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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约定

        以下文本约定适用于本文档：

文档中出现的KingbaseES V8R3特指KingbaseES V008R003C001。

方括弧（[和]）表示可选的部分（在 Tcl 命令里，使用的是问号 （?），与通常的 Tcl 一
样）。

花括弧（{和}）和竖线（|）表示必须在其中选取一个候选。

点（...）表示其之前的元素可以被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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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aseES V008R003C001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欢迎来到KingbaseES V008R003C001（以下简称KingbaseES V8R3）教程。本教程从
安装与更新、SQL和PL/SQL、管理、开发、性能、安全和高可用七部分对KingbaseES V8R3
数据库进行全方位的介绍。

        本模块为KingbaseES V8R3管理员手册。覆盖了KingbaseES V8R3数据库管理员感兴趣
的主题，包括搭建和配置服务器、管理用户和数据库、任务维护等。任何想要管理运

行KingbaseES V8R3数据库的用户，均应当熟悉此部分内容。

        在开始本教程的学习之前，用户应当已安装部署KingbaseES V8R3数据库，如尚未安装
KingbaseES V8R3数据库，建议通过安装与更新 获取KingbaseES V8R3数据库安装部署的相
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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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快速入门快速入门

        本部分为数据库管理员快速入门教程，通过对KingbaseES V8R3的基本使用方法和管理
工具的介绍，指导用户快速掌握KingbaseES V8R3数据库的基本管理，完成数据库常见管理
任务。

目录目录
DBA快速入门

前言
1. 概述
2. 启动数据库服务器
3. 创建一个数据库
4. 访问数据库
5. 基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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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快速入门快速入门

前言前言

概述概述

        KingbaseES V8R3是一个大型通用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该产品面向事务
处理类应用，兼顾各类数据分析类应用，可用做管理信息系统、业务及生产系统、决

策支持系统、多维数据分析、全文检索、地理信息系统、图片搜索等的承载数据库。

范围范围

        本手册为使用KingbaseES V8R3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用户（即DBA）编写。用户
在使用KingbaseES V8R3数据库前应当认真阅读本手册(数据库的安装部署请参
考KingbaseES V8R3《安装与更新》），以便快速熟悉本软件的使用。

术语定义术语定义

"DBA"——数据库管理员（Database Administrator），是从事管理和维护数据
库管理系统的相关工作人员的统称。

"数据库集簇"——一个数据库集簇是被一个运行数据库服务器的单一实例所管理
的多个数据库的集合。

1. 概述概述

        作为一名数据库管理员，通常需要完成以下的任务：

安装KingbaseES V8R3数据库。

初始化及启停数据库服务器。

创建KingbaseES数据库。

访问KingbaseES数据库。

使用KingbaseES数据库客户端工具完成相应任务。

2. 初始化及启停数据库服务器初始化及启停数据库服务器

2.1. 创建一个数据库集簇创建一个数据库集簇

        KingbaseES V8R3数据库安装部署后，在对数据库执行操作之前，须在磁盘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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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化一个数据库存储区域（一个数据库集簇）。一个数据库集簇是被一个运行数据库

服务器的单一实例所管理的多个数据库的集合。

        系统初始化后，一个数据库集簇将包含以下五个数据库：TEMPLATE0、
TEMPLATE1、TEMPLATE2、SAMPLES和TEST。其中前三个是系统数据
库，TEMPLATE0不能建立用户连接；TEMPLATE1是用户创建新数据库时使用的模
板，对它的任何修改都将体现在以后以其为模板创建的数据库中；TEMPLATE2供系
统管理工具使用。SAMPLES数据库中加载了示例数据，包括Microsoft SQL Server中
的Northwind数据库、Oracle中的EMP数据库、数据库教材中常用的学生选课数据库
和零件供应数据库等。

2.1.1 使用使用 initdb创建一个数据库集簇创建一个数据库集簇

        使用命令initdb创建一个数据库集簇，数据库集簇的数据目录位置由-D选项指
定：

$ initdb -D /usr/local/kingbase/data

        数据目录位置可自行决定，无默认位置，但推荐使
用/usr/local/kingbase/data或/var/lib/kingbase/data。

        注意，此命令必须在使用KingbaseES用户账户登录后方能执行。

2.1.2 使用使用sys_ctl创建一个数据库集簇创建一个数据库集簇

        通过sys_ctl程序运行initdb来创建数据库集簇：

$ sys_ctl -D /usr/local/kingbase/data initdb

        如果指定的目录不存在，initdb将尝试创建该目录。当然，若initdb没有在父目
录中的写权限，此操作将会失败。推荐使用KingbaseES用户拥有权限的数据目录及
其父目录。如果想要的父目录也不存在，需先创建父目录，如果父父目录不可写则使

用root特权：

root# mkdir /usr/local/kingbase
root# chown kingbase /usr/local/kingbase
root# su kingbase
kingbase$ initdb -D /usr/local/kingbase/data

2.2. 启动数据库服务器启动数据库服务器

2.2.1. 通过通过kingbase命令启动数据库服务器命令启动数据库服务器

        在访问数据库前，必须启动数据库服务器。kingbase是数据库服务器，通过-D选
项来指定数据库配置文件在系统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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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数据库创建数据库

        KingbaseES V8R3数据库服务器启动后，可使用SQL命令CREATE DATABASE创建数据
库：

CREATE DATABASE name;

$ kingbase -D /usr/local/kingbase/data

        上述步骤必须以KingbaseES用户帐户登录后进行操作。如果没有-D选项，服务
器将尝试使用环境变量KINGBASE_DATA命名的目录。如果环境变量未被提供，则此启
动服务器操作将失败。

        建议使用Unix shell语法，在后台启动kingbase：

$ kingbase -D /usr/local/kingbase/data >logfile 2>&1 &

        该命令会将服务器的stdout和stderr输出存储到某个地方，这将有益于审计和诊断
问题。

        kingbase其它的命令行选项见kingbase参考页。

2.2.2. 通过通过sys_ctl服务器管理工具启动数据库服务器服务器管理工具启动数据库服务器

sys_ctl start -l logfile

        服务器管理工具sys_ctl将在后台启动服务器，并将输出存储在指定的日志文件
中。-D选项与kingbase中一致。

        当服务器在运行时，它的PID被保存在数据目录中的kingbase.pid文件。这样做
可防止多个服务器实例运行在同一个数据目录中。

2.3. 停止数据库服务器停止数据库服务器

        使用sys_ctl停止服务器：

sys_ctl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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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name遵循SQL标识符的一般规则。当前角色自动成为新数据库的拥有者。该拥有者具
有删除此数据库的权限（删除此数据库的同时会删除其中的所有对象，即使该对象有不同的拥

有者）。

        了解更多关于数据库创建、配置、删除等信息，见数据库管理员指南-5. 管理数据库。

4. 访问数据库访问数据库

        数据库创建后，可通过以下方式访问：

运行KingbaseES的交互式终端程序ksql， 它允许用户交互地输入、编辑和执行SQL命
令。

使用客户端工具EasyManager来创建和管理数据库。

        登录名为mydb的数据库：

$ ksql mydb

        如果未提供数据库名称，那么其缺省值就是用户账号名字。

        在ksql中，将看到以下的欢迎信息：

ksql (V009R006C002B0001)
Type "help" for help.

mydb=>

        最后一行也可能是：

mydb=#

        该提示符意味着该用户是数据库超级用户，不受访问控制的限制。

        ksql显示完最后一行提示符，在等待sql命令时，就可输入 SQL将查询到的结果显示
到ksql的工作区域。试验一下下面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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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db=> SELECT version();
                                     version
-----------------------------------------------------------------------------
 KingbaseES V008R002C001B0013 on x86_64-pc-linux-gnu, compiled by gcc (Debian 
 4.9.2-10) 4.9.2, 64-bit
(1 row)

mydb=> SELECT current_date;
    date
------------
 2016-01-07
(1 row)

mydb=> SELECT 2 + 2;
 ?column?
----------
        4
(1 row)

        ksql程序有一些不属于SQL命令的内部命令，以反斜线开头，"\"。 欢迎信息中列出了一
些这种命令。可用以下的命令获取各种KingbaseES的SQL命令帮助语法：

mydb=> \h

        退出ksql，输入：

mydb=> \q

        ksql将会退出并且返回到命令行shell。（在ksql提示符上键入\?可获取更多有关内部命令
的信息。） ksql的完整功能见ksql。

5. 基本使用基本使用

         启动数据库之后，可以使用KingbaseES提供的管理工具来管理服务器，选择菜单
>KingbaseES V8 即可看到KingbaseES V8R3数据库提供的所有快捷方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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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5-1 KingbaseES V8R3快捷方式快捷方式

5.1. 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

        点击上图中的EasyManager菜单（中文情况下为“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即可打开数据
库对象管理工具。关闭欢迎页面之后如下所示：

图图  5-2 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

        点击数据库导航下的蓝色按钮进行实例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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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5-3 实例注册实例注册

        输入所需信息后，点击检查，成功之后点击确定如下所示：

图图  5-4 实例注册完成实例注册完成

        展开左侧导航树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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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5-5 对象管理工具对象管理工具-导航树导航树

        接下来就可以右击所要操作的对象利用弹出的右键菜单来进行对该对象的操作。 如新建
表操作只需右击上图中的表，点击新建选项即可弹出如下编辑框：

图图  5-6 对象管理工具对象管理工具-编辑框编辑框

        填写所需的信息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新建表的操作。

5.2. 数据库部署工具数据库部署工具

        点击菜单图中的EasyDeploy菜单（中文为数据库部署工具），即可打开数据库部署工
具。关闭欢迎页面并展开左侧导航树之后右击节点新建节点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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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5-7 数据库部署工具数据库部署工具

        填写相应的信息，点击检查，如果成功点击确定，即可新建一个节点。

5.3. 逻辑同步工具逻辑同步工具

         点击菜单图中的EasySync菜单（中文为逻辑同步工具），即可打开逻辑同步工具。关闭
欢迎页面并展开左侧导航树右击发布点击发布服务器注册之后如下所示：

图图  5-8 逻辑同步工具逻辑同步工具

        填写相应的信息，点击检验，如果成功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注册发布服务器。

5.4. 数据迁移工具数据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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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菜单图中的EasyTransfer菜单（中文为数据迁移工具），即可打开控制台工具。展开
左侧导航树之后如下所示：

图图  5-9 数据迁移工具数据迁移工具

        左侧空白区域右键点击新建，即可新建迁移项目：

图图  5-10 数据迁移工具数据迁移工具-新建迁移项目新建迁移项目

        输入项目名称之后点击完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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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5-11 数据迁移工具数据迁移工具-新建项目新建项目

        接下来就可以通过导航树上的右键菜单来完成所需的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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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通用通用
目录目录
KingbaseES V8R3数据库基础

前言
1. 总体结构
2. 架构基础
3. 事务管理
4. 存储结构
5. 实例架构

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前言
1. 服务器的配置
2. 客户端认证
3. 数据库用户和权限
4. 数据库用户与角色
5. 管理数据库
6. 模式对象管理

本地化
1. 区域支持
2. 排序规则支持
3. 字符集支持

信息模式
1. 模式
2. 数据类型
3. information_schema_catalog_name
4. administrable_role_authorizations
5. applicable_roles
6. attributes
7. character_sets
8. check_constraint_routine_usage
9. check_constraints
10. collations
11. collation_character_set_applicability
12. column_domain_usage
13. column_options
14. column_privileges
15. column_udt_usage
16. columns
17. constraint_column_usage
18. constraint_table_usage
19. data_type_privileges
20. domain_constraints
21. domain_udt_usage
22. domains
23. element_types
24. enabled_roles
25. foreign_data_wrapper_options
26. foreign_data_wrappers
27. foreign_server_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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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foreign_servers
29. foreign_table_options
30. foreign_tables
31. key_column_usage
32. parameters
33. referential_constraints
34. role_column_grants
35. role_routine_grants
36. role_table_grants
37. role_udt_grants
38. role_usage_grants
39. routine_privileges
40. routines
41. schemata
42. sequences
43. sql_features
44. sql_implementation_info
45. sql_languages
46. sql_packages
47. sql_parts
48. sql_sizing
49. sql_sizing_profiles
50. table_constraints
51. table_privileges
52. tables
53. transforms
54. triggered_update_columns
55. triggers
56. udt_privileges
57. usage_privileges
58. user_defined_types
59. user_mapping_options
60. user_mappings
61. view_column_usage
62. view_routine_usage
63. view_table_usage
64. views

KingbaseES相关参数参考手册
1. KingbaseES系统表
2. KingbaseES系统视图

KingbaseES错误代码查询手册
Errcodes  --  KingbaseES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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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aseES V8R3数据库基础数据库基础

前言前言

概述概述

        KingbaseES V8R3是一个大型通用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该产品面向事务处理类
应用，兼顾各类数据分析类应用，可用做管理信息系统、业务及生产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多

维数据分析、全文检索、地理信息系统、图片搜索等的承载数据库。

范围范围

        本文档介绍KingbaseES V8R3数据库基本概念，其中包括数据库系统结构、事务处理的
策略及存储结构。

1. 总体结构总体结构

        金仓数据库KingbaseES V8R3的技术架构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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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1-1 KingbaseES V8R3总体结构图总体结构图

        逻辑功能架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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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1-2 KingbaseES V8R3逻辑功能架构示意图逻辑功能架构示意图

2. 架构基础架构基础

        了解KingbaseES的系统架构，对KingbaseES的部件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的理解将会使本
节更易理解。

        在数据库术语里，KingbaseES使用客户端/服务器的模型。一次KingbaseES会话由下列
相关的进程组成：

一个服务器进程，它管理数据库文件、接受来自客户端应用与数据库的联接并且代表客

户端在数据库上执行操作。该数据库服务器程序叫做kingbase。

那些需要执行数据库操作的用户的客户端（前端）应用。客户端应用可能本身就是多种

多样的：可以是一个面向文本的工具，也可以是一个图形界面的应用，或者是一个通过

访问数据库来显示网页的网页服务器，或者是一个特制的数据库管理工具。 一些客户端
应用是和 KingbaseES发布一起提供的，但绝大部分是用户开发的。

         和典型的客户端/服务器应用（C/S应用）一样，这些客户端和服务器可以在不同的主机
上。这时它们通过 TCP/IP 网络连接通讯。请注意，在客户机上可以访问的文件未必能够在数
据库服务器机器上访问（或者只能用不同的文件名进行访问）。

        KingbaseES服务器可以处理来自客户端的多个并发请求。因此，它为每个连接启动
（"forks"）一个新的进程。从这个时候开始，客户端和新服务器进程就不再经过最初的
kingbase进程的干涉进行通讯。因此，主服务器进程总是在运行并等待着客户端联接， 而客
户端和相关联的服务器进程则是起起停停（当然，这些对用户是透明的。介绍这些主要是为了

内容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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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务管理事务管理

3.1. 数据库的事务数据库的事务

        同大多数的商业数据库一样，KingbaseES 数据库也引入了事务的概念。本章介绍
KingbaseES 中的事务以及事务的管理。

事务的概念事务的概念

数据库中的事务一个独立的逻辑单元。它包括了一个或多个 SQL 语句。数据库工作的基本
单位是事务，事务是不能被拆分的。一个事务执行的结果只可能有两个：事务内的语句都

成功执行，事务执行成功，即事务提交；或事务执行失败，本事务不对数据造成任何影

响，即事务回滚。为了更形象的描述事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银行数据库如何处理客户

转账。一个客户有这样的要求：把一笔钱从 A 帐户转到 B 帐户。这个要求可以拆分为三个
独立的部分：

帐户A划走这笔钱

帐户B增加这笔钱

记录这笔交易

整个交易过程数据库确保最终达到如下两种状态中的一个：

三条语句都成功执行，达到转账目的并且做交易记录。

整个事务提交，数据应用到数据库。

其中一条语句执行过程发生错误，比如 A 帐户资金不足，B 帐户不存在，或者在整个
交易过程中发生硬件故障，数据库停机。

整个事务回滚，执行成功的语句被撤销，执行失败的语句不对数据造成影响，还未执

行的语句不再执行。数据回滚到此事务未开始的状态。

无论什么原因,整个业务逻辑不允许出现诸如帐户 A 上的钱被划走，而却没有到达帐
户 B，或者这个交易没有被记录这样的中间结果，整个交易必须是原子性的，要么整
个操作成功，要么整个操作失败。数据库的事务概念正是吻合了此要求。

一条 SQL 语句成功执行标志着：

SQL语句被解析，语法正确。

SQL语句是有效的，语义正确。

一些数据可能被更改，但是这些更改不是永久性的，在此语句所在事务提交前，数据

的更改并没有在整个数据库生效。

对于事务的执行结果，只能有提交和回滚。

提交操作意味着：事务内的语句对数据的改变被数据库接受。这将造成数据对于整个

数据库发生永久性的改变。

回滚操作意味着：这个事务内所有对数据造成的更改全部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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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 SQL 语句执行失败会回滚整个事务。

事务的特性事务的特性

为了保证数据库中的数据一致性，确保KingbaseES 能够在并发访问和系统发生故障时对数
据进行维护，事务作为数据库工作的基本单位，具有下列四个特性，称为事务的 ACID 特
性。

原子性（原子性（Atomicity））
一个事务对数据库的所有操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单元。这些操作要么全部执

行，要么什么也不做。

一致性（一致性（Consistency））
一个事务独立执行的结果应保持数据库的一致性，即数据不会因为事务的执行而遭受

破坏。例如事务的概念里银行转账的例子，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

隔离性（隔离性（ Isolation））
在多个事务并发执行时，系统应保证与这些事务先后单独执行时的结果一样，此时称

事务达到了隔离性的要求，也就是在多个并发事务执行时，保证执行结果是正确的，

如同单用户环境一样。隔离性是由KingbaseES 的并发控制子系统实现的。

持久性（持久性（Durability））
一个事务一旦完成全部操作后，它对数据库的所有更新应永久地反映在数据库中。即

使以后系统发生故障，也应保留这个事务执行的痕迹。事务的持久性由 KingbaseES
的恢复管理子系统实现。

事务是恢复和并发控制的基本单位。KingbaseES 能够保证事务的 ACID 特性不被破坏，分
为以下几种情况：

a. 多个事务并发运行时，不同事务的操作交叉执行。KingbaseES 保证多个事务的交叉运
行不影响这些事务的原子性。

b. 事务在运行过程中被强行终止。KingbaseES 保证被强行终止的事务对数据库和其他事
务没有任何影响。

数据库对事务的管理数据库对事务的管理

对于事务的管理，KingbaseES 支持事务的隐式和显式提交，即自动提交和非自动提交。

自动提交事务

默认一个 SQL 语句为一个事务，当此语句执行成功后，由系统隐式提交。数据更改
被数据库接受。当 SQL 执行失败，自然视做回滚，不对数据造成影响。 KingbaseES
默认提交事务方式为自动提交。

非自动提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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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开始为第一个 SQL 语句。事务的结束必须用户显式的使用 COMMIT 语句提交
整个事务或者使用 ROLLBACK 语句回滚整个事务。如果客户端连接断开，那么未提
交的事务做回滚操作。

当用户想自己控制事务的执行，可以显式的用 BEGIN 语句开始一个事务，然后在事
务结束时应该使用 COMMIT 或 ROLLBACK 语句显式提交。

接口中也有对事务提交方式的控制，配置相应的配置文件可以使会话处于自动提交或

非自动提交模式。

一个事务的提交和回滚对数据库实例造成的影响为：

一个事务提交对数据库实例造成如下影响：

所有数据库更改对整个数据库生效。

保证此事务产生的日志写到磁盘。

释放所有此事务进行过程中申请的锁。

数据库标记此事务结束。

一个事务回滚对数据库实例造成如下影响：

撤销所有对数据的更改到此事务开始之前的状态。

释放所有此事务进行过程中申请的锁。

数据库标记此事务结束。

3.2. 数据的一致性和并发控制数据的一致性和并发控制

        在实际应用中数据库资源对用户是共享的，不同的用户在不同或相同的时刻使用数据库，
这就是数据库的并发操作。在多用户数据库环境中，并发操作提高了数据库资源的使用效率，

但若对这种并发操作不加限制就会破坏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问题。

        由于数据库工作的基本单位是事务，针对事务并发操作中的各类问题，SQL 标准提出了
事务的隔离级别概念。

3.2.1. 事务的隔离级别事务的隔离级别

        并发操作虽然可以改善系统的资源利用率和短事务的响应时间，但是在运行中必须对并发
事务加以控制，否则会引发一些问题，SQL92 标准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类，以及提出了解决
办法。

        由于一个事务可能包含多个 SQL 语句，SQL 语句是顺序执行的。T1 和 T2 两个事务在一
个数据库上并发执行，可能有如下类型的问题：

a. 读读“脏脏”数据（数据（Dirty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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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 T1 更新了一个数据，并且在 T1 提交或者回滚前，另外一个事务T2读取了那个数
据。如果 T1 这个时候回滚，那么T2就读取了一个未提交的虚假的值，即“脏”数据。

b. 不可重复读（不可重复读（Non-Repeatable 或或  Fuzzy Read））
事务 T1 读取了一个数据。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事务 T2 修改或者删除了这个数据并且提交
了。如果 T1 尝试再读取一次这个数据，就会发现再次读到的数据与之前不一致或不存
在。

c. 幻象读（幻象读（Phantom Read））
事务 T1 读取了若干个满足某个查询条件的数据。这个时候事务 T2 创建了一个数据恰好
也满足 T1 的这个查询条件。如果这个时候 T1 再次根据这个查询条件进行读取，它会发
现会多出了部分数据。

        很显然，高并发度带来了数据的不一致，这些情况一些是用户不愿意见到，一些则是无法
接受的。用户需要在高并发带来的高性能和数据的一致性之间做取舍。SQL92 标准提出了事
务隔离级别，来解决上面的问题。

        表表3-1 事务的隔离级别事务的隔离级别

隔离级别隔离级别 读脏数据读脏数据 不可重复读不可重复读 读幻象数据读幻象数据

读未提交(Read uncommitted) 可能 可能 可能

读已提交(Read committed) 不可能 可能 可能

可重复的读(Repeatable read) 不可能 不可能 可能

可串行化(Serializable)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四个隔离级别从上到下对事务执行的并发程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更加严格的限制在
带来更好的数据一致性的同时，也会损失更多并发带来的高性能。

        实际使用中，隔离级别并不是越高就越好，大多数情况下应用并不需要很高的数据一致
性。相反的，在多用户环境下，更强调的是并发度。所以综合考虑选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往往能

达到最优的效果。

        KingbaseES向用户提供两种隔离级别:读已提交(Read committed)和可串行化
(Serializable)。这一点与 Oracle 一致。

读已提交读已提交  (Read committed)
READ COMMITTED 是 KingbaseES 默认的事务隔离级别。在运行在该隔离级别的事务
中，查询语句只能看到该查询开始执行之前提交的数据，而不会看到任何未提交的数据

或查询执行期间并发的其它事务提交的数据，但是该查询可以看到本事务中查询之前执

行的数据更新。

在 READ COMMITTED 隔离级别下，对于事务 T1 中的更新和删除语句，与查询语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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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只能看到语句开始执行时提交的数据行，但是，这些数据行可能已经被同时并发的

另一个事务 B 更新，在这种情况下，事务 T1 将等待事务 T2 回滚或提交。如果事务 T2
回滚，则事务 T1 在原来的数据上继续更新，如果事务 T2 提交了，将分两种情
况，1）：如果事务 T2 删除了该行，则事务 T1 忽略该行，2）：如果事务 T2 对该行进
行了更新，则事务 T1 判断该行的新值是否还满足条件，如果满足条件，则事务 T1 在新
数据行上进行更新，如果不满足条件，则忽略该行。

在 READ COMMITTED 隔离级别下，同一个事务的不同查询看到的可能是不同的数据，
因此会出现不可重复读的问题。这种隔离级别对于大多数的应用已经能够满足要求，但

有些应用需要提供更加严格的数据一致性。

为了避免同样的查询得到不同的结果，在 READ COMMITTED 隔离级别下，应用程序在
同一事务内应该尽量避免重复的查询。

可串行化可串行化  (Serializable)
SERIALIZABLE 提供了更加严格的事务隔离级别，在该事务隔离级别下，事务并发执
行，其结果与某个串行执行顺序的结果完全相同。

在运行在 SERIALIZABLE 隔离级别的事务中，查询语句只能看到该事务开始执行之前已
经提交的数据，而不会看到任何未提交的数据或事务执行期间，并发的其它事务提交的

数据，但是该查询可以看到本事务中查询之前执行的数据更新。

在 SERIALIZABLE 隔离级别下，对于事务 T1 中更新和删除语句，与查询语句相同，只
能看到事务开始执行时提交的数据行，但是，这些数据行可能已经被同时并发的另一个

事务 T2 更新（事务 T2 开始的时间在事务 T1 前），在这种情况下，事务 T1 将等待事务
T2 回滚或提交。如果事务 T2 回滚，则事务 T1 在原来的数据上继续更新，如果事务 T2
提交了，则事务 T1 就会出错回滚，因为一个串行事务不能修改在该事务开始后被其它
事务修改的数据。

SERIALIZABLE 隔离级别可以确保每个事务看到一个完全一致的数据，但是当出现并发
更新时，后更新的事务必须回滚，只能在之前的更新提交后再重新执行。

在 SERIALIZABLE 隔离级别下，应用程序如果碰到更新语句回滚，应该重执行更新语句
所在的整个事务。

        有关事务隔离级别的设置请参见 "SET TRANSACTION" 语法描述。

        KingbaseES还提供参数 deadlock_timeout 来设置等锁的时间，解决事务并发操作长期进
行锁等待的问题。有关 deadlock_timeout 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KingbaseES服务器参数配
置手册-13. 锁管理 一节。

3.2.2. 并发控制的实现并发控制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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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baseES在多用户环境的并发访问，是通过多版本并发控制和封锁机制共同实现的。

3.2.2.1. 多版本并发控制

        多版本并发控制，即 MVCC（Multi-version concurrency control）。对于表里的某个一行
R，多版本并发控制通过每个写 R 的操作建立 R 的一个新版本，当执行一个读 R 的操作时，
针对操作所在的事务，系统选择 R 的一个正确版本来进行操作。多版本并发控制的一个显著
好处是读操作和写操作并不互斥。

        例如：如果用户 A 希望读取表 T 上的所有数据，而此时用户 B 正在更新表 T 上的某行数
据 r。对于多版本并发控制系统，B 用户的更新操作对于 r 生成新的版本r(i)进行修改,而不是直
接修改修改数据。用户 A 读操作同样获取一个版本的数据r(j)。所以利用区分版本的方式，用
户 A 不必等待 B 的完成。

        这里的版本概念也称作快照（snapshot）。一个快照就是在某个时刻的数据库映像。比
如，当事务开始时，系统为对应的时间点的数据生成一个快照。在这个快照中包含的数据十分

关键，可能包含了那个时刻未提交的事务所产生的数据，还可能包含了那个时刻已经提交的事

务产生的数据。换句话说一些数据在这个快照中是可见的，另一些是不可见的。毫无疑问，这

影响到了数据的一致性。

        可以用快照对数据的可见性，定义数据库的隔离级别。

读已提交读已提交  (Read committed)
当一个事务隔离级别为读已提交时，在事务里每个 SQL 语句开始时，按规则生成一个快
照，对于还没有提交的数据，认为不可见，否则可见。

可串行化可串行化  (Serializable)
当一个事务隔离级别为可串行化时，事务开始时生成一个快照，如果在这个事务开始时

还没有提交的数据，认为它们不可见，否则可见。

        多版本控制带来的巨大好处是最大可能的支持并发的查询操作，即使修改数据时也不会阻
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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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封锁

        除了多版本并发控制，封锁机制也是实现并发访问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KingbaseES使用锁控制用户对数据库对象，包括:表、页面、元组、事务、非表对象（函
数，触发器等）的并发访问。

        表表  3-2 锁锁

编号编号 锁模式（锁模式（LOCKMODE）） 对应操作对应操作 与之冲突的模式与之冲突的模式

1 AccessShareLock SELECT 8
2 RowShareLock SELECT FOR UPDATE 7,8

3 RowExclusiveLock INSERT, UPDATE,
DELETE 5,6,7,8

4 ShareUpdateExclusiveLock VACUUM 4,5,6,7,8
5 ShareLock CREATE INDEX 3,4,6,7,8

6 ShareRowExclusiveLock like ExclusiveLock, but
allows ROW SHARE 3,4,5,6,7,8

7 ExclusiveLock blocks ROW SHARE 2,3,4,5,6,7,8

8 AccessExclusiveLock DROP TABLE, ALTER
TABLE 全部

        如果一个对象被加上了一种模式的锁，那么其他用户如果想加上和此模式相冲突的锁，就
会发生冲突。这个用户必须等待，直到加上的锁被释放。

        KingbaseES 支持用户手动对表加锁，详细信息请查看 "LOCK" 语法描述。

        两到多个事务相互争用资源时，可能发生死锁。KingbaseES 支持自动检测死锁，并且自
动处理。

        例如：事务 T1 已经获得表 A 上的排它锁（如成功更新表 A 上的列 a：update A set a =
1;），事务T2 已经获得表 B 上的排它锁（如成功更新表 B 行的列 a：update B set a = 1;），
现在 T1 申请表 B 上的排它锁（如尝试更新表 B 上的列 a：update B set a = 1;），由于冲突，
发生锁等待，这时 T2 申请表 A 上的排它锁（如尝试更新表 A 上的列 a：update A set a =
1;），也冲突，形成死锁。这时 KingbaseES 检测到 T1 和 T2 发生死锁，强制回滚 T2 ，解决
死锁。

        有关死锁检测和处理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KingbaseES服务器参数配置手册-13. 锁管理
一节。

4. 存储结构存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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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概述概述

        KingbaseES 数据库初始化过程会创建一个数据库实例。KingbaseES 创建一个数据库实
例时会自动创建几个系统数据库，如 TEMPLATE0、TEMPLATE1、TEMPLATE2、
SAMPLES 等。用户也可以通过“CREATE DATABASE”语句来创建自己的数据库。

        KingbaseES 数据库实例管理的所有数据在物理上都以操作系统文件的方式存放在磁盘
上。

        每个数据库中可以包含多个数据库对象，如表、索引、序列等。

4.2. 存储管理存储管理

        KingbaseES 的数据存储管理。主要完成数据文件空间分配回收、组织和管理等功能。这
些管理，是按页面为单位进行的。

        在 KingbaseES 数据库中，数据文件被组织成一个个页面（Page），页面大小为8k。对
数据文件的 I/O 操作都是以页面为单位。

4.3. 逻辑存储逻辑存储

        表空间是数据库的逻辑划分，一个表空间只能属于一个数据库。所有的数据库对象都存放
在指定的表空间中。但主要存放的是表， 所以称作表空间。

        用户可以通过“CREATE TABLESPACE”语句来创建自己的表空间。对已经存在的表空
间，用户可以通过“DROP TABLESPACE”语句来将其删除。

        有关表空间的详细介绍，请详见 数据库管理员指南》-5.6. 管理表空间 一节。

4.4. 物理存储物理存储

        在传统上，数据库集簇所使用的配置和数据文件都被一起存储在集簇的数据目录里，一个
常用的目录名为 data。由不同数据库实例所管理的多个集簇可以在同一台机器上共存。

        data 目录包含几个子目录以及一些控制文件，如表 4-1 所示。除了这些必要的东西之
外，kingbase.conf、sys_hba.conf和sys_ident.conf通常都存储在data中，不过可以把它们放在
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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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  4-1 data目录下的内容目录下的内容

文件文件 描述描述

SYS_VERSION 一个包含KingbaseES主版本号的文件

base 包含每个数据库对应的子目录的子目录

global 包含集簇范围的表的子目录，比如sys_database
sys_commit_ts 包含事务提交时间戳数据的子目录

sys_clog 包含事务提交状态数据的子目录

sys_dynshmem 包含被动态共享内存子系统所使用的文件的子目录

sys_logical 包含用于逻辑复制的状态数据的子目录

sys_multixact 包含多事务（multi-transaction）状态数据的子目录（用于共享的行
锁）

sys_notify 包含LISTEN/NOTIFY状态数据的子目录
sys_replslot 包含复制槽数据的子目录

sys_serial 包含已提交的可序列化事务信息的子目录

sys_snapshots 包含导出的快照的子目录

sys_stat 包含用于统计子系统的永久文件的子目录

sys_stat_tmp 包含用于统计信息子系统的临时文件的子目录

sys_subtrans 包含子事务状态数据的子目录

sys_tblspc 包含指向表空间的符号链接的子目录

sys_twophase 包含用于预备事务状态文件的子目录

sys_xlog 包含 WAL （预写日志）文件的子目录
kingbase.auto.conf 一个用于存储由ALTER SYSTEM 设置的配置参数的文件

kingbase.opts 一个记录服务器最后一次启动时使用的命令行参数的文件

postmaster.pid

一个锁文件，记录着当前的 kingbase 进程ID（PID）、集簇数据目录
路径、kingbase启动时间戳、端口号、Unix域套接字目录路径
（Windows上为空）、第一个可用的listen_address（IP地址或者*，或
者为空表示不在TCP上监听）以及共享内存段ID（服务器关闭后该文件
不存在）

5. 实例架构实例架构

5.1. 实例结构实例结构

        KingbaseES 数据库管理系统，由数据库文件和 KingbaseES 实例组成。

数据库文件数据库文件

数据库文件为存储用户数据以及元数据的一组磁盘文件。

元数据为描述数据库结构、配置和控制有关的信息。

KingbaseES 实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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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若干对存储的数据进行操作的数据库服务进程，还包括分配和管理内存，统计各种

信息，以及实现各种协调工作的后台进程。一台设备上，可以同时运行多个实例。

实例注册成实例服务后，会有唯一的名字标志一个实例。

一个 KingbaseES 实例在操作系统上表现为一个 KingbaseES 进程，它可以由控制器启
动，也可以单独用命令行启动。

一个 KingbaseES 实例管理多个逻辑上的数据库。启动一个 KingbaseES 实例后，使用
客户端可以访问到这个实例管理的任意一个数据库。

        KingbaseES 实例的结构以及和数据库文件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图图  5-1 KingbaseES 实例和数据库文件实例和数据库文件

        以下是 KingbaseES 实例的详细介绍。

数据库服务进程的多进程结构数据库服务进程的多进程结构

KingbaseES 数据库服务进程，称该进程为一个“KingbaseES 数据库实例”。

在一个数据目录只能同时启动一个实例，不同的数据目录可以同时以不同的端口，手动

启动为不同的实例。

KingbaseES 实例采用多进程架构，因此一个实例中会包含多个进程。这些进程按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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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不同可以分为后台进程和服务进程两类：

后台进程后台进程

KingbaseES 主进程主进程

主进程负责统一管理各服务进程和其他后台进程。

该进程负责启动服务进程和其他后台进程，并且在子进程退出的时候做清理

工作。

该进程负责分发来自操作系统的信号到各子进程。系统退出时，主进程负责

发送信号通知各子进程退出，然后再停止自己。

后台写进程后台写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共享缓冲池上的脏页会逐渐定期地写入持久存储(例如HDD、
SSD)。

检查点进程检查点进程

用来执行检查点过程。

自动自动vacuum进程进程
会定期地在服务器上执行vacuum。

WAL日志写进程日志写进程

这个进程周期性地将WAL缓冲区上的WAL数据写入和刷新到持久存储。

统计进程统计进程

在此进程中，会收集sys_stat_activity和sys_stat_database等统计信息。

日志写进程日志写进程

写日志线程负责将日志缓冲区中的日志页面写出到日志文件中。

归档进程归档进程

归档进程负责将日志文件归档到指定的位置。

服务进程服务进程

KingbaseES 用服务进程来处理连接到数据库服务的客户端请求。
对于每个客户端的连接，KingbaseES 主进程接收到客户端连接后，会为其创建一
个新的服务进程。

该进程负责实际处理客户端的数据库请求，连接断开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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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内存管理内存管理

        KingbaseES 统一管理实例所用的内存资源。配置参数 shared_buffers 决定了数据库实例
使用多少内存。当系统启动时，数据库实例向操作系统申请一块大内存（大小由

shared_buffers 决定）作为共享内存。在这之后各个进程对内存资源的使用都在这块内存里操
作。

        KingbaseES 对于共享内存的使用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数据页面缓存数据页面缓存

在内存里缓存数据页面，shared_buffers 越大，在内存里保存的数据页面就越多。相同
条件下操作数据时进行的 IO 操作更少。

日志页面缓存日志页面缓存

日志缓冲区，操作数据时产生的日志都放在这个缓冲区上，由写日志线程和服务线程刷

到磁盘。

参数 wal_buffers 设置日志页面缓存大小。

排序和连接运算使用的缓存排序和连接运算使用的缓存

服务器对元组进行排序或者连接运算时，需要用到内存缓存数据。如果所需的运算还需

更大的空间，KingbaseES 会借助于临时文件完成。
参数 work_mem 设置每个服务进程排序和连接运算使用的缓存大小。

锁缓存锁缓存

多线程并发操作会用到锁，KingbaseES 从共享内存开辟独立的内存空间用于存放锁信
息。

锁缓存的大小由总的共享内存大小决定。

临时分配的内存临时分配的内存

服务器在处理数据流程中，用于临时存放数据所使用的内存，也从共享内存里分配。

        KingbaseES 对于共享内存的使用通常是可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KingbaseES服务器
参数配置手册-内存 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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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前言前言

概述概述

        KingbaseES V8R3是一个大型通用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该产品面向事务处理类
应用，兼顾各类数据分析类应用，可用做管理信息系统、业务及生产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多

维数据分析、全文检索、地理信息系统、图片搜索等的承载数据库。

范围范围

        本手册主要介绍了数据库管理员应当掌握的日常维护管理数据库的操作，包括服务器的配
置、客户端认证、数据库的用户与权限管理、角色管理、数据库管理和模式对象管理。

1. 服务器的配置服务器的配置

1.1.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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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参数名称和值参数名称和值

        参数名对于大小写是不敏感的。参数类型可以是以下五种之一： 布尔、字符串、整数、
浮点数或枚举。参数类型决定了设置该参数的语法：

布尔布尔: 值可以被写成 on, off, true, false, yes, no, 1, 0（都是大小写不敏感的）或者这些
值的任何无歧义前缀。

字符串字符串:通常值被包括在单引号内，值内部的任何单引号都需要被双写。不过，如果值是
一个简单数字或者标识符，引号通常可以被省略。

数字（整数和浮点）数字（整数和浮点）:只对浮点参数允许一个小数点。不允许使用千位分隔符。不允许
求引号。

带单位的数字带单位的数字:一些数字参数具有隐含单位，因为它们描述内存或时间量。单位可能是
千字节、块（通常是 8KB）、 毫秒、秒或分钟。这些设置之一的一个未修饰的数字值将
使用该设置的默认单位，默认单位可以通过引用sys_settings.unit找到。为了方便，也
可以显式地指定一个不同的单位，例如时间值可以是'120 ms'，并且它们将被转换到参
数的实际单位。要使用这个特性，注意值必须被写成一个字符串（带有引号）。单位名

称是大小写敏感的，并且在数字值和单位之间可以有空白。

可用的内存单位是KB（千字节）、MB（兆字节）和GB（吉字节）。内存单位的乘数
是 1024 而不是 1000。

可用的时间单位是ms（毫秒）、s（秒）、min（分钟）、 h（小时）和d（天）。

枚举枚举:枚举类型的参数以与字符串参数相同的方式指定，但被限制到一组有限的值。 这
样一个参数可用的值可以在sys_settings.enumvals中找到。枚举参数值是大小写无关
的。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34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1.1.2. 通过配置文件设置参数通过配置文件设置参数

        设置这些参数最基本的方法是编辑kingbase.conf文件， kingbase.conf文件通常被保存
在数据目录中（当数据库集簇目录被初始化时，默认拷贝的kingbase.conf文件将会被安装在
那里）。以下为一个kingbase.conf文件的例子：

# This is a comment
log_connections = yes
log_destination = 'syslog'
search_path = '"$user", public'
shared_buffers = 128MB

        每一行指定一个参数。名称和值之间的等号是可选的。空白是无意义的（除了在一个引号
引用的参数值内）并且空行被忽略。井号（#）指示该行的剩余部分是一个注释。非简单标识
符或者数字的参数值必须用单引号包围。要在参数值里嵌入单引号，要么写两个单引号（首

选）或者在引号前放反斜线。

        以这种方式设定的参数为集簇提供了默认值。下面的小节描述了管理员或用户更改这些默
认值的方法。

        主服务器进程每次收到SIGHUP信号（最简单的方法是从命令行运行sys_ctl reload或调
用 SQL 函数sys_reload_conf()来发送这个信号）后都会重新读取这个配置文件。主服务器进
程还会把这个信号传播给所有正在运行的服务器进程，这样现有的会话也能采用新值（要等待

它们完成当前正在执行的客户端命令之后才会发生）。另外，你可以直接向一个单一服务器进

程发送该信号。有些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在配置文件中对这些条目的修改将被忽

略，直到下次服务器重启。配置文件中的非法参数设置也会在SIGHUP处理过程中被忽略（但
是会记录日志）。

        除kingbase.conf之外，KingbaseES数据目录还包含一个文件 kingbase.auto.conf，它
和kingbase.conf具有相同的格式但不能被编辑。此文件保存了通过ALTER SYSTEM命令提供
的设置。每当kingbase.conf被读取时这个文件会被自动读取，并且它的设置会以同样的方式
生效。 kingbase.auto.conf中的设置会覆盖kingbase.conf中的设置。

        如果SIGHUP信号没有产生预期效果，那么系统表sys_file_settings有助于对配置文件
的预测试更改，或者诊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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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通过通过SQL设置参数设置参数

        KingbaseES提供了三个SQL命令来建立配置默认值。已经提到过的ALTER SYSTEM命令
提供了一种改变全局默认值的从SQL可访问的方法；它在功效上等效于编辑kingbase.conf。
此外，还有两个命令可以针对每个数据库或者每个角色设置默认值：

ALTER DATABASE命令允许针对一个数据库覆盖其全局设置。

ALTER ROLE命令允许用用户指定的值来覆盖全局设置和数据库设置。

        只有当开始一个新的数据库会话时，用ALTER DATABASE和 ALTER ROLE设置的值才会被应
用。它们会覆盖从配置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获得的值，并且作为该会话后续的默认值。注意某

些设置在服务器启动后不能被更改，并且因此不能被这些命令（或者下文列举的命令）设置。

        一旦一个客户端连接到数据库，KingbaseES会提供两个额外的SQL命令（以及等效的函
数）用以影响会话本地的配置设置：

SHOW命令允许查看所有参数的当前值。对应的函数是 current_setting(setting_name
text)。

SET命令允许修改对于一个会话可以本地设置的参数的当前值，它对其他会话没有影
响。对应的函数是 set_config(setting_name, new_value, is_local)。

        此外，系统视图sys_settings可以被用来查看和改变会话本地的值：

查询这个视图与使用SHOW ALL相似，但是可以提供更多细节。它也更加灵活，因为可以
为它指定过滤条件或者把它与其他关系进行连接。

在这个视图上使用UPDATE并且指定更新setting列，其效果等同于发出SET命令。例
如，下面的命令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TO DEFAULT;

        等效于：

UPDATE sys_settings SET setting = reset_val WHERE name = 'configuration_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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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通过通过  Shell 设置参数设置参数

        除了在数据库或者角色层面上设置全局默认值或者进行覆盖，还可以通过 shell 工具把设
置传递给KingbaseES。服务器和libkci客户端库都能通过 shell 接受参数值。

在服务器启动期间，可通过-c命令行参数把参数设置传递给 kingbase命令。例如：

kingbase -c log_connections=yes -c log_destination='syslog'

这种方式提供的参数设置会覆盖通过kingbase.conf或者 ALTER SYSTEM提供的设置，因
此除了重启服务器之外无法从全局上改变它们。

通过 shell 或者其他方式，其他客户端和库可能提供它们自己的机制，以便允许用户在不
直接使用SQL命令的前提下修改会话设置。

1.1.5. 管理配置文件内容管理配置文件内容

        KingbaseES提供了一些特性用于把复杂的 kingbase.conf文件分解成子文件。在管理多
个具有相关但不完全相同配置的服务器时，这些特性特别有用。

        除了单个参数设置，kingbase.conf文件可以包含包括指令，它指定要读入和处理的另一
个文件，就好像该文件被插入到配置文件的这个点。这个特性允许一个配置文件被划分成物理

上独立的部分。包括指令看起来像：

include 'filename'

        如果文件名不是一个绝对路径，它将作为包含引用配置文件的目录的相对位置。包括可以
被嵌套。

        也有一个include_if_exists指令，它的作用和include指令一样，不过当被引用的文件不
存在或者无法被读取时其行为不同。一个通常的include将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情况，
而include_if_exists仅仅记录一个消息并且继续处理引用配置文件。

         kingbase.conf文件也可以包含include_dir指令，它指定要被包含的配置文件的一整个
目录。它的用法类似：

 include_dir 'directory'

        非绝对目录名被当做包含引用配置文件的目录的相对路径。在该指定目录中，只有以后缀
名 .conf结尾的非目录文件才会被包括。以“.”字符开头的文件名也会被忽略，因为在某些平
台上它们是隐藏文件。一个包括目录中的多个文件被以文件名顺序处理（根据 C 区域规则排
序，即数字在字母之前并且大写字母在小写字母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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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文件或目录可以被用来在逻辑上分隔数据库配置的各个部分，而不是用一个很大
的kingbase.conf文件。考虑一个有两台数据库服务器的公司，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内存量。很
可能配置的元素都会被共享，例如用于日志的参数。但是两者关于内存的参数将会不同。并且

还可能会有服务器相关的自定义。一种管理这类情况的方法是将你的站点的自定义配置修改分

成三个文件。可以把下面的内容加入到kingbase.conf文件末尾来包括它们：

 include 'shared.conf'
 include 'memory.conf'
 include 'server.conf'

        所有的系统将会有相同的shared.conf。每个有特定内存量的服务器可以共享相同
的memory.conf。可能对所有 8GB 内存的服务器有一个，而对那些 16GB 内存的服务器有另一
个。并且最后server.conf可以装有真正服务器相关的配置信息。

        另一种可能性是创建一个配置文件目录并把这个信息放到其中的文件里。例如，一
个conf.d目录可以在kingbase.conf的末尾被引用：

 include_dir 'conf.d'

        然后可以这样命名conf.d目录中的文件：

 00shared.conf
 01memory.conf
 02server.conf

        这种命名习惯建立了这些文件将被载入的清晰顺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服务器读取配
置文件时，对于一个特定的参数只有最后碰到的一个设置才会被使用。在这个例子中，

conf.d/02server.conf设置的东西将会覆盖在 conf.d/01memory.conf中相同参数的值。

        还可以使用这种配置目录方法，在命名文件时更有描述性：

 00shared.conf
 01memory-8GB.conf
 02server-foo.conf

        这种形式的安排为每个配置文件变体给定了一个唯一的名称。当多个服务器把它们的配置
全部存储在一个位置（例如在一个版本控制仓库中）时，这可以帮助消除歧义（在版本控制下

存储数据库配置文件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好方法）。

1.1.6 重要的服务器配置参数重要的服务器配置参数

      本小节介绍服务器的一些重要配置参数。

listen_addresses (string)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38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指定服务器在哪些 TCP/IP 地址上监听客户端连接。值的形式是一个逗号分隔的主机名
和/或数字 IP 地址列表。特殊项*对应所有可用 IP 接口。项0.0.0.0允许监听所有 IPv4 地
址并且::允许监听所有 IPv6 地址。如果列表为空，服务器将根本不会监听任何 IP 接
口，在这种情况中只能使用 Unix 域套接字来连接它。默认值是*。虽然客户端认证（）
允许细粒度地控制谁能访问服务器，listen_addresses控制哪些接口接受连接尝试，这
能帮助在不安全网络接口上阻止重复的恶意连接请求。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

置。

port (integer)

服务器监听的 TCP 端口；默认是 54321 。请注意服务器会同一个端口号监听所有的 IP
地址。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max_connections (integer)

决定数据库的最大并发连接数。默认值通常是 100 个连接，但是如果内核设置不支持
（initdb时决定），可能会比这个 数少。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当运行一个后备服务器时，必须设置这个参数等于或大于主服务器上的参数。否则，后

备服务器上可能无法允许查询。

shared_buffers (integer)

设置数据库服务器将使用的共享内存缓冲区量。默认通常是 128 兆字节（128MB），但
是如果你的内核设置不支持（在initdb时决定），那么可以会更少。这个设置必须至少为
128 千字节（BLCKSZ的非默认值将改变最小值）。不过为了更好的性能，通常会使用明
显高于最小值的设置。

如果有一个专用的 1GB 或更多内存的数据库服务器，一个合理的shared_buffers开始值
是系统内存的 25%。即使很大的shared_buffers有效，也会造成一些工作负载，但因
为KingbaseES同样依赖操作系统的高速缓冲区，将shared_buffers设置为超过 40% 的
RAM不太可能比一个小点值工作得更好。为了能把对写大量新的或改变的数据的处理分
布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 shared_buffers更大的设置通常要求对max_wal_size也做相
应增加。

如果系统内存小于 1GB，一个较小的 RAM 百分数是合适的，这样可以为操作系统留下
足够的空间。 同时，在 Windows 上，shared_buffers设置得较大也不一定有效。你会
发现保持相对低的设置并且更多使用操作系统高速缓存会得到更好的结果。Windows 上
可用的shared_buffers值通常是从 64MB 到 512 MB。

work_mem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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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在写到临时磁盘文件之前被内部排序操作和哈希表使用的内存量。该值默认为四兆

字节（4MB）。注意对于一个复杂查询， 可能会并行运行好几个排序或者哈希操作；每
个操作都会被允许使用这个参数指定的内存量，然后才会开始写数据到临时文件。同

样，几个正在运行的会话可能并发进行这样的操作。因此被使用的总内存可能

是work_mem值的好几倍，在选择这个值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ORDER BY、DISTINCT和归
并连接都要用到排序操作。哈希连接、基于哈希的聚集以及基于哈希的IN子查询处理中
都要用到哈希表。

maintenance_work_mem (integer)

指定在维护性操作（例如VACUUM、CREATE INDEX和ALTER TABLE ADD FOREIGN KEY）中使
用的最大的内存量。其默认值是 64 兆字节（64MB）。因为在一个数据库会话中，一个
时刻只有一个这样的操作可以被执行，并且一个数据库安装通常不会有太多这样的操作

并发执行，把这个数值设置得比work_mem大很多是安全的。更大的设置可以改进清理和
恢复数据库转储的性能。

注意当自动清理运行时，可能会分配最高达这个内存的 autovacuum_max_workers倍，
因此要小心不要把该默认值设置得太高。独立地设置autovacuum_work_mem能够控制这
种情况。

wal_level (enum)

wal_level决定多少信息写入到 WAL 中。默认值是minimal， 只写入从崩溃或立即关机
恢复所需要的信息。archive添加 WAL 归档所需要的日志。 hot_standby则进一步增加
在一个后备服务器上运行只读查询所需的信息。最后，logical会增加支持解析物理日志
所需的信息。每个层次包括所有更低层次记录的信息。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

置。

在minimal级别中，某些批量操作的 WAL 日志可以被安全地跳过，这可以使那些操作更
快（见KingbaseES V8R3《性能优化指南》II. 数据库性能-“性能提示”）。这种优化可以
应用的操作包括：

CREATE TABLE AS
CREATE INDEX
CLUSTER
COPY到在同一个事务中被创建或截断的表中

但最少的 WAL 不会包括足够的信息来从基础备份和 WAL 日志中重建数据，因此，要启
用 WAL 归档（archive_mode）和物理同步，必须使用archive或更高级别。

在hot_standby级别，日志记录的信息和archive相同，外加从 WAL 重建运行事务状态
所需的信息。为了在一个后备服务器上启用只读查询，主服务器上的wal_level必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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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hot_standby或更高级别， 并且后备服务器上必须启用hot_standby。这是因为使
用hot_standby和archive级别在性能方面存在微小的差异，因此如果任何生产影响很显
著，那么欢迎反馈。

在logical层，与hot_standby相同的信息会被记录，外加上允许从 WAL 抽取逻辑修改
集所需的信息。使用级别 logical将增加 WAL 容量，特别是如果为了REPLICA IDENTITY
FULL配置了很多表并且执行了很多UPDATE和DELETE语句时。

checkpoint_timeout (integer)

自动 WAL 检查点之间的最长时间，以秒计。有效值在30秒和1天之间。默认是 5 分钟
（5min）。增加这个参数的值会增加服务器崩溃后恢复所需的时间。这个参数只能
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max_wal_size (integer)

在自动WAL检查点使得WAL增长到最大尺寸。这是软限制；特殊情况下WAL大小可以超
过 max_wal_size，如重负载下，错误archive_command，或者较大wal_keep_segments的
设置。缺省是1GB。增加这个参数会延长崩溃恢复所需要的时间。这个参数只能
在kingbase.conf文件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autovacuum (boolean)

控制服务器是否运行自动清理启动器后台进程。默认为开启，不过要自动清理正常工作

还需要启用track_counts。该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中设置。然
而，为单表通过修改表存储参数可以禁用自动清理。

注意即使该参数被禁用，系统也会在需要防止事务ID回卷时发起清理进程。

log_statement (enum)

控制哪些 SQL 语句被记录。有效值是 none (off)、ddl、mod和all（所有语句）。ddl记
录所有数据定义语句，例如CREATE、ALTER和DROP语句。mod记录所有ddl语句，外加数据
修改语句例如INSERT,UPDATE、DELETE、TRUNCATE,和COPY FROM。如
果PREPARE、EXECUTE和EXPLAIN ANALYZE包含合适类型的命令，它们也会被记录。对于使
用扩展查询协议的客户端，当收到一个执行消息时会产生日志并且会包括绑定参数的值

（任何内嵌的单引号会被双写）。

默认值是none。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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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即使设置了log_statement=all，包含简单语法错误的语句也不会被记录。因
为仅在完成基本的语法分析并确定了语句类型之后才记录日志。在使用扩展查询

协议的情况下，在执行阶段之前(语法分析或规划阶段)同样不会记录。将
log_min_error_statement设为ERROR 或更低才能记录这些语句。即使使
用log_statement = all设置，包含简单语法错误的语句也不会被记录。这是因为
只有在完成基本语法解析并确定了语句类型之后才会发出日志消息。在扩展查询

协议的情况下，在执行阶段之前（即在解析分析或规划期间）出错的语句也不会

被记录。将log_min_error_statement设置为ERROR（或更低）来记录这种语句。

max_worker_processes (integer)

设置系统能够支持的后台进程的最大数量。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默认值

为 8。

在运行一个后备服务器时，必须把这个参数设置为等于或者高于主控服务器上的值。否

则，后备服务器上可能不会允许查询。

max_parallel_workers_per_gather (integer)

设置单个Gather节点能够开始的工作者的最大数量。并行工作者会
从max_worker_processes建立的进程池中取得。注意所要求的工作者数量在运行时可能
实际无法被满足。如果这种事情发生，该计划将会以比预期更少的工作者运行，这可能

会不太高效。把这个值设置为 0（默认值）将会禁用并行查询执行。

注意并行查询可能消耗比非并行查询更多的资源，因为每一个工作者进程时一个完全独

立的进程，它对系统产生的影响大致和一个额外的用户会话相同。在为这个设置选择值

时，以及配置其他控制资源利用的设置（例如work_mem）时，应该把这个因素考虑在
内。work_mem之类的资源限制会被独立地应用于每一个工作者，这意味着所有进程的总
资源利用可能会比单个进程时高得多。例如，一个使用 4 个工作者的并行查询使用的
CPU 时间、内存、I/O 带宽可能是不使用工作者时的 5 倍之多。

fsync (boolean)

如果打开这个参数，KingbaseES服务器将尝试确保更新被物理地写入到磁盘，做法是发
出fsync()系统调用或者使用多种等价的方法（见wal_sync_method）。这保证了数据库
集簇在一次操作系统或者硬件崩溃后能恢复到一个一致的状态。

虽然关闭fsync常常可以得到性能上的收益，但当发生断电或系统崩溃时可能造成不可恢
复的数据损坏。因此，只有在能很容易地从外部数据中重建整个数据库时才建议关

闭f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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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全关闭fsync的环境的例子包括从一个备份文件中初始加载一个新数据库集簇、使用
一个数据库集簇来在数据库被删掉并重建之后处理一批数据，或者一个被经常重建并却

不用于失效备援的只读数据库克隆。单独的高质量硬件不足以成为关闭fsync的理由。

当把fsync从关闭改成打开时，为了可靠的恢复，需要强制在内核中的所有被修改的缓冲
区进入持久化存储。这可以在多个时机来完成：在集簇被关闭时或在 fsync 因为运
行initdb --sync-only而打开时、运行sync时、卸载文件系统时或者重启服务器时。

在很多情况下，为不重要的事务关闭synchronous_commit可以提供很多关闭fsync的潜
在性能收益，同时， 关闭fsync可以提供很多潜在的性能优势，而不会有伴随着的数据损
坏风险。

fsync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如果你关闭这个参数，请
也考虑关闭full_page_writes。

synchronous_commit (enum)

指定在命令返回"success"指示给客户端之前，一个事务是否需要等待 WAL 记录被写入
磁盘。合法的值是on、remote_write、local和off。默认的并且安全的设置是on。当设
置为off时，在向客户端报告成功和真正保证事务不会被服务器崩溃威胁之间会有延迟
（最大的延迟是wal_writer_delay的三倍）。不同于fsync，将这个参数设置为off不会产
生数据库不一致性的风险：一个操作系统或数据库崩溃可能会造成一些最近据说已提交

的事务丢失，但数据库状态是一致的，就像这些事务已经被干净地中止。因此，当性能

比完全确保事务的持久性更重要时，关闭synchronous_commit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代替
手段。

如果synchronous_standby_names被设置，这个参数也控制事务提交是否将等待事务的
WAL记录被复制到后备服务器上。当这个参数被设置为on时，直到来自于当前同步的后
备服务器的一个回复指示该后备服务器已经收到了事务的提交记录并将其刷入了磁盘，

主服务器上的事务才会提交。这保证事务将不会被丢失，除非主服务器和后备服务器都

遭受到了数据库存储损坏的问题。当这个参数被设置为remote_write时，提交将等待，
直到来自当前同步的后备服务器的一个回复指示该服务器已经收到了该事务的提交记录

并且已经把该记录写出到后备服务器的操作系统，但是该数据并不一定到达了后备服务

器上的稳定存储。这种设置足以保证数据在后备服务器的KingbaseES实例崩溃时得以保
存，但是不能保证后备服务器遭受操作系统级别崩溃时数据能被保持。

当使用同步复制时，它将对等待本地刷写磁盘和 WAL 记录复制很敏感，或者对允许事
务异步提交很敏感。不过，设置local可以用于希望等待本地刷写磁盘但不等待同步复制
的事务。如果没有设置synchronous_standby_names，设置on、remote_write和local都
提供了同样的同步级别：事务提交只等待本地刷写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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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参数可以随时被修改；任何一个事务的行为由其提交时生效的设置决定。因此，可

以同步提交一些事务，同时异步提交其他事务。例如，当默认是相反时，实现一个单一

多语句事务的异步提交，在事务中发出SET LOCAL synchronous_commit TO OFF。

full_page_writes (boolean)

当这个参数为打开时，KingbaseES服务器在一个检查点之后的页面的第一次修改期间将
每个页面的全部内容写到 WAL 中。这么做是因为在操作系统崩溃期间正在处理的一次
页写入可能只有部分完成，从而导致在一个磁盘页面中混合有新旧数据。在崩溃后的恢

复期间，通常存储在 WAL 中的行级改变数据不足以完全恢复这样一个页面。存储完整
的页面映像可以保证页面被正确存储，但代价是增加了必须被写入 WAL 的数据量（因
为 WAL 重放总是从一个检查点开始，所以在检查点后每个页面的第一次改变时这样做
就够了。因此，一种减小全页面写开销的方法是增加检查点间隔参数值）。

把这个参数关闭会加快正常操作，但是在系统失败后可能导致不可恢复的数据损坏，或

者静默的数据损坏。其风险类似于关闭fsync， 但是风险较小。并且只有在可关
闭fsync的情况下才应该关闭它。

关闭这个选项并不影响用于时间点恢复（PITR）的 WAL 归档使用。

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是on。

archive_mode (enum)

当启用archive_mode时，可以通过设置archive_dest路径将完成的WAL段发送到归档存
储。除了off，要禁用两种模式on和 always。在正常操作过程中，两种模式没有区别，
但是当设置为always时，归档恢复或者待机模式中激活WAL归档。在always模式中，从
归档中恢复所有文件或者再次归档使用物理同步传输的文件。

archive_mode和archive_dest是独立的变量，这样可以在不影响归档模式的前提下修改
archive_dest。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当wal_level被设置为minimal时，
archive_mode不能被启用。

archive_dest (string)

路径被存放用来执行归档一个完成的WAL文件段。

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除非服务器启动时启用
了archive_mode，否则它会被忽略。如果archive_mode被启用时，archive_dest是一个
空字符串（默认），WAL归档会被临时禁用，但服务器仍会继续累计WAL段文件，期待
着一个命令被提供。

enable_bitmapscan (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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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位图扫描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nable_hashagg (boolean)

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使用哈希聚集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nable_hashjoi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哈希连接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nable_indexsca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索引扫描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nable_indexonlysca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只用索引扫描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nable_material (boolean)

允许或者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物化。它不可能完全禁用物化，但是关闭这个变量将阻止

规划器插入物化节点，除非为了保证正确性。默认值是on。

enable_mergejoi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归并连接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nable_nestloop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嵌套循环连接计划。它不可能完全禁止嵌套循环连接，但是

关闭这个变量将使得规划器尽可能优先使用其他方法。默认值是on。

enable_seqsca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顺序扫描计划类型。它不可能完全禁止顺序扫描，但是关闭

这个变量将使得规划器尽可能优先使用其他方法。默认值是on。

enable_sort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显式排序步骤。它不可能完全禁止显式排序，但是关闭这个

变量将使得规划器尽可能优先使用其他方法。默认值是on。

enable_tidsca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TID扫描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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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_min_messages (enum)

控制哪些消息级别被写入到服务器日志。有效值是DEBUG5、DEBUG4、
DEBUG3、DEBUG2、DEBUG1、 INFO、NOTICE、WARNING、ERROR、LOG、FATAL和PANIC。每
个级别都包括以后的所有级别。级别越靠后，被发送的消息越少。默认值是WARNING。注
意LOG在这里有与log_min_messages中不同的排名。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置。

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 (integer)

如果语句运行至少指定的毫秒数，将导致记录每一个这种完成的语句的持续时间。将这

个参数设置为零将打印所有语句的执行时间。设置为 -1 （默认值）将停止记录语句持续
时间。例如，如果你设置它为250ms，那么所有运行 250ms 或更久的 SQL 语句将被记
录。启用这个参数可以有助于追踪应用中未优化的查询。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

置。

对于使用扩展查询协议的客户端，解析、绑定和执行步骤的持续时间将被独立记录。

注意注意: 当把这个选项和log_statement一起使用时，已经被log_statement记录的语
句文本不会在持续时间日志消息中重复。如果你没有使用syslog，我们推荐你使
用log_line_prefix记录 PID 或会话 ID，这样你可以使用进程 ID 或会话 ID 把语句消
息链接到后来的持续时间消息。

log_line_prefix (string)

这是一个printf风格的字符串，它在每个日志行的开头输出。%字符开始"转义序列"，它
将被按照下文描述的替换成状态信息。未识别的转义被忽略。其他字符被直接复制到日

志行。某些转义只被会话进程识别并且被主服务器进程等后台进程当作空。通过指定一

个在%之后和该选项之前的数字可以让状态信息左对齐或右对齐。负值将导致在右边用
空格填充状态信息已达到最小宽度，而正值则在左边填充。填充对于日志文件的人类可

读性大有帮助。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
是一个空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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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1-1. 转义字符转义字符

转转
义义

效果效果
只限会只限会
话话

%a 应用名 是

%u 用户名 是

%d 数据库名 是

%r 远程主机名或 IP 地址，以及远程端口 是

%h 远程主机名或 IP 地址 是

%p 进程 ID 否

%t 无毫秒的时间戳 否

%m 带毫秒的时间戳 否

%n 带毫秒的时间戳（作为 Unix 时间戳） 否

%i 命令标签：会话当前命令的类型 是

%e SQLSTATE 错误代码 否

%c 会话 ID：见下文 否

%l 对每个会话或进程的日志行号，从 1 开始 否

%s 进程开始的时间戳 否

%v 虚拟事务 ID (backendID/localXID) 否

%x 事务 ID （如果未分配则为 0） 否

%q 不产生输出，但是告诉非会话进程在字符串的这一点停止；会话进程
忽略

否

%% 纯文字 % 否

%c转义打印一个准唯一的会话标识符，它由两个 4 字节的十六进制数（不带先导零）组
成，以点号分隔。这些数字是进程启动时间和进程 ID，因此%c也可以被用作保存打印这
些项的方式的空间。例如，要从sys_stat_activity生成会话标识符，使用这个查询：

SELECT to_hex(trunc(EXTRACT(EPOCH FROM backend_start))::integer)
|| '.' ||
       to_hex(pid)
FROM sys_stat_activity;

提示提示: 如果为log_line_prefix设置了非空值，通常应该让它的最后一个字符为空
格，这样用以提供和日志行的剩余部分的视觉区别。也可以使用标点符号。

提示提示: Syslog产生自己的时间戳和进程ID信息。

track_activities (boolean)

启用对每个会话的当前执行命令的信息收集，还有命令开始执行的时间。这个参数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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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开。注意即使被启用，这些信息也不是对所有用户可见，只有超级用户和拥有报告

信息的会话的用户可见，因此它不会表现为一个安全风险。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

设置。

search_path (string)

这个变量指定当一个对象（表、数据类型、函数等）被用一个无模式限定的简单名称引

用时，用于进行搜索该对象的模式顺序。当在不同模式中有同名对象时，将使用第一个

在搜索路径中被找到的对象。一个不属于搜索路径中任何一个模式的对象只能通过用限

定名（带点号）指定包含它的模式来引用。

search_path的值必需是一个逗号分隔的模式名列表。任何不是一个已有模式的名称，或
者用户不具有USAGE权限的模式，将被安静地忽略。

如果列表项之一是特殊名$user，则具有SESSION_USER返回的名字的模式将取代它（如果
有这样一个模式并且该用户有该模式的USAGE权限；如果没有，$user会被忽略）。

catalog模式sys_catalog总是被搜索，不管它是否在搜索路径中被提及。如果它在路径
中被提及，那么它将被按照路径指定的顺序搜索。如果sys_catalog不在路径中，则它将
在任何路径项之前被搜索。

同样，当前会话的临时表模式sys_temp_nnn也总是被搜索（如果存在）。它可以在路径
中通过使用别名sys_temp显式列出。如果在路径中没有列出，那么会首先对它进行搜索
（甚至是在sys_catalog之前）。然而，临时模式只被用来搜索关系（表、视图、序列
等）和数据类型名。它从不用于搜索函数或操作符名。

当对象创建时没有指定一个特定目标模式，它们将被放置在search_path中第一个合法模
式中。如果搜索路径为空将报告一个错误。

这个参数的缺省值是"$user", public。这种设置支持一个数据库（其中没有用户拥有私
有模式，并且所有人共享使用public） 、每个用户私有模式及其组合的共享使用。其它
效果可以通过全局或者针对每个用户修改默认搜索路径设置获得。

搜索路径的当前有效值可以通过SQL函数current_schemas检查（见《SQL和PL/SQL速
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函数和操作符”-“27. 系统信息函数”）。它和检
查search_path的值不太一样，因为current_schemas显示出现在search_path中的项如何
被解析。

更多关于模式处理的信息，见《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定义”-“8
模式”。

bytea_output (e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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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bytea类型值的输出格式。有效值是hex（默认）和 escape（传统的 KingbaseES 格
式），详见《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类型”-“4. 二进制数据类
型”。不管这个设置的值如何，bytea类型总是接受这两种格式的输入。

deadlock_timeout (integer)

这是进行死锁检测之前在一个锁上等待的总时间（以毫秒计）。死锁检测相对昂贵，因

此服务器不会在每次等待锁时都运行这个它。我们乐观地假设在生产应用中死锁是不常

出现的，并且只在开始检测死锁之前等待一会儿。增加这个值就减少了浪费在无用的死

锁检测上的时间，但是减慢了报告真正死锁错误的速度。默认是 1 秒（1s），这可能是
实际中你想要的最小值。在一个高负载的服务器上，你可能需要增大它。这个值的理想

设置应该超过你通常的事务时间，这样就可以减少在锁释放之前就开始死锁检查的机

会。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当log_lock_waits被设置时，这个参数还可以决定发出关于锁等待的日志之前等待的时
长。如果你想调查锁延迟，你可能希望设置一个比正常的deadlock_timeout小的值。

char_default_as_str (string)

设置character varying(n [char | byte])和character(n [char | byte])的输入长度计算存储方式
（字节或字符），默认为byte，按字节计算存储。当（true）char_default_as_str为
char时，接收n字符长度的数据。当（true）char_default_as_str为byte时，接收n字节
长度的数据。

ora_input_emptystr_isnull (boolean)

设置空串输入的输入形式（空串或NULL）及部分函数返回值空串输出形式（空串或
NULL），默认为true启用状态。当启用（true）ora_input_emptystr_isnull时，既可以
输入空串又可以输入为NULL，那么空串将变成NULL的形式输入。比如，我们向没有空
值限制列加入数据空串数据时候，实际空串会被当做NULL存入该列中。COMMENT注释
对象信息时候，注释信息（text）为空串时候，空串作为NULL处理，就表示删除对象信
息。regexp_replace和ltrim/rtrim/btrim返回值为空串时候，返回NULL。当关闭
（false）ora_input_emptystr_isnull时，输入空串依旧作为空串处理；上述函数返回值
为空串时候，依旧返回空串。

ora_func_style (boolean)

设置兼容Oracle函数行为，默认为true启用状态。当启用
（true）ora_func_style时，sequence.nextval兼容Oracle的Sequence伪列行为。比
如,SELECT SEQ.NEXTVAL AS A, SEQ.NEXTVAL AS B FROM DUAL，结果A B值相
同。ltrim/rtrim/btrim兼容Oracle对应函数行为，最长的只包含characters只能是一个字
符。textcat兼容Oracle字符串连接NULL时候，结果为字符串本身。regexp_replace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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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该函数行为，regexp_replace参数中有NULL出现，当做空串处理。当关闭
（false）ora_func_style时，上述函数表现为原有形式。

ora_date_style (boolean)

设置兼容Oracle函数行为，默认为true启用状态。当启用（true）ora_date_style时，日
期显示为oracle格式；反之，为kingbase的日期格式。

ora_numop_style (boolean)

设置兼容Oracle函数行为，默认为true启用状态。当启用（true）ora_func_style时，兼
容oracle风格的整数和字符串的运算符作为数字和字符串的运算符。

ora_format_style (boolean)

设置兼容Oracle函数行为，默认为true启用状态。当启用（true）ora_format_style时，
兼容oracle的格式风格。

ora_plsql_style (boolean)

设置兼容Oracle函数行为，默认为true启用状态。当启用（true）ora_plsql_style时，
兼容oracle PLSQL的格式风格。。

2. 客户端认证客户端认证

       当一个客户端应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服务器时，如同以一个特定用户登录一台Unix计算
机，将指定连接数据库的KingbaseES数据库用户名。在SQL环境中，数据库用户名决定对数
据库对象的访问权限。因此，必须限制可以连接数据库的数据库用户范围。

注意注意: KingbaseES实际上用"角色"来进行权限管理。在本章中，用数据库用户表
示"拥有LOGIN权限的角色"。

        身份认证是数据库服务器建立客户端身份的过程，并通过扩展来确定是否允许客户端应用
程序（或运行客户端应用程序的用户）与所请求的数据库用户名连接。

        KingbaseES提供多种不同的客户端认证方式。可以基于（客户端）主机地址，数据库和
用户来选择用于认证特定客户端连接的方法。

        KingbaseES数据库用户名在逻辑上是和服务器运行的操作系统中的用户名相互独立的。
如果一个特定服务器的所有者在那台服务器的机器上也有帐号，那么分配与操作系统用户名匹

配的数据库用户名是有意义的。但是，一个接受远程连接的服务器可能有许多没有本地操作系

统帐号的用户，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库用户和操作系统用户名之间不必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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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库用户和权限数据库用户和权限

3.1. 用户用户

        KingbaseES V8R3系统有一组合法的用户，可存取数据库和运行数据库应用。用户能够
拥有自己的数据库对象（例如表），并可以把对这些数据库对象的操纵权限授予其他用户。

        当建立一个数据库用户时，也可以为该用户建立一个相应的模式(模式为数据库对象的集
合，如表、视图、过程和函数等)。一旦用户连接数据库，该用户就可存取该模式中的全部对
象，一个用户可以建立多个模式。用户缺省使用的模式为 PUBLIC。

        当用户使用KingbaseES V8R3数据库时执行用户认证。每个数据库认证用户在建立时有
一个口令，用户口令在建立数据库连接时使用，以防止对数据库非授权的使用。数据库认证用

户的口令以加密的格式存储在数据库数据字典中，数据库认证用户可随时修改自己的口令。操

作系统认证用户没有口令，建立操作系统认证用户后，用该用户成功登录操作系统，即可通过

数据库的操作系统用户认证，成功建立数据库连接。

        KingbaseES V8R3数据库在安装部署后会默认创建数据库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和审计管
理员三个用户。并在系统初始化时指定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可以使用CREATE USER语句
创建新的用户。使用ALTER USER语句修改数据库认证用户的口令。

        为了方便权限管理，用户可以建立多个角色，可以对角色进行授权和权限回收，并且把角
色授予其他用户。用户建立连接后即具有默认角色的所有权限，新建用户没有设置默认角色

时，其默认角色为空。用户可通过 SET ROLE 语句改变当前生效的角色，通过 ALTER USER
语句修改用户的默认角色。

3.2. 权限权限

        权限是执行一种特殊类型的 SQL语句或存取某一用户的对象的权力，包括系统权限、对
象权限和列级权限。

a. 系统权限：系统权限：是执行特定操作的权限。一类是以用户或角色的属性存在的系统权限，这些

权限包括：CREATE DATABASE、CREATE USER、CREATE ROLE 的权限，具体分
为 SUPERUSER、SSO、SAO、CREATEDB 和 CREATEROLE 五个系统权限；一类
是通过GRANT/REVOKE语句来授予和回收的系统权限，如 ANY 系统权限。

b. 对象权限：对象权限：是对给定的用户授予在给定对象（例如表）上执行的操作集。 这些操作可以
指明为 INSERT 、SELECT 等，具体各类对象具有的权限类型可参见 GRANT 和
REVOKE 语句的说明。

c. 列级权限：列级权限：是对给定的用户授予在给定表或视图上某些列执行操作集。 此动作只能为
INSERT、UPDATE和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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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当前用户是其所创建的对象的拥有者。对象的拥有者在其上具有所有特权。只有当
用户有适当系统权限或对象权限时，才能执行相应操作，否则执行失败，并返回权限不足的错

误提示信息。

4. 数据库角色数据库角色

        KingbaseES使用角色 的概念管理数据库访问权限。一个角色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数据库用
户或者是一个数据库用户组，这取决于角色被怎样设置。角色可以拥有数据库对象（例如，表

和函数）并且能够把那些对象上的权限赋予给其他角色来控制谁能访问哪些对象。此外，还可

以把一个角色中的成员资格 授予给另一个角色，这样允许成员角色使用被赋予给另一个角色
的权限。

        角色的概念把"用户"和"组"的概念都包括在内。在KingbaseES V8R2版本之前，用户和组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实体，但是现在只有角色。任意角色都可以扮演用户、组或者两者。

        本章将描述如何创建和管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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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据库角色数据库角色

        数据库角色在概念上已经完全与操作系统用户独立开来。事实上可能维护一个对应关系会
比较方便，但是这并非必需。数据库角色在一个数据库集簇安装范围内是全局的（而不是独立

数据库内）。要创建一个角色，可使用CREATE ROLE命令：

CREATE ROLE name;

         name遵循 SQL 标识符的规则：可以未经装饰没有特殊字符，或是用双引号包围（实际
上，你将总是给该命令加上额外选项，例如LOGIN。更多细节可见下文）。要移除一个已有的
角色，使用相似的DROP ROLE命令：

DROP ROLE name;

        为了方便，createuser和dropuser程序被提供作为这些 SQL 命令的包装器，它们可以从
shell 命令行调用：

createuser name
dropuser name

        要查看现有角色的集合，检查sys_roles系统目录，例如：

SELECT rolname FROM sys_roles;

        ksql程序的\du命令也可以用来列出现有角色。

        为了引导数据库系统，一个刚刚被初始化好的系统总是包含一个预定义角色。这个角色默
认是一个"superuser"，并且默认情况下（除非在运行initdb时修改）它的名字和初始化数据库
集簇的操作系统用户相同。习惯上，这个角色将被命名为kingbase。为了创建更多角色，你首
先必须以初始角色的身份连接。

        每一个到数据库服务器的连接都是使用某个特定角色名建立的，并且这个角色决定发起连
接的命令的初始访问权限。用于特定数据库连接的角色名称由以特定于应用程序的方式启动连

接请求的客户端指示。例如，ksql程序使用-U命令行选项来指定要以哪个角色连接。很多应用
假定该名字默认是当前操作系统用户（包括createuser和ksql）。因此在角色和操作系统用户
之间维护一个名字对应关系通常是很方便的。

        一个给定客户端连接能够用来连接的数据库角色的集合由该客户端的认证设置决定，一个
客户端不止限于以匹配其操作系统用户的角色连接，就像一个人的登录名不需要匹配她的真实

名字一样。因为角色身份决定一个已连接客户端可用的权限集合，在设置一个多用户环境时要

小心地配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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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角色属性角色属性

        一个数据库角色可以有一些属性，它们定义角色的权限并且与客户端认证系统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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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n privilege

只有具有LOGIN属性的角色才能被用于一个数据库连接的初始角色名称。一个带
有LOGIN属性的角色可以被认为和一个"数据库用户"相同。要创建一个带有登录权限的角
色，使用两者之一：

CREATE ROLE name LOGIN;
CREATE USER name;

（CREATE USER和CREATE ROLE等效，除了CREATE USER默认假定有LOGIN，而CREATE
ROLE不这样认为）。

superuser status

一个数据库超级用户会绕开所有权限检查，除了登入的权利。这是一个危险的权限并且

应该小心使用，最好用一个不是超级用户的角色来完成你的大部分工作。要创建一个新

数据库超级用户，使用CREATE ROLE name SUPERUSER。你必须作为一个超级用户来完成
这些。

database creation

一个角色必须被显式给予权限才能创建数据库（除了超级用户，因为它们会绕开所有权

限检查）。要创建这样一个角色，使用CREATE ROLE name CREATEDB。

role creation

一个角色必须被显式给予权限才能创建更多角色（除了超级用户，因为它们会绕开所有

权限检查）。要创建这样一个角色，使用CREATE ROLE name CREATEROLE。一个带
有CREATEROLE权限的角色也可以修改和删除其他角色，还可以授予或回收角色中的成员
关系。然而，要创建、修改、删除或修改一个超级用户角色的成员关系，需要以超级用

户的身份操作。CREATEROLE不足以完成这一切。

initiating replication

一个角色必须被显式给予权限才能发起物理同步（除了超级用户，因为它们会绕开所有

权限检查）。一个被用于物理同步的角色必须也具有LOGIN权限。要创建这样一个角色，
使用CREATE ROLE name REPLICATION LOGIN。

password

只有当客户端认证方法要求用户在连接数据库时提供一个口令时，一个口令才有意

义。password和md5认证方法使用口令。数据库口令与操作系统命令独立。在角色创建时
指定一个口令：CREATE ROLE name PASSWOR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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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建后可以用ALTER ROLE修改一个角色属性。

提示提示: 一个好习惯是创建一个具有CREATEDB和CREATEROLE权限的角色，而不是创建
一个超级用户，并且然后用这个角色来完成对数据库和角色的例行管理。这种方

法避免了在非必要时作为超级用户操作任务的风险。

        对于运行时配置设置，一个角色也可以有角色相关的默认值。例如，如果出于某些原因你
希望在每次连接时禁用索引扫描（提示：不是好主意），你可以使用：

ALTER ROLE myname SET enable_indexscan TO off;

        这将保存设置（但是不会立刻设置它）。在这个角色的后续连接中，它就表现得像在会话
开始之前执行过SET enable_indexscan TO off。你也可以在会话期间改变该设置，它将只是
作为默认值。要移除一个角色相关的默认设置，使用ALTER ROLE rolename RESET varname。
注意附加到没有LOGIN权限的角色的角色相关默认值相当无用，因为它们从不会被调用。

4.3. 角色成员关系角色成员关系

        将用户分组在一起通常很方便，从而简化特权的管理:这样，就可以将特权授予或从整个
组撤消。在KingbaseES中通过创建一个表示组的角色来实现，然后将在该组角色中的成员关
系授予给单独的用户角色。

        要建立一个组角色，首先创建该角色：

CREATE ROLE name;

         通常被用作一个组的角色不需要有LOGIN属性，不过如果你希望你也可以设置它。

         一旦组角色存在，可以使用GRANT和REVOKE命令增加和移除成员：

GRANT group_role TO role1, ... ;
REVOKE group_role FROM role1, ... ;

        你也可以为其他组角色授予成员关系（因为组角色和非组角色之间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数据库将不会让你设置环状的成员关系。另外，不允许把一个角色中的成员关系授予

给PUBLIC。

        组角色的成员可以用两种方式使用角色的权限。第一，一个组的每一个成员可以显式地
做SET ROLE来临时"称为"组角色。在这种状态中，数据库会话可以访问组角色而不是原始登
录角色的权限，并且任何被创建的数据库对象被认为属于组角色而不是登录角色。第二，

有INHERIT属性的成员角色自动地具有它们所属角色的权限，包括任何组角色继承得到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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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作为一个例，假设我们已经有：

CREATE ROLE joe LOGIN INHERIT;
CREATE ROLE admin NOINHERIT;
CREATE ROLE wheel NOINHERIT;
GRANT admin TO joe;
GRANT wheel TO admin;

         在作为角色joe连接后，一个数据库会话将立即拥有直接授予给joe的权限，外加任何授
予给admin的权限，因为joe"继承了" admin的权限。然而，授予给wheel的权限不可用，因为即
使joe是wheel的一个间接成员，但是该成员关系是通过带NOINHERIT属性的admin得到的。在：

SET ROLE admin;

        之后，该会话将只拥有授予给admin的权限，但是没有授予给joe的权限。在执行：

SET ROLE wheel;

        之后，该会话将只拥有授予给wheel的权限，但是没有授予给joe或admin的权限。初始的
权限状态可以使用下面命令之一恢复：

SET ROLE joe;
SET ROLE NONE;
RESET ROLE;

注意注意: SET ROLE命令总是允许选择原始登录角色的直接或间接组角色。因此，在上
面的例子中，在成为wheel之前不必先成为admin。

注意注意: 在 SQL 标准中，用户和角色之间的区别很清楚，并且用户不会自动继承权
限而角色会继承。这种行为在KingbaseES中也可以实现：为要用作 SQL 角色的
角色给予INHERIT属性，而为要用作 SQL 用户的角色给予NOINHERIT属性。不过，
为了向后兼容 8.2 以前的发布（在其中用户总是拥有它们所在组的权
限），KingbaseES默认给所有的角色INHERIT属性。

        角色属性LOGIN、SUPERUSER、CREATEDB和CREATEROLE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权限，但是它
们从来不会像数据库对象上的普通权限那样被继承。要使用这些属性，你必须实际SET ROLE到
一个有这些属性之一的特定角色。继续上述例子，我们可以选择授

予CREATEDB和CREATEROLE给admin角色。然后一个以joe角色连接的会话将不会立即有这些权
限，只有在执行了SET ROLE admin之后才会拥有。

        要销毁一个组角色，使用DROP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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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ROLE name;

        任何在该组角色中的成员关系会被自动撤销（但是成员角色不会受到影响）。

4.4. 删除角色删除角色

         由于角色可以拥有数据库对象并且能持有访问其他对象的特权，删除一个角色常常并非
一次DROP ROLE就能解决。任何被该用户所拥有的对象必须首先被删除或者转移给其他拥有
者，并且任何已被授予给该角色的权限必须被收回。

        对象的拥有关系可以使用ALTER命令一次转移出去，例如：

ALTER TABLE bobs_table OWNER TO alice;

        此外，REASSIGN OWNED命令可以被用来把要被删除的角色所拥有的所有对象的拥有
关系转移给另一个角色。由于 REASSIGN OWNED不能访问其他数据库中的对象，有必要在每一
个包含该角色所拥有对象的数据库中运行该命令（注意第一个这样的 REASSIGN OWNED将更改
任何在数据库间共享的该角色拥有的对象的拥有关系，即数据库或者表空间）。

        一旦任何有价值的对象已经被转移给新的拥有者，任何由被删除角色拥有的剩余对象就可
以用DROP OWNED命令删除。再次，由于这个命令不能访问其他数据库中的对象， 有必要
在每一个包含该角色所拥有对象的数据库中运行该命令。还有，DROP OWNED将不会删除整个数
据库或者表空间，因此如果该角色拥有任何还没有被转移给新拥有者的数据库或者表空间，有

必要手工删除它们。

        DROP OWNED也会注意移除为不属于目标角色的对象授予给目标角色的任何特权。因
为REASSIGN OWNED不会触碰这类对象，通常有必要运行REASSIGN OWNED和 DROP OWNED（按照
这个顺序！）以完全地移除要被删除对象的从属物。

        总之，移除曾经拥有过对象的角色的方法是：

REASSIGN OWNED BY doomed_role TO successor_role;
DROP OWNED BY doomed_role;
-- 在集簇中的每一个数据库中重复上述命令
DROP ROLE doomed_role;

         如果不是所有的拥有对象都被转移给了同一个后继拥有者，最好手工处理异常然后执行
上述步骤直到结束。

         如果在依赖对象还存在时尝试了DROP ROLE，它将发出消息标识哪些对象需要被重新授予
或者删除。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58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4.5. 默认角色默认角色

        KingbaseES提供一组默认角色，可以访问特定的、通常需要的特权功能和信息。管理员
可以将这些角色GRANT授予给用户或其环境中的其他角色，为这些用户提供对指定功能和信
息的访问权限。

        默认角色详见表 5-1。注意，每个默认角色的特定权限在添加额外的功能后可能会发生变
化。管理员应根据版本说明进行更改。

        表表  5-1. 默认角色默认角色

角色角色 允许的权限允许的权限

sys_signal_backend 给其他后端发送信号(比如: 取消查询、终止)。

        管理员可以使用GRANT命令给这些用户授予访问权限：

GRANT sys_signal_backend TO admin_user;

4.6. 函数和触发器安全性函数和触发器安全性

        函数和触发器允许用户在后端服务器中插入代码，其他用户不会注意到这些代码的执行。
因此，两种机制允许用户相对容易地为其他人设置"特洛伊木马"。唯一真正的保护是收紧对能
定义函数的用户的控制。

        在后端服务器进程中运行的函数带有数据库服务器守护进程的操作系统权限。如果用于函
数的编程语言允许非检查的内存访问，它就可能改变服务器的内部数据结构。因此，在很多其

他事情中，这些函数可能绕开任何系统访问控制。允许这种访问的函数语言被认为是"不可信
的"，并且KingbaseES只允许超级用户创建用这些语言编写的函数。

5. 管理数据库管理数据库

5.1. 概述概述

         一个数据库是一些SQL对象（"数据库对象"）的命名集合。通常每个数据库对象（表、函
数等） 属于并且只属于一个数据库（不过有几个系统表如sys_database属于整个集簇并且对
集簇中的每个数据库都是可访问的）。更准确地说，一个数据库是一个模式的集合， 而模式
包含表、函数等等。因此完整的层次是这样的：服务器、数据库、模式、表（或者某些其他对

象类型，如函数）。

        当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时，客户端必须在它的连接请求中指定它要连接的数据库名。每次
连接不能访问超过一个数据库。不过，一个应用能够在同一个或者其他数据库上打开的连接数

并没有受到限制。数据库是物理上相互隔离的，并且访问控制是在连接层面进行管理的。 如
果一个KingbaseES服务器实例用于承载那些应该分隔并且相互之间并不知晓的用户 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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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建议把它们放在不同的数据库里。如果项目或者用户是相互关联的， 并且可以相互
使用对方的资源，那么应该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数据库里，但可能在不同的模式 中。模式只是
一个纯粹的逻辑结构并且谁能访问某个模式由权限系统管理。

        数据库是使用CREATE DATABASE（见第 5.2 节），并且用DROP DATABASE命令删除（见第
5.5 节）。要确定现有数据库的集合，可以检查系统目录sys_database，例如

SELECT datname FROM sys_database;

        ksql程序的\l命令和-l命令行选项也可以用来列出已有的数据库。

注意注意: SQL标准把数据库称作"目录"，不过实际上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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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创建一个数据库创建一个数据库

        为创建一个数据库，KingbaseES服务器必须启动并运行（见DBA快速入门）。

        使用 SQL 命令CREATE DATABASE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name;

        其中name遵循SQL标识符的一般规则。当前角色自动成为该新数据库的拥有者。以后删除
这个数据库也是该拥有者的特权（同时还会删除其中的所有对象，即使那些对象有不同的拥有

者）。

        创建数据库是一个受限的操作。

        因需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来执行CREATE DATABASE命令。第一个数据库总是由initdb命令
在初始化数据存储区域时创建的。这个数据库被称为kingbase。因此要创建第一个"普通"数据
库时，你可以连接到kingbase。

        在数据库集簇初始化期间也会创建第二个数据库template1。当在集簇中创建一个新数据
库时，实际上就是克隆了template1。这就意味着你对template1所做的任何修改都会体现在所
有随后创建的数据库中。因此应避免在template1中创建对象，除非你想把它们传播到每一个
新创建的数据库中。

        便捷起见，还可以用一个程序来创建新数据库：createdb。

createdb dbname

        createdb连接到kingbase数据库并发出CREATE DATABASE命令。createdb参考页包含了调
用细节。注意不带任何参数的createdb将创建一个使用当前用户名的数据库。

        某些时候需要为其他人创建一个数据库，并使其成为新数据库的所有者，使其自己配置和
管理此数据库。要实现这个目标，使用下列命令之一：

        用于SQL环境

CREATE DATABASE dbname OWNER rolename;

        或用于 shell

createdb -O rolename dbname

        只有超级用户才被允许为其他人（即不是其成员的角色）创建一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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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模板数据库模板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实际上通过拷贝一个已有数据库进行工作。默认情况下，它拷贝名
为template1的标准系统数据库。所以该数据库是创建新数据库的"模板"。如果你
为template1数据库增加对象，这些对象将被拷贝到后续创建的用户数据库中。 这种行为允许
对数据库中标准对象集合的站点本地修改。例如，如果你把过程语言PL/Perl安装到
template1中，那么你在创建用户数据库后不需要额外的操作就可以使用该语言。

        系统里还有名为template0的第二个标准系统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含和template1初始内
容一样的数据，也就是说，只包含你的KingbaseES版本预定义的标准对象。在数据库集簇被
初始化之后，不应该对template0做任何修改。通过指示CREATE DATABASE使用template0取
代template1进行拷贝，你可以创建一个"纯净的"用户数据库，它不会包含任何template1中的
站点本地附加物。 这一点在恢复一个sys_dump转储时非常方便：转储脚本应该在一个纯净的
数据库 中恢复以确保我们重建被转储数据库的正确内容，而不和任何现在可能已经被加入
到template1中的附加物相冲突。

        另一个从template0而不是template1复制的常见原因是， 可以在复制template0时指定新
的编码和区域设置，而一个template1的副本必须使用和它相同的设置。这是因为
的template1可能包含编码相关或区域相关的数据，而template0中没有。

        要通过拷贝template0来创建一个数据库，使用：

        SQL 环境中的

CREATE DATABASE dbname TEMPLATE template0;

        或shell 中的

createdb -T template0 dbname

        可以创建额外的模板数据库，并且实际上可以通过将集簇中任意数据库指定为CREATE
DATABASE的模板来从该数据库拷贝。不过，我们必需明白，这个功能并不是设计作为一般性
的"COPY DATABASE"功能。主要的限制是当源数据库被拷贝时，不能有其他会话连接到它。如
果在CREATE DATABASE开始时存在任何其它连接，那么该命令将会失败。在拷贝操作期间，到
源数据库的新连接将被阻止。

        对于每一个数据库在sys_database中存在两个有用的标志：
datistemplate和datallowconn列。datistemplate可以被设置来指示该数据库是不是要作
为CREATE DATABASE的模板。如果设置了这个标志，那么该数据库可以被任何有 CREATEDB权限
的用户克隆；如果没有被设置，那么只有超级用户和该数据库的拥有者可以克隆它。如

果datallowconn为假，那么将不允许与该数据库建立任何新的连接（但已有的会话不会因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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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志设置为假而被中止）。template0通常被标记为datallowconn = false来阻止对它的修
改。template0和template1通常总是被标记为datistemplate = true。

注意注意: 除了template1是CREATE DATABASE的默认源数据库名之外，
template1和template0没有任何特殊的状态。例如，我们可以删除template1然后
从template0重新创建它而不会有任何不良效果。如果我们不小心在template1中
增加了一堆垃圾，那么我们就会建议做这样的操作（要删除template1，它必须
有sys_database.datistemplate = false）。
当数据库集簇被初始化时，也会创建kingbase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用于做为用户
和应用连接的默认数据库。它只是 template1的一个拷贝，需要时可以删除并重
建。

5.4. 数据库配置数据库配置

        回顾一下，KingbaseES服务器提供了大量的运行时配置变量。你可以为其中的许多设置
数据库相关的默认值。

        例如，如由于某种原因，需禁用指定数据库上的GEQO优化器，正常情况下需对所有数据
库禁用它，或确保每个连接的客户端发出SET geqo TO off。要令这个设置在一个特定数据库
中成为默认值，需执行下面的命令：

ALTER DATABASE mydb SET geqo TO off;

         这样将保存该设置（但不是立即设置它）。在后续建立的到该数据库的连接中它将表现
得像在会话开始后马上调用SET geqo TO off;。注意用户仍然可以在该会话中更改这个设置，
它只是默认值。要撤消这样的设置，使用ALTER DATABASE dbname RESET va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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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销毁一个数据库销毁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用DROP DATABASE命令删除：

DROP DATABASE name;

        只有数据库的拥有者或者超级用户才可以删除数据库。删除数据库会移除其中包括的所有
对象。数据库的删除不能被撤销。

        不能在与目标数据库连接时执行DROP DATABASE命令。但用户可以连接到任何其它数据
库，包括 template1数据库。template1也是删除一个给定集簇中最后一个用户数据库的唯一
选项。

        便捷起见，使用shell程序删除数据库，dropdb：

dropdb dbname

        与createdb不同，删除当前用户名的数据库不是默认动作。

5.6. 管理表空间管理表空间

        KingbaseES中的表空间允许数据库管理员在文件系统中定义用来存放表示数据库对象的
文件的位置。一旦被创建，表空间就可以在创建数据库对象时通过名称引用。

        通过使用表空间，管理员可以控制一个KingbaseES安装的磁盘布局。 这么做至少有两个
用处。首先，如果初始化集簇所在的分区或者卷用光了空间，而又不能在逻辑上扩展或者做别

的什么操作，那么表空间可以被创建在一个不同的分区上，直到系统可以被重新配置。

         其次，表空间允许管理员根据数据库对象的使用模式来优化性能。例如，一个很频繁使
用的索引可以被放在非常快并且非常可靠的磁盘上，如一种非常贵的固态设备。同时，一个很

少使用的或者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存储归档数据的表可以存储在一个便宜但比较慢的磁盘系统

上。

警告警告

即便是位于主要的 KingbaseES 数据目录之外，表空间也是数据库集簇的一部分并
且不能被视作数据文件的一个自治集合。它们依赖于包含在主数据目录中的元数

据，并且因此不能被附加到一个不同的数据库集簇或者单独备份。类似地，如果丢

失一个表空间（文件删除、磁盘失效等），数据库集簇可能会变成不可读或者无法

启动。把一个表空间放在一个临时文件系统（如一个内存虚拟盘）上会给整个集簇

带来可靠性风险。

        定义一个表空间，使用CREATE TABLESPACE命令，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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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SPACE fastspace LOCATION '/ssd1/kingbase/data';

        这个位置必须是一个已有的空目录，并且属于KingbaseES操作系统用户。所有后续在该
表空间中创建的对象都将被存放在这个目录下的文件中。该位置不能放在可移动或者瞬时存储

上，因为如果表空间丢失会导致集簇无法工作。

注意注意: 通常在每个逻辑文件系统上创建多于一个表空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无法控
制在一个逻辑文件系统中特定文件的位置。不过，KingbaseES不强制任何这样的
限制，并且事实上它不会注意你的系统上的文件系统边界。它只是在你告诉它要

使用的目录中存储文件。

        表空间必须由一个数据库超级用户来进行创建，但在创建完之后之后可以允许普通数据库
用户来使用它。要使得普通数据库用户能够使用表空间，需给数据库普通用户授予表空间上

的CREATE权限。

        表、索引和整个数据库都可以被分配到特定的表空间。想这么做，需要在给定表空间上有
CREATE权限的用户必须把表空间的名字以一个参数的形式传递给相关的命令。例如，下面的命
令在表空间space1中创建一个表：

CREATE TABLE foo(i int) TABLESPACE space1;

        另外，还可以使用default_tablespace参数：

SET default_tablespace = space1;
CREATE TABLE foo(i int);

         当default_tablespace被设置为非空字符串，那么它就为没有显式TABLESPACE子句
的CREATE TABLE和CREATE INDEX命令提供一个隐式TABLESPACE子句。

        还有一个temp_tablespaces参数，它决定临时表和索引的位置，以及用于大数据集排序等
目的的临时文件的位置。 这可以是一个表空间名的列表，而不是只有一个。因此，与临时对
象有关的负载可以散布在多个表空间上。每次要创建一个临时对象时，将从列表中随机取一个

成员来存放它。

         与一个数据库相关联的表空间用来存储该数据库的系统目录。此外，如果没有给
出TABLESPACE子句并且没有在default_tablespace或temp_tablespaces（如适用）中指定其他
选择，它还是在该数据库中创建的表、索引和临时文件的默认表空间。如果一个数据库被创建

时没有指定表空间，它会使用其模板数据库相同的表空间。

        当初始化数据库集簇时，会自动创建两个表空间。sys_global表空间被用于共享系统目
录。sys_default表空间是template1和template0数据库的默认表空间（并且，因此也将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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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数据库的默认表空间，除非被一个CREATE DATABASE中的TABLESPACE子句覆盖）。

        表空间一旦被创建，就可以被任何数据库使用，前提是请求的用户具有足够的权限。这也
意味着，一个表空间只有在所有使用它的数据库中所有对象都被删除掉之后才可以被删掉。

        删除一个空的表空间，使用DROP TABLESPACE命令。

        要确定现有表空间的集合，可检查sys_tablespace系统目录，例如

SELECT spcname FROM sys_tablespace;

        ksql程序的\db元命令也可以用来列出现有的表空间。

        KingbaseES使用符号连接来简化表空间的实现。这就意味着表空间只能在支持符号连接
的系统上使用。

         $KINGBASE_DATA/sys_tblspc目录包含指向集簇中定义的每个非内建表空间的符号连接。
尽管我们不推荐，但还是可以通过手工重定义这些连接来调整表空间布局。在服务器运行时，

绝不要这样做。注意在 KingbaseES V8及更早的版本中，还需要用新位置更
新sys_tablespace目录（如果你不更新，sys_dump将继续输出旧的表空间位置）。

6. 模式对象管理模式对象管理

6.1. 数据类型和值数据类型和值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表示值的对象的无序组合，是型。值是数据类型的具体取值，它的逻辑显示

格式是常量，各数据类型值的物理格式由系统的实现者规定。值不能再进行逻辑细分，

可以是空值，也可以是非空值。

空值：空值：与所有非空值不同，它表示一个"不知道"或"不可用"的值。空值没有逻辑表示，
如果在一个更新（UPDATE）语句中指定一个空的修改值，或在一插入（INSERT）语句
中指定一个空的插入值，要使用关键字NULL。

非空值：非空值：用常量表示，可以是字符串、位串、数值等。

6.2. 表表

        表（表（table））为数据库中数据存储的基本单位，其数据按行、列存储。

        表中列的个数和顺序是固定的。在创建基本表时，要对表中的所有列进行说明，要说明它
的名称、数据类型、宽度或精度等。已经说明的列也可以使用SQL语句修改。

        列的数据类型限制了该列的可能取值以及说明了该列进行计算时，存储在该列上的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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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例如，一个列声明为INTEGER类型，则其中就不能存放字符串数据，该列的数据可以
进行数学运算。同样，一个列声明为字符串类型，则其中可以存放任何数据，但该列的数据不

可以进行数学运算。

        列的值是可以随时发生变化的。同一列中的所有值具有相同的数据类型，而且这些值必须
属于同一个表。列中的一个值是在表中进行检索和更新的最小数据单位。

        行是对应单个记录的列信息的集合。同一表中每一行包含表中每一列的一个值，表中每行
的第i个值即是该表第i列的一个值。行是在表中进行插入和删除操作的最小数据单位。

        表中的数据行是无序的。因此，对表进行查询时，数据行的顺序是随机的，除非查询语句
中具有ORDER BY子句。

        系统初始化的时候会自动在 SYS_CATALOG 模式下创建 DUAL 表。该表只有一列，该列
的列名是 DUMMY，数据类型是 VARCHAR(1)，并且该表只包含一条记录 'X'。该表可以被所
有的用户访问，但是只有数据库管理员才可以删除、增加、修改表 DUAL 的内容，普通用户
只能查询该表。可以通过查询表 DUAL 来计算一个常量表达式的值，因为 DUAL 只有一条记
录，所以只返回一次结果。

        例例  6-1. 创建表创建表

        数据库中的表由CREATE TABLE语句定义。在该语句中必须对基表命名，并且说明该表
中每个列的列名、数据类型等。

    CREATE TABLE my_first_table(
       first_column TEXT,
       second_column INTEGER
    );

        表创建后，根据需要也可以使用ALTER TABLE语句修改表的定义，例如：给表增加一
列、删除表中的列、修改表名、列名等。

        一旦不需要数据库中的表时，还可以使用DROP TABLE语句删除数据库中的表。

        表创建后，可以使用INSERT、DELETE、UPDATE和SELECT语句对表中数据进行增、
删、改和查询操作。

        例例  6-2. 查询查询  DUAL 表表

       SELECT * FROM DUAL;
         DUMMY
        -------
         X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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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例  6-3. 通过通过  DUAL 表查询系统时间表查询系统时间

       SELECT SYSDATE FROM DUAL;
            DATE
        ------------
         2008-01-01
        (1 row)

        例例  6-4. 通过通过  DUAL 表计算常量表达式的值表计算常量表达式的值

       SELECT 1+2 AS RESULT FROM DUAL;
         RESULT
        --------
              3
        (1 row)

6.3. 视图视图

        视图（视图（view））是CREATE VIEW语句定义的导出表，由一个或多个表（或其他视图）中
的数据的一种定制的表示，是用一个查询定义的。所以视图可认为是一个存储的查询或是一个

虚表(virtual table)。视图几乎可在任何使用表的地方使用。

        由于视图是由表导出的，所以视图和表存在许多类似。视图可以被查询，而在修改、插入
或删除时具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在视图上执行的操作影响了视图的基本表中的数据时，该操

作应受到基本表的完整性约束和触发器的限制。

        视图与表不同。一个视图不分配任何存储空间，不真正地包含数据。由查询定义的视图对
应于视图引用表中的数据。视图只在数据字典中存储其定义。

        引入视图可以通过限制对表的预定义行集合的存取，为表提供附加的安全性；可以为用户
简化命令；可用于保存复杂查询等。

6.4. 索引索引

        索引索引(index)是与表相关的一种数据结构，是为了提高数据检索的性能而建立的。利用它
可快速地确定指定的信息。但是，索引在总体上也增加数据库的负担，因此，创建索引要谨

慎。

        KingbaseES索引为表数据提供快速存取路径。索引适用于一范围的行查询或指定行的查
询。

        使用CREATE INDEX语句可以创建索引，使用DROP INDEX语句可以删除索引。任何时
候都可以在表上创建和删除索引。索引逻辑地和物理地独立于数据，它们的建立或删除对表没

有影响。

        索引可建立在一个表的一列或多列上。一旦建立，将由KingbaseES自动维护和使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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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是完全透明的。系统的优化器会根据统计信息确定是否使用索引来提高系统性能。

        索引一旦创建，系统则必须维护索引与表之间的同步。因此，当一个表上存在许多索引
时，修改、删除和插入操作的性能会下降。所以，一些不是很必要的索引应该删除。

        KingbaseES提供B-树、HASH索引和GIN索引，每种索引分别适用不同的查询类型。缺省
情况下， CREATE INDEX语句创建B-树索引，CREATE FULLTEXT INDEX语句创建GIN索
引。使用USING method子句可以选择是创建B-树索引，HASH索引或GIN索引。

        索引有唯一索引和非唯一索引。唯一索引保证表中没有两行在定义索引的列上具有重复
值。KingbaseES在唯一码上自动地定义唯一索引实施UNIQUE完整性约束。

        组合索引是在表的多个列上所建立的索引。组合索引可加快SELECT语句的检索速度，在
其WHERE子句中可引用组合索引的全部或主要部分，所以在组合索引的定义中给出列的次序
时，将经常存取的或选择最多的列放在首位。KingbaseES中的组合索引最大列数为32列。

        例例  6-5. 索引索引

        函数索引是根据表的一个或多个列上的函数结果建立的索引。函数索引可以提高基于函数
调用结果的数据的访问效率。例如，如果创建了下面的索引：

    CREATE INDEX emp_lower_ename_idx ON scott.emp (lower(ename));

        则下面的查询就可以通过该索引提高查询速度：

    SELECT * FROM scott.emp WHERE lower(ename) = 'value';
    

        函数索引定义中引用的函数可以具有多个参数变量，但是它们必须是表中的列。

        函数索引总是单列索引（函数结果值）。

6.5. 存储过程存储过程 /函数函数

        存储过程/函数是由过程化语言（PL/SQL）书写，经编译和优化后存储在数据库服务器中
的过程/函数。KingbaseES的存储过程/函数结合了SQL的数据操作能力和过程化语言的数据处
理能力，方便程序开发人员设计出更加灵活的应用系统。

        存储过程/函数相当于数据库中的一个对象，用户在使用存储过程/函数时首先使用
CREATE PROCEDURE/FUNCTION 语句创建存储过程/函数。在其它的存储过程/函数或用户
的应用程序中可以使用CALL语句执行存储过程。用户创建的函数可以和其他系统内置的函数
一样使用。当存储过程/函数不再需要时，可以使用DROP PROCEDURE/FUNCTION删除存储
过程/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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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触发器触发器

        触发器是一种特殊的存储过程。它在插入、删除或修改特定表和视图中的数据时触发执
行，它比数据库本身标准的功能有更精细和更复杂的数据控制能力。

        与存储过程相同，触发器也存储在数据库中，使用SQL和PL/SQL语句编写。存储过程和
触发器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运行的方式不同。存储过程由用户、应用程序或触发器显式调

用，而触发器则是当触发事件发生时由系统触发执行。

        触发器按照所触发动作的间隔尺寸可以分为语句级触发器和行级触发器，CREATE
TRIGGER语句的FOR EACH子句定义了触发动作的间隔尺寸，它既可以是FOR EACH
STATEMENT，也可以是FOR EACH ROW。

6.7. 序列发生器序列发生器

        通过序列发生器，可以自动产生按一定规律（增加或减小）变化的序列的数值。用户可以
根据需要定义每次序列变化的步长，序列能达到的极限值，当达到极限值时是否再从初始值重

新开始。一旦定义了序列发生器，用户可取出序列值，取出序列值后，序列发生器自动变为下

一序列值。

        序列发生器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用户的操作。不用对序列发生器进行维护，数据库会自动
完成序列值的变化。

        序列发生器还可以与其它数据库对象结合使用。如：将某一字段的缺省值与某一序列发生
器相关联，从而实现自动增长序列字段的功能。

6.8. 模式模式

        一个数据库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命名的模式（SCHEMA），一个模式内可以包含多个
表。不同的模式中的表名可以相同，例如，schema1和schema2中可以分别包含名称为
mytable的表，但是同一个模式中的表不能同名。模式就好象操作系统级的目录，但是模式不
能嵌套。

        用户只要有权限就可以访问他所连接的数据库中的任何模式中的对象。

        模式通常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多个用户使用同一个数据库而不会相互影响。

对数据库中的对象进行逻辑分组，更便于管理。

各个应用分别使用各自的模式，以避免命名冲突。

        使用CREATE SCHEMA语句可以创建模式。在模式中创建数据库对象或访问模式中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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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时，对象名前使用指定的模式名。

        例例  6-6. 模式模式

        在模式scott中创建表temp，则使用下面的语句：

    CREATE TABLE scott.temp(a INT);
    

        查询模式scott中的表temp，则使用下面的语句：

    SELECT * FROM scott.temp;
    

        删除一个空模式（模式中的所有数据库对象已经删除），使用DROP SCHEMA语句，例
如：

    DROP SCHEMA scott;
    

        如果模式中还有数据库对象，则使用CASCADE子句，删除模式及其中的所有数据库对
象，例如：

    DROP SCHEMA scott CASCADE;
    

        如果希望创建属于某个人的模式，则可以使用下面的语句：

    CREATE SCHEMA SchemaName AUTHORIZATION UserName;
    

        在创建数据库时，会默认创建两个模式：SYS_CATALOG和PUBLIC。SYS_CATALOG模
式用于存放系统表和所有内置的数据类型、函数和操作符。用户在创建数据库对象没有指定的

模式时，可以使用PUBLIC模式。

        当用户在创建或使用数据库对象没有指定模式时，系统会根据搜索路径（search path）来
确定该对象所属的模式。搜索路径包含一组模式列表，系统会使用第一个匹配的数据库对象。

如果在搜索路径中没有找到匹配的对象，系统将会报错。

        使用下面的语句可以显示当前的搜索路径：SHOW search_path;

        当前搜索路径的默认值是：$user,public。其含义是首先搜索与用户名相同的模式，如果
该模式不存在，则使用PUBLIC模式。因此，当用户没有自己的模式并且其创建或使用数据库
对象没有指定模式时，默认使用PUBLIC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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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下面的语句可以重新设置搜索路径，系统则会按照新的搜索路径搜索模式：

    SET search_path TO myschema,public;
    

6.9. 数据库数据库

        数据库是一组SQL对象的集合，每个数据库对象（表、索引、函数等）只能属于一个数据
库。更确切地说，数据库是一组模式的集合，而每个模式中又包含多个数据库对象。

        应用程序在与数据库服务器建立连接时需要指定数据库名，每个连接只能访问一个数据
库。各个数据库在物理上分离并且在数据库连接级上分别管理。

        使用CREATE DATABASE语句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使用ALTER DATABASE语句
可以改变数据库的参数配置，如果不再需要一个数据库时，可以使用DROP DATABASE语句
删除该数据库。

6.10. 包包

        包是由过程化语言(PL/SQL)书写，经编译和优化后存储在数据库服务器中的相关的变
量、常量、游标、存储过程和函数的集合，方便程序开发人员设计出灵活的应用系统。

        包是数据库中的一个对象，用户在使用包时首先使用 CREATE PACKAGE [BODY]语句创
建包。在其他包、存储过程和函数中可以使用包中定义的对象。用户定义的包不能作为整体被

使用，只能使用包名限定的对象名来使用包中的对象。当包不再使用时，可以使用 DROP
PACKAGE [BODY] 删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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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本地化

1. 区域支持区域支持

         区域支持主要指在应用上遵守文化偏好，包括字母表、排序、数字格式等方面的文化偏
好。KingbaseES服务器使用操作系统提供的ISO C 和POSIX标准的区域机制。

1.1. 概述概述

         区域支持将在initdb创建一个数据库集簇时自动被初始化。默认情况下，initdb将按照
其执行环境区域设置初始化数据库集簇； 因此若系统已经为数据库集簇设置要使用的区域，
无需再次设置。如果想使用其它的区域（或者不知道系统设置的区域是什么），可使用--
locale选项告知initdb需使用的区域：

initdb --locale=sv_SE

         上述Unix系统中的例子将区域设置为瑞典（SE）--瑞典语（sv）。 也可将区域设置为
en_US（美国英语）和fr_CA（加拿大法语）。如果需将多种字符集用于区域，声明可采用如下
的形式：language_territory.codeset。例如，fr_BE.UTF-8表示在比利时（BE）讲的法语
（fr），使用一个UTF-8字符集编码。

         在系统上有哪些区域可用取决于操作系统提供商提供了什么以及安装了什么。在大部分
Unix系统上，命令locale -a将会提供一个所有可用区域的列表。Windows使用一些更繁琐的
区域名，例如German_Germany或者Swedish_Sweden.1252，但是其原则是相同的。

         另外，也可将多种区域规则混合起来。例如，使用英语排序规则而用西班牙语消息。 为
了支持此规则，可使用表1-1的区域子类来控制本地化规则：

        表表  1-1. 区域子类区域子类

LC_COLLATE 字符串排序顺序
LC_CTYPE 字符分类（什么是一个字符？它的大写形式是否等效？）

LC_MESSAGES消息使用的语言
LC_MONETARY货币数量使用的格式
LC_NUMERIC 数字的格式
LC_TIME 日期和时间的格式

        这些类名将转换成initdb的选项名来覆盖某个特定分类的区域选择。例如，将区域设置为
加拿大法语，同时使用 U.S. 规则格式化货币：initdb --locale=fr_CA --lc-
monetary=en_US。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73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使用特殊的区域名C或者等效的POSIX，能够使得系统表现出无区域支持的状态。

         部分区域分类的值必须在数据库被创建时被固化。可以为不同的数据库使用不同的设
置，但是一旦一个数据库被创建，用户不能在数据库上修改这些区域分类的

值。LC_COLLATE和LC_CTYPE就是这样的分类。它们影响索引的排序顺序，因此它们必须被固
化，否则文本列上的索引将会崩溃（但用户可以使用排序规则削弱这种限制，详见第 2 节）。
除非在CREATE DATABASE命令中特别指定，这些分类的默认值将在initdb运行时被确定，并且
在新数据库被创建时使用。

         其它区域分类可以在任何时候被更改，更改的方式是设置与区域分类同名的服务器配置
参数。被initdb选中的值实际上只是被写入到配置文件kingbase.conf中作为服务器启动时的
默认值。如果将这些赋值从kingbase.conf中除去，那么服务器将会从其执行环境中继承该设
置。

        服务器的区域设置行为是由服务器看到的环境变量决定的，而不是由任何客户机的环境决
定的。因此，在启动服务器之前，请小心配置正确的地区设置。如果客户机和服务器设置在不

同的地区，则消息会根据系统locale环境显示，可能会有些不同。

注意注意: 当谈及从执行环境继承区域时，主要是指在操作系统上的以下动作：对于一
个给定的区域分类，比如排序规则，按照下面的顺序评估这些环境变量，直到找

到一个被设置了的：LC_ALL、 LC_COLLATE（或者对应于相应分类的变
量）、LANG。如果这些环境变量一个都没有被设置，那么将区域缺省设置为C。
一些消息本地化库也查看环境变量LANGUAGE，它覆盖所有其它用于设置消息语言
的区域设置。如果有疑问，请参考操作系统的文档，特别是有关gettext的文档。

