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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数据库技术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门信息管理自动化的新兴学科，是计算机科

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计算机应用的不断发展，在计算机应用领域中，数据处理越

来越占主导地位，数据库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数据库是数据管理的产物。数据管

理是数据库的核心任务，内容包括对数据的分类、组织、编码、储存、检索和维护。本

章节就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近数据库，了解其发展和特点，并对openGauss数据库进行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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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了解到数据库的发展及演进、数据库的分类和数据模

型、数据库系统的组成，以及openGauss数据库等内容。

 理解并掌握数据库的定义及技术发展史；

 熟悉关系型数据库的架构演进；

 了解关系型数据库的主要应用场景；

 了解openGauss数据库的发展史、产品定位；

 了解openGauss技术指标及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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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据？

⚫ 数据是事实或观察的结果，是对客观事物的逻辑归纳，用于表示客观事物的未加工的原始素材。

⚫ 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可以是符号、文字、数字、语音、图像、视频等。数据和信息是不可分离的，

数据是信息的内涵。数据本身没有意义，数据只有对实体行为产生影响时才成为信息。

⚫ 在计算机系统中，各种字母、数字符号的组合、语音、图形、图像等统称为数据，数据以二进制信息单元

0/1形式表示，数据经过加工后就成为信息。

⚫ 表现形式：

 数字数据：由离散的符号、文字、阿拉伯数字符号构成的数据。如各种统计或测量数据。

 模拟数据：模拟数据是指在某个区间产生的连续值，如视频、图像、文字、声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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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Database

⚫ 数据库是指长期存储在计算机内、有组织、可共享的大量的数据的集合。数据库中的数据按照一

定的数据模型组织、描述和存储，具有较小的冗余度、较高的数据独立性和易扩展性，并可为各

种用户共享。

永久存储

有组织

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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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管理系统 DBMS
⚫ 数据库管理系统（DataBase-Management System，DBMS）有一个互相关联的数据的集合和一组用以访问

这些数据的程序组成。这个数据集合通常被称作数据库（Database）。DBMS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可以方

便、高效地存取数据库信息的途径。

⚫ DBMS充当数据库与其用户或程序之间的接口，允许用户检索、更新和管理信息的组织和优化方式。此外，

DBMS还有助于监督和控制数据库，提供各种管理操作，例如性能监视、调优、备份和恢复。

⚫ 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有：Oracle、Microsoft SQL Server、Access、MySQL及PostgreSQ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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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管理系统 – 功能介绍
⚫ 数据定义功能：DBMS提供数据定义语言（Data Definition Language，DDL），用户通过它可以方便地对数据库中的数

据对象进行定义。

⚫ 数据操纵功能：DBMS还提供数据操纵语言（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DML），用户可以使用DML操作数据，实

现对数据库的基本操作，如查询、插入、删除和修改等。

⚫ 数据库的运行管理：数据库在建立、运用和维护时由数据库管理系统统一管理、统一控制，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

多用户对数据的并发使用及发生故障后的系统恢复。

⚫ 提供方便、有效地存取数据库信息的接口和工具：编程人员可通过编程语言与数据库之间的接口进行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开

发。数据库管理员（Database Administrator，DBA）可通过提供的工具对数据库进行管理。

⚫ 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功能：数据库功能包括数据库初始数据的输入、转换功能，数据库的转储、恢复功能，数据库的重组

织功能和性能监控、分析功能等。这些功能通常是由一些程序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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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系统 DBS
⚫ 数据库系统（Database System，DBS）由硬件和软件

共同构成。硬件主要用于存储数据库中的数据，包括

计算机、存储设备等。软件部分主要包括数据库管理

系统、支持数据库管理系统运行的操作系统，以及支

持多种语言进行应用开发的访问技术等。

⚫ 数据库系统是指在计算机系统中引入数据库后的系统。

一个完整的数据库系统一般由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

统、应用开发工具、应用系统、数据库管理员和用户

组成。

数据库

数据库管理系统

应用开发工具

应用系统

用户 用户 用户

数据库
管理员

操作系统

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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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技术的三个发展阶段

⚫ 数据管理就是对各种数据进行分类、组织、编码、查询和维护，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即人工管理

阶段、文件系统阶段和数据库系统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以减小数据冗余、增强数据独立性和方

便操作数据为目的进行发展。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人工管理阶段

文件系统阶段
数据库系统阶段

层次型数据库

网状型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

面向对象数据库

NoSQL

New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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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阶段特点比较

⚫ 数据管理经历的各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背景及特点，数据管理技术也在发展中不断地完善，其三个

阶段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数据管理的3个阶段 人工管理（20世纪50年代中期） 文件系统（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 数据库系统（60年代后期）

应用背景 科学计算 科学计算、管理 大规模数据、分布数据的管理

硬件背景 无直接存取存储设备 磁带、磁盘、磁鼓 大容量磁盘、可擦写光盘、按需增容磁带机等

软件背景 无专门管理的软件 利用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 由DBMS支撑

数据处理方式 批处理 联机实时处理、批处理 联机实时处理、批处理、分布处理

数据的管理者 用户/程序管理 文件系统代理 DBMS管理

数据应用及其扩充 面向某一应用程序难以扩充 面向某一应用系统、不易扩充 面向多种应用系统、容易扩充

数据的共享性 无共享、冗余度极大 共享性差、冗余度大 共享性好、冗余度小

数据的独立性 数据的独立性差 物理独立性好、逻辑独立性差 具有高度的物理独立性、具有较好的逻辑独立性

数据的结构化 数据无结构 记录内有结构、整体无结构 统一数据模型、整体结构化

数据的安全性 应用程序保护 文件系统保护 由DBMS提供完善的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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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使用数据库？

⚫ 使用数据库可以高效且条理分明地存储数据，它使人们能够更加迅速和方便地管理数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o 数据库可结构化存储大量的数据信息，方便用户进行
有效的检索和访问。

o 数据库可有效地保持数据信息的一致性、完整性、降低
数据冗余。

o 数据库可满足应用的共享和安全方面的要求，把数据
放在数据库中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o 数据库技术能够方便智能化地分析，产生新的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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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模型
⚫ 数据库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诞生了像层次模型（Hierarchical Model）、网状模型（Network Model）、关系模型

（Relational Model）等很多种有趣的数据库模型，有些数据库模型发挥了其作用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有些数据库模

型经受住了历史地考验，如今依然站立在时代的潮头。

层次模型
（Hierarchical Model）

网状模型
（Network Model）

关系模型
（Relational Model）



Huawei Confidential16

数据库模型 – 层次、网状、关系模型

层次数据模型 网状数据模型 关系数据模型

学院

专业 系别

教学计划 教师 班级

学生课程

学院

专业 系别

教学计划 教师 班级

学生课程 选课

工号 姓名 职称 学院

2001 李三 教授 经管

2002 张四 讲师 软件

2003 王五 教授 金融

课程号 课程名 学时 学分

X2001 经济学 64 4

X2002 金融学 48 3

X2003 软件工程 64 4

工号 课程号 开课学期 最多人数

2001 X2001 春季 100

2003 X2002 秋季 120

2002 X2003 秋季 100

教师信息表

开课目录表

元组

码（键）

属性

课程信息表

⚫ 关系模型

 建立在严格的数据概念基础上。

 关系必须是规范化的。

 关系的分量必须是一个不可分的数据项。

⚫ 网状模型

 允许一个以上的节点无双亲。

 一个节点可以有多于一个的双亲。

⚫ 层次模型

 有且只有一个节点没有双亲，该

节点被称为根节点（root）。

 根节点以外的其他节点有且只有

一个双亲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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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
⚫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是结构化查询语言的简称，是关系数据库的标准语言。SQL是一种通用

的、功能极强的关系数据库语言，是对关系数据存取的标准接口，也是不同数据库系统之间互操作的基础。

⚫ SQL基于关系代数和元组关系演算，集数据查询、数据操作、数据定义和数据控制功能于一体。SQL的范围

包括数据插入、查询、更新和删除，数据库模式创建和修改，以及数据访问控制。

1986 1989 1992 1999 2003 2008 2011 2016 2019

SQL-86
SQL-89

SQL-92
（SQL2
）

SQL:1999
（SQL3）

SQL:2003

SQL:2008

SQL:2011

SQL:2016

SQL:2019

ANSI首次将SQL 
语言标准化

增加完整性约束

最重要的版本
引入标准的分级概念

•ANSI制定标准
称为ANSI-SQL

•ISO组织开始
制定SQL标准 变动最大的版本

引入XML、
Window函数等

引入
TRUNCATE等

引入
时序数据等

引入JS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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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 transaction
⚫ 事务（Transaction）是由一系列对系统中数据进行访问或更新的操作所组成的一个程序执行逻辑单元（Unit）。在计算机

术语中，事务通常就是指数据库事务 。

⚫ 数据库事务通常包含了一个序列的对数据库的读/写操作。包含有以下两个目的：

 1. 为数据库操作序列提供了一个从失败中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方法，同时提供了数据库即使在异常状态下仍能保持一致性的方法。

 2. 当多个应用程序在并发访问数据库时，可以在这些应用程序之间提供一个隔离方法，以防止彼此的操作互相干扰。

⚫ 事务的状态：

 因为事务具有原子性，所以从外部看的话，事务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事务的状态也只有三种：Active、Committed 和 Failed，

事务要不就在执行中，要不然就是成功或者失败的状态。

Active

Failed

Committed

End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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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性（Atomicity）

 事务是数据库的逻辑工作单位，事务中的操作，要么都做，

要么都不做。

⚫ 一致性（Consistency）

 事务的执行结果必须是使数据库从一个一致性状态转到另一

个一致性状态。

⚫ 隔离性（Isolation）

 数据库中一个事务的执行不能被其他事务干扰。即一个事务

的内部操作及使用的数据对其他事务是隔离的，并发执行的

各个事务不能相互干扰。

⚫ 持久性（Durability）

 事务一旦提交，对数据库中数据的改变是永久的。提交后的

操作或者故障不会对事务的操作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关系型数据库ACID 特性

Atomicity

原子性

Consistency

一致性

Isolation

隔离性

Durability

永久性

事务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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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型数据库发展历程

数据库关系理论
1970 E.F.Codd

System R
1973-1977

Ingres项目
1974-？

SDL
1977-1979

RSI
1979-1983

Oracle
1983-

System R
1980-1982

DB2 1983-

Ingres
1982-

Infomix 1984-

Sybase 1984-

Postgres 95
1995-

SQL server 1992-

PostgresSQL
1997-

MySQL
1994-

Oracle
Exadata

DB2 9.7
兼容Oracle

Infomix UE

Sybase ASE

SQL server 2008

国产数据库

Enterprise DB

Green Plum

MySQL 5.5

MySQL Cluster

Maria DB

Scale DB

Clustrix

H-store 2007- Volt DB 2010

Oracle

IBM

IBM

SAP

Microsoft

Oracle

Oracle

MySQL
替代

关系型数据库理论
Scale-up能力提升
SQL规范与优化

OLAP的MPP技术
可靠性增强

内存DB、新硬件优化、分布式、
OLTP&OLAP融合

1970s 1980s 1990s 20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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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挑战
⚫ 如今，大型企业数据库一般都支持高度复杂的查询，同时用户也希望数据库能近乎实时地响应查询。因此，数据库管理员

经常需要采用各种方法来帮助企业改善性能。他们面临的一些常见挑战包括：

 应对数据量的大幅增长。来自传感器、联网设备和许多其他来源的数据呈爆炸式增长，使数据库管理员忙于数据管理和组织。

 确保数据安全。如今数据泄露无处不在，黑客们的攻击手段层出不穷。因此，在确保用户轻松访问数据的同时保障数据安全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在当今快速发展的商业环境中，企业需要实时访问数据，以便及时做出最佳决策，把握新机遇。

 管理和维护数据库与基础设施。数据库管理员需要持续监视数据库中的问题并开展预防性维护，以及应用软件升级和打补丁。随着数

据库的日益复杂和数据量的日益增长，企业需要招聘更多的人员来监视和调优数据库，开销也随之增加。

 突破可扩展性限制。现代企业为了生存必须持续发展，相应的数据管理也必须与时俱进。然而，数据库管理员通常很难预测企业未来

的数据容量，尤其是在采用本地部署数据库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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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QL
⚫ NoSQL，泛指非关系型的数据库，NoSQL有时也称作Not Only SQL的缩写，是对不同于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的数据库管

理系统的统称。NoSQL用于超大规模数据的存储，这些类型的数据存储不需要固定的模式，无需多余操作就可以横向扩展。

依据结构化方法以及应用场合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 面向高性能并发读写的key-value数据库

 key-value数据库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极高的并发读写性能。Key-value数据库是一种以键值对存储数据的一种数据库，类似Java中的map。

可以将整个数据库理解为一个大的map，每个键都会对应一个唯一的值。

⚫ 面向海量数据访问的面向文档数据库

 这类数据库的主要特点是在海量的数据中可以快速的查询数据。文档存储通常使用内部表示法，可以直接在应用程序中处理，主要是

JSON。JSON文档也可以作为纯文本存储在键值存储或关系数据库系统中。

⚫ 面向搜索数据内容的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是专门用于搜索数据内容的NoSQL数据库管理系统。主要是用于对海量数据进行近实时的处理和分析处理，可用于机器学习

和数据挖掘。

⚫ 面向可扩展性的分布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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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QL – CAP 理论
⚫ NoSQL的基本需求就是支持分布式存储，严格一致性与可用性需要互相取舍

⚫ CAP理论：一个分布式系统不可能同时满足C（一致性）、A（可用性）、P（分区容错性）三个基本需求，并且最多只能

满足其中的两项。对于一个分布式系统来说，分区容错是基本需求，否则不能称之为分布式系统，因此需要在C和A之间寻

求平衡

✓ C（Consistency）一致性
一致性是指更新操作成功并返回客户端完成后，所有节点在同一
时间的数据完全一致。与ACID中的C不同。

✓ A（Availability）可用性
是指对于每一次请求，都能够得到一个及时的、非错的响应，但
是不保证请求的结果是基于最新写入的数据。

✓ P（Partition tolerance）分区容错性
分区容错性是指分布式系统在遇到某节点或网络分区故障的时候，
仍然能够对外提供满足一致性和可用性的服务。

A

C P

Pick Two

CA AP

CP

RDBMSs Aster Data
（MySQL，
Greenplum

PostgreSQL，
vertica etc）

Dynamo
Voldemort

Tokyo Cabinet
KAI

Cassandra
SimpleDB
CouchDB

Riak

BigTable
Hypertable

Hbase

MongoDB
Terrastore
Scalaris

BerkeleyDB
MemcacheDB

Redis

Relational
Key-Value
Column-Oriented/
Tabular
Document-Oriented

Data Model: Availablity:
Each client can always 
read and write.

Consistency:
All client 
always have 
the same 
view of data.

Partition Tolerance:
The system works 
well despite physical 
network par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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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QL
⚫ NewSQL被定义为下一代数据的发展方向，是对各种新的可扩展/高性能数据库的简称，兼具Nosql数据库的

海量存储管理能力和关系数据库的ACID特性和SQL便利性。

⚫ 简单的来说：SQL+NoSQL＝NewSQL。NewSQL系统虽然在的内部结构变化很大，但是它们有三个显着的共

同特点，它们都支持关系数据模型；它们都使用SQL作为其主要的接口；满足分布式数据库特点。

⚫ NewSQL系统虽然在内部结构变化很大，主要表现在支持关系数据库事务特性和SQL机制已经支持分布式数

据库特性上。可以从架构，SQL引擎，分片模式三个角度进行了解。

 新架构：代表数据库有Google Spanner， VoltDB， Clustrix， NuoDB 这类数据库工作在分布式节点集群上，数据分

片存储，SQL查询在不同节点上分片计算。

 SQL引擎：代表数据库有TokuDB， MemSQL。这类数据库有高度优化的SQL引擎。

 透明分片：代表数据库有ScaleBase，dbShards， Scalearc。系统提供分片中间件层，数据自动分割在多个节点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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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型数据库架构演进

⚫ 随着业务规模增大，数据库存储的数据量和承载的业务压力也不断增加，数据库的架构需要随之

变化，为上层应用提供稳定和高效的数据服务。

o 演变1：数据库读写分离； 演变2：数据库垂直分库； 演变3：数据库的水平分库与水平分表。

数据库架构

单机架构

多机架构

单主机

独立主机

分组

分片

主备

主从

多主

Share-nothing / M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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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机架构

⚫ 为了避免应用服务和数据库服务对资源的竞争，单机架构也从早期的单主机模式发展到数据库独立主机模式，

把应用和数据服务分开。应用服务可以增加服务器数量，进行负载均衡，增大系统并发能力。

用户

操作系统 O S

Application

Database

单主机

数据库服务器

Application

Database

DB独立主机

应用服务器

用户
⚫ 优点：部署集中，运维方便。

⚫ 缺点：

 可扩展性：数据库单机架构扩展性只有纵向扩展（Scale-up），

即通过增加硬件配置来提升性能，但单台主机的硬件可配置

的资源会遇到上限。

 存在单点故障：扩容的时候往往需要停机扩容，服务停止；

硬件故障导致整个服务不可用，甚至数据丢失。

 单机会遇到性能瓶颈 Scale up
纵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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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架构 – 主备

⚫ 主备机架构：

 数据库部署在两台服务器，其中承担数据读写服务的服务器称为“主机”。另外一台服务器利用数据同步机制把主机

的数据复制过来，称为“备机”。同一时间点，只有一台服务器对外提供数据服务。

⚫ 优点

 应用不需要针对数据库故障来增加开发量。

 相对单机架构提升了数据容错性。

⚫ 缺点

 资源浪费，备机和主机同等配置，但长期范围内基本上资源闲置，无法利用。

 性能压力还是集中在单机上，无法解决性能瓶颈问题。

 当出现故障时候，主备机切换需要一定的人工干预或者监控。 主机
（Master）

备机
（Backup）

数据同步

Application
应用

数据读写 （数据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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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架构 – 主从

⚫ 主从式架构：

 部署模式和主备机模式相似，备机（Backup）上升为从机（Slave），对外提供一定的数据服务。通过读写分离方式分散压力：

◼ 写入、修改、删除操作，在写库（主机）上完成；把查询请求，分配到读库（从机）。

⚫ 优点

 提升资源利用率，适合读多写少的应用场景。

 在大并发读的使用场景，可以使用负载均衡在多个主机间进行平衡。

 从机的扩展性比较灵活，扩容操作不会影响到业务进行。

⚫ 缺点

 延迟问题，数据同步到从机数据库时会有延迟，所以应用必须能够容忍短暂的不一致性。

对于一致性要求非常高的场景是不适合的。

 写操作的性能压力还是集中在主机上。

 主机出现故障，需要实现主从切换，人工干预需要响应时间，自动切换复杂度较高。
主机

（Master）
从机

（Slaves）

数据同步

Application
应用

Write 操作 Read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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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架构 – 多主

⚫ 多主架构：数据库服务器互为主从，同时对外提供完整的数据服务。

主机 / 从机
（Master / Slave）

主从复制

Application
应用

数据读写 数据读写

主机 / 从机
（Master / Slave）

⚫ 优点

 资源利用率较高的同时降低了单点故障的风险。

⚫ 缺点

 双主机都接受写数据，要实现数据双向同步。双向复制同样会带

来延迟问题，极端情况下有可能数据丢失。

 数据库数量增加会导致数据同步问题变得极为复杂，实际应用中

多见双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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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存储 Shared Disk

⚫ 共享存储的多活架构（Shared Disk）一种特殊的多主架构。数据库服务器共享数据存储，而

多个服务器实现均衡负载。

⚫ 优点

 多个计算服务器提供高可用服务，提供了高级别的可用性。可伸

缩性，避免了服务器集群的单点故障问题。

 比较方便的横向扩展能够增加整体系统并行处理能力。

⚫ 缺点

 实现技术难度大。

 当存储器接口带宽达到饱和的时候，增加节点并不能获得更高的

性能，存储IO容易成为整个系统的性能瓶颈。

节点 1
（Node 1）

Application
应用

数据读写 数据读写

节点 2
（Node 2）

节点 3
（Node 3）

共享存储
Shared Disk

Network

SAN /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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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片架构 Sharding
⚫ 分片（Sharding）是一种与水平切分（horizontal partitioning）相关的数据库架构模式——将一个表里面的行，分成多个不同的表的做法

（称为分区）。每个区都具有相同的模式和列，但每个表有完全不同的行。同样，每个分区中保存的数据都是唯一的，并且与其他分区中

保存的数据无关。

⚫ 从水平切分（horizontal partitioning）与垂直切分（vertical partitioning）的关系，可能会有所帮助。在垂直切分表中，所有的列被分离

出来，并放入新的不同的表中。每个垂直切分内的数据，独立于所有其他分区中的数据，并且每个分区都包含不同的行和列。

工号 姓名 职称 课程名 学院

2001 李三 教授 经济学 经管

2002 张四 讲师 软件工程 软件

2003 王五 教授 金融学 金融

原表 Original Table

工号 姓名 职称 课程名

2001 李三 教授 经济学

2002 张四 讲师 软件工程

2003 王五 教授 金融学

工号 学院

2001 经管

2002 软件

2003 金融

垂直分区 Vertical Shards

VS1 VS2 工号 姓名 职称 课程名 学院

2001 李三 教授 经济学 经管

2002 张四 讲师 软件工程 软件

工号 姓名 职称 课程名 学院

2003 王五 教授 金融学 金融

水平分区 Horizontal Shards

HS1

HS2

Shard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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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共享架构 Shared Nothing

⚫ 无共享架构 Shared Nothing

 各个处理单元都有自己私有的CPU/内存/硬盘等，不存在共享资源，类

似于MPP（大规模并行处理）模式，各处理单元之间通过协议通信，

并行处理和扩展能力更好。

 各节点相互独立，各自处理自己的数据，处理后的结果可能向上层汇

总或在节点间流转。

 Shared nothing系统通常需要将他的数据分布在多个节点的不同数据

库中（不同的计算机处理不同的用户和查询）或者要求每个节点通过

使用某些协调协议来保留它自己的应用程序数据备份，这通常被成为

数据库Sharding。

DB 1 DB 2 DB 3

Storage
Disks

Storage
Disks

Storage
Disks

…

…

Network

Proxy/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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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架构 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
⚫ MPP（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 大规模并行处理

 MPP是将任务并行的分散到多个服务器和节点上，在每个节点上计算完成后，将各自部分的结果汇总在一起得到最终的结果。具

备高性能、高可用、高扩展特性，可以为超大规模数据管理提供高性价比的通用计算平台，并广泛地用于支撑各类数据仓库系统、

BI 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

DB 1 DB 2 DB 3

Storage
Disks

Storage
Disks

Storage
Disks

…

…

Network

Master
Standby 
Master

DB 1 DB 2 DB 3

Storage
Disks

Storage
Disks

Storage
Disks

…

…

Network

✓ 任务并行执行

✓ 数据分布式存储

✓ 分布式计算

✓ 横向扩展

✓ Shared Nothing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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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型数据库主流应用场景

联机事务处理 OLTP
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联机分析处理 OLAP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 OLTP是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的主要应用，事务性非常
高的系统，一般都是高可用的在线系统，以小的事务以
及小的查询为主，主要是基本的、日常的事务处理，例
如银行交易。

• OLTP 系统强调数据库内存效率，评估其系统的时候，
一般看其每秒执行的Transaction以及Execute SQL的数
量。强调内存各种指标的命令率，强调绑定变量，强调
并发操作。

• OLAP是数据仓库系统的主要应用，支持复杂的分析操
作，侧重决策支持，并且提供直观易懂的查询结果。在
这样的系统中，语句的执行量不是考核标准，因为一条
语句的执行时间可能会非常长，读取的数据也非常多。

• OLAP 系统则强调数据分析，考核的标准往往是磁盘子
系统的吞吐量（带宽），强调SQL执行时长，强调磁盘
I/O，强调分区等。

业务流程
Business Processes

业务数据仓库
Business Data Warehouse

O L T P

O L A P

处理数据事务业务策略

分析
业
务
决
策

运
营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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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TP/OLAP 对比分析

特性 OLTP OLAP

特征 操作处理 信息处理

面向 事务 分析

用户 办事员、DBA、数据库专业人员 分析决策人员

功能 日常操作 长期信息需求，决策支持

数据 当前的、确保最新 历史的，跨时间维护

汇总 原始的，高度详细 汇总的，统一的

工作单位 短的、简单事务 复杂查询

存取 读/写 大多为读

关注 数据进入 信息输出

操作 主关键字上索引/散列 大量扫描

访问记录数量 数十个 数百万

DB规模 100MB到GB 100GB到TB

优先 高性能，高可用性 高灵活性，端点用户自治

度量 事务吞吐量 查询吞吐量，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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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 openGauss是一款携手伙伴共同打造全球领先的企业级开源关系型数据库，提供面向多核的极致

性能、全链路的业务和数据安全、基于AI的调优和高效运维的能力。openGauss全面友好开放，

采用木兰宽松许可证v2发行，深度融合华为在数据库领域多年的研发经验，结合企业级场景需求，

持续构建竞争力特性。

高可靠 易运维 高性能 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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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演进历程

• G行核心数据仓库、DWS华为云商用

• Z行核心业务系统替换商业数据库

• 支撑公司内部40+主力产品，在全球
70+运营商规模商用3万+套，服务全
球20+亿人口。

• 2019.5.15 GaussDB全球发布

• 构筑合作伙伴生态

• 兼容行业主流生态，完成金融等
行业对接

• 2020.6.30 openGauss开源。

2001 - 2011

内部自用

产品化

• 企业级内存数据库

云&开源

• 分享企业级数据管理能力

• 引领生态建设

• 促进数据库教育事业发展

生态构建

内部自用孵化阶段 联创产品化阶段 共建生态阶段

2011 - 2019 2019 - 2020 2021 -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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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商用+自用+开源相结合，内核将长期演进

客户
Customer

统一内核

云数据库服务上线 计算产业生态
GaussDB 100云服务

（分布式交易型数据库）
openGauss

终
端
云

华为内部业务

运
营
商

内
部
IT

GaussDB Kernel 开发项目

高性能 高可用 高安全

openGauss

华为公司内部配套、公有云的GaussDB、开源openGauss共代码基线

公有云 / 混合云

政府 运营商金融 安平 大企业

合作伙伴

openGauss系
商业发行版



Huawei Confidential47

openGauss 定位

价
值

关
键
特
性

openGauss提供面向多核的极致性能、全链路的业务和数据安全、基于AI的调优和高效运维的能力，
全面友好开放，携手伙伴共同打造全球领先的企业级开源关系型数据库；

把 企 业 级 数 据 库 能 力 带 给 用 户 和 伙 伴

全开放

➢ 采用木兰宽松许可证协议，
允许对代码自由修改，使
用、引用；

➢ 数据库内核能力完全开放；

➢ 开放运维监控、开发和迁
移工具；

➢ 开放伙伴认证、培训体系
及高校课程

易运维

➢ 基于AI的智能参数调优，
提供AI参数自动推荐；

➢ 慢SQL诊断，多维性能自
监控视图，实时掌控系统
性能表现；

➢ 提供在线自学习的SQL时
间预测、快速定位，急速
调优；

③

高性能

➢ 两路鲲鹏性能150万tpmC；

➢ 面向多核架构的并发控制
技术；

➢ NUMA-Aware数据结构；

➢ SQL-Bypass智能选路执行
技术；

➢ 面向实时高性能场景的内
存引擎；

①

④

高可用 &  高安全

➢ 业务无忧，故障切换时间

RTO<10s；

➢ 精细安全管理：细粒度访

问控制、多维度审计；

➢ 全方位数据保护：存储 &

传输&导出加密、动态脱敏、

全密态计算；

②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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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计算商业策略：硬件开放、软件开源、使能合作伙伴
华为伙伴

