当前为空：

$ svcprop -p ttymon/terminal_type console-login:default
""

3. 修改属性值。
输入下面的命令以将 console-login:default 实例的 ttymon/terminal_type 属性值更改
为 xterm：

$ svccfg -s system/console-login:default setprop ttymon/terminal_type=xterm

4. 将新值提交至运行中的快照。
下面的输出显示 terminal_type 属性值在编辑中的配置内发生了更改，但是在运行中的
快照内未发生更改：

$ svccfg -s console-login:default listprop ttymon/terminal_type
ttymon/terminal_type astring     xterm

$ svcprop -p ttymon/terminal_type console-login:default
""

当您刷新服务实例后，该属性值在运行中的快照内也发生了更改：

$ svcadm refresh console-login:default

$ svcprop -p ttymon/terminal_type console-login:default
xter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ttymon-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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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修改服务进程环境的环境变量

此过程说明如何为服务启动的进程将运行于的环境中的环境变量设置值。

此过程中示例显示如何修改 cron 环境变量以帮助进行调试。

1. 验证该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下面的输出显示 cron 服务处于联机状态，并且 cron 进程正在运行。

$ svcs -p cron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10:24:05 svc:/system/cron:default

               10:24:05     1089 cron

2. 设置环境变量。
setenv 子命令用于设置服务或服务实例启动的进程将运行于的环境的环境变量。

使用下面的命令检查您要设置的环境变量的当前值：

$ pargs -e `pgrep -f /usr/sbin/cron`

此示例中设置的环境变量不具有任何当前值。

以下命令为 svc:/system/cron:default 服务实例启动的 /usr/sbin/cron 进程设置
UMEM_DEBUG 和 LD_PRELOAD 环境变量：

$ svccfg -s system/cron:default setenv UMEM_DEBUG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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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刷新和重新启动该服务。
更改环境变量值需要重新启动和刷新才能生效。

$ svcadm refresh system/cron:default

$ svcadm restart system/cron:default

4. 检验是否已进行更改。
下面的输出显示服务已重新启动，进程具有新的进程 ID，并且该进程环境的两个环境变
量都得到了设置。

$ svcs -p cron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9:24:39 svc:/system/cron:default

                9:24:39     5601 cron

$ svcprop -g method -p environment system/cron:default
start/environment astring LD_PRELOAD=libumem.so UMEM_DEBUG=default

$ pargs -e `pgrep -f /usr/sbin/cron`
5601: /usr/sbin/cron

envp[0]: LOGNAME=root

envp[1]: LD_PRELOAD=libumem.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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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p[2]: PATH=/usr/sbin:/us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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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p[4]: SMF_METHOD=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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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p[6]: SMF_ZONENAME=global

envp[7]: UMEM_DEBUG=default

另请参见 unsetenv 子命令用于取消服务或服务实例启动的进程的环境变量设置。

添加属性组、属性和属性值

以下命令用于添加属性和属性组：

svccfg setprop

svccfg addpropvalue

如果要设置某个属性的值，但是该属性尚不存在，则会添加该属性。

svccfg addpg

向服务或服务实例添加新的属性组。

请记住，使用 svccfg refresh 命令或 svcadm refresh 命令将配置更改提交至运行中的
快照。

例   4-6 使用 addpg 创建新的属性组

使用 addpg 子命令将属性组添加到选定服务或服务实例。

svccfg -s FMRI addpg name type [flags]

type 根据约定，type 的值通常为 application。有关属性组类型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第 5 章 使用 SMF 控制您的应用程序。

flags 如果为 flags 的值指定 P，则会将属性组和所有添加的属性存储为非
永久性属性组和属性。如果指定了 P，则此属性组和包含的属性将
在重新引导时删除，值 P 是 SCF_PG_FLAG_NONPERSISTENT 的别名。
请参见 scf_service_add_pg(3SCF) 手册页。

$ svccfg -s svc:/site/my-svc addpg config application

$ svccfg -s my-svc listprop config
config  application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prop config
$

在此示例中，管理员将 config 属性组添加到父服务 my-svc 中，但未添加到实例 my-
svc:default 中。listprop 命令显示 config 属性组未存在于该服务实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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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7 使用 setprop 创建新的属性

可以使用 setprop 子命令设置属性值，如“设置属性值” [57]中所述。如果属性组尚未
存在于选定的实例或服务中，则创建该属性组（如果在模板定义中能够找到类型和标
志）。如果属性尚未存在于选定的实例或服务中，则必须指定属性 type。

$ svccfg -s my-svc:default setprop config/vendor = astring: vendora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prop config/vendor
config/vendor astring     vendora

例   4-8 使用 addpropvalue 创建新的属性

可以使用 addpropvalue 子命令添加属性值，如“设置属性值” [57]中所述。如果属性组
尚未存在于选定的实例或服务中，则创建该属性组（如果在模板定义中能够找到类型和
标志）。如果属性尚未存在于选定的实例或服务中，则必须指定属性 type。

$ svccfg -s my-svc:default addpropvalue config/vendor astring: vendorb

$ -s my-svc:default addpropvalue config/customer astring: acustomer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prop config
config           application        

config/vendor   astring     "vendora" "vendorb"

config/customer astring     acustomer

删除属性组、属性和属性值

以下命令用于删除属性值、属性和属性组：

svccfg setprop

删除属性的所有值。

svccfg delpropvalue

删除指定属性中与指定模式匹配的所有值。

svccfg delprop

删除属性。

svccfg delpg

删除属性组。

svccfg delcust

删除管理定制。

请记住，使用 svccfg refresh 命令或 svcadm refresh 命令将配置更改提交至运行中的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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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管理配置
使用 svccfg 命令或 libscf 调用进行的配置修改仅修改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的 admin
层。有关层的信息，请参见“系统信息库层” [23]。当您删除仅在 admin 层中定义而不存
在于任何其他层中的配置时，该配置会随即消失。显示配置的命令将不再显示所删除的
配置，即使使用 -l 选项显示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的所有层也是如此。有关删除存在于其
他层中的配置的信息，请参见“删除非管理性配置” [65]。

例   4-9 删除属性的所有值

使用 setprop 子命令，如“设置属性值” [57]中所述。要删除属性的所有值，请勿指定
任何类型或值。虽然值被删除，但是属性仍然存在。

$ svccfg -s my-svc:default setprop config/vendor =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prop config/vendor
config/vendor   astring

例   4-10 删除属性所有匹配的值

使用 delpropvalue 子命令删除指定属性中与给定模式匹配的所有值。

$ svccfg -s my-svc:default setprop config/tool = astring: '(hammer tongs wrench)'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prop config
config           application        

config/customer astring     acustomer

config/vendor   astring     "vendora" "vendorb"

config/tool     astring     "hammer tongs wrench"

$ svccfg -s my-svc:default delpropvalue config/vendor '*b'

$ svccfg -s my-svc:default delpropvalue config/tool 'tong*'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prop config
config           application        

config/customer astring     acustomer

config/vendor   astring     vendora

config/tool     astring     "hammer tongs wrench"

$ # config/tool is a single value that is a value set

$ svccfg -s my-svc:default delpropvalue config/tool '*tong*'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prop config
config           application        

config/customer astring     acustomer

config/vendor   astring     vendora

config/tool     astring

例   4-11 删除属性

使用 delprop 子命令删除选定服务或服务实例的指定属性。

$ svccfg -s my-svc:default delprop config/tool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prop config
confi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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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customer astring     acustomer

config/vendor   astring     vendora

例   4-12 删除属性组

delpg 和 delprop 子命令都可以删除属性组。delpg 子命令删除选定服务或服务实例的指
定属性组。delprop 子命令可删除指定的属性组（如果未指定属性）。

$ svccfg -s my-svc:default delpg config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prop config
$

例   4-13 删除定制项

delcust 子命令可删除选定服务或服务实例的管理定制。使用 delcust 子命令之前，请
先通过相同的模式或选项使用 listcust 子命令查看要删除的内容。如果指定了模式，则
该模式必须与属性或属性组匹配。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cust
config                             application admin                  

config/customer                   astring     admin                 acustomer

config/vendor                     astring     admin                 "vendora" "vendorb"

config/tool                       astring     admin                 "hammer tongs wrench"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cust '*tool'
config/tool                       astring     admin                 "hammer tongs wrench"

$ svccfg -s my-svc:default delcust '*tool'
 Deleting customizations for property: config/tool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cust '*tool'

$ svccfg -s my-svc:default listcust
config                             application admin                  

config/customer                   astring     admin                 acustomer

config/vendor                     astring     admin                 "vendora" "vendorb"

删除非管理性配置

存在于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的 site-profile、system-profile 和 manifest 层中的配置定
义在服务清单和配置文件中。有关层的信息，请参见“系统信息库层” [23]。SMF 将服务
配置系统信息库与文件系统内容保持同步。在位于标准位置的清单或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所有配置在经过管理定制之后（包括遭到删除之后），仍然存在于文件系统中，并且仍
然存储在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如果配置定义在清单或配置文件中，则认为它具有包
支持。删除具有包支持的配置时，信息不会从文件系统中删除，而是被屏蔽，因此在常
规视图中看不到。有关屏蔽实体的说明，请参见 smf(5) 手册页。

删除具有包支持的配置属于管理定制。在这种情况下，delcust 子命令会对配置取消屏
蔽，而非删除任何内容。使用 listcust -M 子命令可以查看屏蔽的配置。使用 delcust -
M 子命令可以对配置取消屏蔽，或者撤消配置的删除或屏蔽操作。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5sm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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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14 删除具有包支持的配置

