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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P 系统比较庞大， 安装过程相对复杂， 一旦在安装过程中出现错误， 就可能需要
重新开始， 这样会影响项目进度。 最关键的是， 如果系统部署前的准备工作做得不

充分，即使初始安装成功了，也可能在系统上和功能上存在极大隐患。
本章着重介绍初始安装部分，目的是通过展现在 Linux 平台上安装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的详细过程， 跟大家分享一些思路、 方法、 概念和经验。 对于任何平台，Oracle 电子商
务套件 R12 的安装过程都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平台对操作系统的各种补丁和工具的要求会
有所不同， 在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本章将通过一个标准安装过程示例， 从原
理上解释每一步操作背后的深层次涵义并配以经验总结。

3.1

部署前准备

凡事皆须谨慎， 做事前应有完善周全的计划。 对于大型 ERP 系统的架构和安装亦如此，
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比安装过程更重要。“ 做好百分之百的准备， 没有失败的理由。” 下面将从
基础平台、实验环境、软件 、参考文档以及补丁准备等多方面介绍部署前的准备工作。

3.1.1

基础平台准备

每个公司会因为选择不同的硬件平台而采用不同的架构方式。 但是无论对于什么平台或
什么样的架构方式，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的安装过程都是一样的。 对于生产系统的安装
和调试，ERP DBA 最好同经验丰富的专业硬件工程师一起进行操作。 与基础平台相关的主
要设置要点如下。
一定要配置机器名（Hostname） 和域名（Domain）， 如 r1211test.cn.oracle.com。 如果
这里设置不好，完成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初始安装后再更改机器名或者域名，将是很
复杂的过程，也具有一定风险。
一定要安装图形界面的工具，如 VNC 和 X -Windows 等。这个工具不仅要在初始安装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时用到， 以后在正式使用 ERP 的过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这个工具不正常，很多 ERP 报表将不能正常展示。
如果部署跨国集团的 ERP 系统， 一定要提前规划时区的设置。 如果在操作系统上做
好了这方面的规划， 以后对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应用层面进行相应配置时将会
大大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操作系统字符集尽可能是 UTF8 或 AL32UTF8， 可以支持简体中文之外的其他字体。
服务器自身的系统管理界面尽量不要选用默认的中文界面， 因为字符的兼容问题有时
候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临时空间的确认，这点很关键。 可能会因为临时空间不足而导致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安装失败。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的安装过程大概需要 2 GB 的临时空间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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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安装完成后， 在进行 ERP 补丁操作和使用 adadmin/adpatch 等管理工具时， 需要大
概至少 50 MB 的临时空间 ； 在使用 ERP 系统产生报表等操作的时候， 也要用到临时
空间。 所以， 在安装操作系统的过程中， 尽可能把 temp、/usr/tmp 等目录预留出足够
大的空间。
使用 Oracle 的软件要严格遵守 Oracle 公司相关的软件协议， 下载 Linux 操作系统、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及一些补丁程序时，需要 Oracle 提供的 License 相关的注册
信息。
对于新手来说，如果对操作系统等基础设施并不熟悉，又想自己安装一套 Oracle 电子商
务套件 R12 系统来进行学习等目的，可以参考以下两点。
在 Oracle 公司软件使用授权的情况下，登录 Oracle 网站 http://edelivery.oracle.com 下
载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5.6，然后将其刻录成 DVD。
如果对 Linux 操作系统不熟悉， 那么在安装过程中， 可以采用把所有的组件都选中的
方法， 从而避免因操作系统补丁不足而造成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安装失败。 对
于生产系统，强烈建议不要这样去做， 必须严格按照 Oracle 技术支持相关文档的要
求去操作， 如本书实验环境用的 Note: 761566.1 - Oracle Applications Installation and
Upgrade Notes Release 12 (12.1.1) for Linux x86-64。
1. 操作系统检查
配合本书的演示环境，将只针对 Oracle Enterprice Linux 5.6 平台进行实际操作。尽管每
种平台对操作系统的要求不完全相同， 但在操作思路上还是相通的。 笔者一再强调， 详细介
绍安装过程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理解其原理和操作思路， 以不变应万变， 以相通的思路和方
法灵活地在其他操作系统平台上操作。
可以通过以下命令确认现有的操作系统版本和内核是否符合要求：
[root@r1211test etc]# more /etc/redhat-releas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 5.6 (Tikanga)
[root@r1211test ~]# uname –r
2.6.18-238.el5xen

2. 网络相关
在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的安装过程中 ， ERP 系统会自动检查网络的配置和连通
性 ， 如果网络配置不正确或网络连接不通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系统安装将不能正常
进行 。 另外 ， 网络虽然不是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三层架构中的任何一层 ， 但是在保证整个
ERP 系统的正常使用上起到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 ERP DBA 最好协调网络管理员做好适合
ERP 应用的网络规划 ， 从 ERP 应用的角度出发 ， 笔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 如果想了解 ERP
应用之外的更专业的网络知识 ， 可以咨询专门的网络管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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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每台服务器之间是互通的，所有服务器的 IP 地址都在同一网段或同一 VLAN 中。
服务器的 IP 地址最好使用服务器专用 IP 地址，不要随意公开，避免其他 IP 地址与服
务器 IP 地址冲突。
保证足够的网络带宽和质量。 如果出现网络丢包现象， 将会对 ERP 系统的性能产生
极大影响。
3. 存储空间
存储空间是保证 ERP 系统正常运转和良好性能的关键要素之一。ERP DBA 最好和专业
存储工程师相互协助完成存储规划。 这里只从针对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系统需求的角
度总结对数据存储空间的要求。
（1）目录挂载点规划
如 /u01 存放 ERP 系统本身的软件，/d01、/d02 存放用户数据， 同时， 每个目录权限也
最好配合公司的安全管理规则进行。如果数据库采用 ASM 方式，将不需要规划数据目录。
（2）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初始标准安装需要的数据存放空间
应用节点的文件系统占用的空间是 28 GB。
数据库节点采用全新生产系统数据库模式时，占用的空间是 45 GB。
数据库节点采用 Vision Demo 演示和培训用数据库模式时，占用的空间是 133 GB。
安装介质区包含所有数据库和应用系统文件，占用的空间是 33 GB。
升级和补丁程序要占用一定的空间。
临时目录和文件要占用一定的空间。
其他文件，可能也要占用一定的空间。
综合以上要求，建议初始安装时保留 300 GB 以上的空间。
为什么初始安装也需要如此大的空间呢？ 一是 ERP 本身是个相当复杂的系统， 二是在
对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进行标准安装时，大部分的模块产品已经默认安装了，某些模块只需
要通过 License 激活一下，相关的功能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3.1.2