         如需允许消息被翻译成用户喜欢的语言，编译时应当打开NLS（configure --enable-
nls）。所有其他区域支持都会被自动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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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为行为

         区域设置将影响以下的SQL特性：

在文本数据上使用ORDER BY或标准比较操作符的查询中的排序顺序

函数upper、lower和initcap

模式匹配操作符（LIKE、SIMILAR TO和POSIX风格的正则表达式）；区域影响大小写不
敏感匹配和通过字符类正则表达式的字符分类

to_char函数家族

为LIKE子句使用索引的能力

         在KingbaseES中使用非C或非POSIX区域将影响性能，会降低字符处理的速度并会
在LIKE中阻止对普通索引的使用。

         作为允许KingbaseES在非 C 区域下为LIKE子句使用索引，有好几种自定义操作符类可
用。这些操作符类允许创建一个执行严格按字符比较的索引。详见《SQL和PL/SQl速查手
册》II. SQL语言基础-“索引”-9. 操作符类和操作符族。另一种方法是创建使用C排序规则的索
引，如第 2 节所讨论的。

1.3. 问题问题

         如果根据上面解释区域支持仍然不能运转，检查一下操作系统的区域支持是否被正确配
置。要检查系统中安装了哪些区域，可以使用命令locale -a（如果操作系统提供了该命
令）。

         请检查KingbaseES确实正在使用你认为它该用的区域设置。LC_COLLATE和LC_CTYPE设置
都是在数据库创建时决定的，并且在除了创建数据库之外的操作中都不能被更改。其它的区域

设置包括LC_MESSAGES和LC_MONETARY都是由服务器启动的环境决定的，但可以在运行时修改。
可以用SHOW命令检查活跃的区域设置。

2. 排序规则支持排序规则支持

         排序规则特性允许指定每一列甚至每一个操作的数据的排序顺序和字符分类行为。这解
除了数据库的LC_COLLATE和LC_CTYPE设置，这一限制自创建后不能更改。

2.1. 概念概念

         在概念上，一种可排序数据类型的每一种表达式都有一个排序规则（内建的可排序数据
类型是text、varchar和char。用户定义的基础类型也可以被标记为可排序的，并且在一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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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数据类型上的域也是可排序的）。如果该表达式是一个列引用，该表达式的排序规则就是

列所定义的排序规则。如果该表达式是一个常量，排序规则就是该常量数据类型的默认排序规

则。更复杂表达式的排序规则根据其输入的排序规则得来，如下所述：

         一个表达式的排序规则可以是"默认"排序规则，默认的排序规则来自于数据库的区域设
置。一个表达式的排序规则也可能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排序操作和其他需要知道排序

规则的操作会失败。

         当数据库系统必须要执行一次排序或者字符分类时，它使用输入表达式的排序规则。这
会在使用例如ORDER BY子句以及函数或操作符调用（如<）时发生。应用于ORDER BY子句的排
序规则就是排序键的排序规则。应用于函数或操作符调用的排序规则从它们的参数得来，具体

如下文所述。除比较操作符之外，在大小写字母之间转换的函数会考虑排序规则，例

如lower、upper和initcap。模式匹配操作符和to_char及相关函数也会考虑排序规则。

         对于一个函数或操作符调用，其排序规则通过检查在执行指定操作时参数的排序规则来
获得。如果该函数或操作符调用的结果是一种可排序的数据类型，万一有外围表达式要求函数

或操作符表达式的排序规则，在解析时结果的排序规则也会被用作函数或操作符表达式的排序

规则。

         一个表达式的排序规则派生可以是显式或隐式。该区别会影响多个不同的排序规则出现
在同一个表达式中时如何组合它们。当使用一个COLLATE子句时，将发生显式排序规则派生。
所有其他排序规则派生都是隐式的。当多个排序规则需要被组合时（例如在一个函数调用

中），将使用下面的规则：

a. 如果任何一个输入表达式具有一个显式排序规则派生，则在输入表达式之间的所有显式
派生的排序规则必须相同，否则将产生一个错误。如果任何一个显式派生的排序规则存

在，它就是排序规则组合的结果。

b. 否则，所有输入表达式必须具有相同的隐式排序规则派生或默认排序规则。如果任何一
个非默认排序规则存在，它就是排序规则组合的结果。否则，结果是默认排序规则。

c. 如果在输入表达式之间存在冲突的非默认隐式排序规则，则组合被认为是具有不确定排
序规则。这并非一种错误情况，除非被调用的特定函数要求提供排序规则的知识。如果

它确实这样做，运行时将发生一个错误。

        例如，这个表定义：

CREATE TABLE test1 (
    a text COLLATE "de_DE",
    b text COLLATE "es_ES",
    ...
);

        然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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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a < 'foo' FROM test1;

        中，<比较被根据de_DE规则执行，因为表达式组合了一个隐式派生的排序规则和默认排序
规则。但是在

SELECT a < ('foo' COLLATE "fr_FR") FROM test1;

        中，比较被使用fr_FR规则执行，因为显式排序规则派生重载了隐式排序规则。更进一
步，给定

SELECT a < b FROM test1;

        解析器不能确定要应用哪个排序规则，因为a列和b列具有冲突的隐式排序规则。由于<操
作符不需要知道到底使用哪一个排序规则，这将会导致一个错误。该错误可以通过在一个输入

表达式上附加一个显式排序规则说明符来解决，因此：

SELECT a < b COLLATE "de_DE" FROM test1;

        或等效的

SELECT a COLLATE "de_DE" < b FROM test1;

        或结构相似的情况

SELECT a || b FROM test1;

        不会导致一个错误，因为||操作符不关心排序规则：不管排序规则怎样它的结果都相同。

         如果一个函数或操作符发送一个具有可排序数据类型的结果，分配给该函数或操作符的
组合输入表达式的排序规则也被考虑应用在函数或操作符的结果。因此，在

SELECT * FROM test1 ORDER BY a || 'foo';

        中排序将根据de_DE规则完成。但这个查询：

SELECT * FROM test1 ORDER BY a || b;

        会导致一个错误，因为即使||操作符不需要知道排序规则，但ORDER BY子句需要。冲突可
以通过使用一个显式排序规则说明符来解决：

SELECT * FROM test1 ORDER BY a || b COLLATE "fr_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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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理排序规则管理排序规则

         一个排序规则是一个SQL模式对象，它将一个SQL名字映射到一个操作系统区域。特别
地，它映射到一个LC_COLLATE 和LC_CTYPE的组合（正如其名字所说的，一个排序规则的主要
目的是设置LC_COLLATE来控制排序顺序。但是在实际中很少有必要有一个不同
于LC_COLLATE的LC_CTYPE设置，因此通过一个概念来收集这些信息比为了设置每一个表达式
的LC_CTYPE而创建另一种架构要更加方便）。此外，一种排序规则是和一种字符集编码绑定在
一起的。相同的排序规则名字可能存在于不同的编码中。

         在所有的平台上，名为default、C和POSIX的排序规则都可用。附加的排序规则是否可用
取决于操作系统的支持。default排序规则选择在数据库创建时指定
的LC_COLLATE和LC_CTYPE值。C和POSIX排序规则都指定了"传统的C"行为，在其中只有ASCII字
母"A"到"Z"被视为字母，并且排序严格地按照字符编码的字节值完成。

         如果操作系统支持在一个程序中使用多个区域（newlocale和相关函数），那么在一个数
据集簇被初始化时，initdb将以它在操作系统上能找到的所有区域为基础在系统目
录sys_collation中填充排序规则。例如，操作系统可能会提供一个名为de_DE.utf8的区
域。initdb则会创建一个用于编码UTF8的名为de_DE.utf8的排序规则，在其
中LC_COLLATE和LC_CTYPE都被设置为de_DE.utf8。它也会创建一个具有去掉名称的.utf8标签
的排序规则。这样用户也可以使用名字de_DE来使用该排序规则，这写起来更简单并且使得名
字更加独立于编码。但是需注意，最初的排序规则名称的集合是依赖平台的。

         如需要的一个排序规则具有和LC_COLLATE及LC_CTYPE不同的值，可以使用CREATE
COLLATION命令创建一个新的排序规则。该命令也可以被用于从一个现有的排序规则创建一
个新的排序规则，这样对于可以在应用中使用操作系统独立的排序规则名很有用。

         在任何特定的数据库中，只有使用数据库编码的排序规则是令人感兴趣的。其
他sys_collation中的项会被忽略。因此，一个如de_DE的被剥离的排序规则名在一个给定数据
库中可以被认为是唯一的，即使它在全局上并不唯一。推荐使用被剥离的排序规则名，因为在

决定要更改到另一个数据库编码时需要做的事情更少。但是要注意default、C和POSIX排序规
则在使用时可以不考虑数据库编码。

         KingbaseES在遇到具有相同属性的不同排序规则对象时会认为它们是不兼容的：

SELECT a COLLATE "C" < b COLLATE "POSIX" FROM test1;

         将会产生一个错误，即使C和POSIX排序规则具有相同的行为。因此，不推荐混合使用被
剥离的和非被剥离的排序规则名。

3. 字符集支持字符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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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baseES里面的字符集支持以各种字符集存储文本，包括单字节字符集，比如 ISO
8859 系列，以及多字节字符集 ，比如EUC（扩展 Unix 编码 Extended Unix Code）、UTF-8
和 Mule 内部编码。所有被支持的字符集都可以被客户端透明地使用，但少数只能在服务器上
使用（即作为一种服务器方编码）。默认的字符集是在使用 initdb初始化KingbaseES数据库
集簇时选择的。在创建一个数据库时可以重载它，因此可能会有多个数据库并且每一个使用不

同的字符集。

         但是，一个重要的限制是每个数据库的字符集必须和数据库的LC_CTYPE（字符分类）
和LC_COLLATE （字符串排序顺序）设置兼容。对于C或POSIX区域，任何字符集都是允许的，
但是对于其他区域只有一种字符集可以正确工作（不过，在Windows上UTF-8编码可以和任何
区域配合使用）。

3.1. 所支持的字符集所支持的字符集

        表 3-1显示了KingbaseES中可用的字符集。

      表表  3-1. KingbaseES字符集字符集

名称名称 描述描述 语言语言
是否服务是否服务
器端？器端？

字节字节 /
字符字符

别名别名

BIG5 Big Five 繁体中文 否 1-2 WIN950, Windows950

EUC_CN 扩展UNIX编码-中
国

简体中文 是 1-3   

EUC_JP 扩展UNIX编码-日
本

日文 是 1-3   

EUC_JIS_2004 扩展UNIX编码-日
本, JIS X 0213 日文 是 1-3   

EUC_KR 扩展UNIX编码-韩
国

韩文 是 1-3   

EUC_TW 扩展UNIX编码-中
国台湾

繁体中文 是 1-3   

GB18030 国家标准 中文 是 1-4   
GBK 扩展国家标准 简体中文 是 1-2 WIN936, Windows936

ISO_8859_5 ISO 8859-5,
ECMA 113

拉丁语/西里尔
语

是 1   

ISO_8859_6 ISO 8859-6,
ECMA 114

拉丁语/阿拉伯
语

是 1   

ISO_8859_7 ISO 8859-7,
ECMA 118 拉丁语/希腊语 是 1   

ISO_8859_8 ISO 8859-8,
ECMA 121

拉丁语/希伯来
语

是 1   

JOHAB JOHAB 韩语 否 1-3   

KOI8R KOI8-R 西里尔语（俄
语）

是 1 KO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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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I8U KOI8-U 西里尔语（乌
克兰语）

是 1   

LATIN1 ISO 8859-1,
ECMA 94 西欧 是 1 ISO88591

LATIN2 ISO 8859-2,
ECMA 94 中欧 是 1 ISO88592

LATIN3 ISO 8859-3,
ECMA 94 南欧 是 1 ISO88593

LATIN4 ISO 8859-4,
ECMA 94 北欧 是 1 ISO88594

LATIN5 ISO 8859-9,
ECMA 128 土耳其语 是 1 ISO88599

LATIN6 ISO 8859-10,
ECMA 144 日耳曼语 是 1 ISO885910

LATIN7 ISO 8859-13 波罗的海 是 1 ISO885913
LATIN8 ISO 8859-14 凯尔特语 是 1 ISO885914

LATIN9 ISO 8859-15 带欧罗巴和口
音的LATIN1 是 1 ISO885915

LATIN10 ISO 8859-16,
ASRO SR 14111 罗马尼亚语 是 1 ISO885916

MULE_INTERNAL Mule内部编码 多语种编辑器 是 1-4   

SJIS Shift JIS 日语 否 1-2 Mskanji, ShiftJIS,
WIN932, Windows932

SHIFT_JIS_2004 Shift JIS, JIS X
0213 日语 否 1-2   

SQL_ASCII 未指定（见文本） 任意任意 是 1   
UHC 统一韩语编码 韩语 否 1-2 WIN949, Windows949
UTF8 Unicode, 8-bit 所有所有 是 1-4 Unicode
WIN866 Windows CP866 西里尔语 是 1 ALT
WIN874 Windows CP874 泰语 是 1   
WIN1250 Windows CP1250 中欧 是 1   
WIN1251 Windows CP1251 西里尔语 是 1 WIN
WIN1252 Windows CP1252 西欧 是 1   
WIN1253 Windows CP1253 希腊语 是 1   
WIN1254 Windows CP1254 土耳其语 是 1   
WIN1255 Windows CP1255 希伯来语 是 1   
WIN1256 Windows CP1256 阿拉伯语 是 1   
WIN1257 Windows CP1257 波罗的海 是 1   

WIN1258 Windows CP1258 越南语 是 1 ABC, TCVN, TCVN5712,
VSCII

名称名称 描述描述 语言语言
是否服务是否服务
器端？器端？

字节字节 /
字符字符

别名别名

         并非所有的客户端API都支持上面列出的字符集。比如，KingbaseES的JDBC 驱动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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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MULE_INTERNAL、LATIN6、LATIN8和LATIN10。

         SQL_ASCII设置与其他设置表现得相当不同。如果服务器字符集是SQL_ASCII，服务器把
字节值0-127根据 ASCII标准解释，而字节值128-255则当作无法解析的字符。如果设置
为SQL_ASCII，就不会有编码转换。因此，这个设置基本不是用来声明所使用的指定编码， 因
为这个声明会忽略编码。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使用了任何非ASCII数据，那么使用
SQL_ASCII设置都是不明智的，因为KingbaseES将无法帮助你转换或者校验非ASCII字符。

3.2. 设置字符集设置字符集

3.2.1 设置数据库字符集设置数据库字符集

         initdb为一个KingbaseES集簇定义缺省的字符集（编码）。比如：

initdb -E GBK

         把缺省字符集设置为GBK（用于中文的扩展Unix 编码）。如果你喜欢用长选项字符串，你
可以用--encoding代替-E。 如果没有给出-E或者--encoding选项，initdb会更具系统区域及
字符集作为初始化数据库的编码。

         可以在数据库创建时指定一个非默认编码，提供的编码应和选择的区域兼容：

createdb -E UTF-8 -T template0 --lc-collate=en_US.UTF-8 
--lc-ctype=en_US.UTF-8

         将创建一个使用UTF-8字符集和en_US区域的名为UTF8DATA的数据库。 另外一种实现方法
是使用 SQL 命令：

CREATE DATABASE UTF8DATA WITH ENCODING 'UTF-8' LC_COLLATE=
'en_US.UTF-8' LC_CTYPE='en_US.UTF-8' TEMPLATE=template0;

        注意上述命令指定拷贝template0数据库。在拷贝任何其他数据库时，不能更改从源数据
库得来的编码和区域设置，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破坏数据。

         数据库的编码存储在系统目录sys_database中。可以使用ksql -l选项或者\l命令(详
见ksql-选项)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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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TEST=# \l
                              List of databases
   Name    | Owner | Encoding |   Collate   |    Ctype    | Access privileges
-----------+-------+----------+-------------+-------------+-------------------
 SAMPLES   | test  | UTF8     | zh_CN.UTF-8 | zh_CN.UTF-8 |
 TEMPLATE0 | test  | UTF8     | zh_CN.UTF-8 | zh_CN.UTF-8 | =c/qyin          +
           |       |          |             |             | qyin=CTc/qyin
 TEMPLATE1 | test  | UTF8     | zh_CN.UTF-8 | zh_CN.UTF-8 | =c/qyin          +
           |       |          |             |             | qyin=CTc/qyin
 TEMPLATE2 | test  | UTF8     | zh_CN.UTF-8 | zh_CN.UTF-8 | =Tc/qyin         +
           |       |          |             |             | qyin=CTc/qyin
 TEST      | test  | UTF8     | zh_CN.UTF-8 | zh_CN.UTF-8 |
 UTF8DATA  | test  | UTF8     | en_US.UTF-8 | en_US.UTF-8 |
(6 rows)

        重要重要: 在大部分现代操作系统上，KingbaseES可以判断LC_CTYPE设置意味着哪一种字符
集，并且它强制只有匹配的数据库编码被使用。在老的系统上你需要自己负责确保所使用的编

码就是你所选择的区域所期望的。在这里的一个错误很可能导致区域依赖的操作产生奇怪的行

为，例如排序。

        即使LC_CTYPE不是C或POSIX，KingbaseES也允许超级用户使用SQL_ASCII编码创建数据
库。正如前文所述，SQL_ASCII并不强制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数据具有任何特定的编码，这样存
在着非常大的风险，若非系统和数据库都采用的是SQL_ASCII编码，不可采用SQL_ASCII作为其
作为编码格式。

3.2.2 系统字符集设置系统字符集设置

         在实际应用中，除KingbaseES本身的字符集设置外，还需考虑其以外的相关字符集设
置。若它们设置不当，则也可能导致乱码现象。

        这些需考虑的，KingbaseES以外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主要包括：操作系统的环境变量
LANG设置和所用终端的字符集设置。

        服务器端输出日志信息能否正确显示，除与KingbaseES的sever_encoding设置相关外，
还与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的字符集设置，服务器端的操作系统环境变量LANG设置等相关。
通常建议如下：

server_encoding应与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的字符集设置相同，主要原因是：一般，服
务器端输出日志信息的编码为server_encoding，因此，若和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不相
同，也不兼容的话，则可能导致显示乱码。

server_encoding应与LANG设置相同，主要原因是：由于KingbaseES字符集设置的相关
选项默认从操作系统继承。例如，服务器日志信息中跨库Message信息的字符集编码设
置是从当前环境继承，而非跨库Message信息的字符集是由server_encoding决定，因
此，若它们设置不一致，则可能导致服务器日志信息中出现一种以上的字符集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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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建议客户端检索工具（如isql）所用终端的字符集设置应和KingbaseES的
client_encoding与客户端操作系统的环境变量LANG相同，主要原因是：

通常，获取检索结果的字符集编码为client_encoding，因此，若client_encoding与所用
终端设置字符集不兼容，则可能导致检索结果显示乱码。

有些中文输入法的字符集取值是从当前所用操作系统继承的，因此，建议终端字符集设

置应与操作系统LANG的设置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中文输入法的字符集设置和对应终
端字符集设置一致，因此，在客户端终端上就能正常输入中文了。

         此外，Linux与字符集设置相关的主要命令如下。若想进一步了解linux字符集支持的详细
资料请参见Linux的相关文档：

      
      //获取当前系统支持的字符集信息
      locale -a
      //设置当前登录用户的语言环境为GBK
      [root@hlzhu1 data]# export LANG=zh_CN.GBK
      //设置当前登录用户的语言环境为UTF-8
      [root@hlzhu1 data]# export LANG=zh_CN.UTF-8
      //查看locale信息
      [root@hlzhu1 data]# locale
      LANG=zh_CN.GBK
      LC_CTYPE="zh_CN.GBK"
      LC_NUMERIC="zh_CN.GBK"
      LC_TIME="zh_CN.GBK"
      LC_COLLATE="zh_CN.GBK"
      LC_MONETARY="zh_CN.GBK"
      LC_MESSAGES="zh_CN.GBK"
      LC_PAPER="zh_CN.GBK"
      LC_NAME="zh_CN.GBK"
      LC_ADDRESS="zh_CN.GBK"
      LC_TELEPHONE="zh_CN.GBK"
      LC_MEASUREMENT="zh_CN.GBK"
      LC_IDENTIFICATION="zh_CN.GBK"
      LC_ALL=
      //转换给定文件的编码
      [root@hlzhu1 data]# iconv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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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Message信息编码信息编码

         Message信息包括系统状态提示信息，SQL语句执行的反馈信息等，该信息既能在服务
器端输出，也能在客户端输出。其中，服务器端和客户端输出Message信息如下所示

        服务器端输出Message信息。

      
[XXX]$ ./kingbase -D data
日志： 日志输出重定向到日志收集进程
提示： 后续的日志将出现在目录"sys_log"中

        客户端输出Message信息。

      
TEST=# insert into tab valuess('中文');
ERROR:  语法错误，在"'中文'"附近
第1行insert into tab valuess('中文');

        依据Message信息是否跨库，它可分为：

跨库Message信息，诸如服务器日志信息中的“数据库系统准备接受连接”，其编码方式
与服务器端操作系统的语言设置相关。例如，如下所示，设置服务器端的LANG为
zh_CN.UTF-8，则跨库Message信息的编码为UTF-8。

[XXXX]$ export LANG=zh_CN.UTF-8

单库Message信息：它与特定数据库的字符集编码方式（server_encoding）相关，具体
规则如下：（1）若数据库的server_encoding为ASCII，则对应Message信息的编码与服
务器端操作系统的LANG设置相关。（2）若数据库的server_encoding不为ASCII，则其
内容首先被转换成server_encoding编码。然后，依据其输出端不同，系统分别进行了处
理：若在服务器端输出（如服务器日志信息），则对应Message信息不再做编码转换，
即其编码为server_encoding；若在客户端输出，则对应Message信息进一步被转换成
client_encoding编码。

         需说明的是，服务器端输出的Message信息既包括跨库Message信息，也包括单库
Message信息（如某用户执行SQL语句的出错提示信息），因此，建议服务器端的操作系统
LANG设置应和各个数据库的server_encoding一致

3.3. 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的自动字符集转换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的自动字符集转换

         KingbaseES支持一些编码在服务器和前端之间的自动编码转换。转换信息在系统目
录sys_conversion中存储。KingbaseES带着一些预定义的转换，如表 3-2所示。你可以使用
SQL命令CREATE CONVERSION创建一个新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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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  3-2. 客户客户 /服务器字符集转换服务器字符集转换

服务器字符集服务器字符集 可用的客户端字符集可用的客户端字符集

EUC_CN EUC_CN, MULE_INTERNAL, UTF8
EUC_JP EUC_JP, MULE_INTERNAL, SJIS, UTF8
EUC_KR EUC_KR, MULE_INTERNAL, UTF8
EUC_TW EUC_TW, BIG5, MULE_INTERNAL, UTF8
GB18030 GB18030, UTF8
GBK GBK, UTF8
ISO_8859_5 ISO_8859_5, KOI8R, MULE_INTERNAL, UTF8, WIN866, WIN1251
ISO_8859_6 ISO_8859_6, UTF8
ISO_8859_7 ISO_8859_7, UTF8
ISO_8859_8 ISO_8859_8, UTF8
JOHAB JOHAB, UTF8
KOI8R KOI8R, ISO_8859_5, MULE_INTERNAL, UTF8, WIN866, WIN1251
KOI8U KOI8U, UTF8
LATIN1 LATIN1, MULE_INTERNAL, UTF8
LATIN2 LATIN2, MULE_INTERNAL, UTF8, WIN1250
LATIN3 LATIN3, MULE_INTERNAL, UTF8
LATIN4 LATIN4, MULE_INTERNAL, UTF8
LATIN5 LATIN5, UTF8
LATIN6 LATIN6, UTF8
LATIN7 LATIN7, UTF8
LATIN8 LATIN8, UTF8
LATIN9 LATIN9, UTF8
LATIN10 LATIN10, UTF8

MULE_INTERNAL MULE_INTERNAL, BIG5, EUC_CN, EUC_JP, EUC_KR, EUC_TW, ISO_8859_5,
KOI8R, LATIN1 to LATIN4, SJIS, WIN866, WIN1250, WIN1251

SQL_ASCII 所有支持的编码（不会执行任何转换）所有支持的编码（不会执行任何转换）

UTF8 所有支持的编码所有支持的编码

WIN866 WIN866, ISO_8859_5, KOI8R, MULE_INTERNAL, UTF8, WIN1251
WIN874 WIN874, UTF8
WIN1250 WIN1250, LATIN2, MULE_INTERNAL, UTF8
WIN1251 WIN1251, ISO_8859_5, KOI8R, MULE_INTERNAL, UTF8, WIN866
WIN1252 WIN1252, UTF8
WIN1253 WIN1253, UTF8
WIN1254 WIN1254, UTF8
WIN1255 WIN1255, UTF8
WIN1256 WIN1256, UTF8
WIN1257 WIN1257, UTF8
WIN1258 WIN1258, 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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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启用自动字符集转换功能，可以设置KingbaseES客户端使用的字符集（编码）。可
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完成：

用ksql里的\encoding命令。\encoding允许你动态修改客户端编码。比如，把编码改变
为GBK，键入：

\encoding GBK

libkci中提供函数控制客户端编码。

使用SET client_encoding TO。可以使用这个SQL命令设置客户端编码：

SET CLIENT_ENCODING TO 'value';

还可以把标准SQL语法里的SET NAMES用于这个目的：

SET NAMES 'value';

要查询当前客户端编码：

SHOW client_encoding;

要返回到缺省编码：

RESET client_encoding;

使用client_encoding配置变量。如果client_encoding变量被设置， 那么在与服务器建立
了连接之后，这个客户端编码将备自动选定（这个设置随后可以用上文提到的其他方法

重载）。

         假如无法进行一个特定字符的转换 — 假如你选的服务器编码是GBK而 客户端是LATIN1，
那么有些中文字符不能转换成LATIN1 — 将会报告一个错误。

         如果客户端字符集定义成了SQL_ASCII，那么编码转换会被禁用， 不管服务器的字符集是
什么存入数据库的数据都一样。除非你的工作环境全部是 ASCII 数据， 否则不要使
用SQL_ASCII编码。

         当服务器和客户端所配字符集不相同或均不为ASCII字符集时，KingbaseES提供它们间
的自动字符集转换功能。但是，这种转换需在相互兼容的字符集之间进行。若转换的字符集不

兼容，则转换不能正常完成，得到的显示信息可能出现乱码。

         在server_encoding或client_encoding为ASCII情况下，其转换规则是与传送方向有关的。
当服务器向客户端传送时，不做字符集编码转换；当客户端向服务器端传送时，被传送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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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编码为：若server_encoding为ASCII，则其为client_encoding。若client_encoding为ASCII，
则其为server_encoding。服务器还对传送字符串进行该编码的有效性验证。此外，系统表
SYS_CONVERSION描述KingbaseES所支持的转换信息。

3.4. 客服端服务器编码原理说明客服端服务器编码原理说明

        服务器存储数据：客户端检查输入的字串是否符合client_encoding，若符合则发给服务
器，否则抛出错误-->服务器接受到客户端发过来的字符串及client_encoding，字符串通
过client_encoding转server_encoding，转换成服务器编码风格-->以服务器编码风格存入字
符串。

        客户端取数据数据：数据通过server_encoding转client_encoding，最后发给客户端。

注意注意: 服务器端存储数据是数据通过client_encoding转server_encoding，转换成
服务器编码风格并写入系统字典，客户端取数据是通

过server_encoding转client_encoding。然而数据库中存在数据库公有数据字
典，这可能导致存取的服务器server_encoding编码不一致，从而数据出错。因
此，用户应当避免创建中文名用户、中文名数据库以及中文名的过程语言( 如plsql
) 。数据库登录时server_encoding并未生效，所以登录时采用Unicode编码进行数
据库名验证。

        举例说明：举例说明：

        初始化一个GBK编码数据库TEST,客户端连接上去通过\l可以看到数据库信息

TEST=# \l TEST
                       List of databases
 Name | Owner | Encoding | Collate | Ctype | Access privileges
------+-------+----------+---------+-------+-------------------
 TEST | test  | GBK      | C       | C     |
(1 row)
TEST=# show server_encoding;
 server_encoding
-----------------
 GBK
(1 row)

        创建一个以UTF8编码的数据库“中文”，并以该数据库连接

TEST=# CREATE DATABASE "中文" ENCODING 'UTF8' LC_CTYPE 'zh_CN.UTF8' LC_COLLATE 
'zh_CN.UTF8' TEMPLATE TEMPLATE0;
CREATE DATABASE
[XXX]$./ksql -d "中文"
[XXX]$ksql: 失败:  数据库 "中文"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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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一个以UTF8编码的数据库"UTF8DATA”，并以该数据库连接

TEST=# CREATE DATABASE "UTF8DATA" ENCODING 'UTF8' LC_CTYPE 'zh_CN.UTF8' 
LC_COLLATE 'zh_CN.UTF8' TEMPLATE TEMPLATE0;
CREATE DATABASE
[XXX]$ ./ksql -d "UTF8DATA" -U test
ksql (V008R003C001B0013)
Type "help" for help.

UTF8DATA=# \l
                             List of databases
   Name    | Owner | Encoding |  Collate   |   Ctype    | Access privileges
-----------+-------+----------+------------+------------+-------------------
 SAMPLES   | test  | GBK      | C          | C          |
 TEMPLATE0 | test  | GBK      | C          | C          | =c/test          +
           |       |          |            |            | test=CTc/test
 TEMPLATE1 | test  | GBK      | C          | C          | =c/test          +
           |       |          |            |            | test=CTc/test
 TEMPLATE2 | test  | GBK      | C          | C          | =Tc/test         +
           |       |          |            |            | test=CTc/test
 TEST      | test  | GBK      | C          | C          |
 UTF8DATA  | test  | UTF8     | zh_CN.UTF8 | zh_CN.UTF8 |
           | test  | UTF8     | zh_CN.UTF8 | zh_CN.UTF8 |
(7 rows)
TEST=# show server_encoding;
 server_encoding
-----------------
 UTF8
(1 row)

        以"UTF8DATA”数据库可以登录，\l 查看，"中文"数据库存在。但"中文"数据库的名字并不
能正确显示，这就是上面所述的存取编码不一致的情况。存入"中文"数据库名到数据库系统字
典用的是TEST数据库的server_encoding GBK，获取"中文"数据库名用的是UTF8DATA数据
库的server_encoding UTF8。

3.5. SQL语句的字符集支持语句的字符集支持

         在SQL语句的字符集支持方面，KingbaseES处理如下：

DML语句（如insert）：若用户输入的DML语句存在错误（如语法错误），则服务器将
提供相关的出错Message信息。否则，语句中的字符串（如insert语句的values值）先以
client_encoding编码方式发送给服务器。然后，依据server_encoding和client_encoding
的取值，服务器决定是否对接收到的字符串进行编码转换。最后，服务器把转换处理过

的字符串存储到数据库表中。

DQL（即select）语句：若用户输入的select语句存在错误（如语法错误），则服务器将
提供相关的出错Message信息。否则，服务器先执行该语句。接着，依据
server_encoding和client_encoding的取值，服务器决定对返回检索结果中的字符串内容
是否进行编码转换。最后，服务器把转换处理过的检索结果发送给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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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L语句：对字符集支持主要体现在数据库的字符集设置方面。

         下面将举例说明，在不同字符集设置情况下，下面将举例说明，在不同字符集设置情况下，KingbaseES是如何进行字符集支持是如何进行字符集支持

的。的。

        例例3-1：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字符集设置一致，均为GBK。其中，相关字符集设置如下表 3-
3和表 3-4所示，例子中用到的主要SQL语句如下所示：

    //语句1：举例说明DML语句字符串类型值的字符集支持
    TEST=# insert into charset values('金仓');
    //语句2：举例说明DML语句出错反馈信息的字符集支持
    TEST=# insert into charset valuess('金仓');
    //语句3：举例说明检索结果中字符串类型列的字符集支持
    # TEST=#select * from charset;
    //语句4：举例说明检索语句出错反馈信息的字符集支持
    # TEST=#select * from charsets;

        表表  3-3. 例例3-1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GBK GBK GBK

        表表  3-4. 例例3-1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GBK GBK GBK

执行语句1：客户端所用中文输入法的字符集信息是从当前环境继承的（LANG），因此
输入法输入的字符串编码为GBK。并由于客户端终端编码也为GBK，因此，insert语句
中的字符串“金仓”能在客户端终端上正常输入。此外，client_encoding和
server_encoding相同，均为GBK，因此，该字符串不需编码转换，服务器把接收到的
GBK编码的字符串“金仓”直接存储在表charset中。

执行语句2：客户端接收的错误提示信息编码为client_encoding(GBK)，和其所用终端字
符集设置一致，因此，该错误信息能正常显示，如下所示：

    TEST=# insert into charset valuess('金仓');
    //客户端输出错误提示信息
    ERROR:  语法错误 在 ";"附近
    第一行: insert into charset valuess('金仓');

        服务器端接收的错误提示信息编码为server_encoding(GBK)，和其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一
致，因此能正常显示，如下所示：

    TEST=# insert into charset valuess('金仓');
    ERROR:  语法错误 在";" 附近 ,在第34个字符处
    STATEMENT:  insert into charset valuess('金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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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语句3：由于server_encoding和client_encoding一致，因此，服务器发送给客户端
GBK编码的检索结果字符串“金仓”未作编码转换。并其编码和客户端所用终端字符集设
置一致，因此，字符串“金仓”能在客户端终端上正常显示。

执行语句4：客户端接收的错误提示信息编码为client_encoding( GBK)，和其所用终端字
符集设置一致，因此，该错误信息能正常显示，如下所示：

    TEST=# select * from charsets;
    //客户端输出错误提示信息
    ERROR:  关系"CHARSETS"不存在

        服务器端接收的错误提示信息编码为server_encoding(GBK)，和其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一
致，因此能正常显示，如下所示：

    ERROR: 关系"CHARSETS"不存在
    STATEMENT:  select * from charsets;

        例例3-2：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字符集设置一致，均为UTF-8。其中，相关字符集设置如下表
所示：

        表表  3-4. 例例3-2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UTF-8 UTF-8 UTF-8

        表表  3-5. 例例3-2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UTF-8 UTF-8 UTF-8

执行语句1：类似例3-1，服务器把客户端传送的编码为UTF-8的字符串"金仓"存储在表
charset中。

执行语句2或语句4：类似例3-1，客户端能正常显示编码为client_encoding（UTF-8）的
错误提示信息。同样的，服务器端能正常显示编码为server_encoding(UTF-8)的错误提
示信息。

执行语句3：类似例3-1，编码为UTF-8的字符串"金仓"能在客户端终端上正常显示。

        例例3-3：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字符集设置不一致，服务器端为GBK，客户端为UTF-8。其
中，相关字符集设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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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  3-6. 例例3-3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GBK GBK GBK

        表表  3-7. 例例3-3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UTF-8 UTF-8 UTF-8

执行语句1：客户端当前登录用户的LANG和客户端终端编码一致，均为UTF-8，因
此，insert语句中输入的字符串“金仓”能在客户端终端上正常输入。由于client_encoding
和server_encoding不相同，且系统支持UTF-8到GBK的转换（想获取系统支持的转换信
息请查找SYS_CONVERSION），因此，客户端发送UTF-8编码的字符串“金仓”被服务器
转换为GBK编码。最后，服务器把GBK编码的字符串“金仓”存储在表charset中。

    //检索系统所支持编码转换信息的SQL语句例子
    TEST=# select * from SYS_CONVERSION where conname like 'GBK_TO_%';
    TEST=# select * from SYS_CONVERSION where conname like 'UTF8_TO_GB%';

执行语句2或语句4：客户端接收错误提示信息编码为client_encoding( UNICODE)，其编
码和客户端终端设置的字符集相同，因此，该信息在客户端能正常显示。 类似的，服务
器端接收错误提示信息编码和其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相同（GBK），因此，该信息在服
务器端也能正常显示。

执行语句3：由于server_encoding和client_encoding不相同，且系统支持GBK到UTF-8的
转换，因此，服务器把编码为GBK的字符串“金仓”转换为UTF-8编码并发送给客户端。此
外，由于客户端接收字符串“金仓”的编码和其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一致，因此，字符
串“金仓”能正常显示。

        例例3-4：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字符集设置不一致，服务器端为UTF-8，客户端为GBK。其
中，相关字符集设置如下表所示。

        表表  3-8. 例例3-4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UTF-8 UNICODE UTF-8

        表表  3-9. 例例3-4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GBK GBK GBK

执行语句1：类似例3-3，服务器把转换后的UTF-8编码字符串"金仓"存储在表cha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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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检索系统所支持编码转换信息的SQL语句例子
    TEST=# select * from SYS_CONVERSION where conname like 'GBK_TO_%';
    TEST=# select * from SYS_CONVERSION where conname like 'UTF8_TO_GB%';

执行语句2或语句4：类似例3-3，客户端接收错误提示信息编码为GBK，该信息能正常
显示。 类似的，服务器端接收错误提示信息编码为UTF-8，该信息也能正常显示。

执行语句3：类似例3-3，客户端接收的GBK编码的字符串"金仓"能在客户端上正常显
示。

        例例3-5：client_encoding为ASCII，其他字符集设置均为GBK。其中，相关字符集设置如下
表所示。

        表表  3-10. 例例3-5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GBK GBK GBK

        表表  3-11. 例例3-4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GBK ASCII GBK

执行语句1：客户端当前登录用户的LANG和客户端终端编码一致，均为GBK，因
此，insert语句中输入GBK编码的字符串“金仓”能正常输入。由于client_encoding为
ASCII，因此，服务器对接收到的字符串“金仓”未作编码转换，只验证它是否是有效的
server_encoding编码（GBK），并验证成功。最后，服务器把GBK编码的字符串“金
仓”存储在表charset中。

    //检索系统所支持编码转换信息的SQL语句例子
    TEST=# select * from SYS_CONVERSION where conname like 'GBK_TO_%';
    TEST=# select * from SYS_CONVERSION where conname like 'UTF8_TO_GB%';

执行语句2或语句4：由于client_encoding是ASCII，因此，服务器未作编码转换，直接把
server_encoding编码（GBK）的错误信息发送给客户端，而客户端所用终端设置的字符
集也是GBK，因此，该错误提示信息能正常显示。 此外，服务器端接收错误提示信息编
码为server_encoding，和其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相同（GBK），因此，服务器端错误信
息也能正常显示。

执行语句3：由于client_encoding为ASCII，即使server_encoding和client_encoding不相
同，服务器也不做编码转换，直接把GBK编码的字符串“金仓”发送给客户端。客户端接
收到编码为GBK的字符串“金仓”，它的编码和客户端终端字符集设置一致（GBK），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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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时字符串“金仓”能正常显示。

        例例3-6：client_encoding为ASCII，并其他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编码设置不一致。其中，相
关字符集设置如下表所示。

        表表  3-12. 例例3-6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GBK GBK GBK

        表表  3-13. 例例3-6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UTF-8 ASCII UTF-8

执行语句1：客户端当前登录用户的LANG和所用终端编码一致，均为UTF-8，因
此，insert语句中输入的字符串“金仓”能在客户端终端上正常输入。由于server_encoding
为 ASCII，即使server_encoding和client_encoding不相同，服务器对接收到UTF-8编码的
字符串“金仓”也不做编码转换，但验证该字符串是否是有效的server_encoding编码的字
符串，验证通过后把它存储在表charset中。换句话说，此时表charset中存储的字符
串“金仓”编码为UTF-8。

    //客户端错误提示信息
    DBASCII=# insert into charset valuess('金仓'); 
    ERROR:  ???????? ?? ";" ???
    第一行: insert into charset valuess('金仓');
    //服务器端错误提示信息
    //正常
    ERROR:  语法错误 在 ";"附近 ,在第38个字符处
    //乱码
    STATEMENT:  insert into charset valuess('閲戜粨');

执行语句2：由于client_encoding是ASCII，因此，服务器未作编码转换，直接把GBK编
码的错误信息发送给客户端，而客户端所用终端设置的字符集与其不一致（UTF-8），
因此，该端错误提示信息显示乱码，如下所示。 此外，服务器端接收错误提示信息编码
和其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相同（GBK），因此，该端部分错误信息能正常显示，但
是，statement项中insert语句values是UTF-8编码，因此，其显示乱码。执行语句4类似
于执行语句2。

执行语句3：由于client_encoding为ASCII，即使server_encoding和client_encoding不相
同，服务器也不对输出到客户端的字符串做编码转换，直接把存储的 UTF-8编码的字符
串“金仓”发送给客户端。而客户端所接收字符串“金仓”的编码和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一致
（UTF-8），因此，字符串“金仓”能正常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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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例3-7：server_encoding为ASCII，其他字符集设置均一致（GBK）。其中，相关字符集
设置如下表所示。此外，创建ASCII编码的数据库的例子如下：

    DBUNICODE=# create database DBASCII encoding='ASCII';
    CREATE DATABASE

        表表  3-14. 例例3-7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GBK ASCII GBK

        表表  3-15. 例例3-7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GBK GBK GBK

执行语句1：客户端当前登录用户的LANG和客户端终端编码一致，均为GBK，因
此，insert语句中输入的字符串“金仓”能在客户端终端上正常输入。由于server_encoding
为 ASCII，因此，服务器对接收到GBK编码的字符串“金仓”不做编码转换，直接存储在表
charset中。

执行语句2或语句4：由于server_encoding是ASCII，因此，服务器未作编码转换，直接
把server_encoding编码（GBK）的错误信息发送给客户端，而又由于客户端所用终端设
置的字符集也为GBK，因此，该端错误提示信息能正常显示。 此外，服务器端接收错误
提示信息编码和其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相同，均为GBK，因此，该端错误信息也能正常
显示。

执行语句3：由于server_encoding为ASCII，即使server_encoding和client_encoding不相
同，服务器也不做编码转换，直接把GBK编码的字符串“金仓”发送给客户端。并且，客
户端接收字符串“金仓”编码和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一致（GBK），因此，此时字符串“金
仓”能正常显示。

        例例3-8：server_encoding为ASCII，并其他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编码设置不一致。其中，
相关字符集设置如下表所示。

        表表  3-16. 例例3-8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服务器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GBK ASCII GBK

        表表  3-17. 例例3-8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客户端的相关字符集设置信息

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

zh_CN.UTF-8 ASCII 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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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登录用户当前登录用户LANG Server_encoding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当前登录用户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执行语句1：客户端当前登录用户的LANG和所用终端编码一致，均为UTF-8，因
此，insert语句中输入的字符串“金仓”能在客户端终端上正常输入。由于server_encoding
为 ASCII，即使server_encoding和client_encoding不相同，服务器对接收到UTF-8编码的
字符串“金仓”也不做编码转换，直接存储在表charset中，换句话说，此时表charset中存
储的字符串“金仓”编码为UTF-8。

执行语句2：如下所示，由于server_encoding是ASCII，服务器未作编码转换，直接把
GBK编码的错误信息发送给客户端，而客户端所用终端设置的字符集与其不一致（UTF-
8），因此，该端错误提示信息显示乱码。 此外，服务器端接收错误提示信息编码和其
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相同（GBK），因此，该端部分错误信息能正常显示。但
是，statement项中insert语句values是UTF-8编码，所以其显示乱码。执行语句4类似于
执行语句2。

执行语句3：由于server_encoding为ASCII，即使server_encoding和client_encoding不相
同，服务器也不对输出到客户端的字符串做编码转换，直接把存储的 UTF-8编码的字符
串“金仓”发送给客户端。而客户端所接收字符串“金仓”的编码和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一致
（UTF-8），因此，字符串“金仓”能正常显示。

        如上所述，在实际应用中，建议服务器端操作系统语言环境设置和所用终端字符集设置应
与server_encoding一致。类似的，也建议客户端操作系统语言环境设置和所用终端字符集设
置应与client_encoding一致。若应用中提供相关的字符集转换，则允许对应字符集设置不一
致。此外，当server_encoding或client_encoding为ASCII时，系统均做了特殊处理。

3.6. 进一步阅读进一步阅读

         下面罗列出了学习各种类型编码系统的资源：

CJKV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 Vietnamese Computing

包含对EUC_JP、 EUC_CN、EUC_KR、 EUC_TW的详细解释。

http://www.unicode.org/

Unicode联盟的网站。

RFC 3629

定义了UTF-8 （8-bit UCS/Unicode转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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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模式信息模式

概述概述

         信息模式由一组视图构成，包含定义在当前数据库中对象的信息。信息模式由 SQL 标准
定义，因此能够被移植并且保持稳定 — 系统表则不同，系统表与KingbaseES相关且它是为了
实现而考虑而建模的。但是，信息模式视图不包含与KingbaseES相关特性有关的信
息。KingbaseES的相关特性可查询系统表或系统视图。

注意注意: 当在数据库中查询约束信息时，一个期望返回一行标准兼容的查询可能返回
多行。这是因为 SQL 标准要求约束名在一个模式中唯一，但KingbaseES并不强
制这种限制。KingbaseES自动产生的约束名避免在相同的模式中重复，但是用户
能够指定这种重复的名称。

上述问题可能在查询信息模式视图时出现，例

如check_constraint_routine_usage、
check_constraints、domain_constraints和 referential_constraints。其他视
图也可能产生相似的问题，但是它们包含了表名来帮助区分重复行，例

如constraint_column_usage、 constraint_table_usage、table_constraints。

1. 模式模式

         信息模式是一个名为information_schema的模式。此模式自动存在于所有数据库中。模
式的拥有者是集簇中的初始数据库用户，且该用户拥有此模式上的所有特权，包括删除该模式

（但删除该模式只能节省很小的空间）。

         默认情况下，信息模式不在模式搜索路径中，因此需要使用限定名访问其中的所有对
象。因为信息模式中某些对象的名称可能是出现在用户应用中的一般名称，所以如果想将该信

息模式放在路径中，应当注意这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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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信息模式视图的列使用定义在信息模式中的特殊数据类型。它们被定义为普通内建类型
之上的简单域。你不应在信息模式之外使用这些类型进行工作，但是如果你的应用从信息模式

中进行选择，那你的应用就必须准备好面对它们。

         这些类型是：

cardinal_number

一种非负整数。

character_data

一种字符串（未指定最大长度）。

sql_identifier

一种字符串。这种类型被用于 SQL 标识符，而类型character_data可用于任何其他类型
的文本数据。

time_stamp

在类型timestamp with time zone之上的一个域。

yes_or_no

一种字符串域，包含YES或NO。被用来在信息模式中表示布尔（真/假）（信息模式
在boolean类型被添加到 SQL 标准之前被发明，因此，惯例是用来使信息模式向后兼
容）。

         信息模式中的每一列都是这五种类型之一。

3. information_schema_catalog_name

         information_schema_catalog_name是一个表，总是包含一行和一列，其中包含了当前数
据库（SQL 术语中的当前目录）的名字。

        表表  3-1. information_schema_catalog_name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catalog_name sql_identifier 包含这个信息模式的数据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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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dministrable_role_authorizations

         视图administrable_role_authorizations标识当前用户对其有管理选项的所有角色。

        表表  4-1. administrable_role_authorization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grantee sql_identifier
被授予这个角色的成员关系的角色名（可以是当
前用户，或者在嵌套角色成员关系情况下的一个
不同角色）

role_name sql_identifier 角色名

is_grantable yes_or_no 总是 YES

5. applicable_roles

         视图applicable_roles包含当前用户可以使用其特权的所有角色。这意味着有某种角色
授权链从当前用户到讨论中的角色。当前用户本身也是一个可应用的角色。可应用的角色的集

合通常被用于权限检查。

        表表  5-1. applicable_rol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grantee sql_identifier被授予这个角色的成员关系的角色名（可以是当前用户，或
者在嵌套角色成员关系情况下的一个不同角色）

role_name sql_identifier一个角色的名字

is_grantable yes_or_no YES表示被授予者在该角色上有管理选项，NO表示没有管理
选项

6. attributes

         视图attributes包含数据库中定义的组合数据类型的属性的有关信息（注意该视图并不
给出有关表列的信息，表列有时候在 KingbaseES 上下文环境中也被称为属性）。只有当前用
户能够访问（由于是拥有者获得的权限或是在类型上有某些特权）的那些属性会被显示。

        表表  6-1. attribut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数据类型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
据库）

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数据类型的模式名
udt_name sql_identifier 数据类型名
attribute_name sql_identifier 属性名

ordinal_position cardinal_number属性在该数据类型内部的顺序位置（从 1
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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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_default character_data 该属性的默认表达式

is_nullable yes_or_no 如果该属性是可能为空的，值为YES，否
则为NO

data_type character_data

如果该属性是一个内建类型，此列值为该
属性的数据类型；如果该属性是某种数
组，此列值为ARRAY（在这种情况下，见
视图element_types）；其他情况，此列
值为USER-DEFINED（在这种情况下，该类
型在attribute_udt_name和相关列中标
识）。

character_maximum_length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个字符或位串类
型，这里是声明的最大长度；如果没有声
明最大长度，则对于所有其他数据类型为
空。

character_octet_length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个字符类型，这里
是一个数据的最大可能长度（以字节
计）；对其他所有数据类型为空。最大字
节长度取决于声明的字符最大长度（见上
文）和服务器编码。

character_se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ollatio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此属性排序规则的数据库名（总是当
前数据库），如果默认或者该属性的数据
类型不可排序则为空

collatio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此属性排序规则的模式名，如果默认
或者该属性的数据类型不可排序则为空

colla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属性排序规则的名称，如果默认或者该
属性的数据类型不可排序则为空

numeric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数值类型，这列
包含这个属性类型的（声明的或隐式的）
精度。精度指示了有效位数。它可以按照
列numeric_precision_radix中指定的被
表示为十进制（基于 10）或二进制（基
于 2）。对于所有其他数据类型，这一列
为空。

numeric_precision_radix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数值类型，这一
列指
示numeric_precision和numeric_scale列
中的值是基于什么来表示。该值为 2 或
10。对于所有其他数据类型，这一列为
空。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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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_scale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准确数值类型，
这列包含这个属性类型的（声明的或隐式
的）比例。比例指示了有效位数。它可以
按照列numeric_precision_radix中指定
的被表示为十进制（基于 10）或二进制
（基于 2）。对于所有其他数据类型，这
一列为空。

datetime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日期、时间、时
间戳或时间间隔类型，这一列包含这个属
性类型的（声明的或隐式的）分数秒的精
度，也就是秒值的小数点后的十进制位
数。对于所有其他数据类型，这一列为
空。

interval_type character_data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时间间隔类型，
这一列包含时间间隔为这个属性包括哪些
域的声明，例如YEAR TO MONTH、DAY TO
SECOND等等。如果没有指定域限制（也就
是该时间间隔接受所有域），并且对于所
有其他数据类型，这个域为空。

interval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关于时间间隔类型属性的分数秒精度可
见datetime_precision）

attribute_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属性数据类型被定义的数据库名（总是当
前数据库）

attribute_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属性数据类型被定义的模式名
attribute_udt_name sql_identifier 属性数据类型的名称
scop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scop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scope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maximum_cardinality cardinal_number总是空，因为数组在KingbaseES中总是
有无限制的最大势

dtd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

该列的数据类型描述符的一个标识符，在
从属于该表的数据类型标识符之中唯一。
这主要用于与这类标识符的其他实例进行
连接（该标识符的指定格式没有被定义并
且不保证在未来的版本中保持相同）。

is_derived_reference_attribute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关于某些列的详情，参见第 16 节之下的一个相似结构的视图。

7. character_sets

         视图character_sets标识当前数据库中可用的字符集。因为 KingbaseES 不支持在同一
个数据库中有多个字符集，该视图只显示一个字符集，就是数据库编码。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100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注意下列术语在 SQL 标准中的使用：

字元集（character repertoire）

字符的一个抽象集合，例如UNICODE、UCS或LATIN1。它不作为一个 SQL 对象显示，但是
在这个视图中可见。

字符编码形式（character encoding form）

某种字元集的一种编码。大部分较老的字元集只使用一种编码形式，并且因此它们没有

独立的名字（例如LATIN1就是一种适用于LATIN1字元集的编码形式）。但是 Unicode 就
有几种编码形式如UTF8、UTF16等等（并非全部被 KingbaseES 支持）。编码形式不作为
一个 SQL 对象显示，但是在这个视图中可见。

字符集（character set）

一个标识一种字元集、一种字符编码以及一种默认排序规则的命名 SQL 对象。一个预定
义的字符集通常具有和一种编码形式相同的名字，但是用户可以定义其他名字。例如，

字符集UTF8通常标识字元集UCS、编码形式UTF8以及某种默认排序规则。

         可以把 KingbaseES 中的一种"编码"想成一个字符集或是一种字符编码形式。它们将具有
相同的名字，并且在一个数据库中只能用其中一个。

        表表  7-1. character_set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character_set_catalog sql_identifier当前字符集并未被实现为模式对象，因此这一
列为空。

character_set_schema sql_identifier当前字符集并未被实现为模式对象，因此这一
列为空。

character_set_name sql_identifier该字符集的名字，当前实现为显示该数据库编
码的名字

character_repertoire sql_identifier字元集，如果编码为UTF8则显示UCS，否则只显
示编码名称

form_of_use sql_identifier字符编码形式，与数据库编码相同

default_collate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默认排序规则的数据库名（如果任意排
序规则被标识，总是当前数据库）

default_collate_schema sql_identifier包含该默认排序规则的模式名

default_collate_name sql_identifier
默认排序规则的名字。该默认排序规则被标识
为匹配当前数据库的COLLATE和CTYPE设置的排
序规则。如果没有那种排序规则，那么这一列
和相关模式以及目录列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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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heck_constraint_routine_usage

         视图check_constraint_routine_usage标识被检查约束琐事使用的例程（函数和过
程）。只有被一个当前启用的角色所拥有的例程才被显示。

        表表  8-1. check_constraint_routine_usage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constrain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约束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constrain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约束的模式名

constraint_name sql_identifier 约束名

specific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specific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模式名

specific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的"指定名称"。详见第 40 节。

9. check_constraints

         视图check_constraints包含所有检查约束，不管是定义在一个表上的还是定义在一个域
上的，它们被一个当前启用的角色所拥有（表或域的拥有者就是约束的拥有者）。

        表表  9-1. check_constraint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constrain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约束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constrain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约束的模式名

constraint_name sql_identifier 约束名

check_clause character_data 该检查约束的检查表达式

10. collations

         视图collations包含在当前数据库中可用的排序规则。

        表表  10-1. collation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collatio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排序规则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collatio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排序规则的模式名

colla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默认排序规则的名称

pad_attribute character_data 总是NO PAD（另一种选择PAD SPACE没有被
KingbaseES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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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ollation_character_set_applicability

         视图collation_character_set_applicability标识可用的排序规则适用于哪些字符集。
在 KingbaseES 中，每个数据库中只有一种字符集（解释见第 7 节），因此这个视图没有提
供很有用的信息。

        表表  11-1. collation_character_set_applicability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collatio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排序规则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
库）

collatio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排序规则的模式名

colla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默认排序规则的名称

character_se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当前字符集还未被实现为模式对象，所以这一
列为空

character_se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当前字符集还未被实现为模式对象，所以这一
列为空

character_set_name sql_identifier 字符集名称

12. column_domain_usage

         视图column_domain_usage标识所有使用定义在当前数据库中并且被一个当前启用的角色
拥有的域的列（表列或视图列）。

        表表  12-1. column_domain_usage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domai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域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domai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域的模式名

domain_name sql_identifier 域名称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表名称

column_name sql_identifier 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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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olumn_options

         视图column_options包含为当前数据库中外部表列定义的所有选项。只有当前用户能够
访问（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那些外部表列才被显示。

        表表  13-1. column_option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外部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外部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外部表名

column_name sql_identifier 列名称

op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一个选项名

option_value character_data 该选项的值

14. column_privileges

         视图column_privileges标识所有授予给一个当前启用的角色或者被一个当前启用的角色
授予的特权。对每一个列、授予者、被授予者的组合只有一行。

         如果一个特权被授予在一整个表上，它在这个视图中被显示为在每一列上授予，但是只
有可用于列粒度的特权类型才会这样： SELECT、INSERT、 UPDATE、REFERENCES。

        表表  14-1. column_privileg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grantor sql_identifier 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grantee sql_identifier 被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列的表所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列的表所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列的表名

column_name sql_identifier 列名称

privilege_type character_data 特权类型：SELECT、 INSERT、UPDATE或
REFERENCES

is_gran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特权是可授予的，则为YES，否则为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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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olumn_udt_usage

         视图column_udt_usage标识所有使用被一个当前启用的角色拥有的数据类型的列。注意
在KingbaseES中，内建数据类型的行为和用户定义的类型相似，因此它们也被包括在这里。
详见第 16 节。

        表表  15-1. column_udt_usage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该列数据类型（如果适用，底层的域类型）被定义的数据
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该列数据类型（如果适用，底层的域类型）被定义的模式
名

udt_name sql_identifier该列数据类型（如果适用，底层的域类型）的名称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表名称
column_name sql_identifier列名称

16. columns

         视图columns包含数据库中有关所有表列（或视图列）的信息。系统列（oid等）不被包
括在内。只有那些当前用户能够访问（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列才被显示。

        表表  16-1. column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表名称
column_name sql_identifier 列名称
ordinal_position cardinal_number该列在表内的顺序位置（从 1 开始计）
column_default character_data 该列的默认表达式

is_nullable yes_or_no
如果该列可以为空，则为YES，否则为NO。一
个非空约束是让一列成为不能为空的方法，
但还有其他方法。

data_type character_data

如果该列的数据类型是一种内建类型，则为
该列的数据类型；如果是某种数组（此种情
况见视图element_types），则为ARRAY；否
则为USER-DEFINED（此种情况下该类型被标
识在udt_name和相关列中）。如果该列基于
一个域，这一列引用该域底层的类型（该列
被标识在domain_name和相关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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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_maximum_length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字符或位串类型，这
里是声明的最大长度；如果没有声明最大长
度或者所有其他数据类型，这里为空。

character_octet_length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个字符类型，这里是一
个数据的最大可能长度（以字节计）；对其
他所有数据类型为空。最大字节长度取决于
声明的字符最大长度（见上文）和服务器编
码。

numeric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数值类型，这列包含
这个属性类型的（声明的或隐式的）精度。
精度指示了有效位数。它可以按照
列numeric_precision_radix中指定的被表示
为十进制（基于 10）或二进制（基于 2）。
对于所有其他数据类型，这一列为空。

numeric_precision_radix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数值类型，这一列指
示numeric_precision和numeric_scale列中
的值是基于什么来表示。该值为 2 或 10。对
于所有其他数据类型，这一列为空。

numeric_scale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准确数值类型，这列
包含这个属性类型的（声明的或隐式的）比
例。比例指示了有效位数。它可以按照
列numeric_precision_radix中指定的被表示
为十进制（基于 10）或二进制（基于 2）。
对于所有其他数据类型，这一列为空。

datetime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日期、时间、时间戳
或时间间隔类型，这一列包含这个属性类型
的（声明的或隐式的）分数秒的精度，也就
是秒值的小数点后的十进制位数。对于所有
其他数据类型，这一列为空。

interval_type character_data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时间间隔类型，这一
列包含时间间隔为这个属性包括哪些域的声
明，例如YEAR TO MONTH、DAY TO SECOND等
等。如果没有指定域限制（也就是该时间间
隔接受所有域），并且对于所有其他数据类
型，这个域为空。

interval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关
于时间间隔类型属性的分数秒精度可
见datetime_precision）

character_se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ollatio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此属性排序规则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
数据库），如果默认或者该属性的数据类型
不可排序则为空

collatio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此属性排序规则的模式名，如果默认或
者该属性的数据类型不可排序则为空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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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属性排序规则的名称，如果默认或者该属
性的数据类型不可排序则为空

domai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如果该列有一个域类型，这里是该域所在的
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否则为空。

domai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如果该列有一个域类型，这里是该域所在的
模式名，否则为空。

domain_name sql_identifier 如果该列有一个域类型，这里是该域的名
称，否则为空。

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该列数据类型（如果适用，底层的域类型）
被定义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 该列数据类型（如果适用，底层的域类型）
被定义的模式名

udt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列数据类型（如果适用，底层的域类型）
的名称

scop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scop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scope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maximum_cardinality cardinal_number总是空，因为数组在KingbaseES中总是有无
限制的最大势

dtd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

该列的数据类型描述符的一个标识符，在从
属于该表的数据类型标识符之中唯一。这主
要用于与这类标识符的其他实例进行连接
（该标识符的指定格式没有被定义并且不保
证在未来的版本中保持相同）。

is_self_referencing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s_identity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dentity_generation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dentity_start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dentity_increment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dentity_maximum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dentity_minimum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dentity_cycle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s_generated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generation_expression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s_upda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列是可更新的，则为YES，否则
为NO（基表中的列总是可更新的，视图中的
列则不一定）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因为在 SQL 中有多种方式定义数据类型，而KingbaseES还包含额外的方式来定义数据
类型，它们在信息模式中的表示可能有点困难。列data_type应该标识列的底层内建类型。
在KingbaseES中，这表示定义在catalog模式sys_catalog中的类型。如果应用能够特别地
（例如以不同方式格式化数值类型或使用精度列中的数据）处理众所周知的内建类型，这列可

能会有用。列udt_name、udt_schema和udt_catalog总是标识列的底层数据类型，即使该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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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个域的（因为KingbaseES对待内建类型和用户定义类型的方式是一样的，内建类型也
出现在这里。这是 SQL 标准的一种扩展）。如果一个应用想要根据该类型以不同的方式处理
数据，就应该使用这些列，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即使该列真地基于一个域也没有关系。如果该列

是基于一个域，该域的标识被存储在列domain_name、domain_schema和domain_catalog。如果
你想要把列和它们相关的数据类型配对并且把域视作单独的类型，你可以

写coalesce(domain_name, udt_name)等等。

17. constraint_column_usage

         视图constraint_column_usage标识在当前数据库中被某个约束使用的所有列。只有包含
在被一个当前启用的角色拥有的表中的那些列才被显示。对于一个检查约束，这个视图标识被

用在该检查约束中的列。对于一个外键约束，这个视图标识外键引用的列。对于一个唯一或主

键约束，这个视图标识被约束的列。

        表表  17-1 constraint_column_usage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某个约束使用的列的表所在的数据库名
（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某个约束使用的列的表所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某个约束使用的列的表名

column_name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某个约束使用的列名

constrain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约束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constrain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约束的模式名

constraint_name sql_identifier 约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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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constraint_table_usage

         视图constraint_table_usage标识在当前数据库中被某个约束使用的所有表（这与视
图table_constraints不同，它标识哪些表约束定义在哪些表上）。对于一个外键约束，这个
视图标识该外键引用的表。对于一个唯一或主键约束，这个视图仅标识该约束属于的表。检查

约束和非空约束不被包括在这个视图中。

        表表  18-1. constraint_table_usage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某个约束使用的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
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某个约束使用的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某个约束使用的表名

constrain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约束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constrain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约束的模式名

constraint_name sql_identifier 约束名

19. data_type_privileges

         视图data_type_privileges标识当前用户能够访问（作为被描述对象的拥有者或者具有
其上的某种特权）的所有数据类型描述符。只要一个数据类型被用在一个表列、一个域或一个

函数（作为参数或返回类型）就会生成一个数据类型描述符并且在那个实例中存储一些有关该

数据类型如何被使用的信息（例如，声明的最大长度，如果适用）。每一个数据类型描述符被

赋予一个任意的标识符，它在被赋予给一个对象（表、域、函数）的数据类型描述符中唯一。

这个视图对于应用可能没什么用，但是它被用于定义信息模式中的一些其他视图。

        表表  19-1 data_type_privileg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objec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被描述对象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objec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被描述对象的模式名

object_name sql_identifier 该描述对象的名字

object_type character_data
被描述对象的类型：TABLE（从属于表的一列的数
据类型描述符）、DOMAIN （从属于域的数据类型
描述符）、ROUTINE（从属于函数的一个参数或返
回数据类型的数据类型描述符）。

dtd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 数据类型描述符的标识符，它在同一对象的数据类
型描述符之间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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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omain_constraints

         视图domain_constraints包含所有属于当前数据库中定义的域的约束。只有当前用户能
访问的那些域才被显示（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

        表表  20-1. domain_constraint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constrain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约束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constrain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约束的模式名

constraint_name sql_identifier 约束名

domai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域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domai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域的模式名

domain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域的名称

is_deferrable yes_or_no 如果该约束是可延迟的，则为YES，否则为NO

initially_deferred yes_or_no 如果该约束是可延迟的且初始就被延迟，则
为YES，否则为NO

21. domain_udt_usage

         视图domain_udt_usage标识所有基于被一个当前启用的角色拥有的数据类型的域。注意
在KingbaseES中，内建数据类型的行为相似于用户定义的类型，因此它们也被包括在这里。

        表表  21-1. domain_udt_usage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该域数据类型被定义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
库）

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 该域数据类型被定义的模式名

udt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域数据类型的名称

domai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域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domai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域的模式名

domain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域的名称

22. domains

         视图domains包含定义在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域。只有当前用户能够访问（作为拥有者或
具有某些特权）的域才被显示。

        表表  22-1. domain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domai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域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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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域的模式名

domain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域的名称

data_type character_data

该域的数据类型如果是一种内建类型，这里
是该域的数据类型；如果是某种数组（此种
情况见视图element_types），则为ARRAY；
否则为USER-DEFINED（此种情况中，该类型
被标识在udt_name和相关列中）。

character_maximum_length cardinal_number
如果该域有一个字符或位串类型，这里是声
明的最大长度；如果没有声明最大长度，则
对于所有其他数据类型为空。

character_octet_length cardinal_number
如果该域有一个字符类型，这里是一个数据
的最大可能长度（以字节计）；对其他所有
数据类型为空。最大字节长度取决于声明的
字符最大长度（见上文）和服务器编码。

character_se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ollatio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此域排序规则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
据库），如果默认或者该域的数据类型不可
排序则为空

collatio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此域排序规则的模式名，如果默认或者
该域的数据类型不可排序则为空

colla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域排序规则的名称，如果默认或者该域的
数据类型不可排序则为空

numeric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如果该域有一种数值类型，这列包含这个域
类型的（声明的或隐式的）精度。精度指示
了有效位数。它可以按照
列numeric_precision_radix中指定的被表示
为十进制（基于 10）或二进制（基于 2）。
对于所有其他数据类型，这一列为空。

numeric_precision_radix cardinal_number
如果该域有一种数值类型，这一列指
示numeric_precision和numeric_scale列中
的值是基于什么来表示。该值为 2 或 10。对
于所有其他数据类型，这一列为空。

numeric_scale cardinal_number

如果该域有一种准确数值类型，这列包含这
个域类型的（声明的或隐式的）比例。比例
指示了有效位数。它可以按照
列numeric_precision_radix中指定的被表示
为十进制（基于 10）或二进制（基于 2）。
对于所有其他数据类型，这一列为空。

datetime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日期、时间、时间戳
或时间间隔类型，这一列包含这个域类型的
（声明的或隐式的）分数秒的精度，也就是
秒值的小数点后的十进制位数。对于所有其
他数据类型，这一列为空。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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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al_type character_data

如果data_type标识一种时间间隔类型，这一
列包含时间间隔为这个域包括哪些域的声
明，例如YEAR TO MONTH、DAY TO SECOND等
等。如果没有指定域限制（也就是该时间间
隔接受所有域），并且对于所有其他数据类
型，这个域为空。

interval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关
于时间间隔类型域的分数秒精度可
见datetime_precision）

domain_default character_data 该域的默认表达式

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该域数据类型被定义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
数据库）

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 该域数据类型被定义的模式名

udt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域数据类型的名称

scop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scop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scope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maximum_cardinality cardinal_number 总是空，因为数组在KingbaseES中总是有无
限制的最大势

dtd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

该域的数据类型描述符的一个标识符，在从
属于该域的数据类型标识符之中唯一（这不
重要，因为一个域只包含一个数据类型描述
符）。这主要用于与这类标识符的其他实例
进行连接（该标识符的指定格式没有被定义
并且不保证在未来的版本中保持相同）。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23. element_types

         视图element_types包含数组元素的数据类型描述符。当一个表列、组合类型属性、域、
函数参数或函数返回值被定义为一种数组类型，相应的信息模式视图只在列data_type中包
含ARRAY。要获得该数组元素类型的信息，你可以连接该相应的视图和这个视图。例如，要显
示一个表的列及其数据类型和数组元素类型，你可以：

SELECT c.column_name, c.data_type, e.data_type AS element_type
FROM information_schema.columns c LEFT JOIN information_schema.element
_types e
     ON ((c.table_catalog, c.table_schema, c.table_name, 'TABLE', 
     c.dtd_identifier)
       = (e.object_catalog, e.object_schema, e.object_name, e.object_type, 
       e.collection_type_identifier))
WHERE c.table_schema = '...' AND c.table_name = '...'
ORDER BY c.ordinal_position;

         这个视图只包括当前用户能够访问（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对象。

        表表  23-1. element_types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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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objec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使用被描述的数组的对象的数据库名
（总是当前数据库）

objec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使用被描述的数组的对象的模式名
object_name sql_identifier 使用被描述的模式的对象名

object_type character_data

使用被描述的数组的对象的类
型：TABLE（被一个表列使用的数
组）、USER-DEFINED TYPE（被组合类型的
一个属性使用的数组）、DOMAIN （被域使
用的数组）、ROUTINE（被函数的一个参数
或返回数据类型使用的数组）。

collection_type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
被描述的数组的数据类型描述符的标识
符。使用这个去与其他信息模式视图
的dtd_identifier列连接。

data_type character_data
如果数组元素的数据类型是内建类型，这
里是数组元素的数据类型，否则为USER-
DEFINED（在那种情况下，该类型被标识
在udt_name和相关列中）。

character_maximum_length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数组元素数据类型

character_octet_length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数组元素数据类型

character_se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ollatio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元素类型排序规则的数据库名（总是
当前数据库）, 如果默认或该元素的数据类
型是不可排序的则为空

collatio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元素类型排序规则的模式名, 如果默认
或该元素的数据类型是不可排序的则为空

colla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元素类型的排序规则名, 如果默认或该元素
的数据类型是不可排序的则为空

numeric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数组元素数据类型

numeric_precision_radix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数组元素数据类型

numeric_scale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数组元素数据类型

datetime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数组元素数据类型

interval_type character_data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数组元素数据类型

interval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数组元素数据类型

domain_default character_data 还未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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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元素的数据类型所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
前数据库）

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元素的数据类型所在的模式名
udt_name sql_identifier 模式的数据类型名
scop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scop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scope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maximum_cardinality cardinal_number总是空，因为数组在KingbaseES中总是有
无限制的最大势

dtd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 该元素的数据类型描述符的标识符。当前
无用。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24. enabled_roles

         视图enabled_roles标识当前"已被启用的角色"。已被启用的角色被递归地定义为：当前
用户以及被授予给具有自动继承的已被启用角色的所有角色。换句话说，就是当前用户是其直

接或间接成员的所有角色。

         为了权限检查，"可应用角色"的集合被应用，它会比已被启用角色的集合包含的角色范围
更宽。因此通常使用视图applicable_roles要更好。

        表表  24-1. enabled_rol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role_name sql_identifier 角色名称

25. foreign_data_wrapper_options

         视图foreign_data_wrapper_options包含为当前数据库中外部数据包装器定义的所有选
项。只有那些当前用户能够访问（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外部数据包装器被显示。

        表表  25-1. foreign_data_wrapper_option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foreign_data_wrapper_catalog sql_identifier 该外部数据包装器所在的数据库名（总
是当前数据库）

foreign_data_wrapper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外部数据包装器的名字

op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一个选项名

option_value character_data 该选项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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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foreign_data_wrappers

         视图foreign_data_wrappers包含定义在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外部数据包装器。只有那些
当前用户能够访问（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外部数据包装器才会被显示。

        表表  26-1. foreign_data_wrapper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foreign_data_wrapper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外部数据包装器的数据库名（总
是当前数据库）

foreign_data_wrapper_name sql_identifier外部数据包装器的名字
authorization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外部服务器拥有者的名字
library_name character_data实现这个外部数据包装器的库文件名
foreign_data_wrapper_language character_data用于实现这个外部数据包装器的语言

27. foreign_server_options

         视图foreign_server_options包含为当前数据库中外部服务器定义的所有选项。只有那
些当前用户能够访问（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外部服务器才会被显示。

        表表  27-1. foreign_server_option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foreign_server_catalog sql_identifier 该外部服务器所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
据库）

foreign_server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外部服务器的名字

op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一个选项名

option_value character_data 该选项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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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foreign_servers

         视图foreign_servers包含当前数据库中定义的所有外部服务器。只有那些当前用户能够
访问（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外部服务器才会被显示。

        表表  28-1. foreign_server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foreign_server_catalog sql_identifier该外部服务器所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
数据库）

foreign_server_name sql_identifier该外部服务器的名字

foreign_data_wrapper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被该外部服务器使用的外部数据包装
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foreign_data_wrapper_name sql_identifier被该外部服务器所使用的外部数据包装器
的名字

foreign_server_type character_data外部服务器类型信息（如果在创建时指定
过）

foreign_server_version character_data外部服务器版本信息（如果在创建时指定
过）

authorization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该外部服务器的拥有者名字

29. foreign_table_options

         视图foreign_table_options包含为当前数据库中外部表定义的所有选项。只有那些当前
用户能够访问（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外部表才会被显示。

        表表  29-1. foreign_table_option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foreign_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外部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foreign_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外部表的模式名

foreign_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外部表的名字

op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一个选项名

option_value character_data 该选项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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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foreign_tables

         视图foreign_tables包含定义在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外部表。只有那些当前用户能够访
问（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外部表才会被显示。

        表表  30-1. foreign_tabl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foreign_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该外部表所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
库）

foreign_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外部表的模式名

foreign_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外部表的名字

foreign_server_catalog sql_identifier 该外部服务器所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
据库）

foreign_server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外部服务器的名字

31. key_column_usage

         视图key_column_usage标识当前数据库中所有被某种唯一、主键或外键约束限制的列。
检查约束不被包括在这个视图中。只有那些当前用户能够访问的列才会被显示（作为拥有者或

具有某些特权）。

        表表  31-1. key_column_usage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constrain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约束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
库）

constrain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约束的模式名
constraint_name sql_identifier 约束名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这个约束限制的列的表所在的数
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这个约束限制的列的表所在的模
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这个约束限制的列的表的名字
column_name sql_identifier 被这个约束限制的列名

ordinal_position cardinal_number该列在约束键中的顺序位置（从 1 开始
计数）

position_in_unique_constraint cardinal_number
对于一个外键约束，被引用行在其唯一
约束中的顺序位置（从 1 开始计数）；
对于其他约束为空

32. parameters

         视图parameters包含当前数据库中所有函数的参数的有关信息。只有那些当前用户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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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函数才会被显示。

        表表  32-1. parameter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specific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specific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模式名
specific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的"专用名"。详见第 40 节。

ordinal_position cardinal_number该参数在函数参数列表中的顺序位置（从 1
开始计数）

parameter_mode character_data IN表示输入参数， OUT表示输出参数，
INOUT表示输入输出参数。

is_result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as_locator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parameter_name sql_identifier 参数名，如果参数没有名称则为空

data_type character_data

该参数的数据类型如果是一种内建类型，这
里是该参数的数据类型；如果是某种数组
（此种情况见视图element_types），则
为ARRAY；否则为USER-DEFINED（此种情况
中，该类型被标识在udt_name和相关列
中）。

character_maximum_length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型

character_octet_length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型

character_se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ollatio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型

collation_schema sql_identifi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型

colla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型

numeric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型

numeric_precision_radix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型

numeric_scale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型

datetime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型

interval_type character_data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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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al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型

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该参数的数据类型所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
前数据库）

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 该参数的数据类型所在的模式名
udt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参数的数据类型的名字
scop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scop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scope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maximum_cardinality cardinal_number总是空，因为数组在KingbaseES中总是有无
限制的最大势

dtd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

该参数的数据类型描述符的一个标识符，在
从属于该函数的数据类型标识符之中唯一
（这不重要，因为一个域只包含一个数据类
型描述符）。这主要用于与这类标识符的其
他实例进行连接（该标识符的指定格式没有
被定义并且不保证在未来的版本中保持相
同）。

parameter_default character_data 该参数的默认表达式，如果没有或者该函数
不被一个当前启用的角色拥有则为空值。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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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referential_constraints

         视图referential_constraints包含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引用（外键）约束。只有那些当
前用户具有其引用表上写权限（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除SELECT之外的特权）的约束才会被显
示。

        表表  33-1. referential_constraint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constraint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约束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constraint_schema sql_identifier包含该约束的模式名
constraint_name sql_identifier约束名

unique_constraint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外键约束所引用的唯一或主键约束的
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unique_constraint_schema sql_identifier包含该外键约束所引用的唯一或主键约束的
模式名

unique_constraint_name sql_identifier包含该外键约束所引用的唯一或主键约束的
名字

match_option character_data外键约束的匹配选项：FULL、PARTIAL或NONE。

update_rule character_data外键约束的更新规则： CASCADE、SET NULL、
SET DEFAULT、RESTRICT或 NO ACTION。

delete_rule character_data外键约束的删除规则： CASCADE、SET NULL、
SET DEFAULT、RESTRICT或 NO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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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role_column_grants

         视图role_column_grants标识所有在列上授予的特权，这些特权的授予者或者被授予者
是一个当前已被启用的角色。更多信息可以在column_privileges中找到。这个视图
和column_privileges之间的唯一实质性区别是：这个视图忽略那些以授予给PUBLIC的方式使
当前用户获得其访问权限的列。

        表表  34-1. role_column_grant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grantor sql_identifier 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grantee sql_identifier 被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列的表所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列的表所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列的表名

column_name sql_identifier 列名称

privilege_type character_data 特权类型：SELECT、 INSERT、UPDATE或
REFERENCES

is_gran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特权是可授予的，则为YES，否则为NO

35. role_routine_grants

         视图role_routine_grants标识所有在函数上授予的特权，这些特权的授予者或者被授予
者是一个当前已被启用的角色。更多信息可以在routine_privileges中找到。这个视图
和routine_privileges之间的唯一实质性区别是：这个视图忽略那些以授予给PUBLIC的方式使
当前用户获得其访问权限的函数。

        表表  35-1. role_routine_grant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grantor sql_identifier 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grantee sql_identifier 被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specific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specific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模式名

specific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的"专用名"。详见第 40 节。
routin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routin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模式名

routine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的名字（在重载的情况下可能会重复）

privilege_type character_data 总是为EXECUTE（函数唯一的特权类型）
is_gran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特权是可授予的，则为YES，否则为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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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role_table_grants

         视图role_table_grants标识所有在表或视图上授予的特权，这些特权的授予者或者被授
予者是一个当前已被启用的角色。更多信息可以在table_privileges中找到。这个视图
和table_privileges之间的唯一实质性区别是：这个视图忽略那些以授予给PUBLIC的方式使当
前用户获得其访问权限的表。

        表表  36-1. role_table_grant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grantor sql_identifier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grantee sql_identifier被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表名称

privilege_type character_data该特权的类型：SELECT、 INSERT、UPDATE、
DELETE、TRUNCATE、 REFERENCES或TRIGGER

is_gran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特权是可授予的，则为YES，否则为NO

with_hierarchy yes_or_no
在 SQL 标准中，WITH HIERARCHY OPTION是一个独立的
（子）特权，它允许在表继承层级上的特定操作。在
KingbaseES 中，这被包括在SELECT特权中，因此这一列
在特权为SELECT时显示YES，其他时候显示NO。

37. role_udt_grants

         视图role_udt_grants标识所有在用户定义类型上授予的USAGE特权，这些特权的授予者
或者被授予者是一个当前已被启用的角色。更多信息可以在udt_privileges中找到。这个视图
和udt_privileges之间的唯一实质性区别是：这个视图忽略那些以授予给PUBLIC的方式使当前
用户获得其访问权限的对象。因为数据类型在 KingbaseES 中并没有真正的特权，而是只有一
个给PUBLIC的隐式授予，这个视图为空。

        表表  37-1. role_udt_grant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grantor sql_identifier 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grantee sql_identifier 被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类型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类型的模式名

udt_name sql_identifier 该类型的名字

privilege_type character_data 总是TYPE USAGE
is_gran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特权是可授予的，则为YES，否则为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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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role_usage_grants

         视图role_usage_grants标识所有在多种对象上授予的USAGE特权，这些特权的授予者或
者被授予者是一个当前已被启用的角色。更多信息可以在usage_privileges中找到。这个视图
和usage_privileges之间的唯一实质性区别是：这个视图忽略那些以授予给PUBLIC的方式使当
前用户获得其访问权限的对象。

        表表  38-1. role_usage_grant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grantor sql_identifier 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grantee sql_identifier 被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objec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对象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objec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如果适用，则为包含该对象的模式名，否则为一个
空字符串

object_name sql_identifier 对象的名字

object_type character_data COLLATION或DOMAIN或FOREIGN DATA
WRAPPER或FOREIGN SERVER或SEQUENCE

privilege_type character_data 总是USAGE
is_gran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特权是可授予的，则为YES，否则为NO

39. routine_privileges

         视图routine_privileges标识所有在函数上授予的特权，其授予者或被授予者是一个当
前已被启用的角色。对于每一种函数、授予者和被授予者的组合，这里都有一行。

        表表  39-1. routine_privileg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grantor sql_identifier 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grantee sql_identifier 被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specific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specific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模式名

specific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的"专用名"。详见第 40 节。
routin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routin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模式名

routine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的名字（在重载的情况下可能重复）

privilege_type character_data 总是EXECUTE（函数唯一的特权类型）
is_gran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特权是可授予的，则为YES，否则为NO

40. routines

         视图routines包含当前数据库中所有的函数。只有那些当前用户能够访问（作为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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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某些特权）的函数才会被显示。

        表表  40-1. routin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specific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数据库名（总是当
前数据库）

specific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模式名

specific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的"专用名"。这是一个在
模式中唯一标识该函数的名称，
即使该函数真正的名称已经被重
载。专用名的格式尚未被定义，
它应当仅被用来与指定例程名称
的其他实例进行比较。

routin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数据库名（总是当
前数据库）

routin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模式名

routine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的名字（在重载的情况下
可能重复）

routine_type character_data 总是FUNCTION（未来可能会有其
他例程的类型）

modu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modu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module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udt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data_type character_data

该函数的返回数据类型如果是一
种内建类型，这里是该数据类
型；如果是某种数组（此种情况
见视图element_types），则
为ARRAY；否则为USER-
DEFINED（此种情况中，该类型
被标识在type_udt_name和相关
列中）。

character_maximum_length cardinal_numb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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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_octet_length cardinal_numb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
型

character_se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collatio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
型

collation_schema sql_identifi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
型

colla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
型

numeric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
型

numeric_precision_radix cardinal_numb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
型

numeric_scale cardinal_numb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
型

datetime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
型

interval_type character_data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
型

interval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总是为空，因为这种信息不适用
于KingbaseES中的返回数据类
型

type_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的返回数据类型所在的数
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ype_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的返回数据类型所在的模
式名

type_udt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的返回数据类型的名字

scop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scop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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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maximum_cardinality cardinal_number
总是空，因为数组
在KingbaseES中总是有无限制
的最大势

dtd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返回数据类型的数据类型
描述符的一个标识符，在从属于
该函数的数据类型标识符之中唯
一。这主要用于与这类标识符的
其他实例进行连接（该标识符的
指定格式没有被定义并且不保证
在未来的版本中保持相同）。

routine_body character_data 如果该函数是一个 SQL 函数，
则为SQL，否则为EXTERNAL。

routine_definition character_data

该函数的源文本（如果该函数不
属于一个当前已被启用的角色，
则为空）。（根据 SQL 标准，
只有routine_body为SQL时这一
列才适用。但是
在KingbaseES中，它将会包含
该函数被创建时所指定的任何源
文本。）

external_name character_data

如果这个函数是一个 C 函数，则
为该函数的外部名称（链接符
号），否则为空（这会产生和显
示在routine_definition中相同
的值）。

external_language character_data 该函数所用的语言

parameter_style character_data
总是GENERAL（SQL 标准定义了
其他参数风格，但
在KingbaseES中不可用）

is_deterministic yes_or_no

如果该函数被声明为不变（在
SQL 标准中被称为确定性的），
则为YES，否则为NO（你不能通
过该信息模式查询
在KingbaseES中可用的其他易
变级别）。

sql_data_access character_data
总是MODIFIES，表示该函数可能
修改 SQL 数据。这种信息
对KingbaseES没有用处。

is_null_call yes_or_no
如果该函数在任一参数为空时自
动返回空值，则为YES，否则
为NO。

sql_path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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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_level_routine yes_or_no
总是YES（反例是一个用户定义
类型的方法，这是
在KingbaseES不可用的一种特
性）。

max_dynamic_result_sets cardinal_number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is_user_defined_cast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is_implicitly_invocable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security_type character_data
如果该函数以当前用户的特权运
行，则为INVOKER；如果该函数
以定义它的用户的特权运行，则
为DEFINER。

to_sql_specific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to_sql_specific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to_sql_specific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as_locator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created time_stamp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last_altered time_stamp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new_savepoint_level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is_udt_dependent yes_or_no
当前总是NO。另一个选项YES应
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
的特性。

result_cast_from_data_type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as_locator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char_max_length cardinal_number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char_octet_length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char_se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char_se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char_set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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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_cast_collatio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collatio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colla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numeric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numeric_precision_radix cardinal_number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numeric_scale cardinal_number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datetime_precision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interval_type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interval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type_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type_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type_udt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scop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scop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scope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maximum_cardinality cardinal_number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result_cast_dtd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
用的特性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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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schemata

         视图schemata包含当前数据库中被当前用户（作为属主或具有某些特权）可访问的所有
模式。

        表表  41-1. schemata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catalog_name sql_identifier 该模式所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
据库）

schema_name sql_identifier 该模式的名称

schema_owner sql_identifier 该模式拥有者的名称

default_character_se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
性

default_character_se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
性

default_character_set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
性

sql_path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
性

42. sequences

         视图sequences包含所有定义在当前数据库中的序列。只有那些当前用户能够访问（作为
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序列才会被显示。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129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表表  42-1. sequenc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sequenc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序列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sequenc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序列的模式名
sequence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序列的名字

data_type character_data 该序列的数据类型。在KingbaseES中，这在
当前总是bigint。

numeric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这列包含这个序列数据类型（见上文）的（声
明的或隐式的）精度。精度指示了有效位数。
它可以按照列numeric_precision_radix中指
定的被表示为十进制（基于 10）或二进制（基
于 2）。

numeric_precision_radix cardinal_number
这一列指
示numeric_precision和numeric_scale列中的
值是基于什么来表示。该值为 2 或 10。

numeric_scale cardinal_number

这列包含这个序列数据类型（见上文）的（声
明的或隐式的）比例。比例指示了有效位数。
它可以按照列numeric_precision_radix中指
定的被表示为十进制（基于 10）或二进制（基
于 2）。

start_value character_data 该序列的开始值
minimum_value character_data 该序列的最小值
maximum_value character_data 该序列的最大值
increment character_data 该序列的增量
cycle_option yes_or_no 如果该序列会循环，则为YES，否则为NO

        注意依照 SQL 标准，开始值、最小值、最大值和增量值被作为字符串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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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ql_features

         表sql_features包含的信息指示了哪些 SQL 标准中定义的正式特性被KingbaseES所支
持。这和 SQL 符合性中的信息一样。这里你也能找到一些额外的背景信息。

        表表  43-1. sql_featur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feature_id character_data该特性的标识符字符串
feature_name character_data该特性的描述性名称

sub_feature_id character_data该子特性的标识符字符串，或者如果不是一个子特性则
为一个长度为零的字符串

sub_feature_name character_data该子特性的描述性名称，或者如果不是一个子特性则为
一个长度为零的字符串

is_supported yes_or_no 如果该特性被当前版本的KingbaseES完全支持，则
为YES，否则为NO

is_verified_by character_data总是为空，因为KingbaseES开发组没有对特性的一致
性执行正式的测试

comments character_data可能会是关于该特性被支持状态的一段注释

44. sql_implementation_info

         表sql_implementation_info包含的信息指示剩下的由 SQL 标准实现定义的多个方面。
这类信息主要用来在 ODBC 接口的情境中使用；其它接口的用户可能将发现这类信息用处不
大。由于这个原因，个体实现信息项没有在这里描述，你将会在 ODBC 接口的描述中找到它
们。

        表表  44-1. sql_implementation_info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implementation_info_id character_data 该实现信息项的标识符字符串
implementation_info_name character_data 该实现信息项的描述性名称

integer_value cardinal_number该实现信息项的值，如果该值被包含
在character_value列中则为空

character_value character_data 该实现信息项的值，如果该值被包含
在integer_value列中则为空

comments character_data 可能是从属于该实现信息项的一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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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sql_languages

         表sql_languages为每一种被KingbaseES支持的 SQL 语言绑定。KingbaseES支持在 C
中的直接 SQL 和嵌入式 SQL。

        此表在 SQL:2008 中已被从 SQL 标准中移除，因此这里没有项引用 SQL:2003 之后的标
准。

        表表  45-1. sql_languag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sql_language_source character_data该语言定义的源名称，总是ISO
9075，即 SQL 标准

sql_language_year character_data sql_language_source中引用的标准
被通过的年份。

sql_language_conformance character_data该语言绑定的标准一致性级别。对
于 ISO 9075:2003 总是CORE。

sql_language_integrity character_data总是为空（这个值与一个早期版本
的 SQL 标准相关）。

sql_language_implementation character_data总是为空

sql_language_binding_style character_data语言绑定风格，
为DIRECT或EMBEDDED

sql_language_programming_language character_data
如果绑定风格为EMBEDDED，则为编
程语言，否则为空。KingbaseES仅
支持 C 语言。

46. sql_packages

         表sql_packages包含的信息指示哪些定义在 SQL 标准中的特性包被KingbaseES支持。

        表表  46-1. sql_packag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feature_id character_data该包的标识符字符串
feature_name character_data该包的描述性名称

is_supported yes_or_no 如果该包被当前版本的KingbaseES支持，则为YES，否则
为NO

is_verified_by character_data总是为空，因为KingbaseES开发组没有对特性的一致性
执行正式的测试

comments character_data可能会是关于该包被支持状态的一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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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sql_parts

         表sql_parts包含的信息指示哪些定义在 SQL 标准中的部分被KingbaseES支持。

        表表  47-1. sql_part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feature_id character_data包含该部分编号的一个标识符字符串
feature_name character_data该部分的描述性名称

is_supported yes_or_no 如果当前版本的KingbaseES完全支持该部分，则为YES，
否则为NO

is_verified_by character_data总是为空，因为KingbaseES开发组没有对特性的一致性
执行正式的测试

comments character_data可能会是关于该部分被支持状态的一段注释

48. sql_sizing

         表sql_sizing包含有关KingbaseES中多种尺寸限制和最大值的信息。这类信息主要用来
在 ODBC 接口的情境中使用；其它接口的用户可能将发现这类信息用处不大。由于这个原
因，个体实现信息项没有在这里描述，你将会在 ODBC 接口的描述中找到它们。

        表表  48-1. sql_sizing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sizing_id cardinal_number该尺寸项的标识符
sizing_name character_data 该尺寸项的描述性名称

supported_value cardinal_number尺寸项的值，如果尺寸是不受限制或不能确定的则为
0，如果尺寸项适用的特性不受支持则为空

comments character_data 可能是从属于尺寸项的一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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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sql_sizing_profiles

         表sql_sizing_profiles包含有关 SQL 标准的多种 profile 所需的sql_sizing值的信
息。KingbaseES不追踪任何 SQL profile，因此这个表为空。

        表表  49-1. sql_sizing_profil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sizing_id cardinal_number该尺寸项的标识符
sizing_name character_data 该尺寸项的描述性名称
profile_id character_data 一个 profile 的标识符字符串

required_value cardinal_number
该 SQL profile 对尺寸项所要求的值，如果该 profile 对尺
寸项没有限制则为 0，如果该 profile 不要求该尺寸项所
适用的任何特性则为空

comments character_data 可能是从属于该 profile 中尺寸项的一段注释

50. table_constraints

         视图table_constraints包含属于特定表的所有约束，这些表要满足的条件是：当前用户
拥有表或者是当前用户在表上具有某种除SELECT之外的特权。

        表表  50-1. table_constraint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constraint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约束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constraint_schema sql_identifier包含该约束的模式名
constraint_name sql_identifier约束名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表名称

constraint_type character_data该约束的类型：CHECK、 FOREIGN KEY、PRIMARY
KEY或UNIQUE

is_deferrable yes_or_no 如果该约束是可延迟的，则为YES，否则为NO

initially_deferred yes_or_no 如果该约束是可延迟的并且是初始已被延迟，则
为YES，否则为NO

51. table_privileges

         视图table_privileges标识在表或视图上所有被授予的特权，这些特权必须是被一个当
前已被启用角色授出或者被授予给一个当前已被启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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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  51-1. table_privileg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grantor sql_identifier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grantee sql_identifier被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表名称

privilege_type character_data
特权类型：SELECT、 INSERT、UPDATE、
DELETE、TRUNCATE、 REFERENCES或TRIGGER

is_gran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特权是可授予的，则为YES，否则为NO

with_hierarchy yes_or_no

在 SQL 标准中，WITH HIERARCHY OPTION是一个独立的
（子）特权，它允许在表继承层级上的特定操作。在
KingbaseES 中，这被包括在SELECT特权中，因此这一列
在特权为SELECT时显示YES，其他时候显示NO。

52. tables

         视图tables包含定义在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表和视图。只有那些当前用户能够访问（作
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表和视图才会被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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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  52-1. tabl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表名称

table_type character_data
该表的类型：BASE TABLE表示一个持久的
基本表（常见表类型），VIEW表示一个视
图，FOREIGN TABLE表示一个外部
表，LOCAL TEMPORARY表示一个临时表

self_referencing_column_name sql_identifier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reference_generation character_data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user_defined_typ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如果该表是一个有类型的表，则是包含其
底层数据类型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
库），否则为空。

user_defined_type_schema sql_identifier如果该表是一个有类型的表，则是包含其
底层数据类型的模式名，否则为空。

user_defined_type_name sql_identifier如果该表是一个有类型的表，则是其底层
数据类型的名称，否则为空。

is_insertable_into yes_or_no
如果该表能够被插入，则为YES，否则
为NO（基本表总是能被插入，而视图则不
一定）。

is_typed yes_or_no 如果该表是一个有类型的表，则为YES，
否则为NO

commit_action character_data还未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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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transforms

         视图transforms包含定义在当前数据库中的转换的信息。更准确来说， 包含在转换中的
每一个函数（"FROM SQL"或者"TO SQL"函数）在其中都有一行。

        表表  53-1. transforms 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转换所适用类型的数据库的名称（总是当前数据
库）

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转换所适用类型的模式的名称
udt_name sql_identifier该转换所适用类型的名称
specific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函数的数据库的名称（总是当前数据库）
specific_schema sql_identifier包含该函数的模式的名称
specific_name sql_identifier该函数的"专用名"。更多信息请见第 40 节。

group_name sql_identifier
SQL 标准允许在"组"中定义转换，并且在运行时选择一
个组。KingbaseES 不支持这种做法，转换是与一种语
言相关的。作为一种折衷，这个域包含该转换所适用的
语言。

transform_type character_data FROM SQL或者TO SQL

54. triggered_update_columns

         对于当前数据库中指定一个列列表（如UPDATE OF column1, column2）的触发器，视
图triggered_update_columns标识这些列。没有指定一个列列表的触发器不被包括在这个视图
中。只有那些当前用户拥有或具有某种除SELECT之外特权的列才会被显示。

        表表  54-1. triggered_update_column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trigger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触发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rigger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触发器的模式名

trigger_name sql_identifier 该触发器的名称

event_objec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触发器所在的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
据库）

event_objec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触发器所在的表的模式名

event_object_table sql_identifier 触发器所在的表的名称

event_object_column sql_identifier 触发器所在的列的名称

55. triggers

         视图triggers包含所有定义在当前数据库中表和视图上的触发器，并且只显示当前用户
拥有的触发器或者是当前用户在其上具有某种除SELECT之外特权的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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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  55-1. trigger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trigger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触发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
库）

trigger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触发器的模式名
trigger_name sql_identifier 该触发器的名称

event_manipulation character_data 触发该触发器的事件（INSERT、
UPDATE或DELETE）

event_objec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触发器所在的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
前数据库）

event_objec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触发器所在的表的模式名
event_object_table sql_identifier 该触发器所在的表的名称
action_order cardinal_number还未被实现

action_condition character_data
触发器的WHEN条件，如果没有则为空（如
果该表不被一个当前已启用角色拥有也是
为空）

action_statement character_data 该触发器执行的语句（当前总是 EXECUTE
PROCEDURE function(...)）

action_orientation character_data
标识触发器是对每个被处理的行触发一次
还是为每个语句触发一次
（ROW或STATEMENT）

action_timing character_data 触发器在什么时候触发（BEFORE、
AFTER或INSTEAD OF）

action_reference_old_tabl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action_reference_new_tabl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action_reference_old_row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action_reference_new_row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reated time_stamp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KingbaseES中的触发器有两点与 SQL 标准不兼容，这会影响在该信息模式中的表示。第
一，在KingbaseES中触发器的名字是局限于每个表的，而不是独立于模式对象。因此可能在
一个模式中会有重复的触发器名称，只要它们属于不同的表

（trigger_catalog和trigger_schema才真正标识了触发器被定义在哪个表上）。第二，
在KingbaseES中触发器可以被定义为在多个事件上触发（例如ON INSERT OR UPDATE），而在
SQL 标准中只允许一个。如果一个触发器被定义为在多个事件上触发，它在信息模式中被表
示为多行，每一行对应于一类事件。作为这两个问题的结果，视图triggers的主键实际上
是(trigger_catalog, trigger_schema, event_object_table, trigger_name,
event_manipulation)，而不是(trigger_catalog, trigger_schema, trigger_name)（这是
SQL 标准指定的）。尽管如此，如果你以符合 SQL 标准（在模式中触发器名称唯一并且每个
触发器只能有一种事件类型）的方式定义你的触发器，这将没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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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在KingbaseES V8版本之前，此视图的列 action_timing、
action_reference_old_table、 action_reference_new_table、
action_reference_old_row和 action_reference_new_row 分别被命名为
condition_timing、 condition_reference_old_table、
condition_reference_new_table、 condition_reference_old_row和
condition_reference_new_row。 同样也是在 SQL:1999 标准中的命名。新的命名
遵循 SQL:2003 及其后的版本。

56. udt_privileges

         视图udt_privileges标识所有在用户定义类型上授予的 USAGE特权，这些特权的授予者或
者被授予者是一个当前已被启用的角色。 对每一个类型、授予者和被授予者的组合都有一
行。这个视图只显示组合类型（原因见下面的 第 58 节）。 域特权见第 57 节。

        表表  56-1. udt_privileg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grantor sql_identifier 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grantee sql_identifier 被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ud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类型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ud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类型的模式名

udt_name sql_identifier 该类型的名字

privilege_type character_data 总是TYPE USAGE
is_gran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特权是可授予的，则为YES，否则为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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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usage_privileges

         视图usage_privileges标识所有在多种对象上授予的USAGE特权，这些特权的授予者或者
被授予者是一个当前已被启用的角色。在KingbaseES中，这当前适用于排序规则、域、外部
数据包装器、外部服务器和序列。对每一个对象、授予者和被授予者都有一行。

         由于在KingbaseES中排序规则并没有真正的特权，这个视图对所有排序规则显示由拥有
者授予给PUBLIC的隐式非可授予的USAGE特权。但是对其他对象类型则显示真实的特权。

         在 KingbaseES 中，序列也支持除USAGE之外的SELECT和UPDATE特权。这些是非标准的并
且因此在该信息模式中不可见。

        表表  57-1. usage_privileg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grantor sql_identifier 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grantee sql_identifier 被授予该特权的角色名

objec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对象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objec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如果适用，则是包含该对象的模式名，否则为一个
空字符串

object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对象的名称

object_type character_data COLLATION或DOMAIN或FOREIGN DATA
WRAPPER或FOREIGN SERVER或SEQUENCE

privilege_type character_data 总是USAGE
is_gran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特权是可授予的，则为YES，否则为NO

58. user_defined_types

         视图user_defined_types目前包含定义在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组合类型。只有那些当前
用户能够访问（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类型才会被显示。

         SQL 知道两种用户定义类型：结构类型（在KingbaseES中也被称为组合类型）以及独特
类型（在KingbaseES没有实现）。要经得起未来的考验，请使用
列user_defined_type_category来区分它们。其他用户定义类型如基类型和枚举（都
是KingbaseES的扩展）不会被显示在这里。对于域，请见第 2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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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  58-1. user_defined_type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user_defined_typ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类型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
库）

user_defined_typ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类型的模式名

user_defined_type_name sql_identifier 该类型的名字

user_defined_type_category character_data 当前总是STRUCTURED
is_instantiable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s_final yes_or_no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ordering_form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ordering_category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ordering_routin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ordering_routin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ordering_routine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reference_type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data_type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maximum_length cardinal_numb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octet_length cardinal_numb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haracter_set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ollation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ollation_schema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collation_name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numeric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numeric_precision_radix cardinal_numb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numeric_scale cardinal_numb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datetime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nterval_type character_data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nterval_precision cardinal_numb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source_dtd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ref_dtd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 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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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user_mapping_options

         视图user_mapping_options包含在当前数据库中为用户映射定义的所有选项。只有那些
当前用户能够访问其相应外部服务器（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用户映射才会被显示。

        表表  59-1. user_mapping_option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authorization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
被映射的用户名，如果映射是公共的则
为PUBLIC

foreign_server_catalog sql_identifier
这个映射所使用的外部服务器所在的数据库名
（总是当前数据库）

foreign_server_name sql_identifier这个映射所使用的外部服务器的名称
option_name sql_identifier一个选项名

option_value character_data

选项的值。除非当前用户是被映射的用户或者
映射是PUBLIC的并且当前用户是服务器拥有者
或者超级用户，这一列将显示为空。这样做的
目的是保护作为用户映射选项存储的口令信
息。

60. user_mappings

         视图user_mappings包含定义在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用户映射。只有当前用户能够访问其
对应外部服务器（作为拥有者或具有某些特权）的用户映射才会被显示。

        表表  60-1. user_mapping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authorization_identifier sql_identifier被映射的用户名，如果映射是公共的则
为PUBLIC

foreign_server_catalog sql_identifier这个映射所使用的外部服务器所在的数据库名
（总是当前数据库）

foreign_server_name sql_identifier这个映射所使用的外部服务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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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view_column_usage

         视图view_column_usage标识被使用在一个视图的查询表达式（定义该视图的SELECT语
句）中的所有列。只有当包含一列的表被一个当前已被启用角色拥有时，该列才会被包括在这

个视图中。

注意注意: 系统表列不被包括。在某个时候这应该会被修复。

        表表  61-1. view_column_usage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view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视图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view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视图的模式名

view_name sql_identifier 该视图的名称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被视图所使用的列所属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
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被视图所使用的列所属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被视图所使用的列所属表的名称

column_name sql_identifier 被该视图所使用的列名

62. view_routine_usage

         视图view_routine_usage标识被使用在一个视图的查询表达式（定义该视图的SELECT语
句）中的所有例程（函数和过程）。只有被一个当前已被启用角色拥有的例程才会被包括在这

个视图中。

        表表  62-1. view_routine_usage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视图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视图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该视图的名称

specific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specific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函数的模式名

specific_name sql_identifier 该函数的"专用名"。详见第 40 节。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143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63. view_table_usage

         视图view_table_usage标识被使用在一个视图的查询表达式（定义该视图的SELECT语
句）中的所有表。只有被一个当前已被启用角色拥有的表才会被包括在这个视图中。

注意注意: 不包含系统表。应当会在某个时候被修复。

        表表  63-1. view_table_usage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view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视图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view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该视图的模式名

view_name sql_identifier 该视图的名称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该视图所使用的表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
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该视图所使用的表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 包含被该视图所使用的表的名称

64. views

         视图views包含定义在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视图。只有当前用户能够访问（作为拥有者或
具有某些特权）的视图才会被显示。

        表表  64-1. views列列

名称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table_catalog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视图的数据库名（总是当前数据库）
table_schema sql_identifier包含该视图的模式名
table_name sql_identifier该视图的名称

view_definition character_data定义视图的查询表达式（如果该视图不被一
个当前已被启用角色拥有则为空）

check_option character_data应用于一个KingbaseES中不可用的特性

is_upda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视图是可更新的（允
许UPDATE和DELETE），则为YES，否则为NO

is_insertable_into yes_or_no 如果该视图是可插入的（允许INSERT），则
为YES，否则为NO

is_trigger_upda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视图上有一个INSTEAD OF UPDATE触发
器，则为YES，否则为NO

is_trigger_deletable yes_or_no 如果该视图上有一个INSTEAD OF DELETE触发
器，则为YES，否则为NO

is_trigger_insertable_into yes_or_no 如果该视图上有一个INSTEAD OF INSERT触发
器，则为YES，否则为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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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aseES相关参数参考手册相关参数参考手册

        本部分提供KingbaseES数据库系统表及系统视图的相关信息。

目录目录
1. KingbaseES系统表

sys_aggregate  --  聚集函数
sys_am  --  索引种类及其的访问方法
sys_amop  --  操作符及其归属操作符族
sys_amproc  --  操作符族及其访问方法
sys_attrdef  --  列默认值
sys_attribute  --  表列("属性")
sys_authid  --  认证标识符（角色）
sys_auth_members  --  认证标识符成员关系
sys_cast  --  转换（数据类型转换）
sys_class  --  表、索引、序列、视图 （"关系"）
sys_collation  --  排序规则（locale信息）
sys_constraint  --  检查约束、唯一约束、主键约束、外键约束
sys_conversion  --  编码转换信息
sys_database  --  本数据库集簇中的数据库
sys_db_role_setting  --  每角色和每数据库的设置
sys_default_acl  --  对象类型的默认权限
sys_depend  --  数据库对象间的依赖
sys_description  --  数据库对象上的描述或注释
sys_enum  --  枚举标签和值定义
sys_event_trigger  --  事件触发器
sys_extension  --  已安装扩展
sys_foreign_data_wrapper  --  外部数据包装器定义
sys_foreign_server  --  外部服务器定义
sys_foreign_table  --  外部表信息
sys_index  --  索引信息
sys_inherits  --  表继承层次
sys_init_privs  --  对象初始特权
sys_language  --  编写函数的语言
sys_largeobject  --  大对象的数据页
sys_largeobject_metadata  --  大对象的元数据
sys_namespace  --  模式
sys_opclass  --  操作符类索引访问方法
sys_operator  --  操作符
sys_opfamily  --  操作符族种类访问方法
sys_pltemplate  --  过程语言的模板数据
sys_policy  --  行安全策略
sys_proc  --  函数和过程
sys_range  --  范围类型的信息
sys_replication_origin  --  已注册的复制源
sys_rewrite  --  查询重写规则
sys_seclabel  --  数据库对象上的安全标签
sys_shdepend  --  共享对象上的依赖
sys_shdescription  --  共享对象上的注释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146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sys_shseclabel  --  共享数据库对象上的安全标签
sys_statistic  --  规划器统计
sys_tablespace  --  本数据库集簇内的表空间
sys_transform  --  转换（将数据类型转换为过程语言需要的形式）
sys_trigger  --  触发器
sys_ts_config  --  文本搜索配置
sys_ts_config_map  --  文本搜索配置的记号映射
sys_ts_dict  --  文本搜索字典
sys_ts_parser  --  文本搜索分析器
sys_ts_template  --  文本搜索模板
sys_type  --  数据类型
sys_user_mapping  --  将用户映射到外部服务器

2. KingbaseES系统视图
sys_available_extensions  --  可用的扩展
sys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  --  所有版本的扩展
sys_config  --  编译时配置参数
sys_cursors  --  打开的游标
sys_file_settings  --  配置文件内容摘要
sys_group  --  数据库用户组
sys_indexes  --  数据库索引
sys_locks  --  当前保持或者等待的锁
sys_matviews  --  物化视图
sys_policies  --  策略
sys_prepared_statements  --  预备好的语句
sys_prepared_xacts  --  预备好的事务
sys_replication_origin_status  --  有关复制源的信息，包括复制进度
sys_replication_slots  --  复制槽信息
sys_roles  --  数据库角色
sys_rules  --  规则
sys_seclabels  --  安全标签
sys_settings  --  参数设置
sys_shadow  --  数据库用户
sys_stats  --  规划器统计信息
sys_tables  --  表
sys_timezone_abbrevs  --  时区简写
sys_timezone_names  --   时区名字
sys_user  --  数据库用户
sys_user_mappings  --  用户映射
sys_views  --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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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ingbaseES系统表系统表

        大部分系统表是在数据库创建过程中从模板数据库拷贝而来，因此都是数据库相关的。少
部分表在物理上是在一个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的，这些将在每一个表的描述中单独介

绍。

目录目录
sys_aggregate  --  聚集函数
sys_am  --  索引种类及其的访问方法
sys_amop  --  操作符及其归属操作符族
sys_amproc  --  操作符族及其访问方法
sys_attrdef  --  列默认值
sys_attribute  --  表列("属性")
sys_authid  --  认证标识符（角色）
sys_auth_members  --  认证标识符成员关系
sys_cast  --  转换（数据类型转换）
sys_class  --  表、索引、序列、视图 （"关系"）
sys_collation  --  排序规则（locale信息）
sys_constraint  --  检查约束、唯一约束、主键约束、外键约束
sys_conversion  --  编码转换信息
sys_database  --  本数据库集簇中的数据库
sys_db_role_setting  --  每角色和每数据库的设置
sys_default_acl  --  对象类型的默认权限
sys_depend  --  数据库对象间的依赖
sys_description  --  数据库对象上的描述或注释
sys_enum  --  枚举标签和值定义
sys_event_trigger  --  事件触发器
sys_extension  --  已安装扩展
sys_foreign_data_wrapper  --  外部数据包装器定义
sys_foreign_server  --  外部服务器定义
sys_foreign_table  --  外部表信息
sys_index  --  索引信息
sys_inherits  --  表继承层次
sys_init_privs  --  对象初始特权
sys_language  --  编写函数的语言
sys_largeobject  --  大对象的数据页
sys_largeobject_metadata  --  大对象的元数据
sys_namespace  --  模式
sys_opclass  --  操作符类索引访问方法
sys_operator  --  操作符
sys_opfamily  --  操作符族种类访问方法
sys_pltemplate  --  过程语言的模板数据
sys_policy  --  行安全策略
sys_proc  --  函数和过程
sys_range  --  范围类型的信息
sys_replication_origin  --  已注册的复制源
sys_rewrite  --  查询重写规则
sys_seclabel  --  数据库对象上的安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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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shdepend  --  共享对象上的依赖
sys_shdescription  --  共享对象上的注释
sys_shseclabel  --  共享数据库对象上的安全标签
sys_statistic  --  规划器统计
sys_tablespace  --  本数据库集簇内的表空间
sys_transform  --  转换（将数据类型转换为过程语言需要的形式）
sys_trigger  --  触发器
sys_ts_config  --  文本搜索配置
sys_ts_config_map  --  文本搜索配置的记号映射
sys_ts_dict  --  文本搜索字典
sys_ts_parser  --  文本搜索分析器
sys_ts_template  --  文本搜索模板
sys_type  --  数据类型
sys_user_mapping  --  将用户映射到外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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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aggregate
名称名称

        sys_aggregate  --  聚集函数

描述描述

         目录sys_aggregate存储关于聚集函数的信息。聚集函数是对一个数值集合（典型的是每
个匹配查询条件的行中的同一个列的值） 进行操作的函数，它返回从这些值中计算出的一个
数值。 典型的聚集函数是 sum、count和max。sys_aggregate里的每个项都是一个sys_proc项
的扩展。sys_proc项记载该聚集的名字、输入和输出数据类型，以及其他一些和普通函数类似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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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1-1. sys_aggregate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aggfnoid regproc sys_proc.oid 聚集函数在sys_proc中的OID

aggkind char   聚集类型： n表示"普通"聚集， o表示"有序
集"聚集，或者 h表示"假想集"聚集

aggnumdirectargs int2   

一个有序集或者假想集聚集的直接（非聚
集）参数的数量，一个可变数组算作一个参
数。 如果等于pronargs，该聚集必定是可变
的并且该可变数组描述聚集参数以 及最终直
接参数。对于普通聚集总是为零。

aggtransfn regproc sys_proc.oid 转移函数

aggfinalfn regproc sys_proc.oid 最终函数（如果没有就为零）

aggcombinefn regproc sys_proc.oid 结合函数（如果没有就为零）

aggserialfn regproc sys_proc.oid 序列化函数（如果没有就为零）

aggdeserialfn regproc sys_proc.oid 反序列化函数（如果没有就为零）

aggmtransfn regproc sys_proc.oid 用于移动聚集模式的向前转移函数（如果没
有就为零）

aggminvtransfn regproc sys_proc.oid 用于移动聚集模式的反向转移函数（如果没
有就为零）

aggmfinalfn regproc sys_proc.oid 用于移动聚集模式的最终函数（如果没有就
为零）

aggfinalextra bool   为真则向 aggfinalfn传递额外的哑参数
aggmfinalextra bool   为真则向 aggmfinalfn传递额外的哑参数
aggsortop oid sys_operator.oid相关联的排序操作符（如果没有则为0）

aggtranstype oid sys_type.oid 聚集函数的内部转移（状态）数据的数据类
型

aggtransspace int4   转移状态数据的近似平均尺寸（字节），或
者为零表示使用一个默认估算值

aggmtranstype oid sys_type.oid 聚集函数用于移动聚集欧氏的内部转移（状
态）数据的数据类型（如果没有则为零）

aggmtransspace int4   转移状态数据的近似平均尺寸（字节），或
者为零表示使用一个默认估算值

agginitval text   
转移状态的初始值。这是一个文本域，它包
含初始值的外部字符串表现形式。如果这个
域为空，则转移状态值从空值开始。

aggminitval text   

用于移动聚集模式的转移状态初值。这是一
个文本域，它包含了以其文本字符串形式表
达的初值。如果这个域为空，则转移状态值
从空值开始。

         新的聚集函数可通过CREATE AGGREGATE命令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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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am
名称名称

        sys_am  --  访问方法操作符

描述描述

         目录sys_am存储有关系引访问方法的信息。系统支持的每种访问方法在这个目录中都有
一行。当前，只有索引拥有访问方法。索引访问方法的需求在中详细讨论。

        表表1-2. sys_am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示）

amname name   访问方法的名字

amhandler oid sys_proc.oid负责提供有关该访问方法信息的处理器函数的 OID

amtype char   当前总是i，表示是一个索引访问方法。未来可能会
允许其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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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amop
名称名称

        sys_amop  --  访问方法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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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描述

         目录sys_amop存储关于与访问方法操作符族相关的操作符信息。对于一个操作符族中的
每一个成员即操作符都在这个目录中有一行。一个成员可以是一个搜索操作符或者一

个ordering操作符。一个操作符可以出现在多个族中，但在同一个组中既不能出现在多个搜索
位置也不能出现在多个排序位置（虽然不太可能出现，但是允许一个操作符同时用于搜索和排

