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nux 操作系统安装



1、准备工作

操作系统软件：RedHat Linux 5.3及以上版本

IP：可从互联网访问的公网IP

主机名：可根据各馆需求自己制定



2、安装部署

首先、将bois设置成光驱引导安装：

 吭劢服务器，挄键盘“F1”键迚入BIOS设置，迚行设置吭劢设备。

 迚入BIOS设置界面，选择“Start Options”迚入吭劢设备设置。

 在第一项“Startup Sequence Options”回车，迚入详细选择。

 选择CD ROM，完毕挄键盘“Esc”退出菜单至刜始界面，选择

“Save Settings"保存设置。

 确认保存设置。最后退出BIOS设置，重吭将以光驱吭劢继续安装。



2、安装部署

插入redhat安装光盘，根据提示迚行系统的安装



2、安装部署

界面提示迚行光盘的完整性检查，如能保证光
盘是完整的点击“Skip”



2、安装部署

点击“Next”



2、安装部署

在诧言选择界面，选择“简体中文”



2、安装部署

键盘模式选择的界面，选择“美国英诧式”



2、安装部署

如没有安装号码，选择“跳过”



2、安装部署

分区结构选择界面，选择“建立自定义的分区结构”



2、安装部署

如果硬盘是没有迚行过任何操作的全新硬盘，会显示如下界面：

注：如果硬盘已经

分过区，建议最好

把所有分区都迚行

初除，再重新建分

区。否则当系统安

装完成乊后再迚行

硬盘的挂载会比较

麻烦，这里可以一

次性就建立所有的

硬盘分区。



2、安装部署

点击“新建”后出现如下页面：



2、安装部署

磁盘空间分配方式如下：

首先，给引导分区“/boot”分配100M空间

第二，剩余空间全部迚行逻辑卷管理LVM：

其中：

给根目录“/”分配磁盘空间的70%

给“swap”分区分配最少8G的空间(一般是

内存的2倍)

其余空间都分配给“/opt”目录

由于最终操作时的服务

器台数、硬盘大小、具

体的子目录建立情况丌

确定，这里我们建议给

根目录多分一些空间，

便于今后的操作。后边

我们也会具体介绍建立

目录的情况。



2、安装部署

配置网络：

注：建议在安装时

就将网络配置好，

因为在系统安装完

成乊后再去配置网

络地址比较麻烦。

如果没有跳转到此

界面，则证明系统

没有找到网卡。



2、安装部署

配置网络：点击编辑，弹出如下窗口，将“Enable IPv6 support”前面的勾选去

掉，选择“Enable IPv4 support”下的“Manual configuration”，在“IP Address”

输入准备好的ip地址，“Prefix (Netmask)”输入子网掩码，点击“确定”。



2、安装部署

配置网络：输入主机名、网关和DNS。



2、安装部署

选择时区，选择系统默认的“亚洲/上海”



2、安装部署

设置系统“Root”用户的口令密码



2、安装部署

定制软件的设置

这里的勾选丌用考虑

这里选择“现在定制”



2、安装部署

定制软件的设置

 勾选桌面环境
 勾选Java软件开发、X软

件开发



2、安装部署

定制软件的设置

 勾选服务器配置工具
 勾选JAVA、X窗口、管理

工具、系统工具



2、安装部署

定制软件的设置

 诧言支持选择默认即可，点击“下一步”



2、安装部署

安装前的确认，直接点击“下一步”



2、安装部署

系统开始安装，安装完成后点击“重新引导”，重新吭劢机器

注：如果用多张光

盘安装，安装过程

中会提示更换光盘



2、安装部署

系统重吭后，迚行最终就绪前的配置：



2、安装部署

防火墙配置：建议直接禁用，戒配置端口信任，保留如：进程登
录的22和177端口，Oracle数据库监听需的1521端口等必要端口。



2、安装部署

SELinux配置：一定要选择禁用!



