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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22章 TuxedoTuxedoTuxedoTuxedo的简单安装和运行
以下主要以 Tuxedo 11gR1 在 Linux32 位平台上的安装和 simpapp 这个简单应用程序，

来讲述 Tuxedo 的简单安装、配置、部署、运行。

2.1 安装前准备

在正式安装测试前，需要进行相应的准备和检查工作。

2.1.1 检查软件包

查看 Tuxedo 相应版本的平台支持列表，检查 Tuxedo 安装包是否和目标系统适应，检

查 License 是否到期。

2.1.2 必备的硬件和软件

在将 Tuxedo 安装到 UNIX 平台之前你需要检查下列资源：

� 确定系统有足够的硬盘和内存空间用于安装和使用 Tuxedo

� 使用 Tuxedo 平台列表中支持的 C/C++/COBOL/Java 编译器

� 调整相应的 IPC 资源（请参考后续章节 3.4）

在将 Tuxedo 安装到 Windows 系统之前，你需要检查下列资源：

� 确定系统是否有足够的硬盘和内存空间用于安装和使用 Tuxedo

� Windows 的 Administrator 权限

� 使用 Tuxedo 平台列表中支持的 C++/COBOL/Java 编译器

� 调整相应的 TUXIPC 资源（请参考后续章节 3.4）

2.1.3 如何获得安装介质及文档

获得安装介质方式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 官方网站：www.oracle.com 可以下载一个 Tuxedo 最新版本的试用版。

� 联系 oracle 销售部门

2.1.4 Tuxedo许可证

如果您是在官方网站下载的试用版本，那么许可证会发到您的注册邮箱中。如果您是

联系销售部门，得到的是安装光盘，那么您的许可证会在安装光盘中有附带。

2.2 快速安装

下面是一步步的细节介绍，这里对于其中的一些关键步骤，进行了截图和一些必要的

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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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Tuxedo环境要求

Tuxedo 完全安装时，磁盘的使用一般在 120M 到 380M 之间，临时空间的使用在 20M 到

130M 之间，不同的平台差异比较大。但是在当前大多数服务器上这点空间可以完全忽略不

计。

Tuxedo 运行时对内存的需求也不大，通常在 128M 到 256M 之间，每启动一个额外的进

程大约用掉 0.5M 到 1M 的内存空间，这点通常也是可以满足需求。

Tuxedo 对 CPU 的数量和主频没有太大要求。增加 CPU 处理能力可以提高 Tuxedo 的最

大处理性能。

Tuxedo 需要的软件主要就是 C/C++/COBOL/Java 编译器，根据需求安装其中一个就可

以。还可以在开发机器上编译再搬到生产机器上运行。

2.2.2 内核参数的调整

为了使 Tuxedo 正常高效的运行，在 Tuxedo 安装前或者是安装后需要对操作系统内核

参数进行调整。（请参考后续章节 3.4）

2.2.3 进行 Tuxedo安装

Tuxedo 的安装有三种方式：图形化安装，命令安装和无人职守安装。下面举例就是在

Linux 中命令安装的方法：

首先把 Tuxedo 的安装包上传到服务器，给予执行权限：

图 2-1

执行安装命令：

图 2-2

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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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选择语言 1 后继续：

图 2-4

选择是完全安装还是部分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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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这个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选择 1 完全安装：

图 2-6

选择 1 后填写安装路径：

图 2-7

在这里我们可以修改刚才的路径也可以选择应用现在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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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选择应用当前的路径后继续安装例子以便参考，确认后继续：

图 2-9

开始安装完成后输入 tlisten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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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是否安装 SSL(为简单计，选择“否”)：

图 2-11

“回车”安装完成！

2.2.4 兼顾需要 License的版本

关于 License 在下载的时候会提示我们下载一个试用版的 License，否则会无法顺利

完成。

2.3 部署应用(simpapp例子)
在这里我们就以 Tuxedo 中自带的一个简单的例子（simpapp）演示一下一个应用的部

署过程。这个例子只是简单把输入的字母转换成大写字母输出到控制台上。通过它可以了

解 Tuxedo 应用的基本部署、编译、运行过程。

一个应用要成功部署，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2.3.1 修改配置文件

首先修改环境变量文件 tux.env,要在其中加上几个重要的变量分别是应用的路径

APPDIR 和配置文件 TUXCONFIG 的路径。

例如：

图 2-12

然后修改 ubbsimple 这个配置文件，进行以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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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从上到下分别修改 IPC 资源的信号量键值设置，APPDIR 是应用路径设置，TUXCONFIG

是 tuxconfig 二进制文件产生的路径，TUXDIR 为 Tuxedo 安装目录，machine-name 为本机

hostname；这样其它的暂时不需要修改。

保存退出。

2.3.2 加载配置文件

执行. ./tux.env 设置好环境变量后，执行 tmloadcf ubbsimple

例如：

图 2-14

这样就产生一个二进制的 tuxconfig 文件，到这一步，配置文件就算制作好了。

2.3.3 启动 Tuxedo
启动 Tuxedo 相当简单，可以用 tmboot –y 就直接启动了。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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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当然停止 Tuxedo 也很简单 tmshutdown –y

例如：

图 2-16

2.3.4 相关的日志文件

Tuxedo 启动/终止等系统日志记录在 ULOG.<日期>文件中。用户也可以通过编程将用户

日志记录在该文件中。

2.4 编译和运行

下面是编译和运行的一些细节介绍。

2.4.1 编译程序

编译应用代码：分别是客户端代码 simpcl.c 和服务器端代码 simpserv.c。

分别用命令：

buildclient -o simpcl -f simpcl.c

示例 2-1

buildserver -o simpserv -f simpserv.c -s TOUPPER

示例 2-2

这样就产生了可以执行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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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运行程序

执行客户端也相当简单。

如下：

[bea@landingbj simpapp]$ ./simpcl helloword

HELLOWORD (#输出大写的 helloword)

示例 2-3

2.5 卸载 Tuxedo
在 Windows 平台上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来完成卸载。

在 UNIX 平台中可以通过执行 uninstaller 子目录中的卸载脚本来完成卸载。

例如:

[bea@landingbj uninstaller]$ ./Uninstall_Tuxedo_11.1.1.2.0 –i console

(# 字符界面卸载)

示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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