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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UNIX、Linux 上安装 xigemaDB

这些主题面向数据库管理员、应用程序开发者和其他 IT 专家，描述如何在运行 UNIX 和 Linux 操作系统的计
算机上安装、配置和初始化 xigemaDB 数据库服务器。

这些主题面向安装 xigemaDB 服务器的数据库管理员 (DBA)。本文档假定您熟悉您计算机的操作过程和您的
操作系统。

可以从 Vsettan xigemaDB 的安装介质安装以下其他产品：
• Vsettan xigemaDB BladeManager
• Vsettan xigemaDB JDBC Driver (JDBC)
• Vsettan xigemaDB 客户端软件开发套件 (Client SDK) 或 Vsettan xigemaDB Connect (xigemaDB

Connect)

如果是 xigemaDB 与客户端程序捆绑在一起的捆绑软件，Windows 客户端所在磁盘与 UNIX 和 Linux 客户
端的不同。

这些主题取自Vsettan xigemaDB 安装指南（UNIX 和 Linux）。

1. 1  符合行业标准
Vsettan xigemaDB 产品符合多种行业标准。

基于 SQL 的 Vsettan xigemaDB 产品完全符合 SQL-92 入门级标准（作为 ANSI X3.135-1992 发布），此标
准与 ISO 9075：1992 相同。此外，Vsettan xigemaDB 数据库服务器的很多特性符合 SQL-92 中间级和完
备级标准以及 X/Open SQL 公共应用程序环境 (CAE) 标准。

1. 2  演示数据库
DB-Access 实用工具随 Vsettan xigemaDB 数据库服务器产品一起提供，该产品包括一个或多个以下演示数
据库：
• stores_demo 数据库以一家虚构的体育用品批发商的有关信息举例说明关系模型。Vsettan xigemaDB 发

布的许多示例均基于 stores_demo 数据库。
• superstores_demo 数据库演示了对象关系模型。superstores_demo 数据库包含扩展数据类型、类型和

表继承以及用户定义的例程示例。

有关如何创建和填充示例数据库的信息，请参阅 Vsettan xigemaDB DB-Access 用户指南。有关数据库及其
内容的描述，请参阅 Vsettan xigemaDB SQL 指南：参考。

用于安装示例数据库的脚本在 UNIX 平台上保存在 $INFORMIXDIR/bin 目录中，在 Windows 环境中保存在
%INFORMIXDIR%\bin 目录中。

1. 3  如何阅读语法图
语法图使用特殊组件描述 SQL 语句和命令语法。

沿着线路径，按照左至右，由上至下的顺序阅读语法图。

向右的 v 型和一个连字符符号（  ）表示语法图的开始。

连字符和一个右向 v 型符号（ ）表示语法在下行继续。

右向 v 型和连字符符号（ ）表示语法从上一行继续。

向右的v型和一个连字符符号（  ）表示语法图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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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片断以垂直条和连字符符号（ ）开始，以连字符和垂直条符号（ ）结束。

必选项显示在水平线（主路径）上。

可选项显示在主路径之下。

如需从两个或多个选项中选取一项，这些选项以堆叠方式展现。

如为必备选项，该选项显示在主路径上。

如为可选项，显示在主路径下方的堆叠序列中。

如为默认选项，该选项显示在主路径上方，其余选项显示在主路径下方。

主路径上方向左返回的箭头表示重复项。这种情况下，重复项必须由一个或多个空格隔开。

如果重复箭头包含逗号，那么必须用逗号隔开重复项。

堆叠序列上方的重复箭头表示可以从堆叠序列中的选项中多选，或者重复单选。

SQL 关键字以大写形式出现（例如 FROM）。必须完全按所示拼写关键字。变量以小写形式出现（例如
column-name）。它们在语法中表示用户提供的名称或值。

如果显示标点符号、括号、算术运算符或此类其他符号，必须将其作为语法的一部分输入。

有时候，一个变量表示一个语法段。例如，在下面的图中，变量 parameter-block 表示标签为 parameter-
block 的语法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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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示例代码约定
SQL 代码的示例在整篇文档中出现。除非另有说明，代码不特定于任何单个的 Vsettan xigemaDB 应用程序
开发工具。

如果示例中仅列出 SQL 语句，那么它们将不用分号分隔符。例如，可能会看到以下示例中的代码：

CONNECT TO stores_demo
...

DELETE FROM customer
   WHERE customer_num = 121
...

COMMIT WORK
DISCONNECT CURRENT

要将此 SQL 代码用于特定产品，必须应用该产品的语法规则。例如，如果使用的是 SQL API，那么必须在
每条语句的开头使用 EXEC SQL，并在每条语句的结尾使用分号（或其他合适的分隔符）。如果使用的是
DB-Access，那么必须用分号将多条语句分开。

注:  代码示例中的省略点表示在整个应用程序中将添加更多的代码，但是正在讨论的概念中不必显示
它。

有关使用特定应用程序开发工具或 SQL API 的 SQL 语句的详细指导，请参阅产品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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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备安装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品

在启动安装进程之前，必须准备系统以确保您有足够权限来执行安装。

执行 root 安装之前，请以 root 用户身份或具有 root 用户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如果启动安装应用程序时没
有使用 root 用户权限，那么可以执行非 root 安装。

安装准备工作包含以下某些任务。具体需要完成哪些任务取决于操作系统、主机环境和安装首选项。

2. 1  为安装准备操作系统
在安装 Vsettan xigemaDB 之前，必须应用您的特定操作系统的 machine notes 中所述的所有补丁并安装其
中所述的共享库文件。

要在您的系统上准备操作系统：

1. 按 machine notes 中所述应用操作系统补丁。
2. 如果没有您的平台所需的所有库文件，请在您的系统上安装这些文件。

Vsettan xigemaDB 文档中将安装目录称为 $INFORMIXDIR。如果在环境中设置了 $INFORMIXDIR，这
将是默认安装位置。

3. 启动安装应用程序之前，确保在您的 PATH 环境变量中设置 tar, gzip, wget, md5sum, unzip 的位置。

安装后，machine notes 、xigemaDB 文档说明以及 release notes 都位于 $INFORMIXDIR/release 子目录
中。

提示:  验证您的主机是否有安装所需的足够磁盘空间，如Vsettan xigemaDB 的磁盘空间需求-4-
页中所述。

2. 2  确定系统需求
在安装任何产品之前，请确保您的系统符合所有需求。

请阅读以下主题并确保您的系统符合所有需求。

2. 2. 1  Vsettan xigemaDB 的磁盘空间需求

有关可以安装产品的受支持 UNIX 和 Linux 操作系统的列表，请参阅 Vsettan xigemaDB machine notes 。

重要:  您的系统可能低于以下要求的标准，具体取决于操作系统和环境。

Vsettan xigemaDB 捆绑软件的典型安装需要大约 750 MB 的磁盘空间。某些安装选项需要额外的的
磁盘空间。安装应用程序在您将二进制文件复制到您的主机之前会通知您安装所需的总磁盘空间。

安装需要大约 1 GB 内存。

在 UNIX 或 Linux 上安装之前，请确保临时目录（默认情况下为 /tmp）中具有 2 GB 的可用空间。这
样做是为了支持安装介质的解压以及安装程序的运行。在调用安装程序之前，可以变更此位置，方法
是将 IATEMPDIR 环境变量设置为包含足够存储空间的位置。如果默认临时位置中的空间不足，安装
程序会尝试将信息写入用户帐户的主目录。

2. 3  装入产品文件（UNIX and  Linux）
在安装之前，必须装入产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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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文件所在的目录（在本文档中称为 media_location）可以位于磁盘设备（如 DVD）上或已下载的源文
件解压缩到的文件服务器上。