实验环境

本书用于演示的环境配置如下：
硬件：普通台式机 1 台（CPU：2Core，内存：4 GB，磁盘：1 TB）
操作系统：Oracle Enterprise Linux 5.6（64-bit）
软件：Oracle E-Business Suite R12.1.1（64-bit）
这个环境配置只是为了演示本书相关的技术配置， 在实际的生产环境中硬件资源配置肯
定要比这“ 豪华 ” 得多， 但是对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的部署过程和设置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对于自学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的爱好者来说，可以参考本书的实验环境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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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笔记本电脑上外挂一个 300 GB 以上的 USB 硬盘， 创建一个虚拟机， 在虚拟机

注意

中也可以安装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专用 ERP 系统。
实验环境说明如下：
Vision Demo 系统带有一个大型公司标准需要具备的所有模块， 是一套完整的 ERP 系
统，主要用于演示、培训等用途。
本书所有演示过程都是针对生产系统的一个标准安装过程。 由于以 Vision Demo 方式
进行安装的过程， 相对生产系统的安装过程来说比较简单， 不利于对真实生产环境系
统的一些配置进行讲解，因此没采用 Vision Demo 方式。
应用的数据库是生产系统全新的数据库，而非 Vision Demo 数据库。
为了配合后面系统管理的某些实验， 除本章的标准安装过程之外， 后面的实验都是基
于 Vision Demo 环境进行的，Vision Demo 系统的安装过程要比生产系统全新的安装
方式更简单。
简单地说，Vision Demo 就是一个演示系统， 不能用作生产环境。 有关生产系统全新
的数据库方式和 Vision Demo 数据库方式的不同， 后面会有一些对这两种环境系统的
对比说明。

3.1.3

软件准备

1. 安装介质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的安装介质可以通过如下方法得到。
在有 Oracle 软件许可的情况下，登录网站 http://edelivery.oracle.com 下载。
购买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产品会获得一套完整的 DVD 安装介质。
在有 Oracle 软件许可情况下， 登录网站 http://support .oracle.com 提交申请，Oracle
公司会邮寄 DVD 安装介质。
无论是 DVD 安装介质还是下载的 zip 格式安装介质， 都建议在操作系统上专门规划一
个安装介质区，如 /u01/stage 目录，确保安装正常进行。具体的操作方法有以下两种。
（1）zip 文件方式
在以 zip 文件的方式规划安装介质区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在下载安装介质时， 选择的操作系统版本和 CPU 型号要和真实环境完全对应， 如为
Linux 64 位 x86 选择 Oracle E-Business Suite 12.1.1。
把下载的所有 zip 格式文件通过 FTP 工具以二进制类型传送到服务器上的特定安装介
质区中，如 /u01/stage。
不同操作系统平台的安装介质是不通用的， 如不能在 Windows 平台上用 Linux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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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去安装。
对于非 Windows 平台的安装介质， 千万不要在 Windows 平台上解压文件后再将其上
传到 Linux/UNIX 服务器上。
大部分 Linux 操作系统在完成默认安装后， 没有安装 unzip 解压工具，可以登录网站
https://updates.oracle.com/unzips/unzips.html 免费下载。
最好编写一个脚本，一次性解压所有的 zip 格式安装包，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因为 zip
格式文件数量太多，一个个手动解压将比较繁重，也比较容易出错。
以下是笔者写的 unzip.sh 脚本：
[root@r1211test ]# more unzip.sh
unzip -o -d /u01/stage ./V15679-01_3of3.zip
………………………………………………………
unzip -o -d /u01/stage ./V15681-01_1of3.zip

正常解压后的目录应该如下所示：
[root@r1211test stage]# ls
drwxr-xr-x
6 applmgr dba
drwxr-xr-x
9 applmgr dba
drwxr-xr-x
5 applmgr dba
drwxr-xr-x 13 applmgr dba
drwxr-xr-x 72 applmgr dba

-rtl
4096
4096
4096
4096
4096

Mar
Mar
Mar
Mar
Mar

24
24
24
24
24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startCD
oraDB
oraAS
oraApps
oraAppDB

（2）DVD 方式
在以 DVD 方式规划安装介质区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这种方式对 Perl 工具的版本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操作前要确认 Perl 的版本是否满足
当前的需求。
采用 DVD 方式对服务器光驱的质量要求比较高，对 DVD 盘片质量的要求也很高。
虽然理论上可以直接在 DVD 上安装， 但是由于 ERP 比较庞大的特性， 万一某个小环
节出现意外，可能造成全部安装失败，因此 Oracle 技术支持强烈建议不要这样操作。
X-Windows 工具能够正常使用，例如 VNC。
产生特定安装介质区的方法如下。
1）把第一张盘放到服务器的光驱 ( 标签为 Start Here DVD) 中。
2）执行 adautostg.pl 脚本：
[root@r1211test ~]#perl /mnt/cdrom/Disk1/rapidwiz/adautostg.pl

后面的操作就是根据提示不停地更换 DVD 盘， 这个过程持续时间比较长。 最后产生的
特定安装介质区目录和上面解开 zip 文件的结果一样，如下所示：
[root@r1211test stage]# ls -rtl
drwxr-xr-x
6 applmgr dba 4096 Mar 24

2010 start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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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wxr-xr-x
drwxr-xr-x
drwxr-xr-x
drwxr-xr-x

9
5
13
72

applmgr
applmgr
applmgr
applmgr

dba
dba
dba
dba

4096
4096
4096
4096

Mar
Mar
Mar
Mar

24
24
24
24

2010
2010
201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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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DB
oraAS
oraApps
oraAppDB

2. VNC 客户端软件
安装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需要以图形界面的形式进行， 因此要在个人计算机上安装
VNC Viewer 工具。 这个工具不用单独安装， 单击工具文件就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操作系统
中已经安装了其他的 X-Windows 工具， 也可以直接使用。VNC Viewer 软件的免费下载地址
为：http://www.tightvnc.com/download.html。

3.1.4

参考文档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支持现有的主流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 但是由于操作系统版本和
CPU 类型的不同，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系统要求的工具和操作系统补丁也不一样，因此
每种平台都有一个官方的正式指导文档。 本书的演示系统也将严格按照 Oracle 技术支持的指
导文档：761566.1 进行操作。
Oracle 技术支持的文档是解决所有问题最权威的文档 ， 建议大家一定要学会灵活 、 有
效地使用 Oracle 技术支持网站 http://support.oracle.com ， 并养成经常在支持网站上查找解
决方案的习惯 。 有关如何高效率地利用 Oracle 支持网站的内容 ， 将在第 7 章进行详细的经
验分享 。
图 3-1 是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为支持平台提供的指导文档，这些文档可以在 Oracle
支持网站下载。

图 3-1

3.1.5

各平台对应的指导文档

工具和补丁

1. 工具检查
使用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需要安装一些 Linux 的维护工具， 并确保在环境变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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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了这些维护工具的路径。通过以下命令确认操作系统中是否安装了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需要的系列工具。如果某个工具不存在，则需要安装相关的 Linux 安装包：
[root@r1211test ~]# which ar gcc g++ ksh ld linux32 make vncserver
/usr/bin/ar
/usr/bin/gcc
/usr/bin/g++
/bin/ksh
/usr/bin/ld
/usr/bin/linux32
/usr/bin/make
/usr/bin/vncserver