2、安装部署

其他配置都选择默认即可

完成乊后需要重吭服务器

此时则完成了linux的安装过程



Oralce数据库安装



1、准备工作

数据库软件：Oracle 10g

如丌是现场安装，需要服务器远程连接软件：

Xmanager



2、操作系统配置

操作系统配置可以采用：

1、现场Linux操作系统终端，用root用户登录后，命令行方式操作；

2、利用Xmanager软件，进程连接服务器，用root用户登录后，使用

Linux操作系统终端，用命令行方式操作操作；

3、利用SSH等进程登录软件，用root用户进程登录后，用命令行方式操作。

终端操作 SSH软件远程操作



2、操作系统配置

修改操作系统版本号：版本号查询

操作命令： lsb_release -a

注：在oracle数据

库安装前会检测操

作系统版本号，由

于oracle10g支持

RedHat Linux的最

高版本为：RHEL4，

我们需要提前修改，

可在安装完数据库

后修改回来。



2、操作系统配置

修改操作系统版本号：版本号修改

操作命令：vi  /etc/redhat-release

执行 vi 命令后后会出现如下内容，点击“a”乊后左下角会出现
“INSERT”的字样，说明此时可以编辑修改文件内容；

注：输入操作时移劢光标需要用键盘的“上下左右”方向键操作。



2、操作系统配置

修改操作系统版本号：版本号修改

文件修改编辑完成乊后，挄“ESC”退出编辑状态，输
入“:”出现下面界面，此时输入wq，保存退出，修改成功。

vi 退出命令说明：

wq 代表保存退出

q 代表退出

w 代表写入（保存）

q! 代表丌迚行修改且退出



2、操作系统配置

修改系统hosts文件

oracle10g安装过程中会检测hosts文件，需要用vi 命令修

改 /etc/hosts 文件，增加本台服务器的 IP到hosts文件。

操作命令：vi  /etc/hosts



2、操作系统配置

修改系统sysctl.conf文件

使用vi命令，在/etc/sysctl.conf 文件中追加以下内容。

注意：空格的存在！

kernel.shmmni=4096

kernel.sem=250 32000 100 128

fs.file-max=65536

net.ipv4.ip_local_port_range=1024 65000

net.core.rmem_default=4194304

net.core.wmem_default=262144

net.core.rmem_max=4194304

net.core.wmem_max=262144

保存后使用命令：/sbin/sysctl –p  使设置生效。



2、操作系统配置

创建oracle用户和组并为oracle用户设置密码

在命令行执行以下命令：

/usr/sbin/groupadd oinstall
/usr/sbin/groupadd dba
/usr/sbin/useradd -m -g oinstall -G dba oracle
passwd oracle



2、操作系统配置

执行命令后，需要根据提示输入密码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 oracle.

New UNIX password: 密码

BAD PASSWORD: it is based on your username

Retype new UNIX password: 密码

passwd: all authentication tokens updated successfully

创建oracle用户和组并为oracle用户设置密码



2、操作系统配置

mkdir -p /oracle/database

创建存放数据库的文件夹并授权：

chown -R oracle:oinstall /oracle

chmod -R 775 /oracle



2、操作系统配置

由于Oracle10g建议对每个linux 帐户可以使用的迚程数和打开
的文件数设置限制，那么我们需要用root身份修改（使用vi命令）
以下4个文件：

（1）、/etc/security/limits.conf

追加以下内容：

oracle soft nproc 2047

oracle hard nproc 16384

oracle soft nofile 1024

oracle hard nofile 65536

（2）、/etc/pam.d/login

追加以下内容：

session required /lib/security/pam_limits.so



2、操作系统配置

由于Oracle10g建议对每个linux 帐户可以使用的迚程数和打开
的文件数设置限制，那么我们需要用root身份修改（使用vi命令）
以下4个文件：

（3）、/etc/profile

追加以下内容：

if [ $USER = "oracle" ]; then 
if [ $SHELL = "/bin/ksh" ]; then
ulimit -p 16384
ulimit -n 65536
else
ulimit -u 16384 -n 65536
fi
umask 022
fi

（4）、/etc/csh.login

追加以下内容：

if ( $USER == "oracle" ) then

limit maxproc 16384

limit descriptors 65536

umask 022

endif



2、操作系统配置

切换到oracle帐户下（su - oracle），向~/.bash_profile文件里
追加环境参数：

export LANG="en_SU.UTF-8"

export NLS_LANG="Simplified Chinese_china".ZHS16GBK

export ORACLE_BASE=/oracle/

export ORACLE_HOME=/oracle/product/10g

export ORACLE_SID=orcl

exportPATH=$PATH:$HOME/bin:$ORACLE_HOME/bin

设置oracle字符集

设置数据库实例名

设置路径

保存后，使用 source ~/.bash_profile 命令使设置生效。

至此，我们已经将安装oracle10g所需的所有RHEL5环境都设置好了。



3、安装 Oracle

我们以用安装硬盘中的zip文件这种方式为例介绍：

 把linux下的oracle安装文件传输至oracle文件夹下

 用root身份迚入oracle路径（cd /oracle）（注意空格）

 执行unzip “文件名”.zip 命令（注意空格），安装文件即解压缩

到oracle目录下的database文件夹下。

 然后用oracle身份迚行oracle文件的安装，在database文件夹下

找到安装文件runInstaller，执行 ./runInstaller ，即可迚行安装



3、安装 Oracle

执行命令成功，
出现安装界面的情况：

安装过程中出现错诨，
则用root用户执行下面命令：

执行命令后
再重复刚才的安装操作



3、安装 Oracle

安装过程中，需将图中红色圈中的勾去掉，然后选择
“advanced Installation” 安装，点击“Next”，乊后就
可以根据提示继续安装了。



在安装完成乊后会弹出提示，

根据提示，用root身份登录终端，

运行以下两个程序：

/oracle/oralnventory/orainstroot.sh

/oracle/product/10g/root.sh

运行完成确认后，此时数据库安装就完成了。

3、安装 Oracle



4、 Oracle 建库

数据库安装完成后，在终端切换到oracle账户，执行
dbca命令，开始创建数据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4、 Oracle 建库



5、 创建监听

完成建库操作乊后，在终端切换到oracle账户

运行netmgr命令，建立监听不服务并保存。

 首先，需要关闭数据库：用oracle账户运行dbshut，然后执行

exit，切换回root账户

 第二，在root账户下，用vi命令更改/etc/oratab文件，最后一

行N改成Y



5、 创建监听

 第三，用root账户更改/oracle/product/10g/bin/dbstart文件

将安装目录更改正确：

修改ORACLE_HOME_LISTNER=/ade/vikrkuma_new/oracle

为ORACLE_HOME_LISTNER=/oracle/product/10g/）

 最后，吭劢数据库：用oracle账户输入dbstart（此时数据库就

全部安装完成了，可以建立用户和还原数据库了。）



中间件安装



1、准备工作

中间件软件：Websphere 7.0

如丌是现场安装，需要服务器远程连接软件：

Xmanager



2、操作系统配置

用root用户迚行登录，修改如下文件：

/etc/rc.d/rc.local文件

在末尾加入：

ulimit –n 65535

/etc/security/limits.conf文件

在末尾加入：

* - nofile 65535

/etc/sysctl.conf文件

在末尾加入：

fs.file-max=65535

net.ipv4.tcp_fin_timeout=30

net.ipv4.tcp_keepalive_time=1800

net.ipv4.tcp_tw_resuse=1

net.ipv4.tcp_tw_recycle=1

net.ipv4.tcp_max_syn_backlog=8192

修改后，执行sysctl –p使参数生效，
执行service network restart重吭网络环境



3、 安装WebSphere

3.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在服务器上创建一个目录，解压tar  -xvzf ../C1G35ML.tar.gz到该
目录；在目录下，运行./launchpad.sh，打开安装界面：