要在 Linux 操作系统上装入产品文件：

1. 从磁盘设备直接访问安装程序。
2. 要从文件服务器访问安装程序，请输入适当的 tar 命令或其他命令。

例如：
tar xvf filename

在此命令中，filename 是包含产品文件的 tar 文件的安装名。

2. 4  创建 informix 组和 informix 用户
基于 root 的安装要求主机操作系统上有 informix 组和 informix 用户。通常，安装应用程序会创建这些对
象，但在一些情况下，您必须在安装之前创建这些对象。

此任务不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上的非 root 安装，因为此类安装不要求有 informix 用户和组。

在以下情况下，您必须在运行安装应用程序之前创建这些对象：

• 您要指定特定标识 (ID) 号。
• 系统上存在 informix 组，但不存在 informix 用户。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仅创建该用户。

要创建 informix 组和 informix 用户：

1. 使用 groupadd 实用程序后面跟组的名称来创建 informix 组，格式如下所示：groupadd -g n informix

其中 n 是大于 100 的未使用标识 (ID)。

（在 AIX 上，使用 mkgroup 命令，而非 groupadd。
2. 使用 useradd 实用程序后面跟 (informix) 组和用户名 (informix) 来创建 informix 用户，格式如下所

示：useradd -u n -g informixinformix

其中 n 是大于 100 的未使用标识 (ID)。

重要:  仅当用户需要对数据库服务器的管理访问权时，才将这些用户添加到 informix 组。

3. 通过运行 passwd 实用程序为informix 用户创建密码。

2. 4. 1  informix 组
对于安装和管理 Vsettan xigemaDB 所需的用户帐户，系统上必须存在 informix 组。

informix 组定义确定您要对其授予数据库服务器管理访问权的用户帐户集合。informix 用户必须是此组的一
部分。

如果您是在 Linux 系统上首次安装 xigemaDB，那么可以在运行安装应用程序之前手动创建 informix 组。或
者，当您运行与其他 Vsettan xigemaDB 产品合在一起的 xigemaDB 的捆绑软件时，该应用程序可自动创建
该组。

2. 4. 2  informix 用户
informix 用户是具有对 Vsettan xigemaDB 实例的主要权限的用户帐户。

informix 用户是必需的，因为它具有管理和维护系统上的 xigemaDB 实例和数据库的唯一用户标识 (UID)。
此用户帐户的密码必须受到保护。仅允许可信数据库和安全性管理员以 informix 用户身份登录。

如果您是在系统上首次安装 xigemaDB，那么可以在运行安装应用程序之前手动创建 informix 用户。或者，
当您在 Linux 上运行与其他 Vsettan xigemaDB 产品合在一起的 xigemaDB 的安装应用程序时，该应用程序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会自动创建该 UID。该安装应用程序无法创建 informix 用户的情况是在系统上已存在
informix 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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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非 root 安装
非 root 安装不需要任何系统管理权限或 informix 用户和组的帐户。这样可以将 xigemaDB 安装和部署简化
为嵌入式解决方案，但是没有 root 用户权限会限制产品功能部件的可用性。

可使用 root 或非 root 用户权限在主机上运行数据库服务器和客户端产品。传统的安装类型要求使用 root 级
别的权限，着重于通过具有超级用户权限的用户身份进行数据库服务器的安全设置和管理。对于基于 root 的
安装，informix 用户和组帐户是必需的对象，有利于进行产品安装的超级用户控制。在某些环境中，进行不
需要 root 级别或超级用户权限的安装更具有实际意义。非 root 安装以登录时提供的用户 ID 运行，此用户具
有已安装产品的数据库服务器管理员 (DBSA) 权限。安装产品的用户是安装的非 root 所有者。

非 root 所有者创建并控制访问服务器安装的所有其他用户帐户。如果 informix 用户和组与非 root 安装同时
存在于系统中，他们没有对非 root 数据库服务器的管理权限。非 root 所有者没有对标准数据库服务器安装
的管理权限。

因为非 root 安装无需基于 root 的组和用户帐户就可以在操作系统上执行，所以此安装类型不需要密码管
理。

以下环境中可以进行非 root 安装：

• 您计划将数据库服务器嵌入应用程序中，以在其他计算机上部署，并且您不想产生 root 级别安装开销，
还希望让非 root 管理员用户安装程序。

• 您没有或者不想使用 xigemaDB 产品安装的 root 用户凭证。
• 您正在开发虚拟设备。

您无法将非 root 安装转换或升级为基于 root 的标准安装，反之亦然。

在 Windows 上，以本地系统帐户安装数据库服务器可以获得同等的非 root 功能。

限制

没有使用 root 用户权限安装 xigemaDB 服务器时，您无法使用以下功能部件和工具：

• 针对具有不同所有者的服务器的 Enterprise Replication (ER)
• 高可用性集群 (MACH11)
• 高可用性数据复制 (HDR)
• 角色分离
• 用于备份与还原数据的 ON-Bar 实用程序

2. 6  选择安装选项
您可以从几个安装选项中进行选择以安装 Vsettan xigemaDB、其功能部件以及相关产品。

当您安装 xigemaDB 或相关产品时，可使用各种安装选项来安装这些产品，以适合您的安装环境和目标：

2. 6. 1  典型和自定义安装选项
典型安装将安装介质上的所有 xigemaDB 产品以及所有功能部件，并且需要的用户输入最少。自定义安装可
让您选择要从安装中排除的特定产品和功能部件，以最小化占用量（磁盘大小），并提供相应选项以使用更
高级的安全性和配置功能部件来安装 xigemaDB 服务器。

安装应用程序有两个安装选项：

典型安装 建议对大多数数据库服务器环境使用典型安装。

典型安装将安装 xigemaDB 服务器以及所有关联功
能部件和产品。典型安装还提供相应选项以创建自动
配置为在主机环境中运行的服务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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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安装 自定义安装可让您选择要从安装中排除的产品和功能
部件。某些功能部件相互依赖，因而必须一起安装。
安装应用程序会强制实施这些依赖性关系。

此外，使用自定义安装，您可以在安装后自动创建数
据库服务器实例。如果在自定义安装中创建实例，那
么可以选择设置特定配置参数，或让安装应用程序自
动设置这些参数。

如果要启用角色分离，必须选择自定义安装。

安装之后，您可以安装其他功能部件，重新安装功能部件，或删除已安装的功能部件而不在服务器基本部件
中更改其他任何内容。您选择哪种安装类型取决于您的系统体系结构、技术专业知识和实施需求。

2. 6. 2  选择安装目录：$INFORMIXDIR
在安装之前或安装期间可以创建 Vsettan xigemaDB 安装目录，称为 $INFORMIXDIR。

运行安装应用程序时，您可以接受提供的默认 $INFORMIXDIR 安装。

或者，也可以选择与默认安装不同的安装。如果您希望安装到特定目录，请遵循以下准则来准备此目录：

• 该目录必须在使用常规操作系统文件的本地文件系统或 NFS 安装的文件系统上。对于非 root 安
装，$INFORMIXDIR 必须位于本地文件系统上，前提是您计划使用 onipcstr 连接，因为您无法在非本地
文件系统上创建命名的 UNIX 域套接字。

• 在该目录中安装 xigemaDB 软件之前，建议将该目录清空。
• 要保留较早版本的产品文件，请为 Vsettan xigemaDB 产品的每个版本创建单独的目录。
• $INFORMIXDIR 安装（包含安装分隔符）不能包含空格，并且不得超过 200 个字符。非 root 安装的

$INFORMIXDIR 安装不得超过 60 个字符。

安装（包括所有安装元素）必须是安全的，然后才能初始化 Vsettan xigemaDB。安装应用程序会自动检
查目标安装的许可权，如果该安装不安全，会向您发出警报。对于大多数用户，选择安装应用程序显示的
默认安装可确保 $INFORMIXDIR 安装是安全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保护非安全 xigemaDB 安装的安
全-13- 页。