2. 补丁检查
根据 Oracle 支持提供的 Notes:761566.1，通过以下命令确认 Notes 要求的补丁是否存在。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
~]#
~]#
~]#
~]#
~]#
~]#
~]#
~]#
~]#
~]#
~]#
~]#
~]#
~]#
~]#
~]#

rpm
rpm
rpm
rpm
rpm
rpm
rpm
rpm
rpm
rpm
rpm
rpm
rpm
rpm
rpm
rpm
rpm

-qa
-qa
-qa
-qa
-qa
-qa
-qa
-qa
-qa
-qa
-qa
-qa
-qa
-qa
-qa
-qa
-qa

|
|
|
|
|
|
|
|
|
|
|
|
|
|
|
|
|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rep

gdbm
libXp
glibc
binutils
gcc
libgcc
libstdc
make
gnome-libs
pdksh
sysstat
compat-db
openmotif
setarch
control-center
vnc
libaio

如果某个补丁不存在， 则需要应用对应的 rpm 安装包。 与这些工具相关的安装包一般都
可以在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5.6 的两张 DVD 安装盘中找到。如果 DVD 中没有，可以在如
下地址下载：http://oss.oracle.com/projects/compat-oracle/files/Enterprise_Linux/。
3. 补丁的修补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1 需要 JDK 6.0 或以上版本，Oracle Enterprise Linux 5.6 系统
自身带的 JDK 版本不能满足需求， 所以， 需要到网站 http://java.sun.com/javase/6/webnotes/
install/jdk/install-linux.html#requirements 下载 JDK，并根据以下方法安装新版本的 JDK：
[root@r1211test software]# chmod +x
./ jdk-6u24-linux-x64.bin

jdk-6u24-linux-x64.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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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台服务器上还有其他的应用系统存在， 而其他应用系统要求的 JDK 版本并不是
JDK 6.0， 那么建议不要把新安装的 Java 变量放到操作系统的全局变量控制文件 /etc/profile
中， 可以把新安装的 Java 环境变量放到针对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的 owner 用户下， 如
appmgr 和 oracle 操作系统用户下的 .profile 中。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默认使用 ksh， 所
以其 profile 文件是 .profile 文件，如果使用其他 shell，则需要把 Java 的环境变量写到对应的
profile 文件中。
4. 附加补丁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1 版本还需要几个额外的操作系统补丁文件， 即使在前面安装
操作系统时选择了全部安装方式， 这几个操作补丁文件也不存在， 或者即使存在， 版本也不
符合要求，所以，需要手动安装以下 rpm 补丁包：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3.1.6

OS]#
OS]#
OS]#
OS]#
OS]#

rpm
rpm
rpm
rpm
rpm

-ivh
-ivh
-ivh
-ivh
-ivh

xorg-x11-libs-compat-6.8.2-1.EL.33.0.1.i386.rpm
openmotif21-debuginfo-2.1.30-11.EL5.i386.rpm
openmotif21-2.1.30-11.EL5.i386.rpm
compat-binutils215-2.15.92.0.2-24.i386.rpm
binutils-2.17.50.0.6-6.0.1.el5.x86_64.rpm

附加 Bug 修复

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经常要到 Oracle 支持网站上搜索一些针对性的 Bug 信息， 这样可
以尽可能提前修复一些已知的 Bug。 如果出现问题后再去修复， 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
高。提前预防，要比出了问题再去修补意义更大，付出的代价也会小一些。
以下是几个在真实的项目操作中遇到的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1 的 Bug。如果没有提
前进行如下的补丁修补，则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的安装过程会失败或出现致命错误。
1. Bug1
Bug 描述：如果不提前修复这个 Bug，那么将会在安装到 99% 时提示 HTTP 检查的错误。
修复方法如下所示：
[root@r1211test ~]# unlink /usr/lib/libXtst.so.6
[root@r1211test ~]# ln -s /usr/X11R6/lib/libXtst.so.6.1 /usr/lib/libXtst.so.6

2. Bug2
Bug 描述 ：如果不提前修复这个 Bug，那么安装后，将会在连接到系统进行 Forms 表单
查询时出现错误。
修复方法是到网址 http://support.oracle.com 下载补丁 p6078836_101330_LINUX.zip， 并
根据如下所示操作。
[root@r1211test App]# cd 607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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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r1211test 6078836]# ls
libdb.so.2 README.txt
[root@r1211test 6078836]# mv /usr/lib/libdb.so.2 /usr/lib/libdb.so.2.6078836
mv: cannot stat '/usr/lib/libdb.so.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oot@r1211test 6078836]# cp libdb.so.2 /usr/lib

3. Bug3
Bug 描 述 ： 如 果 不 提 前 修 复 这 个 Bug， 那 么 安 装 完 毕 后， 在 进 入 到 数 据 库 环 境 执 行
sqlplus "/as sysdba" 时会出现错误。
修复方法如下所示：
[root@r1211test ~]# getenforce
Disabled

如果返回 Enforcing，可以通过输入命令 setenforce 0，使 getenforce 返回值修改成 Permissive
或 Disabled。

3.1.7

参数修改

根据 Oracle 技术支持的相关 Note， 进行安装前需要按照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的要求对
一些参数做对应的调整。但这只是为正确地安装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1 做准备，并不能
替代“性能调优”。需要优化性能时，则需要按优化的要求再进行调整。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1. 确认 hosts 文件
修改 /etc/hosts 文件，方法如下所示：
[root@r1211test]#cd /etc
[root@r1211test]#cp hosts hosts.bak
root@r1211test]# more hosts
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1
localhost6.localdomain6 localhost6
10.182.103.116
r1211test.oraebs.com.cn r1211test
[root@r1211test ~]# more /etc/sysconfig/network
NETWORKING=yes
NETWORKING_IPV6=no
HOSTNAME=r1211test.cn.oracle.com
GATEWAY=10.182.103.1

修改 /etc/hosts 文件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确认 /etc/hosts 文件中的内容必须是和以下格式完全一样。
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ip_address] [node_name].[domain_name] [node_name]

第3章

Oracle ERP 部署

41

完成初始安装后，在正式使用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和这里设置不当有直接关系。
确认 /etc/sysconfig/network 中的文件是否符合如下格式：
HOSTNAME=[node_name].[domain_name]

如果 /etc/sysconfig/networking/profiles/default/network 文件存在，则需要删掉此文件。
如果采用的是多节点的复杂架构， 那么需要把所有服务器的信息都写进去。 例如， 根
据前面的规划可能需要 3 台服务器，1 台服务器用作数据库，其他 2 台用于应用系统，
需要在每个服务器上都写入 3 台服务器的机器名和域名信息。
2. 确认 nsswitch 的设置
确认 /etc/nsswitch.conf 文件中的解析内容部分是否符合以下格式：
[root@r1211test ~]# more /etc/nsswitch.conf
hosts:
files dns