使能合作伙伴
用三年时间让90%的软件跑在鲲鹏上

• 支持合作伙伴应用和软件的迁移

软件开源

将软件利润重分配给新ISV，重新分配软件价值链

• 开源AI 框架MindSpore

• openLooKeng开源数据虚拟化引擎

• openGauss开源数据库（OLTP单机版），构筑鲲鹏数据库生态

• openEuler开源操作系统，使能伙伴操作系统商业发行

硬件开放
降低整机门槛，打破现有格局，重新分配整机价值链

• 提供鲲鹏主板，SSD/网卡/RAID卡等部件，使能伙伴发展

自有品牌部件、服务器和PC等

华为聚焦 • 鲲鹏处理器研发，全场景芯片，鲲鹏云服务

主板

操作系统

应用

华为云

处理器

A I框架

部件

整机

数据库

中间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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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VS PG 架构和关键技术对比

存储引擎

SQL Engine

SQL接口 SQL解析器 SQL优化器 并行执行

AI自调优 ABO优化器 In-DB ML 可扩展功能框架

数据库线程池

MVCC行存储引擎 内存引擎 列存储引擎

数据库主进程

数据库后台进程

Writer子进程

日志写子进程

Vacuum子进程

统计收集子进程

Ckp子进程

归档子进程

多进程共享内存池

数
据
库
进
程n

…

数据缓存区 Xlog缓冲区

关键差异化因素 openGauss PostgreSQL

运行时模型 执行模型
线程池模型，高并发连接切换代价小、内存损耗小，
执行效率高，一万并发连接比最优性能损耗<5%

进程模型，数据库进程通过共享内存实现通讯和数据共享。每个进
程对应一个并发连接，存在切换性能损耗，导致多核扩展性问题。

事务处理机制

并发控制
64位事务ID，使用CSN解决动态快照膨胀问题; 
NUMA-Aware引擎优化改造解决“五把大锁”

事务ID回卷，长期运行性能因为ID回收周期大幅波动；存在“五把
大锁”的问题，导致事务执行效率和多处理器多核扩展性存在瓶颈

日志和检查点 增量Checkpoint机制，实现性能波动<5% 全量checkpoint，性能短期波动>15%

鲲鹏NUMA NUMA改造、cache-line padding、原生spin-lock NUMA多核能力弱，单机两路性能TPMC <60w

数据存储与组织 多引擎 行存、列存、内存引擎，在研DFV存储和原位更新 仅支持行存

查询优化器

优化器 支持CBO，吸收大型企业场景优化能力 支持CBO，复杂场景优化能力一般

SQL解析
ANSI/ISO标准SQL92、SQL99和SQL2003
和企业扩展包

ANSI/ISO标准SQL92、SQL99和SQL2003

openGauss架构 PostgreSQL架构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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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社区：共建生态，共议发展方向

openGauss
宣布开源

openGauss社区
首届Meetup

HC大会
伙伴案例发布

openGauss
源代码正式开放

社区关键组织
开始运作

2019.9.19 2020.08 2020.092020.06.30 2020.07 2021~

openGauss社区认证
openGauss社区用户组

openGauss社区运营进展

• 官方网站访问量：548459；官方网站访客人数：50675；
官方网站安装包下载量：68274

• 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1630；微信社群人数：718

• 社区用户D0（安装包下载IP数）：8024

• 社区参与者D1（Star、Fork、Watch）：442

• 社区贡献者D2（提交Issue和PR）：239

TC
决策社区技术发展方向

Committers
看护代码质量和合入

Contributors
需求、Bug反馈和开发实现

Maintainers
看护项目代码

openGauss社区角色

技术委员会

SQLEngine

SIG

openGauss社区组织架构

StorageEngine

Connectors

Docs

Infra

Security

访问来源

548459

网站访问总计

总访客数

50675

开源协议类型：Mulan PSL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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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体系结构

Instance

maintain_work_mem

wal_mem

cstore buffer MOT

temp bufferwal buffer

Share buffer

wal_mem wal_memwal_memwal_mem ……

jemalloc_bg_thd
Stat_collector

Auditor
LWLockMonitor

sysLogger

Jobworker

percentworker

snapshotworker

WalSender

WalReceiver

AutoVacLauncher
……

gaussdb线程

gaussdb线程

gaussdb线程

gaussdb线程

gaussdb线程

……

pagewriter线程 bgwriter线程 walwriter线程 checkpointer线程

GaussMaster线程 后台辅助进程

postgresql.conf

pg_hba.conf

pg_ident.conf

gaussdb.state

Archived WAL

pg_audit

pg_replslot

pg_perfDatabase

base

pg_xlog

pg_twophase

global

pg_clog

pg_serial

pg_tblspc

pg_csnlog

pg_multixact

链接驱动
（JDBC/ODBC/Libpq）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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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逻辑模块

大内存缓冲区管理

NUMA化数据结构内存表

索引管理
并行日志回放

锁管理器

列存 空闲空间管理

日志管理

SQL执行

增量检查点

CSN快照行存（本地更新）

SQL解析 SQL查询重写 SQL优化

线程管理
业务处理
线程池

客户端驱动 CLI JDBC ODBC

日志写线程

数据页写线程

检查点线程

统计线程

日志发送线程

日志接收线程

清理线程

管理线程

SQL引擎

存储引擎

安全管理

身份管理

访问控制

通信加密

审计

归档线程

通用组件

数据字典

内存管理

数据类型

内置函数

控制命令信号处理通信协议处理
通信管理

DDL命令处理 存储过程解析

存储管理适配

工具

客户端
命令行工具

数据库实例
控制工具

物理备份/
恢复工具

逻辑导入
导出工具

OM安装

硬件&OS平台 ARM+Open Euler X86+CentOS

内核

公共能力

OM&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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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查询优化

统计信息

行数估算

代价估算

路径搜索

计划生成

物理优化的依据，来源于表信息
的统计

代价估算的基础，来源于基表
统计信息的推算

根据关系的行数，推算出当前
算子的执行代价

依据若干算子的执行代价，通过
求解最优路径进行路径搜索

将查询的执行路径转换成
PlanTree能够输出给执行器做
查询执行

物理优化的技术点：

1、统计信息模型 Table/Column-Level statistics

描述基表数据的特征包括唯一值、MCV值等，用于行数估算

2、行数估算 Row Estimation

估算基表baserel、Join中间结果集joinrel、Aggregation中结果
集大小，为代价估算做准备

3. 代价估算 Cost Estimation

根据数据量估算不同算子执行代价，各算子代价之和即为计划
总代价

4. 路径搜索 Access Path Generation

通过求解路径最优算法（e.g. 动态规划、遗传算法）处理连接
路径搜索过程，以最小搜索空间找到最优连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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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执行引擎

Scan
（Seq）

Sort

Merge 
Join

Scan
（Index）

Union

Loop 
Join

Scan
（Seq）

Scan
（Seq）

关系数据库本身是对关系集合Relation的运算操作，执行引擎作为运算的控制
逻辑主要是围绕着关系运算来实现的，算子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 扫描算子（Scan Plan Node）

扫描节点负责从底层数据来源抽取数据，数据来源可能是来自文件系统，
也可能来自网络。一般而言扫描节点都位于执行树的叶子节点，作为执
行的数据输入来源，典型代表SeqScan、IndexScan、SubQueryScan

关键特征：输入数据、叶子节点、表达式过滤

2. 控制算子（Control Plan Node）

控制算子一般不映射代数运算符，是为了执行器完成一些特殊的流程引
入的算子，例如Limit、RecursiveUnion、Union

关键特征：用于控制数据流程

3. 物化算子（Materialize Plan Node）

物化算子一般指算法要求，在做算子逻辑处理的时候，要求把下层的数
据进行缓存处理，因为对于下层算子返回的数据量不可提前预知，因此
需要在算法上考虑数据无法全部放置到内存的情况，例如Agg、Sort

关键特征：需要扫描所有数据之后才返回

4. 连接算子（Join Plan Node）

这类算子是为了应对数据库中最常见的关联操作，根据处理算法和数据
输入源的不同分成MergeJoin，SortJoin，HashJoin。

关键特征：多个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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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存储引擎
查询执行

Heap&Index Access

锁管理器 缓冲区管理器

事务管理器 Catalog 数据字典

存储管理器

文件管理器

日志管理器

磁盘
Redo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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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在多核服务器下的极致性能

DRAM

CPU1

DIE 1

DIE 2DRAM

DRAM

CPU2

DIE 1

DIE 2 DRAM

1

2

3

4

hydra

hydra

典型鲲鹏多核C P U架构 两路鲲鹏 1 2 8核下可达 1 5 0万 t p m C

X86 鲲鹏

OLTP - TPCC标准Benchmark

1.5x

注：2两路x86 6148，实验室环境下（除处理器不同，其他配置相当），Oracle为<100万tpmC、PG<70万tpmC、MySQL<50万tp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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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全密态等值查询

基于可信通道传输CEK
（Client Encryption Key）

• 提供与密文环境隔离的明文环境

• 提供SQL查询和计算能力

• 数据以密文形式存在，无法解密

• 不存储密钥明文信息

Intel x86 / 华为鲲鹏 ARM 

可信执行环境（TEE）密态内核（REE）

secGearEulerOS/SUSE

GaussDB Kernel

ODBC/JDBC

加密驱动（User Side）

数据加解密

密文数据 密文数据

密文数据

明文数据

加密密钥
可信通道

Application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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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 最大值

数据库容量 受限于操作系统与硬件

单表大小 32TB

单行数据大小 1GB

每条记录单个字段的大小 1GB

单表记录数 248

单表列数 250~1600（随字段类型不同会有变化）

单表中的索引个数 无限制

复合索引包含列数 32

单表约束个数 无限制

并发连接数 10000

分区表的分区个数 32768（范围分区）/64（哈希分区/列表分区）

分区表的单个分区大小 32TB

分区表的单个分区记录数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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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支持标准SQL

⚫ SQL是用于访问和处理数据库的标准计算机语言。SQL标准的定义分成核心特性以及可选

特性，绝大部分的数据库都没有100%支撑SQL标准。

⚫ openGauss支持SQL2003标准语法，支持主备部署的高性能高可用关系型数据库。

openGauss数据库支持SQL:2011大部分的核心特性，同时还支持部分的可选特性，为使

用者提供统一的SQL界面。

⚫ 标准SQL的引入为所有的数据库厂商提供统一的SQL界面，减少使用者的学习成本和应用

程序的迁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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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支持标准开发接口 - 基于ODBC 开发
⚫ ODBC（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开放数据库互连）是由Microsoft公司基于X/OPEN CLI提出的用于访问数据库的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应用程序通过ODBC提供的API与数据库进行交互，增强了应用程序的可移植性、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openGauss目前在以下环境中提供对ODBC3.5的支持。

 UNIX/Linux系统下的驱动程序管理器主要有unixODBC和iODBC，在这选择驱动管理器unixODBC-2.3.0作为连接数据库的组件

 Windows系统自带ODBC驱动程序管理器，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中可以找到数据源（ODBC）选项。

操作系统 平台

CentOS 6.4/6.5/6.6/6.7/6.8/6.9/7.0/7.1/7.2/7.3/7.4 x86_64位

CentOS 7.6 ARM64位

EulerOS 2.0 SP2/SP3 x86_64位

EulerOS 2.0 SP8 ARM64位

ODBC支持平台

ODBC系统机构

openGauss

Driver

ODBC Driver Manager

ODBC API

用户应用程序

标准接口

驱动管理程序

驱动程序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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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支持标准开发接口 – 基于JDBC 开发

⚫ JDBC（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Java数据库连接）是一种用于执行SQL语句的Java API，可以为多种

关系数据库提供统一访问接口，应用程序可基于它操作数据。 openGauss库提供了对JDBC 4.0特性的支持，

需要使用JDK1.8版本编译程序代码，不支持JDBC桥接ODBC方式。

 openGauss支持JDBC 4.0标准接口。

 提供业界标准的JDBC接口，保证用户业务快速迁移至openGauss。

 增加JDBC对接第三方日志框架功能。JDBC对接第三方日志框架功能可满足用户对日志管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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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数据库事务
⚫ 事务的ACID 特性

 原子性（Atomicity）：事务所包含的操作要么全部完成，要么什么也没做。

 一致性（Consistency）：在一致性数据库上执行事务后，数据库仍需保持为一致性的状态。

 隔离性（Isolation）：没有结束的事务在提交之前不允许将其结果暴露给其它事务。

 持久性（Durability）：当一个事务的结果提交后，系统保证该结果不会因以后的故障而丢失。

⚫ 范例：银行转账（小张，小李都给小王转账）

• ACID保障服务器重启后，小王的账号为400 ￥。

• 原子性保障：小张取消转账后，小王账号仍然为100 ￥。

• 一致性保障：小李的账号少300 ￥，小王账号多300 ￥。保证他们两个
账号的总和不变。

• 隔离性保障：小张转账的200 ￥对小李不可见，不然结果为700 ￥。

• 持久性保障：服务器故障重启后，小李的转帐仍然是成功的。

• 小王的账号始终为400 ￥。

小王账号100 ￥

时间t

小张转帐200 ￥
t1时刻

t3时刻

t5时刻
服务器故障

t2时刻

小李转帐300 ￥

小张取消转帐，
回滚

t4时刻
小李转帐结束，
提交

小王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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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数据库事务机制

1、事务的持久性（Durability）主要通过预写式

日志WAL算法实现。在事务提交时，采用预写式

日志方式，把REDO日志写到磁盘。

2、检查点：将脏缓冲队列上的数据写出到数据

文件。

DATA  BUFFER

REDO BUFFER

数据文件

REDO日志文件

数据
CHECKPOINT1

CHECKPOINT1

更新1 更新2 更新3

1

1 2 3

2 3

1 2 3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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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支持函数及存储过程

⚫ 函数和存储过程是数据库中的一种重要对象，主要功能将用户特定功能的SQL语句集进行封装，并方便调用。

openGauss支持SQL标准中的函数及存储过程，其中存储过程兼容了部分主流数据库存储过程的语法，增强

了存储过程的易用性。

 允许客户模块化程序设计，对SQL语句集进行封装，调用方便。

 存储过程会进行编译缓存，可以提升用户执行SQL语句集的速度。

 系统管理员通过执行某一存储过程的权限进行限制，能够实现对相应的数据的访问权限的限制，避免了非授权用户对

数据的访问，保证了数据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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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兼容PG 接口

⚫ 在基本的PostgreSQL发布中仅包含两个客户端接口：

 libpq被包含是因为它是C语言接口， 许多其它客户端接口都依赖于它。

 ECPG被包含的原因是它依赖于服务器端SQL语法， 因此对PostgreSQL自身的变化非常敏感。

⚫ openGauss 兼容PSQL客户端，兼容PostgreSQL标准接口，能够与PG生态工具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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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支持SQL Hint

⚫ Plan Hint为用户提供了直接影响执行计划生成的手段，用户可以通过指定join顺序，join、

stream、scan方法，指定结果行数，指定重分布过程中的倾斜信息等多个手段来进行执

行计划的调优，以提升查询的性能。

⚫ openGauss支持SQL hint影响执行计划生成，用以提升SQL查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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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单选题）数据库系统的组成部分中不包含以下哪一项？

A. 数据库

B. 数据库管理系统

C. 数据库应用程序

D. 数据库存储介质

2. （单选题）下列关于数据库事务ACID特性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 A指的是原子性，即事务中的所有操作要么全部成功，要么全部失败

B. C指的是一致性，即系统的状态只能是事务前的状态，或者是事务成功后的状态，而不会出现任何不一致的中间状态

C. I指的是可用性，即数据库系统要为事务执行提供尽可能高的可用性，确保大部分事务可以成功的被执行

D. D指的是持久性，即事务成功后即使发生机器断电，也可以恢复到事务成功后的状态



Huawei Confidential70

思考题

3. （多选题）数据管理技术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以下哪几个阶段？

A. 人工管理阶段

B. 文件系统阶段

C. 数据库系统阶段

D. 人工智能管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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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本章节主要讲解了数据库的发展及演进、数据库的分类和数据模型、数据库系

统的组成，以及openGauss数据库等内容。具体包括数据库的定义及技术发展

史，关系型数据库的架构演进、主要应用场景，openGauss数据库的发展史、

产品定位、基础指标及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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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推荐

⚫ 华为云：

 https://www.huaweicloud.com/

⚫ openGauss帮助文档：

 https://opengauss.org/zh/docs/2.0.0/docs/installation/installation.html

⚫ openGauss代码仓库：

 https://gitee.com/opengauss

⚫ GaussDB(for openGauss)帮助文档：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pengauss

https://www.huaweicloud.com/
https://opengauss.org/zh/docs/2.0.0/docs/installation/installation.html
https://gitee.com/opengauss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peng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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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表（1）
⚫ DB：Database，数据库。

⚫ DBMS：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数据库管理系统。

⚫ DDL：Data Definition Language，数据定义语言。

⚫ DML：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数据操作语言。

⚫ DBA：Database Administrator，数据库管理员。

⚫ DBS：Database System，数据库系统。

⚫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结构化查询语言。

⚫ MPP：Massive Parallel Processing，大规模并行处理。

⚫ OLTP：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联机事务处理。

⚫ OLAP：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联机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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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表（2）
⚫ DWS：Data Warehouse Service，数据仓库服务。

⚫ RTO：Recovery Time Objective，恢复时间目标。

⚫ JDBC：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Java数据库连接。

⚫ ODBC：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开放式数据库连接。

⚫ WAL：Write Ahead Log，预写式日志。

⚫ CLI：Command-Line Interface，命令行视图。

⚫ tpmC：transactions per minute C，事务每分钟-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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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安装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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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openGauss是关系型数据库，采用客户端/服务器，单进程多线程架构，支持单

机和一主多备部署方式，备机可读，支持双机高可用和读扩展。本章详细介绍

了安装openGauss的环境准备和安装部署配置，另外也会介绍openGauss相关

的运维工具的功能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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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了解并掌握openGauss数据库的安装部署；

 理解openGauss数据库连接与认证；

 了解openGauss数据库常见工具功能及操作；

 了解openGauss数据库的卸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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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安装流程

开始

安装前准备

获取安装包

配置XML文件

上传安装包和XML文件

解压安装包

初始化安装环境

执行安装

设置备机可读

结束

流程 说明

安装前准备
openGauss安装前需要准备相应的软硬件环境以及完成相关配置。本章节提供了
openGauss安装所需的最低要求，实际安装中，请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规划。

获取安装包 安装包需要在openGauss开源社区下载并且对安装包内容进行检查。

配置XML文件
安装openGauss前需要创建XML文件。XML文件包含部署openGauss的服务器信
息、安装路径、IP地址以及端口号等。用于告知openGauss如何部署。用户需根
据不同场景配置对应的XML文件。

初始化安装环境
安装环境的初始化包含上传安装包和XML文件、解压安装包、使用gs_preinstall
准备好安装环境。

执行安装 使用gs_install安装openGauss。

设置备机可读 可选操作。在开启备机可读之后，备机将支持读操作，并满足数据一致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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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安装包

⚫ 步骤1：从openGauss开源社区下载对应平台的安装包。

 通过 https://opengauss.org/zh/download.html 登录openGauss开源社区，选择2.0.0版本对应平台企业版安装包。

 单击“下载”。

⚫ 步骤2：检查安装包。解压安装包，检查安装目录及文件是否齐全。

 在安装包所在目录执行以下命令：

 执行 ls 命令，显示类似如下信息：

tar -jxf openGauss-x.x.x-openEuler-64bit.tar.bz2
ls -1b

total 90296 
drwx------ 3 root root 4096 Mar 31 21:18 bin 
drwx------ 3 root root 4096 Mar 31 21:18 etc
drwx------ 3 root root 4096 Mar 31 21:18 include 
drwx------ 4 root root 4096 Mar 31 21:18 jre
drwx------ 5 root root 4096 Mar 31 21:18 lib 
-rw------- 1 root root 92427499 Apr  1 09:43 openGauss-2.0.0-openEuler-64bit.tar.bz2 
drwx------ 5 root root 4096 Mar 31 21:18 share 
drwx------ 2 root root 4096 Mar 31 21:18 simpleInstall
-rw------- 1 root root 32 Mar 31 21:18 version.cfg

https://opengauss.org/zh/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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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环境要求
⚫ 下表列出了openGauss服务器应具备的最低硬件要求。在实际产品中，硬件配置的规划需考虑数据规模及所期望的数据库响应速度。

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规划。

项目 配置描述

内存

功能调试建议32GB以上。
性能测试和商业部署时，单实例部署建议128GB以上。
复杂的查询对内存的需求量比较高，在高并发场景下，可能出现内存不足。此时建议使用大内存的机器，或使用负载管理限制
系统的并发。

CPU

功能调试最小1×8 核 2.0GHz。
性能测试和商业部署时，单实例部署建议1×16核 2.0GHz。
CPU超线程和非超线程两种模式都支持。
说明：个人开发者最低配置2核4G, 推荐配置4核8G。目前，openGauss仅支持鲲鹏服务器和基于X86_64通用PC服务器的CPU。

硬盘

用于安装openGauss的硬盘需最少满足如下要求：
• 至少1GB用于安装openGauss的应用程序。
• 每个主机需大约300MB用于元数据存储。
• 预留70%以上的磁盘剩余空间用于数据存储。
建议系统盘配置为Raid1，数据盘配置为Raid5，且规划4组Raid5数据盘用于安装openGauss。有关Raid的配置方法在本手册中
不做介绍。请参考硬件厂家的手册或互联网上的方法进行配置，其中Disk Cache Policy一项需要设置为Disabled，否则机器异
常掉电后有数据丢失的风险。
openGauss支持使用SSD盘作为数据库的主存储设备，支持SAS接口和NVME协议的SSD盘，以RAID的方式部署使用。

网络要求
300兆以上以太网。
建议网卡设置为双网卡冗余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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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环境要求及依赖要求

软件类型 配置描述

Linux操作系统

• ARM：openEuler 20.3LTS（推荐采用此操作系统）；麒麟V10
• X86：openEuler 20.3LTS；CentOS 7.6
说明：建议使用英文操作系统，当前安装包只能在英文操作系统上
安装使用。

Linux文件系统 剩余inode个数 > 15亿（推荐）。

工具 bzip2

Python

• openEuler：支持Python 3.7.X
• CentOS：支持Python 3.6.X
• 麒麟：支持Python 3.7.X
说明：python需要通过--enable-shared方式编译。

所需软件 建议版本

libaio-devel 建议版本：0.3.109-13

flex 要求版本：2.5.31 以上

bison 建议版本：2.7-4

ncurses-devel 建议版本：5.9-13.20130511

glibc-devel 建议版本：2.17-111

patch 建议版本：2.7.1-10

lsb_release 建议版本：4.1

readline-devel 建议版本：7.0-13

libnsl（openeuler+x86环境中） 建议版本：2.28-36

软件依赖要求软件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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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操作系统配置 （1）
⚫ 关闭操作系统防火墙：为了在防火墙开启的状态下，确保openGauss的正常使用。

 步骤1：修改/etc/selinux/config文件中的“SELINUX”值为“disabled” 。

◼ 1. 使用VIM打开config文件。

◼ 2. 修改“SELINUX”的值“disabled” ，执行 :wq 保存并退出修改。

 步骤2：重新启动系统。

 步骤3：检查防火墙是否关闭。

◼ 若防火墙状态显示为active (running)，则表示防火墙未关闭，请执行步骤4；

◼ 若防火墙状态显示为inactive (dead)，则无需再关闭防火墙。

 步骤4：关闭防火墙。

 步骤5：在各主机上重复步骤1到步骤4.

vim /etc/selinux/config

SELINUX=disabled

reboot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

systemctl disable firewalld.service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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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操作系统配置 （2）
⚫ 设置字符集参数：

 将各数据库节点的字符集设置为相同的字符集，可以在 /etc/profile 文件中添加“export LANG=XXX” （XXX为Unicode编码）。

⚫ 设置时区和时间：

 在各数据库节点上，确保时区和时间一致。

 步骤1：执行如下命令检查各数据库节点时间和时区是否一致。如果各数据库节点时间和时区不一致区，请执行步骤2~步骤3。

 步骤2：使用如下命令将各数据库节点 /usr/share/zoneinfo/ 目录下的时区文件拷贝为 /etc/localtime 文件。

 步骤3：使用date -s命令将各数据库节点的时间设置为统一时间，举例如下。

vim /etc/profile
export LANG=en_US.UTF-8

date

cp /usr/share/zoneinfo/$地区/$时区 /etc/localtime

date -s ”Sat Sep 27 16:00:07 C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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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操作系统配置 （3）
⚫ 关闭RemoveIPC：

 在各数据库节点上，关闭RemoveIPC。 CentOS7.6操作系统默认关闭RemoveIPC，可以跳过该步骤。

 步骤1：修改 /etc/systemd/logind.conf 文件中的“RemoveIPC”值为“no”。

◼ 使用 VIM 打开 logind.conf 文件。

◼ 修改“RemoveIPC”的值“no”。

 步骤2：修改 /usr/lib/systemd/system/systemd-logind.service 文件中的“RemoveIPC”值为“no”。

◼ 使用 VIM 打开 systemd-logind.service 文件。

◼ 修改“RemoveIPC”的值“no”。

 步骤3：重新加载配置参数。

 步骤4：检查修改是否生效。

 步骤5：在各主机上重复步骤1到步骤4。

vim  /etc/systemd/logind.conf

RemoveIPC=no

vim /usr/lib/systemd/system/systemd-logind.service

RemoveIPC=no

systemctl daemon-reload 
systemctl restart systemd-logind

loginctl show-session | grep RemoveIPC
systemctl show systemd-logind | grep Remove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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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操作系统配置 （4）
⚫ 设置网卡MTU值：

 将各数据库节点的网卡MTU值设置为相同大小。

 步骤1：执行如下命令查询服务器的网卡名称。

 如下图，若服务器的 IP 为10.244.53.173，则服务器的网卡名称为 eth0。

 步骤2：使用如下命令将各数据库节点的网卡MTU值设置为相同大小。对于X86，MTU值推荐1500（默认）；对于ARM，MTU值推荐8192。

ifconfig

ifconfig 网卡名称 mtu mtu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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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root用户远程登录
⚫ 在openGauss安装时需要root帐户远程登录访问权限，本节介绍如何设置使用root用户远程登录。

⚫ 步骤1：修改PermitRootLogin配置，允许用户远程登录。

 打开 sshd_config 文件。

 修改权限配置，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 注释掉“PermitRootLogin no”。

◼ 将“PermitRootLogin”改为“yes”。

◼ 执行 :wq 保存并退出编辑页面。

⚫ 步骤2：修改 Banner 配置，去掉连接到系统时，系统提示的欢迎信息。欢迎信息会干扰安装时远程操作的返回结果，影响安装正常执行。

 编辑 sshd_config 文件。

 修改 Banner 配置，注释掉“Banner”所在的行。

 执行 :wq 保存并退出编辑页面。

⚫ 步骤3：使用如下命令使设置生效。

⚫ 步骤4：以root用户身份重新登录。

vim /etc/ssh/sshd_config

#PermitRootLogin no

PermitRootLogin yes

vim /etc/ssh/sshd_config

#Banner XXXX

systemctl restart sshd.service

ssh 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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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安装用户及用户组
⚫ 为了实现安装过程中安装帐户权限最小化，及安装后openGauss的系统运行安全性。安装脚本在安装过程中会自动按照

