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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文档

■ 概述－提供有关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软件的最新信息，例如：此发行版
的更改以及会影响软件的已知错误。

■ 目标读者－管理 SPARC 服务器上虚拟化功能的系统管理员。
■ 必备知识－系统管理员需要具有 UNIX 系统和 Oracle Solaris 操作系统 (Oracle Solaris

operating system, Oracle Solaris OS) 的实际应用知识。

产品文档库

有关该产品及相关产品的文档和资源，可从以下网址获得：http://www.oracle.com/
technetwork/documentation/vm-sparc-194287.html。

反馈

可以在 http://www.oracle.com/goto/docfeedback 上提供有关本文档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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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        第     1     章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发行说明

本发行说明阐述了运行支持全部功能的 Oracle Solaris OS 版本、受支持平台的系统固件
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软件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如果未运行这些限定版本，
可能会遇到一系列更严重的问题。

注 - 确保基于受支持的硬件平台在支持全部功能的系统固件版本上安装和运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软件。系统上的所有域都必须运行 Oracle Solaris 11 OS 的最新支持
系统信息库更新 (Support Repository Update, SRU) 或 Oracle Solaris 10 1/13 OS 的最新修
补程序。

本发行说明可能包含在较早软件版本中存在的一些已知问题。

有关支持的硬件、支持全部功能的软件和系统固件的信息，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安装指南》 中的 第 1 章, “系统要求”。

注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安装指南》 中的 “受支持的平台”中列出的受支持
硬件平台上增加并维护了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功能。而对于已从该列表中删除
的硬件平台，既不会向其添加新功能，也不会维护其上的现有功能。

通常，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发布时，新增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功能和特性可供市面上销售的所有受支持的 Oracle SPARC T 系列服务器和 SPARC M 系
列服务器以及 Fujitsu M10 服务器使用，但不可供已过最后订购日期的基于 SPARC 的服
务器使用。

注 - 本书中介绍的功能可与《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安装指南》中列出的所有
受支持系统软件和硬件平台结合使用。但是，有些功能只适用于一部分受支持的系统
软件和硬件平台。有关这些例外的信息，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发行
说明》 中的 “本发行版新增功能”和 What's New in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Software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vm/documentation/
sparc-whatsnew-330281.html)（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中的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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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行版新增功能

本发行版新增功能

有关所有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Logical Domains) 软件中引入的功能的信
息，请参见 What's New in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Software (http://www.oracle.
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vm/documentation/sparc-whatsnew-330281.
html)（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新增功能）。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软件中的主要更改如下。请注意，除非另有说明，否则
每项功能都适用于除 UltraSPARC T2、UltraSPARC T2 Plus 和 SPARC T3 以外的所有支持
的平台。有关受支持平台的列表，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安装指南》
中的 “受支持的平台”。

■ 添加了对 SPARC S7 系列服务器的支持。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安装指南》 中的 “受支持的平台”。

■ 增强了虚拟 SCSI HBA 功能，以在服务域中启用 I/O 多路径。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管理指南》 中的 第 12 章, “使用虚拟 SCSI 主机总线适配器”。
此功能在 UltraSPARC T2、UltraSPARC T2 Plus 和 SPARC T3 服务器上也可用。然
而，这些旧服务器不支持从虚拟 SCSI HBA 引导。

■ 针对与虚拟 SCSI HBA 有关的 ldm list 命令添加了 MIB 支持。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管理信息库用户指南》。

■ 通过允许使用来宾指定的 MAC 地址和 VLAN ID，使可信主机可以创建虚拟设备
（例如 VLAN 和 VNIC）。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管理指南》 中
的 “使用可信虚拟网络”。

■ 扩展了验证的引导功能，以包含来宾域。您可以通过此功能验证 SPARC 引导块和
Oracle Solaris 内核模块的签名。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管理指
南》 中的 “使用验证的引导”。

■ 已将默认 inter-vnet-link 属性值更改为 auto。该默认行为确保除非将超过 8 个
虚拟网络与单个虚拟交换机关联，否则 inter-vnet LDC 通道处于启用状态。此属性在
数目超过配置的值（默认情况下为 8）时，强制关闭 inter-vnet-link。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管理指南》 中的 “Inter-Vnet LDC 通道”和 ldm(1M) 手册
页。
此功能在 UltraSPARC T2、UltraSPARC T2 Plus 和 SPARC T3 服务器上也可用。

■ 增强了 ldm add-vnet、ldm set-vnet、ldm add-vsw 和 set-vsw 命令的属性修改
方法。请参见 ldm(1M) 手册页。
此功能在 UltraSPARC T2、UltraSPARC T2 Plus 和 SPARC T3 服务器上也可用。

■ 在多个平台上将 LDC 通道数增加到了 4096。
■ 添加了对在 InfiniBand SR-IOV 设备上动态修改设备特定属性的支持。可以使用 ldm

set-io property=value InfiniBand-VF-or-PF 命令来完成。
■ 已将默认 linkprop 属性值更改为 phys-state。请参见 ldm(1M) 手册页。
此功能在 UltraSPARC T2、UltraSPARC T2 Plus 和 SPARC T3 服务器上也可用。

■ 增强了 ldm list-bindings 命令，以显示有关虚拟网络和虚拟交换机设备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 ldm(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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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系统固件、Oracle Solaris OS 或两者的功能

此功能在 UltraSPARC T2、UltraSPARC T2 Plus 和 SPARC T3 服务器上也可用。
■ 增强了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模板实用程序并增加了 ovmtadm 命令。请参见

ovmtadm(1M) 手册页。
此功能在 UltraSPARC T2、UltraSPARC T2 Plus 和 SPARC T3 服务器上也可用。

■ XML 接口受到限制，仅支持传输层安全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TLS) 协议版本 1.2
及更高版本。对已废弃协议（例如 SSLv3、TLSv1.0 和 TLSv1.1）的支持已结束。
此功能在 UltraSPARC T2、UltraSPARC T2 Plus 和 SPARC T3 服务器上也可用。

■ 添加了对 Fujitsu M10 服务器的物理分区动态重新配置策略选项的支持。请参见
《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System Ope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Guide》。
只有 Fujitsu M10 服务器支持此功能。

■ 错误修复。

依赖系统固件、Oracle Solaris OS 或两者的功能

一些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功能仅在安装了支持全部功能的系统固件和 Oracle
Solaris OS 时才可用。请注意，控制域运行的必须是支持全部功能的 Oracle Solaris OS。

有关支持的硬件、系统固件和 Oracle Solaris OS 的信息，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安装指南》 中的 第 1 章, “系统要求”。有关 Fujitsu M10 服务器的信息，请参
见《Fujitsu M10/SPARC M10 Systems Product Notes》。

对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即使系统运行的不是支持全部功能的系统固件，
也可以使用所有新功能。
如果来宾域、I/O 域或根域未运行支持全部功能的 Oracle Solaris OS 版本，则以下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功能不可用：

■ 验证的引导
■ 可信虚拟网络
■ 增加的 LDC 通道数
■ 动态修改 InfiniBand SR-IOV 设备上特定于设备的属性
■ 默认情况下 linkprop=phys-state
■ Fujitsu M10 服务器的物理分区动态重新配置策略选项，该功能要求至少运行 Oracle

Solaris 11.3 OS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系统要求

有关建议用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发行版的最低软件组件版本的信息，请参
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安装指南》 中的 第 1 章, “系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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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废弃并已删除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功能

已废弃并已删除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功能

以下之前已废弃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功能已从此发行版的软件中删除：

■ 设置 threading 属性来管理 SPARC T4 服务器上的单线程工作负荷。默认情况下，
创建域以获得最大吞吐量，并且 Oracle Solaris OS 自动使用关键线程 API 来优化单线
程工作负荷。此功能已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3 发行版中删除。
安装或升级到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软件之前，请确保所有域的
threading 属性已设置为 max-throughput。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安装指南》 中的 “如何删除 threading 属性”和《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安装指南》 中的 “升级 Oracle Solaris OS”。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不再支持包含 vdpcc 和 vdpcs 虚拟设备的 Netra Data
Plane Software Suite。