这样设置主要是为了第 4 章有关 Workflow 设置的演示能够顺利进行。 对于真正的生产
系统，可协调操作系统管理员根据公司域名解析服务器（DNS）的情况进行修改。
3. 确认 DNS 的设置
确认 /etc/resolv.conf 文件中的内容是否符合以下格式：
[root@r1211test ~]# more /etc/resolv.conf
Search cn. oracle.com
nameserver 10.182.96.20

如果只是自己测试用， 建议不要设置这部分内容。 对于正式的生产系统， 可协调操作系
统管理员根据实际的域名解析服务器（DNS）的情况完成。
注意

有时候， 由于 DNS 服务器故障产生大量的 sendmail 进程， 会造成整个服务器的资源
耗尽。
4. 核心参数设置
以下是针对操作系统的核心参数设置的示例， 对于正式的生产环境， 要联合操作系统管

理员根据实际内存等硬件资源配置情况并结合 Oracle 支持的官方文档进行：
/etc/sysctl.conf
#For EBS R12.1.1
kernel.semmsl = 2561
kernel.semmns =
320001
kernel.semopm =
1001
kernel.semmni =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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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nel.shmall = 2097152
kernel.shmmax =
21474836482
kernel.shmmni =
4096
#kernel.msgmax = 65536
#kernel.msgmnb = 65535
kernel.msgmni =
2878
#fs.file-max = 6553600
net.ipv4.ip_local_port_range = 10000 650003
net.core.rmem_default =
262144
net.core.rmem_max = 4194304
net.core.wmem_default =
262144
net.core.wmem_max = 262144

编辑 /etc/security/limits 文件，如下所示：
*
*
*
*

hard
soft
hard
soft

nofile
nofile
nproc
nproc

65535
4096
16384
2047

5. 创建 ERP 专用的组和用户
采用以下命令创建 ERP 系统专用的组和用户：
[root@r1211test ~]#groupadd dba
[root@r1211test ~]#useradd -g dba -d
[root@r1211test ~]#useradd -g dba –d

提示

/home/oracle -s /bin/ksh oracle
/home/applmgr –s /bin/ksh applmgr

为了使以上参数修改永久生效， 需要重启服务器。 重启后对以上的参数进行再次确
认，查看这些参数是否真正生效了。

3.2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的安装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1.1 的标准安装一共需要 19 个基本步骤。现实工作中，有人利

用一周或几周的时间都安装不成功，笔者认为并不是因为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很难安装，最
重要的原因是没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 或者没有理解安装的原理和步骤， 就贸然开始了安装
工作。只有理解了每个步骤的用途、目的和原理，无论在什么平台或者复杂的 RAC、多个应
用服务器的高级架构的环境下， 思路都是类似的。 掌握了原理和思路， 就可以做到“ 以不变
应万变”。

3.2.1

安装原理

在介绍原理之前，先来熟悉几个重要概念。
单用户安装是指数据库层和应用层都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中由同一个操作系统用户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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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如果安装中选取了“快速安装”，就默认为单用户安装。
多用户安装是指数据库和应用层由不同的操作系统用户去安装， 后期的 ERP 系统管理
也是由不同的用户执行的，如由 oracle 用户管理数据库，由 applmgr 管理应用。
单节点安装是指将应用系统数据库和应用都安装到同一个节点上。
多节点安装是指把应用系统数据库和应用分别安装在不同的节点上。 例如， 根据前面的
规划需要 3 台服务器：1 台服务器用作应用数据库，其他 2 台用于应用系统。
本节的安装演示过程采用的是多用户 + 单节点方式进行。
以 root 用户运行 Rapid Install 方式。
在配置应用数据库时，指定操作系统用户 oracle 作为 owner。
在配置应用层时，指定操作系统用户 applmgr 作为 owner。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的“快速安装”会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1）创建 Oracle 应用数据库及和应用相关的技术层堆栈。
2）根据选择的应用模块产品进行注册。
3）创建和配置应用数据库。
4）创建和配置附加需要的各种服务，如 Forms 和 Web Service 等。

3.2.2

安装的主要组件

初始安装成功后，安装和配置的技术层关键组件如下：
Oracle 数据库（11.1.0.7）
Oracle 应用服务器 10.1.2（提供 Forms 服务和 Oracle Developer 10g）
Oracle 应用服务器 10.1.3（提供 Web 服务）
包含 Oracle Forms 和 Oracle Reports（R12 版本只用在并发管理上）的 Oracle Developer
10g
Oracle AS 10.1.2 Developer (Tools) Oracle Home

3.2.3

安装步骤

首先用 VNC 工具登录系统，如图 3-2 所示。

图 3-2

用 VNC 工具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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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erver 文本框中输入要安装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 VNC Server 启动时用到的端口，默
认是 0，这里使用的是 1。
然后， 以 root 用户的身份执行 xclock 命令， 应该有钟表模样的图像显示， 如图 3-3 所
示。 这样操作的目的是测试 VNC 图形工具是否正常。 如果不能显示钟表的图像， 则说明图
形工具有问题，即 VNC Server 有问题，需要到服务器上检查 VNC 的进程。

图 3-3

测试 VNC 图形工具

如果 VNC 图形界面工具都正常，那么以 root 用户身份在服务器上进行“快速安装”，如
下所示 ：
[root@r1211test rapidwiz]# cd /u01/software/StageR12/startCD/Disk1/rapidwiz
[root@r1211test rapidwiz]# ls -rtl rapidwiz
-r-xr-xr-x 1 prddb dba 9407 Mar 26 2009 rapidwiz
[root@r1211test rapidwiz]# ./rapidwiz
Rapid Install Wizard is validating your file system......
4 dvd labels found
Rapid Install Wizard will now launch t he Java Interface.....

（1）开始安装
开始安装的界面如图 3-4 所示。
图中列出了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1.1 版本包含的 Oracle 应用组件的名称和版本。
单击左边的折叠图标可以查看详细的内容， 通过滚动条可以看到全部的组件， 然后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2）选择一个安装向导
在图 3-5 中选择安装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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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安装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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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安装（Install Oracle Applications Release 12.1.1）： 将安装一个全新的、 完全配
置的系统， 可以在稍后的安装画面中选择全新的生产系统数据库或演示用的 Vision
Demo 数据库。在安装过程中，配置参数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输入相关值。

46

Oracle E-Business Suite：ERP DBA 实践指南

快速安装（Use Express Install）： 将安装一个完全配置的单用户系统， 可以在稍后的
安装画面中选择全新的生产系统数据库或用于演示的 Vision Demo 数据库。 在安装过
程中只提供几个关键的配置参数， 如数据库类型和名称等， 其他参数（ 如目录和挂载
点等 ） 会自动根据默认的参数进行快速安装。 这种安装类型只包含默认的核心应用产
品集， 不能在此处选择附加的应用产品。 但在安装完成后， 也可通过工具注册附加的
应用产品（必须根据 Oracle 许可协议）。
升级安装（Upgrade to Oracle Applications Release 12.1.1）：只有在进行 Oracle 电子商务
套件升级的时候使用，如从 11i 系统升级到 R12 版，本书中将不涉及与此相关内容。
本书采用标准安装形式进行。 对于生产系统的安装， 建议也用标准安装的形式进行， 单
击 Next 按钮继续。
（3）Oracle 配置管理
进行 Oracle 配置管理的界面如图 3-6 所示。