有关 INFORMIXDIR 环境变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Vsettan xigemaDB SQL 指南：参考。

2. 6. 3  部署向导
安装应用程序自定义安装中的部署向导允许您包括或排除 Vsettan xigemaDB 功能部件和功能。

一些客户将 Vsettan xigemaDB 嵌入到其应用程序中。很多客户只使用 xigemaDB 中的部分可用功能。

xigemaDB 包括一些离散的可安装功能部件。您可以从中选择，仅安装您的应用程序和部署需要的数据库服
务器功能部件。一些功能部件是互相依赖的，必须在实例中共存。由部署向导确保这些依赖性关系。该向导
自动包括依赖功能部件，或在选择的组合不受支持时通知您。最大限度减少系统的占用量的用户以及希望在
其他系统或应用程序中嵌入 xigemaDB 的用户可从这种灵活性中获益。

要使用该部署向导，必须在安装应用程序中选择自定义安装。您可以在安装 xigemaDB 后通过添加或删除功
能部件来轻松修改安装，而不必再次安装服务器基本部件。在安装 xigemaDB 之后添加或删除功能部件不会
影响系统的完整性。

所有 xigemaDB 功能部件都必须在与核心数据库服务器相同的版本上运行。

2. 6. 4  安装期间创建配置的服务器
可选择在安装期间创建和配置服务器。服务器已使用您在安装程序中做出的选择进行了配置，并已在安装完
成之后启动。此服务器需要的管理工作量极少。

设置必需的配置参数和环境变量，并配置连接信息。

注:  如果计划使用非默认语言环境或语言，请在创建数据库之前设置相应的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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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服务器创建下列存储空间：
• 可扩展的物理日志空间，用于存储物理日志
• dbspace，用于存储逻辑日志
• 具有默认页面大小且其中 8 KB 页面大小用于数据库和表的 dbspace
• 临时 dbspace
• sbspace
• 临时 sbspace

空间大小以安装期间指定的预期用户数量为依据。

为服务器配置自动调整的资源以满足对性能的要求，包括扩展缓存池、逻辑日志和物理日志，以及增加虚拟
处理器。

配置 Vsettan xigemaDB OpenAdmin Tool (OAT) 并将其连接到服务器。

配置和启动 JSON 有线监听器，并通过 ifxjson 用户连接到服务器。

2. 6. 5  角色分离
角色分离提供了检查和均衡，以提高事件审计过程的安全性。

事件审计跟踪用户执行的选定活动。启用了角色分离后，系统上某些组标识的成员将管理和检查这些记录以
确保更高的安全性。

下面两个角色必须与组标识相关联以启用角色分离：

数据库系统安全主管 (DBSSO) 控制审计子系统监视的对象以及数据库服务器可执行
的操作

审计分析主管 (AAO) 控制审计是否发生、维护审计日志文件和分析
DBSSO 要求审计的那些数据库活动的审计记录

重要:  必须选择自定义安装设置才能启用角色分离。如果启用角色分离，那么在安装 Vsettan
xigemaDB 后无法将其关闭。要删除角色分离，必须卸载数据库服务器，然后在不使用角色分离的情
况下进行重新安装。

安装应用程序会询问您是否设置角色分离。informix 组是与这两个角色相关联的默认组。如果要指定组标识
而非接受默认组标识，请在启动安装应用程序之前验证您计划在角色分离面板中指定的组在系统上是否存
在。

在安装应用程序之外，为每个充当 DBSSO 或 AAO 的人员创建一个审计用户帐户。例如，某个具有
DBSSO 职责的人员可能有用户 DBSSO1 帐户，同时也有用户 garcia5 帐户以进行一般数据库服务器访问。

2. 6. 6  响应文件(UNIX and Linux)
响应文件可便于以静默模式安装 Vsettan xigemaDB 产品。

响应文件包含产品及其功能部件的安装设置。

对于在 Linux 操作系统上进行的无人值守的安装，您必须使用适合您的安装目标的以下某种响应文件类型：

默认响应文件 要使用安装介质的 bundle.properties 文
件通过默认值进行安装，应通过执行以
下操作将 LICENSE_ACCEPTED 设置为
TRUE：LICENSE_ACCEPTED=TRUE。
添加证书路径：LICENSE_FILE=license_filepath。

自定义响应文件 将 bundle.properties 文件复制到您的系统，将其重
命名，然后将其用作自定义安装设置的模板。不要修
改原始 bundle.properties 文件。

由产品安装应用程序生成的响应文件 如果您要在多个目录或计算机中使用相同安装设置，
请首先以 GUI 或控制台模式安装产品以在响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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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捕获安装设置。使用 -r 选项运行产品安装命
令，并指定完整安装名。不要将您的响应文件命名
为 bundle.properties 或 ids.properties。使用您的
.properties 文件可在别处执行静默安装。



10 | 在 UNIX 和 Linux 上安装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品 | 

3  在 UNIX 和 Linux 上安装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品

大多数 Vsettan xigemaDB 产品（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和主要客户端应用程序）都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套件来安
装。您可以选择要安装的特定产品。此处提供了一系列支持的安装方法以帮助满足特定环境的需求。

xigemaDB 捆绑软件的二进制安装文件位于安装介质上的 ids_install 文件中。如果 ids_install 文件未出现在
您拥有的介质的顶级目录，请解压缩 iif tar 文件。

如果您愿意，可以使用独立的安装应用程序来分别安装以下每个客户端产品：
• xigemaDB 客户端软件开发套件 (Client SDK)
• xigemaDB Connect
• xigemaDB JDBC Driver

有关这些独立客户端安装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有关 Client SDK 和 xigemaDB Connect 的《Vsettan
xigemaDB 客户端产品安装指南》或《Vsettan xigemaDB JDBC Driver Programmer's Guide》。

3. 1  使用默认值快速安装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品(UNIX and Linux)
您可以通过使用典型安装设置来安装 Vsettan xigemaDB 及其所有功能部件。

确保您的系统已准备就绪，可以进行安装（请参阅准备安装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品 -4- 页）。您必须是
root 用户并提供 informix 用户的密码才能执行 root 安装。对于非 root 安装，您必须能够登录到计算机。

典型安装会提供选项创建为您的主机环境配置好的服务器。如果选择创建该服务器，则会通过您在安装程
序中进行的选择来配置它并在安装完成后启动它。还必须提供 ifxjson 用户的密码才能管理 JSON 线路监听
器。
To install xigemaDB and client products on Linux or UNIX:

1. 从命令提示符运行产品的安装命令，并指定命令的选项。
这些命令位于介质文件所在的目录中，该目录在本文档中称为 media_location。默认情况下，安装应用
程序以控制台模式运行，除非您在运行命令时指定 GUI 模式。

media_location/ids_install 安装带有所有功能部件的 xigemaDB，以及您选择
的任何捆绑客户端产品。

2. 从命令提示符中运行 ./ids_install命令，输入 license 文件的正确路径。同一个 license 文件，可用于不同
的平台。

3. 确保您在遵循安装应用程序中的指示信息时选择典型安装。
4. 完成安装并退出安装应用程序。

重要:  如果未在安装应用程序中选择创建服务器，请参阅安装后配置数据库服务器-17- 页设置服
务器。

仅针对非 root 安装：以非 root 安装所有者身份登录时，请使用 DB-Access 连接到服务器，以使用
CREATE USER 语句创建其他数据库用户。

3. 2  安装 xigemaDB 及选定的功能部件和客户端产品(UNIX and Linux)
使用自定义安装可在安装 Vsettan xigemaDB 时只带有您所需的功能部件。