■ 使用混合 I/O 功能已废弃，而是使用单一根 I/O 虚拟化 (Single-Root I/O Virtualization,
SR-IOV) 功能。

■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审计实现已删除，替代功能正在开发中。

已知问题

本节包含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软件有关的常见问题和特定错误。

迁移问题

成功迁移域期间报告不准确的 Unable to Send Suspend Request
错误

错误号 23206413：在极少数情况下，成功迁移域时会报告以下错误：

Unable to send suspend request to domain domain-name

如果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在暂停域期间检测到错误，则会发生此问题，但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能够恢复并完成迁移。命令的退出状态为 0，表明已成功迁移。

解决方法：由于迁移成功完成，您可以忽略该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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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问题

迁移具有许多虚拟设备的绑定域可能会失败，并且域将具有两个绑
定副本

错误号 23180427：当迁移具有大量虚拟设备的绑定域时，操作可能会失败并且会在
SMF 日志中写入以下消息：
warning: Timer expired: Failed to read feasibility response type (9) from target LDoms
 Manager

此故障表明在等待域绑定到目标计算机期间在源计算机上运行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超时。迁移域中的虚拟设备数越多，遇到此问题的几率越大。

出现此故障时，会导致源计算机和目标计算机上同时存在域的绑定副本。请勿同时启动
此域的两个副本。此操作可能会损坏数据，因为两个域引用相同的虚拟磁盘后端。

恢复方法：验证已迁移域的副本在目标计算机上正确无误后，手动解除源计算机上域副
本的绑定并将其销毁。

目标计算机的可用 LDC 不足时迁移会失败

错误号 23031413：当目标计算机的控制域在域迁移期间耗尽 LDC 时，迁移将失败并且
会在 SMF 日志中写入以下消息：
warning: Failed to read feasibility response type (5) from target LDoms Manager

当迁移的域未能绑定到目标计算机时，系统会发出此错误。请注意，在目标计算机上绑
定操作可能也会因其他原因而失败。

解决方法：要成功迁移，必须减少迁移域中或者目标计算机的控制域中的 LDC 数。您可
以通过减少域使用或维护的虚拟设备数来减少 LDC 数。有关管理 LDC 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管理指南》 中的 “使用逻辑域通道”。

仅支持通过 TLS v1.2 或更高版本进行域迁移

错误号 23026264：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开始，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仅支持通过 TLS v1.2 或更高版本进行安全的域迁移。如果迁移所涉及的对等点无法使用
TLS v1.2，则迁移将失败并将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Failed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ldmd(1m) on target: target
Check that the 'ldmd' service is enabled on the target machine and
that the version supports Domain Migration. Check that the 'xmpp_enabled'
and 'incoming_migration_enabled' properties of the 'ldmd' service on
the target machine are set to 'true' using svccfg(1M).

仅支持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的两个连续的次要版本之间进行域迁移。
此问题不影响任何受支持的组合。然而，在 Oracle Solaris 10 OS 上运行的 Oracle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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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问题

Server for SPARC 软件默认情况下无法使用 TLS v1.2，因此无法通过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进行域迁移操作。

注 - 这是一般性的错误消息，您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也会遇到，包括提供错误的口令时。

将来宾域迁移到较早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版本，稍后
又迁移到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时，不会保留 boot-
policy 属性值

 

错误号 23025921：将来宾域迁移到运行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较早版本的系统，稍
后又迁移到运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的系统时，不会保留来宾域的 boot-
policy 属性。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软件引入了 boot-policy 属性以支持验证的引导功
能。较早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不支持此属性，因此当将来宾域从运
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的系统迁移到运行 3.4 之前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版本的系统时，boot-policy 属性会被删除。

稍后将来宾域迁移到运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的系统时，会将 boot-policy
的默认值 warning 应用于迁移后的来宾域。

恢复方法：将来宾域迁移到运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的目标系统后，手动将
boot-policy 属性设置为所需的值。如果默认值 warning 不合适，请执行此步骤。

1. 设置 boot-policy=none。

primary# ldm set-domain boot-policy=none ldg1

2. 重新引导来宾以使新引导策略生效。

内核区域阻止来宾域的实时迁移

 

错误号 21289174：在 SPARC 服务器上，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域中某个正在运
行的内核区域将阻止来宾域的实时迁移。将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Guest suspension failed because Kernel Zones are active.
Stop Kernel Zones and retry.

解决方法：请选择下列解决方法之一：

■ 停止运行该内核区域。

12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发行说明 • 2016 年 6 月



已知问题

# zoneadm -z zonename shutdown

■ 暂停该内核区域。

# zoneadm -z zonename suspend

■ 将内核区域实时迁移到其他系统，然后再迁移来宾域。
请参见《Creating and Using Oracle Solaris Kernel Zones》 中的 第 3 章, “Migrating an
Oracle Solaris Kernel Zone”。

即使目标系统上的有效布局中有足够的内存，域迁移仍可能失败

 

错误号 20453206：即使目标系统上的有效布局中有足够的内存，迁移操作仍可能失
败。内存 DR 操作可能会增加来宾域迁移的难度。

解决方法：无。

只分配有一个虚拟 CPU 的 Oracle Solaris 10 来宾域在实时迁移期
间可能会出现紧急情况

 

错误号 17285751：迁移只分配有一个虚拟 CPU 的 Oracle Solaris 10 来宾域可能会导致
在执行 pg_cmt_cpu_fini（） 功能时来宾域中出现紧急情况。

请注意，在 Oracle Solaris 11.1 OS 中已修复此问题。

解决方法：在执行实时迁移之前至少向来宾域分配两个虚拟 CPU。例如，使用 ldm
add-vcpu number-of-virtual-CPUs domain-name 命令增大分配给来宾域的虚拟 CPU 的数
目。

从 SPARC T5、SPARC M5 或 SPARC M6 服务器向 UltraSPARC
T2 或 SPARC T3 服务器执行跨 CPU 迁移时，ldm migrate -n 会
失败

 

错误号 16864417：尝试在 SPARC T5、SPARC M5 或 SPARC M6 服务器与 UltraSPARC
T2 或 SPARC T3 服务器之间迁移时，即使失败 ldm migrate -n 命令也不会报告。

解决方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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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问题

目标控制域上的 ldm list -o status 报告虚假迁移进度

 

错误号 15819714：在极少情况下，ldm list -o status 命令在用于观察控制域上的
迁移状态时报告错误的完成百分比。

此问题不影响正在迁移的域，也不影响源或目标控制域上的 ldmd 守护进程。

解决方法：在参与迁移以观察进度的其他控制域上运行 ldm list -o status 命令。

在迁移到 SPARC T4 服务器过程中运行 cputrack 命令时，来宾域
会出现紧急情况

 

错误号 15776123：将来宾域迁移到 SPARC T4 服务器时，如果对该域运行 cputrack 命
令，则迁移后目标计算机上的来宾域可能会出现紧急情况。

解决方法：在将来宾域迁移到 SPARC T4 服务器期间，不要运行 cputrack 命令。

进行跨 CPU 迁移的来宾域在迁移完成后报告的运行时间不正确

 

错误号 15775055：在具有不同 CPU 频率的两台计算机之间迁移域后，ldm list 命令
报告的运行时间可能不正确。出现这种不正确结果是因为运行时间是相对于运行该域的
计算机的 STICK 频率来计算的。如果源计算机和目标计算机的 STICK 频率不同，运行时
间的度量就会显得不正确。

此问题仅适用于 UltraSPARC T2、UltraSPARC T2 Plus 和 SPARC T3 服务器。

来宾域自身报告和显示的运行时间是正确的。此外，在来宾域中 Oracle Solaris OS 执行
的任何记帐都是正确的。

对依赖于目标计算机上的非活动主域的域进行实时迁移导致 ldmd
发生故障并具有分段故障

 

错误号 15701865：如果尝试对依赖于目标计算机上的非活动域的域进行实时迁
移，ldmd 守护进程将发生故障并具有分段故障，并且目标计算机上的域将重新启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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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问题

管迁移会成功，但在目标计算机上迁移后的域会出现计划外重新启动，这意味着并不是
实时迁移。
解决方法：尝试实时迁移之前，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删除与要迁移的域的来宾依赖关系。
■ 启动目标计算机上的主域。