序目的）。

        表表1-3. sys_amop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类
型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示）

amopfamily oid sys_opfamily.oid这个项所在的操作符族
amoplefttype oid sys_type.oid 操作符的左手边输入数据类型

amoprighttype oid sys_type.oid 操作符的右手边输入数据类型

amopstrategy int2   操作符策略号

amoppurpose char   操作符目的，s表示搜索，o表示排序
amopopr oid sys_operator.oid操作符的OID
amopmethod oid sys_am.oid 使用此操作符族的索引访问方法

amopsortfamily oid sys_opfamily.oid如果是一个排序操作符，该项会根据这个B树操作
符族排序，如果是一个搜索操作符则为0

         一个"搜索"操作符项意味着该操作符族的一个索引可以被搜索来查找所有满足如下条件的
行：WHEREindexed_columnoperatorconstant。显然，这样的一个操作符必须返回boolean，且
它的左手边输入类型必须匹配索引列的数据类型。

         一个"排序"操作符项意味着该操作符族的一个索引可以被扫描来返回以如下顺序排列的
行： ORDER BYindexed_columnoperatorconstant。这样一个操作符能够返回任何可排序数据
类型，尽管它的左手输入类型必须匹配索引列的数据类型。ORDER BY的准确语义
由amopsortfamily列指定，它必须引用一个适合于操作符结果类型的B树操作符族。

注意注意: 目前，一个排序操作符的排序顺序被假设为其引用的操作符族的默认值，
即ASC NULLS LAST。未来可能会通过增加额外的列来显式地指定排序选项。

         一个项的amopmethod必须和它所包含的操作符族的opfmethod相匹配（这里包
括amopmethod是一个为了性能原因而故意对目录结构做的反规范化）。此
外，amoplefttype和amoprighttype也必须匹配被引用的sys_operator项
的oprleft和oprright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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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amproc
名称名称

        sys_amproc  --  访问方法支持过程

描述描述

         目录sys_amproc存储关于访问方法操作符族相关的支持过程。属于一个操作符族的每一
个支持过程在这个目录中都有一行。

        表表1-4. sys_amproc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
会显示）

amprocfamily oid sys_opfamily.oid使用这个项的操作符族
amproclefttype oid sys_type.oid 相关操作符的左手输入数据类型

amprocrighttype oid sys_type.oid 相关操作符的右手输入数据类型

amprocnum int2   支持过程编号

amproc regproc sys_proc.oid 过程的OID

         amproclefttype和amprocrighttype列的通常解释是它们标识了一个特定支持过程所支持
的操作符的左右输入类型。对于某些访问方法它们和支持过程本身的输入数据类型相匹配，而

对其他的则不会匹配。对于一个索引有一个"默认"支持过程的概念，这些支持过程
的amproclefttype和amprocrighttype都等于索引操作符类的opcin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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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attrdef
名称名称

        sys_attrdef  --  列默认值

描述描述

         sys_attrdef存储列的默认值。列的主要信息存储在sys_attribute。只有那些显式指定
了一个默认值的列（在表创建时或列增加时）才会在这个目录中有一个项。

        表表1-5. sys_attrdef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
显示）

adrelid oid sys_class.oid 该列所属的表

adnum int2 sys_attribute.attnum列号
adbin sys_node_tree   列默认值的内部表示

adsrc text   默认值的人类可读的表示

         adsrc列的存在是有历史原因的。最好不要被使用，因为它不能被跟踪，且可能导致默认
值表现形式的外部变化。如果要显示默认值，反编译adbin列（例如使用sys_get_expr）是一
种更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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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attribute
名称名称

        sys_attribute  --  表列("属性")

描述描述

         目录sys_attribute存储有关表列的信息。数据库中的每一个表的每一个列都恰好
在sys_attribute中有一行。这其中也会有索引的属性项，并且所有具有sys_class项的对象在
这里都有属性项。术语属性等同于列。

        表表1-6. sys_attribute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attrelid oid sys_class.oid 列所属的表

attname name   列名

atttypid oid sys_type.oid 列的数据类型

attstattarget int4   

attstattarget控制由ANALYZE对此列收集
的统计信息的细节层次。0值表示不会收集任
何统计信息。一个负值则说明直接使用系统
默认的目标。正值的确切含义取决于数据类
型。对于标量数据类型，attstattarget既是
要收集的"最常见值"的目标号，也是要创建
的柱状图容器的目标号。

attlen int2   本列类型的sys_type.typlen一个拷贝

attnum int2   列的编号。一般列从1开始向上编号。系统列
（如oid）则拥有（任意）负值编号。

attndims int4   

如果该列是一个数组类型，这里就是其维度
数；否则为0。（在目前一个数组的维度数并
不被强制，因此任何非零值都能有效地表
明"这是一个数组"。）

attcacheoff int4   
在存储中总是为-1，但是当被载入到一个内
存中的行描述符后，这里可能会被更新为属
性在行内的偏移

atttypmod int4   

atttypmod记录了在表创建时提供的类型相关
数据（例如一个varchar列的最大长度）。它
会被传递给类型相关的输入函数和长度强制
函数。对于那些不需要atttypmod的类型，这
个值通常总是为-1。

attbyval bool   该列类型的sys_type.typbyval的一个拷贝

attstorage char   
通常是该列类型的sys_type.typstorage的一
个拷贝。对于可TOAST的数据类型，这可以
在列创建后被修改以控制存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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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lign char   该列类型的sys_type.typalign的一个拷贝
attnotnull bool   这表示一个非空约束。

atthasdef bool   
该列有一个默认值，在此情况下
在sys_attrdef目录中会有一个对应项来真正
记录默认值。

attisdropped bool   
该列被删除且不再有效。一个删除的列仍然
物理存在于表中，但是会被分析器忽略并因
此无法通过SQL访问。

attislocal bool   该列是由关系本地定义的。注意一个列可以
同时是本地定义和继承的。

attinhcount int4   该列的直接祖先的编号。一个具有非零编号
祖先的列不能被删除或者重命名。

attcollation oid sys_collation.oid该列被定义的排序规则，如果该列不是一个
可排序数据类型则为0。

attacl aclitem[]   列级访问权限

attoptions text[]   属性级选项，以"keyword=value"形式的字符
串

attfdwoptions text[]   属性级的外部数据包装器选项，
以"keyword=value"形式的字符串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在一个被删除列的sys_attribute项中，atttypid被重置为0，但attlen以及其他
从sys_type拷贝的域仍然有效。这种安排用于处理一种情况，即被删除列的数据类型后来被删
除，并且因此不再有相应的sys_type行。attlen和其他域可以被用来解释表的一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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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authid
名称名称

        sys_authid  --  认证标识符（角色）

描述描述

         目录sys_authid包含关于数据库授权标识符（角色）的信息。角色把"用户"和"组"的概念
包含在内。一个用户实际上就是一个rolcanlogin标志被设置的角色。任何角色（不
管rolcanlogin设置与否）都能够把其他角色作为成员，参见sys_auth_members。

         由于这个目录包含口令，所以它不能是公共可读的。sys_roles是在sys_authid上的一个
公共可读视图，它隐去了口令域。

         包含关于用户和权限管理的详细信息。

         由于用户标识符是集簇范围的，sys_authid在一个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在一个
集簇中只有一份sys_authid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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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1-7. sys_authid的列的列

名字名字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示）

rolname name 角色名

rolsuper bool 角色是否拥有超级用户权限

rolinherit bool 如果本角色是另一个角色的成员，本角色是否自动另一个角
色的权限

rolcreaterole bool 角色是否能创建更多角色

rolcreatedb bool 角色是否能创建数据库

rolcanlogin bool 角色是否能登录。即该角色是否能够作为初始会话授权标识
符

rolreplication bool
角色是否为一个复制角色。即角色能否开启物理同步并使
用sys_start_backup和sys_stop_backup设定和复原系统备份
模式

rolbypassrls bool
角色是否可以绕过所有的行级安全性策略，详见 《SQL和
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定义”-“行安全策
略”。

rolconnlimit int4 对于可以登录的角色，本列设置该角色可以同时发起最大连
接数。-1表示无限制。

rolpassword text

口令（可能被加密），如果没有则为空。如果口令被加密，
本列将以字符串md5开始，后接一个32字符的16进制MD5哈希
值。这个MD5哈希值将是用户口令与用户名的串接。例如，
如果用户joe的口令是xyzzy，KingbaseES将存储xyzzyjoe的
MD5哈希值。不遵循这一格式的口令将被假定为未加密。

rolvaliduntil timestamptz口令过期时间（只用于口令鉴定），如果永不过期则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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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auth_members
名称名称

        sys_auth_members  --  认证标识符成员关系

描述描述

         目录sys_auth_members展示了角色之间的成员关系。允许任何无环的关系集合。

         由于用户标识符是集簇范围的，sys_auth_members在一个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
在一个集簇中只有一份sys_auth_members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

        表表1-8. sys_auth_member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roleid oid sys_authid.oid拥有成员的角色的ID
member oid sys_authid.oid roleid的成员角色的ID
grantor oid sys_authid.oid授权此成员关系的角色的ID

admin_option bool   如果member能把roleid的成员关系授予他人，则
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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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cast
名称名称

        sys_cast  --  转换（数据类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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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描述

         目录sys_cast存储数据类型转换路径，包括内建的和用户定义的类型。

         需要注意的是，sys_cast并不表示系统知道如何执行的所有类型转换，它只包括哪些不
能从某些普通规则推导出的转换。例如，一个域及其基类型之间的转换并未显式地

在sys_cast中展示。另一个重要的例外是"自动 I/O转换转换"，它们通过数据类型自己的I/O函
数来转换成（或者转换自）text或其他字符串类型，这些转换也没有显式地在sys_cast中表
示。

        表表1-9. sys_cast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类
型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示）

castsource oid sys_type.oid源数据类型的OID
casttarget oid sys_type.oid目标数据类型的OID

castfunc oid sys_proc.oid执行该转换的函数的OID。如果该转换方法不需要一个函
数则存储0。

castcontext char   

指示该转换能被调用的环境。 e表示仅能作为一个显式转
换（使用CAST或::语法）。 a表示在赋值给目标列时隐式
调用， 和显式调用一样。 i表示在表达式中隐式调用，和
其他转换一样。

castmethod char   
指示转换如何被执行。 f表明使用castfunc中指定的函
数。 i表明使用输入/输出函数。 b表明该类型是二进制可
转换的，因此不需要转换。

         在sys_cast里列出的类型转换函数必须总是以转换的源类型作为它的第一个参数类型，
并且返回转换的目标类型作为它的结果类型。一个类型转换函数最多有三个参数。如果出现了

第二个参数，必须是integer类型；它接受与目标类型关联的修饰词，如果没有，就是 -1。如
果出现了第三个参数，那么必须是boolean类型； 如果该类型转换是一种明确的转换，那么它
接受true，否则接受false。

         在sys_cast里创建一条源类型和目标类型相同的记录是合理的，只要相关联的函数接受
多过一个参数。这样的记录代表"长度转换函数"，它们把该类型的值转换为对特定的类型合法
的值。

         如果一个sys_cast的项有着不同的源类型和目标类型，并且有一个接收多于一个参数的
函数，那么它会在一个步骤中完成从一种类型到另外一种类型的转换并应用一个长度转换。如

果没有这样的项，使用一个类型修改器的转换涉及两个步骤：一个是在数据类型之间转换，另

外一个是应用修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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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class
名称名称

        sys_class  --  表、索引、序列、视图 （"关系"）

描述描述

         目录sys_class记录表和几乎所有具有列或者像表的东西。这包括索引（但还要参
见sys_index）、序列、视图、物化视图、组合类型和TOAST表，参见relkind。下面，当我
们提及所有这些类型的对象时我们使用"关系"。并非所有列对于所有关系类型都有意义。

        表表1-10. sys_clas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
择才会显示）

relname name   表、索引、视图等的名字

rel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 包含该关系的名字空间的OID

reltype oid sys_type.oid
可能存在的表行类型所对应数据类型
的OID（对索引为0，索引没
有sys_type项）

reloftype oid sys_type.oid 对于有类型的表，为底层组合类型的
OID，对于其他所有关系为0

relowner oid sys_authid.oid 关系的拥有者

relam oid sys_am.oid 如果这是一个索引，表示索引使用的
访问方法（B树、哈希等）

relfilenode oid   
该关系的磁盘文件的名字，0表示这
是一个"映射"关系，其磁盘文件名取
决于低层状态

reltablespace oid sys_tablespace.oid
该关系所存储的表空间。如果为0，
使用数据库的默认表空间。（如果关
系无磁盘文件时无意义）

relpages int4   

该表磁盘表示的尺寸，以页面计（页
面尺寸为BLCKSZ）。这只是一个由规
划器使用的估计值。它
被VACUUM、ANALYZE以及一些DDL命
令（如CREATE INDEX）所更新。

reltuples float4   

表中的行数。这只是一个由规划器使
用的估计值。它
被VACUUM、ANALYZE以及一些DDL命
令（如CREATE INDEX）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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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llvisible int4   

在表的可见性映射表中被标记为全可
见的页数。这只是一个由规划器使用
的估计值。它被VACUUM、ANALYZE以
及一些DDL命令（如CREATE INDEX）
所更新。

reltoastrelid oid sys_class.oid
与该表相关联的TOAST表的OID，如
果没有则为0。TOAST表将大属
性"线外"存储在一个二级表中。

relhasindex bool   如果这是一个表并且其上建有（或最
近建有）索引则为真

relisshared bool   
如果该表在集簇中的所有数据库间共
享则为真。只有某些系统目录
（如sys_database）是共享的。

relpersistence char   p = 永久表，u = 无日志表， t = 临时
表

relkind char   
r = 普通表，i = 索引， S = 序列，v
= 视图， m = 物化视图， c = 组合类
型，t = TOAST表， f = 外部表

relnatts int2   

关系中用户列的数目（系统列不计算
在内）。在sys_attribute中必须有
这么多对应的项。另请参
阅sys_attribute.attnum。

relchecks int2   表上CHECK约束的数目，参
见sys_constraint目录

relhasoids bool   如果为关系的每一行生成一个OID则
为真

relhaspkey bool   如果表有（或曾有）一个主键则为真

relhasrules bool   如果表有（或曾有）规则则为真，参
见 sys_rewrite目录

relhastriggers bool   如果表有（或曾有）触发器则为真，
参见 sys_trigger目录

relhassubclass bool   如果表有（或曾有）任何继承子女则
为真

relrowsecurity bool   如果表上启用了行级安全性则为真，
参见 sys_policy目录

relforcerowsecurity bool   
如果行级安全性（启用时）也适用于
表拥有者则为真，参见
sys_policy目录

relispopulated bool   
如果表已被填充则为真（对于所有关
系该列都为真，但对于某些物化视图
却不是）

relreplident char   

用来为行形成"replica identity"的列：
d = 默认 (主键，如果存在), n = 无, f
= 所有列 i = 索引
的indisreplident被设置或者为默认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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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frozenxid xid   

在此之前的所有事务ID在表中已经被
替换为一个永久的（"冻结的") 事务
ID。这用于跟踪表是否需要被清理，
以便阻止事务ID回卷或者允
许sys_clog被收缩。如果该关系不是
一个表则为
0（InvalidTransactionId）。

relisencrypted bool   该对象是否是透明加密的。

relkeyid KeyId   加密的密钥。

relminmxid xid   

在此之前的多事务ID在表中已经被替
换为一个事务ID。这被用于跟踪表是
否需要被清理，以阻止 多事务ID回
卷或者允许sys_multixact被收缩。
如果关系不是一个表则 为
0（InvalidMultiXactId）。

relacl aclitem[]   访问权限，更多信息参见 GRANT和
REVOKE

reloptions text[]   访问方法相关的选项，
以"keyword=value"字符串形式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sys_class中的一些逻辑标志被以一种懒惰的方式维护：在正确状态时它们被保证为真，
但是当条件不再为真时它们并不会被立刻重置为假。例如，relhasindex由CREATE INDEX设
置，但它从不会被DROP INDEX清除。作为替代，VACUUM会在找到无索引表后清除
其relhasindex。这种安排避免了竞争条件并且提高了并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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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collation
名称名称

        sys_collation  --  排序规则（locale信息）

描述描述

         目录sys_collation描述了可用的排序规则，其本质是从一个SQL名字到操作系统locale
分类的映射。。

        表表1-11. sys_collation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
显示）

collname name   排序规则名字（在每一个名字空间和编码中
唯一）

coll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包含该排序规则的名字空间的OID
collowner oid sys_authid.oid 排序规则的拥有者

collencoding int4   该排序规则可应用的编码，-1表示它可用于任
何编码

collcollate name   该排序规则对象的LC_COLLATE
collctype name   该排序规则对象的LC_CTYPE

         注意在这个目录中的唯一键是（collname、 collencoding、 collnamespace）， 不仅仅
是（collname，collnamespace）。 所有collencoding不等于当前数据库编码或-1的编码规则
通常都会被KingbaseES忽略，且禁止创建和collencoding = -1的项重名的项。因此使用一个
受限的SQL名字（schema.name）来标识一个排序规则是足够的，即使这根据目录定义是不唯
一的。以这种方式定义这个目录的原因是initdb会在集簇初始化时使用系统上所有可用的locale
填充这个目录，所以它必须能够为所有可能在集簇中使用的编码保持项。

         在template0数据库中，创建与数据库编码不匹配的编码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匹配后
面从template0克隆的数据库的编码。这在目前必须手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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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constraint
名称名称

        sys_constraint  --  检查约束、唯一约束、主键约束、外键约束

描述描述

         目录sys_constraint存储表上的检查、主键、唯一、外键和排他约束（列约束也不会被
特殊对待。每一个列约束都等同于某种表约束。）。非空约束不在这里，而是

在sys_attribute目录中表示。

         用户定义的约束触发器（使用CREATE CONSTRAINT TRIGGER创建）也会在这个表中产生一
项。

         域上的检查约束也存储在这里。

        表表1-12. sys_constraint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
择才会显示）

conname name   约束名字（不需要唯一！）

con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 包含此约束的名字空间的OID

contype char   
c = 检查约束， f = 外键约束， p =
主键约束， u = 唯一约束， t = 约束
触发器， x = 排他约束

condeferrable bool   该约束是否能被延迟？

condeferred bool   该约束是否默认被延迟？

convalidated bool   此约束是否被验证过？当前对于外键
和检查约束只能是假

conrelid oid sys_class.oid 该约束所在的表，如果不是表约束则
为0

contypid oid sys_type.oid 该约束所在的域，如果不是域约束则
为0

conindid oid sys_class.oid
如果该约束是唯一、主键、外键或排
他约束，此列表示支持此约束的索
引，否则为0

confrelid oid sys_class.oid 如果此约束是一个外键约束，此列为
被引用的表，否则为0

confupdtype char   
外键更新动作代码： a = 无动作， r
= 限制， c = 级联， n = 置空， d =
置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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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deltype char   
外键删除动作代码： a = 无动作， r
= 限制， c = 级联， n = 置空， d =
置为默认值

confmatchtype char   外键匹配类型： f = 完全， p = 部
分， s = 简单

conislocal bool   此约束是定义在关系本地。注意一个
约束可以同时是本地定义和继承。

coninhcount int4   此约束的直接继承祖先数目。一个此
列非零的约束不能被删除或重命名。

connoinherit bool   为真表示此约束被定义在关系本地。
它是一个不可继承约束。

conkey int2[] sys_attribute.attnum
如果是一个表约束（包括外键但不包
括约束触发器），此列是被约束列的
列表

confkey int2[] sys_attribute.attnum如果是一个外键，此列是被引用列的
列表

conpfeqop oid[] sys_operator.oid 如果是一个外键，此列是用于PK =
FK比较的等值操作符的列表

conppeqop oid[] sys_operator.oid 如果是一个外键，此列是用于PK =
PK比较的等值操作符的列表

conffeqop oid[] sys_operator.oid 如果是一个外键，此列是用于FK =
FK比较的等值操作符的列表

conexclop oid[] sys_operator.oid 如果是一个排他约束，此列是没列排
他操作符的列表

conbin sys_node_tree   如果是一个检查约束，此列是表达式
的一个内部表示

consrc text   如果是一个检查约束，此列是表达式
的一个人类可读的表示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在一个排他约束的情况中， conkey只对约束元素是单一列引用时有用。对于其他情
况，conkey为0且必须查阅相关索引来发现被约束的表达式（conkey因此
和sys_index.indkey具有相同的内容）。

注意注意: 当被引用对象改变时，consrc不能被更新。例如，它不跟踪列的重命名。最
好使用sys_get_constraintdef()来抽取一个检查约束的定义，而不是依赖这个
域。

注意注意: sys_class.relchecks需要和每个关系在此目录中的检查约束数量保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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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conversion
名称名称

        sys_conversion  --  编码转换信息

描述描述

         目录sys_conversion描述编码转换过程。更多信息参见CREATE CONVERSION。

        表表1-13. sys_conversion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
会显示）

conname name   转换的名字（在一个名字空间内唯一）

con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包含此转换的名字空间的OID
conowner oid sys_authid.oid 转换的拥有者

conforencoding int4   源编码ID
contoencoding int4   目标编码ID
conproc regproc sys_proc.oid 转换过程

condefault bool   如果这是默认转换则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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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database
名称名称

        sys_database  --  本数据库集簇中的数据库

描述描述

         目录sys_database存储有关可用数据库的信息。数据库通过CREATE DATABASE命令创
建。

         和大部分系统目录不同，sys_database是在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的：在一个集簇
中只有一份sys_database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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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1-14. sys_database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
显示）

datname name   数据库名字

datdba oid sys_authid.oid 数据库的拥有者，通常是创建它的用户

encoding int4   
此数据库的字符编码的编号
（sys_encoding_to_char()可将此编号转换
成编码的名字）

datcollate name   此数据库的LC_COLLATE
datctype name   此数据库的LC_CTYPE

datistemplate bool   

如果为真，则此数据库可被任何具
有CREATEDB特权的用户克隆；如果为假，则
只有 超级用户或者该数据库的属主能够克
隆它。

datallowconn bool   如果为假则没有人能连接到这个数据库。这
可以用来保护template0数据库不被修改。

datconnlimit int4   设置能够连接到这个数据库的最大并发连接
数。-1表示没有限制。

datlastsysoid oid   数据库中最后一个系统OID，对sys_dump特
别有用

datfrozenxid xid   

在此之前的所有事务ID在数据库中已经被替
换为一个永久的（"冻结的") 事务ID。这用
于跟踪数据库是否需要被清理，以便组织事
务ID回环或者允许sys_clog被收缩。它是此
数据库中所有表
的sys_class.relfrozenxid值的最小值。

datminmxid xid   

在此之前的所有多事务ID在数据库中已经被
替换为一个事务ID。这用于跟踪数据库是否
需要被 清理，以便组织事务ID回环或者允
许sys_multixact被收缩。它是此数据库中
所有表的sys_class.relminmxid值的最小
值。

dattablespace oid sys_tablespace.oid
此数据库的默认表空间。在此数据库中，所
有sys_class.reltablespace为0的表都将被
存储在这个表空间中，尤其是非共享系统目
录都会在其中。

datacl aclitem[]   访问权限，更多信息参见 GRANT和
RE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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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db_role_setting
名称名称

        sys_db_role_setting  --  每个角色和每个数据库的设置

描述描述

         目录 sys_db_role_setting为每一个角色和数据库组合记录被设置到运行时配置变量的默
认值。

         和大部分系统目录不同，sys_db_role_setting是在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的：在一
个集簇中只有一份sys_db_role_setting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

        表表1-15. sys_db_role_setting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setdatabase oid sys_database.oid此设置可用的数据库OID，如果不与具体数据
库相关则为0

setrole oid sys_authid.oid 此设置可用的角色OID，如果不与具体角色相
关则为0

setconfig text[]   运行时配置变量的默认值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177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sys_default_acl
名称名称

        sys_default_acl  --  对象类型的默认权限

描述描述

         目录sys_default_acl存储要被分配给新创建对象的初始权限。

        表表1-16. sys_default_acl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
会显示）

defaclrole oid sys_authid.oid 与此项相关的角色的OID

defacl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与此项相关的名字空间的OID，如果没有
则为0

defaclobjtype char   此项适合的对象类型： r = 关系（表、视
图）， S = 序列， f = 函数， T = 类型

defaclacl aclitem[]   此类对象在创建时应用有的访问权限

         一个sys_default_acl项展示了要分配给属于一个指定用户的对象的初始权限。当前有两
类项：defaclnamespace = 0的"全局"项和引用一个特殊模式的"每模式"项。如果一个全局项存
在，则它重载该对象类型的普通hard-wired默认权限。一个每模式项如果存在，表示权限将被
加入到全局或hard-wired默认权限中。

         注意当在另一个表中的一个ACL项为空时，它用来表示其对象的hard-wired默认权限，而
不是当时可能在sys_default_acl中的任何权限。只有在对象创建期间才会查
阅sys_default_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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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depend
名称名称

        sys_depend  --  数据库对象间的依赖

描述描述

        目录sys_depend记录数据库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这些信息允许DROP命令查找必须被DROP
CASCADE删除的其他对象，或者在DROP RESTRICT情况下阻止删除。

         另请参阅sys_shdepend，它对在一个数据库集簇中共享的对象之间的依赖提供了相似的
功能。

        表表1-17. sys_depend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类
型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classid oid sys_class.oid依赖对象所在的系统目录OID

objid oid any OID
column 指定依赖对象的OID

objsubid int4   对于一个表列，这里是列号（objid和classid指表本
身）。对于所有其他对象类型，此列为0。

refclassid oid sys_class.oid被引用对象所在的系统目录的OID

refobjid oid any OID
column 指定被引用对象的OID

refobjsubid int4   对于一个表列，这里是列号（refobjid和refclassid指表
本身）。对于所有其他对象类型，此列为0。

deptype char   定义此依赖关系语义的一个代码，见文本

        在所有情况下，一个sys_depend项表明被引用对象不能在没有删除其依赖对象的情况下被
删除。但是，其中也有多种依赖类型，由deptype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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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CY_NORMAL (n)

在独立创建的对象之间的一个普通关系。依赖对象可以在不影响被依赖对象的情况下被

删除。被引用对象只能通过指定CASCADE被删除，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对象也会被删除。
例子：一个表列对于其数据类型有一个普通依赖。

DEPENDENCY_AUTO (a)

依赖对象可以被独立于被依赖对象删除，且应该在被引用对象被删除时自动被删除（不

管在RESTRICT或CASCADE模式）。例子：一个表上的一个命名约束应该被设置为自动依赖
于表，这样在表被删除后它也会消失。

DEPENDENCY_INTERNAL (i)

依赖对象作为被引用对象创建过程的一部分被创建，并且只是其内部实现的一部分。一

个依赖对象的DROP会被直接拒绝（作为替代，我们将告诉用户发出一个针对被引用对象
的DROP）。不管是否指定CASCADE，一个被引用对象的DROP将被传播来删除其依赖对象。
例子：一个用于强制外键约束的触发器将被设置为内部依赖于其约束

的sys_constraint项。

DEPENDENCY_EXTENSION (e)

依赖对象是作为扩展的被引用对象的一个成员（参见sys_extension）。依赖对象可以通
过被引用对象上的DROP EXTENSION来删除。在功能上，这种依赖类型和一个内部依赖的
作用相同，其存在只是为了清晰和简化sys_dump。

DEPENDENCY_AUTO_EXTENSION (x)

依赖对象不是作为被引用对象的扩展的成员（因此不应该被 sys_dump 忽略），但是没
有被引用对象又无法工作，所以当扩展本身被删除时也应该把该依赖对象删除。该依赖

对象也可以自己被删除。

DEPENDENCY_PIN (p)

没有依赖对象，这种类型的项是一个信号，用于说明系统本身依赖于被引用对象，并且

该对象永远不能被删除。这种类型的项只能被initdb创建。而此种项的依赖对象的列都
为0。

         在未来可能会需要其他依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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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description
名称名称

        sys_description  --  数据库对象上的描述或注释

描述描述

        目录sys_description存储对每一个数据库对象可选的描述。描述可以通过COMMENT操
作，并可使用ksql的\d命令查看。在sys_description的初始内容中提供了很多内建系统对象
的描述。

         参见sys_shdescription，其在一个数据库集簇中共享的对象的描述提供了相似的功能。

        表表1-18. sys_description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类
型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bjoid oid any OID
column 描述所属对象的OID

classoid oid sys_class.oid对象所述的系统目录的OID

objsubid int4   
对于一个表列上的一个注释，这里是列号
（objoid和classoid指表本身）。对所有其他对象类型，
此列为0。

description text   作为该对象描述的任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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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enum
名称名称

        sys_enum  --  枚举标签和值定义

描述描述

         sys_enum目录包含每一个枚举类型的项，其中包括了值和标签。一个给定枚举值的内部
表示实际上是它在sys_enum中的相关行的OID。

        表表1-19. sys_enum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
示）

enumtypid oid sys_type.oid包含此枚举值的sys_type项的OID
enumsortorder float4   此枚举值在其枚举类型中的排序位置

enumlabel name   此枚举值的文本标签

         sys_enum行的OID值遵循一种特殊的规则：即OID的数值被保证按照其枚举类型的排序顺
序进行排序。即如果两个偶数OID属于同一枚举类型，较小的OID必然具有较小
的enumsortorder值。奇数OID值不需要遵循排序顺序。这种规则使得枚举比较例程在很多常
见情况下可以避免系统目录查找。创建和修改枚举类型的例程将尝试尽可能地为枚举值分配偶

数OID。

         当一个枚举类型被创建后，其成员会被分配排序位置1..n。但后面增加的成员可能会被分
配负值或者分数值的enumsortorder。对于这些值的唯一要求是它们必须被正确地排序且保持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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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event_trigger
名称名称

        sys_event_trigger  --  事件触发器

描述描述

         目录sys_event_trigger存储事件触发器。更多信息参见KingbaseES V8R3《开发手
册》II. 客户端编程-“事件触发器”。

        表表1-20. sys_event_trigger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evtname name   触发器名（必须唯一）

evtevent name   此触发器触发的事件的标识符

evtowner oid sys_authid.oid事件触发器的拥有者
evtfoid oid sys_proc.oid 将被调用的函数

evtenabled char   

控制事件触发器触发的session_replication_role模式。
O = 触发器在"origin"和"local"模式触发， D = 触发器被
禁用， R = 触发器在"replica"模式触发， A = 触发器总
是触发。

evttags text[]   此触发器将触发的命令标签。如果为空，此触发器的触
发不受命令标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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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extension
名称名称

        sys_extension  --  已安装扩展

描述描述

         目录sys_extension存储有关已安装扩展的信息。

        表表1-21. sys_extension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
示）

extname name   扩展的名字

extowner oid sys_authid.oid 扩展的拥有者

ext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包含此扩展的导出对象的模式
extrelocatable bool   如果扩展可被重定位到另一个模式则为真

extversion text   扩展的版本名字

extconfig oid[] sys_class.oid 扩展的配置表的regclass项的OID数组，如果
没有配置表则为NULL

extcondition text[]   扩展的配置表的WHERE子句过滤条件的数组，如
果没有则为NULL

         注意和大部分具有一个"namespace"列的模式不同，extnamespace不是用来表示扩展属
于该模式。扩展的名字从不用模式进行限定。extnamespace表明该模式包含了该扩展的大部分
或全部对象。如果extrelocatable为真，则该模式事实上必须包含属于此扩展的全部模式限定
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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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foreign_data_wrapper
名称名称

        sys_foreign_data_wrapper  --  外部数据包装器定义

描述描述

        目录sys_foreign_data_wrapper存储外部数据包装器定义。外部数据包装器是一种访问位
于外部服务器上数据的机制。

        表表1-22. sys_foreign_data_wrapper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
示）

fdwname name   外部数据包装器的名字

fdwowner oid sys_authid.oid外部数据包装器的拥有者

fdwhandler oid sys_proc.oid 指一个负责为外部数据包装器提供执行例程的处
理函数。如果没有提供处理函数则为0

fdwvalidator oid sys_proc.oid
指一个负责检查传给外部数据包装器的选项的有
效性的验证函数，包括外部服务器选项以及使用
外部数据包装器的用户映射。如果没有提供验证
函数则为0

fdwacl aclitem[]   访问权限，详见GRANT和REVOKE

fdwoptions text[]   外部数据包装器特定选项，以"keyword=value"字
符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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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foreign_server
名称名称

        sys_foreign_server  --  外部服务器定义

描述描述

         目录sys_foreign_server存储外部服务器定义。外部服务器定义了外部数据的来源，例
如一个远程服务器。外部服务器通过外部数据包装器来访问。

        表表1-23. sys_foreign_server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
选择才会显示）

srvname name   外部服务器的名字

srvowner oid sys_authid.oid 外部服务器的拥有者

srvfdw oid sys_foreign_data_wrapper.oid此外部服务器的外部数据包装器的
OID

srvtype text   服务器的类型（可选）

srvversion text   服务器的版本（可选）

srvacl aclitem[]   访问权限，详见GRANT和REVOKE

srvoptions text[]   外部服务器特定选项，
以"keyword=value"字符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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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foreign_table
名称名称

        sys_foreign_table  --  外部表信息

描述描述

         目录sys_foreign_table包含关于外部表的辅助信息。一个外部表和普通表一样，主要由
一个sys_class项表示。它的sys_foreign_table项包含外部表所特有的信息。

        表表1-24. sys_foreign_table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ftrelid oid sys_class.oid 外部表的sys_class项的OID
ftserver oid sys_foreign_server.oid外部表所在的外部服务器的OID

ftoptions text[]   外部表选项，以"keyword=value"字符串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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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index
名称名称

        sys_index  --  索引信息

描述描述

         目录sys_index包含关于索引的部分信息。其他信息大部分在sys_clas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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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1-25. sys_index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indexrelid oid 此索引的sys_class项的OID
indrelid oid 此索引的基表的sys_class项的OID
indnatts int2 索引中的列数（与sys_class.relnatts重复）
indisunique bool 表示是否为唯一索引

indisprimary bool 表示索引是否表示表的主键（如果此列为
真，indisunique也总是为真）

indisexclusion bool 表示索引是否支持一个排他约束

indimmediate bool 表示唯一性检查是否在插入时立即被执行（如
果indisunique为假，此列无关）

indisclustered bool 如果为真，表示表最后以此索引进行了聚簇

indisvalid bool
如果为真，此索引当前可以用于查询。为假表示此索引可
能不完整：它肯定还在被INSERT/UPDATE操作所修改，但它
不能安全地被用于查询。如果索引是唯一索引，唯一性属
性也不能被保证。

indcheckxmin bool
如果为真，直到此sys_index行的xmin低于查询
的TransactionXmin视界之前，查询都不能使用此索引，因
为表可能包含具有它们可见的不相容行的损坏HOT链

indisready bool 如果为真，表示此索引当前可以用于插入。为假表示索引
必须被INSERT/UPDATE操作忽略。

indislive bool 如果为假，索引正处于被删除过程中，并且必须被所有处
理忽略（包括HOT安全的决策）

indisreplident bool 如果为真，这个索引被选择为使用ALTER TABLE ...
REPLICA IDENTITY USING INDEX ...的"replica identity"

indkey int2vector
这是一个indnatts值的数组，它表示了此索引索引的表
列。例如一个1 3值可能表示表的第一和第三列组成了索引
的键。数组中的一个0表示对应的索引属性是一个在表列上
的表达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列引用。

indcollation oidvector 对于索引键中的每一列，这里包含了用于该索引的排序规
则的OID。

indclass oidvector 对于索引键中的每一列，这里包含了要使用的操作符类的
OID。详见sys_opclass。

indoption int2vector 这是一个indnatts值的数组，用于存储每列的标志位。位
的意义由索引的访问方法定义。

indexprs sys_node_tree
非简单列引用索引属性的表达式树（以nodeToString()形
式）。对于indkey中每一个为0的项，这个列表中都有一个
元素。如果所有的索引属性都是简单引用，此列为空。

indpred sys_node_tree部分索引谓词的表达式树（以nodeToString()形式）。如
果不是部分索引，此列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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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inherits
名称名称

        sys_inherits  --  表继承层次

描述描述

         目录sys_inherits记录有关表继承层次的信息。数据库中每一个直接子表在这里都有一
项（非直接继承可以通过顺着项构成的链来决定）。

        表表1-26. sys_inherit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类
型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inhrelid oid sys_class.oid子表的OID
inhparent oid sys_class.oid父表的OID

inhseqno int4   如果一个子表有多于一个直接父表（多继承），这个数字说
明了继承列被排列的顺序。计数从1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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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init_privs
名称名称

        sys_init_privs  --  对象初始特权

描述描述

         目录sys_init_privs记录系统中对象的初始特权。数据库中每一个具有非默认（非-
NULL）初始特权集合的对象都有一个条目在其中。

         对象可以在系统初始化（initdb）时获得其初始特权，也可以在CREATE EXTENSION期间创
建该对象并且在扩展脚本中用GRANT来设置对象的初始特权。注意系统将自动处理扩展脚本执
行期间对特权的记录，扩展的作者们只需要在他们的脚本中使用GRANT以及REVOKE语句以便特
权被记录下来。privtype列表示初始特权是被initdb设置还是在一次CREATE EXTENSION命令期
间被设置。

         具有被initdb设置的初始特权的对象的条目中privtype是'i'，而具有被CREATE
EXTENSION设置的初始特权的对象的条目中privtype为'e'。

        表表1-27. sys_init_privs列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bjoid oid 任何 OID 列 指定对象的 OID
classoid oid sys_class.oid对象所在的系统目录的 OID

objsubid int4   对于一个表列，这里是列编号（objoid和classoid指
向表本身）。对于所有其他对象类型，这列为零。

privtype char   定义这个对象初始特权类型的代码，见文字说明

initprivs aclitem[]   初始的访问特权，详见GRANT和REVOKE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192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sys_language
名称名称

        sys_language  --  编写函数的语言

描述描述

         目录sys_language注册了可用于编写函数或存储过程的语言。 更多关于语言处理器的信
息请参阅CREATE LANGUAGE

        表表1-28. sys_language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
示）

lanname name   语言的名字

lanowner oid sys_authid.oid语言的拥有者

lanispl bool   

内部语言为假（如SQL），用户定义语言为真。
当前，sys_dump仍然使用这个列来决定要转储
哪些语言，但在未来这可能会被一种不同的机制
所取代。

lanpltrusted bool   
为真表示这是一种可信的语言，即它被相信不会
向普通SQL执行环境之外的任何东西授予权限。
只有超级用户可以在非可信语言中创建函数。

lanplcallfoid oid sys_proc.oid 对于非内部语言，此列引用语言处理器，它是一
个特殊函数负责执行所有用这种语言编写的函数

laninline oid sys_proc.oid 此列引用一个负责执行"内联"匿名代码块的函数
（DO 块）。如果不支持内联块则为0。

lanvalidator oid sys_proc.oid
此列引用一个负责在函数创建时对其进行语法和
可用性检查的语言验证函数。如果没有提供验证
器则为0。

lanacl aclitem[]   访问权限，详情参见GRANT和RE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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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largeobject
名称名称

        sys_largeobject  --  大对象的数据页

描述描述

         目录sys_largeobject保存构成"大对象"的数据。一个大对象在被创建时会被分配一个
OID。每个大对象被分解成段或"页"，以便小到可以被方便地作为行存储
在sys_largeobject中。每页中的数据量被定义为LOBLKSIZE（目前是BLCKSZ/4或是2kB）。

         在KingbaseES V8R2之前，大对象没有相关的权限结构。作为结果，sys_largeobject是
公共可读的并且可以用来获得系统中所有大对象的OID（和内容）。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可使
用sys_largeobject_metadata来获得大对象OID的列表。

        表表1-29. sys_largeobject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loid oid sys_largeobject_metadata.oid包含此页的大对象的标识符
pageno int4   此页在它所属大对象中的页号（从0开始计）

data bytea   实际存储在大对象中的数据。它从不会超
过LOBLKSIZE字节，也可能更少。

         sys_largeobject的每一行保存一个大对象的一个页的数据，从对象内部的字节偏移量
（pageno * LOBLKSIZE）开始。现在的实现允许稀疏存储：页面可能丢失，并且可能
比LOBLKSIZE字节短（即便不是最后一页）。一个大对象中丢失的区域会被读出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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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largeobject_metadata
名称名称

        sys_largeobject_metadata  --  大对象的元数据

描述描述

         目录sys_largeobject_metadata保持着与大对象有关的元数据。真正的大对象数据被存
储在sys_largeobject中。

        表表1-30. sys_largeobject_metadata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
示）

lomowner oid sys_authid.oid大对象的拥有者
lomacl aclitem[]   访问权限，详见GRANT和RE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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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namespace
名称名称

        sys_namespace  --  模式

描述描述

         目录sys_namespace存储名字空间。名字空间是SQL模式之下的结构：每个名字空间拥有
一个独立的表、类型等的集合，且其中没有名字冲突。

        表表1-31. sys_namespace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
示）

nspname name   名字空间的名字

nspowner oid sys_authid.oid名字空间的拥有者
nspacl aclitem[]   访问权限，详见GRANT和RE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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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opclass
名称名称

        sys_opclass  --  访问方法操作符类

描述描述

        目录sys_opclass定义索引访问方法的操作符类。每一个操作符类定义了一种特定数据类
型和一种特定索引访问方法的索引列的语义。一个操作符类实际上指定了一个特定的操作符族

可以用于一个特定可索引列数据类型。该族中可用于索引列的操作符能够接受该列的数据类型

作为它们的左输入。

        表表1-32. sys_opclas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
示）

opcmethod oid sys_am.oid 操作符类所属的索引访问方法

opcname name   操作符类的名称

opc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操作符类所属的名字空间
opcowner oid sys_authid.oid 操作符类的拥有者

opcfamily oid sys_opfamily.oid 包含此操作符类的操作符族
opcintype oid sys_type.oid 操作符类索引的数据类型

opcdefault bool   如果此操作符类为opcintype的默认值则为真

opckeytype oid sys_type.oid 存储在索引中的数据的类型，如果值为0表示
与opcintype相同

         一个操作符类的opcmethod必须匹配包含它的操作符族的opfmethod。而且，对于任何给
定的opcmethod和opcintype组合，只有不超过一个sys_opclass行的opcdefault值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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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operator
名称名称

        sys_operator  --  操作符

描述描述

        目录sys_operator存储关于操作符的信息。详见CREATE OPERATOR。

        表表1-33. sys_operator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
显示）

oprname name   操作符的名称

opr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操作符所属的名字空间的OID
oprowner oid sys_authid.oid 操作符的拥有者

oprkind char   b = 中缀 ("并"), l = 前缀 ("左"), r = 后缀 ("右")
oprcanmerge bool   该操作符是否支持归并连接

oprcanhash bool   该操作符是否支持哈希连接

oprleft oid sys_type.oid 左操作数类型

oprright oid sys_type.oid 右操作数类型

oprresult oid sys_type.oid 结果类型

oprcom oid sys_operator.oid 该操作符的交换子（如果存在）
oprnegate oid sys_operator.oid 该操作符的否定（如果存在）
oprcode regproc sys_proc.oid 实现该操作符的函数

oprrest regproc sys_proc.oid 该操作符的限制选择度估算函数

oprjoin regproc sys_proc.oid 该操作符的连接选择度估算函数

         未用的列包含零值。例如，一个前缀操作符的oprleft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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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opfamily
名称名称

        sys_opfamily  --  访问方法操作符族

描述描述

         目录sys_opfamily定义了操作符族。每一个操作符族是操作符和相关支持例程的集合，
支持例程用于实现一个特定索引访问方法的语义。此外，按照访问方法指定的某种方式，一个

族内的操作符都是"兼容的"。操作符族概念允许在索引中使用跨数据类型操作符，并可以使用
访问方法语义的知识推导出。

        表表1-34. sys_opfamily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
示）

opfmethod oid sys_am.oid 操作符族适用的索引访问方法

opfname name   操作符族的名字

opf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操作符族所属的名字空间
opfowner oid sys_authid.oid 操作符族的拥有者

        定义操作符族的主要信息不在它的sys_opfamily行，而是在相关
的sys_amop、sys_amproc和sys_opclass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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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pltemplate
名称名称

        sys_pltemplate  --  过程语言的模板数据

描述描述

         目录sys_pltemplate存储了过程语言的"模板"信息。一个语言的模板允许我们在一个特定
数据库中以一个简单的CREATE LANGUAGE命令创建语言，而不需要指定实现细节。

         和大部分系统目录不同，sys_pltemplate是在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的：在一个集
簇中只有一份sys_pltemplate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这使得在每个需要的数据库中都
可以访问该信息。

        表表1-35. sys_pltemplate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mplname name 该模板适用的语言名字

tmpltrusted boolean 如果语言被认为是可信的则为真

tmpldbacreate boolean 如果语言可以被一个数据库拥有者创建则
为真

tmplhandler text 调用处理函数的名字

tmplinline text 匿名阻塞处理函数的名字，如果没有则为
空

tmplvalidator text 验证函数的名字，如果没有则为空

tmpllibrary text 实现语言的共享库的路径

tmplacl aclitem[] 模板的访问权限（并未真正使用）

        目前任何命令都不能操纵过程语言模板。要改变内建信息，超级用户必须使用普通
的INSERT、DELETE或UPDATE命令修改该表。

注意注意: 在KingbaseES的某个未来版本的发布中，sys_pltemplate很有可能会被移
除，而这些关于过程语言的知识可能会保持在它们相应的扩展安装脚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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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policy
名称名称

        sys_policy  --  行安全策略

描述描述

         目录sys_policy存储着表的行级安全性策略。一个策略包括它适用于的命令种类（可能
适用于所有命令）、它适用于的角色、被作为安全屏障条件增加到包括该表的查询的表达式以

及被作为WITH CHECK选项增加到尝试向表增加新纪录的查询的表达式。

        表表1-36. sys_policy 列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polname name   策略的名称

polrelid oid sys_class.oid 策略适用的表

polcmd char   
策略适用的命令类型： r表示SELECT， a表
示INSERT， w表示UPDATE， d表示DELETE，
*表示所有命令类型

polroles oid[] sys_authid.oid策略适用的角色

polqual sys_node_tree   被作为安全屏障条件增加到使用该表的查询
的表达式树

polwithcheck sys_node_tree   被作为WITH CHECK 条件增加到尝试向表增
加行的查询的表达式树

注意注意: 存储在sys_policy中的策略只有在它们所适用的表的
sys_class.relrowsecurity被设置时才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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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proc
名称名称

        sys_proc  --  函数和过程

描述描述

         目录sys_proc存储关于函数（或过程）的信息。详见CREATE FUNCTION。

         该表也包含了聚集函数的数据。如果proisagg为真，在sys_aggregate中应该有一个相匹
配的行。

        表表1-37. sys_proc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
择才会显示）

proname name   函数的名字

pro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函数所属的名字空间的OID
proowner oid sys_authid.oid 函数的拥有者

prolang oid sys_language.oid 实现语言或该函数的调用接口

procost float4   

估计的执行代价
（以cpu_operator_cost为单位），如
果proretset为真，这是每行返回的代
价

prorows float4   估计的结果行数量（如果proretset为
假，该值为0）

provariadic oid sys_type.oid 可变数组参数的元素的数据类型，如
果函数没有可变参数则为0

protransform regproc sys_proc.oid 调用该函数时可以通过此列指定的函
数来简化（见）

proisagg bool   函数是否为一个聚集函数

proiswindow bool   函数是否为一个窗口函数

prosecdef bool   函数是一个安全性定义者（即，一
个"setuid"函数）

proleakproof bool   

该函数没有副作用。除了通过返回
值，没有关于参数的信息被传播。任
何会抛出基于其参数值的错误信息的
函数都不是泄露验证的。

proisstrict bool   

当任意调用函数为空时，函数是否会
返回空值。在那种情况下函数实际上
根本不会被调用。非"strict"函数必须
准备好处理空值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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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retset bool   函数是否返回一个集合（即，指定数
据类型的多个值）

provolatile char   

provolatile说明函数是仅仅只依赖于
它的输入参数，还是会被外部因素影
响。值i表示"不变的"函数，它对于相
同的输入总是输出相同的结果。值s表
示"稳定的"函数，它的结果（对于固
定输入）在一次扫描内不会变化。
值v表示"不稳定的"函数，它的结果在
任何时候都可能变化（使用v页表示函
数具有副作用，所以对它们的调用无
法得到优化）

proparallel char   

proparallel说明该函数在并行模式下
是否能安全地运行。对于能在并行模
式下不受限制安全运行的函数，这列
是s。对于可以在并行模式下运行但是
只限于由并行分组的领导者执行的函
数，这列是r。对于在并行模式中不安
全的函数，这列是u，这种函数的存在
会强制一个顺序执行计划。

pronargs int2   输入参数的个数

pronargdefaults int2   具有默认值的参数个数

prorettype oid sys_type.oid 返回值的数据类型

proargtypes oidvector sys_type.oid
一个函数参数的数据类型的数组。这
只包括输入参数
（含INOUT和VARIADIC参数），因此也
表现了函数的调用特征。

proallargtypes oid[] sys_type.oid

一个函数参数的数据类型的数组。这
包括所有参数（含OUT和INOUT参
数）。但是，如果所有参数都是IN参
数，这个域将为空。注意下标是从1开
始 ，然而由于历史原
因proargtypes的下标是从0开始。

proargmodes char[]   

一个函数参数的模式的数组。编码
为： i表示IN参数 ， o表示OUT参数，
b表示INOUT参数， v表示VARIADIC参
数， t表示TABLE参数。 如果所有的参
数都是IN参数，这个域为空。注意这
里的下标对应着proallargtypes而不
是proargtypes中的位置。

proargnames text[]   

一个函数参数的名字的数组。没有名
字的参数在数组中设置为空字符串。
如果没有一个参数有名字，这个域为
空。注意这里的下标对应
着proallargtypes而不
是proargtypes中的位置。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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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argdefaults sys_node_tree   

默认值的表达式树（按
照nodeToString()的表现方式）。这
是一个pronargdefaults元素的列表，
对应于最后N个input参数（即最
后N个proargtypes位置）。如果没有
一个参数具有默认值，这个域为空。

protrftypes oid[]   要在其上应用转换的数据类型的
OID。

prosrc text   

这个域告诉函数处理者如何调用该函
数。它可能是针对解释型语言的真实
源码、一个符号链接、一个文件名或
任何其他东西，这取决于实现语言/调
用规范。

probin text   关于如何调用函数的附加信息。其解
释是与语言相关的。

proconfig text[]   函数对于运行时配置变量的本地设置
值

proacl aclitem[]   访问权限，详见GRANT和REVOKE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对于编译好的函数（包括内建的和动态载入的），prosrc包含了函数的C语言名字（链接
符号）。对于所有其他已知的语言类型，prosrc包含函数的源码文本。除了对于动态载入的C
函数之外，probin是不被使用的。对于动态载入的C函数，它给定了包含该函数的共享库文件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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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range
名称名称

        sys_range  --  范围类型的信息

描述描述

         目录sys_range存储关于范围类型的信息。它是类型在sys_type中项的补充。

        表表1-38. sys_range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rngtypid oid sys_type.oid 范围类型的OID
rngsubtype oid sys_type.oid 该范围类型的元素类型（子类型）的OID

rngcollation oid sys_collation.oid用于范围比较的排序规则的OID，如果没有则
为0

rngsubopc oid sys_opclass.oid 用于范围比较的子类型的操作符类的OID

rngcanonical regproc sys_proc.oid 将一个范围值转换为规范形式的函数的OID，
如果没有则为0

rngsubdiff regproc sys_proc.oid 以双精度返回两个元素值不同的函数的OID，
如果没有则为0

         rngsubopc （加上rngcollation，如果元素类型是可排序的）决定了被该范围类型所使用
的排序顺序。rngcanonical用于离散类型的元素类型。rngsubdiff是可选的，但是提供它可以
提高范围类型上的GiST索引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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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replication_origin
名称名称

        sys_replication_origin  --  已注册的复制源

描述描述

        sys_replication_origin目录包含所有已创建的复制源。

        表表1-39. sys_replication_origin 列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roident Oid   一个集簇范围内唯一的复制源标识符。应该绝不会脱离
系统。

roname text   外部的由用户定义的复制源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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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rewrite
名称名称

        sys_rewrite  --  查询重写规则

描述描述

         目录sys_rewrite存储对于表和视图的重写规则。

        表表1-40. sys_rewrite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
示）

rulename name   规则名称

ev_class oid sys_class.oid使用该规则的表

ev_type char   使用该规则的事件类型：1 = SELECT，2 =
UPDATE，3 = INSERT，4 = DELETE

ev_enabled char   

控制在哪种session_replication_role模式中触发
该规则。 O = 规则在"origin"和"local"模式触发，
D = 规则被禁用， R = 规则在"replica"模式触发，
A = 规则总是被触发。

is_instead bool   为真表示是一个INSTEAD规则

ev_qual sys_node_tree   规则条件的表达式树（按照nodeToString()的表
现形式）

ev_action sys_node_tree   规则动作的查询树（按照nodeToString()的表现
形式）

注意注意: 如果一个表在此目录中有任何规则，sys_class.relhasrules必须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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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seclabel
名称名称

        sys_seclabel  --  数据库对象上的安全标签

描述描述

         目录sys_seclabel存储数据库对象上的安全标签。安全标签可以通过SECURITY
LABEL命令操纵。简单的查看安全标签方法请见sys_seclabels。

        同时请见sys_shseclabel，它对集簇共享的数据库对象的安全标签执行相似的功能。

        表表1-41. sys_seclabel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类
型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bjoid oid any OID
column 该安全标签依附的对象的OID

classoid oid sys_class.oid该对象所出现的系统目录的OID

objsubid int4   
对于一个在表列上的安全标签，这将是列号
（objoid和classoid指表本身）。对于所有其他对象类型，
本列为0。

provider text   与该标签相关的标签提供者。

label text   应用于该对象的安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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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shdepend
名称名称

        sys_shdepend  --  共享对象上的依赖

描述描述

        目录sys_shdepend记录数据库对象和共享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例如角色。这些信息使
得KingbaseES可以确保对象在被删除时没有被其他对象引用。

         另请参阅sys_depend，它对单个数据库中对象之间的依赖提供了相似的功能。

         与大部分其他系统目录不同，sys_shdepend在整个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在每一
个集簇中只有一个sys_shdepend的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

        表表1-42. sys_shdepend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dbid oid sys_database.oid依赖者对象所在的数据库OID，如果是一个共享
对象则值为0

classid oid sys_class.oid 依赖者对象所在的系统目录的OID
objid oid 任意OID列 依赖者对象的OID

objsubid int4   
对于一个表列，这将是列号（objid和classid指
向表本身）。对于所有其他对象类型，该列值为
0。

refclassid oid sys_class.oid 被引用对象所在的系统目录的OID（必须是一个
共享的目录）

refobjid oid 任意OID列 被引用对象的OID

deptype char   定义该依赖关系的特定语义的代码，见表后的说
明

         在所有情况下，一个sys_shdepend项表明被引用对象不能在没有删除其依赖对象的情况
下被删除。但是，其中也有多种依赖类型，由deptype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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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_DEPENDENCY_OWNER (o)

被引用对象（必须是一个角色）是依赖对象的拥有者。

SHARED_DEPENDENCY_ACL (a)

被引用对象（必须是一个角色）在依赖对象的ACL（访问控制列表，即权限列表）中被
提到。 (不会为对象的拥有者创建一个SHARED_DEPENDENCY_ACL项，因为拥有者将会有一
个SHARED_DEPENDENCY_OWNER项。）

SHARED_DEPENDENCY_POLICY (r)

作为一个依赖策略对象的目标被引用的对象（必须是一个角色）。

SHARED_DEPENDENCY_PIN (p)

没有依赖对象，这种类型的项是一个信号，用来指示系统本身依赖于被引用对象，并且

因此该对象必须永远不能被删除。这种类型的项只能被initdb创建。这种项中关于依赖
对象的列值都为0。

         未来可能会需要其他的依赖类型。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当前定义中只支持角色作为被引用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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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shdescription
名称名称

        sys_shdescription  --  共享对象上的注释

描述描述

         目录sys_shdescription存储共享数据库对象的可选描述（注释）。描述可以通
过COMMENT命令操作，并且可以使用ksql的\d命令来查看。

         另请参阅sys_description，它对单个数据库中对象之间的依赖提供了相似的功能。

         与大部分其他系统目录不同，sys_shdescription在整个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在
每一个集簇中只有一个sys_shdescription的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

        表表1-43. sys_shdescription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bjoid oid 任意OID列 该描述所属的对象的OID
classoid oid sys_class.oid该对象所在系统目录的OID
description text   作为该对象描述的任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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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shseclabel
名称名称

        sys_shseclabel  --  共享数据库对象上的安全标签

描述描述

         目录sys_shseclabel存储共享数据库对象上的安全标签。安全标签可以通过SECURITY
LABEL命令操纵。更简单的查看安全标签的方式请见sys_seclabels。

         另请参阅sys_seclabel，它对单个数据库中对象的安全标签提供了相似的功能。

         与大部分其他系统目录不同，sys_shseclabel在整个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在每
一个集簇中只有一个sys_shseclabel的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

        表表1-44. sys_shseclabel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bjoid oid 任意OID列 该安全标签所属对象的OID
classoid oid sys_class.oid对象所属系统目录的OID
provider text   与此标签关联的标签提供者

label text   应用到该对象的安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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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statistic
名称名称

        sys_statistic  --  规划器统计

描述描述

         目录sys_statistic存储有关数据库内容的统计数据。其中的项由ANALYZE创建，查询
规划器会使用这些数据来进行查询规划。注意所有的统计数据天然就是近似的，即使它刚刚被

更新。

         通常对于数据表中一个已经被 ANALYZE 过的列，在本目录中会存在一个stainherit =
false的项。如果该列所在的表具有后代（即有其他表继承该表），对于该列还会创建第二
个stainherit = true的项。stainherit = true的项表示列在整个继承树上的统计数据，即通
过SELECT column FROM table*看到的数据的统计，而stainherit = false的项表示对SELECT
column FROM ONLY table的结果的统计。

         sys_statistic也存储关于索引表达式值的统计数据，就好像它们是真正的数据列，但在
这种情况中starelid指索引。对一个普通非表达式索引列不会创建项，因为它将是底层表列的
项的冗余。当前，索引表达式的项都具有stainherit = false。

         因为不同类型的统计信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数据， sys_statistic 被设计成不太在意自
己存储的是什么类型的统计。 只有极为常用的统计信息（比如NULL的含量）才
在sys_statistic里给予专用的字段。 其它所有东西都存储在"槽位"中，而槽位是一组相关的
列， 它们的内容用槽位中的一个列里的代码表示。 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
src/include/catalogs/sys_statistic.h。

         sys_statistic不应该是公共可读的，因为即使是一个表内容的统计性信息也可能被认为
是敏感的（例子：一个薪水列的最大和最小值可能是非常有趣

的）。sys_stats是sys_statistic上的一个公共可读的视图，它只会显示出当前用户可读的表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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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1-45. sys_statistic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starelid oid sys_class.oid 被描述列所属的表或索引

staattnum int2 sys_attribute.attnum被描述列的编号

stainherit bool   如果为真，统计包含了继承后代的列而不仅
仅是指定关系的列

stanullfrac float4   列的项为空的比例

stawidth int4   非空项的平均存储宽度，以字节计

stadistinct float4   

列中非空唯一值的数目。一个大于零的值是
唯一值的真正数目。一个小于零的值是表中
行数的乘数的负值；例如，对于一个 80% 的
值为非空且每个非空值平均出现两次的列，
可以表示为stadistinct = -0.4。一个0值表
示唯一值的数目未知。

stakindN int2   一个代码，它表示存储在该sys_statistic行
中第N个"槽位"的统计类型。

staopN oid sys_operator.oid
一个用于生成这些存储在第N个"槽位"的统计
信息的操作符。 比如，一个柱面图槽位会
用<操作符，该操作符定义了该数据的排序顺
序。

stanumbersN float4[]   第N个"槽位"的类型的数值类型统计， 如果该
槽位不涉及数值类型则为NULL

stavaluesN anyarray   

第N个"槽位"的类型的列值，如果该槽位类型
不存储任何数据值则为 NULL。 每个数组的
元素值实际上都是指定列的数据类型或者是
一个相关类型（如数组元素类型）， 因此，
除了把这些列的类型定义成anyarray之外别
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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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ablespace
名称名称

        sys_tablespace  --  本数据库集簇内的表空间

描述描述

         目录sys_tablespace存储关于可用表空间的信息。表可以被放置在特定表空间中以实现
磁盘布局的管理。

         与大部分其他系统目录不同，sys_tablespace在整个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在每
一个集簇中只有一个sys_tablespace的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

        表表1-46. sys_tablespace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
示）

spcname name   表空间名

spcowner oid sys_authid.oid表空间的拥有者，通常是创建它的用户
spcacl aclitem[]   访问权限，详见GRANT和REVOKE

spcoptions text[]   表空间级别的选项，形如"keyword=value"的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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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ransform
名称名称

        sys_transform  --  转换（将数据类型转换为过程语言需要的形式）

描述描述

         目录sys_transform存储有关转换的信息，转换是一种让数据类型适应过程语言的机制。
详见CREATE TRANSFORM。

        表表1-47. sys_transform 列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trftype oid sys_type.oid 这个转换所针对的数据类型的 OID
trflang oid sys_language.oid这个转换所针对的语言的 OID

trffromsql regproc sys_proc.oid
一个函数的 OID，该函数用来将数据类型转换为过
程语言的输入（例如 函数参数）。如果不支持这种
操作，这里存储零。

trftosql regproc sys_proc.oid
一个函数的 OID，该函数被用来转换过程语言的输
出（例如返回值）为 该数据类型。如果不支持这种
操作，这里存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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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rigger
名称名称

        sys_trigger  --  触发器

描述描述

         目录sys_trigger存储表和视图上的触发器。详见CREATE TRIGGER。

        表表1-48. sys_trigger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示）

tgrelid oid sys_class
.oid 触发器所在的表

tgname name   触发器名（在同一个表的触发器中必须唯一）

tgfoid oid sys_proc.
oid 要被触发器调用的函数

tgtype int2   触发器触发条件的位掩码

tgenabled char   

控制触发器在session_replication_role模式中的触发。 O
= 触发器在"origin"和"local"模式触发， D = 触发器被禁
用， R = 触发器在"replica"模式触发， A = 触发器总是触
发。

tgisinter
nal bool   为真表示触发器是内部生成的（通常是为了强制由tgcon

straint指定的约束）
tgconstrr
elid oid sys_class

.oid 被一个引用完整性约束引用的表

tgconstri
ndid oid sys_class

.oid
支持一个唯一、主键、引用完整性约束或者排除约束的
索引

tgconstra
int oid sys_const

raint.oid 可能存在的与触发器相关的sys_constraint项
tgdeferra
ble bool   如果约束触发器可推迟则为真

tginitdef
erred bool   如果约束触发器初始可推迟则为真

tgnargs int2   传递给触发器函数的参数字符串个数

tgattr int2vecto
r

sys_attri
bute.attn
um

如果触发器是列限定的，这里存放列号；否则这是一个
空数组

tgargs bytea   传递给触发器的参数字符串，每一个都以NULL结尾

tgqual sys_node_
tree   触发器WHEN条件的表达式树（以nodeToString()的表现

形式），如果没有则为空

        当前，列限定触发器只被UPDATE事件支持，因此tgattr只用于这种事件类型。tgtype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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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包含用于其他事件类型的位，但其他事件类型是表范围的触发器且会忽略tgattr。

注意注意: 当tgconstraint非零
时，tgconstrrelid、tgconstrindid、tgdeferrable和tginitdeferred与被引用
的sys_constraint项有很大的冗余。但是，存在将一个不可延迟触发器关联到一
个可延迟约束的可能性：外键约束可以有一些可延迟和一些不可延迟触发器。

注意注意: 如果一个关系在本目录中拥有任何触发器，其sys_class.relhastriggers必
须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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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s_config
名称名称

        sys_ts_config  --  文本搜索配置

描述描述

         sys_ts_config目录包含表示文本搜索配置的选项。一个配置指定了一个特定的文本搜索
分析器和一个用于分析器输出记号的字典列表。分析器由sys_ts_config项展现，而记号到字
典的映射则由sys_ts_config_map中的辅助项定义。

         KingbaseES的文本搜索特性在《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全文搜
索”中有更详尽的描述。

        表表1-49. sys_ts_config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
示）

cfgname name   文本搜索配置名

cfg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包含该配置的名字空间的OID
cfgowner oid sys_authid.oid 配置的拥有者

cfgparser oid sys_ts_parser.oid该配置的文本搜索分析器的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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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s_config_map
名称名称

         sys_ts_config_map  --  文本搜索配置的记号映射

描述描述

         sys_ts_config_map目录包含的项展示了对于每一个文本搜索配置的每一种输出记号类
型，有哪些文本搜索字典可供查询以及以何种顺序。

         KingbaseES的文本搜索特性在《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全文搜
索”中有更详尽的描述。

        表表1-50. sys_ts_config_map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mapcfg oid sys_ts_config.oid拥有该映射项的sys_ts_config项的OID
maptokentype integer   一种由配置的分析器送出的记号类型

mapseqno integer   查询该项的顺序（mapseqno值小的优先）
mapdict oid sys_ts_dict.oid 查询的文本搜索字典的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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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s_dict
名称名称

         sys_ts_dict  --  文本搜索字典

描述描述

         sys_ts_dict目录包含定义文本搜索字典的项。一个字典依赖于一个文本搜索模板，它指
定了所有需要的函数实现，字典本身则为模板支持的用户可设置参数提供值。这种分工允许无

权限的用户创建字典。参数由一个文本串dictinitoption定义，其格式和意义随着模板而变
化。

         KingbaseES的文本搜索特性在《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全文搜
索”中有更详尽的描述。

        表表  1-51. sys_ts_dict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
会显示）

dictname name   文本搜索字典名

dict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 包含该字典的名字空间OID
dictowner oid sys_authid.oid 字典的拥有者

dicttemplate oid sys_ts_template.oid该字典的文本搜索模板的OID
dictinitoption text   模板的初始化选项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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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s_parser
名称名称

         sys_ts_parser  --  文本搜索分析器

描述描述

         sys_ts_parser目录包含定义文本搜索分析器的项。一个分析器负责将输入文本分割成词
位并为每一个词位分配一个记号类型。由于一个分析器必须用C语言级别的函数实现，创建新
分析器的工作只限于数据库的超级用户。

         KingbaseES的文本搜索特性在《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全文搜
索”中有更详尽的描述。

        表表1-52. sys_ts_parser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
显示）

prsname name   文本搜索分析器的名字

prs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包含此分析器的名字空间的OID
prsstart regproc sys_proc.oid 分析器启动函数的OID
prstoken regproc sys_proc.oid 分析器的下一记号函数的OID
prsend regproc sys_proc.oid 分析器的关闭函数的OID
prsheadline regproc sys_proc.oid 分析器的大标题函数的OID
prslextype regproc sys_proc.oid 分析器的词汇类型函数的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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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s_template
名称名称

         sys_ts_template  --  文本搜索模板

描述描述

         sys_ts_template目录包含定义文本搜索模板的项。一个模板是一类文本搜索字典的实现
骨架。由于一个模板必须用C语言级别的函数实现，新模板的创建只限于数据库超级用户。

         KingbaseES的文本搜索特性在《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全文搜
索”中有更详尽的描述。

        表表1-53. sys_ts_template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
显示）

tmplname name   文本搜索模板的名字

tmplnamespace oid sys_namespace.oid包含此模板的名字空间的OID
tmplinit regproc sys_proc.oid 模板的初始化函数的OID
tmpllexize regproc sys_proc.oid 模板的词汇化函数的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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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ype
名称名称

         sys_type  --  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目录sys_type存储有关数据类型的信息。基类和枚举类型（标度类型）使用CREATE
TYPE创建，而域使用CREATE DOMAIN创建。数据库中的每一个表都会有一个自动创建的组
合类型，用于表示表的行结构。也可以使用CREATE TYPE AS创建组合类型。

        表表1-54. sys_type的列的列

名名
称称
类类
型型
引引
用用

描述描述

oi
d

oi
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示）

ty
pn
am
e

na
me   数据类型的名字

ty
pn
am
es
pa
ce

oi
d

sy
s_
na
me
sp
ac
e.
oi
d

包含此类型的名字空间的OID

ty
po
wn
er

oi
d

sy
s_
au
th
id
.o
id

类型的拥有者

ty
pl
en

in
t2   

对于一个固定尺寸的类型，typlen是该类型内部表示的字节数。对于一个变长类型，t
yplen为负值。-1表示一个"varlena"类型（具有长度字），-2表示一个以空值结尾的C
字符串。

ty
pb
yv
al

bo
ol   

typbyval判断内部例程传递这个类型的数值时是通过传值还是传引用。如果typlen不
是1、2或4（或者在Datum为8字节的机器上为8），因此typbyval最好是假。变长类
型总是传引用。注意即使长度允许传值， typbyval也可以为假。

ty
pt
yp
e

ch
ar   

typtype可以是： b表示一个基类， c表示一个组合类型（例如一个表的行类型）， d
表示一个域， e表示一个枚举类型， p表示一个伪类型，或 r表示一个范围类型。 另请
参阅typrelid和typbas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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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pc
at
eg
or
y

ch
ar   typcategory是一种任意的数据类型分类，它被分析器用来决定哪种隐式转换"更好"。

参见表 1-55。

ty
pi
sp
re
fe
rr
ed

bo
ol   如果此类型在它的typcategory中是一个更好的转换目标，此列为真

ty
pi
sd
ef
in
ed

bo
ol   如果此类型已被定义则为真，如果此类型只是一个表示还未定义类型的占位符则为假

。当typisdefined为假，除了类型名字、名字空间和OID之外什么都不能被依赖。

ty
pd
el
im

ch
ar   在分析数组输入时，分隔两个此类型值的字符。注意该分隔符是与数组元素数据类型

相关联的， 而不是和数组的数据类型关联。

ty
pr
el
id

oi
d

sy
s_
cl
as
s.
oi
d

如果这是一个复合类型（见typtype）， 那么这个列指向sys_class中定义对应表的项
（对于自由存在的复合类型，sys_class项并不表示一个表，但不管怎样该类型的sys_
attribute项需要链接到它）。对非复合类型此列为零。

ty
pe
le
m

oi
d

sy
s_
ty
pe
.o
id

如果typelem不为0，则它标识sys_type里面的另外一行。 当前类型可以被加上下标得
到一个值为类型typelem的数组来描述。 一个"真的"数组类型是变长的（typlen = -1）
，但是一些定长的（typlen > 0）类型也拥有非零的typelem，比如name和point。 如
果一个定长类型拥有一个typelem， 则它的内部形式必须是某个typelem数据类型的值
，不能有其它数据。变长数组类型有一个由该数组子例程定义的头。

ty
pa
rr
ay

oi
d

sy
s_
ty
pe
.o
id

如果typarray不是0，则它标识sys_type中的另一行，这一行是一个将此类型作为元素
的"真的"数组类型

ty
pi
np
ut

re
gp
ro
c

sy
s_
pr
oc
.o
id

输入转换函数（文本格式）

ty
po
ut
pu
t

re
gp
ro
c

sy
s_
pr
oc
.o
id

输出转换函数（文本格式）

名名
称称
类类
型型
引引
用用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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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pr
ec
ei
ve

re
gp
ro
c

sy
s_
pr
oc
.o
id

输入转换函数（二进制格式），如果没有则为0

ty
ps
en
d

re
gp
ro
c

sy
s_
pr
oc
.o
id

输出转换函数（二进制格式），如果没有则为0

ty
pm
od
in

re
gp
ro
c

sy
s_
pr
oc
.o
id

类型修改器输入函数，如果类型没有提供修改器则为0

ty
pm
od
ou
t

re
gp
ro
c

sy
s_
pr
oc
.o
id

类型修改器输出函数，如果类型没有提供修改器则为0

ty
pa
na
ly
ze

re
gp
ro
c

sy
s_
pr
oc
.o
id

自定义ANALYZE函数，0表示使用标准函数

名名
称称
类类
型型
引引
用用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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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pa
li
gn

ch
ar   

typalign是当存储此类型值时要求的对齐性质。它应用于磁盘存储以及该值在 Kingba
seES内部的大多数表现形式。 如果数值是连续存放的，比如在磁盘上的一个完整行
，在这种类型的数据前会插入填充，这样它就可以按照指定边界存储。 对齐引用是该
序列中第一个数据的开头。对齐引用是序列中第一个数据的开始。

可能的值有：

c = char对齐，即不需要对齐。

s = short对齐（在大部分机器上为2字节）。

i = int对齐（在大部分机器上为4字节）。

d = double对齐（在很多机器上为8字节，但绝不是全部）。

注意注意: 对于系统表中使用的类型，很关键的是，sys_type中定义的尺寸和对齐方式
要和编译器在表示表行的结构中布局列的方式保持一致。

ty
ps
to
ra
ge

ch
ar   

如果一个变长类型（typlen = -1）可被TOAST，typstorage说明这种类型的列应采取
的默认策略。可能的值是：

p：值必须平面存储。

e：值可以被存储在一个"二级"关系（如果有，见sys_class.reltoastrelid）。

m：值可以被压缩线内存储。

x：值可以被压缩线内存储或存储在"二级"存储。

注意m列也可以被移动到二级存储，但只能是作为最后一种方案（e和x列会先被移动）
。

ty
pn
ot
nu
ll

bo
ol   typnotnull表示类型上的一个非空约束。只用于域。

名名
称称
类类
型型
引引
用用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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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pb
as
et
yp
e

oi
d

sy
s_
ty
pe
.o
id

如果这是一个域（见typtype），则typbasetype标识这个域基于的类。如果此类不是
一个域则为0。

ty
pt
yp
mo
d

in
t4   

域使用typtypmod来记录被应用于它们基类型的typmod（如果基类型不使用typmod，则
为-1）。如果此类型不是一个域则为-1。

ty
pn
di
ms

in
t4   

对于一个数组上的域，typndims是数组维度数（即，typbasetype是一个数组类型）。
除数组类型上的域之外的类型的此列为0。

ty
pc
ol
la
ti
on

oi
d

sy
s_
co
ll
at
io
n.
oi
d

typcollation指定此类型的排序规则。如果类型不支持排序规则，此列为0。一个支持
排序规则的基类型此列值为DEFAULT_COLLATION_OID。如果一个可排序类型上的域被指
定了一个排序规则，该域可能使用某些其他排序规则OID。

ty
pd
ef
au
lt
bi
n

sy
s_
no
de
_t
re
e

  
如果typdefaultbin为非空，那么它是 该类型默认表达式的nodeToString()表现形式
。这个列只用于域。

ty
pd
ef
au
lt

te
xt   

如果某类型没有相关默认值，那么typdefault为空。如果typdefaultbin不为空， 那
么typdefault必须包含一个typdefaultbin所指的默认表达式的人类可读的版本。 如
果typdefaultbin为空但typdefault不为空，则typdefault是该类型默认值的外部表现
形式， 它可以被交给该类型的输入转换器来产生一个常量。

ty
pa
cl

ac
li
te
m[
]

  访问权限，另请参阅GRANT和REVOKE

名名
称称
类类
型型
引引
用用

描述描述

        表 1-55列出了typcategory的系统定义值。任何未来对此列表的增加都将是大写ASCII字
母。所有其他ASCII字符都保留给用户定义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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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  1-55. typcategory编码编码

编码编码 类别类别

A 数组类型

B 布尔类型

C 组合类型

D 日期/时间类型
E 枚举类型

G 几何类型

I 网络地址类型

N 数值类型

P 伪类型

R 范围类型

S 字符串类型

T 时间间隔类型

U 用户定义类型

V 位串类型

X 未知类型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229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sys_user_mapping
名称名称

         sys_user_mappingg  --  将用户映射到外部服务器

描述描述

         目录sys_user_mapping存储从本地用户到远程的映射。对这个目录的访问对普通用户有
限制，可使用视图sys_user_mappings替代。

        表表1-56. sys_user_mapping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
会显示）

umuser oid sys_authid.oid 将要被映射的本地角色的OID，如果用户映
射是公共的则为0

umserver oid sys_foreign_server.oid包含此映射的外部服务器的OID

umoptions text[]   用户映射相关选项，以"keyword=value"字
符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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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ingbaseES系统视图系统视图

        除系统表外，KingbaseES提供了一些内建视图。部分系统视图为系统表上的一些常用查
询提供便捷的访问。其他视图提供对内部服务器状态的访问。

        信息模式中提供了一组可供选择的视图，它和系统视图在功能上有所重叠。但由于信息模
式中视图参考了SQL标准，而此处描述的系统视图是KingbaseES特有的，因此建议优先使用
信息模式。

        除特别注明外，以下所列视图均为只读。

目录目录
sys_available_extensions  --  可用的扩展
sys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  --  所有版本的扩展
sys_config  --  编译时配置参数
sys_cursors  --  打开的游标
sys_file_settings  --  配置文件内容摘要
sys_group  --  数据库用户组
sys_indexes  --  数据库用户组
sys_locks  --  当前保持或者等待的锁
sys_matviews  --  物化视图
sys_policies  --  策略
sys_prepared_statements  --  预备好的语句
sys_prepared_xacts  --  预备好的事务
sys_replication_origin_status  --  有关复制源的信息，包括复制进度
sys_replication_slots  --  复制槽信息
sys_roles  --  数据库角色
sys_rules  --  规则
sys_seclabels  --  安全标签
sys_settings  --  参数设置
sys_shadow  --  数据库用户
sys_stats  --  规划器统计信息
sys_tables  --  表
sys_timezone_abbrevs  --  时区简写
sys_timezone_names  --   时区名字
sys_user  --  数据库用户
sys_user_mappings  --  用户映射
sys_views  --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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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available_extensions
名称名称

        sys_available_extensions  --  可用的扩展

描述描述

         sys_available_extensions视图列出了可用于安装的扩展。

        表表2-1. sys_available_extensions的列的列

名字名字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name name 扩展名

default_version text 默认版本的名字，如果没有指定则为NULL

installed_version text 当前已安装的扩展版本，如果没有安装则
为NULL

comment text 来自于扩展的控制文件的注释字符串

         sys_available_extensions视图是只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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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
名称名称

        sys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  --  所有版本的扩展

描述描述

         sys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视图列出了可用于安装的指定扩展版本。

        表表2-2. sys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的列的列

名字名字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name name 扩展名

version text 版本名

installed bool 如果此版本的扩展当前已安装则为真

superuser bool 如果只有超级用户被允许安装此扩展则为真

relocatable bool 如果扩展能被重定位到另一个模式则为真

schema name 此扩展必须被安装到的模式名，如果此扩展是部分或者全部可以重定
位的，此列为NULL

requires name[]先决条件扩展的名字，如果没有则为NULL
comment text 来自于扩展的控制文件的注释字符串

         sys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视图是只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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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config
名称名称

        sys_config  --  编译时配置参数

描述描述

         视图sys_config描述了当前安装的KingbaseES版本中的编译时配置参数。它存在的本意
是用于那些要和KingbaseES交互的软件包，让它们能找到所需要的头文件和库。它提供了
和sys_config KingbaseES客户端应用相同的基本信息。

         默认情况下，sys_config视图只能由超级用户读取。

        表表2-3. sys_config列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name text 参数名

setting text 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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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cursors
名称名称

        sys_cursors  --  打开的游标

描述描述

         sys_cursors视图列出了当前可用的游标。游标可以以几种方式定义：

通过SQL中的DECLARE语句

通过前端/后端协议中的绑定消息

通过服务器编程接口（SPI）

         sys_cursors视图显示由任何这些方式创建的游标。视图只存在于定义它们的事务期间，
除非声明了WITH HOLD。因此非保持游标只在它们的创建事务结束前存在于这个视图中。

注意注意: 视图用于在内部实现KingbaseES的某些部件，例如过程语言。因
此，sys_cursors视图可能包括那些不是由用户显式创建的游标。

        表表2-4. sys_cursors的列的列

名字名字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name text 游标名

statement text 提交用于定义此游标的查询语句

is_holdable boolean 如果游标是可保持的（即，它可以在其定义事务提交后被访
问）则为真，否则为假

is_binary boolean 如果游标被声明为BINARY则为真，否则为假

is_scrollable boolean 如果游标是可滚动的（允许以一种非顺序的方式检索行）则为
真，否则为假

creation_time timestamptz游标被声明的时间

         sys_cursors视图是只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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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file_settings
名称名称

        sys_file_settings  --  配置文件内容摘要

描述描述

        视图sys_file_settings提供了服务器配置文件内容的概要。这个视图中的每一行表示配
置文件中出现的一个"name = value"项，还带有注解指示该值是否被成功地应用。在配置文件
有问题时，有可能出现额外的行，它们没有相关的"name = value"项，一个例子是配置文件中
有语法错误。

         这个视图有助于检查在配置文件中打算做的修改是否能工作，或者用来诊断之前的失
败。注意这个视图报告的是配置文件的当前内容，而不是服务器最后应用的值（这些值通常查

看sys_settings视图就够了）。

         默认情况下，sys_file_settings视图只有超级用户可读。

        表表2-5. sys_file_settings 列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sourcefile text 配置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sourceline integer 该项在配置文件中出现的行号

seqno integer 项被处理的顺序（1..n）
name text 配置参数名

setting text 被赋予给参数的值

applied boolean 为真表示值已被成功应用

error text 如果非空，表示一个错误消息，它说明为什
么这个项不能被应用

         如果配置文件包含语法错误或者非法参数名，服务器将不会尝试从其中应用任何设置，
并且因此所有的applied域都为假。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有一个或者多个行的error域为非空，
它们说明了为什么出问题。否则，将尽可能应用每个设置。如果一个设置不能被应用（例如非

法值或者该设置不能在服务器开始后改变），会有一个合适的消息存储在它的error域中。一
个项的applied域为假的另一种情况是它被后面一个具有相同参数名的项所覆盖，这种情况不
会被认为是一种错误，因此在error域中不会有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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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group
名称名称

        sys_group  --  数据库用户组

描述描述

         视图sys_group为向后兼容而存在：它模拟了存在于KingbaseESV8之前版本中的一个目
录。它显式所有角色的名称和未被标记rolcanlogin的成员，它是被用做组的角色集合的近
似。

        表表2-6. sys_group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groname name 组名

grosysid oid 组ID
grolist oid[] 包含此组中角色ID的一个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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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indexes
名称名称

        sys_indexes  --  数据库用户组

描述描述

         视图sys_indexes提供对于数据库中每一个索引信息的访问。

        表表2-7. sys_indexe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schemaname name 包含表和索引的模式名

tablename name 此索引的基表的名字

indexname name 索引名

tablespace name 包含索引的表空间名（如果是数据库的默认
值则为空）

indexdef text 索引定义（CREATE INDEX命令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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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locks
名称名称

        sys_locks  --  当前保持或者等待的锁

描述描述

         视图sys_locks提供了数据库服务器上活动进程中保持的锁的信息。

         sys_locks中对每一个活动可锁对象、请求锁模式和相关进程的组合都有一行。因此，如
果多个进程持有或者正在等待一个可锁对象上的锁，同一个可锁对象可能出现很多次。但是，

一个当前没有被锁的对象根本不会出现。

         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可锁对象：整个关系（如表）、关系的单个页、关系的单个元组、事
务ID（包括虚拟和永久ID）和普通数据库对象（由类OID和对象OID标识，
和sys_description或sys_depend中的相同方式）。扩展一个关系的权力也被表示为一个独立
的可锁对象。"咨询"锁可以具有用户定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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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2-8. sys_lock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cktype text 可锁对象的类型： relation, extend, page, tuple,
transactionid, virtualxid, object, userlock, or advisory

database oid 锁目标存在的数据库的OID，如果目标是一个共享对象则为
0，如果目标是一个事务ID则为空

relation oid 作为锁目标的关系的OID，如果目标不是一个关系或者只是
关系的一部分则此列为空

page integer 作为锁目标的页在关系中的页号，如果目标不是一个关系页
或元组则此列为空

tuple smallint作为锁目标的元组在页中的元组号，如果目标不是一个元组
则此列为空

virtualxid text 作为锁目标的事务虚拟ID，如果目标不是一个虚拟事务ID则
此列为空

transactionid xid 作为锁目标的事务ID，如果目标不是一个事务ID则此列为空
ID

classid oid 包含锁目标的系统目录的OID，如果目标不是一个普通数据
库对象则此列为空

objid oid 锁目标在它的系统目录中的OID，如果目标不是一个普通数
据库对象则为空

objsubid smallint
锁的目标列号（classid和objid指表本身），如果目标是某
种其他普通数据库对象则此列为0，如果目标不是一个普通
数据库对象则此列为空

virtualtransaction text 保持这个锁或者正在等待这个锁的事务的虚拟ID

pid integer 保持这个锁或者正在等待这个锁的服务器进程的PID，如果
此锁被一个预备事务所持有则此列为空

mode text 此进程已持有或者希望持有的锁模式

granted boolean 如果锁已授予则为真，如果锁被等待则为假
fastpath boolean 如果锁通过快速路径获得则为真，通过主锁表获得则为假

         一个行的granted为真表示一个被指定进程持有的锁。为假表示该进程当前正在等待获取
这个锁，这意味着至少一个其他进程正持有或等待同一个可锁对象上的一个冲突锁。该等待进

程将一直休眠直到其他锁被释放（或者一个死锁状态被检测到）。单个进程在同一时间只能等

待最多一个锁。

         贯穿一个事务的运行，一个服务器进程在其生存周期内都持有一个在其虚拟事务ID上的
排他锁。如果一个永久ID被分配给事务（通常发生在事务改变数据库状态时），它也会持有一
个在其永久事务ID上的排他锁直到它结束。当一个事务发现它需要等待另一个事务，它也会尝
试获取其他事务ID上的共享锁（不管是虚拟还是永久ID，视情况而定）。这只有当其他进程终
止并释放其锁后才会成功。

         尽管元组是一种可锁对象，关于行级锁的信息被存储在磁盘而不是内存中，因此行级锁
通常不在这个视图中出现。如果一个进程正在等待一个行级锁，它通常在这个视图中出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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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表示形式为正在等待已持有该行级锁的永久事务ID上的锁。

         咨询锁可以在由一个单一bigint值或两个整形值构成的键上获取。一个bigint键被显示
为其高位部分在classid列中，低位部分在objid列中，并且objsubid等于1。原来的bigint值
可以使用表达式(classid::bigint << 32) | objid::bigint重组。整形键被显示为第一个键
在classid列中，第二个键在objid列中，并且objsubid等于2。键的实际意义由用户决定。咨
询锁是每一个数据库的本地锁，所以database列对于一个咨询锁没有意义。

         sys_locks提供了一个对于整个数据集簇中所有锁的全局视图，而不仅仅是与当前数据库
相关的锁。尽管它的relation列可以被连接到sys_class.oid来标识被锁关系，但这种方法只
有在关系属于当前数据库（database列是当前数据库OID或者0的锁对应的关系）的情况下才
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pid列可以被连接到sys_stat_activity视图的pid列来得到持有或等待持有每一个锁的会
话的信息。例如

SELECT * FROM sys_locks pl LEFT JOIN sys_stat_activity psa
    ON pl.pid = psa.pid;

         另外，如果正在使用预备事务，virtualtransaction列可以被连接
到sys_prepared_xacts视图的transaction列来得到持有该锁的预备事务的信息（一个预备事
务不可能正在等待一个锁，但它在运行中会一直持有已获得的锁）。例如：

SELECT * FROM sys_locks pl LEFT JOIN sys_prepared_xacts ppx
    ON pl.virtualtransaction = '-1/' || ppx.transaction;

         虽然通过自连接sys_locks可以获得哪些进程阻塞了其他哪些进程的信息，但是很难得到
其中的细节。这样的查询将会隐藏哪些锁模式与其他哪些锁模式冲突的信息。更糟糕的

是，sys_locks视图无法给出所等待队列中进程的等待顺序，也无法显示哪些进程是代表其他
客户端会话运行的并行工作者。更好的方法是使用sys_blocking_pids()函数来标识一个等待
进程是被哪些进程阻塞的。

         sys_locks视图显示来自于普通锁管理器和谓词锁管理器的数据，它们是独立的系统。此
外，普通锁管理器把它的锁分为普通锁和快速路径锁。这些数据并不被保证是完全一致的。当

视图被查询时，快速路径锁上的数据（fastpath = true）会被一次性从每一个后端收集起来，
且并不冻结整个锁管理器的状态。因此有可能某些锁在上述信息被收集的过程中被获得或者释

放。注意，不管怎样这些锁是已知不会和任何当前正在发生的锁冲突。在所有后端已经查询了

快速路径锁后，普通锁管理器的剩余部分被作为一个单元锁住，并且所有剩余锁的一个一致快

照被作为一个原子动作收集。在解锁普通锁管理器后，谓词锁管理器也被类似地锁住并且所有

谓词锁被作为一个原子动作收集。因此，在快速路径锁这种特殊情况下，每一个锁管理器会传

递一个一致的结果组。但由于我们并不会同时锁上两个锁管理器，在我们询问完普通锁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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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或者询问谓词锁管理器之前，锁可以被获得或者释放。

         如果对此视图频繁地访问，对普通或者谓词锁管理器加锁可能会对数据库性能产生一定
影响。虽然这些锁只会在最少的时间内被保持（足以从锁管理器获得数据），但这无法完全消

除可能产生的性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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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matviews
名称名称

        sys_matviews  --  物化视图

描述描述

        视图sys_matviews提供了关于数据库中每一个物化视图的信息。

        表表2-9. sys_matview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schemaname name 包含物化视图的模式的名字

matviewname name 物化视图的名字

matviewowner name 物化视图拥有者的名字

tablespace name 包含物化视图的表空间名（如使用数据库默
认表空间则为空）

hasindexes boolean 如果物化视图有（或者最近有过）任何索
引，则此列为真

ispopulated boolean 如果物化视图当前已被填充，则此列为真

definition text 物化视图的定义（一个重构的SELECT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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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policies
名称名称

        sys_policies  --  策略

描述描述

         视图sys_policies提供了有关数据库中行级安全性策略的信息。

        表表2-10. sys_policies 列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schemaname name 包含策略所在表的模式的名称

tablename name 策略所在表的名称

policyname name 策略名称

roles name[] 这个策略适用的角色

cmd text 这个策略适用的命令类型

qual text 作为这个策略适用的查询的安全屏障条件增
加的表达式

with_check text 作为尝试向该表增加行的查询的 WITH
CHECK 条件增加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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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prepared_statements
名称名称

        sys_prepared_statements  --  预备好的语句

描述描述

         sys_prepared_statements视图显示在当前会话中可用的所有预备语句。关于预备语句详
见PREPARE。

         sys_prepared_statements为每一个预备语句包含一行。当一个新的预备语句被创建时在
此视图中会增加一行，反之当一个预备语句被释放时在此视图中会删除一行（例如，通

过DEALLOCATE命令）。

        表表2-11. sys_prepared_statements的列的列

名字名字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name text 预备语句的标识符

statement text
客户端提交用于创建此预备语句的查询语句。对于通过SQL
创建的预备语句，这里是由客户端提交的PREPARE语句。对
于通过前端/后端协议创建的预备语句，这里是预备语句本身
的文本。

prepare_time timestamptz预备语句被创建的时间

parameter_types regtype[]
预备语句期望的参数类型，以一个regtype数组的形式。这
个数组中一个元素所对应的OID可通过将regtype值转换
为oid获得。

from_sql boolean 如果预备语句通过SQL命令PREPARE创建，则为真；如果预备
语句通过前端/后端协议创建，则为假

         sys_prepared_statements视图为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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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prepared_xacts
名称名称

        sys_prepared_xacts  --  预备好的事务

描述描述

         视图sys_prepared_xacts显示关于两阶段提交（详见PREPARE TRANSACTION）的当
前准备好事务的信息。

         sys_prepared_xacts为每一个预备事务包含一行。当事务被提交或回滚时，相应的项将
被移除。

        表表2-12. sys_prepared_xact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transaction xid 预备事务的数字事务标识符

gid text 分配给事务的全局标识符

prepared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此事务为提交准备好的时间

owner name 执行此事务的用户名

database name 执行此事务所在数据库的名字

         当sys_prepared_xacts视图被访问时，内部事务管理器数据结构被暂时地锁住，并为视
图的显示产生一个副本。这确保了视图中是一组一致的结果，并且不会阻塞普通操作。不管怎

样，当此视图被频繁访问时，会对数据库性能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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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replication_origin_status
名称名称

        sys_replication_origin_status  --  有关复制源的信息，包括复制进度

描述描述

         sys_replication_origin_status视图包含有关一个特定源已经重放了多少的信息。

        表表2-13. sys_replication_origin_status列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local_id Oid 内部的节点标识符

external_id text 外部的节点标识符

remote_lsn sys_lsn源节点的 LSN，到这个位置的数据都已经被复制。

local_lsn sys_lsn这个节点的 LSN，remote_lsn已经被复制到这里。使用异步提交时，
在将数据持久化到磁盘前用它来刷入提交记录。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248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sys_replication_slots
名称名称

        sys_replication_slots  --  复制槽信息

描述描述

         sys_replication_slots视图提供了当前存在于数据库集簇上的所有复制槽的列表，其中
也包括复制槽的当前状态。

        表表2-14. sys_replication_slots 列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slot_name name 一个唯一的、集簇范围内的复制槽标识符

plugin name 包含这个逻辑槽正在使用的输出插件的共享对象基础名称，
这个列对于物理槽为空值。

slot_type text 槽类型 - physical（物理）或者logical（逻辑）

datoid oid 与这个槽相关的数据库的OID，或者为空值。只有逻辑槽具
有相关的数据库。

database text 与这个槽相关的数据库的名称，或者为空值。只有逻辑槽具
有相关的数据库。

active boolean如果这个槽当前正在被使用则为真

active_pid integer如果槽当前正在被使用，则记录使用这个槽的会话的进程
ID。如果槽没有被使用则为NULL。

xmin xid 这个槽要需要数据库保留的最旧事务。VACUUM不能移除被其
后续事务删除的元组。

catalog_xmin xid 这个槽要需要数据库保留的影响系统目录的最旧事
务。VACUUM不能移除被其后续事务删除的目录元组。

restart_lsn sys_lsn可能仍被这个槽的消费者要求的最旧WAL地址（LSN），并
且因此不会在检查点期间自动被移除。

confirmed_flush_lsn sys_lsn
代表逻辑槽的消费者已经确认接收数据到什么位置的地址
（LSN）。比这个地址更旧的数据已经不再可用。对于物理
槽这里是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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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roles
名称名称

        sys_roles  --  数据库角色

描述描述

         视图sys_roles提供了关于数据库角色的信息。这是sys_authid的一个公共可读视图，它
隐去了口令域。

        此视图显示了低层表的OID列，因为需要它来和其他目录做连接。

        表表2-15. sys_role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rolname name 角色名

rolsuper bool 角色是否具有超级用户权限？

rolinherit bool 如果此角色是另一个角色的成员，角色是否能自动继承另一
个角色的权限？

rolcreaterole bool 角色能否创建更多角色？

rolcreatedb bool 角色能否创建数据库？

rolcanlogin bool 角色是否能登录？即此角色能否被作为初始会话授权标识
符？

rolreplication bool
角色是否为一个复制角色？即此角色能否开启物理同步并使
用sys_start_backup和sys_stop_backup设置/取消系统备份模
式

rolconnlimit int4 对于一个可登录的角色，这里设置角色可以发起的最大并发
连接数。-1表示无限制。

rolpassword text 不是口令（看起来是********）
rolvaliduntil timestamptz口令失效时间（只用于口令认证），如果永不失效则为空

rolbypassrls bool 绕过每一条行级安全性策略的角色，详见《SQL和PL/SQL速
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定义”-“行安全性策略”。

rolconfig text[] 运行时配置变量的角色特定默认值

oid oid 角色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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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rules
名称名称

        sys_rules  --  规则

描述描述

         视图sys_rules提供对查询重写规则的信息访问。

        表表2-16. sys_rule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schemaname name 包含表的模式名

tablename name 规则适用的表名

rulename name 规则名

definition text 规则定义（创建命令的重构）

         sys_rules视图排除了视图和物化视图的ON SELECT规则，它们可以
在sys_views和sys_matviews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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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seclabels
名称名称

        sys_seclabels  --  安全标签

描述描述

         视图sys_seclabels提供对安全标签的信息访问。它是sys_seclabel目录的一个便于查询
的版本。

        表表2-17. sys_seclabel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类
型型

描述描述

objoid oid 安全标签所属对象的OID
classoid oid 对象出现的系统目录的OID

objsubid int4对于一个表列上的安全标签，这里是列号（objoid和classoid指表本
身）。对于所有其他对象类型，此列为0。

objtype text此标签应用的对象类型，以文本方式。
objnamespace oid 如果适用，为此对象的名字空间的OID；否则为空。
objname text此标签应用的对象名，以文本形式。
provider text与此标签相关的标签提供者。
label text应用于此对象的安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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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settings
名称名称

        sys_settings  --  参数设置

描述描述

         视图sys_settings提供了对服务器上运行时参数的访问。它本质上是SHOW和SET命令
的可替换接口。它还提供了SHOW不能提供的关于每一个参数的一些现实，例如最大值和最小
值。

        表表2-18. sys_settings的列的列

名字名字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name text 运行时配置参数名

setting text 参数的当前值

unit text 参数的隐式单元

category text 参数的逻辑组

short_desc text 参数的简短描述

extra_desc text 附加的参数的详细描述

context text 要求设置此参数值的上下文

vartype text 参数类型（bool、enum、 integer、real或string）
source text 当前参数值的来源

min_val text 参数的最小允许值（对非数字值为空）

max_val text 参数的最大允许值（对非数字值为空）

enumvals text[] 一个枚举参数的允许值（对非数字值为空）

boot_val text 如果参数没有被别的其他设置，此列为在服务器启动时设定的参
数值

reset_val text 在当前会话中，RESET将会设置的参数值

sourcefile text
当前值所在的配置文件（如果值是从配置文件之外的其他来源设
置的，或者被一个非超级用户查看时，此列为空）；当在配置文
件中使用include指令时有用

sourceline integer当前值在配置文件中的行号（如果值是从配置文件之外的其他来
源设置的，或者被一个非超级用户查看时，此列为空）

pending_restart boolean如果配置文件中修改了该值但需要重启，则为true， 否则
为false。

         对于context有多种可能的取值。为了降低改变设置的难度，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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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这些设置不能被直接修改，它们反映了内部决定的值。某些可能在使用不同配置选项重

建系统时或者改变initdb的选项时可以调整。

kingbase

这些设置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应用，因此任何修改都需要重启服务器。这些设置的值通

常都存储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者在启动服务器时通过命令行传递。当然，具有更
低context类型的设置也可以在服务器启动时间被设置。

sighup

对于这些设置的修改可以在kingbase.conf中完成并且不需要重启服务器。发送一
个SIGHUP信号给kingbase会导致它重新读取kingbase.conf并应用修改。Kingbase将会
把SIGHUP信号传递给它的子进程，这样它们也会获得新的值。

superuser-backend

对于这些设置的更改可以在kingbase.conf中进行而无需重启服务器。也可以在连接请求
包中为一个特定的会话设定它们，但是只有在连接用户是超级用户时才能这样做。在会

话启动后这些设置就不会改变。如果你在kingbase.conf改变了它们，向kingbase发送一
个SIGHUP信号让kingbase重新读取kingbase.conf。新的值将只会影响后续启动的会
话。

backend

对于这些设置的修改可以在kingbase.conf中完成并且不需要重启服务器。它们也可以在
一个连接请求包中为一个特定会话设置 ，任何用户都可以为这个会话做这种修改。然
而，这些设置在会话启动后永不变化。如果你在kingbase.conf中修改它们，可以向
kingbase发送一个SIGHUP信号让它重读kingbase.conf。新值只会影响后续启动的会
话。

superuser

这些设置可以从kingbase.conf设置，或者在会话中用SET命令设置。仅当没有通过SET设
置会话本地值时，kingbase.conf中的改变才会影响现有的会话。

user

这些设置可以从kingbase.conf设置，或者在会话中用SET命令设置。任何用户都被允许
修改它们的会话本地值。仅当没有通过SET设置会话本地值时，kingbase.conf中的改变
才会影响现有的会话。

         sys_settings视图不能被插入或者从中删除，但是它可以被更新。在sys_settings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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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的一个UPDATE等价于在该参数上执行一个SET命令。修改将只会影响当前会话使用的值。
如果一个UPDATE在一个后来中断的事务中被发出，UPDATE命令的效果也会随着事务的回滚而消
失。一旦所在的事务被提交，效果将一直保持到会话结束，除非有其他UPDATE或 SET重新修改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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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shadow
名称名称

        sys_shadow  --  数据库用户

描述描述

         视图sys_shadow的存在是为了向后兼容：它模拟了在KingbaseES V8版本之前的一个系
统目录。它显示sys_authid中所有被标记为rolcanlogin的角色的属性。

         由于这个表包含口令，所以不能是公众可读的，这也是采用sys_shadow这个名字的原
因。 而sys_user是sys_shadow上的一个公共可读视图，它屏蔽了口令域。

        表表2-19. sys_shadow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usename name 用户名

usesysid oid 用户的ID
usecreatedb bool 用户能否创建数据库

usesuper bool 用户是否为一个超级用户

userepl bool 用户能否开启物理同步并将系统设置或者取消备份模式。

usebypassrls bool 用户能否绕过所有的行级安全性策略，详见 《SQL和PL/SQL速查手
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定义”-“行安全性策略”。

passwd text 口令（可能被加密），如果没有则为空。

valuntil abstime口令过期时间（仅用于口令认证）
useconfig text[] 运行时配置变量的会话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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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stats
名称名称

        vsys_stats  --  规划器统计信息

描述描述

         视图sys_stats提供对存储在sys_statistic目录中信息的访问。此视图能访
问sys_statistic行是有限制的，可访问行所对应的表必须是用户有读权限的。因此让所有用
户都可以读此视图是安全的。

         sys_stats也被设计为能以更适合阅读的格式显示底层目录的信息— 但代价是只要
为sys_statistic定义了新的槽类型，就必须要扩展此视图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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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2-20. sys_stat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schemanam
e name 包含表的模式名

tablename name 表名

attname name 被此行描述的列名

inherited bool 如果为真，表示此行包括继承子列，不仅仅是指定表中的值

null_frac real 列项中为空的比例

avg_width integer 列项的平均字节宽度

n_distinc
t real

如果大于零，表示列中可区分值的估计个数。如果小于零，是可区
分值个数除以行数的负值（当ANALYZE认为可区分值的数量会随着表
增长而增加时采用负值的形式，而如果认为列具有固定数量的可选
值时采用正值的形式）。例如，-1表示一个唯一列，即其中可区分
值的个数等于行数。

most_comm
on_vals anyarray 列中最常用值的一个列表（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值看起来比其他值更

常用，此列为空）

most_comm
on_freqs real[] 最常用值的频率列表，即每一个常用值的出现次数除以总行数（如

果most_common_vals为空，则此列为空）

histogram
_bounds anyarray

将列值划分成大小接近的组的值列表。如果存在most_common_vals
，其中的值会被直方图计算所忽略（如果列类型没有一个<操作符或
者most_common_vals等于整个值集合，则此列为空）

correlati
on real

物理行顺序和列值逻辑顺序之间的统计关联。其范围从-1到+1。当
值接近-1或+1时，在列上的一个索引扫描被认为比值接近0时的代价
更低，因为这种情况减少了对磁盘的随机访问（如果列数据类型不
具有一个<操作符，则此列为空）

most_comm
on_elems anyarray 在列值中，最经常出现的非空元素列表（对标度类型为空）

most_comm
on_elem_f
reqs

real[]
最常用元素值的频度列表，即含有至少一个给定值实例的行的分数
。在每个元素的频度之后有二至三个附加值，它们是每个元素频度
的最小和最大值，以及可选的空元素的频度（如果most_common_ele
ms为空，则此列为空）

elem_coun
t_histogr
am

real[] 在列值中可区分非空元素值计数的一个直方图，后面跟随可区分非
空元素的平均数（对于标度类型为空）

         在数组域中项的最大数目可以使用ALTER TABLE SET STATISTICS命令控制，或者设
置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运行时参数从全局上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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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ables
名称名称

        sys_tables  --  表

描述描述

         视图sys_tables提供对数据库中每个表的信息的访问。

        表表2-21. sys_table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schemaname name 包含表的模式名

tablename name 表名

tableowner name 表拥有者的名字

tablespace name 包含表的表空间的名字（如果使用数据库
的默认表空间，此列为空）

hasindexes boolean 如果表有（或最近有过）任何索引，此列
为真

hasrules boolean 如果表有（或曾经有过）规则，此列为真

hastriggers boolean 如果表有（或者曾经有过）触发器，此列
为真

rowsecurity boolean 如果表上启用了行安全性则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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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imezone_abbrevs
名称名称

        sys_timezone_abbrevs  --  时区简写

描述描述

         视图sys_timezone_abbrevs提供了对当前被时间输入例程识别的时区缩写的列表。
当timezone_abbreviations运行时参数被修改，此视图的内容会发生变化。

        表表2-22. sys_timezone_abbrevs的列的列

名字名字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abbrev text 时区缩写

utc_offset interval 相对于UTC的偏移（正值表示格林威治东
部）

is_dst boolean 如果这是一个夏令时缩写，则为真

         虽然大部分时区缩写表示从 UTC 开始的固定偏移，但是有一些在历史上有值的变化。在
这种情况下，这个视图表示它们现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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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imezone_names
名称名称

        sys_timezone_names  --  时区名字

描述描述

         视图sys_timezone_names提供了一个被SET TIMEZONE识别的时区名字的列表，以及它们
的相关缩写、UTC偏移和夏令时状态（从技术上来说，KingbaseES不使用UTC是因为闰秒没
有被处理）。和sys_timezone_abbrevs中展示的缩写不同，这里很多名字隐含了一组夏令时转
换日期规则。因此，相关信息在本地DST边界间变化。所显示的信息基
于CURRENT_TIMESTAMP的当前值计算得来。

        表表2-23. sys_timezone_names的列的列

名字名字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name text 时区名

abbrev text 时区缩写

utc_offset interval 相对于UTC的偏移（正值表示格林威治东
部）

is_dst boolean 如果当前保持为夏令时则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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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user
名称名称

        sys_user  --  数据库用户

描述描述

         视图sys_user提供关于数据库用户的信息。这是sys_shadow的一个公共可读的视图，它
消除了口令域。

        表表2-24. sys_user的列的列

名字名字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usename name 用户名

usesysid oid 用户的ID
usecreatedb bool 用户是否能创建数据库

usesuper bool 用户是否为超级用户

userepl bool 用户能否开启物理同步以及将系统转入/转出
备份模式。

usebypassrls bool 用户能否绕过所有的行级安全性策略，详见
数据定义。

passwd text 不是口令（总是显示为********）
valuntil abstime 口令过期时间（只用于口令认证）

useconfig text[] 运行时配置变量的会话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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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user_mappings
名称名称

        sys_user_mappings  --  用户映射

描述描述

         视图sys_user_mappings提供有关用户映射的信息。这是sys_user_mapping的一个公共可
读视图，它对无权使用的用户省去了选项域。

        表表2-25. sys_user_mapping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umid oid 用户映射的OID
srvid oid 包含该映射的外部服务器的OID
srvname name 外部服务器名

umuser oid 将被映射的本地角色的OID，如果用户映射是公共的则为0
usename name 将被映射的本地用户名

umoptions text[]用户映射指定选项，以"keyword=value"字符串的形式，如果当前用户为
外部服务器的所有者则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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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views
名称名称

        sys_views  --  视图

描述描述

         视图sys_views提供了数据库中每个视图的信息。

        表表2-26. sys_views的列的列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schemaname name 包含视图的模式名

viewname name 视图名称

viewowner name 视图拥有者的名字

definition text 视图定义（一个重构的SELECT查询）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264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KingbaseES错误代码查询手册错误代码查询手册

        遵循 SQL 标准 对"SQLSTATE"代码的习惯，KingbaseES服务器发出的所有信息都将被
赋予五位字符的错误代码。通常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错误状况，应当查阅错误代码， 而不是
查看文本形式的错误消息。在KingbaseES的版本之间，错误代码不会轻易改变，也不会随着
错误消息的本地化而改变。请注意部分（但不是全部）KingbaseES生成的错误代码是由 SQL
标准定义的；部分标准没有定义的额外错误代码是由KingbaseES定义或者从其它数据库借用
而来。

Errcodes

名称名称

        Errcodes  --  KingbaseES 错误代码

描述描述

         根据SQL标准，错误代码的前两个字符表示错误类别，后三个字符表示在该类别内的一
种特定情况。因此，那些不能识别特定错误代码的应用仍然可以从错误类别中推断要做什么。

        表 1-1中列出了KingbaseES V8定义的所有错误代码（实际上有些代码目前并没有使用，
但是 SQL 标准中有定义）。错误类别也在其中列出。对于每个错误类别都有一个 "标准"错误
代码，它的最后三个字符是000。这个代码只用于那些属于该类别但是没有被赋予特定代码的
错误情况。

        "情况名称"列中显示的符号是在PL/SQL中使用的情况名称。情况名称可以被写成大写或
小写形式（注意PL/SQL不识别警告（与错误不同）情况名称，它们是类别 00、01 和 02）。

         对于某些类型的错误，服务器会报告与错误相关的数据库对象（一个表、表列、数据类
型或约束）的名称。例如，导致一个unique_violation错误的唯一约束的名称。这些名字被包
含在错误报告消息的独立域中，这样应用就不必从可能是本地化可读的消息文本中抽取它们

到KingbaseES 位置，对于这个特性的完全覆盖只在 SQLSTATE 类别 23 （完整性约束未
被）的错误中存在，但是很可能会在未来进行扩展。

        表表  1-1. KingbaseES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情况名称情况名称

Class 00 — Successful Completion
00000 successful_completion
Class 01 — Warning
01000 warning
0100C dynamic_result_sets_retu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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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8 implicit_zero_bit_padding
01003 null_value_eliminated_in_set_function
01007 privilege_not_granted
01006 privilege_not_revoked
01004 string_data_right_truncation
01P01 deprecated_feature
Class 02 — No Data (this is also a warning class per the SQL standard)
02000 no_data
02001 no_additional_dynamic_result_sets_returned
Class 03 — SQL Statement Not Yet Complete
03000 sql_statement_not_yet_complete
Class 08 — Connection Exception
08000 connection_exception
08003 connection_does_not_exist
08006 connection_failure
08001 sqlclient_unable_to_establish_sqlconnection
08004 sqlserver_rejected_establishment_of_sqlconnection
08007 transaction_resolution_unknown
08P01 protocol_violation
Class 09 — Triggered Action Exception
09000 triggered_action_exception
Class 0A — Feature Not Supported
0A000 feature_not_supported
Class 0B — Invalid Transaction Initiation
0B000 invalid_transaction_initiation
Class 0F — Locator Exception
0F000 locator_exception
0F001 invalid_locator_specification
Class 0L — Invalid Grantor
0L000 invalid_grantor
0LP01 invalid_grant_operation
Class 0P — Invalid Role Specification
0P000 invalid_role_specification
Class 0Z — Diagnostics Exception
0Z000 diagnostics_exception
0Z002 stacked_diagnostics_accessed_without_active_handler
Class 20 — Case Not Found
20000 case_not_found
Class 21 — Cardinality Violation
21000 cardinality_violation
Class 22 — Data Exception
22000 data_exception
2202E array_subscript_error

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情况名称情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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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character_not_in_repertoire
22008 datetime_field_overflow
22012 division_by_zero
22005 error_in_assignment
2200B escape_character_conflict
22022 indicator_overflow
22015 interval_field_overflow
2201E invalid_argument_for_logarithm
22014 invalid_argument_for_ntile_function
22016 invalid_argument_for_nth_value_function
2201F invalid_argument_for_power_function
2201G invalid_argument_for_width_bucket_function
22018 invalid_character_value_for_cast
22007 invalid_datetime_format
22019 invalid_escape_character
2200D invalid_escape_octet
22025 invalid_escape_sequence
22P06 nonstandard_use_of_escape_character
22010 invalid_indicator_parameter_value
22023 invalid_parameter_value
2201B invalid_regular_expression
2201W invalid_row_count_in_limit_clause
2201X invalid_row_count_in_result_offset_clause
2202H invalid_tablesample_argument
2202G invalid_tablesample_repeat
22009 invalid_time_zone_displacement_value
2200C invalid_use_of_escape_character
2200G most_specific_type_mismatch
22004 null_value_not_allowed
22002 null_value_no_indicator_parameter
22003 numeric_value_out_of_range
22026 string_data_length_mismatch
22001 string_data_right_truncation
22011 substring_error
22027 trim_error
22024 unterminated_c_string
2200F zero_length_character_string
22P01 floating_point_exception
22P02 invalid_text_representation
22P03 invalid_binary_representation
22P04 bad_copy_file_format
22P05 untranslatable_character
2200L not_an_xml_document
2200M invalid_xml_document
2200N invalid_xml_content

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情况名称情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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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S invalid_xml_comment
2200T invalid_xml_processing_instruction
Class 23 — Integrity Constraint Violation
23000 integrity_constraint_violation
23001 restrict_violation
23502 not_null_violation
23503 foreign_key_violation
23505 unique_violation
23514 check_violation
23P01 exclusion_violation
Class 24 — Invalid Cursor State
24000 invalid_cursor_state
Class 25 — Invalid Transaction State
25000 invalid_transaction_state
25001 active_sql_transaction
25002 branch_transaction_already_active
25008 held_cursor_requires_same_isolation_level
25003 inappropriate_access_mode_for_branch_transaction
25004 inappropriate_isolation_level_for_branch_transaction
25005 no_active_sql_transaction_for_branch_transaction
25006 read_only_sql_transaction
25007 schema_and_data_statement_mixing_not_supported
25P01 no_active_sql_transaction
25P02 in_failed_sql_transaction
25P03 idle_in_transaction_session_timeout
Class 26 — Invalid SQL Statement Name
26000 invalid_sql_statement_name
Class 27 — Triggered Data Change Violation
27000 triggered_data_change_violation
Class 28 — Invalid Authorization Specification
28000 invalid_authorization_specification
28P01 invalid_password
Class 2B — Dependent Privilege Descriptors Still Exist
2B000 dependent_privilege_descriptors_still_exist
2BP01 dependent_objects_still_exist
Class 2D — Invalid Transaction Termination
2D000 invalid_transaction_termination
Class 2F — SQL Routine Exception
2F000 sql_routine_exception
2F005 function_executed_no_return_statement
2F002 modifying_sql_data_not_permitted
2F003 prohibited_sql_statement_attempted
2F004 reading_sql_data_not_permitted

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情况名称情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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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34 — Invalid Cursor Name
34000 invalid_cursor_name
Class 38 — External Routine Exception
38000 external_routine_exception
38001 containing_sql_not_permitted
38002 modifying_sql_data_not_permitted
38003 prohibited_sql_statement_attempted
38004 reading_sql_data_not_permitted
Class 39 — External Routine Invocation Exception
39000 external_routine_invocation_exception
39001 invalid_sqlstate_returned
39004 null_value_not_allowed
39P01 trigger_protocol_violated
39P02 srf_protocol_violated
39P03 event_trigger_protocol_violated
Class 3B — Savepoint Exception
3B000 savepoint_exception
3B001 invalid_savepoint_specification
Class 3D — Invalid Catalog Name
3D000 invalid_catalog_name
Class 3F — Invalid Schema Name
3F000 invalid_schema_name
Class 40 — Transaction Rollback
40000 transaction_rollback
40002 transaction_integrity_constraint_violation
40001 serialization_failure
40003 statement_completion_unknown
40P01 deadlock_detected
Class 42 — Syntax Error or Access Rule Violation
42000 syntax_error_or_access_rule_violation
42601 syntax_error
42501 insufficient_privilege
42846 cannot_coerce
42803 grouping_error
42P20 windowing_error
42P19 invalid_recursion
42830 invalid_foreign_key
42602 invalid_name
42622 name_too_long
42939 reserved_name
42804 datatype_mismatch
42P18 indeterminate_datatype
42P21 collation_mismatch
42P22 indeterminate_collation