确保您的系统已准备就绪，可以进行安装（请参阅准备安装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品 -4- 页）。您必须是
root 用户才能执行 root 安装。对于非 root 安装，您必须能够登录到计算机。还必须提供 ifxjson 用户的密码
才能管理 JSON 线路监听器，除非您在安装进程中取消选择 JSON 组件。

To install xigemaDB on Linux or U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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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命令提示符运行产品的安装命令，并指定命令的选项。
默认情况下，安装应用程序以控制台模式运行，除非您在运行命令时指定 GUI 模式。

media_location/ids_install 安装 xigemaDB 服务器以及您选择的任何捆绑客户
端产品。

2. 从命令提示符中运行 ./ids_install命令，输入 license 文件的正确路径。同一个 license 文件，可用于不同
的平台。

3. 确保您在遵循安装应用程序中的指示信息时选择自定义安装。
4. 完成安装并退出安装应用程序。

重要:  如果未在安装进程中选择创建服务器，则必须配置并重新启动服务器。

仅针对非 root 安装：以非 root 安装所有者身份登录时，请使用 DB-Access 连接到服务器，以使用
CREATE USER 语句创建其他数据库用户。

3. 3  Vsettan xigemaDB 捆绑软件的安装命令
UNIX 和 Linux 上 ids_install 命令的语法和用法。

用途
此命令安装 Vsettan xigemaDB 和相关产品。使用此命令，xigemaDB 数据库服务器可以单独安装，也可以
与客户端程序一起安装。如果不指定安装方式（GUI、控制台或静默），那么安装应用程序将以控制台模式
启动。

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以下命令。

语法

参数

您可以在安装命令行上设置对特定环境或安装方法有用的属性。下表列出了属性以及可实际利用属性的方
法。表中所列属性以及值 TRUE 和 FALSE 是区分大小写的。

下表描述了安装应用程序选项。

表 1: 安装选项

选项 含义

-DDEBUG=TRUE 如果您需要的有关安装应用程序执行的详细信息超过标准日志
文件所提供的信息，请对静默安装使用此属性设置。附加的详
细信息会写入 $INFORMIXDIR 环境变量所指定的目录中的文件
installer_debug.txt 和 ids_debug.txt 中。

-DLICENSE_ACCEPTED=TRUE 在静默安装时使用此属性设置以接受产品许可条款，而不是在响
应文件中指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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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含义

-DPRQCHECK=FALSE 在静默安装时使用此属性设置以绕过安装应用程序的操作系统
(OS) 先决条件检查。

重要:  请谨慎使用。禁用先决条件检查可能会导致安装不
能正常运行，因为绕过了对安装所需的操作系统更新的验
证。

-DUSER_INSTALL_DIR=path 在静默安装时使用此属性设置以在命令行上指定安装，而不是
在响应文件中指定安装。将 path 替换为您要用作目标目录的
$INFORMIXDIR 的绝对安装。

-f path 指定响应文件的绝对安装和文件名。该响应文件是自定义的安装
属性文件，可用于在别处进行静默安装。

安装必须是绝对安装。

-help 显示所支持选项及其功能的列表。

-i gui 以 GUI 方式启动安装程序。

-i console 以控制台模式启动安装程序。

-i silent -f path 启动使用 path 中指定的响应文件的静默安装。请参阅执行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品的静默安装-13- 页以获取更多详细信
息。

-i swing 以 GUI 方式启动安装程序。

-r path 从指定的 path 位置中的安装创建响应文件。该响应文件包含要部
署在多个位置中的安装配置。或者，也可以编辑安装介质随附的
模板响应文件而不记录安装（请参阅执行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
品的静默安装-13- 页）。

安装必须是绝对安装。

不支持的选项

不支持以下 ids_install 命令选项

• -add
• -remove
• -repair
• -uninstall

使用带属性的 ids_install 命令的示例

如果您的响应文件已准备就绪可用于静默安装，可以在命令行上使用属性设置来指示安装并指示您
接受产品许可条款。在以下示例中，如果响应文件中的安装和许可接受选项已注释掉，那么指定 -
DUSER_INSTALL_DIR=/opt/Vsettan/xigemaDB 和 -DLICENSE_ACCEPTED=TRUE 意味着您不需要在响
应文件中设置这两个选项：

ids_install -i silent -f response_file_path -DUSER_INSTALL_DIR=opt/
Vsettan/xigemaDB
 -DLICENSE_ACCEPTED=TRUE

response_file_path 是用于安装的响应文件的绝对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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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执行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品的静默安装
要执行静默安装（有时称为无人值守的安装），必须创建响应文件，其中包含有关希望如何安装产品的信
息。可在命令行选项中包含此响应文件以执行静默安装。

确保系统已准备就绪，可以进行安装。请参阅准备安装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品 -4- 页以获取更多信息。

要在多个目录中部署 Vsettan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品：
1.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创建响应文件：

• 以 GUI 或控制台模式启动产品安装应用程序，并指定 -r 选项以生成响应文件。
• 保存安装介质上 bundle.properties 文件的本地副本，重命名该文件，并配置用于静默安装的设置。跳

至步骤 3。
注意:  如果使用 bundle.properties 文件作为响应文件的模板，那么必须接受许可条款协议
(LICENSE_ACCEPTED=TRUE)，该文件才能在静默安装期间起作用。bundle.properties 文件
旨在用作模板来单独安装 xigemaDB 或将其与一个或多个相关客户端产品一起安装。

2.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安装 xigemaDB 或某个捆绑客户端程序的计算机。
3. 在 ids.properties 文件中，把 LICE_FILE 参数设置为证书文件路径。
4. 运行静默安装命令，指示您要安装的一个或多个产品，同时在 -f 选项后指示响应文件的相对或绝对安

装：
• ids_install -i silent -f path_name，以安装 xigemaDB 和相关产品。

5. 为要部署相同安装设置的每个位置重复步骤 2 和 3。

如果安装后 xigemaDB 无法初始化，请检查安装日志文件。如果您无法对日志文件中的问题进行故障诊断，
请打开 /tmp/ids_install.stderr 文件。最后，如果 stderr 无法帮助您进行故障诊断，请考虑运行 onsecurity 实
用程序以检查整个安装是否安全。请参阅Vsettan xigemaDB Security Guide以获取有关如何使用 onsecurity
实用程序的信息。

根据响应文件中的 securedirectoryaction 属性，可能需要完成附加步骤以使 xigemaDB 安装可用：
• 如果未在响应文件中设置 securedirectoryaction 选项，那么安装后会自动运行脚本 $INFORMIXDIR/tmp/

secure.sh 以保护 $INFORMIXDIR 安装中所有目录的安全。
• 如果在响应文件中将 securedirectoryaction 选项设置为 auto，那么无需执行任何其他操作来保护

$INFORMIXDIR 安装中所有目录的安全。
• 如果在响应文件中将 securedirectoryaction 选项设置为 generate 或 custom，那么必须在安装完成之后

运行脚本 $INFORMIXDIR/tmp/secure.sh。

3. 5  保护非安全 xigemaDB 安装的安全
安装应用程序负责确保正确设置密钥文件和目录的许可权。
如果安装应用程序检测到安全性问题，该应用程序将向您发出警报并提供修复问题的选项。

提示:  通过选择安装应用程序提供的默认目录或大多数主机的默认应用程序目录（例如，/opt），可
将选择目标安装可能存在安全脆弱性风险降至最低。

onsecurity 实用程序是安装应用程序用于检查目标安装中的每个目录是否有安全所有者、安全组和安全许
可权设置的组件。此实用程序位于安装介质的 /SERVER/ 目录中。安装 Vsettan xigemaDB 后，可以在
$INFORMIXDIR/bin 中找到该实用程序。