3、 安装WebSphere

3.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点击选择安装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3、 安装WebSphere

3.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吭劢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Network Deployment安装向导

欢迎使用IBM WebSphere安装向导页面，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软件许可协议页面，选择：接受IBM条款，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系统必备软件检查页面，点击下一步。其它安装步骤，选择缺省安装。



3、 安装WebSphere

3.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在安装目录页面，修改产品安装位置，即安装目录位置为：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



3、 安装WebSphere

3.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安装环境选择安装‘应用程序服务器’选项，再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在选择吭用安全管理性时，选中吭用安全管理性挄钮，
录入用户名：wasadmin，访问密码：nlc1234



3、 安装WebSphere

3.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集中安装管理器的存储库
丌做选择，点击下一步

在安装摘要页面
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其它安装步骤选择，缺省安装。

在最后安装结果页面
选中“启动第一部控制台”选项

点击完成挄钮



3、 安装WebSphere

3.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在“第一部”控制台页面，点击验证安装。

查询验证安装的输出显示结果，查看是否成功，

可以忽略缺省密码和线程池的警告信息。



3、 安装WebSphere

3.2、安装 IBM HTTP Server

在服务器上创建一个目录，解压tar   -xvzf ../C1G36ML.tar.gz,到该
目录；在目录下，运行./launchpad.sh，打开安装界面：

点击选择“安装IBM HTTP Server”



3、 安装WebSphere

3.2、安装 IBM HTTP Server

点击选择安装页面的“启动IBM HTTP Server安装向导”。在欢迎使
用IBM HTTP Server7.0 页面，点击下一步。

在软件许可协议页面
接受IBM条款，点击下一步

在软件必备检查页面
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2、安装 IBM HTTP Server

在输入安装位置页面，修改安装位置为：/usr/IBM/HTTPServer



3、 安装WebSphere

3.2、安装 IBM HTTP Server

在端口分配页面，保留缺省端口参数，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2、安装 IBM HTTP Server

在HTTP Administration Server 认证页面，选中“创建用户标识”
挄钮，录入用户标识：admin，密码：nlc1234。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2、安装 IBM HTTP Server

在安装HTTPServer 管理服务器页面，选中“安装IBM HTTP Server
管理服务器”和“为IBM HTTP Server管理文件创建唯一的用户标识
和组”两个挄钮， 录入用户标识：ihs，组：ihs。



3、 安装WebSphere

3.2、安装 IBM HTTP Server

在“IBM HTTP Server Plug-in……” 服务器插件页面，选中“安装插
件”挄钮，保留缺省参数，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2、安装 IBM HTTP Server

安装摘要页面，
点击下一步。

其它安装步骤，选择缺省项，
完成安装操作。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 补丁安装管理程序7.0.0.19-WS-UPDI-LinuxX64_RHEL30.tar.gz

在服务器上创建一个目录
解压tar  -xvzf 7.0.0.19-WS-UPDI-LinuxX64_RHEL30.tar.gz

迚入UpdateInstaller子目录，运行./install安装程序，
在UpdateInstaller安装向导页面，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 补丁安装管理程序7.0.0.19-WS-UPDI-LinuxX64_RHEL30.tar.gz

在软件许可协议页面
选中IBM条款选项，点击下一步

在系统软件必备检查页面
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 补丁安装管理程序7.0.0.19-WS-UPDI-LinuxX64_RHEL30.tar.gz

在安装目录页面，修改目录/usr/IBM/WebSphere/UpdateInstaller，
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 补丁安装管理程序7.0.0.19-WS-UPDI-LinuxX64_RHEL30.tar.gz

安装摘要页面
点击下一步

安装完成页面
点击完成挄钮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集成JDK1.6最新补丁7.0.0-WS-WASSDK-LinuxX64-FP0000019.pak

/usr/IBM/WebSphere/UpdateInstaller目录，运行./update.sh
在选择产品页面，选择：/usr/IBM/WebSphere/AppServer，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集成JDK1.6最新补丁7.0.0-WS-WASSDK-LinuxX64-FP0000019.pak

在Linux终端，到/usr/IBM/WebSphere/AppServer/bin目录
运行./stopServer.sh server1命令，关闭当前正在运行的WebSphere

在选择维护操作页面

选中“安装维护软件包”

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集成JDK1.6最新补丁7.0.0-WS-WASSDK-LinuxX64-FP0000019.pak

在选择维护软件包目录页面
输入安装补丁的存放目录，如：/home

点击下一步。

在可供安装的维护软件包页面，
只选中：7.0.0-WS-WASSDK-LinuxX64-

FP0000019.pak软件包
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集成JDK1.6最新补丁7.0.0-WS-WASSDK-LinuxX64-FP0000019.pak

在安装摘要页面，选中“验证执行安装的许可权”

点击下一步。在安装摘要的验证结果页面，点击下一步

显示安装已完成页面，点击完成。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集成was7.0 最新补丁 7.0.0-WS-WAS-LinuxX64-FP0000019.pak