用户指定内容创建安装用户，并将此用户作为后续运行和维护openGauss的管理员帐户。

⚫ 在安装openGauss过程中运行“gs_install”时，会创建与安装用户同名的数据库用户，即数据库用户omm。此用户具备

数据库的最高操作权限，此用户初始密码由用户指定。

用户/组名 所属类型 规划建议

dbgrp 操作系统

建议规划单独的用户组，例如dbgrp。
初始化安装环境时，由-G参数所指定的安装用户所属的用户组。该用户
组如果不存在，则会自动创建，也可提前创建好用户组。在执行
gs_preinstall脚本时会检查权限。gs_preinstall脚本会自动赋予此组中的
用户对安装目录、数据目录的访问和执行权限。
创建dbgrp用户组命令：groupadd dbgrp

omm 操作系统

建议规划用户用于运行和维护openGauss，例如omm。
初始化安装环境时，由-U参数所指定和自动创建的操作系统用户，如果
已经存在该用户，请清理该用户或更换初始化用户。从安全性考虑，对
此用户的所属组规划如下：
所属组：db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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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openGauss – 单节点安装 （1）
⚫ 前提条件：

 已完成用户组和普通用户的创建。

 所有服务器操作系统和网络均正常运行。

 普通用户必须有数据库包解压路径、安装路径的读、写和执行操作权限，并且安装路径必须为空。

 普通用户对下载的openGauss压缩包有执行权限。

 安装前请检查指定的openGauss端口是否被占用，如果被占用请更改端口或者停止当前使用端口进程。

⚫ 操作步骤：

 步骤1：使用普通用户登录到openGauss包安装的主机，解压openGauss压缩包到安装目录。

 步骤2：假定解压包的路径为/opt/software/openGauss，进入解压后目录下的simpleInstall。

 步骤3：执行install.sh脚本安装openGauss。

tar -jxf openGauss-x.x.x-openEuler-64bit.tar.bz2 -C /opt/software/openGauss

cd /opt/software/openGauss/simpleInstall

sh install.sh  -w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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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openGauss – 单节点安装 （2）
⚫ 操作步骤：

 步骤4：安装执行完成后，使用ps和gs_ctl查看进程是否正常。

执行ps命令，显示类似如下信息：

执行gs_ctl命令，显示类似如下信息：

>> ps ux | grep gaussdb
omm 24209 11.9  1.0 1852000 355816 pts/0  Sl 01:54   0:33 /opt/software/openGauss/bin/gaussdb -D 
/opt/software/openGauss/single_node
omm 20377  0.0  0.0 119880  1216 pts/0    S+   15:37   0:00 grep --color=auto gaussdb

>> gs_ctl query -D /opt/software/openGauss/data/single_node
gs_ctl query ,datadir is /opt/software/openGauss/data/single_node
HA state: 

local_role : Normal 
static_connections : 0 
db_state : Normal 
detail_information : Normal 

Senders info: 
No information 

Receiver info: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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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openGauss – 一主一备节点安装 （1）
⚫ 前提条件：

 已完成用户组和普通用户的创建。

 所有服务器操作系统和网络均正常运行。

 普通用户必须有数据库包解压路径、安装路径的读、写和执行操作权限，并且安装路径必须为空。

 普通用户对下载的openGauss压缩包有执行权限。

 安装前请检查指定的openGauss端口矩阵中所有端口是否被占用，如果被占用请更改端口或者停止当前使用端口进程。端口号请参考下方步骤3参数说明。

⚫ 操作步骤：

 步骤1：使用普通用户登录到包安装的主机，解压openGauss压缩包到安装目录。

 步骤2：假定解压包的路径为/opt/software/openGauss，进入解压后目录下的simpleInstall。

 步骤3：执行install.sh脚本安装openGauss。

tar -jxf openGauss-x.x.x-openEuler-64bit.tar.bz2 -C /opt/software/openGauss

cd /opt/software/openGauss/simpleInstall

sh install.sh  -w xxxx --multi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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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openGauss – 一主一备节点安装 （2）
⚫ 操作步骤：

 步骤4：安装执行完成后，使用ps和gs_ctl查看进程是否正常。

执行ps命令，显示类型如下信息：

>> ps ux | grep gaussdb
omm 4879 11.8 1.1 2082452 373832 pts/0  Sl 14:26   8:29 /opt/software/openGauss/bin/gaussdb -D 
/opt/software/openGauss/data/master -M primary 

omm 5083  1.1  0.9 1819988 327200 pts/0  Sl 14:26   0:49 /opt/software/openGauss/bin/gaussdb -D 
/opt/software/openGauss/data/slave -M standby 

omm 20377  0.0  0.0 119880  1216 pts/0    S+   15:37   0:00 grep --color=auto gaus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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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openGauss – 一主一备节点安装 （3）
⚫ 操作步骤：步骤4：安装执行完成后，使用ps和

gs_ctl查看进程是否正常。执行gs_ctl命令，显

示类型如右侧信息：

>> gs_ctl query -D /opt/software/openGauss/data/master
gs_ctl query ,datadir is /opt/software/openGauss/data/master 
HA state: 

local_role : Primary 
static_connections : 1 
db_state : Normal 
detail_information : Normal 

Senders info: 
sender_pid : 5165 
local_role : Primary 
peer_role : Standby 
peer_state : Normal 
state                          : Streaming 
sender_sent_location : 0/4005148 
sender_write_location : 0/4005148 
sender_flush_location : 0/4005148 
sender_replay_location : 0/4005148 
receiver_received_location : 0/4005148 
receiver_write_location : 0/4005148 
receiver_flush_location : 0/4005148 
receiver_replay_location : 0/4005148 
sync_percent : 100% 
sync_state : Sync 
sync_priority : 1 
sync_most_available : Off 
channel                        : 10.244.44.52:27001-->10.244.44.52:35912 

Receiver info: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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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停openGauss
⚫ 启动openGauss

 步骤1：以操作系统用户omm登录数据库主节点。

 步骤2：使用以下命令启动openGauss。

⚫ 停止openGauss

 步骤1：以操作系统用户omm登录数据库主节点。

 步骤2：使用以下命令停止openGauss。

gs_om -t start

gs_om -t stop

>> gs_om -t start 
Starting cluster. 
========================================= 
========================================= 
Successfully started. 

>> gs_om -t stop 
Stopping cluster. 
========================================= 
Successfully stopped cluster. 
========================================= 
End stop cluster.

启动openGauss：

停止openGauss：



Huawei Confidential97

目录

1. 数据库安装

2. 连接与认证

3. 工具介绍

4. 数据库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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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客户端认证策略
⚫ 目前openGauss配置文件“pg_hba.conf”中的参数默认值都是单机的配置模式。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调用gs_guc来设置适合自己的参数。更

多配置请参见《开发者指南》。设置客户端认证策略，同时发送信号量到数据库进程。

gs_guc [ set | reload ] [-N NODE-NAME] [-I INSTANCE-NAME | -D DATADIR] -h ”HOSTTYPE DATABASE 
USERNAME IPADDR-WITH-IPMASK AUTHMEHOD authentication-options” 

• set
表示只修改配置文件中的参数。
• reload
表示修改配置文件中的参数，同时发送信号量给数据库进程，
使其重新加载配置文件。
• -N
需要设置的主机名称。
取值范围：已有主机名称。
当参数取值为ALL时，表示设置openGauss中所有的主机。
• -I INSTANCE-NAME
需要设置的实例名称。
取值范围：已有实例名称。
当参数取值为ALL时，表示设置主机中所有的实例。
• -D
需要执行命令的openGauss实例路径。使用encrypt命令时，
此参数表示指定的密码文件生成的路径。

• -h host-auth-policy
指定需要在“pg_hba.conf”增加的客户端认证策略。取值范围：

o HOSTTYPE DATABASE USERNAME IPADDR IPMASK [authentication-options]
o HOSTTYPE DATABASE USERNAME IPADDR-WITH-IPMASK [authentication-options]
o HOSTTYPE DATABASE USERNAME HOSTNAME [authentication-options ]

HOSTTYPE是必输参数，取值范围如下：
o Local
o Host
o Hostssl
o hostnossl

其中“local”是一个Unix域套接字，“host”是普通或SSL加密的TCP / IP套接字，“hostssl”是
SSL加密的TCP / IP套接字，“hostnossl”是一个纯TCP / IP套接字。authentication-options是可
选输入，取值范围如下：

o trust
o reject
o md5
o sha256
o cert
o gss

详细的参数说明请参见“pg_hba.conf”配置文件中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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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配置文件参数
⚫ 目前openGauss配置文件“postgresql.conf”中的参数默认值都是单机的配置模式。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调用gs_guc来设置适合自己的参数。

⚫ 同时修改配置文件中参数（postgresql.conf）

⚫ 将已设置的参数值修改为默认值

gs_guc set [-N NODE-NAME] [-I INSTANCE-NAME | -D DATADIR] -
c ”parameter = value”

gs_guc [ set | reload ] [-N NODE-NAME] [-I INSTANCE-NAME | -D 
DATADIR] -c ”parameter”

• set
表示只修改配置文件中的参数。
• reload
表示修改配置文件中的参数，同时发送信号量给数据库进程，使其重
新加载配置文件。
• -N
需要设置的主机名称。
取值范围：已有主机名称。
当参数取值为ALL时，表示设置openGauss中所有的主机。
• -I INSTANCE-NAME
需要设置的实例名称。
取值范围：已有实例名称。
当参数取值为ALL时，表示设置主机中所有的实例。
• -D
需要执行命令的openGauss实例路径。使用encrypt命令时，此参数
表示指定的密码文件生成的路径。
• -c parameter=value
要设定的openGauss配置参数的名称和参数值。
取值范围：postgresql.conf中的所有参数。
• -U, --keyuser=USER

示例1：同时修改数据库节点的参数，例如修改数据库允许的最大
连接数为800。修改后需要重启数据库才能生效。

gs_guc set -N all -I all -c ”max_connections = 800” 

Total instances: 21. Failed instances: 0. 
Success to perform gs_g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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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ql 客户端连接 – 确定连接信息
⚫ 客户端工具通过数据库主节点连接数据库。因此连接前，需获取数据库主节点所在服务器的IP地址及数据库主节点的端口号信息。

⚫ 步骤1：以操作系统用户omm登录数据库主节点。

⚫ 步骤2：使用“gs_om -t status --detail”命令查询openGauss各实例情况。

 如上部署了数据库主节点实例的服务器IP地址分别为192.168.10.11。数据库主节点数据路径为“/srv/BigData/gaussdb/data1/dbnode”。

⚫ 步骤3：确认数据库主节点的端口号。在步骤2查到的数据库主节点数据路径下的postgresql.conf文件中查看端口号信息。示例如下：

gs_om -t status --detail
[ DBnode State ] 

node        node_ip instance                                  state 
-----------------------------------------------------------------------------
1  plat1 192.168.0.11  5001 /srv/BigData/gaussdb/data1/dbnode Normal

cat /srv/BigData/gaussdb/data1/dbnode/postgresql.conf | grep port
port = 8000    # (change requires restart) 
#comm_sctp_port = 1024   # Assigned by installation (change requires restart) 
#comm_control_port = 10001  # Assigned by installation (change requires restart) 

# supported by the operating system: 
# e.g. 'localhost=10.145.130.2 localport=12211 remotehost=10.145.130.3 remoteport=12212, localhost=10.145.133.2 

localport=12213 remotehost=10.145.133.3 remoteport=12214' 
# e.g. 'localhost=10.145.130.2 localport=12311 remotehost=10.145.130.4 remoteport=12312, localhost=10.145.133.2 

localport=12313 remotehost=10.145.133.4 remoteport=12314' 
#   %r = remote host and port 

alarm_report_interval = 10 
support_extended_features=true



Huawei Confidential101

使用gsql 本地连接 （1）
⚫ gsql是openGauss提供的在命令行下运行的数据库连接工具。此工具除了具备操作数据库的基本功能，还提供了若干高级特性，便于用户使用。缺省情况下，客户

端连接数据库后处于空闲状态时会根据参数session_timeout的默认值自动断开连接。如果要关闭超时设置，设置参数session_timeout为0即可。

⚫ 步骤1：以操作系统用户omm登录数据库主节点。

⚫ 步骤2：连接数据库。数据库安装完成后，默认生成名称为postgres的数据库。第一次连接数据库时可以连接到此数据库。

执行如下命令连接数据库。

其中postgres为需要连接的数据库名称，8000为数据库主节点的端口号。请根据实际情况替换。

连接成功后，系统显示类似如下信息：

omm用户是管理员用户，因此系统显示“DBNAME=#” 。若使用普通用户身份登录和连接数据库，系统显示“DBNAME=>”。

“Non-SSL connection”表示未使用SSL方式连接数据库。如果需要高安全性时，请使用SSL连接。

gsql -d postgres -p 8000

gsql ((openGauss 2.0.0 build 78689da9) compiled at 2021-03-31 21:03:52 commit 0 last mr ) 
Non-SSL connection (SSL connection is recommended when requiring high-security) 
Type ”help” for help. 

postg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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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gsql 本地连接 （2）
⚫ 步骤3：首次登录需要修改密码（openGauss2.0.0版本后，无需修改密码）。原始密码为安装openGauss数据库手动输入的密码，具体请参见《安装指南》中“安

装openGauss > 执行安装”章节，此处建议将原始密码修改为自定义的密码，例如Mypwd123，命令如下：

⚫ 步骤4：退出数据库。

postgres=# ALTER ROLE omm IDENTIFIED BY 'Mypwd123' REPLACE 'XuanYuan@2012';

postgres=# \q



Huawei Confidential103

使用gsql 远程连接 – 通过gs_guc 配置白名单
⚫ 步骤1：以操作系统用户omm登录数据库主节点。

⚫ 步骤2：配置客户端认证方式，允许客户端以“jack”用户连接到本机，此处远程连接禁止使用“omm”用户（即数据库初始化用户）。例

如，下面示例中配置允许IP地址为10.10.0.30的客户端访问本机。

这条命令在数据库主节点实例对应的“pg_hba.conf”文件中添加了一条规则，用于对连接数据库主节点的客户端进行鉴定。

“pg_hba.conf”文件中的每条记录可以是下面四种格式之一，四种格式的参数说明请参见配置文件。

因为认证时系统是为每个连接请求顺序检查“pg_hba.conf”里的记录的，所以这些记录的顺序是非常关键的。

⚫ 因此对于认证规则的配置建议如下：

 靠前的记录有比较严格的连接参数和比较弱的认证方法。

 靠后的记录有比较宽松的连接参数和比较强的认证方法。

gs_guc set -N all -I all -h ”host all jack 10.10.0.30/32 sha256”

local     DATABASE USER METHOD [OPTIONS] 
host      DATABASE USER ADDRESS METHOD [OPTIONS] 
hostssl DATABASE USER ADDRESS METHOD [OPTIONS] 
hostnossl DATABASE USER ADDRESS METHOD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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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gsql 客户端并连接数据库 （1）
⚫ 在客户端机器上，上传客户端工具包并配置gsql的执行环境变量。

⚫ 步骤1：以root用户登录客户端机器。

⚫ 步骤2：创建“/tmp/tools”目录。

⚫ 步骤3：获取软件安装包中的“openGauss-1.1.0-openEuler-64bit-Libpq.tar.gz”上传到“/tmp/tools”路径下。

⚫ 步骤4：解压文件。

⚫ 步骤5：登录数据库主节点所在的服务器，拷贝数据库安装目录下的bin目录到客户端主机的“/tmp/tools”路径下，随后继续登录客户端主机执行步骤6操作。

其中，/opt/huawei/install/app为cluster_config.xml文件中配置的{gaussdbAppPath}路径，10.10.0.30为客户端主机ip。

⚫ 步骤6：登录客户端所在主机，设置环境变量。打开“~/.bashrc”文件。

在其中输入如下内容后，使用“:wq!”命令保存并退出。

mkdir /tmp/tools

cd /tmp/tools 
tar -zxvf openGauss-1.1.0-openEuler-64bit-Libpq.tar.gz

scp -r /opt/huawei/install/app/bin root@10.10.0.30:/tmp/tools

vi ~/.bashrc

export PATH=/tmp/tools/bin:$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tmp/tools/lib:$LD_LIBRARY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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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gsql 客户端并连接数据库 （2）
⚫ 步骤7：使环境变量配置生效。

⚫ 步骤8：连接数据库。数据库安装完成后，默认生成名称为postgres的数据库。第一次连接数据库时可以连接到此数据库。

 postgres为需要连接的数据库名称，10.10.0.11为数据库主节点所在的服务器IP地址，jack为连接数据库的用户，8000为数据库主节点的端口号，Test@123

为连接数据库用户jack的密码。

source ~/.bashrc

gsql -d postgres -h 10.10.0.11 -U jack -p 8000 -W Test@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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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表和系统视图概述
⚫ 系统表是openGauss存放结构元数据的地方，它是openGauss数据库系统运行控制信息的来源，是数据库系统的核心组成

部分。

⚫ 系统视图提供了查询系统表和访问数据库内部状态的方法。

⚫ 系统表和系统视图要么只对管理员可见，要么对所有用户可见。

⚫ 用户可以删除后重新创建这些表、增加列、插入和更新数值，但是用户修改系统表会导致系统信息的不一致，从而导致系

统控制紊乱。正常情况下不应该由用户手工修改系统表或系统视图，或者手工重命名系统表或系统视图所在的模式，而是

由SQL语句关联的系统表操作自动维护系统表信息。

⚫ 须知：用户应该禁止对系统表进行增删改等操作，人为对系统表的修改或破坏可能会导致系统各种异常情况甚至

openGauss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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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数据库安装

2. 连接与认证

3. 工具介绍

4. 数据库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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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工具一览表
分类 工具名称 简介

客户端工具 gsql
gsql是openGauss提供在命令行下运行的数据库连接工具，可以通过此工具连接服务器并对其进行操作和维护，除了具备
操作数据库的基本功能，gsql还提供了若干高级特性，便于用户使用。

服务端工具

gs_check
gs_check改进增强，统一化当前系统中存在的各种检查工具，例如gs_check，gs_checkos等，帮助用户在openGauss运行
过程中，全量的检查openGauss运行环境，操作系统环境，网络环境及数据库执行环境，也有助于在openGauss重大操作
之前对各类环境进行全面检查，有效保证操作执行成功。

gs_checkos
gs_checkos用于检查操作系统、控制参数、磁盘配置等内容，并对系统控制参数、I/O配置、网络配置和THP服务等信息
进行配置。

gs_checkperf
gs_checkperf工具可定期对openGauss级别（主机CPU占用率、Gauss CPU占用率、I/O使用情况等）、节点级别（CPU使
用情况、内存使用情况、I/O使用情况）、会话/进程级别（CPU使用情况、内存使用情况、I/O使用情况）、SSD性能（写
入、读取性能）进行检查，让用户了解openGauss的负载情况，采取对应的改进措施。

gs_collector gs_collector在openGauss发生故障时，收集OS信息、日志信息以及配置文件信息，来定位问题。

gs_dump
gs_dump是一款用于导出数据库相关信息的工具，支持导出完整一致的数据库对象（数据库、模式、表、视图等）数据，
同时不影响用户对数据库的正常访问。

gs_dumpall
gs_dumpall是一款用于导出数据库相关信息的工具，支持导出完整一致的openGauss数据库所有数据，同时不影响用户
对数据库的正常访问。

gs_guc
gs_guc用于设置openGauss配置文件（“postgresql.conf”、“pg_hba.conf”）中的参数，配置文件中参数的默认值是
单机的配置模式，您可以使用gs_guc来设置适合的参数值。

gs_om
openGauss提供了gs_om工具帮助对openGauss进行维护，包括启动openGauss、停止openGauss、查询openGauss状态、
生成静态配置文件、刷新动态配置文件、SSL证书替换、启停kerberos认证、显示帮助信息和显示版本号信息的功能。

gs_restore gs_restore是openGauss提供的针对gs_dump导出数据的导入工具。通过此工具可由gs_dump生成的导出文件进行导入。

gs_ssh openGauss提供了gs_ssh工具帮助用户在openGauss各节点上执行相同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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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工具 – gsql
⚫ 数据库在部署成功后，需要通过一些工具来便捷地连接数据库，对数据库进行各种操作和调试。openGauss提供了一些数

据库连接工具。通过这些工具可以方便地连接数据库并对数据库进行数据操作。

⚫ gsql是openGauss提供在命令行下运行的数据库连接工具，可以通过此工具连接服务器并对其进行操作和维护，除了具备

操作数据库的基本功能，gsql还提供了若干高级特性，便于用户使用。

⚫ 基本功能：

 连接数据库：详细操作可参考上一节“连接与认证”内容。

 执行SQL语句：支持交互式地键入并执行SQL语句，也可以执行一个文件中指定的SQL语句。

 执行元命令：元命令可以帮助管理员查看数据库对象的信息、查询缓存区信息、格式化SQL输出结果，以及连接到新的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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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在使用openGauss过程中，经常需要对openGauss进行安装、卸载以及健康管理。为了简单、方便的维护openGauss，

openGauss提供了一系列的管理工具。

 gs_check

 gs_checkos

 gs_checkperf

 gs_clean

 gs_collector

 gs_dump

 gs_dumpall

 gs_guc

 gs_om

 gs_restore

 gs_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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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check （1）
⚫ gs_check改进增强，统一化当前系统中存在的各种检查工具，例如gs_check，gs_checkos等，帮助用户在openGauss运行

过程中，全量的检查openGauss运行环境，操作系统环境，网络环境及数据库执行环境，也有助于在openGauss重大操作

之前对各类环境进行全面检查，有效保证操作执行成功。

⚫ 注意事项：

 必须指定-i或-e参数，-i会检查指定的单项，-e会检查对应场景配置中的多项。

 如果-i参数中不包含root类检查项或-e场景配置列表中没有root类检查项，则不需要交互输入root权限的用户及其密码。

 可使用--skip-root-items跳过检查项中包含的root类检查，以免需要输入root权限用户及密码。

 MTU值不一致时可能导致检查缓慢或进程停止响应，当巡检工具出现提示时请修改各节点MTU值一致后再进行巡检。

 交换机不支持当前设置的MTU值时，即使MTU值一致也会出现通信问题引起进程停止响应，需要根据交换机调整MTU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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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check （2）
⚫ 语法：

 单项检查：

 场景检查：

 显示帮助信息：

 显示版本信息：

gs_check -i ITEM [...] [-U USER] [-L] [-l LOGFILE] [-o OUTPUTDIR] [--skip-root-items][--set][--routing]

gs_check -e SCENE_NAME [-U USER] [-L] [-l LOGFILE] [-o OUTPUTDIR] [--skip-root-items] [--time-out=SECS][--
set][--routing][--skip-items]

gs_check -? | --help

gs_check -V |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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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checkos
⚫ gs_checkos工具来帮助检查操作系统、控制参数、磁盘配置等内容，并对系统控制参数、I/O配置、网络配置和THP服务

等信息进行配置。

⚫ 前提条件：

 当前的硬件和网络环境正常。

 各主机间root互信状态正常。

 只能使用root用户执行gs_checkos命令。

⚫ 语法：

 检查操作系统信息

 显示帮助信息

 显示版本信息

gs_checkos -i ITEM [-f HOSTFILE] [-h HOSTNAME] [-X XMLFILE] [--detail] [-o OUTPUT] [-l LOGFILE]

gs_checkos -? | --help 

gs_checkos -V |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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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checkperf （1）
⚫ openGauss提供了gs_checkperf工具来帮助对openGauss级别（主机CPU占用率、Gauss CPU占用率、I/O使用情况等）、节点级别（CPU

使用情况、内存使用情况、I/O使用情况）、会话/进程级别（CPU使用情况、内存使用情况、I/O使用情况）、SSD性能（写入、读取性能）

进行定期检查，让用户了解openGauss的负载情况，采取对应的改进措施。

⚫ 前提条件：

 openGauss运行状态正常且不为只读模式。

 运行在数据库之上的业务运行正常。

⚫ 注意事项：

 gs_checkperf工具的监控信息依赖于pmk模式下的表的数据。如果pmk模式下的表未执行analyze操作，则可能导致gs_checkperf工具执行失败。其报错示例

信息如下:

 此时需要登录任一数据库主节点，连接postgres数据库执行如下SQL：

LOG:  Statistics in some tables or columns(pmk.pmk_snapshot.snapshot_id) are not collected.
HINT:  Do analyze for them in order to generate optimized plan.

analyze pmk.pmk_configuration; 
analyze pmk.pmk_meta_data;
analyze pmk.pmk_snapshot;
analyze pmk.pmk_snapshot_dbnode_stat;
analyze pmk.pmk_snapshot_datanode_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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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checkperf （2）
⚫ 语法：

 检查SSD性能（root用户）

 检查openGauss性能（openGauss安装用户）

 显示帮助信息

 显示版本号信息

gs_checkperf -U USER [-o OUTPUT] -i SSD [-l LOGFILE]

gs_checkperf [-U USER] [-o OUTPUT] [-i PMK] [--detail] [-l LOGFILE]

gs_checkperf -? | --help

gs_checkperf -V |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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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checkperf （3）
分类 性能参数项 描述

openGauss级别

主机CPU占用率 主机CPU占用率。

Gauss CPU占用率 Gauss CPU占用率。

共享内存击中率 共享内存的击中率。

内存中排序比率 内存中完成的排序所占比率。

I/O使用情况 文件读写次数和时间。

磁盘使用情况 文件写次数和平均写时间、最大写时间等。

事务统计 当前SQL执行数和Session数。

节点级别

CPU使用情况 主机使用CPU情况，包括cpu busy time，cpu idle time等。

内存使用情况 主机使用内存情况，包括物理内存总量，已使用量等。

I/O使用情况 文件读写次数和时间。

会话/进程级别

CPU使用情况 会话使用CPU情况，包括cpu busy time，cpu idle time等。

内存使用情况 会话使用内存情况，包括物理内存总量，已使用量等。

I/O使用情况 会话共享缓冲区命中次数等。

SSD性能（只用root用户才能查看）

写入性能
使用dd命令（flag=direct bs=8M count=2560）向每个SSD写入内容，写入每
个SSD时间应在10s左右。

读取性能
使用dd命令（flag=direct bs=8M count=2560）从每个SSD读取内容，读取每
个SSD时间应在7s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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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clean
⚫ 数据库异常宕机后可能会有临时表残留，gs_clean可以用来清理残留的临时表。

⚫ 语法：连上主DN，清理主DN事务残留临时表。

⚫ 参数说明：OPTION的取值如下所示：

gs_clean [OPTION ...] [USERNAME]

•-a, --all
清理所有可用数据库中残留的临时表。

•-h, --host=HOSTADDRESS
目标DN所在主机的IP地址。
取值范围：目标DN所在主机的IP地址。
默认值：localhost

•-p, --port=PORT
主DN的端口号。
取值范围：目标DN的端口号。
默认值：5432。如果已经设置了操作系统的环境变量PGPORT，
则默认为PGPORT的值。

•-q, --quiet
静态模式，除了错误信息，不打印任何其它信息。

•-r, --rollback
回滚所有异常事务。

•-t, --timeout=SECS
连接超时机制。
默认值：5 s。单位：秒（s）。

•-U, --username=USERNAME
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称。
取值范围：数据库中有效的用户名称。
默认值：操作系统用户名称。