在“删除管理配置” [64]中，my-svc 服务的 config 属性组仅存在于 admin 层中。config

属性组不存在于任何清单或配置文件中。删除这些属性后，它们会从系统中消失。此示
例显示删除具有包支持的配置时的不同结果。

该属性定义在服务清单中：

$ svccfg -s pkg/server listprop -l all pkg/inst_root
pkg/inst_root astring     admin               /export/ipsrepos/Solaris11

pkg/inst_root astring     manifest            /var/pkgrepo

$ svccfg -s pkg/server delprop pkg/inst_root

删除后，使用不带选项的 listprop 命令不会显示该属性。由于该属性具有包支持，因此
该属性仍然存在于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并且可以使用带有 -l 或 -M 选项的 listprop
子命令显示。

$ svccfg -s pkg/server listprop pkg/inst_root

$ svccfg -s pkg/server listprop -l all pkg/inst_root
pkg/inst_root astring     admin        MASKED /export/ipsrepos/Solaris11

pkg/inst_root astring     manifest     MASKED /var/pkgrepo

$ svccfg -s pkg/server listcust -M
pkg/inst_root astring     admin        MASKED /export/ipsrepos/Solaris11

例   4-15 对配置取消屏蔽

取消屏蔽属性后，将取消两项定制：

■ 该属性不再处于屏蔽或隐藏状态。
■ 该属性不再具有其定制值。

$ svccfg -s pkg/server delcust -M
 Deleting customizations for property: pkg/inst_root

$ svccfg -s pkg/server listprop -l all pkg/inst_root
pkg/inst_root astring     manifest            /var/pkgrepo

$ svccfg -s pkg/server listprop pkg/inst_root
pkg/inst_root astring     /var/pkgrepo

添加服务实例

有了服务实例，服务的多种配置可以同时运行。服务实例继承并定制通用服务配置。

可以使用 add 子命令将具有指定名称的新实体创建为选定服务的子级。

$ svcs -Ho inst pkg/server
default

$ svccfg -s pkg/server add 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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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s -Ho inst pkg/server
default

s11

恢复快照

以下每项操作都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运行中快照：

■ svcadm restart manifest-import

■ svcadm refresh

■ svccfg refresh

revert 子命令将 -s 选项指定的实例及其服务的管理定制（admin 层）恢复为指定快照或
当前选定快照中记录的值。使用 listsnap 子命令可以查看此服务实例的可能快照的列
表。使用 selectsnap 子命令可以在交互模式下选择一个快照。

$ svcprop -p pkg/inst_root pkg/server:default
pkg/inst_root astring /export/ipsrepos/Solaris11

$ svccfg -s pkg/server:default listsnap
initial

previous

running

start

$ svcprop -s previous -p pkg/inst_root pkg/server:default
pkg/inst_root astring /var/pkgrepo

由于 revert 子命令会恢复所有管理定制，因此请在恢复前列出所有管理定制并检查它们
的值。

$ svcprop -s previous -l admin pkg/server:default
pkg/inst_root astring /var/pkgrepo

$ svccfg -s pkg/server:default revert previous

$ svcadm refresh pkg/server:default

$ svcprop -p pkg/inst_root pkg/server:default
pkg/inst_root astring /var/pkgrepo

导入并应用清单和配置文件

重新启动 manifest-import 服务时，会导入标准位置中的清单并应用标准位置中的配置
文件（如果它们是新的或者经过更改）。有关清单和配置文件的标准位置，请参见“服务
包” [22]。如果导入清单或应用配置文件导致服务启动或停止，则执行相应的方法（如果
有）。

为 svccfg import 命令指定标准位置的文件会重新启动 manifest-import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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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最佳做法是将您的清单和配置文件放在标准位置中，然后重新启动 manifest-
import 服务，而不是使用 svccfg import 或 svccfg apply 命令。

$ svcadm restart manifest-import

重新启动 manifest-import 服务时，位于标准位置的配置文件和清单中的配置会应用到
受影响实例的 manifest、system-profile 或 site-profile 层，并且会刷新和验证受影响
的实例，然后创建新的快照。

导入或应用位于非标准位置的配置文件和清单时，配置会应用到受影响实例的 admin
层。强烈建议不要针对缺省或初始配置交付使用非标准位置。如需进行大量的配置
更改，从非标准位置导入或应用可能会比发出许多命令简单一些，但是您会失去
manifest-import 服务自动管理机制的优势。要管理服务交付，manifest-import 服务需
要已知的位置和预期的状态。

配置多个系统

要在多个系统上实施相同的配置，请创建指定您想要启用的服务和属性值的 SMF 配置
文件，并将该配置文件放在每个系统的 site 目录中。如“系统信息库层” [23]中所述，本
地定制优先于安装系统时提供的值，而且 site-profile 层中的定制仅次于管理员或应用
程序所做的定制。

配置文件为现有服务和实例添加和设置属性，并指定新的服务实例。配置文件几乎可以
指定清单可以指定的所有内容。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创建站点配置文件：

■ 将 svcbundle 命令和 bundle-type=profile 一起使用来创建新的配置文件。
■ 使用 svccfg extract 命令从现有服务捕获配置文件信息。

在配置文件中定制属性值，并提供注释来说明每项定制的原因。将文件复制到 /etc/
svc/profile/site 中，然后重新启动 manifest-import 服务。

如何使用 svcbundle 创建配置文件

svc:/system/rmtmpfiles 服务负责在引导时清理 /tmp 目录。缺省情况下，rmtmpfiles 服
务不会清理 /var/tmp。要在引导过程中清理 /var/tmp，请通过将 options/clean_vartmp
属性设置为 true 来更改 svc:/system/rmtmpfiles 服务的行为。在多个系统上实现此行
为的最简单方法是创建一个配置文件，并将其放在每个系统的 /etc/svc/profile/sit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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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配置文件。
下面的命令会在 /tmp/rmtmpfiles.xml 中创建一个新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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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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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配置文件进行任何必要的更改。

3. 将配置文件复制到正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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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新启动清单导入服务以将配置文件应用到系统。

$ svcadm restart manifest-import

例   4-16 使用 svcbundle 自动安装配置文件

如果您不需要对新的配置文件进行任何更改，则可以使用 -i 选项在创建配置文件
后立即安装该配置文件。svcbundle 命令会将配置文件写入 /etc/svc/profile/site/
rmtmpfiles.xml 并重新启动 manifest-import 服务。这样将覆盖 /etc/svc/profile/site
目录中任何具有相同名称的现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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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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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用 svccfg 创建配置文件

1. 创建配置文件。
svccfg extract 命令显示 admin 和 site-profile 层的指定服务或实例的服务配置文件。
要从其他层提取值，请使用 -l 选项。

$ svccfg extract -l current network/dns/client > dnsclientprofile.xml

2. 对配置文件进行任何必要的更改。
将配置文件名称更改为一个有意义的名称。缺省情况下，该名称会设置为 extract，如
下面的示例所示：

<service_bundle type='profile' name='extract'>

3. 将配置文件复制到正确目录。

$ cp dnsclientprofile.xml /etc/svc/profile/site/dnsclientprofile.xml

4. 重新启动清单导入服务以将配置文件应用到系统。



修改 inetd 控制的服务

70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系统服务 • 2014 年 7 月

$ svcadm restart manifest-import

修改 inetd 控制的服务

inetd 控制的服务是从 inetd.conf 文件中的配置转换而成的 SMF 服务。inetd 命令是这
些服务委托的重启程序。

下面的过程说明如何更改 inetd 控制的服务的属性值。

要确认 inetd 是否控制您要修改的服务，请调用不带任何选项或参数的 inetadm 命令以
列出所有 inetd 控制的服务。下面的示例仅显示部分列表。

$ inetadm
ENABLED   STATE          FMRI

enabled   online         svc:/application/cups/in-lpd:default

...

disabled  disabled       svc:/application/x11/xfs:default

inetadm 命令的 -l 选项会列出 inetd 控制的服务的所有属性。在下面的示例中，错误
消息显示指定的服务不是 inetd 控制的服务。"No restarter property" 表示主重启程序
svc.startd 管理该服务实例。

$ inetadm -l ssh
Error: Specified service instance "svc:/network/ssh:default" has no

restarter property.  inetd is not the delegated restarter of this instance.

同样地，在下面的示例中，消息 "Couldn't find property 'general/restarter" 表示缺省重
启程序 svc.startd 管理该服务实例。

$ svcprop -p general/restarter ssh
svcprop: Couldn't find property 'general/restarter' for instance

'svc:/network/ssh:default'.