在 xigemaDB 安装完成后更改以下任一设置时应谨慎：
• $INFORMIXDIR 及其子目录上的权限
• $INFORMIXDIR 的各级上层目录以及整个安装中所有目录的权限
• onconfig 文件上的权限
• sqlhosts 文件上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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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config 文件名的总字符数
请参阅Vsettan xigemaDB Security Guide以获取有关 onsecurity 实用程序和其他 xigemaDB 安全性功能的
更多信息。

3. 5. 1  自动保护安装的安全
如果目标安装不安全，安装应用程序可以重置目录的所有者、组和许可权。

选择安装应用程序中提供的建议选项，可帮助确保安装中的目录对于数据库服务器具有安全的所有者、组和
许可权设置，而无需执行任何安装后任务，也不必评估目录权限的配置。

如果安装应用程序警示您目标安装不安全，请选择Let the installation program secure the path
(recommended)

选择此选项后，无需用户输入即可运行自动生成脚本来修复非安全目录和安装。目标安装符合 onsecurity 实
用程序的安全性标准。提示时继续执行安装。

3. 5. 2  完成安装后保护安装的安全
如果目标安装不安全并且您不想在安装期间调整目录许可权，那么可以运行安全脚本。

如果已在目标安装的目录中安装其他产品，并且想在运行自动生成的脚本之前，验证该脚本是否不会干扰其
他程序，请使用此过程。另外，如果主机环境在安装目录之间没有程序相互依赖性关系，那么还可以使用此
方法来确保目标安装的安全。

重要:  除非运行 secure.sh 脚本并且安装是安全的，否则 Vsettan xigemaDB 安装将不会初始化。

1. 当安装应用程序向您发出所选安装不安全的警报时，请选择继续安装；稍后手动运行脚本来确保安装的
安全。

2. 完成 xigemaDB 安装。
3. 运行以下命令来生成 secure.sh 脚本：$INFORMIXIDIR/bin/onsecurity -r $INFORMIXDIR

4. 运行 secure.sh 脚本来确保安装的安全：$INFORMIXDIR/tmp/secure.sh

运行 secure.sh 之后，安装的目录会具有符合 onsecurity 实用程序安全性标准的所有者、组和许可权设置。

3. 5. 3  在安装期间配置安装许可权
如果 Vsettan xigemaDB 安装应用程序报告目标安装不安全，那么可以手动调整目录的许可权以确保
onsecurity 实用程序接受目录的现有许可权设置。

执行以下过程之前，请了解您环境中的安全安装的构成，包括 informix 用户和组的使用情况。请参
阅Vsettan xigemaDB Security Guide以获取准则信息。

对于处理 xigemaDB 安装应用程序中运行的 onsecurity 实用程序检测到目标安装不安全时所产生的问题，以
下过程向您提供更精细的控制。
1. 当通知您安装目录不安全时，请阅读详细描述目标安装中非安全目录相关信息的消息。
2. 选择查看其他选项以确保安装目录安全。
3. 如果所有者不安全：如果有关目标安装的安全警示消息表明某个目录所有者存在潜在问题，请选择以下

某个选项：

Change the owner (most secure) 对于 $INFORMIXDIR 的所有上级目录，将
非安全目录的所有者更改为 root 用户；将
$INFORMIXDIR 的所有者更改为 informix 用户。

Add the owner to the list of trusted owners 将非 root 用户且非 informix 用户的全部现有目录所
有者添加到 /etc/informix/trusted.uids 文件。选择
此选项表明您充分信任这些其他所有者。

Ignore the owner problem 允许 xigemaDB 继续安装而不解决潜在的安全脆弱
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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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选择忽略所有者问题并且在安
装后未成功确保目标安装的安全，那么
xigemaDB 将不会初始化。

4. 如果组不安全：如果有关目标安装的安全警示消息表明某个组存在潜在问题，请选择以下某个选项：

Change the group (most secure) 对于 $INFORMIXDIR 的所有上级目录，将非安全
目录的组更改为 root；将 $INFORMIXDIR 的组更
改为 informix 组。

Remove the write permission for the group 取消除了 root 组和 informix 之外的所有组的写许可
权。

Add the group to trusted groups 将指定给目标安装中目录的所有非 root 和非
informix 组添加到 /etc/informix/trusted.gids 文件。
选择此选项表明您充分信任这些其它组。

Ignore the group permissions problem 允许 xigemaDB 继续安装而不解决潜在的安全脆弱
性问题。

注意:  如果选择忽略组许可权问题并且在
安装后未成功确保目标安装的安全，那么
xigemaDB 将不会初始化。

5. 如果存在公开写许可权：如果在有关安全性的安装应用程序消息中将公用写许可权识别为问题，请选择
以下某个选项：

Remove public write permissions 取消安装中目录的公用写访问权。

Add the directory to the list of trusted but
nonsecure directories

将具有公用写访问权的所有目录添加到 /
etc/informix/trusted.insecure.directories 文件。

重要:  仅当环境中的特殊情况需要
trusted.insecure.directories 文件时才使用
该文件。此变通方法会使安装面临潜在的
安全性问题。选择此选项带来的风险将由
您自行承担。

Ignore the public permissions problem 允许 xigemaDB 安装继续执行而不解决潜在的安全
脆弱性问题。

注意:  如果选择忽略公用写访问权问题并
且在安装后未成功确保目标安装的安全，
那么 xigemaDB 将不会初始化。

在已确定如何处理 $INFORMIXDIR 安装许可权之后，Vsettan xigemaDB 安装可以继续执行。

3. 6  安装客户端产品
您可以将 Vsettan xigemaDB JDBC Driver 和 Client SDK 或 xigemaDB Connect 作为 xigemaDB 安装应
用程序的一部分进行安装。对于 UNIX and Linux，也可以选择单独使用客户端产品的安装应用程序。对于
Linux，如果安装 Client SDK 或 xigemaDB Connect，那么可选择安装 Vsettan xigemaDB OpenAdmin Tool
(OAT)。

必须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才能完成安装

可以使用 GUI、控制台或静默安装方式安装 Vsettan xigemaDB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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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准备和完成静默安装的信息，请参阅Vsettan xigemaDB 捆绑软件的安装命令-11- 页和执行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品的静默安装-13- 页。

To install an xigemaDB client product on Linux or UNIX in GUI or console mode:

1. 从命令提示符运行 ids_install 安装命令。如果不指定-i mode  选项，那么安装应用程序将以控制台模式启
动。
media_location/ids_install -i mode

• media_location 是安装介质的安装。
• mode 是安装方式。指定 gui 或 swing 可使用图形用户界面方式启动安装应用程序。指定 console 可

使用控制台模式启动安装应用程序。
2. 遵循安装应用程序中的指示信息。

• 必须接受许可协议才能安装程序。根据您的选择，可能需要接受多个许可协议。
• 您可以安装到默认目录中，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目录。
• 如果选择将客户端产品与 xigemaDB 一起安装，将提示您选择要包含的一个或多个客户端程序。可以

选择 Client SDK 或 xigemaDB Connect，但不能两者都选。
3. 在继续安装和退出安装应用程序之前，请查看摘要信息。

3. 7  在 UNIX 和 Linux 上执行在线 xigemaDB 升级
如果您安装了较早版本的 Vsettan xigemaDB，那么必须使用适合于您的环境的升级安装。

重要:  如果计划在已存在先前版本 xigemaDB 的位置完成在线升级，那么必须在升级之前备份您
要使用的数据库服务器（包括现有安装的数据 chunk）及 onconfig 和 SQLHOSTS 文件。务必查
看Vsettan xigemaDB 迁移指南，以获取有关适用于环境的升级方法的详细先决条件和指示信息。