删除策略或策略过期后，DRM 无法为迁移后的域恢复默认数量的虚
拟 CPU

 

错误号 15701853：在 DRM 策略生效时执行域迁移后，如果 DRM 策略过期或将其从迁
移后的域中删除，DRM 将无法为该域恢复原始数量的虚拟 CPU。

解决方法：如果在 DRM 策略有效时迁移域，并且随后 DRM 策略过期或被删除，请重
置虚拟 CPU 的数量。使用 ldm set-vcpu 命令在域中将虚拟 CPU 的数量设置为原始
值。

“相反方向”的同时迁移操作可能会导致 ldm 挂起

 

错误号 15696986：如果在两个相同的系统中向“相反方向”同时发出两个 ldm migrate
命令，这两个命令可能会挂起，永不会完成。如果启动了从计算机 A 到计算机 B 的迁
移，同时又启动了从计算机 B 到计算机 A 的迁移，就会出现相反方向操作。

即使迁移过程是使用 -n 选项启动的模拟运行，也会导致挂起。出现此问题时，所有其他
ldm 命令均可能挂起。

解决方法：无。

显式控制台组和端口绑定未迁移

 

错误号 15527921：在迁移期间，会忽略显式指定的任何控制台组和端口，而且会为目
标域创建一个具有默认属性的控制台。此控制台是通过使用目标域名称作为控制台组并
使用控制域中第一个虚拟控制台集中器 (vcc) 设备上的任意可用端口创建的。如果与默
认组名有冲突，迁移将失败。

恢复：要在迁移之后恢复显式控制台属性，请解除对目标域的绑定，然后使用 ldm
set-vcons 命令手动设置所需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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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问题

即使目标有足够的可用内存，迁移功能也无法绑定内存

 

错误号 15523120：在某些情况下，迁移会失败，ldmd 会报告它无法绑定源域所需的内
存。即使目标计算机上的可用内存总量大于源域正在使用的内存量，也会出现此情况。

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是，迁移正由源域使用的特定内存范围需要目标上也有一致的可用
内存范围。如果对于源域中的任何内存范围没有找到此类一致的内存范围，迁移将无法
继续。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管理指南》 中的 “内存的迁移要求”。

恢复：遇到这种情况时，可以修改目标计算机上的内存使用情况来迁移域。为此，请解
除绑定目标上任何已绑定的或处于活动状态的逻辑域。

使用 ldm list-devices -a mem 命令可以查看可用的内存及其使用方式。您可能还需
要减少指定给另一个域的内存量。

除非重新启动 vntsd，否则无法连接到迁移后的域控制台

 

错误号 15513998：有时，在迁移域之后，无法连接到该域的控制台。

请注意，当迁移后的域运行 Oracle Solaris 11.3 之前的 OS 版本时，会发生此问题。

解决方法：重新启动 vntsd SMF 服务以允许连接到控制台：

# svcadm restart vntsd

注 - 此命令将断开所有处于活动状态的控制台连接。

无法在具有 EFI GPT 磁盘标签的系统与不具有 EFI GPT 磁盘标签
的系统之间迁移域

 

此问题仅适用于 UltraSPARC T2、UltraSPARC T2 Plus 和 SPARC T3 服务器。

系统固件版本 8.4、9.1 和 XCP2230 引入了对 EFI GPT 磁盘标签的支持。默认情况下，
在至少运行 Oracle Solaris 11.1 OS 的系统上安装的虚拟磁盘均具有 EFI GPT 磁盘标签。
在早期版本的固件（例如 9.0.x、8.3、7.x 或 XCP2221）上无法找到此磁盘标签。此情
况使得无法对运行无 EFI GPT 支持的系统固件版本的系统执行实时迁移或冷迁移。请注
意，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冷迁移也会失败，这与先前的限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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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虚拟磁盘是否具有 EFI GPT 磁盘标签，请对原始设备运行 devinfo -i 命令。以
下示例用于显示虚拟磁盘的磁盘标签是 SMI VTOC 还是 EFI GPT。

■ SMI VTOC 磁盘标签。如果虚拟磁盘具有 SMI VTOC 磁盘标签，则无论固件是否支
持 EFI，均可以对固件执行迁移。
以下示例指示设备具有 VTOC 标签，因为 devinfo -i 命令报告了特定于设备的信
息。

# devinfo -i /dev/rdsk/c2d0s2
/dev/rdsk/c2d0s2        0       0       73728   512     2

■ EFI GPT 磁盘标签。如果虚拟磁盘具有 EFI GPT 磁盘标签，则只能对具有 EFI 支持
的固件执行迁移。
以下示例指示设备具有 EFI GPT 磁盘标签，因为 devinfo -i 命令报告了一个错
误。

# devinfo -i /dev/rdsk/c1d0s0
devinfo: /dev/rdsk/c1d0s0: This operation is not supported on EFI

labeled devices

影响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的错误

本节总结了在使用此版本的软件时可能遇到的错误。最新的错误最先列出。如果有解决
方法和恢复过程，则会提供。

影响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软件的错误

支持恢复模式期间创建静态虚拟功能

错误号 23205662：由于某些 InfiniBand 卡使用的 PSIF 驱动程序存在限制，驱动程序不
支持动态 IOV 操作，例如创建虚拟功能。此限制导致恢复模式无法恢复具有使用 PSIF
驱动程序的物理功能的非 primary 根域。由于缺乏对动态 IOV 操作的支持，物理功能
将不会变为可以创建虚拟功能。

解决方法：请勿在非 primary 根域中使用 PSIF 驱动程序的 InfiniBand 物理功能上创建
虚拟功能。

I/O 域恢复失败并且虚拟功能处于无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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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问题

错误号 23170671：有时，创建虚拟功能后，虚拟功能和物理功能会处于无效状态。分
配有此类虚拟功能的域无法绑定。如果在恢复模式期间发生此问题，则不会恢复虚拟功
能处于无效状态的任何 I/O 域。

ldmd 日志将针对 IOVFC.PF1 物理功能显示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Recreating VFs for PF /SYS/MB/PCIE2/IOVFC.PF0 in domain root_2
Recreating VFs for PF /SYS/MB/PCIE2/IOVFC.PF1 in domain root_2
Recreating VFs for PF /SYS/MB/NET2/IOVNET.PF0 in domain root_3
PF /SYS/MB/PCIE2/IOVFC.PF1 not ready (3)
PF /SYS/MB/PCIE2/IOVFC.PF1 not ready (3)
PF /SYS/MB/PCIE2/IOVFC.PF1 not ready (3)
PF /SYS/MB/PCIE2/IOVFC.PF1 not ready (3)

恢复方法：如果您及时发现了此问题，可以在恢复模式继续重试物理功能时，重新启动
root_2 域中的 ldmd 代理，以便解决此问题。重新启动代理可以恢复使用物理功能的虚
拟功能的 I/O 域。如果您未及时发现此问题，恢复操作将继续执行，但将无法恢复使用
这些虚拟功能的 I/O 域。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MIB ldomSPConfigTable 未显示所有 SP 配置

错误号 23144895：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MIB 仅显示服务处理器 (service
processor, SP) 配置表 (ldomSPConfigTable) 的出厂默认配置。

解决方法：要显示系统中 SP 配置的完整列表，请使用 ldm list-spconfig 或 list-
spconfig XML 接口。

例如：

primary# ldm list-spconfig
factory-default [next poweron]
test_config

XML list-spconfig 将按如下方式进行响应：
<cmd>
  <action>list-spconfig</action>
  <data version="3.0">
    <Envelope>
      <References/>
      <Section>
        <Item>
          <rasd:OtherResourceType>spconfig</rasd:OtherResourceType>
          <gprop:GenericProperty key="spconfig_name">factory-default</gprop:
GenericProperty>
          <gprop:GenericProperty key="spconfig_status">next</gprop:GenericProperty>
        </Item>
      </Section>
      <References/>
      <Section>
        <Item>
          <rasd:OtherResourceType>spconfig</rasd:OtherResourceType>
          <gprop:GenericProperty key="spconfig_name">test_config</gprop:GenericProperty>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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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

ovmtlibrary 将磁盘映像文件名限制为 50 个字符

错误号 23024583：ovmtlibrary 命令将磁盘映像文件名限制为 50 个字
符。ovmtlibrary 会检查 .ovf 文件并将 <ovf:References> 部分中的信息与解压缩磁
盘的实际文件名进行比较。