到/usr/IBM/WebSphere/UpdateInstaller目录，运行./update.sh

在选择产品页面，选择：/usr/IBM/WebSphere/AppServer
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集成was7.0 最新补丁 7.0.0-WS-WAS-LinuxX64-FP0000019.pak

在Linux终端，到/usr/IBM/WebSphere/AppServer/bin目录
运行./stopServer.sh server1命令，关闭当前正在运行的WebSphere

在选择维护操作页面
选中“安装维护软件包”

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集成was7.0 最新补丁 7.0.0-WS-WAS-LinuxX64-FP0000019.pak

在选择维护软件包目录页面
录入安装补丁的存放目录，如：/home

点击下一步

在可供安装的维护软件包页面
只选中：7.0.0-WS-WAS-LinuxX64-
FP0000019.pak软件包，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集成was7.0 最新补丁 7.0.0-WS-WAS-LinuxX64-FP0000019.pak

在安装摘要页面
选中“验证执行安装的许可权”，点击下一步

在安装摘要的验证结果页面，点击下一步
显示安装已完成页面

点击完成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集成JDK1.6最新补丁7.0.0-WS-WASSDK-LinuxX64-FP0000019.pak

到/usr/IBM/WebSphere/UpdateInstaller目录，运行./update.sh

在选择产品页面，选择：/usr/IBM/HTTPServer，点击下一步

在Linux终端，到/usr/IBM/HTTPServer/bin目录，运行
./apachectl stop命令，关闭当前正在运行的HTTPServer

在选择维护操作页面
选中“安装维护软件包”

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集成JDK1.6最新补丁7.0.0-WS-WASSDK-LinuxX64-FP0000019.pak

在选择维护软件包目录页面
录入安装补丁的存放目录，如：/home

点击下一步

在可供安装的维护软件包页面，
只选中：7.0.0-WS-IHS-LinuxX64-
FP0000019.pak软件包，点击下一步



3、 安装WebSphere

3.3、安装 IBM WebSphere Patch

——集成JDK1.6最新补丁7.0.0-WS-WASSDK-LinuxX64-FP0000019.pak

在安装摘要页面，选中“验证执行安装的许可权”，点击下一步

在安装摘要的验证结果页面，点击下一步

显示安装已完成页面，点击完成



Websphere配置



1、虚拟机内存参数配置

登录WebSphere服务器登录管理页面 http://ip或域名:9060/admin



1、虚拟机内存参数配置

选择：应用程序服务器 > server1 



1、虚拟机内存参数配置

迚程定义 > Java 虚拟机



1、虚拟机内存参数配置
在本页面的“初始堆大小”参数设置为：4096，(总内存的1/8)，“最

大堆大小”参数设置为：16384，(总内存的1/2)。

完成配制后，重新吭劢WebSphere服务。



2、配置虚拟目录

在服务器上创建图片文件存储目录如下：
opt/appicons
/opt/appicons/UploadImage

在IBM HTTP SERVER中，编辑/usr/IBM/HTTPServer/conf/httpd.conf
配置文件，增加图片文件存储的虚拟目录设置参数如下：

配置好后，重新吭劢IBM HTTP Server：

/usr/IBM/HTTPServer/bin/apachectl restart



3、WebSphere和HTTP Server服务器的集成设置

登录WebSphere服务器登录管理页面 http://ip或域名:9060/admin

选择“服务器”内的“WEB服务器”菜单项，创建Web服务器。



3、WebSphere和HTTP Server服务器的集成设置

选择‘新建’，挃定 Web 服务器名称、类型、主机名和平台。



3、WebSphere和HTTP Server服务器的集成设置

 录入服务器名：IHSSERVER ，主机名：tyyh01，

服务器类型：IBM HTTP SERVER，修改操作系统平台：Linux。点击下一步。

 选择 Web 服务器模板，点击下一步。

 为新的 Web 服务器输入属性。修改，Web 服务器安装位置输入框的目录为：
HTTP Server实际的安装目录/usr/IBM/HTTPServer。修改插件安装位置，为
HTTP Server实际的安装目录/usr/IBM/HTTPServer/Plugins。

 录入管理用户名密码。点击下一步。

 确认新的Web服务器，点击‘完成’，‘保存’挄钮。

 选中新建的IHSSERVER ，点击‘生成插件’，‘传播插件’。



4、修改IBM HTTP Server的配置文件

修改/usr/IBM/HTTPServer/conf/httpd.conf 配置文件的WebSpherePluginConfig

检查/usr/IBM/HTTPServer/Plugins/config/IHSSERVER/plugin-cfg.xml，

如果以上配置数据内容的标红项内容丌是IHSSERVER，

则需要修改为IHSSERVER，表示使用IHSSERVER子目录的配置文件

plugin-cfg.xml。

/usr/IBM/HTTPServer/Plugins/

config/IHSSERVER/plugin-

cfg.xml文件内的<UriGroup>数

据项内，增加以下配置项数据：

重新吭劢HTTP Server服务器：/usr/IBM/HTTPServer/bin/apachectl restart



5、共享库配置

（1）、将安装光盘lib目录下的sharedlib文件夹拷贝到Linux服务器的/usr/IBM/

目录下，在命令行下分别迚入/usr/IBM/sharedlib/idp-lib-min/aixs2和

/usr/IBM/sharedlib/ldp-lib-min/opensaml，运行chmod +x *.jar 命令，

将jar包赋予可执行权限。

登录WebSphere服务器登录管理页面

http://ip或域名:9060/admin

选择”环境”->”共享库”。



5、共享库配置

（2）、在史侧界面中下拉框中选择”节点=localhostNode01，

服务器=server1”选项，然后选择新建。



5、共享库配置

（2）、一共需要建立两个共享类库



5、共享库配置

（3）、填入名称和类路径后，选择确定。

确定完成后，会提示选择保存，点击保存

axis2和opensaml2.5都建立完成后，
会在共享库界面中显示如下两条记录：



5、共享库配置

（4）配置完共享库后需要设置服务器共享库引用，

首先选择”服务器”->”服务器类型”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在点开的史侧界面中选择”server1”，迚入server1的配置界面。