图 3-6

Oracle 配置管理器界面

Oracle 配置管理器（Oracle Configuration Manager，OCM） 是一个管理组件， 在出现问
题的时候， 通过该组件可以很容易得到 Oracle 产品的支持。OCM 的使用是可选的， 在实际
业务中，使用 OCM 的情况并不多。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4）配置选择
进行配置选择的界面如图 3-7 所示。
在进行配置选择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要进行一个全新的安装， 需要选择创建一个新的配置文件。 如果安装过程中出现中
断，需要重新启动后再进行安装，或者在安装多节点的情况下，选择 Load the fllowing s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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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单选按钮。

图 3-7

配置选择界面

2） 新产生的安装配置参数文件保存的位置会在屏幕中临时出现。 如果选择创建新的配
置文件， 下面这些应用数据库链接串将被激活， 并保存到应用数据库中， 这里使用的格式是
< 主机名 > ：<SID> ：< 数据库端口 >。例如，r1211test.cn.oracle.com:PROD:1521（主机名称
必须包含域名）。
3）conf_<SID>.txt 参数配置文件很重要，一定要保存好。如果选择多节点安装方式，这
个文件是必需的，后续想新增加一个新的应用节点时也需要这个配置文件。
4）conf_<SID>.txt 参数配置文件保存的是收集的数据库节点和应用节点信息。
这个文件是在图 3-7 中单击 Next 按钮后会自动产生的，存放在以下 3 个不同的位置：
数据库节点 ： 存放在 <ORACLE_HOME>/appsutil 目录下， 该文件将被永久存储， 而
不会被删除。
应用系统节点：存放在 $INST_TOP 目录下，该文件将被永久存储，而不会被删除。
临时目录 ：存放在 tmp/<time stamp> 目录下，由于只是在快速安装运行过程中使用此
文件，所以该文件将在安装完成后自动删除。
应用数据库和应用系统物理分开是生产系统最常见的一种架构方式。 例如， 根据前面
的规划需要 3 台服务器，1 台服务器用作应用数据库， 其他 2 台用于应用系统。 将需要 3 次
使用“ 快速安装 ”， 即首先要安装数据库层， 然后在每台服务器上各运行一次“ 快速安装 ”。
虽然在应用层服务器上运行“ 快速安装 ” 的顺序无关紧要， 但不能同时在多台服务器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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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安装”。
（5）全局系统设置
全局系统设置的界面如图 3-8 所示。

图 3-8

全局系统设置界面

在进行全局系统设置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在全局系统设置界面中，可以了解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用到的默认网络端口，也可以
通过旁边的滚动条查看全部信息。 如果想完全了解这些端口信息， 可以在上一步提到
的 conf_<SID>.txt 配置文件中找到。
如果生产系统在公司的整个网络结构中， 有网络防火墙限制， 则需要 ERP DBA 和网
络管理员进行协调，打开端口列表中的所有端口。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是用端口池的方法管理所用的全部 Service 的端口， 这样可以大
大降低人工调整的失误几率。
端口池默认的设置值为 0， 但可以通过选择端口池下拉列表中的另一个字段值去统一
改变端口， 这里共对应 100 个可选值。 如果选择了 1 增量， 那么端口池中的值在默认
端口的基础上统一增加 1。 例如， 应用数据库监听端口会由 1521 变成为 1522，RPC
端口由 1626 变成 1627，其他 Service 的端口也都会偏移相同的值。
端口池的使用， 保证了在同一台物理机器上同时安装（ 或者克隆 ） 的多个 Oracle 电
子商务套件能够共存。如测试系统用默认端口池 +1 系列端口， 培训系统用 +2 系列端
口，两个系统将不会存在端口的相互冲突。
如果没有特殊的需求， 可以简单地接受端口池的默认值， 然后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根
据特殊的需要， 也可以单击 Edit Ports 按钮， 这时会打开另外一个端口屏幕， 可以在其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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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任何需要的特定端口值， 这样可以避免因整个网络系统中某个端口已经分配给某个其他系
统而产生端口冲突。
（6）数据库节点配置
数据库节点配置的界面如图 3-9 所示。

图 3-9

数据库节点配置界面

在数据库节点配置界面中，需要配置数据库相关的一些信息，如下：
可以选择全新安装的数据库类型 ：Fresh Database（ 生产系统一定要选择这个类型 ），
也可以选择 Vision Demo 数据库类型。
输入机器名和域名信息， 可以参考前面设置的 /ete/hosts 文件中的信息。 例如， 机器
名为 r1211test ，域名为 cn.oracle.com。
通过下拉列表可以选择并确认应用数据库使用的操作系统类别， 例如本书用的 Linux
X86-64(64-bit)。生产系统一定要严格按照真实的操作系统版本和 CPU 型号进行选择。
确认应用数据库的操作系统 owner 用户，例如用户 oracle。
确认应用数据库的操作系统 owner 所属的组，例如 Oracle 用户组 dba。
Base directory 就 是 $ORACLE_BASE 变 量， 可 以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进 行 更 改， 如 /u01/
oracle/PROD。 在这个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是 ：/u01 权限不足、 空间不够等导致第 14
步系统自检时报错。
提示

建议记住这个 Base directory 目录， 在应用系统的环境变量和数据库环境变量中都没
有专门设置这个变量，但是在以后进行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克隆操作时会用到。
如果没有特殊的需求， 可以接受默认的文件存放路径， 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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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需 求， 则 需 要 单 击 Edit Paths 按 钮 编 辑 路 径， 打 开 另 外 一 个 界 面， 可 以 在 其 中 设 置
$ORACLE_HOME 及用户数据的存放路径。
在生产系统中， 出于安全或性能方面的考虑， 不会将应用数据库软件和用户数据文件放
到同一个目录中， 如 /u01 只用于存放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的软件文件，/d01 和 /d02 则用于
存放企业的数据文件。 文件存放的路径问题， 可以在初始安装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改变。 如
果使用的是 ASM，那么就没有文件存放的问题。
（7）选择一个 License 类型
在如图 3-10 所示的界面中选择一个 License 类型。

图 3-10

选择 License 类型

在选择 License 类型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在选择安装一个全新的生产系统数据库后会有一个提示， 询问是否确认已经购买了
Oracle 软件许可或 Oracle 产品许可。如果在上一步中选择的是 Vision Demo 数据库类
型，将不会有这个提示。
“ 快速安装 ”会自动安装通用的大部分应用产品模块， 如果购买了 Oracle 产品许可，
只通过一些简单命令激活就可以使用相关的模块功能。
（8）为附加的模块添加 License
在图 3-10 中选择 Suite Licensing 单选按钮 ， 单击 Next 按钮打开的授权页面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中有对应的应用模块选项， 灰色部分是必需的模块部分， 如果需要附加其他模
块， 可以单击选项前的白色复选框进行选择。 技术顾问可能并不太清楚这里显示的关联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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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 这时候就需要咨询公司的软件采购部门或功能顾问。 完成上述选择后单击 Next 按
钮继续。