如果服务由 inetd 控制，则其重启程序为 inetd，如下面的示例所示。

$ svcprop -p general/restarter xfs
svc:/network/inetd:default

如何更改 inetd 控制的服务的属性值
1. 列出服务的属性。

使用 inetadm 命令的 -l 选项列出指定服务的所有属性。检查属性的当前值。

# inetadm -l F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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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改属性值。
使用 inetadm 命令的 -m 选项更改指定属性的值。有关服务属性的具体信息应包含在与该
服务相关的手册页中。

# inetadm -m FMRI property-name=value

要删除属性值，请指定一个空值。

$ inetadm -m svc property=""

3. 验证属性值是否已更改。
再次列出属性以确保已进行相应的更改。

# inetadm -l FMRI

4. 确认更改已生效。
确认属性更改具有预期的效果。

例   4-17 修改 inetd 控制的服务启动时要执行的命令

此示例说明如何在 inetd 控制的服务的命令行中添加或删除选项或参数。服务启动时运
行的命令是 exec 属性的值。

使用 inetadm 命令的 -l 选项列出指定服务的所有属性，以便您可以检查 exec 属性的当
前值。下面的内容以 svc:/application/x11/xfs 服务为例，它是 X 窗口系统字体服务
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xfs(1) 手册页。

$ inetadm -l xfs | grep exec
         exec="/usr/bin/xfs -inetd"

使用 inetadm 命令的 -m 选项更改指定服务的 exec 属性的值。

$ inetadm -m xfs exec="/usr/bin/xfs -inetd -config /opt/site/fs/config"

验证属性值是否已更改。

$ inetadm -l xfs | grep exec
         exec="/usr/bin/xfs -inetd -config /opt/site/fs/config"

修改由文件配置的服务

一些非 inetd 管理的 SMF 服务从文件获得它们部分的配置，而非从服务属性获得。要
修改此配置，请编辑配置文件并使用 SMF 命令重新启动该服务。这些配置文件可以在
服务运行的过程中更改，但是仅在服务启动后才能读取文件的内容。

在直接编辑配置文件之前，请先核实是否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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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配置文件不包含告知您不要直接编辑该文件的消息。
■ 确保服务不具有 configfile 类型的属性组。

$ svcprop -g configfile network/ntp

如果服务具有 configfile 类型的属性值，则修改这些属性组（而非配置文件）中的
属性。请参见“使用模具创建配置文件” [83]。

例如，要添加一个新的 NTP 服务器，以便为您的 NTP 客户机提供支持，请在 /etc/
inet/ntp.conf 文件中为该服务器添加一个新的条目，然后重新启动 NTP 服务，如下面
的命令所示：

$ svcadm restart svc:/network/ntp:default

要启用 IKEv2，请修改 /etc/inet/ike/ikev2.config 文件以配置 IKEv2 守护进程，然
后启用 IKEv2 服务，如下面的命令所示。要编辑 ikev2.config 文件，请以分配了网络
IPsec 管理配置文件的用户身份使用 pfedit 命令。以这种方式编辑文件可以保留正确的
文件所有权。有关使用 pfedit 的信息，请参见 pfedit(1M) 手册页。

$ svcadm enable svc:/network/ipsec/ike:ikev2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pfedit-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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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MF 控制您的应用程序

本章讨论如何为您的应用程序提供服务支持，包括如何在应用程序无法使用 libscf 库接
口读取属性时使用模具创建配置文件。

有关创建和提供服务以执行应用程序配置等任务的其他示例，请参见《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使用映像包管理系统打包和交付软件 》中的第 7  章 “在软件包安装过程
中自动进行系统更改”和《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使用映像包管理系统打包和交付软
件 》中的第 8  章 “有关软件包更新的高级主题”。

创建 SMF 服务

服务清单包含一组完整的与特定服务相关的属性，包括实例、相关项、服务启动和停止
时运行的脚本，以及缺省的应用程序属性值。清单还提供服务说明等模板信息。有关
SMF 清单内容和格式的完整说明，请参见 service_bundle(4) 手册页和 /usr/share/
lib/xml/dtd/service_bundle.dtd.1 服务包 DTD。另请参见“命名服务、实例、属性组和
属性” [81]，以了解有关命名规则和分配属性组类型的信息。

使用 svcbundle 服务包生成器工具是创建简单服务或启动更复杂服务的好方法。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 svcbundle(1M) 手册页。您可以使用服务包 DTD 和其他服务清单完成
更复杂的服务。

定制清单的标准位置为 /lib/svc/manifest/site。此位置存储的清单在引导期间任何服
务启动之前，由 svc:/system/early-manifest-import:default 服务导入服务配置系统信
息库。尽早运行导入过程，可以确保系统信息库包含服务启动之前的最新清单信息。此
标准位置存储的清单在 svc:/system/manifest-import 服务重新启动时也会导入。

可以使用多个清单描述一个服务。例如，此功能可用于在不修改服务现有清单的情况
下，定义该服务的新实例。但是，如果多个清单为同一服务或实例在同一层定义了相
同属性，则 SMF 无法确定要使用哪个值。如果检测到这种冲突，该实例将置于维护状
态。有关层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系统信息库层” [23]。

将名称和说明元数据添加到您的清单，以便用户可以通过 svcs 和 svccfg describe 命令
获得有关此服务的信息。您还可以添加属性值的说明。请参见 DTD 中的 value、values

和 template 元素。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PKDEVpkgsmf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PKDEVpkgsmf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PKDEVpkgsmf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PKDEVpkgadvupdat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PKDEVpkgadvupdate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service-bundle-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svcbundle-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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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vccfg validate 命令验证您的服务清单文件或服务实例 FMRI。使用标准位置中的
清单、方法和配置文件，重新启动 manifest-import 服务以安装和配置您的服务实例。
使用 svcs 命令查看服务实例的状态。

本节说明如何创建定制 SMF 服务。site 前缀已保留用于特定于站点的定制。名为
svc:/site/service-name 的服务不会与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中提供的服务冲突。

如何使用服务包生成器工具创建 SMF 服务

此过程说明如何创建将现有定制脚本用作 start 方法的服务。

1. 确定服务模型。
缺省情况下，svcbundle 会创建一个 transient 服务。确定此服务的 start 方法脚本是否
启动任何长时间运行的守护进程，以及是否是一个 contract 服务。有关服务模型的信
息，请参见“服务模型” [18]和 svc.startd(1M) 手册页。

2. 将脚本复制到标准位置。
在此示例中，此服务的 start 方法脚本是名为 ex_svc 的脚本。将此脚本复制到 /lib/
svc/method/ex_svc。

3. 创建一个初始清单。
在此示例中，服务名称为 site/ex_svc。这是一个不需要 stop 方法的瞬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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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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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对清单进行任何必要的更改。
验证 /tmp/ex_svc.xml 清单中的内容是否为您所需的内容。根据需要添加注释。

5. 验证清单是否有效。
使用 svccfg validate 命令确保服务清单有效。

6. 将清单复制到标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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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导入清单并启动服务。

$ svcadm restart manifest-import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svc.startd-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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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1 自动安装生成的清单

如果您不需要对新的服务清单进行任何更改，则可以使用 -i 选项在创建清单后立即安
装该清单。svcbundle 命令将清单写入 /lib/svc/manifest/site，并重新启动 manifest-
import 服务。将覆盖 /lib/svc/manifest/site 目录中任何具有相同名称的现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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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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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用于启动或停止 Oracle 数据库实例的服务

本示例介绍了用于帮助管理 Oracle 数据库的以下服务：

■ 用于启动或停止 Oracle 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服务
■ 用于启动侦听器的侦听器服务，这是管理数据库实例的客户机连接请求传入通信的进

程。

此示例使用由文件提供支持的存储。除了使用由文件提供支持的存储以外，还可以使用
自动存储管理 (Automatic Storage Management, ASM) 功能。ASM 是一个卷管理器，
也是一个适用于 Oracle 数据库文件的文件系统。

每次安装 Oracle 数据库时，都必须设置以下环境变量：

ORACLE_HOME 安装数据库的位置。在本节的示例中，数据库的安装位置为 /opt/
oracle/product/home。

ORACLE_SID 系统中唯一标识特定数据库的系统 ID。

在此示例中，这些环境变量都在服务清单中设置，并且在方法脚本中使用。

数据库启动和停止服务

本节介绍 Oracle 数据库实例如何控制服务清单 /lib/svc/manifest/site/oracle.xml。
以下是需要了解的有关此服务清单的一些功能：

■ 定义了一个名为 svc:/site/application/database/oracle:default 的服务实例。缺
省情况下，此实例处于启用状态。
此示例介绍了定义缺省实例的两种方法。在此示例中，缺省实例定义在清单顶部的
create_default_instance 元素中。清单底部的 instance 元素提供了执行此操作的其
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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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服务需要挂载所有本地文件系统以及初始化所有网络接口。
如果您使用的是由文件提供支持的数据库，则数据库服务应该依赖于本地文件系统。
如果您使用的是 ASM，则数据库服务应该依赖于管理 ASM 的服务。数据库服务应
该依赖于网络以实现远程客户机连接。

■ method_context 元素中的 method_environment 元素定义 ORACLE_HOME 和 ORACLE_SID
环境变量，用于标识要启用或停止的数据库实例。然后这些值可用于要使用的方法脚
本。

如果您创建此服务的多个实例（请参见清单底部的 instance 元素），则每个实
例可能都需要有自己的 method_context 元素，以便为该特定数据库定义唯一的
ORACLE_HOME 和 ORACLE_SID 值。

■ 除了此示例中所示的项目和工作目录之外，method_context 元素的属性还可
以定义资源池。您还可以在 method_context 元素中定义 method_profile 或
method_credential 元素。除了此示例中所示的 user、group 和 privileges 值之
外，method_credential 元素还可以指定 supp_groups 和 limit_privileges 值。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 DTD。

■ start/stop 方法脚本为 /lib/svc/method/oracle。在缺省值的基础上增加了方法超时
前的秒数。

■ 用户必须获得 solaris.smf.manage.oracle 授权才能启用或禁用此服务实例。在此示
例中，用户 oracle 获得了 solaris.smf.manage.oracle 授权。

<?xml version="1.0"?>

<!--

 Define a service to control the startup and shutdown of a database instance.

-->

<!DOCTYPE service_bundle SYSTEM "/usr/share/lib/xml/dtd/service_bundle.dtd.1">

<service_bundle type="manifest" name="oracle">

<service name="site/application/database/oracle" type="service" version="1">

    <create_default_instance enabled="true" />

    <!--

         Wait for all local file systems to be mounted.

         Wait for all network interfaces to be initialized.