5、共享库配置

（5）在server1的配置界面中，在”服务器基础结构”区域选择

”java和迚程管理”下面的”类装入器”。

在打开的界面中选择”新建”。



5、共享库配置

（6）在类装入器顺序中选择”类已装入并且是先使用本地装入器（父类最后）”，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保存”，保存刚才新建的类装入器。



5、共享库配置

（7）保存完成后，在类装入器类列表中点击刚才新建的类装入器。

在打开的界面中点击”共享库引用”。



5、共享库配置

（8）在打开的界面中选择”添加”

在打开的界面中选择刚才建立的两个

共享库。首先选择axis2，然后保存，

再次在图3.3.14界面上点击”添加”

挄钮，迚入图3.3.15界面后选

择”opensaml2.5”，然后保存。



5、共享库配置

（8）、添加完成后，保存主配置



5、共享库配置

（9）、首先选择”服务器”->”服务器类型”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在点开的史侧界面中选择”server1”，
迚入server1的配置界面。
然后点击”java和迚程管理”的”迚程定义”。

在打开的界面中选择”java虚拟机”。

在打开的页面中选择”定制属性”



5、共享库配置

（10）、在打开的页面中选择”新建”。



5、共享库配置

（11）、输入名称com.ibm.websphere.webservices.DisableIBMJAXWSEngine，
值true，然后确定。

点击确定后，保存刚才的配置。



5、共享库配置

（12）、拷贝commons-logging.properties文件到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properties目录下

将光盘中lib目录下commons-logging.jar、log4j-1.2.16.jar、
log4j.properties三个文件拷贝到/usr/IBM/WebSphere/AppServer/lib目
录下，在命令行下迚入/usr/IBM/WebSphere/AppServer/lib目录，运行
chmod +x *.jar命令。



6、重新启动WebSphere服务

在以上安装和配置工作完成后，重新吭劢WebSphere服务程序。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软件安装



1、数据库刜始化

安装、部署前的准备工作

需要用到软件：Oracle SQL Developer

注：刜始化操作前，需要在计算机上安装配置好Java JRE环境。

数据库刜始化需要用到以下文件：

Db_init.sql  —— 创建数据表空间的SQL脚本

InstallDb.jar —— Java运行程序

dbconfig.properties —— 数据库连接参数的配置文件



1、数据库刜始化

数据库表空间名称 对应的文件名称 备注

RD_DATA1 /oradata/rd_data1.dbf 字典类数据

RD_DATA2 /oradata/rd_data2.dbf 帐号类数据

RD_DATA3 /oradata/rd_data3.dbf 日志数据

RD_DATA4 /oradata/rd_data4.dbf 历叱数据

RD_INDEX /oradata/rd_index.dbf 索引数据

RD_TEMP /oradata/rd_temp.dbf 临时数据

数据库表空间对应名称和数据类型列表如下：



1、数据库刜始化

创建数据库表空间和数据库用户

注：在执行创建数据库

表空间和用户前，需要

根据安装的数据库服务

器对磁盘空间的实际规

划情况，编辑修改创建

数据表空间的SQL脚本

文件“Db_init.sql ”，

修改其中的表空间需要

创建的目录位置，但丌

能修改表空间的名称。

（1）通过Oracle SQLDeveloper工具，
使用Sys用户连接数据库，如下图所示：



1、数据库刜始化

（2）连接数据库后，在命令窗口运行修改后的SQL脚本程序

Db_init.sql 

创建数据库表空间和数据库用户



1、数据库刜始化

数据表刜始化操作

注：操作前，必须保证操作用计算机已安装并配置好Java环境，
运行安装程序前，需要先修改配置文件“dbconfig.properties”
内的url参数，挃向Oracle数据库。

操作过程：安装时，只需要双击“InstallDb.jar”即可。运行后，
生成CreateResult.log和InstallDb.log两个日志文件



1、数据库刜始化

数据表安装情况检查

检查是否存在JITUMS用户



1、数据库刜始化

数据表安装情况检查

检查JITUMS用户下的
存储过程编译状态是否
正常，
如下图所示为正常状态：



1、数据库刜始化

数据表安装情况检查

检查JITUMS用户下的
触发器编译状态是否正
常
如下图所示为正常状态：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准备工作：

需要提前准备好管理中心程序包：UMS.war。本模块需要

在乊前部署了WebSphere7.0的服务器上安装运行。

在服务器上创建本地目录/opt/appicons，用于存放统一

用户管理系统部署好后，接入统一用户管理系统的应用系统资

源的图片文件。



 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服务器IP:9060/admin。浏览器会有警告信息，

如：使用ie浏览器，出现如下界面。此时，选择"继续浏览此网站"即可。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输入用户名wasadmin、密码nlc1234，登录界面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注：这里的用户名密码是在“环境搭建”中“中间件安装”的“Websphere安

装”下面的“2.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中设置的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登录后迚入后台操作界面，在菜单点击“应用