图 3-11

Suite License 许可授权界面

（9）选择特定国家的功能
在如图 3-12 所示的界面中选择特定国家的功能。

图 3-12

选择特定国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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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定特定国家的功能时有以下两点要考虑：
对于有些企业 ERP 系统， 需要安装针对某个国家本地化的特定程序，Oracle 电子商
务套件默认全部适合美国本土配置，如果只是在美国使用，那么可以忽略这个设置。
如果公司总部在美国， 该公司设在日本或中国的分公司也需要使用这个 ERP 系统，
或者以后打算在其他国家开展新的工作并使用同一个 ERP 系统， 则需要进行这个设
置。 如果中国分公司的人力资源等模块需要额外的功能以适应中国情况， 那么在设置
特定国家的功能时需要选择 China-CN。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支持的特定国家功能 ， 在左边的 Available Regions 列表框中按字
母顺序排列 。 可以通过双击的方法把选定的国家或地区移动到右边的 Selected Regions 列
表框中 ， 也可以先选中某个国家或地区 ， 然后单击右箭头按钮 （ > ） 来移动选定的国家或地
区 。 要将全部选项都移动到 Selected Regions 列表框中 ， 单击 >> 按钮 。 撤销选择的过程则
相反 。
（10）选择国家设置
在如图 3-13 所示的界面中选择国家设置。

图 3-13

选择国家设置

在选择国家设置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英 语 是 Oracle 电 子 商 务 套 件 默 认 安 装 的 唯 一 的 系 统 语 言， 不 能 从 右 边 的 Selected
Languages 列表框中移走。同时，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还支持大部分国家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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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取双击的方式把左边的特定语言移动到 Selected Languages 列表框中。
在初始安装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后进行的除英语之外的语言包安装过程中，可以很容
易地完成特定的语言包的安装。例如，这里选择了“Simpliﬁed_Chinese-ZHS”，后续打
中文语言包时就可以很轻松地完成。如果在这里没有选择“Simpliﬁed_Chinese -ZHS”，
那么后续要打中文语言包就比较麻烦 。
字 符 集 的 选 择 是 相 当 重 要 的， 一 定 要 选 择 适 合 自 己 企 业 需 求 的 字 符 集。Oracle 电
子 商 务 套 件 的 Default territory 是 美 国， 默 认 的 数 据 库 和 APPL_TOP 的 字 符 集 是
US7ASCII ， 一般不建议使用默认的这些设置。 在初始安装后对 Default territory 的修
改比较简单， 也没什么风险， 修改数据库和 APPL_TOP 的字符集在技术上肯定是可
以的，但是有一些字符集相互转化的限制，并且会花费很长时间，具有一定风险。
建议在安装过程中将数据库和 APPL_TOP 字符集选择 AL32UTF8，将 IANA character
set 的字符集选择 UTF-8。
（11）主应用节点配置
在如图 3-14 所示的界面中进行主应用节点配置。

图 3-14

主应用节点配置界面

通过前面几个步骤， 我们在应用数据库层面进行了一些配置。 如图 3-14 所示的界面是
针对应用层的， 这里需要设置应用系统的机器名、 域名、 服务器的操作系统类型， 以及管理
应用系统的操作系统用户和用户的属组，例如，这里的用户是 applmgr，属组是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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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主应用节点配置界面中，要配置一些与应用服务器相关的信息。
机器名和域名信息， 参照 /ete/hosts 文件中已经设置好的配置信息， 例如机器名为
r1211test ，域名为 cn.oracle.com。对于多节点安装应用系统，要正确选择对应的应用
服务器的机器名和域名。
通过 Operating System 下拉列表框可以选择并确认应用系统服务器使用的操作系统类
型，例如本书实验环境是 Linux X86-64(64-bit)，生产系统一定要严格按照操作系统的
版本和 CPU 型号进行选择。
确认应用数据库的操作系统 owner 用户，例如，本书实验环境中的用户是 oracle。
确认应用数据库的操作系统 owner 所属的组， 例如， 本书实验环境中的 oracle 用户属
组是 dba。
Base directory 就 是 $ORACLE_BASE 变 量。 可 以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更 改 为 /u01/oracle/
PROD。 这个地方最容易出问题， 主要是由 /u01 目录的权限不足及此目录空间不够等
原因导致验证资源失败。
Instance directory 是存放 $INST_TOP 内所有文件的地方， 也是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从 R12 版本开始出现的一个新的架构方式。
如果没有其他的特殊需求， 接受所有的默认值， 这时可以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如果有
其他需求， 可以单击 Edit Services（ 编辑服务 ） 按钮， 打开另外一个界面， 查看并配置应用
节点上的所有服务。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从 R12 版本开始取消了 11i 中 Forms Node 和 Web Node 这样的说
法。这些 Node 的角色已被如下服务所代替：
Root Services
Web Entry Point Services
Web Application Services
Batch Processing Services
Other Services Group
Root Services、Web Entry Point Services 和 Web Application Services 必须在同一个节点
上，不能分开独立运行，其他服务可以分开。例如，两台服务器的架构如下。
把应用数据库和并发管理器放到服务器 A 上。
应用系统的 Web 和 Forms 服务等放到服务器 B 上。
在初始安装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时，要在服务器 A 上选择 Batch Processing Services。
在服务器 B 上选择 Root Services、Web Entry Point Services、Web Application Services 和
Other Services Group。
服务器 A 上将有三个 $ORACLE_HOME ：第一个是 Oracle 11g 数据库的 $ORACLE_
HOME， 第 二 个 是 Oracle Application Server 10.1.2 的 $ORACLE_HOME， 第 三 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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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Application Server 10.1.3 的 $ORACLE_HOME。
服务器 B 上有两个 $ORACLE_HOME ： 第一个是 Oracle Application Server 10.1.2 的
$ORACLE_HOME，第二个是 Oracle Application Server 10.1.3 的 $ORACLE_HOME。
（12）查看节点信息
在如图 3-15 所示的界面中查看节点信息。