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情况名称情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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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09 wrong_object_type
42703 undefined_column
42883 undefined_function
42P01 undefined_table
42P02 undefined_parameter
42704 undefined_object
42701 duplicate_column
42P03 duplicate_cursor
42P04 duplicate_database
42723 duplicate_function
42P05 duplicate_prepared_statement
42P06 duplicate_schema
42P07 duplicate_table
42712 duplicate_alias
42710 duplicate_object
42702 ambiguous_column
42725 ambiguous_function
42P08 ambiguous_parameter
42P09 ambiguous_alias
42P10 invalid_column_reference
42611 invalid_column_definition
42P11 invalid_cursor_definition
42P12 invalid_database_definition
42P13 invalid_function_definition
42P14 invalid_prepared_statement_definition
42P15 invalid_schema_definition
42P16 invalid_table_definition
42P17 invalid_object_definition
42P29 undefined_synonym
42P30 duplicate_synonym
42P31 defineerr_synonym
Class 44 — WITH CHECK OPTION Violation
44000 with_check_option_violation
Class 53 — Insufficient Resources
53000 insufficient_resources
53100 disk_full
53200 out_of_memory
53300 too_many_connections
53400 configuration_limit_exceeded
Class 54 — Program Limit Exceeded
54000 program_limit_exceeded
54001 statement_too_complex
54011 too_many_columns
54023 too_many_arguments
Class 55 — Object Not In Prerequisite State

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情况名称情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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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0 object_not_in_prerequisite_state
55006 object_in_use
55P02 cant_change_runtime_param
55P03 lock_not_available
Class 57 — Operator Intervention
57000 operator_intervention
57014 query_canceled
57P01 admin_shutdown
57P02 crash_shutdown
57P03 cannot_connect_now
57P04 database_dropped
Class 58 — System Error (errors external to KingbaseES itself)
58000 system_error
58030 io_error
58P01 undefined_file
58P02 duplicate_file
Class 72 — Snapshot Failure
72000 snapshot_too_old
72001 param_match_error
72002 param_parse_error
Class F0 — Configuration File Error
F0000 config_file_error
F0001 lock_file_exists
Class HV — Foreign Data Wrapper Error (SQL/MED)
HV000 fdw_error
HV005 fdw_column_name_not_found
HV002 fdw_dynamic_parameter_value_needed
HV010 fdw_function_sequence_error
HV021 fdw_inconsistent_descriptor_information
HV024 fdw_invalid_attribute_value
HV007 fdw_invalid_column_name
HV008 fdw_invalid_column_number
HV004 fdw_invalid_data_type
HV006 fdw_invalid_data_type_descriptors
HV091 fdw_invalid_descriptor_field_identifier
HV00B fdw_invalid_handle
HV00C fdw_invalid_option_index
HV00D fdw_invalid_option_name
HV090 fdw_invalid_string_length_or_buffer_length
HV00A fdw_invalid_string_format
HV009 fdw_invalid_use_of_null_pointer
HV014 fdw_too_many_handles
HV001 fdw_out_of_memory
HV00P fdw_no_schemas

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情况名称情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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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00J fdw_option_name_not_found
HV00K fdw_reply_handle
HV00Q fdw_schema_not_found
HV00R fdw_table_not_found
HV00L fdw_unable_to_create_execution
HV00M fdw_unable_to_create_reply
HV00N fdw_unable_to_establish_connection
Class P0 — PL/SQL Error
P0000 plsql_error
P0001 raise_exception
P0002 no_data_found
P0003 too_many_rows
P0004 assert_failure
Class XX — Internal Error
XX000 internal_error
XX001 data_corrupted
XX002 index_corrupted
P0006 collection_is_null
P0007 subscript_outside_limit
P0008 subscript_beyond_count
P0182 value_error

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情况名称情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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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客户端管理客户端管理
目录目录
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

1. 简介
2. 基本使用
3. 界面布局
4. 对象管理

数据库部署工具
1. 简介
2. 运行数据库部署工具
3. 使用数据库部署工具

逻辑同步工具
1. 简介
2. 基本使用

数据迁移工具
前言
1. 支持的迁移场景
2. 基本使用
3. 系统配置
4. KingbaseES V8R3新特性
5. 迁移常见问题及应对措施

KingbaseES客户端应用
clusterdb  --  聚簇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中的表
createdb  --  创建一个新的KingbaseES数据库
createlang  --  安装一种KingbaseES过程语言
createuser  --  定义一个新的KingbaseES用户账户
dropdb  --  删除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
droplang  --  删除一种KingbaseES过程语言
dropuser  --  删除一个KingbaseES用户账户
esqlc  --  用于C程序的嵌入式SQL预处理器
sysbench  --  在KingbaseES上运行一个基准测试
sys_config  --  获取已安装的KingbaseES的信息
sys_dump  --   对数据库进行逻辑备份
sys_dumpall  --  将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输出到脚本文件中
sys_isready  --  检查一个KingbaseES服务器的连接状态
sys_receivexlog  --  以流的方式从一个KingbaseES服务器得到事务日志
sys_recvlogical  --  控制 KingbaseES 解析物理日志流
sys_restore  --   从由sys_dump创建的备份文件恢复KingbaseES数据库
ksql  --   KingbaseES的交互式终端
reindexdb  --  重索引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
vacuumdb  --  对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进行清理并进行垃圾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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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

1. 简介简介

        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EasyManager）是KingbaseES V8R3提供的一种新的集成环境，
它是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能运行在不同操作系统平台上的图形工具，用于访问、配置、控制
和管理 KingbaseES 数据库服务器，其中包括：

管理和配置KingbaseES数据库服务器。

管理各种KingbaseES数据库对象。

进行KingbaseES数据库的安全管理。

调用查询分析器执行和测试SQL语句。

等功能的管理。

2. 基本使用基本使用

        点击『开始』菜单->『KingbaseES V8』启动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

        关闭欢迎页面之后，点击『数据库导航』下的蓝色按钮或者在空白处右键进行实例注册
(可注册多个实例)，输入所需信息后，点击检查，成功之后点击确定会在左侧生成一个导航
树。

        展开左侧导航树，接下来就可以右击所要操作的对象利用弹出的右键菜单来进行对该对象
的操作。

3. 界面布局界面布局

         KingbaseES V8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界面主要有标题栏、主菜单、导航树以及细节视图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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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1 KingbaseES的主界面的主界面

3.1. 标题栏标题栏

        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主窗口标题栏的内容反映的是用户使用工具的当前活动。在用户操纵
窗口左边【导航树】窗口时，显示的是用户进行数据库对象管理操作（如新建表）的操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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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菜单主菜单

        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的主菜单在标题栏的下面，用于整体管理数据库对象管理工具，包括
『文件』、『编辑』、『SQL编辑器』、『窗口』、『帮助』。

3.2.1. 文件文件

        用于保存当前操作状态及退出工具。

3.2.2. 编辑编辑

        用于管理SQL的编辑。

3.2.3. SQL编辑器编辑器

        用于管理SQL的执行。

3.2.4. 窗口窗口

        用于整体管理工具的界面视图以及参数设置。

3.2.5. 帮助帮助

        调出联机帮助以及显示工具版本和版权信息。

3.3. 导航树导航树

        对象管理工具最重要的组件之一，位于窗口左边，用以管理服务器及数据库相关对象，在
其上集成了各个对象的相关操作（通过节点鼠标右键菜单）。鼠标右键单击节点，系统将根据

节点类型不同在左侧弹出的不同的菜单，从而完成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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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2 KingbaseES的导航树的导航树

3.4. 细节视图细节视图

        对象管理工具最重要的组件之一，位于窗口的右边，用以显示左边导航树上用户对选中节
点对象的操作信息。例如“创建数据库”、“编辑数据库”、“新建表”等。

4. 对象管理对象管理

4.1. 实例管理实例管理

        必须在对象管理工具中注册本地或远程KingbaseES 实例后，才能使用对象管理工具来管
理这些数据库实例。对实例的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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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4-1 KingbaseES的新建实例的新建实例

连接：对已创建的实例进行服务器连接

断开连接

新建连接

编辑连接

删除

重命名

刷新

4.2. 数据库管理数据库管理

        在KingbaseES 数据库管理系统中，数据库由包含数据的表集合和其它对象（如视图、索
引、存储过程和触发器）组成，目的是为执行与数据有关的活动提供支持。存储在

KingbaseES 数据库中的数据通常与特定的主题或过程（如企业仓库的库存信息、商品信息
等）相关。通常每个数据库对象（表，函数等）属于并且只属于一个数据库。更准确地说，在

KingbaseES 数据库服务器中一个数据库是多个模式的集合，而模式包含表，视图、索引、约
束、函数等。因此一个对象导航树完整的层次是这样的：数据库服务器，数据库，模式，数据

库对象（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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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4-2 KingbaseES的新建数据库的新建数据库

新建数据库

编辑数据库

复制：对选中的数据库对象进行同步复制

逻辑备份：在联机状态下，对选中的数据库通过客户端的SQL访问，从数据库中抽取数
据库对象的定义和数据，并存储于二进制文件或SQL脚本文件中。

逻辑还原：在联机状态下，通过读取本地磁盘二进制文件或SQL脚本文件，进行恢复数
据库的操作

删除

重命名

工具：对选中数据库通过ANALYZE命令收集有关数据库表的内容的统计以及对已删除元
组占据的存储空间的回收

打开ER图：查看当前数据库中所有表与表之间的实体关系图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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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模式管理模式管理

        模式（Schema）实际上是一个名字空间，它包含命名对象(表，视图，存储过程，函数和
序列)。这些命名对象可以和其它模式里存在的命名对象重名。命名对象通过用模式名作为前
缀“修饰”诸如表等对象。在缺省的情况下，KingbaseES 服务器中无修饰的对象都是在PUBLIC
模式中创建的（KingbaseES 默认的模式是“PUBLIC”）。

图图  4-3 KingbaseES的新建模式的新建模式

新建模式

编辑模式

逻辑备份：在联机状态下，对选中的模式通过客户端的SQL访问，从数据库中抽取数据
库对象的定义和数据，并存储于二进制文件或SQL脚本文件中。

删除

重命名

打开ER图：查看当前模式中所有表与表之间的实体关系图

刷新

4.4. 表管理表管理

        表（table）是数据库中最重要的数据库对象，是数据库中数据存储的基本单位。表中的
数据按行、列存储。每个表具有一个表名和一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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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4-4 KingbaseES的新建表的新建表

新建表

编辑表

查看表数据

快速加载：通过加载.ctl文件对选中的表进行数据加载

复制：对选中的表对象进行同步复制

逻辑备份：在联机状态下，对选中的表通过客户端的SQL访问，从数据库中抽取数据库
对象的定义和数据，并存储于二进制文件或SQL脚本文件中。

删除

重命名

导出表数据

导入表数据

生成SQL：对选中的表生成DML语句和DDL语句到SQL编辑器中

工具：对选中的表通过ANALYZE命令收集表的内容的统计以及对已删除元组占据的存储
空间的回收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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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视图管理视图管理

        视图是一个虚拟表，其内容由查询语句（SELECT）定义。同真实的表一样，视图包含一
系列带有名称的列和行数据。但是，视图并不在数据库中以存储的数据值集形式存在。行和列

数据来自由定义视图的查询所引用的表，并且在引用视图时动态生成。

图图  4-5 KingbaseES的新建视图的新建视图

新建视图

编辑视图

复制：对选中的视图对象进行同步复制

逻辑备份：在联机状态下，对所选中的表和视图通过客户端的SQL访问，从数据库中抽
取数据库对象的定义和数据，并存储于二进制文件或SQL脚本文件中。

删除

重命名

生成SQL：对选中的视图生成DML语句和DDL语句到SQL编辑器中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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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物化视图管理物化视图管理

        物化视图（Materialized View）是用于预先计算并保存表连接或聚集等耗时较多的操作的
结果，这样，在执行查询时，就可以避免进行这些耗时的操作，从而快速的得到结果。

        物化视图和视图类似，反映的是某个查询的结果，但是和视图仅保存SQL定义不同，物化
视图本身会存储数据，因此是物化了的视图。

图图  4-6 KingbaseES的新建物化视图的新建物化视图

新建物化视图

编辑物化视图

复制：对选中的物化视图对象进行同步复制

删除

重命名

生成SQL：对选中的物化视图生成DML语句和DDL语句到SQL编辑器中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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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触发器管理触发器管理

        触发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存储过程，不由用户直接调用。创建触发器时需要对其进行定
义，以便在对特定表或列作特定类型的数据修改时执行。

图图  4-7 KingbaseES的新建触发器的新建触发器

新建触发器

编辑触发器

删除

生成SQL：对选中的触发器生成DML语句和DDL语句到SQL编辑器中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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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存储过程管理存储过程管理

        存储过程是由流控制和SQL语句书写的过程，这个过程经编译和优化后存储在数据库服务
器中，使用时只要调用即可。

图图  4-8 KingbaseES的新建存储过程的新建存储过程

新建存储过程

编辑存储过程

调试存储过程：通过调试器可以跟踪PLSQL程序执行过程，方便程序开发人员发现错误
并加以修正。

复制

删除

生成SQL：对选中的存储过程生成DML语句和DDL语句到SQL编辑器中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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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函数管理函数管理

        函数，是根据进去的信息(输入)和产生的信息(输出结果)所定义的一个黑盒。

        KingbaseES数据库系统提供一部分函数方便用户使用，称之为系统函数。同时支持用户
自定义函数。

图图  4-9 KingbaseES的新建函数的新建函数

新建函数

编辑函数

调试函数：通过调试器可以跟踪PLSQL程序执行过程，方便程序开发人员发现错误并加
以修正。

复制

删除

生成SQL：对选中的函数生成DML语句和DDL语句到SQL编辑器中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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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序列管理序列管理

        序列作为一种独立的模式对象存在，它的功能与自增长数据类型相同。可以在表数据的默
认值中利用序列操作函数对序列进行使用。

图图  4-10 KingbaseES的新建序列的新建序列

新建序列

编辑序列

删除

生成SQL：对选中的序列生成DML语句和DDL语句到SQL编辑器中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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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外部表管理外部表管理

        外部表，是指不存在于数据库中的表。通过向KingbaseES 提供描述外部表的元数据，可
以把一个操作系统文件当成一个只读的数据库表，就像这些数据存储在一个普通数据库表中一

样来进行访问。外部表是对数据库表的延伸。

图图  4-11 KingbaseES的新建外部表的新建外部表

文件外部表

数据库外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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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表空间管理表空间管理

        表空间允许在文件系统里定义那些代表数据库对象的文件存放的位置。 一旦创建了表空
间，那么就可以在创建数据库对象的时候引用它。一个数据库可以有一个或多个表空间，创建

数据库时自动创建系统表空间，并为缺省的默认表空间。一个表空间只隶属于一个数据库，只

有在创建了数据库之后才能创建属于它的表空间。

        隶属于一个数据库的表空间用于存储该数据库的数据库对象。在创建数据库对象时可以使
用TABLESPACE子句指明该对象所使用的表空间；没有给出 TABLESPACE 子句，则这些对
象使用缺省表空间。

图图  4-12 KingbaseES的新建表空间的新建表空间

新建表空间

编辑表空间

删除

重命名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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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

        KingbaseES每个数据库服务器都包含一个数据库用户的集合。这些用户是和那些在同一
个服务器上运行的操作系统的用户相独立的。用户拥有数据库对象（比如说，表）以及可以把

这些对象的权限赋予其它用户，这样就能控制谁可以访问哪些对象。用户也可以拥有系统权限

        数据库用户从概念上与操作系统用户是完全无关的。在实际使用中把它们对应起来可能比
较方便，但不是必须的。数据库用户名在整个数据库集群中是全局的（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不

同）。要创建一个用户，使用 SQL 命令 CREATE USER。

图图  4-13 KingbaseES的新建用户的新建用户

新建用户：可以为数据库新创建一个用户，并为其分配系统权限及对象权限

编辑用户

删除

重命名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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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角色管理角色管理

        角色是一组权限的集合，使用角色是让权限管理的工作更加简单有效。数据库管理员可以
将角色授予用户或者其它角色，有创建角色（CREATE ROLE）的系统权限的用户可以将自己
创建的角色授予给用户和其它角色。

图图  4-14 KingbaseES的新建角色的新建角色

新建角色：可以为数据库新创建一个角色，并为其分配系统权限及对象权限

编辑角色

删除

重命名

刷新

4.15. 其他其他

        包括运行状态可视化分析、系统参数、会话、锁及健康检查。

4.15.1. 运行状态可视化分析运行状态可视化分析

        对KingbaseES当前运行的状态进行日志分析，并以列表形式展示，对于未达到期望值的
参数检查结果为『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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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4-16 KingbaseES的运行状态可视化分析的运行状态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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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 系统参数系统参数

        KingbaseES的系统参数列表可视化及修改功能,包括：

图图  4-17 KingbaseES的系统参数的系统参数

文件位置

连接认证

资源使用

事务日志

数据复制

查询优化

运行日志

统计信息

兼容相关

其他选项

4.15.3. 会话会话

        列表展示当前数据库服务器存在的所有连接会话，可通过点击『断开』按钮中断被选中的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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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4-18 KingbaseES的会话的会话

4.15.4. 锁锁

        列表展示当前数据库服务器存在的所有锁

图图  4-19 KingbaseES的锁的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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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部署工具数据库部署工具

1. 简介简介

         数据库部署工具由纯java编写，用户仅需知道所需部署服务器的ip，port等信息，再根据
工具的引导，输入集群脚本的关键参数，完成集群的引导步骤即可部署一套完整的集群服务。

同时此工具还提供集群状态监控服务，部署完成后，集群状态可被实时监控，在出现错误后提

供日志供予错误分析，还可在查看监控的同时，修改集群参数，进行配置下发，以达到最好的

状态。

        功能概括：

a. 节点：用于部署集群服务所需要的机器节点，只需要知道机器的ip,port ;用户以及集群存
放路径若是不存在，可以进行创建（用户尽量用已存在的/home/kingbase/ 用户，而目录
尽量是空目录）；

b. 主备同步：在完成机器节点的创建之后，则开始进行主备集群的部署，在此之前，需要
准备db.zip kingbasecluster.zip (名字可以随便命名，但是解压出来必须是db文件夹bin、
lib、share，kingbasecluster文件夹包含bin、etc、lib、share),打开新建主备同步界面，
第一个界面是DB服务器的配置，必填项是数据库的用户、密码（默认为：
SYSTEM/123456）,DB 节点的虚拟ip（用于切换时，ip的移动，一直跟随着主
DB，），第二个界面是pool服务器的配置：必填项是pool服务器的用户、密码（默认是
kingbase/123456）,pcp_port 以及port m默认是9898/9999，第三个界面仅仅是用于显示
前两个界面的配置，不可修改，可以复制；无误之后点击确认，会有一个弹出框，此框

时一个部署流程，点击部署即可自动完成，若是期间出现错误，可查看错误日志，在工

作目录中，若是由机器环境问题引起，则可调整好环境之后继续部署，或是取消部署。

2. 运行数据库部署工具运行数据库部署工具

        存在三种启动部署工具的方式：

a. 选择『开始』|『程序』|『KingbaseES V8』|『Client Tools』|『数据库部署工具』，启
动数据库部署工具。

b. 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进入到数据库安装目录下$InstallDir/DeployTools，双击
deploy.exe或在deploy.exe上右键打开，启动数据库部署工具，此方式只限于windows版
本。

c. 命令行进入到安装目录下$InstallDir/DeployTools，Linux则执行./deploy，Windows则执行
deploy.exe，启动数据库部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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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数据库部署工具使用数据库部署工具

3.1. 新建节点新建节点

         用于部署集群服务所需要的机器节点，部署一个集群需要创建主备两个节点，也可创建
多个节点，但要遵循一主多备的原理。在创建节点之前，请先确认主备机防火墙已关闭。

3.1.1. 展开展开"集群管理集群管理"根节点，右键根节点，右键"节点节点"，弹出菜单：选择，弹出菜单：选择"新建节点新建节点"后，如图后，如图3-1：：

图图  3-1 新建节点新建节点

        "检查"按钮：检查当前填写的信息是否正确，以及相关的ip是否可达。

        "确定"按钮：检查当前填写的信息是否正确，把相关新消息写入配置文件并生成节点。

        界面属性介绍如下:

a. 显示名称：新建的节点名称，只能填写英文名称，不能为空。

b. IP地址：新建的节点IP，需要遵循IP填写格式，目前不支持127.0.0.1，需要填写真实Ip地
址，Ip不能为空。

c. 端口：节点所在的物理机器的ssh端口，默认22，需要遵循端口填写格式，不能为空。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d. Root密码：节点所在的物理机器的root密码，不能为空。

e. 信任网关：建议使用节点所在的物理机器的网关，可通过ip route show、route -n等命令
查询，需要遵循IP填写格式，不能为空。(特殊情况下也可使用一个可以ping通的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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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常规用户：节点所在的物理机器的用户，如果填写用户不存在，则以当前输入用户名称
新建一个用户，默认kingbase。只能填写英文名称，不能为空，且每个节点的用户名必
须保持一致。如果名称包含中文或特殊符号，会导致集群部署失败。如果此处使用非默

认的账户,那么该用户一定要具有对“/home/非默认用户/cluster/”文件夹的读、写、执行权
限。

g. 默认路径：集群部署的路径，默认/home/kingbase/cluster/，可修改，但只能在家目录
下，且需要填写有效路径，不能为空，每个节点的路径须保持一致。

注意注意: 1). 在成功创建节点之后，需要将对应主机的防火墙关闭。
        2). 在创建节点时，一定要保证ssh服务的畅通，延时不可超过20秒。

3.2. 修改节点修改节点

         修改部署集群服务所需要的机器节点,但只能修改节点名称。如图3-2:

图图  3-2 修改节点修改节点

3.3. 删除节点删除节点

         删除部署集群服务所需要的机器节点。

3.4. 新建主备同步新建主备同步

3.4.1. DB服务器配置：服务器配置：

         右键"主备同步"节点,选择"新建主备同步"，开启新建主备的窗口，如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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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3 新建主备同步新建主备同步

        填写完相关信息后，点击"下一步"按钮。界面属性介绍如下：

a. 集群名称：新建的集群名称，只能是英文和数字或者两者组合，不能为空。

b. 数据库配置：点击新增按钮，添加主机数据库，再次点击新增添加备机数据库，可根据
需要指定到不同节点，可一主多备，不能多主多备。

c. 数据库参数设置：

i. 选择数据库zip包：点击选择按钮，选择db.zip。

ii. 基础属性：数据库参数的设置。包括用户名、密码、端口等一些常规参数。

1. max_wal_senders：支持最大集群备机个数，默认为4个，此配置项不能大于
max_connections，最少是n+4个， n为集群个数，不能为空。

2. max_standby_archive_delay：备机wal被归档时，允许最大延迟 以解决查询
取消冲突，默认为0，不能为空。

3. wal_keep_segments：最小预留xlog文件个数，默认为256个，不能为空。

4. max_standby_streaming_delay：备机接受主服务器的xlog时，允许最大延迟
以解决查询取消冲突，默认为0，不能为空。

5. max_connections：数据库最大连接数，默认100个，不能为空。

6. wal_receiver_status_interval：备机发送 复制进度信息的频率，默认为0，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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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空。

7. hot_standby_feedback：备机读事物时避免主机vacuum造成的数据无法查询
的取消冲突，默认为on，开启状态。

8. listenerPort：数据库监听端口号，默认54321，不能为空。

9. dbUser：数据库用户名，默认SYSTEM，不能为空。

10. dbPassword：数据库密码，默认123456，不能为空。

11. replication model：同步/异步模式，默认是sync，同步模式。

12. db_delegate_IP：DB节点的虚拟ip（用于切换时ip的移动，一直跟随着主
DB），不能为空，必须为有效的IP格式，且必须为无法ping通的IP地址。

13. control_file_copy：控制文件备份的路径，该路径必须必须为有效路径，有读
写权限，不能为空。

14. case insensitive：大小写是否敏感，默认敏感。

15. delegate_IP掩码长度：虚拟ip的掩码长度，默认为24。

3.4.2. pool服务器配置：服务器配置：

a. KingbaseCluster配置：点击新增按钮，添加主机pool，再次点击新增添加备机pool，可
根据需要指定到不同节点，只能一主一备。配置界面如下：

图图  3-4 pool服务器配置服务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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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填写完相关信息后，点击"下一步"按钮。pool参数介绍如下：

i. 选择kingbaseCluster的zip包：点击选择按钮，选择kingbasecluster.zip。

ii. 基础属性：集群参数的设置。包括pcp账号、密码、端口等一些常规参数。

1. pool_delegate_IP：pool的虚拟IP，不能为空，不能与db节点的delegate_IP
相同，必须为有效的IP格式，且必须为无法ping通的IP地址。

2. port：kingbasecluster的端口,默认为9999，不能为空。

3. wd_port：watchdog的端口，默认为9000，不能为空。

4. pcp账号：kingbasecluster的用户名，默认为kingbase，不能为空。

5. pcp密码：kingbasecluster的密码，默认为123456，不能为空。

6. num_init_children：pool服务器的连接个数，默认为16个，不能为空。

7. CMD_IP_PATH：ip命令所在的位置，该路径必须必须为有效路径，该路径
下必须有ip命令对应的文件，不能为空。

8. CMD_ARPING_PATH：arping命令所在的位置，该路径必须必须为有效路
径，该路径下必须有arping命令对应的文件，不能为空。

iii. 高级属性：点击高级属性，选择安装目录下template目录中的kingbasecluster.conf
文件，加载文件中的所有配置项，可手动更改其中的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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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预览信息：预览信息：

        将前两步的配置打印在界面上，用户可以浏览，如需修改，返回上一步，如果无误，点击
下一步开始部署。界面预览如下图：

图图  3-5 预览信息预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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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执行状态预览：执行状态预览：

        将集群部署所需执行的操作、执行状态及所消耗时间打印在界面上，用户可以浏览，如无
问题点击部署，即可自动完成集群部署，若是期间出现错误，可查看错误日志，在工作目录

中，若是由机器环境问题引起，则可调整好环境之后继续部署，或是取消部署。部署界面如下

图所示：

图图  3-6 部署界面部署界面

3.5. 集群监控与管理集群监控与管理

3.5.1. 集群监控集群监控

        部署成功后，在主备同步节点下会产生新建的集群节点，双击打开监控管理ER图，默认
有四个节点依次连接，分别是slave cluster，main cluster，slave DB,main DB,如果集群成功部
署，则四条线全是绿色，反之则为红色，可在每个节点上右键，管理DB与pool的日志文件以
及服务。

a. slave cluster节点/main cluster节点->日志查看->查看failover.log：查看主/备机pool的
failover.log。

b. slave cluster节点/main cluster节点->日志查看->查看recovery.log：查看主/备机pool的
recovery.log。

c. slave cluster节点/main cluster节点->日志查看->查看pool_restart.log：查看主/备机pool的
pool_restart.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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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7 日志查看日志查看

d. slave cluster节点/main cluster节点->配置下发->kingbasecluster.conf配置文件修改：修改
主/备机pool的kingbasecluster.conf文件。

图图  3-8 配置文件修改配置文件修改

鼠标单击需要修改的项目，直接修改点击“确定”即可。这里可选择是只修改本机则选
择“下发至本节点”，如果修改整个集群就选择“下发至所有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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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9 配置文件修改配置文件修改

e. DB节点右键菜单界面，如下图：

图图  3-10 DB节点右键菜单界面节点右键菜单界面

slave DB节点/main DB节点->DB->启动/停止/重启：管理main/slave节点上DB的服务。

f. slave DB节点/main DB节点->集群->启动/停止/重启：管理main/slave节点上pool的服
务。

DB节点右键菜单界面，如图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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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11 DB节点右键菜单界面节点右键菜单界面

注意注意: 这里的数据库启停和集群启停界面一致。DB节点的配置文件修改、日志的
查看方法都和Cluster节点的查看方法一致，所以这里就不赘述了。

g. slave DB节点/main DB节点->日志查看->查看failover.log：查看主/备机DB的
failover.log。

h. slave DB节点/main DB节点->日志查看->查看recovery.log：查看主/备机DB的
recovery.log。

i. slave DB节点/main DB节点->日志查看->查看pool_restart.log：查看主/备机DB的
pool_restart.log。

j. slave DB节点/main DB节点->配置下发->kingbase.conf配置文件修改：修改主/备机DB的
kingbase.conf文件。

修改配置文件会有一个消息确认窗口，并且提示是否需要重启集群。以方便配置即时生

效且不影响业务。选择“确定”就执行修改， 选择“取消”则放弃本次修改。确认修改界面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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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12 修改界面修改界面

3.5.2. 属性属性

         在新建的集群节点上右键，点击属性，可查看集群的配置，无法修改(处于不可选取状
态)。如下图所示：

图图  3-13 属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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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同步工具逻辑同步工具

1. 简介简介

        逻辑同步工具利用jdbc连接服务器，与目标操作平台无关，不仅可以实现不同服务器之间
的数据同步，而且能够在同一服务器之间的不同库、模式、表等之间进行同步，源服务器进行

数据的发布，目标数据库进行数据的订阅，同一个发布只能由一个订阅所获取，但是一个订阅

可以获取多个发布，进行订阅之后，可以查看订阅的状态（成功，中断，以及订阅对应的是哪

几个发布），此状态定时更新，若是有变化，能及时显示;原理图如1-1。

图图  1-1 创建数据库连接创建数据库连接

        主要功能概括：

a. 发布服务器注册：将你所需要发布的服务器进行注册，主要是用于连接服务器；

b. 数据库开启同步：若是此数据库还未做逻辑同步的拓展，则需要执行开启同步，开启时
同时会创建此数据专属的nodeId(唯一标识)；

c. 新建/更新发布：在此数据库上的数据进行发布，以便用于其他服务器订阅；（目前只支
持表和序列的同步）

d. 订阅服务器注册：将你所需要订阅的服务器进行注册，主要是用于连接服务器；

e. 数据库开启同步：若是此数据库还未做逻辑同步的拓展，则需要执行开启同步，开启时
同时会创建此数据专属的nodeId(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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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新建/更新订阅：选择你已经发布的服务器，对应的服务器下存在的发布，进行订阅，同
时会同步数据，此时表的结构与数据都能同步过来；

g. 启用/禁用订阅：将订阅的状态进行修改；

h. 同步表：对于订阅了的数据若是有的表结构缺失，数据未完全同步的状态下，可以进行
同步，相当于修复或是更新。

2. 基本使用基本使用

        点击菜单栏中的EasySync菜单（中文为逻辑同步工具），即可打开逻辑同步工具。

2.1. 发布发布

        注册数据库服务器，将需要同步的表进行发布，待订阅。发布节点包括：发布服务器注
册、刷新功能。如图2-1。

图图  2-1 发布服务器注册发布服务器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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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服务器节点服务器节点

a. 发布服务器更新：更新已注册的服务器节点。

b. 删除服务器：删除已注册的服务器节点。

c. 刷新：刷新已注册的服务器节点。

2.1.1.1. 数据库节点

a. 新建发布：新建发布选项，用于目的端订阅，如图2-2。

图图  2-2 新建发布新建发布

b. 同步ddl：若是此数据库还未做逻辑同步的拓展，则需要执行开启同步，开启是同时会创
建此数据专属的nodeId(唯一标识)。

2.2. 订阅订阅

        订阅：将发布服务器下的发布选项同步到目的端，包括表结构和数据。如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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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3 注册订阅服务器注册订阅服务器

2.2.1. 服务器节点服务器节点

a. 订阅服务器更新：更新已注册的服务器节点。

b. 删除服务器：删除已注册的服务器节点。

c. 刷新：刷新已注册的服务器节点。

2.2.1.1. 数据库节点

a. 新建订阅：新建订阅选项，用于目的端订阅，输入订阅名称，选择发布的服务器以及数
据库。如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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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4 新建订阅新建订阅

b. 刷新

2.2.1.1.1. 订阅选项

a. 更新订阅

b. 同步订阅

c. 禁用订阅

d.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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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迁移工具数据迁移工具

前言前言

概述概述

        KingbaseES V8数据迁移工具 EasyTransfer Tool 是一款跨平台的数据交换和迁移工具，
支持X86/X86-64以及国产龙芯、飞腾等平台；支持Windows32、Windows 64、Linux以及国产
中标麒麟和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范围范围

        本文档内容包括KingbaseES V8数据迁移工具 EasyTransfer Tool工具支持的范围，并以
V7.1.2数据库数据的迁移为例讲解了数据迁移工具迁移功能的使用说明、注意事项等问题，最
后罗列出了数据迁移时的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1. 支持的迁移场景支持的迁移场景

        KingbaseES V8数据迁移工具 EasyTransfer Tool 使用插件方式动态加载待迁移的数据库
访问接口，方便用户定制和使用。支持同异构数据源之间的数据迁移、支持结构迁移、支持全

量数据迁移、支持列名映射，支持数据迁移过滤，在配置数据任务时，可以对迁移的表配置

where条件、通过匹配的where条件过滤需要迁移的数据。

同构数据源间数据迁移：支持KingbaseES V7到KingbaseES V8 的数据库迁移。

异构数据源之间的数据迁移：支持Oracle9i、10g、11g、12c到KingbaseES V8 的数据
库迁移。（KingbaseES V8R3迁移工具还支持mysql5.1、sqlserver2005到KingbaseES
V8的表结构和数据迁移）

2. 基本使用基本使用

2.1. 启动数据迁移工具启动数据迁移工具

        选择『开始』|『程序』|『KingbaseES V8』|『数据迁移工具』，启动数据迁移工具。

2.2. 创建数据迁移项目创建数据迁移项目

         打开数据迁移工具，工具已经默认创建了一个项目。用户也可以在左侧资源管理器中右
键新建数据迁移项目。数据迁移项目是数据迁移的起点，一个迁移项目可以包含多个数据库连

接、多个数据迁移任务和迁移后的日志信息。如图2-1所示。

         执行一个迁移任务，所需的必要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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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新建源库数据库连接，新建目的库数据库连接，请参考2.3章节。

         a2. 新建迁移任务，选择源库和目的库，请参考2.4章节。

         a3. 打开迁移任务，选择非表对象配置，请参考2.5章节。

         a4. 进行源库与目标库的关系映射，请参考2.6章节、2.7章节。

         a5. 执行迁移任务，查看迁移日志，请参考2.8章节、2.9章节。

         如果想修改系统配置，可在【窗口】-【首选项】，修改【迁移配置】和【数据类型映
射】。请参考3.1章节、3.2章节。

图图  2-1 EasyTransfer Tool 新建项目新建项目

2.3. 选择数据源创建数据库连接选择数据源创建数据库连接

        KingbaseES V8数据库数据迁移工具 EasyTransfer Tool采用JDBC的方式管理数据库连
接，支持JDBC URL参数配置。可以在资源管理器上对数据库连接进行删除或者编辑操作；数
据库连接信息持久化本地，迁移时不需要重复配置连接。

        在数据迁移项目下的数据库连接目录上右键创建新的数据库连接，弹出图2-2所示窗口，
填写相应信息，创建数据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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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2 EasyTransfer Tool 创建数据库连接创建数据库连接

2.4. 创建迁移任务创建迁移任务

         在数据迁移项目下的【数据库迁移任务】节点右键创建迁移任务，如图2-3，迁移任务需
要选择已经创建的源数据库连接和目标数据库连接，完成输入后点击【确定】按钮，创建成功

后会自动打开迁移任务编辑器。迁移任务编辑器界面如图2-4所示。

图图  2-3 EasyTransfer Tool 新建迁移任务新建迁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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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4 EasyTransfer Tool 迁移任务编辑器界面迁移任务编辑器界面

2.5. 非表对象配置非表对象配置

         新建迁移任务以后，双击源库节点打开“非表对象”设置，包含了视图、索引、外键、缺
省、触发器、检查约束、唯一约束、存储过程、函数、程序包、序列、同义词、注释共十三种

非表对象。用户可以选择在本次迁移任务中是否迁移这些非表对象。

        如下图2-5所示，非表对象设置，默认时均不选择，即只迁表定义和表数据。此外，从
Oracle到KingbaseES的迁移中，除表定义和表数据外，用户还可选视图、索引、外键、缺
省、检查约束、唯一性约束和序列等非表对象进行自动迁移。

        对于数据库间的存储过程、函数、包和触发器的迁移。它们的移植需要根据KingbaseES
和其它数据库之间的语法差异手工改写后再在KingbaseES服务器上执行后建立。

        注意没有选中的非表对象，要全部手动创建到目的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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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5 EasyTransfer Tool 非表对象设置非表对象设置

2.6. 设置源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的关系映射设置源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的关系映射

         这一步骤是选择要从源库进行迁移的表或其他数据库对象到目标数据库的相应模式。双
击【迁移任务编辑器】的目标库节点，打开【源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关系映射】，如图2-6所
示，目标数据库节点配置需要用户选择表或者其它数据库对象拖拽、双击、右键添加到目标模

式或者数据库完成关系映射。目标数据库下只显示从源数据库拖拽过来的表或者其他数据库对

象，目标数据库在进行映射操作前，只显示模式不会显示其自身的数据库对象。

图图  2-6 EasyTransfer Tool 源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关系映射源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关系映射

2.7. 设置表映射关系设置表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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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击目标库树上的表对象可以进行【表映射关系】设置，在这个对话框中可以进行【列
映射选择】设置、【DDL】查看和【SELECT】自定义的操作，如图2-7所示。

图图  2-7 EasyTransfer Tool 设置表映射关系设置表映射关系

         【列映射选择】页面可以设置源表和目标表的列对应关系，可以修改目标表列名称、目
标表列类型、精度、标度、是否为空和默认值。

         【DDL】是在目标数据库创建表的sql语句，可以通过【列映射选项】页面列信息的修改
自动变更内容。

         【SELECT】页面用于迁移时对源表进行查询，可以对迁移的表配置where条件、通过匹
配的where条件过滤需要迁移的数据。

2.8. 执行迁移任务执行迁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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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8 EasyTransfer Tool 数据迁移概览数据迁移概览

         在完成上述配置工作之后可以进行源数据库到目标数据库的迁移操作，打开数据迁移任
务编辑器，点击工具栏上的【执行】按钮，数据迁移正式开始。

         数据迁移正式开始时会有迁移对象统计列表，用户可以根据该列表判断数据数量是否正
确。如图2-8所示。

         在迁移结束后在控制台和日志文件中统计出迁移结果包括表和所有已经选择迁移的数据
库对象。

2.9. 日志查看及问题处理日志查看及问题处理

        控制台视图可以显示用户的操作日志和迁移日志，其中迁移日志可以持久化本地，用户可
以在资源管理器中找到本次迁移的日志文件。文件中包含创建表的sql、迁移过程、创建主键
sql和所有非表对象创建的sql语句；还包括迁移异常信息。

        在迁移过程中一旦某个对象创建失败，DTS会将该对象的创建sql保留到本次迁移任务文
件夹下的ErrorScripts目录中，用户可以手动修改后通过ksql或者对象管理工具手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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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9 EasyTransfer Tool 迁移日志所在路径迁移日志所在路径

3. 系统配置系统配置

         kingbaseES EasyTransfer Tool的运行参数用户可修改，系统配置是全局变量，修改后对
创建的所有迁移任务生效。

3.1. 数据迁移配置数据迁移配置

         用户通过【首选项】-【迁移配置】可以对数据库迁移进行参数配置，包括连接配置、表
默认处理方式配置、迁移出错处理、日志属性配置、设置char默认类型等，如图3-1迁移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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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1 EasyTransfer Tool 迁移配置迁移配置

3.1.1. 连接设置连接设置

         数据库连接设置包括：

a.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指通过JDBC方式连接数据库的最大响应时间，单位为秒，如果超过这个时
间数据库依旧没有响应回报出连接超时异常。默认是60，取值范围为[1,10000]。

b. "最大并发数最大并发数",指执行数据迁移时的最大线程数量，默认是2，取值范围是[1,10]。

c. "记录个数记录个数",指进行迁移数据步骤时，向目的端数据库一次提交的记录个数，默认是
50000,取值范围是[1,200000]。

d. "分发数量分发数量",指执行迁移数据步骤时，分发数据的线程数，默认是2，取值范围是[1,20],
建议不超过6。

3.1.2. 表默认处理方式设置表默认处理方式设置

a. 建表建表 /重建表并导入数据重建表并导入数据：将原来的表删除，并创建新表，其数据类型是根据类型映射

表转换后的数据类型，数据是源表中的数据时，表示迁移正确。

b. 删除已存在的表数据后导入数据删除已存在的表数据后导入数据：保留目的库中的同名表，将该表中数据删除，迁移

源表中的数据到该表。以此种方式迁移后的表，其数据类型是原来目的表的数据类型，

表中数据是源表中的数据。

c. 追加数据追加数据：保留目的库中的同名表，及表中的数据，迁移源表中的数据到该表，如果源

表中记录和目的表中的原有记录有约束冲突，则不迁移这些记录。以此种方式迁移后的

表中包含了源表和目的表中所有数据（不包含有约束冲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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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迁移出错处理迁移出错处理

        对迁移表数据出错时的处理。有两个选项：“迁移出错时终止迁移”和“迁移出错时继续执
行”。默认迁移出错继续执行。

a. “迁移出错时终止迁移迁移出错时终止迁移”：当一次迁移任务中的任何一个表记录出错时,迁移工具就会退
出。要求迁移的数据准确率很高时，可以使用该选项；

b. “迁移出错时继续执行迁移出错时继续执行”：某个表出现迁移错误时不会影响其它迁移任务的执行。

3.1.4. 日志类型设置日志类型设置

        日志类型包括错误日志、基本日志和详细日志。默认为基本日志。

a. “错误日志错误日志“表示如果迁移过程中出现异常才会输出出错的内容，如果整个过程没有任何
错误，将不会有过多的输出信息。

b. ”基本日志基本日志“会输入操作sql和迁移结果，如果有异常也会输出。

c. ”详细日志详细日志“会输出完整的操作堆栈信息，内容丰富，会有一定的效率影响。

3.1.5. CHAR默认类型设置默认类型设置

        字符串类型CHAR、VARCHAR等按照char或者byte存储，迁移的时候可设置存储类型，
有以下选项：

a. 与源库保持一致。

b. 设置为CHAR。

c. 设置为BYTE。

3.2. 数据类型映射配置数据类型映射配置

         在【首选项】-【数据类型映射 】页面，用户可以编辑或设置源库到目标库的数据类型映
射关系，如图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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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2 EasyTransfer Tool 数据类型映射数据类型映射

         如图3-2所示，在迁移工具【首选项】-【数据类型映射】选项卡中，已经为用户提供了几
种数据源到KingbaseES V8的默认数据类型映射关系，如果有未涉及的类型或某一个类型映射
存在偏差用户，可自行通过图形页面进行修改,自定数据库类型映射，如图3-3所示。步骤如
下：

         a1.点击首选项中的【+】创建新的数据库类型映射,弹出“数据类型管理”对话框，或者双击
现有的数据类型映射，进行编辑。

         a2.输入源类型和目标类型，并设置是否需要长度，该设置用于在目标数据库创建表构建
ddl时，确定类型是否需要增加长度。

         a3.最小值和最小值表示该类型的取值范围,可以是负数，最大值不能超过Java Integer的
最大值。

         a4.点击【确定】按钮，增加该数据类型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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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3 EasyTransfer Tool 数据类型管理数据类型管理

3.3. 其它配置其它配置

3.3.1. EasyTransfer Tool优化优化

         修改dts.ini文件中的JVM参数修改dts工具内存使用

         -Xms：初始堆大小

         -Xmx：最大堆大小

         默认-Xms与-Xmx相同，以避免每次垃圾回收完成后JVM重新分配内存

3.3.2. 服务器参数配置服务器参数配置

         迁移操作进行之前，建议优化以下KingbaseES V8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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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  3-1. 服务器参数配置服务器参数配置

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修修
改改
值值

备注备注

shared_buffers

内
存
大
小
的
1/4

  

max_locks_per_transaction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配
置

这个参数控制每个事务能够得到的平均的对象锁的个数。默
认值是64。数据库在启动以后创建的共享锁表的最大可以保
存max_locks_per_transaction * (max_connections +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个对象锁。单个事务可以同时
获得的对象锁的数目可以超过max_locks_per_transaction的
值，只要共享锁表中还有剩余空间。每个锁占用270个字节
的共享内存。

        

4. KingbaseES V8R3新特性新特性

4.1. KingbaseES V8R3支持迁移结果展示支持迁移结果展示

         KingbaseES V8R3 增加了迁移结果展示功能，执行迁移任务完成后，会生成迁移报告。
迁移报告有两种：文本报告和柱状图报告。如图4-1、图4-2所示。

图图  4-1 EasyTransfer Tool 迁移报告迁移报告-文本报告文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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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4-2 EasyTransfer Tool迁移报告迁移报告-柱状图报告柱状图报告

4.2. KingbaseES V8R3支持二次迁移支持二次迁移

         kingbaseES V8R3迁移工具支持迁移出错的对象进行二次迁移。 用户执行迁移迁移任务
结束后，若有未迁移成功的对象，可以在“出错对象”页面选择要二次迁移的对象，修改出错的
SQL语句，保存后进行二次迁移。具体操作步骤，如图4-3所示。

图图  4-3 EasyTransfer Tool 二次迁移操作步骤图二次迁移操作步骤图

4.3. KingbaseES V8R3增加异构数据源增加异构数据源

        kingbaseES V8R3 EasyTransfer Tool增加了MySQL5.1和sqlserver2005到KingbaseES
V8的表定义和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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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迁移的非表对象有外键、缺省、检查约束、唯一约束、注释、索引。

        不支持迁移视图、函数、存储过程、包、同义词、序列、触发器。

5. 迁移常见问题及应对措施迁移常见问题及应对措施

5.1. KingbaseES V7移植常见问题移植常见问题

5.1.1. EasyTransfer Tool数据迁移中数据迁移中 ,复杂表和约束迁移失败。复杂表和约束迁移失败。

         在KingbaseES之间可以迁移的数据库对象包括： 表、视图、存储过程、函数、程序包、
触发器、索引、主外键、非空约束、检查约束、唯一约束、缺省值。若目的库中存在与要迁移

的存储过程、函数、触发器或程序包相同的名称,EasyTransfer Tool会将其删除后在进行迁
移。

        其他数据库向KingbaseES可以迁移的数据库对象包括： 表、索引、主外键、非空约束、
检查约束、唯一约束、缺省值。不支持函数索引和表达式索引的迁移；不支持聚集索引的迁

移。

5.1.2. EasyTransfer Tool数据迁移中数据迁移中 ,将其它数据库的表导入到将其它数据库的表导入到KingbaseES V8数据库数据库
时时 ,KingbaseES V8数据库并没有与要导入的表重名的表数据库并没有与要导入的表重名的表 ,为什么迁移日志会报告表重名错为什么迁移日志会报告表重名错
误误 ,从而导致迁移失败？从而导致迁移失败？

         在KingbaseES V8中同一个模式下表、视图、序列都使用同一个命名空间，即表、视图
和序列之间不可以重名，否则后创建的表会将覆盖已经存在的表。

5.1.3. 源库为源库为kingbaseES V7，迁移中文表中文乱码问题，迁移中文表中文乱码问题

         解决方案：编辑kingbaES v7的数据库连接，添加参数clientencoding=UNICODE,保存。
打开对应的迁移任务，刷新源库节点，即可。

5.2. Oracle移植常见问题移植常见问题

5.2.1. EasyTransfer Tool数据迁移中数据迁移中 ,复杂表和约束迁移失败。复杂表和约束迁移失败。

         当迁移Oracle的复杂表和约束时，如果总是遇到错误，则可能是因为KingbaseES自带的
Oracle JDBC驱动程序版本与Oracle JDBC版本不兼容。此时，用户可用Oracle数据库安装目
录JDBC/lib文件夹下的JDBC驱动程序，替换$KINGBASE_HOME/plugins/database/Oracle目
录下的JDBC驱动程序，然后重新迁移。

        Oracle数据库向KingbaseES可以迁移的数据库对象包括： 表、索引、主外键、非空约
束、检查约束、唯一约束、缺省值。需要注意的是：不支持函数索引和表达式索引的迁移；不

支持聚集索引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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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EasyTransfer Tool数据迁移中数据迁移中 ,使用【追加数据】的迁移方式会导致迁移失败使用【追加数据】的迁移方式会导致迁移失败

        EasyTransfer Tool为了提高迁移速度，在【配置】对话框中，将【一次批量提交记录个
数】设置为50000。在追加数据时，如果在一次提交的50条记录中，如果有某些记录的主键值
与已存记录的主键值相同，会导致50条记录全部迁移失败。因此在使用【追加数据】的迁移
方式时，建议将【一次批量提交记录个数】设置为1，这样可以使主键值重复的记录迁移失
败，主键值不重复的记录迁移成功。

5.2.3. 迁移数据时报错迁移数据时报错“Caused by: com.kingbase8.util.KSQLException: ERROR: value
too long for type character varying(50)”

         原因：源库的服务器参数char_default_type=char，而目标库kingbaseES V8的服务器参
数 char_default_type=byte，造成部分数据迁移到v8之后溢出了。

         解决方案：修改【首选项】-【迁移配置】选项卡的“设置char默认类型”，选择“char”或
者“与源库保持一致”。保存后重新迁移出错的表。

5.2.4. 不支持不支持Oracle特性问题特性问题

         对于KingbaseES不支持的Oracle特性，请及时告知KingbaseES支持工程师进行处理。

5.3. MySQL移植常见问题移植常见问题

5.3.1. MySQL数据库使用默认编码创建的数据库表名含中文，迁移时报数据库使用默认编码创建的数据库表名含中文，迁移时报“没有获得创建表没有获得创建表
的的SQL语句语句”错误。错误。

         解决方案：新建MySQL连接的时候，增加两个参
数，useUnicode=true，characterEncoding=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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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aseES客户端应用客户端应用

        这一部分包含KingbaseES客户端应用和支持工具的参考信息。其他工具程序在
KingbaseES客户端应用中列出。不是所有客户端应用都是通用的，部分应用需要特
殊权限。但共同特征是，不管数据库服务器在哪里，这些应用可在任意主机上运行。

        当在命令行上指定用户和数据库名时，大小写会被保留、出现空格或特殊字符时
需使用引号。表名和其他标识符的大小写不会被保留并且需要使用引号。

目录目录
clusterdb  --  聚簇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中的表
createdb  --  创建一个新的KingbaseES数据库
createlang  --  安装一种KingbaseES过程语言
createuser  --  定义一个新的KingbaseES用户账户
dropdb  --  删除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
droplang  --  删除一种KingbaseES过程语言
dropuser  --  删除一个KingbaseES用户账户
esqlc  --  用于C程序的嵌入式SQL预处理器
sysbench  --  在KingbaseES上运行一个基准测试
sys_config  --  获取已安装的KingbaseES的信息
sys_dump  --   对数据库进行逻辑备份
sys_dumpall  --  将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输出到脚本文件中
sys_isready  --  检查一个KingbaseES服务器的连接状态
sys_receivexlog  --  以流的方式从一个KingbaseES服务器得到事务日志
sys_recvlogical  --  控制 KingbaseES 解析物理日志流
sys_restore  --   从由sys_dump创建的备份文件恢复KingbaseES数据库
ksql  --   KingbaseES的交互式终端
reindexdb  --  重索引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
vacuumdb  --  对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进行清理并进行垃圾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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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db
名称名称

        clusterdb  --  聚簇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中的表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clusterdb [connection-option ...] [--verbose | -v] [ --table | -t table ] ... [dbname]

clusterdb [connection-option...] [--verbose | -v] --all | -a

简介简介

         clusterdb是一个用来对KingbaseES数据库中的表进行重新聚簇的工具。它会寻找之前已
经被聚簇过的表，并且再次在最后使用过的同一个索引上对它们重新聚簇。没有被聚簇过的表

将不会被影响。

         clusterdb是SQL命令CLUSTER的一个包装器。通过此工具与通过其他方法来聚簇数据库
的表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选项选项

         clusterdb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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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ll

聚簇所有数据库。

[-d] dbname
[--dbname=]dbname

指定要被聚簇的数据库名称。如果这个参数没有被指定并且-a（或--all）没有被使用，
数据库名将从环境变量KINGBASE_DATABASE中读出。如果该环境变量也没有被设置，指定
给该连接的用户名将被用作数据库名。

-e
--echo

回显clusterdb生成并发送给服务器的命令。

-q
--quiet

不显示进度消息。

-t table
--table=table

只聚簇table。可以通过写多个-t开关来聚簇多个表。

-v
--verbose

在处理期间显示详细信息。

-V
--version

显示clusterdb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关于clusterdb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clusterdb也接受下列用于连接参数的命令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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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Unix域套接字的
目录。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指定服务器连接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禁止发出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提供口令的方式，连接尝

试将失败。此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口令。

-W
--password

强制clusterdb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输入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clusterdb将自动提示要求一
个口令。但是，clusterdb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
下值得用-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maintenance-db=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来发现哪些其他数据库应该被聚簇的数据库名。如果没有指定，将使

用kingbase数据库。而如果它也不存在，将使用template1。

诊断诊断

         可在CLUSTER和ksql中查询潜在问题和相关错误信息。数据库服务器必须运行在目标主
机上。同时适应于任何libkci前端库使用的默认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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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

         例例1：聚簇数据库test：

$ clusterdb test

         例例2： 聚簇在数据库xyzzy中的一个表foo：

$ clusterdb --table foo xy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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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b
名称名称

        createdb  --  创建一个新的KingbaseES数据库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create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dbname [description]]

简介简介

         createdb创建一个新的KingbaseES数据库。

         通常，执行此命令的数据库用户将成为新数据库的所有者。但是，如果执行用户具有合
适的权限，可以通过-O选项指定一个不同的所有者。

         createdb是SQL命令CREATE DATABASE的一个包装器。通过此工具与通过其他方法访
问服务器来创建数据库相比较，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选项选项

         createdb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dbname

指定要被创建的数据库名。该名称必须在这个集簇中所有KingbaseES数据库中是唯一
的。默认是创建一个与当前系统用户同名的数据库。

description

指定与新创建的数据库相关联的一段注释。

-D tablespace
--tablespace=tablespace

指定该数据库的默认表空间（这个名称被当做一个双引号引用的标识符处理）。

-e
--echo

回显createdb生成并发送到服务器的命令。

-E encoding
--encoding=encoding

指定要在这个数据库中使用的字符编码模式。KingbaseES服务器支持的字符集见字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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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要在这个数据库中使用的字符编码模式。KingbaseES服务器支持的字符集见字符集
支持中描述。

-l locale
--locale=locale

指定要在这个数据库中使用的区域。等效于同时指定--lc-collate和--lc-ctype。

--lc-collate=locale

指定要在这个数据库中使用的LC_COLLATE设置。

--lc-ctype=locale

指定要在这个数据库中使用的LC_CTYPE设置。

-O owner
--owner=owner

指定拥有这个新数据库的数据库用户（这个名称被当做一个双引号引用的标识符处

理）。

-T template
--template=template

指定用于创建这个数据库的模板数据库（这个名称被当做一个双引号引用的标识符处

理）。

-V
--version

显示createdb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关于createdb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选项-D、-l、-E、-O和-T对应于底层 SQL 命令CREATE DATABASE的选项，关于这些
选项的信息可见该命令的内容。

         createdb也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用于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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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Unix域套接字的
目录。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儿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W
--password

强制createdb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要求输入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createdb将自动提示要求一
个口令。但是，createdb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
下值得用-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maintenance-db=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来发现哪些其他数据库应该被聚簇的数据库名。如果没有指定，将使

用kingbase数据库。而如果它也不存在（或者如果它就是要创建新数据库的名称），将
使用template1。

诊断诊断

         可在DROP DATABASE和ksql中查询潜在问题和相关错误信息。数据库服务器必须运行
在目标主机上。并适用于任何libkci前端库使用的默认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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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

         例例1：使用默认数据库服务器创建数据库demo：

$ createdb demo

         例例2： 在主机eden、端口 5000 上使用LATIN1编码模式创建数据库demo：

$ createdb -p 5000 -h eden -E LATIN1 -e demo
CREATE DATABASE demo ENCODING 'LATIN1';

参见参见

        dropdb, CREAT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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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lang
名称名称

        createlang  --  安装一种KingbaseES过程语言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createlang [connection-option...] langname [dbname]

createlang [connection-option...] --list | -l [dbname]

简介简介

         createlang是用于向KingbaseES数据库新增一种过程语言的工具。

         createlang只是CREATE EXTENSIONSQL命令的一个包装器。

注意注意

createlang已被废弃并且可能在一个未来的KingbaseES版本中被移除。推荐直接使
用CREATE EXTENSION命令。

选项选项

         createlang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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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name

指定要被安装的过程语言的名字（名字为小写形式）。

[-d] dbname
[--dbname=]dbname

指定要向哪个数据库加入该语言。默认是使用与当前系统用户同名的数据库。

-e
--echo

在SQL命令被执行时显示它们。

-l
--list

显示目标数据库中已经安装的语言的列表。

-V
--version

显示createlang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有关createlang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createlang也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作为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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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Unix域套接字的
目录。

-p port
--port=port

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儿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W
--password

强制createlang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要求输入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createlang将自动提示要求一
个口令。但是，createlang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
下值得用-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诊断诊断

         部分错误消息是自解释的。若不是，运行带--echo选项的createlang并查看相应的SQL命
令。同时，此工具也使用libkci支持的环境变量。

注解注解

         使用droplang来删除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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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

         将语言pltcl安装到数据库template1中：

$ createlang pltcl template1

         注意：在template1中安装该语言，将会使其被自动地安装到后续创建的数据库中。

参见参见

        droplang, CREATE EXTENSION, CREAT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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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user
名称名称

        createuser  --  定义一个新的KingbaseES用户账户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createuser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username]

简介简介

         createuser创建一个新的KingbaseES用户（或角色）。只有超级用户和具
有CREATEROLE权限的用户才能创建新用户，因此createuser只能被以上两种用户调用。

        如果希望创建一个新的超级用户，必须作为超级用户连接数据库，而不仅仅只具
有CREATEROLE特权。作为一个超级用户意味着拥有绕过数据库中所有访问权限进行检查的能
力，因此超级用户的权限不能轻易被授予。

         createuser是SQL命令CREATE ROLE的一个包装器。通过此工具与通过其他方法访问服
务器来创建用户相比，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差异。

选项选项

         createuser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username

指定要被创建的KingbaseES用户的名称。这个名称必须与此KingbaseES数据库中所有
现存角色的名称不同。

-c number
--connection-limit=number

为该新用户设置一个最大连接数。默认值为不设任何限制。

-d
--createdb

新用户将被允许创建数据库。

-D
--no-createdb

新用户将不被允许创建数据库。这是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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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cho

回显createuser生成并发送给服务器的命令。

-E
--encrypted

加密存储在数据库中的用户口令。如果没有指定，默认的口令行为将被使用。

-g role
--role=role

指定一个角色，此新用户将立即加入其中成为其成员。如果要把此用户加入到多个角色

中作为成员，可以写多个-g开关。

-i
--inherit

新角色将自动继承把它作为成员的角色的特权。这是默认值。

-I
--no-inherit

新角色将不会自动继承把它作为成员的角色的特权。

--interactive

如果在命令行没有指定用户名，提示要求用户名，并且在命令行没有指定选项-d/-D、-
r/-R、-s/-S时也提示。

-l
--login

新用户将被允许登入（即该用户名能被用作初始会话用户标识符）。为默认值。

-L
--no-login

新用户将不被允许登入（一个没有登录特权的角色仍然可以作为管理数据库权限的方式

而存在）。

-N
--unencrypted

不对存储在数据库中的用户口令加密。如果没有指定，默认的口令行为将被使用。

-P
--pwprompt

如果给定，createuser将发出一个要求新用户输入口令的提示。如果没有计划使用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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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这将不是必须的。

-r
--createrole

新用户将被允许创建新的角色（即此用户将具有CREATEROLE特权）。

-R
--no-createrole

新用户将不被允许创建新角色。这是默认值。

-s
--superuser

新用户将成为一个超级用户。

-S
--no-superuser

新用户将不会成为一个超级用户。这是默认值。

-V
--version

显示createuser版本并退出。

--replication

新用户将具有REPLICATION特权，在CREATE ROLE的文档中有更完整的描述。

--no-replication

新用户将不具有REPLICATION特权，在CREATE ROLE的文档中有更完整的描述。

-?
--help

显示有关createuser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createuser也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作为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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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Unix域套接字的
目录。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不是要创建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儿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W
--password

强制createuser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弹出口令提示（此口令用于连接到服务器，而
不是新用户的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createuser将自动提示要求
一个口令。但是，createuser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
情况下值得用-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诊断诊断

         可在CREATE ROLE和ksql中查找潜在问题和相关错误信息。数据库服务器必须运行在目
标主机上。同样，任何libkci前端库使用的默认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都将适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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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

         例例1：在默认数据库服务器上创建一个用户joe：

$ createuser joe

         例例2： 在默认数据库服务器上创建一个用户joe并要求提示一些额外属性：

$ createuser --interactive joe
Shall the new role be a superuser? (y/n) n
Shall the new role be allowed to create databases? (y/n) n
Shall the new role be allowed to create more new roles? (y/n) n

         例例3： 使用在主机eden、端口 5000 上的服务器创建同一个用户joe，并带有显式指定的
属性：

$ createuser -h eden -p 5000 -S -D -R -e joe
CREATE ROLE joe NOSUPERUSER NOCREATEDB NOCREATEROLE INHERIT LOGIN;

         例例4： 创建用户joe为一个超级用户并且立刻分配一个口令：

$ createuser -P -s -e joe
Enter password for new role: xyzzy
Enter it again: xyzzy
CREATE ROLE joe PASSWORD 'md5b5f5ba1a423792b526f799ae4eb3d59e' SUPERUSER 
CREATEDB CREATEROLE INHERIT LOGIN;

         在上面的例子中，在录入新口令时新口令并没有真正地被回显，但是为了清晰，我们特
意把它列了出来。如你所见，该口令在被发送给客户端之前会被加密。如果使用了选项--
unencrypted，口令将会出现在回显的命令中（并且还可能出现在服务器日志和其他地方）。
因此如果任何他人能够看到你的屏幕，你不会希望使用-e。

参见参见

        dropuser, CREATE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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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db
名称名称

        dropdb  --  删除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drop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dbname

简介简介

         dropdb用于删除一个现有的KingbaseES数据库。执行此命令的用户必须数据库超级管理
员或拥有该数据库的权限。

         dropdb是SQL命令DROP DATABASE的一个包装器。通过此工具与通过其他方法访问服
务器来删除数据库相比，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差异。

选项选项

         dropdb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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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name

指定需被删除的数据库的名字。

-e
--echo

显示由dropdb生成并发送给服务器的命令。

-i
--interactive

在做任何破坏性的工作之前发出一个验证提示。

-V
--version

显示dropdb版本并退出。

--if-exists

如果数据库不存在也不弹出错误。此情况下会发出提示。

-?
--help

显示有关dropdb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dropdb也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作为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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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Unix域套接字的
目录。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用户名称。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儿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W
--password

强制dropdb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供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dropdb将自动提示要求一个
口令。但是，dropdb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值
得用-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maintenance-db=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来发现哪些其他数据库应该被删除的数据库名。如果没有指定，将使

用kingbase数据库。而如果它也不存在，将使用template1。

诊断诊断

         可在DROP DATABASE和ksql中查询潜在问题和相关错误信息。数据库服务器必须运行
在目标主机上。并适用于任何libkci前端库使用的默认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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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

         例例1：在默认数据库服务器上删除数据库demo：

$ dropdb demo

        例例2： 在主机eden、端口 5000 上的服务器中删除数据库demo，并带有验证和回显：

$ dropdb -p 5000 -h eden -i -e demo
Database "demo" will be permanently deleted.
Are you sure? (y/n) y
DROP DATABASE demo;

参见参见

        createdb, DROP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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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lang
名称名称

        droplang  --  删除一种KingbaseES过程语言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droplang [connection-option...] langname [dbname]

droplang [connection-option...] --list | -l [dbname]

简介简介

         droplang是一种用于从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删除现有的过程语言的工具。

         droplang是DROP EXTENSIONSQL命令的一个包装器。

注意注意

         droplang在未来某个KingbaseES版本中可能会被废弃。建议直接使用DROP
EXTENSION命令。

选项选项

         droplang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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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name

指定要被删除的过程语言的名称（这个名称是小写形式的）。

[-d] dbname
[--dbname=]dbname

指定要从哪个数据库中删除该语言。默认是使用与当前系统用户同名的数据库。

-e
--echo

在SQL命令被执行时显示它们。

-l
--list

显示在目标数据库中已经安装的语言的列表。

-V
--version

显示droplang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有关droplang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droplang也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作为连接参数：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351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Unix域套接字的
目录。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儿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W
--password

强制droplang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供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droplang将自动提示要求一
个口令。但是，droplang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
下值得用-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诊断诊断

         大部分错误消息是自解释的。如果不是，运行带--echo选项的droplang并查看相应
的SQL命令。还有，这个工具也使用libkci支持的环境变量。

注解注解

         使用createlang来增加一种语言。

例子例子

         删除语言pltcl：

$ droplang pltcl db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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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参见

        createlang, DROP EXTENSION, DROP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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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user
名称名称

        dropuser  --  删除一个KingbaseES用户账户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dropuser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username]

简介简介

         dropuser删除一个已有的KingbaseES用户。只有超级用户以及具有CREATEROLE权限的用
户能够删除KingbaseES用户（具有超级用户权限的用户才能移除一个超级用户）。

         dropuser是SQL命令DROP ROLE的一个包装器。通过此工具和通过其他方法访问服务器
来删除用户相比，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选项选项

         dropuser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354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username

指定要删除的KingbaseES用户的名字。如果没有在命令行指定并且使用了-i/--
interactive选项，将被提醒输入一个用户名。

-e
--echo

回显dropuser生成并发送给服务器的命令。

-i
--interactive

在实际删除该用户之前要求弹出确认提示，并且在没有在命令行指定用户名提示要求一

个用户名。

-V
--version

显示dropuser版本并退出。

--if-exists

当用户不存在时不发出错误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将发出一个提示。

-?
--help

显示有关dropuser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dropuser也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作为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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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Unix域套接字的
目录。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不是要删除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儿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W
--password

强制dropuser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输入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dropuser将自动提示要求一
个口令。但是，dropuser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
下值得用-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诊断诊断

         可在DROP DATABASE和ksql中查询潜在问题和相关错误信息。数据库服务器必须运行
在目标主机上，并适用于任何libkci前端库使用的默认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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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

         例例1： 从默认数据库服务器删除用户joe：

$ dropuser joe

         例例2： 使用在主机eden、端口 5000 上的服务器删除用户joe，并带验证和回显：

$ dropuser -p 5000 -h eden -i -e joe
Role "joe" will be permanently removed.
Are you sure? (y/n) y
DROP ROLE joe;

参见参见

        createuser, DROP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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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qlc
名称名称

        esqlc  --  用于C程序的嵌入式SQL预处理器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esqlc [option...] file...

简介简介

         esqlc是用于C程序的嵌入式SQL预处理器。它通过将SQL调用替换为特殊函数调用从而
把带有嵌入式SQL语句的C程序转换为普通C代码。输出文件可以被任何C编译器工具处理。

         esqlc将把命令行中给出的每一个输入文件转换为相应的C语言输出文件。输入文件更适
宜于使用扩展名.pgc，在这种情况下该扩展名将被替换为.c来决定输出文件名。如果输入文件
的扩展名不是.pgc，那么输出文件名则通过在完整文件名上追加.c来确定。输出文件名也可以
使用-o选项覆盖。

选项选项

         esqlc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c

自动从SQL代码生成确定的C代码。当前，这对EXEC SQL TYPE起效。

-C mode

设置一个兼容性模式。mode可以是INFORMIX或INFORMIX_SE。

-D symbol

定义一个C预处理器符号。

-i

分析系统也包括文件。

-I directory

指定一个额外的包括路径，用来寻找通过EXEC SQL INCLUDE包括的文件。默认值是.（当
前目录）、/usr/local/include、在编译时定义的KingbaseES包括目录（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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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usr/local/kingbase/include）以及/usr/include。

-o filename

指定esql应该将它的所有输出写到给定的filename。

-r option

选择运行时行为。option可以是下列之一：

no_indicator

不使用指示器而使用特殊值来表示空值。历史上曾有数据库使用这种方法。

prepare

在使用所有语句之前准备它们。libesql将保持一个预备语句的缓冲并当语句再被执
行时重用该语句。如果缓冲满了，libesql将释放最少使用的语句。

questionmarks

为兼容性原因允许使用问号作为占位符。在很久以前这被用作默认值。

-t

打开事务的自动提交。在这种模式下，每一个SQL命令会被自动提交，除非它位于一个
显式事务块中。在默认模式中，命令只有当EXEC SQL COMMIT被发出时才被提交。

-v

显示额外信息，包括版本和“包括”路径。

--version

显示esql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关于esql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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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在编译预处理好的C代码文件时，编译器需要能够找到KingbaseES包括目录中
的ESQL头文件。因此，在调用编译器时，可能需要使用-I选项（例如，-
I/usr/local/kingbase/include）。

         使用带有嵌入式SQL的C代码的程序必须被链接到libesql库，例如使用链接器选项-
L/usr/local/kingbase/lib -lesql。

         适用于安装这些目录的值可以使用sys_config找到。

例子例子

         如果有一个名为prog1.pgc的嵌入式SQL的C源文件，可以使用下列命令创建一个可执行
程序：

esqlc prog1.pgc
cc -I/usr/local/kingbase/include -c prog1.c
cc -o prog1 prog1.o -L/usr/local/kingbase/lib -l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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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bench
名称名称

        sysbench  --  在KingbaseES上运行一个基准测试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bench -i [option...] [dbname]

sysbench [option...] [dbname]

简介简介

         sysbench是一种在KingbaseES上运行基准测试的简单程序。它可能在并发的数据库会话
中一遍一遍地运行相同序列的 SQL 命令，并且计算平均事务率（每秒的事务数）。默认情况
下，sysbench会测试一种基于 TPC-B 但是要更宽松的场景，其中在每个事务中涉及五
个SELECT、UPDATE以及INSERT命令。但是，通过编写自己的事务脚本文件很容易用来测试其他
情况。

         sysbench的典型输出像这样：

transaction type: <builtin: TPC-B (sort of)>
scaling factor: 10
query mode: simple
number of clients: 10
number of threads: 1
number of transactions per client: 1000
number of transactions actually processed: 10000/10000
tps = 85.184871 (including connections establishing)
tps = 85.296346 (excluding connections establishing)

         前六行报告一些最重要的参数设置。接下来的行报告完成的事务数以及预期的事务数
（后者就是客户端数量与每个客户端事务数的乘积），除非运行在完成之前失败，这些值应该

是相等的（在-T模式中，只有实际的事务数会被打印出来）。最后两行报告每秒的事务数，分
别代表包括和不包括开始数据库会话所花时间的情况。

         默认的类 TPC-B 事务测试要求预先设置好特定的表。可以使用-i（初始化）选项调
用sysbench来创建并且填充这些表（当你在测试一个自定义脚本时，你不需要这一步，但是需
要按你自己的测试需要做一些设置工作）。初始化类似这样：

sysbench -i [ other-options ] db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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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dbname是要在其中进行测试的预先创建好的数据库的名称（你可能还需要-h、-p或-
U选项来指定如何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

注意注意

sysbench -i会创建四个表sysbench_accounts、
sysbench_branches、sysbench_history以及sysbench_tellers，如果同名表已经存
在，则会被自动删除。如果已有同名表，请注意使用另一个数据库！

         在默认的情况下"比例因子"为 1，这些表初始包含的行数为：

table                   # of rows
---------------------------------
sysbench_branches        1
sysbench_tellers         10
sysbench_accounts        100000
sysbench_history         0

         可以使用-s（比例因子）选项增加行的数量。-F（填充因子）选项也可以在这里使用。

         一旦完成了必要的设置，就可以用不包括-i的命令运行基准，也就是：

sysbench [ options ] dbname

         用户需要一些选项来做一次有用的测试。最重要的选项是-c（客户端数量）、 -t（事务
数量）、-T（时间限制）以及-f（指定一个自定义脚本文件）。完整的列表见下文。

选项选项

         下面分成三个部分：数据库初始化期间使用的选项、运行基准时使用的选项、两种情况
下都有用的选项。

初始化选项初始化选项

         sysbench接受下列命令行初始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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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itialize

要求调用初始化模式。

-F fillfactor
--fillfactor=fillfactor

用给定的填充因子创建sysbench_accounts、 sysbench_tellers和
sysbench_branches表。默认值是 100。

-n
--no-vacuum

初始化以后不执行清理。

-q
--quiet

把记录切换到安静模式，只是每 5 秒产生一个进度消息。默认的记录会每 100000 行打
印一个消息，这经常会在每秒钟输出很多行（特别是在好的硬件上）。

-s scale_factor
--scale=scale_factor

将生成的行数乘以比例因子。例如，-s 100将在sysbench_accounts表中创建
10,000,000 行。默认为 1。当比例为 20,000 或更高时，用来保存账号标识符的列
（aid列）将切换到使用更大的整数（bigint），这样才能足以保存账号标识符。

--foreign-keys

在标准的表之间创建外键约束。

--index-tablespace=index_tablespace

在指定的表空间而不是默认表空间中创建索引。

--tablespace=tablespace

在指定的表空间而不是默认表空间中创建表。

--unlogged-tables

把所有的表创建为非日志记录表而不是永久表。

基准选项基准选项

         sysbench接受下列命令行基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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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criptname[@weight]
--builtin=scriptname[@weight]

把指定的内建脚本加入到要执行的脚本列表中。@之后是一个可选的整数权重，它允许调
节抽取该脚本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指定，它会被设置为 1。可用的内建脚本有：tpcb-
like、simple-update和select-only。这里也接受内建名称无歧义的前缀缩写。如果用
上特殊的名字list，将会显示内建脚本的列表并且立刻退出。

-c clients
--client=clients

模拟的客户端数量，也就是并发数据库会话数量。默认为 1。

-C
--connect

为每一个事务建立一个新连接，而不是只为每个客户端会话建立一个连接。这对于度量

连接开销有用。

-d
--debug

打印调试输出。

-D varname=value
--define=varname=value

定义一个由自定义脚本（见下文）使用的变量。允许多个-D选项。

-f filename[@weight]
--file=filename[@weight]

把一个从filename读到的事务脚本加入到被执行的脚本列表中。@后面是一个可选的整数
权重，它允许调节抽取该测试的可能性。详见下文。

-j threads
--jobs=threads

sysbench中的工作者线程数量。在多 CPU 机器上使用多于一个线程会有用。客户端会
尽可能均匀地分布到可用的线程上。默认为 1。

-l
--log

把每一个事务花费的时间写到一个日志文件中。详见下文。

-L limit
--latency-limit=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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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持续超过limit毫秒的事务进行独立的计数和报告，这些事务被认为是迟到（late）了
的事务。

在使用限流措施时（--rate=...），滞后于计划超过limit毫秒并且因此没有希望满足延

迟限制的事务根本不会被发送给服务器。这些事务被认为是被跳过（skipped）的事务，
它们会被单独计数并且报告。

-M querymode
--protocol=querymode

要用来提交查询到服务器的协议：

simple：使用简单查询协议。

extended使用扩展查询协议。

prepared：使用带预备语句的扩展查询语句。

默认是简单查询协议。

-n
--no-vacuum

在运行测试前不进行清理。如果你在运行一个不包括标准的表sysbench_accounts、
sysbench_branches、sysbench_history和sysbench_tellers的自定义测试场景时，这个
选项是必需的。

-N
--skip-some-updates

运行内建的简单更新脚本。这是-b simple-update的简写。

-P sec
--progress=sec

每sec秒显示进度报告。该报告包括运行了多长时间、从上次报告以来的 tps 以及从上次
报告以来事务延迟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如果低于限流值（-R），延迟会相对于事务预
定的开始时间（而不是实际的事务开始时间）计算，因此其中也包括了平均调度延迟时

间。

-r
--report-latencies

在基准结束后，报告平均的每个命令的每语句等待时间（从客户端的角度来说是执行时

间）。详见下文。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365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R rate
--rate=rate

按照指定的速率执行事务而不是尽可能快地执行（默认行为）。该速率以 tps（每秒事务
数）形式给定。如果目标速率高于最大可能速率，则该速率限制不会影响结果。

该速率的目标是按照一条泊松分布的调度时间线开始事务。期望的开始时间表会基于客

户端第一次开始的时间（而不是上一个事务结束的时间）前移。这种方法意味着当事务

超过它们的原定结束时间时，更迟的那些有机会再次追赶上来。

当限流措施被激活时，运行结束时报告的事务延迟是从预订的开始时间计算而来的，因

此它包括每一个事务不得不等待前一个事务结束所花的时间。该等待时间被称作调度延

迟时间，并且它的平均值和最大值也会被单独报告。关于实际事务开始时间的事务延迟

（即在数据库中执行事务所花的时间）可以用报告的延迟减去调度延迟时间计算得到。

如果把--latency-limit和--rate一起使用，当一个事务在前一个事务结束时已经超过了
延迟限制时，它可能会滞后非常多，因为延迟是从计划的开始时间计算得来。这类事务

不会被发送给服务器，而是一起被跳过并且被单独计数。

一个高的调度延迟时间表示系统无法用选定的客户端和线程数按照指定的速率处理事

务。当平均的事务执行时间超过每个事务之间的调度间隔时，每一个后续事务将会落后

更多，并且随着测试运行时间越长，调度延迟时间将持续增加。发生这种情况时，你将

不得不降低指定的事务速率。

-s scale_factor
--scale=scale_factor

在sysbench的输出中报告指定的比例因子。对于内建测试，这并非必需；正确的比例因
子将通过对sysbench_branches表中的行计数来检测。不过，当只测试自定义基准（-f选
项）时，比例因子将被报告为 1（除非使用了这个选项）。

-S
--select-only

执行内建的只有选择的脚本。是-b select-only简写形式。

-t transactions
--transactions=transactions

每个客户端运行的事务数量。默认为 10。

-T seconds
--time=seconds

运行测试这么多秒，而不是为每个客户端运行固定数量的事务。-t和-T是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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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acuum-all

在运行测试前清理所有四个标准的表。在没有用-n以及-v时， sysbench将清
理sysbench_tellers 和sysbench_branches表，并且截断sysbench_history。

--aggregate-interval=seconds

聚集区间的长度（以秒计）。可以只与-l一起使用 - 通过这个选项，日志会包含每个区间
的总结（事务数、最小/最大等待时间以及用于方差估计的两个额外域）。

当前在 Windows 上不支持这个选项。

--progress-timestamp

当显示进度（选项-P）时，使用一个时间戳（Unix 时间）取代从运行开始的秒数。单位
是秒，在小数点后是毫秒精度。这可以有助于比较多种工具生成的日志。

--sampling-rate=rate

采样率，在写入数据到日志时被用来减少日志产生的数量。如果给出这个选项，只有指

定比例的事务被记录。1.0 表示所有事务都将被记录，0.05 表示只有 5% 的事务会被记
录。

在处理日志文件时，记得要考虑这个采样率。例如，当计算 tps 值时，你需要相应地乘
以这个数字（例如，采样率是 0.01，你将只能得到实际 tps 的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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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选项普通选项

         sysbench接受下列命令行普通参数：

-h hostname
--host=hostname

数据库服务器的主机名

-p port
--port=port

数据库服务器的端口号

-U login
--username=login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

-V
--version

显示sysbench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有关sysbench命令行参数的信息，并且退出。

注解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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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sysbench中实际执行的中实际执行的"事务事务"是什么？是什么？

         sysbench执行从指定列表中随机选中的测试脚本。它们包括带有-b的内建脚本和带有-
f的用户提供的自定义脚本。每一个脚本可以在其后用@指定一个相对权重，这样可以更改该脚
本的抽取概率。默认权重是1。权重为0的脚本会被忽略。

         默认的内建事务脚本（也会被-b tpcb-like调用）会在每个事务上发出七个
从aid、tid、bid和balance中随机选择的命令。该场景来自于 TPC-B 基准，但并不是真正的
TPC-B，只是名字像而已。

a. BEGIN;

b. UPDATE sysbench_accounts SET abalance = abalance + :delta WHERE aid = :aid;

c. SELECT abalance FROM sysbench_accounts WHERE aid = :aid;

d. UPDATE sysbench_tellers SET tbalance = tbalance + :delta WHERE tid = :tid;

e. UPDATE sysbench_branches SET bbalance = bbalance + :delta WHERE bid = :bid;

f. INSERT INTO sysbench_history (tid, bid, aid, delta, mtime) VALUES (:tid,
:bid, :aid, :delta, CURRENT_TIMESTAMP);

g. END;

         如果选择simple-update内建脚本（还有-N），第 4 和 5 步不会被包括在事务中。这将避
免更新那些表中的内容，但是它会让该测试用例更不像 TPC-B。

         如果选择select-only内建脚本（还有-S），只会发出SELECT。

自定义脚本自定义脚本

         sysbench支持通过从一个文件中（-f选项）读取事务脚本替换默认的事务脚本（如上文
所述）来运行自定义的基准场景。在这种情况中，一个"事务"就是一个脚本文件的一次执行。

         脚本文件包含一个或者多个被分号终结的 SQL 命令。空行以及以--开始的行会被忽略。
脚本文件也可以包含"元命令"，它会由sysbench自身解释，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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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在KingbaseES V8R2 之前，脚本文件中的 SQL 命令被新行终结，因此命
令不能跨行。现在需要分号来分隔连续的 SQL 命令（如果 SQL 命令后面跟着一
个元命令则不需要一个分号）。如果需要创建一个能在新旧版本sysbench下工作
的脚本文件，要确保把每个 SQL 命令写在一个由分号终结的行中。

         对脚本文件有一种简单的变量替换功能。如上所述，变量可以用命令行的-D选项设置，
或者按下文所说的使用元命令设置。除了用-D命令行选项预先设置的任何变量之外，还有一些
被自动预先设置的变量，它们被列在 表 1-1中。一个用-D为这些变量值指定的值会优先于自动
的预设值。一旦被设置，可以在 SQL 命令中写:variablename来插入一个变量的值。当运行多
于一个客户端会话时，每一个会话拥有它自己的变量集合。

         表表  1-1. 自动变量自动变量

变量变量 描述描述

scale 当前的缩放因子

client_id标识该客户端会话的唯一数字（从零开始）

         脚本文件元命令开始于一个反斜线（\）并且延伸到行的末尾。一个元命令和它的参数用
空白分隔。支持的元命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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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varname expression

把变量varname设置为一个从expression计算得到的值。该表达式可能会包含整数常量

（例如5432）、双精度常量（例如3.14159）、对变量:variablename的引用、一元
（+、-）或者二元操作符（+、-、*、/、%）（保留它们通常的优先级、结合性和圆括
号）。

例子：

\set ntellers 10 * :scale
\set aid (1021 * random(1, 100000 * :scale)) % (100000 * :scale) + 1

\sleep number [ us | ms | s ]

导致脚本执行休眠指定的时间，时间的单位可以是微妙（us）、毫秒（ms）或者秒
（s）。如果单位被忽略，则秒是默认值。number要么是一个整数常量，要么是一个引用

了具有整数值的变量的:variablename。

例子：

\sleep 10 ms
\setshell varname command [ argument ... ]

用给定的argument设置变量varname为 shell 命令command的结果。该命令必须通过它的标

准输出返回一个整数值。

command和每个argument要么是一个文本常量，要么是一个引用了一个变量

的:variablename。如果你想要使用以冒号开始的argument，在argument的开头写一个额

外的冒号。

例子：

\setshell variable_to_be_assigned command literal_argument :variable 
::literal_starting_with_colon

\shell command [ argument ... ]

与\setshell相同，但是结果被抛弃。

例子：

\shell command literal_argument :variable ::literal_starting_with_colon

内建函数内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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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中列出的函数被编译在sysbench中，并且可能被用在出现于\set的表达式中。

         表表  1-2. sysbench 函数函数

函数函数 返回类型返回类型 描述描述 例子例子 结果结果

abs(a) 和a相同 绝对值 abs(-17) 17

debug(a) 和a相同 把a打印到stderr，
并且返回a

debug(5432.1) 5432.1

double(i) double 转换成 double double(5432) 5432.0

greatest(a [, ..
. ] )

如果任何一个a是 doubl
e 则为 double，否则是 i
nteger

参数之中的最大值
greatest(5, 4
, 3, 2) 5

int(x) integer 转换成 int int(5.4 + 3.8
) 9

least(a [, ... ]
)

如果任何一个a是 doubl
e 则为 double，否则是 i
nteger

参数之中的最小值
least(5, 4, 3
, 2.1) 2.1

pi() double 常量 PI 的值 pi()
3.1415926
535897932
3846

random(lb, ub) integer [lb, ub]中的均匀
分布随机整数

random(1, 10)
1和10之间
的一个整
数

random_exponenti
al(lb, ub, param
eter)

integer
[lb, ub]中的指数
分布随机整数，见
下文

random_expone
ntial(1, 10, 
3.0)

1和10之间
的一个整
数

random_gaussian(
lb, ub, paramete
r)

integer
[lb, ub]中的高斯
分布随机整数，见
下文

random_gaussi
an(1, 10, 2.5
)

1和10之间
的一个整
数

sqrt(x) double 平方根 sqrt(2.0) 1.4142135
62

         random函数使用均匀分布生成值，即所有的值都以相等的概率从指定的范围中抽
出。random_exponential和random_gaussian函数要求一个额外的 double 参数，它决定分布的
精确形状。

对于指数分布，parameter通过在parameter处截断一个快速下降的指数分布来控制分

布，然后投影到边界之间的整数上。确切地来说，

f(x)  =  exp(-parameter  *  (x  -  min)  /  (max  -  min  +  1))  /  (1  -  exp(-parameter))

然后min和max之间（包括两者）的值i会被以概率f(x) - f(x + 1)抽出。
直观上，parameter越大，接近min的值会被越频繁地访问，并且接近max的值会被越少访

问。parameter越接近 0，访问分布会越平坦（更均匀）。该分布的粗近似值是范围中当
时被抽取 parameter% 次接近min的最频繁的 1% 值。parameter值必须严格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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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斯分布，区间被映射到一个在左边-parameter和右边+parameter截断的标准正态
分布（经典钟型高斯曲线）。区间中间的值更可能被抽到。准确地说，如果PHI(x)是标
准正态分布的累计分布函数，均值mu定义为(max + min) / 2.0，有

f(x)  =  PHI(2.0  *  parameter  *  (x  -  mu)  /  (max  -  min  +  1))  /
              (2.0  *  PHI(parameter)  -  1)

则min和max（包括两者）之间的值i被抽出的概率是：f(i + 0.5) - f(i - 0.5)。直观
上，parameter越大，靠近区间终端的值会被越频繁地抽出，并且靠近上下界两端的值会

被更少抽出。大约 67% 的值会被从中间1.0 / parameter的地方抽出，即均值周围0.5 /
parameter的地方。并且 95% 的值会被从中间2.0 / parameter的地方抽出，即均值周
围1.0 / parameter的地方。例如，如果parameter是 4.0，67% 的值会被从该区间的中
间四分之一（1.0 / 4.0）抽出（即从3.0 / 8.0到5.0 / 8.0）。并且 95% 的值会从该区
间的中间一半（2.0 / 4.0）抽出（第二和第三四分位）。为了 Box-Muller 变换的性
能，parameter最小为 2.0。

        作为一个例子，内建的类 TPC-B 事务的全部定义是：

\set aid random(1, 100000 * :scale)
\set bid random(1, 1 * :scale)
\set tid random(1, 10 * :scale)
\set delta random(-5000, 5000)
BEGIN;
UPDATE sysbench_accounts SET abalance = abalance + :delta WHERE aid = :aid;
SELECT abalance FROM sysbench_accounts WHERE aid = :aid;
UPDATE sysbench_tellers SET tbalance = tbalance + :delta WHERE tid = :tid;
UPDATE sysbench_branches SET bbalance = bbalance + :delta WHERE bid = :bid;
INSERT INTO sysbench_history (tid, bid, aid, delta, mtime) VALUES (:tid, :
bid, :aid, :delta, CURRENT_TIMESTAMP);
END;

         这个脚本允许该事务的每一次迭代能够引用不同的、被随机选择的行（这个例子也展示
了为什么让每一个客户端会话有其自己的变量很重要 — 否则它们不会独立地接触不同的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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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事务做日志对每个事务做日志

         使用-l选项但是不使用--aggregate-interval时，sysbench会把每一个事务花费的时间
写入到一个日志文件。该日志文件被命名为sysbench_log.nnn，其中nnn是sysbench进程的
PID。如果-j选项是 2 或更高，会创建多个工作者进程，每一个将有自己的日志文件。第一个
工作者将使用标准的单一工作者情形中相同的名称作为它的日志文件名。其他工作者的日志文

件将被命名为sysbench_log.nnn.mmm，其中mmm是用于每一个工作者的序号，序号从 1 开始。

         日志的格式是：

client_id transaction_no time script_no time_epoch time_us [schedule_lag]

         其中time是以微秒计的总共用掉的事务时间，script_no标识了要使用哪个脚本文件（当

用-f或者-b指定多个脚本时有用），而time_epoch/time_us是一个 Unix 纪元格式的时间戳以
及一个显示事务完成时间的以微秒计的偏移量（适合于创建一个带有分数秒的 ISO 8601 时间
戳）。 域schedule_lag是事务的预定开始时间和实际开始时间之间的差别，以微秒计。只有

使用--rate选项时它才存在。当--rate和--latency-limit同时被使用时， 一个被跳过的事务
的time会被报告为skipped。

         这是生成的日志文件中的一块：

0 199 2241 0 1175850568 995598
0 200 2465 0 1175850568 998079
0 201 2513 0 1175850569 608
0 202 2038 0 1175850569 2663

        另一个例子使用的是 --rate=100 以及 --latency-limit=5 （注意额外的 schedule_lag列）：

0 81 4621 0 1412881037 912698 3005
0 82 6173 0 1412881037 914578 4304
0 83 skipped 0 1412881037 914578 5217
0 83 skipped 0 1412881037 914578 5099
0 83 4722 0 1412881037 916203 3108
0 84 4142 0 1412881037 918023 2333
0 85 2465 0 1412881037 919759 740

        在这个例子中，事务 82 迟到了，因为它的延迟（6.173 ms）超过了 5 ms 限制。接下来
的两个事务被跳过，因为它们在开始之前就已经迟到了。

        在能够处理大量事务的硬件上运行一次长时间的测试时，日志文件可能变得非常大。--
sampling-rate选项能被用来只记录事务的一个随机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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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的日志记录聚合的日志记录

         通过--aggregate-interval选项，日志可以使用一种不太一样的格式：

interval_start num_of_transactions latency_sum latency_2_sum min_latency 
max_latency [lag_sum lag_2_sum min_lag max_lag]

        其中interval_start是区间的开始（Unix 纪元格式时间戳），num_of_transactions是在

区间内的事务数，latency_sum是延迟总量（这样你能很容易地计算平均延迟）。下面的两个

域对于方差估计有用 - latency_sum是延迟总计而latency_2_sum是延迟的二次方的总计。接下

来的两个域是min_latency - 区间中的最小延迟，以及max_latency - 区间中的最大延迟。一个
事务会被计入它被提交时所在的那个区间。后面的四个

域lag_sum、lag_2_sum、min_lag和max_lag只有使用了--rate选项时才存在。最后一个域也是
只有存在--latency-limit选项时才存在。它们从每个事务必须等待前一个事务结束所花的时
间（即每个事务的预定开始时间和实际开始时间之间的差别）计算而来。

         这里是一些输出示例：

1345828501 5601 1542744 483552416 61 2573
1345828503 7884 1979812 565806736 60 1479
1345828505 7208 1979422 567277552 59 1391
1345828507 7685 1980268 569784714 60 1398
1345828509 7073 1979779 573489941 236 1411

         注意虽然纯（未聚合的）日志文件包含自定义脚本文件的引用，而聚合日志则不包含索
引。因此如果你需要针对每个脚本的数据，你需要自行聚合数据。

每语句延迟每语句延迟

         通过-r选项，sysbench收集每一个客户端执行的每一个语句花费的事务时间。然后在基
准完成后，它会报告这些值的平均值，作为每个语句的延迟。

         对于默认脚本，输出看起来会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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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vacuum...end.
transaction type: <builtin: TPC-B (sort of)>
scaling factor: 1
query mode: simple
number of clients: 10
number of threads: 1
number of transactions per client: 1000
number of transactions actually processed: 10000/10000
latency average = 15.844 ms
latency stddev = 2.715 ms
tps = 618.764555 (including connections establishing)
tps = 622.977698 (excluding connections establishing)
script statistics:
 - statement latencies in milliseconds:
        0.002  \set aid random(1, 100000 * :scale)
        0.005  \set bid random(1, 1 * :scale)
        0.002  \set tid random(1, 10 * :scale)
        0.001  \set delta random(-5000, 5000)
        0.326  BEGIN;
        0.603  UPDATE sysbench_accounts SET abalance = abalance + :delta 
        WHERE aid = :aid;
        0.454  SELECT abalance FROM sysbench_accounts WHERE aid = :aid;
        5.528  UPDATE sysbench_tellers SET tbalance = tbalance + :delta 
        WHERE tid = :tid;
        7.335  UPDATE sysbench_branches SET bbalance = bbalance + :delta 
        WHERE bid = :bid;
        0.371  INSERT INTO sysbench_history (tid, bid, aid, delta, mtime) 
        VALUES (:tid, :bid, :aid, :delta, CURRENT_TIMESTAMP);
        1.212  END;

         如果指定了多个脚本文件，会为每一个脚本文件单独报告平均值。

         注意为每个语句的延迟计算收集额外的时间信息会增加一些负荷。这将拖慢平均执行速
度并且降低计算出的 TPS。降低的总量会很显著地依赖于平台和硬件。对比使用和不适用延
迟报告时的平均 TPS 值是评估时间开销是否明显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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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做法良好的做法

         很容易使用sysbench产生完全没有意义的数字。这里有一些指导可以帮你得到有用的结
果。

        排在第一位的是，永远不要相信任何只运行了几秒的测试。使用-t或-T选项让运行持续至
少几分钟，这样可以用平均值去掉噪声。在一些情况中，你可能需要数小时来得到能重现的数

字。多运行几次测试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可以看看你的数字是不是可以重现。

         对于默认的类 TPC-B 测试场景，初始化的比例因子（-s）应该至少和你想要测试的最大
客户端数量一样大（-c），否则你将主要在度量更新争夺。在sysbench_branches表中只有-
s行，并且每个事务都想更新其中之一，因此-c值超过-s将毫无疑问地导致大量事务被阻塞来
等待其他事务。

         默认的测试场景也对表被初始化了多久非常敏感：表中死亡行和死亡空间的累积会改变
结果。要理解结果，你必须跟踪更新的总数以及何时发生清理。如果开启了自动清理，它可能

会在度量的性能上产生不可预估的改变。

         sysbench的一个限制是在尝试测试大量客户端会话时，它自身可能成为瓶颈。这可以通
过在数据库服务器之外的一台机器上运行sysbench来缓解，不过必须是具有低网络延迟的机
器。甚至可以在多个客户端机器上针对同一个数据库服务器并发地运行多个sysbench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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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config
名称名称

        sys_config  --  获取已安装的KingbaseES的信息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config [option...]

简介简介

         sys_config工具用于获取当前KingbaseES安装版本的的配置参数。它的设计目的是便于
与KingbaseES交互的软件包能够找到所需的头文件和库。

选项选项

         要使用sys_config，需提供一个或多个下列选项：

--bindir

获取用户可执行文件的位置。例如使用此选项来寻找ksql程序。这通常也
是sys_config程序所在的位置。

--docdir

获取文档文件的位置。

--htmldir

获取HTML文档文件的位置。

--includedir

获取客户端接口的C头文件的位置。

--pkgincludedir

获取其它C头文件的位置。

--includedir-server

获取用于服务器编程的C头文件的位置。

--libdir

获取对象代码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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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对象代码库的位置。

--pkglibdir

获取动态可载入模块的位置，或者服务器可能搜索它们的位置（其它架构独立数据文件

可能也被安装在这个目录）。

--localedir

获取区域支持文件的位置（如果在KingbaseES被编译时没有配置区域支持，这将是一个
空字符串）。

--mandir

获取手册页的位置。

--sharedir

获取架构独立支持文件的位置。

--sysconfdir

获取系统范围配置文件的位置。

--configure

获取当KingbaseES被配置编译时给予configure脚本的选项。这可以被用来重新得到相
同的配置，或者找出是哪个选项编译了一个二进制包（不过注意二进制包通常包含厂商

相关的自定补丁）。参见下面的例子。

--cc

获取用来编译KingbaseES的CC变量值。显示被使用的C编译器。

--cppflags

获取用来编译KingbaseES的CPPFLAGS变量值。显示在预处理时需要的C编译器开关（典
型的是-I开关）。

--cflags

获取用来编译KingbaseES的CFLAGS变量值。显示被使用的C编译器开关。

--cflags_sl

获取用来编译KingbaseES的CFLAGS_SL变量值。显示被用来编译共享库的额外C编译器
开关。

--ldfl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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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用来编译KingbaseES的LDFLAGS变量值。显示链接器开关。

--ldflags_ex

获取用来编译KingbaseES的LDFLAGS_EX变量值。只显示被用来编译可执行程序的链接器
开关。

--ldflags_sl

获取用来编译KingbaseES的LDFLAGS_SL变量值。只显示被用来编译共享库的链接器开
关。

--libs

获取用来编译KingbaseES的LIBS变量值。这通常包含用于链接到KingbaseES中的外部
库的-l开关。

--version

显示KingbaseES的版本。

-?
--help

显示有关sys_config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如果给定多于一个选项，将按照相同的顺序显示信息，每行一项。如果没有给定选项，将
显示所有可用信息，并带有标签。

注解注解

         选项--docdir、--pkgincludedir、--localedir、--mandir、--sharedir、--
sysconfdir、--cc、--cppflags、--cflags、--cflags_sl、--ldflags、--ldflags_sl和--
libs在KingbaseES V7版本中被加入。选项--htmldir在KingbaseES V8R2版本中被加入。选
项--ldflags_ex在KingbaseES V8R3版本中被加入。

例子例子

         重建当前KingbaseES数据库安装的编译配置，可运行下列命令：

eval ./configure `sys_config --configure`

         sys_config --configure的输出包含shell引号，这样带空格的参数可以被正确地表示。
因此，为了得到正确的结果需要使用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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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dump
名称名称

        sys_dump  --   对数据库进行逻辑备份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dump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dbname]

简介简介

        sys_dump是KingbaseES数据库用于备份的一种客户端工具。当数据库被并发使用时，也
能创建一致的备份。sys_dump不会阻塞其他用户访问数据库（读取或写入）。

        sys_dump只备份单个数据库。当需要备份一个集簇中所有数据库公共的全局对象（例如
角色和表空间），请使用sys_dumpall。

        备份可以被输出为脚本或归档文件格式。

        脚本备份是包含SQL命令的纯文本文件，可以将数据库恢复到它被备份时的状态。如需从
这样一个脚本恢复，需执行ksql。 脚本文件还可以被用来在其他系统和其他架构上重构数据
库。通过一些修改，甚至可以在其他SQL数据库产品上重构数据库。

        归档文件格式必须与sys_restore配合使用来恢复数据库。sys_restore可以进行选择性恢
复，或者在恢复之前对条目重新排序。归档文件格式还可以在不同架构之间移植。

       当使用归档文件格式和sys_restore组合进行备份恢复时，sys_dump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备
份和传输机制。sys_dump可以被用来备份整个数据库，检查备份后选择所需恢复的数据库部
分。输出最灵活的文件格式是"自定义"格式（-Fc）和"目录"格式（-Fd）。它们允许选择和重
排序所有已备份项、支持默认是压缩的并行恢复。"目录"格式是唯一一种支持并行备份的格
式。

 

通用选项通用选项

        下列为通用命令选项。

dbname

指定要被备份的数据库名。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382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D 
--encrypt-device

指定加密的设备。

-f file
--file=file

将输出传输到指定文件。对于基于输出格式的文件这个参数可以被忽略，在那种情况下

将使用标准输出。不过对于目录输出格式必须给定这个参数，在目录输出格式中指定的

是一个目录而不是一个文件。在这种情况中，该目录会由sys_dump创建并且不需要以前
就存在。

不支持多个输出文件。

-F format
--format=format

一次备份只可选择其中一种输出的格式。format可以是下列之一：

p
plain

输出一个纯文本形式的SQL脚本文件（默认值）。

c
custom

输出一个适合于作为sys_restore输入的自定义格式归档。和目录输出格式一起，这
是最灵活的输出格式，它允许在恢复时手动选择和排序已备份的项。这种格式在默

认情况还会被压缩。

d
directory

输出一个适合作为sys_restore输入的目录格式归档。这将创建一个目录，其中每个
被备份的表和对象都有一个文件，外加一个目录文件，该文件以一种sys_restore能
读取的机器可读格式描述被备份的对象。一个目录格式归档能用标准Unix工具操
纵，例如一个未压缩归档中的文件可以使用gzip工具压缩。这种格式默认情况下是
被压缩的并且也支持并行备份。

t
tar

输出一个适合于输入到sys_restore中的 tar 格式归档。tar格式可以兼容目录格
式，抽取一个tar格式的归档会产生一个合法的目录格式归档。不过，tar格式不支
持压缩。还有，在使用tar格式时，表数据项的相对顺序不能在恢复过程中被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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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njobs
--jobs=njobs

通过同时归档njobs个表来运行并行备份。这个选项缩减了备份的时间，但是它也增加了

数据库服务器上的负载。你只能和目录输出格式一起使用这个选项，因为这是唯一一种

让多个进程能在同一时间写其数据的输出格式。

sys_dump将打开 njobs+1个到该数据库的连接，因此需要确保参数max_connections设
置足够大，可以接受所有的连接。

在运行一次并行备份时请求数据库对象上的排他锁可能导致备份失败。其原因

是，sys_dump主控进程会在工作者进程稍后将要备份的对象上请求共享锁，以便确保在
备份运行时不会有人删除它们。如果另一个客户端接着请求一个表上的排他锁，那个锁

将不会被授予但是会被排入队列等待主控进程的共享锁被释放。因此，任何其他对该表

的访问将不会被授予锁，或者将访问请求的锁排在排他锁请求之后。这包括尝试备份该

表的工作者进程。如果没有任何防范措施，可能会发生"共享锁(主控进程，工作者进程
完成备份后释放)——>排它锁(其他客户端，排队中)——>共享锁(工作者进程，排队
中)"这种经典的死锁情况。所以并行备份时，需要检测这种冲突，sys_dump工作者进程
使用 NOWAIT 选项请求另一个共享锁。 如果该工作者进程没有被授予这个共享锁，其他
某人必定已经在同时请求了一个排他锁并且没有办法继续备份，因此sys_dump除了中止
备份之外别无选择。

对于一个一致的备份，数据库服务器需要支持同步的快照，在KingbaseES V8中引入了
一种特性。有了这种特性，即便数据库客户端使用不同的连接，也可以保证他们看到相

同的数据集。sys_dump -j使用多个数据库连接，它用主控进程连接到数据库一次，并且
为每一个工作者进程再一次连接数据库。如果没有同步快照，每一个连接的工作者进程

不能保证看到的是相同的数据，这可能导致一个不一致的备份。

如果你希望运行一个V8之前服务器的并行备份，你需要确保数据库内容从主控进程连接
到数据库一直到最后一个工作者任务连接到数据库，这段时间内数据库不会做出任何改

变。做这些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开始备份之前停止任何访问数据库的数据修改进程（DDL
以及DML）。当对一个V8的KingbaseES服务器运行sys_dump -j之前，你还需要指定--
no-synchronized-snapshots参数。

-K
--key

指定加密密钥。

-v
--verbose

指定冗长模式。这将导致sys_dump向标准错误输出详细的对象注释以及备份文件的开
始/停止时间，还有进度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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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ersion

显示sys_dump版本并退出。

-Z 0..9
--compress=0..9

指定要使用的压缩级别。零意味着不压缩。对于自定义归档格式，这会指定个体表数据

段的压缩，并且默认是进行中等级别的压缩。对于纯文本输出，设置一个非零压缩级别

会导致整个输出文件被压缩，就好像它被gzip处理过一样，但是默认是不压缩。tar归档
格式当前完全不支持压缩。

-?
--help

显示有关sys_dump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控制数据库连接参数的选项控制数据库连接参数的选项

        下列命令行选项控制数据库连接参数。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385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d dbname
--dbname=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的数据库名。这等效于指定dbname为命令行上的第一个非选项参数。

如果这个参数包含一个=符号或者以一个合法的URI前缀（kingbase://或kingbase://）
开始，它将被视作一个conninfo字符串。

-h host
--host=host

指定服务器正在运行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开始于一个斜线，它被用作一个Unix域
套接字的目录。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名。默认使用编译在
程序中的默认值。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么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W
--password

强制sys_dump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从来不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sys_dump将自动提示要求一
个口令。 但是，sys_dump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
况下，直接键入-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role=rolename

指定一个用来创建该备份的角色名。这个选项导致sys_dump在连接到数据库后发出一
个SET ROLErolename命令。当已认证用户（由-U指定）缺少sys_dump 所需的特权但是
能够切换到一个具有所需权利的角色时，这个选项很有用。一些安装有针对直接作为超

级用户登录的策略，使用这个选项可以让备份在不违反该策略的前提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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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输出的内容和格式的选项控制输出的内容和格式的选项

        下列为命令选项控制输出的内容和格式。

dbname

指定要被备份的数据库名。如果没有指定，将使用环境变量KINGBASE_DATABASE。如果环
境变量也没有设置，则使用指定给该连接的用户名。

-a
--data-only

只备份数据，而不备份模式（数据定义）。表数据、视图和序列值等都会被备份。

这个选项类似于指定--section=data，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又不完全相同。

注：不可与-s（备份定义）参数连用。

-c
--clean

在输出创建数据库对象的命令之前删除命令（除非也指定了--if-exists，如果任何对象
不存在于目的数据库中，恢复可能会产生一些伤害性的错误消息）。

这个选项只对纯文本格式有意义。对于归档格式，可以在调用sys_restore时指定该选
项。

-C
--create

使得在输出的开始是一个创建数据库本身并且重新连接到被创建的数据库的命令（通过

这种形式的一个脚本，在运行脚本之前你连接的是目标安装中的哪个数据库都没有关

系）。如果也指定了--clean，脚本会在重新连接到目标数据库之前先删除它然后再重
建。

这个选项只对纯文本格式有意义。对于归档格式，可以在调用sys_restore时指定这个选
项。

-E encoding
--encoding=encoding

以指定的字符集编码创建备份。在默认情况下，该备份会以该数据库的编码创建。

-n schema
--schema=schema

只备份匹配schema的模式，这会选择模式本身以及它所包含的所有对象。当没有指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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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选项时，目标数据库中所有非系统模式都将被备份。多个模式可以通过书写多个-n开
关来选择。另外，schema参数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根据ksql's \d命令所用的相同规则
（见模式（Pattern））编写的模式，这样多个模式也可以通过在该模式中书写通配字符
来选择。在使用通配符时，如果需要阻止 shell 展开通配符需要小心引用该模式，见实
例。

注意注意: 当-n被指定时，sys_dump不会尝试备份所选模式可能依赖的任何其他数据
库对象。因此，无法保证一次指定模式备份的结果能够仅凭其本身被成功地恢复

到一个干净的数据库中。

-N schema
--exclude-schema=schema

不备份匹配schema模式的任何模式。该模式被根据-n所用的相同规则被解释。-N可以被
给定多次来排除匹配几个模式中任意一个的模式。

当-n和-N都被给定时，该行为是只备份匹配至少一个-n开关但是不匹配-N开关的模式。
如果只有-N而没有-n，那么匹配-N的模式会被从一个正常备份中排除。

-o
--oids

指同时备份出表的每一行记录的（OID）。默认创建的表无oid，例创建步骤：create
table t1(c int) with oids;如果应用以某种方式引用OID列（例如在一个外键约束中），应使
用此选项。否则，这个选项不应该被使用。

此外，-o不能和insert相关的参数同时使用。

-O
--no-owner

不输出设置对象拥有关系来匹配原始数据库的命令。默认情况下，sys_dump会发
出ALTER OWNER或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语句来设置被创建的数据库对象的拥有关
系。除非该脚本被一个超级用户（或是拥有脚本中所有对象的同一个用户）启动，这些

语句都将会失败。要使一个脚本能够被任意用户恢复，但把所有对象的拥有关系都给这

个用户，可指定-O。

这个选项只对纯文本格式有意义。对于归档格式，可以在调用sys_restore时指定该选
项。

-s
--schema-only

只备份对象定义（模式），而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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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选项是--data-only的逆选项。它和指定--section=pre-data --section=post-
data相似，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又不完全相同。

（不要把这个选项和--schema选项混淆，后者在"schema"的使用上有不同的含义）。

要为数据库中表的一个子集排除表数据，见--exclude-table-data。

-S username
--superuser=username

指定要在禁用触发器时使用的超级用户的用户名。只有使用--disable-triggers时，这
个选项才相关（通常，最好省去这个选项，而以超级用户来启动结果脚本来代替）：

1）若命令行中没有-S，就使用-U的用户 。 2）若命令行中包含S，就使用-S的用户。

在和使用--disable-triggers连用时，执行disable triggers和enable triggers这2个SQL
命令的用户：1）若命令行中没有-S，就使用-U的用户。 2）若命令行中包含S， 就使
用-S的用户。

-t table
--table=table

只备份名字匹配table的表，"table"还可以包括视图、物化视图、序列和外部表。通过写
多个-t开关可以选择多个表。另外，table参数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根据ksql's \d命令所用
的相同规则（见模式（Pattern））编写的模式，这样多个表也可以通过在该模式中书写
通配字符来选择。在使用通配符时，如果需要阻止shell展开通配符需要小心引用该模
式，见实例。

当-t被使用时，-n和-N开关不会有效果，因为被-t选择的表将被备份而无视那些开关，
并且非表对象将不会被备份。

注意注意: 当-t被指定时，sys_dump不会尝试备份所选表可能依赖的任何其他数据库
对象。因此，无法保证一次指定表备份的结果能够仅凭其本身被成功地恢复到一

个干净的数据库中。

注意注意: -t开关的行为不完全向前兼容V8之前的KingbaseES版本。以前，写-t
tab将备份所有命名为tab的表，但现在它仅仅备份在你默认搜索路径中可见的那
一个。要得到旧的行为，可以写成-t '*.tab'。还有，必须写类似-t sch.tab的
东西来选择一个特定模式中的一个表，而不是用老的惯用语-n sch -t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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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若指定给了-t，就忽略-n。若-t、 -n都没有指定，就备份所有对象。

注意注意: 在大小写敏感的数据库里，在备份小写的表名/模式名对象或者表名中有特
殊字符时，表名/模式名应该用单引号括起来。例如：表t可以写成"t"或"T"，但
表"t"应写成'"t"'；有特殊字符的表"t.t"应写成'"t.t"'；表"sc"."t.t"应写成'"sc"'.'"t.t"'。

-T table
--exclude-table=table

不备份匹配table模式的任何表。该模式被根据-t所用的相同规则被解释。-T可以被给定
多次来排除匹配几个模式中任意一个的模式。

当-t和-T都被给定时，该行为是只备份匹配至少一个-t开关但是不匹配-T开关的表。如
果只有-T而没有-t，那么匹配-T的表会被从一个正常备份中排除。

-x
--no-privileges
--no-acl

防止备份访问特权（授予/收回命令），忽略grant语句。

--binary-upgrade

这个选项用于就地升级功能。我们不推荐也不支持把它用于其他目的。这个选项在未来

的发行中可能被改变而不做通知。

--column-inserts

将数据备份为带有显式列名的INSERT命令（INSERT INTOtable(column, ...) VALUES
...）。这将使得恢复过程非常慢，这主要用于使备份能够被载入到非KingbaseES数据
库中。不过，由于这个选项为每一行都产生一个单独的命令，重载一行时的一个错误只

会导致那一行被丢失而不是整个表内容丢失。

--disable-dollar-quoting

这个选项禁止在函数体中使用美元符号引用，并且强制它们使用SQL标准字符串语法被
引用。

--disable-triggers

只有在创建一个只备份数据的备份时，这个选项才相关。它指示sys_dump包括在数据被
重新载入时能够临时禁用目标表上的触发器的命令。如果你在表上有引用完整性检查或

其他触发器，并且在数据重新载入期间不想调用它们，请使用这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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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为--disable-triggers发出的命令必须作为超级用户来执行。因此，还应当使用-
S指定一个超级用户名，或者宁可作为一个超级用户启动结果脚本。

这个选项只对纯文本格式有意义。对于归档格式，可以在调用sys_restore时指定这个选
项。

--enable-row-security

只有在备份具有行安全性的表的内容时，这个选项才相关。默认情况下，sys_dump将
把row_security设置为off来确保从该表中备份出所有的数据。如果用户不具有足够能绕过
行安全性的特权，那么会抛出一个错误这个参数指示sys_dump将row_security设置为
on，允许用户只备份该表中它们能够访问到的部分内容。

--exclude-table-data=table

不备份匹配table模式的任何表中的数据。该模式根据-t的相同规则被解释。--exclude-
table-data可以被给定多次来排除匹配多个模式的表。当需要一个特定表的定义但不想
要其中的数据时，这个选项就有用了。

要排除数据库中所有表的数据，见--schema-only。

--if-exists

时间条件性命令（即增加一个IF EXISTS子句）来清除数据库和其他对象。只有同时指定
了--clean时，这个选项才可用。

--inserts

将数据备份为INSERT命令（而不是COPY）。这将使得恢复非常慢，这主要用于使备份能
够被载入到非KingbaseES数据库中。不过，由于这个选项为每一行都产生一个单独的命
令，重载一行时的一个错误只会导致那一行被丢失而不是整个表内容丢失。注意如果你

已经重新安排了列序，该恢复可能会一起失败。--column-inserts选项对于列序改变是
安全的，但是会更慢。

--no-security-labels

不备份安全标签。

--no-synchronized-snapshots

这个选项允许对V8版本以前的服务器运行sys_dump -j，详见-j参数的文档。

--no-tablespaces

不要输出选择表空间的命令。通过这个选项，在恢复期间所有的对象都会被创建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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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默认的表空间中。

这个选项只对纯文本格式有意义。对于归档格式，可以在调用sys_restore时指定该选
项。

--no-unlogged-table-data

不备份非日志记录表的内容。这个选项对于表定义（模式）是否被备份没有影响，它只

会限制备份表数据。当从一个后备服务器备份时，在非日志记录表中的数据总是会被排

除。

--quote-all-identifiers

强制引用所有标识符。当从KingbaseES主版本与sys_dump不同的服务器上备份一个数
据库时或者当输出准备载入到一个具有不同主版本的服务器时，推荐使用这个选项。默

认情况下，sys_dump只对在其主版本中是被保留词的标识符加上引号。在备份其他版本
服务器时，这种默认行为有时会导致兼容性问题，因为那些版本可能具有些许不同的被

保留词集合。使用--quote-all-identifiers能阻止这种问题，但代价是备份脚本更难阅
读。

若标识符为非保留关键字，那么该标识符会被引用（用引号将该标识符引用起来）。

--section=sectionname

只备份命名节。节的名称可以是pre-data、data或post-data。这个选项可以被指定多次
来选择多个节。默认是备份所有节。

数据节包含真正的表数据、视图内容和序列值。数据后项包括索引、触发器、规则和除

了已验证检查约束之外的约束的定义。数据前项包括所有其他数据定义项。

--serializable-deferrable

为备份使用一个可序列化事务，以保证所使用的快照与后来的数据库状态是一致的。但

是这样做是在事务流中等待一个点，在该点上不能存在异常，这样就不会有备份失败或

者导致其他事务带着serialization_failure回滚的风险。

对于一个只为灾难恢复存在的备份，这个选项没什么益处。如果一个备份被用来在原始

数据库持续被更新期间载入一份用于报表或其他只读负载的数据库拷贝时，这个选项就

有所帮助。如果没有这个选项，备份可能会反映一个与最终提交事务的任何执行序列都

不一致的状态。例如，如果使用了批处理技术，一个批处理在备份中可以显示为关闭，

而其中的所有项都不出现。

如果 sys_dump 被启动时没有读写事务在活动，则这个选项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有读写
事务在活动，该备份的启动可能会被延迟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一旦开始运行，有没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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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开关的表现是相同的。

--snapshot=snapshotname

在做数据库的备份时指定一个同步的快照。

需要把备份和一个逻辑复制槽或者一个并发会话同步时可以用上这个选项。

在并行备份的情况下，将使用这个选项指定的快照名而不是取一个新快照。

--strict-names

要求每一个模式（-n/--schema）和表（-t/--table）限定符匹配要备份的数据库中至少
一个模式/表。注意，如果没有找到有这样的模式/表限定符匹配，即便没有--strict-
names，sys_dump也将生成一个错误。

这个选项对-N/--exclude-schema、-T/--exclude-table或者--exclude-table-data没有
效果。无法匹配任何对象的排除模式不会被当作错误。

--use-set-session-authorization

输出SQL-标准的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命令取代ALTER OWNER命令来确定对象的所
有关系。这让该备份更加兼容标准，但是取决于该备份中对象的历史，该备份可能无法

正常恢复。而且，一个使用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的备份将一定会要求超级用户特
权来正确地恢复，而ALTER OWNER要求更少的特权。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sys_dump在内部执行SELECT语句。如果你运行sys_dump时出现问题，确定你能够从正在
使用的数据库中选择信息，例如ksql。此外，libkci前端-后端库所使用的任何默认连接设置和
环境变量都将适用。

        sys_dump的数据库活动会被统计收集器正常地收集。如果不想这样，你可以通过ALTER
USER命令设置参数track_counts为假。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393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解释说明解释说明

        如果数据库集簇对于template1数据库有任何本地添加，要注意将sys_dump的输出恢复到
一个真正的空数据库。否则很可能由于以增加对象的重复定义而得到错误。要创建一个不带任

何本地添加的空数据库，从template0而不是template1复制它，例如：

CREATE DATABASE foo WITH TEMPLATE template0;

        当一个只含数据的备份被选中并且使用了选项--disable-triggers时，sys_dump在开始
插入数据之前会发出命令禁用用户表上的触发器，并且接着在数据被插入之后发出命令重新启

用它们。如果恢复中途被停止，系统目录可能会停留在一种错误状态。

        sys_dump产生的备份文件不包含优化器用来做出查询计划决定的统计信息。因此，在从
一个备份文件恢复后运行ANALYZE来确保最优性能是明智的。备份文件也不包含任何ALTER
DATABASE ... SET命令，这些设置会与数据库用户及其他安装设置一起被sys_dumpall备份。

        因为sys_dump被用来传输数据到更新版本的KingbaseES，sys_dump的输出被认为可以
载入到比sys_dump版本更新的KingbaseES服务器中。sys_dump也能够从比其版本更旧
的KingbaseES服务器中备份（当前支持回退到V7版本）。不过，sys_dump无法从比起主版
本号更新的KingbaseES服务器中备份，它甚至将拒绝冒着创建一个非法备份的风险尝试。还
有，不保证sys_dump的输出能被载入到一个更旧主版本的服务器 — 即使该备份是从该版本的
服务器中被取得也不行。将一个备份文件载入到一个更旧的服务器可能需要手工编辑该备份文

件来移除旧服务器无法理解的语法。在跨版本的情况下，推荐使用--quote-all-
identifiers选项，因为它可以避免因为不同KingbaseES版本间的保留词列表变化而发生问
题。

例子例子

        例例1： 将一个数据库mydb备份到一个SQL脚本文件，注意dbname的大小写：

$ sys_dump mydb > db.sql

         例例2：将一个脚本重新载入到一个（用户新创建的）名为newdb的数据库中：

$ ksql -d newdb -f db.sql

         例例3：备份一个数据库到一个自定义格式归档文件：

$ sys_dump -Fc mydb > db.dump

         例例4：备份一个数据库到一个目录格式的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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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_dump -Fd mydb -f dumpdir

         例例5： 用5个并行的工作者任务备份一个数据库到一个目录格式的归档：

$ sys_dump -Fd mydb -j 5 -f dumpdir

         例例6： 将一个备份文件重新恢复到一个（新创建的）名为newdb的数据库：

$ sys_restore -d newdb db.dump

        例例7： 备份一个名为mytab的表：

$ sys_dump -t mytab mydb > db.sql

         例例8：备份detroit模式中名称以emp开始的所有表，排除名为employee_log的表：

$ sys_dump -t 'detroit.emp*' -T detroit.employee_log mydb > db.sql

         例例9： 备份名称以east或者west开始并且以gsm结束的所有模式，排除名称包含词test的
任何模式：

$ sys_dump -n 'east*gsm' -n 'west*gsm' -N '*test*' mydb > db.sql

         例例10： 用正则表达式记号法来合并开关：

$ sys_dump -n '(east|west)*gsm' -N '*test*' mydb > db.sql

        例例11：备份除了名称以ts_开头的表之外的所有数据库对象：

$ sys_dump -T 'ts_*' mydb > db.sql

         在-t和相关开关中指定一个大写形式或混合大小写形式的名称，你需要双引用该名称，
否则它会被折叠到小写形式（见模式（Pattern））。但是双引号对于shell是特殊的，所以反
过来它们必须被引用。

        例例12：备份一个有混合大小写名称的表：

$ sys_dump -t "\"MixedCaseName\"" mydb > mytab.sql

         例例13：在大小写敏感的数据库中，使用-t指定一个小写的名称，需要单引号括起来，如
果模式名也是小写，都需要用单引号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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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_dump -t '"schema"'.'"table"' mydb > mytab.sql

引用及参考文件引用及参考文件

        sys_dumpall, sys_restore, k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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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dumpall
名称名称

        sys_dumpall  --  将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输出到脚本文件中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dumpall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简介简介

         sys_dumpall工具可以将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中所有数据存储到（备份）脚本文
件。用该脚本文件包含的SQL命令ksql来恢复数据库。sys_dumpall工具会对集簇中的每个数
据库调用sys_dump来完成对应数据库的备份工作，然后sys_dumpall备份对所有数据库公用的
全局对象（sys_dump不备份这些对象），包括数据库的用户和组、表空间以及所有数据库的
访问权限等属性。

         因为sys_dumpall从所有数据库中读取表，所以需要以一个数据库超级用户的身份连接数
据库以便生成完整的备份。同样，以超级用户来执行备份的脚本，恢复数据库，创建/修改用
户和组以及创建数据库。

         sys_dumpall需要多次连接到KingbaseES服务器（每个数据库一次）。如果数据库启用
了口令认证，每次连接都会要求口令，所以需要 -W 参数指定口令 。

选项选项

         下列命令行选项用于控制输出的内容和格式。

-a
--data-only

只备份数据，不备份模式（数据定义）。

-c
--clean

在重建数据库之前删除它们的SQL命令。角色和表空间的 DROP命令也被加入进来。

-f filename
--file=filename

将输出的备份数据发送到指定的文件中。如果省略此参数，备份数据将发送至标准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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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lobals-only

只备份全局对象（角色和表空间），而不备份数据库。

-o
--oids

将对象标识符（OID）备份为数据的一部分。如果应用以某种方式引用了OID列（例如在
外键约束中），请使用这个选项。否则不要使用这个选项。

-O
--no-owner

不备份用于设置对象所有权以符合原始数据库的命令。默认情况下，sys_dumpall发
出ALTER OWNER或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语句来设置被创建的模式对象的所有权。
除非备份脚本是由一个超级用户（或者是拥有备份脚本中所有对象的同一个用户）所运

行，否则这些语句会在在恢复时失败。要使得一个备份脚本能被任意用户恢复，但又不

想给予该用户所有对象的所有权，可以指定-O。

-r
--roles-only

只备份角色，不备份数据库和表空间。

-s
--schema-only

只备份对象定义（模式），不备份数据。

-S username
--superuser=username

指定要在禁用触发器时使用的超级用户的用户名。只有使用--disable-triggers时，这
个选项才相关（通常，省去该选项，直接用该超级用户来启动备份脚本）。

-t
--tablespaces-only

只备份表空间，不备份数据库和角色。

-v
--verbose

指定细节模式。这将导致sys_dumpall向标准错误输出详细的对象注释以及备份文件的开
始/停止时间，还有进度消息。它也会启用sys_dump中的细节输出。

-V
--version

显示sys_dumpall版本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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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sys_dumpall版本并退出。

-x
--no-privileges
--no-acl

防止备份访问特权（授予/收回命令）。

--binary-upgrade

这个选项用于本地升级功能。不推荐也不支持把它用于其他目的。这个选项在未来的发

行中可能被改变。

--column-inserts
--attribute-inserts

将数据备份为带有显式列名的INSERT命令（INSERT INTO table(column, ...) VALUES
...）。这将使得恢复过程非常慢，这主要用于使备份能够恢复到非KingbaseES数据库
中。

--disable-dollar-quoting

这个选项禁止在函数体中使用美元符号引用，并且强制它们使用SQL标准字符串语法引
用。

--disable-triggers

只有在创建一个只备份数据的备份时，这个选项才相关。指定本参数sys_dumpall在数据
被重新载入时将临时禁用目标表上的触发器。如果你在表上有引用完整性检查或其他触

发器，并且你在数据重新载入期间不想调用它们，请使用这个选项。

当前，为--disable-triggers发出的命令必须作为超级用户来执行。因此，还应当使用-
S指定一个超级用户名，或者以一个超级用户来恢复备份脚本。

--if-exists

清除数据库和其他对象使用的条件命令（即增加一个IF EXISTS子句）。只有同时指定
了--clean时，这个选项才可用。

--inserts

将数据备份为INSERT命令（而不是COPY）。这将使得恢复非常慢，这主要用于使备份能
够恢复到非KingbaseES数据库中。如果已经重新安排了列序，该恢复可能会失败。--
column-inserts选项对于列序改变是安全的，但是会更慢。

--lock-wait-timeout=timeout

在备份开始时，不等待共享表锁的获得，而是在指定的timeout内不能锁定一个表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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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份开始时，不等待共享表锁的获得，而是在指定的timeout内不能锁定一个表时失

败。超时时长可以用SET statement_timeout接受的任何格式指定（允许的值根据你从其
备份的服务器版本变化，但是从KingbaseES V7以来的所有版本都接受一个整数表示的
毫秒数。如果KingbaseES V7以前的服务器备份，这个选项会被忽略。）。

--no-security-labels

不备份安全标签。

--no-tablespaces

不备份表空间的命令。通过这个选项，在恢复期间所有的对象都会被创建在任何作为默

认的表空间中。

--no-unlogged-table-data

不备份非日志记录表的内容。这个选项对于表定义（模式）是否被备份没有影响，它只

会限制备份表数据。

--quote-all-identifiers

强制引用所有标识符。在从一个与sys_dumpall主版本不同的KingbaseES服务器备份数
据库时或者要将输出恢复到一个不同主版本的服务器时，推荐使用这个选项。默认情况

下，sys_dumpall只会对为其主版本中保留词的标识符加上引号。在与其他版本的具有不
同保留词集合的服务器交互时，这有时会导致兼容性问题。使用--quote-all-
identifiers可以阻止这类问题，但是代价是备份脚本会更加难读。

--use-set-session-authorization

输出SQL标准的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命令取代ALTER OWNER命令来确定对象的所
有关系。这让该备份更加兼容标准，但是取决于该备份中对象的历史，该备份可能无法

正常恢复。

-?
--help

显示有关sys_dumpall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下列命令行选项控制数据库连接参数。

-d connstr
--dbname=connstr

以一个连接字符串的形式，指定用来连接到服务器的参数。

这个选项被称为--dbname是为了和其他客户端应用一致，但是因为sys_dumpall需要连接
多个数据库，连接字符串中的数据库名将被忽略。使用-l选项指定一个数据库，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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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被用来备份全局对象并且发现需要备份哪些其他数据库。

-h host
--host=host

指定服务器正在运行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开始于一个斜线，它被用作一个Unix 域
套接字的目录。

-l dbname
--database=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哪个数据库备份全局对象以及发现要备份哪些其他数据库。如果没有指

定，将会使用kingbase数据库，如果kingbase不存在，就使用 template1。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名。默认使用编译在
程序中的默认值。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使用哪个用户连接。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儿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W
--password

强制sys_dumpall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从来不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sys_dumpall将自动提示要求
一个口令。但是，sys_dumpall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
情况下，直接键入-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注意对每个要被备份的数据库，口令提示都会再次出现。

--role=rolename

指定一个用来创建该备份的角色名。这个选项导致sys_dump在连接到数据库后发出一
个SET ROLE rolename命令。当已认证用户（由-U指定）缺少sys_dump所需的特权但是
能够切换到一个具有所需权利的角色时，这个选项很有用。一些安装有针对直接作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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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用户登录的策略，使用这个选项可以让备份在不违反该策略的前提下完成。

注解注解

         因为sys_dumpall在内部调用sys_dump，所以， 一些诊断消息可以参考sys_dump。

         一旦恢复，建议在每个数据库上运行ANALYZE，这样优化器就可以得到有用的统计信息。
你也可以运行vacuumdb -a -z来分析所有数据库。

         sys_dumpall要求所有需要的表空间目录在进行恢复之前就必须存在；否则，数据库创建
就会由于在非默认位置创建数据库而失败。

例子例子

         例例1：备份所有数据库：

$ sys_dumpall > db.out

         例例2： 将此备份文件重新载入数据库：

$ ksql -f db.out kingbase

         此处连接哪一个数据库并不重要，因为由sys_dumpall创建的脚本将包含合适的命令来创
建和连接到被保存的数据库。

参见参见

        可能产生的错误情况见sys_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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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isready
名称名称

        sys_isready  --  检查一个KingbaseES服务器的连接状态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isready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简介简介

         sys_isready是一个用来检查KingbaseES数据库服务器的连接状态的工具。其退出状态指
定了连接检查的结果。

选项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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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bname
--dbname=dbname

指定要连接的数据库名。

如果此参数包含一个=记号或者以一个合法的URI前缀（kingbase://或kingbase://）开
始，它会被当作一个conninfo字符串。

-h hostname
--host=hostname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Unix域套接字的
目录。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默认值使用编译时
指定的端口（通常是5432）。

-q
--quiet

不显示状态消息。当脚本编程时有用。

-t seconds
--timeout=seconds

尝试连接时，在返回服务器不响应之前等待的最大秒数。设置为0则禁用。默认值是3
秒。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作为用户username连接数据库，而非默认用户。

-V
--version

显示sys_isready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有关sys_isready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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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状态退出状态

         如果服务器正常连接，sys_isready给shell返回0；如果服务器拒绝连接（例如处于启动阶
段）则返回1；如果连接尝试没有被响应则返回2；如果没有尝试（例如由于非法参数）则返
回3。

注解注解

         获取服务器状态，不一定需要提供正确的用户名、口令或数据库名。但若提供了错误的
值，服务器将会记录一次失败的连接尝试。

例子例子

         例例1：标准用法：

$ sys_isready
/tmp:5432 - accepting connections
$ echo $?
0

         例例2： 使用连接参数连接到启动中的KingbaseES集簇：

$ sys_isready -h localhost -p 5433
localhost:5433 - rejecting connections
$ echo $?
1

         例例3： 使用连接参数连接到无响应的KingbaseES集簇：

$ sys_isready -h someremotehost
someremotehost:5432 - no response
$ echo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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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receivexlog
名称名称

        sys_receivexlog  --  以流的方式从一个KingbaseES服务器得到事务日志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receivexlog [option...]