如果文件不同或者如果磁盘映像文件名超过 50 字符，则会发出错误。例如：

# ovmtlibrary -c store -d "example" -q -o file:/template.ova -l /export/user1/
ovmtlibrary_example
event id is 3
ERROR: The actual disk image file name(s) or the actual number of disk
image(s) is different from OVF file: template.ovf
exit code: 1

以下示例 XML 显示一个长度超过 50 个字符的磁盘映像文件名：
<ovf:References>
<ovf:File ovf:compression="gzip"
ovf:href="disk_image.ldoms3.4_build_s11_u3_sru06_rti_02_kz_40G.img.gz"
ovf:id="ldoms3" ovf:size="6687633773"/>
</ovf:References>

解决方法：限制磁盘映像文件名的长度，使其少于 50 个字符。

如果找到了相同的 vdsdev 后端文件名，ovmtcreate 会创建损坏的模板

错误号 22919488：如果在源域中 vdsdev 为同一域中的多个虚拟磁盘指定了相同名称，
则 ovmtcreate 命令不支持从该源域创建模板。

此问题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具有多个虚拟磁盘的源域通常具有不同的后端设备，因此具
有不同的文件名。然而，如果将 ovmtdeploy 与从源域创建的模板一起使用，在源域中
vdsdev 为多个虚拟磁盘指定了相同名称，则 ovmtdeploy 会失败并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例如：

# ovmtdeploy -d ldg1 template.ova
ERROR: pigz:
//ldg1/resources/disk_image.ldoms3.4_build_s11_u3_sru05_rti_01_kz_36G.img.gz
does not exist -- skipping
FATAL: Failed to decompress disk image

解决方法：为包含在相同域中的虚拟磁盘指定不同的 vdsdev 后端文件名。

添加到非活动来宾域的虚拟网络设备无法获取默认 linkpro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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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号 22842188：为了使 linkprop=phys-state 在虚拟网络设备上受支持，Logical
Domains Manager 必须能够验证虚拟网络设备连接到的虚拟交换机是否具有为虚拟交换
机提供后备支持的物理 NIC。

必须在来宾域上运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netsvc 代理，以便可以查询虚拟交换
机。

如果来宾域未处于活动状态，无法与虚拟网络设备的虚拟交换机所在的域中的代理通
信，则虚拟网络设备不会设置 linkprop=phys-state。

解决方案：仅当域处于活动状态时才设置 linkprop=phys-state。

当 linkprop=phys-state 时 ldm set-vsw net-dev= 会失败

 

错误号 22828100：如果虚拟交换机已连接 linkprop=phys-state 的虚拟网络设备，则
它们连接到的虚拟交换机必须具有通过 net-dev 属性指定的有效后备 NIC 设备。net-
dev 属性值必须为有效网络设备的名称。

如果使用 net-dev= 执行此操作，则虚拟交换机将显示 linkprop=phys-state，即使
net-dev 属性值不是有效的 NIC 设备也是如此。

解决方法：首先，移除连接到虚拟交换机的所有虚拟网络设备，然后移除虚拟交换机。
然后重新创建具有有效 net-dev 后备设备的虚拟交换机，并重新创建所有虚拟网络设
备。

不能从 XML 文件重新创建具有套接字约束的域

 

错误号 21616429：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3 软件仅对 Fujitsu M10 服务器提供套
接字支持。

在 Oracle SPARC 服务器以及 3.3 之前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版本上运行的软件
不能从 XML 文件重新创建具有套接字约束的域。

使用较早版本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或在 Oracle SPARC 服务器中尝试从
XML 文件重新创建具有套接字约束的域会失败，并显示以下消息：
primary# ldm add-domain -i ovm3.3_socket_ovm11.xml
socket not a known resource

如果在 Fujitsu M10 服务器上运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2 并尝试从 XML 文件重
新创建具有套接字约束的域，该命令将失败并显示不同的错误消息，如下所示：
primary# ldm add-domain -i ovm3.3_socket_ovm11.xml

20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发行说明 • 2016 年 6 月



已知问题

Unknown property: vcpus

primary# ldm add-domain -i ovm3.3_socket_ovm11.xml
perf-counters property not supported, platform does not have
performance register access capability, ignoring constraint setting.

解决方法：通过编辑 XML 文件删除引用 socket 资源类型的所有部分。

当某一服务域由于虚拟 SCSI HBA 超时设置而停止时，虚拟 SCSI HBA 来宾域
的 I/O 吞吐量会下降

 

错误号 21321166：使用的虚拟 SCSI HBA MPxIO 路径指向脱机服务域时，I/O 吞吐量会
下降。

解决方法：在脱机服务域恢复运行之前，通过使用 mpathadm disable path 命令禁用指
向该服务域的路径。

如果不重新引导，虚拟 SCSI HBA 不会显示 LUN 的动态更改

 

错误号 21188211：配置虚拟 SCSI HBA 后，如果在虚拟 SAN 中添加或移除 LUN，ldm
rescan-vhba 命令有时不显示新的 LUN 视图。

解决方法：移除虚拟 SCSI HBA，然后重新添加。检查是否显示 LUN。如果移除再重新
添加操作不成功，则必须重新引导来宾域。

拔出光纤通道电缆时，mpathadm 显示错误的虚拟 SCSI HBA 路径状态输出。

 

错误号 20876502：从属于虚拟 SCSI HBA MPxIO 来宾域配置的服务域拔出 SAN 电缆会
导致 mpathadm 输出的 "Path State"（路径状态）列显示错误的值。

解决方法：插入 SAN 电缆，并对连接了电缆的服务域中的所有虚拟 SCSI HBA 运行 ldm
rescan-vhba 命令。执行此解决方法后，来宾域应恢复执行 I/O 操作。

在进入 factory-default 之后，如果系统引导设备不是以前活动配置中的引导
设备，则恢复模式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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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号 20425271：在进入 factory-default 后触发恢复过程中，如果系统引导设备不
是以前活动配置中的引导设备，则恢复模式将失败。如果活动配置使用的引导设备不是
factory-default 引导设备，则可能发生此故障。

注 - 此问题适用于 UltraSPARC T2、UltraSPARC T2 Plus、SPARC T3 和 SPARC T4 系列
服务器。此问题还适用于运行 9.5.3 之前的系统固件版本的 SPARC T5、SPARC M5 和
SPARC M6 系列服务器。

解决方法：在需要将新配置保存到 SP 时，执行以下步骤：

1. 确定到 primary 域的引导设备的完全 PCI 路径。
在步骤 4 中将此路径用于 ldm set-var 命令。

2. 从 primary 域中删除任何当前设置的 boot-device 属性。
仅当 boot-device 属性设置了值时才需要执行此步骤。如果该属性未设置任何值，
则试图删除 boot-device 属性将导致 boot-device not found 消息。

primary# ldm rm-var boot-device primary

3. 将当前配置保存到 SP。

primary# ldm add-spconfig config-name

4. 显式设置 primary 域的 boot-device 属性。

primary# ldm set-var boot-device=value primary

如果在按所述将配置保存到 SP 后再设置 boot-device 属性，则会在触发恢复模式
时引导指定的引导设备。

恢复：如果恢复模式已如所述失败，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引导设备显式设置为上次运行配置时所用的引导设备。

primary# ldm set-var boot-device=value primary

2. 重新引导 primary 域。

primary# reboot

通过重新引导可让恢复继续。

对包含虚拟 SCSI HBA 的 MPxIO 使用 ldm rm-io virtual-function 命令时出现紧
急情况

 

错误号 20046234：启用 MPxIO 后，虚拟 SCSI HBA 和光纤通道 SR-IOV 设备可查看来
宾域中的相同 LUN 时，可能会出现紧急情况。如果将光纤通道 SR-IOV 卡从来宾域移
除，再重新添加，则会出现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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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当光纤通道 SR-IOV 和虚拟 SCSI HBA 都启用 MPxIO 时，不要在来宾域中配
置这两者。

来宾域 eeprom 更新在 ldm add-spconfig 操作未完成的情况下会丢失

 