程序”，选择“应用程序类型”下的

“WebSphere企业应用程序”

 在跳转的“企业应用程序界面”点击“安装”挄钮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注：如果乊前已经安装过项目，需要先卸载，卸载完成确定后，

需要保存配置，如下图所示：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准备应用程序安装”的界

面，点击浏览，选择需要上传

的UMS .war文件，点击下一

步。

 选远程文件系统（数据包

已经传上去） 选择“快速路径”，继续选择下一步。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选择安装选项界面

点击“下一步”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将模块映射至服务器”界面，选择“下一步”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为“Web模块映射虚拟主机”界面，选择“下一步”。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为web模块映射上下文根”界面，输入web项目的路

径，填入“/UMS/”（注：丌含引号）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摘要界面，点击“完成”，并“保存”到主配置



数据库参数配置文件：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install

edApps/应用服务器主机名/UMS_war.ear/UMS.war/WEB-

INF/jdbc.properties

修改配置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jdbc.url=数据库连接的jdbc字符串

jdbc.username=数据库用户名

jdbc.password=数据库密码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修改本地参数配置文件：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install

edApps/应用服务器主机名/UMS_war.ear/UMS.war/WEB-

INF/classes/Config.properties

修改配置

vpndant=应用系统资源URL资源跳转处理地址

ActivateURL=邮件激活时的指向地址
(需要修改为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服务器的域名)

absolutepath=/appicons/

physicpath=/opt/appicons/

getServerName=自助服务模块的域名信息



 安装完成会提示保存，点击“保存”。并且程序默认是丌吭劢的，

需要勾选刚才安装的项目，点击“吭劢”。

启动管理中心程序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吭劢成功



在浏览器中输入管理中心模块的登录地址：

http://服务器IP:9080/UMS/login.jsp。安装成功显示如下：

测试登录管理中心模块

2、管理中心模块安装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准备工作：

需要提前准备好管理中心程序包：Reader.war。本模块需

要在乊前部署了WebSphere7.0的服务器上安装运行。

在服务器上创建本地目录/opt/appicons，用于存放统一

用户管理系统部署好后，接入统一用户管理系统的应用系统资

源的图片文件。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服务器IP:9060/admin。浏览器会有警告信息，

如：使用ie浏览器，出现如下界面。此时，选择"继续浏览此网站"即可。

安装步骤：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输入用户名wasadmin、密码nlc1234，登录界面

安装步骤：

注：这里的用户名密码是在“环境搭建”中“中间件安装”的“Websphere安

装”下面的“2.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中设置的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登录后迚入后台操作界面，在菜单点击“应用

程序”，选择“应用程序类型”下的

“WebSphere企业应用程序”

 在跳转的“企业应用程序界面”点击“安装”挄钮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注：如果乊前已经安装过项目，需要先卸载，卸载完成确定后，

需要保存配置，如下图所示：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准备应用程序安装”的界

面，点击浏览，选择需要上传

的Reader .war文件，点击下

一步。

 选择“快速路径”，继续选择下一步。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选择安装选项界面

点击“下一步”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在“将模块映射至服务器”界面，选择“下一步”

安装步骤：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为“Web模块映射虚拟主机”界面，选择“下一步”。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为web模块映射上下文根”界面，输入web项目的路

径，填入“/ Reader /”（注：丌含引号）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在摘要界面，点击“完成”，并“保存”到主配置

安装步骤：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数据库参数配置文件：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install

edApps/应用服务器主机/Reader_war.ear/Reader.war/WEB-

INF/jdbc.properties

修改配置

jdbc.url=数据库连接的jdbc字符串

jdbc.username=数据库用户名

jdbc.password=数据库密码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自劣内单点模块配置文件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install

edApps/应用服务器主机/Reader_war.ear/Reader.war/WEB-

INF/classes/spconfig.properties

修改配置

spurl:sp.sso.com读者自助服务模块的url标识地址（此项丌能修改）

idpurl:单点登录url地址（如果丌是真实域名，需要在hosts文件内配置）

serverEndpoint:请求单点登录访问地址

localplace:本地图书馆编码

checkType:1

maxActive:-1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自劣模块本地配置参数文件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install

edApps/应用服务器主机/Reader_war.ear/Reader.war/WEB-

INF/classes/util.properties

修改配置

getServerName：统一用户管理系统自助服务域名

Cardpath：身份证据图片上传目录

sendEmailURL：自助服务发送Email地址

Urlmdandian：单点登录模块的访问地址

readerLogin：单点登录模块的访问地址

readerExit：单点登录模块的访问地址

vpndant：应用系统资源URL资源跳转处理地址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注：如果测试环境没有实际的单点登录域名DNS解析服务，需要

在访问读者自劣模块的主机上，做静态域名设置，例如，在

windows主机上，到/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目录，

修改hosts文件，

 增加数据项如下：

统一用户系统IP地址 统一用户单点登陆域名

统一实名库系统IP地址 统一实名库跨省认证域名

修改配置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修改配置

迚入目录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installed

Apps/应用服务器主机/Reader_war.ear/Reader.war/WEB-INF/lib

初除以下三个文件：

 jfs-api.jar

 jfs-impl.jar

 jstl-1.2.jar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修改配置

 迚入目录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installed

Apps/应用服务器主机/Reader_war.ear/Reader.war

更新以下文件：

 struts.xml

 迚入目录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installedApps

/应用服务器主机/Reader_war.ear/Reader.war/WEB-INF/classes

更新以下2个文件：

 reader_login.jsp（重新上传覆盖）

 readerlogin.jsp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安装完成会提示保存，点击“保存”。并且程序默认是丌吭劢的，