    -->

    <dependency type="service"

        name="fs-local"

        grouping="require_all"

        restart_on="none">

        <service_fmri value="svc:/system/filesystem/local" />

    </dependency>

    <dependency type="service"

        name="network"

        grouping="require_all"

        restart_on="none">

        <service_fmri value="svc:/milestone/network: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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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cy>

    <!-- Define the methods. -->

    <method_context project=":default" working_directory=":default">

        <method_credential user="oracle" group="dba" privileges=":default" />

        <method_environment>

            <envvar name="ORACLE_HOME" value="/opt/oracle/product/home" />

            <envvar name="ORACLE_SID" value="oracle" />

        </method_environment>

    </method_context>

    <exec_method type="method"

        name="start"

        exec="/lib/svc/method/oracle start"

        timeout_seconds="120"/>

    <exec_method type="method"

        name="stop"

        exec="/lib/svc/method/oracle stop"

        timeout_seconds="120" />

    <!--

         What authorization is needed to allow the framework

         general/enabled property to be changed when performing the

         action (enable, disable, etc) on the service.

    -->

    <property_group name="general" type="framework">

        <propval type="astring"

            name="action_authorization"

            value="solaris.smf.manage.oracle" />

    </property_group>

    <!-- Define an instance of the database. -->

    <!--<instance name="default" enabled="true" />-->

    <stability value="Evolving" />

</service>

</service_bundle>

将名称和说明元数据添加到清单中，以便用户可以通过 svcs 和 svccfg describe 命令获
得有关此服务的信息。请参见 DTD 中的 template 元素。

使用 svccfg validate 命令确保服务清单有效。

下面是 Oracle 数据库实例控制服务的 start/stop 方法脚本 /lib/svc/method/oracle。此
方法将调用数据库 dbstart 和 dbshut 命令。

#!/bin/ksh -p

. /lib/svc/share/smf_inclu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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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ORACLE_HOME/lib

export PATH=$PATH:$ORACLE_HOME/bin

function startup

{

        dbstart $ORACLE_HOME

}

function shutdown

{

        dbshut $ORACLE_HOME

}

case $1 in

    start) startup ;;

    stop)  shutdown ;;

    *) echo "Usage: $0 { start | stop }" >&2

       exit $SMF_EXIT_ERR_FATAL

       ;;

esac

exit $SMF_EXIT_OK

数据库侦听器服务

侦听器是管理数据库实例的客户机连接请求传入通信的进程。侦听器服务依赖于它正在
管理其客户机连接的数据库服务实例。

本节说明 Oracle 数据库实例侦听器服务清单 /lib/svc/manifest/site/listener.xml。
以下是需要了解的有关此服务清单的一些功能：

■ 定义了一个名为 svc:/site/application/database/listener:default 的服务实例。
缺省情况下，此实例处于启用状态。

■ 此服务需要 Oracle 数据库实例控制服务 svc:/site/application/database/oracle 才
能启动。如果数据库实例由于某种原因而重新启动，则侦听器也将重新启动。

■ method_context 元素中的 method_environment 元素定义 ORACLE_HOME 和 ORACLE_SID
环境变量，用于标识要启用或停止的数据库实例。然后这些值可用于要使用的方法脚
本。

如果您创建此服务的多个实例（请参见清单底部的 instance 元素），则每个实
例可能都需要有自己的 method_context 元素，以便为该特定数据库定义唯一的
ORACLE_HOME 和 ORACLE_SID 值。

■ 除了此示例中所示的项目和工作目录之外，method_context 元素的属性还可
以定义资源池。您还可以在 method_context 元素中定义 method_profile 或
method_credential 元素。除了此示例中所示的 user、group 和 privileges 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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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method_credential 元素还可以指定 supp_groups 和 limit_privileges 值。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 DTD。

■ start/stop 方法脚本为 /lib/svc/method/listener。在缺省值的基础上增加了方法超
时前的秒数。

■ 用户必须获得 solaris.smf.manage.oracle 授权才能启用或禁用此服务实例。
■ 服务为 transient 服务。请参见“服务模型” [18]。

<?xml version="1.0"?>

<!--

 Define a service to control the startup and shutdown of a database listener.

-->

<!DOCTYPE service_bundle SYSTEM "/usr/share/lib/xml/dtd/service_bundle.dtd.1">

<service_bundle type="manifest" name="listener">

<service name="site/application/database/listener" type="service" version="1">

    <create_default_instance enabled="true" />

    <!--<single_instance />-->

    <!-- Wait for the database to be started. -->

    <dependency type="service"

        name="oracle"

        grouping="require_all"

        restart_on="refresh">

        <service_fmri value="svc:/site/application/database/oracle" />

    </dependency>

    <!-- Define the methods. -->

    <method_context project=":default" working_directory=":default">

        <method_credential user="oracle" group="dba" privileges=":default" />

        <method_environment>

            <envvar name="ORACLE_HOME" value="/opt/oracle/product/home" />

            <envvar name="ORACLE_SID" value="oracle" />

        </method_environment>

    </method_context>

    <exec_method type="method"

        name="start"

        exec="/lib/svc/method/listener start"

        timeout_seconds="150"/>

    <exec_method type="method"

        name="stop"

        exec="/lib/svc/method/listener stop"

        timeout_seconds="30" />

    <!--

         What authorization is needed to allow the framework

         general/enabled property to be changed when performing the

         action (enable, disable, etc) on th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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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perty_group name="general" type="framework">

        <propval type="astring"

            name="action_authorization"

            value="solaris.smf.manage.oracle" />

    </property_group>

    <!-- Make the instance transient (since it backgrounds itself). -->

    <property_group name="startd" type="framework">

        <propval name="duration" type="astring" value="transient" />

    </property_group>

    <!-- Define an instance of the listener. -->

    <!--<instance name="default" enabled="true" />-->

    <stability value="Evolving" />

</service>

</service_bundle>

将名称和说明元数据添加到清单中，以便用户可以通过 svcs 和 svccfg describe 命令获
得有关此服务的信息。请参见 DTD 中的 template 元素。

下面是 Oracle 数据库实例侦听器服务的 start/stop 方法脚本 /lib/svc/method/
listener。此方法将启动或停止侦听器进程 lsnrctl。当 lsnrctl 启动时，它会测试数据
库服务的状态。

#!/bin/ksh -p

. /lib/svc/share/smf_include.sh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ORACLE_HOME/lib

export PATH=$PATH:$ORACLE_HOME/bin

function startup

{

        lsnrctl start

        # Wait for the listener to report ready.

        i=0

        while ! lsnrctl status | grep -i ready ; do

                ((i = i+1))

                if (( $i == 120 )) ; then

                        # It's been *at least* 2 minutes, time to give up.

                        echo "The listener failed to report ready." >&2

                        exit $SMF_EXIT_ERR_FATAL

                fi

                sleep 1

        done



如何使用服务包生成器工具创建 SMF 服务

第 5 章 使用 SMF 控制您的应用程序 81

        # Ping the database once to prove it is now available.

        if ! tnsping $ORACLE_SID ; then

                exit $SMF_EXIT_ERR_FATAL

        fi

}

function shutdown

{

        lsnrctl stop

}

case $1 in

    start) startup ;;

    stop)  shutdown ;;

    *) echo "Usage: $0 { start | stop }" >&2

       exit $SMF_EXIT_ERR_FATAL

       ;;

esac

exit $SMF_EXIT_OK

命名服务、实例、属性组和属性

服务和实例名称必须符合下面的表达式：

([A-Za-z0-9][_A-Za-z0-9.-]*,)?[A-Za-z0-9][_A-Za-z0-9.-]*

服务或实例名称区分大小写，必须以字母数字字符开头，并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下划
线 (_)、连字符 (-) 和点 (.)。为了保持向后兼容，允许在第一个字符和最后一个字符之
间使用一个逗号 (,)。

属性组和属性名称必须符合下面的表达式：

[A-Za-z0-9-._~:/?#\[\]@!$&'\(\)*+,;= %]+

属性组或属性名称区分大小写并且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字符、连字符 (-)、点 (.)、下划线
(_)、波浪号 (~)、冒号 (:)、正斜杠 (/)、问号 (?)、井号 (#)、方括号（[ 和 ]）、at 符号
(@)、感叹号 (!)、美元符号 ($)、和符号 (&)、单引号 (')、括号（( 和 )）、星号 (*)、加
号 (+)、逗号 (,)、分号 (;)、等号 (=)、空格和百分比符号 (%)。

在 FMRI 中，属性组和属性名称都按照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URI) Generic
Syntax RFC 3986（统一资源标识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URI) 通用语法 RFC
3986）进行编码，只有逗号字符不编码。

属性组类型是此属性组的类别。属性组类型包括
application、dependency、method、framework、implementation 和 template。

http://datatracker.ietf.org/doc/rfc3986/?include_text=1
http://datatracker.ietf.org/doc/rfc3986/?include_tex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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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引入其他属性组类型，但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 smf(5) 中的扩展命名约定。
请勿将 framework、implementation 或 template 指定为属性组的类型。类型为
framework、implementation 或 template 的属性组在 SMF 中具有特殊用途。类型为
application 的属性组只能与此组所属的服务相关联。

如何将运行控制脚本转换为 SMF 服务

此过程说明如何将运行控制脚本替换为 SMF 服务清单，以便可以通过 SMF 管理该运
行控制服务。要转换运行控制脚本，请对带有 -s 选项的 svcbundle 命令使用 rc-script
名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vcbundle(1M) 手册页，或者输入 svcbundle help rc-
script。

1. 确定服务模型。
缺省情况下，svcbundle 会创建一个 transient 服务。确定此运行控制脚本是否启动任
何长时间运行的守护进程，以及是否是一个 contract 服务。有关服务模型的信息，请参
见“服务模型” [18]和 svc.startd(1M) 手册页。