Client SDK 和 xigemaDB Connect 安装不支持内联升级。要在执行数据库服务器内联升级的同时升级其中某
个客户端产品，请卸载旧客户端产品安装，然后选择安装应用程序中的客户端产品。

要完成 xigemaDB 数据库服务器的内联升级，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保存现有安装的数据 chunk 以及现有安装的 onconfig 和 SQLHOSTS 文件的副本。
2. 在安装新版本之前关闭 xigemaDB 安装的所有实例。
3. 在要升级的 xigemaDB 安装的 $INFORMIXDIR 安装中安装 xigemaDB。

如果要从升级的安装删除任何功能部件，请运行卸载应用程序以有选择地删除功能部件。

3. 8  日志文件和故障诊断
安装日志文件和安装应用程序的返回码可以提供有关已完成安装的有用信息，或帮助您标识安装尝试期间的
问题。

安装 xigemaDB 产品时，安装应用程序将在 $INFORMIXDIR 中生成日志文件。

如果尝试安装任何产品，但安装应用程序未成功完成，也将创建日志文件。如果安装应用程序发生故障，那
么日志文件将置于您的主目录中。

返回码

运行安装应用程序后，您可以检查 InstallAnywhere 返回码（也称为退出码）,以了解有关安装状态和可能的
错误状态的更多信息。要检索返回码，请在安装应用程序完成后运行以下命令：

echo $?

有关 InstallAnywhere 返回码意义的信息，请参阅 Flexera Software Web 站点上的文档：http://
www.flexerasoftware.com。

http://www.flexerasoftware.com
http://www.flexerasoft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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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后配置数据库服务器

必须针对系统环境配置已安装的数据库服务器。

如果在安装进程中选择创建服务器，那么它已配置。否则，您必须配置服务器才能创建可用的 Vsettan
xigemaDB 实例。
DB-Access 实用程序随 Vsettan xigemaDB 数据库服务器产品提供，其中包含一个或多个示例数据
库。Vsettan xigemaDB 手册中许多示例基于这些示例数据库，您可以使用这些数据库来探究 xigemaDB
功能。安装后，可以随时创建示例数据库。有关安装、准备和使用示例数据库的详细信息，请参阅Vsettan
xigemaDB DB-Access 用户指南。
通过完成以下任务，可以配置新安装的数据库服务器或更改现有实例的配置设置：

4. 1  设置环境变量
安装 Vsettan xigemaDB 之后，设置环境变量。如果安装期间创建了数据库服务器，则所有必需的环境变量
均已完成设置，但您可以设置可选的环境变量。

必须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或使用足够的组或用户标识权限（通常是组或 informix 用户）登录，才能设置环境
变量。

要设置 xigemaDB 实例的环境变量：
1. 将 INFORMIXDIR 环境变量设置为 Vsettan xigemaDB 产品的安装目录。
2. 将 PATH 环境变量设置为包括 $INFORMIXDIR/bin，如下所示：

• C shell：
setenv PATH ${INFORMIXDIR}/bin:${PATH}

• Bourne shell：
PATH=$INFORMIXDIR/bin:$PATH
export PATH

必须为每个用户设置 INFORMIXDIR 变量并将 $INFORMIXDIR/bin 添加到 PATH 环境变量。
3. 设置 INFORMIXSERVER 环境参数以指定 Vsettan xigemaDB DB-Access 或 SQL API 客户端显式或隐

式连接到默认数据库服务器。
4. 将 ONCONFIG 环境变量设置为有效 onconfig 文件的名称。请参阅 设置配置参数-18- 页以创建或修

改 onconfig 文件。
5. 如果要使用非默认语言环境（即美国英语）的语言环境或语言，请设置下列环境变量：

a) 设置 CLIENT_LOCALE 环境参数以指定非默认语言环境。
b) 设置 DBLANG 环境参数以指定 $INFORMIXDIR 的子目录，该子目录包含 Vsettan xigemaDB 产品使

用的特定于语言的自定义消息文件。
c) 设置 DB_LOCALE 环境参数。
d) 设置 SERVER_LOCALE 环境参数。
e) 如果计划使用 UTF-8 字符编码，请设置 GL_USEGLU 环境参数。创建计划用于存储 UTF-8 字符数据

的数据库之前，必须设置 GL_USEGLU 环境参数。
6. 设置 INFORMIXSQLHOSTS 环境参数以指定包含 sqlhosts 信息的文件。（此文件的默认位置是

$INFORMIXDIR/etc/sqlhosts。
7. 设置 INFORMIXTERM 环境参数以指定 Vsettan xigemaDB DB-Access 是使用 termcap 文件还是

terminfo 目录中的信息。
在基于字符的系统上，termcap 文件和 terminfo 目录确定依赖于终端的键盘和屏幕功能，如功能键的操
作、屏幕显示的颜色和亮度属性以及窗口边框和图形字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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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是使用 Client SDK 编译的，请将特定于平台的库安装环境变量设置为
$INFORMIXDIR/lib 以及产品库子目录。以下列出了特定于平台的库安装环境变量的名称：
Platform Environment Variable

AIX LIBPATH

HP-UX SHLIB_PATH

Solaris and most other platforms LD_LIBRARY_PATH

例如，要使用 AIX 上的 ESQL/C 共享库，请按如下所示设置环境变量 LIBPATH：
• Bourne 或 Korn Shell

LIBPATH=$INFORMIXDIR/lib:$INFORMIXDIR/lib/esql:$LIBPATH
export LIBPATH

• C shell：
setenv LIBPATH $INFORMIXDIR/lib:$INFORMIXDIR/lib/esql:$LIBPATH

请参阅 machine notes 以了解产品共享库安装名。

4. 2  准备连接文件
准备 Vsettan xigemaDB 实例用来与客户端应用程序和其他数据库服务器进行通信的文件。

连接信息允许客户端应用程序连接到网络上的任何 Vsettan xigemaDB 数据库服务器。某特定数据库服务器
的连接数据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名称、客户端可用来连接到该服务器的连接类型、运行数据库服务器的计算机
或节点的主机名以及该数据库服务器的服务名称。
连接配置决定您的实例是否具有数据库服务器别名和一个适用于使用分布式关系数据库架构 (DRDA) 协议的
客户端的端口。DRDA 是一种开放式应用程序开发标准，允许访问分布式数据。DRDA 可以与 Vsettan Data
Server 客户端进行互操作。如果您在安装 xigemaDB 时使用默认配置文件创建了示例数据库服务器，那么
您的实例已支持 DRDA 连接。
即使客户端应用程序和数据库服务器在同一计算机或节点上，您也必须准备连接信息。您无需在启动数据库
服务器之前在 sqlhosts 文件中指定所有可能的网络连接。但是要在初始化数据库服务器之后使新连接可用，
必须使数据库服务器脱机，然后重新将其联机。
1. 可使用文本编辑器或等效工具编辑 sqlhosts 文件以使之包含正确的连接信息。

• 此文件的默认位置是 $INFORMIXDIR/etc/sqlhosts。
• 如果将多台数据库服务器设置为使用分布式查询，则使用一个 sqlhosts 文件

（INFORMIXSQLHOSTS 环境变量指向该文件）或在每个数据库服务器目录中分别使用 sqlhosts 文
件。

2. 如果系统使用因特网协议网络连接，请在 /etc/hosts 和 /etc/services 文件中输入设置。

4. 3  设置配置参数
Vsettan xigemaDB 服务器的配置文件由 $ONCONFIG 环境变量标识，但如果您未设置 $ONCONFIG 环境
变量，将使用名称 onconfig。即使您未计划使用多个服务器，仍建议使用名为 onconfig.server_name 的文
件。