错误号 19932842：尝试从来宾域设置 OBP 变量时，如果使用 eeprom 或 OBP 命令时以
下命令之一未完成，则设置可能会失败：

■ ldm add-spconfig
■ ldm remove-spconfig
■ ldm set-spconfig
■ ldm bind

如果这些命令完成的时间超过 15 秒，则可能发生此问题。
# /usr/sbin/eeprom boot-file\=-k
promif_ldom_setprop: promif_ldom_setprop: ds response timeout
eeprom: OPROMSETOPT: Invalid argument
boot-file: invalid property

恢复：在 ldm 操作完成后重试 eeprom 或 OBP 命令。

解决方法：在受影响的来宾域上重试 eeprom 或 OBP 命令。也许可通过在 primary 域上
使用 ldm set-var 命令来避免该问题。

重新引导有超过 1000 个虚拟网络设备的来宾域导致紧急情况

 

错误号 19449221：一个域拥有的虚拟网络设备 (vnet) 数量不能超过 999 个。

解决方法：将一个域上的 vnet 数量限制为 999 个。

根域中光纤通道虚拟功能的设备路径不正确

 

错误号 18001028：在根域中，光纤通道虚拟功能的 Oracle Solaris 设备路径不正确。

例如，不正确的路径名为 pci@380/pci@1/pci@0/pci@6/fibre-channel@0,2，应当为
pci@380/pci@1/pci@0/pci@6/SUNW,emlxs@0,2。

ldm list-io -l 输出显示了光纤通道虚拟功能的正确设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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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无。

针对 InfiniBand SR-IOV 移除操作显示了误导性的消息

 

错误号 16979993：尝试对 InfiniBand 设备使用动态 SR-IOV 移除操作导致显示令人困惑
和不合适的错误消息。

InfiniBand 设备不支持动态 SR-IOV 移除操作。

解决方法：通过执行以下过程之一移除 InfiniBand 虚拟功能：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管理指南》 中的 “如何从 I/O 域删除 InfiniBand 虚
拟功能”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管理指南》 中的 “如何从根域删除 InfiniBand 虚拟
功能”

复原 I/O 域在重新引导根域后应支持 PCI 设备配置更改

 

错误号 16691046：如果从根域分配虚拟功能，I/O 域在以下热插拔情况下可能无法提供
复原：

■ 向根域添加一个根联合体（PCIe 总线），然后创建虚拟功能并将其分配给 I/O 域。
■ 在拥有根联合体的根域中热添加一个 SR-IOV 卡，然后创建虚拟功能并将其分配给 I/

O 域。
■ 更换根域所拥有的根联合体中的任何 PCIe 卡或向其空插槽中添加任何 PCIe 卡（无
论是通过热插拔还是在根域停止时）。此根域会将根联合体中的虚拟功能提供给 I/O
域。

解决方法：执行以下步骤之一：

■ 如果根联合体已向 I/O 域提供了虚拟供并且您在该根联合体中添加、移除或更换了任
何 PCIe 卡（无论是通过热插拔还是在根域停止时），必须重新引导根域和 I/O 域。

■ 如果根联合体当前未向 I/O 域分配虚拟功能并且您向该根联合体添加了 SR-IOV 卡或
其他任何 PCIe 卡，您必须停止根域，才能添加 PCIe 卡。重新引导根域后，可以将该
根联合体中的虚拟功能分配给 I/O 域。

■ 如果要向根域添加新的 PCIe 总线，然后从该总线创建虚拟功能并将其分配给 I/O
域，请执行以下步骤之一并重新引导该根域：
■ 在延迟重新配置期间添加总线
■ 动态添加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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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域在 primary 域重新引导后处于过渡状态

 

错误号 16659506：来宾域在 primary 域重新引导后处于过渡状态 (t)。当在系统上配置
了大量的虚拟功能时会出现此问题。

解决方法：要避免此问题，请多次重试 OBP 磁盘引导命令以避免从网络引导。
在每个域上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域的控制台。

primary# telnet localhost 5000

2. 设置 boot-device 属性。

ok> setenv boot-device disk disk disk disk disk disk disk disk disk disk net

您作为 boot-device 属性的值指定的 disk 条目数取决于在系统上配置的虚拟功能
数目。在较小的系统上，您可能能够在该属性值中包括较少的 disk 实例。

3. 使用 printenv 验证是否已正确设置了 boot-device 属性。

ok> printenv

4. 返回到 primary 域控制台。
5. 为系统上的每个域重复步骤 1-4。
6. 重新引导 primary 域。

primary# shutdown -i6 -g0 -y

在附加 I/O 设备驱动程序时，WARNING: ddi_intr_alloc: cannot fit into
interrupt pool 指出中断供应已耗尽

 

错误号 16284767：在附加 I/O 设备驱动程序时，Oracle Solaris 控制台指出中断供应已耗
尽：
WARNING: ddi_intr_alloc: cannot fit into interrupt pool

此限制仅适用于 SPARC M7 系列服务器和 SPARC T7 系列服务器之前的受支持 SPARC
系统。

硬件提供了有限数目的中断，因此，Oracle Solaris 会限制每个设备可以使用多少次中
断。默认限制设计为与典型系统配置的需求相匹配，不过，对于某些系统配置，可能需
要调整此限制。

特别是以下情况下可能需要调整此限制：当系统划分为多个逻辑域并且当向任意来宾域
分配了太多的 I/O 设备时。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会将总的中断划分为分配给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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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域的较小中断集。如果向某个来宾域分配了太多的 I/O 设备，则系统的供应可能太
少以致于无法向每个设备分配默认的中断限制。因此，它在完全附加所有驱动程序之前
会耗尽其供应。

某些驱动程序提供了一个可选的回调例程，该例程允许 Oracle Solaris 自动调整其中断。
默认限制不适用于这些驱动程序。

解决方法：使用 ::irmpools 和 ::irmreqs MDB 宏来确定如何使用中断。::irmpools
宏显示划分为池的总体中断供应。::irmreqs 宏显示哪些设备映射到每个池。对于每个
设备，::irmreqs 显示是否由一个可选的回调例程强制执行默认限制、每个驱动程序请
求了多少中断，以及为驱动程序分配了多少中断。

这些宏不显示有关无法附加的驱动程序的信息。不过，所显示的信息有助于计算您可以
将默认限制调整到的范围。对于使用了多个中断且没有提供回调例程的任何设备，都可
以通过调整默认限制来强制其使用较少的中断。将默认限制降低到这样的设备使用的数
量以下可以释放一些中断供其他设备使用。

要调整默认限制，请在 /etc/system 文件中将 ddi_msix_alloc_limit 属性设置为从
1 到 8 的某个值。然后，重新引导系统以使更改生效。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性能，请先分配较大的值，然后以较小的增量减小该值，直至系统
成功引导且不出现任何警告。可使用 ::irmpools 和 ::irmreqs 宏来度量调整对所附加
的所有驱动程序的影响。

例如，假设在引导来宾域中的 Oracle Solaris OS 时发出了以下警告：
WARNING: emlxs3: interrupt pool too full.
WARNING: ddi_intr_alloc: cannot fit into interrupt pool

::irmpools 和 ::irmreqs 宏显示以下信息：

# echo "::irmpools" | mdb -k
ADDR             OWNER   TYPE   SIZE  REQUESTED  RESERVED
00000400016be970 px#0    MSI/X  36    36         36

# echo "00000400016be970::irmreqs" | mdb -k
ADDR             OWNER   TYPE   CALLBACK NINTRS NREQ NAVAIL
00001000143acaa8 emlxs#0 MSI-X  No       32     8    8
00001000170199f8 emlxs#1 MSI-X  No       32     8    8
000010001400ca28 emlxs#2 MSI-X  No       32     8    8
0000100016151328 igb#3   MSI-X  No       10     3    3
0000100019549d30 igb#2   MSI-X  No       10     3    3
0000040000e0f878 igb#1   MSI-X  No       10     3    3
000010001955a5c8 igb#0   MSI-X  No       10     3    3

在此示例中，默认限制是每个设备八个中断，此中断限制不足以支持将最后的 emlxs3
设备附加到系统。假设所有 emlxs 实例的行为方式相同，则 emlxs3 可能请求了 8 个中
断。

