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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本文是基于 openCRX1.10的相应文档：openCRX_Installation Guide for Oracle 

翻译而来。 
本人并非专业翻译人员而且时间紧张，本文中的错误疏漏一定很多，需要参

考原文或者实际程序才能正确理解，不便之处还请大家谅解。 
无论如何，希望本文有助于您对 openCRX 的安装、理解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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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本书 

本书介绍了怎样为 openCRX 安装 Oracle。 

1.1 本书为谁而写 

本书的目标读者是 openCRX 数据库管理员。 

1.2 需要具备什么知识来阅读本书 

由于本书介绍的是 openCRX 在 Oracle 中的安装，因此要求你熟悉

Oracle 的安装及配置。 

1.3 Tips，Warnings 等 

我们使用以下图表为例: 

 

以“Tip”提供的信息对于节省时间，降低风险等方面会很有帮助-但不一定

要严格按照我们建议的方法去做。 

meticulous \muh-TIK-yuh-luhs\, adjective: 

Extremely or excessively careful about details. 

 

你需要仔细去看标有“Important”的信息。 忽略这些信息可能会带来一些

问题。 

 

不能忽视标有“Warnings”的信息(否则可能造成数据丢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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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备工作 

首先需要下载以下软件包: 

 下载 openCRX for Oracle(例如 

opencrx-1.10.0-core.oracle-8.zip [确省情况下，如果你安装的

Oracle 支持 Unicode]或者

opencrx-1.10.0-core.oracle-8N.zip [确省情况下，如果你安装

的 Oracle 不支持 Unicode]. 

 从这里下载Oracle Database Server。需要一个OTN账户。 

 在Oracle客户端发布包中可以找到Oracle JDBC驱动；或者也可以从

这里下载. 

注意：安装正确的 correct JDBC 驱动(例如，相匹配的 JDK，Oracle 版

本等)并且只安装一个驱动! 忽视这点，会造成很多问题，因为连接数据库会

失败。 

下一步，安装 Oracle。Oracle 文档详细介绍了怎样安装数据库。这里

假设你使用的是 Oracle dbca tool 以及用于数据库管理的 Sql*Plus，

则应用服务器的安装需要用到 JDBC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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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旧版本升级 

如果你已经为 openCRX 安装了 Oracle，那么按下面的介绍升级数据

库。其它几章可以跳过不看。 

 

在运行任何升级或移植脚本之前，不要忘记备份数据库! 

 

请登陆http://www.opencrx.org/faq.htm#upgrade，找找有没有你安

装的openCRX版本的特别说明。下面的介绍针对于普通版本，对于你安装

的openCRX来说，可能还有一些步骤未涉及到，需要升级openCRX版本。 

3.1 SQL 脚本 upgrade-from-... 

首先，升级数据库。openCRX 发布包提供一个以下形式的 SQL 脚本 

upgrade-from-<version from>-to-<version to>.sql 

例如，如果你安装的是 openCRX 1.9.1，想升级到版本 1.10.0，那么需要

运行脚本 upgrade-from-1.9.1-to-1.10.0.sql。 

3.2 SQL 脚本 migrate-from-... 

第二步，移植数据库。openCRX 发布包通常提供一个以下形式的 SQL

脚本 

migrate-from-<version from>-to-<version to>.sql 

例如，你安装的是 openCRX 1.9.1，想升级到版本 1.10.0，那么需要运行

脚本 upgrade-from-1.9.1-to-1.10.0.sql。 

3.3 SQL 脚本 drop-from-... 

下一步，可以删除一些没有用到的表格。openCRX 发布包通常提供一

个以下形式的 SQL 脚本： 

drop-from-<version from>-to-<version to>.sql 

例如，如果你安装了 openCRX 1.9.1，想删除 openCRX 1.10.0 没用到的

表格，那么运行脚本 drop-from-1.9.1-to-1.10.0.sql。当然，你也可以为

这些表格重命名，例如，transition_type 重命名为

_unused_transition_type。虽说不要在备份前删除表格，但不这样也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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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QL 脚本 dbcreate-views.sql 

openCRX 很多新版本使用的是 new/changed 视图。例如，如果

openCRX 的发布包含了一个以下形式的 SQL 脚本 

dbcreate-views.sql 

那么运行它。例如，你安装了 openCRX 1.9.1，想升级到 openCRX 1.10.0，

那么运行脚本 dbcreate-views.sql。务必已删除旧视图，正确创建了新视

图。 

3.5 SQL 脚本 dbcreate-indexes.sql 

openCRX 很多新版本使用的是 new/changed 索引。如果 openCRX 

的发布包含了一个以下形式的 SQL 脚本 

dbcreate-indexes.sql 

那么运行它。例如，如果你安装的是 openCRX 1.9.1，想升级到 openCRX 

1.10.0，那么需要运行脚本 dbcreate-indexes.sql。 

3.6 修改配置 

最后一步，删除旧配置，并把新配置写入数据表中。通过运行脚本

populate-preferences.sql 来完成。 

 