如果您在运行安装应用程序时选择了创建示例数据库服务器或自定义了默认配置文件，那么就无需针对运行
的 xigemaDB 实例手动设置配置参数。但是，未使用安装应用程序中的默认配置文件而创建的所有实例都需
要执行进一步的操作以至少设置一些配置参数的值。
xigemaDB 捆绑软件括位于 $INFORMIXDIR/etc/onconfig.std 的默认配置文件。此文件具有许多配置参数的
初始值。您可以将 onconfig.std 用作模板配置文件，可复制该文件，并根据产品的使用方式和主机环境对其
进行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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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 genoncfg 实用程序提供了设置 xigemaDB 实例的配置参数的备用方法。通过此功能部件，您可以在
输入文件中设置参数的短列表，然后实用程序会根据该列表生成针对您的预期使用和您的主机环境进行优化
的 xigemaDB 配置文件。对于此方法，无需按以下过程中所述复制和修改 onconfig 文件。

有关如何修改默认配置参数的信息，请参阅有关配置数据库服务器的Vsettan xigemaDB 管理员指南文
档。Vsettan xigemaDB 管理员参考提供了有关所有配置参数和 genoncfg 实用程序的详细信息。

重要:  不要修改或删除 onconfig.std，它是一个模板，而不是可运行的配置。

要准备 xigemaDB 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复制 onconfig.std 模板文件。
2. 修改模板文件的副本。

DUMPDIR 参数的默认值是 $INFORMIXDIR/tmp。如果在配置文件中更改此值，请确保指定计算机上的
有效目录。

3. 将 ONCONFIG 环境变量设置为自定义配置文件的名称。

如果您在配置文件的副本中省略了某个参数值，那么数据库服务器将使用 onconfig.std 模板文件中的默认值
或根据其他参数值来计算值。

4. 4  启动数据库服务器
使用 oninit 实用程序可启动数据库服务器。

• 必须以 root 用户或 informix 用户身份登录，或者为非 root 数据库服务器所有者。
• 要准备好 root dbspace，使其可供数据库服务器使用，必须对用于数据库服务器的磁盘空间进行一次初

始化。如果执行的是典型安装并且选择创建服务器实例，或者执行的是自定义安装并且选择创建并初始
化服务器，那么磁盘空间已初始化。

• 如果安装期间选择不创建服务器实例或不初始化服务器，请启动服务器并使用 oninit -i 命令初始化磁盘空
间。

• 如果是从先前版本的 Vsettan xigemaDB 进行升级，并且使用的是同一 root dbspace，请不要初始化磁盘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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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多处驻留

可以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设置多个独立的数据库服务器环境。

完成以下任务可设置多处驻留：

5. 1  托管多台数据库服务器
多处驻留是指共存于一台计算机上的多个数据库服务器以及它们关联的共享内存和磁盘结构。

在同一台计算机上有多个独立的数据库服务器环境有以下作用：

• 分隔生产和开发环境，以保护生产系统不受开发环境不可预测的性质影响。
• 隔离敏感应用程序或非常重要的数据库，以增强安全性或适应比大多数数据库所需备份更为频繁的备

份。

在使用多处驻留时，每个数据库服务器都有它自己的配置文件。因此， 可以为每个满足特殊备份、共享
内存使用和调整优先级需求的数据库服务器创建一个配置文件。

• 在一台计算机上测试分布式数据事务。如果正在开发要在网络上使用的应用程序，那么可以在一台计算
机上使用本地回送来执行分布式数据模拟和测试。（请参阅Vsettan xigemaDB 管理员指南中有关使用本
地回送连接的信息。））之后，网络就绪时，就可以使用该应用程序而不需要再更改应用程序源代码。

5. 2  规划多处驻留
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运行多个数据库服务器效率不及运行一个数据库服务器。您必须在使用多个单独的数据库
服务器带来的便利和性能成本之间权衡。

在一台计算机上规划多处驻留时，请考虑以下因素：

• 内存

每台数据库服务器都需要有其自己的内存。请确保运行的计算机能处理数据库服务器对内存的更多使用
需求。

• 存储空间

每个数据库服务器都必须有其唯一的存储空间。不能将同一磁盘空间用于一个以上的数据库服务器实
例。在准备附加的数据库服务器时，必须重复在安装第一台数据库服务器时所作的某些规划。例如： 考
虑以下问题：

• 使用缓存还是不缓存的文件？不缓存的文件是否与另一个应用程序共享磁盘分区？（有关缓存和不缓
存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Vsettan xigemaDB 管理员指南中有关直接磁盘访问的主题。）

• 是否使用镜像？镜像将位于何处？
• 消息日志将位于何处？
• 是否为此数据库服务器的逻辑日志专用一台磁带机？
• 将执行何种备份？

5. 3  创建数据库服务器的多处驻留
设置多处驻留之前，必须按照在 UNIX 和 Linux 上安装 xigemaDB 和客户端产品-10- 页所述安装一台数据库
服务器。

重要:  不需要安装数据库服务器二进制文件副本。一台计算机上相同版本的数据库服务器的所有实例
可以共享相同的二进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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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数据库服务器的多处驻留，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准备一个新的配置文件，并将 ONCONFIG 环境变量设置为新文件名。

请参阅设置特定实例的 onconfig 文件-21- 页。
2. 为新数据库服务器实例设置连接。

请参阅TCP/IP 连接-22- 页。
3. 为新数据库服务器实例初始化磁盘空间。

请参阅防止覆盖数据-22- 页。
4. 为多处驻留准备备份环境。

请参阅为多处驻留准备备份环境-22- 页。
5. 修改操作系统启动，以自动启动新数据库服务器实例。

请参阅为多个服务器实例修改操作系统启动-22- 页。
6. 为用户检查 INFORMIXSERVER 环境变量。

请参阅重置 INFORMIXSERVER 环境变量-23- 页。

5. 4  设置特定实例的 onconfig 文件
每个数据库服务器实例都必须有其自己的 onconfig 配置文件。

要设置特定实例的 onconfig 文件：
1. 找一个具有新数据库服务器所需基本特征的 onconfig 文件，制作其副本。
2. 为新文件取一个可以轻松联想到文件功能的名称。

例如，可以选择文件名 onconfig.acct，表示包含记帐信息的生产系统的配置文件。
3. 将 ONCONFIG 环境变量设置为新 onconfig 文件的名称。请仅指定文件名而不是整个安装。
4. 在新配置文件中，设置以下配置参数：

SERVERNUM 指定与数据库服务器配置相关联的整数（在 0
到 255 之间）。同一主机上的每个数据库服
务器实例都必须有唯一的 SERVERNUM 值。
有关 SERVERNUM、DBSERVERNAME 和
ROOTPATH AND ROOTOFFSET 参数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Vsettan xigemaDB 管理员参考。

DBSERVERNAME 指定数据库服务器的名称。建议输入一个能提供有
关数据库服务器的信息的名称，例如 ondev37 或
hostnamedev37。

MSGPATH 指定数据库服务器的消息文件的安装名。为消息文
件指定唯一安装名，因为数据库服务器消息不包括
数据库服务器名称。如果多台数据库服务器使用相
同的 MSGPATH 参数，无法标识不同数据库服务
器实例的消息。例如，如果将数据库服务器命名为
ondev37，那么可以将 /usr/informix/dev37.log 指
定为此数据库服务器实例的消息日志。

ROOTPATH 和 ROOTOFFSET 一起使用，指定数据库服务器的 root dbspace 的位
置。每个数据库服务器配置的 root dbspace 位置必
须唯一。

如果在同一分区中放入若干 root dbspace，那么可对 ROOTPATH 参数使用相同的值。但是，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设置 ROOTOFFSET 参数，以便 ROOTSIZE 和 ROOTOFFSET 参数的组合值能确定该分区的一
个唯一部分。 无需更改 ROO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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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更改 ROOTNAME。即便两个数据库服务器的 root dbspace 名称都是 rootdbs， dbspace 仍是唯一的，
因为 ROOTPATH 指定了唯一的位置。