2. 创建一个初始清单。
在此示例中，服务名称为 ex_con，并且是在级别 2 运行的合同服务。

$ svcbundle -o /tmp/ex_con.xml -s service-name=ex_con

      -s rc-script=/etc/init.d/ex_con:2 -s model=contract

3. 对清单进行任何必要的更改。
验证 /tmp/ex_con.xml 清单中的内容是否为您所需的内容。根据需要添加注释。

4. 将清单复制到标准目录。

$ cp /tmp/ex_con.xml /lib/svc/manifest/site/ex_con.xml

5. 停止现有服务。

$ /etc/init.d/ex_con stop

6. 禁用运行控制脚本。
从相应的 rcn.d 目录中删除任何指向运行控制脚本的链接。

7. 导入清单并启动服务。

$ svcadm restart manifest-import

8. 列出新服务。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svcbundle-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svc.startd-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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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新服务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处于预期的状态。

$ svcs ex-con

使用模具创建配置文件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无法使用 libscf 库接口读取属性，则可以使用模具创建一个配置文
件。模具服务会使用模具服务中定义的模具文件和属性值创建配置文件。模具文件包含
配置文件（服务即使现在由 SMF 管理也仍需要此配置文件）的结构定义。通过模具服
务可以利用 SMF 配置管理，并且不对现有应用程序造成什么影响。

模具用于在执行服务实例 start 方法之前立即生成配置文件。如果更新模具化的属性
值，请重新启动服务以在应用程序启动并读取配置文件之前将更改纳入配置文件中。

如何创建模具服务

模具文件包含配置文件包含配置文件（服务即使现在由 SMF 管理也仍需要此配置文
件）的结构定义。svcio 实用程序会根据模具文件中的定义和 SMF 服务中的属性生成配
置文件。有关 svcio 实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vcio(1) 手册页；有关模具文件格式
的信息，请参见 smf_stencil(4) 手册页。

1. 创建模具文件。
模具文件告告知 svcio 实用程序用于创建配置文件的格式。svcio 实用程序根据称为模
具的模板将 SMF 属性转换为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配置文件。

2. 将属性组添加到服务中。
模具服务属性组告知 svcio 实用程序用于创建配置文件的路径和所有权。SMF 在运行
start 或 refresh 方法之前为所有模具感知的服务重新生成配置。类型为 configfile 的属
性组告知 SMF 如何生成配置文件。每个 configfile 属性组说明服务的一个配置文件，
并告知 svcio 如何根据 SMF 系统信息库中存储的其他属性生成这些文件。

要将服务配置为模具感知的服务，请针对每个受管的配置文件添加一个属性组，这些配
置文件同时包含用作模板的模具文件和生成的配置文件的路径。属性组具有以下属性：

path 向其写入配置文件的路径，例如 /etc/svc.conf。

stencil 要使用的模具文件相对于 /lib/svc/stencils 的路径。例如，如果
stencil 属性的值为 svc.stencil，则会使用 /lib/svc/stencils/
svc.stenci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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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要用于配置文件 (path) 的模式，例如 644。

owner 要为配置文件 (path) 设置的所有者。如果未设置此属性，则文件的
所有者为调用 svcio 的用户。

group 要为配置文件 (path) 设置的组。如果未设置此属性，则组为 path
的缺省组。

Oracle Solaris 中的模具服务示例

Puppet 和 Kerberos 服务使用模具提供配置文件。

Puppet 模具服务

Puppet 是用于管理许多系统的配置的工具包。在 Oracle Solaris 上，Puppet 应用程序
通过 SMF 进行管理。

Puppet 服务简要介绍

当您安装 system/management/puppet 软件包时，会获得两个 SMF 服务实
例：puppet:master 和 puppet:agent。缺省情况下这两个实例处于禁用状态。

当您启用这些实例后，下面的命令会显示 puppet:master 和 puppet:agent 都是合同服
务：

$ svcs -p puppet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17:19:32 svc:/application/puppet:agent

               17:19:32     2565 puppet

online         17:19:32 svc:/application/puppet:master

               17:19:32     2567 puppet

下面的命令显示有关合同服务启动的进程的更多信息：

$ ps -o pid,args -p 2565,2567
  PID COMMAND

 2565 /usr/ruby/1.9/bin/ruby /usr/sbin/puppet agent --logdest /var/log/puppet/puppet-

 2567 /usr/ruby/1.9/bin/ruby /usr/sbin/puppet master --logdest /var/log/puppet/puppet

从 ps 输出中可以看出，puppet 向 /var/log/puppet 中的日志文件写入内容：

$ ls /var/log/puppet
puppet-agent.log  puppet-master.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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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 Puppet 配置文件

Puppet 需要使用名为 /etc/puppet/puppet.conf 的配置文件。/usr/sbin/puppet 应用程
序从 /etc/puppet/puppet.conf 读取配置信息，而非从 application/puppet 服务实例中
设置的属性读取。为了提供必要的配置文件，每个 puppet 实例均提供一个模具文件和
configfile 属性组。configfile 属性组告知 svcio 实用程序运行和创建指定的配置文
件。模具文件用于将服务属性值数据以正确的格式写入配置文件。

下面的命令显示类型为 configfile 的属性组中的所有 puppet 服务属性。此输出显示
puppet 服务的两个实例都具有 configfile 属性，而且属性值相同。每个 puppet 服务实
例都提供配置文件的路径、配置文件的模式和模具文件的路径。

$ svcprop -g configfile puppet
svc:/application/puppet:master/:properties/puppet_stencil/mode astring 0444

svc:/application/puppet:master/:properties/puppet_stencil/path astring /etc/puppet/puppet.conf

svc:/application/puppet:master/:properties/puppet_stencil/stencil astring puppet.stencil

svc:/application/puppet:agent/:properties/puppet_stencil/mode astring 0444

svc:/application/puppet:agent/:properties/puppet_stencil/path astring /etc/puppet/puppet.conf

svc:/application/puppet:agent/:properties/puppet_stencil/stencil astring puppet.stencil

以下命令将确认这些实例属性均继承自父服务。

$ svccfg -s puppet listprop -l all puppet_stencil
puppet_stencil          configfile  manifest

puppet_stencil/mode    astring     manifest              0444

puppet_stencil/path    astring     manifest              /etc/puppet/puppet.conf

puppet_stencil/stencil astring     manifest              puppet.stencil

$ svccfg -s puppet:agent listprop -l all puppet_stencil

$ svccfg -s puppet:master listprop -l all puppet_stencil

对于您的基础结构，您可能需要其他实例，例如 puppet:agent1 和 puppet:agent2 实
例。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为每个实例定制属性值和添加属性，如“修改 Puppet 配置文
件” [86]中所示。

下面是配置文件 /etc/puppet/puppet.conf 的初始内容：

# WARNING: THIS FILE GENERATED FROM SMF DATA.

#     DO NOT EDIT THIS FILE.  EDITS WILL BE LOST.

#

# See puppet.conf(5) and http://docs.puppetlabs.com/guides/configuring.html

# for details.

Puppet 模具文件

模具文件的内容会告知您将哪些属性和其他信息写入配置文件。作为 puppet_stencil/
stencil 属性值的 puppet.stencil 路径是相对于 /lib/svc/stencils 的路径。下面是模
具文件 /lib/svc/stencils/puppet.stencil 的内容：

# WARNING: THIS FILE GENERATED FROM SM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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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NOT EDIT THIS FILE.  EDITS WILL BE LOST.

#

# See puppet.conf(5) and http://docs.puppetlabs.com/guides/configuring.html

# for details.

; walk each instance and extract all properties from the config PG

$%/(svc:/$%s:(.*)/:properties)/ {

$%{$%1/general/enabled:?

[$%2]

$%/$%1/config/(.*)/ {

$%3 = $%{$%1/config/$%3} }

}

}

在该模具文件中，svc:/$%s:(.*)/:properties（或 %1）可以扩展为 svc:/application/
puppet:agent/:properties 和 svc:/application/puppet:master/:properties，其中
.*（或 %2）与所有实例匹配。实例名称则用于标记配置文件中的块。接下来出现的
.*（或 %3）与 %1 服务实例 config 属性组中的所有属性匹配。模具告知 svcio 将服务实
例的属性名称和属性值写入配置文件。

修改 Puppet 配置文件

如您在“初始 Puppet 配置文件” [85]中所见，开始时仅将文本注释行写入配置文件。
模具文件中 general/enabled 属性值的测试会阻止将属性值写入配置文件。下面的命令
显示，缺省情况下 general/enabled 属性的值为 false：

$ svcprop -p general/enabled puppet
svc:/application/puppet:master/:properties/general/enabled boolean false

svc:/application/puppet:agent/:properties/general/enabled boolean false

使用 svcadm enable 命令启用实例不会更改 general/enabled 属性的值。当您将
general/enabled 属性的值更改为 true 并重新启动实例时，该实例 config 属性组中的所
有属性都将写入到配置文件中。

$ svccfg -s puppet:agent setprop general/enabled=true

$ svcprop -p general/enabled puppet:agent
false

$ svcadm refresh puppet:agent

$ svcprop -p general/enabled puppet:agent
true

$ svcadm restart puppet:agent

下面的命令显示开始时 config 属性组中的唯一属性是每个实例的日志文件的路径：

$ svcprop -p config puppet
svc:/application/puppet:master/:properties/config/logdest astring /var/log/puppet/puppet-

master.log

svc:/application/puppet:agent/:properties/config/logdest astring /var/log/puppet/puppet-

agent.log

已启用实例的 config 属性已添加至配置文件中使用该实例名称标记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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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THIS FILE GENERATED FROM SMF DATA.