•-v, --verbose
打印详细的恢复信息。

•-V, --version
打印该工具的版本信息。

•-w, --no-password
无需输入密码验证。

•-W, --password=PASSWORD
需要输入密码验证。
取值范围：有效字符串。符合密码复杂度要求。

•-e, --exclusive
仅清理临时表。

•-j, --jobs
清理两阶段残留文件的并发数。
取值范围：1~10。
默认值：3。

•-?, --help
打印帮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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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collector
⚫ 当openGauss发生故障时，使用此工具收集OS信息、日志信息以及配置文件等信息，来定位问题。可以使用-C参数，指定收集不同的信息

内容。

⚫ 前提条件：日志收集工具依赖操作系统工具，例如gstack为其中一种，如果未安装该工具，则提示错误后，跳过该收集项。

⚫ 语法：

 日志收集（非root用户）

 显示帮助信息

 显示版本号信息

gs_collector --begin-time=”BEGINTIME” --end-time=”ENDTIME” [-h HOSTNAME | -f HOSTFILE] [--keyword=KEYWORD] [--speed-limit=SPEED] 
[-o OUTPUT] [-l LOGFILE] [-C CONFIGFILE]

gs_collector -? | --help

gs_collector -V |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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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dump （1）
⚫ gs_dump是openGauss用于导出数据库相关信息的工具，用户可以自定义导出一个数据库或其中的对象（模式、表、视图等）。支持导出

的数据库可以是默认数据库postgres，也可以是自定义数据库。

⚫ gs_dump工具由操作系统用户omm执行。

⚫ gs_dump工具在进行数据导出时，其他用户可以访问openGauss数据库（读或写）。

⚫ gs_dump工具支持导出完整一致的数据。例如，T1时刻启动gs_dump导出A数据库，那么导出数据结果将会是T1时刻A数据库的数据状态，

T1时刻之后对A数据库的修改不会被导出。

⚫ gs_dump支持将数据库信息导出至纯文本格式的SQL脚本文件或其他归档文件中。

 纯文本格式的SQL脚本文件：包含将数据库恢复为其保存时的状态所需的SQL语句。通过gsql运行该SQL脚本文件，可以恢复数据库。即使在其他主机和其他

数据库产品上，只要对SQL脚本文件稍作修改，也可以用来重建数据库。

 归档格式文件：包含将数据库恢复为其保存时的状态所需的数据，可以是tar格式、目录归档格式或自定义归档格式，详见下页表格。该导出结果必须与

gs_restore配合使用来恢复数据库，gs_restore工具在导入时，系统允许用户选择需要导入的内容，甚至可以在导入之前对等待导入的内容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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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dump （2）
⚫ gs_dump可以创建四种不同的导出文件格式，通过[-F或者--format=]选项指定，具体导出文件格式如下表所示。

⚫ 语法：

格式名称 -F的参数值 说明 建议 对应导入工具

纯文本格式 p
纯文本脚本文件包含SQL语句和命令。命令可
以由gsql命令行终端程序执行，用于重新创建
数据库对象并加载表数据。

小型数据库，一般推荐纯文本
格式。

使用gsql工具恢复数据库对象前，可根
据需要使用文本编辑器编辑纯文本导出
文件。

自定义归档格式 c
一种二进制文件。支持从导出文件中恢复所有
或所选数据库对象。

中型或大型数据库，推荐自定
义归档格式。

使用gs_restore可以选择要从自定义归
档导出文件中导入相应的数据库对象。

目录归档格式 d
该格式会创建一个目录，该目录包含两类文件，
一类是目录文件，另一类是每个表和blob对象
对应的数据文件。

-

tar归档格式 t
tar归档文件支持从导出文件中恢复所有或所选
数据库对象。tar归档格式不支持压缩且对于单
独表大小应小于8GB。

-

gs_dump [OPTION]... [DB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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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dumpall （1）
⚫ gs_dumpall是openGauss用于导出所有数据库相关信息工具，它可以导出openGauss数据库的所有数据，包括默认数据库

postgres的数据、自定义数据库的数据、以及openGauss所有数据库公共的全局对象。

⚫ gs_dumpall工具由操作系统用户omm执行。

⚫ gs_dumpall工具在进行数据导出时，其他用户可以访问openGauss数据库（读或写）。

⚫ gs_dumpall工具支持导出完整一致的数据。例如，T1时刻启动gs_dumpall导出openGauss数据库，那么导出数据结果将

会是T1时刻该openGauss数据库的数据状态，T1时刻之后对openGauss的修改不会被导出。

⚫ gs_dumpall在导出openGauss所有数据库时分为两部分：

 gs_dumpall自身对所有数据库公共的全局对象进行导出，包括有关数据库用户和组，表空间以及属性（例如，适用于数据库整体的访

问权限）信息。

 gs_dumpall通过调用gs_dump来完成openGauss中各数据库的SQL脚本文件导出，该脚本文件包含将数据库恢复为其保存时的状态所

需要的全部SQL语句。

⚫ 以上两部分导出的结果为纯文本格式的SQL脚本文件，使用gsql运行该脚本文件可以恢复openGauss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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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dumpall （2）
⚫ 注意事项：

 禁止修改导出的文件和内容，否则可能无法恢复成功。

 为了保证数据一致性和完整性，gs_dumpall会对需要转储的表设置共享锁。如果某张表在别的事务中设置了共享锁，gs_dumpall会等

待此表的锁释放后锁定此表。如果无法在指定时间内锁定某张表，转储会失败。用户可以通过指定--lock-wait-timeout选项，自定义

等待锁超时时间。

 由于gs_dumpall读取所有数据库中的表，因此必须以openGauss管理员身份进行连接，才能导出完整文件。在使用gsql执行脚本文件

导入时，同样需要管理员权限，以便添加用户和组，以及创建数据库。

⚫ 语法：

gs_dumpall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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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guc （1）
⚫ 目前openGauss配置文件（“postgresql.conf” 、“pg_hba.conf”）中的参数默认值都是单机的配置模式。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调用gs_guc

来设置适合自己的参数。gs_guc工具由操作系统用户omm执行。

⚫ “gs_guc-current.log”

 这个文件记录gs_guc产生的日志。

 默认路径：$GAUSSLOG/bin/gs_guc。

⚫ “gs_guc-年-月-日_HHMMSS.log”

 当“gs_guc-current.log”文件大小满16M后，会根据当前时刻

生成一个备份文件。

⚫ “server.key.cipher”，“server.key.rand”

 使用gs_guc encrypt命令加密用户密码时，如果指定的-M的值

为server，则会生成这两个文件。其中“server.key.cipher”存

储用户密码的密文，“server.key.rand”存储的是加密因子。

⚫ “client.key.cipher”，“client.key.rand”

 使用gs_guc encrypt命令加密用户密码时，如果指定的-M的值

为client，则会生成这两个文件。其中“client.key.cipher”存储

用户密码的密文，“client.key.rand”存储的是加密因子。

⚫ “datasource.key.cipher”，“datasource.key.rand”

 使用gs_guc encrypt命令加密用户密码时，如果指定的-M的值

为source，则会生成这两个文件。其中

“datasource.key.cipher”存储用户密码的密文，

“datasource.key.rand”存储的是加密因子。



Huawei Confidential129

服务端工具 – gs_guc （2）
⚫ 语法：

 检查配置文件中参数

 修改配置文件中参数

 将已设置的参数值修改为默认值

 修改配置文件中参数，同时发送信号量到postgresql.conf

 修改客户端认证策略，同时发送信号量到pg_hba.conf

 注释已经设置的客户端认证策略， 同时发送信号量到pg_hba.conf

gs_guc check [-N NODE-NAME] [-I INSTANCE-NAME | -D DATADIR] -c ”parameter”

gs_guc set [-N NODE-NAME] [-I INSTANCE-NAME | -D DATADIR] -c ”parameter = value”

gs_guc [ set | reload ] [-N NODE-NAME] [-I INSTANCE-NAME | -D DATADIR] -c ”parameter”

gs_guc reload [-N NODE-NAME] [-I INSTANCE-NAME | -D DATADIR] -c parameter=value

gs_guc [ set | reload ]  [-N NODE-NAME] [-I INSTANCE-NAME | -D DATADIR] -h ”HOSTTYPE DATABASE USERNAME IPADDR-WITH-IPMASK 
AUTHMEHOD authentication-options” 

gs_guc [ set | reload ] [-N NODE-NAME] [-I INSTANCE-NAME | -D DATADIR] -h ”HOSTTYPE DATABASE USERNAME IPADDR-WITH-IPMASK 
AUTHME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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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om （1）
⚫ openGauss提供了gs_om工具帮助对openGauss进行维护，包括启动openGauss、停止openGauss、查询openGauss状态、查询静态配置、

生成静态配置文件、查询openGauss状态详细信息、生成动态配置文件、SSL证书替换、显示帮助信息和显示版本号信息等功能。需以操作

系统用户omm执行gs_om命令。

 启动openGauss

 停止openGauss

 重启openGauss

 查询openGauss状态

gs_om -t start [-h HOSTNAME] [-D dataDir] [--time-out=SECS] [--security-mode=MODE] [-l LOGFILE]

gs_om -t stop [-h HOSTNAME] [-D dataDir]  [--time-out=SECS] [-m MODE] [-l LOGFILE] 

gs_om -t restart [-h HOSTNAME] [-D dataDir] [--time-out=SECS] [--security-mode=MODE] [-l LOGFILE] [-m MODE]

gs_om -t status [-h HOSTNAME] [-o OUTPUT] [--detail] [--all] [-l LOG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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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om （2）
 生成静态配置文件

 生成动态配置文件，备机failover或switchover成主机后，需要执行此操作

 查看静态配置

 查询openGauss状态详细信息

 SSL证书替换

 开启、关闭数据库内kerberos认证

 显示帮助信息

gs_om -t generateconf -X XMLFILE [--distribute] [-l LOGFILE]

gs_om -t refreshconf

gs_om -t view [-o OUTPUT]

gs_om -t query [-o OUTPUT]

gs_om -t cert --cert-file=CERTFILE [-l LOGFILE]
gs_om -t cert --rollback

gs_om -t kerberos -m [install|uninstall] -U USER [-l LOGFILE] [--krb-client|--krb-server]

gs_om -? |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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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restore
⚫ gs_restore是openGauss提供的针对gs_dump导出数据的导入工具。通过此工具可由gs_dump生成的导出文件进行导入。

⚫ gs_restore工具由操作系统用户omm执行。

⚫ 主要功能包含：

 导入到数据库

◼ 如果连接参数中指定了数据库，则数据将被导入到指定的数据库中。其中，并行导入必须指定连接的密码。

 导入到脚本文件

◼ 如果未指定导入数据库，则创建包含重建数据库所必须的SQL语句脚本并写入到文件或者标准输出。等效于直接使用gs_dump导出为纯文本格式。

⚫ 命令格式： gs_restore [OPTION]...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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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工具 – gs_ssh
⚫ openGauss提供了gs_ssh工具帮助用户在openGauss各节点上执行相同的命令。

⚫ 注意事项：

 gs_ssh只可以执行当前数据库用户有权限执行的命令。

 gs_ssh所执行的命令不会对当前执行的会话产生影响，比如类似cd或source的命令，只会在执行的进程环境中产生影响，而不会影响到当前执行的会话环境。

⚫ 前提条件：

 各个主机间互信正常。

 openGauss已经正确安装部署。

 调用命令可用which查询到且在当前用户下有执行权限。

 需以操作系统用户omm执行gs_ssh命令。

⚫ 语法：

 同步执行命令：

 显示帮助信息：

 显示版本号信息：

gs_ssh -c cmd

gs_ssh -? | --help

gs_ssh -V |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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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数据库安装

2. 连接与认证

3. 工具介绍

4. 数据库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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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openGauss （1）
⚫ 执行卸载：openGauss提供了卸载脚本，帮助用户完整的卸载

openGauss。

⚫ 卸载openGauss的过程包含卸载openGauss和对openGauss服务器

的环境做清理。

⚫ 操作步骤：

 步骤1：以操作系统用户omm登录数据库主节点。

 步骤2：使用gs_uninstall卸载openGauss。

或者在openGauss中每个节点执行本地卸载。

⚫ 错误排查

 如果卸载失败请根据“$GAUSSLOG/om/gs_uninstall-YYYY-MM-

DD_HHMMSS.log”中的日志信息排查错误。

gs_uninstall --delete-data -L

gs_uninstall --delete-data

gs_uninstall --delete-data 
Checking uninstallation. 
Successfully checked uninstallation. 
Stopping the cluster. 
Successfully stopped the cluster. 
Successfully deleted instances. 
Uninstalling application. 
Successfully uninstalled application. 
Uninstallation succeeded.

gs_uninstall --delete-data 
Checking uninstallation. 
Successfully checked uninstallation. 
Stopping the cluster. 
Successfully stopped the cluster. 
Successfully deleted instances. 
Uninstalling application. 
Successfully uninstalled application. 
Uninstallation succeeded.

使用gs_uninstall脚本进行卸载openGauss。

单机卸载场景使用gs_uninstall脚本进行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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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openGauss （2）
⚫ 一键式环境清理：在openGauss卸载完成后，如果不需要在环境上重新部署openGauss，可以运行脚本gs_postuninstall对openGauss服务

器上环境信息做清理。openGauss环境清理是对环境准备脚本gs_preinstall 所做设置的清理。

⚫ 前提条件：

 openGauss卸载执行成功。

 root用户互信可用。

 只能使用root用户执行gs_postuninstall命令。

⚫ 操作步骤：

 步骤1：以root用户登录openGauss服务器。

 步骤2：查看root用户互信是否建立，如果root用户没有建立互信，需要手工建立root用户互信。查看互信是否建成功，可以互相ssh主机名。输入exit退出。

plat1:~ # ssh plat2  
Last login: Tue Jan  5 10:28:18 2016 from plat1  
Huawei's internal systems must only be used for conducting Huawei's business or for purposes authorized by Huawei 
management.Use is subject to audit at any time by Huawei management.  
plat2:~ # exit  
logout  
Connection to plat2 closed.  
pla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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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单选题）以下不属于openGauss服务端工具的哪一项？

A. gs_check

B. gs_guc

C. gsql

D. gs_collector

2. （单选题）在使用gs_checkperf工具查看系统性能时，只用root用户才能查看的是以下哪一项？

A. openGauss级别

B. 节点级别

C. 会话/进程级别

D. SSD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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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3. （多选题）进行openGauss单节点安装的前提条件时以下哪几项？

A. 已完成用户组和普通用户的创建，所有服务器操作系统和网络均正常运行

B. 普通用户必须有数据库包解压路径、安装路径的读、写和执行操作权限，并且安装路径必须为空

C. 普通用户对下载的openGauss压缩包有执行权限

D. 安装前请检查指定的openGauss端口是否被占用，如果被占用请更改端口或者停止当前使用端口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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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本章节主要介绍了openGauss数据库的安装与部署，连接与认证的方法和步骤，

此外还补充介绍了openGauss数据库的常见工具功能及使用操作，最后讲解了

openGauss数据库的卸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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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推荐

⚫ 华为云：

 https://www.huaweicloud.com/

⚫ openGauss帮助文档：

 https://opengauss.org/zh/docs/2.0.0/docs/installation/installation.html

⚫ openGauss代码仓库：

 https://gitee.com/opengauss

⚫ GaussDB(for openGauss)帮助文档：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pengauss

https://www.huaweicloud.com/
https://opengauss.org/zh/docs/2.0.0/docs/installation/installation.html
https://gitee.com/opengauss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peng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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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表

⚫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

⚫ RAID：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独立磁盘冗余阵列。

⚫ MTU：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最大传输单元。

⚫ CLI：Command-Line Interface，命令行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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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本章主要讲述openGauss数据库的物理架构以及逻辑架构，并分别介绍了

openGauss的典型组网以及部署方案。同时，从高性能、高可用、高安全、易

维护和AI能力几个方面对openGauss数据库的关键特性展开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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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熟悉openGauss的物理架构及逻辑架构

 学习openGauss的典型组网以及部署方案

 了解openGauss数据库的关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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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体系架构

2. 部署方案

3. 典型组网

4. 关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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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体系结构

Instance

maintain_work_mem

wal_mem

cstore buffer MOT

temp bufferwal buffer

Share buffer

wal_mem wal_memwal_memwal_mem ……

jemalloc_bg_thd
Stat_collector

Auditor
LWLockMonitor

sysLogger

Jobworker

percentworker

snapshotworker

WalSender

WalReceiver

AutoVacLauncher
……

gaussdb线程

gaussdb线程

gaussdb线程

gaussdb线程

gaussdb线程

……

pagewriter线程 bgwriter线程 walwriter线程 checkpointer线程

GaussMaster线程 后台辅助进程

postgresql.conf

pg_hba.conf

pg_ident.conf

gaussdb.state

Archived WAL

pg_audit

pg_replslot

pg_perfDatabase

base

pg_xlog

pg_twophase

global

pg_clog

pg_serial

pg_tblspc

pg_csnlog

pg_multixact

链接驱动
（JDBC/ODBC/Libpq）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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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结构介绍 （1）

⚫ share buffer：数据库服务器的共享内存缓冲区。在数据库系统中的读写操作，都是针对

内存中的数据，磁盘中的数据必须在处理前加载到内存，也就是数据库缓存中。利用内

存充当慢速磁盘与快速 CPU 之间的桥梁，从而加速 I/O 的访问速度。

⚫ cstore buffer：列存所使用的共享缓冲区。在列存表为主的场景中，几乎不用share

buffer。在此场景中，应减少shared_buffers，增加cstore_buffers。

⚫ MOT：Memory-Optimized Table内存优化表，所有数据和索引都在内存中。MOT在高

性能（查询和事务延迟）、高可扩展性（吞吐量和并发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本（高

资源利用率）这些方面拥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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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结构介绍 （2）

⚫ wal buffer：用于还未写入磁盘的WAL日志的共享内存。

⚫ maintain_work_mem：维护操作如VACUUM、创建索引，修改表等使用的本地内存。

⚫ work_mem：用于查询操作，例如排序或哈希表等。

⚫ temp buffer：数据库会话使用的临时缓存，用于访问临时表。



Huawei Confidential151

主要线程介绍

⚫ GaussMaster线程：openGauss的管理线程，也称为postmaster线程。用于数据库启停、

消息转发等管理工作。

⚫ pagewriter线程：负责将脏页数据从内存刷到磁盘中。

⚫ bgwriter线程：负责将脏页数据拷贝至双写（double-writer）区域并落盘，然后将脏页

转发给bgwriter子线程进行数据下盘操作。

⚫ walwriter线程：负责将内存中的预写日志（WAL）页数据刷新到预写日志文件中，确保

已提交的事务都被永久记录，不会丢失。

⚫ checkpoint线程：周期性触发，每次触发会将全部脏页面刷到磁盘中。



Huawei Confidential152

openGauss 逻辑架构图

Storage

openGauss 主

网络通道10 GE

客户端驱动

业务应用

openGauss 备

Storag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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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架构说明

软件类型 配置描述

OM
运维管理模块（Operation Manager）。提供数据库日常运维、配置管理的管理接口、
工具。

客户端驱动
客户端驱动（Client Driver）。负责接收来自应用的访问请求，并向应用返回执行结果。
客户端驱动负责与openGauss实例通信，发送应用的SQL命令，接收openGauss实例的执
行结果。

openGauss
（主备）

openGauss主备（Datanode）。负责存储业务数据、执行数据查询任务以及向客户端返
回执行结果。
openGauss实例包含主、备两种类型，支持一主多备。建议将主、备openGauss实例分散
部署在不同的物理节点中。

Storage 服务器的本地存储资源，持久化存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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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逻辑结构

⚫ openGauss的数据库节点负责存储数据，其存储介质也是磁盘，本节主要从逻辑视角介

绍数据库节点都有哪些对象，以及这些对象之间的关系。

⚫ 数据库逻辑结构如下图：

Tablespace2

Tablespace1

Database2Database1
Table 1

Datafile
Segment 1

Block 1
Block 2…

Datafile
Segment 2

Block n

Datafile Segment 4

Datafile Segment 5

Datafile Segment 6

Datafile Segment 7

Table 2
Datafile

Segment 3

⚫ Tablespace：表空间，是一个目录，可以存在多个，
里面存储的是它所包含的数据库的各种物理文件。每
个表空间可以对应多个Database。

⚫ Database：数据库，用于管理各类数据对象，各数据
库间相互隔离。数据库管理的对象可分布在多个
Tablespace上。

⚫ Datafile Segment：数据文件，通常每张表只对应一
个数据文件。如果某张表的数据大于1GB，则会分为
多个数据文件存储。

⚫ Table：表，每张表只能属于一个数据库，也只能对
应到一个Tablespace。每张表对应的数据文件必须在
同一个Tablespace中。

⚫ Block：数据块，是数据库管理的基本单位，默认大
小为8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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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目录结构 （1）

⚫ 数据库的文件默认保存在initdb时创建的数据目录中。在数据目录中有很多类型、功能不

同的目录和文件，除了数据文件之外，还有参数文件、控制文件、数据库运行日志及预

写日志等。

⚫ 数据目录结构（部分）：

目录/文件 父目录 用途

bin - 存放数据库二进制文件的目录

lib - 存放数据库的库文件的目录

share - 存放数据库运行所需要的公共文件，如配置文件模板

data（数据库节
点/数据库主节点）

-
DBnode实例的数据目录，其中主实例的目录名为“data_dnxxx”，

备实例的为data_dnSxxx。xxx代表DBnode编号

base 实例数据目录 包含每个数据库对应的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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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目录结构 （2）

⚫ 数据目录结构（部分）：

目录/文件 父目录 用途

global 实例数据目录 包含集簇范围表的子目录

pg_audit 实例数据目录（可配置） 数据库审计日志目录

pg_log 实例数据目录（可配置） 保存数据库节点实例的运行日志目录

pg_xlog 实例数据目录 保存预写日志

postgresql.conf 实例数据目录 参数文件

pg_hba.conf 实例数据目录 客户端认证控制文件

postmaster.opts 实例数据目录 记录服务器启动时使用的命令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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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目录结构 （3）

⚫ 数据目录结构（部分）：

目录/文件 父目录 用途

gs_initdb bin 数据库初始化工具

gs_dump bin 导出数据库相关信息的工具

gs_ctl bin 数据库服务控制工具

gs_guc bin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调用gs_guc来设置适合自己的参数

gsql bin 在命令行下运行的数据库连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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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体系架构

2. 部署方案

3. 典型组网

4. 关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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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方案介绍

部署
形态

技术方
案

高可
用

基础设
置要求

业务场景 场景特点 技术规格

单机 单机
无高可
用能力

单机房 物理机

对系统的可靠性和
可用性无任何要求，
主要用于体验试用
以及调测场景。

系统RTO和RPO不可控。
无实例级容灾能力，一旦出现实例故障，
系统不可用。
一旦实例级数据丢失，则数据永久丢失，
无法恢复。

主备 主机+备机
抵御实
例级故
障

单机房 物理机

节点间无网络延迟，
要求承受数据库内
实例级故障。
适用于对系统可靠
性要求不高的场景。

RPO=0
实例故障RTO<10s
无AZ级容灾能力
推荐主备最大可用模式

一主多
备

主机 +多
个备机

Quorum

抵御实
例级故
障

单机房 物理机
节点间无网络延迟，
要求承受数据库内
实例级故障。

RPO=0
实例故障RTO<10s
无AZ级容灾能力
推荐主备同步模式
最少2个副本，最多4个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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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机部署

⚫ 单机部署形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部署形态，这种形态对于可靠性、可用性均无任何保证。

由于只有一个数据副本，一旦发生数据损坏、丢失，只能通过物理备份恢复数据。这种

部署形态，一般用于数据库体验用户，以及测试环境做语法功能调测等场景。不建议用

于商业现网运行。

Storage

openGauss 主

网络通道10 GE

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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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备部署

⚫ 主备模式相当于两个数据副本，主机和备机各一个数据副本，备机接受日志、执行日志

回放。

Storage

openGauss 主

网络通道10 GE

业务应用

openGauss 备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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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多备部署

Storage

openGauss 主

网络通道10 GE

业务应用

openGauss 备

Storage Storage

openGauss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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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多备部署

⚫ 多副本的部署形态，提供了抵御实例级故障的能力。适用于不要求机房级别容灾，但是

需要抵御个别硬件故障的应用场景。

⚫ 一般多副本部署时使用1主2备模式，总共3个副本，3个副本的可靠性为4个9，可以满足

大多数应用的可靠性要求。

 主备间Quorum复制，至少同步到一台备机，保证最大性能。

 主备任意一个节点故障，不影响业务的进行。

 数据有三份，任何一个节点故障，系统仍然有双份数据确保继续运行。任何一个备份都可以升

主。

 主备实例之间不可部署在同一台物理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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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体系架构

2. 部署方案

3. 典型组网

4. 关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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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组网

⚫ 网络划分

 数据库管理存储网络：DBA通过此网络调用

OM脚本管理和维护openGauss实例。同时，

用于openGauss主备通信组网。数据库管理

存储网络也是应用执行系统监控的网络。

 前端业务网络：外部客户端通过此网络访问

openGauss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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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组网

⚫ 该典型组网有如下优点：

 业务网络与数据库管理存储网络的隔离，有效保护了后端存储数据的安全。

 业务网络和数据库管理存储网络的隔离，可以防止攻击者通过互联网试图对数据库服务器进行

管理操作，增加了系统安全性。

⚫ 网络独占性及1:1的带宽收敛比是openGauss数据库网络性能的基本要求。因此，在生产

系统中，对图中的后端存储网络，需满足独占性及至少1:1收敛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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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管理存储网络组网

⚫ 为实现收敛比1:1，交换网络层级每提高一

层，带宽增加一倍；

⚫ 图中每根加粗连接线代表80 GE带宽，即8

台物理机带宽上限之和；

⚫ 接入层每单台交换机下行带宽160 GE，上

行带宽160 GE，收敛比1:1；

⚫ 汇聚层每单台交换机接入带宽320 GE。

交换机

物理机

网络接线

汇聚层

接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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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体系架构

2. 部署方案

3. 典型组网

4. 关键特性

◼ 高性能

▫ 高可用

▫ 高安全

▫ 易维护

▫ AI能力



Huawei Confidential169

优化器

⚫ 优化器是数据库内置的，作用是在SQL的解析阶段生成最优的执行计划，分为RBO和

CBO两种：

 RBO是基于规则的优化器

◼ 根据表结构和SQL文本生成执行计划，不受表的数据的影响。

 CBO是基于成本的优化器

◼ 根据统计信息生成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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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O 优化器

⚫ 基于规则的优化器

 优化器根据可用的访问路径和这些访问路径的等级选择执行计划，就是在优化器里面嵌入若干

种规则，执行的sql语句符合哪种规则，则按照哪种规则制订出相应的执行计划。

⚫ 规则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索引选择

 排序消除、MIN/MAX优化

 连接顺序选择

 子查询重写

 条件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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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 优化器 （1）

⚫ CBO优化器分为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查询转换

◼ 对于某些语句，查询转换器将原始SQL重写为具有较低成本的等价SQL语句，并判断是否有效。

 代价评估

◼ 用于确定给定执行计划的总体成本。

 执行计划生成

◼ 通过尝试不同的访问路径，连接方法和连接顺序来探索SQL的各种可选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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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 优化器 （2）

⚫ CBO优化器评估执行代价依赖于统计信息，数据库根据表的元组数、字段宽度、NULL记

录比率、distinct值、MCV值等表的特征值，以及一定的代价计算模型，计算出每一个执

行步骤的不同执行方式的输出元组数和执行代价（cost），进而选出整体执行代价最小/

首元组返回代价最小的执行方式进行执行。

⚫ 使用CBO时，必须保证为表和相关的索引搜集足够的统计数据。对数据经常有增、删、

改的表最好定期对表和索引进行分析。

⚫ 数据库掌握了充分反映实际的统计数据，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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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信息