有关 SERVERNUM、DBSERVERNAME、ROOTPATH 和 ROOTOFFSET 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Vsettan xigemaDB 管理员参考中有关这些配置参数的文档。

还可以设置 MIRRORPATH 和 MIRROROFFSET 参数。如果 root dbspace 作过镜像，那么 root dbspace
镜像的位置必须唯一。有关 MIRRORPATH 和 MIRROROFFSET 参数的信息，请参阅Vsettan xigemaDB
管理员指南。

5. 5  TCP/IP 连接
如果使用 TCP/IP 通信协议，那么需要为新数据库服务器实例向 services 文件添加一个条目。

sqlhosts 文件必须为每个数据库服务器包含一个条目。如果其他计算机上的 Vsettan xigemaDB 产品访问该
数据库服务器实例，那么那些计算机的管理员必须更新他们的 sqlhosts 文件。

如果计划将因特网协议网络连接与数据库服务器的实例一起使用，那么系统网络管理员必须更新 hosts 和
services 文件。

有关这些文件的信息，请参阅Vsettan xigemaDB 管理员指南中有关客户端/服务器通信的主题。

5. 6  防止覆盖数据
在初始化磁盘空间之前，请检查 ONCONFIG 环境变量的设置。如果未正确设置该变量，那么可能会覆盖另
一个数据库服务器的数据。当某台数据库服务器初始化磁盘空间时，该数据库服务器会初始化在当前配置文
件中指定的磁盘空间。

重要:  在为数据库服务器创建新 BLOB 空间或 dbspace时，请将每个 chunk 指定到设备上的一个唯
一位置。在单个数据库环境中，数据库服务器不允许将多个 chunk 指定到同一位置，但是必须确保
属于不同数据库服务器的 chunk 不会相互覆盖。

5. 7  为多处驻留准备备份环境
根据备份方法，必须为多处驻留准备备份环境。

ON-Bar 实用程序备份

ON-Bar 实用程序允许将各个数据库服务器实例的数据备份到单个存储设备（如果存储管理器允许的话）。
存储管理器会保持跟踪哪些数据已经备份。最佳做法是在不同存储设备上保留存储空间和逻辑日志备份。

ontape 实用程序备份

使用多处驻留时，必须为每个数据库服务器实例维护不同存储空间和逻辑日志备份。

如果可以对每个数据库服务器指定专门的磁带机，那么请使用连续的日志记录选项来备份逻辑日志文件。否
则，必须仔细规划存储空间和逻辑日志备份调度，以便使用一个数据库服务器实例的设备不会导致其他数据
库服务器实例等待。每次从备份一个数据库服务器实例切换为备份另一个实例时都必须重置 ONCONFIG 配
置参数。

5. 8  为多个服务器实例修改操作系统启动
用户可以要求系统管理员修改系统启动脚本，以便每个数据库服务器实例都在重新引导计算机时（例如，电
源发生故障后）启动。有关启动脚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Vsettan xigemaDB 管理员指南中有关准备启动和
关闭脚本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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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动第二个数据库服务器实例，请将 ONCONFIG 和 INFORMIXSERVER 环境变量更改为指向第二个数
据库服务器的配置文件，然后运行 oninit 命令。不要更改 INFORMIXDIR 或 PATH 变量。

同样可以请求系统管理员修改关闭脚本，这样数据库服务器的所有实例就会正常关闭。

5. 9  重置 INFORMIXSERVER 环境变量
如果某个数据库的新实例是默认数据库服务器，那么必须重置 INFORMIXSERVER 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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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卸载或修改 UNIX and Linux 上的 Vsettan xigemaDB 和
客户端产品安装

6. 1  卸载 xigemaDB 产品和功能部件(UNIX and Linux)
以下主题描述了在 Linux 上如何卸载 xigemaDB、其功能部件以及相关产品：

6. 1. 1  卸载 xigemaDB 捆绑软件安装
使用 uninstallids 命令可同时卸载数据库服务器和使用 xigemaDB 捆绑软件的 ids_install 命令安装的所有客
户端产品。使用此方法卸载安装的捆绑软件比分别卸载单个产品速度更快。

您必须具有 root 用户权限才能完成卸载。对于非 root 安装，可以通过以安装该产品的用户身份登录来完成
卸载。以 root 用户身份卸载非 root 安装时，卸载之前请验证确保安装未在使用中或者未置于生产环境中。

重要:  使用 uninstallids 命令将卸载文件夹中的所有 xigemaDB 服务器和客户端产品安装，而无法选
择仅卸载安装的特定功能部件。您必须启动特定产品的卸载，以卸载该产品的某些功能部件，而不
卸载整个程序安装。Client SDK 或 xigemaDB Connect 的卸载单独记录在Vsettan xigemaDB 客户
端产品安装指南中。JDBC Driver 的卸载单独记录在Vsettan xigemaDB JDBC Driver Programmer's
Guide中

如果您在计算机上有该软件的多个安装，卸载应用程序仅影响在命令中指示的 $INFORMIXDIR 安装中的安
装。

按如下所示运行 uninstallids 命令：
• $INFORMIXDIR/uninstall/uninstall_ids/uninstallids -i gui，以 GUI 方式卸载产品。
• $INFORMIXDIR/uninstall/uninstall_ids/uninstallids -i console，以控制台模式卸载产品。

卸载 xigemaDB 产品之后，可以手动删除 $INFORMIXDIR 目录。该目录不会自动删除。

6. 1. 2  卸载 xigemaDB 数据库服务器安装（UNIX and Linux）
使用 uninstallserver 命令可卸载 xigemaDB 数据库服务器安装或卸载数据库服务器的某些功能部件。此命令
启动的卸载应用程序不会卸载或修改 Client SDK、xigemaDB Connect 或 JDBC Driver。

要卸载 Vsettan xigemaDB，必须具有 root 用户权限。对于非 root 安装，可以通过以安装该产品的用户身份
登录来完成卸载。

重要:  不要通过手动删除文件来卸载任何 Vsettan xigemaDB 产品。

如果您在计算机上有该产品的多个组件，卸载应用程序仅影响您在命令中指示的 $INFORMIXDIR 安装中的
服务器组件。
To remove xigemaDB from Linux or UNIX systems by using the uninstaller:

1. 按如下所示运行 uninstallserver 命令：
• $INFORMIXDIR/uninstall/uninstall_server/uninstallserver -i gui，以 GUI 方式卸载 xigemaDB。或

者，也可以运行以下命令：$INFORMIXDIR/uninstall/uninstall_server/uninstallserver -i swing。
• $INFORMIXDIR/uninstall/uninstall_server/uninstallserver -i console，以控制台模式卸载

xigemaDB。
2. 请遵循应用程序中的指示信息。

默认情况下，选择了要卸载产品及其所有功能部件。如果您只希望卸载一些功能部件，请确保只选择这
些功能部件。

卸载 xigemaDB 之后，可以手动删除 $INFORMIXDIR 目录。该目录不会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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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证书授权

试用版 90 天后过期，要升级为正式版本时，需要使用授权工具对试用版本授权，以便可以继续使用。

要给证书授权，运行下面的命令：

在 Linux 上，运行 onauth -licensefile /tmp/license -filepath $INFORMIXDIR，或者 onauth -f /tmp/
license -p $INFORMIXDIR

onauth 命令参数用法说明：

• –help：查看帮助信息。
• -licensefile or -f：指定license文件的绝对路径。
• -filepath or -p：指定INFORMIXDIR，也可以直接使用变量指定。

Note:  授权之前，确保数据库实例是 offline 的状态，否则授权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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