保证已删除旧配置，并且载入新配置。这些表格包含了 openMDX database 

plugin，例如，如果载入的配置与 openCRX 版本不配套，那么 openCRX 

的持久层将不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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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建数据库 

使用现有的数据库，或者通过 Oracle Database Configuration 

Assistant (dbca)新建一个数据库。下面的截图来自于一个 windows 的

安装，对于不同平台来说，这些过程是不一样的。这里假设 oracle 的安装

目录(Oracle Home)是"c:/oracle"。 

作为 Oracle owner account，运行 dbca，并新建"General Purpose"

数据库，如下所示: 

 
Figure 1: 创建一个数据库（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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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数据名称 CRX，如下所示: 

 
Figure 2: 创建 schema CRX 

 

继续后面几步，调整数据库参数(在大多数简单的部署中，缺省的配置

也可以了)。最后，选择创建数据库（Create Database）在 Step 7 中选

择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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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创建一个用户，表空间，并授予这个用户访问新建数据库的权

限。确保你的环境设置有以下变量: 

Listing 1: Shell variables 

ORACLE_SID=CRX 

ORACLE_HOME=c:/oracle 

PATH=${ORACLE_HOME}/bin:${PATH} 

打开命令行，如下执行命令: 

 

Figure 3: 创建用户（user），表空间（tablespace） 

当然，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Toad 以及其它各种第三方工具

也可以完成这些，但很少有如此快的速度及可控性（如果你习惯命令行操

作）。 

现在，你已完成数据库和数据库 schema 的创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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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 openCRX 数据库 Schema 对象 

在创建 schema后，就可以安装 openCRX数据库 schema对象了。 必

须执行以下脚本: 

 dbcreate-tables.sql 

 dbcreate-views.sql 

 dbcreate-indexes.sql 

 populate-preferences.sql 

 

不要执行除此之外的其它脚本。 

 

在 DDL 脚本中，Oracle 不支持空行。这些可以通过手工编辑文件去解

决，或者使用一个命令跳过空行，如下所示: 

Listing 2: Strip Null lines from DDL scripts 

$ cat dbcreate-tables.sql | 

> sed -n '/^$/!p' | 

> sed -n '/^[ \t\f\n\r\v]*$/!p' > dbcreate-tables-nonulllines.sql 

 

$ cat dbcreate-views.sql | 

> sed -n '/^$/!p' | 

> sed -n '/^[ \t\f\n\r\v]*$/!p' > dbcreate-views-nonulllines.sql 

 

$ cat dbcreate-indexes.sql | 

> sed -n '/^$/!p' | 

> sed -n '/^[ \t\f\n\r\v]*$/!p' > dbcreate-indexes-nonulllines.sql 

 

$ cat populate-preferences.sql | 

> sed -n '/^$/!p' | 

> sed -n '/^[ \t\f\n\r\v]*$/!p' > populate-preferences-nonulllines.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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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Oracle Sql*Plus，并以用户名 opencrx_user，密码

opencrx_user 登录。复制/粘贴 dbcreate-tables.sql (如果已设置跳过空

行，则 dbcreate-tables-nonulllines.sql)，并如下所示去执行: 

 

Figure 4: 安装 Database Schema 对象 

 

类似地，执行剩下的脚本: 

 dbcreate-views.sql (或 dbcreate-views-nonulllines.sql) 

 dbcreate-indexes.sql (或 dbcreate-indexes-nonulllines.sql) 

 populate-preferences.sql (或

populate-preferences-nonulllines.sql) 

这些脚本必须正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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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一步 

如果成功完成了数据库的安装，就可以使用 openCRX 数据库 crx-crx

了。关于怎样把应用服务器连接到 openCRX 数据库可参考应用服务器安装

指南。 

License

The contents of this file are subject to a BSD license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http://www.opencrx.org/license.htm

Copyright 2005 Magootech and 2006 © CRIXP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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