⚫ 什么是统计信息？

 CBO优化器需要根据表/索引中的数据来选择查询数据的方式，由于表中的数据量很大，不可

能每次执行查询时实时的统计表中的数据量以及数据分布，所以需要定期分析数据，把表和索

引的数据分布情况保存到数据字典里，以便优化器使用，这就是统计信息。

⚫ openGauss是基于代价估算生成的最优执行计划。优化器需要根据analyze收集的统计信

息行数估算和代价估算，因此统计信息对优化器行数估算和代价估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通过analyze收集全局统计信息，主要包括：pg_class表中的relpages和reltuples；

pg_statistic 表 中 的 stadistinct 、 stanullfrac 、 stanumbersN 、 stavaluesN 、

histogram_bound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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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收集统计信息

⚫ 建议在执行了大批量插入/删除操作后，例行对表或全库执行ANALYZE语句更新统计信息。

⚫ 对于在批处理脚本或者存储过程中生成的中间表，也需要在完成数据生成之后显式的调

用ANALYZE。

⚫ 对于表中多个列有相关性，且查询中有同时基于这些列的条件或分组操作的情况，可尝

试收集多列统计信息，以便查询优化器可以更准确地估算行数，并生成更有效的执行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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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收集统计信息

⚫ ANALYZE语句可收集与数据库中表内容相关的统计信息，统计结果存储在系统表PG_STATISTIC中。

查询优化器会使用这些统计数据，以生成最有效的执行计划。

⚫ 操作步骤

 更新单张表的统计信息。

 更新全库统计信息。

 收集tablename表的col_1、col_2列的多列统计信息。

 添加tablename表的col_1、col_2列的多列统计信息声明。

ANALYZE tablename; 

ANALYZE; 

ANALYZE tablename (col_1, col_2);

ALTER TABLE tablename ADD STATISTICS (col_1, col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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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信息对应视图

⚫ PG_STATISTIC系统表存储有关该数据库中表和索引列的统计数据。需要有系统管理员权

限才可以访问此系统表。该视图需要授权访问。

名称 类型 描述

starelid   oid     所描述的字段所属的表或者索引
starelkind char    所属对象的类型

staattnum  smallint 所描述的字段在表中的编号，从1开始

stainherit Boolean 是否统计有继承关系的对象。

stanullfrac real    该字段中为NULL的记录的比率

stawidth   integer 非NULL记录的平均存储宽度，以字节计
stadistinct real    标识全局统计信息中所有DN上字段里唯一的非NULL数据值的数目

stakindN   smallint 一个编码，表示这种类型的统计存储在pg_statistic行的第n个“槽位”

stao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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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umbers real[]  
第n个“槽位”类型的字段数据值，如果该槽位类型不 存储任何数据值，
则就是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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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和列存

行存储（记录顺序从上到下）

Row1 1001 张三 男 21 5000.00

Row2 1002 赵四 女 22 6000.00

Row3 1003 王五 男 30 15000.00

Row4 1004 李 女 18 3500.00

数
据
存
储
序
列
方
向

列存储（记录顺序从上到下）

C1 1001 1002 1003 1004

C2 张三 赵四 王五 李

C3 男 女 男 女

C4 21 22 30 18

C5 5000.00 6000.00 15000.00 3500.00

数
据
存
储
序
列
方
向

行存储

列存储

工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薪水
1001 张三 男 21 5000.00

1002 赵四 女 22 6000.00

1003 王五 男 30 15000.00

1004 李 女 18 3500.00

select name,age from 
employee;
对于列存储表的查询，只要扫
描少量所需要列对应的存储即
可，IO开销比较小。

写入过程要把记录拆开后不同
的列数据分别写入不同的存储
区域，多次写入过程会导致IO
次数增加，效率相对较慢。

⚫ 按照数据的存储方式，表分为两种

 行存储表

 列存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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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存储比较

⚫ 行存表

 表的数据将以行式存储，每行的所有属性存储到一起。

 适合查询一行的所有属性。

 INSERT、UPDATE效率高。

 默认方式。

⚫ 列存表

 表的数据将以列式存储，每列的多个纪录存储到一起。

 适用于海量数据查询，减少磁盘访问数据量。投影高效。

 INSERT、UPDATE效率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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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混存

⚫ 使用ORIENTATION关键字指定存储方式：

 ROW

 COLUMN

⚫ 使用COMPRESSION关键字指定压缩级别：

 压缩级别越高，压缩比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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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技术 （1）

⚫ 在openGauss中，数据分区是在一个节点内部对数据按照用户指定的策略做进一步的水

平分表，将表中的数据按照指定方式划分为多个互不重叠的部分。

⚫ 对于大多数用户使用场景，分区表和普通表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改善查询性能：对分区对象的查询可以仅搜索自己关心的分区，提高检索效率。

 增强可用性：如果分区表的某个分区出现故障，表在其他分区的数据仍然可用。

 方便维护：如果分区表的某个分区出现故障，需要修复数据，只修复该分区即可。

 均衡I/O：可以把不同的分区映射到不同的磁盘以平衡I/O，改善整个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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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技术 （2）

⚫ openGauss数据库支持范围分区表、列表分区表、哈希分区表：

 范围分区表：将数据基于范围映射到每一个分区，这个范围是由创建分区表时指定的分区键决定的。这种分区方式是

最为常用的。

 范围分区功能，即根据表的一列或者多列，将要插入表的记录分为若干个范围（这些范围在不同的分区里没有重叠），

然后为每个范围创建一个分区，用来存储相应的数据。用户在CREATE TABLE时增加PARTITION参数，即表示针对此

表应用数据分区功能。

 列表分区表：将数据基于各个分区内包含的键值映射到每一个分区，分区包含的键值在创建分区时指定。

 列表分区功能，即根据表的一列，将要插入表的记录中出现的键值分为若干个列表（这些列表在不同的分区里没有重

叠），然后为每个列表创建一个分区，用来存储相应的数据。

 哈希分区表：将数据通过哈希映射到每一个分区，每一个分区中存储了具有相同哈希值的记录。

 哈希分区功能，即根据表的一列，通过内部哈希算法将要插入表的记录划分到对应的分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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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技术 （3）

⚫ 用户在CREATE TABLE时增加PARTITION参数，即表示针对此表应用数据分区功能。用

户可以在实际使用中根据需要调整建表时的分区键，使每次查询结果尽可能存储在相同

或者最少的分区内（称为“分区剪枝”），通过获取连续I/O大幅度提升查询性能。

⚫ 实际业务中，时间经常被作为查询对象的过滤条件。因此，用户可考虑选择时间列为分

区键，键值范围可根据总数据量、一次查询数据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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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分区表

操作 命令

创建分区表 使用CREATE TABLE命令创建分区表。

修改分区表行迁移
属性

使用ALTER TABLE { ENABLE | DISABLE } ROW MOVEMENT命令修改分区
表行迁移属性。

增加分区 使用ALTER TABLE ADD PARTITION命令为分区表增加分区。

删除分区 使用ALTER TABLE DROP PARTITION命令删除分区表的分区。

重命名分区 使用ALTER TABLE RENAME PARTITION命令重命名分区。

清空分区 使用ALTER TABLE TRUNCATE PARTITION命令清空分区。

查询分区 使用SELECT命令查询分区。

创建分区表索引 使用CREATE INDEX命令创建分区表索引。

重命名索引分区 使用ALTER INDEX RENAME PARTITION命令重命名分区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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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表基本操作 （1）
⚫ 创建示例

 创建范围分区表student1，含有三个分区，分区键为整数类型。 三个分区的范围分别为：score1 < 60，60 <= score2 

< 80，80 <= score3 <90。

⚫ 删除示例

 删除分区score1

CREATE TABLE student1 
( 

name varchar(30), 
score int, 
birthday timestamp 

) 
PARTITION BY RANGE(score) 
( 

PARTITION score1 VALUES LESS THAN(60), 
PARTITION score2 VALUES LESS THAN(80), 
PARTITION score3 VALUES LESS THAN(90) 

);

ALTER TABLE student1 DROP PARTITION scor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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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表基本操作 （2）

⚫ 增加示例

 增加分区score4，范围为 90 <= score4 <=100

⚫ 重命名示例

 重命名分区score2为score2_new：

⚫ 查询示例

 查询分区score2 

ALTER TABLE student1 ADD PARTITION score4 VALUES LESS THAN (101); 

ALTER TABLE student1 RENAME PARTITION score2 TO score2_new; 

SELECT * FROM student1 PARTITION (score2_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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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表基本操作 （3）

⚫ 分区表索引

 创建分区表索引student1_index1，不指定索引分区的名字

 创建分区索引student1_index2，并指定索引分区的名字

 重命名索引分区

CREATE INDEX student1_index2 ON student1 (score) LOCAL 
( 

PARTITION score1_index, 
PARTITION score2_index TABLESPACE ts2, 
PARTITION score3_index TABLESPACE ts3 

) TABLESPACE ts0;  

CREATE INDEX student1_index1 ON student1 (score) LOCAL;  

ALTER INDEX student1_index2 RENAME PARTITION score1_index TO score1_index_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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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设计总结

⚫ 针对已经存在的表进行分区，最好将数据迁移完后再建索引。

⚫ 如果要充分使用分区表的查询优势，必须使用分区时的字段作为过滤条件。

⚫ 需要注意分区后就没有全局唯一性了，各个分区之间是可以有重复的uuid。

⚫ 对于分区键条件查询，效率非常高。

⚫ 分区的字段必须是非空，类似于案件的立案日期和结案日期就不能用作分区字段。

⚫ 分区的备份可以单独备份各个分区，但是如果要备份所有分区只能备份整个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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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NUMA 架构优化

⚫ openGauss根据鲲鹏处理机的多核NUMA架构特点，进行针对性一系列NUMA架构相关

优化，一方面尽量减少跨核内存访问的时延问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鲲鹏多核算力优势，

所提供的关键技术包括重做日志批插、热点数据NUMA分布、CLog分区等，大幅提升TP

系统的处理性能。

⚫ openGauss基于鲲鹏芯片所使用的ARMv8.1架构，利用LSE扩展指令集实现高效的原子操

作，有效提升CPU利用率，从而提升多线程间同步性能，XLog写入性能等。

⚫ openGauss基于鲲鹏芯片提供的更宽的L3缓存cacheline，针对热点数据访问进行优化，

有效提高缓存访问命中率，降低Cache缓存一致性维护开销，大幅提升系统整体的数据访

问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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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NUMA CPU 结构
⚫ NUMA：Non Uniform Memory Access。

⚫ NUMA距离：NUMA node的处理器和内存块
的物理距离。通过numactl工具可以查询到

CPU访问的距离信息。

node/ node 

distances

0 1 2 3

0 10 16 32 33

1 16 10 25 32

2 32 25 10 16

3 33 32 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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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A ARM 原子指令
⚫ CAS（Compare and Swap），原子操作，用于多线程操作下，确保数据写入的一致性。

⚫ 在多线程编程中实现不被打断的数据交换操作，避免同时改写某一数据时由于执行顺序不确定性及中断的不可预知性导致

数据不一致问题。

CAS实现方式一：由ldxr和stlxr指令来实现

CAS实现方式二：由casal一条指令来实现

四个指令 → 1个指令，提升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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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A 内核数据结构

⚫ 线程绑核，避免线程在核间偏移。

⚫ NUMA化数据结构改造，减少跨核访
问。

⚫ 数据分区，减少线程访问冲突。

⚫ 算法调整，减少单点瓶颈。

⚫ 借助ARM原子指令，减少计算开销。

DIE1

DIE4

DRAM

DRAM

DIE2

DIE3

DRAM

DRAM

hydra

hydra

1

2

3

4

Micro partition Micro partition

Micro partition Micro partition

openGauss
process

openGauss
process

openGauss process openGaus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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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A 线程绑核

整改前：线程随机调度
整改后：绑核调度

线程

CPU核

NUMA Node

1、网络中断和后台业务线程分开绑核。
2、不同业务线程分开绑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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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A 多核优化结果

服务
器

项目 型号 数量

Taish
an

2280 
V2

CPU

Kunpeng 
920/64cores

/
64threads

2(每个cpu
包含

64cores,共
计

128cores)

主频 2.6Ghz ---

内存
DDR4,2933

MT/s
512G

网络 Hi1822

硬盘 NVME;3.2T 4

OS
openEuler-
20.03-LTS

1

基于鲲鹏920，TPCC测试性能达到
150W tpmC。
CPU运行效率接近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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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P 并行技术 （1）

⚫ openGauss的SMP并行技术是一种利用计算机多核CPU架

构来实现多线程并行计算，以充分利用CPU资源来提高查

询性能的技术。

⚫ 首先，SMP并行执行是在线程级别上来完成任务的并行

执行，理论上是可以使并行执行的子任务数达到物理服

务器核数的上限。

⚫ 其次，SMP并行线程是在同一个进程内，可以直接通过

内存进行数据交换，不需要占用网络连接与带宽。降低

了限制MPP系统性能提升的网络因素的影响。

⚫ 最后，由于并行子任务启动后不需要附带其他后台工作

线程，这样可以增加系统计算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SMP并行执行示意图

1    2     3    4    5    6
Aggregate

Thread 0

Aggregate

Thread 0

Aggregate

Thread 1

1   3    5

2 4 6

Output

Output

D
ata patitioning

D
ata pat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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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P 并行技术 （2）

⚫ 数据库不仅需要MPP（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并行技术做到很好的水平scale-

out（横向扩展），同时也需要支持SMP（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并行技术在单

机上实现更好的scaleup（纵向扩展）。

⚫ SMP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升数据库的性能：

 显著减小单个查询的执行时间。

 可以提升相同时间段内系统的throughput，有效提升系统资源的利用率。

⚫ SMP并行技术通过多线程多子任务并行执行的机制实现系统计算资源的充分高效使用。

显然SMP多线程轻量执行的模式无疑能够解决MPP架构部署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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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 – 架构模式

⚫ 为了保证故障的可恢复，需要将数据写多份，设置主备多个副本，通过日志进行数据同

步，可以实现节点故障、停止后重启等情况下，openGauss能够保证故障之前的数据无

丢失，满足ACID特性。

⚫ 主备环境支持两种模式：

 主备模式

 一主多备模式

⚫ 主备之间可以通过switchover进行角色切换，主机故障后可以通过failover对备机进行升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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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备模式架构图

⚫ 主备模式相当于两个数据副本，主机和备机各一个数据副本，备机接受日志、执行日志

回放。

Storage

OpenGauss 主

网络通道10GE

客户端驱动

业务应用

OpenGauss 备

Storage

读写 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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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多备架构图

⚫ 一主多备提供更高的容灾能力，适合于更高可靠性事务处理的OLTP系统。

Storage

OpenGauss 主

网络通道10GE

客户端驱动

业务应用

OpenGauss 备

Storage

读/写 只读

Storage

只读

OpenGauss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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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主备切换 （1）

⚫ 操作场景

 openGauss在运行过程中，数据库管理员可能需要手工对数据库节点做主备切换。例如发现数

据库节点主备failover后需要恢复原有的主备角色，或怀疑硬件故障需要手动进行主备切换。

级联备机不能直接转换为主机，只能先通过switchover或者failover成为备机，然后再切换为主

机。

⚫ 操作步骤

 以操作系统用户omm登录数据库任意节点，执行如下命令，查看主备情况。

 以操作系统用户omm登录准备切换为主节点的备节点，执行如下命令。

gs_om -t status --detail

gs_ctl switchover -D /home/omm/cluster/d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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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主备切换 （2）

 主机故障时，可以在备机执行如下命令。

 switchover或failover成功后，执行如下命令记录当前主备机器信息。

gs_ctl failover -D /home/omm/cluster/dn1/

gs_om -t refresh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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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 – 主备机

⚫ 多副本的部署形态，提供了抵御实例级故障的能力。适用于不要求机房级别容灾，但是

需要抵御个别硬件故障的应用场景。

⚫ 一般多副本部署时使用1主2备模式，总共3个副本，3个副本的可靠性为4个9，可以满足

大多数应用的可靠性要求。

 主备间Quorum复制，至少同步到一台备机，保证最大性能。

 主备任意一个节点故障，不影响业务的进行。

 数据有三份，任何一个节点故障，系统仍然有双份数据确保继续运行。任何一个备份都可以升

主。

 主备实例之间不可部署在同一台物理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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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RTO （1）

⚫ 概念介绍

⚫ RTO

 Recovery Time Objective，复原时间目标。

 以应用为出发点。

 能够容忍的应用系统恢复时间段。

⚫ RPO

 Recovery Point Objective，复原点目标。

 以数据为出发点。

 是指能容忍的最大数据丢失量。当业务恢复后，恢复得到的数据所对应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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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RTO （2）

Storage

OpenGauss 主

网络通道10GE

客户端驱动

业务应用

OpenGauss 备

Storage

读/写 只读

1、最多可能丢失的数据的时长（RPO）：
恢复业务系统后与中断时相比的数据损失量，
反映恢复数据完整性的指标。

2、系统恢复正常所需要的最大时长（RTO）：
业务从中断到恢复正常所需的时间，反映业务
恢复及时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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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RTO （3）

⚫ 增量检查点技术：Checkpoint点效率和频率更高，减少宕机恢复时间，降低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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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数据库RTO 时间

在60%负载、70+万tpmC下可达RTO<10s（主备切换指令后10秒内，备机接管业务）。

OpenGauss 备

Storage

只读

业务应用

OpenGauss 主

Storage

读/写

业务应用

gs_ctl fai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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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密态数据库等值查询

⚫ 密态数据库意在解决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隐私保护问题，使得系统无论在何种业务场景和环境下，

数据在传输、运算以及存储的各个环节始终都处于密文状态。

⚫ 当数据拥有者在客户端完成数据加密并发送给服务端后，在攻击者借助系统脆弱点窃取用户数据

的状态下仍然无法获得有效的价值信息，从而起到保护数据隐私的能力。

⚫ 由于整个业务数据流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都是以密文形态存在，通过全密态数据库，可以实现：

 保护数据在云上全生命周期的隐私安全，无论数据处于何种状态，攻击者都无法从数据库服务端获取有

效信息。

 帮助云服务提供商获取第三方信任，无论是企业服务场景下的业务管理员、运维管理员，还是消费者云

业务下的应用开发者，用户通过将密钥掌握在自己手上，使得高权限用户无法获取数据有效信息。

 让云数据库借助全密态能力更好的遵守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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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密态等值查询流程

⚫ 三层秘钥管理机制：根秘钥，主

秘钥和列加密秘钥。

⚫ 客户端完成数据的加密和解密，

服务器完成密态数据计算。

⚫ 不需要加密的字段仍然是明文处

理。

任务请求

客户端
（解析层）

加密模块

加密解密

秘钥管理

导入导出

openGauss
明文请求
密文请求

密态等值查询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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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密态数据库等值查询 （1）

⚫ 密态等值查询支持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 类型 描述

整型

tinyint/tinyint(n) 微整数，同int1

smallint 小整数，同int2

int4 常用整数

binary_integer Oracle兼容类型，常用整数

bigint/bigint(n) 大整数，同int8

数值类型
numeric(p,s) 精度为p的准确数值类型

number Oracle兼容类型，等同numeric(p,s)

浮点类型

float4 单精度浮点数

float8 双精度浮点数

double precision 双精度浮点数



Huawei Confidential211

全密态数据库等值查询 （2）

数据类 类型 描述

字符类型

char/char(n) 定长字符串，不足补空格，默认精度为1

varchar(n) 变长字符串, n是指允许的最大字节长度

text 文本类型

varchar2(n) Oracle兼容类型，等同varchar(n)

clob 大文本类型

二进制类型
bytea 变长的二进制字符串

blob 二进制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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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数据脱敏机制 （1）

⚫ 数据隐私保护是数据库安全所需要具备的安全能力之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非授权

用户对隐私数据的访问，保证隐私数据安全。

⚫ 动态数据脱敏机制是一种通过定制化制定脱敏策略从而实现对隐私数据保护的一种技术，

可以有效地在保留原始数据的前提下解决非授权用户对敏感信息的访问问题。

⚫ 当管理员指定待脱敏对象和定制数据脱敏策略后，用户所查询的数据库资源如果关联到

对应的脱敏策略时，则会根据用户身份和脱敏策略进行数据脱敏，从而限制非授权用户

对隐私数据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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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数据脱敏机制 （2）

⚫ 动态数据脱敏机制基于资源标签进行脱敏策略的定制化，可根据实际场景选择特定的脱敏方式，

也可以针对某些特定用户制定脱敏策略。一个完整的脱敏策略创建的SQL语法如下所示：

⚫ 其中，label_for_creditcard和msk_name为本轮计划脱敏的资源标签，分别包含了两个列对象；

creditcardmasking、randommasking为预置的脱敏函数；msk_creditcard定义了所有用户对

label_for_creditcard标签所包含的资源访问时做creditcardmasking的脱敏策略，不区分访问源；

msk_name定义了本地用户dev对label_for_name标签所包含的资源访问时做randommasking的

脱敏策略；当不指定FILTER对象时则表示对所有用户生效，否则仅对标识场景的用户生效。

CREATE RESOURCE LABEL label_for_creditcard ADD COLUMN(user1.table1.creditcard); 
CREATE RESOURCE LABEL label_for_name ADD COLUMN(user1.table1.name); 
CREATE MASKING POLICY msk_creditcard creditcardmasking ON LABEL(label_for_creditcard); 
CREATE MASKING POLICY msk_name randommasking ON LABEL(label_for_name) FILTER ON 
IP(local), ROLES(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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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数据脱敏机制 （3）

⚫ 当前，预置的脱敏函数包括：

脱敏函数名 示例

creditcardmasking '4880-9898-4545-2525' 将会被脱敏为 'xxxx-xxxx-xxxx-2525'，该函数仅对后4位
之前的数字进行脱敏

basicemailmasking 'abcd@gmail.com' 将会被脱敏为'xxxx@gmail.com'，对出现第一个'@'之前的文
本进行脱敏

fullemailmasking 'abcd@gmail.com' 将会被脱敏为 'xxxx@xxxxx.com'，对出现最后一个'.'之前的文
本（除'@'符外）进行脱敏

alldigitsmasking 'alex123alex' 将会被脱敏为 'alex000alex'，仅对文本中的数字进行脱敏

shufflemasking 'hello word' 将会被随机打乱顺序脱敏为 'hlwoeor dl'，该函数通过字符乱序排列
的方式实现，属于弱脱敏函数，语义较强的字符串不建议使用该函数脱敏

randommasking 'hello word' 将会被脱敏为 'ad5f5ghdf5'，将文本按字符随机脱敏

maskall '4880-9898-4545-2525' 将会被脱敏为 '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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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控制

⚫ 管理用户对数据库的访问控制权限，涵盖数据库系统权限和对象权限。

⚫ 支持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机制，将角色和权限关联起来，通过将权限赋予给对应的角色，再将角色授予给用

户，可实现用户访问控制权限管理。其中登录访问控制通过用户标识和认证技术来共同实现，而对象访问控

制则基于用户在对象上的权限，通过对象权限检查实现对象访问控制。用户在为相关的数据库用户分配完成

任务所需要的最小权限从而将数据库使用风险降到最低。

⚫ 支持三权分立权限访问控制模型，数据库角色可分为系统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和审计管理员。其中安全管理

员负责创建和管理用户，系统管理员负责授予和撤销用户权限，审计管理员负责审计所有用户的行为。

⚫ 默认情况下，使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模型。客户可通过设置参数来选择是否开启三权分立控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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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1）

⚫ 什么是基于角色的用户管理？

 基于角色的用户管理（Role-Based Access Control，简称RBAC）是通过为角色赋予权限，用

户通过成为适当的角色而得到这些角色的权限。

 使用RBAC可以极大简化对权限的管理。

⚫ 什么是RBAC模型？

 为角色赋予适当的权限。

 指定用户为相应的角色。

用户

角色

权限1 权限2 权限n



Huawei Confidential217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2）

⚫ RBAC授权实际上是Who、What、How三元组的关系。

 Who：权限的拥有者或主体（如用户）；

 What：权限针对的对象（如表、函数）；

 How：具体的权限（正向授权、负向授权）。

⚫ RBAC模型中用户、角色、权限的关系。

 一个用户可对应多个角色；

 一个角色可对应多个用户；

 一个角色可以拥有多个权限；

 一种权限可以被分配给许多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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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3）

⚫ 其他访问控制模型

 Access control lists（ACL）

 Attribute-Based access control（ABAC）

 Policy-Based access control（PBAC）

⚫ RBAC的特点与优势

 间接关系

 职责分离

 便于授权管理

 可以支持最小特权原则、责任分离原则、数据抽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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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级访问控制 （1）

⚫ 行级访问控制特性将数据库访问控制精确到数据表行级别，使数据库达到行级访问控制的能力。

⚫ 不同用户执行相同的SQL查询操作，读取到的结果是不同的。

⚫ 用户可以在数据表创建行访问控制（Row Level Security）策略，该策略是指针对特定数据库用户、

特定SQL操作生效的表达式：

 当数据库用户对数据表访问时，若SQL满足数据表特定的Row Level Security策略，在查询优化阶段将满

足条件的表达式，按照属性（PERMISSIVE | RESTRICTIVE）类型，通过AND或OR方式拼接，应用到执行

计划上。

⚫ 行级访问控制的目的是控制表中行级数据可见性，通过在数据表上预定义Filter，在查询优化阶段

将满足条件的表达式应用到执行计划上，影响最终的执行结果。

⚫ 当前受影响的SQL语句包括SELECT，UPDATE，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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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级访问控制 （2）

⚫ 打开行访问控制策略开关：

⚫ 创建行访问控制策略，当前用户只能查看用户自身的数据：

 注意：tablename为所创建的表名，tablename_rls为创建的行级访问控制策略名。

ALTER TABLE tablename ENABLE ROW LEVEL SECURITY;

CREATE ROW LEVEL SECURITY POLICY tablename_rls ON tablename USING(role = CURRENT_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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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审计

⚫ 审计日志记录用户对数据库的启停、连接、DDL、DML、DCL等操作。审计日志机制主

要增强数据库系统对非法操作的追溯及举证能力。

⚫ 用户可以通过参数配置对哪些语句或操作记录审计日志。

⚫ 审计日志记录事件的时间、类型、执行结果、用户名、数据库、连接信息、数据库对象、

数据库实例名称和端口号以及详细信息。支持按起止时间段查询审计日志，并根据记录

的字段进行筛选。

⚫ 数据库安全管理员可以利用这些日志信息，重现导致数据库现状的一系列事件，找出非

法操作的用户、时间和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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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审计机制