从总的池大小 36 个中断中减去由所有 igb 设备使用的 12 个中断，还剩下 24 个中断可
供 emlxs 设备使用。将 24 个中断除以 4，这表明每个设备 6 个中断将能够使所有 emlxs
设备都可以附加，且具有相同的性能。因此，在 /etc/system 文件中添加以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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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ddi_msix_alloc_limit = 6

当系统成功引导且未出现任何警告时，::irmpools 和 ::irmreqs 宏会显示以下更新的
消息：
# echo "::irmpools" | mdb -k
ADDR             OWNER   TYPE   SIZE  REQUESTED  RESERVED
00000400018ca868 px#0    MSI/X  36    36         36
 
# echo "00000400018ca868::irmreqs" | mdb -k
ADDR             OWNER   TYPE   CALLBACK NINTRS NREQ NAVAIL
0000100016143218 emlxs#0 MSI-X  No       32     8    6
0000100014269920 emlxs#1 MSI-X  No       32     8    6
000010001540be30 emlxs#2 MSI-X  No       32     8    6
00001000140cbe10 emlxs#3 MSI-X  No       32     8    6
00001000141210c0 igb#3   MSI-X  No       10     3    3
0000100017549d38 igb#2   MSI-X  No       10     3    3
0000040001ceac40 igb#1   MSI-X  No       10     3    3
000010001acc3480 igb#0   MSI-X  No       10     3    3

SPARC T5-8 服务器：对于某些 ldm List 命令，运行时间数据显示了值 0

 

错误号 16068376：在具有大约 128 个域的 SPARC T5-8 服务器上，诸如 ldm list 之类
的 ldm 命令会将所有域的运行时间显示为 0 秒。

解决方法：登录到域并使用 uptime 命令来确定域的运行时间。

内存 DR 添加部分成功时不显示错误消息

 

错误号 15812823：在可用内存较少的情况下，由于内存大小的原因并非所有内存块都
可以用作内存 DR 操作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内存块都包括在可用内存量中。这种情况
可能会导致向域中添加的内存量小于所预期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不显示任何错误消
息。

解决方法：无。

ldm init-system 命令可能无法正确恢复已执行了物理 I/O 更改的域配置

 

错误号 15783031：当使用 ldm init-system 命令恢复已使用了直接 I/O 或 SR-IOV 操
作的域时，可能会遇到问题。
如果已对要恢复的配置执行了下列一个或多个操作，则会出现问题：

■ 从总线中移除了仍归 primary 域拥有的一个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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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primary 域拥有的物理功能创建了虚拟功能。
■ 向 primary 域或其他来宾域（或两者）分配了虚拟功能。
■ 从 primary 域中删除了一个根联合体并将其分配给了来宾域，并且该根联合体用作
进一步 I/O 虚拟化操作的基础。
换句话说，您创建了非 primary 根域并执行了任何上述操作。

要确保系统保持在未发生上述任何操作的状态下，请参见 Using the ldm init-system
Command to Restore Domains on Which Physical I/O Changes Have Been Made (https://
support.oracle.com/epmos/faces/DocumentDisplay?id=1575852.1)（使用 ldm
init-system 命令恢复已执行了物理 I/O 更改的域）。

限制可以分配给域的最大虚拟功能数

 

错误号 15775637：I/O 域限制每个根联合体的可用中断资源数。

在 SPARC T3 和 SPARC T4 服务器上，该限制大约为 63 个 MSI/X 向量。每个 igb 虚拟
功能使用三个中断。ixgbe 虚拟功能使用两个中断。

如果向域分配大量虚拟功能，该域将耗尽系统资源来支持这些设备。可能会显示类似如
下的消息：
WARNING: ixgbevf32: interrupt pool too full.
WARNING: ddi_intr_alloc: cannot fit into interrupt pool

尝试连接到绑定中的来宾域控制台可能导致输入被阻止

 

错误号 15771384：如果在绑定控制台期间或之前重复尝试连接到控制台，则域的来宾
控制台可能会冻结。例如，如果您在正在向计算机迁移某个域时使用自动化脚本来抓取
控制台，则可能会发生此情况。

解决方法：要解除冻结控制台，请在承载着该域的控制台集中器的域上（通常为控制
域）执行以下命令：

primary# svcadm disable vntsd
primary# svcadm enable vntsd

应该对具有 PCIe 到 PCI 桥的 PCIe 卡禁用 ldm remov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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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号 15761509：只使用支持直接 I/O (Direct I/O, DIO) 功能的 PCIe 卡，在此支持文
档 (https://support.us.oracle.com/oip/faces/secure/km/DocumentDisplay.
jspx?id=1325454.1) 中列出了这类卡。

解决方法：使用 ldm add-io 命令重新向 primary 域添加卡。

如果在 ldm start 命令后立即发出 ldm stop 命令，后者可能会失败

 

错误号 15759601：如果在 ldm start 命令后立即发出 ldm stop 命令，ldm stop 命令
可能会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
LDom domain-name stop notification failed

解决方法：重新发出 ldm stop 命令。

使用部分核心的 primary 域无法进行整体核心 DR 转换

 

错误号 15748348：primary 域与其他域共享最低物理核心（通常为 0）时，尝试为
primary 域设置整体核心约束失败。

解决方法：执行以下步骤：

1. 确定域共享的最低绑定核心。

# ldm list -o cpu

2. 从除 primary 域之外的所有域解除绑定最低核心的所有 CPU 线程。
因此，最低核心的 CPU 线程不再共享，可以绑定到 primary 域。

3.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设置整体核心约束：
■ 通过使用 ldm set-vcpu -c 命令将 CPU 线程绑定到 primary 域并设置整体核心
约束。

■ 使用 ldm set-core 命令在一个步骤中绑定 CPU 线程并设置整体核心约束。

DRM 和 ldm list 输出显示的虚拟 CPU 数与来宾域中的实际虚拟 CPU 数不符

 

错误号 15701853：如果已装入域的 DRM 策略在 CPU 计数大幅减少后过期，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日志中可能会出现 No response 消息。ldm list 输出中显示的分配
给域的 CPU 资源多于 psrinfo 输出中显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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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使用 ldm set-vcpu 命令将域中的 CPU 数重置为 psrinfo 输出中显示的
值。

SPARC T3-1 服务器：可通过多个直接 I/O 路径访问的磁盘会出现问题

 

错误号 15668368：可以在 SPARC T3-1 服务器上安装双端口磁盘，这些磁盘可通过两
个不同的直接 I/O 设备访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这两个直接 I/O 设备分配给不同的
域，可能会导致这些磁盘供这两个域使用并在实际使用当中相互影响。

解决方法：不将能够访问同一组磁盘的直接 I/O 设备指定给不同的 I/O 域。要确定
SPARC T3-1 服务器上是否有双端口磁盘，请对 SP 运行以下命令：
-> show /SYS/SASBP

如果输出中包含以下 fru_description 值，则说明相应的系统上有双端口磁盘：
fru_description = BD,SAS2,16DSK,LOUISE

如果发现系统中存在双端口磁盘，请确保始终将下面的两个直接 I/O 设备分配给同一个
域：
pci@400/pci@1/pci@0/pci@4  /SYS/MB/SASHBA0
pci@400/pci@2/pci@0/pci@4  /SYS/MB/SASHBA1

对具有主-从关系的域使用 ldm stop -a 命令会在从域中设置 stopping 标志

 

错误号 15664666：在创建了重置依赖关系之后，ldm stop -a 命令可能会导致具有重
置依赖关系的域重新启动（而不只是停止）。

解决方法：首先向主域发出 ldm stop 命令，然后向从域发出 ldm stop 命令。如果最
初停止从域时导致故障，请向从域发出 ldm stop -f 命令。

从域中动态删除所有的加密单元导致 SSH 终止

 

错误号 15600969：如果从正在运行的域中动态删除所有的硬件加密单元，加密框架将
无法无缝地切换到软件加密提供程序，而且会中止所有 ssh 连接。

此问题仅适用于 UltraSPARC T2、UltraSPARC T2 Plus 和 SPARC T3 服务器。

恢复：在从域中删除所有的加密单元之后，重新建立 ssh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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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问题