简介简介

         sys_receivexlog被用来从一个运行着的KingbaseES集簇以流的方式得到事务日志。事务
日志会被使用物理同步协议以流的方式传送，并且被写入到文件的一个本地目录。这个目录可

以被用作归档位置来做一次使用时间点恢复的恢复。

         当事务日志在服务器上被产生时，sys_receivexlog实时以流的方式传输事务日志，并且
不像archive_dest那样等待段完成。由于这个原因，在使用sys_receivexlog时不必设
置archive_timeout。

        与KingbaseES后备服务器上的WAL接收进程不同，sys_receivexlog默认只在一个WAL文
件被关闭时才刷入WAL数据。要实时刷入WAL数据，必须指定选项--synchronous。

         事务日志在一个常规KingbaseES连接上被以流式传送，并且使用复制协议。连接必须由
一个超级用户或一个具有REPLICATION权限的用户建立，并且sys_hba.conf必须允许复制连
接。服务器也必须被配置一个足够高的max_wal_senders来至少留出一个可用会话给流。

         如果该连接丢失，或者它一开始就由于一个非致命错误而没有被建
立，sys_receivexlog将无限期地重试连接并且尽可能重新建立流。为了避免这种行为，使用-
n参数。

选项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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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irectory
--directory=directory

要把输出写到哪个目录。

这个参数是必需的。

--if-not-exists

当指定--create-slot并且具有指定名称的槽已经存在时不要抛出错误。

-n
--no-loop

不要在连接错误上循环。相反，碰到一个错误时立刻退出。

-s interval
--status-interval=interval

指定发送回服务器的状态包之间的秒数。这允许我们更容易地监控服务器的进度。一个

零值完全禁用这种周期性的状态更新，不过当服务器需要时还是会有一个更新会被发送

来避免超时导致的断开连接。默认值是10秒。

-S slotname
--slot=slotname

要求sys_receivexlog使用一个已有的复制槽。在使用这个选项时， sys_receivexlog将会
报告给服务器一个刷写位置，指示每一个段是何时被同步到磁盘的，这样服务器可以在

不需要该段时删除它。

当sys_receivexlog的复制客户端在服务器上被配置为一个同步后备时，那么使用一个复
制槽将会向服务器报告刷写位置，但只在一个WAL文件被关闭时报告。因此，该配置将
导致主服务器上的事务等待很长的时间并且无法令人满意地工作。要让这种配置工作正

确，还必须制定选项--synchronous。

--synchronous

在WAL数据被收到后立即刷入到磁盘。还要在刷写后立即向服务器回送一个状态包（不
考虑--status-interval）。

如果sys_receivexlog的复制客户端在服务器上被配置为一个同步后备，应该指定这个选
项来确保向服务器发送及时的反馈。

-v
--verbose

启用冗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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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命令行选项控制数据库连接参数。

-d connstr
--dbname=connstr

指定用于连接到服务器的参数为一个连接字符串。

为了和其他客户端应用一致，该选项被称为--dbname。但是因为sys_receivexlog并不连
接到集簇中的任何特定数据库，连接字符串中的数据库名将被忽略。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Unix域套接字的
目录。默认值取自KINGBASE_HOST环境变量（如果设置），否则会尝试一个Unix域套接字
连接。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默认
用KINGBASE_PORT环境变量中的值（如果设置），或者一个编译在程序中的默认值。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儿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W
--password

强制sys_receivexlog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sys_receivexlog将自动提示
要求一个口令。但是，sys_receivexlog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
令。在某些情况下值得用-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为了控制物理复制槽，sys_receivexlog可以执行下列两种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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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slot

用--slot中指定的名称创建一个新的物理复制槽，然后退出。

--drop-slot

删除--slot中指定的复制槽，然后退出。

         其他选项也可用：

-V
--version

显示sys_receivexlog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有关sys_receivexlog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环境环境

         与大部分其他KingbaseES工具相似，此工具也使用libkci支持的环境变量。

注解注解

         使用sys_receivexlog替代archive_dest作为主要的WAL备份方法时，强烈建议使用复制
槽。否则，服务器可能会在事务日志文件被备份好之前重用或者移除它们，因为没有任何信息

（不管是来自archive_dest或是复制槽）能够指示WAL流已经被归档到什么程度。不过要注
意，如果接收者没有持续地取走WAL数据，一个复制槽将会填满服务器的磁盘空间。

例子例子

         从位于mydbserver的服务器流式传送事务日志并且将它存储在本地目
录/usr/local/kingbase/archive：

$ sys_receivexlog -h mydbserver -D /usr/local/kingbase/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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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recvlogical
名称名称

        sys_recvlogical  --  控制 KingbaseES 解析物理日志流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recvlogical [option...]

简介简介

         sys_recvlogical控制解析物理日志复制槽以及来自这种复制槽的流数据。

         它会创建一个复制模式的连接，因此它受到和sys_receivexlog相同的约束，还有逻辑复
制（解析物理日志）的约束。

选项选项

        必须至少指定下列选项之一：

--create-slot

为--dbname指定的数据库用--slot指定的名称创建一个新的逻辑复制槽，使用--
plugin指定的输出插件。

--drop-slot

删除名称由--slot指定的复制槽，然后退出。

--start

从--slot指定的逻辑复制槽开始进行流式传送更改，一直继续到被一个信号终止。如果
服务器端关机或者断开连接导致更改流结束，会进入一个循环一直重试，通过指定--no-
loop可以防止这种情况下进入循环重试。

流格式由槽创建时指定的输出插件决定。

连接必须是连接到用于创建该槽的同一个数据库上。

         --create-slot和--start可以被一起指定。--drop-slot不能和另一个动作组合在一起。

         下面的命令行选项控制输出的位置和格式以及其他复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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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ilename
--file=filename

把接收到并且解码好的事务数据写入到一个文件。使用-可以写到stdout。

-F interval_seconds
--fsync-interval=interval_seconds

指定sys_recvlogical发出fsync()调用确保输出文件被安全地刷到磁盘的频度。

服务器将会偶尔要求客户端执行一次刷写并且把刷写位置报告给服务器。这个设置可以

在此之外更加频繁地执行刷写。

指定间隔为0会完全禁止发出fsync()调用，但是仍会报告进度给服务器。在这种情况
下，发生崩溃会导致数据丢失。

-I lsn
--startpos=lsn

在--start模式中，从给定的LSN开始复制。该参数详见解析物理日志。其他模式中会忽
略此参数。

--if-not-exists

当指定--create-slot并且具有指定名称的槽已经存在时不要抛出错误。

-n
--no-loop

当服务器连接丢失时，不要在循环中重试，直接退出。

-o name[=value]
--option=name[=value]

如果指定了输出插件，把选项值value传递给选项name。存在哪些选项以及它们的效果取

决于使用的输出插件。

-P plugin
--plugin=plugin

在创建一个槽时使用指定的解析物理日志输出插件。

-s interval_seconds
--status-interval=interval_seconds

这个选项和sys_receivexlog中的同名选项具有相同的效果。

-S slot_name
--slot=slot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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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tart模式中，使用名为slot_name的已有逻辑复制槽。在--create-slot模式中，使
用这个名称创建该槽。在--drop-slot模式中，删除这个名称指定的槽。

-v
--verbose

开启详细输出模式。

         下列命令行选项控制数据库连接参数。

-d database
--dbname=database

要连接的数据库。这个选项的详细含义请见动作的描述。它可以是一个libkci连接字符
串。默认为用户名。

-h hostname-or-ip
--host=hostname-or-ip

指定服务器正在运行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开始于一个斜线，它被用作一个Unix域
套接字的目录。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名。默认使用编译在
程序中的默认值。

-U user
--username=user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默认是用当前操作系统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么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W
--password

强制sys_dump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sys_dump将自动提示要求一个口
令。但是，sys_dump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
值得键入-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412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还有下列附加选项可用：

-V
--version

显示sys_recvlogical的版本并且退出。

-?
--help

显示关于sys_recvlogical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且退出。

环境环境

         与其他KingbaseES工具相似，此工具也使用libkci支持的环境变量。

例子例子

         详见解析物理日志。

另见另见

         sys_receivex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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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restore
名称名称

        sys_restore  --   从由sys_dump创建的备份文件恢复KingbaseES数据库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restore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filename]

简介简介

         sys_restore是一个用来从sys_dump创建的非文本格式备份恢复KingbaseES数据库的工
具。它将发出必要的命令把该数据库重建成它被保存时的状态。这些备份文件还允

许sys_restore选择恢复哪些内容或者在恢复前对恢复项重排序。这些备份文件被设计为可以在
不同的架构之间迁移。

         sys_restore可以在两种模式下操作。如果指定了一个数据库名称，sys_restore会连接那
个数据库并且把备份内容直接恢复到该数据库中。否则，会创建一个脚本，其中包含着重建该

数据库所必要的SQL命令，它会被写入到一个文件或者标准输出。这个脚本输出等效
于sys_dump的纯文本输出格式。因此，一些控制输出的选项与sys_dump的选项类似。

         显然，sys_restore无法恢复不在备份文件中的信息。例如，如果备份使用"以INSERT命令
备份数据"选项创建， sys_restore将无法使用COPY语句装载数据。

选项选项

         sys_restore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filename

指定要被恢复的备份文件（对于一个目录格式的备份则是目录）的位置。如果没有指

定，则使用标准输入。

-a
--data-only

只恢复数据，不恢复模式（数据定义）。如果在备份中存在，表数据、视图和序列值会

被恢复。

注：不可与-s（恢复定义）参数连用。

这个选项类似于指定--section=data，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两者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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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lean

在重新创建数据库对象之前清除它们（除非使用了--if-exists，如果有对象在目标数据
库中不存在，这可能会生成一些无害的错误消息）。

-C
--create

在恢复一个数据库之前先创建它。如果还指定了--clean，在连接到目标数据库之前丢弃
并且重建它。

在使用这个选项时，-d提到的数据库只被用于发出初始的DROP DATABASE和CREATE
DATABASE命令。所有要恢复到该数据库名中的数据都出现在备份中。

-d dbname
--dbname=dbname

连接到数据库dbname并且直接恢复到该数据库中。

-D 
--encrypt-device

指定加密的设备。

-e
--exit-on-error

在发送SQL命令到该数据库期间，若碰到错误就退出。默认行为是继续并且在恢复结束
时显示一个错误计数。

-f filename
--file=filename

为生成的脚本或列表（当使用-l时）指定输出文件。默认是标准输出。

-F format
--format=format

指定备份的格式。并不一定要指定该格式，因为sys_restore将会自动决定格式。如果指
定，可以是下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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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ustom

备份是sys_dump的自定义格式。

d
directory

备份是一个目录备份。

t
tar

备份是一个tar备份。

-I index
--index=index

只恢复提及的索引的定义。可以通过写多个-I开关指定多个索引。

-j number-of-jobs
--jobs=number-of-jobs

使用并发任务运行sys_restore中最耗时的部分 — 载入数据、创建索引或者创建约束。对
于一个运行在多处理器机器上的服务器，这个选项能够大幅度减少恢复一个大型数据库

的时间。

每一个任务是一个进程或者一个线程，这取决于操作系统，它们都使用一个独立的服务

器连接。

这个选项的最佳值取决于服务器、客户端以及网络的硬件设置。因素包括 CPU 的核心
数和磁盘设置。一个好的建议是服务器上 CPU 的核心数，但是更大的值在很多情况下
也能导致更快的恢复时间。当然，过高的值会由于超负荷反而导致性能降低。

这个选项只支持自定义和目录备份格式。输入必须是一个常规文件或目录（例如，不能

是一个管道）。当发出一个脚本而不是直接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时会忽略这个选项。还

有，多任务不能和选项--single-transaction一起用。

-K
--key

指定加密密钥。

-l
--list

列出备份的内容。这个操作的输出能被用作-L选项的输入。注意如果把-n或-t这样的过
滤开关与-l一起使用，它们将会限制列出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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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ist-file
--use-list=list-file

只恢复在list-file中列出的备份元素，并且按照它们出现在该文件中的顺序进行恢复。

注意如果把-n或-t这样的过滤开关与-L一起使用，它们将会进一步限制要恢复的项。

list-file通常是编辑一个-l操作的输出来创建。行可以被移动或者移除，并且也可以通
过在行首放一个（;）将其注释掉。

-n namespace
--schema=schema

只恢复在被提及的模式中的对象。可以用多个-n开关来指定多个模式。这可以与-t选项
组合在一起只恢复一个指定的表。

注意注意: -n只恢复模式下的内容，并不负责恢复模式定义。

-g namespace
--fromSchema=schema

源模式，恢复源模式中的对象到-G指定的目标模式中去，与-G一起使用。可以用多个-
g开关来指定多个源模式。这可以与-t选项组合在一起只恢复一个指定的表。

-G namespace
--targetSchema=schema

目标模式，恢复-g指定的源模式中的对象到目标模式中，与-g一起使用。可以用多个-
G开关来指定多个目标模式。

注意注意: -g/-G必须一起使用，不能和-n同时使用。和-n类似，-g/-G仅恢复模式下的
内容，不恢复模式定义。

注意注意: -g指定的源模式和-G指定的目标模式一一对应，或者目标模式数量等于一且
源模式数量大于一

-O
--no-owner

不要输出将对象的所有权设置为与原始数据库匹配的命令。默认情况下，sys_restore会
发出ALTER OWNER或者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语句来设置已创建的模式对象的所有
权。如果最初的数据库连接不是由超级用户 (或者是拥有脚本中所有对象的同一个用户)
发起的，那么这些语句将失败。通过-O，任何用户名都可以被用于初始连接，并且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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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将会拥有所有被创建的对象。

-P function-name(argtype [, ...])
--function=function-name(argtype [, ...])

只恢复被提及的函数。要小心地拼写函数的名称和参数使它们正好就是出现在备份文件

的内容表中的名称和参数。可以使用多个-P开关指定多个函数。

-s
--schema-only

只恢复备份中的模式（数据定义）不恢复数据。

这个选项是--data-only的逆选项。它与指定--section=pre-data --section=post-
data相似，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并不完全相同。

（不要把这个选项和--schema选项弄混，后者把词"schema"用于一种不同的含义）。

-S username
--superuser=username

指定在禁用触发器时要用的超级用户名。只有使用--disable-triggers时这个选项才相
关。

-t table
--table=table

只恢复所提及的表的定义和数据。出于这个目的，"table"包括视图、物化视图、序列和
外部表。可以写上多个-t开关可以选择多个表。这个选项可以和-n选项结合在一起指定
一个特定模式中的表。

注意注意: 在指定-t时，sys_restore不会尝试恢复所选表可能依赖的任何其他数据库
对象。因此，无法确保能成功地把一个特定表恢复到一个干净的数据库中。

注意注意: 这个标志的行为和sys_dump的-t标志不一样。在sys_restore中当前没有任
何通配符匹配的规定，也不能在其-t选项中包括模式的名称。

注意注意: 在KingbaseES V8R2之前的版本中，这个标志只匹配表，而并不匹配其他
类型的关系。

-T trigger
--trigger=trigger

只恢复所提及的触发器。可以用多个-T开关指定多个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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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恢复所提及的触发器。可以用多个-T开关指定多个触发器。

注意注意: 恢复时，所有触发器都被当做trigger处理，但是恢复方式略有不同，当恢复
一个表的触发器时，需加上表的名称为前引，例如 -T 'T1 TRI'。

-v
--verbose

指定冗长模式。

-V
--version

显示该sys_restore的版本并退出。

-x
--no-privileges
--no-acl

阻止恢复访问特权（授予/收回命令）。

-1
--single-transaction

将恢复作为单一事务执行（即把发出的命令包裹在BEGIN/COMMIT中）。这可以确保要么
所有命令完全成功，要么任何改变都不被应用。这个选项隐含了--exit-on-error。

--disable-triggers

只有在执行一个只恢复数据的恢复时，这个选项才相关。它指示sys_restore在装载数据
时执行命令临时禁用目标表上的触发器。如果你在表上有参照完整性检查或者其他触发

器并且你不希望在数据载入期间调用它们时，请使用这个选项。

目前，为--disable-triggers发出的命令必须以超级用户身份完成。因此你还应该用-
S指定一个超级用户名，或者更好的方法是以一个KingbaseES超级用户运
行sys_restore。

--enable-row-security

只有在恢复具有行安全性的表的内容时，这个选项才相关。默认情况下，sys_restore将
把row_security设置为 off 来确保所有数据都被恢复到表中。如果用户不拥有足够绕过行
安全性的特权，那么会抛出一个错误。这个参数指示sys_restore把row_security设置为
on允许用户尝试恢复启用了行安全性的表的内容。如果用户没有从备份向表中插入行的
权限，这仍将失败。

注意当前这个选项还要求备份处于INSERT格式，因为COPY TO不支持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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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exists

在清理数据库对象时使用条件命令（即增加一个IF EXISTS子句）。只有指定了--
clean时，这个选项才有效。

--no-data-for-failed-tables

默认情况下，即便表的创建命令失败（例如因为表已经存在），表数据也会被恢复。通

过这个选项，对这类表的数据会被跳过。如果目标数据库已经包含了想要的表内容，这

种行为又很有有用。例如，KingbaseES扩展（如PostGIS）的辅助表可能已经被载入到
目标数据库中，指定这个选项就能阻止把重复的或者废弃的数据载入到这些表中。

只有当直接恢复到一个数据库中时这个选项才有效，在产生SQL脚本输出时这个选项不
会产生效果。

--no-security-labels

不要输出恢复安全标签的命令，即使备份中包含安全标签。

--no-tablespaces

不输出命令选择表空间。通过这个选项，所有的对象都会被创建在恢复时的默认表空间

中。

--section=sectionname

只恢复提及的小节。小节的名称可以是pre-data、data或者post-data。可以把这个选项
指定多次来选择多个小节。默认值是恢复所有小节。

数据小节包含实际的表数据以及视图定义。Post-data项由索引定义、触发器、规则和除
已验证的检查约束之外的约束构成。Pre-data项由所有其他数据定义项构成。

  

--strict-names

要求每一个模式（-n/--schema）以及表（-t/--table）限定词匹配备份文件中至少一个
模式/表。

--use-set-session-authorization

输出SQL标准的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命令取代ALTER OWNER命令来决定对象拥有
权。这会让备份更加兼容标准，但是依赖于备份中对象的历史，可能无法正确恢复。

-?
--help

显示有关sys_restore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且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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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有关sys_restore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且退出。

        sys_restore也接受下列用于连接参数的命令行参数：

-h host
--host=host

指定服务器正在运行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开始于一个斜线，它被用作一个Unix域
套接字的目录。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名。默认使用编译在
程序中的默认值。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

-w
--no-password

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么连接

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口

令。

-W
--password

强制sys_restore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sys_restore将自动提示要求一个
口令。但是，sys_restore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
下，值得键入-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role=rolename

指定一个用来创建该备份的角色名。这个选项导致sys_restore在连接到数据库后发出一
个SET ROLE rolename命令。当已认证用户（由-U指定）缺少sys_restore所需的特权但是
能够切换到一个具有所需权利的角色时，这个选项很有用。一些安装有针对直接作为超

级用户登录的策略，使用这个选项可以让备份在不违反该策略的前提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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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诊断

         当使用-d选项指定一个直接数据库连接时，sys_restore在内部执行SELECT语句。如果你
运行sys_restore时出现问题，确定你能够从正在使用的数据库中选择信息，例如ksql。此
外，libkci前端-后端库所使用的任何默认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都将适用。

注解注解

         如果数据库集簇对于template1数据库有任何本地添加，要注意将sys_restore的输出载入
到一个真正的空数据库。否则你很可能由于以增加对象的重复定义而得到错误。要创建一个不

带任何本地添加的空数据库，从template0而不是template1复制它，例如：

CREATE DATABASE foo WITH TEMPLATE template0;

         下面将详细介绍sys_restore的局限性。

在恢复数据到一个已经存在的表中并且使用了选项--disable-
triggers时，sys_restore会在插入数据之前发出命令禁用用户表上的触发器，然后在完
成数据插入后重新启用它们。如果恢复在中途停止，可能会让系统目录处于错误的状

态。

         sys_dump的局限性详见sys_dump文档。

         一旦完成恢复，应该在每一个被恢复的表上运行ANALYZE，这样优化器能得到有用的统计
信息。

示例示例

         例例1： 假设已经以自定义格式备份了一个叫做mydb的数据库：

$ sys_dump -Fc mydb > db.dump

         删除该数据库并从备份中重新创建它：

$ dropdb mydb
$ sys_restore -C -d kingbase db.dump

         -d开关中提到的数据库可以是任何已经存在于集簇中的数据库，sys_restore只会用它来
为mydb发出CREATE DATABASE命令。通过-C，数据总是会被恢复到出现在备份文件的数据库名
中。

         例例2： 将备份重新载入到一个名为newdb的新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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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db -T template0 newdb
$ sys_restore -d newdb db.dump

         注意不使用-C，而是直接连接到要恢复到其中的数据库。另外，需从template0而不
是template1创建该数据库，以保证其初始为空。

         例例3： 对数据库项重排序，首先需要备份归档的表内容：

$ sys_restore -l db.dump > db.list

         列表文件由一个头部和一些行组成，这些行每一个都用于一个项，例如：

;
; Archive created at Mon Sep 14 13:55:39 2009
;     dbname: DBDEMOS
;     TOC Entries: 81
;     Compression: 9
;     Dump Version: 1.10-0
;     Format: CUSTOM
;     Integer: 4 bytes
;     Offset: 8 bytes
;     Dumped from database version: 8.3.5
;     Dumped by sys_dump version: 8.3.8
;
;
; Selected TOC Entries:
;
;3; 2615 2200 SCHEMA - public pasha
;1861; 0 0 COMMENT - SCHEMA public pasha
;1862; 0 0 ACL - public pasha
;317; 1247 17715 TYPE public composite pasha
;319; 1247 25899 DOMAIN public domain0 pasha

         分号表示开始一段注释，行首的数字表明了分配给每个项的内部备份ID。

         文件中的行可以被注释掉、删除以及重排序。例如：

;10; 145433 TABLE map_resolutions kingbase
;2; 145344 TABLE species kingbase
;4; 145359 TABLE nt_header kingbase
;6; 145402 TABLE species_records kingbase
;8; 145416 TABLE ss_old kingbase

         把这样一个文件作为sys_restore的输入将会只恢复项10和6，并且先恢复10再恢复6。

$ sys_restore -L db.list db.dump

另见另见

         sys_dump, sys_dumpall, k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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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ql
名称名称

        ksql  --   KingbaseES的交互式终端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ksql [option...] [dbname [username]]

简介简介

         ksql是KingbaseES数据库的交互式终端。能交互式地键入查询，将其发送
给KingbaseES，并查看查询结果。其输入可以来自于一个文件或命令行参数。此外，ksql还
提供一些元命令和多种类似shell的特性来为脚本的编写和多任务的自动化推进提供便利。

选项选项

-a
--echo-all

把所有非空输入行按照它们被读入的形式以标准输出显示（不适用于交互式行读取）。

这等效于把变量ECHO设置为all。

-A
--no-align

切换到非对齐输出模式（默认输出模式是对齐的）。

-b
--echo-errors

把失败的SQL命令以标准错误输出显示。这等效于把变量ECHO设置为errors。

-c command
--command=command

指定ksql执行一个给定的命令字符串command。这个选项可以重复多次并可以以任意顺序

与-f选项组合在一起。当-c或者-f被指定时，ksql不会从标准输入读取命令，直到它处
理完序列中所有的-c和-f选项之后终止。

command必须是一个服务器完全可解析的命令字符串（即不包含ksql相关的特性）或者单
个反斜线命令。因此不能在一个-c选项中混合SQL和ksql元命令。要那样做，可以使用
多个-c选项或者把字符串用管道输送到ksql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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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ql -c '\x' -c 'SELECT * FROM foo;'

或者

echo '\x \\ SELECT * FROM foo;' | ksql

（\\是分隔符元命令）。

每一个被传递给-c的SQL命令字符串会被当做一个单独的查询发送给服务器。因此，即
便该字符串包括多个SQL命令，服务器也会把它当做一个事务来执行，除非在该字符串
中有显式的BEGIN/COMMIT命令把它划分成多个事务。此外，ksql只会显示出该字符串中最
后一个SQL命令的结果。这和从文件中读取同一字符串或者把同一字符串传给ksql的标
准输出时的行为不同，因为那两种情况下ksql会独立地发送每一个SQL命令。

由于这种行为，把多于一个命令放在-c字符串中通常会得到意料之外的结果。最好使用
多个-c命令或者把多个命令输送给ksql的标准输入，按照上文所说的使用echo或者通过
一个shell，例如：

ksql <<EOF
\x
SELECT * FROM foo;
EOF

-d dbname
--dbname=dbname

指定要连接的数据库的名称。这等效于指定dbname为命令行上的第一个非选项参数。

如果这个参数包含一个=符号或者以一个合法的URI前缀（kingbase://或
者kingbase://）开始，它会被当作一个conninfo字符串。

-e
--echo-queries

把发送到服务器的所有SQL命令复制到标准输出。这等效于把变量ECHO设置为queries。

-E
--echo-hidden

回显\d以及其他反斜线命令生成的实际查询。可以用它来学习ksql的内部操作。等效于
把变量ECHO_HIDDEN设置为on。

-f filename
--file=filename

从文件filename而不是标准输入中读取命令。这个选项可以被重复多次，也可以以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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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与-c选项组合。当-c或者-f被指定时，ksql不会从标准输入读取命令，直到它处理
完序列中所有的-c和-f选项之后终止。除此以外，这个选项很大程度上等价于元命
令\i。

如果filename是-（连字符），那么会读取标准输入直到遇见一个EOF指示或者\q元命
令。这种方式可以用把自多个文件的输入组合成一种交互式输入。不过注意在这种情况

下不会使用 Readline（很像指定了-n的情况）。

使用这个选项与ksql < filename有细微的不同。通常，两种形式都可以做到我们所期望
的，但是使用-f启用了一些好的特性，例如带有行号的错误消息。使用这个选项还有一
丝机会可以降低启动开销。在另一方面，使用shell输入重定向的变体（理论上）保证会
得到与手工输入时相同的输出。

-F separator
--field-separator=separator

使用separator作为非对齐输出的域分隔符。等效于\pset fieldsep或者\f。

-h hostname
--host=hostname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这个值由一个斜线开始，它会被用作Unix域套接
字的目录。

-H
--html

显示HTML表格输出。等效于\pset format html或者\H命令。

-l
--list

列出所有可用的数据库，然后退出。其他非连接选项会被忽略。这与元命令\list类似。

-L filename
--log-file=filename

除了把所有查询输出写到普通输出目标之外，还写到文件filename中。

 

-n
--no-readline

不使用Readline做行编辑并且不使用命令历史。在剪切和粘贴时，关掉Tab展开会有所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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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ilename
--output=filename

把所有查询输出放到文件filename中。这等效于命令\o。

-O
--nonempty-password

指定ksql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时使用的口令为非空口令。

启用该选项时，如果口令为空或者未提供口令参数，ksql将不会额外进行一次连接尝试
来试探服务器是否需要口令，而是直接以空口令进行连接。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用于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者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默认为编译时指
定的端口号（通常是5432）。

-P assignment
--pset=assignment

以\pset的形式指定打印选项。注意，这里你必须用一个等号而不是空格来分隔名称和
值。例如，要设置输出格式为LaTeX，应该写成-P format=latex。

-q
--quiet

指定ksql应该静默工作。默认情况下，它会显示出欢迎消息以及多种输出。如果使用了
这个选项，以上那些就都不会输出。在使用-c选项时，配合这个选项很有用。这等效于
设置变量QUIET为on。

-R separator
--record-separator=separator

把separator用作非对齐输出的记录分隔符。等效于\pset recordsep命令。

-s
--single-step

运行在单步模式中。这意味着在每个命令被发送给服务器之前都会提示用户一个可以取

消执行的选项。使用这个选项可以调试脚本。

-S
--single-line

运行在单行模式中，其中新行会终止一个SQL命令，就像分号的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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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该模式被提供给有使用经验的用户，但并不要求一定使用它。如果在一行中
混合了SQL和元命令，对于没有经验的用户来说，它们的执行顺序可能不总是那
么清晰。

-t
--tuples-only

关闭显示列名和结果行计数页脚等。这等效于\t命令。

-T table_options
--table-attr=table_options

指定要替换HTML table标签的选项。详见\pset。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作为用户username而不是默认用户连接到数据库（当然，必须具有此操作的权限）。

-v assignment
--set=assignment
--variable=assignment

执行一次变量赋值，和\set元命令相似。注意你必须在命令行上用等号分隔名字和值
（如果有）。要重置一个变量，去掉等号就行。要把一个变量置为空值，使用等号但是

去掉值。这些赋值都是在启动的很早期阶段完成的，因此为内部目的保留的变量可能会

在后面被覆盖。

-V
--version

显示ksql版本并且退出。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儿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注意这个选项将对整个会话保持设置，并且因此它会影响元命令\connect的使用，就像
初始的连接尝试那样。

-W
--password

强制ksql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要求输入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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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选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ksql将自动提示要求一个口
令。但是，ksql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值得用-
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注意这个选项将对整个会话保持设置，并且因此它会影响元命令\connect的使用，就像
初始的连接尝试那样。

-x
--expanded

打开扩展表格式模式。等效于\x命令。

-X,
--no-ksqlrc

不读取启动文件（要么是系统范围的ksqlrc文件，要么是用户的~/.ksqlrc文件）。

-z
--field-separator-zero

设置非对齐输出的域分隔符为零字节。

-0
--record-separator-zero

设置非对齐输出的记录分隔符为零字节。例如，这对与xargs -0配合有关。

-1
--single-transaction

这个选项只能被用于与一个或者多个-c以及/或者-f选项组合。它会让ksql在第一个上述
选项之前发出一条BEGIN命令并且在最后一个上述选项之后发出一条COMMIT命令，这样就
把所有的命令都包裹在一个事务中。这个选项可以保证要么所有的命令都成功地完成，

要么不应用任何更改。

如果命令本身包含BEGIN、COMMIT或者ROLLBACK，这个选项将不会得到想要的效果。还
有，如果单个命令不能在一个事务块中执行，指定这个选项将导致整个事务失败。

-?
--help[=topic]

显示有关ksql的帮助并且退出。可选的topic参数（默认为options）选择要解释哪一部
分的ksql：commands描述ksql的反斜线命令；options描述可以被传递给ksql的命令行选
项；而variables则显示有关ksql配置变量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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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状态退出状态

         如果ksql正常完成，它会向shell返回0。如果它自身发生一个致命错误（例如内存用完、
找不到文件），它会返回1。如果到服务器的连接出问题并且事务不是交互式的，它会返回
2。如果在脚本中发生错误，它会返回3并且变量ON_ERROR_STOP会被设置。

用法用法

连接到数据库连接到数据库

         ksql是一个常规KingbaseES客户端应用。为了连接到数据库，需要知道你的目标数据库
的名称、主机名和该服务器的端口号，还有要作为哪个用户名连接。可以通过命令行选项告

知ksql这些参数，分别是-d、-h、-p以及-U。如果发现一个参数不属于任何选项，它将被解释
为数据库名称（如果已经给出数据库名称，就解释为用户名）。并非所有这些选项都是必需

的，它们都有可用的默认值。如果省略主机名，ksql将通过一个Unix域套接字连接到本地主机
上的服务器，或者通过TCP/IP连接到没有Unix域套接字的主机上的localhost。默认端口号则
在编译时决定。由于数据库服务器使用相同的默认值，大多数情况下你将不必指定端口。默认

的用户名是的操作系统用户名，也会是默认的数据库名。注意不一定能连接到任意用户名下的

任何数据库。数据库管理员应该已告知过相关的访问权限。

         另一种指定连接参数的方法是用一个conninfo字符串或者一个URI，它可以被用来替代数
据库名。这种机制可以让我们对连接具有很广的控制权。例如：

$ ksql "service=myservice sslmode=require"
$ ksql kingbase://dbmaster:5433/mydb?sslmode=require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例如权限不足、服务器没有在目标主机上运行等）导致连接无法建
立，ksql将返回一个错误并且终止。

         如果标准输入和标准输出都是一个终端，那么ksql会把客户端编码设置成"auto"，这会
使ksql从区域设置（Unix系统上的LC_CTYPE环境变量）中检测合适的客户端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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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入  SQL 命令命令

         在正常操作时，ksql会提供一个提示符，该提示符是ksql当前连接到的数据库名称后面跟
上字符串=>。例如：

$ ksql testdb
ksql (V009R006C002B0001)
Type "help" for help.

testdb=>

         在提示符下，用户可以键入SQL命令。正常情况下，当碰到一个表示命令终结的分号
时，输入的行会被发送给服务器。一行的结束并不表示命令的完结。因此，为了清晰，可以把

命令散布在多个行上。如果命令被发送并且执行而不产生错误，该命令的结果将会显示在屏幕

上。

         只要执行命令，ksql还会测试LISTEN和NOTIFY产生的异步通知。

         C风格的注释块会被传给服务器处理并且删除，ksql也会自己删除掉SQL标准的注释。

元命令元命令

         输入到ksql中的任何以未加引用的反斜线开始的内容都是一个ksql元命令，它们由ksql自
行处理。这些命令让ksql对管理和编写脚本更有用。元命令常常被称作斜线或者反斜线命令。

         ksql命令的格式是用反斜线后面直接跟上一个命令动词，然后是一些参数。参数与命令动
词和其他参数之间用任意多个空白字符分隔开。

         要在一个参数中包括空白，可以将它加上单引号。要在一个参数中包括一个单引号，则
需要在文本中写上两个单引号。任何包含在单引号中的东西都服从与C语言中\n（新
行）、\t（制表符）、\b（退格）、\r（回车）、\f（换页）、\digits（10进制）以
及\xdigits（16进制）类似的替换规则。单引号内文本中的其他任何字符（不管它是什么）
前面的反斜线都没有实际意义（会被忽略）。

         在一个参数中，封闭在反引号（`）中的文本被当做要被送给shell的一个命令行。该命令
的输出（去掉尾部的新行）将会替换这段用反引号文本。

         如果一个参数中出现一个未加引号的冒号（:）后面跟着一个ksql变量名，如SQL 中插入
变量中所述，它会被该变量的值所替换。

         部分命令把SQL标识符（例如一个表名）当作参数。这些参数遵循SQL的语法规则：无
引号的字母被强制变为小写，而双引号（"）可以保护字母避免大小写转换并且允许在标识符
中包含空白。 在双引号内，成对的双引号会被缩减为结果名称中的单个双引号。例
如，FOO"BAR"BAZ会被解释成fooBARbaz，而"A weird"" name"会变成A weird"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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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参数的解析会在行尾或者碰到另一个未加引号的反斜线时停止。一个未加引号的反斜
线被当做新元命令的开始。特殊的序列\\（两个反斜线）表示参数结束并且应继续解析SQL命
令（如果还有）。使用这种方法，SQL命令和ksql命令可以被自由地混合在一行中。但是无论
在何种情况中，元命令的参数都无法跨越一行。

         可以使用下列元命令：

\a

如果当前的表输出格式是非对齐的，则切换成对齐格式。如果不是非对齐格式，则设置

成非对齐格式。保留这个命令是为了向后兼容性。更一般的方案请见\pset。

\c or \connect [ -reuse-previous=on|off ] [ dbname [ username ] [ host ] [ port
] | conninfo ]

与一台KingbaseES服务器建立一个新连接。可以使用位置语法指定要使用的连接参数，
或者使用中详细介绍的conninfo连接串。

在省略了数据库名、用户、主机或者端口的命令中，新的连接将会重用之前一个连接的

值。默认情况下，前一个连接的值将会被重用，除非给出了一个conninfo串。此外如果

用户名、主机、端口不变，会重用原来用户密码，否则就需要用户输入新的密码。给出

第一个参数-reuse-previous=on或者-reuse-previous=off可以覆盖默认行为。当这个命
令既没有指定一个参数也没有重用它时，将使用libkci的默认值。
把dbname、username、host或者port中的任何一个指定为-等价于省略该参数。

如果新连接成功地被建立，之前的连接会被关闭。如果连接尝试失败（错误的用户名、

访问被拒绝等），只有在ksql处于交互模式的情况下才会保留之前的连接。当执行一个
非交互式脚本时出现连接尝试失败，处理将被立即停止，并且报出一个错误。这种区别

一方面可以帮助用户发现打字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一种安全机制防止脚本在错误

的数据库上执行动作。

例例1：

=> \c mydb myuser host.dom 6432
=> \c service=foo
=> \c "host=localhost port=5432 dbname=mydb connect_timeout=10 
sslmode=disable"
=> \c kingbase://tom@localhost/mydb?application_name=myapp

\C [ title ]

设置查询结果的任何表的标题，或者重置这类标题。这个命令等效于\pset title
title（这个命令的名称来自于"caption"，因为它之前只被用来在HTML表格中设置标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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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 directory ]

把当前工作目录改为directory。如果不带参数，则切换到当前用户的主目录。

提示提示: 获取当前的工作目录，可使用\! pwd。

\conninfo

输出有关当前数据库连接的信息。

\copy { table [ ( column_list ) ] | ( query ) } { from | to } { 'filename' |
program 'command' | stdin | stdout | pstdin | pstdout } [ [ with ] ( option [,
...] ) ]

执行一次前端拷贝。这个操作会运行一个SQL COPY命令，不过不是服务器读取或者写
入指定的文件，而是由ksql读写文件并且把数据从本地文件系统导向服务器。这意味着
文件的可访问性和权限是本地用户的而非服务器上的，并且不需要 SQL 超级用户特权。

当program被指定时，command被ksql执行并且传给command的数据或者从command传出的

数据会在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流动。同样地，执行特权是本地用户的而非服务器上的，

并且不需要SQL超级用户特权。

对于\copy ... from stdin，数据行从发出该命令的同一来源读取，一直到读到\.或者
数据流到达EOF。这个选项可以用来填充内嵌在一个 SQL 脚本文件中的表。对于\copy
... to stdout，输出被发送到与ksql命令输出相同的位置，并且COPY count命令的状态
不会被显示（因为它会被一个数据行搞乱）。要读/写ksql的标准输入或者输出而不管当
前命令的来源或者\o选项，可以写from pstdin或者to pstdout。

这个命令的语法和SQL COPY命令类似。所有除开数据来源/目的地的选项都和COPY指
定的一样。因此，\copy命令由特殊的解析规则。特别地，ksql的变量替换规则和反斜线
转义不适合于此。

提示提示: 这个操作不如SQL COPY命令有效，因为所有的数据必须通过客户端/服务器
的连接来传递。对于大量的数据来说SQL命令可能会更好。

\copyright

显示KingbaseES数据库的版本以及发布条款。

\crosstabview [ colV [ colH [ colD [ sortcolH ] ] ] ]

执行当前的查询缓冲区（像\g那样）并且在一个交叉表格子中显示结果。该查询必须返
回至少三列。由colV标识的输出列会成为垂直页眉并且colH所标识的输出列会成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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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眉。colD标识显示在格子中的输出列。sortcolH标识用于水平页眉的可选的排序列。

每一个列说明可以是一个列编号（从1开始）或者一个列名。常用的SQL大小写折叠和引
用规则适用于列名。如果省略，colV被当做列1并且colH被当做列2。colH必须和colV不

同。如果没有指定colD，那么在查询结果中必须正好有三列，并且colV和colH之外的那

一列会被当做colD。

垂直页眉显示为最左边的列，它包含列colV中找到的值，值的顺序和查询结果中的顺序

相同，但是重复值会被移除。

水平页眉显示为第一行，它包含列colH中找到的值，其中的重复值被移除。默认情况

下，这些值会以查询结果中相同的顺序出现。但是如果给出了可选的sortcolH参数，它

标识一个值必须为整数编号的列，并且来自colH的值将会根据相应的sortcolH值排序后

出现在水平页眉中。

在交叉表格子中，对于colH的每一个可区分的值x以及colV的每一个可区分的值y，位于
交叉点(x,y)的单元包含colH值为x且colV值为y的查询结果行中colD列的值。如果没有这
样的行，则该单元为空。如果有多个这样的行，则会报告一个错误。

\d[S+] [ pattern ]

对于每一个匹配pattern的关系（表、视图、索引、序列或者外部表）或者组合类型，显

示所有的列、它们的类型、表空间（如果非默认表空间）以及任何诸如NOT NULL或者默
认值的特殊属性。相关的索引、约束、规则以及触发器也会被显示。对于外部表，还会

显示相关的外部服务器（下文的模式（Pattern）中定义了"匹配模式"）。

对于某些类型的关系，\d会为每一列显示额外的信息：对于序列会显示列值，对于索引
显示被索引的表达式，对于外部表显示外部数据包装器选项。

命令形式\d+是一样的，不过会显示更多信息：与该表的列相关的任何注释，表中是否存
在 OID，如果关系是视图则显示视图定义，非默认的replica identity设置。

默认情况下只会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统对象包括在
内。

注意注意: 如果使用\d但不带有pattern参数，它等价于\dtvsE，后者将显示所有可见
的表、视图、序列和外部表的列表。这纯粹是一种便利措施。

\da[S] [ pattern ]

列出聚集函数，以及它们的返回类型和它们所操作的数据类型。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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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聚集。默认情况下只会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

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统对象包括在内。

\dA[+] [ pattern ]

列出访问方法。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访问方法。如果在命令名

称后面追加+，则与访问方法相关的处理器函数和描述也会和访问方法本身一起被列出。

\db[+] [ pattern ]

列出表空间。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表空间。如果在命令名称后

面追加+，则与表空间相关的选项、磁盘上的尺寸、权限以及描述也会和表空间本身一起
被列出。

\dc[S+] [ pattern ]

列出字符集编码之间的转换。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转换。默认

情况下只会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统对象包括在内。
如果在命令名称后面追加+，则每一个对象相关的描述也会被列出。

\dC[+] [ pattern ]

列出类型转换。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源类型和目标类型匹配该模式的转换。如果

在命令名称后面追加+，则每一个对象相关的描述也会被列出。

\dd[S] [ pattern ]

显示约束、操作符类、操作符族、规则以及触发器类型对象的描述。所有其他注释可以

通过那些对象类型相应的反斜线命令查看。

\dd显示匹配pattern的对象的描述，如果没有给出参数则显示合适类型的可见对象的描

述。但是在任一种情况下都只列出具有描述的对象。默认情况下只会显示用户创建的对

象，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统对象包括在内。

对象的描述可以用COMMENT SQL命令创建。

\ddp [ pattern ]

列出默认的访问特权设置。对那些默认特权设置已经被改变得与内建默认值不同的角色

（以及模式，如果适用），为每一个角色（以及模式）显示一项。如果指定了pattern，

只列出角色名称或者模式名称匹配该模式的项。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命令被用来设置默认访问特权。在GRANT中解释了显示
的特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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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S+] [ pattern ]

列出域。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域。默认情况下只会显示用户创

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统对象包括在内。如果在命令名称后面追
加+，则每一个对象相关的权限和描述也会被列出。

\dE[S+] [ pattern ]
\di[S+] [ pattern ]
\dm[S+] [ pattern ]
\ds[S+] [ pattern ]
\dt[S+] [ pattern ]
\dv[S+] [ pattern ]

在这一组命令中，字母E、i、m、s、t和v分别对应着外部表、索引、物化视图、序列、
表和视图。你可以以任何顺序指定这些字母中的任意一个或者多个，这样可以得到这些

类型的对象的列表。例如，\dit会列出索引和表。如果在命令名称后面追加+，则每一个
对象的物理尺寸以及相关的描述也会被列出。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

式的对象。默认情况下只会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统
对象包括在内。

\des[+] [ pattern ]

列出外部服务器（助记："外部服务器"）。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式

的那些服务器。如果使用了\des+形式，将显示每个服务器的完整描述，包括该服务器的
ACL、类型、版本、选项和描述。

\det[+] [ pattern ]

列出外部表（助记："外部表"）。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表名称或者模式名称匹配

该模式的项。如果使用了\det+选项，一般选项和外部表描述也会被显示。

\deu[+] [ pattern ]

列出用户映射（助记："外部用户"）。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用户名匹配该模式的

那些映射。如果使用了\deu+形式，有关每个映射的额外信息也会被显示。

注意注意

\deu+可能也会显示远程用户的用户名和口令，所以要小心不要把它们泄露出
去。

\dew[+] [ pattern ]

列出外部数据包装器（助记："外部包装器"）。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

模式的那些外部数据包装器。如果使用了\dew+形式，外部数据包装器的ACL、选项和描
述也会被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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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antwS+] [ pattern ]

列出函数，以及它们的结果数据类型、参数数据类型和函数类型，函数类型被分

为"agg"（聚集）、"normal"、"trigger"以及"window"。如果要只显示指定类型的函数，
可以在该命令上增加相应的字母a、n、t或者w。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

模式的函数。默认情况下只会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
统对象包括在内。如果使用了\df+形式，则有关每个函数的额外信息也会被显示，包括
易失性、并行安全性、拥有者、安全性分类、访问特权、语言、源代码和描述。

提示提示: 如果要查找接收指定数据类型参数或者返回指定类型值的函数，可以使用分
页器的搜索能力来滚动显示\df输出。

\dF[+] [ pattern ]

列出文本搜索配置。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配置。如果使用

了\dF+形式，每种配置的完整描述也会被显示，包括底层的文本搜索解析器和用于每一
种解析器记号类型的字典列表。

\dFd[+] [ pattern ]

列出文本搜索字典。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字典。如果使用

了\dFd+形式，有关每一种选中的字典的额外信息也会被显示，包括底层的文本搜索模板
和选项值。

\dFp[+] [ pattern ]

列出文本搜索解析器。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解析器。如果使用

了\dFp+形式，每一种解析器的完整描述也会被显示，包括底层的函数和可识别的记号类
型列表。

\dFt[+] [ pattern ]

列出文本搜索模板。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模板。如果使用

了\dFt+形式，每一种模板有关的额外信息也会被显示，包括底层的函数名称。

\dg[S+] [ pattern ]

列出数据库角色（因为"用户"和"组"的概念已经被统一成"角色"，这个命令现在等价
于\du）。默认情况下只会显示用户创建的角色，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统
角色包括在内。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那些角色。如果使用

了\dg+形式，有关每种角色的额外信息也将被显示，当前这种形式会为角色增加显示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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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

这是\lo_list的一个别名，它显示大对象的列表。

\dL[S+] [ pattern ]

列出过程语言。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语言。默认情况下只会显

示用户创建的语言，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统对象包括在内。如果向命令名
称追加+，则每一种语言会和它的调用处理器、验证器、访问特权以及它是否为系统对象
一起列出。

\dn[S+] [ pattern ]

列出模式（名字空间）。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模式。默认情况

下只会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统对象包括在内。如果
向命令名称追加+，每个对象会与它相关的权限及描述（如果有）一起被列出。

\do[S+] [ pattern ]

列出操作符及其操作数和结果类型。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操作

符。默认情况下只会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统对象包
括在内。如果向命令名称追加+，有关每个操作符的额外信息也将被显示，当前只包括底
层函数的名称。

\dO[S+] [ pattern ]

列出排序规则。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排序规则。默认情况下只

会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统对象包括在内。如果向命
令名称追加+，每个排序规则将和它相关的描述（如果有）一起被列出。注意只有可用于
当前数据库编码的排序规则会被显示，因此在同一个安装下的不同数据库中执行此命令

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dp [ pattern ]

列出表、视图和序列，包括与它们相关的访问特权。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

配该模式的表、视图以及序列。

GRANT和REVOKE命令被用来设置访问特权。所显示的特权的含义在GRANT中有介
绍。

\drds [ role-pattern [ database-pattern ] ]

列出已定义的配置设置。这些设置可以是针对角色的、针对数据库的或者同时针对两者

的。role-pattern和database-pattern分别被用来选择要列出的角色和数据库。如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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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它们或者指定了*，则会列出所有设置，分别会包括针对角色和针对数据库的设置。

ALTER ROLE以及ALTER DATABASE命令可以用来定义一个角色以及一个数据库的配
置设置。

\dT[S+] [ pattern ]

列出数据类型。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类型。如果向命令名称追

加+，每一种类型、其内部名称和尺寸、允许的值（如果是一种enum类型）以及相关权限
会被一同列出。默认情况下只会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
系统对象包括在内。

\du[S+] [ pattern ]

列出数据库角色（因为"用户"和"组"的概念已经被统一成"角色"，这个命令现在等价
于）。默认情况下只会显示用户创建的角色，提供一个模式或者S修饰符可以把系统角色
包括在内。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那些角色。如果使用了\du+形
式，有关每一种角色的额外信息也会被显示，当前只会多显示角色的注释。

\dx[+] [ pattern ]

列出已安装的扩展。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那些扩展。如果使用

了\dx+形式，所有属于每个匹配扩展的对象会被列出。

\dy[+] [ pattern ]

列出事件触发器。如果指定了pattern，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事件触发器。如果在命

令名称后面加上+，还会为每个列出的对象显示其相关的描述。

\e or \edit [ filename ] [ line_number ]

如果指定了filename，则会编辑该文件，并且在编辑器退出后，它的内容会被复制到查

询缓冲区中。如果没有给出filename，将会把当前的查询缓冲区复制到一个临时文件并

且以同样的方式编辑该临时文件。

新的查询缓冲区接下来将被重新根据ksql的规则进行解析，这里整个缓冲区会被当做一
个单一行处理（因此无法用这种方式制作脚本，如果需要做脚本请用\i）。这意味着如
果查询以一个分号结束（或者包含一个分号），它会立即被执行。否则它将在查询缓冲

区中等待，键入分号或者\g会把它发出，用\r则可以取消之。

如果指定了一个行号，ksql将会把游标（注意不是服务器端的游标）定位到文件或者查
询缓冲区的指定行上。注意如果给出了一个全是数字的参数，ksql就会假定它是行号而
不是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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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提示: 关于如何配置以及自定义编辑器，请见环境。

\echo text [ ... ]

把参数在标准输出显示，参数之间用一个空格分隔，最后加上一个新行。这可以用来在

脚本的输出中间混入信息，例如：

=> \echo `date`
Tue Oct 26 21:40:57 CEST 1999

如果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没有加引号的-n，则不会加上最后的新行。

提示提示: 如果使用\o命令来重定向查询的输出，你可能希望使用\qecho来取代这个命
令。

\ef [ function_description [ line_number ] ]

这个命令会以一个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的形式取出并且编辑指定函数的定义。
编辑的方式与\edit完全相同。在编辑器退出后，更新过的命令将在查询缓冲区中等待，
可以键入分号或者\g把它发出，也可以用\r取消之。

目标函数可以单独用名称或者用名称和参数（例如foo(integer, text)）来指定。如果
有多于一个函数具有同样的名称，则必须给出参数的类型。

如果没有指定函数，将会给出一个空白的CREATE FUNCTION模板来编辑。

如果指定了一个行号，ksql将把游标定位在该函数体的指定行上（注意函数体通常不是
开始于文件的第一行）。

提示提示: 有关如何配置和自定义编辑器可见环境。

\encoding [ encoding ]

设置客户端字符集编码。如果没有参数，这个命令会显示当前的编码。

\errverbose

以最详细的程度重复最近的服务器错误消息，就好像VERBOSITY被设置
为verbose妾SHOW_CONTEXT被设置为always。

\ev [ view_name [ line_numb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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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令会以一个CREATE OR REPLACE VIEW的形式取出并且编辑指定函数的定义。编辑
的方式与\edit完全相同。在编辑器退出后，更新过的命令将在查询缓冲区中等待，可以
键入分号或者\g把它发出，也可以用\r取消之。

如果没有指定函数，将会给出一个空白的CREATE VIEW模板来编辑。

如果指定了一个行号，ksql将把游标定位在该视图定义的指定行上。

\f [ string ]

设置用于非对齐查询输出的域分隔符。默认值是竖线（|）。还可以参见用于设置输出选
项的一般方法\pset。

\g [ filename ]
\g [ |command ]

把当前查询输入缓冲区发送到服务器，并且根据选择把查询的输出存储在filename或者

把输出用管道导向shell命令command。只有该查询成功地返回零个或者更多元组时才会向

文件或者命令写入，而查询失败或者不是返回数据的SQ命令时则不会写入。

一个裸的\g实质上等价于一个分号。带有参数的\g是\o命令的一个"一次性的"替换方
案。

\gexec

把当前查询输入缓冲区发送到服务器，然后该查询输出（如果有）中的每一行的每一列

都当作一个要被执行的SQL语句。例如，要在my_table的每一列上都创建一个索引：

=> SELECT format('create index on my_table(%I)', attname)
-> FROM sys_attribute
-> WHERE attrelid = 'my_table'::regclass AND attnum > 0
-> ORDER BY attnum
-> \gexec
CREATE INDEX
CREATE INDEX
CREATE INDEX
CREATE INDEX

产生的查询会按照其所在行被返回的顺序执行，如果有多个列，则同一行中按照从左至

右的顺序执行。NULL域会被忽略。产生的查询会被原样发送给服务器处理，因此它们即
不能是ksql元命令，也不能包含ksql变量引用。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查询失败，剩余查询的
执行将会继续，除非设置了ON_ERROR_STOP。每个查询的执行都遵照ECHO的处理（在使
用\gexec时，通常建议设置ECHO为all或者queries）。查询日志、单步模式、计时以及
其他查询执行特性也适用于每一个生成的查询。

\gset [ pref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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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当前查询输入缓冲区发送给服务器并且将查询的输出存储在ksql变量中（见变量）。
被执行的查询必须只返回一行。该行的每一列会被存储到一个单独的变量中，变量和该

列的名字一样。例如：

=> SELECT 'hello' AS var1, 10 AS var2
-> \gset
=> \echo :var1 :var2
hello 10

如果指定了一个prefix，那么该字符串会被追加在该查询的输出列名称之前用来创建要

使用的变量名：

=> SELECT 'hello' AS var1, 10 AS var2
-> \gset result_
=> \echo :result_var1 :result_var2
hello 10

如果一个列的结果为NULL，那么对应的变量会被重置而不是被设置。

如果查询失败或者没有返回一行，则不会有任何变量被更改。

\h or \help [ command ]

给出指定SQL命令的语法帮助。如果没有指定command，则ksql会列出可以显示语法帮助
的所有命令。如果command是一个星号（*），则会显示所有SQL命令的语法帮助。

注意注意: 为了简化输入，由几个词构成的命令不需要被加上引号。因此，键入\help
alter table是可以的。

\H or \html

开启HTML查询输出格式。如果HTML格式已经开启，这会把它切换回默认的对齐文本格
式。这个命令是为了兼容性和方便，有关设置其他输出选项请见\pset。

\i or \include filename

从文件filename读取输入并且把它当作从键盘输入的命令来执行。

如果filename是-（连字符），那么会一直读取标准输入直到碰到一个 EOF 指示符或
者\q元命令。这可以用来把交互式输入与文件输入混杂。注意只有在最外层激活了
readline行为的情况下才将会使用readline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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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如果想在屏幕上看到被读入的行，必须把变量ECHO设置成all。

\ir or \include_relative filename

\ir命令类似于\i，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相对路径文件名。在交互模式中执行时，这两
个命令的行为相同。不过，当被从脚本中调用时，\ir相对于脚本所在的目录而不是根据
当前工作目录来解释文件名。

\l[+] or \list[+] [ pattern ]

列出服务器中的数据库并且显示它们的名称、拥有者、字符集编码以及访问特权。如果

指定了pattern，则只列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数据库。如果向命令名称追加+，则还会显
示数据库的尺寸、默认表空间以及描述（尺寸信息只对当前用户能连接的数据库可

用）。

\lo_export loid filename

从数据库中读取具有OID loid的大对象并且将它写入到filename。注意这和服务器函

数lo_export有微妙的不同，后者会以运行数据库服务器的用户权限来执行并且运行在服
务器的文件系统上。

提示提示: 使用\lo_list可以找出大对象的OID。

\lo_import filename [ comment ]

把该文件存储到KingbaseES大对象。可选地，它可以把给定的注释关联到该对象。例
如：

foo=> \lo_import '/home/peter/pictures/photo.xcf' 'a picture of me'
lo_import 152801

该响应表示该大对象得到的对象ID是152801，未来可以用这个 ID 来访问这个新创建的
大对象。为了便于阅读，推荐总是给每一个对象都关联人类可读的注释。OID和注释都
可以用\lo_list命令查看。

注意这个命令和服务器端的lo_import有微妙的不同，因为它以本地文件系统上的本地用
户的身份运行，而不是服务器用户和文件系统。

\lo_list

显示当前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所有KingbaseES大对象，同时显示它们的任何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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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_unlink loid

从数据库中删除OID为loid的大对象。

提示提示: 使用\lo_list可以找出该大对象的OID。

\o or \out [ filename ]
\o or \out [ |command ]

安排把未来的查询结果保存到文件filename中或者用管道导向到shell命令command。如果

没有指定参数，查询输出会被重置到标准输出。

"查询结果"包括从数据库服务器得到的所有表、命令响应和提示，还有查询数据库的各
种反斜线命令（如\d）的输出，但不包括错误消息。

提示提示: 要在查询结果之间混入文本输出，可以使用\qecho。

\p or \print

把当前查询缓冲区在标准输出显示。

\password [ username ]

更改指定用户（默认情况下是当前用户）的口令。这个命令会提示要求输入新口令、对

口令加密然后把加密后的口令作为一个ALTER ROLE命令发送到服务器。这确保新口令不
会以明文的形式出现在命令历史、服务器日志或者其他地方。

\prompt [ text ] name

提示用户提供一个文本用于分配给变量name。可以指定一个可选的提示字符串text（对

于多个词组成的提示，把文本包裹在单引号中）。

默认情况下，\prompt使用终端进行输入和输出。不过，如果使用了-f命令行开
关，\prompt会使用标准输入和标准输出。

\pset [ option [ value ] ]

这个命令设置影响查询结果表输出的选项。option表示要设置哪个选项。value的语义取

决于选中的选项。对于某些选项，如果省略value会导致该选项值被切换或者被重置，具

体是哪些选项可见特定选项的描述。如果没有上面提到的那种行为，那么省略value只会

导致当前设置被显示。

不带任何参数的\pset显示所有选项的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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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整的显示选项有：

border

value必须是一个数字。通常，数字越大，表格就会有更多的边框和线条，但具体

要看是哪一种格式。在HTML格式中，这会直接被转换成border=...属性。在大部
分其他格式中，只有值 0（没有边框）、1（内部分隔线）和 2（表格边框）有意
义，并且 2 以上的值会被视为与border = 2相同。latex和latex-longtable格式会
额外地允许一个值 3 表示在数据行之间增加分隔线。

columns

为wrapped格式设置目标宽度，还有扩展自动模式中决定输出是否足够多到需要分
页器或者切换到垂直显示的宽度限制。零（默认）导致目标宽度由环境变

量COLUMNS所控制，如果没有设置COLUMNS则使用检测到的屏幕宽度。此外，如
果columns为零则wrapped格式只影响屏幕输出。如果columns为非零则文件和管道
输出也会被包裹成该宽度。

expanded (or x)

如果value被指定，它必须是on或者off，它们分别会启用或者禁用扩展模式，也可
以是auto。如果value被省略，则该命令会在开启和关闭设置之间切换。当扩展模

式被启用时，查询结果被显示在两列中，第一列是列名而第二列是列值。如果在通

常的"水平"模式中数据不适合屏幕，则可以用这种模式。在自动设置中，只要查询
输出有多于一列并且比屏幕宽，就会使用扩展模式。否则，将使用常规模式。只有

在对齐格式和wrapped格式中自动设置才有效。在其他格式中，它的行为总是像扩
展模式被关闭一样。

fieldsep

指定在非对齐输出格式中使用的域分隔符。用那种方式，用户可以创建tab或者逗
号分隔的输出，这种形式其他程序可能更喜欢。要设置tab为域分隔符，可以键
入\pset fieldsep '\t'。默认的域分隔符是'|'（一个竖线）。

fieldsep_zero

把用在非对齐输出格式中的域分隔符设置为一个零字节。

footer

如果value被指定，它必须是on或者off，它们分别会启用或者禁用表格页脚（(n
rows)计数）的显示。如果value被省略，则该命令会切换页脚显示为打开或者关

闭。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446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format

设置输出格式为unaligned、aligned、wrapped、html、asciidoc、latex（使
用tabular）、latex-longtable或者troff-ms之一。也可以使用不造成歧义的缩写
（这意味着一个字母就够了）

unaligned格式把一个数据行的所有列都写在一行上，之间用当前活动的域分隔符
分隔。这可用于生成意图由其他程序读取的输出（例如，tab分隔或者逗号分隔格
式）。

aligned格式是标准的、人类可读的、格式化好的文本输出，这是默认格式。

wrapped格式和aligned相似，但是前者会把过宽的数据值分成多个行以便输出能够
适合目标行的宽度。目标行的宽度由columns选项决定。注意ksql将不会尝试对列
头部标题进行换行，因此如果列头部需要的总宽度超过目标宽度，wrapped格式的
行为就变得和aligned一样了。

html、asciidoc、latex、latex-longtable和troff-ms格式分别用相应的标记语言
把要输出的表格放在文档中，不过它们的输出并不是完整的文档。在HTML中这可
能并不重要，但是在LaTeX中必须有完整的文档。latex-longtable还要求
有LaTeX的longtable以及booktabs包。

linestyle

设置边框线的绘制样式为ascii、old-ascii或者unicode之一。允许不产生歧义的
缩写（这意味着一个字母就足够了）。默认的设置是ascii。这个选项只影
响aligned以及wrapped输出格式。

ascii样式使用纯ASCII字符。数据中的新行使用一个+符号在右手边的空白处显
示。当在wrapped格式中包裹两行中间没有新行字符的数据时，会在第一行右手边
空白处显示一个点号（.），并且在下一行的左手边空白处也显示一个点号（.）。

old-ascii样式使用纯ASCII字符，使用KingbaseES V8及更早版本中用过的格式化
样式。数据中的新行使用:符号来代替左手边的列分隔符显示。在包裹两行中间没
有新行字符的数据时，会用一个;符号取代左手边的列分隔符。

unicode样式使用Unicode的方框绘制字符。数据中的新行会使用一个回车符号显
示在右手边的空白处。在包裹两行中间没有新行字符的数据时，会在第一行的右手

边空白处显示一个省略号，并且在下一行的左手边空白处也显示一个省略号。

当border设置大于零时，linestyle选项也决定边框线用什么字符绘制。纯ASCII字
符到处都可以使用，但是在识别Unicode字符的显示上使用Unicode字符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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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null

设置要用来替代空值被显示的字符串。默认是什么也不显示，对于一个空字符串这

很容易弄错。例如，有人可能更想用\pset null '(null)'。

numericlocale

如果value被指定，它必须是on或者off，它们将分别启用或者禁用一个与区域相关
的字符来分隔数字和左边的十进制标记。如果value被省略，该命令会在常规输出

和区域相关的数字输出之间切换。

pager

控制对查询和ksql的帮助输出使用分页器程序。如果环境变量PAGER被设置，输出
会被用管道输送到指定的程序。否则将使用与平台相关的默认分页器程序（例

如more）。

如果pager选项被设为off，则不会使用分页器程序。如果pager选项被设为on，则
会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分页器，即当输出到终端并且无法适合屏幕时就会使用分页

器。pager选项也可以被设置为always，这会导致对所有的终端输出都是用分页器
而不管输出是否适合屏幕。不带value的\pset pager会切换分页器开、关状态。

pager_min_lines

如果pager_min_lines被设置为一个大于页面高度的数字，在至少这么多输出行被
显示之前都不会调用分页器程序。默认设置为0。

recordsep

指定用在非对齐输出格式中的记录（行）分隔符。

recordsep_zero

把用在非对齐输出格式中的记录分隔符设置为一个零字节。

tableattr (or T)

在HTML格式中，这会指定要放在table标记内的属性。例如，这可能
是cellpadding或者bgcolor。注意你可能不想在这里指定border，因为那由\pset
border负责。如果没有给出value，则表属性会被重置。

在latex-longtable格式中，这个选项控制每个包含左对齐数据类型的列的宽度比
例。这个选项的值是一个由空格分隔的值列表，例如'0.2 0.2 0.6'。没有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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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列会使用最后一个指定的值。

title (or C)

设置用于任何后续被显示表的表标题。这可以用来给输出加上描述性的标签。如果

没有给出value，这个标题会被复原。

tuples_only (or t)

如果value被指定，它必须是on或者off，这个选项将启用或者禁用只显示元组的模
式。如果value被省略，则该命令会在常规输出和只显示元组输出之间切换。常规

输出包括列头、标题以及多种页脚之类的额外信息。在只显示元组的模式中，只会

显示实际的表数据。

unicode_border_linestyle

设置unicode线型的边框绘制风格为single或者double之一。

unicode_column_linestyle

设置unicode线型的列绘制风格为single或者double之一。

unicode_header_linestyle

设置unicode线型的页眉绘制风格为single或者double之一。

         这些不同格式的外观可以在示例小节的图示中看到。

提示提示: \pset有多种快捷命令。请参见\a、\C、\H、\t、\T以及\x。

\q or \quit

退出ksql程序。在一个脚本文件中，只有该脚本的执行会被终止。

\qecho text [ ... ]

这个命令和\echo一样，不过输出将被写到\o所设置的查询输出通道。

\r or \reset

重置（清除）查询缓冲区。

\s [ filename ]

显示ksql的命令行历史到filename。如果省略filename，该历史会被写入到标准输出

（如果适用则使用分页器）。如果编译ksql时没有加上Readline支持，则这个命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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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et [ name [ value [ ... ] ] ]

设置ksql变量name为value，如果给出了多于一个值，则把该变量的值设置为所有给出的

值的串接。如果只给了一个参数，会用一个空值设置该变量。要重置一个变量，可以使

用\unset 命令。

不带任何参数的\set显示所有当前设置的ksql变量的名称和值。

合法的变量名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线。详见下文的变量。变量名是大小写敏感

的。

尽管可以自由地把任意变量设置为任意的值，但是有几个变量会受到ksql的特殊对待。
在有关变量的小节中有介绍。

通过\set SQLTERM sqlterm_char 来重新指定语句的结束符，结束符要求单个字符，比
如：/, @,$等，在使用兼容oracle语法时，非常有用。可以多次使用\set SQLTERM设
置，若想还原默认结束符分号，可以使用\set SQLTERM ; 设置。

\set SQLTERM /
create table test_table(id int);
insert into test_table(id) values(2);
/
\set SQLTERM ;
drop table test_table;

注意注意: 这个命令和SQL命令SET无关。

\setenv name [ value ]

把环境变量name设置为value，如果没有提供value，则会重置该环境变量。例如：

testdb=> \setenv PAGER less
testdb=> \setenv LESS -imx4F

\sf[+] function_description

这个命令以一个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命令取出并且显示指定函数的定义。定义
会被打印到当前的查询输出渠道，就像\o所作的那样。

目标函数可以单独用名称指定，也可以用名称和参数指定，例如foo(integer, text)。
如果有多于一个函数具有相同的名字，则必须给出参数的类型。

如果向命令名称追加+，那么输出行会被编号，函数体的第一行会被编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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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 view_name

这个命令以一个CREATE OR REPLACE VIEW命令取出并且显示指定视图的定义。定义会被
显示到当前的查询输出渠道，就像\o所作的那样。

如果在命令名称上追加+，那么输出行会从1开始编号。

\t

切换输出列名标题和行计数页脚的显示。这个命令等效于\pset tuples_only，提供它只
是为了使用方便而已。

\T table_options

指定在HTML输出格式中，要放在table标签内的属性。这个命令等效于\pset
tableattr table_options。

\timing [ on | off ]

如果不带参数，则打开/关闭显示每个SQL语句花费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如果有参
数，参数是on则打开显示，否则关闭显示。

\unset name

重置（删除）ksql变量name。

\w or \write filename
\w or \write |command

把当前查询缓冲区输出到文件filename或者用管道导出到shell命令command。

\watch [ seconds ]

反复执行当前的查询缓冲区（就像\g那样）直到被中止或者查询失败。两次执行之间等
待指定的秒数（默认是2秒）。显示每个查询结果时带上一个由\pset title字符串（如
果有）、从查询开始起的时间以及延时间隔组成的页眉。

\x [ on | off | auto ]

设置或者切换扩展表格格式化模式。究其本身而言，这个命令等效于\pset expanded。

\z [ pattern ]

列出表、视图和序列，以及它们相关的访问特权。如果指定了pattern，则只会列出名称

匹配该模式的表、视图和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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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dp（"display privileges"）的一个别名。

\! [ command ]

跳到一个单独的shell或者执行shell命令command。参数不会被进一步解释，shell将会原封
不动地看到参数。特别要说明的是，变量替换规则和反斜线转义在这里不适用。

\? [ topic ]

显示帮助信息。可选的topic参数（默认是commands）选择解释ksql的哪一部
分：commands表示ksql的反斜线命令；options表示可以传递给ksql的命令行选项；
而variables显示有关ksql配置变量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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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模式（Pattern））

         很多\d命令都可以用一个pattern参数来指定要被显示的对象名称。在最简单的情况下，

模式正好就是该对象的准确名称。在模式中的字符通常会被变成小写形式（就像在SQL名称中
那样），例如\dt FOO将会显示名为foo的表。就像在SQL名称中那样，把模式放在双引号中可
以阻止它被转换成小写形式。如果需要在一个模式中包括一个真正的双引号字符，则需要把它

写成两个相邻的双引号，这同样是符合SQL引用标识符的规则。例如，\dt "FOO""BAR"将显示
名为FOO"BAR（不是foo"bar）的表。和普通的SQL名称规则不同，你不能只在模式的一部分周
围放上双引号，例如\dt FOO"FOO"BAR将会显示名为fooFOObar的表。

         只要pattern参数被完全省略，\d命令会显示在当前schema搜索路径中可见的全部对象
— 这等价于用*作为模式（如果一个对象所在的schema位于搜索路径中并且没有同类且同名
的对象出现在搜索路径中该schema之前的schema中，则说该对象是可见的。这表示可以直接
用名称引用该对象，而不需要用schema来进行限定）。要查看数据库中所有的对象而不管它
们的可见性，可以把*.*用作模式。

         如果放在一个模式中，*将匹配任意字符序列（包括空序列），而?会匹配任意的单个字
符（这种记号方法就像Unix shell的文件名模式一样）。例如，\dt int*会显示名称以int开始
的表。但是如果被放在双引号内，*和?就会失去这些特殊含义而变成普通的字符。

         包含一个点号（.）的模式被解释为一个schema名称模式后面跟上一个对象名称模式。
例如，\dt foo*.*bar*会显示名称以foo开始的schema中所有名称包括bar的表。如果没有出
现点号，那么模式将只匹配当前 schema 搜索路径中可见的对象。同样，双引号内的点号会失
去其特殊含义并且变成普通的字符。

         高级用户可以使用字符类等正则表达式记法，如[0-9]可以匹配任意数字。所有的正则表
达式特殊字符都按照《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函数和操作符”-9. 模式匹
配所说的工作，以下字符除外：.会按照上面所说的作为一种分隔符，*会被翻译成正则表达式
记号.*，?会被翻译成.，而$则按字面意思匹配。根据需要，可以通过书写?、(R+|)、(R
|)和R ?来分别模拟模式字符.、R *和R ?。$不需要作为一个正则表达式字符，因为模式必须
匹配整个名称，而不是像正则表达式的常规用法那样解释（换句话说，$会被自动地追加到模
式上）。如果不希望该模式的匹配位置被固定，可以在开头或者结尾写上*。注意在双引号
内，所有的正则表达式特殊字符会失去其特殊含义并且按照其字面意思进行匹配。还有，在操

作符名称模式中（即作为\do的参数），正则表达式特殊字符也按照字面意思进行匹配。

高级特性高级特性

变量变量

         ksql提供了和普通Unix命令shell相似的变量替换特性。变量简单来说就是一对名称/值，其
中值可以是任意长度的任意字符串。名称必须由字母（包括非拉丁字母）、数字和下划线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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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要设置一个变量，可以使用ksql的元命令\set。例如，

testdb=> \set foo bar

         会设置foo为值bar。要检索该变量的内容，可以在名称前放一个分号，例如：

testdb=> \echo :foo
bar

         这在常规SQL命令和元命令中均有效，下文的SQL 中插入变量中有更多细节。

         如果调用\set时没有第二个参数，会用一个空字符串作为值来设置该变量。要重置（即
删除）一个变量，可以使用命令\unset。要显示所有变量的值，在调用\set时不带任何参数即
可。

注意注意: \set的参数服从与其他命令相同的替换规则。因此可以构造有趣的引用，例
如\set :foo 'something'以及分别得到Perl或者PHP的"软链接"或者"可变变
量"。不幸的是（或者幸运的是），这些构造出来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用处。在另一
方面，\set bar :foo是一种很好的拷贝变量的方法。

         有一些变量会被ksql特殊对待。它们表示特定的选项设置，运行时这类选项设置可以通过
修改该变量的值来改变，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表示ksql的可更改的状态。尽管可以把这些变
量用于其他目的，但并不推荐这样做，因为该程序的行为可能发展得很快很奇怪。按照惯例，

所有被特殊对待的变量的名称由全部大写形式的ASCII字母（还有可能是数字和下划线）组
成。为了确保未来最大的兼容性，最好避免把这类变量名用于自己的目的。下文列出了所有被

特殊对待的变量。

AUTOCOMMIT

在被设置为on（默认）时，每一个SQL命令在成功完成时会被自动提交。在这种模式中
要推迟提交，必须输入一个BEGIN或者START TRANSACTIONSQL命令。当被设置为off或者
被重置时，在显式发出COMMIT或者END之前，SQL命令不会被提交。自动提交关闭模式会
为你发出一个隐式的BEGIN，这会发生在任何不在一个事务块中且本身即不是BEGIN及其
他事务控制命令且不是无法在事务块中执行的命令（例如VACUUM）之前。

注意注意: 在自动提交关闭模式中，必须通过ABORT或者ROLLBACK显式地放弃任何失败
的事务。还要记住，如果退出会话时没有提交，则所有的工作都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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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自动提交打开模式是KingbaseES的传统行为，但是自动提交关闭模式更接
近于SQL的规范。如果更喜欢自动提交关闭模式，可以在系统级的ksqlrc文件或
者个人的~/.ksqlrc文件中设置它。

COMP_KEYWORD_CASE

确定在补全一个SQL关键词时要使用的大小写形式。如果被设置为lower或者upper，补
全后的词将分别是小写或者大写形式。如果被设置为preserve-lower或者preserve-
upper（默认），补全后的词将会保持该词已输入部分的大小写形式，但是如果被补全的
词还没有被输入，则它会被分别补全成小写或者大写形式。

DBNAME

当前已连接的数据库名称。每次连接到一个数据库时都会设置该变量（包括程序启动

时），但是可以被重置。

ECHO

如果被设置为all，所有非空输入行会被按照读入它们的样子打印到标准输出（不适用于
交互式读取的行）。要在程序开始时选择这种行为，可以使用开关-a。如果被设置
为queries，ksql会在发送每个查询给服务器时将它们打印到标准输出。这种行为的开关
是-e。如果被设置为errors，那么只有失败的查询会被显示在标准错误输出上。它的开
关是-b。如果被重置或者设置为none（或者其他非上述值）则不会显示任何查询。

ECHO_HIDDEN

当这个变量被设置为on且一个反斜线命令查询数据库时，相应的查询会被先显示。这种
特性可以帮助我们学习KingbaseES的内部并且在自己的程序中提供类似的功能（要在程
序开始时选择这种行为，可以使用开关-E）。如果把这个变量设置为值noexec，则对应
的查询只会被显示而并不真正被发送给服务器执行。

ENCODING

当前的客户端字符集编码。

FETCH_COUNT

如果这个变量被设置为一个 > 0的整数值，SELECT查询的结果会以一组一组的方式取出
并且显示（而不是像默认的那样把整个结果集拿到以后再显示），每一组就会包括这么

多个行。因此，这种方式只会使用有限的内存量，而不管整个结果集的大小。在启用这

个特性时，通常会使用100到1000的设置。记住在使用这种特性时，一个查询可能会在
已经显示了一些行之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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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提示: 尽管可以把这种特性用于任何的输出格式，但是默认的aligned格式看起来
会比较糟糕，因为每一组的FETCH_COUNT个行将被单独格式化，这就会导致不同的
行组的列宽不同。其他的输出格式会更好。

HISTCONTROL

如果这个变量被设置为ignorespace，则以一个空格开始的行不会被放入到历史列表中。
如果被设置为值ignoredups，则匹配之前的历史行的行不会被放入。值ignoreboth组合
了上述两种值。如果被重置或者被设置为none（或者其他非上述值），所有在交互模式
中被读入的行都会保存在历史列表中。

HISTFILE

将被用于存储历史列表的文件名。默认值是~/.ksql_history。例如，把

\set HISTFILE ~/.ksql_history- :DBNAME

放在~/.ksqlrc中将会导致ksql为每一个数据库维护一个单独的历史。

HISTSIZE

存储在命令历史中的命令数。默认值是500。

HOST

当前连接到的数据库服务器端口。每次连接到一个数据库时都会设置该变量（包括程序

启动时），但是可以被重置。

IGNOREEOF

如果被重置，向ksql的一个交互式会话发送一个EOF字符（通常是Control+D）将会终
止该应用。如果被设置为一个数字值，则在应用终止前会忽略那么多个EOF字符。如果
该变量被设置但不是数字值，则默认为10。

LASTOID

最后被影响的OID的值，这可能会由INSERT或者\lo_import命令返回。这个变量只保证
在下一个SQL命令被显示完之前有效。

ON_ERROR_ROLLBACK

当被设置为on时，如果事务块中的一个语句产生一个错误，该错误会被忽略并且该事务
会继续。当被设置为interactive时，只在交互式会话中忽略这类错误，而读取脚本文件
时则不会忽略错误。当被重置或者设置为off时，事务块中产生错误的一个语句会中止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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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务。错误回滚模式的工作原理是在事务块的每个命令之前都为你发出一个隐式

的SAVEPOINT，然后在该命令失败时回滚到该保存点。

ON_ERROR_STOP

默认情况下，出现一个错误后命令处理会继续下去。当这个变量被设置为on后，出现错
误后命令处理会立即停止。在交互模式下，ksql将会返回到命令提示符；否则，ksql将会
退出并且返回错误代码3来把这种情况与致命错误区分开来，致命错误会被报告为错误代
码1。在两种情况下，任何当前正在运行的脚本（顶层脚本以及任何它已经调用的其他脚
本）将被立即中止。如果顶层命名字符串包含多个SQL命令，将在当前命令处停止处
理。

PORT

当前连接到的数据库服务器端口。每次连接到一个数据库时都会设置该变量（包括程序

启动时），但是可以被重置。

PROMPT1
PROMPT2
PROMPT3

这些变量指定ksql发出的提示符的模样。见下文的提示符。

QUIET

把这个变量设置为on等效于命令行选项-q。在交互模式下可能用处不大。

SHOW_CONTEXT

这个变量可以被设置为值never、errors或者always来控制是否在来自服务器的消息中显
示CONTEXT域。默认是errors（表示在错误消息中显示上下文，但在通知和警告消息中不
显示）。当VERBOSITY被设置为terse时，这个设置无效（另见\errverbose，它可以用来
得到刚遇到的错误的详细信息）。

SINGLELINE

设置这个变量为on等效于命令行选项-S。

SINGLESTEP

设置这个变量为on等效于命令选项-s。

USER

当前连接的数据库用户。每次连接到一个数据库时都会设置该变量（包括程序启动

时），但是可以被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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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OSITY

这个变量可以被设置为值default、verbose或者terse来控制错误报告的详细程度（另
见\errverbose，在想得到之前的错误的详细版本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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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中插入变量中插入变量

         ksql变量的一个关键特性是可以把它们替换（"插入"）到常规SQL语句中，也可以把它们
作为元命令的参数。此外，ksql还提供了功能来确保被用作 SQL 文字和标识符的变量值会被
正确地引用。插入一个值而不需要加引用的语法是在变量名前面加上一个冒号（:）。例如，

testdb=> \set foo 'my_table'
testdb=> SELECT * FROM :foo;

         将查询表my_table。注意这可能会不安全：该变量的值会被按字面拷贝，因此它可能包
含不平衡的引号甚至反斜线命令。必须确保把它放在那里是有意义的。

         当一个值被用作 SQL 文本或者标识符时，最安全的是把它加上引用。要引用一个变量的
值作为 SQL 文本，可以把变量名称放在单引号中并且在引号前面写一个冒号。要引用作为
SQL 标识符，则可以把变量名称放在双引号中并且在引号前面写一个冒号。这种结构可以正
确地处理变量值中嵌入的引号和其他特殊字符。之前的例子用这种方法写会更安全：

testdb=> \set foo 'my_table'
testdb=> SELECT * FROM :"foo";

         在被引用的SQL文本和标识符中将不会执行变量插入。因此，一个诸如':foo'的结构不
会从一个变量的值产生一个被引用的文本（即便能够也会不安全，因为无法正确地处理嵌入在

值中的引号）。

         使用这种机制的一个例子是把一个文件的内容拷贝到一个表列中。首先把该文件载入到
一个变量，然后把该变量的值作为一个被引用的字符串插入：

testdb=> \set content `cat my_file.txt`
testdb=> INSERT INTO my_table VALUES (:'content');

        （注意如果my_file.txt包含NUL字节，这样也不行。ksql不支持在变量值中嵌入NUL字
节）。

         因为冒号可以合法地出现在SQL命令中，一次明显的插入尝试（即:name、:'name'或
者:"name"）不会被替换，除非所提及的变量就是当前被设置的。在任何情况下，可以用一个
反斜线对冒号进行转义以避免它被替换。

        变量的冒号语法对嵌入式查询语言（例如ESQL）来说是标准的SQL。用于数组切片和类
型转换的冒号语法是KingbaseES扩展，它有时可能会与标准用法冲突。把一个变量值转义成
SQL文本或者标识符的冒号引用语法是一种ksql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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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符提示符

         ksql发出的提示符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自定义。PROMPT1、PROMPT2和PROMPT3这三个变量
包含了描述提示符外观的字符串和特殊转义序列。Prompt 1 是当ksql等待新命令时发出的常规
提示符。Prompt 2 是在命令输入时需要更多输入时发出的提示符，例如因为当命令没有被分
号终止或者引用没有被关闭时就会发出这个提示符。在运行一个SQL COPY FROM STDIN命令并
且需要在终端上输入一个行值时，会发出Prompt 3。

         被选中的提示符变量会被原样显示，除非碰到一个百分号（%）。百分号的下一个字符会
被特定的其他文本替换。预定义好的替换有：

%M

数据库服务器的完整主机名（带有域名），或者当该连接是建立在一个Unix域套接字上
时则是[local]，或者当Unix域套接字不在编译在系统内的默认位置上时则
是[local:/dir/name]。

%m

数据库服务器的主机名称（在第一个点处截断），或者当连接建立在一个Unix域套接字
上时是[local]。

%>

数据库服务器正在监听的端口号。

%n

数据库会话的用户名（在数据库会话期间，这个值可能会因为命令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的结果而改变）。

%/

当前数据库的名称。

%~

和%/类似，但是如果数据库是默认数据库时输出是~（波浪线）。

%#

如果会话用户时一个数据库超级用户，则是#，否则是一个>（在数据库会话期间，这个
值可能会因为命令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的结果而改变）。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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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连接到的后端的进程ID。

%R

在提示符1中通常是=，但如果在单行模式中是^，如果会话断开了与数据库的连接（如
果\connect失败会这样）则是!。在提示符2中，根据为什么ksql期待更多的输入，%R会
被一个相应的字符替换：如果命令还没有被终止是-，如果有一个未完的/* ... */注释
则是*，如果有一个未完的被引用字符串则是一个单引号，如果有一个未完的被引用标识
符则是一个双引号，如果有一个未完的美元引用字符串则是一个美元符号，如果有一个

还没有被配对的左圆括号则是(。在提示符3中%R不会产生任何东西。

%x

事务状态：当不在事务块中时是一个空字符串，在一个事务块中时是*，在一个失败的事
务块中时是!，当事务状态是未判定时（例如因为没有连接）为?。

%l

当前语句中的行号，从1开始。

%digits

带有指定的八进制码的字符会被替换。

%:name:

ksql变量name的值。详见变量。

%`command`

command的输出，类似于平常的"反引号"替换。

%[ ... %]

提示符可以包含终端控制字符，例如改变提示符文本的颜色、背景或者风格以及更改终

端窗口标题的控制字符。为了让Readline的行编辑特性正确工作，这些不可打印的控制
字符必须被包裹在%[和%]之间以指定它们是不可见的。在提示附中可以出现多个这样的
标识对。例如：

testdb=> \set PROMPT1 '%[%033[1;33;40m%]%n@%/%R%[%033[0m%]%# '

会导致一个在兼容VT100的彩色终端上的粗体（1;）的、黑底黄字（33;40）的提示符。

         要在你的提示符中插入一个百分号，可以写成%%。提示符1和2的默认提示是'%/%R%# '，
提示符3的提示是'>> '。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461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命令行编辑命令行编辑

        为了方便的行编辑和检索，ksql支持Readline库。ksql退出时命令历史会被自动保存，而
当ksql启动时命令历史会被重新载入。ksql也支持tab补全，不过补全逻辑绝不是一个SQL解析
器。tab补全产生的查询也可能会受其他SQL命令干扰，例如SET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不想用tab键补全，可以把下面的代码放在主目录下的名
为.inputrc文件中关闭该特性：

$if ksql
set disable-completion on
$endif

         （这不是ksql特性而是Readline的特性。进一步的细节请阅读它的文档。）

环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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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S

如果\pset columns为零，这个环境变量控制用于wrapped格式的宽度以及用来确定是否
输出需要用到分页器或者切换到扩展自动模式中的垂直格式的宽度。

PAGER

如果屏幕无法容纳查询结果，则查询结果会通过这个命令导出。典型的值是more或
者less。它的默认值与平台相关。分页器的使用可以通过使用\pset命令禁止。

KSQL_EDITOR
EDITOR
VISUAL

\e、\ef以及\ev命令使用的编辑器。将以上述列出的顺序检查这些变量，第一个被设置
的变量将被使用。

在Unix系统上内建的默认编辑器是vi，Windows系统上则是notepad.exe。

KSQL_EDITOR_LINENUMBER_ARG

当\e、\ef或者\ev带有一个行号参数时，这个变量指定用于传递起始行号给用户编辑器
的命令行参数。对于Emacs或者vi之类的编辑器，这个变量是一个加号。如果需要在选
项名称和行号之间有空格，可以在该变量的值中包括一个结尾的空格。例如：

KSQL_EDITOR_LINENUMBER_ARG='+'
KSQL_EDITOR_LINENUMBER_ARG='--line '

在Unix系统上默认是+（对应于默认编辑器vi，且对很多其他常见编辑器可用）。在
Windows系统上没有默认值。

KSQL_HISTORY

命令历史文件的替代位置。波浪线（~）扩展会被执行。

KSQLRC

用户的.ksqlrc文件的替代位置。波浪线（~）扩展会被执行。

SHELL

被\!命令执行的命令。

TMPDIR

存储临时文件的目录。默认是/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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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部分其他KingbaseES工具一样，这个工具也使用libkci所支持的环境变量。

文件文件

ksqlrc and ~/.ksqlrc

如果没有-X选项，在连接到数据库后但在接收正常的命令之前，ksql会尝试依次从系统
级的启动文件（ksqlrc）和用户的个人启动文件（~/.ksqlrc）中读取并且执行命令。这
些文件可以被用来设置客户端或者服务器，通常是一些\set和SET命令。

系统级的启动文件是ksqlrc，它应该在安装好的KingbaseES的"系统配置"目录中，最可
靠的定位方法是运行sys_config --sysconfdir。默认情况下，这个目录将
是../etc/（相对于包含KingbaseES可执行文件的目录）。

用户个人的启动文件是.ksqlrc，它应该在调用用户的主目录中。在Windows上，由于没
有用户主目录的概念，个人的启动文件是%APPDATA%\kingbase\ksqlrc.conf。用户启动
文件的位置可以通过KSQLRC环境变量设置。

系统级和用户个人的启动文件都可以弄成是针对特定ksql版本的，方法是在文件名后面
加上一个横线以及KingbaseES的主、次版本号，例如~/.ksqlrc-9.2或者~/.ksqlrc-
9.2.5。版本最为匹配的文件会优先于不那么匹配的文件读入。

.ksql_history

命令行历史被存储在文件~/.ksql_history中，或者是 Windows 的文
件%APPDATA%\kingbase\ksql_history中。

历史文件的位置可以通过KSQL_HISTORY环境变量显式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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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ksql和具有相同主版本或者更老的主版本服务器最为匹配。如果服务器的版本比ksql本身
要高，则反斜线命令尤其容易失败。不过，\d家族的反斜线命令应该可以和V7版本之后的服
务器一起使用，但服务器的版本不必比ksql本身新。运行SQL命令并且显示查询结果的一般功
能应该也能和具有更新主版本的服务器一起使用，但是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保证如此。

         如果想用ksql连接到多个具有不同主版本的服务器，推荐使用最新版本的ksql。或者，可
以为每一个主版本保留一份ksql拷贝，并且针对相应的服务器使用匹配的版本。但实际上，这
种额外的麻烦是不必要的。

         在KingbaseES V8 之前，-c选项表示-X（--no-ksqlrc），但现在不是这样了。

         在KingbaseES V8之前，ksql允许一个单字母反斜线命令的第一个参数直接写在该命令后
面，中间不需要空格。现在则要求一些空格。

给给Windows用户的注解用户的注解

        ksql是一个"控制台应用"。由于 Windows 的控制台窗口使用的是一种和系统中其他应用不
同的编码，在ksql中使用8位字符时要特别注意。如果ksql检测到一个有问题的控制台代码页，
它将会在启动时警告你。要更改控制台代码页，有两件事是必要的：

输入cmd.exe /c chcp 1252可以设置代码页（1252 是适用于德语的一个代码页，请在这
里替换成你的值）。如果正在使用 Cygwin，可以把这个命令放在/etc/profile中。

把控制台字体设置为Lucida Console，因为栅格字体无法与ANSI代码页一起使用。

示例示例

        例例1 ：如何跨越多行输入一个命令（注意提示符的变化）：

testdb=> CREATE TABLE my_table (
testdb(>  first integer not null default 0,
testdb(>  second text)
testdb-> ;
CREATE TABLE

        表的定义：

testdb=> \d my_table
             Table "my_table"
 Attribute |  Type   |      Modifier
-----------+---------+--------------------
 first     | integer | not null default 0
 second    | 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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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提示符：

testdb=> \set PROMPT1 '%n@%m %~%R%# '
peter@localhost testdb=>

         假定已经用数据填充了此表，并且想查其中的数据：

peter@localhost testdb=> SELECT * FROM my_table;
 first | second
-------+--------
     1 | one
     2 | two
     3 | three
     4 | four
(4 rows)

         可用\pset命令以不同的方式显示表：

peter@localhost testdb=> \pset border 2
Border style is 2.
peter@localhost testdb=> SELECT * FROM my_table;
+-------+--------+
| first | second |
+-------+--------+
|     1 | one    |
|     2 | two    |
|     3 | three  |
|     4 | four   |
+-------+--------+
(4 rows)

peter@localhost testdb=> \pset border 0
Border style is 0.
peter@localhost testdb=> SELECT * FROM my_table;
first second
----- ------
    1 one
    2 two
    3 three
    4 four
(4 rows)

peter@localhost testdb=> \pset border 1
Border style is 1.
peter@localhost testdb=> \pset format unaligned
Output format is unaligned.
peter@localhost testdb=> \pset fieldsep ","
Field separator is ",".
peter@localhost testdb=> \pset tuples_only
Showing only tuples.
peter@localhost testdb=> SELECT second, first FROM my_table;
one,1
two,2
three,3
fou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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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使用短命令：

peter@localhost testdb=> \a \t \x
Output format is aligned.
Tuples only is off.
Expanded display is on.
peter@localhost testdb=> SELECT * FROM my_table;
-[ RECORD 1 ]-
first  | 1
second | one
-[ RECORD 2 ]-
first  | 2
second | two
-[ RECORD 3 ]-
first  | 3
second | three
-[ RECORD 4 ]-
first  | 4
second | four

        可以用\crosstabview命令以交叉表的形式显示查询结果：

testdb=> SELECT first, second, first > 2 AS gt2 FROM my_table;
 first | second | ge2 
-------+--------+-----
     1 | one    | f
     2 | two    | f
     3 | three  | t
     4 | four   | t
(4 rows)

testdb=> \crosstabview first second
 first | one | two | three | four 
-------+-----+-----+-------+------
     1 | f   |     |       | 
     2 |     | f   |       | 
     3 |     |     | t     | 
     4 |     |     |       | t
(4 rows)

        例例2 ：展示表的“乘法”（连接），行按照序号降序排序且列按照独立的、升序的方式排
序。

testdb=> SELECT t1.first as "A", t2.first+100 AS "B", t1.first*
(t2.first+100) as "AxB",
testdb(> row_number() over(order by t2.first) AS ord
testdb(> FROM my_table t1 CROSS JOIN my_table t2 ORDER BY 1 DESC
testdb(> \crosstabview "A" "B" "AxB" ord
 A | 101 | 102 | 103 | 104 
---+-----+-----+-----+-----
 4 | 404 | 408 | 412 | 416
 3 | 303 | 306 | 309 | 312
 2 | 202 | 204 | 206 | 208
 1 | 101 | 102 | 103 | 104
(4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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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dexdb
名称名称

        reindexdb  --  重索引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reindex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schema | -Sschema] ...
[--table | -t table ]...[ --index | -iindex ]... [dbname]

reindex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all | -a 

reindex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system | -s  [dbname]

简介简介

         reindexdb是一个用于重建KingbaseES数据库中索引的工具。

         reindexdb是SQL命令REINDEX的一个包装器。通过此工具和通过其他方法访问服务器来
重索引数据库相比，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选项选项

         reindexdb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a
--all

重索引所有数据库。

[-d] dbname
[--dbname=]dbname

指定要被重索引的数据库名。如果这没有被指定并且没有使用-a（或--all），数据库名
可以从环境变量KINGBASE_DATABASE中被读出。如果环境变量也没被设置，为该连接指定
的用户名将被用作数据库名。

-e
--echo

回显reindexdb生成并发送到服务器的命令。

-i index
--index=index

只是重建index。可以通过写多个-i开关来重建多个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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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uiet

不显示进度消息。

-s
--system

索引数据库的系统目录。

-S schema
--schema=schema

只对schema重建索引。通过写多个-S开关可以指定多个要重建索引的模式。

-t table
--table=table

只索引table。可以通过写多个-t开关来重索引多个表。

-v
--verbose

在处理时显示详细信息。

-V
--version

显示reindexdb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有关reindexdb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reindexdb也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用于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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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Unix域套接字的
目录。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儿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W
--password

强制reindexdb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reindexdb将自动提示要求一
个口令。但是，reindexdb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
下值得用-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maintenance-db=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来发现哪些其他数据库应该被重索引的数据库名。如果没有指定，将使

用kingbase数据库。而如果它也不存在，将使用template1。

诊断诊断

         可在REINDEX和ksql中查询潜在问题和相关错误信息。数据库服务器必须运行在目标主
机上。同时适应于任何libkci前端库使用的默认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

注解注解

         reindexdb可能需要多次连接到KingbaseES服务器，每一次都会询问一个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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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

         例例1：重索引数据库test：

$ reindexdb test

         例例2： 重索引名为abcd的数据库中的表foo和索引bar：

$ reindexdb --table foo --index bar abcd

参见参见

        R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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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mdb
名称名称

        vacuumdb  --  对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进行清理并进行垃圾数据分析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vacuum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table | -t table 
[( column [,...] )] ] ... [dbname]

vacuum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all | -a 

简介简介

         vacuumdb是一个用于清理KingbaseES数据库的工具。vacuumdb也将产
生KingbaseES查询优化器所需内部统计信息。

         vacuumdb是SQL命令VACUUM的一个包装器。通过此工具与通过其他方法访问服务器来
清理和分析数据库相比，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选项选项

         vacuumdb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a
--all

清理所有数据库。

[-d] dbname
[--dbname=]dbname

指定要被清理或分析的数据库名。如果没有被指定并且没有使用-a（或--all），数据库
名将从环境变量KINGBASE_DATABASE中读出。如果环境变量也没有设置，指定给该连接的
用户名将用作数据库名。

-e
--echo

回显vacuumdb生成并发送给服务器的命令。

-f
--full

执行"完全"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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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reeze

强有力地"冻结"元组。

-j njobs
--jobs=njobs

通过同时运行njobs个命令来并行执行清理或者分析命令。这个选项会减少处理的时间，

但是它也会增加数据库服务器的负载。

vacuumdb将开启njobs到数据库的连接，因此请确认max_connections的设置足够高以容
纳所有的连接。

注意如果某些系统目录被并行处理，使用这种模式加上-f（FULL）选项可能会导致锁死
而失败。

-q
--quiet

不显示进度消息。

-t table [ (column [,...]) ]
--table=table [ (column [,...]) ]

只清理或分析table。列名只能和--analyze或--analyze-only选项一起被指定。通过写
多个-t开关可以清理多个表。

-v
--verbose

在处理期间显示详细信息。

-V
--version

显示vacuumdb版本并退出。

-z
--analyze

计算优化器使用的统计信息。

-Z
--analyze-only

只计算优化器使用的统计信息（不清理）。

--analyze-in-stages

与--analyze-only相似，只计算优化器使用的统计信息（不做清理）。使用不同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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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analyze-only相似，只计算优化器使用的统计信息（不做清理）。使用不同的配置
设置运行分析的几个（目前是3个）阶段以更快地产生可用的统计信息。

这个选项对分析一个刚从转储恢复或者通过sys_upgrade得到的数据库有用。这个选项将
尝试尽可能快地创建一些统计信息来让该数据库可用，然后在后续的阶段中产生完整的

统计信息。

-?
--help

显示有关vacuumdb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vacuumdb也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用于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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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Unix域套接字的
目录。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令，那儿连

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

口令。

-W
--password

强制vacuumdb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vacuumdb将自动提示要求一
个口令。但是，vacuumdb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
下值得用-W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maintenance-db=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来发现哪些其他数据库应该被清理的数据库名。如果没有指定，将使

用kingbase数据库。而如果它也不存在，将使用template1。

诊断诊断

         可在VACUUM和ksql中查询潜在问题和相关错误信息。数据库服务器必须运行在目标主
机上。同时适应于任何libkci前端库使用的默认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

注解注解

         vacuumdb可能需要多次连接到KingbaseES服务器，每次都询问一个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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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

         例例1： 清理数据库test：

$ vacuumdb test

         例例2： 清理和为优化器分析一个名为bigdb的数据库：

$ vacuumdb --analyze bigdb

         例例3： 清理名为xyzzy的数据库中的一个表foo，并且为优化器分析该表的bar列：

$ vacuumdb --analyze --verbose --table 'foo(bar)' xyzzy

参见参见

         VAC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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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服务器管理服务器管理
目录目录
KingbaseES服务器管理指南

1. KingbaseES用户账户
2. 创建一个数据库集簇
3. 启动数据库服务器
4. 管理内核资源
5. 关闭服务器
6. 阻止服务器欺骗
7. 加密选项
8. 用 SSL 进行安全的 TCP/IP 连接
9. 使用SSH隧道的安全 TCP/IP 连接
10. 在Windows上注册Event Log

KingbaseES服务器参数配置手册
1. 设置参数
2. 文件位置
3. 连接和认证
4. 资源消耗
5. 预写式日志
6. 复制
7. 控制文件
8. 查询规划
9. 错误报告和日志
10. 运行时统计数据
11. 自动清理
12. 客户端连接默认值
13. 锁管理
14. 错误处理
15. 预置选项
16. 自定义选项
17. 开发者选项
18. 短选项

KingbaseES服务器应用
initdb  --  创建一个新的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
sys_archivecleanup  --  清理KingbaseES WAL 归档文件
sys_controldata  --  显示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的控制信息
sys_ctl  --  初始化、启动、停止或控制一个KingbaseES服务器
sys_resetxlog  --  重置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的预写式日志以及其他控制信息
sys_rewind  --  把一个KingbaseES数据目录与另一个从它复制出来的数据目录同步
sys_test_fsync  --  为KingbaseES判断最快的 wal_sync_method
sys_test_timing  --  度量计时开销
sys_upgrade  --  升级KingbaseES服务器实例
sys_xlogdump  --  以人类可读的形式显示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的预写式日志
kingbase  --  KingbaseES数据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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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aseES服务器管理指南服务器管理指南

        本文档主要讨论如何设置和运行数据库服务器，以及它如何与操作系统进行交互。

1. KingbaseES用户账户用户账户

         和对外部世界可访问的任何服务器一样，建议在一个独立的用户账户下运
行KingbaseES。这个用户账户应该只拥有管理服务器数据的权限，并且不能被其他守护进程
共享。不建议在某个用户下安装执行文件，因为系统可能修改它们的二进制文件。

        如需在系统中增加一个Unix用户账户，可使用useradd或adduser。通常会用kingbase作为
用户名（本文档中也假定使用此账户），但也可以使用其他名称。

2. 创建一个数据库集簇创建一个数据库集簇

         开始之前，必须在磁盘上初始化一个数据库存储区域。称之为一个数据库集簇（SQL标
准使用的术语是目录集簇）。一个数据库集簇是被一个运行数据库服务器的单一实例所管理的

多个数据库的集合。在初始化之后，一个数据库集簇将包含一个名为TEST的数据库，它表示被
功能、用户和第三方应用所使用的默认数据库。数据库服务器本身并不要求TEST数据库存在。
另一个在初始化过程中为每一个集簇创建的数据库被称为template1。顾名思义，它是被用于
创建后续数据库的模板；不应该被用于实际工作（在集簇内创建新数据库的更多信息见创建一

个数据库）。

         在文件系统术语中，一个数据库集簇是一个单一目录，所有数据都将被存储在其中。称
其为数据目录或数据区域。存储位置由用户自行决定，没有默认的位置，但位

置/usr/local/kingbase/data或/var/lib/kingbase/data较为常用。初始化一个数据库集簇，
需使用和KingbaseES一起安装的命令initdb。数据库集簇的文件系统位置由-D选项指定，例
如：

$ initdb -D /usr/local/kingbase/data

         注意，使用KingbaseES用户账户登录后方能执行此命令。

提示提示: 作为-D选项的一种替换方案，可以设置环境变量KINGBASE_DATA。

         另一种方案是，通过sys_ctl程序来运行initdb：

$ sys_ctl -D /usr/local/kingbase/data init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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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sys_ctl来启停服务器更加直观，因为这样sys_ctl将是用来管理数据库服务器实例
的唯一命令。

         如果指定的目录还不存在，initdb将尝试创建它。当然，如果initdb没有在父目录中的
写权限，这将会失败。通常推荐让Kingbase用户拥有数据目录及其父目录的读写权限，这样
将避免上述问题。如果想要的父目录不存在，需要创建它，如果父父目录不可写则需要使用

root特权。因此，该过程如下：

root# mkdir /usr/local/kingbase
root# chown kingbase /usr/local/kingbase
root# su kingbase
kingbase$ initdb -D /usr/local/kingbase/data

         如果数据目录存在并且已经包含文件，initdb将拒绝运行。以避免覆盖一个已有的安
装。

         因为数据目录包含所有存储在数据库里的数据，所以最重要的是保护这个目录不受未授
权的访问。因此，initdb会回收禁止除Kingbase用户之外所有用户的访问权限。

         虽然目录的内容是安全的，但默认的客户端认证设置允许任意本地用户连接到数据库甚
至成为数据库超级用户。如果不信任其他本地用户， 建议使用initdb的-W、--pwprompt或--
pwfile选项之一给数据库超级用户赋予一个口令。还可以指定-A md5或-A password，这样就
不会使用默认的trust 身份认证。或者在执行initdb之后、第一次启动服务器之前修改生成
的sys_hba.conf文件（另外一些可行的方法包括peer认证或者用文件系统权限限制连接）。

         initdb同时也为数据库集簇初始化默认区域。 通常，它将只是使用环境中的区域设置并
且把它们应用于被初始化的数据库。 可以为数据库指定一个不同的区域。 特定数据库集簇中
使用的默认排序顺序是通过initdb设置的， 虽然可以创建使用不同排序顺序的新数据库，但
initdb创建的模板数据库中使用的顺序不能更改（除非删除并重建它们）。使用非C或POSIX的
区域还会对性能造成影响。因此，正确地选择初始化区域很重要。

         initdb还为数据库集簇设置默认的字符集编码。通常字符集编码应该选择与区域设置匹
配。

         非C以及非POSIX区域对于字符集排序依赖于操作系统的排序规则库。这控制着索引中存
储的键的排序。为此，通过快照恢复、二进制物理同步、更换不同的操作系统或者升级操作系

统都不能把一个集簇切换到一种不兼容的排序规则库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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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二级文件系统的使用二级文件系统的使用

         数据库的安装会在文件系统而不是机器的"根"卷上创建数据库集簇。如果选择此操作，不
建议尝试使用二级卷的顶层目录（挂载点）作为数据目录。最好是在Kingbase用户拥有的挂
载点目录中创建一个目录，然后在其中创建数据目录。可以避免权限问题，特别是对

于sys_upgrade这类操作，并且也能保证在二级卷被断线后的失败不会引发其他的错误。

2.2. 网络文件系统的使用网络文件系统的使用

         许多安装会在网络文件系统上创建它们的数据库集簇。有时直接通过NFS， 或通过内部
使用NFS的网络附加存储设备（NAS）完成。 KingbaseES不对 NFS文件系统做特殊处理，
即它假定NFS的行为和本地连接的设备完全一样。如果客户端或者服务器NFS没有提供标准的
文件系统语义，这将导致可靠性问题 （参阅http://www.time-
travellers.org/shane/papers/NFS_considered_harmful.html）。 具体来说，延迟（异步）写入
到NFS服务器会导致数据损坏问题。 如果可能的话，把NFS文件系统挂载为同步（无高速缓
存）可以避免此问题。另外，不推荐使用软挂载的NFS文件系统。

         存储区域网络（SAN）通常使用非NFS的通讯协议，并且也有可能遭受这类灾难。建议
咨询供应商的文档来了解数据一致性保证。

3. 启动数据库服务器启动数据库服务器

         任何人在访问数据库之前，必须启动数据库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程序是kingbase。启
动服务器最简单的方法是：

$ kingbase -D /usr/local/kingbase/data

         这会将服务器放在前台运行。这个步骤同样必须以Kingbase用户帐户登录来操作。如果
没有-D选项，服务器将尝试使用环境变量KINGBASE_DATA命名的目录。如果这个环境变量也没
有提供则导致失败。

         通常最好在后台启动kingbase。通常使用Unix shell语法：

$ kingbase -D /usr/local/kingbase/data >logfile 2>&1 &

         如上所示，把服务器的stdout和stderr输出存储到某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还将对审计目
的和诊断问题有所帮助。

         kingbase还接受其它一些命令行选项，见kingbase。

         这些shell语法很容易让人觉得困扰。因此我们提供了包装器程序sys_ctl以简化一些任
务。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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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ctl start -l logfile

         这将在后台启动服务器并且把输出放到指定的日志文件中。-D选项和kingbase中的一
样。sys_ctl还可以用于停止服务器。

         当服务器在运行时，它的PID被保存在数据目录中的kingbase.pid文件。这样做可以防止
多个服务器实例运行在同一个数据目录中，并且也可以被用来关闭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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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服务器启动失败服务器启动失败

         有几个常见的原因会导致服务器启动失败。通过检查服务器日志或使用手工启动的方
法， 可以看见错误消息。下面将详细地解释一些最常见的错误消息。

LOG:  could not bind IPv4 socket: Address already in use
HINT:  Is another kingbase already running on port 5432? If not, wait a few 
seconds and retry.
FATAL:  could not create TCP/IP listen socket

         此消息表示：你试图在一个已经有服务器运行着的端口上再启动另一个服务器。不过，
如果核心错误消息不是Address already in use或其变体，那就有可能是别的问题。 例如，
试图在一个被保留的端口上启动服务器会收到下面这样的消息：

$ kingbase -p 666
LOG:  could not bind IPv4 socket: Permission denied
HINT:  Is another kingbase already running on port 666? If not, wait a few 
seconds and retry.
FATAL:  could not create TCP/IP listen socket

         像这样的消息：

FATAL:  could not create shared memory segment: Invalid argument
DETAIL:  Failed system call was shmget(key=5440001, size=4011376640, 03600).