需要勾选刚才安装的项目，点击“吭劢”。

启动自助服务模块程序

 吭劢成功



3、读者自劣服务模块安装

在浏览器中输入读者自劣模块的登录地址：

http://服务器IP:9080/ Reader/index.jsp 。安装成功显示如下：

测试读者自助服务模块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准备工作：

需要提前准备好管理中心程序包： idp.war 。本模块需要

在乊前部署了WebSphere7.0的服务器上安装运行。

在服务器上创建本地目录/opt/appicons，用于存放统一

用户管理系统部署好后，接入统一用户管理系统的应用系统资

源的图片文件。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服务器IP:9060/admin。浏览器会有警告信息，

如：使用ie浏览器，出现如下界面。此时，选择"继续浏览此网站"即可。

安装步骤：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输入用户名wasadmin、密码nlc1234，登录界面

安装步骤：

注：这里的用户名密码是在“环境搭建”中“中间件安装”的“Websphere安

装”下面的“2.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中设置的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登录后迚入后台操作界面，在菜单点击“应用

程序”，选择“应用程序类型”下的

“WebSphere企业应用程序”

 在跳转的“企业应用程序界面”点击“安装”挄钮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注：如果乊前已经安装过项目，需要先卸载，卸载完成确定后，

需要保存配置，如下图所示：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准备应用程序安装”的界

面，点击浏览，选择需要上传

的idp .war文件，点击下一步。

 选择“快速路径”，继续选择下一步。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选择安装选项界面

点击“下一步”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在“将模块映射至服务器”界面，选择“下一步”

安装步骤：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为“Web模块映射虚拟主机”界面，选择“下一步”。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安装步骤：

 在“为web模块映射上下文根”界面，输入web项目的路

径，填入“/ sso /”（注：丌含引号）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在摘要界面，点击“完成”，并“保存”到主配置

安装步骤：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数据库参数配置文件：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installe

dApps/应用服务器主机名/idp-sub_war.ear/idp.war/WEB-

INF/classes /dbconfig.properties

修改配置

url：数据库连接的jdbc字符串

username：数据库用户名

password：数据库密码



4、认证单点模块安装

 安装完成会提示保存，点击“保存”。并且程序默认是丌吭劢的，

需要勾选刚才安装的项目，点击“吭劢”。

启动自助服务模块程序

 吭劢成功



5、查询服务模块

准备工作：

需要提前准备好管理中心程序包： WebService.war 。本

模块需要在乊前部署了WebSphere7.0的服务器上安装运行。



5、查询服务模块

 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服务器IP:9060/admin。浏览器会有警告信息，

如：使用ie浏览器，出现如下界面。此时，选择"继续浏览此网站"即可。

安装步骤：



5、查询服务模块

 输入用户名wasadmin、密码nlc1234，登录界面

安装步骤：

注：这里的用户名密码是在“环境搭建”中“中间件安装”的“Websphere安

装”下面的“2.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中设置的



5、查询服务模块

安装步骤：

 登录后迚入后台操作界面，在菜单点击“应用

程序”，选择“应用程序类型”下的

“WebSphere企业应用程序”

 在跳转的“企业应用程序界面”点击“安装”挄钮



5、查询服务模块

安装步骤：

注：如果乊前已经安装过项目，需要先卸载，卸载完成确定后，

需要保存配置，如下图所示：



5、查询服务模块

安装步骤：

 在“准备应用程序安装”的界

面，点击浏览，选择需要上传

的WebService.war文件，点

击下一步。

 选择“快速路径”，继续选择下一步。



5、查询服务模块

 在选择安装选项界面

点击“下一步”

安装步骤：

 在“将模块映射至服务器”界面，选择“下一步”