解决方法：在服务器端上的 /etc/ssh/sshd_config 文件中设置
UseOpenSSLEngine=no，然后运行 svcadm restart ssh 命令。

所有 ssh 连接将不再使用硬件加密单元（因此也无法获得相关的性能提升），ssh 连接
不会在删除加密单元后断开。

当多个域正在引导时，ldm 命令很慢，无法响应

 

错误号 15572184：当多个域正在引导时，ldm 命令可能很慢，无法响应。如果在该
阶段发出 ldm 命令，该命令可能看起来处于挂起状态。请注意，在执行预期的任务之
后，ldm 命令将返回。在该命令返回之后，系统应当能够正常响应 ldm 命令。

解决方法：避免同时引导许多域。但是，如果您必须同时引导多个域，请避免在系统
恢复到正常状态之前进一步发出 ldm 命令。例如，在 Sun SPARC Enterprise T5140 和
T5240 服务器上等待两分钟左右，在 Sun SPARC Enterprise T5440 服务器或 Sun Netra
T5440 服务器上等待四分钟左右。

当计算机未联网而且 NIS 客户机正在运行时，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不启
动

 

错误号 15518409：如果您的计算机上运行有网络信息服务 (Network Information Service,
NIS) 客户机，但未配置网络，则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将无法在您的系统上启动。

解决方法：在非联网计算机上禁用 NIS 客户机：
# svcadm disable nis/client

在公用控制台组中同时进行多个域的网络安装会失败

 

错误号 15453968：在共用同一个控制台组的系统上同时进行的多个来宾域的网络安装
失败。

解决方法：仅在拥有其各自控制台组的来宾域上进行网络安装。只有在多个网络安装域
之间共享一个公用控制台组的域上才会出现这种失败情况。

在 Logical Domains 运行时无法设置安全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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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问题

错误号 15370442：在 Logical Domains 环境中，不支持从 Oracle Solaris OS 内使用
ickey(1M) 命令设置或删除广域网 (wide-area network, WAN) 引导密钥。所有的 ickey
操作都会失败并出现以下错误：
ickey: setkey: ioctl: I/O error

另外，在逻辑域（而不是控制域）中使用 OpenBoot 固件设置的 WAN 引导密钥在该域重
新引导之后不会被记住。在这些域中，从 OpenBoot 固件设置的密钥只能使用一次。

ldm stop-domain 命令的行为可能会令人困惑

 

错误号 15368170：在某些情况下，ldm stop-domain 命令的行为会令人困惑。

# ldm stop-domain -f domain-name

如果域位于内核模块调试器 kmdb(1) 提示符下，则 ldm stop-domain 命令会失败并出现
以下错误消息：
LDom <domain-name> stop notification failed

文档问题

本节包含因发现过晚而无法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发行版中解决的文档问题
和错误。

使用 ldm set-domain 命令更改 boot-policy 属性值时必须重新引
导活动域

ldm(1M) 手册页未提到，在使用 ldm set-domain 命令更改 boot-policy 属性值之后必
须重新引导活动域。

有关 boot-policy 属性的描述已更新，现在包含以下这段文字：

如果更改 boot-policy 值时域处于活动状态，必须重新引导域才能使
更改生效。

此外，“设置域选项”一节的第一段现在提到了 boot-policy 属性名称：

set-domain 子命令只允许您修改每个域的 boot-policy、mac-
addr、hostid、failure-policy、extended-mapin-space、master
和 max-cores 属性。您无法使用此命令更新资源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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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的问题

ldmd(1M) 手册页显示不正确的 SMF 属性名称

ldmd(1M) 手册页显示不正确的 SMF 属性名称 ldmd/fj-ppar-dr-policy。正确的属性
名称为 ldmd/fj_ppar_dr_policy。

已解决的问题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4 软件发行版中已解决了以下增强请求和错误：

 

15736512 ldm add-vsw primary-vsw2 primary 的“ID 已存在”错误

15749727 RFE：修改硬上限应该自动触发延迟的重新配置

15755622 路径 /vdisks/ldg1/disk.img 有效，但在服务域上无法访问

15778392 删除使最低物理导线束保留在 primary 中的解决方法

15811095 RFE：改进 ls-bindings VSW 输出的可读性

15816108 Ops Center java XMPP 客户机在 java 1.7.0_07 上不工作

16417609 引入对使用 "auto" 作为 vsw 的 inter-vnet-link 选项值的支持

16762488 支持验证的引导

17695061 需要使用 ldm set-vsw 命令来修改当前 vlan 列表

19073165 禁用对 TLS v1.0 和 TLS v1.1 的支持

19433898 ovmtdeploy 应该在部署模板时检查是否有足够的设备空间

19926210 内存范围列入黑名单后，即使进行主重新引导，内存添加也报告为
禁用

19974670 如果设置了 MIBDIRS，则 snmp_run_cmd() 会失败

20046218 默认 vnet linkprop 状态应该为 "phys-state"

20457740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应支持为 VNET 启用信任模式

20532270 VHBA：在删除 pci 总线之前，I/O 删除应该可以识别 VSA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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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的问题

20539015 恢复模式应该支持 vHBA

20588981 更改迁移线程数以优化性能

20653017 对 VLAN 标记提供 OVMT 实用程序支持

20704553 如果来宾处于转换状态，ldmd 应禁止执行 rm-mem

20906346 废弃 Netra Data Plane SW Suite 并删除对它的支持

21028310 添加在创建域期间对 MAC 地址执行范围检查的功能

21071542 监视频率以加快迁移速度

21084034 存储在 mac_list 中的 alt-mac-addr 与 vnet 不同步

21084239 无法重用在失败的 set-vnet 调用中使用的 alt-mac-addr，即使后者未
在使用中也是如此

21114622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不应依赖轮询从 DIO 代理获取配置状态

21116665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在 IOR 的 MD 中提供故障策略信息

21116830 ovmtlibrary 应该具有删除选项

21131623 ovmtdeploy 应该列出完全限定属性，包括名称空间

21179822 添加对系统域的支持

21225521 ovmtprop 声称将启动域但不尝试（可能不需要）

21232477 如果 vdisk 名称超过 31 个字符，实时迁移会失败

21232506 ovmtprop 输出 FutureWarning：此方法的行为将更改

21283102 ldm list-group 在 /SYS/MB 和 cpuboard 组下显示相同的 mem 或 I/O

21299404 如果 mblock 未对齐，ldm shrink-socket 将删除额外的内存

21343710 删除对 NIU 混合 I/O 的支持

21367043 Fujitsu 核心不一致导致发生致命错误：xcalloc(0,4)（位于
affinity_core.c 中）

21369897 ldmpower 导致在 om_format_pwr_disp() 中 ldmd 执行 SEGV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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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的问题

21385030 处于非活动和绑定状态时迁移 vhba 会超时

21392533 在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和 SP 之间弃用 PRI DS

21419190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需要支持密钥库备份以永久存储密钥值

21419645 从 terminate_mem_mig_loop 中删除 thrpool_drain_tasks 调用

21429391 可能会针对添加资源请求错误地报告失败

21487282 禁止在恢复模式下对出厂默认设置使用 [current] 标记

21513120 如果传送了活动配置，Logical Domains Manager 需要通过某种方式
向 GM 发出信号

21527087 对活动域执行 ldm set-socket 可能会导致操作不稳定

21532912 vhba_cmds.c:123 的 process_vsan_args 中发生缓冲区溢出

21539695 如果暂停请求超时，域将保持暂停状态

21554591 在 SPARC T7 系列服务器上的同一 LGPG 域中迁移多个 mblock 会
导致 ldmd 崩溃

21561834 当 util=100 em=0 attack=1 时，DRM 不添加 vcpu

21576100 SNMP MIB 应该支持 vHBA

21616749 页面弃用请求遭拒，找不到报告的 fma_mem_page_retire 例程

21630889 断言中的 ldmd 核心重复失败：is_range_contained_memory_list

21635033 如果服务域具有多个 vds，则 ovmtcreate 将失败

21636259 找不到 ldomMIB.so: 符号 ldm_priv_init: 引用的符号

21653091 修复 vHBA 解析的输出

21674282 ldm add-vsan 在更换 PCI 卡后失败

21684669 升级到 3.4 会导致现有绑定/活动域迁移失败

21765169 inter-vnet-link=auto 的 Vnet 将导致取消绑定/重新绑定时出现损坏的
MD

21779989 ldm list-hba 命令显示 PCI-BOX SLOT 的错误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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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的问题