         意味着内核对共享内存区的限制小于KingbaseES试图创建的工作区域（本例中是
4011376640字节）。或者可能意味着根本就没有System-V风格的共享内存支持被配置在你的
内核中。临时解决方案是， 试着以小于正常数量的缓冲区（shared_buffers）启动服务器。 当
然，最优的解决方案是重新配置内核以增加共享内存允许的尺寸。 当试图在同一台机器上启
动多个服务器，且它们所需的总空间超过了内核的限制，也会报此错误。

         一个这样的错误：

FATAL:  could not create semaphores: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DETAIL:  Failed system call was semget(5440126, 17, 03600).

         并不意味着已经用光了磁盘空间。而是内核对System V信号量的限制小于KingbaseES想
创建的数量。和上面一样，可以通过减少允许的连接数（max_connections）来绕开这个限
制，但最终还是希望提高内核的限制。

         如果收到一个"illegal system call"错误， 那么很可能是内核不支持共享内存或者信号量。
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重新配置内核且把这些特性打开。

         关于配置System V IPC功能的细节请见第 4.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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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客户端连接问题客户端连接问题

         尽管在客户端上出现的错误范围宽广并且可能是应用相关的，但的确有几种错误与服务
器的启动方式直接相关。除了下面提到的几种错误之外的问题都应该在相应的客户端应用文档

中。

ksql: could not connect to server: Connection refused
        Is the server running on host "server.joe.com" and accepting
        TCP/IP connections on port 5432?

         这是常见的"I couldn't find a server to talk to"失败。上面的情况看起来是发生在尝试
TCP/IP通信时。常见的错误是忘记把服务器配置成允许TCP/IP连接。

        另外，当试图通过Unix域套接字与本地服务器通信时，将出现：

ksql: could not connect to serv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s the server running locally and accepting
        connections on Unix domain socket "/tmp/.s.KINGBASE.5432"?

         最后一行可以验证客户端是不是尝试连接到正确的位置。如果实际上没有服务器在那里
运行，典型的核心错误消息将是Connection refused或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值得注
意的是这种环境中的Connection refused并不表示服务器得到了连接请求并拒绝了它。那种情
况会产生一个不同的消息，如KingbaseES V8R3《安全指南》II.安全细则-“客户端认证”-4. 认
证问题中所示）。其它像Connection timed out这样的消息可能表示更基础的错误，如缺少网
络连接。

4. 管理内核资源管理内核资源

         KingbaseES某些时候会耗尽操作系统的各种资源限制，当同一个系统上运行着多个拷贝
的服务器或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库时尤其如此。本节解释了KingbaseES使用的内核资源以及可
以采取的用于解决内核资源消耗相关问题的办法。

4.1. 共享内存和信号量共享内存和信号量

         共享内存和信号量一起被称为"System V IPC"。除了在Windows上，这些功能都是运
行KingbaseES所必需的。

         完全缺少这些功能通常表现为服务器启动时的Illegal system call错误。这种情况下，除了
重新配置内核之外别无选择。KingbaseES没有它们就不能工作。

         当KingbaseES超出了IPC的硬限制之一时，服务器会拒绝启动并且留下错误消息指示，
其中描述了问题以及应该怎么做（见第 3.1 节）。相关的内核参数在不同系统之间的命名方式
一致，表 4-1给出了概述。不过，设置它们的方法多种多样。下面给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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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在KingbaseES V8之前，启动服务器所要求的System V共享内存的量要更
大。如果运行着一个老版本的服务器，请参考该服务器版本的文档。

        表表  4-1. System V IPC参数参数

名称名称 描述描述 合理值合理值

SHMMAX共享内存段的最大
尺寸（字节）

至少 1kB （如果运行服务器的多个版本应该设置更大）

SHMMIN共享内存段的最小
尺寸（字节）

1

SHMALL可用共享内存的总
量（字节或页面）

如果是字节，同SHMMAX；如果是页面，
为ceil(SHMMAX/PAGE_SIZE)

SHMSEG每个进程的最大共
享内存段数目

只需要 1 段，但是默认值高很多

SHMMNI系统范围内的最大
共享内存段数目

像SHMSEG外加其他应用的空间

SEMMNI
信号量标识符
（即，集合）的最
大数目

至少ceil((max_connections + autovacuum_max_workers +
max_worker_processes + 5) / 16)

SEMMNS系统范围内的最大
信号量数目

ceil((max_connections + autovacuum_max_workers +
max_worker_processes + 5) / 16) * 17外加其他应用的空间

SEMMSL每个集合中信号量
的最大数目

至少 17

SEMMAP信号量映射中的项
数

见文本

SEMVMX信号量的最大值 至少1000（默认值常常是32767，如非必要不要更改）

         KingbaseES要求少量字节的System V共享内存（在64位平台上通常是48字节）用于每
一个服务器拷贝。在大多数现代操作系统上，这个量很容易得到。但是，如果运行了多个服务

器拷贝，或者其他应用也在使用System V共享内存，可能需要增加SHMMAX（以字节计的共享
内存段的最大尺寸）或SHMALL（系统范围内System V共享内存的总量）。注意在很多系统
上SHMALL是以页面而不是字节来度量。

         不太可能出问题的是共享内存段的最小尺寸（SHMMIN），对KingbaseES来说应该最多大
约是32字节（通常只是1）。而系统范围（SHMMNI）或每个进程（SHMSEG）的最大共享内存段
数目不太可能会导致问题，除非系统把它们设成零。

         KingbaseES对每个允许的连接（max_connections）、每个允许的自动清理工作者进程
（autovacuum_max_workers）和每个允许的后台进程（max_worker_processes）使用一个信
号量， 以16个为一个集合。每个这种集合还包含第 17 个信号量， 其中存储一个"magic
number"，以检测和其它应用使用的信号量集合的冲突。 系统里的最大信号量数目是
由SEMMNS设置的， 因此这个值必须至少和max_connections加autovacuum_max_workers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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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max_worker_processes一样大， 并且每 16 个连接外加工作者还要另外加一个（见表 4-1中
的公式）。参数SEMMNI 决定系统中同一时刻可以存在的信号量集合的数目限制。因此这个参
数必须至少为ceil((max_connections + autovacuum_max_workers + max_worker_processes
+ 5) / 16)。降低允许的连接数目是一种临时的绕开失败（来自函数semget）的方法，通常使
用让人混乱的措辞"No space left on device"。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有必要增大SEMMAP，使之至少与SEMMNS相近。 这个参数定义信号量
资源映射的尺寸，在其中每个连续的可用信号量块都需要一项。 每当一个信号量集合被释
放，那么它要么会被加入到该与被释放块相邻的一个现有项，或者它会被注册在一个新映射项

中。如果映射被填满，被释放的信号量将丢失（直到重启）。因此信号量空间的碎片时间长了

会导致可用的信号量比应有的信号量少。

         SEMMSL参数决定一个信号量集合中可以有多少信号量，对于KingbaseES而言至少是17。

         许多其他设置与"semaphore undo"（信号量撤销）有关，例如SEMMNU和SEMUME，但不影
响KingbaseES。

AIX

至少到5.1版本为止，不再需要对这些参数（例如SHMMAX）做任何特殊的配置，这看起来
就像是被配置成允许所有内存都被用作共享内存。这是一种通常被用于其他数据库

（DB/2）的配置。

但是，可能需要修改/etc/security/limits中的全局ulimit信息，默认的文件尺寸硬限
制（fsize）和文件数量（nofiles）可能太低。

FreeBSD

可以使用sysctl或loader接口来改变默认配置。下列参数可以使用sysctl设置：

# sysctl kern.ipc.shmall=32768
# sysctl kern.ipc.shmmax=134217728
# sysctl kern.ipc.semmap=256

要让这些设置在重启之后也保持，请修改/etc/sysctl.conf。

对于sysctl所关心的来说这些信号量相关的设置都是只读的，但是可以
在/boot/loader.conf中设置：

kern.ipc.semmni=256
kern.ipc.semmns=512
kern.ipc.semmnu=256

修改这些值后需要一次重启让新设置能生效。（注意：FreeBSD 不使用SEMMAP。较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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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会接受并且忽略kern.ipc.semmap的设置，而较新的版本会完全拒绝它）。

你可能也希望你的内核将共享内存锁定在RAM中并且防止它被换页到交换分区。这可以
使用sysctl的设置 kern.ipc.shm_use_phys来完成。

如果通过启用sysctl的security.jail.sysvipc_allowed运行在FreeBSD jail中，运行在不
同jail中的kingbase应当被不同的操作系统用户运行。这可以提高安全性，因为它阻止非
root用户干涉不同jail中的共享内存或信号量，并且它允许KingbaseES IPC清理程序正确
地工作（在FreeBSD 6.0及其后的版本中，IPC清理程序不能正确地检测到其他jail中的
进程，也不能阻止不同jail中的kingbase运行在相同的端口）。

FreeBSD 4.0 之前的版本的工作与OpenBSD相似。

NetBSD

在NetBSD 5.0 及其后的版本中，IPC参数可以使用sysctl调整。例如：

$ sysctl -w kern.ipc.shmmax=16777216

要使这些设置在重启后保持，请修改/etc/sysctl.conf。

你可能也希望你的内核将共享内存锁定在RAM中并且防止它被换页到交换分区。这可以
使用sysctl的设置 kern.ipc.shm_use_phys来完成。

NetBSD 5.0以前的版本的工作与OpenBSD相似，除了那些参数应该用关键词options设
置而不是option。

OpenBSD

当内核被编译时，选项SYSVSHM和SYSVSEM需要被启用（它们默认值）。共享内存的最大
尺寸由选项SHMMAXPGS（以页面计）决定。下面展示了一个如何设置多个参数的例子：

option        SYSVSHM
option        SHMMAXPGS=4096
option        SHMSEG=256

option        SYSVSEM
option        SEMMNI=256
option        SEMMNS=512
option        SEMMNU=256
option        SEMMAP=256

你可能也希望你的内核将共享内存锁定在RAM中并且防止它被换页到交换分区。这可以
使用sysctl的设置 kern.ipc.shm_use_phys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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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UX

默认的设置可以满足正常的安装。在HP-UX 10上，SEMMNS的出厂默认值是128，这可能
对大型数据库站点太低。

IPC参数可以在Kernel Configuration->Configurable Parameters下的System
Administration Manager（SAM）中被设置。当你完成时选择Create A New Kernel。

Linux

默认的最大段尺寸是32MB，并且默认的最大总尺寸是2097152个页面。一个页面几乎总
是4096字节，除了在使用少见"huge pages"的内核配置中（使用getconf PAGE_SIZE来
验证）。

共享内存尺寸设置可以通过sysctl接口来更改。例如，要允许16GB：

$ sysctl -w kernel.shmmax=17179869184
$ sysctl -w kernel.shmall=4194304

另外在重启之间这些设置可以被保存在文件/etc/sysctl.conf中。

老版本可能没有sysctl程序，但可以通过操纵/proc文件系统来得到等效的更改：

$ echo 17179869184 >/proc/sys/kernel/shmmax
$ echo 4194304 >/proc/sys/kernel/shmall

剩下的默认值都被设置得很宽大，并且通常不需要更改。

OS X

在OS X中配置共享内存的推荐方法是创建一个名为/etc/sysctl.conf的文件，其中包含
这样的变量赋值：

kern.sysv.shmmax=4194304
kern.sysv.shmmin=1
kern.sysv.shmmni=32
kern.sysv.shmseg=8
kern.sysv.shmall=1024

注意在某些OS X版本中，所有五个共享内存参数必须在/etc/sysctl.conf中设置，否则
值将会被忽略。

注意近期的OS X版本会忽略把SHMMAX设置成非4096倍数值的尝试。

在这个平台上，SHMALL以4kB的页面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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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老的OS X版本中，需要重启来让共享内存参数的更改生效。到了10.5，可以使
用sysctl随时改变除了SHMMNI之外的所有参数。但是最好还是通过/etc/sysctl.conf来设
置你喜欢的值，这样重启之后这些值还能被保持。

只有在OS X 10.3.9及以后的版本中才遵循/etc/sysctl.conf文件。如果你正在使用
10.3.x之前的发布，必须编辑文件/etc/rc并且在下列命令中改变值：

sysctl -w kern.sysv.shmmax
sysctl -w kern.sysv.shmmin
sysctl -w kern.sysv.shmmni
sysctl -w kern.sysv.shmseg
sysctl -w kern.sysv.shmall

注意/etc/rc通常会被OS X的系统更新所覆盖，因此应该在每次更新之后重做这些编
辑。

在OS X 10.2及更早的版本中，应该在文
件/System/Library/StartupItems/SystemTuning/SystemTuning中编辑这些命令。

SCO OpenServer

在默认的配置中，只允许每个段有512kB的共享内存。要增加这个设置，首先更改到目
录/etc/conf/cf.d。要显示SHMMAX的当前值，运行：

./configure -y SHMMAX

要为SHMMAX设置一个新值，运行：

./configure SHMMAX=value

这里value是你要使用的新值（以字节计）。在设置SHMMAX之后，重新编译内核：

./link_unix

并且重启。

Solaris 2.6 至 2.9 (Solaris 6至Solaris 9)

相似的设置可以在/etc/system中更改，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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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hmsys:shminfo_shmmax=0x2000000
set shmsys:shminfo_shmmin=1
set shmsys:shminfo_shmmni=256
set shmsys:shminfo_shmseg=256

set semsys:seminfo_semmap=256
set semsys:seminfo_semmni=512
set semsys:seminfo_semmns=512
set semsys:seminfo_semmsl=32

需要重启来让更改生效。关于更老版本的Solaris下的共享内存的信息请
见http://sunsite.uakom.sk/sunworldonline/swol-09-1997/swol-09-insidesolaris.html。

Solaris 2.10(Solaris 10) 及以后
OpenSolaris

在Solaris 10及以后的版本以及OpenSolaris中，默认的共享内存和信号量设置已经足以
应付大部分KingbaseES应用。Solaris 现在将SHMMAX的默认值设置为系统 RAM的四分之
一。要进一步调整这个设置，使用与kingbase用户有关的一个项目设置。例如，
以root运行下列命令：

projadd -c "KingbaseES DB User" -K "project.max-shm-memory=(
privileged,8GB,deny)" -U kingbase -G kingbase user.kingbase

这个命令增加user.kingbase项目并且将用于kingbase用户的最大共享内存设置为8GB，
并且在下次用户登录进来时或重启KingbaseES（不是重新载入）时生效。上述假
定KingbaseES是由kingbase组中的kingbase用户所运行。不需要重新启动服务器。

对于将有巨大数量连接的数据库服务器，推荐的其他内核设置修改是：

project.max-shm-ids=(priv,32768,deny)
project.max-sem-ids=(priv,4096,deny)
project.max-msg-ids=(priv,4096,deny)

此外，如果正在在一个区中运行KingbaseES，可能也需要提升该区的资源使用限制。更
多关于projects 和prctl的信息请见System Administrator's Guide中的 "Chapter2:
Projects and Tasks"。

UnixWare

在UnixWare 7上，默认配置中共享内存段的最大尺寸是512 kB。要显示SHMMAX的当前
值，运行：

/etc/conf/bin/idtune -g SHMMAX

这将显示当前值、默认值、最小值和最大值。要为SHMMAX设置一个新值，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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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conf/bin/idtune SHMMAX value

这里value是你想要使用的新值（以字节计）。在设置SHMMAX之后，重新编译内核：

/etc/conf/bin/idbuild -B

并且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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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Unix类操作系统强制限制了许多种资源，这些限制可能干扰你的KingbaseES服务器的操
作。尤其重要的是对每个用户的进程数目的限制、每个进程打开文件数目的限制以及每个进程

可用的内存的限制。这些限制中每个都有一个"硬"限制和一个"软"限制。实际使用的是软限
制，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成最大为硬限制的数目。而硬限制只能由root用户修改。系统调
用setrlimit负责设置这些参数。 shell的内建命令ulimit（Bourne shells）或limit（csh）被
用来从命令行控制资源限制。 在BSD衍生的系统上，/etc/login.conf文件控制在登录期间设
置的各种资源限制。详见操作系统文档。相关的参数是maxproc、openfiles和datasize。例
如：

default:\
...
        :datasize-cur=256M:\
        :maxproc-cur=256:\
        :openfiles-cur=256:\
...

         （-cur是软限制。增加-max可设置硬限制）。

         内核也可以在某些资源上有系统范围的限制。

在Linux上，/proc/sys/fs/file-max决定内核可以支持打开的最大文件数。你可以通过
往该文件写入一个不同的数值修改此值， 或者通过在/etc/sysctl.conf中增加一个赋值
来修改。 每个进程的最大打开文件数限制是在编译内核的时候固定的；更多信息请
见/usr/src/linux/Documentation/proc.txt。

         KingbaseES服务器为每个连接都使用一个进程， 所以你应该至少允许和连接同样多的进
程，再加上系统其它部分所需要的进程数目。 通常这个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你在一台机
器上运行多个服务器，资源使用可能就会紧张。

         打开文件的出厂默认限制通常设置为"socially friendly"的值， 它允许许多用户在一台机器
上共存，而不会导致不成比例的系统资源使用。 如果在一台机器上运行许多服务器，这也许
就是你想要的，但是在专门的服务器上，需要提高这个限制。

         在另一方面，一些系统允许独立的进程打开非常多的文件；如果不止几个进程这么干，
那系统范围的限制就很容易被超过。如果发现这样的现像， 并且不想修改系统范围的限制，
可以设置KingbaseES的 max_files_per_process配置参数来限制打开文件数的消耗。

4.3. Linux内存过量使用内存过量使用

         在Linux 2.4及其后的版本中，默认的虚拟内存行为对KingbaseES不是最优的。由于内核
实现内存过量使用的方法，如果KingbaseES或其它进程的内存要求导致系统用光虚拟内存，
那么内核可能会终止KingbaseES的kingbase进程（主服务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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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会看到像下面这样的内核消息：

Out of Memory: Killed process 12345 (kingbase).

         表明kingbase进程因为内存压力而被终止了。尽管现有的数据库连接将继续正常运转，
但是新的连接将无法被接受。要想恢复，KingbaseES应该被重启。

         一种避免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一台你确信其它进程不会耗尽内存的机器上运
行KingbaseES。 如果内存资源紧张，增加操作系统的交换空间可以帮助避免这个问题，因为
内存不足（OOM）杀手（即终止进程这种行为）只有当物理内存和交换空间都被用尽时才会
被调用。

         如果KingbaseES本身是导致系统内存耗尽的原因，可以通过改变你的配置来避免该问
题。在某些情况中，降低内存相关的配置参数可能有所帮助，特别是shared_buffers
和work_mem两个参数。在其他情况中，允许太多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本身也可能导致该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最好减小max_connections并且转而利用外部连接池软件。

         在Linux 2.6及其后的版本中，可以修改内核的行为，这样它将不会"过量使用"内存。尽管
此设置不会阻止OOM 杀手被调用，但它可以显著地降低其可能性并且将因此得到更鲁棒的系
统行为。这可以通过用sysctl选择严格的过量使用模式来实现：

sysctl -w vm.overcommit_memory=2

         或者在/etc/sysctl.conf中放置一个等效的项。可能还希望修改相关的设
置vm.overcommit_ratio。 详细信息请参阅内核文档
的https://www.kernel.org/doc/Documentation/vm/overcommit-accounting文件。

         另一种方法，可以在改变或不改变vm.overcommit_memory的情况下使用。它将 kingbase
进程的进程相关的OOM score adjustment值设置为-1000，从而保证它不会成为OOM杀手的目
标。 这样做最简单的方法是在 kingbase 的启动脚本中执行

echo -1000 > /proc/self/oom_score_adj

         并且要在调用kingbase之前执行。请注意这个动作必须以root完成，否则它将不会产生效
果。所以一个被root拥有的启动脚本是放置这个动作最容易的地方。如果这样做，还应该在调
用kingbase之前在启动脚本中设置这些环境变量：

export SYS_OOM_ADJUST_FILE=/proc/self/oom_score_adj
export SYS_OOM_ADJUST_VALUE=0

         这些设置将导致kingbase子进程使用普通的值为零的OOM score adjustment运行，所以
OOM杀手仍能在需要时把它们作为目标。如果你想要子进程用某些其他OOM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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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ment值运行，可以为SYS_OOM_ADJUST_VALUE使用其他的值（SYS_OOM_ADJUST_VALUE也能
被省略，那时它会被默认为零）。如果没有设置SYS_OOM_ADJUST_FILE，子进程将使用和
kingbase相同的OOM score adjustment运行，这是不明智的，因为重点是确保kingbase具有优
先的设置。

         更老的Linux内核不提供/proc/self/oom_score_adj，但是可能有一个具有相同功能的早
期版本，它被称为/proc/self/oom_adj。这种方式工作起来完全相同，除了禁用值是-17而不
是-1000。

注意注意: 有些厂商的Linux 2.4内核被报告有着2.6过量使用sysctl参数的早期版本。
不过，在没有相关代码的2.4内核里设置vm.overcommit_memory为2将会让事情更
糟。推荐你检查一下实际的内核源代码（文件mm/mmap.c中的vm_enough_memory函
数），验证一下这个是在你的内核中是被支持的， 然后再在2.4安装中使用它。文
档文件overcommit-accounting的存在不能当作是这个特性存在的证明。如果有疑
问，请咨询一位内核专家或你的内核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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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Linux 大页面大页面

         在KingbaseES使用大量连续内存块时利用大页面来降低开销。要在KingbaseES中启用
这个特性，你需要一个CONFIG_HUGETLBFS=y并且CONFIG_HUGETLB_PAGE=y的内核。你也还必须
调节系统设置vm.nr_hugepages。要估计所需的大页面的数量，关闭大页面启动KingbaseES并
且从proc文件系统检查VmPeak值：

$ head -1 /path/to/data/directory/kingbase.pid
4170
$ grep ^VmPeak /proc/4170/status
VmPeak:  6490428 kB

         6490428 / 2048（在这种情况下PAGE_SIZE是2MB）大约是3169.154个大页面，因此将需要
至少3170个大页面：

$ sysctl -w vm.nr_hugepages=3170

         有时候内核会无法分配想要的数量的大页面，所以可能有必要重复该命令或者重新启
动。不要忘了向/etc/sysctl.conf中增加一个项来让这个设置重启后也能保持。

        有必要给予数据库服务器操作系统用户权限，让他能通过sysctl设
置vm.hugetlb_shm_group以使用大页面，以及用ulimit -l锁定内存的权限。

         KingbaseES中大页面的默认行为是尽可能使用它们并且在失败时转回到正常页面。要强
制使用大页面，你可以把huge_pages设置成on。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大页面可
用，KingbaseES将会启动失败。

        Linux大页面特性的详细描述可
见https://www.kernel.org/doc/Documentation/vm/hugetlbpage.txt.

5. 关闭服务器关闭服务器

        关闭数据库服务器有多种方法。通过给kingbase进程发送不同的信号，可以控制关闭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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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TERM

智能关闭模式。在接收SIGTERM后， 服务器将不允许新连接，但是会让现有的会话正
常结束它们的工作。仅当所有的会话终止后它才关闭。 如果服务器处在线备份模式，它
将等待直到在线备份模式不再被激活。当在线备份模式被激活时， 仍然允许新的连接，
但是只能是超级用户的连接（这一例外允许超级用户连接来终止在线备份模式）。 如果
服务器在恢复时请求智能关闭，恢复和物理同步只有在所有正常会话都终止后才停止。

SIGINT

快速关闭模式。服务器不再允许新的连接，并向所有现有服务器进程发送SIGTERM，让
它们中断当前事务并立刻退出。然后服务器等待所有服务器进程退出并最终关闭。 如果
服务处于在线备份模式，备份模式将被终止并致使备份无用。

SIGQUIT

立即关闭模式。服务器将给所有子进程发送SIGQUIT并且等待它们终止。如果有任何进
程没有在 5 秒内终止，它们将被发送SIGKILL。主服务器进程将在所有子进程退出之后
立刻退出，而无需做普通的数据库关闭处理。这将导致在下一次启动时（通过重放 WAL
日志）恢复。只在紧急时才推荐这种方式。

         sys_ctl程序提供了一个发送这些信号关闭服务器的方便的接口。 另外，在非Windows系
统上可以用kill直接发送这些信号。可以用ps程序或者从数据目录的kingbase.pid文件中找
到kingbase进程的PID。例如，要做一次快速关闭：

$ kill -INT `head -1 /usr/local/kingbase/data/kingbase.pid`

重要重要: 不建议使用SIGKILL关闭服务器。 这将会阻止服务器释放共享内存和信号量，那么在开
始一个新的服务器之前，可能需要手动完成这些释放。 此外，使用SIGKILL杀掉kingbase进程
时，kingbase不会有机会将信号传播到它的子进程，所以也必须手工杀掉单个的子进程。

要终止单个会话同时允许其他会话继续，使用sys_terminate_backend()（参阅《SQL和
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函数和操作符”-28. 系统管理函数 表 28-2）或发
送SIGTERM信号到该会话相关的子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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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阻止服务器欺骗阻止服务器欺骗

         服务器在运行时，它不可能让恶意用户取代正常的数据库服务器。然而，当服务器关闭
时，一个本地用户可以通过启动它们自己的服务器来欺骗正常的服务器。行骗的服务器可以读

取客户端发送的密码和查询语句， 但是不会返回任何数据，因为KINGBASE_DATA这个目录是安
全的（它有目录权限）。因为任何用户都可以启动一个数据库服务器，所以欺骗是可能发生

的；除非专门配置了一个客户端，否则它无法识别一个无效的服务器。

         一种阻止local连接欺骗的方法是使用一个Unix域套接字目录
（unix_socket_directories），该目录只对一个被信任的本地用户有写权限。 这可以防止恶意
用户在该目录中创建自己的套接字文件。如果你担心有些应用程序可能仍然引用/tmp下的套接
字文件并且因此容易受到欺骗，可在操作系统启动时创建一个符号链

接/tmp/.s.KINGBASE.5432指向一个被重定位的套接字文件。你也可能需要修改/tmp清除脚本
防止删除这个符号链接。

         local连接的另一个选项是对客户端使用requirepeer指定所需的连接到该套接字的服务
器进程的拥有者。

         要在TCP连接上防止欺骗，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使用SSL证书，并且确保客户检查服务器
的证书。 要做到这点，服务器必须配置为仅接受hostssl连接，并且有SSL密钥和证书文件。
TCP客户端连接必须使用sslmode=verify-ca或verify-full进行连接，并且安装有适当的根证
书文件）。

7. 加密选项加密选项

         KingbaseES提供了几个不同级别的加密， 并且在保护数据不会因为数据库服务器偷窃、
不道德的管理员、不安全网络等因素而泄漏方面提供很高的灵活性。加密也是保护一些诸如医

疗记录或财务交易等敏感数据所要求的。

口令存储加密

默认情况下，数据库用户的口令以MD5哈希的方式存储， 所以管理员无法判断赋予用户
的实际口令。如果MD5被加密用于客户端认证， 那么未加密的口令甚至都不可能临时出
现在服务器上，因为客户端在透过网络发送口令之前，就先用MD5加密过。

指定列加密

在数据被解密和在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传递时，解密数据和解密密钥将会在服务器端存

在短暂的一段时间。 这就给那些能完全访问数据库服务器的人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截获密
钥和数据的时间，例如系统管理员。

数据分区加密

存储加密可以在文件系统层面或者块层面上执行。Linux 文件系统加密选项包括eCrypt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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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加密可以在文件系统层面或者块层面上执行。Linux 文件系统加密选项包括eCryptfs
和EncFS，而FreeBSD使用PEFS。快层面或者全盘加密选项包括Linux上的dm-crypt +
LUKS以及FreeBSD 上的GEOM模块geli及gbde。很多其他操作系统也支持这个功能，
包括Windows。

这个机制避免了在整个计算机或者驱动器被盗的情况下， 未加密的数据被从驱动器中读
取。它无法防止在文件系统被挂载时的攻击，因为在挂载之后，操作系统提供数据的解

密视图。不过，要想挂载该文件系统，你需要有一些方法把加密密钥传递给操作系统，

并且有时候这个密钥就存储在挂载该磁盘的主机上的某处。

跨网络加密口令

MD5认证方法在将口令发送给服务器之前由客户端对它进行双重加密。第一次MD5加密
是基于用户名的， 然后在建立数据库连接时，用服务器发送的随机盐粒再次加密口令。
通过网络传递给服务器的就是这个双重加密的值。双重加密不仅可以防止口令被发现，

还可以防止稍后另一个连接使用同样的加密口令连接数据库。

跨网络加密数据

SSL连接加密所有跨网络发送的数据：口令、查询以及返回的数据。sys_hba.conf文件
允许管理员指定哪些主机可以使用非加密连接（host），以及哪些主机需要使用 SSL 加
密的连接（hostssl）。客户端还可以指定它们只通过 SSL 连接到服务器。还可以使用
Stunnel或SSH加密传输。

SSL 主机认证

客户端和主机都可以提供SSL证书给对方。这在两边都需要一些额外的配置， 但是这种
方式提供了比仅使用口令更强的身份验证。 它避免一个计算机伪装成服务器，这个时长
只要足够读取客户端发送的口令就行了。它还避免了 "中间人"攻击，在其中有一台计算
机处于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并伪装成服务器读取和传递两者之间的所有数据。

客户端加密

如果服务器所在机器的系统管理员是不可信的，那么客户端加密数据也是必要的。在这

种情况下，未加密的数据从来不会在数据库服务器上出现。数据在发送给服务器之前加

密，而数据库结果在能使用之前必须在客户端上解密。

8. 用用 SSL 进行安全的进行安全的 TCP/IP 连接连接

         KingbaseES有一个对使用SSL连接加密客户端/服务器通讯的本地支持，它可以增加安全
性。这个特性要求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安装OpenSSL并且在编译KingbaseES的时候打开这
个支持。

         当SSL支持被编译在KingbaseES中时，可以通过将kingbase.conf中的 ssl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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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on让KingbaseES服务器带着SSL支持被启动。 服务器在同一个 TCP 端口监听普通连接
和SSL连接，并且将与任何正在连接的客户端协商是否使用SSL。默认情况下，这是客户端的
选项，关于如何设置服务器来要求某些或者所有连接使用SSL请见KingbaseES V8R3《安全
指南》II.安全细则-“客户端认证”-1. sys_hba.conf文件。

         KingbaseES读取系统范围的OpenSSL配置文件。默认情况下，这个文件名
为openssl.cnf并且被放置在openssl version -d所报告的目录中。通过设置环境变
量OPENSSL_CONF指定你想要的配置文件名可以覆盖此默认配置。

         OpenSSL支持范围广泛的密码和认证算法。而在OpenSSL配置文件可以指定一个密码列
表， 你可以通过在kingbase.conf中修改ssl_ciphers来指定数据库服务器使用的专用密码。

注意注意: 使用NULL-SHA或NULL-MD5可以得到身份验证但没有加密开销。不过，中间人
能够读取和传递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此外，加密开销相比身份认证的开

销是最小的。因此，建议不使用 NULL 密码。

         要SSL模式中启动服务器，包含服务器证书和私钥的文件必须存在。默认情况下，这些
文件应该分别被命名为server.crt和server.key并且被放在服务器的数据目录中，但是可以通
过配置参数ssl_cert_file和ssl_key_file指定其他名称和位置。

         在 Unix 系统上，server.key上的权限必须不允许所有人或组的任何访问，通过命
令chmod 0600 server.key可以做到。或者，该文件可以由 root 所拥有并且具有组读访问（也
就是0640权限）。这种设置适用于由操作系统管理证书和密钥文件的安装。用于运
行KingbaseES服务器的用户应该被作为能够访问那些证书和密钥文件的组成员。

         如果私钥被一个密码保护着，服务器将提示要求这个密码，并且在它被输入前不会启
动。

         在有些情况下，服务器证书可能由一个"中间"证书颁发机构签名，而不是直接由客户端信
任的证书颁发机构直接签名。要使用这样的证书，请追加该签发权的证书到server.crt文件，
然后追加其父签发权的证书，以此类推一直到一个被客户端所信任的"根"或"中间"颁发机构，
即由一个位于客户端root.crt文件中的证书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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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使用客户端证书使用客户端证书

         要求客户端提供受信任的证书，把你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CA）的证书放置在数据目录
的文件root.crt中。并且修改kingbase.conf中的参数ssl_ca_file为root.crt，还要把认证选
项clientcert=1加入到sys_hba.conf文件中合适的hostssl行上。然后将在 SSL 连接启动时从
客户端请求该证书（一段对于如何在客户端设置证书的描述请见）。服务器将验证客户端的证

书是由受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之一签名。

         如果中间CA出现在root.crt中，该文件必须也包含到它们的根CA的证书链。如果参
数ssl_crl_file被设置，证书撤销列表（CRL）项也要被检查（显示 SSL 证书用法的图标
见http://h71000.www7.hp.com/doc/83final/ba554_90007/ch04s02.html）。

         clientcert认证选项适用于所有的认证方法，但仅适用于sys_hba.conf中用hostssl指定
的行。 当clientcert没有指定或设置为0时，如果配置了CA文件，服务器将仍然会根据它验
证任何提交的客户端证书 — 但是它将不会坚持要求出示一个客户端证书。

         请注意服务器的root.crt列出了顶级的CA，它们对客户端证书的签名被认为是可信的。
原则上不需要列出签名服务器证书的CA，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CA 对于客户端证书也
是可信的。

         如果设置客户端证书，可能希望用cert认证方法，这样证书控制用户认证以及提供连接
安全。详见KingbaseES V8R3《安全指南》II.安全细则-“客户端认证”-3. 认证方法（在使
用cert认证方法时，没有必要显式地指定clientcert=1）。

8.2. SSL 服务器文件用法服务器文件用法

         表 8-1总结了与服务器上SSL配置有关的文件（显示的文件名是默认的或者是经典名称。
本地配置的名称可能会不同）。

表表  8-1. SSL 服务器文件用法服务器文件用法

文件文件 内容内容 效果效果

ssl_cert_file
($KINGBASE_DATA/server.crt)服务器证书 发送给客户端来说明服务器的身份

ssl_key_file
($KINGBASE_DATA/server.key)服务器私钥

证明服务器证书是其所有者发送的，并不说
明证书所有者是值得信任的

ssl_ca_file
($KINGBASE_DATA/root.crt)

可信的证书颁发
机构

检查客户端证书是由一个可信的证书颁发机
构签名的

ssl_crl_file
($KINGBASE_DATA/root.crl)

被证书授权机构
撤销的证书

客户端证书不能出现在这个列表上

         文件server.key、server.crt、root.crt和root.crl（或者被配置的其他名字）只在服
务器启动期间被检查，所以要使对它们的修改生效，你必须重启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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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创建自签名的证书创建自签名的证书

         为服务器创建一个快速的自签名的证书，可使用下面的OpenSSL命令：

openssl req -new -text -out server.req

         填充那些openssl要求的信息。确保把本地主机名当做"Common Name"输入；挑战密码
可以留空。 该程序将生成一个用口令保护的密钥，它不会接受小于四字符的口令。要移去密
钥（如果你想自动启动服务器就必须这样），运行下面的命令：

openssl rsa -in privkey.pem -out server.key
rm privkey.pem

         输入旧口令解锁现有密钥。然后：

openssl req -x509 -in server.req -text -key server.key -out server.crt

         将一个证书变成自签名的证书并复制密钥和证书到服务器将要查找它们的地方。最后执
行：

chmod og-rwx server.key

         如果文件的权限比这个更自由，服务器将拒绝该文件。要了解更多关于如何创建你的服
务器私钥和证书的细节， 请参考OpenSSL文档。

         自签名的证书可以被用于测试，但由证书颁发机构（CA）（要么是全局CA中的一个或
者一个本地 CA）签名的证书应该被用在生产中，这样客户端可以验证服务器的身份。如果对
于组织来说所有的客户端都是本地的，建议使用本地CA。

9. 使用使用SSH隧道的安全隧道的安全TCP/IP连接连接

         可以使用SSH来加密客户端和KingbaseES服务器之间的网络连接。如果处理得当，这将
提供一个足够安全的网络连接，即使是对那些无SSL能力的客户端。

         首先确认在KingbaseES服务器的同一台机器上正确运行着一个SSH服务器，并且你可以
使用ssh作为某个用户登入。然后你可以从客户端机器采用下面这种形式的命令建立一个安全
的隧道：

ssh -L 63333:localhost:5432 joe@foo.com

         -L参数中的第一个数（63333）是隧道在你那一端的端口号，它可以是任意未用过的端口
（IANA把端口49152到65535保留为个人使用）。第二个数（5432）是隧道的远端：你的服
务器所使用的端口号。在端口号之间的名字或IP地址是你准备连接的数据库服务器的主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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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你是从哪个主机登入的，在这个例子中则由foo.com表示。为了使用这个隧道连接到数据库
服务器，你在本地机器上连接到端口 63333：

ksql -h localhost -p 63333 kingbase

         对于数据库服务器，在这个环境中它将把你看做是连接到localhost的主机foo.com上的
真实用户joe，并且它会使用被配置用于来自这个用户和主机的连接的认证过程。注意服务器
将不会认为连接是SSL加密的，因为事实上SSH服务器和KingbaseES服务器之间没有加密。
只要它们在同一台机器上，这就不会造成任何额外的安全风险。

         为了让隧道设置成功，你必须允许通过ssh作为joe@foo.com连接，就像你已经尝试使
用ssh来创建一个终端会话。

        应当设定好端口转发：

ssh -L 63333:foo.com:5432 joe@foo.com

         但是数据库服务器则将会看到连接从它的foo.com接口进来，它没有被默认设
置listen_addresses = 'localhost'所打开。这通常不是你想要的。

         如果必须通过某个登录主机"跳"到数据库服务器，一个可能的设置看起来像：

ssh -L 63333:db.foo.com:5432 joe@shell.foo.com

         注意这种从shell.foo.com到db.foo.com的连接的方法将不会被 SSH 隧道加密。当网络
被限制于各种方法时，SSH提供了相当多的配置可能性。详情请参考SSH的文档。

提示提示: 一些其他的应用可以提供安全隧道，它们使用和刚刚描述的SSH概念上相
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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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在Windows上注册上注册Event Log

         为操作系统注册一个Windows事件日志库：

regsvr32 kingbase_library_directory/kbevent.dll

         这会创建被事件查看器使用的注册表项，默认事件源命名为KingbaseES。

         指定一个不同的事件源名称（见event_source）。使用/n和/i选项：

regsvr32 /n /i:event_source_name kingbase_library_directory/kbevent.dll

         从操作系统反注册事件日志库，发出这个命令：

regsvr32 /u [/i:event_source_name] kingbase_library_directory/kbevent.dll

注意注意: 启用数据库服务器中的事件日志，在kingbase.conf中修
改log_destination来包括event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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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aseES服务器参数配置手册服务器参数配置手册

1. 设置参数设置参数

1.1. 参数名称和值参数名称和值

         所有参数名都是大小写不敏感的。每个参数都可以接受五种类型之一的值： 布尔、字符
串、整数、浮点数或枚举。类型决定了设置该参数的语法：

布尔布尔:值可以被写成 on, off, true, false, yes, no, 1, 0（都是大小写不敏感的）或者这些
值的任何无歧义前缀。

字符串字符串: 通常值被包括在单引号内，值内部的任何单引号都需要被双写。不过，如果值
是一个简单数字或者标识符，引号通常可以被省略。

数字（整数和浮点）数字（整数和浮点）:只对浮点参数允许一个小数点。不要使用千位分隔符。不要求引
号。

带单位的数字带单位的数字:一些数字参数具有隐含单位，因为它们描述内存或时间量。单位可能是
千字节、块（通常是 8KB）、 毫秒、秒或分钟。这些设置之一的一个未修饰的数字值将
使用该设置的默认单位，默认单位可以通过引用sys_settings.unit来找到。为了方便，
也可以显式地指定一个不同的单位，例如时间值可以是'120 ms'，并且它们将被转换到
参数的实际单位。要使用这个特性，注意值必须被写成一个字符串（带有引号）。单位

名称是大小写敏感的，并且在数字值和单位之间可以有空白。

可用的内存单位是kB（千字节）、MB（兆字节）和GB（吉字节）。内存单位的乘数
是 1024 而不是 1000。

可用的时间单位是ms（毫秒）、s（秒）、min（分钟）、 h（小时）和d（天）。

枚举枚举:枚举类型的参数以与字符串参数相同的方式指定，但被限制到一组有限的值。 这
样一个参数可用的值可以在sys_settings.enumvals中找到。枚举参数值是大小写无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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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通过配置文件设置参数通过配置文件设置参数

         设置这些参数最基本的方法是编辑kingbase.conf文件， kingbase.conf文件通常被保存
在数据目录中（当数据库集簇目录被初始化时，默认拷贝的kingbase.conf文件将会被安装在
那里）。一个kingbase.conf文件的例子为：

# This is a comment
log_connections = yes
log_destination = 'syslog'
search_path = '"$user", public'
shared_buffers = 128MB

         每一行指定一个参数。名称和值之间的等号是可选的。空白是无意义的（除了在一个引
号引用的参数值内）并且空行被忽略。井号（#）指示该行的剩余部分是一个注释。非简单标
识符或者数字的参数值必须用单引号包围。要在参数值里嵌入单引号， 要么写两个单引号
（首选）或者在引号前放反斜线。

         以这种方式设定的参数为集簇提供了默认值。除非这些设置被覆盖，活动会话看到的就
是这些设置。下面的小节描述了管理员或用户覆盖这些默认值的方法。

         主服务器进程每次收到SIGHUP信号（最简单的方法是从命令行运行sys_ctl reload或调
用 SQL 函数sys_reload_conf()来发送这个信号）后都会重新读取这个配置文件。主服务器进
程还会把这个信号传播给所有正在运行的服务器进程，这样现有的会话也能采用新值（要等待

它们完成当前正在执行的客户端命令之后才会发生）。另外，你可以直接向一个单一服务器进

程发送该信号。有些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在配置文件中对这些条目的修改将被忽

略，直到下次服务器重启。配置文件中的非法参数设置也会在SIGHUP处理过程中被忽略（但
是会记录日志）。

         除kingbase.conf之外，KingbaseES数据目录还包含一个文件kingbase.auto.conf，它
具有和kingbase.conf相同的格式但是不应该被手工编辑。这个文件保存了通过ALTER
SYSTEM命令提供的设置。每当kingbase.conf被读取时这个文件会被自动读取，并且它的设
置会以同样的方式生效。kingbase.auto.conf中的设置会覆盖kingbase.conf中的设置。

         如果SIGHUP信号没有产生预期效果，那么系统表sys_file_settings有助于对配置文件
的预测试更改，或者诊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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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通过通过SQL设置参数设置参数

         KingbaseES提供了三个SQL命令来建立配置默认值。已经提到过的ALTER SYSTEM命
令提供了一种改变全局默认值的从SQL可访问的方法；它在功效上等效于编
辑kingbase.conf。此外，还有两个命令可以针对每个数据库或者每个角色设置默认值：

ALTER DATABASE命令允许针对一个数据库覆盖其全局设置。

ALTER ROLE命令允许用用户指定的值来覆盖全局设置和数据库设置。

         只有当开始一个新的数据库会话时，用ALTER DATABASE和ALTER ROLE设置的值才会被应
用。它们会覆盖从配置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获得的值，并且作为该会话后续的默认值。注意某

些设置在服务器启动后不能被更改，并且因此不能被这些命令（或者下文列举的命令）设置。

         一旦一个客户端连接到数据库，KingbaseES会提供两个额外的SQL命令（以及等效的函
数）用以影响会话本地的配置设置：

SHOW命令允许察看所有参数的当前值。对应的函数是 current_setting(setting_name
text)。

SET命令允许修改对于一个会话可以本地设置的参数的当前值，它对其他会话没有影
响。对应的函数是 set_config(setting_name, new_value, is_local)。

         此外，系统视图sys_settings可以被用来查看和改变会话本地的值：

查询这个视图与使用SHOW ALL相似，但是可以提供更多细节。它也更加灵活，因为可
以为它指定过滤条件或者把它与其他关系进行连接。

在这个视图上使用UPDATE并且指定更新setting列，其效果等同于发出SET命令。例
如，下面的命令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TO DEFAULT;

等效于：

UPDATE sys_settings SET setting = reset_val WHERE name = 'configuration_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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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通过通过  Shell 设置参数设置参数

         除了在数据库或者角色层面上设置全局默认值或者进行覆盖，还可以通过shell工具把设
置传递给KingbaseES。服务器和libkci客户端库都能通过shell接受参数值。

在服务器启动期间，可以通过-c命令行参数把参数设置传递给kingbase命令。例如：

kingbase -c log_connections=yes -c log_destination='syslog'

这种方式提供的设置会覆盖通过kingbase.conf或者 ALTER SYSTEM提供的设置，因此除
了重启服务器之外无法从全局上改变它们。

通过shell或者其他方式，其他客户端和库可能提供它们自己的机制，以便允许用户在不
直接使用SQL命令的前提下修改会话设置。

1.5. 管理配置文件内容管理配置文件内容

         KingbaseES提供了一些特性用于把复杂的kingbase.conf文件分解成子文件。在管理多
个具有相关但不完全相同配置的服务器时，这些特性特别有用。

         除了单个参数设置，kingbase.conf文件可以包含包括指令，它指定要读入和处理的另一
个文件，就好像该文件被插入到配置文件的这个点。这个特性允许一个配置文件被划分成物理

上独立的部分。包括指令看起来像：

include 'filename'

         如果文件名不是一个绝对路径，它将作为包含引用配置文件的目录的相对位置。包括可
以被嵌套。

         也有一个include_if_exists指令，它的作用和include指令一样，不过当被引用的文件
不存在或者无法被读取时其行为不同。一个通常的include将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情况，
而include_if_exists仅仅记录一个消息并且继续处理引用配置文件。

         kingbase.conf文件也可以包含include_dir指令，它指定要被包含的配置文件的一整个
目录。它的用法类似：

 include_dir 'directory'
 

         非绝对目录名被当做包含引用配置文件的目录的相对路径。在该指定目录中，只有以后
缀名 .conf结尾的非目录文件才会被包括。以.字符开头的文件名也会被忽略，因为在某些平
台上它们是隐藏文件。一个包括目录中的多个文件被以文件名顺序处理（根据 C 区域规则排
序，即数字在字母之前并且大写字母在小写字母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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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文件或目录可以被用来在逻辑上分隔数据库配置的各个部分，而不是用一个很大
的kingbase.conf文件。考虑一个有两台数据库服务器的公司，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内存量。很
可能配置的元素都会被共享，例如用于日志的参数。但是两者关于内存的参数将会不同。并且

还可能会有服务器相关的自定义。一种管理这类情况的方法是将站点的自定义配置修改分成三

个文件。你可以把下面的内容加入到你的kingbase.conf文件末尾来包括它们：

 include 'shared.conf'
 include 'memory.conf'
 include 'server.conf'
 

         所有的系统将会有相同的shared.conf。每个有特定内存量的服务器可以共享相同
的memory.conf。可能对所有 8GB 内存的服务器有一个，而对那些 16GB 内存的服务器有另一
个。并且最后server.conf可以装有真正服务器相关的配置信息。

         另一中可能性是创建一个配置文件目录并把这个信息放到其中的文件里。例如，一
个conf.d目录可以在kingbase.conf的末尾被引用：

 include_dir 'conf.d'
 

         然后可以这样命名conf.d目录中的文件：

 00shared.conf
 01memory.conf
 02server.conf
 

         这种命名习惯建立了这些文件将被载入的清晰顺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服务器读取
配置文件时，对于一个特定的参数只有最后碰到的一个设置才会被使用。在这个例子

中，conf.d/02server.conf设置的东西将会覆盖在conf.d/01memory.conf中相同参数的值。

         还可以使用这种配置目录方法，在命名文件时更有描述性：

 00shared.conf
 01memory-8GB.conf
 02server-foo.conf
 

         这种形式的安排为每个配置文件变体给定了一个唯一的名称。当多个服务器把它们的配
置全部存储在一个位置（例如在一个版本控制仓库中）时，这可以帮助消除歧义（在版本控制

下存储数据库配置文件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好方法）。

2. 文件位置文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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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已经提到过的kingbase.conf文件之外，KingbaseES还使用另外两个手工编辑的配
置文件，它们控制客户端认证。默认情况下，所有三个配置文件都存放在数据库集簇的数据目

录中。 本节描述的参数允许配置文件放在别的地方（这么做可以简化管理，特别是如果配置
文件被独立放置，可以很容易保证它得到恰当的备份）。

data_directory (string)

指定用于数据存储的目录。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config_file (string)

指定主服务器配置文件（通常叫kingbase.conf）。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命令行上设
置。

hba_file (string)

指定基于主机认证配置文件（通常叫sys_hba.conf）。 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的时
候设置。

ident_file (string)

指定用于KingbaseES V8R3《安全指南》II.安全细则-“客户端认证”用户名称映射的配置
文件（通常叫sys_ident.conf）。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的时候设置。

external_pid_file (string)

指定可被服务器创建的用于管理程序的额外进程 ID（PID）文件。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
器启动的时候设置。

         在默认安装中不会显式设置以上参数。相反，命令行参数-D或者环境变
量KINGBASE_DATA指定数据目录，并且上述配置文件都能在数据目录中找到。

         如果想把配置文件放在别的地方而不是数据目录中，那么kingbase -D命令行选项或者环
境变量KINGBASE_DATA必须指向包含配置文件的目录，并且kingbase.conf中（或者命令行上）
的data_directory参数必须显示数据目录实际存放的地方。请注意，data_directory将覆盖-
D和KINGBASE_DATA指定的数据目录位置，但是不覆盖配置文件的位置。

        可使用选项config_file、hba_file和/或ident_file单独指定配置文件名称和位
置。config_file只能在kingbase命令行上指定，但是其他文件可以在主配置文件中设置。如
果所有三个参数外加data_directory被显式地设置，则不必指定-D或KINGBASE_DATA。

         在设置任何这些参数时，相对路径将被解释为相对于kingbase启动路径的路径。

3. 连接和认证连接和认证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509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3.1. 连接设置连接设置

listen_addresses (string)

指定服务器在哪些 TCP/IP 地址上监听客户端连接。值的形式是一个逗号分隔的主机名
和/或数字 IP 地址列表。特殊项*对应所有可用 IP 接口。项0.0.0.0允许监听所有 IPv4 地
址并且::允许监听所有 IPv6 地址。如果列表为空，服务器将根本不会监听任何 IP 接
口，在这种情况中只能使用 Unix 域套接字来连接它。默认值是*。虽然客户端认证（）
允许细粒度地控制谁能访问服务器，listen_addresses控制哪些接口接受连接尝试，这
能帮助在不安全网络接口上阻止重复的恶意连接请求。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

置。

port (integer)

服务器监听的 TCP 端口；默认是 54321 。请注意服务器会同一个端口号监听所有的 IP
地址。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max_connections (integer)

决定数据库的最大并发连接数。默认值通常是 100 个连接，但是如果内核设置不支持
（initdb时决定），可能会比这个数少。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当运行一个后备服务器时，必须设置这个参数等于或大于主服务器上的参数。否则，后

备服务器上可能无法允许查询。

superuser_reserved_connections (integer)

决定为KingbaseES超级用户连接而保留的连接"槽"数。 同时活跃的并发连接最
多max_connections个。任何时候，活跃的并发连接数最多为max_connections减去
superuser_reserved_connections，新连接就只能由超级用户发起了，并且不会有新的
复制连接被接受。

默认值是 3 。这个值必须小于max_connections的值。 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
置。

unix_socket_directories (string)

指定服务器用于监听来自客户端应用的连接的 Unix 域套接字目录。通过列出用逗号分隔
的多个目录可以建立多个套接字。项之间的空白被忽略，如果你需要在名字中包括空白

或逗号，在目录名周围放上双引号。一个空值指定在任何 Unix 域套接字上都不监听，在
这种情况中只能使用 TCP/IP 套接字来连接到服务器。默认值通常是/tmp，但是在编译
时可以被改变。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除了套接字文件本身（名为.s.KINGBASE.nnnn，其中nnnn是服务器的端口号），一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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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s.KINGBASE.nnnn.lock的普通文件会在每一个unix_socket_directories目录中被创
建。任何一个都不应该被手工移除。

Windows下没有 Unix 域套接字，因此这个参数与 Windows 无关。

unix_socket_group (string)

设置 Unix 域套接字的所属组（套接字的所属用户总是启动服务器的用户）。可以与选
项unix_socket_permissions一起用于对 Unix域连接进行访问控制。默认是一个空字符
串，表示服务器用户的默认组。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Windows 下没有 Unix 域套接字，因此这个参数与 Windows 无关。

unix_socket_permissions (integer)

设置 Unix 域套接字的访问权限。Unix 域套接字使用普通的 Unix 文件系统权限集。这个
参数值应该是数字的形式，也就是系统调用chmod和umask接受的 形式（如果使用自定义
的八进制格式，数字必须以一个0（零）开头）。

默认的权限是0777，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连接。合理的候选是0770（只有用户和同组的
人可以访问， 又见unix_socket_group）和0700（只有用户自己可以访问）（请注意，
对于 Unix 域套接字，只有写权限有麻烦，因此没有对读取和执行权限的设置和收回）。

这个访问控制机制与KingbaseES V8R3《安全指南》II.安全细则-“客户端认证”中的用户
认证没有关系。

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这个参数与完全忽略套接字权限的系统无关，尤其是自版本10以上的Solaris。在那些系
统上，可以通过把unix_socket_directories指向一个把搜索权限限制给指定用户的目录
来实现相似的效果。因为 Windows 下没有 Unix 域套接字，因此这个参数也与 Windows
无关。

bonjour (boolean)

通过Bonjour广告服务器的存在。默认值是关闭。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bonjour_name (string)

指定Bonjour服务名称。空字符串''（默认值）表示使用计算机名。如果编译时没有打
开Bonjour支持那么将忽略这个参数。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tcp_keepalives_idle (integer)

指定不活动多少秒之后通过 TCP 向客户端发送一个 keepalive 消息。 0 值表示使用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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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这个参数只有在支持TCP_KEEPIDLE或TCP_KEEPALIVE符号的系统或 Windows 上才可
以使用。在其他系统上，它必须为零。在通过 Unix 域套接字连接的会话中，这个参数被
忽略并且总是读作零。

注意注意: 在 Windows 上，值若为 0，系统会将该参数设置为 2 小时，因为 Windows
不支持读取系统默认值。

tcp_keepalives_interval (integer)

指定在多少秒之后重发一个还没有被客户端告知已收到的 TCP keepalive 消息。0 值表
示使用系统默认值。这个参数只有在支持TCP_KEEPINTVL符号的系统或 Windows 上才可
以使用。在其他系统上，必须为零。在通过 Unix域套接字连接的会话中，这个参数被忽
略并总被读作零。

注意注意: 在 Windows 上，值若为 0，系统会将该参数设置为 1 秒，因为 Windows 不
支持读取系统默认值。

tcp_keepalives_count (integer)

指定与客户端的服务器连接被认为死掉之前允许丢失的 TCP keepalive 数量。0 值表示
使用系统默认值。这个参数只有在支持TCP_KEEPCNT符号的系统上才可以使用。在其他系
统上，必须为零。在通过 Unix 域套接字连接的会话中，这个参数被忽略并总被读作零。

注意注意: Windows 不支持该参数，且必须为零。

3.2. 安全和认证安全和认证

authentication_timeout (integer)

完成客户端认证的最长时间，以秒计。如果一个客户端没有在这段时间里完成 认证协
议，服务器将关闭连接。这样就避免了出问题的客户端无限制地占有一个连接。默认值

是 1分钟（1m）。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kingbase.conf文件中设置。

ssl (boolean)

启用SSL连接。请在使用这个参数之前阅读KingbaseES V8R3《管理员手册》IV. 服务
器管理-“KingbaseES服务器管理指南”-8. 用SSL进行安全的TCP/IP连接。默认是off。
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SSL通信只能和 TCP/IP 连接一起使用。

ssl_ca_fil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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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包含 SSL 服务器证书颁发机构（CA）的文件名。默认值为空，表示不载入 CA 文
件，并且不执行客户端证书验证（在之前的 KingbaseES 发布中，这个文件的名字被硬
编码成root.crt）。相对路径是相对于数据目录。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ssl_cert_file (string)

指定包含 SSL 服务器证书的文件名。默认值是server.crt。相对路径是相对于数据目录
的。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ssl_crl_file (string)

指定包含 SSL 服务器证书撤销列表（CRL）的文件名。默认值为空，意味着不载入
CRL 文件（在之前的 KingbaseES 发布中，这个文件的名称被硬编码为root.crl）。相
对路径是相对于数据目录。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ssl_key_file (string)

指定包含 SSL 服务器私钥的文件名。默认值为server.key。 相对路径是相对于数据目
录。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ssl_ciphers (string)

指定一个SSL密码列表，用于安全连接。这个设置的语法和所支持的值列表可以参
见OpenSSL包中的ciphers手册页。默认值是HIGH:MEDIUM:+3DES:!aNULL。它通常是合理
的，除非你有特别的安全性需求。

默认值的解释：

HIGH

使用来自HIGH组的密码的密码组（例如 AES, Camellia, 3DES）

MEDIUM

使用来自MEDIUM组的密码的密码组（例如 RC4, SEED）

+3DES

OpenSSL 对HIGH的默认排序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认为 3DES 比AES128 更高。这
是错误的，因为 3DES 提供的安全性比 AES128 低，并且它也更加慢。+3DES把它
重新排序在所有其他HIGH和MEDIUM密码之后。

!aNULL

禁用不做认证的匿名密码组。这类密码组容易收到中间人攻击，因此不应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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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密码组细节可能会随着 OpenSSL 版本变化。可使用命令openssl ciphers -v
'HIGH:MEDIUM:+3DES:!aNULL'来查看当前安装的OpenSSL版本的实际细节。注意这个列
表是根据服务器密钥类型在运行时过滤过的。

ssl_prefer_server_ciphers (bool)

指定是否使用服务器的 SSL 密码首选项，而不是用客户端的。默认为真。

老的KingbaseES版本没有这个设置并且总是使用客户端的首选项。这个设置主要用于与
那些版本的向后兼容性。使用服务器的首选项通常会更好，因为服务器更可能会被合适

地配置。

ssl_ecdh_curve (string)

指定用在ECDH密钥交换中的曲线名称。它需要被所有连接的客户端支持。它不需要与
服务器椭圆曲线密钥使用的曲线相同。默认值是prime256v1。

OpenSSL 命名了最常见的曲线： prime256v1 (NIST P-256)、 secp384r1 (NIST P-384)、
secp521r1 (NIST P-521)。

openssl ecparam -list_curves命令可以显示可用曲线的完整列表。不过并不是所有的
都在TLS中可用。

password_encryption(string)

当在CREATE USER或ALTER ROLE语句指定了一个密码时，这个参数会决定加密密码
所使用的算法。默认值是md5，它将密码存储为MD5加密的哈希值。将该参数设置
为sha-256将使用SCRAM-SHA-256加密的方式加密密码。

请注意，较老的客户端可能缺少对SCRAM认证机制的支持， 因此不适用于使用
SCRAM-SHA-256加密的密码。详见KingbaseES V8R3《安全指南》II.安全细则-“客户
端认证”-“口令认证”。

krb_server_keyfile (string)

设置 Kerberos 服务器密钥文件的位置。详见KingbaseES V8R3《安全指南》II.安全细
则-“客户端认证”。这个参数只能在 kingbase.conf文件中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进行设置。

krb_caseins_users (boolean)

设置 Kerberos 和 GSSAPI 用户名是否应区分大小写。默认是off（区分大小写）。这个
参数只能在 kingbase.conf文件中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进行设置。

db_user_namespace (boolean)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514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允许针对每个数据库的用户名。默认是关闭的。这个参数只能在 kingbase.conf文件中
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进行设置。

如果打开这个参数，你应该以username@dbname的方式创建用户。 当一个username被连
接着的客户端传递时，@和数据库名被增加到用户名中并且那个数据库相关的用户名会被
服务器查找。注意，当在 SQL 环境里创建包含@的用户名时， 你需要用引号包围用户
名。

打开这个参数之后，还是能够创建普通的全局用户。只要在客户端指定用户名时附加一

个@，例如joe@。 在服务器查找这个用户名之前，这个@会被剥除。

db_user_namespace导致客户端和服务器的用户名表示变得不同。 认证检查总是使用服
务器用户名来完成，因此认证方法必须为服务器的用户名配置，而不是客户端的用户

名。因为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上md5都使用用户名作为盐粒，md5不能
和db_user_namespace一起使用。

注意注意: 这个特性只是一种临时方法，直到找到一个完全的解决方案。那个时候，
这个选项将被删除。

4. 资源消耗资源消耗

4.1. 内存内存

shared_buffers (integer)

设置数据库服务器将使用的共享内存缓冲区量。默认通常是 128 兆字节（128MB），但
是如果你的内核设置不支持（在initdb时决定），那么可以会更少。这个设置必须至少为
128 千字节（BLCKSZ的非默认值将改变最小值）。不过为了更好的性能，通常会使用明
显高于最小值的设置。

如果有一个专用的 1GB 或更多内存的数据库服务器，一个合理的shared_buffers开始值
是系统内存的 25%。即使很大的shared_buffers有效，也会造成一些工作负载，但因
为KingbaseES同样依赖操作系统的高速缓冲区，将shared_buffers设置为超过40%的
RAM不太可能比一个小点值工作得更好。为了能把对写大量新的或改变的数据的处理分
布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shared_buffers更大的设置通常要求对max_wal_size也做相
应增加。

如果系统内存小于 1GB，一个较小的 RAM 百分数是合适的，这样可以为操作系统留下
足够的空间。 同时，在 Windows 上，shared_buffers设置得较大也不一定有效。你会
发现保持相对低的设置并且更多使用操作系统高速缓存会得到更好的结果。Windows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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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shared_buffers值通常是从 64MB 到 512 MB。

huge_pages (enum)

启用/禁用巨型内存页面的使用。可用的值是 try（默认）、on、 和off。

当前，只有 Linux 上支持这个特性。在其他系统上这个参数被设置为 try时，它会被忽
略。

巨型页面的使用会导致更小的页面表以及花费在内存管理上的 CPU 时间更少，从而提
高性能。详见KingbaseES V8R3《管理员手册》IV. 服务器管理-“KingbaseES服务器管
理指南”-4. 管理内核资源。

当huge_pages被设置为try时，服务器将尝试使用巨型页面，如果失败则会转回去使用正
常的分配。如果设置为on，使用巨型页面失败会阻止服务器启动。如果设置为off，则不
会使用巨型页面。

temp_buffers (integer)

设置每个数据库会话使用的临时缓冲区的最大数目。这些都是会话的本地缓冲区，只用

于访问临时表。默认是 8 兆字节（8MB）。这个设置可以在独立的会话内部被改变，但是
只有在会话第一次使用临时表之前才能改变； 在会话中随后企图改变该值是无效的。

一个会话将按照temp_buffers给出的限制根据需要分配临时缓冲区。如果在一个并不需
要大量临时缓冲区的会话里设置一个大的数值， 其开销只是一个缓冲区描述符，或者
说temp_buffers每增加一则增加大概 64 字节。不过，如果一个缓冲区被实际使用，那
么它就会额外消耗 8192 字节（或者BLCKSZ字节）。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 (integer)

设置可以同时处于"prepared"状态的事务的最大数目（见PREPARE
TRANSACTION）。把这个参数设置 为零（这是默认设置）将禁用预备事务特性。这个
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如果你不打算使用预备事务，可以把这个参数设置为零来防止意外创建预备事务。如果

你正在使用预备事务，你将希望把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至少设置
为max_connections一样大，因此每一个会话可以有一个预备事务待处理。

当运行一个后备服务器时，这个参数必须至少与主服务器上的一样大。否则，后备服务

器上将不会执行查询。

work_mem (integer)

指定在写到临时磁盘文件之前被内部排序操作和哈希表使用的内存量。该值默认为四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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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在写到临时磁盘文件之前被内部排序操作和哈希表使用的内存量。该值默认为四兆

字节（4MB）。注意对于一个复杂查询， 可能会并行运行好几个排序或者哈希操作；每
个操作都会被允许使用这个参数指定的内存量，然后才会开始写数据到临时文件。同

样，几个正在运行的会话可能并发进行这样的操作。因此被使用的总内存可能

是work_mem值的好几倍，在选择这个值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ORDER BY、DISTINCT和归
并连接都要用到排序操作。哈希连接、基于哈希的聚集以及基于哈希的IN子查询处理中
都要用到哈希表。

maintenance_work_mem (integer)

指定在维护性操作（例如VACUUM、CREATE INDEX和ALTER TABLE ADD FOREIGN KEY）中使
用的 最大的内存量。其默认值是 64 兆字节（64MB）。因为在一个数据库会话中，一个
时刻只有一个这样的操作可以被执行，并且一个数据库安装通常不会有太多这样的操作

并发执行， 把这个数值设置得比work_mem大很多是安全的。 更大的设置可以改进清理和
恢复数据库转储的性能。

注意当自动清理运行时，可能会分配最高达这个内存的 autovacuum_max_workers倍，
因此要小心不要把该默认值设置得太高。通过独立地设置autovacuum_work_mem可能会
对控制这种情况有所帮助。

replacement_sort_tuples (integer)

当要被排序的元组数比这个数字小时，排序将会使用替换选择而不是快速排序来产生其

第一个输出。在内存受限的环境中这可能会有用，这种环境中被输入到大型排序操作中

的元组具有很强的物理逻辑关联。注意，这不包括具有逆逆相关的输入元组。替换选择算

法可能会产生一次不需要合并的长时间运行，其中使用默认策略会导致很多次运行并且

必须被合并来产生最终的有序输出。这可以允许排序操作更快完成。

默认是 150,000 个元组。注意，更高的值通常不会更有效，并且可能产生反效果，因为
优先队列对于可用的 CPU 高速缓存的尺寸很敏感，然而默认策略会使用一种高速缓存
透明算法运行。这种性质允许默认的排序策略自动且透明地利用可用的 CPU 高速缓
存。

把maintenance_work_mem设置为其默认值通常会阻止工具命令外部排序（例如CREATE
INDEX用来构建 B-树索引的排序）使用替换选择排序，除非外部元组非常宽。

autovacuum_work_mem (integer)

指定每个自动清理工作者进程能使用的最大内存量。其默认值为 -1，表示转而使用
maintenance_work_mem的值。当运行在其他上下文环境中时，这个设置对VACUUM的行
为没有影响。

max_stack_depth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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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服务器的执行堆栈的最大安全深度。这个参数的理想设置是由内核强制的实际栈尺

寸限制（ulimit -s所设置的或者本地等价物），减去大约一兆字节的安全边缘。需要这
个安全边缘是因为在服务器中并非所有例程都检查栈深度，只是在关键的可能递规的例

程（例如表达式计算）中才进行检查。默认设置是两兆字节（2MB），这个值相对比较小
并且不可能导致崩溃。但是，这个值可能太小了，以至于无法执行复杂的函数。只有超

级用户可以修改这个设置。

把max_stack_depth参数设置得高于实际的内核限制将意味着一个失控的递归函数可能会
导致一个独立的后端进程崩溃。 在KingbaseES能够检测内核限制的平台上， 服务器将
不允许把这个参数设置为一个不安全的值。不过，并非所有平台都能提供该信息，所以

我们还是建议你在选择值时要小心。

dynamic_shared_memory_type (enum)

指定服务器应该使用的动态共享内存实现。可能的值是posix（用于使用 shm_open分配
的 POSIX 共享内存）、sysv（用于通过shmget分配的 System V 共享内存）、
windows（用于 Windows 共享内存）、mmap（使用存储在数据目录中的内存映射文件模
拟共享内存）以及none（禁用这个特性）。并非所有平台上都支持所有值，平台上第一
个支持的选项就是其默认值。在任何平台上mmap选项都不是默认值，通常不鼓励使用
它，因为操作系统会反复地把修改过的页面写回到磁盘上，从而增加了系统的I/O负载。
不过当sys_dynshmem目录被存储在一个 RAM 盘时或者没有其他共享内存功能可用时，
它还是有用的。

4.2. 磁盘磁盘

temp_file_limit (integer)

指定一个会话能用于临时文件（如排序和哈希临时文件，或者用于保持游标的存储文

件）的最大磁盘空间量。一个试图超过这个限制的事务将被取消。这个值以千字节计，

并且-1（默认值）意味着没有限制。只有超级用户能够修改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约束着一个给定KingbaseES会话在任何瞬间所使用的所有临时文件的总空间。
应该注意的是，与在查询执行中在幕后使用的临时文件相反，显式临时表所用的磁盘空

间不被这个设置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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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内核资源使用内核资源使用

max_files_per_process (integer)

设置每个服务器子进程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大文件数目。默认是 1000 个文件。如果内核
强制一个安全的针对每个进程的限制，那么你不用操心这个设置。但是在一些平台上

（特别是大多数 BSD 系统），如果很多进程都尝试打开很多文件，内核将允许独立进
程打开比个系统真正可以支持的数目大得多得文件数。如果你发现自己看到了"Too
many open files"这样的失败，可尝试减小这个设置。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
置。

4.4. 基于代价的清理延迟基于代价的清理延迟

         在VACUUM和ANALYZE命令的执行过程中，系统维持着一个内部计数器来跟踪各种被执
行的I/O操作的估算开销。当累计的代价达到一个限制（由vacuum_cost_limit指定），执行这
些操作的进程将按照vacuum_cost_delay所指定的休眠一小段时间。然后它将重置计数器并继
续执行。

         这个特性的出发点是允许管理员降低这些命令对并发的数据库活动产生的I/O影响。在很
多情况下，VACUUM和ANALYZE等维护命令能否快速完成并不重要，而非常重要的是这些命令不
会对系统执行其他数据库操作的能力产生显著的影响。基于代价的清理延迟提供了一种方式让

管理员能够保证这一点。

         对于手动发出的VACUUM命令，该特性默认被禁用。要启用它，只要
把vacuum_cost_delay变量设为一个非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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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m_cost_delay (integer)

进程超过代价限制后将休眠的时间长度，以毫秒计。其默认值为0，这将禁用基于代价的
清理延迟特性。正值将启用基于代价的清理。注意在很多系统上，实际的休眠延迟单位

是10毫秒，将vacuum_cost_delay设置成不为10的倍数的值和将它设置为比该值大的10
的倍数的效果相同。

在使用基于代价的清理时，vacuum_cost_delay的合适值通常很小，也许是10或20毫
秒。调整清理时资源消耗最好的方法是调整其他清理代价参数。

vacuum_cost_page_hit (integer)

清理一个在共享缓存中找到的缓冲区的估计代价。它表示锁住缓冲池、查找共享哈希表

和扫描页内容的代价。默认值为1。

vacuum_cost_page_miss (integer)

清理一个必须从磁盘上读取的缓冲区的代价。它表示锁住缓冲池、查找共享哈希表、从

磁盘读取需要的块以及扫描其内容的代价。默认值为10。

vacuum_cost_page_dirty (integer)

当清理修改一个之前干净的块时需要花费的估计代价。它表示再次把脏块刷出到磁盘所

需要的额外I/O。默认值为20。

vacuum_cost_limit (integer)

将导致清理进程休眠的累计代价。默认值为200。

注意注意: 有些操作会保持关键性的锁，这样可以尽快完成。基于代价的清理延迟在这
类操作期间不会发生。因此有可能代价会累计至大大超过指定的限制。为了防止

在这种情况下的无意义的长时间延迟，实际延迟的计算方式是vacuum_cost_delay
* accumulated_balance / vacuum_cost_limit，且最大值是vacuum_cost_delay *
4。

4.5. 后台写入器后台写入器

         有一个独立的服务器进程，叫做后台写入器，它的功能就是发出写"脏"（新的或修改过
的）共享缓冲区的命令。它写出共享缓冲区，这样让处理用户查询的服务器进程很少或者永不

等待写动作的发生。不过，后台写入器确实会增加 I/O 的总负荷，因为虽然在每个检查点间隔
中一个重复弄脏的页面可能只会写出一次，但在同一个间隔中后台写入器可能会把它写出好几

次。在这一小节讨论的参数可以被用于调节本地需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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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writer_delay (integer)

指定后台写入器活动轮次之间的延迟。在每个轮次中，写入器都会为一定数量的脏缓冲

区发出写操作（可以用下面的参数控制）。然后它就休眠 bgwriter_delay毫秒， 然后重
复动作。默认值是 200 毫秒（200ms）。注意在许多系统上，休眠延迟的有效解析度是
10 毫秒；因此，为bgwriter_delay设置一个不是10的倍数的值与把它设置为下一个更高
的 10 的倍数是一样的效果。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kingbase.conf文件
中设置。

bgwriter_lru_maxpages (integer)

在每个轮次中，不超过这么多个缓冲区将被后台写入器写出。把这个参数设置为零可禁

用后台写出（注意被一个独立、专用辅助进程管理的检查点不受影响）。默认值是 100
个缓冲区。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bgwriter_lru_multiplier (floating point)

每一轮次要写的脏缓冲区的数目基于最近几个轮次中服务器进程需要的新缓冲区的数

目。 最近所需的平均值乘以bgwriter_lru_multiplier可以估算下一轮次中将会需要的
缓冲区数目。脏缓冲区将被写出直到有很多干净可重用的缓冲区（然而，每一轮次中写

出的缓冲区数不超过bgwriter_lru_maxpages）。 因此，设置为 1.0 表示一种"刚刚好
的"策略，这种策略会写出正好符合预测值的数目的缓冲区。 更大大的值可以为需求高
峰提供某种缓冲，而更小的值则需要服务进程来处理一些写出操作。默认值是 2.0。这
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bgwriter_flush_after (integer)

不管何时 bgwriter 写入了超过bgwriter_flush_after字节，尝试强制 OS 把这些写发送
到底层存储上。这样做将限制内核页缓存中脏数据的量，降低了在检查点末尾发出一个

fsync 时或者 OS 在后台大批量写回数据时卡住的可能性。那常常会导致大幅度压缩的事
务延迟，但是也有一些情况（特别是负载超过shared_buffers但小于 OS 页面高速缓存）
的性能会降低。这种设置可能会在某些平台上没有效果。合法的范围在0（禁用受控写
回）和2MB之间。Linux 上的默认值是512kB，其他平台上是0（非默认的BLCKSZ值会改变
默认值和最大值）。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较小的bgwriter_lru_maxpages和bgwriter_lru_multiplier可以降低由后台写入器造成
的额外 I/O 开销。但更可能的是，服务器进程将必须自己发出写入操作，这会延迟交互式查
询。

4.6. 异步行为异步行为

effective_io_concurrency (integer)

设置KingbaseES可以同时被执行的并发磁盘I/O操作的数量。调高这个值，可以增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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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KingbaseES可以同时被执行的并发磁盘I/O操作的数量。调高这个值，可以增加任
何单个KingbaseES会话试图并行发起的I/O操作的数目。 允许的范围是1到1000，0 表
示禁用异步I/O请求。当前这个设置仅影响位图堆扫描。

对于磁盘驱动器，这个设置的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是组成一个被用于该数据库的RAID 0条
带或RAID 1镜像的独立驱动器数量（对RAID 5而言，校验驱动器不计入）。但是， 如果
数据库经常忙于在并发会话中发出的多个查询，较低的值可能足以使磁盘阵列繁忙。比

保持磁盘繁忙所需的值更高的值只会造成额外的CPU开销。SSD以及其他基于内存的存
储常常能处理很多并发请求，因此它们的最佳值可能是数百。

异步 I/O 依赖于一个有效的posix_fadvise函数（一些操作系统可能没有）。 如果不存在
这个函数，将这个参数设置为除0之外的任何东西将导致错误。在一些操作系统上（如
Solaris）虽然提供了这个函数，但它不会做任何事情。

支持的系统上缺省为1，否则为0。对于一个特定表空间中的表，可以通过设定该表空间
的同名参数（见ALTER TABLESPACE）可以覆盖这个值。

max_worker_processes (integer)

设置系统能够支持的后台进程的最大数量。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默认值

为 8。

在运行一个后备服务器时，你必须把这个参数设置为等于或者高于主控服务器上的值。

否则，后备服务器上可能不会允许查询。

max_parallel_workers_per_gather (integer)

设置单个Gather节点能够开始的工作者的最大数量。并行工作者会
从max_worker_processes建立的进程池中取得。注意所要求的工作者数量在运行时可能
实际无法被满足。如果这种事情发生，该计划将会以比预期更少的工作者运行，这可能

会不太高效。把这个值设置为 0（默认值）将会禁用并行查询执行。

注意并行查询可能消耗比非并行查询更多的资源，因为每一个工作者进程是一个完全独

立的进程，它对系统产生的影响大致和一个额外的用户会话相同。在为这个设置选择值

时，以及配置其他控制资源利用的设置（例如work_mem）时，应该把这个因素考虑在
内。work_mem之类的资源限制会被独立地应用于每一个工作者，这意味着所有进程的总
资源利用可能会比单个进程时高得多。例如，一个使用 4 个工作者的并行查询使用的
CPU 时间、内存、I/O带宽可能是不使用工作者时的 5 倍之多。

backend_flush_after (integer)

只要一个后端写入了超过backend_flush_after字节，就会尝试强制 OS 把这些写发送到
底层存储。这样做将会限制内核页高速缓存中的脏数据数量，降低在检查点末尾发出

fsync 时或者 OS 在后台大批写回数据时卡住的可能性。这常常会导致极大降低的事务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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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中（特别是负载超过shared_buffers但低于 OS 的页面高速缓存
时），性能可能会下降。这个设置可能在某些平台上没有效果。合法的范围位于0禁用受
控写回）和2MB之间。默认是0（即没有刷写控制）。 （BLCKSZ的非默认值会更改最大
值）。

old_snapshot_threshold (integer)

设置在使用快照时，一个快照可以被使用而没有发生snapshot too old错误风险的最小
时间。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如果超过该阈值，旧数据将被清理掉。这可以有助于阻止长时间使用的快照造成的快照

膨胀。为了阻止由于本来对该快照可见的数据被清理导致的不正确结果，当快照比这个

阈值更旧并且该快照被用来读取一个该快照建立以来被修改过的页面时，将会产生一个

错误。

值为-1会禁用这个特性，并且这个值是默认值。对于生产工作有用的值可能从几个小时
到几天。该设置将被转换成分钟粒度，并且小数字（例如0或者1min）被允许只是因为它
们有时对于测试有用。虽然允许高达60d的设置，但是请注意很多负载情况下，很短的时
间帧里就可能发生极大的膨胀或者事务 ID 回卷。

当这个特性被启用时，关系末尾的被清出的空间不能被释放给操作系统，因为那可能会

移除用于检测snapshot too old情况所需的信息。所有分配给关系的空间还将与该关系
关联在一起便于重用，除非它们被显式地释放（例如，用VACUUM FULL）。

这个设置不会尝试保证在任何特殊情况下都会生成错误。事实上，如果（例如）可以从

一个已经物化了一个结果集的游标中生成正确的结果，即便被引用表中的底层行已经被

清理掉也不会生成错误。某些表不能被过早地安全清除，并且因此将不受这个设置的影

响。例子包括系统目录以及任何具有哈希索引的表。对于这些表，这个设置将不能降低

膨胀，也不能降低在扫描时产生snapshot too old错误的可能性。

5. 预写式日志预写式日志

5.1. 设置设置

wal_level (enum)

wal_level决定多少信息写入到 WAL 中。默认值是minimal， 只写入从崩溃或立即关机
恢复所需要的信息。archive添加 WAL 归档所需要的日志。 hot_standby则进一步增加
在一个后备服务器上运行只读查询所需的信息。最后，logical会增加支持解析物理日志
所需的信息。每个层次包括所有更低层次记录的信息。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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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inimal级别中，某些批量操作的 WAL 日志可以被安全地跳过，这可以使那些操作更
快（见KingbaseES V8R3《性能优化指南》II. 数据库性能-“性能提示”）。这种优化可以
应用的操作包括：

CREATE TABLE AS
CREATE INDEX
CLUSTER
COPY到在同一个事务中被创建或截断的表中

但最少的 WAL 不会包括足够的信息来从基础备份和 WAL 日志中重建数据，因此，要启
用 WAL 归档（archive_mode）和物理同步，必须使用archive或更高级别。

在hot_standby级别，日志记录的信息和archive相同，外加从 WAL 重建运行事务状态
所需的信息。为了在一个后备服务器上启用只读查询，主服务器上的wal_level必须设置
为hot_standby或更高级别， 并且后备服务器上必须启用hot_standby。这是因为使
用hot_standby和archive级别在性能方面存在微小的差异，因此如果任何生产影响很显
著，那么欢迎反馈。

在logical层，与hot_standby相同的信息会被记录，外加上允许从 WAL 抽取逻辑修改
集所需的信息。使用级别logical将增加 WAL 容量，特别是如果为了REPLICA IDENTITY
FULL配置了很多表并且执行了很多UPDATE和DELETE语句时。

fsync (boolean)

如果打开这个参数，KingbaseES服务器将尝试确保更新被物理地写入到磁盘，做法是发
出fsync()系统调用或者使用多种等价的方法（见wal_sync_method）。这保证了数据库
集簇在一次操作系统或者硬件崩溃后能恢复到一个一致的状态。

虽然关闭fsync常常可以得到性能上的收益，但当发生断电或系统崩溃时可能造成不可恢
复的数据损坏。因此，只有在能很容易地从外部数据中重建整个数据库时才建议关

闭fsync。

能安全关闭fsync的环境的例子包括从一个备份文件中初始加载一个新数据库集簇、使用
一个数据库集簇来在数据库被删掉并重建之后处理一批数据，或者一个被经常重建但却

不用于失效备份的只读数据库克隆。单独的高质量硬件不足以成为关闭fsync的理由。

当把fsync从关闭改成打开时，为了可靠的恢复，需要强制在内核中的所有被修改的缓冲
区进入持久化存储。这可以在多个时机来完成：在集簇被关闭时或在 fsync 因为运
行initdb --sync-only而打开时、运行sync时、卸载文件系统时或者重启服务器时。

在很多情况下，为不重要的事务关闭synchronous_commit可以提供很多关闭fsync的潜
在性能收益，并不会有的同时， 关闭fsync可以提供很多潜在的性能优势，而不会有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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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数据损坏风险。

fsync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如果你关闭这个参数，请
也考虑关闭full_page_writes。

synchronous_commit (enum)

指定在命令返回"success"指示给客户端之前，一个事务是否需要等待 WAL 记录被写入
磁盘。合法的值是on、remote_write、local和off。默认的并且安全的设置是on。当设
置为off时，在向客户端报告成功和真正保证事务不会被服务器崩溃威胁之间会有延迟
（最大的延迟是wal_writer_delay的三倍）。不同于fsync，将这个参数设置为off不会产
生数据库不一致性的风险：一个操作系统或数据库崩溃可能会造成一些最近据说已提交

的事务丢失，但数据库状态是一致的，就像这些事务已经被干净地中止。因此，当性能

比完全确保事务的持久性更重要时，关闭synchronous_commit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代替
手段。

如果synchronous_standby_names被设置，这个参数也控制事务提交是否将等待事务的
WAL 记录被复制到后备服务器上。当这个参数被设置为on时，直到来自于当前同步的后
备服务器的一个回复指示该后备服务器已经收到了事务的提交记录并将其刷入了磁盘，

主服务器上的事务才会提交。这保证事务将不会被丢失，除非主服务器和后备服务器都

遭受到了数据库存储损坏的问题。当这个参数被设置为remote_write时，提交将等待，
直到来自当前同步的后备服务器的一个回复指示该服务器已经收到了该事务的提交记录

并且已经把该记录写出到后备服务器的操作系统，但是该数据并不一定到达了后备服务

器上的稳定存储。这种设置足以保证数据在后备服务器的KingbaseES实例崩溃时得以保
存，但是不能保证后备服务器遭受操作系统级别崩溃时数据能被保持。

当使用同步复制时，它将对等待本地刷写磁盘和 WAL 记录复制很敏感，或者对允许事
务异步提交很敏感。不过，设置local可以用于希望等待本地刷写磁盘但不等待同步复制
的事务。如果没有设置synchronous_standby_names，设置on、remote_write和local都
提供了同样的同步级别：事务提交只等待本地刷写磁盘。

这个参数可以随时被修改；任何一个事务的行为由其提交时生效的设置决定。因此，可

以同步提交一些事务，同时异步提交其他事务。例如，当默认是相反时，实现一个单一

多语句事务的异步提交，在事务中发出SET LOCAL synchronous_commit TO OFF。

wal_sync_method (enum)

用来向强制 WAL 更新到磁盘的方法。如果fsync是关闭的，那么这个设置就不相关，因
为 WAL 文件更新将根本不会被强制。可能的值是：

open_datasync（用open()选项O_DSYNC写 WA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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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tasync（在每次提交时调用fdatasync()）

fsync（在每次提交时调用fsync()）

fsync_writethrough（在每次提交时调用fsync()，强制任何磁盘写高速缓存的直
通写）

open_sync（用open()选项O_SYNC写 WAL 文件）

open_* 选项也可以使用O_DIRECT（如果可用）。不是在所有平台上都能使用所有这些选
择。默认值是列表中第一个被平台支持的那个， 不过fdatasync是 Linux 中的默认值。默
认值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有可能需要修改这个设置或系统配置的其他方面来创建一个崩

溃-安全的配置，或达到最佳性能。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
令行上设置。

full_page_writes (boolean)

当这个参数为打开时，KingbaseES服务器在一个检查点之后的页面的第一次修改期间将
每个页面的全部内容写到 WAL 中。这么做是因为在操作系统崩溃期间正在处理的一次
页写入可能只有部分完成，从而导致在一个磁盘页面中混合有新旧数据。在崩溃后的恢

复期间，通常存储在 WAL 中的行级改变数据不足以完全恢复这样一个页面。存储完整
的页面映像可以保证页面被正确存储，但代价是增加了必须被写入 WAL 的数据量（因
为 WAL 重放总是从一个检查点开始，所以在检查点后每个页面的第一次改变时这样做
就够了。因此，一种减小全页面写开销的方法是增加检查点间隔参数值）。

把这个参数关闭会加快正常操作，但是在系统失败后可能导致不可恢复的数据损坏，或

者静默的数据损坏。其风险类似于关闭fsync， 但是风险较小。并且只有在可关
闭fsync的情况下才应该关闭它。

关闭这个选项并不影响用于时间点恢复（PITR）的 WAL 归档使用。

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是on。

wal_log_hints (boolean)

当这个参数为on时，KingbaseES服务器一个检查点之后页面被第一次修改期间把该磁盘
页面的整个内容都写入 WAL，即使对所谓的提示位做非关键修改也会这样做。

如果启用了数据校验和，提示位更新总是会被 WAL 记录并且这个设置会被忽略。你可
以使用这个设置测试如果你的数据库启用了数据校验和，会有多少额外的 WAL 记录发
生。

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默认值是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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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_compression (boolean)

当这个参数为on， full_page_writes为on，或者基础备份中， KingbaseES服务器压缩完
整页面图片到WAL中。在WAL回放中解压压缩的页面图片。缺省值为off。只有超级用
户可以修改这个设置。

开启这个参数可以减少WAL量而不增加不可恢复数据丢失的风险，但是增加了WAL日志
压缩以及WAL回放解压过程中一些额外CPU成本开销。

wal_buffers (integer)

用于还未写入磁盘的 WAL 数据的共享内存量。默认值 -1 选择等于shared_buffers的
1/32 的尺寸（大约3%），但是不小于64kB也不大于 WAL 段的尺寸（通常为）。如果自
动的选择太大或太小可以手工设置该值，但是任何小于32kB的正值都将被当作32kB。这
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在每次事务提交时，WAL 缓冲区的内容被写出到磁盘，因此极大的值不可能提供显著的
收益。不过，把这个值设置为几个兆字节可以在一个繁忙的服务器（其中很多客户端会

在同一时间提交）上提高写性能。由默认设置 -1 选择的自动调节将在大部分情况下得到
合理的结果。

wal_writer_delay (integer)

指定 WAL 写入器的活动轮次之间的延迟。在每个轮次中写入器会将 WAL 刷到磁盘。之
后，休眠wal_writer_delay毫秒，然后重复。默认值是 200 毫秒（200ms）。需要注意
的是，在许多系统上，有效的休眠延迟解析度是 10 毫秒；将wal_writer_delay设置为
不是 10 的倍数将得到把它设置为下一个 10 的倍数同样的效果。这个参数只能
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wal_writer_flush_after (integer)

指定 WAL 写入器刷写 WAL 的频繁程度。假如上一次刷写发生在少
于wal_writer_delay毫秒以前并且从上一次刷写发生以来产生了少
于wal_writer_flush_after字节的 WAL，WAL 将只被写入到 OS 而不是被刷到磁盘。
如果wal_writer_flush_after被设置为0，则每次 WAL 写入器写完 WAL 之后 WAL 就会
被刷写。默认是1MB。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commit_delay (integer)

在一次 WAL 刷写被发起之前，commit_delay增加一个时间延迟，以微妙计。如果系统
负载足够高，使得在一个给定间隔内有额外的事务准备好提交，那么通过允许更多事务

通过一个单次 WAL 刷写来提交能够提高组提交的吞吐量。但是，它也把每次 WAL 刷写
的潜伏期增加到了最多commit_delay微秒。因为如果没有其他事务准备好提交，就会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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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一次延迟，只有在当一次刷写将要被发起时有至少commit_siblings个其他活动事务
时，才会执行一次延迟。另外，如果fsync被禁用，则将不会执行任何延迟。默认
的commit_delay是零（无延迟）。只有超级用户才能修改这个设置。

在KingbaseESV8发布之前，commit_delay的行为不同并且效果更差：它只影响提交，
而不是所有 WAL 刷写，并且即使在 WAL 刷写马上就要完成时也会等待一整个配置的延
迟。从KingbaseESV8中开始，第一个准备好刷写的进程会等待配置的间隔，而后续的
进程只等到领先者完成刷写操作。

commit_siblings (integer)

在执行commit_delay延迟时，要求的并发活动事务的最小数目。大一些的值会导致在延
迟间隔期间更可能有至少另外一个事务准备好提交。默认值是五个事务。

5.2. 检查点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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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point_timeout (integer)

自动 WAL 检查点之间的最长时间，以秒计。有效值在30秒和1天之间。默认是 5 分钟
（5min）。增加这个参数的值会增加崩溃恢复所需的时间。这个参数只能
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checkpoint_completion_target (floating point)

指定检查点完成的目标，作为检查点之间总时间的一部分。默认是 0.5。这个参数只能
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checkpoint_flush_after (integer)

在执行检查点时，只要有checkpoint_flush_after字节被写入，就尝试强制 OS 把这些
写发送到底层存储。这样做将会限制内核页面高速缓存中的脏数据数量，降低在检查点

末尾发出 fsync 或者 OS 在后台大批量写回数据时被卡住的可能性。那常常会导致大幅
度压缩的事务延迟，但是也有一些情况（特别是负载超过shared_buffers但小于 OS 页面
高速缓存）的性能会降低。这种设置可能会在某些平台上没有效果。合法的范围在0（禁
用受控写回）和2MB之间。Linux 上的默认值是256kB，其他平台上是0（非默认
的BLCKSZ值会改变默认值和最大值）。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者服务器
命令行上设置。

checkpoint_warning (integer)

如果由于填充检查点段文件导致的检查点之间的间隔低于这个参数表示的秒数，那么就

向服务器日志写一个消息（它建议增加max_wal_size的值）。默认值是 30 秒（30s）。
零则关闭警告。如果checkpoint_timeout低于checkpoint_warning，则不会有警告产
生。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max_wal_size (integer)

在自动WAL检查点使得WAL增长到最大尺寸。这是软限制；特殊情况下WAL大小可以超
过 max_wal_size，如重负载下，错误archive_command，或者较大wal_keep_segments的
设置。缺省是1GB。增加这个参数会延长崩溃恢复所需要的时间。这个参数只能
在kingbase.conf文件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min_wal_size (integer)

只要WAL磁盘使用率低于这个设置，旧的WAL文件总数被回收，以供将来检查点使用。
而不是删除。这可以用来确保预留足够的WAL空间处理WAL使用中的峰值，比如当运行
大批量工作时。缺省是80MB。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上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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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归档归档

archive_mode (enum)

当启用archive_mode时，可以通过设置archive_dest路径将完成的WAL段发送到归档存
储。除了off，要禁用两种模式on和always。在正常操作过程中，两种模式没有区别，但
是当设置为always时，归档恢复或者待机模式中激活WAL归档。在always模式中，从归
档中恢复所有文件或者再次归档使用物理同步传输的文件。

archive_mode和archive_dest是独立的变量，这样可以在不影响归档模式的前提下修
改archive_dest。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当wal_level被设置
为minimal时，archive_mode不能被启用。

archive_dest (string)

路径被存放执行来归档一个完成的 WAL 文件段。

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除非服务器启动时启用
了archive_mode，否则它会被忽略。如果archive_mode被启用时，archive_dest是一个
空字符串（默认），WAL 归档会被临时禁用，但服务器仍会继续累计 WAL 段文件，期
待着一个命令被提供。

archive_timeout (integer)

archive_dest仅在已完成的 WAL 段上调用归档至目录。因此，如果你的服务器只产生很
少的 WAL 流量（或产生流量的周期很长），那么在事务完成和它被安全地记录到归档
存储之间将有一个很长的延迟。为了限制未归档数据存在的时间，你可以设

置archive_timeout来强制服务器来周期性地切换到一个新的 WAL 段文件。当这个参数
被设置为大于零时，只要从上次段文件切换后过了参数所设置的那么多秒并且已经有过

任何数据库活动（包括一个单一检查点），服务器将切换到一个新的段文件（增

加checkpoint_timeout将减少在一个空闲系统中不必要的检查点）。注意，由于强制切
换而提早关闭的被归档文件仍然与完整的归档文件长度相同。因此，使用非常短

的archive_timeout是不明智的 — 它将占用巨大的归档存储。一分钟左右
的archive_timeout设置通常比较合理。如果你希望数据能被更快地从主服务器上复制下
来，你应该考虑使用物理同步而不是归档。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
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6. 复制复制

         这些设置控制内建物理同步特性的行为。服务器将可以是主控服务器或后备服务器。主
控机能发送数据，而后备机总是被复制数据的接收者。当使用级联复制时，后备服务器也可以

是发送者，同时也是接收者。这些参数主要用于发送服务器和后备服务器，尽管某些只在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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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上有意义。如果有必要，设置可以在集群中变化而不出问题。

6.1. 发送服务器发送服务器

         这些参数可以在任何发送复制数据给一个或多个后备服务器的服务器上设置。主控机总
是一个发送服务器，因此这些参数总是要在主控机上设置。这些参数的角色和含义不会在一个

后备机变成主控机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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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_wal_senders (integer)

指定来自后备服务器或流式基础备份客户端的并发连接的最大数量（即同时运行 WAL
发送进程的最大数）。默认值是零，它意味着禁用复制。WAL 发送进程被计算在连接总
数内，因此该参数不能被设置为高于max_connections的值。突然的流客户端断开连接可
能导致一个孤立连接槽（知道达到超时），因此这个参数应该设置得略高于最大客户端

连接数，这样断开连接的客户端可以立刻重新连接。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被设

置。wal_level必须设置为archive或更高级别以允许来自后备服务器的连接。

max_replication_slots (integer)

指定服务器可以支持的复制槽最大数量。默认值为零。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

置。要允许使用复制槽，wal_level必须被设置为archive或更高。把它的值设置为低于
现有复制槽的数量会阻止服务器启动。

wal_keep_segments (integer)

指定在后备服务器需要为物理同步获取日志段文件的情况下，sys_xlog目录下所能保留
的过去日志文件段的最小数目。每个段通常是 16 兆字节。如果一个连接到发送服务器
的后备服务器落后了超过wal_keep_segments个段，发送服务器可以移除一个后备机仍然
需要的 WAL 段，在这种情况下复制连接将被中断。最终结果是下行连接也将最终失败
（不过，如果在使用 WAL 归档，后备服务器可以通过从归档获取段来恢复）。

只设置sys_xlog中保留的文件段的最小数目；系统可能需要为 WAL 归档或从一个检查
点恢复保留更多段。如果wal_keep_segments为零（默认值），更多的空间来存放WAL
归档或从一个检查点恢复。如果wal_keep_segments是零（缺省），系统不会为后备目
的保留任何多余的段，因此后备服务器可用的旧 WAL 段的数量是一个上个检查点位置
和 WAL 归档状态的函数。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
置。

wal_sender_timeout (integer)

中断那些停止活动超过指定毫秒数的复制连接。这对发送服务器检测一个后备机崩溃或

网络中断有用。零值将禁用该超时机制。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
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是 60 秒。

track_commit_timestamp (bool)

记录事务提交时间。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缺省
值是off。

6.2. 主服务器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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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参数可以在发送复制数据给一个或多个后备服务器的主控/主要服务器上设置。注意
除了这些参数之外，在主控服务器上必须设置合适的wal_level，并且也启用可选的 WAL 归档
（见第 5.3 节）。这些参数值与后备服务器无关，尽管你可能希望为了准备好一个后备机转变
成主控机来设置这些参数。

synchronous_standby_names (string)

这个参数指定一个支持同步复制的后备服务器的列表。可能会有一个或者多个活动的同

步后备服务器，在这些后备服务器确认收到它们的数据之后，等待提交的事务将被允许

继续下去。同步后备服务器是那些名字出现在这个列表前面，并且当前已连接并且正在

实时流传输数据（如 sys_stat_replication视图中streaming的状态所示）的服务器。
这个列表中后面的其他那些后备服务器表示潜在的同步后备服务器。如果任何当前的同

步后备服务器由于某种原因断开连接，它将立刻被下一个最高优先级的后备服务器所替

代。指定多于一个后备服务器名称可以实现很高的可用性。

这个参数使用下面的语法之一来指定后备服务器列表：

num_sync ( standby_name [, ...] )
standby_name [, ...]