图 3-15

查看节点信息界面

由图 3-15 可知如下信息。
这个界面是对前面所有设置的应用数据库和应用服务器节点信息的总结。
对于较小的 ERP 环境， 一个应用数据库节点和一个应用服务器节点就已经足够了。
如果没有其他特殊需求，直接单击 Next 按钮继续安装。
对于大型的 ERP 环境， 需要配置多个应用服务器才能满足企业业务需求， 这时单击
Add Server（ 增加服务器 ） 按钮来增加新的应用服务器。 这是一个可选的操作步骤，
在初始安装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完成后，也可以根据公司业务的增长需求随时增加新
的应用服务器节点。
对于新增加的应用服务器的管理，一般有两种架构方式 。
第一种是配置共享模式的应用服务器节点。 这种配置方式在实际工作中用得比较多。 这
种架构方式的好处有维护方便、 占空间少、 应用补丁程序时可以在所有节点上一次完成。 但
是对于非 Linux 操作系统， 需要利用第三方的 HA 软件首先创建一个共享的文件系统作为
APPL_TOP 目录。Linux 操作系统提供免费的具有共享文件系统功能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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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配置非共享模式的应用节点。这种配置方式需要在每个应用节点上存放
一 份 $ A P P L _ TO P 文 件 ， 并 且 要 求 每 个 应 用 节 点 的 $ A P P L _ TO P 的 路 径 必 须 和 主 应 用
节点完全一样。这种方式的不利之处是维护成本比较高，所以一般不建议采用这样的
架构方式。
无论采取什么架构方式， 增加节点的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 由于对每台应用服务器提
供的作用不同， 在配置过程中对应的服务选择也不同。 例如， 可以配置一台应用服务器只做
application 服务， 另外一台只做 Web 服务， 将并发管理服务器的服务放到第三台服务器上，
但是必须记住，Root Services、Web Entry Point Services 和 Web Application Services 要在同
一个节点上。
（13）预安装测试
预安装测试的界面如图 3-16 所示。

图 3-16

预安装测试界面

通过以上配置步骤，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会自动检查所要用到的资源状态。 例如， 需要
的所有网络端口的可用性、 自动创建不同用途文件系统的 mount 点并进行权限的设置、 检查
可用空间是否满足需求、 测试和确认服务器名和域名、 检查应用数据库和应用系统所要用到
的操作系统用户，以及其所属的属组。
（14）系统配置自检
系统配置自检的界面如图 3-17 所示。
“ 快速安装 ” 会对整个系统进行图 3-17 中所列的 6 项测试， 以此来判断现有的配置是否
能满足安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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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配置自检界面

Port Availability：验证选择的网络端口的可用性。
OS User and Group Check ：验证操作系统的用户和组是否存在，并保证用户是所在组
的成员。
Port Uniqueness：验证网络端口的唯一性，确认是否有端口已经用于服务器的其他进程。
File Systems：验证文件系统的 mount 目录是否存在并已经赋予正确的权限。
File Space：验证文件系统的 mount 目录是否有足够的空间。
Host/Domain：验证机器名和域名是否符合需求。
这里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如果之前在此服务器上安装过其他应用系统， 则可能有某些端口被占用， 这样会造成
在进行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安装检查时提示网络端口不可用。
文件系统空间规划不足。一套全新安装的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需要的最小空间为 87 GB，
如果安装的是 Vision Demo 系统，则需要的最小空间为 230 GB 左右。
在图 3-17 中， 如果有“X”、“!” 错误或警告提示， 则需要单击对应的条目查看详细
的错误信息。 根据错误或警告提示日志完全解决问题后单击 Retry（ 重试 ） 按钮， 直
到所有信息完全正常后才可以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15）回顾安装部分
在如图 3-18 所示的界面中回顾安装部分。
如图 3-18 所示，“ 快速安装 ” 会根据前面选择的参数列出要安装的组件名称、 组件版本
及语言集等，可以单击折叠图标查看全部。确认无误后，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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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回顾安装部分界面

（16）开始安装过程
开始安装的提示界面如图 3-19 所示。

图 3-19

开始安装的提示界面

单击 Yes 按钮继续安装。如果单击 No 按钮，则会回到如图 3-18 所示的界面。
（17）监控安装状态和指示
在图 3-20 中可以监控安装状态和指示。

图 3-20

安装状态和指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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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过程中，“快速安装”进度栏显示一个总的进度条和一个每项的进度条。
直到两个进度条都从屏幕上消失， 系统才算安装完毕。 这个界面要继续很长时间， 如果
这个界面忽然消失， 则安装过程可能未正常结束， 这时需要查看日志确认具体的原因。 安装
中的重要日志如下所示：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root@r1211test

~]# cd /u01/oracle/VIS/inst/apps/VIS_r1211test/logs
~]# tail –f 05242016.log
~]#cd /u01/oracle/VIS/db/tech_st/11.1.0/appsutil/log/VIS_r1211test
~]# tail –f 05242016.log

数据库层的日志位于 <APPS_BASE>/db/tech_st/10.2.0/appsutil/log/<CONTEXT_NAME>/<timestamp>.
log 中，应用层日志位于 <APPS_BASE>/inst/apps/<CONTEXT_NAME>/logs/<timestamp>.log 中。
在安装期间可以通过 tail 命令实时监控日志，进而观察安装的过程和步骤。
（18）回顾安装的组件
通过图 3-21 可以回顾安装的组件。

图 3-21

回顾安装的组件界面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安装完成后 ， 图 3-20 中的进度条会自动消失 ， 并出现如
图 3-21 所示的画面。系统会自动验证安装好的组件的配置，并且自动测试关键的服务是否正
常工作。
系统自动测试的关键服务主要有如下内容。
Database Availability：检查数据库的可用性，并测试是否可以登录数据库。
Environment File：检查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所需要的环境变量是否产生并能正常使用。
HTTP：Http Server 的监听是否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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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Directory：检查 Web 的虚拟目录是否有效。
Login Page：检查是否可以正常登录到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Configuration Upload：验证所有的配置文件已经上传到数据库中。
DBC File：验证 DBC 文件是否已经被创建成功并能正常运行。
Help Page：验证 Help Page 是否正常。
JSP：验证 JavaServer 网页是否正常工作。
在图 3-21 中，如果出现感叹号（！）或 X 图标的任何选项，可以单击该项查看问题的详
细信息。 对于任何感叹号（！） 或 X 图标的出现， 都需要检查和分析安装日志， 查找具体原
因， 进行错误修复。 如果手动修复错误， 单击 Retry（ 重试 ） 按钮再次验证。 直到选项完全
正常，才可以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19）连接到应用系统
完成安装后，连接到应用系统的界面如图 3-22 所示。

图 3-22

完成安装并连接到应用系统界面

图 3-22 中显示的是已经安装的组件名称和组件版本信息。 如果希望查看上一步安装后
的自检界面，可以单击 Back 按钮。
单 击 Connect to Oracle Applications Release 12.1.1 链 接， 可 以 登 录 到 ERP 中， 单 击
Finish（完成）按钮将彻底退出安装会话。

3.2.4

特殊情况处理

1. 重启继续安装
如果安装过程在没完全结束前异常终止， 可以通过重新运行“ 快速安装 ” 的安装向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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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纠正，需要加入重启选项：rapidwiz-restart。
执行 rapidwiz -restart 操作的前几步和正常安装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在出现如图 3-23 所示
的界面时，必须选择第一次产生的 conf_<SID>.txt。接受配置信息，然后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图 3-23