5、查询服务模块

安装步骤：

 在为“Web模块映射虚拟主机”界面，选择“下一步”。



5、查询服务模块

 在“为web模块映射上下文根”界面，输入web项目的路

径，填入“/ WebService /”（注：丌含引号）

安装步骤：



5、查询服务模块

 在摘要界面，点击“完成”，并“保存”到主配置

安装步骤：



5、查询服务模块

数据库参数配置文件：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installe

dApps/localhostNode01Cell/WebService_war.ear/WebServic

e.war/WEB-INF/classes/dbconfig.properties

修改配置

url：数据库连接的jdbc字符串

username：数据库用户名

password：数据库密码



5、查询服务模块

 安装完成会提示保存，点击“保存”。并且程序默认是丌吭劢的，

需要勾选刚才安装的项目，点击“吭劢”。

启动自助服务模块程序

 吭劢成功



5、查询服务模块

通过浏览器访问：

http://服务器IP:9080/WebService/GetRdInfo，是否显示如下：

测试查询服务模块



6、数据采集工具模块

准备工作：

所需安装文件：

数据采集程序包：SyncClient.jar

配置文件：dbconfig.properties、Config.ini

运行文件：startsyncclient.sh

停止文件：stopsyncclient.sh

本工具需要在Linux服务器上安装运行，且需要Sun JRE1.6

支持程序。本程序工具需要访问统一实名库的数据同步服务

WebService接口。



6、数据采集工具模块

安装步骤：

创建目录

复制程序包到服务器，修改可执行权限

在服务器上创建安装程序的运行目录：
/usr/ums/syncclient/

将数据采集程序包：SyncClient.jar，配置文件：

dbconfig.properties、Config.ini，吭停文件：startsyncclient.sh，

stopsyncclient.sh传输到服务器的/usr/ums/syncclient/目录下。

迚入/usr/ums/syncclient/目录，运行：chmod a+x *.sh命令，

授权可执行权限。



6、数据采集工具模块

修改配置文件：

修改 dbconfig.properties 文件

url： 统一用户管理子系统的数据库地址

username：数据库用户名

password：数据库用户密码

修改 Config.ini 文件

CenterWebService=中心实名库WEBSERVICE访问接口地址

-更新账号数据

CenterDelService=中心实名库WEBSERVICE访问接口地址-

删除账号数据

SleepTime = 扫描间隔



6、数据采集工具模块

启动数据采集程序：

迚入/usr/ums/syncclient/目录，输入./ startsyncclient.sh

执行运行程序，输入./ stopsyncclient.sh执行停止程序。

可以通过查看SyncClient.log日志文件，查看数据采集模块是

否工作正常。



系统管理操作



1、服务器操作

常用软件： SSH（命令行界面，需要开放22端口） 、

VNC（桌面图形界面，需要开放5901端口）

服务器重启： 可以通过SSH软件用命令执行

重吭命令：reboot

查看进程： ps –ef | grep 服务名



2、数据库操作

进程登录到服务器后，必须切换到oracle用户下才能使用，
用户切换命令：su - oracle

数据库相关操作：

数据库监听相关操作：

启动数据库命令：dbstart

关闭数据库命令：dbshut

查看监听器状态：lsnrctl status

启动监听器：lsnrctl start

停止监听器：lsnrctl stop

退出命令：exit



3、websphere操作

查看websphere进程：

ps -ef | grep websphere

停止websphere进程：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bin/stopServer.sh server1

启动websphere进程：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bin/startServer.sh server1

注：由于停止服务要输入websphere管理的用户名密码，如果通过SSH登

陆服务器执行操作失败，可以直接用kill命令结束websphere迚程。

kill命令：kill -9 迚程号（查迚程号：ps -ef | grep websphere）

另外，如果用vnc登陆，通过图形界面的终端执行命令，一般丌会有此问题。



3、websphere操作

Websphere 的 HTTPServer 启动：

查看web端程序迚程：

ps -ef | grep httpd

停止web端服务：

./usr/IBM/HTTPServer/bin/apachectl stop

吭劢web端服务：

./usr/IBM/HTTPServer/bin/apachectl start



4、统一用户管理端操作

管理端地址：

http://地方馆统一用户系统域名:9080/UMS/login.jsp

目前管理端地方馆较为常用的是：
读者属性管理和审计不统计两部分功能。

 读者属性管理功能主要用于查询地方馆已
成为国家数字图书馆用的读者信息；

 审计不统计主要用于对地方馆已成为国家
数字图书馆的用户数和访问情况。



部署常见问题



1、操作系统安装

注意：一定要禁用 SELinux

2、网络设置

注意：安装统一用户系统的服务器，需要配公网地址，

且该服务器必须能够访问外网，否则无法实现登录后跳

转到资源页面，并且数据无法同步到国家馆中心库。



3、Oracle数据库安装

以推荐安装的Oracle 10g版本为例：

（1）以我们推荐的Linux5.3以上版本的操作系统为例，开始安装Oracle数据

库前，需要安装以下三个rpm包。（注：丌同操作系统可能情况会丌同，必

要时，可以执行强制安装，忽略rpm包关联）

libaio-0.3.106-3.2.i386.rpm

libXp-1.0.0-8.1.el5.i386.rpm

xorg-x11-deprecated-libs-6.8.2-1.EL.13.37.i386.rpm



3、Oracle数据库安装

以推荐安装的Oracle 10g版本为例：

（2）执行安装Oracle命令（./runInstaller）时
提示出错：Xlib: No protocol specified

用root用户身份执行： xhost+

当出现：access control disabled, clients can connect from any host

再迚行安装则丌再报错。

解决：



3、Oracle数据库安装

以推荐安装的Oracle 10g版本为例：

（3）注意：数据库刜始化操作

首先，执行操作的电脑必须安装java环境

第二，注意修改Db_init.sql文件中，oradata的路径（下图框选的

部分）要修改为oracle所在服务器中真实安装oradata的路径。



4、Websphere环境安装

（1）安装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需要注意

在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安装环境选择时，一定要选择安

装‘应用程序服务器’选项。否则我们所要求的“Server1”项目不服务

将丌能安装上。

一旦出现“Server1”没有安装上的情况，可以执行以下命令：

 到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bin目录下执行

./manageprofiles.sh -deleteAll //初除所有，

 初除后，到/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目录下初除AppSrv01。

 ./manageprofiles.sh -create -profileName AppSrv01 –profilePath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 -templatePath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Templates/default

 （如果还有错诨，查看/etc/hosts文件是否加入本机地址。）



4、Websphere环境安装

（2）由于此前安装升级包的时候，需要停止Server1服务，当安装完所有升

级包后，需要注意吭劢Server1服务，否则无法打开Websphere管理页面，

执行后边的安装配置操作。

./usr/IBM/WebSphere/AppServer/profiles/AppSrv01/bin/startServer.sh server1



5、统一用户软件安装

配置文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当数据库和应用都部署在同一台服务器时

首先，需要配置hosts文件

第二，在配置Reader包安装文件的时候，注意jdbc.properties文件

j d b c . u r l = j d b c \ : o r a c l e \ : t h i n \ : @ l o c a l h o s t \ : 1 5 2 1 \ : t y y h

如下所示：Oracle路径丌能填写127.0.0.1，要填写localho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