其中num_sync是事务需要等待其回复的同步后备服务器的数量，standby_name是一个后

备服务器的名称。例如，设置3 (s1, s2, s3, s4)会让事务提交等待，直到它们的 WAL
记录被后备服务器s1、s2、 s3和s4中选出的三个较高优先级后备服务器接收到。

KingbaseES V8R3版本之前使用过第二种语法，目前也仍然支持。它和第一种语法相
同，但是num_sync等于 1。例如，1 (s1, s2)和s1, s2具有相同的含义： s1或者s2会被
选中作为同步后备服务器。

用于此目的的一个后备服务器的名称是后备服务器的application_name设置，正如在后
备机的 WAL 接收进程的primary_conninfo中所设置的。现在没有机制可以强制唯一
性。在重名的情况下，匹配的后备机之一将被选中为同步后备机，但是究竟是哪一个被

选中是无法判断的。特殊项*可匹配任意application_name，包括walreceiver的默认应
用名称。

注意注意: 每一个standby_name都应该具有合法 SQL 标识符的形式，除非它是*。如果
必要你可以使用双引号。但是注意在比较 standby_name和后备机应用程序名称时
是大小写不敏感的（不管有没有双引号）。

如果这里没有指定同步后备机名称，那么同步复制不能被启用并且事务提交将不会等待

复制。这是默认的配置。即便当同步复制被启用时，个体事务也可以被配置为不等待复

制，做法是将synchronous_commit参数设置为local或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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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vacuum_defer_cleanup_age (integer)

指定VACUUM和HOT更新在清除死亡行版本之前，应该推迟多久（以事务数量计）。默认
值是零个事务，表示死亡行版本将被尽可能快地清除，即当它们不再对任何打开的事务

可见时尽快清除。在一个支持热后备服务器的主服务器上，你可能希望把这个参数设置

为一个非零值。这允许后备机上的查询有更多时间来完成而不会由于先前的行清除产生

冲突。但是，由于该值是用在主服务器上发生的写事务的数目衡量的，很难预测对后备

机查询可用的附加时间到底是多少。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
令行上设置。

也可以考虑设置后备服务器上的hot_standby_feedback作为使用这个参数的一种替代方
案。

这无法阻止已经达到old_snapshot_threshold所指定年龄的死亡行被清除。

6.3. 后备服务器后备服务器

         这些设置空值接收复制数据的一个后备服务器的行为。它们的值与主服务器无关。

hot_standby (boolean)

指定在恢复期间，是否能够连接并运行查询。默认值是off。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
时设置，只在归档恢复期间或后备机模式下才有效。

max_standby_archive_delay (integer)

当热后备机处于活动状态时，这个参数决定取消那些与即将应用的 WAL 项冲突的后备
机查询之前，后备服务器应该等待多久。当 WAL 数据被从 WAL 归档（并且因此不是当
前的 WAL）时，max_standby_archive_delay可以应用。默认值是 30 秒。如果没有指
定，衡量单位是毫秒。值 -1 允许后备机一直等到冲突查询结束。这个参数只能
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注意，max_standby_archive_delay与取消之前一个查询能够运行的最长时间不同；它表
示应用任何一个 WAL 段数据能够被允许的最长总时间。因此，如果一个查询早于 WAL
段导致了显著的延迟，后续冲突查询将只有更少的时间。

max_standby_streaming_delay (integer)

当热后备机处于活动状态时，这个参数决定取消那些与即将应用的 WAL 项冲突的后备
机查询之前，后备服务器应该等待多久。当 WAL 数据正在通过物理同步被接收
时，max_standby_streaming_delay可以应用。默认值是 30 秒。如果没有指定，衡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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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毫秒。值 -1 允许后备机一直等到冲突查询结束。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
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注意，max_standby_streaming_delay与取消之前一个查询能够运行的最长时间不同；它
表示在从主服务器接收到 WAL 数据并立刻应用它能够被允许的最长总时间。因此，如
果一个查询导致了显著的延迟，后续冲突查询将只有更少的时间，直到后备服务器再次

赶上进度。

wal_receiver_status_interval (integer)

指定在后备机上的 WAL 接收者进程向主服务器或上游后备机发送有关复制进度的信息
的最小频度，它可以使用sys_stat_replication视图看到。后备机将报告它已经写入的
上一个事务日志位置、它已经刷到磁盘的上一个位置以及它已经应用的最后一个位置。

这个参数的值是报告之间的最大间隔，以秒计。每次写入或刷出位置改变时会发送状态

更新，或者至少按这个参数的指定的频度发送。因此，应用位置可能比真实位置略微滞

后。将这个参数设置为零将完全禁用状态更新。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
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是 10 秒。

hot_standby_feedback (boolean)

指定一个热后备机是否将会向主服务器或上游后备机发送有关于后备机上当前正被执行

的查询的反馈。这个参数可以被用来排除由于记录清除导致的查询取消，但是可能导致

在主服务器上用于某些负载的数据库膨胀。反馈消息的发送频度不会高于每

个wal_receiver_status_interval周期发送一次。默认值是off。这个参数只能
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如果使用级联复制，反馈将被向上游传递直到它最后到达主服务器。后备机在接收到反

馈之后除了传递给上游不会做任何其他操作。

这个设置不会覆盖主服务器上的old_snapshot_threshold的行为，后备服务器上一个超
过了主服务器年龄阈值的快照可能会变得不可用，导致后备服务器上事务的取消。这是

因为old_snapshot_threshold是为了对死亡行能够存在的时间给出一个绝对限制，不然
就会因为一个后备服务器的配置而被违背。

wal_receiver_timeout (integer)

中止处于非活动状态超过指定毫秒数的复制链接。这对于正在接收的后备服务器检测主

服务器崩溃或网络断开有用。值零会禁用超时机制。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
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是 60 秒。

wal_retrieve_retry_interval (integer)

指定等待服务器应等待多长时间时，当重试检索WAL数据之前来自任何源（物理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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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sys_xlog或者WAL归档）的WAL数据不可用。此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
服务器命令行设置。缺省值是5秒。如果没有指定，单位是毫秒。

此参数有助于配置恢复节点控制等待新的WAL数据可用的时间数。例如，在归档恢复
中，通过减少此参数的值检测一个新的WAL日志文件中使得恢复更加敏感，这种做法是
有可能的。在一个低WAL活动系统中，增加它减少了必要的访问WAL归档的需求量，一
些有用例子在云环境中访问基础设施的时间量要考虑在内。

7. 控制文件控制文件

7.1. 控制文件多路备份控制文件多路备份

control_file_copy (string)

路径和文件用来制作一个或多个sys_control的副本。control_file_copy是一个空字符串
（默认）。更多信息请见KingbaseES V8R3《高可用指南》I. 快速入门手册-“控制文
件”。

最多设置两个副本，副本之间用";"分隔。

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启动参数上设置。如果修改
了control_file_copy的值，服务器必须重启才能生效。

8. 查询规划查询规划

8.1. 规划器方法配制规划器方法配制

         这些配置参数影响查询优化器选择查询计划的暴力方法。如果优化器为一个特定查询选
择的默认计划不是最优的，一种临时临时解决方案是使用这些配置参数之一来强制优化器选择一

个不同的计划。提高优化器选择的计划质量的更好的方式包括调整规划器的代价常数（见第

8.2 节）、手工运行ANALYZE、增加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配置参数的值以及使用ALTER
TABLE SET STATISTICS增加为特定列收集的统计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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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_bitmapsca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位图扫描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nable_hashagg (boolean)

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使用哈希聚集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nable_hashjoi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哈希连接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nable_indexsca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索引扫描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nable_indexonlysca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只用索引扫描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nable_material (boolean)

允许或者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物化。它不可能完全禁用物化，但是关闭这个变量将阻止

规划器插入物化节点，除非为了保证正确性。默认值是on。

enable_mergejoi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归并连接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nable_nestloop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嵌套循环连接计划。它不可能完全禁止嵌套循环连接，但是

关闭这个变量将使得规划器尽可能优先使用其他方法。默认值是on。

enable_seqsca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顺序扫描计划类型。它不可能完全禁止顺序扫描，但是关闭

这个变量将使得规划器尽可能优先使用其他方法。默认值是on。

enable_sort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显式排序步骤。它不可能完全禁止显式排序，但是关闭这个

变量将使得规划器尽可能优先使用其他方法。默认值是on。

enable_tidscan (boolean)

允许或禁止查询规划器使用TID扫描计划类型。默认值是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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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规划器代价常量规划器代价常量

         这一节中描述的代价变量可以按照任意尺度衡量。我们只关心它们的相对值，将它们以
相同的因子缩放不会影响规划器的选择。默认情况下，这些代价变量是基于顺序页面获取的代

价的，即seq_page_cost被设置为1.0并且其他代价变量都参考它来设置。不过你可以使用你喜
欢的不同尺度，例如在一个特定机器上的真实执行时间。

注意注意: 不幸的是，没有一种良定义的方法来决定代价变量的理想值。它们最好被作
为一个特定安装将接收到的查询的平均值来对待。这意味着基于少量的实验来改

变它们是有风险的。

seq_page_cost (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对一系列顺序磁盘页面获取中的一次的代价估计。默认值是 1.0。通过把表
和索引放在一个特殊的表空间（要设置该表空间的同名参数）中可以覆盖这个值

（见ALTER TABLESPACE）。

random_page_cost (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对一次非顺序获取磁盘页面的代价估计。默认值是 4.0。通过把表和索引放
在一个特殊的表空间（要设置该表空间的同名参数）中可以覆盖这个值（见ALTER
TABLESPACE）。

减少这个值（相对于seq_page_cost）将导致系统更倾向于索引扫描；提高它将让索引扫
描看起来相对更昂贵。你可以一起提高或降低两个值来改变磁盘 I/O 代价相对于 CPU 代
价的重要性，后者由下列参数描述。

对磁盘存储的随机访问通常比顺序访问要贵不止四倍。但是，由于对磁盘的大部分随机

访问（例如被索引的读取）都被假定在高速缓冲中进行，所以使用了一个较低的默认值

（4.0）。默认值可以被想成把随机访问建模为比顺序访问慢 40 倍，而期望 90% 的随机
读取会被缓存。

如果你相信 90% 的缓冲率对你的负载是一个不正确的假设，你可以增加
random_page_cost 来更好的反映随机存储读取的真正代价。相应地，如果你的数据可
以完全放在高速缓存中（例如当数据库小于服务器总内存时），降低

random_page_cost 可能是合适的。为具有很低的随机读取代价的存储（例如固态驱动
器）采用较低的 random_page_cost 值可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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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提示: 尽管系统可以是你把random_page_cost设置得小于seq_page_cost，但是实
际上没有意义。不过，如果数据库被整个缓存在 RAM 中，将它们设置为相等是有
意义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中不按顺序访问页面是没有惩罚值的。同样，在一个高

度缓存化的数据库中，你应该相对于 CPU 参数降低这两个值，因为获取一个已经
在 RAM 中的页面的代价要远小于通常情况下的代价。

cpu_tuple_cost (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对一次查询中处理每一行的代价估计。默认值是 0.01。

cpu_index_tuple_cost (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对一次索引扫描中处理每一个索引项的代价估计。默认值是 0.005。

cpu_operator_cost (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对于一次查询中处理每个操作符或函数的代价估计。默认值是 0.0025。

parallel_setup_cost (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对启动并行工作者进程的代价估计。默认是 1000。

parallel_tuple_cost (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对于从一个并行工作者进程传递一个元组给另一个进程的代价估计。默认是

0.1。

min_parallel_relation_size (integer)

设置要考虑用于并行扫描的关系的最小尺寸。默认是 8 兆字节（8MB）。

effective_cache_size (integer)

设置规划器对一个单一查询可用的有效磁盘缓冲区尺寸的假设。这个参数会被考虑在使

用一个索引的代价估计中，更高的数值会使得索引扫描更可能被使用，更低的数值会使

得顺序扫描更可能被使用。在设置这个参数时，你还应该考虑KingbaseES的共享缓冲区
以及将被用于KingbaseES数据文件的内核磁盘缓冲区。另外，还要考虑预计在不同表上
的并发查询数目，因为它们必须共享可用的空间。这个参数对KingbaseES分配的共享内
存尺寸没有影响，它也不会保留内核磁盘缓冲，它只用于估计的目的。系统也不会假设

在查询之间数据会保留在磁盘缓冲中。默认值是 4吉字节（4GB）。

8.3. 遗传查询优化遗传查询优化

         遗传查询规划器（GEQO）是一种使用启发式搜索来进行查询规划的算法。它可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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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复杂查询（连接很多表的查询）的规划时间，但是代价是它产生的计划有时候要差于使用

穷举搜索算法找到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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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qo (boolean)

允许或禁止遗传查询优化。默认是启用。在生产环境中通常最好不要关闭

它。geqo_threshold变量提供了对 GEQO 更细粒度的空值。

geqo_threshold (integer)

只有当涉及的FROM项数量至少有这么多个的时候，才使用遗传查询优化（注意一个FULL
OUTER JOIN只被计为一个FROM项）。默认值是 12。对于更简单的查询，通常会使用普通
的穷举搜索规划器，但是对于有很多表的查询穷举搜索会花很长时间，通常比执行一个

次优的计划带来的惩罚值还要长。因此，在查询尺寸上的一个阈值是管理 GEQO 使用的
一种方便的方法。

geqo_effort (integer)

控制 GEQO 中规划时间和查询计划质量之间的折中。这个变量必须是位于 1 到 10 之间
的一个整数。默认值是 5。更大的值会增加花在查询规划上的时间，但是同时也增加了
选择一个高效查询计划的可能性。

geqo_effort实际并不直接做任何事情；它只是被用来计算其他影响 GEQO 行为的变量
（如下所述）的默认值。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手工设置其他参数。

geqo_pool_size (integer)

控制 GEQO 使用的池尺寸，它就是遗传种群中的个体数目。它必须至少为 2，且有用的
值通常在 100 到 1000 之间。如果它被设置为零（默认设置）则会基于geqo_effort和查
询中表的数量选择一个合适的值。

geqo_generations (integer)

控制 GEQO 使用的代数，也是算法的迭代次数。它必须至少为 1，并且有用值的范围和
池尺寸相同。如果它被设置为零（默认设置）则会基于geqo_pool_size选择一个合适的
值。

geqo_selection_bias (floating point)

控制 GEQO 使用的选择偏好。选择偏好是种群中的选择压力。值可以是 1.5 到 2.0 之
间，后者是默认值。

geqo_seed (floating point)

控制 GEQO 使用的随机数生成器的初始值，随机数生成器用于在连接顺序搜索空间中选
择随机路径。该值可以从 0 （默认值）到 1。变化该值会改变被探索的连接路径集合，
并且可能导致找到一个更好或更差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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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其他规划器选项其他规划器选项

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 (integer)

为没有通过ALTER TABLE SET STATISTICS设置列相关目标的表列设置默认统计目标。更
大的值增加了需要做ANALYZE的时间，但是可能会改善规划器的估计质量。默认值是
100。有关KingbaseES查询规划器使用的统计信息的更多内容， 请参考KingbaseES
V8R3《性能优化指南》II. 数据库性能-“性能提示”-2. 规划器使用的统计信息。

constraint_exclusion (enum)

constraint_exclusion的允许值是on（对所有表检查约束）、off（从不检查约束）
和partition（只对继承的子表和UNION ALL子查询检查约束）。partition是默认设置。
它通常被用于继承和分区表来提高性能。

当对一个特定表允许这个参数，规划器比较查询条件和表的CHECK约束，并且忽略那些条
件违反约束的表扫描。例如：

CREATE TABLE parent(key integer, ...);
CREATE TABLE child1000(check (key between 1000 and 1999)) 
INHERITS(parent);
CREATE TABLE child2000(check (key between 2000 and 2999)) 
INHERITS(parent);
...
SELECT * FROM parent WHERE key = 2400;

在启用约束排除时，这个SELECT将完全不会扫描child1000，从而提高性能。

目前，约束排除只在用来实现表分区的情况中被默认启用。为所有表启用它会增加额外

的规划开销，特别是在简单查询上并且不会产生任何好处。如果没有分区表时，最好是

完全关闭它。

更多关于使用约束排除和分区的信息请参阅《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
础-“数据定义”-10. 分区。

cursor_tuple_fraction (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对将被检索的一个游标的行的比例的估计。默认值是 0.1。更小的值使得规
划器偏向为游标使用"快速开始"计划，它将很快地检索前几行但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来
获取所有行。更大的值强调总的估计时间。最大设置为1.0，游标将和普通查询完全一样
地被规划，只考虑总估计时间而不考虑前几行被返回的时间。

from_collapse_limit (integer)

如果生成的FROM列表不超过这么多项，规划器将把子查询融合到上层查询。较小的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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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规划时间，但是可能 会生成较差的查询计划。默认值是 8。详见KingbaseES
V8R3《性能优化指南》II. 数据库性能-“性能提示”-3. 用显式JOIN子句控制规划器。

将这个值设置为geqo_threshold或更大，可能触发使用 GEQO 规划器，从而产生非最优
计划。见第 8.3 节。

join_collapse_limit (integer)

如果得出的列表中不超过这么多项，那么规划器将把显式JOIN（除了FULL JOIN）结构重
写到 FROM项列表中。较小的值可减少规划时间，但是可能会生成差些的查询计划。

默认情况下，这个变量被设置成和from_collapse_limit相同， 这样适合大多数使用。
把它设置为 1 可避免任何显式JOIN的重排序。因此查询中指定的显式连接顺序就是关系
被连接的实际顺序。因为查询规划器并不是总能 选取最优的连接顺序，高级用户可以选
择暂时把这个变量设置为 1，然后显式地指定他们想要的连接顺序。更多信息请
见KingbaseES V8R3《性能优化指南》II. 数据库性能-“性能提示”-3. 用显式JOIN子句控
制规划器。

将这个值设置为geqo_threshold或更大，可能触发使用 GEQO 规划器，从而产生非最优
计划。见第 8.3 节。

force_parallel_mode (enum)

允许为测试目的使用并行查询，即便是并不期望在性能上得到效

益。force_parallel_mode的允许值是off（只在期望改进性能时才使用并行模
式）、on（只要查询被认为是安全的，就强制使用并行查询）以及regress（和on相似，
但是有如下文所解释的额外行为改变）。

更具体地说，把这个值设置为on会在任何一个对于并行查询安全的查询计划顶端增加一
个Gather节点，这样查询会在一个并行工作者中运行。即便当一个并行工作者不可用或
者不能被使用时，诸如开始一个子事务等在并行查询环境中会被禁止的操作将会被禁

止，除非规划器相信这样做会导致查询失败。当这个选项被设置时如果出现失败或者意

料之外的结果，查询使用的某些函数可能需要被标记为PARALLEL UNSAFE（或者可能
是PARALLEL RESTRICTED）。

把这个值设置为regress具有设置成on所有相同的效果，外加一些有助于自动回归测试的
额外的效果。一般来说，来自于一个并行工作者的消息会包括一个上下文行指出这一

点，但是设置为regress会消除这一行，这样输出就和非并行执行完全一样。同样，被这
个设置加到计划上的Gather节点在EXPLAIN输出终会被隐藏起来，这样产生的输出匹配设
置为off时产生的输出。

9. 错误报告和日志错误报告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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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在哪里做日志在哪里做日志

log_destination (string)

KingbaseES支持多种方法来记录服务器消息，包括stderr、csvlog和syslog。在
Windows 上还支持eventlog。设置这个参数为一个想要的日志目的地的列表，之间用逗
号分隔。默认值是只记录到stderr。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
令行上设置。

如果csvlog被包括在log_destination中，日志项会以"逗号分隔值" （CSV）格式被输
出，这样可以很方便地把日志载入到程序中。详见第 9.4 节。要产生 CSV 格式的日志输
出，必须启用logging_collector。

注意注意: 在大多数 Unix 系统上，你将需要修改系统的syslog守护进程的配置来使
用log_destination的syslog选项。KingbaseES可以在syslog设
备LOCAL0到LOCAL7中记录（见syslog_facility），但是大部分平台上的默认syslog配
置会丢弃所有这种消息。你将需要增加这样的内容：

local0.*    /var/log/kingbase

到syslog守护进程的配置文件来让它工作。
在 Windows 上，当你使用log_destination的eventlog选项时，你应该在操作系
统中注册一个事件源及其库，这样 Windows 事件查看器能够清楚地显示事件日志
消息。详见 KingbaseES V8R3《管理员手册》IV. 服务器管理-“KingbaseES服务
器管理指南”-10. 在Windows上注册Event Log。

logging_collector (boolean)

这个参数启用日志收集器，它是一个捕捉被发送到stderr的日志消息的后台进程，并且它
会将这些消息重定向到日志文件中。这种方法比记录到syslog通常更有用，因为某些类
型的消息不会在syslog输出中出现（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动态链接器错误消息；另一个例
子是由archive_dest等归档产生的错误消息）。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注意注意: 也可以不使用日志收集器而把日志记录到stderr，日志消息将只会去到服务
器的stderr被定向到的位置。不过，那种方法只适合于低日志量，因为它没有提供
方法来轮转日志文件。还有，在某些不使用日志收集器的平台上可能会导致丢失

或者混淆日志输出，因为多个进程并发写入同一个日志文件时会覆盖彼此的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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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日志收集器被设计成从来不会丢失消息。这意味着在极高的负载下，如果服
务器进程试图在收集器已经落后时发送更多的日志消息，那么它会被阻塞。相

反，syslog倾向于在无法写入消息时丢掉消息，这意味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可能会
无法记录某些消息，但是它不会阻塞系统的其他部分。

log_directory (string)

当logging_collector被启用时，这个参数决定日志文件将被在哪个目录下创建。它可以
被指定为一个绝对路径，也可以被指定为一个相对于集簇数据目录的相对路径。这个参

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是sys_log。

log_filename (string)

当logging_collector被启用时，这个参数设置被创建的日志文件的文件名。该值被视为
一种strftime模式，因此%转义可以被用来指定根据时间变化的文件名（注意如果有任何
时区独立的%转义，计算将在由log_timezone指定的时区中完成）。被支持的%转义和开
放组织的strftime说明中列举的类似。注意系统的strftime不会被直接使用，因此平台相
关（非标准）的扩展无法工作。默认是kingbase-%Y-%m-%d_%H%M%S.log。

如果你不使用转义来指定一个文件名，你应该计划使用一个日志轮转工具来避免最终填

满整个磁盘。在 V8 发行之前，如果不存在%转义，KingbaseES将追加新日志文件创建
时间的纪元，但是现在已经不再这样做了。

如果在log_destination中启用了 CSV 格式输出，.csv将会被追加到时间戳日志文件名
中来创建 CSV 格式输出（如果log_filename以.log结尾，该后缀会被替换）。

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log_file_mode (integer)

在 Unix 系统上，当logging_collector被启用时，这个参数设置日志文件的权限（在微
软 Windows 上这个参数将被忽略）。这个参数值应当是一个数字形式的模式，它可以
被chmod和umask系统调用接受（要使用通常的十进制格式，该数字必须以一个0（零）开
始）。

默认的权限是0600，表示只有服务器拥有者才能读取或写入日志文件。其他常用的设置
是0640，它允许拥有者的组成员读取文件。不过要注意你需要修改log_directory为将文
件存储在集簇数据目录之外的某个位置，才能利用这个设置。在任何情况下，让日志文

件变成任何人都可读是不明智的，因为日志文件中可能包含敏感数据。

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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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_rotation_age (integer)

当logging_collector被启用时，这个参数决定一个个体日志文件的最长生命期。当这些
分钟过去后，一个新的日志文件将被创建。将这个参数设置为零将禁用基于时间的新日

志文件创建。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log_rotation_size (integer)

当logging_collector被启用时，这个参数决定一个个体日志文件的最大尺寸。当这么多
千字节被发送到一个日志文件后，将创建一个新的日志文件。将这个参数设置为零将禁

用基于尺寸的新日志文件创建。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
上设置。

log_truncate_on_rotation (boolean)

当logging_collector被启用时，这个参数将导致KingbaseES截断（覆盖而不是追加）
任何已有的同名日志文件。不过，截断只在一个新文件由于基于时间的轮转被打开时发

生，在服务器启动或基于尺寸的轮转时不会发生。如果被关闭，在所有情况下以前存在

的文件将被追加。例如，使用这个设置和一个类似kingbase-%H.log的log_filename将导
致产生 24 个每小时的日志文件，并且循环地覆盖它们。这个参数只能
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例子：要保留 7 天的日志，每天的一个日志文件被命令
为server_log.Mon、server_log.Tue等等，并且自动用本周的日志覆盖上一周的日志。
可以这样做：将log_filename设置为server_log.%a、将log_truncate_on_rotation设置
为on并且将log_rotation_age设置为1440。

例子：要保留 24 小时的日志，每个小时一个日志文件，但是在日志文件尺寸超过 1GB
时轮转。可以这样做：将log_filename设置为server_log.%H%M、
将log_truncate_on_rotation设置为on、将log_rotation_age设置为60并且
将log_rotation_size设置为1000000。Including %M in 在log_filename中包括%M允许发生
任何尺寸驱动的轮转来选择一个不同于每个小时的初始文件名的新文件名。

syslog_facility (enum)

当启用了向syslog记录时，这个参数决定要使用的syslog"设备"。你可以
在LOCAL0、LOCAL1、LOCAL2、LOCAL3、LOCAL4、 LOCAL5、LOCAL6、LOCAL7中选择，默认
值是LOCAL0。还请参阅系统的syslog守护进程的文档。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
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syslog_ident (string)

当启用了向syslog记录时，这个参数决定用来标识syslog中的KingbaseES消息的程序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546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当启用了向syslog记录时，这个参数决定用来标识syslog中的KingbaseES消息的程序
名。默认值是kingbase。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
置。

syslog_sequence_numbers (boolean)

当日志被记录到syslog并且这个设置为on（默认）时，每一个消息会被加上一个增长的
序号作为前缀（例如[2]）。这种行为避开了很多 syslog 实现默认采用的"--- 上一个消息
重复 N 次 ---"形式。在现代 syslog 实现中，抑制重复消息是可以配置的（例如rsyslog中
的$RepeatedMsgReduction），因此这个参数可能不是必需的。此外，如果想抑制重复消
息，可以把这个参数设置为 off。

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syslog_split_messages (boolean)

当启用把日志记录到syslog时，这个参数决定消息如何送达syslog。当设置为 on（默
认）时，消息会被分成行，并且长的行也会被划分以便能够放到 1024 字节中，这是传
统 syslog 实现一种典型的尺寸限制。当设置为 off 时，KingbaseES 服务器日志消息会
被原样送达 syslog 服务，而处理可能的大体量消息的任务由 syslog 服务负责。

如果 syslog 最终被记录到一个文本文件中，那么两种设置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最好设置
为 on，因为大部分 syslog 实现要么不能处理大型消息，要么需要做特殊的配置以处理大
型消息。但是如果 syslog 最终写入到某种其他媒介，有必要让消息保持逻辑上的整体性
（也更加有用）。

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event_source (string)

当启用了向事件日志记录时，这个参数决定用来标识日志中KingbaseES消息的程序名。
默认值是KingbaseES。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9.2. 什么时候记录日志什么时候记录日志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547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client_min_messages (enum)

控制被发送给客户端的消息级别。有效值是DEBUG5、 DEBUG4、DEBUG3、DEBUG2、
DEBUG1、LOG、NOTICE、 WARNING、ERROR、FATAL和PANIC。每个级别都包括其后的所有
级别。级别越靠后，被发送的消息越少。默认值是NOTICE。注意LOG在这里有
与log_min_messages中不同的排名。

log_min_messages (enum)

控制哪些消息级别被写入到服务器日志。有效值是DEBUG5、DEBUG4、
DEBUG3、DEBUG2、DEBUG1、 INFO、NOTICE、WARNING、 ERROR、LOG、FATAL和 PANIC。每
个级别都包括以后的所有级别。级别越靠后，被发送的消息越少。默认值是WARNING。注
意LOG在这里有与log_min_messages中不同的排名。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置。

log_min_error_statement (enum)

控制哪些导致一个错误情况的 SQL 语句被记录在服务器日志中。任何指定严重级别或更
高级别的消息的当前 SQL 语句将被包括在日志项中。有效值是DEBUG5、
DEBUG4、DEBUG3、 DEBUG2、DEBUG1、 INFO、NOTICE、 WARNING、ERROR、 LOG、
FATAL和PANIC。默认值是ERROR，它表示导致错误、日志消息、致命错误或恐慌错误的语
句将被记录在日志中。要有效地关闭记录失败语句，将这个参数设置为PANIC。只有超级
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置。

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 (integer)

如果语句运行至少指定的毫秒数，将导致记录每一个这种完成的语句的持续时间。将这

个参数设置为零将打印所有语句的执行时间。设置为 -1 （默认值）将停止记录语句持续
时间。例如，如果你设置它为250ms，那么所有运行 250ms 或更久的 SQL 语句将被记
录。启用这个参数可以有助于追踪应用中未优化的查询。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

置。

对于使用扩展查询协议的客户端，解析、绑定和执行步骤的持续时间将被独立记录。

注意注意: 当把这个选项和log_statement一起使用时，已经被log_statement记录的语
句文本不会在持续时间日志消息中重复。如果没有使用syslog，推荐使
用log_line_prefix记录 PID 或会话 ID，这样你可以使用进程 ID 或会话 ID 把语句消
息链接到后来的持续时间消息。

         表 9-1解释了KingbaseES所使用的消息严重级别。如果日志输出被发送到syslog或
Windows 的eventlog，严重级别会按照表中所示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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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9-1. 消息严重级别消息严重级别

严重性严重性 用法用法 syslog eventlog
DEBUG1..DEBUG5为开发者提供连续的更详细的信息。 DEBUG INFORMATION

INFO 提供用户隐式要求的信息，例如来自VACUUM
VERBOSE的输出。 INFO INFORMATION

NOTICE 提供可能对用户有用的信息，例如长标识符截断提
示。

NOTICE INFORMATION

WARNING 提供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警告，例如在一个事务块
外COMMIT。 NOTICE WARNING

ERROR 报告一个导致当前命令中断的错误。 WARNING ERROR
LOG 报告管理员可能感兴趣的信息，例如检查点活动。 INFO INFORMATION
FATAL 报告一个导致当前会话中断的错误。 ERR ERROR
PANIC 报告一个导致所有数据库会话中断的错误。 CRIT ERROR

9.3. 记录什么到日志记录什么到日志

application_name (string)

application_name可以是任意的小于NAMEDATALEN字字符 （标准编译是64字符）的
字符串。它通常由一个连接服务器后的的应用程序设置。 名字会记录在sys_stat_activity
和CSV日志条目中。 也可以通过log_line_prefix参数，包含在规律的日志条目中。 只有
可显示的ASCII字符可以被用于application_name。 其他字符会被问号(?)替换。
application_name可以是任意小于NAMEDATALEN个字符（标准编译中是 64 个字符）的字
符串。这通常由一个应用通过到服务器的连接设置。该名称将被显示

在sys_stat_activity视图中并被包括在 CSV 日志项中。它也会被通过log_line_prefix包
括在普通日志项中。只有可打印 ASCII 字符能被使用在application_name之中。其他字
符将被替换为问号（?）。

debug_print_parse (boolean)
debug_print_rewritten (boolean)
debug_print_plan (boolean)

这些参数将会让多种调试输出被发出。当被设置时，它们为每一个被执行的查询打印结

果分析树、查询重写器输出或执行计划。这些消息在LOG消息级别上被发出，因此默认情
况下它们将出现在服务器日志中但不会被发送到客户端。可以通过调

整client_min_messages和/或log_min_messages来改变这种情况。这些参数默认是关闭
的。

debug_pretty_print (boolean)

当被设置时，debug_pretty_print会缩进
由debug_print_parse、debug_print_rewritten或debug_print_plan产生的输出。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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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比关闭参数时使用的"紧凑"模式可读性更强但是更长的输出。它默认是打开的。

log_checkpoints (boolean)

导致检查点和重启点被记录在服务器日志中。一些统计信息也被包括在日志消息中，包

括写入缓冲区的数据和写它们所花的时间。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
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是关闭。

log_connections (boolean)

导致每一次尝试对服务器的连接被记录，客户端认证的成功完成也会被记录。只有超级

用户在会话开启时可以改变这个参数，并且在所有会话中不能改变。缺省是off。

注意注意: 某些客户端程序（例如ksql）在要求密码时会尝试连接两次，因此重复
的"收到连接"消息并不一定表示一个错误。

log_disconnections (boolean)

记录会话终止原因。日志输出提供信息类似于log_connections，以及会话持续时间。只
有超级用户在会话开启时可以改变这个参数，并且在所有会话中不能改变。缺省是off。

log_duration (boolean)

导致每一个完成的语句的持续时间被记录。默认值是off。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
置。

对于使用扩展查询协议的客户端，解析、绑定和执行步骤的持续时间将被独立记录。

注意注意: 设置这个选项和设置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为零之间的区别是，超
过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强制查询的文本被记录，但这个选项不会。因
此，如果log_duration为on并且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为正值，所有持续
时间都将被记录，但是只有超过阈值的语句才会被记录查询文本。这种行为有助

于在高负载安装中收集统计信息。

log_error_verbosity (enum)

控制为每一个被记录的消息要写入到服务器日志的细节量。有效值

是TERSE、DEFAULT和VERBOSE，每一个都为显示的消息增加更多域。TERSE排除记
录DETAIL、HINT、QUERY和CONTEXT错误信息。VERBOSE输出包括SQLSTATE错误码
（见KingbaseES V8R3《管理员手册》II. 通用-“数据库错误信息查询手册”）以及产生错
误的源代码文件名、函数名和行号。只有超级用户能够更改这个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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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_hostname (boolean)

默认情况下，连接日志消息只显示连接主机的 IP 地址。打开这个参数将导致也记录主机
名。注意根据你的主机名解析设置，这可能会导致很微小的性能损失。这个参数只能

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log_line_prefix (string)

这是一个printf风格的字符串，它在每个日志行的开头输出。%字符开始"转义序列"，它
将被按照下文描述的替换成状态信息。未识别的转义被忽略。其他字符被直接复制到日

志行。某些转义只被会话进程识别并且被主服务器进程等后台进程当作空。通过指定一

个在%之后和该选项之前的数字可以让状态信息左对齐或右对齐。负值将导致在右边用
空格填充状态信息已达到最小宽度，而正值则在左边填充。填充对于日志文件的人类可

读性大有帮助。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
是一个空字符串。

表表  9-2. 转义字符转义字符

转转
义义

效果效果
只限会只限会
话话

%a 应用名 是

%u 用户名 是

%d 数据库名 是

%r 远程主机名或 IP 地址，以及远程端口 是

%h 远程主机名或 IP 地址 是

%p 进程 ID 否

%t 无毫秒的时间戳 否

%m 带毫秒的时间戳 否

%n 带毫秒的时间戳（作为 Unix 时间戳） 否

%i 命令标签：会话当前命令的类型 是

%e SQLSTATE 错误代码 否

%c 会话 ID：见下文 否

%l 对每个会话或进程的日志行号，从 1 开始 否

%s 进程开始的时间戳 否

%v 虚拟事务 ID (backendID/localXID) 否

%x 事务 ID （如果未分配则为 0） 否

%q 不产生输出，但是告诉非会话进程在字符串的这一点停止；会话进程
忽略

否

%% 纯文字 % 否

%c转义打印一个准唯一的会话标识符，它由两个 4 字节的十六进制数（不带先导零）组
成，以点号分隔。这些数字是进程启动时间和进程 ID，因此%c也可以被用作保存打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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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项的方式的空间。例如，要从sys_stat_activity生成会话标识符，使用这个查询：

SELECT to_hex(trunc(EXTRACT(EPOCH FROM backend_start))::integer) 
|| '.' ||
       to_hex(pid)
FROM sys_stat_activity;

提示提示: 如果为log_line_prefix设置了非空值，通常应该让它的最后一个字符为空
格，这样用以提供和日志行的剩余部分的视觉区别。也可以使用标点符号。

提示提示: Syslog产生自己的时间戳和进程 ID 信息，因此如果记录到syslog可能产生
不希望包含的一些转义。

log_lock_waits (boolean)

控制当一个会话为获得一个锁等到超过deadlock_timeout时，是否要产生一个日志消
息。这有助于决定是否所等待造成了性能低下。默认值是off。

log_statement (enum)

控制哪些 SQL 语句被记录。有效值是 none (off)、ddl、mod和 all（所有语句）。ddl记
录所有数据定义语句，例如CREATE、ALTER和 DROP语句。mod记录所有ddl语句，外加数
据修改语句例如INSERT, UPDATE、DELETE、TRUNCATE, 和COPY FROM。 如
果PREPARE、EXECUTE和 EXPLAIN ANALYZE包含合适类型的命令，它们也会被记录。对于
使用扩展查询协议的客户端，当收到一个执行消息时会产生日志并且会包括绑定参数的

值（任何内嵌的单引号会被双写）。

默认值是none。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置。

注意注意: 即使设置了log_statement=all，包含简单语法错误的语句也不会被记录。因
为仅在完成基本的语法分析并确定了语句类型之后才记录日志。在使用扩展查询

协议的情况下，在执行阶段之前(语法分析或规划阶段)同样不会记录。将
log_min_error_statement设为ERROR 或更低才能记录这些语句。即使使
用log_statement = all设置，包含简单语法错误的语句也不会被记录。这是因为
只有在完成基本语法解析并确定了语句类型之后才会发出日志消息。在扩展查询

协议的情况下，在执行阶段之前（即在解析分析或规划期间）出错的语句也不会

被记录。将log_min_error_statement设置为ERROR（或更低）来记录这种语句。

log_replication_commands (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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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每个复制命令记录在服务器日志中。缺省值是off。只有超级用户可以修改这个设
置。

log_temp_files (integer)

控制记录临时文件名和尺寸。临时文件可以被创建用来排序、哈希和存储临时查询结

果。当每一个临时文件被删除时都会制作一个日志项。一个零值记录所有临时文件信

息，而正值只记录尺寸大于或等于指定千字节数的文件。默认设置为 -1，它禁用这种记
录。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log_timezone (string)

设置在服务器日志中写入的时间戳的时区。和TimeZone不同，这个值是集簇范围的，因
此所有会话将报告一致的时间戳。内建默认值是GMT，但是通常会被在kingbase.conf中
覆盖。initdb将安装一个对应于其系统环境的设置。详见《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类型”-5. 日期/时间类型。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
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9.4. 使用使用  CSV 格式的日志输出格式的日志输出

         包括在log_destination中的csvlog，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方式向数据库中导入日志文件。这
个选项以CSV格式发出日志行，带有这些列：

       以毫秒为单位的时间戳、
       用户名、
       数据库名、
       进程ID、
       客户端主机：端口号、 
       会话ID、
       每个会话的行号、
       命令标签、
       会话开始时间、
       虚拟事务ID、
       日常事务ID、 
       错误严重性、
       SQLSTATE代码、
       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的详细信息、
       建议、
       导致错误的内部查询（如果存在）、
       其中的错误位置的字符统计、 
       错误范围、
       导致错误的用户查询（如果存在，并且启用log_min_error_statement）、
       其中的错误位置的字符统计、
       KingbaseES源代码中报错的位置（如果 log_error_verbosity设置为verbose）和应用程序名。 

         下面是一个用于存储CSV格式日志的简单表定义：在log_destination列表中包
括csvlog提供了一种便捷方式将日志文件导入到一个数据库表。这个选项发出逗号分隔值
（CSV）格式的日志行，包括这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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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毫秒的时间戳、
        用户名、
        数据库名、
        进程 ID、
        客户端主机:端口号、
        会话 ID、
        每个会话的行号、
        命令标签、
        会话开始时间、
        虚拟事务 ID、
        普通事务 ID、
        错误严重性、
        SQLSTATE 代码、
        错误消息、
        错误消息详情、
        提示、
        导致错误的内部查询（如果有）、
        错误位置所在的字符计数、
        错误上下文、
        导致错误的用户查询（如果有且被log_min_error_statement启用）、错误位置所在的字符计数、在 KingbaseES 源代码中错误的位置（如果

         下面是一个定义用来存储 CSV 格式日志输出的样表：

CREATE TABLE kingbase_log
(
  log_time timestamp(3) with time zone,
  user_name text,
  database_name text,
  process_id integer,
  connection_from text,
  session_id text,
  session_line_num bigint,
  command_tag text,
  session_start_tim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virtual_transaction_id text,
  transaction_id bigint,
  error_severity text,
  sql_state_code text,
  message text,
  detail text,
  hint text,
  internal_query text,
  internal_query_pos integer,
  context text,
  query text,
  query_pos integer,
  location text,
  application_name text,
  PRIMARY KEY (session_id, session_line_num)
);

         使用COPY FROM命令将一个日志文件导入到这个表中：

COPY kingbase_log FROM '/full/path/to/logfile.csv' WITH csv;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来简化导入 CSV 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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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置log_filename和log_rotation_age为你的日志文件提供一种一致的、可预测的命名
空间。这让你预测文件名会是怎样以及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个体日志文件完成并且因此准

备好被导入。

b. 将log_rotation_size设置为 0 来禁用基于尺寸的日志轮转，因为它使得日志文件名难以
预测。

c. 将log_truncate_on_rotation设置为on，这样在同一个文件中旧日志数据不会与新数据
混杂。

d. 上述表定义包括一个主键声明。这有助于避免意外地两次导入相同的信息。COPY命令一
次提交所有它导入的数据，因此任何错误将导致整个导入失败。如果你导入一个部分完

成的日志文件并且稍后当它完全完成后再次导入，主键违背将导致导入失败。请等到日

志完成且被关闭之后再导入。这个过程也可以避免意外地导入部分完成的行，这种行也

将导致COPY失败。

9.5. 进程标题进程标题

         这些设置控制进程标题如ps是如何被修改的。参阅KingbaseES V8R3《性能优化指
南》III. 监控-“监控数据库活动”获取详情。

cluster_name (string)

设置出现在集群中的所有进程标题中的集群名称。名称可以是任何小于NAMEDATALEN字符
（标准64字符）的字符串。只有可输出的ASCII字符可以用在cluster_name值中。其他
字符将用问号替换(?)。如果此参数设置为空字符串''（即为缺省值），不显示名字。此
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update_process_title (boolean)

启用更新进程标题的特性，这个特性在每次服务器接收到一个新SQL命令时都会更新进
程的标题。进程标题通常通过ps命令来查看，或者在Windows中用进程管理器查看。只
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10. 运行时统计数据运行时统计数据

10.1. 查询和索引统计收集器查询和索引统计收集器

         这些参数控制服务器范围的统计数据收集特性。当统计收集被启用时，被产生的数据可
以通过sys_stat和sys_statio系统视图族访问。详见KingbaseES V8R3《性能优化指南》III.
监控-“监控数据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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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_activities (boolean)

启用对每个会话的当前执行命令的信息收集，还有命令开始执行的时间。这个参数默认

为打开。注意即使被启用，这些信息也不是对所有用户可见，只有超级用户和拥有报告

信息的会话的用户可见，因此它不会表现为一个安全风险。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

设置。

track_activity_query_size (integer)

声明保留的字节数，以跟踪每个活动会话的当前执行命令，对

sys_stat_activity.current_query段。 缺省值是1024。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
置。指定跟踪每个活动会话当前执行命令所保留的字节数，它们被用

于sys_stat_activity.query域。默认值是 1024。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被设
置。

track_counts (boolean)

启用在数据库活动上的统计收集。这个参数默认为打开，因为自动清理守护进程需要被

收集的信息。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track_io_timing (boolean)

启用对系统 I/O 调用的计时。这个参数默认为关闭，因为它将重复地向操作系统查询当
前时间，这会在某些平台上导致显著的负荷。I/O 计时信息被显示
在sys_stat_database中、当BUFFERS选项被使用时的EXPLAIN输出中。只有超级用户可
以更改这个设置。

track_functions (enum)

启用跟踪函数调用计数和用时。指定pl只跟踪过程语言函数，指定all还会跟踪 SQL 和
C 语言函数。默认值是none，它禁用函数统计跟踪。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注意注意: 简单到足以被"内联"到调用查询中的 SQL 语言函数不会被跟踪， 而不管这
个设置。

stats_temp_directory (string)

设置存储临时统计数据的目录。这可以是一个相对于数据目录的路径或一个绝对路径。

默认值是sys_stat_tmp。在一个基于 RAM 的文件系统上指明这个参数将降低物理 I/O 需
求，并且提高性能。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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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统计监控统计监控

log_statement_stats (boolean)
log_parser_stats (boolean)
log_planner_stats (boolean)
log_executor_stats (boolean)

对每个查询，向服务器日志里输出相应模块的性能统计。这是一种粗糙的分析工具。类

似于 Unix 的getrusage()系统功能。log_statement_stats报告总的语句统计，而其它的
报告针每个模块的统计。log_statement_stats不能和其它任何针对每个模块统计的选项
一起启用。所有这些选项都是默认禁用的。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11. 自动清理自动清理

         这些设置控制自动清理特性的行为。请注意在每个表基础上可以重写这些设置；参阅存
储参数。

autovacuum (boolean)

控制服务器是否运行自动清理启动器后台进程。默认为开启，不过要自动清理正常工作

还需要启用track_counts。该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中设置。然
而，为单表通过修改表存储参数可以禁用自动清理。

注意即使该参数被禁用，系统也会在需要防止事务ID回卷时发起清理进程。

log_autovacuum_min_duration (integer)

如果自动清理运行至少该值所指定的毫秒数，被自动清理执行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被日志

记录。将该参数设置为0会记录所有的自动清理动作。-1（默认值）将禁用对自动清理动
作的记录。例如，如果你将它设置为250ms，则所有运行250ms或更长时间的自动清理和
分析将被记录。此外，当该参数被设置为除-1外的任何值时，如果一个自动清理动作由
于存在一个锁冲突而被跳过，将会为此记录一个消息。开启这个参数对于追踪自动清理

活动非常有用。该设置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但是可以通
过为单表修改表存储参数重写这个设置。

autovacuum_max_workers (integer)

指定能同时运行的自动清理进程（除了自动清理启动器之外）的最大数量。默认值为3。
该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autovacuum_naptime (integer)

指定自动清理在任意给定数据库上运行的最小延迟。在每一轮中后台进程检查数据库并

根据需要为数据库中的表发出VACUUM和ANALYZE命令。延迟以秒计，且默认值为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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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n）。该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autovacuum_vacuum_threshold (integer)

指定能在一个表上触发VACUUM的被插入、被更新或被删除元组的最小数量。默认值为50
个元组。该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在服务器命令中设置。对个别表可以通过修
改存储参数来覆盖该设置。

autovacuum_analyze_threshold (integer)

指定能在一个表上触发ANALYZE的被插入、被更新或被删除元组的最小数量。默认值为
50个元组。该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在服务器命令中设置。对个别表可以通
过修改存储参数来覆盖该设置。

autovacuum_vacuum_scale_factor (floating point)

指定一个表尺寸的分数，在决定是否触发VACUUM时将它加
到autovacuum_vacuum_threshold上。默认值为0.2（表尺寸的20%）。该参数只能
在kingbase.conf文件或在服务器命令中设置。对个别表可以通过修改存储参数来覆盖该
设置。

autovacuum_analyze_scale_factor (floating point)

指定一个表尺寸的分数，在决定是否触发ANALYZE时将它加
到autovacuum_analyze_threshold上。默认值为0.1（表尺寸的10%）。该参数只能
在kingbase.conf文件或在服务器命令中设置。对个别表可以通过修改存储参数来覆盖该
设置。

autovacuum_freeze_max_age (integer)

指定在一个VACUUM操作被强制执行来防止表中事务ID回卷之前，一个表
的sys_class.relfrozenxid域能保持的最大年龄（事务的）。注意即便自动清理被禁
用，系统也将发起自动清理进程来阻止回卷。

清理也允许从sys_clog子目录中移除旧文件，这也是为什么默认值被设置为较低的2亿事
务。该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但是对于个别表可以通过修改存储参数来降低该

设置。

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ax_age (integer)

指定在一个VACUUM操作被强制执行来防止表中多事务ID回卷之前，一个表
的sys_class.relminmxid域能保持的最大年龄（多事务的）。注意即便自动清理被禁
用，系统也将发起自动清理进程来阻止回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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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多事务也允许从sys_multixact/members和sys_multixact/offsets子目录中移除旧
文件，这也是为什么默认值被设置为较低的400万多事务。该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
设置，但是对于个别表可以通过修改存储参数来降低该设置。

autovacuum_vacuum_cost_delay (integer)

指定用于自动VACUUM操作中的代价延迟值。如果指定-1（默认值），则使
用vacuum_cost_delay值。默认值为20毫秒。该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在服务
器命令中设置。对个别表可以通过修改存储参数来覆盖该设置。

autovacuum_vacuum_cost_limit (integer)

指定用于自动VACUUM操作中的代价限制值。如果指定-1（默认值），则使
用vacuum_cost_limit值。注意该值被按比例地分配到运行中的自动清理工作者上（如果
有多个），因此每一个工作者的限制值之和绝不会超过这个变量中的限制值。该参数只

能在kingbase.conf文件或在服务器命令中设置。对个别表可以通过修改存储参数来覆盖
该设置。

12. 客户端连接默认值客户端连接默认值

12.1. 语句行为语句行为

search_path (string)

这个变量指定当一个对象（表、数据类型、函数等）被用一个无模式限定的简单名称引

用时，用于进行搜索该对象的模式顺序。当在不同模式中有同名对象时，将使用第一个

在搜索路径中被找到的对象。一个不属于搜索路径中任何一个模式的对象只能通过用限

定名（带点号）指定包含它的模式来引用。

search_path的值必须是一个逗号分隔的模式名列表。任何不是一个已有模式的名称，或
者是一个用户不具有USAGE权限的模式，将被安静地忽略。

如果列表项之一是特殊名$user，则具有SESSION_USER返回的名字的模式将取代它（如果
有这样一个模式并且该用户有该模式的USAGE权限；如果没有，$user会被忽略）。

catalog模式sys_catalog总是被搜索，不管它是否在搜索路径中被提及。如果它在路径
中被提及，那么它将被按照路径指定的顺序搜索。如果sys_catalog不在路径中，则它将
在任何路径项之前被搜索。

同样，当前会话的临时表模式sys_temp_nnn也总是被搜索（如果存在）。它可以在路径
中通过使用别名sys_temp显式列出。如果在路径中没有列出，那么会首先对它进行搜索
（甚至是在sys_catalog之前）。然而，临时模式只被用来搜索关系（表、视图、序列
等）和数据类型名。它从不用于搜索函数或操作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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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象创建时没有指定一个特定目标模式，它们将被放置在search_path中第一个合法模
式中。如果搜索路径为空将报告一个错误。

这个参数的缺省值是"$user", public。这种设置支持一个数据库（其中没有用户拥有私
有模式，并且所有人共享使用public）、每个用户私有模式及其组合的共享使用。其它
效果可以通过全局或者针对每个用户修改默认搜索路径设置获得。

搜索路径的当前有效值可以通过SQL函数current_schemas检查（见《SQL和PL/SQL速
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函数和操作符”-27. 系统信息函数）。它和检查search_path的
值不太一样，因为current_schemas显示出现在search_path中的项如何被解析。

更多关于模式处理的信息，请见《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定
义”-8. 模式。

row_security (boolean)

此变量控制是否提高错误以代替应用行安全策略。当设置为on时，策略往往适用。当设
置为off时，查询失败，这将应用至少一个策略。默认为on。在有限的行可见性引起不正
确的结果的位置更改为off。例如，sys_dump使用缺省更改。这个变量不影响避开每行
安全策略的角色，即超级用户和具有BYPASSRLS属性的角色。

关于行安全策略的更多信息，参阅CREATE POLICY。

default_tablespace (string)

这个变量指定当一个CREATE命令没有显式指定一个表空间时，创建对象（表和索引）的
默认表空间。

该值要么是一个表空间的名字，要么是一个指定使用当前数据库默认表空间的空字符

串。如果该值和任何现有表空间的名字都不匹配，KingbaseES将自动使用当前数据库的
默认表空间。如果指定了一个非默认的表空间，用户必须对它有CREATE权限，否则创建
企图将失败。

这个变量不被用于临时表，对临时表会使用temp_tablespaces。

当创建数据库时也会使用这个变量。默认情况下，一个新数据库会从它的模板数据库继

承其表空间设置。

temp_tablespaces (string)

这个变量指定当一个CREATE命令没有显式指定一个表空间时，创建临时对象（临时表和
临时表上的索引）的默认表空间。用于排序大型数据集的临时文件也被创建在这些表空

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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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值是一个表空间名字的列表。当列表中有多于一个名称时，每次一个临时对象被创建

时KingbaseES随机选择列表中的一个成员。例外是在一个事务中，连续创建的临时对象
被放置在里表中的连续表空间中。如果列表被选中元素是一个空字符串，KingbaseES将
自动使用当前数据库的默认表空间。

当temp_tablespaces被交互式地设置时，指定一个不存在的表空间是一种错误，类似于
为用户指定一个不具有CREATE权限的表空间。不过，当使用一个之前设置的值时，不存
在的表空间会被忽略，就像用户缺少CREATE权限的表空间一样。特殊地，使用一个
在kingbase.conf中设置的值时，这条规则起效。

默认值是一个空字符串，它使得所有临时对象被创建在当前数据库的默认表空间中。

参阅default_tablespace。

check_function_bodies (boolean)

这个参数通常为打开 。当设置为off时，它禁用CREATE FUNCTION期间对函数体字符
串的验证。禁用验证避免了验证处理的副作用并且避免了如向前引用导致的伪肯定。在

代表其他用户载入函数之前设置这个参数为off；sys_dump会自动这样做。

default_transaction_isolation (enum)

每个 SQL 事务都有一个隔离级别，可以是"读未提交"、"读已提交"、"可重复读"或者"可
序列化"。这个参数控制每个新事务的默认隔离级别。默认是"读已提交"。

更多信息请参阅SET TRANSACTION。

default_transaction_read_only (boolean)

一个只读的 SQL 事务不能修改非临时表。这个参数控制每个新事务的默认只读状态 。
默认是off（读/写）。

更多信息请参考SET TRANSACTION。

default_transaction_deferrable (boolean)

当运行在可序列化隔离级别时，一个可延迟只读 SQL 事务可以在它被允许继续之前延迟
一段时间。但是，一旦它开始执行就不会产生任何用来保证可序列化性的负荷；因此序

列化代码将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并发更新而强制它中断，使得这个选项适合于长时间运行

的只读事务。

这个参数控制每个新事务的默认可延迟状态。目前它对读写事务或者那些操作在低于可

序列化隔离级别上的事务无效。默认值是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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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参阅SET TRANSACTION。

session_replication_role (enum)

为当前会话控制复制相关的触发器和规则的触发。需要超级用户权限才能设置这个变

量，并且会导致丢弃任何之前缓存下来的查询计划。可能的值有origin（默
认）、replica和local。详见ALTER TABLE。

statement_timeout (integer)

中止任何使用了超过指定毫秒数的语句，从命令到达服务器开始计时。如

果log_min_error_statement被设置为ERROR或更低，语句如果超时也会被记录。一个零
值（默认）将关闭这个参数。

我们不推荐在kingbase.conf中设置statement_timeout，因为它会影响所有会话。

lock_timeout (integer)

如果任何语句在试图获取表、索引、行或其他数据库对象上的锁时等到超过指定的毫秒

数，该语句将被中止。该时间限制独立地应用于每一次锁获取尝试。该限制会应用到显

式锁定请求（如LOCK TABLE或不带NOWAIT的SELECT FOR UPDATE without NOWAIT）和隐式
获得的锁。如果log_min_error_statement被设置为ERROR或更低，超时的语句会被记
录。一个零值（默认）将关闭这个参数。

与statement_timeout不同，这个超时只在等待锁时发生。注意如
果statement_timeout为非零，设置lock_timeout为相同或更大的值没有意义，因为事务
超时将总是第一个被触发。

我们不推荐在kingbase.conf中设置lock_timeout，因为它会影响所有会话。

idle_in_transaction_session_timeout (integer)

终止任何已经闲置超过这个参数所指定的时间（以毫秒计）的打开事务的会话。这使得

该会话所持有的任何锁被释放，并且其所持有的连接槽可以被重用，它也允许只对这个

事务可见的元组被清理。

默认值 0 会禁用这个特性。

vacuum_freeze_table_age (integer)

当表的sys_class.relfrozenxid域达到该设置指定的年龄时，VACUUM会执行一次全表扫
描。默认值是 1.5 亿个事务。尽管用户可以把这个值设置为从 0 到 20 亿，VACUUM会悄悄
地将有效值设置为autovacuum_freeze_max_age值的95%，因此在表上启动一次反回卷
自动清理之前有机会进行一次定期手动VAC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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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m_freeze_min_age (integer)

指定VACUUM在扫描表时用来决定是否冻结行版本的切断年龄（以事务计）。默认值是 5
千万个事务。尽管用户可以将这个值设置为从 0 到 10 亿，VACUUM会悄悄地将有效值设
置为autovacuum_freeze_max_age值的一半，这样在强制执行的自动清理之间不会有过
短的时间间隔。

vacuum_multixact_freeze_table_age (integer)

如果表的sys_class.relminmxid域超过了这个设置指定的年龄，VACUUM会执行一次全表
扫描。默认值是 1.5 亿个组合事务。尽管用户可以把这个值设置为从 0 到 20
亿，VACUUM会悄悄地将有效值设置为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ax_age值的95%，
因此在表上启动一次反回卷自动清理之前有机会进行一次定期手动VACUUM。

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in_age (integer)

指定VACUUM在扫描表时用来决定是否把组合事务 ID 替换为一个更新的事务 ID 或组合事
务 ID 的切断年龄（以组合事务计）。默认值是 5 千万个组合事务。尽管用户可以将这个
值设置为从 0 到 10 亿，VACUUM会悄悄地将有效值设置
为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ax_age值的一半，这样在强制执行的自动清理之间不
会有过短的时间间隔。

bytea_output (enum)

设置bytea类型值的输出格式。有效值是hex（默认）和 escape（传统的 KingbaseES 格
式）。详见《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类型”-4. 二进制数据类
型。不管这个设置的值如何，bytea类型总是接受这两种格式的输入。

xmlbinary (enum)

设置二进制值如何被编码为 XML。例如，这适用于通过xmlelement函数或xmlforest函
数将bytea值转换到 XML 值。可能的值有base64和hex，它们都是用 XML 模式标准定义
的。默认值是base64。更多关于 XML 相关函数的信息可参阅《SQL和PL/SQL速查手
册》II. SQL语言基础-“函数和操作符”-16. XML函数。

这里的实际选择都是根据爱好做出的，只受客户端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限制的约束。两种

方法都支持所有可能的值，尽管十六进制编码将比 base64 编码更大。

xmloption (enum)

当在XML和字符串值之间进行转换时，无论设置DOCUMENT或 CONTENT都是隐式
的。 有效值是DOCUMENT和CONTENT。 缺省值是CONTENT。当在 XML 和字符串值
之间进行转换时，设置DOCUMENT或CONTENT都是隐式的。详见《SQL和PL/SQL速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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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类型”-13. XML类型。有效值是DOCUMENT和CONTENT。默认值
是CONTENT。

根据 SQL 标准，设置这个选项的命令是：

SET XML OPTION { DOCUMENT | CONTENT };

这种语法在 KingbaseES 也可用。

gin_pending_list_limit (integer)

当启用fastupdate时，设置正在使用的GIN挂起列表的最大尺寸。如果列表增长大于这
个最大尺寸，通过移动块存储的主要的GIN数据结构项进行清理。默认值为四字节
(4MB)。为单个GIN索引改变索引存储参数来重写此设置。

ora_input_emptystr_isnull (boolean)

设置空串输入的输入形式（空串或NULL）及部分函数返回值空串输出形式（空串或
NULL），默认为true启用状态。当启用（true）ora_input_emptystr_isnull时，既可以
输入空串有可以输入为NULL，那么空串将变成NULL的形式输入。比如，我们向没有空
值限制列加入数据空串数据时候，实际空串会被当做NULL存入该列中。COMMENT注释
对象信息时候，注释信息（text）为空串时候，空串作为NULL处理，就表示删除对象信
息。regexp_replace和ltrim/rtrim/btrim返回值为空串时候，返回NULL。当关闭
（false）ora_input_emptystr_isnull时，输入空串依旧作为空串处理；上述函数返回值
为空串时候，依旧返回空串。

ora_func_style (boolean)

设置兼容Oracle函数行为，默认为true启用状态。当启用
（true）ora_func_style时，sequence.nextval兼容Oracle的Sequence伪列行为。比
如,SELECT SEQ.NEXTVAL AS A, SEQ.NEXTVAL AS B FROM DUAL，结果A B值相
同。ltrim/rtrim/btrim兼容Oracle对应函数行为，最长的只包含characters只能是一个字
符。textcat兼容Oracle字符串连接NULL时候，结果为字符串本身。regexp_replace兼容
Oracle该函数行为，regexp_replace参数中有NULL出现，当做空串处理。当关闭
（false）ora_func_style时，上述函数表现为原有形式。

char_default_as_str (string)

设置character varying(n [char | byte])和character(n [char | byte])的输入长度计算存储方式
（字节或字符），默认为byte，按字节计算存储。当（true）char_default_as_str为
char时，接收n字符长度的数据。当（true）char_default_as_str为byte时，接收n字节
长度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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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区域和格式化区域和格式化

DateStyle (string)

设置日期和时间值的显示格式，以及解释有歧义的日期输入值的规则。由于历史原因，

这个变量包含两个独立的部分：输出格式声明（ISO、Kingbase、SQL或German）、 输入/
输出的年/月/日顺序（DMY、MDY或YMD）。这些可以被独立设置或者一起设置。关键
字Euro和European是DMY的同义词；关键字US、NonEuro和NonEuropean是MDY的同义词。
详见《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类型”-5. 日期/时间类型。内建默
认值是ISO, MDY，但是initdb将用对应于选中的lc_time区域行为的设置初始化配置文
件。

IntervalStyle (enum)

设置间隔值的显示格式。值sql_standard将产生匹配 SQL 标准间隔文本的输出。
当DateStyle参数被设置为ISO时，值kingbase（默认）将产生匹配KingbaseESV8之前的
输出。当DateStyle参数被设置为非ISO输出时，值kingbase_verbose会产生匹
配KingbaseESV8 之前的输出。值iso_8601会产生匹配在 ISO 8601 的 4.4.3.2 节中定义
的"带标志符格式"的时间间隔的输出。

IntervalStyle参数也可以影响对有歧义的间隔输入的解释。详见《SQL和PL/SQL速查
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类型”-5. 日期/时间类型。

TimeZone (string)

设置用于显示和解释时间戳的时区。内建默认值是GMT，但是它通常会
在kingbase.conf中被覆盖；initdb将安装一个对应于其系统环境的设置。详见《SQL和
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类型”-5. 日期/时间类型。

timezone_abbreviations (string)

设置服务器接受的日期时间输入中使用的时区缩写集合。默认值为'Default'， 这个集
合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能工作。也还有'Australia'和'India'，以及可能为一种特定
安装定义的其他集合。

extra_float_digits (integer)

这个参数为浮点值调整显示的位数，包括float4、float8以及几何数据类型。参数值被
加在标准的位数（FLT_DIG或DBL_DIG，视情况而定）上。该值最高可以被设置为 3 来包
括部分有效位；这特别有助于转储需要被准确恢复的浮点数据。或者它可以被设置为负

值来消除不需要的位。另请参见《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类
型”-1. 数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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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_encoding (string)

设置客户端编码（字符集）。默认使用数据库编码。

lc_messages (string)

设置消息显示的语言。可接受的值是系统相关的。如果这个变量被设置为空字符串（默

认），那么该值将以一种系统相关的方式从服务器的执行环境中继承。

在一些系统上，这个区域分类并不存在。仍然可以设置这个变量，只是不会有任何效

果。同样，所期望语言的翻译消息也可能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你将仍然继续看到英

文消息。

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置。因为它同时影响发送到服务器日志和客户端的消息。

一个不正确的值可能会降低服务器日志的可读性。

lc_monetary (string)

设置用于格式化货币量的区域，例如用to_char函数族。可接受的值是系统相关的。如果
这个变量被设置为空字符串（默认），那么该值将以一种系统相关的方式从服务器的执

行环境中继承。

lc_numeric (string)

设置用于格式化数字的区域，例如用to_char函数族。可接受的值是系统相关的。如果这
个变量被设置为空字符串（默认），那么该值将以一种系统相关的方式从服务器的执行

环境中继承。

lc_time (string)

设置用于格式化日期和时间的区域，例如用to_char函数族。可接受的值是系统相关的。
如果这个变量被设置为空字符串（默认），那么该值将以一种系统相关的方式从服务器

的执行环境中继承。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string)

选择被那些没有显式参数指定配置的文本搜索函数变体使用的文本搜索配置。详

见《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全文搜索”。内建默认值
是sys_catalog.simple，但是如果能够标识一个匹配区域的配置，initdb将用对应于选中
的lc_ctype区域的设置初始化配置文件。

12.3. 共享库预载入共享库预载入

         为了载入附加的功能或者达到提高性能的目的，可用多个设置来预先载入共享库到服务
器中。例如'$libdir/mylib'设置可能会导致mylib.so（或者某些平台上的mylib.sl）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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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库目录被预装载。这些设置之间的区别在于生效的时间以及改变它们所需的特权。

         可以用这个方法预装载KingbaseES的过程语言库，通常是使用'$libdir/plXXX'语法，
其中的XXX是sql、perl、tcl或python。

         对于每个参数，如果要载入多于一个库，用逗号分隔它们的名称。除非被双引号包围，
所有的库名称会被转换成小写形式。

         只有特别为与KingbaseES一起使用设计的共享库才能以这种方式载入。每一个
KingbaseES支持的库都有一个"魔法块"，它会被检查以保证兼容性。由于这个原因，非
KingbaseES无法以这种方式被载入。你可能可以使用操作系统的工具（如LD_PRELOAD）载入
它。

         总之，请参考特定模块的文档来用推荐的方法载入它。

local_preload_libraries (string)

这个变量指定一个或者多个要在连接开始时预载入的共享库。这个参数在连接启动时起

作用，对后续更改没有影响。如果指定的库没有找到，连接尝试将会失败。

任何用户都能设置这个选项。正因为如此，能被这样载入的库被严格限制为出现于安装

的标准库目录中plugins子目录下的共享库（保证只有"安全的"库被安装到这里是数据库
管理员的责任）。local_preload_libraries中的项可以显式指定这个目录，例
如$libdir/plugins/mylib，或者只是指定库的名称 — mylib
和$libdir/plugins/mylib的效果是相同的。

这个功能的目的是允许非特权用户加载调试或性能测量库到特定会话，而不需要显式

的LOAD命令。为达到此目的，典型的使用ALTER ROLE SET设置这个参数。

除非一个模块被特别设计成由非超级用户以这种方式使用，通常不推荐使用这个设置。

应该看看 session_preload_libraries。

session_preload_libraries (string)

这个变量指定一个或者多个要在连接开始时预载入的共享库。只有超级用户更够更改这

个设置。这个参数只在连接开始时起效。后续的改变没有效果。如果指定的库没有找

到，连接尝试将会失败。

这个特性的意图是允许在特定会话中载入调试用的或者测量性能的库，而不需要显式的

给出一个LOAD命令。例如，通过用ALTER ROLE SET设置这个参数可以为一个给定用户名
下的所有会话启用 auto_explain。还有，无需重启服务器就能更改这个参数（但是只有
新会话启动时才会生效），这样可以以这种方式更容易地增加新模块，即便它们会应用

到所有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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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shared_preload_libraries不同，相对于在库被第一次使用时载入它，在会话开始时载
入库并没有什么性能优势。不过，当使用连接池时这样做还是有一些优势。

shared_preload_libraries (string)

这个变量指定一个或者多个要在服务器启动时预载入的共享库。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

启动时设置。如果指定的库没有找到，服务器将无法启动。

有些库需要执行只能在kingbase启动时发生的特定操作，例如分配共享内存、保留轻量
级锁或者启动后台工作者。这些库必须通过这个参数在服务器启动时载入。每个库的详

情请见文档。

其他库也能被预载入。通过预载入一个共享库，当该库被第一次使用时就可以避免库的

启动时间。不过，启动每个新服务器进程的时间可能会略有增加，即使该进程从不使用

该库。因此，推荐只把这个参数用于那些要在大多数会话中使用的库上。还有，改变这

个参数要求重启服务器，因此对于短期的调试任务来说这不是好的选择，应该转

用session_preload_libraries。

注意注意: 在 Windows 主机上，在服务器启动时预载入一个库并不会减少启动每个新
服务器进程所需的时间；每一个服务器进程将会重新载入预载入的库。不过，对

于那些要在kingbase启动时执行操作的库来说，Windows 主机上
的shared_preload_libraries仍然有用。

12.4. 其他默认值其他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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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_library_path (string)

如果需要打开一个可以动态装载的模块并且在CREATE FUNCTION或LOAD命令中指定的文件
名没有目录部分（即名字中不包含斜线），那么系统将搜索这个路径以查找所需的文

件。

dynamic_library_path的值必须是一个冒号分隔（或者在 Windows 上以分号分隔）的绝
对目录路径的列表。如果一个列表元素以特殊字符串开始，$libdir会被替换
为KingbaseES包中已编译好的库目录。这里是KingbaseES发布提供的模块被安装的位
置（使用sys_config --pkglibdir来找到这个目录的名字）。例如：

dynamic_library_path = '/usr/local/lib/kingbase:/home/
my_project/lib:$libdir'

或者在 Windows 环境中：

dynamic_library_path = 'C:\tools\kingbase;H:\my_project\
lib;$libdir'

这个参数的默认值是'$libdir'。如果该值被设置为一个空字符串，则关闭自动路径搜
索。

这个参数可以在运行时由超级用户修改，但是这样修改的设置只能保持到这个客户端连

接的结尾，因此这个方法应该保留给开发目的。 我们建议在kingbase.conf配置文件中
设置这个参数。

gin_fuzzy_search_limit (integer)

GIN 索引返回的集合尺寸的软上限。

13. 锁管理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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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lock_timeout (integer)

这是进行死锁检测之前在一个锁上等待的总时间（以毫秒计）。死锁检测相对昂贵，因

此服务器不会在每次等待锁时都运行这个它。我们乐观地假设在生产应用中死锁是不常

出现的，并且只在开始检测死锁之前等待一会儿。增加这个值就减少了浪费在无用的死

锁检测上的时间，但是减慢了报告真正死锁错误的速度。默认是 1 秒（1s），这可能是
实际中你想要的最小值。在一个高负载的服务器上，你可能需要增大它。这个值的理想

设置应该超过你通常的事务时间，这样就可以减少在锁释放之前就开始死锁检查的机

会。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当log_lock_waits被设置时，这个参数还可以决定发出关于锁等待的日志之前等待的时
长。如果你想调查锁延迟，你可能希望设置一个比正常的deadlock_timeout小的值。

max_locks_per_transaction (integer)

共享锁表跟踪在max_locks_per_transaction * (max_connections +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 个对象（如表）上的锁。因此，在任何一个时刻，只有不
超过这么多个可区分对象能够被锁住。这个参数控制为每个事务分配的对象锁的平均数

量。个体事务可以锁住更多对象，数量可以和锁表中能容纳的所有事务的锁一样多。这

not是能被锁住的行数，那个值是没有限制的。默认值 64 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足够的，但
是如果你有需要在一个事务中使用很多不同表的查询（例如查询一个有很多子表的父

表），你可能需要提高这个值。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当运行一个后备服务器时，你必须设置这个参数为大于等于主服务器上的值。否则，后

备服务器上将不允许查询。

max_pred_locks_per_transaction (integer)

共享谓词锁表跟踪在max_pred_locks_per_transaction * (max_connections +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 个对象（如表）上的锁。因此，在任何一个时刻，只有不
超过这么多个可区分对象能够被锁住。这个参数控制为每个事务分配的对象锁的平均数

量。个体事务可以锁住更多对象，数量可以和锁表中能容纳的所有事务的锁一样多。这

not是能被锁住的行数，那个值是没有限制的。默认值 64 已经在测试中被证明通常是足
够的，但是如果你有需要在一个可序列化事务中使用很多不同表的查询（例如查询一个

有很多子表的父表），你可能需要提高这个值。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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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错误处理错误处理

exit_on_error (boolean)

如果为真，任何错误将中止当前会话。默认情况下，这个值被设置为假，这样只有

FATAL 错误（致命）将中止会话。

restart_after_crash (boolean)

当被设置为真（默认值）时，KingbaseES将在一次后端崩溃后自动重新初始化。让这个
值设置为真通常是将数据库可用性最大化的最佳方法。但是在某些环境中，例

如KingbaseES被集群软件调用时，禁用重启可能很有用，这样集群软件可以得到控制并
且采取它认为适当的行动。

15. 预置选项预置选项

         下列"参数"是只读的，它们是在编译或安装KingbaseES时决定的。同样，它们被排除
在kingbase.conf文件例子之外。这些选项报告特定应用可能感兴趣的多种KingbaseES行为，
特别是管理前端相关的行为。

block_size (integer)

报告一个磁盘块的大小。它由编译服务器时BLCKSZ的值确定。默认值是 8192 字节。有
些配置变量的含义（例如shared_buffers）会被block_size影响。详见第 4 节。

data_checksums (boolean)

报告对这个集簇是否启用了数据校验码。详见data checksums。

debug_assertions (boolean)

报告是否启用断言编译KingbaseES。当构建KingbaseES时（比如通过configure选项-
-enable-cassert完成），如果是这样的话，定义宏USE_ASSERT_CHECKING。缺省情况下
编译没有断言的KingbaseES。

integer_datetimes (boolean)

报告KingbaseES是否在编译时打开了 64 位整数日期和时间。这可以在编
译KingbaseES时通过使用--disable-integer-datetimes配置来禁用。默认值是on。

lc_collate (string)

报告文本数据排序使用的区域。该值是在数据库被创建时确定的。

lc_ctyp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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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决定字符分类的区域。该值是在数据库被创建时决定的。通常它和lc_collate一
样，但是可以为特殊应用设置成不同的值。

max_function_args (integer)

报告函数参数的最大数量。它由编译服务器时的FUNC_MAX_ARGS值决定的。默认值是 100
个参数。

max_identifier_length (integer)

报告标识符的最大长度。它由编译服务器时的NAMEDATALEN值减一决定。NAMEDATALEN的
默认值是 64 ；因此max_identifier_length的默认值是 63，但是在使用多字节编码时可
以少于 63 个字符。

max_index_keys (integer)

报告索引键的最大数目。它由编译服务器时的INDEX_MAX_KEYS值决定。默认值是 32 个
键。

segment_size (integer)

报告一个文件段中可以存储的块（页）的数量。由编译服务器时的RELSEG_SIZE值决定。
一个段文件的最大尺寸（以字节计）等于segment_size乘以block_size， 默认是 1GB。

server_encoding (string)

报告数据库的编码（字符集）。这是在数据库被创建时决定的。通常，客户端只需要关

心client_encoding的值。

server_version (string)

报告服务器版本数值。它是由编译服务器时的SYS_VERSION值决定的。

server_version_num (integer)

报告服务器版本数值的整数值。它是由编译服务器时的SYS_VERSION_NUM值决定的。

wal_block_size (integer)

报告一个 WAL 磁盘块的尺寸。由编译服务器时的XLOG_BLCKSZ值决定。默认是 8192 字
节。

wal_segment_size (integer)

报告 WAL 段文件中的块（页）数。WAL 段文件的总尺寸（以字节计）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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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_segment_size乘以wal_block_size，默认是 16MB。

16. 自定义选项自定义选项

         这个特性被设计用来由附加模块向KingbaseES添加通常不为系统知道的参数（例如过程
语言）。这允许使用标准方法配制扩展模块。

         自定义选项有两部分名称：一个扩展名，然后是一个句点，再然后是正确的参数名，就
像 SQL 中的合格名称。一个例子是plsql.variable_conflict。

         因为自定义选项可能需要在没有载入相关扩展模块的进程中设置，KingbaseES将接收任
意两部分参数名的设置。这种变量被认为是占位符并且在定义它们的模块被载入之前不会有实

际功能。当一个扩展模块被载入，它将加入它的变量定义、根据那些定义转换任何占位符值并

且对以其扩展名开始的任意未识别占位符发出警告。

17. 开发者选项开发者选项

         下面的参数目的是用在KingbaseES源代码上，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帮助恢复严重损坏
了的数据库。在一个生产数据库中没有理由使用它们。同样，它们被从例子kingbase.conf文
件中排除。请注意许多这些参数要求特殊的源代码编译标志才能工作。

allow_system_table_mods (boolean)

允许对系统表结构的修改。它可以被initdb使用。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ignore_system_indexes (boolean)

读取系统表时忽略系统索引（但是修改系统表时依然同时更新索引）。这在从被破坏的

系统索引中恢复数据的时有用。这个参数在会话开始之后不能被更改。

post_auth_delay (integer)

如果为非零，那么在一个新的服务器进程派生出来之后并且在它开始认证过程之前，就

会发生这么多秒的延迟。这是为了给开发者们一个机会在一个服务器进程上附加一个调

试器。这个参数在会话开始之后不能被更改。

pre_auth_delay (integer)

如果为非零，那么在一个新的服务器进程派生出来之后并且在它开始认证过程之前，就

会发生这么多秒的延迟。这是为了给开发者们一个机会在一个服务器进程上附加一个调

试器来跟踪认证过程中的不当行为。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
令行上设置。

trace_notify (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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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LISTEN和NOTIFY命令生成大量调试输
出。client_min_messages和log_min_messages必须是DEBUG1或者更低才能把这种输出
分别发送到客户端或者服务器日志。

trace_recovery_messages (enum)

启用记录与恢复有关的调试输出，否则无法记录。这个参数允许用户覆

盖log_min_messages的正常设置，但只用于指定的消息。这个参数的目的是用来调试热
后备。有效值包括DEBUG5、DEBUG4、DEBUG3、DEBUG2、DEBUG1和LOG。默认值LOG完全不
会影响日志决定。其他值会记录相关级别或更高级别的与恢复相关的调试消息，就好像

它们具有LOG优先级一样；对于log_min_messages的通用设置，这会无条件的将消息发送
给服务器日志。这个参数只能在kingbase.conf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trace_sort (boolean)

如果打开，发出在排序操作中的资源使用的相关信息。只有在编译KingbaseES时定义
了TRACE_SORT宏， 这个参数才可用（不过，当前在默认情况下就定义了TRACE_SORT）。

trace_locks (boolean)

如果开启，发出锁使用情况的信息。被转储信息中包括锁操作的类型、锁的类型和被锁

或被解锁对象的唯一标识符。同样包括的还有已经授予这个对象的锁类型的位掩码和等

待这个对象的锁类型的位掩码。对每一种锁类型，已授权锁和等待锁的计数也会被一起

转储。一个日志文件输出的例子如下：

LOG:  LockAcquire: new: lock(0xb7acd844) id(24688,24696,0,0,0,1)
      grantMask(0) req(0,0,0,0,0,0,0)=0 grant(0,0,0,0,0,0,0)=0
      wait(0) type(AccessShareLock)
LOG:  GrantLock: lock(0xb7acd844) id(24688,24696,0,0,0,1)
      grantMask(2) req(1,0,0,0,0,0,0)=1 grant(1,0,0,0,0,0,0)=1
      wait(0) type(AccessShareLock)
LOG:  UnGrantLock: updated: lock(0xb7acd844) id(24688,24696,0,0,0,1)
      grantMask(0) req(0,0,0,0,0,0,0)=0 grant(0,0,0,0,0,0,0)=0
      wait(0) type(AccessShareLock)
LOG:  CleanUpLock: deleting: lock(0xb7acd844) id(24688,24696,0,0,0,1)
      grantMask(0) req(0,0,0,0,0,0,0)=0 grant(0,0,0,0,0,0,0)=0
      wait(0) type(INVALID)

被转储结构的详细信息可以在src/include/storage/lock.h中找到。

只有在编译KingbaseES时定义了LOCK_DEBUG宏， 这个参数才可用。

trace_lwlocks (boolean)

如果开启，发出轻量级锁的使用信息。轻量级锁主要是为了提供对共享内存数据结构的

互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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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编译KingbaseES时定义了LOCK_DEBUG宏， 这个参数才可用。

trace_userlocks (boolean)

如果开启，发出关于用户锁使用的信息。与trace_locks的输出一样，但只用于咨询锁。

只有在编译KingbaseES时定义了LOCK_DEBUG宏， 这个参数才可用。

trace_lock_oidmin (integer)

如果设置，不会跟踪小于这个 OID 的锁（用于避免在系统表上的输出）。

只有在编译KingbaseES时定义了LOCK_DEBUG宏， 这个参数才可用。

trace_lock_table (integer)

无条件地跟踪此表（OID）上的锁。

只有在编译KingbaseES时定义了LOCK_DEBUG宏， 这个参数才可用。

debug_deadlocks (boolean)

如果设置，当死锁超时发生时，转储所有当前锁的信息。

只有在编译KingbaseES时定义了LOCK_DEBUG宏， 这个参数才可用。

log_btree_build_stats (boolean)

如果设置，会记录 B 树操作上的系统资源使用情况统计（内存和 CPU）。

只有在编译KingbaseES时定义了BTREE_BUILD_STATS宏， 这个参数才可用。

wal_debug (boolean)

如果被打开，WAL 相关的调试输出将被发出。只有在编译KingbaseES时定义
了WAL_DEBUG宏的情况下，这个参数才可用。

ignore_checksum_failure (boolean)

只有当data checksums被启用时才有效。

在读取过程中检测到一次校验码失败通常会导致KingbaseES报告一个错误。设
置ignore_checksum_failure为打开会导致系统忽略失败（但是仍然报告一个警告），并
且继续执行。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崩溃、传播或隐藏损坏或者其他严重的问题。但是，它

允许你绕过错误并且在块头部仍然健全的情况下从表中检索未损坏的元组。如果头部被

损坏，即便这个选项被启用系统也将报告一个错误。默认设置是off，并且只能被超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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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改变。

zero_damaged_pages (boolean)

检测到一个损坏的页面头部通常会导致KingbaseES报告一个错误，并且中止当前事务。
把zero_damaged_pages设置为打开会让系统报告一个警告、把损坏的页面填充零，然后
继续处理。这种行为会毁掉数据，即被损坏页面上的所有行。但是它允许你绕开错误并

且从可能存在表中的任何未损坏页面中检索行。如果由于一次硬件或软件错误而发生毁

坏，这种方法可用于恢复数据。通常你不应该把它设置为打开，除非你已经彻底放弃从

表的损坏页面中恢复数据。被填充零的页面不会被强制到磁盘上，因此我们推荐在再次

关闭这个参数之前先重建表或索引。默认的设置是off，并且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它。

18. 短选项短选项

         为了方便起见，系统中还为一些参数提供了单字母的命令行选项开关。它们在表 18-1中
描述。其中一些选项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存在，并且它们作为一个单字母选项存在并不表示它们

会被大量使用。

表表  18-1. 短选项键短选项键

短选项短选项 等效于等效于

-B x shared_buffers = x
-d x log_min_messages = DEBUGx
-e datestyle = euro
-fb, -fh, -
fi, -fm, -fn,
-fo, -fs, -ft

enable_bitmapscan = off, enable_hashjoin = off, enable_indexscan =
off, enable_mergejoin = off, enable_nestloop = off,
enable_indexonlyscan = off, enable_seqscan = off, enable_tidscan = off

-F fsync = off
-h x listen_addresses = x
-i listen_addresses = '*'
-k x unix_socket_directories = x
-l ssl = on
-N x max_connections = x
-O allow_system_table_mods = on
-p x port = x
-P ignore_system_indexes = on
-s log_statement_stats = on
-S x work_mem = x
-tpa, -tpl, -
te log_parser_stats = on, log_planner_stats = on, log_executor_stats = on
-W x post_auth_delay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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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aseES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应用

        这一部分包含KingbaseES服务器应用和支持工具的参考信息。这些命令只在数
据库服务器所在的主机上运行才有用。其他工具程序在KingbaseES客户端应用中列
出。

目录目录
initdb  --  创建一个新的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
sys_archivecleanup  --  清理KingbaseES的WAL归档文件
sys_controldata  --  显示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的控制信息
sys_ctl  --  初始化、启动、停止或控制一个KingbaseES服务器
sys_resetxlog  --  重置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的预写式日志以及其他控制信
息
sys_rewind  --  将KingbaseES数据目录与一个自其本身复制而来的数据目录进行同
步
sys_test_fsync  --  为KingbaseES判断最快的wal_sync_method
sys_test_timing  --  测量计时开销
sys_upgrade  --  升级KingbaseES服务器实例
sys_xlogdump  --  以可读的形式显示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的预写式日志
kingbase  --  KingbaseES数据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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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db
名称名称

        initdb  --  创建一个新的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initdb [option...] [--kingbase_data | -D] directory

简介简介

         initdb创建一个新的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一个数据库集簇是由一个单一服务器实例
管理的数据库的集合。

         一个数据库集簇的创建包括创建存放数据库数据的目录、生成共享目录表（属于整个集
簇而不是任何特定数据库的表）并且创建template1和kingbase数据库。当之后创建一个新的
数据库时，任何在template1数据库中的东西都会被复制（因此，任何已安装在template1中的
东西都会被自动地复制到后来创建的每一个数据库中）。kingbase数据库是便于用户、工具和
第三方应用使用的默认数据库。

         尽管initdb将尝试创建指定的数据目录，它可能没有权限（如果想要的数据目录的父目
录被根用户拥有）。要在这样一种设置中初始化，作为root创建一个空数据目录，然后使
用chown将该目录赋予给数据库用户账户，再然后su成为该数据库用户并运行initdb。

         initdb必须以将拥有该服务器进程的用户运行，因为该服务器需要访问initdb创建的文
件和目录。因为该服务器不能作为root运行，不能以root运行initdb。

         initdb初始化该数据库集簇的默认区域和字符集编码。当一个数据库被创建时，其字符
集编码、排序顺序（LC_COLLATE）和字符集类（LC_CTYPE，例如大写、小写、数字）可以被独
立设置。initdb为template1数据库确定那些设置，它们将作为所有其他数据库的默认值。

         要修改默认排序顺序或字符集类，使用--lc-collate和--lc-ctype选项。除C或POSIX之
外的排序顺序也有性能罚值。在运行initdb时选择正确的区域很重要。

         余下的区域分类可以在服务器启动之后改变。你也可以使用--locale来为所有区域分类
设置默认值，包括排序顺序和字符集类。所有服务器区域值（lc_*）可以通过SHOW ALL显示。
详见本地化。

        修改默认编码，使用--encoding。详见字符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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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选项

-A authmethod
--auth=authmethod

这个选项为本地用户指定在sys_hba.conf中使用的认证方法（host和local行）。除非信
任你系统上的所有本地用户，否则不要使用trust。为了安装方便，trust是默认值。

--auth-host=authmethod

这个选项为通过TCP/IP连接的本地用户指定在sys_hba.conf中使用的认证方法
（host行）。

--auth-local=authmethod

这个选项为通过Unix域套接字连接的本地用户指定在sys_hba.conf中使用的认证方法
（local行）。

-D directory
--kingbase_data=directory

这个选项指定数据库集簇应该存放的目录。这是initdb要求的唯一信息，但是你可以通
过设定KINGBASE_DATA环境变量来避免书写它，这很方便因为之后数据库服务器
（kingbase）可以使用同一个变量来找到数据库目录。

--case-insensitive

这个选项指定数据库大小写不敏感。如果这个选项没有被指定，默认情况是大小写敏

感，添加此选项，表示大小写不敏感。主要表现形式就是:--case-insensitive没有被指
定时候，非界定标识符（如表、列等对象名字）转为大写存储，字符串（包括标识符）

的比较区分大小写。--case-insensitive被指定时候非界定标识符，保留用户输入的大
小写存储，字符串（包括标识符）的比较不区分大小写。

-E encoding
--encoding=encoding

选择模板数据库的编码。这也将是后来创建的任何数据库的默认编码，除非你覆盖它。

默认值来自于区域，或者如果该值不起作用则为SQL_ASCII。KingbaseES服务器所支持
的字符集在字符集支持中描述。

-k
--data-checksums

在数据页面上使用校验码来帮助检测I/O系统造成的损坏。启用校验码将会引起显著的性
能惩罚。这个选项只能在初始化期间被设置，并且以后不能修改。如果被设置，在所有

数据库中会为所有对象计算校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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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e=locale

为数据库集簇设置默认区域。如果这个选项没有被指定，该区域将从initdb所运行的环
境中继承。区域支持在本地化中描述。

--lc-collate=locale
--lc-ctype=locale
--lc-messages=locale
--lc-monetary=locale
--lc-numeric=locale
--lc-time=locale

和--locale相似，但是只在指定的分类中设置区域。

--no-locale

等效于--locale=C。

-N
--nosync

默认情况下，initdb将等待所有文件被安全地写到磁盘。这个选项会导致initdb不等待
就返回，这当然更快，但是也意味着一次后续的操作系统崩溃可能让数据目录损坏。通

常，这个选项对测试有用，但是不应该在创建生产安装时使用。

--pwfile=filename

让initdb从一个文件读取数据库超级用户的口令。该文件的第一行被当作口令。

-S
--sync-only

安全地把所有数据库文件写入到磁盘并退出。这不会执行任何正常的initdb操作。

-T CFG
--text-search-config=CFG

设置默认的文本搜索配置。详见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选择数据库超级用户的用户名。这个的默认值是实际运行initdb的用户的名称。超级用
户的名字是什么真的不重要，但是你可以选择保留常用的名字kingbase，即使操作系统
的用户名不同。

-W
--pwprompt

让initdb提示要求为数据库超级用户给予一个口令。如果你没有计划使用口令认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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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重要。否则在你设置一个口令之前你就无法使用口令认证。

-X directory
--xlogdir=directory

这个选项指定事务日志会被存储在哪个目录中。

         其他较少使用的选项：

-d
--debug

显示来自引导后端的调试输出以及普通大众不那么感兴趣的一些消息。引导后端被程

序initdb用来创建目录表。这个选项会生成大量极端无聊的输出。

-L directory

指定initdb应从哪里寻找它的输入文件来初始化数据库集簇。这通常没有必要。如果你
需要显式指定它们的位置，你应该被告知。

-n
--noclean

默认情况下，当initdb确定有一个错误阻止它完整地创建数据库集簇，它会移除在它发
现无法完成任务之前创建的任何文件。这个选项会抑制这种整理并且对调试有用。

         其他选项：

-V
--version

显示initdb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有关initdb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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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环境

KINGBASE_DATA

指定数据库集簇应该被存放的目录，可以使用-D选项覆盖。

TZ

指定创建的数据集簇的默认时区。值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时区名称（见《SQL和PL/SQL速
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据类型”-5. 日期/时间类型）。

         与其他KingbaseES工具相似，这个工具适用于libkci支持的环境变量。

注解注解

         initdb可通过sys_ctl initdb被调用。

参见参见

        sys_ctl, king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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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archivecleanup
名称名称

        sys_archivecleanup  --  清理KingbaseES的WAL归档文件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archivecleanup [option...] archivelocation oldestkeptwal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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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简介

         sys_archivecleanup被设计用archive_cleanup_command作为后备服务器运行来清理WAL
文件归档。sys_archivecleanup也可以被用作一个单独的程序来清理WAL文件归档。

        要配置一个后备服务器以使用sys_archivecleanup，把下面的内容放在recovery.conf配置
文件中：

archive_cleanup_command = 'sys_archivecleanup archivelocation %r'

         其中archivelocation是要从中移除WAL段文件的目录。

         当被用在archive_cleanup_command中时，所有逻辑上在%r参数的值之前的WAL文件都
将被从archivelocation移除。这能最小化需要被保留的文件数量，同时能保留崩溃后重启的

能力。如果对于这台特定的后备服务器，archivelocation是一个短暂需要的区域，使用这个

参数就是合适的，但是当archivelocation要用作一个长期的WAL归档区域或者当多个后备服
务器正在从这个归档位置恢复时，使用这个参数就不合适。

         当被用作一个单独的程序时，所有逻辑上在oldestkeptwalfile之前的WAL文件将被
从archivelocation中移除。在这种模式中，如果指定了.partial或者.backup文件名，则只有
该文件前缀将被用作oldestkeptwalfile。这种对.backup文件名的处理允许你移除所有在一个
特定基础备份之前归档的WAL文件而不出错。例如，下面的例子将移除所有比WAL文件
名000000010000003700000010老的文件：

sys_archivecleanup -d archive 000000010000003700000010.00000020.backup

sys_archivecleanup:  keep WAL file "archive/000000010000003700000010" 
and later
sys_archivecleanup:  removing file "archive/00000001000000370000000F"
sys_archivecleanup:  removing file "archive/00000001000000370000000E"

         sys_archivecleanup假定archivelocation是一个可读的目录并且对于服务器拥有者是可

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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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选项

         sys_archivecleanup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d

在stderr上显示调试日志输出。

-n

在stdout上显示将被移除的文件的名字（执行一次演习）。

-V
--version

显示sys_archivecleanup版本并退出。

-x extension

提供一个扩展名，在决定所有的文件是否应该被删除之前，将从文件名中剥离这个扩展

名。这通常有助于清理已经存储期间被压缩过并且被压缩程序增加了一个扩展名的归

档。例如：-x .gz。

-?
--help

显示sys_archivecleanup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注解注解

         sys_archivecleanup被设计为与KingbaseESV8及其后的版本一起工作。

         sys_archivecleanup以C写成并且具有很容易修改的源代码，其中有特别指定的区域用于
修改以符合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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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在Linux或者Unix系统上，可能会用：

archive_cleanup_command = 'sys_archivecleanup -d /mnt/standby/archive 
%r 2>>cleanup.log'

         其中归档目录位于后备服务器上，这样archive_dest通过NFS来访问它，但是文件对于
后备服务器来说是本地的。这将会：

在cleanup.log中产生调试输出。

从归档目录中删除不再需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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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controldata
名称名称

        sys_controldata  --  显示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的控制信息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controldata [option] [[-D] datadir]

简介简介

         sys_controldata获取在initdb初始化期间的信息，例如目录版本。也显示关于预写式日
志和检查点处理的信息。这种信息是集簇范围的，并且不针对任何一个数据库。

         这个工具只能由初始化集簇的用户运行，因为它要求对数据目录的读访问。可以在命令
行中指定数据目录，或者使用环境变量KINGBASE_DATA。此工具支持选项-V和--version，显
示sys_controldata版本并退出。也支持选项-?和--help，它们输出支持的参数。

环境环境

KINGBASE_DATA

默认的数据目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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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ctl
名称名称

        sys_ctl  --  初始化、启动、停止或控制一个KingbaseES服务器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ctl  init[db]  [-s] [-D datadir] [-o initdb-options]

sys_ctl  start  [-w] [-t seconds] [-s] [-D datadir] [-l filename] 
[-o options] [-p path] [-c]

sys_ctl  stop  [-W] [-t seconds] [-s] [-D datadir] [-ms[mart] 
| f[ast] | i[mmediate] ]

sys_ctl  restart  [-w] [-t seconds] [-s] [-D datadir] [-c] [-ms[mart] 
| f[ast] | i[mmediate] ] [-o options]

sys_ctl  reload  [-s] [-D datadir]

sys_ctl  status  [-D datadir]

sys_ctl  promote  [-s] [-D datadir]

sys_ctl  kill   signal_name   process_id 

sys_ctl  register  [-N servicename] [-U username] [-P password] [-D datadir] 
[-Sa[uto] | d[emand]] [-w] [-t seconds] [-s] [-o options]

sys_ctl  unregister  [-N servicename]

简介简介

         sys_ctl是一个用于初始化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启动、停止或重启KingbaseES数据
库服务器（kingbase），显示正在运行服务器状态的工具。sys_ctl将从定向日志输出以及正确
地从终端和进程组脱离等任务进行包装。也提供了方便的选项用来控制关闭。

         init或initdb模式会创建一个新的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一个数据库集簇是一个由单
一服务器实例管理的数据库的集合。这个模式调用initdb命令。详见initdb。

         在start模式中，一个新的服务器被启动。该服务器被启动在后台，并且它的标准输出被
附加到/dev/null（或Windows上的nul）。在Unix类系统上，默认情况下服务器的标准输出和
标准错误被发送到sys_ctl的标准输出（不是标准错误）。sys_ctl的标准输出应该接着被重定向
到一个文件或用管道导向另一个进程（例如日志轮转程序rotatelogs）。否则kingbase将把它
的输出写到控制终端（从后台）并且将不会离开shell的进程组。在Windows上，默认情况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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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的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被发送到终端。这些默认行为可以使用-l追加服务器的输出到一个
日志文件来改变。我们推荐使用-l或输出重定向。

         在stop模式中，运行在指定数据目录中的服务器被关闭。对-m选项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
关闭方法。"Smart"模式等待所有客户端断开连接以及任何在线备份结束。如果该服务器是热
备，一旦所有的客户端已经断开连接，恢复和物理同步将被终止。"Fast"模式（默认）不会等
待客户端断开连接并且将终止进行中的在线备份。所有活动事务都被回滚并且客户端被强制断

开连接，然后服务器被关闭。"Immediate"模式将立刻中止所有服务器进程，而不是做一次干
净的关闭。这将导致下一次重启时进行一次崩溃恢复。

         restart模式实际上先执行一次停止然后执行一次启动。这允许改变kingbase的命令行选
项。如果指定的相对路径是在服务器启动期间在命令行指定的，restart可能会失败。

         reload模式简单地向kingbase进程发送一个SIGHUP信号，导致它重新读取它的配置文件
（kingbase.conf、sys_hba.conf等）。这允许改变配置文件选项而无需一次完整的重启来让
改变生效。

         status模式检查一个服务器是否运行在指定的数据目录中。如果有一个服务器正在运
行，PID和用来调用它的命令行选项将被显示。如果服务器没有在运行，进程将返回退出状态
3。如果没有指定一个可以访问的数据目录，该进程将返回退出状态4。

         在promote模式中，运行在指定数据目录中的后备服务器被命令退出恢复并且开始读写操
作。

         kill模式允许你向一个指定进程发送一个消息。这对没有kill命令的Microsoft Windows特
别有价值。使用--help来查看受支持的信号名称列表。

         register模式允许你在Microsoft Windows上注册一个系统服务。-S选项允许选择服务启
动类型，可以是"auto"（随系统自动启动）或"demand"（按需启动）。

         unregister模式允许你在Microsoft Windows上移除一个系统服务的注册。这会撤
销register命令的效果。

选项选项

-c
--core-file

在可行的平台上尝试允许服务器崩溃产生核心文件，方法是提升在核心文件上的任何软

性资源限制。这通过允许从一个失败的服务器进程中获得一个栈跟踪而有助于调试或诊

断问题。

-D data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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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ase_data datadir

指定数据库配置文件的文件系统位置。如果这被忽略，将使用环境变量KINGBASE_DATA。

-l filename
--log filename

追加服务器日志输出到filename。如果该文件不存在，它会被创建。umask被设置成
077，这样默认情况下不允许其他用户访问该日志文件。

-m mode
--mode mode

指定关闭模式。mode可以是smart、fast或immediate，或者这三者之一的第一个字母。
如果被忽略，将使用fast。

-o options

指定被直接传递给kingbase命令的选项。多个选项调用会被追加在一起。

这些选项应该通常被单引号或双引号包围来确保它们被作为一个组传递。

-o initdb-options

指定要直接传递给initdb命令的选项。

这些选项应该通常被单引号或双引号包围来确保它们被作为一个组传递。

-p path

指定kingbase可执行程序的位置。默认情况下，kingbase可执行程序可以从sys_ctl相同
的目录得到，或者如果没有在那里找到，则在硬写的安装目录中获得。除非你正在做一

些不同寻常的事并且得到错误说没有找到kingbase可执行程序，这个选项不是必需的。

在init模式中，这个选项类似于指定了initdb可执行程序的位置。

-s
--silent

只显示错误，不获取信息性的消息。

-t
--timeout

等待启动或关闭完成的最大秒数。默认值为60。

-V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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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sys_ctl版本并退出。

-w

等待启动或关闭完成。等待是关闭的默认选项，但不是启动的默认选项。在等待启动

时，sys_ctl会重复尝试连接到服务器。在等待关闭时，sys_ctl会等待服务器删除它
的PID文件。这个选项允许在启动时一个SSL口令的进入。sys_ctl基于启动或关闭的成
功返回一个退出码。

-W

不等待启动或关闭完成。这是启动和重启模式的默认值。

-?
--help

显示有关sys_ctl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用于用于Windows的选项的选项

-e source

作为一个Windows服务运行时，sys_ctl用来在事件日志中记录日志的事件源的名称。默
认是KingbaseES。注意这只控制来自sys_ctl本身的日志，一旦开始，服务器将使
用event_source中指定的事件源。如果在早期的启动阶段服务器失败，它可能也会使用
默认的事件源KingbaseES来记录。

-N servicename

要注册的系统服务的名称。这个名称将被用于服务名和显示名。

-P password

启动该服务的用户的口令。

-S start-type

要注册的系统服务的启动类型。启动类型可以是auto、demand或者两者之一的第一个字
母。如果这被忽略，会使用auto。

-U username

启动该服务的用户的用户名。对于域用户，使用格式DOMAIN\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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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文件

kingbase.pid

这个文件在数据目录中的存在被用来帮助sys_ctl决定服务器是否正在运行着。

kingbase.opts

如果这个文件存在于数据目录中，sys_ctl（处于restart模式中）将把该文件的内容作为
选项传递给kingbase，除非通过-o选项进行了覆盖。这个文件的内容也会被显示
在status模式中。

例子例子

启动服务器启动服务器

         例例1：启动服务器：

$ sys_ctl start

         例例2： 启动服务器并且等待服务器接受连接：

$ sys_ctl -w start

         例例3： 使用端口5433启动服务器并且运行时不使用fsync：

$ sys_ctl -o "-F -p 5433" start

停止服务器停止服务器

         例例4： 停止服务器：

$ sys_ctl stop

         例例5： -m选项允许控制服务器关闭：

$ sys_ctl stop -m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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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服务器重启服务器

         例例6： 重启服务器几乎等价于停止服务器并且再次启动它，不过sys_ctl会保存并重用被
传递给之前的运行实例的命令行选项。以最简单的形式重启服务器：

$ sys_ctl restart

         例例7： 重启服务器并等待它关闭和重启：

$ sys_ctl -w restart

         例例8： 使用端口5433重启并在重启时禁用fsync：

$ sys_ctl -o "-F -p 5433" restart

显示服务器状态显示服务器状态

         例例9： 显示sys_ctl状态：

$ sys_ctl status
sys_ctl: server is running (PID: 13718)
/usr/local/kingbase/bin/kingbase "-D" "/usr/local/kingbase/data" 
"-p" "5433" "-B" "128"

参见参见

        initdb, king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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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resetxlog
名称名称

        sys_resetxlog  --  重置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的预写式日志以及其他控制信息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resetxlog [-f] [-n] [option...] {[-D] datadir}

简介简介

         sys_resetxlog会清除预写式日志（WAL）并且有选择地重置存储在sys_control文件中
的一些其他控制信息。如果这些文件已经被损坏，某些时候就需要这个功能。当服务器由于这

样的损坏而无法启动时，被用作最后的手段。

         在运行这个命令之后，就可以启动服务器，但是记住数据库可能包含由于部分提交事务
产生的不一致数据。应当立刻转储数据、运行initdb并且重新载入。重新载入后，检查不一致
并且根据需要修复之。

         这个工具只能被安装服务器的用户运行，因为它要求对数据目录的读写访问。出于安全
原因，你必须在命令行中指定数据目录。sys_resetxlog不使用环境变量KINGBASE_DATA。

        如果sys_resetxlog无法为sys_control决定合法数据，可以通过指定-f（强制）选项强制
它继续。在这种情况下，丢失的数据将被替换为看似合理的值。可以期望大部分域是匹配的，

但是下一个OID、下一个事务ID和纪元、下一个多事务ID和偏移以及WAL开始地址域可能还是
需要人工协助。这些域可以使用下面讨论的选项设置。如果不能为所有这些域决定正确的

值，-f还是可以被使用，但是恢复的数据库还是值得怀疑：一次立即的转储和重新载入是势在
必行的。在你转储之前不要在该数据库中执行任何数据修改操作，因为任何这样的动作都可能

使破坏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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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选项

-f

即使sys_resetxlog无法从sys_control中确定有效的数据，也能使得sys_resetxlog继续
运行。

-n

-n（无操作）选项指示sys_resetxlog显示从sys_control重构出来的值以及要被改变的
值，然后不修改任何东西退出。这主要是一个调试工具，但是可以用来在允

许sys_resetxlog真正执行下去之前进行完整性检查。

-V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然后退出。

-?
--help

显示帮助然后退出。

         只有当sys_resetxlog无法通过读取sys_control确定合适的值时，才需要下列选项。安
全值可以按下文所述来确定。对于接收数字参数的值，可以使用前缀0x指定16进制值。

-c xid,xid

手工设置提交时间可以检索到的最老的和最新的事务ID。

能检索到提交时间的最老事务ID的安全值（第一部分）可以通过在数据目录
下sys_commit_ts目录中数字上最小的文件名来决定。反过来，能检索到提交时间的最新
事务ID的安全值（第二部分）可以通过同一个目录中数字上最大的文件名来决定。文件
名都是十六进制的。

-e xid_epoch

手工设置下一个事务ID的epoch。

事务ID的epoch实际上并没有存储在数据库中的任何地方，除了被sys_resetxlog设置在
这个域中，所以只要关心的是数据库本身，任何值都可以用。你可能需要调整这个值来

确保诸如Slony-I和Skytools之类的复制系统正确地工作 — 如果确实需要调整，应该可以
从下游的复制数据库的状态中获得一个合适的值。

-l xlogfile

手工设置WAL开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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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设置WAL开始地址。

WAL起始地址应该比当前存在于数据目录下sys_xlog目录中的任意WAL段文件名更大。
这些名称也是十六进制的并且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时间线 ID"并且通常应该被保持
相同。例如，如果00000001000000320000004A是sys_xlog中最大的项，则使用-l
00000001000000320000004B或更高的值。

注意注意: sys_resetxlog本身查看sys_xlog中的文件并选择一个超出最新现存文件名
的默认-l设置。因此，只有当你知道WAL段文件当前不在sys_xlog中时，或者
当sys_xlog的内容完全丢失时，才需要对-l的手工调整，例如一个离线归档中的
项。

-m mxid,mxid

手工设置下一个和最老的多事务ID。

确定下一个多事务ID（第一部分）的安全值的方法：在数据目录下
的sys_multixact/offsets目录中查找最大的数字文件名，然后在它的基础上加一并且乘
以 65536 (0x10000)。反过来，确定最老的多事务ID（-m的第二部分）的方法：在同一
个目录中查找最小的数字文件名并且乘以65536。文件名是十六进制的数字，因此实现
上述方法最简单的方式是以十六进制指定选项值并且追加四个零。

-o oid

手工设置下一个OID。

没有相对容易的方法来决定超过数据库中最大OID的下一个OID。但幸运的是正确地得到
下一个OID设置并不是决定性的。

-O mxoff

手工设置下一个多事务偏移量。

确定安全值的方法：查找数据目录下sys_multixact/members目录中最大的数字文件名，
然后在它的基础上加一并且乘以52352 (0xCC80)。文件名是十六进制数字。没有像其他
选项那样追加零的简单方法。

-x xid

手工设置下一个事务ID。

确定安全值的方法：在数据目录下的sys_clog目录中查找最大的数字文件名，然后在它
的基础上加一并且乘以 1048576 (0x100000)。注意文件名是十六进制的数字。通常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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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制的形式指定该选项值也是最容易的。例如，如果0011是sys_clog中的最大项，-x
0x1200000就可以（五个尾部的零就表示了前面说的乘数）。

注解注解

         此命令不能在服务器正在运行时被使用。如果在数据目录中发现一个服务器锁文
件，sys_resetxlog将拒绝启动。如果服务器崩溃那么一个锁文件可能会被留下，在那种情况
下能删除该锁文件来让sys_resetxlog运行。但是在你那样做之前，再次确认没有服务器进程
仍然存活。

参见参见

         sys_control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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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rewind
名称名称

        sys_rewind  --  将KingbaseES数据目录与一个自其本身复制而来的数据目录进行同步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rewind [option...]  {-D  | --target-kingbase_data} directory {
--source-kingbase_data=directory | --source-server=connstr} 

简介简介

         sys_rewind是一个用于在集簇的时间线分叉以后，同步KingbaseES集簇和同一集簇的另
一份拷贝的工具。一种典型的场景是在故障切换后让旧的主服务器作为新主机的备机重新上

线。

         其结果等效于把目标数据目录替换成源数据目录。数据文件中只有更改过的块才会被拷
贝，所有其他的文件会被整个拷贝，包括配置文件。sys_rewind比起做一个新的基础备份或
者rsync等工具的优势在于，sys_rewind不要求读取集簇中未更改的块。这使得它在数据库很
大并且在集簇间只有小部分块不同时速度很快。

         sys_rewind检查源集簇和目标集簇的时间线历史来判断它们在哪一点分叉，并且期望在
目标集簇的sys_xlog目录中找到WAL来返回到分叉点。分叉点可能会在目标时间线、源时间
线或者它们的共同祖先上找到。在典型的失效场景中，目标集簇在分叉后很快就被关闭，这不

是问题，但是如果目标集簇在分叉后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旧的WAL文件可能已经不存在
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可以被手工从WAL归档复制到sys_xlog目录，或者通过配
置recovery.conf在启动时取得。sys_rewind的使用并不限于故障切换的场景，例如一个后备
服务器可能被提升、运行一些写事务，然后被倒回再次成为一个后备。

         当目标服务器在运行了sys_rewind之后第一次启动时，它将进入到恢复模式并且重放源
服务器在分叉点之后产生的所有WAL。如果运行sys_rewind时有些WAL在源服务器上找不
到，并且因此无法被sys_rewind复制过来，则在目标服务器被启动时必须让这些WAL可用。这
可以通过在目标数据目录中创建一个recovery.conf文件并且在其中使用一个适当
的restore_command来实现。

         sys_rewind要求目标服务器在kingbase.conf中启用了wal_log_hints选项，或者在
用initdb初始化集簇时启用了数据校验。目前默认情况下这两者都没有被打
开。full_page_writes也必须被设置为on，这是默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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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选项

         sys_rewind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D directory
--target-kingbase_data=directory

这个选项指定要与源数据目录同步的目标数据目录。在运行sys_rewind之前目标服务器
必须被干净地关闭。

--source-kingbase_data=directory

指定要和目标服务器同步的源服务器的数据目录的文件系统路径。这个选项要求源服务

器必须被干净地关闭。

--source-server=connstr

指定一个libkci连接串用于连接要与目标服务器同步的源KingbaseES服务器。该连接必
须是一个具有超级用户访问权限的普通（非复制）连接。这个选项要求源服务器正在运

行且不处于恢复模式。

-n
--dry-run

做除了实际修改目标目录之外的其他所有事情。

-P
--progress

启用进度报告。在从源集簇拷贝数据时，打开这个选项将会发送一个近似的进度报告。

--debug

显示调试输出，对于调试sys_rewind的开发者是有用的。

-V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然后退出。

-?
--help

显示帮助然后退出。

环境环境

         使用--source-server选项时，sys_rewind也使用libkci支持的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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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如何工作如何工作

         其基本思想是从源集簇拷贝所有文件系统级别的改变到目标集簇：

a. 以源集簇的时间线历史从目标集簇分叉出来的点之前的最后一个检查点为起点，扫描目
标集簇的WAL日志。对于每一个WAL记录，读取每一个被动过的数据块。这会得到在目
标集簇中从源集簇被分支出去以后所有被更改过的数据块列表。

b. 使用直接的文件系统访问（--source-kingbase_data）或者SQL（--source-server），
把所有那些更改过的块从源集簇拷贝到目标集簇。

c. 把所有其他诸如sys_clog和配置文件（除了关系文件之外所有的东西）从源集簇拷贝到
目标集簇。

d. 从源集簇应用WAL，从失效处创建的检查点开始（严格来说，sys_rewind并不应用
WAL，它只是创建一个备份标签文件，该文件让KingbaseES从那个检查点开始向前重
放所有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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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est_fsync
名称名称

        sys_test_fsync  --  为KingbaseES判断最快的 wal_sync_method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test_fsync [option...]

简介简介

         sys_test_fsync是想告诉你在特定的系统上，哪一种 wal_sync_method最快，还可以在发
生认定的I/O问题时提供诊断信息。不过，sys_test_fsync显示的区别可能不会在真实的数据库
吞吐量上产生显著的区别，特别是由于很多数据库服务器被它们的事务日志限制了速

度。sys_test_fsync为wal_sync_method报告以微秒计的平均文件同步操作时间，也能被用来提
示用于优化commit_delay值的方法。

选项选项

         sys_test_fsync接受下列命令行选项：

-f
--filename

指定要写入测试数据到其中的文件名。这个文件必须位于和sys_xlog目录所在或者将被
放置的同一个文件系统中（sys_xlog包含WAL文件）。默认是当前目录中
的sys_test_fsync.out。

-s
--secs-per-test

指定每次测试的秒数。每个测试的时间越长，测试的精度就越高，但是它需要更多时间

来运行。默认是5秒，这允许程序在2分钟以内完成。

-V
--version

显示sys_test_fsync版本并且退出。

-?
--help

显示有关sys_test_fsync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且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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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另见

        king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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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test_timing
名称名称

        sys_test_timing  --  测量计时开销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test_timing [option...]

简介简介

         sys_test_timing是一种测量在系统上计时开销及确认系统时间的工具。收集计时数据很慢
的系统会给出不太准确的EXPLAIN ANALYZE结果。

选项选项

         sys_test_timing接受下列命令行选项：

-d duration
--duration=duration

指定测试的持续时间，以秒计。更长的持续时间会给出更好一些的精确度，并且更可能

发现系统时钟回退的问题。默认的测试持续时间是3秒。

-V
--version

显示sys_test_timing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有关sys_test_timing的命令行参数，然后退出。

用法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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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解读结果解读

         好的结果将显示大部分（>90%）的单个计时调用用时都小于1微妙。每次循环的平均开
销将会更低，低于100纳秒。下面的例子来自于一台使用了一份TSC时钟源码的Intel i7-860系
统，它展示了非常好的性能：

Testing timing overhead for 3 seconds.
Per loop time including overhead: 35.96 nsec
Histogram of timing durations:
< usec   % of total      count
     1     96.40465   80435604 
     2      3.59518    2999652  
     4      0.00015        126  
     8      0.00002         13  
    16      0.00000          2  

         注意每次循环时间和柱状图用的单位是不同的。循环的解析度可以在几个纳秒
（nsec），而单个计时调用只能解析到一个微妙（usec）。

度量执行器计时开销度量执行器计时开销

         当查询执行器使用EXPLAIN ANALYZE运行一个语句时，单个操作会被计时，总结也会被显
示。你的系统的负荷可以通过使用ksql程序计数行来检查：

CREATE TABLE t AS SELECT * FROM generate_series(1,100000);
\timing
SELECT COUNT(*) FROM t;
EXPLAIN ANALYZE SELECT COUNT(*) FROM t;

         i7-860系统测到运行该计数查询用了 9.8ms而EXPLAIN ANALYZE版本则需要16.6ms，每次
处理都在100,000行上进行。6.8ms的差别意味着在每行上的计时负荷是68ns，大概是
sys_test_timing估计的两倍。即使这样相对少量的负荷也造成了带有计时的计数语句耗时多出
了70%。在更大量的查询上，计时开销带来的问题不会有这么明显。

改变时间来源改变时间来源Changing time sources

         在一些较新的Linux系统上，可以在任何时候更改用来收集计时数据的时钟来源。第二个
例子显示了在上述快速结果的相同系统上切换到较慢的acpi_pm时间源可能带来的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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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 /sys/devices/system/clocksource/clocksource0/
available_clocksource
tsc hpet acpi_pm
# echo acpi_pm > /sys/devices/system/clocksource/clocksource0/
current_clocksource
# sys_test_timing
Per loop time including overhead: 722.92 nsec
Histogram of timing durations:
< usec   % of total      count
     1     27.84870    1155682 
     2     72.05956    2990371 
     4      0.07810       3241  
     8      0.01357        563  
    16      0.00007          3  

         在这种配置中，上面的例子EXPLAIN ANALYZE用了115.9ms。其中有1061nsec的计时开
销，还是用这个工具直接度量结果的一个小倍数。这么多的计时开销意味着实际的查询本身只

占了时间的一个很小的分数，大部分的时间都耗在了计时所需的管理开销上。在这种配置中，

任何涉及到很多计时操作的EXPLAIN ANALYZE都会受到计时开销的显著影响。

         FreeBSD也允许即时更改时间源，并且它会记录在启动期间有关计时器选择的信息：

# dmesg | grep "Timecounter"
Timecounter "ACPI-fast" frequency 3579545 Hz quality 900
Timecounter "i8254" frequency 1193182 Hz quality 0
Timecounters tick every 10.000 msec
Timecounter "TSC" frequency 2531787134 Hz quality 800
# sysctl kern.timecounter.hardware=TSC
kern.timecounter.hardware: ACPI-fast -> TSC

         其他系统可能只允许在启动时设定时间源。在旧的Linux系统上，“clock”内核设置是做这
类更改的唯一方法。并且即使在一些更近的系统上，对于一个时钟源你将只能看到唯一的选项

"jiffies"。Jiffies是老的Linux软件时钟实现，当有足够快的计时硬件支持时，它能够具有很好的
解析度，就像在这个例子中：

$ cat /sys/devices/system/clocksource/clocksource0/available_clocksource
jiffies
$ dmesg | grep time.c
time.c: Using 3.579545 MHz WALL PM GTOD PIT/TSC timer.
time.c: Detected 2400.153 MHz processor.
$ sys_test_timing
Testing timing overhead for 3 seconds.
Per timing duration including loop overhead: 97.75 ns
Histogram of timing durations:
< usec   % of total      count
     1     90.23734   27694571 
     2      9.75277    2993204  
     4      0.00981       3010  
     8      0.00007         22  
    16      0.00000          1  
    32      0.00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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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硬件和计时准确性时钟硬件和计时准确性

         收集准确的计时信息在计算机上通常是使用具有不同精度的时钟硬件完成的。使用一些
硬件，操作系统能几乎直接把系统时钟时间传递给程序。一个系统时钟也可以得自于一块简单

地提供计时中断、在某个已知时间区间内的周期性滴答的芯片。在两种情况中，操作系统内核

提供一个隐藏这些细节的时钟源。但是时钟源的精确度以及能多快返回结果会根据底层硬件而

变化。

         不精确的计时能够导致系统不稳定性。对任何时钟源的更改都要仔细地测试。操作系统
默认是有时会更倾向于可靠性而不是最好的精确性。并且如果你在使用一个虚拟机器，应查看

与之兼容的推荐时间源。在模拟计时器时虚拟硬件面临着额外的困难，并且提供商常常会建议

每个操作系统的设置。

         时间戳计数器（TSC）时钟源是当前一代CPU上最精确的一种。当操作系统支持TSC并
且TSC可靠时，它是跟踪系统时间更好的方式。有多种方式会使TSC无法提供准确的计时源，
这会让它不可靠。旧的系统能有一种基于CPU温度变化的TSC时钟，这让它不能用于计时。
尝试在一些就的多核CPU上使用TSC可能在多个核心之间给出不一致的时间报告。这可能导
致时间倒退，这个程序会检查这种问题。并且即使最新的系统，在非常激进的节能配置下也可

能无法提供准确的TSC计时。

         更新的操作系统可能检查已知的TSC问题并且当它们被发现时切换到一种更慢、更稳定
的时钟源。如果你的系统支持TSC时间但是并不默认使用它，很可能是由于某种充分的理由才
禁用它。某些操作系统可能无法正确地检测所有可能的问题，或者即便在知道TSC不精确的情
况下也允许使用TSC。

         如果系统上有高精度事件计时器（HPET）并且TSC不准确，该系统将会更喜欢HPET计
时器。计时器芯片本身是可编程的，最高允许100纳米的解析度，但是在你的系统时钟中可能
见不到那么高的准确度。

         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ACPI）提供了一种电源管理（PM）计时器，Linux把它称之为
acpi_pm。得自于acpi_pm的时钟最好时将能提供300纳秒的解析度。

         在旧的PC硬件上使用的计时器包括 8254 可编程区间计时器（PIT）、实时时钟
（RTC）、高级可编程中断控制器（APIC）计时器以及Cyclone计时器。这些计时器是以毫秒
解析度为目标的。

参见参见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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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upgrade
名称名称

        sys_upgrade  --  升级KingbaseES服务器实例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upgrade -b oldbindir -B newbindir -d olddatadir -D newdatadir [option...]