⚫ 除上述数据审计功能外，还支持统一审计机制。统一审计机制是一种通过定制化制定审

计策略而实现高效安全审计管理的一种技术。当管理员定义审计对象和审计行为后，用

户执行的任务如果关联到对应的审计策略，则生成对应的审计行为，并记录审计日志。

定制化审计策略可涵盖常见的用户管理活动，DDL和DML行为，满足日常审计诉求。



Huawei Confidential223

统一审计

⚫ 统一审计（Unified Auditing）利用策略和条件在数据库内部有选择地进行审计，管理员

可以对数据库资源或资源标签统一地配置审计策略，从而达到简化管理、针对性地生成

审计日志、减少审计日志冗余、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

⚫ 管理员可以定制化的为操作行为或数据库资源配置审计策略，该策略针对特定的用户场

景、用户行为或数据库资源进行审计。在开启了统一审计功能后，当用户访问数据库时，

系统将根据用户身份信息如：访问IP、客户端工具、用户名来匹配相应的统一审计策略，

之后根据策略信息对用户行为按照访问资源（LABEL）和用户操作类型（DML|DDL）进

行统一审计。

⚫ 统一审计的目的是将现有的传统审计行为转变为针对性的跟踪审计行为，将目标之外的

行为排除在审计之外，从而简化了管理，提高了数据库生成审计数据的安全性。



Huawei Confidential224

创建统一审计策略

⚫ 只有具有poladmin，sysadmin或初始用户才能进行统一审计策略的创建。同时需开启安

全策略开关，即设置GUC参数enable_security_policy=on，策略才会生效。

CREATE AUDIT POLICY [ IF NOT EXISTS ] policy_name { { privilege_audit_clause | 
access_audit_clause } [ filter_group_clause ] [ ENABLE | DISABLE ] };
• privilege_audit_clause：
PRIVILEGES { DDL | ALL } [ ON LABEL ( resource_label_name [, ... ] ) ]
• access_audit_clause：
ACCESS { DML | ALL } [ ON LABEL ( resource_label_name [, ... ] ) ]
• filter_group_clause：
FILTER ON { ( FILTER_TYPE ( filter_value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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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统一审计策略示例 （1）

⚫ 步骤一：创建dev_audit和bob_audit用户。

⚫ 步骤二：创建表tb_for_audit。

⚫ 步骤三：创建资源标签。

⚫ 步骤四：对数据库执行create操作创建审计策略。

CREATE USER dev_audit PASSWORD 'dev@1234';
CREATE USER bob_audit password 'bob@1234';

CREATE TABLE tb_for_audit(col1 text, col2 text, col3 text);

CREATE RESOURCE LABEL adt_lb0 add TABLE(tb_for_audit);

CREATE AUDIT POLICY adt2 ACCESS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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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统一审计策略示例 （2）

⚫ 步骤五：仅审计记录用户dev_audit和bob_audit在执行针对adt_lb0资源进行的create操

作数据库创建审计策略。

⚫ 仅审计记录用户dev_audit和bob_audit,客户端工具为psql和gsql，IP地址为'10.20.30.40',

'127.0.0.0/24'，在执行针对adt_lb0资源进行的select、insert、delete操作数据库创建审

计策略。

CREATE AUDIT POLICY adt3 PRIVILEGES CREATE ON LABEL(adt_lb0) FILTER ON
ROLES(dev_audit, bob_audit);

CREATE AUDIT POLICY adt4 ACCESS SELECT ON LABEL(adt_lb0), INSERT ON LABEL(adt_lb0),DELETE 
FILTER ON ROLES(dev_audit, bob_audit), APP(psql, gsql), IP('10.20.30.40', '127.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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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删除统一审计策略

⚫ 只有具有poladmin，sysadmin或初始用户才能进行统一审计策略的修改及删除。

ALTER AUDIT POLICY [ IF EXISTS ] policy_name { ADD | REMOVE } 
{ [ privilege_audit_clause ] [ access_audit_clause ] };
ALTER AUDIT POLICY [ IF EXISTS ] policy_name MODIFY ( filter_group_clause );
ALTER AUDIT POLICY [ IF EXISTS ] policy_name DROP FILTER;
ALTER AUDIT POLICY [ IF EXISTS ] policy_name COMMENTS policy_comments;
ALTER AUDIT POLICY [ IF EXISTS ] policy_name { ENABLE | DISABLE };

DROP AUDIT POLICY [IF EXISTS] policy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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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审计相关系统表

⚫ GS_AUDITING_POLICY：GS_AUDITING_POLICY系统表记录统一审计的主体信息，每条

记录对应一个设计策略。

⚫ GS_AUDITING_POLICY_ACCESS：GS_AUDITING_POLICY_ACCESS系统表记录与DML数

据库相关操作的统一审计信息。

⚫ GS_AUDITING_POLICY_FILTERS：GS_AUDITING_POLICY_FILTERS系统表记录统一审计

相关的过滤策略相关信息，每条记录对应一个设计策略。

⚫ GS_AUDITING_POLICY_PRIVILEGES：GS_AUDITING_POLICY_PRIVILEGES系统表记录

统一审计DDL数据库相关操作信息，每条记录对应一个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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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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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R 诊断报告概述

⚫ WDR（Workload Diagnosis Report）基于两次不同时间点系统的性能快照数据，生成这

两个时间点之间的性能表现报表，用于诊断数据库内核的性能故障。

⚫ WDR报告是长期性能问题最主要的诊断手段。基于SNAPSHOT的性能基线，从多维度做

性能分析，能帮助DBA掌握系统负载繁忙程度、各个组件的性能表现及性能瓶颈。

⚫ SNAPSHOT也是后续性能问题自诊断和自优化建议的重要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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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R 诊断报告

⚫ WDR主要依赖两个组件：

 SNAPSHOT性能快照：性能快照可以配置成按一定时间间隔从内核采集一定量的性能数据，持

久化在用户表空间。任何一个SNAPSHOT可以作为一个性能基线，其他SNAPSHOT与之比较

的结果，可以分析出与基线的性能表现。

 WDR Reporter：报告生成工具基于两个SNAPSHOT，分析系统总体性能表现，并能计算出更

多项具体的性能指标在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量，生成SUMMARY 和DETAIL两个不同级别

的性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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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R 报告生成

⚫ 前提条件

 WDR Snasphot在启动后（即参数enable_wdr_snapshot为on时），且快照数量大于等于2。

⚫ 操作步骤

 执行如下命令查询已经生成的快照，以获取快照的snapshot_id。

 （可选）执行如下命令手动创建快照。数据库中只有一个快照或者需要查看在当前时间段数据

库的监控数据，可以选择手动执行快照操作，该命令需要用户具有sysadmin权限。

select * from snapshot.snapshot;

select create_wdr_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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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R 报告生成示例

⚫ 查询已经生成的快照。

⚫ 执行如下命令将查询到的信息写入性能报告中。

⚫ 生成格式化性能报告wdrTestNode.html。

⚫ 关闭性能报告

postgres=# \a \t \o /home/om/wdrTestNode.html
Output format is unaligned.
Showing only tuples.

postgres=# select * from snapshot.snapshot;
snapshot_id |           start_ts |            end_ts
-------------+-------------------------------+-------------------------------

1 | 2020-09-07 10:20:36.763244+08 | 2020-09-07 10:20:42.166511+08
2 | 2020-09-07 10:21:13.416352+08 | 2020-09-07 10:21:19.470911+08

postgres=# \o \a \t
Output format is aligned.
Tuples only is off.

select generate_wdr_report(begin_snap_id Oid, end_snap_id Oid, varchar report_type, varchar report_scope, int
node_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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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级别诊断报告
诊断类别 描述

Database Stat

主要用于评估当前数据库上的负载、IO状况。负载和IO是衡量TP系统最最要的特征。
包含当前连接到该数据库的session，提交、回滚的事务数，读取的磁盘块的数量，高速缓存中已经发现的磁盘块的
次数，通过数据库查询返回、抓取、插入、更新、删除的行数，冲突、死锁发生的次数，临时文件的使用量，IO读写
时间等。

Load Profile
从时间，IO，事务，SQL几个维度评估当前系统负载的表现。
包含作业运行elapse time、CPU time，事务日志量，逻辑和物理读的量，读写IO次数、大小，登入登出次数，SQL、
事务执行量，SQL P85、P90响应时间等。

Instance Efficiency 
Percentages

用于评估当前系统的缓存的效率。
主要包含数据库缓存命中率。

Events
用于评估当前系统内核关键资源，关键事件的性能。
主要包含数据库内核关键事件的发生次数，时间的等待时间。

Wait Classes
用于评估当前系统关键事件类型的性能。
主要包含数据内核在主要的等待事件的种类上的发布：STATUS、LWLOCK_EVENT、LOCK_EVENT、IO_EVENT。

CPU 主要包含CPU在用户态、内核态、Wait IO、空闲状态下的时间发布。

IO Profile 主要包含数据库Database IO次数、Database IO数据量、Redo IO次数、Redo IO量。

Memory Statistics 包含最大进程内存、进程已经使用内存、最大共享内存、已经使用共享内存大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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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 级别诊断报告
诊断类别 描述

Time Model
主要用于评估当前系统在时间维度的性能表现。
包含系统在各个阶段上消耗的时间：内核时间、CPU时间、执行时间、解析时间、编译时间、查询重写时间、计划生
成时间、网络时间、IO时间。

SQL Statistics
主要用于SQL语句性能问题的诊断。
包含归一化的SQL的性能指标在多个维度上的排序：Elapsed Time、CPU Time、Rows Returned、Tuples Reads、
Executions、Physical Reads、Logical Reads。这些指标的种类包括：执行时间，执行次数、行活动、Cache IO等。

Wait Events
主要用于系统关键资源，关键时间的详细性能诊断。
包含所有关键事件在一段时间内的表现，主要是事件发生的次数，消耗的时间。

Cache IO Stats
用于诊断用户表和索引的性能。
包含所有用户表、索引上的文件读写，缓存命中。

Utility status
用于诊断后端作业性能的诊断。
包含页面操作，复制等后端操作的性能。

Object stats
用于诊断数据库对象的性能。
包含用户表、索引上的表、索引扫描活动，insert、update、delete活动，有效行数量，表维护操作的状态等。

Configuration 
settings

用于判断配置是够有变更。
包含当前所有配置参数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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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式收集诊断信息 （1）

⚫ 提供多种套件用于捕获、收集、分析诊断数据，使问题可以诊断，加速诊断过程。能根

据开发和定位人员的需要，从生产环境中将必要的数据库日志、集群管理日志、堆栈信

息等提取出来，定位人员根据获得信息进行问题的定界定位。

⚫ 一键式收集工具，根据生产环境中问题的不同，从生产环境中获取不同的信息，从而提

高问题定位定界的效率。用户可以通过改写配置文件，收集自己想要的信息：

 通过linux命令收集操作系统相关的信息

 通过查询系统表或者视图获得数据库系统相关的信息

 数据库系统运行日志和集群管理相关的日志

 数据库系统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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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式收集诊断信息 （2）

 数据库相关进程产生的Core文件

 数据库相关进程的堆栈信息

 数据库进程产生的trace信息

 数据库产生的redo日志文件xlog

 计划复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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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SQL 诊断

⚫ 慢SQL提供给用户对于慢SQL诊断所需的详细信息，用户无需通过复现就能离线诊断特定

慢SQL的性能问题。表和函数接口方便用户统计慢SQL指标，对接第三方平台。

⚫ 慢SQL诊断提供诊断慢SQL所需要的必要信息，帮助开发者回溯执行时间超过阈值的SQL，

诊断SQL性能瓶颈。

⚫ 慢SQL能根据用户提供的执行时间阈值（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记录所有超

过阈值的执行完毕的作业信息。

⚫ 慢SQL提供表和函数两种维度的查询接口，用户从接口中能查询到作业的执行计划，开

始、结束执行时间，执行查询的语句，行活动，内核时间，CPU时间，执行时间，解析

时间，编译时间，查询重写时间，计划生成时间，网络时间，IO时间，网络开销，锁开

销等。所有信息都是脱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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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SQL 诊断—特性增强

⚫ 增加对慢SQL指标信息，安全性（脱敏），执行计划，查询接口的增强。
执行命令查看数据库实例中SQL语句执行信息
gsql> select * from dbe_perf.get_global_full_sql_by_timestamp(start_timestamp, end_timestamp);  
例如：
postgres=# select * from DBE_PERF.get_global_full_sql_by_timestamp('2020-12-01 09:25:22', '2020-12-31 23:54:41'); 
-[ RECORD 1 ]--------+---------------------------------------------------------------------------------------------------------------
---------------------------------------------------------------
node_name | coordinator1 
db_name | postgres
schema_name | "$user",public
origin_node | 1938253334 
user_name | user_dj
application_name | gsql
client_addr | 
client_port | -1 
unique_query_id | 3671179229 
debug_query_id | 72339069014839210 
query                | select name, setting from pg_settings where name in (?) 
start_time | 2020-12-19 16:19:51.216818+08 
finish_time | 2020-12-19 16:19:51.224513+08 
... 
query_plan | Coordinator Name: coordinator1 

| Function Scan on pg_show_all_settings a  (cost=0.00..12.50 rows=5 width=64) 
|   Filter: (name = '***'::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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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性能诊断

⚫ Session性能诊断提供对当前系统所有活跃session进行诊断的能力。由于实时采集所有活跃

session的指标对用户负载的影响加大，因此采取session快照的技术对活跃session的指标进行采

样。从采样中统计出活跃session的统计指标，这些统计指标从客户端信息、执行开始、结束时间，

SQL文本，等待事件，当前数据库对象等维度，反映活跃session的基本信息、状态、持有的资源。

基于概率统计的活跃session信息，可以帮助用户诊断系统中哪些session消耗了更多的CPU、内存

资源，哪些数据库对象是热对象，哪些SQL消耗了更多的关键事件资源等，从而定位出有问题

session、SQL、数据库设计。

⚫ Session采样数据分为两级：

 第一级为实时信息，存储在内存中，展示最近几分钟的活跃session信息，具有最高的精度；

 第二级为持久化历史信息，存储在磁盘文件中，展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活跃session信息，从内存

数据中抽样而来，适合长时间跨度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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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诊断应用价值

⚫ 查看最近用户session最耗资源的事件。

⚫ 查看最近比较占资源的SQL把资源都消耗在哪些等待事件上。

⚫ 查看最近比较耗资源的session把资源都花费在哪些等待事件上。

⚫ 查看最近最耗资源的用户的信息。

⚫ 查看过去session相互阻塞的等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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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性能诊断常用语句 （1）
⚫ 查看session之间的阻塞关系

⚫ 采样blocking session信息

⚫ Final blocking session展示

⚫ 最耗资源的wait event

select sessionid, block_sessionid from pg_thread_wait_status;

select sessionid, block_sessionid from DBE_PERF.local_active_session;

select sessionid, block_sessionid, final_block_sessionid from DBE_PERF.local_active_session;

SELECT s.type, s.event, t.count
FROM dbe_perf.wait_events s, ( 
SELECT event, COUNT(*) 
FROM dbe_perf.local_active_session
WHERE sample_time > now() - 5 / (24 * 60) 
GROUP BY event)t WHERE s.event = t.event ORDER BY count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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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性能诊断常用语句 （2）
⚫ 查看最近五分钟较耗资源的session把资源都花费在哪些event上

⚫ 最近五分钟比较占资源的SQL把资源都消耗在哪些event上

SELECT sessionid, start_time, event, count 
FROM ( 
SELECT sessionid, start_time, event, COUNT(*) 
FROM dbe_perf.local_active_session
WHERE sample_time > now() - 5 / (24 * 60) 
GROUP BY sessionid, start_time, event) as t ORDER BY SUM(t.count) OVER (PARTITION BY t. 
sessionid, start_time)DESC, t.event;

SELECT query_id, event, count 
FROM ( 
SELECT query_id, event, COUNT(*) 
FROM dbe_perf.local_active_session
WHERE sample_time > now() - 5 / (24 * 60) 
GROUP BY query_id, event) t ORDER BY SUM(t.count) OVER (PARTITION BY t.query_id ) DESC, 
t.event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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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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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AI 全景

AI Framework

AI算法(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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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ML/ DL

全应用场景
SQL/DBMS/Kernel

全用户
User/DBA/Developer

深度学习平台(TF/Torch/MindSpore等) 机器学习库(dlib/MADlib等) 优化算法/自研算法

In-DB Analytics

Knobs Tuning Learned Optimizer

Workload Forecasting

View/ Partition Advisor

Workload SchedulingIndex Advisor

Self Diagnosis/ Healing Learned Index/Storage

Self Assembler

In-DB Optimization

In-DB Operator

Self Security

异构计算 KunPeng X86 Ascend GPU

DB4AI AI4DB

Self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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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uner 概述

⚫ X-Tuner是一款数据库集成的参数调优工具，通过结合深度强化学习和全局搜索算法等AI

技术，实现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获取最佳数据库参数配置。

⚫ 调优程序是一个独立于数据库内核之外的工具，不强制与数据库环境部署到一起，支持

独立部署，脱离数据库安装环境独立运行；使用调优程序时，需要提供数据库及其所在

实例的用户名和登录密码信息，以便控制数据库执行benchmark性能测试；在启动调优

程序前，要求用户测试环境交互正常，能够正常跑通benchmark测试脚本、能够正常连

接数据库。

⚫ 该工具可以在任意场景下，快速给出当前负载的调参配置，减少DBA的人工干预，提升

运维效果，满足客户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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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uner 结构图

DRL search

AIgorithm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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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bs

DB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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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ssh

SSH

set knobs/fetch internal metrics

remote 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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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uner 运行模式

⚫ 调优程序X-Tuner包含三种运行模式，分别是:

 recommend: 通过用户指定的用户名等信息登录到数据库环境中，获取当前正在运行的

workload特征信息，根据上述特征信息生成参数推荐报告。报告当前数据库中不合理的参数配

置和潜在风险等；输出根据当前正在运行的workload行为和特征；输出推荐的参数配置。该

模式是秒级的，不涉及数据库的重启操作，其他模式可能需要反复重启数据库。

 train: 通过用户提供的benchmark信息，不断地进行参数修改和benchmark的执行。通过反复

的迭代过程，训练强化学习模型，以便用户在后面通过tune模式加载该模型进行调优。

 tune: 使用优化算法进行数据库参数的调优，当前支持两大类算法，一种是深度强化学习，另

一种是全局搜索算法（全局优化算法）。深度强化学习模式要求先运行train模式，生成训练后

的调优模型，而使用全局搜索算法则不需要提前进行训练，可以直接进行搜索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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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uner 的运行和安装方法 （1）
⚫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运行X-Tuner, 一种是直接通过源码运行，另一种则是通过Python的setuptools将X-Tuner

安装到系统上，而后直接通过 gs_xtuner 命令调用。

⚫ 方法一：直接通过源代码运行

 切换到xtuner的源代码目录下。对于openGauss社区代码来说，该路径在openGauss-

server/src/gausskernel/dbmind/tools/xtuner。对于已经安装的数据库系统，则该源代码路径为

$GAUSSHOME/bin/dbmind/xtuner。

 在当前目录下可以看到 requirements.txt 等文件，通过pip包管理工具根据该 requirements.txt 文件安装依赖：

 安装成功后需要添加环境变量PYTHONPATH，然后可执行main.py. 以获取帮助信息为例，则可以执行：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cd tuner # 切换到 main.py 入口文件所在的目录
export PYTHONPATH='..' # 将上一级目录添加到寻找包的路径中
python main.py --help # 可以直接通过该命令执行获取帮助的动作，其他功能使用方法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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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uner 的运行和安装方法 （2）

⚫ 方法二：将X-Tuner 安装到系统中

 可以通过 setup.py 文件将X-Tuner安装到系统中，然后通过命令gs_xtuner运行。首先需要切

换到xtuner的根目录，该路径在openGauss-server/src/gausskernel/dbmind/tools/xtuner。对

于已经安装的数据库系统，则该源代码路径为 $GAUSSHOME/bin/dbmind/xtuner。

 执行下述命令，Python 会通过自身的setuptools 将本工具安装到Python环境中：

 如果Python的bin目录被添加到PATH环境变量中，则gs_xtuner命令也可以在任何地方被直接

调用。

 以获取帮助信息为例，执行下述命令：

python setup.py install

gs_xtuner --help



Huawei Confidential251

SQLdiag 概述

⚫ SQLdiag是一个SQL语句执行时间预测工具，通过模板化方法，实现在不获取SQL语句执

行计划的前提下，依据语句逻辑相似度与历史执行记录，预测SQL语句的执行时间。

⚫ 现有的预测技术主要基于执行计划的预测方法，但这些预测方案仅适用于OLAP场景且可

以获取执行计划的任务，对于OLTP或者HTAP这样的快速、简单查询是没有太多使用价

值的。与上述方案不同，SQLdiag着眼于数据库的历史SQL语句，通过对历史SQL语句的

执行表现进行总结归纳，将之再用于推断新的未知业务上。由于短时间内数据库SQL语

句执行时长不会有太大的差距，SQLdiag可以从历史数据中检测出与已执行SQL语句相似

的语句结果集，并基于SQL向量化技术和模板化方法预测SQL语句执行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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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diag 优点及使用条件

⚫ SQLdiag工具具有以下优点：

 不需要SQL语句的执行计划，对数据库性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使用场景广泛，目前业内的很多算法局限性比较高，比如只适用于OLTP或者OLAP，而

SQLdiag使用场景广泛。

 该框架鲁棒性强，容易理解，只需要简单的操作，就可以训练出自己的预测模型。

⚫ 使用SQLdiag工具需要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需要保证用户提供的历史日志及待预测负载的格式符合要求，可以使用数据库GUC参数开启收

集，也可以通过监控工具采集。

 为保证预测准确率，用户提供的历史语句日志应尽可能全面并具有代表性。

 按照要求配置python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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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diag 使用

⚫ SQLdiag文件结构如下：

⚫ SQL流水采集方法，使用GUC参数 log_statement 与 log_statement_stats 即可开启日志收集，参数配置为：

 log_statement = all

 log_statement_stats=on

⚫ 操作步骤

 提供历史日志以供模型训练；

 进行训练与预测操作。

Sqldiag
├── data --测试数据集
├── src --源码文件
├── README.md --说明文档
└── main.py --程序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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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diag 使用示例

⚫ 使用提供的训练数据进行训练：

⚫ 使用提供的测试数据进行预测：

⚫ 预测结果分析：

python main.py -m train -f data/train.csv

python main.py -m predict -f data/predict.csv

status: 预测状态
data:

time: sql执行时间
point: sql空间点坐标
cluster: sql类别id 
background: 模板化模型总结
stmts: 对应类别的sql样例
center: 对应类别的sql的中心点坐标
points: 样例sql的空间点坐标
avg_time: 对应类别的平均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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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advisor 概述

⚫ 索引提供指向存储在表的指定列中的数据值的指针，如同图书的目录，能够加快表的查

询速度。

⚫ Index-advisor索引推荐的功能，共包含三个子功能：单query索引推荐、虚拟索引和

workload级别索引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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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query 索引推荐

⚫ 单query索引推荐功能支持用户在数据库中直接进行操作，单query索引推荐功能基于查

询语句的语义信息和数据库的统计信息，对用户输入的单条查询语句生成推荐的索引。

⚫ 单query索引推荐功能涉及的函数接口如下：

函数名 参数 功能

gs_index_advise SQL语句字符串 针对单条查询语句生成推荐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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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query 索引推荐示例 （1）

⚫ 使用gs_index_advise函数，获取针对该query生成的推荐索引，推荐结果由索引的表名和

列名组成。

⚫ 示例一：

 上述结果表明：应当在 bmsql_customer 的 c_w_id 列上创建索引，可以通过下述SQL语句创

建索引：

postgres=> select * from gs_index_advise('SELECT c_discount from bmsql_customer where c_w_id = 10'); 
table | column 
----------------+----------
bmsql_customer | (c_w_id) 
(1 row)

CREATE INDEX idx on bmsql_customer(c_w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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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query 索引推荐示例 （2）

⚫ 示例二：

 则上述语句表明应该在表 t1 上创建一个联合索引(age, sex)，可以通过下述SQL语句创建索引：

postgres=# select * from gs_index_advise(‘select name, age, sex from t1 where age >= 18 and age < 35 and sex = ’‘f'';'); 
table | column 
-------+------------
t1 | (age, sex) 
(1 row)

CREATE INDEX idx1 on t1(age,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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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索引

⚫ 虚拟索引功能支持用户在数据库中直接进行操作，虚拟索引功能将模拟真实索引的建立，避免真

实索引创建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开销，用户基于虚拟索引，可通过优化器评估该索引对指定查询语

句的代价影响。

⚫ 是否开启虚拟索引功能，虚拟索引功能的GUC参数：enable_hypo_index，默认为off。

⚫ 虚拟索引功能涉及的系统函数接口如下表所示：

函数名 参数 功能说明

hypopg_create_index 创建索引语句的字符串 创建虚拟索引。

hypopg_display_index 无 显示所有创建的虚拟索引信息。

hypopg_drop_index 索引的oid 删除指定的虚拟索引。

hypopg_reset_index 无 清除所有虚拟索引。

hypopg_estimate_size 索引的oid 估计指定索引创建所需的空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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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索引示例 （1）
⚫ 使用函数hypopg_create_index创建虚拟索引。例如：

⚫ 开启GUC参数enable_hypo_index，该参数控制数据库的优化器进行EXPLAIN时是否考虑创建的虚拟索引。通过对特定的

查询语句执行explain，用户可根据优化器给出的执行计划评估该索引是否能够提升该查询语句的执行效率。例如：

⚫ 开启GUC参数前，执行EXPLAIN + 查询语句：

postgres=> select * from hypopg_create_index('create index on bmsql_customer(c_w_id)'); 
indexrelid | indexname
------------+-------------------------------------

329726 | <329726>btree_bmsql_customer_c_w_id
(1 row)

postgres=> set enable_hypo_index = on; 
SET

postgres=> explain SELECT c_discount from bmsql_customer where c_w_id = 10; 
QUERY PLAN

----------------------------------------------------------------------
Seq Scan on bmsql_customer (cost=0.00..52963.06 rows=31224 width=4)
Filter: (c_w_id = 10) 
(2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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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索引示例 （2）
⚫ 开启GUC参数后，执行EXPLAIN + 查询语句：

⚫ 通过对比两个执行计划可以观察到，该索引预计会降低指定查询语句的执行代价，用户可考虑创建对应的真实索引。

postgres=> explain SELECT c_discount from bmsql_customer where c_w_id = 10; 
QUERY PLAN 

------------------------------------------------------------------------------------------------------------------
[Bypass] 
Index Scan using <329726>btree_bmsql_customer_c_w_id on bmsql_customer (cost=0.00..39678.69 
rows=31224 width=4) 
Index Cond: (c_w_id = 10) 
(3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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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 级别索引推荐

⚫ 对于workload级别的索引推荐，用户可通过运行数据库外的脚本使用此功能，该功能将包含有多条DML语

句的workload作为输入，最终生成一批可对整体workload的执行表现进行优化的索引。

⚫ workload级别索引推荐使用前提：

 数据库状态正常、客户端能够正常连接。

 当前执行用户下安装有gsql工具，该工具路径已被加入到PATH环境变量中。

 具备Python3.6+的环境。

⚫ 使用步骤：

 准备好包含有多条DML语句的文件作为输入的workload，文件中每条语句占据一行。用户可从数据库的离线日志中获

得历史的业务语句。

 运行python脚本index_advisor_workload.py，命令如下：

python index_advisor_workload.py [p PORT] [d DATABASE] [f FILE] [--h HOST] [-U USERNAME] [-W PASSWORD] [--
max_index_num MAX_INDEX_NUM] [--multi_iter_mode] 



Huawei Confidential263

workload 级别索引推荐示例

⚫ 将执行多条的DML语句保存在tpcc_log.txt文件中，执行index_advisor_workload.py脚本。

⚫ 推荐结果为一批索引，以多个创建索引语句的格式显示在屏幕上，结果如下：

python index_advisor_workload.py 6001 postgres tpcc_log.txt --max_index_num 10 --
multi_iter_mode

create index ind0 on bmsql_stock(s_i_id,s_w_id); 
create index ind1 on bmsql_customer(c_w_id,c_id,c_d_id); 
create index ind2 on bmsql_order_line(ol_w_id,ol_o_id,ol_d_id); 
create index ind3 on bmsql_item(i_id); 
create index ind4 on bmsql_oorder(o_w_id,o_id,o_d_id); 
create index ind5 on bmsql_new_order(no_w_id,no_d_id,no_o_id); 
create index ind6 on bmsql_customer(c_w_id,c_d_id,c_last,c_first); 
create index ind7 on bmsql_new_order(no_w_id); 
create index ind8 on bmsql_oorder(o_w_id,o_c_id,o_d_id); 
create index ind9 on bmsql_district(d_w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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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maly_detection 概述