#     DO NOT EDIT THIS FILE.  EDITS WILL BE LOST.

#

# See puppet.conf(5) and http://docs.puppetlabs.com/guides/configuring.html

# for details.

[agent]

logdest = /var/log/puppet/puppet-agent.log

Puppet 配置文档指出配置文件可以具有 [main]、[agent] 和 [master] 块。[main] 块中
的配置同时适用于 agent 和 master 块。对于 Puppet 代理，[agent] 块中的配置会覆盖
[main] 块中的相同配置。对于 Puppet 主体，[master] 块中的配置会覆盖 [main] 块中的
相同配置。如果您想要针对代理和主体共用的配置提供 [main] 块，请为该实例创建一个
puppet:main 实例以及相应的 config 属性。

以下命令说明如何将配置添加到 Puppet 配置文件中。

$ svccfg -s puppet:agent

svc:/application/puppet:agent> setprop config/report=true

svc:/application/puppet:agent> setprop config/pluginsync=true

svc:/application/puppet:agent> refresh

svc:/application/puppet:agent> exit

$ svcadm restart puppet:agent

$ cat /etc/puppet/puppet.conf
# WARNING: THIS FILE GENERATED FROM SMF DATA.

#     DO NOT EDIT THIS FILE.  EDITS WILL BE LOST.

#

# See puppet.conf(5) and http://docs.puppetlabs.com/guides/configuring.html

# for details.

[agent]

logdest = /var/log/puppet/puppet-agent.log

pluginsync = true

report = true

类似的命令可以用于删除属性和更改属性值。请参见第 4 章 配置服务。要添加 main 实
例，请使用 svccfg add 命令，如“添加服务实例” [66]中所示。

Kerberos 模具服务

另一个使用模具的 Oracle Solaris 服务示例是 Kerberos。下面的命令显示 configfile
属性组为 krb5_conf，模具文件为 /lib/svc/stencils/krb5.conf.stencil，配置文件为 /
etc/krb5/krb5.conf。

$ svcprop -g configfile svc:/system/kerberos/install:default
krb5_conf/disabled boolean true

krb5_conf/group astring sys



如何创建模具服务

88 在 Oracle Solaris 11.2 中管理系统服务 • 2014 年 7 月

krb5_conf/mode integer 644

krb5_conf/owner astring root

krb5_conf/path astring /etc/krb5/krb5.conf

krb5_conf/stencil astring krb5.conf.ste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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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F 最佳做法和故障排除

本附录提供了一些建议的最佳做法，并说明了如何针对一些 SMF 服务问题进行故障排
除。

SMF 最佳做法

大多数服务都有配置策略说明。如果未实现您需要的配置，请通过修改服务来修改策略
说明。修改服务属性值或使用不同属性值创建新的服务实例。请勿禁用服务实例和编辑
本应由 SMF 服务管理的配置文件。

请勿修改 Oracle 或第三方软件供应商提供的清单和系统配置文件。这些清单和配置
文件在您升级系统时可能会被替换，您对这些文件所做的更改会丢失。可以创建站
点配置文件来定制服务，或者使用 svccfg 命令或 inetadm 命令直接处理属性。/lib/

svc/manifest/site 和 /var/svc/manifest/site 目录也已保留以专供站点使用。Oracle
Solaris 不会在这些目录中提供清单。

要对多个系统应用相同的定制配置，请使用 svcbundle 命令或 svccfg extract 命令创建
一个配置文件。在该文件中定制属性值，并提供注释来说明每项定制的原因。将该文件
复制到每个系统的 /etc/svc/profile/site 中，然后在每个系统上重新启动 manifest-
import 服务。请参见“配置多个系统” [68]。

当您创建站点配置文件时，请确保对于相同的服务或服务实例，定义的配置不会与其他
站点配置文件中定义的配置冲突。当 SMF 发现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的同一层中存在冲
突的配置时，会将受影响的服务实例置于维护状态。

请勿对清单和配置文件使用非标准位置。有关清单和配置文件的标准位置，请参见“服务
包” [22]。

当您创建供自己使用的服务时，请在服务名称的开头使用 site，如下所示：svc:/

site/service_name:instance_name。

除根据“指定启动消息量” [97]中所述配置日志记录级别外，请勿修改主重启程序服务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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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使用 svccfg delcust 命令之前，请使用具有相同选项的 svccfg listcust 命
令。delcust 子命令可能会删除服务上的所有管理定制。使用 listcust 子命令可以验证
delcust 子命令将会删除哪些定制信息。

在脚本中，请使用完整的服务实例 FMRI：svc:/service_name:instance_name。

对服务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本节讨论以下主题：

■ 将配置更改提交至运行中的快照
■ 修复报告存在问题的服务
■ 手动将实例转换为 degraded 或 maintenance 状态
■ 修复损坏的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
■ 配置系统启动时显示或存储的消息量
■ 转换或引导至指定的里程碑
■ 使用 SMF 检查引导问题
■ 将 inetd 服务转换为 SMF 服务

了解配置更改
在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中，SMF 将属性更改与运行中快照内的属性分开存储。当您更改
服务配置时，更改内容不会立即显示在运行中的快照内。

刷新操作会使用编辑中配置的值更新指定服务实例的运行中快照。

缺省情况下，svcprop 命令显示运行中快照内的属性，而 svccfg 命令显示编辑中配置内
的属性。如果更改了属性值，但未执行配置刷新，则 svcprop 和 svccfg 命令会显示不同
的属性值。执行配置刷新后，svcprop 和 svccfg 命令会显示相同的属性值。

重新引导不会更改运行中的快照。svcadm restart 命令不会刷新配置。使用 svcadm
refresh 或 svccfg refresh 命令将配置更改提交至运行中的快照。

修复处于降级、脱机或维护状态的实例

使用不带任何参数的 svcs -x 命令显示与以下任一说明匹配的所有服务实例的说明性信
息：

■ 服务已启用，但是未运行。
■ 服务正在阻止其他启用的服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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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列表汇总了解决服务问题的方法：

1. 从查看服务日志文件开始来诊断问题。
2. 解决问题。如果解决问题涉及修改服务配置，请刷新服务。
3. 将受影响的服务改为运行中状态。

如何修复处于维护状态的实例

处于维护状态的服务实例已启用，但是无法运行。

1. 确定实例处于维护状态的原因。
实例可能由于管理操作尚未完成而刚好转换至 maintenance 状态。如果实例正在转换，
则其状态应该显示为 maintenance*。

在下面的示例中，"State" 和 "Reason" 行显示 pkg/depot 服务处于 maintenance 状态是
因为其 start 方法失败。

$ svcs -x
svc:/application/pkg/depot:default (IPS Depot)

 State: maintenance since September 11, 2013 01:30:42 PM PDT

Reason: Start method exited with $SMF_EXIT_ERR_FA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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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pkg.depot-config(1M)

   See: /var/svc/log/application-pkg-depot:default.log

Impact: This service is not running.

登录 Oracle 支持站点以查看引用的“预测性自我修复”知识文章。在此示例中，该文章讲
述了如何查看日志文件确定 start 方法失败的原因。svcs 输出提供了日志文件的名称。
有关如何查看日志文件的信息，请参见“查看服务日志文件” [35]。在此示例中，日志文
件显示了 start 方法调用和致命错误消息。

[ Sep 11 13:30:42 Executing start method ("/lib/svc/method/svc-pkg-depot start"). ]

pkg.depot-config: Unable to get publisher information: 

The path '/export/ipsrepos/Solaris11' does not contain a valid package repository.

2. 解决问题。
可能需要执行以下一个或多个步骤。

■ 更新服务配置。
如果解决报告的问题需要修改服务配置，则对配置发生更改的服务使用 svccfg
refresh 或 svcadm refresh 命令。通过使用 svcprop 命令查看属性值或通过特定于
此服务的其他测试验证运行中快照内的配置是否得到更新。

■ 确保相关项正在运行。
有时，svcs -x 输出中的 "Impact" 行告知您有些服务与该处于 maintenance 状态的
服务存在依赖关系，但是这些服务未运行。使用 svcs -l 命令检查相关服务的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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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确保所有必需的相关项都在运行。使用 svcs -x 命令验证所有启用的服务是
否都在运行。

■ 确保合同进程已停止。
如果处于 maintenance 状态的服务是合同服务，请确定是否停止了该服务启动的任
何进程。当合同服务实例处于维护状态时，则合同 ID 应该为空（如下面的示例所
示），并且与该合同关联的所有进程应该都已停止。使用 svcs -l 或 svcs -o ctid
确认处于维护状态的服务实例不存在任何合同。使用 svcs -p 检查与此服务实例关
联的所有进程是否仍然都在运行。svcs -p 显示的服务实例处于维护状态的所有进
程都应该被终止。

$ svcs -l system-repository
fmri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

name         IPS System Repository

enabled      true

state        maintenance

next_state   none

state_time   September 17, 2013 07:18:19 AM PDT

logfile      /var/svc/log/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log

restarter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contract_id

manifest     /lib/svc/manifest/application/pkg/pkg-system-repository.xml

dependency   require_all/error svc:/milestone/network:default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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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endency   optional_all/error svc:/system/filesystem/autofs:default (online)

3. 通知重启程序实例已修复。
当报告的问题得到解决后，请使用 svcadm clear 命令将服务恢复 online 状态。对于处
于 maintenance 状态的服务，clear 子命令会告知该服务的重启程序服务已修复。

$ svcadm clear pkg/depot:default

如果指定 -s 选项，则 svcadm 命令等待实例进入 online 状态或确定在无管理员干预的情
况下实例无法进入 online 状态后返回。将 -T 选项和 -s 选项一起使用，以指定完成转换
或确定转换无法完成的上界（以秒为单位）。