简介简介

         sys_upgrade允许存储在KingbaseES数据文件中的数据被升级到一个新的KingbaseES主
版本而无需进行主版本升级（例如从V7升级到当前的KingbaseES主版本）通常所需执行的数
据备份/还原。对于次版本升级（例如从 V8R2.1 到 V8R2.4）则不需要这个程序。

         主KingbaseES版本通常会加入新的特性，这些新特性常常会更改系统表的布局，但是内
部数据存储格式很少会改变。sys_upgrade使用这一事实来通过创建新系统表并且重用旧的用
户数据文件来执行快速升级。如果一个未来的主版本将数据存储格式改得让旧数据格式不可读

取，此时升级就无法使用sys_upgrade。

        sys_upgrade需要确保新旧集簇在执行文件上也是兼容的，包括32/64位的执行文件。保
持外部模块的执行文件兼容也很重要，不过sys_upgrade无法检查这一点，所以需要人为保证
外部模块的兼容。

         sys_upgrade支持从V8及其后版本升级到当前的KingbaseES主版本。

选项选项

         sys_upgrade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b bindir
--old-bindir=bindir

旧集簇可执行文件目录

-B bindir
--new-bindir=bindir

新集簇可执行文件目录

-c
--check

只检查集簇，进行升级前各项检查，不执行升级，不更改任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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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atadir
--old-datadir=datadir

旧集簇数据目录

-D datadir
--new-datadir=datadir

新集簇数据目录

-j
--jobs

同时使用的进程或线程数

-k
--link

使用硬链接来代替将文件拷贝到新集簇

-o options
--old-options options

直接传送给旧kingbase命令的选项，多个选项可以追加在后面

-O options
--new-options options

直接传送给新kingbase命令的选项，多个选项可以追加在后面

-p port
--old-port=port

旧的集簇端口号

-P port
--new-port=port

新的集簇端口号

-r
--retain

即使在成功完成后也保留SQL和日志文件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集簇的安装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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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erbose

启用详细的内部日志

-V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然后退出

-?
--help

显示帮助，然后退出

使用使用

        下面是用sys_upgrade执行一次升级的步骤：

a. 移动旧集簇（可选）移动旧集簇（可选）

如果使用一个与该版本相关的安装目录（例如/opt/KingbaseES/8.2），则不需要移动旧
的集簇。图形化的安装程序会使用版本相关的安装目录。

如果安装目录不是版本相关的（例如/usr/local/kingbase），就需要移动当前的
KingbaseES安装目录，以免它干扰新的KingbaseES安装。需要先关闭当前
的KingbaseES服务器，然后安全地重命名KingbaseES安装目录。假设旧目录
是/usr/local/kingbase，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mv /usr/local/kingbase /usr/local/kingbase.old

来重命名该目录。

b. 安装新安装新KingbaseES二进制文件二进制文件

使用安装包安装新二进制文件和支持文件，或者使用最小升级包安装。sys_upgrade在
安装路径下的bin目录中。

c. 初始化新初始化新KingbaseES集簇集簇

使用initdb初始化新集簇。需要使用与旧集簇相同的initdb参数，包括安装用户、密
码、编码、大小写敏感等参数。初始化完成后，不需要启动新集簇。

d. 安装自定义的共享对象文件安装自定义的共享对象文件

把旧集簇使用的所有自定义共享对象文件（或者DLL）安装到新集簇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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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kbcrypto.so，不管它们是来自于contrib还是某些其他源码。不要安装模式定义（例
如kbcrypto.sql），因为这些将会从旧集簇升级得到。还有，任何自定义的全文搜索文
件（词典、同义词、辞典、停用词）也必须被复制到新集簇中。

e. 调整认证调整认证

sys_upgrade将会多次连接到旧服务器和新服务器，因此需要在sys_hba.conf中把认证设
置成trust。

f. 停止两个服务器停止两个服务器

确定停止使用两个数据库服务器，在Unix上可以：

sys_ctl -D /opt/KingbaseES/8.2/data stop
sys_ctl -D /opt/KingbaseES/V8R2/data stop

直至最终步骤，物理同步和日志传送后备服务器可以一直保持运行。

g. 验证后备服务器验证后备服务器

如果正在升级物理同步以及日志传送后备服务器，通过对旧的主集簇和后备集簇运

行sys_controldata来验证旧的后备服务器是否赶上。验证"Latest checkpoint location"值
在所有的集簇中都匹配（如果旧的后备服务器在旧的主服务器之前被关闭就会出现数据

丢失）。

h. 运行运行  sys_upgrade

运行新服务器的sys_upgrade二进制文件。sys_upgrade要求指定新旧集簇的数据和可执
行文件（bin）目录。也可以指定用户和端口值，以及是否想要用链接来取代复制对数据
进行处理（默认不使用链接）。

如果使用链接模式，升级将会快很多（不需要文件拷贝）并且将使用更少的磁盘空间，

但是在升级后一旦启动新集簇，旧集簇就无法被访问。链接模式也要求新旧集簇数据目

录位于同一个文件系统中（表空间和sys_xlog可以在不同的文件系统中）。完整的选项
列表可见sys_upgrade --help。

--jobs选项允许多个CPU核心被用来复制/链接文件以及并行地备份和还原数据库模式。
这个选项一个比较好的值是CPU核心数和表空间数的最大值。这个选项可以显著地减少
升级运行在一台多处理器机器上的多数据库服务器的时间。

运行sys_upgrade，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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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upgrade
        --old-datadir /opt/KingbaseES/V8R2/data
        --new-datadir /opt/KingbaseES/V8R3/data
        --old-bindir /opt/KingbaseES/V8R2/bin
        --new-bindir /opt/KingbaseES/V8R3/bin

一旦启动，sys_upgrade将验证两个集簇是否兼容并且执行升级。可以使用sys_upgrade
--check来只执行检查，这种模式即使在旧服务器还在运行时也能使用。sys_upgrade --
check也将列出任何在更新后需要做的手工调整。如果将要使用链接模式，应该使用--
link选项和--check一起来启用链接模式相关的检查。sys_upgrade要求在当前目录中的
写权限。

显然，没有人可以在升级期间访问这些集簇。sys_upgrade默认会在端口50432上运行服
务器来避免意外的客户端连接。在做升级时，可以对两个集簇使用相同的端口号，因为

新旧集簇不会在同时被运行。不过，在检查一个旧的运行中服务器时，新旧端口号必须

不同。

如果在恢复数据库模式时发生错误，sys_upgrade将会退出并且必须按照下文步骤 n.中所
说的恢复旧集簇。要再次尝试sys_upgrade，将需要修改旧集簇，这样sys_upgrade模式
会成功恢复。如果问题是一个contrib模块，可能需要从旧集簇中卸载该模块并且在升级
后重新把它安装在新集簇中，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该模块没有被用来存储用户数据。

i. 升级物理同步和日志传送后备服务器升级物理同步和日志传送后备服务器

如果有物理同步或者日志传送后备服务器，遵照下面的步骤对它们进行升级。将不用在

这些后备服务器上运行sys_upgrade，而是运行sys_basebackup创建新集簇的数据目
录。

i. 在后备服务器上安装新的在后备服务器上安装新的KingbaseES二进制文件二进制文件

确保新的二进制和支持文件被安装在所有后备服务器上。

ii. 确保确保不不存在新的后备机数据目录存在新的后备机数据目录

确保新的后备机数据目录不存在或者为空。如果运行过initdb，请删除后备服务器
的数据目录。

iii. 安装自定义共享对象文件安装自定义共享对象文件

在新的后备机上安装和新的主集簇中相同的自定义共享对象文件。

iv. 停止后备服务器停止后备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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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后备服务器仍在运行，现在使用上述的指令停止它们。

v. 启动新的主集簇启动新的主集簇

如果未启动新的主集簇，启动新主集簇

vi. 备份原备份服务器的数据备份原备份服务器的数据

使用 mv 备份备份服务器上旧集簇的数据目录：

mv /opt/KingbaseES/V8R2/data /opt/KingbaseES/V8R2/data.bak

如果有表空间，同样备份表空间所在目录，并重建表空间所在目录。如果表空间所

在目录为：/opt/KingbaseES/tablespace：

mv /opt/KingbaseES/tablespace /opt/KingbaseES/tablespace.bak
mkdir /opt/KingbaseES/tablespace

vii. 运行运行sys_basebackup

当主服务器上新集簇升完级并且启动后，在后备服务器新集簇的安装目录下，运行

以下命令：

sys_basebackup -D data -F p -X stream -v -P -h master_ip -U 
user_name -W password -p port

其中-D data为生成的备份服务器的数据目录；-F p为备份的格式（普通文件）；-
h master_ip为主集簇所在服务器的ip；-U user_name和-W password分别为主机的
用户和密码，请使用超级用户，否则可能没有备份的权限； -p port为新主机运行
的端口。

viii. 配置物理同步和日志传送后备服务器配置物理同步和日志传送后备服务器

拷贝旧集簇的配置文件到新集簇，包括sys_hba.conf、kingbase.conf、
recovery.conf。

注意注意

后续版本的recovery.conf文件中需要配置password，且配置的密码需要base64
加密。

j. 恢复恢复bin目录下脚本目录下脚本

将旧集簇bin目录下的所有脚本文件拷贝到新集簇的bin目录下，或者将旧集簇脚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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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修改到新集簇的脚本中。

k. 启动新服务器启动新服务器

现在可以安全地启动新的后备服务器。

l. 统计信息统计信息

由于sys_upgrade并未传输优化器统计信息，在升级结束时，可以按照指示运行一个命令
来生成这些统计信息。需要设置连接参数来匹配新集簇。

m. 删除旧集簇删除旧集簇

升级完成后，可以通过运行sys_upgrade完成时提示的脚本来删除旧集簇的数据目录（如
果在旧数据目录中有用户定义的表空间，不会自动删除表空间）。也可以删除旧安装目

录（例如bin、share）。

n. 恢复到旧集簇恢复到旧集簇

在运行sys_upgrade之后，如果希望恢复到旧集簇，有几个选项：

如果运行了带有--check的sys_upgrade，则没有对旧集簇做修改并且可以在任何时
候重新使用它。

如果运行了带有--link的sys_upgrade，数据文件在新旧集簇之间共享。如果你启
动了新集簇，并且新服务器已经对这些共享文件做了写入，那么不应该使用旧集

簇，强行启动旧集簇可能会造成数据损坏。

如果你运行了不带--link的sys_upgrade或者没有启动新服务器，旧集簇还没有被
修改，如果已经执行了链接，会在$KINGBASE_DATA/global/sys_control后追加一
个.old后缀。要重用旧集簇，可以从$KINGBASE_DATA/global/sys_control移
除.old后缀，然后就能重启旧集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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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sys_upgrade不支持对某些数据库的升级，此类数据库包含以下reg*开头的OID引用的系
统数据类型：regproc、regprocedure、regoper、regoperator、regconfig以
及regdictionary（regtype可以被升级）。

         如果存在影响升级的对象，sys_upgrade会报告这些对象的情况。用来重建表和索引的升
级后脚本将会自动被建立。如果正在尝试自动升级很多集簇，会发现具有相同数据库模式的集

簇对所有集簇升级都要求同样的升级后步骤，这是因为升级后步骤是基于数据库模式而不是用

户数据。

         对于部署测试，创建一个只有模式的旧集簇副本，在其中插入假数据并且升级。

         如果升级一个KingbaseES V8之前的集簇，并且它使用一个只有配置文件的目录，必须
向sys_upgrade传递真正的数据目录位置，并且把配置目录位置传递给服务器，例如-d
/real-data-directory -o '-D /configuration-directory'。

         如果想要使用链接模式并且不想让旧集簇在新集簇启动时被修改，可以先复制一份旧集
簇备份，然后以链接模式进行升级。

另见另见

        initdb, sys_ctl, sys_dump, king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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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_xlogdump
名称名称

        sys_xlogdump  --  以可读的形式显示一个KingbaseES数据库集簇的预写式日志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sys_xlogdump [option...] [startseg [endseg] ]

简介简介

         sys_xlogdump显示预写式日志（WAL），主要用于调试或者教学。

         此工具只能由安装该服务器的用户运行，因为它要求对数据目录只读访问。

选项选项

         下列命令行选项控制输出的位置和格式：

startseg

从指定的日志段文件开始读取。这也隐含地决定了要搜索文件的路径以及要使用的时间

线。

endseg

在读取指定的日志段文件后停止。

-b
--bkp-details

输出有关备份块的细节。

-e end
--end=end

在指定的日志位置停止读取，而不是一直读取到日志流的末尾。

-f
--follow

在到达可用WAL的末尾之后，保持每秒轮询一次是否有新的WAL出现。

-n limit
--limit=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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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指定数量的记录，然后停止。

-p path
--path=path

要在哪个目录中寻找日志段文件。默认是在当前目录的sys_xlog子目录中搜索。

-r rmgr
--rmgr=rmgr

只显示由指定资源管理器生成的记录。如果把list作为资源管理器名称传递给这个选
项，则显示出可用资源管理器名称的列表然后退出。

-s start
--start=start

要从哪个日志位置开始读取。默认是从找到的最早的文件的第一个可用日志记录开始。

-t timeline
--timeline=timeline

要从哪个时间线读取日志记录。默认是使用startseg中的值，否则默认为 1。

-V
--version

显示sys_xlogdump版本并且退出。

-x xid
--xid=xid

只显示用给定事务ID标记的记录。

-z
--stats[=record]

显示概括统计信息（记录的数量和尺寸以及全页镜像）而不是显示每个记录。可以选择

针对每个记录生成统计信息，而不是针对每个资源管理器生成。

-?
--help

显示有关sys_xlogdump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且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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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当服务器正在运行时可能会给出错误的结果。

         只有指定的时间线会被显示（如果没有指定，则显示默认时间线）。其他时间线上的记
录会被忽略。

         sys_xlogdump不能读取具有后缀.partial的WAL文件。如果需要读取那些文件，需要从
文件名中删除.partial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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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ase
名称名称

        kingbase  --  KingbaseES数据库服务器

语法格式语法格式

kingbase [选项...]

简介简介

         kingbase是KingbaseES数据库服务器。一个客户端应用为了能访问一个数据库，它会
（通过网络或者本地）连接到一个运行着的kingbase实例。该kingbase实例接着会生成一个独
立的服务器进程来处理该连接。

         一个kingbase实例总是管理正好一个数据库集簇的数据。一个数据库集簇是一个数据库
的集合，它们被存储在一个共同的文件系统位置（"数据区"）上。 一个系统上可以同时运行多
个kingbase实例，只要它们使用不同的数据区和不同的通信端口。kingbase启动时需要知道数
据区的位置，该位置必须通过-D选项或KINGBASE_DATA环境变量指定，对此是没有默认值的。
通常，-D或KINGBASE_DATA会直接指向由initdb创建的数据区目录。其他可能的文件布局
在KingbaseES V8R3《管理员手册》IV. 服务器管理-“KingbaseES服务器参数配置手册”-2. 文
件位置。

         默认情况下，kingbase会在前台启动并在标准错误流显示日志消息。但在实际应用
中，kingbase应当作为一个后台进程启动，而且多数是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

         kingbase还能在单用户模式中被调用。这种模式的主要用途是在启动过程中由initdb使
用。有时候它也被用于调试或者灾难性恢复。注意，运行一个单用户模式服务器并不真地适合

调试服务器，因为不会发生实际的进程间通信和锁定。当从shell中调用单用户模式时，用户可
以输入查询并且结果会被以一种更适合开发者阅读（不适合普通用户）的形式显示在屏幕上。

在单用户模式中，会话用户将被设置为ID为1的用户，并且这个用户会被隐式地赋予超级用户
权限。该用户不必实际存在，因此单用户模式运行可以被用来对某些意外损坏的系统目录进行

手工恢复。

选项选项

         kingbase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关于这些选项的详细讨论请参考。你也可以通过设置一
个配置文件来减少键入大部分这些选项。有些（安全）选项还可以从连接的客户端以一种与应

用相关只应用于会话的方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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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选项通用选项

-B nbuffers

设置被服务器进程使用的共享内存缓冲区数量。这个参数的默认值是initdb自动选择的。
指定这个选项等效于设置shared_buffers配置参数。

-c name=value

设置一个命名的运行时参数。KingbaseES支持的配置参数在中描述。大多数其它命令行
选项实际上都是这种参数赋值的短形式。-c可以出现多次用于设置多个参数。

-C name

获取命名运行时参数的值，并且退出（详见-c选项）。这可以被用在一个运行服务器
上，并且从kingbase.conf中返回值，这些值可能被在这次调用中的任何参数修改过。它
并不反映集簇启动时提供的参数。

这个选项用于与一个服务器实例交互的其他程序来查询配置参数值，例如sys_ctl。面向
用户的应用应该使用SHOW或者sys_settings视图。

-d debug-level

设置调试级别。数值设置得越高，写到服务器日志的调试输出就越多。取值范围是从1到
5。还可以针对某个特定会话使用-d 0来阻止父kingbase进程的服务器日志级别被传播到
这个会话。

-D datadir

指定数据库配置文件的文件系统位置。详见KingbaseES V8R3《管理员手册》IV. 服务
器管理-“KingbaseES服务器参数配置手册”-2. 文件位置。

-e

把默认日期风格设置为"European"，也就是输入日期域的顺序是DMY。这也导致在一些日
期输出格式中把日打印在月之前。详见《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数
据类型”-5. 日期/时间类型。

-F

禁用fsync调用以提高性能，但是要冒系统崩溃时数据损坏的风险。指定这个选项等效于
禁用fsync配置参数。在使用之前阅读详细文档！

-h hostname

指定kingbase监听来自客户端应用TCP/IP连接的IP主机名或地址。该值也可以是一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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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号分隔的地址列表，或者*表示监听所有可用的地址。一个空值表示不监听任何IP地
址，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Unix域套接字连接到服务器。缺省只监听localhost。声明这
个选项等效于设置listen_addresses配置参数。默认只监听localhost。指定这个选项等效
于设置listen_addresses配置参数。

-i

允许远程客户端使用TCP/IP连接。没有这个选项，将只接受本地连接。这个选项等效于
在kingbase.conf中或者通过-h选项将listen_addresses设为*。

此选项已经被废弃，因为它不允许访问listen_addresses的完整功能。所以最好直接设
置listen_addresses。

-k directory

指定kingbase用来监听来自客户端应用连接的Unix域套接字的目录。这个值也可以是一
个逗号分隔的目录列表。一个空值指定不监听任何Unix域套接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
TCP/IP套接字来连接到服务器。默认值通常是/tmp，但是可以在编译的时候修改。指定
这个选项等效于设置unix_socket_directories配置参数。

-l

启用使用SSL的安全连接。要使这个选项可用，编译KingbaseES时必须打开SSL支持。
有关使用SSL的更多信息，请参考KingbaseES V8R3《管理员手册》IV. 服务器管
理-“KingbaseES服务器管理指南”-8. 用SSL进行安全的TCP/IP连接。

-N max-connections

设置该服务器将接受的最大客户端连接数。该参数的默认值由initdb自动选择。指定这个
选项等效于设置max_connections配置参数。

-o extra-options

在extra-options中指定的命令行风格的参数会被传递给所有由这个kingbase进程派生的
服务进程。

extra-options中的空格被视作参数分隔符，除非用反斜线（\）转义。要表示一个字面
意义上的反斜线，可以写成\\。通过多次使用-o也可以指定多个参数。

这个选项的使用已经被废弃。用于服务器进程的所有命令行选项可以在kingbase命令行
上直接指定。

-p port

指定kingbase用于监听客户端应用连接的TCP/I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文件扩展。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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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值是编译期间设立的值（通常是5432）。如果你指定了一个非默认端口，那么所有客
户端应用都必须用命令行选项指定同一个端口。

-s

在每条命令结束时打印时间信息和其它统计信息。这个选项对测试基准和调节缓冲区数

量有用处。

-S work-mem

指定内部排序和散列在使用临时磁盘文件之前能使用的内存数量。见KingbaseES
V8R3《管理员手册》IV. 服务器管理-“KingbaseES服务器参数配置手册”-4. 资源消耗中
对work_mem配置参数的描述。

-V
--version

显示kingbase版本并退出。

--name=value

设置一个命名的运行时参数；其缩写形式是-c。

--describe-config

这个选项会用制表符分隔的COPY格式导出服务器的内部配置变量、描述以及默认值。设
计它的目的是用于管理工具。

-?
--help

显示有关kingbase的命令行参数，并退出。

半内部选项半内部选项

         这里描述的选项主要被用于调试目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协助恢复严重受损的数据
库。在生产数据库环境中应该不会去使用它们。在这里列举它们只是为了让KingbaseES系统
开发者使用。此外，这些选项可能在将来的版本中更改或删除而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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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s | i | o | b | t | n | m | h }

禁止某种扫描和连接方法的使用：s和i分别禁用顺序和索引扫描， o、b和t分别禁用只
用索引扫描、位图索引扫描以及TID扫描，而n、m和h则分别禁用嵌套循环、归并和哈希
连接。

顺序扫描和嵌套循环连接都不可能完全被禁用。-fs和-fn选项仅仅是在有其他选择时不
鼓励优化器使用这些计划类型。

-n

该选项主要用于调试导致服务器进程异常崩溃的问题。对付这种情况的一般策略是通知

所有其它服务器进程，让它们终止并且接着重新初始化共享内存和信号量。这是因为一

个错误的服务器进程可能在终止之前就已经对共享状态造成了破坏。该选项指

定kingbase将不会重新初始化共享数据结构。一个有经验的系统程序员这时就可以使用
调试器检查共享内存和信号量状态。

-O

允许修改系统表的结构。这个选项用于initdb。

-P

读取系统表时忽略系统索引（但在更改系统表时仍然更新索引）。这在从损坏的系统索

引中恢复时有用。

-t pa[rser] | pl[anner] | e[xecutor]

显示与每个主要系统模块相关的查询的时间统计。这个选项不能和-s选项一起使用。

-T

该选项主要用于调试导致服务器进程异常崩溃的问题。对付这种情况的一般策略是通知

所有其它服务器进程，让它们终止并且接着重新初始化共享内存和信号量。这是因为一

个错误的服务器进程可能在终止之前就已经对共享状态造成了破坏。该选项指

定kingbase将通过发送SIGSTOP信号停止其他所有服务器进程，但是并不让它们终止。这
样就允许系统程序员手动从所有服务器进程收集内核转储。

-v protocol

声明这次会话使用的前/后服务器协议的版本数。该选项仅在内部使用。

-W seconds

在一个新服务器进程被启动时，它实施认证过程之后会延迟这个选项所设置的秒数。这

就留出了机会来用一个调试器附着在服务器进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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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单用户模式的选项用于单用户模式的选项

         下面的选项仅适用于单用户模式（见单用户模式）。

--single

选择单用户模式。这必须是命令行中的第一个选项。

database

指定要访问的数据库的名称。这必须是命令行中的最后一个参数。如果省略它，则默认

为用户名。

-E

在执行命令之前回显所有命令到标准输出。

-j

使用跟着两个新行的分号而不是仅用新行作为命令终止符。

-r filename

将所有服务器日志输出发送到filename中。只有在作为一个命令行选项提供时，这个选

项才会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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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诊断

         一个提到了semget或shmget的错误消息可能意味着你需要配置内核来提供足够的共享内
存和信号量。更多讨论请见KingbaseES V8R3《管理员手册》IV. 服务器管理-“KingbaseES
服务器管理指南”-4. 管理内核资源。也可通过降低shared_buffers值减少KingbaseES的共享内
存消耗， 或者降低max_connections值减少信号量消耗，这样可以推迟对内核的重新配置。

         如果一个消息说另外一个服务器已经在运行，应该仔细地检查，例如根据你的系统可以
用命令

$ ps ax | grep kingbase

        或

$ ps -ef | grep kingbase

         如果确信没有冲突的服务器正在运行，那么可以删除消息中提到的锁文件然后再次尝
试。

         如果一个失败消息指示它无法绑定到一个端口，可能意味着该端口已经被某些
非KingbaseES进程所使用。如果终止kingbase并且立即使用相同的端口重启它，你也可能会
得到这种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等待几秒直到操作系统关闭该端口，然后再重试。最

后，如果你指定了一个操作系统认为需要保留的端口号，你可能也会得到这个错误。例如，很

多版本的Unix认为低于1024的端口号是"可信的"并且只允许Unix超级用户访问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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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注解

         实用命令sys_ctl可以用来安全方便地启动和关闭kingbase服务器。

         只要有可能，就不要使用SIGKILL杀死主kingbase服务器。这样会阻止kingbase在终止前
释放它持有的系统资源（例如共享内存和信号量）。这样可能会导致启动新的kingbase进程时
出现问题。

         要正常地终止kingbase服务器，可以使用SIGTERM、SIGINT或者SIGQUIT信号。第一个在
退出前将等待所有客户端终止，第二个将强行断开所有客户端的连接，第三个会不做正确的关

闭立即退出并且会导致重启时的恢复。

         SIGHUP信号会重新加载服务器配置文件。也可以向一个单独的服务器进程发送SIGHUP信
号，但是这样做通常没什么意义。

         要取消一个正在运行的查询，可以向运行该查询的进程发送SIGINT信号。要干净地终止
一个后端进程，可向它发送SIGTERM。在SQL中可调用的与这两种动作等效的命令可参
考《SQL和PL/SQL速查手册》II. SQL语言基础-“函数和操作符”-28. 系统管理函数中
的sys_cancel_backend和sys_terminate_backend。

         kingbase服务器使用SIGQUIT来告诉子服务器进程终止但不做正常的清理。该信号不应该
被用户使用。向一个服务器进程发送SIGKILL也是不明智的 — 主kingbase进程将把这解释为一
次崩溃，并且作为其标准崩溃恢复过程的一部分，它将强制所有的后代进程退出。

缺陷缺陷

         --选项在FreeBSD或OpenBSD上无法运行，应该使用-c。这在受影响的系统里是个缺
陷； 如果这个缺陷没有被修复，将来的KingbaseES版本将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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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用户模式单用户模式

         启动一个单用户模式的服务器，使用这样的命令

kingbase --single -D /usr/local/kingbase/data other-options 
my_database

         用-D给服务器提供正确的数据库目录的路径，或者确保环境变量KINGBASE_DATA被设置。
同时还要指定你想在其中工作的特定数据库的名字。

         通常，单用户模式的服务器会把换行符当做命令输入的终止符。它不明白分号的作用，
因为那属于ksql。要想把一个命令分成多行，必须在最后一个换行符以外的每个换行符前面敲
一个反斜线。这个反斜线和旁边的新行都会被从输入命令中去掉。注意即使在字符串或者注释

中也会这样做。

         但是如果使用了-j命令行选项，那么单个新行将不会终止命令输入。相反，分号-新行-新
行的序列才会终止命令输入。也就是说，输入一个紧跟着空行的分号。在这种模式下，反斜

线-新行不会被特殊对待。此外，在字符串或者注释内的这类序列也不会被特殊对待。

         不管在哪一种输入模式中，如果输入的一个分号不是正好在命令终止符之前或者不是命
令终止符的一部分，它会被认为是一个命令分隔符。当真正输入一个命令终止符时，已经输入

的多个语句将被作为一个单个事务执行。

         要退出会话，输入EOF（通常是Control+D）。如果从上一个命令终止符以来已经输入了
任何文本，那么EOF将被当作命令终止符，并且如果要退出则需要另一个EOF。

         请注意单用户模式的服务器不会提供复杂的行编辑特性（例如没有命令历史）。但用户
模式也不会做任何后台处理，例如自动检查点或者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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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

         例例1： 用默认值在后台启动kingbase：

$ nohup kingbase >logfile 2>&1 </dev/null &

         例例2： 用指定端口启动kingbase，例如 1234：

$ kingbase -p 1234

         例例3： 使用ksql连接到这个服务器，用 -p 选项指定这个端口：

$ ksql -p 1234

         例例4： 可用下列任意设置来命名运行参数：

$ kingbase -c work_mem=1234
$ kingbase --work-mem=1234

         两种形式都覆盖kingbase.conf中可能存在的work_mem设置。请注意在参数名中的下划线
在命令行可以写成下划线或连字符。除了用于短期的实验外，更好的习惯是编

辑kingbase.conf中的设置， 而不是依赖命令行开关来设置参数。

参见参见

         initdb , sys_c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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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备份与恢复备份与恢复
目录目录
物理备份还原操作手册

前言
1. 概述
2. 物理备份
3. 连续归档和时间点恢复（PITR）
4. 物理备份恢复全流程

逻辑备份还原操作手册
前言
1. 从备份中恢复
2. 使用sys_dumpall
3. 处理大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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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备份还原操作手册物理备份还原操作手册

1. 概述概述

        物理备份包含文件系统级别备份和连续归档,物理恢复包括使用连续归档备份进行恢复、
基于时间点的物理恢复、全系统物理恢复。

2. 物理备份物理备份

2.1. 文件系统级别备份文件系统级别备份

        另外一种备份策略是直接复制KingbaseES用于存储数据库中数据的文件，你可以采用任
何你喜欢的方式进行文件系统备份，例如：

tar -cf backup.tar /usr/local/kingbase/data

        但是这种方法有两个限制，使得这种方法不实用，或者说至少比sys_dump方法差：

a. 为了得到一个可用的备份，数据库服务器必须被关闭。例如阻止所有连接这样的不彻底
的措施是不起作用的（部分原因是tar和类似工具无法得到文件系统状态的一个原子的快
照，还有服务器内部缓冲的原因）。不用说，在恢复数据之前你也需要关闭服务器。

b. 如果你已经深入地了解了数据库的文件系统布局的细节，你可能会有兴趣尝试通过相应
的文件或目录来备份或恢复特定的表或数据库。这种方法也不会起作用，因为包含在这

些文件中的信息只有配合提交日志文件（sys_clog/*）才有用，提交日志文件包含了所
有事务的提交状态。一个表文件只有和这些信息一起才有用。当然也不可能只恢复一个

表及相关的sys_clog数据，因为这会导致数据库集簇中所有其他表变得无用。因此文件
系统备份只适合于完整地备份或恢复整个数据库集簇。

        另一种文件系统备份方法是创建一个数据目录的"一致快照"，如果文件系统支持此功能
（并且你相信它的实现正确）。典型的过程是创建一个包含数据库的卷的"冻结快照"，然后从
该快照复制整个数据目录（如上，不能是部分复制）到备份设备，最后释放冻结快照。即使在

数据库服务器运行时，这种方式也有效。但是，以这种方式创建的备份保存的文件看起来就像

数据库没有被正确关闭时的状态。因此，当你从备份数据上启动数据库服务器时，它会认为上

一次的服务器实例崩溃了并尝试重放WAL日志。这不是问题，只是需要注意（当然WAL文件
必须要包括在备份中）。你可以在拍摄快照之前执行一次CHECKPOINT以便节省恢复时间。

        如果你的数据库跨越多个文件系统，可能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对所有卷获得完全同步的冻结
快照。例如，如果你的数据文件和WAL日志放置在不同的磁盘上，或者表空间在不同的文件
系统中，可能没有办法使用快照备份，因为快照必须是同步的。在这些情况下，一定要仔细阅

读你的文件系统文档以了解其对一致快照技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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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可能获得同步快照，一种选择是将数据库服务器关闭足够长的时间以建立所有的
冻结快照。另一种选择是执行一次连续归档基础备份，因为这种备份对于备份期间发生的文件

系统改变是免疫的。这要求在备份过程中允许连续归档，恢复时使用连续归档恢复。

         还有一种选择是使用rsync来执行一次文件系统备份。其做法是先在数据库服务器运行时
执行rsync，然后关闭数据库服务器足够长时间来做一次rsync --checksum（--checksum是必
需的，因为rsync的文件修改 时间粒度只能精确到秒）。第二次rsync会比第一次快，因为它只
需要传送相对很少的数据，由于服务器是停止的，所以最终结果将是一致的。这种方法允许在

最小停机时间内执行一次文件系统备份。

         注意一个文件系统备份通常会比一个SQL备份体积更大（例如sys_dump不需要备份索引
的内容，而是备份用于重建索引的命令）。但是，做一次文件系统备份可能更快。

3. 连续归档和时间点恢复（连续归档和时间点恢复（PITR））

        在任何时间，KingbaseES在数据集簇目录的sys_xlog/子目录下都保持有一个预写式日志
（WAL）。这个日志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崩溃后的安全：如果系统崩溃，可以通过"日志恢
复"从最后一次检查点以来的日志项来恢复数据库的一致性。该日志的存在也使得第三种备份
数据库的策略变得可能：我们可以把一个文件系统级别的备份和WAL文件的备份结合起来。
当需要恢复时，我们先恢复文件系统备份，然后从备份的WAL文件中通过日志恢复来把系统
带到一个当前状态。这种方法比之前的方法管理起来要更复杂，但是有其显著的优点：

我们不需要一个完美的一致的文件系统备份作为开始点。备份中的任何内部不一致性将

通过日志恢复（这和崩溃恢复期间发生的并无显著不同）来修正。因此我们不需要文件

系统快照功能，只需要tar或一个类似的归档工具。

由于我们可以结合一个无穷长的WAL文件序列用于日志恢复，可以通过简单地归档WAL
文件来达到连续备份。这对于大型数据库特别有用，因为在其中不方便频繁地进行完全

备份。

并不需要一直恢复WAL项一直到最后。我们可以在任何点停止日志恢复，并得到一个数
据库在当时的一致快照。这样，该技术支持时间点恢复：在得到你的基础备份以后，可

以将数据库恢复到它在其后任何时间的状态。

如果我们连续地将一系列WAL文件输送给另一台已经载入了相同基础备份文件的机器，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热备份系统：在任何时间点我们都能提出第二台机器，它差不多是数

据库的当前副本。

注意注意: sys_dump和sys_dumpall不会产生文件系统级别的备份，并且不能用于连续
归档方案。这类备份是逻辑的并且不包含足够的信息用于WAL日志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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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简单的文件系统备份技术来说，这种方法只能支持整个数据库集簇的恢复，却无法支
持其中一个子集的恢复。另外，它需要大量的归档存储：一个基础备份的体积可能很庞大，并

且一个繁忙的系统将会产生大量需要被归档的WAL流量。尽管如此，在很多需要高可靠性的
情况下，它是首选的备份技术。

         要使用连续归档（也被很多数据库厂商称为"在线备份"）成功地恢复，你需要一个从基础
备份时间开始的连续的归档WAL文件序列。为了开始，在你建立第一个基础备份之前，你应
该建立并测试用于归档WAL文件的过程。对应地，我们首先讨论归档WAL文件的机制。

3.1. 建立建立WAL归档归档

         抽象地来说，一个运行中的KingbaseES系统产生一个无穷长的WAL记录序列。系统从物
理上将这个序列划分成WAL 段文件，通常是每个16MB（段尺寸在构建KingbaseES时可修
改）。段文件会被分配一个数字名称以便反映它在整个抽象WAL序列中的位置。在没有使用
WAL归档时，系统通常只创建少量段文件，并且通过重命名不再使用的段文件为更高的段编
号来"回收"它们。系统假设内容位于最后一个检查点之前的段文件是无用的且可以被回收。

         在归档WAL数据时，我们需要在每一段被填充满时捕捉其内容，并且在段文件被回收重
用之前保存该数据。依靠应用和可用的硬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保存数据"：我们可以将段
文件拷贝到一个已挂载的位于另一台机器上的NFS目录，或者将它们写出到一个磁带驱动器
（确保你有办法标识每个文件的原始文件名），或者其他方法。为了向数据库管理员提供灵活

性，KingbaseES不对如何归档做任何假设。取而代之的是，KingbaseES让管理员声明一个
绝对路径。 该命令可以就像任何软件配置安装路径一样简单。

         要启用WAL归档，需设置 wal_level配置参数为replica或更高，设置
archive_mode为on，并且使用archive_dest配置参数指定一个绝对路径。实际上，这些设置总
是被放置在kingbase.conf文件中。在archive_dest中，命令类似于：

archive_dest = '/mnt/server/archivedir/'

         它将把 WAL 段拷贝到目录/mnt/server/archivedir。

         归档路径将在运行KingbaseES服务器的同一个用户的权限下执行。因为被归档的一系列
WAL 文件实际上包含你的数据库里的所有东西，所以你应该确保自己的归档数据不会被别人
窥探； 比如，归档到一个没有组或者全局读权限的目录里。

         归档路径通常应该被设计成拒绝覆盖已经存在的归档文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特
性， 可以在管理员操作失误（比如把两个不同的服务器的输出发送到同一个归档目录）的时
候保持你的归档的完整性。

        在设计你的归档环境时，请考虑一下如果归档命令不停失败会发生什么情况， 因为有些
情况要求操作者的干涉，或者是归档空间不够了。 例如，如果你往磁带机上写，但是没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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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换带机，那么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你应该确保任何错误情况或者任何要求操作员干涉
的情况都会被正确报告， 这样才能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否则sys_xlog/目录会不停地被WAL段
文件填充， 直到问题解决（如果包含sys_xlog/的文件系统被填满，KingbaseES将会做一次
致命关闭。不会有未提交事务被丢失，但是数据库将会保持离线直到你释放一部分空间）。

         归档执行的速度并不要紧，只要它能跟上你的服务器生成 WAL 数据的平均速度即可。即
使归档进程稍微落后，正常的操作也会继续进行。 如果归档进程慢很多，就会增加灾难发生
的时候丢失的数据量。这同时也意味着sys_xlog/目录包含大量未归档的段文件， 并且可能最
后超出了可用磁盘空间。我们建议你监控归档进程，确保它是按照你的期望运转的。

         请注意尽管 WAL 归档允许你恢复任何对你的KingbaseES数据库中数据所做的修改， 但
它不会恢复对配置文件的修改（即kingbase.conf、sys_hba.conf 和 sys_ident.conf），因为这
些文件都是手工编辑的，而不是通过 SQL 操作来编辑的。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把你的配置文件
放在一个日常文件系统备份过程可处理的位置。如何重定位配置文件请参阅数据库恢复配置指

南。

         归档只会为已完成的WAL段调用。因此如果你的服务器产生了一点点WAL流量（或者在
产生时有宽松的周期），从一个事务完成到它被安全地记录在归档存储中之间将会有较长的延

迟。要为未归档数据设置一个时间限制，你可以设置archive_timeout来强制要求服务器按照其
设定的频度切换到一个新的WAL段。注意由于强制切换而被归档的文件还是具有和完全归档
的文件相同的长度。因此设置一个很短的archive_timeout是很不明智的 — 它会膨胀你的归档
存储。将archive_timeout设置为1分钟左右通常是合理的。

         同样，如果你希望确保一个刚刚完成的事务能被尽快归档，可以使用sys_switch_xlog进
行一次手动段切换。其他与WAL管理相关的使用函数在"KingbaseES 使用基础”模块-“SQL语
言基础”-“函数与操作符”-“系统管理函数”-“备份控制函数”中列出。

        当wal_level为minimal时，一些SQL命令被优化为避免记录WAL日志。在这些语句的其
中之一的执行过程中如果打开了归档或物理同步，WAL中将不会包含足够的信息用于归档恢
（崩溃恢复不受影响）。出于这个原因，wal_level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修改。但
是，archive_dest可以通过重载配置文件来修改。如果你希望暂时停止归档，一种方式是
将archive_dest设置为空串（''）或注释。这将导致WAL文件积累在sys_xlog/中，直到一个
可用的archive_dest被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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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制作一个基础备份制作一个基础备份

         执行一次基础备份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sys-rman工具。它将会以普通文件或一个tar归档
的方式创建一个基础备份。如果需要比sys-rman更高的灵活性，你也可以使用低级API（见第
3.3 节）来制作一个基础备份。

         没有必要关心创建一个基础备份所需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正常地运行停用
了full_page_writes的服务器，你可能会注意到备份运行时的性能下降，因
为full_page_writes在备份模式期间会被实际强制实施。

         要使用备份，你将需要保留所有在文件系统备份期间及之后生成的WAL段文件。为了便
于你做这些，基础备份过程会创建一个备份历史文件，它将被立刻存储到WAL归档区域。该
文件以文件系统备份中你需要的第一个WAL段文件命名。例如，如果开始的WAL文件
是0000000100001234000055CD，则备份历史文件将被命名
为0000000100001234000055CD.007C9330.backup.（文件名的第二部分表明WAL文件中的一个
准确位置，一般可以被忽略）。一旦你已经安全地归档了文件系统备份和在备份过程中被使用

的WAL段文件（如备份历史文件中所指定的） ，所有名字在数字上低于备份历史文件中记录
值的已归档WAL段对于恢复文件系统备份就不再需要了，并且可以被删除。但是你应该考虑
保持多个备份集以绝对保证你能恢复你的数据。

         备份历史文件是一个很小的文本文件。它包含你指定给sys-rman的标签字符串，以及备
份的起止时间以及起止WAL段。如果你使用该标签来标识相关备份文件，则已归档的历史文
件足以说明需要哪个备份文件进行恢复。

         由于你不得不保存最后一次基础备份之后的所有归档WAL文件，基础备份之间的间隔通
常应该根据你希望在归档WAL文件上花费的存储空间来设定。你也应该考虑你准备花多长时
间来进行恢复，如果需要恢复 — 系统将不得不恢复所有那些WAL段，如果这些WAL段覆盖了
最后一次基础备份以后的很长时间，日志恢复过程将会花费一些时间。

3.3. 使用底层使用底层API制作一个基础备份制作一个基础备份

        使用底层API制作一个基础备份的过程比sys-rman方法要包含更多的步骤，但相对要更简
单。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步骤要按照顺序执行，并且在执行下一步之前要验证上一步是否成

功。

        可以用非排他或者排他的方法来制作底层基础备份。我们推荐非排他方法，而排他的方法
已经被废弃并且最终将被去除。

3.3.1. 制作一个非排他底层备份制作一个非排他底层备份

        非排他底层备份允许其他并发备份运行（既包括那些使用同样的备份API开始的备份，也
包括那些使用 sys-rman开始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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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确保WAL归档被启用且正在工作。

b. 作为一个具有运行sys_start_backup权利的用户（超级用户，或者被授予在该函数上
EXECUTE的用户）连接到服务器（不在乎是哪个数据库）并且发出命令：

SELECT sys_start_backup('label', false, false);

其中label是用来唯一标识这次备份操作的任意字符串。调用 sys_start_backup的连接
必须被保持到备份结束，否则备份将被自动中止。

默认情况下，sys_start_backup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完成。这是因为它会执行一个检查
点，并且该检查点所需要的 I/O 将会分散到一段时间上，默认情况下是你的检查点间隔
（见配置参数 checkpoint_completion_target）的一半。它可以最小化对查询处理的影
响。如果你想要尽可能快地开始备份，请把第二个参数改成true。

第三个参数为false会告诉sys_start_backup开始一次非排他基础备份。

c. 使用任何趁手的文件系统备份工具（例如tar或者 cpio，不是sys_dump 或
者sys_dumpall）执行备份。当你做这些时，不需要也不值得停止正常的数据库操作。在
这类备份期间要考虑的事情请见小节第 3.3.3 节。

d. 在同一个连接中，发出命令：

SELECT * FROM sys_stop_backup(false);

这会终止备份模式并且执行一次自动切换到下一个 WAL 段。要做切换的原因是让在备
份期间写入的最后一个WAL段文件能准备好被归档。

sys_stop_backup将返回一个具有三个值的行。这些域的第二个应该被写入到该备份根目
录中名为backup_label的文件。第三个域应该被写入到一个名为tablespace_map 的文
件，除非该域为空。这些文件对该备份正常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能被随意修改。

e. 一旦备份期间活动的 WAL 段文件被归档，备份就完成了。由 sys_stop_backup的第一个
返回值标识的文件是构成一个完整备份文件集合所需的最后一个段。如果archive_mode
被启用，直到最后一个段被归档前sys_stop_backup都不会返回。从你已经配置
好archive_dest之后这些文件的归档就会自动发生。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归档会很快
发生，但是建议你监控你的归档系统确保没有延迟。如果归档进程由于归档命令的失败

而落后， 它将会持续重试直到归档成功并且备份完成。如果你希望
对sys_stop_backup的执行给出一个时间限制，可以设置一个合适
的statement_timeout值，但要注意如果 sys_stop_backup因此而中止会致使备份可能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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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制作一个排他低级备份制作一个排他低级备份

        一个排他备份的处理绝大部分都和非排他备份相同，但是在一些关键步骤上不同。它不允
许超过一个并发备份运行，并且如果服务器在备份期间崩溃，会有一些问题。在 KingbaseES
V8R2之前，这是唯一可用的底层方法，但是现在推荐所有用户在可能的情况下升级他们的脚
本来使用非排他备份。

a. 确保WAL归档被启用且正常工作。

b. 作为一个具有运行sys_start_backup权利的用户（超级用户，或者被授予在该函数上
EXECUTE的用户）连接到服务器（不在乎是哪个数据库）并且发出命令：

SELECT sys_start_backup('label');

这里label是任何你希望用来唯一标识这个备份操作的字符串。 sys_start_backup在集
簇目录中创建一个关于备份信息的备份标签文件，也被称为backup_label， 其中包括了
开始时间和标签字符串。该函数也会在集簇目录中创建一个 名为tablespace_map的表空
间映射文件， 如果在sys_tblspc/中有一个或者多个表空间符号链接存在， 该文件会包
含它们的信息。如果你需要从备份中恢复，这两个文件对于备份的完整性都至关重要。

默认情况下，sys_start_backup会花费很长时间来完成。这是因为它会执行一个检查
点，而检查点所需要的I/O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会被传播，默认情况下这段时间是内部检
查点间隔的一半（参见配置参数checkpoint_completion_target）。这通常是你所希望
的，因为它能将对查询处理的影响最小化。如果你要尽快开始备份，可使用：

SELECT sys_start_backup('label', true);

这会使检查点尽可能快地被完成。

c. 使用任何方便的文件系统备份工具执行备份，例如tar 或cpio（不是sys_dump
或sys_dumpall）。在此期间，不需要也不值得停止正常的数据库操作。在备份期间要考
虑的事情可见 第 3.3.3 节小节。

d. 再次以具有运行sys_stop_backup权利的用户（超级用户，或者已经被授予该函数上
EXECUTE的用户）连接到数据库并且发出命令：

SELECT sys_stop_backup();

这将终止备份模式，并且执行一个自动切换到下一个WAL段。进行切换的原因是将在备
份期间生成的最新WAL段文件安排为可归档。

e. 一旦备份期间活动的WAL段文件被归档，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sys_stop_backup的结果
所标识的文件是构成一个完整备份文件组所需的最新段。如果archive_mode被启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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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新段被归档sys_stop_backup都不会返回。由于你已经配置了archive_dest，这些文
件的归档过程会自动发生。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会很快发生，但还是建议你监控你的归档

系统来确保不会有延迟。如果归档处理由于归档命令的错误而延迟，它会保持重试直到

归档成功和备份完成。如果你希望在sys_stop_backup的执行上设置一个时间限制，可
对statement_timeout设置一个合适的值，但要注意如果sys_stop_backup因此而中止会
致使备份可能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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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备份数据目录备份数据目录

         如果被拷贝的文件在拷贝过程中发生变化，某些文件系统备份工具会发出警告或错误。
在建立一个活动数据库的基础备份时，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并非一个错误。然而，你需要确保

你能够把它们和真正的错误区分开。例如，某些版本的rsync为"消失的源文件"返回一个独立的
退出码，且你可以编写一个驱动脚本来将该退出码接受为一种非错误情况。同样，如果一个文

件在被tar复制的过程中被截断，某些版本的GNU tar会返回一个与致命错误无法区分的错误代
码。幸运的是，如果一个文件在备份期间被改变，版本为1.16及其后的GNU tar将会退出并返
回1，而对于其他错误返回2。在版本1.23及其后的GNU tar中，你可以使用警告选项--
warning=no-file-changed --warning=no-file-removed来隐藏相关的警告消息。

         确认你的备份包含数据库集簇目录（例如/usr/local/kingbase/data）下的所有文件。
如果你使用了不在此目录下的表空间，注意也把它们包括在内（并且确保你的备份将符号链接

归档为链接，否则恢复过程将破坏你的表空间）。

         不过，你应当从备份中忽略集簇的sys_xlog/子目录中的文件。这种微小的调整是值得
的，因为它降低了恢复时的错误风险。如果sys_xlog/是一个指向位于集簇目录之外其他地方
的符号链接就很容易安排了，这是一种出于性能原因的常见设置。你可能也希望排

除kingbase.pid和kingbase.opts，它们记录了关于kingbase运行的信息，但与最终使用这个
备份的kingbase无关（这些文件可能会使sys_ctl搞混淆）。

        从备份中忽略集簇的sys_replslot/子目录中的文件通常也是个好主意，这样主控机上存
在的复制槽不会成为备份的一部分。否则，后续用该备份创建一个后备机可能会导致该后备机

上的WAL文件被无限期保留，并且在启用了热后备反馈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主控机膨胀，因为
使用那些复制槽的客户端将继续连接到主控机（而不是后备机）并且继续更新其上的槽。即使

该备份是要被用来创建一个新的主控机，拷贝复制槽也不是特别有用，因为这些槽的内容在新

主控机上线时很可能已经过时。

         备份标签文件包含你指定给sys_start_backup的标签字符串，以及sys_start_backup被
运行的时刻和起始WAL文件的名字。在发生混乱的情况下就可以在备份文件中查看并准确地
决定该备份文件来自于哪个备份会话。表空间映射文件包括存在于目录sys_tblspc/中的符号
链接名称以及每一个符号链接的完整路径。这些文件不仅是为了供参考，它们的存在和内容对

于系统恢复过程的正确操作是至关重要。

        在服务器停止时也可以创建一个备份。在这种情况下，你显然不能使用
sys_start_backup或sys_stop_backup，并且因此你只能依靠你的自己的策略来跟踪哪个备份
是哪个，以及相关WAL文件应该走回到什么程度。通常最好遵循上面的连续归档过程。

3.4. 使用一个连续归档备份进行恢复使用一个连续归档备份进行恢复

         好，现在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你需要从你的备份进行恢复。这里是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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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服务器仍在运行，停止它。

b. 如果你具有足够的空间，将整个集簇数据目录和表空间复制到一个临时位置，稍后你将
用到它们。注意这种预防措施将要求在你的系统上有足够的空闲空间来保留现有数据库

的两个拷贝。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空间，你至少要保存集簇的sys_xlog子目录的内容，因
为它可能包含在系统垮掉之前还未被归档的日志。

c. 移除所有位于集簇数据目录和正在使用的表空间根目录下的文件和子目录。

d. 从你的文件系统备份中恢复数据库文件。注意它们要使用正确的所有权恢复（数据库系
统用户，不是root！）并且使用正确的权限。如果你在使用表空间，你应该验
证sys_tblspc/中的符号链接被正确地恢复。

e. 移除sys_xlog/中的任何文件，这些是来自于文件系统备份而不是当前日志，因此可以被
忽略。如果你根本没有归档sys_xlog/，那么以正确的权限重建它。注意如果以前它是一
个符号链接，请确保你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建它。

f. 如果你有在第2步中保存的未归档WAL段文件，把它们拷贝到sys_xlog/（最好是拷贝而
不是移动它们，这样如果在开始恢复后出现问题你任然有未修改的文件）。

g. 在集簇数据目录中创建一个恢复命令文件recovery.conf（见第 3 章）。你可能还想临时
修改sys_hba.conf来阻止普通用户在成功恢复之前连接。

h. 启动服务器。服务器将会进入到恢复模式并且进而根据需要读取归档WAL文件。恢复可
能因为一个外部错误而被终止，可以简单地重新启动服务器，这样它将继续恢复。恢复

过程结束后，服务器将把recovery.conf重命名为recovery.done（为了阻止以后意外地
重新进入恢复模式），并且开始正常数据库操作。

i. 检查数据库的内容来确保你已经恢复到了期望的状态。如果没有，返回到第1步。如果一
切正常，通过恢复sys_hba.conf为正常来允许用户连接。

         所有这些的关键部分是设置一个恢复配置文件，它描述你希望如何恢复以及恢复要运行
到什么程度。你可以使用recovery.conf.sample（通常在安装的share/目录中）作为一个原
型。你绝对必须在recovery.conf中指定的是restore_command，它告诉KingbaseES如何获取
归档WAL文件段。这是一个shell命令字符串。它可以包含%f（将被期望的日志文件名替换）
和%p（将被日志文件被拷贝的目标路径名替换）。（路径名是相对于当前工作目录的，即集簇
的数据目录）。如果你需要在命令中嵌入一个真正的%字符，可以写成%%。最简单的命令类似
于：

restore_command = 'cp /mnt/server/archivedir/%f %p'

         它将从目录/mnt/server/archivedir中拷贝之前归档的WAL段。当然，你可以使用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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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甚至是一个要求操作者装载合适磁带的shell脚本。

         重要的是命令在失败时返回非零退出状态。该命令将被调用来请求不在归档中的文件，
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返回非零值。这不是一种错误情况。一种例外是该命令被一个信号（除了

被用作数据库服务器关闭动作一部分的SIGTERM）终止或者被shell的错误（例如命令未找
到）终止，那样恢复将中止并且服务器将不会启动。

         并非所有被请求的文件都是WAL段文件，你也许还会请求一些具有.backup或.history后
缀的文件。还要注意的是，%p路径的基本名字将会和%f不同，但不要期望它们可以互换。

         归档中找不到的WAL段可以在sys_xlog/中看到，这使得可以使用最近未归档的段。但
是，在归档中可用的段将会被优先于sys_xlog/中的文件被使用。

         通常，恢复将会处理完所有可用的WAL段，从而将数据库恢复到当前时间点（或者尽可
能接近给定的可用WAL段）。因此，一个正常的恢复将会以一个"文件未找到"消息结束，错误
消息的准确文本取决于你选择的restore_command。你也可能在恢复的开始看到一个针对名称
类似于00000001.history文件的错误消息。

         如果你希望恢复到之前的某个时间点（例如，恢复到幼稚的DBA丢弃了你主要的交易表
之前），只需要在recovery.conf中指定要求的停止点。你可以使用日期/时间、命名恢复点或
一个指定事务ID的结束时间来定义停止点（也被称为"恢复目标"）。在这种写法中，只有日期/
时间和命名恢复点选项非常有用，因为没有工具可以帮助你准确地确定要用哪个事务ID。

注意注意: 停止点必须位于基础备份的完成时间之后，即sys_stop_backup的完成时
间。在备份过程中你不能使用基础备份来恢复（要恢复到这个时间，你必须回到

你之前的基础备份并且从这里开始前滚）。

         如果恢复找到被破坏的WAL数据，恢复将会停止于该点并且服务器不会启动。在这种情
况下，恢复进程需要从开头重新开始运行，并指定一个在损坏点之前的"恢复目标"以便恢复能
够正常完成。如果恢复由于一个外部原因失败，例如一个系统崩溃或者WAL归档变为不可访
问，则该次恢复可以被简单地重启并且它将会从几乎是上次失败的地方继续。恢复重启工作起

来很像普通操作时的检查点：服务器周期性地强制把它的所有状态写到磁盘中，然后更

新sys_control文件来说明已经处理过的WAL数据，这样它们就不会被再次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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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时间线时间线

         将数据库恢复到一个之前的时间点的能力带来了一些复杂性，这和有关时间旅行和平行
宇宙的科幻小说有些相似。例如，在数据库的最初历史中，假设你在周二晚上5：15时丢弃了
一个关键表，但是一直到周三中午才意识到你的错误。不用苦恼，你取出你的备份，恢复到周

二晚上5：14的时间点，并上线运行。在数据库宇宙的这个历史中，你从没有丢弃该表。但是
假设你后来意识到这并非一个好主意，并且想回到最初历史中周三早上的某个时间。你没法这

样做，在你的数据库在线运行期间，它重写了某些WAL段文件，而这些文件本来可以将你引
向你希望回到的时间。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状况，你需要将完成时间点恢复后生成的

WAL记录序列与初始数据库历史中产生的WAL记录序列区分开来。

         要解决这个问题，KingbaseES有一个时间线概念。无论何时当一次归档恢复完成，一个
新的时间线被创建来标识恢复之后生成的WAL记录序列。时间线ID号是WAL段文件名的一部
分，因此一个新的时间线不会重写由之前的时间线生成的WAL数据。实际上可以归档很多不
同的时间线。虽然这可能看起来是一个无用的特性，但是它常常扮演救命稻草的角色。考虑到

你不太确定需要恢复到哪个时间点的情况，你可能不得不做多次时间点恢复尝试和错误，直到

最终找到从旧历史中分支出去的最佳位置。如果没有时间线，该处理将会很快生成一堆不可管

理的混乱。而有了时间线，你可以恢复到任何之前的状态，包括早先被你放弃的时间线分支中

的状态。

         每次当一个新的时间线被创建，KingbaseES会创建一个"时间线历史"文件，它显示了新
时间线是什么时候从哪个时间线分支出来的。系统在从一个包含多个时间线的归档中恢复时，

这些历史文件对于允许系统选取正确的WAL段文件非常必要。因此，和WAL段文件相似，它
们也要被归档到WAL归档区域。历史文件是很小的文本文件，因此将它们无限期地保存起来
的代价很小，而且也是很合适的（而段文件都很大）。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在一个历史文件中

增加注释来记录如何和为什么要创建该时间线。当你由于试验的结果拥有了一大堆错综复杂的

不同时间线时，这种注释将会特别有价值。

         恢复的默认行为是沿着相同的时间线进行恢复，该时间线是基础备份创建时的当前时间
线。如果你希望恢复到某个子女时间线（即，你希望回到在一次恢复尝试后产生的某个状

态），你需要在recovery.conf中指定目标时间线ID。你不能恢复到早于该基础备份之前分支
出去的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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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建议和例子建议和例子

         这里将给出一些配置连续归档的建议。

3.6.1. 单机热备份单机热备份

         可以使用KingbaseES的备份功能来产生单机热备份。这些备份不能被用于时间点恢复，
然而备份和恢复时要比使用sys_dump备份更快（它们也比sys_dump备份更大，所以在某些情
况下速度优势可能会被否定）。

         在基础备份的帮助下，产生一个单机热备份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sys-rman工具。如果你
在调用它时使用了-X参数，使用该备份所需的所有事务日志将会被自动包含在该备份中，并且
恢复该备份也不需要特殊的动作。

         如果在复制备份文件时需要更多灵活性，也可以使用一个较低层的处理来创建单机热备
份。要为低层单机热备份做准备，将wal_level设置为replica或更高，archive_mode设置
为on，并且设置一个archive_dest，该路径存在时执行归档。例如：

archive_dest = '/var/lib/kingbase/archive/'

         该命令在归档目录不存在同名文件时执行归档，否则会返回0值退出状态
（让KingbaseES能回收不需要的WAL文件）。

         通过这样的准备，可以使用一个如下命令来建立备份：

ksql -c "select sys_start_backup('hot_backup');"
tar -cf /var/lib/kingbase/backup.tar /var/lib/kingbase/data/
ksql -c "select sys_stop_backup();"
conf文件注释archive_dest
ksql -c "select sys_reload_conf();"
tar -rf /var/lib/kingbase/backup.tar /var/lib/kingbase/archive/

         备份完成之后归档命令会被删除。归档的WAL文件则被加入到备份中，这样基础备份和
所有需要的WAL文件都是同一个tar文件的组成部分。请记住在你的备份命令中加入错误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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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警告警告

         在编写此文档时，连续归档技术存在一些限制。这可能会在未来的发布中被修复：

哈希索引上的操作目前不被WAL记录，因此日志恢复不会更新这些索引。这将意味着任
何新的插入都会被索引忽略，被更新的行显然会消失而被删除的行将仍然保留有指针。

换句话说，如果你修改了一个具有哈希索引的表，那么你将在一个后备服务器上得到不

正确的查询结果。当恢复结束时，推荐你手工REINDEX每一个这样的索引。

如果一个CREATE DATABASE命令在基础备份时被执行，然后在基础备份进行
时CREATE DATABASE所复制的模板数据库被修改，恢复中可能会导致这些修改也被传播到
已创建的数据库中。这当然是我们不希望的。为了避免这种风险，最好不要在创建基础

备份时修改任何模板数据库。

CREATE TABLESPACE命令会WAL以其字面绝对路径记录，并且因此将在日志恢复时
以相同的绝对路径来创建表空间。当日志在一台不同的机器上被恢复时，这可能也不是

我们希望的。即使日志在同一台机器上被恢复也是危险的，就算是恢复到一个新的数据

目录日志恢复过程也会覆盖原来表空间的内容。为了避免这种潜在的陷阱，最佳做法是

在创建或丢弃表空间后创建一个新的基础备份。

         还需要注意的是，默认的WAL格式相当庞大，因为它包括了很多磁盘页快照。这些页快
照被设计用于支持崩溃恢复，因为我们可能需要修复断裂的磁盘页。依靠你的系统硬件和软

件，页断裂的风险可能会小到可以忽略，在此种情况下你可以通过使用full_page_writes参数关
闭页快照来显著降低归档日志的总容量。关闭页快照并不会阻止使用日志进行PITR操作。一
个未来的开发点是通过移除不需要的页拷贝来压缩归档的WAL数据，即
使full_page_writes为on。同时，管理员可能希望通过尽可能增大检查点间隔参数来减少
WAL中包含的页快照数量。

4. 物理备份恢复全流程物理备份恢复全流程

         sys_rman是一种用于备份(backup)、还原(restore) 数据库及管理备份集的 Kingbase 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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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初始化初始化

         进行备份时sys_rman需要有位置来存放备份的文件，同时需要知道备份的目标（即数据
库的data目录），同样的，进行恢复时同意需要通过已备份文件的路径和目录，以及要还原的
目标数据库路径才能进行备份，所以在备份开始前，首先要指定备份的目录（绝对路径），还

要指定待备份的数据（目标）。

4.1.1. 初始化命令初始化命令

sys_rman init [option...]

-B directory

该选项用于指定存放备份和备份源数据的目录，可以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BACKUP_PATH来指定路径，该变量是必配项，且要求给出绝对路径，如果文件已存
在，则必须为空，否则将返回错误。

-D directory

用于指定数据库的数据目录，即备份的目标，可以通设置环境变量SYSDATA来指定路
径。该变量是必配项，且必须给出绝对路径，否则将返回错误。

生成的目录结构为：

backups目录 ，存放备份文件的目录

wal目录，存放wal文件的目录

sys_rman.conf 文件，sys_rman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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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初始化配置初始化配置

         因为sys_rman是物理备份的热备方式，所以在备份前需要打开日志归档的开关，以及设
置归档的目录，所以在 kingbase.conf配置文件中对以下变量进行设置

wal_level = replica
archive_mode      = on        #打开归档
archive_dest      = '/xx/backups/wal/'

a. archive_dest是数据库wal日志归档路径，由用户自己指定

b. 设置archive_dest是为了保存wal的归档到指定的目录中，而归档的目的是为
了保证数据库能在恢复的时候恢复到任意指定的位置（可能是时间戳，时间

线，xid），而如果不进行归档，那么根据数据库默认的特性在wal日志目录
文件写满了以后会重复使用wal文件，即对wal文件进行重写，从而把之前的
日志进行覆盖，那么要再对覆盖部分进行事务的重复就不可再进行。

4.3. 备份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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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Primary 备份备份

         在数据库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如下意外情况，如磁盘损坏，断电，地址灾害等，人力
无法控制和抗拒的破坏，此时数据库保留的数据会产生不可逆的丢失，从而对业务和生产造成

巨大的损失，为了最大程度的避免以上情况对于数据的破坏，那么就需要对数据进行备份，这

样就能保证一份数据在被破坏以后，还能通过备份的数据保持对现有业务的支撑，使得生产能

继续进行，本特性将提供如下的两种备份方式

Full backup

备份整个数据库簇，该模式将对数据库所有的数据进行备份，当发生数据丢失的灾难情

况时，完全备份无需依赖其他信息，即可实现数据的恢复，其恢复时间最短且操作最方

便，也是最常规的备份策略。

但由于数据库通常保存的数据都非常巨大，进行全备的时间就会很长，会对当前数据库

性能产生较大影响，所以通常不能频繁的对数据库进行全备份，从而有一种新的备份方

式增量备份（incremental backup），来弥补备份时对于这一缺点。

Incremental backup

增量备份只备份从上次验证过的并且修改过的页或者文件，而没有发生过变化的文件或

者数据页将不进行备份，通过这种方式备份的数据将会大大减少，从而备份所需的开销

也将减少，进而也缩短了备份的时间，但是增量备份必须建立在有一次完整的备份基础

之上进行（全备或增备），而如果在本次备份之前也有增量备份的情况，那么恢复时将

逐一的从最开始的备份一一进行还原，恢复的过程相对于全备份的恢复所需的时间更

长，过程更复杂。以上可以看出，增量和全量从一定程度上说是互补的。

所以通常情况下，全备和增量备份是配合使用，最大程度上确保备份的高效性（如一天

进行一次增量备份，一周进行一次全量备份）。

4.3.2. 备份命令备份命令

sys_rman backup [option...]

-b { full | page }
full : 进行全备

page : 进行增量备份

-j { num }

执行备份时，并行执行的数量（即开启的线程数），恢复时也同样可以使用该参数。为

了最大程度上利用cpu的性能，减少备份恢复所需时间，设置多线程方式进行文件的拷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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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备注: 如果KB没有打开sys_log，而在备份时使用该参数，不会对备份产生任何影
响。

-B { backuppath }

该选项用于指定存放备份和备份源数据的目录，该变量是必配项，且要求给出绝对路

径，否则将返回错误。

-D { backuppath }

用于指定数据库的数据目录，即备份的目标，该变量是必配项，且必须给出绝对路径，

否则将返回错误。

-C -smooth-checkpoint

由于在执行checkpoint时，当前内存中通常有了大量未写到磁盘上的数据，那么进行通
常的checkpoint操作会占据大量的I/O, 对于最重要的日志的flush就会受到影响（写日志高
于写数据），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进行一次smooth checkpoint。

而所谓的平滑就是减少写入到磁盘的速度，默认情况数据库是让checkpoint尽快完成脏
块的写盘操作，而设置该参数后就让数据库对于当前脏数据的写盘操作分散在几个时间

段内完成。

备注备注: 其实减少对于该影响也有多种方式，比如设置checkpoint的时间点，设置待
写入脏块的数量，通过检查这些值的上限进行脏数据写盘过程。

--backup-sys-log

备份sys_log目录中的日志（该日志及目录需要配置才能产生），如果不设置那么将不拷
贝该日志，该日志不会特别创建一个目录保存，同data目录结构一样保存在备份数据目
录sys_log文件夹中。

备注备注: 如果数据库没有打开sys_log，而在备份时使用该参数，不会对备份产生任
何影响。

4.3.3. Standby 备份备份

         常情况下，数据库是搭建在该环境下的，而进行备份时，如果在主机上进行，会对当前
主机所在的机器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为了减少这样的影响，让主机更多的是进行数据库本身

的业务，那么我们就考虑让备份的数据从standby端进行获取。 standby的备份，恢复时也在
master端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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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备份说明备份说明

         用户创建的复制槽文件不进行备份。否则，后续用备机创建备份集可能会导致WAL文件
无限期保留，在启用了热备反馈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主机的WAL文件膨胀，因为使用这些复制
槽的客户端仍将连接并更新主服务器上的复制槽，而不是备用服务器上的复制槽。即使备份仅

用于创建新主机，备份复制槽也不会特别有用，因为到新主机上线时，这些复制槽的内容可能

已严重过时。

4.4. 验证备份验证备份

         验证备份的数据是非常必要的，在数据备份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意外，比如被中
断，数据文件没考全，也就是说，备份前后文件大小和内容不一致，而若果用这些数据进行恢

复，那么数据库就会出现不一致情况，导致不可预估的损失。

         因此sys_rman会在进行恢复前， 会通过文件大小和CRC来进行验证，以此来确定备份后
的文件是和备份目标文件的一致性。

4.4.1. 用户接口用户接口

sys_rman validate [backup_ID]

        通过执行该命令将会验证历史备份中未进行的备份，并显示备份的过程，也可以通指定id
的方式验证指定的备份 sys_rman validate backup_ID。

注注: 在备份完成后，在进行恢复操作前，sys_rman会自动进一次验证。如不指定
验证对象，那么只验证最新的备份。

4.5. 恢复恢复

         前面都讲述了备份，但备份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的，也就是说在数据库数据被破坏后，需
要通过该方式来把之前备份的数据进行还原，让数据库恢复到在被破坏前某一时刻的正常状

态，所以恢复才是备份的真正意义所在。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把数据恢复到数据库崩溃的前某一刻的状态，即利用重做日志或增
量备份将数据块恢复到最接近当前时间的时间点，即进行完全恢复，之所以叫做完整恢复是由

于应用了归档日志和联机重做日志中所有的修改。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恢复到崩溃前一刻状态，而是一个指定的时间点（在完全恢复
以前的任意时间点），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原因是，有时指定时间点和崩溃前一刻状态之间出现

了错误（如数据库某个表被删除，介质失败导致日志文件丢失），此时进行完全恢复就没有意

义了，此刻就需要进不完全的恢复，之所以叫不完全恢复就是不应用所有的日志来恢复数据

库，一下将对恢复的方式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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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用户接口用户接口

        在恢复进行前，数据库需要被关闭，而且手动清空data目录

        sys_rman restore [option...] [backup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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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line
如果指定该选项，那么恢复将从指定的时间线开始，如果不指定那么将默认从控制文件

中获取

执行方式 sys_rman restore -- timeline=1

执行结果将从指定的时间线上对数据库进行恢复

时间线范围是从1开始到当前已有的时间线之间，如果输入其他值那么将提示时间线无
效，有效的时间线通过sys_rman命令下的show命令查看。

--time
如果指定该选项，那么恢复将从指定的时间戳开始，如果不指定那么将默认从最近的时

间开始，通过该方式即可进行非完全的恢复，即用户可以指定恢复的时间点，在KB启动
时就会根据该设定（存放在recovery.conf中），来对特定点进行恢复（PITR）。

执行结果将从指定的时间戳上恢复数据库

如果指定的时间不完整或者一次，那么sys_rman会自动截取有效时间段的时间,然后根据
这个时间往前寻找可用的恢复点（即对应备份包）。

时间线范围是从1开始到当前已有的时间线之间，如果输入其他值那么将提示时间线无
效，有效的时间线通过sys_rman命令下的show命令查看。

例例  4-1. 恢复备份恢复备份

sys_rman restore --time="2017-02-28 07:02:28"

sys_rman restore --time="2017-02-28"

--xid

该参数用于指定事务id的恢复，如果不指定那么将获取最后一个xid进行恢复，如果指定
的xid大于了当前最后的id，那么就向上进行检索最近一次的xid进行恢复。

注注: --time和--xid不能同时指定

--inclusive

设置是否在指定恢复目录前停止恢复。如果设置为真，则代表在指定恢复的目标完成后

停止恢复, 默认为真。如果设置为假，则代表在指定恢复的目标前就停止恢复。

4.6. 备份集管理备份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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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查看备份信息查看备份信息

         进行备份的时候有些信息是要求可以监控和查看的，以便用户通过这些信息对备份进行
针对性的使用和控制，所以在备份时会记录一些关键的备份元信息。

4.6.1.1. 用户接口

        sys_rman show -B --path

[root@localhost ~]$sys_rman show
====================================================================
ID    Recovery time  Mode Current/Parent TLI  Time    Data    Status
====================================================================
ON6PRZ 2017-10-7 20:06:23  FULL    1/0        0m      22M      OK

        sys_rman show -B --path backup_ID

[root@localhost ~]$sys_rman show ON6PRZ
# configuraton
BACKUP_MODE=FULL
# result
TIMELINEID=1
START_LSN=0/02000060
STOP_LSN=0/02000130
START_TIME='2017-10-7 20:06:23'
END_TIME='2017-10-7 20:06:26'
RECOVERY_XID=1548
RECOVERY_TIME='2017-10-7 20:06:26'
DATA_BYTES=22770345
BLOCK_SIZE=8192
CHECKSUM_VERSION=0
STREAM=0
STATUS=OK

4.6.2. 删除备份删除备份

        为了节约磁盘的空间，减少维护的开销，sys_rman会提供给用户一个接口，让用户能针
对性地删除不再使用的或备份状态异常（error，corrupt）的备份

        sys_rman delete [option...] backup_ID

        例例  4-2. 删除备份删除备份

        sys_rman delete -B --path backup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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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归档文件清理归档文件清理

        通过查询备份，确定当前数据库能清理（删除）的归档日志；然后，用户可根据情形进行
归档日志清理（删除）。

        sys_rman -B [option...] showdelwal

4.6.4. 保留备份保留备份

         通过delete命令，只能针对性的对单个的备份进行删除，不能进行批量的操作，所以为了
方便用户对备份进行批量的删除备份的操作，sys_rman提供了两种方式来达到该目的。

设置被保留的备份的个数

设置被保留的备份的时间

4.6.4.1. 用户接口

        sys_rman retention [option...] show|pu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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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ge --redundancy

指定在执行清除命令后需要保留的全备份个数执行命令sys_rman retention purge --
redundancy=2，将保留以全备份为单位（增量备份不进行计算）的最新的两个备份。

purge --window

指定备份保留的天数执行命令 sys_rman retention purge --window=2，将保留以全备份为
单位（增量备份不进行计算）的两天以内的备份执行该命令也可以在备份目录中的配置

文件sys_rman.conf文件中设定，然后在执行时直接执行sys_rman retention purge。

注注: 以上两种方式可以同时进行，只有同时达到两种条件的才可以进行删除。
如：设定redundancy=2 window=7
而目前备份目录中只有两个备份，一个存放了3天另一个存放了5天，此时执行
sys_rman retention purge，那么sys_rman就会认为该两个备份都需要被保存7天，
才可进行删除。

如果在配置文件中设定了，命令行执行时也携带该参数那么将以命令行的输入为

准，被清除的备份会连带把备份时归档的wal文件一并清除。

show

为了方便用户在执行purge操作之前查看当前已经有了哪些规则，避免用户在进行保留操
作后产生意外的结果，如果用户在命令行中同时设置两个参数那么没有影响，如果用户

只设置其中一个参数，而配置文件中设置了两个，那么命令行中设置的项会被采纳，而

另一个参数sys_rman就会从配置文件中去获取，那么和用户预设的规则就不一致了，所
以设置该接口来供用户查看和判断。

执行方式：sys_rman retention show

显示结果： 配置文件(备份目录中的sys_rman.conf)中retention规则的配置信息，如果没
配置则提示没有进行配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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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连接选项连接选项

-d, --dbname

连接需要备份的数据库名

-h, --host

数据库连接地址

-p, --port

数据库连接端口号

-U, --username

连接数据库用户名

-W, --password

连接数据库密码

-w, --no-password

不带密码进行连接

4.8. 其他命令其他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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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erbose

有些时候希望能监控整个备份或者恢复的过程，即获取备份时copy了多少个数据文件，
甚至拷贝到了哪个文件，或者备份过程产生了多大数据的复制，从而实时的了解备份的

进行过程，那么需要提供一个接口来处理该情况。

如果指定, sys_rman 工作会进入冗余模式，也就是会把备份或者恢复过程，以及获取正
在处理文件得相关信息，供用户查看。

使用方法：如进行备份 sys_rman backup -b full –v

--progress

如果指定，sys_rman将一直显示处理的备份或者回复的文件数

使用方法：$ sys_rman backup -b f --progress

-q, --quiet

不获取任何信息

-?, --help

获取帮助信息

-V, --version

获取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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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备份还原操作手册逻辑备份还原操作手册

前言前言

        逻辑备份还原基于SQL语句进行。

        SQL 备份方法的思想是创建一个由SQL命令组成的文件，当把这个文件回馈给服务器
时，服务器将利用其中的SQL命令重建与备份时状态一样的数据库。 KingbaseES为此提供了
工具sys_dump。这个工具的基本用法是：

sys_dump dbname > outfile

        正如你所见，sys_dump把结果输出到标准输出。我们后面将看到这样做有什么用处。 尽
管上述命令会创建一个文本文件，sys_dump可以用其他格式创建文件以支持并行和细粒度的
对象恢复控制。

        sys_dump是一个普通的KingbaseES客户端应用。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在任何可以访问该数
据库的远端主机上进行备份工作。但是请记住 sys_dump不会以任何特殊权限运行。具体说
来，就是它必须要有你想备份的表的读 权限，因此为了备份整个数据库你几乎总是必须以一
个数据库超级用户来运行它（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特权 来备份整个数据库，你仍然可以使用诸
如-n schema 或-t table选项来备份该数据库中你能够 访问的部分）。

        要声明sys_dump连接哪个数据库服务器，使用命令行选项-h host和 -p port。 默认主机
是本地主机。 类似地，默认端口是内建的默认值。 （服务器通常有相同的默认值。）

        和任何其他KingbaseES客户端应用一样， sys_dump默认使用与当前操作系统用户名同
名的数据库用户名进行连接。 要使用其他名字，就需要声明-U选项。请注意sys_dump的连接
也要通过客户认证机制。

        sys_dump相对于其他备份方法的一个重要优势是，sys_dump备份的数据可以很容易地在
新版本的KingbaseES中进恢复，而文件级备份和连续归档都是极度依赖于服务器版本的，文
件级备份和连续归档不一定能在新版本数据库中进行恢复。sys_dump也是唯一可以将一个数
据库的数据传输到一个不同机器架构上的数据库的方法，例如从一个32位服务器到一个64位
服务器。

        由sys_dump创建的备份在内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备份使用了sys_dump开始运行时刻
的数据库快照，所以在sys_dump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更新将不会被备份。sys_dump工作的时候
并不阻塞其他的对数据库的操作。（但是会阻塞那些需要排它锁的操作，比如大部分形式

的ALTER TABLE）

1. 从备份中恢复从备份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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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_dump生成的文本文件可以由ksql程序读取。 从备份中恢复的常用命令是：

ksql dbname < infile

        其中 infile 就是sys_dump命令的输出文件。这条命令不会创建数据库dbname，你必须在

执行ksql前自己从template0创建（例如，用命令createdb -T template0 dbname）。ksql支持
类似sys_dump的选项用以指定要连接的数据库服务器和要使用的用户名。 参阅ksql的手册获
取更多信息。非文本文件备份可以使用sys_restore工具来恢复。

        在开始恢复之前，备份库中对象的拥有者以及在其上被授予了权限的用户必须已经存在。
如果它们不存在，那么恢复过程将无法将对象创建成具有原来的所属关系以及权限（有可能这

种恢复结果是你需要的，但通常需要的是和原数据库完全一致的恢复结果）。

        默认情况下，ksql脚本在遇到一个SQL错误后会继续执行。如果你希望在遇到一个SQL错
误后让ksql退出，那么可以设置ON_ERROR_STOP变量来运行ksql，这将使ksql在遇到SQL错误后
退出并返回状态3：

ksql --set ON_ERROR_STOP=on dbname < infile

        不管怎样，你将只能得到一个部分恢复的数据库。有另一种选择，你可以指定让整个恢复
作为一个单独的事务运行，这样恢复要么完全完成，要么完全回滚。这种模式可以通过

向ksql传递 -1 或 --single-transaction 命令行选项来指定。在使用这种模式时，即使是很小
的一个错误也会导致运行了数小时的恢复被回滚，虽然浪费时间，但仍然比一个部分恢复数据

库要更好。

        sys_dump和ksql具有读写管道的能力，可以直接从一个服务器备份一个数据库到另一个
服务器，例如：

sys_dump -h host1 dbname | ksql -h host2 dbname

        重要重要: sys_dump产生的备份是相对于template0。这意味着在template1中创建的任何对
象、存储过程等都会被sys_dump备份。结果是，如果在恢复时使用的是一个自定义
的template1，你必须从template0创建一个空的数据库，正如上面的例子所示。

        一旦恢复完成，可以在每个数据库上运行ANALYZE，这样优化器就有可用的统计数据
了。

      客户端进行逻辑备份，连接到对应数据库，右键点击数据库，选择"逻辑备份"，出现备份
界面，可以选择需要备份的对象。操作参考图：图 1-1 逻辑备份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657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图图  1-1 逻辑备份逻辑备份

      客户端进行逻辑还原，连接到对应数据库，右键点击数据库，选择"逻辑还原"，出现还原
界面，选择已经备份的文件，选择还原的目标数据库，然后选择还原的对象。操作参考图：图

1-2 逻辑还原

图图  1-2 逻辑还原逻辑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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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使用sys_dumpall

        sys_dump每次只备份一个数据库，而且它不会备份关于角色或表空间（因为它们是集簇
范围的）的信息。为了支持方便地备份一个数据库集簇的全部内容，KingbaseES提供
了sys_dumpall工具。sys_dumpall备份一个给定集簇中的每一个数据库，同时也备份了集簇范
围的数据，如角色和表空间定义。该命令的基本用法是：

sys_dumpall > outfile

        备份的结果可以使用ksql恢复：

ksql -f infile kingbase

        实际上，你可以指定恢复到任何已有数据库名，但是如果你准备将备份载入到一个空集簇
中，没有用户创建的数据库，则可以用kingbase来代替数据库名称。在恢复一
个sys_dumpall备份时需要具有数据库超级用户访问权限，因为它需要恢复角色和表空间。如
果你备份了表空间，恢复时，表空间会在原路径进行重新创建，需要确保恢复的新库有对应的

路径，且对应路径下可以创建备份的表空间。

        sys_dumpall进行备份时会发出命令重新创建角色、表空间和空数据库，接着为每一个数
据库sys_dump。这意味着每个数据库自身是一致的，但是不同数据库的快照并不同步。

        如果分别在每个数据库上运行sys_dump命令，但需要完全备份整个集簇，可以使用
sys_dumpall的 --globals-only 选项来单独备份集簇的数据，两者组合就是完整的备份数据。

3. 处理大型数据库处理大型数据库

        在一些具有最大文件尺寸限制的操作系统上创建大型的sys_dump输出文件可能会出现问
题。幸运地是，sys_dump可以写出到标准输出，因此你可以使用标准Unix工具来处理这种潜
在的问题。有几种可能的方法：

        使用压缩备份：使用压缩备份：  你可以使用你喜欢的压缩程序，例如gzip：

sys_dump dbname | gzip > filename.gz

        恢复：

gunzip -c filename.gz | ksql dbname

        或者：

cat filename.gz | gunzip | ksql db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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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使用split：：  split命令允许你将输出分割成较小的文件以便能够适应底层文件系统的尺
寸要求。例如，让每一块的大小为1M：

sys_dump dbname | split -b 1m - filename

        恢复：

cat filename* | ksql dbname

        使用使用sys_dump的自定义备份格式：的自定义备份格式：  如果KingbaseES所在的系统上安装了zlib压缩库，
自定义备份格式将会在备份数据到输出文件时对其压缩。这将产生和使用gzip时差不多大小的
备份文件，这种方式的优势是可以有选择地恢复其中的表。下面的命令使用自定义备份格式来

备份一个数据库：

sys_dump -Fc dbname > filename

        自定义格式的备份不是ksql的脚本，只能通过sys_restore恢复，例如：

sys_restore -d dbname filename

        详情请参阅sys_dump和sys_restore。

        对于非常大型的数据库，你可能需要将split配合其他两种方法之一进行使用。

        使用使用sys_dump的并行备份特性：的并行备份特性：  为了加快备份一个大型数据库的速度，你可以使
用sys_dump的并行模式。它将同时备份多个表。你可以使用 -j 参数控制并行度。并行备份只
支持“目录”备份格式。

sys_dump -j num -F d -f out.dir dbname

        不论备份是否由 sys_dump -j 创建，只要是“自定义”备份格式或者“目录”备份格式，你都
可以使用 sys_restore -j 以并行方式恢复一个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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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迁移迁移
目录目录
KingbaseES V712至KingbaseES V8移植指南

前言
1. 主要移植内容
2. 常用移植方法
3. 关键移植步骤

Oracle至KingbaseES V8移植指南
1. 主要移植内容
2. 常用移植方法
3. 关键移植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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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aseES V712至至KingbaseES V8移植指南移植指南

前言前言

        KingbaseES V8是一个大型通用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该产品面向事务处理类应
用，兼顾各类数据分析类应用，可用做管理信息系统、业务及生产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多维

数据分析、全文检索、地理信息系统、图片搜索等的承载数据库。

        KingbaseES V8可以安装和运行于Linux等多种操作系统平台下，在各种操作系统平台上
都很容易安装和配置。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用新的数据库产品KingbaseES V8替换掉原有IT系统使用的数据
库产品KingbaseES V712。由于KingbaseES V8基本兼容KingbaseES V712，因此，一般只
需很少甚至不做任何修改，用户便可把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移植到KingbaseES V8环境
中运行。不仅如此，用户还可利用EasyTransfer Tool等多种工具简化移植过程。

范围范围

        本文档主要描述了在实际应用中移植一个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系统至KingbaseES
V8环境的完整过程，以及其中的主要移植内容、常用移植方法和关键移植步骤。

关联文档关联文档

        有关数据迁移工具EasyTransfer Tool更多信息请参照：数据迁移工具

术语定义术语定义

"数据库移植"——用新的数据库产品替换掉原有IT系统使用的数据库产品，该替换过程就
是数据库移植。

1 主要移植内容主要移植内容

1.1 概述概述

        一个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系统的移植主要包括如下内容。这些内容的迁移是存在先
后顺序的。若违反该顺序，则可能导致迁移受阻。

1.2 数据库、用户和模式移植数据库、用户和模式移植

         数据库和模式是各种SQL和PL/SQL数据库对象的存放容器，而用户是这些对象的管理者
和使用者。因此，在迁移数据库对象之前，一般应先迁移数据库、用户和模式。

        那么，如何移植这些内容呢？应在目的数据库KingbaseES V8上创建与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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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aseES V712同名的数据库、用户和模式, 并授予新建用户具有使用该数据库和新建模式
的所有或适当的权限。

        另外，所创建数据库的字符集应与KingbaseES V712数据库字符集一致。如果
KingbaseES V8已有同名数据库，则登录该数据库后，则只需创建同名用户和属主为该用户的
同名模式。

1.3 数据库对象移植数据库对象移植

         迁移数据库、用户和模式以后，则可通过迁移用户开始迁移数据库的SQL和PL/SQL对
象。这些对象是数据库系统的核心资源，依据迁移特征，通常可分为：

简单迁移对象：简单迁移对象：从语法角度考虑，这类对象通常符合SQL标准。换句话说，各个数据库
厂商提供创建和修改这些对象的DDL语句是相互兼容的。因此，一般可利用迁移工具对
它们进行自动迁移。这类对象主要包括用户表、各种约束、索引、GRANT权限和视图
等。其中，各种约束包括外键、缺省、检查和唯一性约束等。

复杂迁移对象：复杂迁移对象：对这类对象，一般各个数据库厂商都采用各自特有的实现方式，没有遵

循统一的标准，因此在异构数据库之间迁移这类对象很难采用自动化方式，只能采用手

动或半自动化方式实现。这类对象主要包括序列、同义词、数据库链接、触发器、函

数、存储过程和包等。

        那么，什么是数据库对象移植呢？数据库对象移植是指对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系统
的简单对象和复杂对象的移植。其中，简单对象移植可通过EasyTransfer Tool工具进行自动迁
移，而复杂对象只能采用人工方式迁移。

1.4 应用程序移植应用程序移植

         在完成数据库对象迁移以后，才可开始迁移应用程序，主要原因是：在用程序中，可能
会访问和操作前面迁移的数据库对象。

        应用程序移植是指对KingbaseES V712 API方式或嵌入式SQL方式的应用程序的移植。它
主要包括接口驱动程序和连接方法的移植，以及KingbaseES V712扩展或私有的、且
KingbaseES V8未兼容的API移植。通常，该项任务的工作量较少。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应用程序移植与移植系统测试与调试交叉进行。

2 常用移植方法常用移植方法

2.1 概述概述

        目前，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移植主要包括两种方法：自动迁移和手动迁移。在实际
应用中，二者应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共同完成整个迁移任务。

KingbaseES V008R003C001 管理员手册管理员手册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  663 页页  ，共，共  683 页页



2.2 自动迁移自动迁移

         KingbaseES V8 EasyTransfer Tool是自动化迁移工具。利用该工具可实现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的户表、各种约束、Grant权限、索引和视图等数据库对象的自动迁移。但是，对
于PL/SQL存储过程等较复杂的数据库对象，不能使用该工具，而只能采用手动迁移方式。

        详细信息请参照：数据迁移工具EasyTransfer Tool

2.3 手动迁移手动迁移

         手动迁移的基本步骤如下：

以SQL脚本方式导出迁移的KingbaseES V712数据库对象并保存。 （可以使用第三方数
据库连接工具导出：例如Navicat Premium）

使用KingbaseES V8数据库系统管理工具打开保存的SQL脚本文件。

对不能正常执行执行的SQL脚本，若KingbaseES V8 存在兼容的语法或功能，则应修改
为对应的兼容方式；否则，应及时与KingbaseES V8 支持工程师咨询迁移方法。

在KingbaseES V8 数据库系统管理工具中调试修改的SQL脚本。在实际应用中，修改和
调试SQL脚本工作一般交叉进行。

涉及到copy语句时还需要注意client_encoding 在使用Copy时（server_encoding为
GBK，client_encoding为UTF-8）需要在导出和导入数据之前set client_encoding=GBK;
否则可能出现串行或者乱码。

3 关键移植步骤关键移植步骤

3.1 概述概述

        作为一个典型的项目过程，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移植应具有健全的项目团队和全面
细致的的项目执行过程。通常，移植一个KingbaseES V712数据库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确定移植目标

评估移植任务

组建移植团队

准备迁移环境

迁移迁移V712数据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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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系统测试与调试

         这些步骤指之间的关系是：前四个步骤是迁移前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是确保后续
KingbaseES V712移植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而最后一步是保证最终移植系统正确性和可用
性的关键步骤。

         下面，分别对上述各个步骤进行详细说明。

3.2 确定移植目标确定移植目标

         开始迁移前，应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确定移植目标。这些目标诸如：

迁移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的规模。

迁移KingbaseES V712数据库对象的种类和特征，如简单和复杂迁移对象所占比例等。

迁移的难易程度，如是否迁移大对象，是否迁移大量约束等。

迁移的工期要求。

对目标系统的技术指标要求，诸如平台、版本、应用编程接口、工具、可用性、安全性

和性能指标要求等。

        明确移植目标以后，则可开始移植任务评估。

3.3 评估移植任务评估移植任务

         当计划把一个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系统移植到KingbaseES V8环境时，如果一头扎
进去，不做评估或评估不充分的话，那么这个移植工作恐怕会有太多的潜在风险等着移植工程

师，他们也无法回答领导和用户对移植时间的追问，一直被动的颠簸在风浪的漩涡里，而不知

道岸边究竟在哪儿！因此，移植前对移植的可行性、工作量、难易程度和工作进度等进行充分

评估是非常必要的。

        通常，移植评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移植技术指标，如移植业务压力和性能指标等。

移植数据规模，如移植各类数据库对象的数量，PL/SQL程序的规模等。

移植中KingbaseES V8不支持功能的种类和数量。

移植的约束种类和数量。

移植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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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KingbaseES V712移植中常用的评估模板如下表所示：

        表表3-1：移植评估的数据库：移植评估的数据库 /应用概况模板应用概况模板

项目项目 描述描述 备注备注

操作系统版本
Winodws 2000/2003
Server   

服务器型号 联想/SUN   
CPU配置     
内存（RAM）     
磁盘（Disk Profile）     
服务器个数（# of Servers） 1或2   
用户数/天（# Users/Day） 几十/天   
事务量/天（# Transactions / Day）     
当前数据库大小 几个GB   
数据库增长速率（#GB/month）     
目标用户（Schema）     
应用方式（OLTP/OLAP） OLTP   
应用服务器（中间件） 无   
客户端应用类型 （C/S，B/S） C/S   
客户端应用编程语言 Delphi7   
客户端应用连接接口 ODAC/ADO   
是否深入的SQL应用 无   
监控工具 无   
备份方式     
其它工具（备份软件等） 无   
高可用要求 较高   
高可用配置方案 VCS或单机   

        表表3-2：移植评估的移植报告总结模板：移植评估的移植报告总结模板

项目项目 描述描述

移植分析日期 20111009下午
移植分析人员 朱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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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3-3：移植评估的对象统计模板：移植评估的对象统计模板

类型类型 小计小计 备注备注

Function 7 较少用

Index 有   

LOB 有
最大到几十MB，主要是照片、
word、视频（较少）

Materialized View 有>10   
Pro*Cedure 25   
Sequence 有>10   
Table 1660 约束较多

Table Partition 无   
Trigger <30   
JOB 无   
Package > 无   
Package Body 无   
Type 无   
View >200   
Synonym >300   
对象共计     

        表表3-4：移植评估的约束统计模板：移植评估的约束统计模板

类型类型 小计小计 备注备注

CHECK OR NOT NULL     
FOREIGN KEY     
PRIMARY KEY     
UNIQUE KEY     
OTHER     
约束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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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3-5：移植评估的其它方面模板：移植评估的其它方面模板

特性特性 小计小计 备注备注

数据压缩 无   
索引组织表 无   
维度（Dimensions） 无   
物化视图 无   
存储概要 无   
高级队列 无   
空间数据管理 无   
全文搜索 无   
数据库链接 无   
数据复制 无   
逻辑同步 无   
物理同步 无   
自动存储管理ASM 无   
自动工作负载信息库AWR 无   
共计     

3.4 组建移植团队组建移植团队

         任何一个高效、成功的项目都应具备一个健全和良好的团队，如果没有这样团队互相配
合和支持，数据库移植将可能存在巨大的风险。所以，组建一个高效的移植团队是非常必要

的。

        那么，移植团队的组成人员应具备哪些条件呢？他们应至少具备以下的知识与技能：

熟悉KingbaseES V712和KingbaseES V8的SQL语言和PL/SQL语言特性，以及他们相
同点和异同点。

熟悉KingbaseES V712和KingbaseES V8的各种应用编程接口，以及他们相同点和异同
点。

熟悉KingbaseES V712和KingbaseES V8的相关客户端工具，以及这些工具间的相同点
和异同点。

        由这些优秀人员组建的团队是高效移植KinbgaseES V712数据库的可靠保障。

3.5 准备迁移环境准备迁移环境

         在上述步骤完成以后，移植工程师应开始准备迁移环境了，这些准备工作诸如：

3.5.1 部署源和目的数据库服务器部署源和目的数据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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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源和目的数据库服务器应遵循以下原则：

源和目的数据库服务器的CPU、内存、网络环境等硬件应尽量采用较高的配置。

如果移植的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系统规模较大，如超过1GB，则建议把
KingbaseES V712和KingbaseES V8分别部署在不同的物理机器上。

为确保迁移效率，应尽量把KingbaseES V713和KingbaseES V8服务器部署到同一局域
网内。

3.5.2 获取并安装必要的软件获取并安装必要的软件

        迁移前应获取并安装如下软件：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系统、KingbaseES V8数据库
系统、JDBC和ODBC驱动程序、C语言开发工具、OCI软件、DCI软件、TPC-C测试工具、
LoadRunner等。

        如果迁移数据规模较大，建议对安装的KingbaseES V8数据库服务器进行适当的优化，如
增大shared_buffer大小、预先创建较大的日志文件，预先申请足够的表空间数据库文件等。

        完成上述准备工作后，移植工程师便可开始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移植工作了。

3.6 迁移迁移KingbaseES V712数据库数据库

         迁移KingbaseES V712数据库包括以下主要步骤：

3.6.1 数据库、用户和模式迁移数据库、用户和模式迁移

         数据库、用户和模式迁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获取源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的IP地址、实例名、网络服务端口号、用户名/密码等信
息。

在目的KingbaseES V8数据库上，使用KSQL上执行如下操作：

创建与源KingbaseES V712用户同名的用户。

创建与源KingbaseES V712同名的数据库。

创建与源KingbaseES V712同名的模式。

        在通过查询分析器或KSQL工具创建同名用户，则省略此步。但是，如果通过企业管理器
创建同名用户，则此步则不能省略。

3.6.2 数据库对象迁移数据库对象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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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移数据库、用户和模式以后，则可开始数据库对象迁移，它包括以下内容：

简单对象迁移：简单对象迁移：使用迁移工具EasyTransfer Tool自动迁移KingbaseES V712的各种简单
对象，这些对象如表、数据、约束、索引和视图等。

复杂对象迁移：复杂对象迁移：迁移完成简单对象以后，采用手动方式迁移KingbaseES V712的各种
复杂对象，这些对象如同义词、物化视图、数据库链接、触发器、函数、存储过程和包

等。它的的主要步骤如下：

以SQL脚本方式导出源KingbaseES V712数据库的复杂对象并保存。导出对象
时，可使用KingbaseES V712的isql等工具。

打开导出SQL脚本文件。

对导出文件中的每个对象依次在KingbaseES V8数据库系统管理工具上重新创建，
并建议如下：

触发器、函数、存储过程和包的脚本可能需适当修改后方能使用。但移植这

些对象一般只需修改较少内容。

迁移开始时，可使用UE或KingbaseES数据库系统工具进行迁移。一旦发现
迁移规律以后，则可采用批量替换方式迁移。

对极个别无法移植、或不易绕过、或KingbaseES V8不兼容的KingbaseES
V712特性，请及时咨询KingbaseES支持工程师。

修改完成后，千万别忘记备份！

3.6.3 应用程序迁移应用程序迁移

         在应用编程接口方面，KingbaseES V8与KingbaseES V712基本相同，所以，一般情况
下，应用程序迁移比较容易。应用程序迁移通常应和移植系统测试同时进行。这样可及时修改

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下面是常用应用编程接口的移植说明：

JDBC：：对于使用 JDBC的应用程序，只需把KingbaseES V712的JDBC驱动程序和数
据库连接字符串替换为V812的对应内容即可。此外，KingbaseES的JDBC驱动程序存
放在数据库安装程序目录的JDBC文件夹内，其中kingbasejdbc3.jar支持JDK1.5和更小
版本，kingbasejdbc4.jar支持JDK1.6和更大版本，hibernate3dialect.jar是Hibernate的方
言包，也存放在该目录下。

ODBC：：对于使用ODBC的应用程序，应创建与KingbaseES V712同名的KingbaseES
V8 ODBC数据源，然后修改应用程序中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密码等。此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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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B、ADO和NDP，则不需创建数据源。

3.7 测试与调试移植系统测试与调试移植系统

         任何一个成熟的应用系统如果代码、尤其是关键代码变动后，则应进行全面细致的测
试。类似的，更换新的后台数据库系统以后，也应对移植后的数据库系统进行全面的功能和性

能测试。

3.7.1 功能测试和排错功能测试和排错

        功能测试是指对移植数据库系统的每一个模块和功能进行全面的系统回归测试，用以确保
新系统各个功能的正确性。

        因此，完成数据库对象和应用程序迁移后，应对移植系统进行全面的功能测试，并对测出
问题及时分析、排查和修改。对那些很难定位的问题，请及时联系KingbaseES支持工程师。

3.7.2 性能测试和调优性能测试和调优

        移植系统性能测试和调优是在完成移植系统功能测试后和系统上线前，在实际或模拟生产
数据上，对移植系统进行的性能测试和调优。

        移植系统性能测试和调优的主要步骤如下：

构造测试数据：构造测试数据：若条件允许的话，建议构造与实际生产数据规模相同的数据，并模拟构

造未来一年、两年、五年或更长生命周期的数据进行测试。

部署测试软硬件环境：部署测试软硬件环境：根据测试数据规模的大小，配置适当的测试软硬件环境。

性能测试：性能测试：既可采用手动方式，也可利用TPCC测试工具、LoadRunner等工具对移植系
统进行自动测试。

性能调优：性能调优：对未达到性能指标的功能模块及其SQL语句进行优化并给出相关建议。

         通常，性能测试效果与测试数据规模、软硬件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建议性能测
试时，测试数据规模、软硬件配置应尽量与将来的实际生产环境一致。必要时，在未来一年、

两年、五年等不同模拟数据规模场景下，应分别测试移植系统的性能指标，用以保证移植系统

未来仍能具有良好的性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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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至至KingbaseES V8移植指南移植指南

前言前言

        KingbaseES V8是一个大型通用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该产品面向事务处理类应
用，兼顾各类数据分析类应用，可用做管理信息系统、业务及生产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多维

数据分析、全文检索、地理信息系统、图片搜索等的承载数据库。

        KingbaseES V8可以安装和运行于Linux等多种操作系统平台下，在各种操作系统平台上
都很容易安装和配置。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用新的数据库产品KingbaseES V8替换掉原有IT系统使用的数据
库产品Oracle。由于KingbaseES V8内部提供了大量的Oracle兼容特性，因此，在实际应用
中，一般只需很少甚至不做任何修改，用户便可把Oracle数据库移植到KingbaseES V8环境中
运行。不仅如此，用户还可利用EasyTransfer Tool等多种工具简化移植过程。

范围范围

        本文档主要描述了在实际应用中移植一个Oracle数据库系统至KingbaseES V8环境的完整
过程，以及其中的主要移植内容、常用移植方法和关键移植步骤。

关联文档关联文档

        有关数据迁移工具EasyTransfer Tool更多信息请参照数据迁移工具EasyTransfer Tool

术语定义术语定义

"数据库移植"——用新的数据库产品替换掉原有IT系统使用的数据库产品，该替换过程就
是数据库移植。

1 主要移植内容主要移植内容

1.1 概述概述

        在实际应用中，一个Oracle数据库系统的移植主要包括如下内容。这些内容的迁移是存在
先后顺序的。若违反该顺序，则可能导致迁移受阻。

1.2 数据库、用户和模式移植数据库、用户和模式移植

         数据库和模式是各种SQL和PL/SQL数据库对象的存放容器，而用户是这些对象的管理者
和使用者。因此，在迁移数据库对象之前，一般应先迁移数据库、用户和模式。

        那么，如何移植这些内容呢？应在目的数据库KingbaseES V8上创建与源数据库Oracle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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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数据库、用户和模式, 并授予新建用户具有使用该数据库和新建模式的所有或适当的权
限。

        另外，所创建数据库的字符集应与Oracle数据库字符集一致。如果KingbaseES V8已有同
名数据库，则登录该数据库后，则只需创建同名用户和属主为该用户的同名模式。

1.3 数据库对象移植数据库对象移植

         迁移数据库、用户和模式以后，则可通过迁移用户开始迁移数据库的SQL和PL/SQL对
象。这些对象是数据库系统的核心资源，依据迁移特征，通常可分为：

简单迁移对象：简单迁移对象：从语法角度考虑，这类对象通常符合SQL标准。换句话说，各个数据库
厂商提供创建和修改这些对象的DDL语句是相互兼容的。因此，一般可利用迁移工具对
它们进行自动迁移。这类对象主要包括用户表、各种约束、索引、GRANT权限和视图
等。其中，各种约束包括外键、缺省、检查和唯一性约束等。

复杂迁移对象：复杂迁移对象：对这类对象，一般各个数据库厂商都采用各自特有的实现方式，没有遵

循统一的标准，因此在异构数据库之间迁移这类对象很难采用自动化方式，只能采用手

动或半自动化方式实现。这类对象主要包括序列、同义词、数据库链接、触发器、函

数、存储过程和包等。

        那么，什么是数据库对象移植呢？数据库对象移植是指对Oracle数据库系统的简单对象和
复杂对象的移植。其中，简单对象移植可通过EasyTransfer Tool工具进行自动迁移，而复杂对
象只能采用人工方式迁移。

1.4 应用程序移植应用程序移植

         在完成数据库对象迁移以后，才可开始迁移应用程序，主要原因是：在用程序中，可能
会访问和操作前面迁移的数据库对象。

        应用程序移植是指对Oracle API方式或嵌入式SQL方式的应用程序的移植。它主要包括接
口驱动程序和连接方法的移植，以及Oracle扩展或私有的、且KingbaseES V8未兼容的API移
植。通常，该项任务的工作量较少。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应用程序移植与移植系统测试与调试交叉进行。

2 常用移植方法常用移植方法

2.1 概述概述

        目前，Oracle数据库移植主要包括两种方法：自动迁移和手动迁移。在实际应用中，二者
应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共同完成整个迁移任务。

2.2 自动迁移自动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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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baseES EasyTransfer Tool是自动化迁移工具。利用该工具可实现Oracle数据库的户
表、各种约束、Grant权限、索引和视图等数据库对象的自动迁移。但是，对于PL/SQL存储过
程等较复杂的数据库对象，不能使用该工具，而只能采用手动迁移方式。

        自动迁移详细信息请参照：数据迁移工具EasyTransfer Tool

2.3 手动迁移手动迁移

         针对自动迁移无法完成的内容，如自定义函数和存储过程等，则可通过手动方式迁移。
此外，在迁移中，还可借助PL/SQL Developer、Oracle SQL Developer等辅助工具加速迁
移。

         手动迁移的基本步骤如下：

以SQL脚本方式导出迁移的Oracle数据库对象并保存。 （可以使用第三方数据库连接工
具导出：例如Navicat Premium）

使用KingbaseES V8数据库系统管理工具打开保存的SQL脚本文件。

对不能正常执行执行的SQL脚本，若KingbaseES V8 存在兼容的语法或功能，则应修改
为对应的兼容方式；否则，应及时与KingbaseES V8 支持工程师咨询迁移方法。

在KingbaseES V8 数据库系统管理工具中调试修改的SQL脚本。在实际应用中，修改和
调试SQL脚本工作一般交叉进行。

涉及到copy语句时还需要注意client_encoding 在使用Copy时（server_encoding为
GBK，client_encoding为UTF-8）需要在导出和导入数据之前set client_encoding=GBK;
否则可能出现串行或者乱码。

3 关键移植步骤关键移植步骤

3.1 概述概述

        作为一个典型的项目过程，Oracle数据库移植应具有健全的项目团队和全面细致的的项目
执行过程。通常，移植一个Oracle数据库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确定移植目标

评估移植任务

组建移植团队

准备迁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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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迁移V712数据库数据库

移植系统测试与调试

        这些步骤指之间的关系是：前四个步骤是迁移前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是确保后续
Oracle移植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而最后一步是保证最终移植系统正确性和可用性的关键步
骤。

         下面，将分别对上述各个步骤进行详细说明。

3.2 确定移植目标确定移植目标

         开始迁移前，应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确定移植目标。这些目标诸如：

迁移Oracle数据库的规模。

迁移Oracle数据库对象的种类和特征，如简单和复杂迁移对象所占比例等。

迁移的难易程度，如是否迁移大对象，是否迁移大量约束等。

迁移的工期要求。

对目标系统的技术指标要求，诸如平台、版本、应用编程接口、工具、可用性、安全性

和性能指标要求等。

        明确移植目标以后，则可开始移植任务评估。

3.3 评估移植任务评估移植任务

         当计划把一个Oracle数据库系统移植到KingbaseES V8环境时，如果一头扎进去，不做
评估或评估不充分的话，那么这个移植工作恐怕会有太多的潜在风险等着移植工程师，他们也

无法回答领导和用户对移植时间的追问，一直被动的颠簸在风浪的漩涡里，而不知道岸边究竟

在哪儿！因此，移植前对移植的可行性、工作量、难易程度和工作进度等进行充分评估是非常

必要的。

        通常，移植评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移植技术指标，如移植业务压力和性能指标等。

移植数据规模，如移植各类数据库对象的数量，PL/SQL程序的规模等。

移植中KingbaseES V8不支持功能的种类和数量。

移植的约束种类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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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其他问题。

        在Oracle移植中常用的评估模板如下表所示：

        表表3-1：移植评估的数据库：移植评估的数据库 /应用概况模板应用概况模板

项目项目 描述描述 备注备注

Oracle数据库版本 8.1.7.4   

操作系统版本
Winodws 2000/2003
Server   

服务器型号 联想/SUN   
CPU配置     
内存（RAM）     
磁盘（Disk Profile）     
服务器个数（# of Servers） 1或2   
用户数/天（# Users/Day） 几十/天   
事务量/天（# Transactions / Day）     
当前数据库大小 几个GB   
数据库增长速率（#GB/month）     
目标用户（Schema）     
应用方式（OLTP/OLAP） OLTP   
应用服务器（中间件） 无   
客户端应用类型 （C/S，B/S） C/S   
客户端应用编程语言 Delphi7   
客户端应用连接接口 ODAC/ADO   
是否深入的SQL应用 无   
监控工具 无   
备份方式 Exp/imp   
其它工具（备份软件等） 无   
高可用要求 较高   
高可用配置方案 VCS或单机   

        表表3-2：移植评估的移植报告总结模板：移植评估的移植报告总结模板

项目项目 描述描述

移植分析日期 20111009下午
移植分析人员 朱河龙

KingbaseES版本   
Oracle 版本 8.1.7.4
Oracle Schema   
Oracle DB Size (GB) 几个GB
Oracle Schema Size (MB) 几个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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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 描述描述        表表3-3：移植评估的对象统计模板：移植评估的对象统计模板

类型类型 小计小计 备注备注

Function 7 较少用

Index 有   

LOB 有
最大到几十MB，主要是照片、
word、视频（较少）

Materialized View 有>10   
Pro*Cedure 25   
Sequence 有>10   
Table 1660 约束较多

Table Partition 无   
Trigger <30   
JOB 无   
Package > 无   
Package Body 无   
Type 无   
View >200   
Synonym >300   
对象共计     

        表表3-4：移植评估的约束统计模板：移植评估的约束统计模板

类型类型 小计小计 备注备注

CHECK OR NOT NULL     
FOREIGN KEY     
PRIMARY KEY     
UNIQUE KEY     
OTHER     
约束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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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3-5：移植评估的其它方面模板：移植评估的其它方面模板

特性特性 小计小计 备注备注

数据压缩 无   
索引组织表 无   
维度（Dimensions） 无   
物化视图 无   
存储概要 无   
高级队列 无   
空间数据管理 无   
全文搜索 无   
数据库链接 无   
数据复制 无   
RAC 有   
逻辑同步 无   
物理同步 无   
自动存储管理ASM 无   
自动工作负载信息库AWR 无   
共计     

3.4 组建移植团队组建移植团队

         任何一个高效、成功的项目都应具备一个健全和良好的团队，Oracle数据库移植也不例
外。如果没有这样团队互相配合和支持，那么Oracle数据库移植将可能存在巨大的风险。所
以，组建一个高效的移植团队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移植团队的组成人员应具备哪些条件呢？他们应至少具备以下的知识与技能：

熟悉Oracle和KingbaseES 的SQL语言和PL/SQL语言特性，以及他们相同点和异同点。

熟悉Oracle和KingbaseES 的各种应用编程接口，以及他们相同点和异同点。

熟悉Oracle和KingbaseES 的相关客户端工具，以及这些工具间的相同点和异同点。

        由这些优秀人员组建的团队是高效移植Oracle数据库的可靠保障。

3.5 准备迁移环境准备迁移环境

         在上述步骤完成以后，移植工程师应开始准备迁移环境了，这些准备工作诸如：

3.5.1 部署源和目的数据库服务器部署源和目的数据库服务器

         部署源和目的数据库服务器应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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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目的数据库服务器的CPU、内存、网络环境等硬件应尽量采用较高的配置。

如果移植的Oracle数据库系统规模较大，如超过1GB，则建议把Oracle和KingbaseES
V8分别部署在不同的物理机器上。

为确保迁移效率，应尽量把Oracle和KingbaseES V8服务器部署到同一局域网内。

3.5.2 获取并安装必要的软件获取并安装必要的软件

        迁移前应获取并安装如下软件： Oracle数据库系统、KingbaseES V8数据库系统、
PL/SQL Developer、JDBC和ODBC驱动程序、C语言开发工具、OCI软件、DCI软件、TPC-C
测试工具、LoadRunner等。

        如果迁移数据规模较大，建议对安装的KingbaseES数据库服务器进行适当的优化，如增
大shared_buffer大小、预先创建较大的日志文件，预先申请足够的表空间数据库文件等。

        完成上述准备工作后，移植工程师便可开始Oracle数据库移植工作了。

3.6 迁移迁移Oracle数据库数据库

         迁移Oracle数据库包括以下主要步骤：

3.6.1 数据库、用户和模式迁移数据库、用户和模式迁移

         数据库、用户和模式迁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获取源Oracle数据库的IP地址、实例名、网络服务端口号、用户名/密码等信息。

在目的KingbaseES V8数据库上，使用ISQL或JSQL工具上执行如下操作。

创建与源Oracle用户同名的用户，例如创建与Oracle同名的scott用户。

创建与源Oracle同名的数据库，例如创建与Oracle同名的ORCL数据库，它的属主为
scott。

创建与源Oracle同名的模式，例如创建与Oracle同名的scott模式，它的属主为scott。在
KingbaseES V8的Oracle兼容模式下，如果通过查询分析器或ISQL工具创建同名用户，
则省略此步。但是，如果通过企业管理器创建同名用户，则此步则不能省略。

        在通过查询分析器或KSQL工具创建同名用户，则省略此步。但是，如果通过企业管理器
创建同名用户，则此步则不能省略。

3.6.2 数据库对象迁移数据库对象迁移

         迁移数据库、用户和模式以后，则可开始数据库对象迁移，它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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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对象迁移：简单对象迁移：使用迁移工具EasyTransfer Tool自动迁移Oracle的各种简单对象，这些
对象如表、数据、约束、索引和视图等。

复杂对象迁移：复杂对象迁移：迁移完成简单对象以后，采用手动方式迁移Oracle的各种复杂对象，这
些对象如同义词、物化视图、数据库链接、触发器、函数、存储过程和包等。它的的主

要步骤如下：

以SQL脚本方式导出源Oracle数据库的复杂对象并保存。导出对象时，可使用
Oracle的imp/exp、SQL Plus、SQL Developer等工具。

打开导出SQL脚本文件。

对导出文件中的每个对象依次在KingbaseES V8数据库系统管理工具上重新创建，
并建议如下：

触发器、函数、存储过程和包的脚本可能需适当修改后方能使用。但移植这些对象

一般只需修改较少内容。

迁移开始时，可使用UE或KingbaseES数据库系统工具进行迁移。一旦发现迁移规
律以后，则可采用批量替换方式迁移。

对极个别无法移植、或不易绕过、或KingbaseES V8不兼容的Oracle特性，请及时
咨询KingbaseES支持工程师。

修改完成后，千万别忘记备份！

         下面给出两个从Oracle迁移到KingbaseES环境的示例。

        例例3-1：：Oracle简单函数迁移的示例简单函数迁移的示例

Oracle 的函数的函数 KingbaseES 的函数的函数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get_name_version
(v_name varchar, v_version varchar)
RETURN varchar IS
        res varchar(100);
BEGIN
        IF v_version IS NULL THEN
                RETURN v_name;
        END IF;
        res := v_name || '/' || v_version;
        RETURN res;
END;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get_name_version
(v_name TEXT, v_version TEXT)
RETURNS varchar IS
DECLARE
      res TEXT;
BEGIN
      IF v_version IS NULL THEN
              RETURN v_name;
      END IF;
      res := v_name || '/' || v_version;
              RETURN re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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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例3-2：：Oracle匿名块迁移的示例匿名块迁移的示例

Oracle的匿名块的匿名块 KingbaseES 的函数的函数

DECLARE
        TYPE r_cursor IS REF CURSOR;
        c_emp r_cursor;
        TYPE rec_emp is RECORD
        ( ename VARCHAR2(20),
        sal NUMBER(6) );
        er rec_emp;
BEGIN
        OPEN c_emp FOR SELECT ename,sal
FROM emps;
         LOOP
                FETCH c_emp INTO er;
                EXIT WHEN c_emp%NOTFOUND;
DBMS_OUTPUT.PUT_LINE(er.ename || ' - ' 
|| er.sal);
        END LOOP;
        CLOSE c_emp;
END;

DECLARE
        c_emp REFCURSOR; --直接定义为 refc
ursor 类型
        er RECORD; --直接定义为 record 类型
BEGIN
        OPEN c_emp FOR SELECT ename,sal
FROM emp;
        LOOP
                FETCH c_emp INTO er;
                EXIT WHEN c_emp%NOTFOUND;
                --使用 raise 语句替代 dbms_output.
put_line
                RAISE NOTICE '% - %', er.ename, 
er.sal;
        END LOOP;
        CLOSE c_emp;
END;

3.6.3 应用程序迁移应用程序迁移

         在应用编程接口方面，KingbaseES V8与Oracle基本相同，所以，一般情况下，应用程
序迁移比较容易。应用程序迁移通常应和移植系统测试同时进行。这样可及时修改测试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

         下面是常用应用编程接口的移植说明：

JDBC：：对于使用 JDBC的应用程序，只需把Oracle的JDBC驱动程序和数据库连接字符
串替换为KingbaseES 的对应内容即可。此外，KingbaseES的JDBC驱动程序存放在数
据库安装程序目录的JDBC文件夹内，其中kingbasejdbc3.jar支持JDK1.5和更小版
本，kingbasejdbc4.jar支持JDK1.6和更大版本，hibernate3dialect.jar是Hibernate的方言
包，也存放在该目录下。

ODBC：：对于使用ODBC的应用程序，应创建与Oracle同名的KingbaseES ODBC数据
源，然后修改应用程序中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密码等。此外，对于OLEDB、ADO和
NDP，则不需创建数据源。

3.7 测试与调试移植系统测试与调试移植系统

         任何一个成熟的应用系统如果代码、尤其是关键代码变动后，则应进行全面细致的测
试。类似的，更换新的后台数据库系统以后，也应对移植后的数据库系统进行全面的功能和性

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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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功能测试和排错功能测试和排错

        功能测试是指对移植数据库系统的每一个模块和功能进行全面的系统回归测试，用以确保
新系统各个功能的正确性。

        因此，完成数据库对象和应用程序迁移后，应对移植系统进行全面的功能测试，并对测出
问题及时分析、排查和修改。对那些很难定位的问题，请及时联系KingbaseES支持工程师。

3.7.2 性能测试和调优性能测试和调优

        移植系统性能测试和调优是在完成移植系统功能测试后和系统上线前，在实际或模拟生产
数据上，对移植系统进行的性能测试和调优。

        移植系统性能测试和调优的主要步骤如下：

构造测试数据：构造测试数据：若条件允许的话，建议构造与实际生产数据规模相同的数据，并模拟构

造未来一年、两年、五年或更长生命周期的数据进行测试。

部署测试软硬件环境：部署测试软硬件环境：根据测试数据规模的大小，配置适当的测试软硬件环境。

性能测试：性能测试：既可采用手动方式，也可利用TPCC测试工具、LoadRunner等工具对移植系
统进行自动测试。

性能调优：性能调优：对未达到性能指标的功能模块及其SQL语句进行优化并给出相关建议。

        通常，性能测试效果与测试数据规模、软硬件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建议性能测试
时，测试数据规模、软硬件配置应尽量与将来的实际生产环境一致。必要时，在未来一年、两

年、五年等不同模拟数据规模场景下，应分别测试移植系统的性能指标，用以保证移植系统未

来仍能具有良好的性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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