21780045 如果语言环境不是 C，ovmtcreate 会生成不正确的 ovf 文件

21791870 模板内存要求在本应得到满足时却未得到满足

21792094 转储来宾域内存的散列以帮助检测来宾内存是否损坏

21866299 恢复模式因 mpgroup 依赖性而失败

21876330 OVM 模板实用程序：组合的 ovmt 管理接口

21884138 ovmtcreate 应使用基于 dev 的虚拟磁盘从域创建模板

21884198 ovmtlibrary 应支持具有非 .img 扩展名的磁盘映像的模板

21889318 受影响来宾的内存 DR 状态可能会被覆盖

21910643 ovmtcreate 在报告已用时间时存在微小的格式错误

21911054 teardown_one_vnet_peer_binding() 应使用 CHAIN_ITER_VOL() 删除
对等点

21926985 ovmtprop get-prop 应提供仅返回值而不返回键的方法

21936667 使用了重复的 MAC 地址消息

21946737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ds_netsvc 缺少 pvlan/vlan/vxlan 信息

21952270 cids_list 未正确释放

21958105 针对 VHBA 添加了域依赖关系支持

21962779 在某些情况下 deleteboard 会向 XSCF 发送不恰当的错误消息

21969344 set-vnet/set-vsw 不处理提供给 '=+' 和 '=-' 的空值

21969537 添加扩展的 LDC 池支持

22018630 ldm set-vnet maxbw 接受超出范围的值

22031863 暂停具有较大 I/O 配置的根域可能会超时

22044698 当 wcore 是存在于 ldom_info 中的唯一属性时会出现 XML 文档格式
不正确错误

22055993 控制域需要最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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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的问题

22081356 SPARC M7-16 服务器：由于致命错误发生 ldmd 核心转储：(1) 从
HV 获取 LDom 利用率

22092431 ldm remove-mem -g 失败：可用内存不足

22106342 不正确地将域标记为具有无法恢复的暂停错误

22150301 "ldm set-vnet max-mac-addrs=..." 故障消息需要更改

22156664 在可信 vnet 不支持的 OS 上重新启用定制设置时生成的输出可读性
不佳

22159550 需要更妥善地处理“未读 HV 回复”

22202992 重构 fatal() 等，以便可以将 fatal 函数标记为 noreturn

22223877 inter-vnet-link 应在迁移期间根据需要自动关闭

22225905 可信 vnet：pvid/pvlan 和定制设置应该是互斥的

22233118 ldm list-services 在服务列表中错误地报告 VHBA

22258971 num 是必需的。绑定指定的 CMI 资源时可能会错误地计算 COD 许
可

22263190 修复 xml_v3_resources.c 中的泄漏和不正确的
IOV_VF_FC_NODE_NODE 检查

22289495 mdstore v3.1 导致 autosave 函数中出现参数不匹配问题

22337860 ldm CLI 应将错误消息发送至 stderr

22348742 CMI 的 HVctl 错误代码预留

22372164 ovmtutils 项目失去了与 junit 测试的连接

22380062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支持在根域恢复时使 I/O 域上的虚拟功能
联机

22381087 影子约束导致在执行 init-system -f 之后出现绑定错误

22385302 使用 CLIP 并带有长选项的 getopt() 与 GNU getopt() 不兼容

22448280 vsw_list_one() 中存在较小的内存泄漏

22464339 断言失败：argc < create_args，文件 mig_be_common.c，行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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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的问题

22468326 MD 较长时迁移超时

22468352 增加 DR 超时时间

22504443 当 EoUSB 不可用时 ldm ls-config 可能会导致 ldmd 崩溃

22518200 尝试迁移导致目标 ldmd 在 init_pmig_buffers() 中执行 SEGV 操作

22526805 在 I/O 域中设置了 pciv_event_reporting 属性

22529488 减少了板 DR 比率模式的暂停时间

22531007 使用 -n 选项模拟运行 ovmtcreate 所用的时间与实际运行相同

22541368 vnet/vsw 配置更改时自动保存文件不会更新

22576504 vHBA：在 vsan 仍处于连接状态的情况下删除 rm-io 时未正确显示
错误

22587264 使用 set-vsw 会将 inter-vnet-link 属性从 auto 更改为 on

22619279 unbind=shutdown 的 deleteboard 无法在比率模式下正常工作

22630038 在 IOR 上下文中根域和 I/O 域之间存在争用情况

22634983 ldmd 在内存 DR 操作期间进入维护模式

22646805 ovmtdeploy -l 会引发 java.lang.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22655663 在 database_ldom_add_net_client 中 phys-state 值存在 ASSERT 错误

22661113 ovmtdeploy -M 应对 start-addr 使用十六进制的物理地址

22667042 如果在执行 CPU 核心取消激活时域未绑定，则 OVM 可能会重复执
行核心转储

22670933 ovmtdeploy -d ldg3 -t primary-vsw3 -e net5 template3.ova 失败

22672645 ovmtdeploy -d ldg3,ldg4 -N 2 -I pci_3,pci_4 template3.ova 失败

22678731 在 primary 重新引导后执行 list-io 操作时 ldmd 会转储核心

22683230 ovmtprop set-prop 应给出错误，而不是回溯

22683864 如果 alt-mac addr 数超过设备配置的最大值，ldm set-io 应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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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的问题

22695268 ovmtutils python 代理代码 get_variables 方法输出 AttributeError

22699679 ovmtlibrary 应该在无空间时显示提示性错误消息

22708116 vhba：vhbaTable 应使用 vsan 的索引，而非 displaystring

22720589 记录了过多的警告数：警告：没有为来宾 ldg1 注册 dr-vio 服务

22723793 ovmtcreate 不能正确创建模板

22728591 ../../../common/src/init.c:336：ABORT 未能解析初始 MD

22751967 iov_allow_domain_suspend() 导致 M10 平台上出现 PPAR DR 回归

22806593 ldmd 在 iov_pf_macs_available+0x94 上执行核心转储

22828719 可能无法从系统中删除临时 fifo 文件

22831366 ldmd 在 pcie_is_root_domain+0x2c 上通过 cmd ls -p ldg0 转储了核心

22844969 如果我们使用 "auto-alt-mac-addrs=0"，则会收到“无效响应”

22857300 检查 telnet 客户机失败

22862433 在 ldm ls-devices o/p 中观察资源是否已分配给 F0 域的功能

22862736 ldmd 在核心弃用期间按顺序执行核心转储

22868991 如果物理功能驱动程序导出任何限制，则会将 DIOV 和 DBUS 视为
静态操作

22875705 ldm set-domain boot-policy 应针对活动域显示错误

22885443 ldom-db.xml 在执行系统关开机循环后不显示 boot-policy 值

22896107 当 xml 约束文件包含 vsan/vhba 实例时，"init-system" 会失败

22911920 为来宾实现 KEYSTORE_UPDATES_REQUEST/RESPONSE

22955538 ldmd/nocfg 设置为 true 时 ldmd 会进入维护模式

22960167 即使根域已关闭，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仍会向 I/O 域发送
RC_READY

22998250 针对 NULL resp->bufp 强化 rprin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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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的问题

22998961 一些来宾域默认情况下 boot-policy=n/a

23020466 引导已保存的 spconfig 时占用了停滞在 UNK 状态的 PCIe 插槽

23027810 如果需要 cpu remap，则在比率模式下执行 deleteboard 可能会失败

23049772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不正确地将 "diov-capability" 属性值应用于
绑定域

23060907 迁移期间 debug_chk_mem_align_page() 中断言失败

23075554 恢复模式无法恢复具有可用虚拟功能的 I/O 域

23105178 ldm create-vf 命令导致 ldmd 执行核心转储

23114050 SNMP 在 ldomMIB.so:parse_xml_v3_get_ldom_cnt 中以降级配置转储
核心

23152267 迁移期间出现“无法发送暂停请求”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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