4. 验证实例是否已修复。
使用 svcs 命令验证处于维护状态的服务现在是否已处于联机状态。使用 svcs -x 命令验
证所有启用的服务是否都在运行。

如何修复处于脱机状态的实例

处于脱机状态的服务实例已启用，但是未运行或不可运行。

1. 确定实例处于脱机状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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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可能由于尚未满足其相关项而刚好转换至 offline 状态。如果实例正在转换，则其
状态应该显示为 offline*。

2. 解决问题。

■ 启用服务相关项。
如果禁用了所需的依赖性，请使用以下命令启用它们：

$ svcadm enable -r FMRI

■ 修复相关项文件。
相关项文件可能缺失或者无法读取。您可能需要使用 pkg fix 或 pkg revert 解决此
类型的问题。请参见 pkg(1) 手册页。

3. 根据需要重新启动实例。
如果实例因不满足必需的相关项而处于脱机状态，则修复或启用相关项可以使脱机实例
重新启动并回到联机状态，并且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管理操作。

如果您对服务进行了一些其他修复，则重新启动实例。

$ svcadm restart FMRI

4. 验证实例是否已修复。
使用 svcs 命令验证处于脱机状态的实例现在是否已处于联机状态。使用 svcs -x 命令验
证所有启用的服务是否都在运行。

如何修复处于降级状态的实例

处于降级状态的服务实例已启用并且正在运行或者可以运行，但是以有限的功能运行。

1. 确定实例处于降级状态的原因。

2. 解决问题。

3. 请求重启程序让实例回到联机状态。
当报告的问题得到解决后，使用 svcadm clear 命令将实例恢复 online 状态。对于处于
degraded 状态的实例，clear 子命令会请求该实例的重启程序将该实例转换为 online 状
态。

$ svcadm clear pkg/depot:default

4. 验证实例是否已修复。
使用 svcs 命令验证处于降级状态的实例现在是否处于联机状态。使用 svcs -x 命令验证
所有启用的服务是否都在运行。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pk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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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例标为降级或维护状态

您可以将服务实例标为 degraded 状态或 maintenance 状态。例如，当应用程序进入死循
环或者出现死锁的情况下，您可能希望这么做。有关状态更改的信息会传播至标记实例
的相关项，这样有助于调试其他相关的实例。

指定 -I 选项可以请求立即执行状态更改。

当您将实例标为 maintenance 时，可以指定 -t 选项以请求执行临时状态更改。临时请求
仅持续到下一次重新引导。

如果为 svcadm mark 命令指定 -s 选项，则 svcadm 标记实例并等待该实例进入 degraded
或 maintenance 状态后才返回。将 -T 选项和 -s 选项一起使用，以指定完成转换或确定
转换无法完成的上界（以秒为单位）。

诊断并修复系统信息库问题

系统启动时，系统信息库守护进程 svc.configd 针对 /etc/svc/repository.db 中存储的
配置系统信息库执行完整性检查。如果 svc.configd 完整性检查失败，则 svc.configd
守护进程会向控制台写入一条类似以下内容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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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c/svc/repository.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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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ented it from being verifi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useful to

  your service provider is in:

    /system/volatile/db_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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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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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poses.  The command:

    /lib/svc/bin/restore_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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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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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configd 守护进程随即退出。svc.startd 守护进程将检测到该退出行为，然后
svc.startd 启动 sulogin。

在 sulogin 提示符下，输入 Ctrl-D 以退出 sulogin。svc.startd 守护进程识别出 sulogin
退出行为，然后重新启动 svc.configd 守护进程以重新检查系统信息库。在这次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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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动后，问题可能不会再出现。请勿直接调用 svc.configd 守护进程。svc.startd

守护进程启动 svc.configd 守护进程。

如果 svc.configd 再次报告完整性检查失败，而您又回到 sulogin 提示符下，请确保所
需的文件系统拥有足够的可用空间。使用 root 口令远程或者在 sulogin 提示符下登录。
检查根和 system/volatile 文件系统都具有足够的可用空间。如果任一文件系统的空间
已满，请在清理后重新启动系统。如果这些文件系统都具有足够的可用空间，请按照如
何从备份恢复系统信息库 [95]过程执行操作。

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可能因任何以下原因而损坏：

■ 磁盘故障
■ 硬件错误
■ 软件错误
■ 无意中覆盖文件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将已损坏的系统信息库替换为系统信息库的备份副本。

如何从备份恢复系统信息库

1. 登录。
使用 root 口令远程或者在 sulogin 提示符下登录。

2. 运行系统信息库恢复命令：

# /lib/svc/bin/restore_repository

运行此命令可指导您完成恢复未经损坏的备份所必需的步骤。SMF 自动执行系统信息库
的备份，如“系统信息库备份” [24]中所述。

SMF 维护持久性和非持久性的配置数据。有关这两种系统信息库的说明，请参
见“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 [22]。restore_repository 命令仅恢复持久性的系统信息
库。restore_repository 命令还会重新引导系统，这样会销毁非持久性的配置数据。非
持久性数据是系统重新引导后不再需要的运行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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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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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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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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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instructions and then exit back to your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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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ollowing backups of /etc/svc/repository.db exist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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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est to newest:

... list of backu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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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输入相应的响应。
通常会选择最新的备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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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ore it, or one of the following choices:

        CHOIC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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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t              restore the most recent post-boot backup

        manifest_import   restore the most recent manifest_import backup

        -seed-            restore the initial starting repository  (All

                            customizations will be lost, including those

                            made by the install/upgrade process.)

        -quit-            cancel script and quit

Enter response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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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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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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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confirmation, the following steps will be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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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c/svc/repository.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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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volatile/db_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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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sitory_to_re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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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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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ed [yes/no]?

4. 键入 yes 修复故障。
在 restore_repository 命令执行了列出的所有操作之后，系统将重新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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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启动消息量

缺省情况下，系统引导期间启动的每项服务不会在控制台上显示消息。使用以下方
法之一更改哪些消息显示在控制台上以及哪些消息仅记录在 svc.startd 日志文件
中。logging-level 的值可以为下表中所示的值之一。

■ 引导 SPARC 系统时，请在 ok 提示符下为 boot 命令指定 -m 选项。请参见
kernel(1M) 手册页中的“消息选项”。

ok boot -m logging-level
■ 引导 x86 系统时，编辑 GRUB 菜单以指定 -m 选项。请参见《引导和关闭

Oracle Solaris 11.2 系统 》中的“通过在引导时编辑 GRUB 菜单添加内核参数”和
kernel(1M) 手册页中的“消息选项”。

■ 在引导系统之前，请使用 svccfg 命令更改 options/logging 属性的值。如果此属性
在此系统上从未更改过，则不会退出，您必须添加它。下面的示例更改为详细消息。
更改会在下次 svc.startd 守护进程重新启动时生效。

$ svccfg -s 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listprop options/logging

$ svccfg -s 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addpg options application

$ svccfg -s 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setprop options/logging=verbose

$ svccfg -s 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listprop options/logging

options/logging astring     verbose

表 A-1 SMF 启动消息日志记录级别

日志记录级别关键字 说明

quiet 在控制台上显示任何需要管理性干预的错误消息。另外还将这些消息记录在 syslog 和
/var/svc/log/svc.startd.log 中。

verbose 除了 quiet 级别下提供的消息以外，在控制台上为每个启动的服务显示一条消息，并
在 /var/svc/log/svc.startd.log 中记录不需要管理性干预的错误信息。

debug 除了 quiet 级别下提供的消息以外，在控制台上为每个启动的服务显示一条消息，并
在 /var/svc/log/svc.startd.log 中记录所有 svc.startd 调试消息。

指定要引导至的 SMF 里程碑

当您引导系统时，可以指定要引导至的 SMF 里程碑。

缺省情况下，general/enabled 属性值为 true 的所有服务都在系统引导时启动。要更
改系统将引导至的里程碑，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milestone 的值可以为里程碑服务的
FMRI 或表 A-2 “SMF 引导里程碑和对应的运行级别” 中所示的关键字。

■ 引导 SPARC 系统时，请在 ok 提示符下为 boot 命令指定 -m 选项。请参见
kernel(1M) 手册页中的 -m 选项。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kernel-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BOOTglya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BOOTglya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kernel-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kernel-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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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boot -m milestone=milestone
■ 引导 x86 系统时，编辑 GRUB 菜单以指定 -m 选项。请参见《引导和关闭

Oracle Solaris 11.2 系统 》中的“通过在引导时编辑 GRUB 菜单添加内核参数”和
kernel(1M) 手册页中的 -m 选项。

■ 在重新引导系统之前，请使用带 -d 选项的 svcadm milestone 命令。请注意，不管带
不带 -d 选项，此命令都限制运行中的服务并立即对其进行恢复。带 -d 选项时，此
命令还将指定的里程碑设置为缺省的引导里程碑。此新的缺省设置在重新引导后仍有
效。

$ svcadm milestone -d milestone

此命令不更改当前的系统运行级别。要更改当前的系统运行级别，请使用 init 命
令。

如果指定 -s 选项，则 svcadm 会更改里程碑，然后等待指定里程碑转换完成后才返
回。svcadm 命令在所有实例都转换为到达指定里程碑所需的状态或确定需要管理员
干预才能完成转换后返回。将 -T 选项和 -s 选项一起使用，以指定完成里程碑更改
操作或返回的上界（以秒为单位）。