选择配置文件界面

通过以上的操作，“ 快速安装 ” 过程将自动定位到上一次出现错误的步骤。 修复错误后，
就可以根据提示继续进行下面的步骤了。
2. 修复 Bug
这个 Bug 只会在安装一个新生产系统时才出现，Vision Demo 中没有这个 Bug。 本书实
验环境为 Linux+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1.1+ 全新安装生产库方式。 通过分析 Bug 可以猜
测出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在数据库安装阶段并没有采用新创建数据库的方式进行，而是采用
的数据库 Clone 方式。
这个 Bug 的解决方法如下所示：
$su - oracle
$cd /u01/oracle/VIS/db/tech_st/11.1.0
$. ./VIS_r1211test.env
$ sqlplus /nolog
SQL*Plus: Release 11.1.0.7.0 - Production on Mon Jun 13 09:49:01 2011
Copyright (c) 1982, 2008, Oracle. All rights reserved.
SQL> connect /as sysdba
SQL> alter database datafile '/u01/oracle/VIS/db/apps_st/data/system09.dbf' resize
1000M;
SQL> alter database datafile '/u01/oracle/VIS/db/apps_st/data/system09.dbf' resize
1500M

可见， 初始安装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的过程并不复杂， 只要根据系统提示一步一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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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即可。 最关键的是做好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如检查操作系统的补丁、 工具， 以及版本需求
等。 另外， 每个步骤中的细节设置都值得特别注意， 一定要根据自己公司的业务需求进行合
理地参数配置。

3.3

安装后的基本配置、检查和备份
以上安装步骤只是完成了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系统在服务器上的初始安装， 但最

终用户要访问这个 ERP 系统，还需要以下一些配置、检查和备份维护。

3.3.1

配置客户端软件

访问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是客户端通过 Web 浏览器 (IE) 连接到服务器的， 数据的交互
使用的是客户端的 applet， 而不是使用 Web 浏览器自身的 JVM。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版本使用的 SUN JRE 插件对版本有一定要求。 下面介绍 Oracle 支持网站提供的与此相关的
信息。这些版本要求的信息是不断更新的，关于当前最新的认证版本信息，请查看 Oracle 技
术支持文档（Notes：389422-1）。
对 IE 的版本要求如图 3-24 所示。

图 3-24

对 IE 的版本要求

对 Firefox 的版本要求如图 3-25 所示。
如果并未在个人计算机中安装 SUN JRE（ 以前为 J2SE） 插件， 第一次访问 Oracle 电子
商务套件时，Web 浏览器会提示用户下载所需的用于安装的可执行文件。
安装 Java 插件虽然很简单，但是其在项目中却有很重要的意义。
大部分的最终客户对 IT 并不熟悉， 尤其是在 ERP 使用的初期， 可能不习惯 ERP 带来的
好处， 同时由于一些小小的操作麻烦导致不会使用 ERP 系统， 更会激化最终用户对 ERP 使
用的排斥。 建议 ERP DBA 写一个傻瓜式的插件安装文档给最终客户并进行适当地培训。 如
果最终客户都能很好地掌握这些简单的技能，ERP DBA 的工作量也将会减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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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Firefox 的版本要求

SUN JRE 插件允许组件的 Oracle JVM 的 Web 客户机使用，而不是浏览器的 JVM。此组
件是作为一个浏览器插件来使用的。

3.3.2

检查 DNS 客户端

对于生产系统， 会在 DNS 服务器中为其提前配置好 ERP 访问的域名解析， 如果还没有
设置， 或者对于只是用作测试或培训的临时系统， 可以在客户端计算机的 hosts 文件中增加
ERP 服务器信息，如下所示：
编辑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增加如下信息，保存退出
10.182.103.116

3.3.3

r1211test.cn.oracle.com r1211test

首次登录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系统管理员应该在第一时间以 sysadmin 管理员身份登录系统， 进行一些系统配置、 创
建用户并赋予权限。
首次登录使用 SYSADMIN/sysadmin 身份，SYSADMIN 拥有对 ERP 系统的最高权限，
所以， 一般初始安装后需要马上修改密码。 有关修改用户信息和密码的内容在第 4 章中将有
详细介绍。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的登录界面如图 3-26 所示。

图 3-26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的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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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 -ef | grep http
$su - oracle
$cd /u01/oracle/VIS/db/tech_st/11.1.0
$. ./VIS_r1211test.env
$cd /u01/oracle/VIS/db/tech_st/11.1.0/appsutil/scripts/VIS_r1211test
$. ./addlnctl.sh stop VIS
$. ./addbctl.sh stop immediate
$ ps -ef | grep ora_
$ ps -ef | grep tns
$ ps -ef | grep oracle
$ exit
[root@r1211test]#cd /u01/oracle/VIS
[root@r1211test]#tar cvf apps20110612.tar ./apps
[root@r1211test]#cd /u01/oracle/VIS
[root@r1211test]#tar cvf inst20110612.tar ./inst
[root@r1211test]#cd /u01/oracle/VIS
[root@r1211test]#tar cvf db20110612.tar ./db

备份的操作步骤如下。
1）切换到应用系统用户，例如 applmgr。
2）执行应用系统的环境变量，例如 APPSVIS_r1211test.env。
3）正常关闭所有的应用服务。
4）检查应用的所有服务，并一定要等待并发程序完全结束。
5）切换到数据库用户，例如 oracle。
6）执行数据库的环境变量，例如 VIS_r1211test.env。
7）正常关闭数据库的监听程序。
8）正常关闭整个数据库。
9）检查数据库监听和数据库进程是否完全结束。
10）切换用户到 root ，切换到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系统的 base 目录，例如 /u01/oracle。
11）备份 apps、inst 和 db 到磁盘或者磁带机中。
在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备份前一定要检查是否有足够的空间。
一定要先正常停止应用系统，之后停数据库系统，然后开始备份。
在使用 tar 备份的时候，后面的路径最好为相对路径，这样可以恢复到任何路径下。
为什么要用 root 用户身份执行 tar 备份？ 因为数据库层面中有些文件是以 root 权限运
行的， 用非 root 用户身份备份会失败。 在恢复的时候， 还是用 root 用户身份来执行 tar xvf
命令， 只需要修改成 ERP 系统的用户和属组就足够了。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 一定不要用
chown -R 命令。

66

3.4

Oracle E-Business Suite：ERP DBA 实践指南

本章小结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理解和掌握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的安装部署过程。 主要介绍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R12 安装部署前的准备工作、安装相关的概念及原理，讲解了安装过程
中的每个步骤，最后说明了安装部署之后还需要完成的几项工作。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安装部署工作是 ERP DBA 的基本工作，也是其他后续工作的基础。
安装部署本身并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但其中凝聚了很多经验。“ 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比安装
过程更重要。”“ 做好百分之百的准备， 没有失败的理由。” 没有进行正确地安装部署， 后续
使用 ERP 系统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和麻烦，甚至存在很大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