⚫ anomaly_detection是openGauss集成的、可以用于数据库指标采集、预测以及异常监控与诊断的

AI工具，是dbmind套间中的一个组件。支持采集的信息包括IO_Read、IO_Write、CPU_Usage、

Memory_Usage以及数据库所占磁盘空间等。anomaly_detection可以同时监控多个指标，并预

测每个指标未来的变化趋势，当发现某个指标在未来某段时间或者某个时刻会超出人工设置的阈

值，该工具会通过日志进行报警。

⚫ anomaly_detection由agent和detector两部分组成。

 agent和openGauss数据库环境部署在同一个服务器上。

 detector模块基于http或https和agent模块通信，因此它可以部署到任何可以与agent端进行通信的服务

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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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maly_detection 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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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maly_detection 的运行和安装方法

⚫ 切换到 anomaly_detection 目录下。对于 openGauss 社区代码来说，该路径在

openGauss-server/src/gausskernel/dbmind/tools/anomaly_detection，对于已经安装

的数据库系统，则该源代码路径为 $GAUSSHOME/bin/dbmind/anomaly_detection。

⚫ 在当前目录下可以看到 requirements.txt 等文件，通过 pip包管理工具根据该

requirements.txt 文件安装依赖：

⚫ 安装成功后可执行main.py. 以获取帮助信息为例，则可以执行：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cd anomaly_detection # 切换到 main.py 入口文件所在的目录
python main.py --help # 可以直接通过该命令执行获取帮助的动作，其他功能使用方法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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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监控参数

⚫ 编写指标数据获取接口，以 io_read为例，在 task目录的metric_task.py中编写如下

io_read指标获取函数：

⚫ 在task目录下的metric_task.conf中添加io_read的section：

def io_read(): 
child1 = subprocess.Popen(['pidstat', '-d'], stdout=subprocess.PIPE, shell=False) 
child2 = subprocess.Popen(['grep', 'gaussd[b]'], stdin=child1.stdout, stdout=subprocess.PIPE, shell=False) 
result = child2.communicate() 
if not result[0]: 

return 0.0 
else: 

return result[0].split()[3].decode('utf-8')

[io_read] 
minimum = 30 
maximum = 100 
data_period = 1H 
forecast_interval = 2H 
forecast_period =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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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服务

⚫ 重启agent：

⚫ 重启server：

#本地服务器: 
python main.py stop --role agent
python main.py stop --role agent

#远程服务器：
python main.py start --user USER --host HOST --project-path PROJECT_PATH --role agent    
python main.py stop --user USER --host HOST --project-path PROJECT_PATH --role agent 

#本地服务器: 
python main.py stop --role server
python main.py stop --role server

#远程服务器：
python main.py start --user USER --host HOST --project-path PROJECT_PATH --role server
python main.py stop --user USER --host HOST --project-path PROJECT_PATH --role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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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or 概述

⚫ Predictor是基于机器学习且具有在线学习能力的查询时间预测工具。通过不断学习数据

库内收集的历史执行信息，实现计划的执行时间预测功能。

⚫ Predictor特性需要拉起python进程AIEngine，用于模型的训练和推理。

⚫ Predictor使用前提条件：

 需要保证openGauss处于正常状态，用户通过身份验证成功登录openGauss；

 用户执行的SQL语法正确无报错，且不会导致数据库异常等；

 历史性能数据窗口内openGauss并发量稳定，表结构、表数量不变，数据量无突变，涉及查询

性能的guc参数不变；

 进行预测时，需要保证模型已训练并收敛；

 AiEngine运行环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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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 （1）
⚫ 打开数据收集。

 设置ActiveSQL operator信息相关参数:

 信息收集，执行业务查询语句，查看实时收集数据（预期：满足resource_track_duration和resource_track_cost的作

业被全量收集。）：

⚫ 关闭数据收集。

 设置ActiveSQL operator信息相关参数：

 执行业务查询语句。等待三分钟之后查看当前节点上的数据（预期：所查表和视图无新增数据。）：

enable_resource_track=on 
resource_track_level=operator 
enable_resource_record=on 
resource_track_cost=10  #（默认值为100000）

select * from gs_wlm_plan_operator_history;

enable_resource_track=off 或 resource_track_level=none 或 resource_track_level=query

select * from gs_wlm_plan_operator_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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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 （2）

⚫ 数据持久化保存。

 设置ActiveSQL operator信息相关参数：

 执行业务查询语句。等待三分钟之后查看当前节点上的数据（预期：满足

resource_track_duration和resource_track_cost的作业被全量收集。）：

enable_resource_track=on 
resource_track_level=operator 
enable_resource_record=on 
resource_track_duration=0 #（默认值为60s）
resource_track_cost=10  #（默认值为100000）

select * from gs_wlm_plan_operator_info;



Huawei Confidential272

模型管理

⚫ 新增模型：

 示例：

⚫ 修改模型参数：

⚫ 删除模型：

⚫ 查询现有模型及其状态：

INSERT INTO gs_opt_model values('rlstm', 'model_name', 'datname', '127.0.0.1', 5000, 2000, 1, -1, 64, 512, 0 , false, false, '{S, T}', 
'{0,0}', '{0,0}', 'Text');

INSERT INTO gs_opt_model values('......')；

UPDATE gs_opt_model SET <attribute> = <value> WHERE model_name = <target_model_name>;

DELETE FROM gs_opt_model WHERE model_name = <target_model_name>;

SELECT * FROM gs_opt_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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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

⚫ 配置/添加模型训练参数，模型添加：

⚫ 前提条件为数据库状态正常且历史数据正常收集，删除原有encoding数据：

⚫ 进行数据编码，需要指定数据库名：

⚫ 开始训练：

⚫ 查看模型训练状态：

INSERT INTO gs_opt_model values('rlstm', 'default', 'postgres', '127.0.0.1', 5000, 2000, 1, -1, 64, 512, 0 , false, false, '{S, T}', '{0,0}', 
'{0,0}', 'Text');

DELETE FROM gs_wlm_plan_encoding_table;

SELECT gather_encoding_info('postgres');

SELECT model_train_opt('rlstm', 'default');

SELECT * FROM track_model_train_opt('rlstm',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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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QL 概述 （1）

⚫ 数据库DeepSQL特性实现DB4AI功能，即在数据库内实现AI算法，以更好的支撑

大数据的快速分析和计算。openGauss提供了一整套基于SQL的机器学习、数据

挖掘以及统计学的算法，用户可以直接使用SQL进行机器学习工作。

⚫ DeepSQL能够抽象出端到端从数据到模型的研发过程，配合底层的引擎及自动优

化，具备基础SQL知识的技术人员即可完成大部分的机器学习模型训练及预测任

务。整个分析和处理都运行在数据库引擎中，用户可以直接分析和处理数据库内

的数据，不需要在数据库和其它平台之间进行数据传递，避免在多个环境之间进

行不必要地数据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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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QL 概述 （2）

⚫ DeepSQL是对openGauss DB4AI能力的增强。DeepSQL将常用的机器学习算法封装为SQL语句，

支持60多个常用算法。其中包括回归算法（例如线性回归，逻辑回归，随机森林等）、分类算法

（比如KNN等）、聚类算法（比如K-means）等。除了基础的机器学习算法之外，还包括图相关

的算法，比如最短路径，图形直径等等算法；此外还支持数据处理（比如PCA），稀疏向量，统

计学常用算法（比如协方差，Pearson系数计算等），训练集测试集分割方法，交叉验证方法等。

⚫ DeepSQL环境包括编译数据库和安装算法库两个部分。

⚫ DeepSQL使用前提条件：

 环境中安装python2.7.12以上版本Python。

 数据库需要开启对PL/Python存储过程的支持。

 安装算法库需要拥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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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多选题）openGauss的部署形态有哪几种？

A. 单机部署

B. 一主一备部署

C. 一主多备部署

D. 双主部署

2. （简答题）openGauss的AI特性由哪两大块组成？分别有哪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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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本章主要讲述openGauss数据库的物理架构以及逻辑架构，并分别介绍了

openGauss的典型组网以及部署方案。同时，从高性能、高可用、高安全、易

维护和AI能力几个方面对openGauss数据库的关键特性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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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推荐

⚫ 华为云：

 https://www.huaweicloud.com/

⚫ openGauss帮助文档：

 https://opengauss.org/zh/docs/2.0.0/docs/installation/installation.html

⚫ openGauss代码仓库：

 https://gitee.com/opengauss

⚫ GaussDB(for openGauss)帮助文档：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pengauss

https://www.huaweicloud.com/
https://opengauss.org/zh/docs/2.0.0/docs/installation/installation.html
https://gitee.com/opengauss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peng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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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表

⚫ MOT：Memory-Optimized Table，内存优化表。

⚫ WAL：Write Ahead Log，预写日志。

⚫ OM：Operation Manager，运维管理模块。

⚫ RBO：Rule-Based Optimization，基于规则的优化器。

⚫ CBO：Cost-Based Optimization，基于代价的优化器。

⚫ MCV值：Most_Common_Vals，最常用值。

⚫ NUMA：Non Uniform Memory Access，非统一内存接入。

⚫ SMP：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对称多处理器技术。

⚫ MPP：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大规模并行处理。

⚫ WDR：Workload Diagnosis Report，负载诊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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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openGauss是一款开源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采用木兰宽松许可证v2发行。

openGauss内核源自PostgreSQL，深度融合华为在数据库领域多年的经验，结

合企业级场景需求，持续构建竞争力特性。

⚫ 本章主要讲述openGauss数据库的逻辑结构，存储引擎的选择，如何创建和管

理表空间，用户及角色管理，系统表和系统视图，以及数据的导入导出操作和

高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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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了解openGauss的逻辑结构；

 掌握如何选择不同的存储引擎；

 掌握表空间的创建和管理；

 掌握用户及角色管理；

 了解常用的系统表和系统视图；

 掌握数据导入导出操作；

 了解openGauss的高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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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逻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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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念

⚫ 表空间Tablespace，是一个目录，可以存在多个，里面存储的是它所包含的数据库的各

种物理文件。每个表空间可以对应多个Database。

⚫ 数据库Database，用于管理各类数据对象，各数据库间相互隔离。数据库管理的对象可

分布在多个Tablespace上。

⚫ 数据文件Datafile Segment，通常每张表只对应一个数据文件。如果某张表的数据大于

1GB，则会分为多个数据文件存储。

⚫ 表Table，每张表只能属于一个数据库，也只能对应到一个Tablespace。每张表对应的数

据文件必须在同一个Tablespace中。

⚫ 数据块Block，是数据库管理的基本单位，默认大小为8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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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模型

⚫ openGauss支持行列混合存储。行、列存储模型各有优劣，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通

常openGauss用于OLTP场景的数据库，默认使用行存储，仅对执行复杂查询且数据量大

的OLAP场景时，才使用列存储。

⚫ openGauss引入内存优化表（Memory-Optimized Table，MOT），用于为事务性工作

提供更高性能的负载。MOT在高性能（查询和事务延迟）、高可扩展性（吞吐量和并发

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本（高资源利用率）这些方面拥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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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表

⚫ 行存储是指将表按行存储到硬盘分区上。表格为行存表，下方为行存表在硬盘上存储的

方式，即按照每一行的内容进行存储。

Row
ID

Time/
Date

Matenal Customer
Name

Quantity

1 845 2 3 1

2 851 5 2 2

3 872 4 4 1

4 878 1 5 2

5 888 2 3 3

6 895 3 4 1

7 901 4 1 1

1 845 2 3 1 2 851 5 2 2 3 872 4 4 1 4 878 1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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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表示例

⚫ 默认创建表的类型。数据按行进行存储，即一行数据是连续存储，适用于对数据需要经

常更新的场景。

⚫ 示例：

postgres=# CREATE TABLE customer_t1
(

state_ID CHAR(2),
state_NAME VARCHAR2(40),
area_ID NUMBER

);

--删除表
postgres=# DROP TABLE customer_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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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存表

⚫ 列存储是指将表按列存储到硬盘分区上。表格为列存表，下方为列存表在硬盘上存储的

方式，即按照每一列的内容进行存储。

Row
ID

Time/
Date

Matenal Customer
Name

Quantity

1 845 2 3 1

2 851 5 2 2

3 872 4 4 1

4 878 1 5 2

5 888 2 3 3

6 895 3 4 1

7 901 4 1 1

1 2 3 4 845 851 872 878 2 5 4 1 3 2 4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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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存表示例

⚫ 列存表在创建时需声明，数据按列进行存储，即一列所有数据是连续存储的。单列查询

IO小，比行存表占用更少的存储空间，适合数据批量插入、更新较少和以查询为主统计

分析类的场景，列存表不适合点查询。

⚫ 示例：

postgres=# CREATE TABLE customer_t2
(

state_ID CHAR(2),
state_NAME VARCHAR2(40),
area_ID NUMBER

)
WITH (ORIENTATION = COLUMN);

--删除表
postgres=# DROP TABLE customer_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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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表与列存表对比

存储模型 优点 缺点 适用场景

行存
数据被保存在一起。
INSERT/UPDATE效率高。

选择（Selection）时即使只
涉及某几列，所有数据也都
会被读取。

点查询（返回记录少，基于索引
的简单查询）。
增、删、改操作较多的场景。

列存

查询时只有涉及到的列会被
读取。
投影（Projection）很高效。
任何列都能作为索引。

选择完成时，被选择的列要
重新组装。
INSERT/UPDATE较为麻烦。

统计分析类查询（关联、分组操
作较多的场景）。
即席查询（查询条件不确定，行
存表扫描难以使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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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表和列存表的选择

⚫ 更新频繁程度

 数据如果频繁更新，选择行存表。

⚫ 插入频繁程度

 频繁的少量插入，选择行存表。一次插入大批量数据，选择列存表。

⚫ 表的列数

 表的列数很多，选择列存表。

⚫ 查询的列数

 如果每次查询时，只涉及了表的少数（<50%总列数）几个列，选择列存表。

⚫ 压缩率

 列存表比行存表压缩率高，但高压缩率会消耗更多的CPU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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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

⚫ openGauss引入了MOT（Memory-Optimized Table）存储引擎，它是一种事务性行存储，针对

多核和大内存服务器进行了优化。MOT是openGauss数据库最先进的生产级特性，它为事务性工

作负载提供更高的性能。企业可以在关键任务、性能敏感的在线事务处理（OLTP）中使用MOT，

以实现高性能、高吞吐、可预测低延迟以及多核服务器的高利用率。MOT与基于磁盘的普通表并

排创建。MOT的有效设计实现了几乎完全的SQL覆盖，并且支持完整的数据库功能集，如存储过

程和自定义函数。

⚫ MOT完全支持ACID特性，包括严格的持久性和高可用性支持。

⚫ 通过完全存储在内存中的数据和索引、非统一内存访问感知（NUMA-aware）设计、消除锁和锁

存争用的算法以及查询原生编译，MOT可提供更快的数据访问和更高效的事务执行。

⚫ MOT几乎无锁的设计和高度调优的实现，使其在多核服务器上实现了卓越的近线性吞吐量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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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auss 结构

表和索引
存储 重做日志

存储

基于磁盘的
存储引擎

内存优化
存储引擎

存储引擎

查询引擎后台流程

检查点

Vacuum

日志记录

恢复

后台写

解析器 规划器 分析器 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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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 特性及价值

⚫ MOT在高性能（查询和事务延迟）、高可扩展性（吞吐量和并发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本（高

资源利用率）这些方面拥有显著优势。

 低延迟（Low Latency）：提供快速的查询和事务响应时间。

 高吞吐量（High Throughput）：支持峰值和持续高用户并发。

 高资源利用率（High Resource Utilization）：充分利用硬件。

⚫ 使用了MOT的应用程序可以达到2.5到4倍的吞吐量。例如，在基于Arm/鲲鹏的华为TaiShan服务

器上执行TPC-C基准测试，可以观察到MOT提供的吞吐率增益在2路服务器上达到2.5倍，在4路

256核Arm服务器上达到480万tpmC。

⚫ 在TPC-C基准测试中可观察到，MOT提供更低的延迟将事务速度降低3至5.5倍。

⚫ 高负载和高争用的情况是所有领先的行业数据库都会遇到的公认问题，而MOT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极高地利用服务器资源。使用MOT后，4路服务器的资源利用率达到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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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 使用

⚫ 内存设置需满足：(max_mot_global_memory + max_mot_local_memory) + 2GB < max_process_memory

 全局内存是所有核共享的长期内存，主要用于存储所有的表数据和索引。

 本地内存是短期内存，主要由会话使用，用于处理事务及将数据更改存储到事务内存中，直到提交阶段。

⚫ 要使特定用户能够创建和访问MOT（DDL、DML、SELECT），以下语句只执行一次：

⚫ 创建MOT：

⚫ 删除MOT：

⚫ 为MOT创建索引：

⚫ 磁盘表转换MOT：先使用gs_dump工具将磁盘表数据转储到磁盘的物理文件中，再使用gs_restore将磁盘文

件的数据加载/恢复到数据库表中。

GRANT USAGE ON FOREIGN SERVER mot_server TO <user>;

create FOREIGN table test(x int) [server mot_server];

drop FOREIGN table test;

create index  text_index1 on test(x) ;



Huawei Confidential300

目录

1. 逻辑结构

2. 存储引擎

3. 表空间

4. 用户角色

5. 系统表和系统视图

6. 数据导入导出

7. 高危操作



Huawei Confidential301

表空间

⚫ 通过使用表空间，管理员可以控制一个数据库安装的磁盘布局。这样有以下优点：

 如果初始化数据库所在的分区或者卷空间已满，又不能逻辑上扩展更多空间，可以在不同的分

区上创建和使用表空间，直到系统重新配置空间。

 表空间允许管理员根据数据库对象的使用模式安排数据位置，从而提高性能。

◼ 如频繁使用的索引可以放在性能稳定且运算速度较快的磁盘上。

◼ 如存储归档的数据，很少使用的或者对性能要求不高的表可以存储在运算速度较慢的磁盘上。

 表空间可以控制数据库数据占用的磁盘空间，当表空间所在磁盘的使用率达到90%时，数据库

将被设置为只读模式，当磁盘使用率降到90%以下时，数据库将恢复到读写模式。

 表空间对应于一个文件系统目录，且用户需要拥有读写权限的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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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空间示例 （1）

⚫ 创建表空间

 “fastspace”为新创建的表空间；

 “/tablespace/tablespace_1”为相对数据库节点数据目录，是用户拥有读写权限的空目录。

⚫ 数据库系统管理员执行如下命令将“fastspace”表空间的访问权限赋予数据用户jack。

postgres=# CREATE TABLESPACE fastspace RELATIVE LOCATION 'tablespace/tablespace_1';

postgres=# GRANT CREATE ON TABLESPACE fastspace TO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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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空间示例 （2）

⚫ 在表空间中创建对象

 如果用户拥有表空间的CREATE权限，就可以在表空间上创建数据库对象。

◼ 方法一：在指定表空间下创建表。

◼ 方法二：先设定默认表空间再创建表。

⚫ 查看表空间

 方式一：查看系统表pg_tablespace。

 方法二：使用gsql的元命令查询 \db。

postgres=# CREATE TABLE foo(i int) TABLESPACE fastspace;

postgres=# SET default_tablespace = 'fastspace'; 
postgres=# CREATE TABLE foo2(i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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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空间示例 （3）

⚫ 查看表空间使用率

 查询表空间的当前使用情况。

 计算表空间使用率：表空间使用率=PG_TABLESPACE_SIZE/表空间所在目录的磁盘大小。

⚫ 修改表空间

 执行如下命令对表空间fastspace重命名为fspace。

⚫ 删除表空间

postgres=#  SELECT PG_TABLESPACE_SIZE('example');

postgres=# ALTER TABLESPACE fastspace RENAME TO fspace; 

postgres=# DROP TABLESPACE f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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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 用户

 使用数据库系统服务的个体

 职责单一，往往附属于某个组织或部门

⚫ 用户可以做什么

 使用工具连接数据库

 访问数据库对象

 执行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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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 角色

 角色是一组用户的集合，按照数据库系统中承担的责任划分具有不同权限的角色；角色用来作

为权限集合的载体。

 角色代表了一个或一组数据库用户的行为约束。

⚫ openGauss提供了一个隐式定义的拥有所有角色的组PUBLIC，所有创建的用户和角色默

认拥有PUBLIC所拥有的权限。

⚫ 要撤销或重新授予用户和角色对PUBLIC的权限，可通过在GRANT和REVOKE指定关键字

PUBLIC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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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与角色

⚫ 用户是实体，角色是行为。

⚫ 用户可被赋予一个或多个角色。

⚫ 角色是一种权限集合，不应该具有登录数据库并执行SQL的能力。

⚫ 对用户权限的管理，可以简化为对角色权限的管理。

⚫ 在openGauss中，用户和角色使用相同的操作方式与维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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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角色相关操作 （1）
⚫ 创建类操作，查看CREATE USER语法。(CREATE ROLE与CREATE USER相同)。

postgres=# \help create user
Command:     CREATE USER
Description: define a new database role
Syntax:
CREATE USER user_name [ [ WITH ] option [ ... ] ] [ ENCRYPTED | UNENCRYPTED ] { PASSWORD | IDENTIFIED 
BY } { 'password' | DISABLE };

where option can be:
{SYSADMIN | NOSYSADMIN}

| {AUDITADMIN | NOAUDITADMIN} | {CREATEDB | NOCREATEDB} | {USEFT | NOUSEFT}
| {CREATEROLE | NOCREATEROLE} | {INHERIT | NOINHERIT} | {LOGIN | NOLOGIN}
| {REPLICATION | NOREPLICATION} | {INDEPENDENT | NOINDEPENDENT} | {VCADMIN | NOVCADMIN}
|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 VALID BEGIN 'timestamp' | VALID UNTIL 'timestamp'
| RESOURCE POOL 'respool' | USER GROUP 'groupuser' | PERM SPACE 'spacelimit'
| NODE GROUP logic_cluster_name | IN ROLE role_name [, ...] | IN GROUP role_name [, ...]
| ROLE role_name [, ...] | ADMIN role_name [, ...] | USER role_name [, ...]
| SYSID uid | DEFAULT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PROFILE DEFAULT
| PROFILE profile_name | PG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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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角色相关操作 （2）
⚫ 修改类操作，查看ALTER USER语法。

postgres=# \help alter user
Command:     ALTER USER
Description: change a database role
Syntax:
ALTER USER user_name [ [ WITH ] option [ ... ] ];
ALTER USER user_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USER user_name [ IN DATABASE database_name ]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 TO | = } { value | DEFAULT }|FROM CURRENT};
ALTER USER user_name

[ IN DATABASE database_name ] RE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ALL};

where option can be:
{CREATEDB | NOCREATEDB}

| {CREATEROLE | NOCREATEROLE} | {INHERIT | NOINHERIT} | {AUDITADMIN | NOAUDITADMIN}
| {SYSADMIN | NOSYSADMIN} | {USEFT | NOUSEFT} | {LOGIN | NOLOGIN} | {REPLICATION | NOREPLICATION}
| {INDEPENDENT | NOINDEPENDENT} | {VCADMIN | NOVCADMIN} |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 [ ENCRYPTED | UNENCRYPTED ] PASSWORD { 'password' | DISABLE }
| [ ENCRYPTED | UNENCRYPTED ] IDENTIFIED BY { 'password' [ REPLACE 'old_password' ] | DISABLE }
| VALID BEGIN 'timestamp' | VALID UNTIL 'timestamp' | RESOURCE POOL 'respool'
| USER GROUP 'groupuser'  | PERM SPACE 'spacelimit' | NODE GROUP logic_cluster_name
| ACCOUNT { LOCK | UNLOCK } | PG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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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角色相关操作 （3）

⚫ 查询类操作：

 openGauss的用户、角色属性维护在pg_authid系统表中，pg_user、pg_roles视图也可以查询

用户、角色信息。

 使用\d命令查看pg_authid表详细信息。

 使用select命令查询pg_authid中的相关信息。

postgres=# \d pg_authid
postgres=# select * from pg_aut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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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角色相关操作 （4）

⚫ 删除类操作：

 查看DROP USER语法。

 当用户拥有数据库对象时，默认是RESTRICT无法删除用户的，需要使用CASCADE选项。

postgres=# \help drop user
Command:     DROP USER
Description: remove a database role
Syntax:
DROP USER [ IF EXISTS ] user_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postgres=# \help drop role
Command:     DROP ROLE
Description: remove a database role
Syntax:
DROP ROLE [ IF EXISTS ] role_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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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用户账号有效期

⚫ 创建新用户时，需要限制用户的操作期限（有效开始时间和有效结束时间）。

⚫ 不在有效操作期内的用户需要重新设定帐号的有效操作期。

 创建用户并指定用户的有效开始时间和有效结束时间。

 用户已不在有效使用期内，需要重新设定帐号的有效期，这包括有效开始时间和有效结束时间。

 注意：若在“CREATE ROLE”或“ALTER ROLE”语法中不指定“VALID BEGIN”，表示不对

用户的开始操作时间做限定；若不指定“VALID UNTIL”，表示不对用户的结束操作时间做限

定；若两者均不指定，表示该用户一直有效。

CREATE USER joe WITH PASSWORD 'Bigdata@123' VALID BEGIN '2015-10-10 08:00:00' VALID UNTIL '2016-
10-10 08:00:00';

ALTER USER joe WITH VALID BEGIN '2016-11-10 08:00:00' VALID UNTIL '2017-11-10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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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锁定和解锁帐户命令

⚫ 以手动锁定和解锁用户user_read为例，命令格式如下。

⚫ 手动锁定：

 显示如下结果表示锁定成功

⚫ 手动解锁：

 显示如下结果表示解锁成功

ALTER USER user_read ACCOUNT LOCK;

ALTER ROLE

ALTER USER user_read ACCOUNT UNLOCK;

ALTER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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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用户

⚫ 背景：

 对于有多个业务部门，各部门间使用不同的数据库用户进行业务操作，同时同级的数据库维护部门使用管理员用户进

行维护操作的场景下，业务部门希望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管理员用户只能对各部门的数据进行控制操作（DROP、

ALTER、TRUNCATE），不能进行访问操作（INSERT、DELETE、UPDATE、SELECT、COPY）。即针对管理员用户，

表对象的控制权和访问权要能够分离，以提高普通用户数据安全性。

 三权分立情况下，管理员对其他用户放在属于各自模式下的表无权限。但是，这种无权限包含了无控制权限，因此不

能满足上面的诉求。为此，openGauss提供了私有用户方案。即在非三权分立模式下，创建具有INDEPENDENT属性

的私有用户。

⚫ 定义：

 针对该用户的对象，数据库管理员在未经其授权前，只能进行控制操作（DROP、ALTER、TRUNCATE），无权进行

INSERT、DELETE、SELECT、UPDATE、COPY、GRANT、REVOKE、ALTER OWNER操作。

CREATE USER user_independent WITH INDEPENDENT IDENTIFIED BY "1234@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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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表和系统视图概述