下表介绍了 SMF 引导里程碑，包括任何对应的 Oracle Solaris 运行级别。系统的运行级
别定义了哪些服务和资源可供用户使用。系统一次只能在一个运行级别下运行。有关运
行级别的信息，请参见《引导和关闭 Oracle Solaris 11.2 系统 》中的“运行级别的工作
原理”、inittab(4) 手册页和 /etc/init.d/README 文件。有关 SMF 引导里程碑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 svcadm(1M) 手册页中的 milestone 子命令。

表 A-2 SMF 引导里程碑和对应的运行级别

SMF 里程碑 FMRI 或关键字 对应的运行
级别

说明

none   none 关键字代表的里程碑，除了主重启程序以外，没有其他服务运
行。指定 none 后，除了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以外的
所有服务都被临时禁用。

none 里程碑在调试启动问题时很有用。有关具体说明，请参见如何检
查系统引导期间启动服务时出现的问题 [99]。

all   all 关键字代表的里程碑依赖于所有服务。指定 all 后，将忽略所有
服务的临时启用和禁用请求。这是 svc.startd 使用的缺省里程碑。

svc:/milestone/single-user s 或 S 忽略 svc:/milestone/single-user:default 及其直接或间接依赖的所
有服务的临时启用和禁用请求。临时禁用所有其他服务。

svc:/milestone/multi-user 2 忽略 svc:/milestone/multi-user:default 及其直接或间接依赖的所
有服务的临时启用和禁用请求。临时禁用所有其他服务。

svc:/milestone/multi-user-server 3 忽略 svc:/milestone/multi-user-server:default 及其直接或间接依
赖的所有服务的临时启用和禁用请求。临时禁用所有其他服务。

要确定系统当前引导至的里程碑，请使用 svcs 命令。下面的示例说明系统将引导至运行
级别 3 milestone/multi-user-server：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BOOTglya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BOOTglya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kernel-1m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BOOTrunlevels-13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SBOOTrunlevels-13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36784&id=REFMAN4inittab-4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svcadm-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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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s 'milestone/*'
STATE          STIME    FMRI

online          9:08:05 svc:/milestone/unconfig:default

online          9:08:06 svc:/milestone/config:default

online          9:08:07 svc:/milestone/devices:default

online          9:08:25 svc:/milestone/network:default

online          9:08:31 svc:/milestone/single-user:default

online          9:08:51 svc:/milestone/name-services:default

online          9:09:13 svc:/milestone/self-assembly-complete:default

online          9:09:23 svc:/milestone/multi-user:default

online          9:09:24 svc:/milestone/multi-user-server:default

使用 SMF 检查系统引导问题

本节介绍系统在引导期间挂起或关键服务在引导期间无法启动等情况下执行的操作。

如何检查系统引导期间启动服务时出现的问题

如果系统引导期间启动服务时发生问题，有时系统将在引导期间挂起。以下过程说明如
何调查引导期间发生的服务问题。

1. 在不启动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引导。
下面的命令指示 svc.startd 守护进程临时禁用所有的服务并在控制台上启动 sulogin。

ok boot -m milestone=none

有关您可以用于 boot -m 命令的 SMF 里程碑列表，请参见“指定要引导至的 SMF 里程
碑” [97]。

2. 以 root 身份登录系统。

3. 启用所有服务。

# svcadm milestone all

4. 确定引导过程挂起的位置。
在引导过程挂起时，通过运行 svcs -a 来确定哪些服务未在运行。在位于 /var/svc/log
中的日志文件中查找错误消息。

5. 在问题得以修复之后，检验所有的服务是否已启动。

a.    检验是否所有必需的服务都已联机。

# svc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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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验是否满足 console-login 服务的依赖性。
以下命令检验控制台上的 login 进程是否将运行。

# svcs -l system/console-login:default

6. 继续执行正常的引导过程。

如何在引导期间本地文件系统服务出现错误时强制执行单用户登录

引导系统时不需要的本地文件系统由 svc:/system/filesystem/local:default 服务挂
载。当其中的任何文件系统无法挂载时，filesystem/local 服务将进入维护状态。系统
将继续启动，并将启动不依赖 filesystem/local 的任何服务，不启动属于 filesystem/
local 服务必需相关项的服务。

此过程说明如何更改系统的配置，以在该服务出现错误后立即出现 sulogin 提示符，而
不是允许系统继续启动。

1. 修改 system/console-login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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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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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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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system/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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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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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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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system/console-login> end

2. 刷新服务。

$ svcadm refresh console-login

当 system/filesystem/local:default 服务出现错误时，请使用 svcs -vx 命令来标识该
错误。在错误得到修复后，请使用下面的命令清除错误状态并允许系统继续引导：

$ svcadm clear filesystem/local

将 inetd 服务转换为 SMF 服务

您系统上的 inetd.conf 文件应该不包含任何条目。inetd.conf 文件应该仅包含表明这是
不再直接使用的旧文件的注释。如果 inetd.conf 文件包含任何条目，请按照本节中的说
明将这些配置转换为 SMF 服务。如果 inetd.conf 文件中配置的服务未配置为 SMF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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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则无法使用这些服务。inetd.conf 文件中配置的服务不直接通过 inetd 命令重新启
动。然而，inetd 命令是委托的用于已转换服务的重启程序。

在初始系统引导期间，inetd.conf 文件中的配置会自动转换为 SMF 服务。初始系统引
导后，可以通过安装映像包管理系统 (Image Packaging System, IPS) 软件包未提供的
其他软件向 inetd.conf 文件中添加条目。IPS 软件包提供的软件包括任何必需的 SMF
清单，该 SMF 清单通过正确的属性值实例化该服务实例。

如果您系统上的 inetd.conf 文件包含任何条目，请使用 inetconv 命令将那些配置转换
为 SMF 服务。inetconv 命令将 inetd.conf 条目转换为 SMF 服务清单文件，并将那些
清单导入 SMF 系统信息库以实例化服务实例。要了解命令选项的信息并查看命令的使
用示例，请参见 inetconv(1M) 手册页。

新 SMF 清单的名称采用 inetd.conf 条目中的 service_name。inetd.conf 文件中的条
目另存为新服务实例的属性。新的 SMF 清单指定属性组和属性，以定义 inetd.conf 条
目中列出的操作。运行 inetconv 命令后，请使用 svcs 和 svcprop 命令确保新的服务实
例得到创建并具有正确的属性值。

inetd 命令是委托的用于 SMF Internet 服务的重启程序。请勿直接使用 inetd 命令管
理这些服务。使用不带选项或操作数的 inetadm 命令查看 inetd 控制的服务列表。使用
inetadm、svcadm 和 svccfg 命令配置和管理这些转换的服务。

inetconv 命令不修改输入 inetd.conf 文件。您应该在成功运行 inetconv 后手动删除
inetd.conf 文件中的所有条目。

有关配置已转换为 SMF 服务的 inetd 服务的信息，请参见“修改 inetd 控制的服
务” [70]。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56344&id=REFMAN1Minetconv-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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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重启程序，20

R
日志文件，35
rc?.d 脚本，24
resolv.conf 文件，24
restarter 属性组，21
restore_repository 命令，95
running 快照，24

S
删除服务，51，51
实例，17

命名，19，81
添加，66

事件通知，53
守护进程服务，18
授权，26
属性，21，22，36

命名，81
复合视图，22，37
运行中的快照内，37
非持久性，40

属性组，21，36
命名，81
类型，39，81
非持久性，40

刷新服务配置，51
瞬态服务，18
selectsnap 子命令

svccfg 命令，38
site-profile 层，23，42
SMF 数据库 见 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
start 快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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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属性组，21
STATE 列，27
sulogin 命令，94
svc.configd 系统信息库守护进程，94
svc.startd 主重启程序守护进程，20，94
svcadm 命令，45

clear 子命令，90
disable 子命令，48
enable 子命令，45
mark 子命令，94
milestone 子命令，97，99
refresh 子命令，51
restart manifest-import 子命令，50，51
restart 子命令，50，90
同步选项，16

svcbundle 命令
rc-script 服务，82
创建清单，73
创建配置文件，68
自动安装，69，75

svccfg 命令
add 子命令，66
addpg 子命令，62
addpropvalue 子命令，57，62
apply 子命令，67
delcust -M 子命令，65
delcust 子命令，63，65
delete 子命令，51
delpg 子命令，63
delprop 子命令，63
delpropvalue 子命令，63
describe 子命令，37
editprop 子命令，56
extract 子命令，69
import 子命令，67
listcust -M 子命令，51，65
listcust 子命令，39，42
listpg 子命令，39
listprop 子命令，39
listsnap 子命令，41
refresh 子命令，51
revert 子命令，67
selectsnap 子命令，38，67
setenv 子命令，57，61

setprop 子命令，57，62，63
unsetenv 子命令，61
validate 子命令，74
交互使用，57
命令输入文件，57
显示属性，36

svcio 实用程序，16，83
svcprop 命令

显示属性，36，37
svcs 命令，27
system-profile 层，23

T
特权，26
停止服务，48
通知参数

显示，42
通知配置，53

U
uninitialized 服务状态，19

W
委托的重启程序，21

X
系统信息库 见 服务配置系统信息库
相关项，20，20

依赖服务的实例，32
分组，30
列出，30
对相关服务状态的影响，33
服务依赖的实例，31

Y
引导

不启动任何服务，99
当前里程碑，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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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记录级别，97
至 SMF 里程碑，99
里程碑，97

运行级别
对应的 SMF 里程碑，97
当前，98
缺省级别，97

运行控制脚本，24
转换为 SMF 服务，82

运行中快照，37

Z
主重启程序守护进程，20
状态转换通知，53
自动存储管理 (Automatic Storage Management,
ASM)，75
子服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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