⚫ 系统表是openGauss存放结构元数据的地方，它是openGauss数据库系统运行控制信息

的来源，是数据库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 系统视图提供了查询系统表和访问数据库内部状态的方法。

⚫ 系统表和系统视图要么只对管理员可见，要么对所有用户可见。下面的系统表和视图有

些标识了需要管理员权限，这些系统表和视图只有管理员可以查询。

⚫ 用户可以删除后重新创建这些表、增加列、插入和更新数值，但是用户修改系统表会导

致系统信息的不一致，从而导致系统控制紊乱。正常情况下不应该由用户手工修改系统

表或系统视图，或者手工重命名系统表或系统视图所在的模式，而是由SQL语句关联的

系统表操作自动维护系统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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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系统表举例 （1）
系统表名 简述

GS_WLM_USER_RESOURCE_HIS
TORY

储与用户使用资源相关的信息，仅在CN上有效。该系统表的每条记录都是对应时间点某用户的
资源使用情况，包括：内存、CPU核数、存储空间、临时空间、算子落盘空间、逻辑IO流量、
逻辑IO次数和逻辑IO速率信息。其中，内存、CPU、IO相关监控项仅记录用户复杂作业的资源
使用情况。对于IO相关监控项，当参数enable_logical_io_statistics为on时才有效；当参数
enable_user_metric_persistent为on时，才会开启用户监控数据保存功能。

PG_AM 存储有关索引访问方法的信息。系统支持的每种索引访问方法都有一行。

PG_ATTRIBUTE 存储关于表字段的信息。

PG_AUTHID

存储有关数据库认证标识符（角色）的信息。角色把“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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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集群中只有一份pg_authid，不是每个数据库有一份。需要有系统管
理员权限才可以访问此系统表。

PG_CLASS 存储数据库对象信息及其之间的关系。

PG_CONSTRAINT 存储表上的检查约束、主键、唯一约束和外键约束。

PG_DEPEND
记录数据库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这个信息允许DROP命令找出哪些其它对象必须由DROP 
CASCADE删除，或者是在DROP RESTRICT的情况下避免删除。

PG_DATABASE 存储关于可用数据库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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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系统表举例 （2）
系统表名 简述

PG_FOREIGN_TABLE 存储外部表的辅助信息。

PG_INDEX 存储索引的一部分信息，其他的信息大多数在PG_CLASS中。

PG_JOB
存储用户创建的定时任务的任务详细信息，定时任务线程定时轮询pg_job系统表中的时
间，当任务到期会触发任务的执行，并更新pg_job表中的任务状态。该系统表属于
Shared Relation，所有创建的job记录对所有数据库可见。

PG_LARGEOBJECT
保存那些标记着“大对象”的数据。一个大对象是使用其创建时分配的OID标识的。每
个大对象都分解成足够小的小段或者“页面”以便以行的形式存储在PG_LARGEOBJECT
里。每页的数据定义为LOBLKSIZE。需要有系统管理员权限才可以访问此系统表。

PG_LARGEOBJECT_M
ETADATA

存储与大数据相关的元数据。实际的大对象数据存储在PG_LARGEOBJECT里。

PG_NAMESPACE 存储名字空间，即存储schema相关的信息。

PG_PARTITION
存储数据库内所有分区表（partitioned table）、分区（tablepartition）、分区上toast
表和分区索引（index partition）四类对象的信息。分区表索引（partitioned index）的
信息不在PG_PARTITION系统表中保存。

PG_PROC 存储函数或过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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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系统视图举例 （1）
系统视图名 简述

GS_AUDITING
显示对数据库相关操作的所有审计信息。需要有系统管理员或安全策略管理员权限才可以访问
视图。

GS_FILE_STAT 通过对数据文件IO的统计，反映数据的IO性能，用以发现IO操作异常等性能问题。

GS_CLUSTER_RESOURCE_
INFO

显示所有DN资源的汇总信息。该视图需要设置enable_dynamic_workload=on才能查询，并且
该视图不支持在DN执行。查询该视图需要sysadmin权限。

GS_LABELS 显示所有已配置的资源标签信息。需要有系统管理员或安全策略管理员权限才可以访问此视图。

GS_MASKING
显示所有已配置的动态脱敏策略信息。需要有系统管理员或安全策略管理员权限才可以访问此
视图。

GS_MATVIEWS 提供了关于数据库中每一个物化视图的信息。

GS_SQL_COUNT
显示数据库当前节点当前时刻执行的五类语句（SELECT、INSERT、UPDATE、DELETE、
MERGE INTO）统计信息。

GS_SESSION_TIME 用于统计会话线程的运行时间信息，及各执行阶段所消耗时间。

GS_SESSION_MEMORY
统计Session级别的内存使用情况，包含执行作业在数据节点上Postgres线程和Stream线程分配
的所有内存。

GS_WLM_PLAN_OPERAT
OR_HISTORY

显示的是当前用户数据库主节点上执行作业结束后的执行计划算子级的相关记录。

PG_LOCKS 存储各打开事务所持有的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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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系统视图举例 （2）
系统视图名 简述

PG_ROLES
提供访问数据库角色的相关信息，初始化用户和具有sysadmin属性或createrole属性的用户可
以查看全部角色的信息，其他用户只能查看自己的信息。

PG_RULES 提供对查询重写规则的有用信息访问的接口。

PG_TOTAL_USER_RESOURC
E_INFO_OID

显示所有用户资源使用情况，需要使用管理员用户进行查询。此视图在参数
use_workload_manager为on时才有效。

PG_SETTINGS 显示数据库运行时参数的相关信息。

PG_STATS 提供对存储在pg_statistic表里面的单列统计信息的访问。

PG_STAT_ACTIVITY 显示和当前用户查询相关的信息。

PG_STAT_ALL_TABLES 将包含当前数据库中每个表的一行（包括TOAST表），显示访问特定表的统计信息。

PG_TABLES 提供了对数据库中每个表访问的有用信息。

PG_TOTAL_USER_RESOURC
E_INFO

显示所有用户资源使用情况，需要使用管理员用户进行查询。此视图在参数
use_workload_manager为on时才有效。

PG_USER
提供了访问数据库用户的信息，默认只有初始化用户和具有sysadmin属性的用户可以查看，
其余用户需要赋权后才可以查看。

PG_VIEWS 提供访问数据库中每个视图的有用信息。

PLAN_TABLE
显示用户通过执行EXPLAIN PLAN收集到的计划信息。计划信息的生命周期是session级别，
session退出后相应的数据将被清除。同时不同session和不同user间的数据是相互隔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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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系统表和系统视图

⚫ 预留系统表

 GS_WLM_USER_RESOURCE_HISTORY

⚫ 预留系统视图

 GS_WLM_OPERATOR_HISTORY

 GS_WLM_OPERATOR_STATISTICS

 GS_WLM_SESSION_HISTORY

 GS_WLM_SESSION_INFO_ALL

 GS_WLM_SESSION_STATISTICS

 PG_SESSION_IOSTAT

 PG_SESSION_WLMSTAT

 PG_WLM_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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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入导出 - INSERT

⚫ 用户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执行INSERT语句直接向openGauss数据库写入数据：

 使用openGauss数据库提供的客户端工具向openGauss数据库写入数据。

 通过JDBC/ODBC驱动连接数据库执行INSERT语句向openGauss数据库写入数据。

⚫ openGauss数据库支持完整的数据库事务级别的增删改操作。INSERT是最简单的一种数

据写入方式，这种方式适合数据写入量不大，并发度不高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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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入导出 – COPY FROM STDIN （1）

⚫ 用户可以使用以下方式通过COPY FROM STDIN语句直接向openGauss写入数据。

 通过键盘输入向openGauss写入数据。通过COPY命令实现在表和文件之间拷贝数据。COPY 

FROM表示从一个文件拷贝数据到一个表，COPY TO表示把一个表的数据拷贝到一个文件。

◼ COPY FROM/TO适合低并发，本地小数据量导入导出。

 通过JDBC驱动的CopyManager接口从文件或者数据库向openGauss写入数据。此方法支持

COPY语法中copy option的所有参数。

◼ CopyManager是 openGauss JDBC驱动中提供的一个API接口类，用于批量向openGauss中导入数据。

◼ CopyManager类位于org.postgresql.copy Package中，继承自java.lang.Object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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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入导出 – COPY FROM STDIN （2）

⚫ COPY适用场景：

 小数据量表以文本数据作为来源导入；

 小数量表的导出；

 查询结果集导出。

⚫ COPY使用方法：

 文本数据导入；

 表数据导出；

 查询结果集导出；

copy t1 from  '/data/input/t1.txt' delimiter '^';

copy t1 to '/data/input/t1_output.txt' delimiter '^';

copy (select * from t1 where a2=1) to '/data/input/t1_output.txt' delimi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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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入导出 – gsql

⚫ openGauss的gsql工具提供了元命令\copy进行数据导入导出。

⚫ \copy元命令语法

⚫ 说明：

 在任何gsql客户端登录数据库成功后，可以使用该命令进行数据的导入/导出。但是与SQL的

COPY命令不同，该命令读取/写入的文件是本地文件，而非数据库服务器端文件；因此要操作

的文件的可访问性、权限等，都是受限于本地用户的权限。

\copy { table [ ( column_list ) ] |
( query ) } { from | to } { filename |
stdin | stdout | pstdin | pstdout }
[ with ] [ binary ] [ delimiter
[ as ] 'character' ] [ null [ as ] 'string' ]
[ csv [ header ] [ quote [ as ]
'character' ] [ escape [ as ] 'character' ]
[ force quote column_list | * ] [ force
not null column_li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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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入导出 – gs_dump

⚫ openGauss提供的gs_dump和gs_dumpall工具，能够帮助用户导出需要的数据库对象或

其相关信息。通过导入工具将导出的数据信息导入至需要的数据库，可以完成数据库信

息的迁移。

⚫ gs_dump支持导出单个数据库或其内的对象，而gs_dumpall支持导出openGauss中所有

数据库或各库的公共全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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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_dump 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U 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

-W 指定用户连接的密码。

-f 将导出文件发送至指定目录文件夹。

-p 指定服务器所侦听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后缀，以确保连接。

dbname 需要导出的数据库名称。

-F

选择导出文件格式。-F参数值如下：
p：纯文本格式
c：自定义归档
d：目录归档格式
t：tar归档格式

-n
只导出与模式名称匹配的模式，此选项包括模式本身和所有它包含的对象。
单个模式：-n schemaname
多个模式：多次输入-n 

-t
指定导出的表（或视图、序列、外表），可以使用多个-t选项来选择多个表，也可以使用通配符指定多个表对象。
单个表：-t schema.table
多个表：多次输入-t schema.table

-T 不转储的表（或视图、或序列、或外表）对象列表，可以使用多个-T选项来选择多个表，也可以使用通配符指定多个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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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数据库

⚫ openGauss支持使用gs_dump工具导出某个数据库级的内容，包含数据库的数据和所有

对象定义。可根据需要自定义导出如下信息：

 导出数据库全量信息，包含数据和所有对象定义。使用导出的全量信息可以创建一个与当前库

相同的数据库，且库中数据也与当前库相同。

 仅导出所有对象定义，包括：库定义、函数定义、模式定义、表定义、索引定义和存储过程定

义等。使用导出的对象定义，可以快速创建一个相同的数据库，但是库中并无原数据库的数据。

 仅导出数据，不包含所有对象定义。

⚫ 示例：使用gs_dump导出postgres数据库。

gs_dump -U jack -f /home/omm/backup/postgres_backup.tar -p 8000 postgres -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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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模式

⚫ openGauss目前支持使用gs_dump工具导出模式级的内容，包含模式的数据和定义。

⚫ 用户可通过灵活的自定义方式导出模式内容，不仅支持选定一个模式或多个模式的导出，

还支持排除一个模式或者多个模式的导出。可根据需要自定义导出如下信息：

 导出模式全量信息，包含数据和对象定义。

 仅导出数据，即模式包含表中的数据，不包含对象定义。

 仅导出模式对象定义，包括：表定义、存储过程定义和索引定义等。

⚫ 示例：使用gs_dump同时导出hr和public模式。

gs_dump -U jack -f /home/omm/backup/MPPDB_schema_backup -p 8000 human_resource -n hr -n 
public -F d 



Huawei Confidential332

导出表

⚫ openGauss支持使用gs_dump工具导出表级的内容，包含表定义和表数据。视图、序列

和外表属于特殊的表。

⚫ 用户可通过灵活的自定义方式导出表内容，不仅支持选定一个表或多个表的导出，还支

持排除一个表或者多个表的导出。可根据需要自定义导出如下信息：

 导出表全量信息，包含表数据和表定义。

 仅导出数据，不包含表定义。

 仅导出表定义。

⚫ 示例：使用gs_dump同时导出指定表hr.staffs和hr.employments。

gs_dump -U jack -f /home/omm/backup/MPPDB_table_backup -p 8000 human_resource -t hr.staffs -t 
hr.employments -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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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所有数据库

⚫ openGauss支持使用gs_dumpall工具导出所有数据库的全量信息，包含openGauss中每个数据库

信息和公共的全局对象信息。可根据需要自定义导出如下信息：

 导出所有数据库全量信息，包含openGauss中每个数据库信息和公共的全局对象信息（包含角色和表空

间信息）。使用导出的全量信息可以创建与当前主机相同的一个主机环境，拥有相同数据库和公共全局

对象，且库中数据也与当前各库相同。

 仅导出数据，即导出每个数据库中的数据，且不包含所有对象定义和公共的全局对象信息。

 仅导出所有对象定义，包括：表空间、库定义、函数定义、模式定义、表定义、索引定义和存储过程定

义等。使用导出的对象定义，可以快速创建与当前主机相同的一个主机环境，拥有相同的数据库和表空

间，但是库中并无原数据库的数据。

⚫ 示例：使用gs_dumpall一次导出所有数据库信息。

gs_dumpall -U omm -f /home/omm/backup/MPPDB_backup.sql -p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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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限角色导出数据

⚫ gs_dump和gs_dumpall通过-U指定执行导出的用户帐户。如果当前使用的帐户不具备导

出所要求的权限时，会无法导出数据。此时，可在导出命令中设置--role参数来指定具备

权限的角色。在执行命令后，gs_dump和gs_dumpall会使用--role参数指定的角色，完

成导出动作。

⚫ 示例：使用gs_dump导出human_resource数据库数据。

 假设用户jack不具备导出数据库human_resource的权限，而角色role1具备该权限，要实现导

出数据库human_resource，可以在导出命令中设置--role角色为role1，使用role1的权限，完

成导出目的。

gs_dump -U jack -f /home/omm/backup/MPPDB_backup.tar -p 8000 human_resource --role role1 --
rolepassword abc@1234 -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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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导入导出 – gs_restore

⚫ gs_restore是openGauss数据库提供的与gs_dump配套的导入工具。通过该工具，可将gs_dump

导出的文件导入至数据库。gs_restore支持导入的文件格式包含自定义归档格式、目录归档格式和

tar归档格式。

⚫ gs_restore具备如下两种功能。

 导入至数据库

◼ 如果指定了数据库，则数据将被导入到指定的数据库中。其中，并行导入必须指定连接数据库的密码。

 导入至脚本文件

◼ 如果未指定导入数据库，则创建包含重建数据库所需的SQL语句脚本，并将其写入至文件或者标准输出。该脚本文

件等效于gs_dump导出的纯文本格式文件。

⚫ gs_restore工具在导入时，允许用户选择需要导入的内容，并支持在数据导入前对等待导入的内容

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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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_restore 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U 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

-W 指定用户连接的密码。

-p 指定服务器所侦听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后缀，以确保连接。

-d 连接数据库dbname，并直接将数据导入到该数据库中。

-e
当发送SQL语句到数据库时如果出现错误，则退出。默认状态下会忽略错误任务并继续执行
导入，且在导入后会显示一系列错误信息。

-c 在重新创建数据库对象前，清理（删除）已存在于将要导入的数据库中的数据库对象。

-s 只导入模式定义，不导入数据。当前的序列值也不会被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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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_restore 示例

⚫ 使用gs_restore命令，从postgres整个数据库内容的导出文件中，将数据库的所有对象的

定义导入到backupdb。

⚫ 使用gs_restore命令，导入指定MPPDB_backup.dmp文件（自定义归档格式）中

postgres数据库的数据和对象定义。

⚫ 使用gs_restore命令，将postgres数据库的所有对象的定义导入至backupdb数据库。导

入前，postgres存在完整的定义和数据，导入后，backupdb数据库只存在所有对象定义，

表没有数据。

gs_restore -U jack /home/omm/backup/MPPDB_backup.tar -p 8000 -d backupdb -s -e -c 

gs_restore backup/MPPDB_backup.dmp -p 8000 -d backupdb

gs_restore /home/omm/backup/MPPDB_backup.tar -p 8000 -d backupdb -s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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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 执行计划生成器需要使用表的统计信息，以生成最有效的查询执行计划，提高查询性能。

因此数据导入完成后，建议执行ANALYZE语句生成最新的表统计信息。统计结果存储在

系统表PG_STATISTIC中。

⚫ ANALYZE支持的表类型有行/列存表。ANALYZE同时也支持对本地表的指定列进行信息

统计。

⚫ ANALYZE语法（以product_info表为例）。

postgres=# ANALYZE product_info;
ANAL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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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M

⚫ 如果导入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更新或删除行时，应运行VACUUM FULL命令，然后运

行ANALYZE命令。大量的更新和删除操作，会产生大量的磁盘页面碎片，从而逐渐降低

查询的效率。VACUUM FULL可以将磁盘页面碎片恢复并交还操作系统。

⚫ VACUUM FULL语法（以product_info表为例）。

postgres=# VACUUM FULL product_info;
VAC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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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逻辑结构

2. 存储引擎

3. 表空间

4. 用户角色

5. 系统表和系统视图

6. 数据导入导出

7. 高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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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操作

⚫ 下表描述了在openGauss在操作与维护阶段，进行日常操作时应注意的禁用操作。

操作名称 操作风险

严禁修改数据目录下文件名，权限。 导致数据库节点实例出现严重错误，并且无法修复。

严禁删除数据库系统表或系统表数据。 删除系统表将导致无法正常进行业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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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操作

⚫ 下表描述了在openGauss操作与维护阶段，进行日常操作时应注意的高危操作。

操作分类 操作名称 操作风险 规避措施

数据库

不能直接在配置文件中手动修
改端口号。

导致数据库启动不了或者连接不上。尽量使用工具修改，不要手动操作。

不能随意修改pg_hba.conf配
置文件中的内容。

导致客户端连接不上。 严格根据产品手册操作。

不能手动修改pg_xlog的内容。 导致数据库无法启动，数据不一致。尽量使用工具修改，不要手动操作。

作业 使用kill -9终止作业进程。 导致作业占用的系统资源无法释放。

尽量登录数据库使用
pg_terminate_backend，
pg_cancel_backend操作终止作业，或使
用Ctrl+C终止作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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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判断题）用户与角色在openGauss数据库中语法一致，因此可以将它们完全等同。

A. True

B. False

2. （单选题）假如现在想要导出表student的部分数据，可以采用以下哪种方式进行数据

导出？

A. gs_dump命令数据导出

B. gs_dumpall命令数据导出

C. copy加条件语句方式导出

D. gs_backup命令数据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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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3. （多选题）以下关于行存表和列存表说法正确的是？

A. INSERT、UPDATE操作多的场景应选用行存表

B. 行存表适用于点查询，即返回记录少、基于索引的简单查询

C. 列存表的压缩、投影效率更高

D. 统计分析类查询较多的场景应选用行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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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希望大家能够：

 了解openGauss的逻辑结构；

 掌握如何选择不同的存储引擎；

 掌握表空间的创建和管理；

 掌握用户及角色管理；

 了解常用的系统表和系统视图；

 掌握数据导入导出操作；

 了解openGauss的高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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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推荐

⚫ 华为云：

 https://www.huaweicloud.com/

⚫ openGauss帮助文档：

 https://opengauss.org/zh/docs/2.0.0/docs/installation/installation.html

⚫ openGauss代码仓库：

 https://gitee.com/opengauss

⚫ GaussDB(for openGauss)帮助文档：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pengauss

https://www.huaweicloud.com/
https://opengauss.org/zh/docs/2.0.0/docs/installation/installation.html
https://gitee.com/opengauss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peng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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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表

⚫ MOT：Memory-Optimized Table，内存优化表。

⚫ ACID：事务四大特性，包括原子性（Atomicity）、一致性（Consistency）、隔离性

（Isolation）、持久性（Durability）。

⚫ NUMA：Non Uniform Memory Access，非统一内存访问。

⚫ WAL：Write Ahead Logging，预写日志。

⚫ TPC-C：TPC-C是专门针对在线联机交易处理系统（OLTP）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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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openGauss是一款开源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它在支持SQL标准的同时，还

兼容主流商业数据库特有的SQL语法和能力。

⚫ 本章主要讲述SQL语法入门，SQL语法分类和常用系统函数及操作符，帮助初

学者掌握SQL基础知识和操作。



Huawei Confidential352

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描述SQL的定义及类型；

 列举常用的数据类型，并学会使用；

 列举SQL的种类及使用场景，并掌握基本使用；

 了解常用函数和操作符的种类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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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SQL语法入门

◼ SQL语句简介

▫ SQL语句分类

▫ 数据类型

2. SQL语法分类

3. 操作符和常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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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语句介绍

⚫ 维基百科的定义：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结构性查询语言）是一种特定目的编程语言，用于管理

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或在关系流数据管理系统中进行流处理。

 SQL基于关系代数和元组关系演算，包括一个数据定义语言和数据操作语言。SQL的范围包括

数据插入、查询、更新和删除，数据库模式创建和修改，以及数据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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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SQL语法入门

▫ SQL语句简介

◼ SQL语句分类

▫ 数据类型

2. SQL语法分类

3. 操作符和常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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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语句分类 （1）

⚫ DDL（Data Definition Language）数据定义语言

 用于定义或修改数据库中的对象。如：表、索引、视图、数据库、序列、用户、角色、表空间、

存储过程等。

⚫ DML（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数据操纵语言

 用于对数据库表中的数据进行操作，如插入，更新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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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语句分类 （2）

⚫ DCL（Data Control Language）数据控制语言

 用来设置或更改数据库事务、授权操作（用户或角色授权，权限回收，创建角色，删除角色

等）、锁表（支持SHARE和EXCLUSIVE两种锁表模式）、停机等。

⚫ DQL（Data Query Language）数据查询语言

 用来查询数据库内的数据，如查询数据、合并多个select语句的结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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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SQL语法入门

▫ SQL语句简介

▫ SQL语句分类

◼ 数据类型

2. SQL语法分类

3. 操作符和常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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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 数据类型是数据的一个基本属性，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数据。不同的数据类型所占的存

储空间不同，能够进行的操作也不相同。

⚫ 数据库中的数据存储在数据表中，数据表中的每一列都定义了数据类型，用户存储数据

时，须遵从这些数据类型的属性，否则可能会出错，数据类型包括：

 常用数据类型

◼ 数值类型、字符类型、日期类型等。

 非常用数据类型

◼ 二进制类型、布尔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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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类型（1）
数据类型 说明 存储空间

整数类型

TINYINT 微整数，别名为INT1 1字节

SMALLINT 小范围整数，别名为INT2 2字节

INTEGER 常用的整数，别名为INT4 4字节

BINARY_INTEGER 常用的整数INTEGER的别名 4字节

BIGINT 大范围的整数，别名为INT8 8字节

任意精度型

NUMERIC[(p[,s])],

DECIMAL[(p[,s])]
精度p取值范围为[1,1000]，标度s取值范围为
[0,p]。p为总位数，s为小数位数。

用户声明精度。每四位（十进制位）占用两个字节，然后在
整个数据上加上八个字节的额外开销。

NUMBER[(p[,s])] NUMERIC类型的别名。
用户声明精度。每四位（十进制位）占用两个字节，然后在
整个数据上加上八个字节的额外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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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创建表

 添加数据

 查看数据

 删除表

postgres=# CREATE TABLE type_t1  
( 

a TINYINT, 
b INTEGER, 
c BIGINT, 
d DECIMAL(10,4) 

); 

postgres=# INSERT INTO type_t1 VALUES(100, 1000, 10000, 123456.1223);

postgres=# SELECT * FROM type_t1;

postgres=# DROP TABLE type_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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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类型（2）
数据类型 说明 存储空间

序列整型

SMALLSERIAL 2字节序列整型 2字节

SERIAL 4字节序列整型 4字节

BIGSERIAL 8字节序列整型 8字节

浮点类型

REAL, FLOAT4 单精度浮点数，不精准。 4字节

DOUBLE RECISION,

FLOAT8
双精度浮点数，不精准。 8字节

FLOAT[(p)]
浮点数，不精准。精度p取值范围为[1,53]。p为精度，表
示总位数。

4字节或8字节

BINARY_DOUBLE 是DOUBLE PRECISION的别名 8字节

DEC[(p[,s])]
精度p取值范围为[1,1000]，标度s取值范围为[0,p]。p为总
位数，s为小数位位数。

用户声明精度。每四位（十进制位）占用两个字节，
然后在整个数据上加上8个字节的额外开销。

INTEGER[(p[,s])] 精度p取值范围为[1,1000]，标度s取值范围为[0,p]。
用户声明精度。每四位（十进制位）占用两个字节，
然后在整个数据上加上8个字节的额外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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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创建表

 添加数据

 查看数据

 删除表

postgres=# CREATE TABLE type_t2  
( 

a SMALLSERIAL, 
b SERIAL, 
c BIGSERIAL,
d FLOAT4, 
e DECIMAL(10,4) 

); 

postgres=# INSERT INTO type_t2 VALUES(default, default, default, 10.365456, 123.123654);
postgres=# INSERT INTO type_t2 VALUES(default, default, default, 10.365456, 123.123654);

postgres=# SELECT * FROM type_t2;

postgres=# DROP TABLE type_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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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类型（5）

数据类型 说明 存储空间

字符类型

CHAR(n)

CHARACTER(n)

NCHAR(n)

定长字符串，不足补空格。n是指字节长度，如不带精度n，
默认精度为1。

最大为10MB

VARCHAR(n)

CHARACTER VARYING(n)
变长字符串。n是指字节长度。 最大为10MB

VARCHAR2(n) 变长字符串。是VARCHAR(n)类型的别名，n是指字节长度。 最大为10MB

NVARCHAR2(n) 变长字符串。n是指字符长度。 最大为10MB

TEXT 变长字符串。 最大为1GB-1

CLOB 文本大对象。是TEXT类型的别名。 最大为1G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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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创建表

 添加数据

 查看数据

 删除表

postgres=# CREATE TABLE type_t3 
( 

a CHARACTER(4), 
b VARCHAR(5), 

); 

postgres=# INSERT INTO type_t3 VALUES('ok', 'good');

postgres=# SELECT * FROM type_t3;

postgres=# DROP TABLE type_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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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类型
数据类型 说明 存储空间

日期/时间类型

DATE 日期和时间 4字节

TIME [(p)] [WITHOUT TIME 
ZONE]

只用于一日内时间。p表示小数点后的精度，取值范围为0~6。 8字节

TIME [(p)] [WITH TIME 
ZONE]

只用于一日内时间，带时区。p表示小数点后的精度，取值范围为0~6。 12字节

TIMESTAMP[(p)] [WITHOUT 
TIME ZONE]

日期和时间。p表示小数点后的精度，取值范围为0~6。 8字节

TIMESTAMP[(p)][WITH TIME 
ZONE]

日期和时间，带时区。TIMESTAMP的别名为TIMESTAMPTZ。

p表示小数点后的精度，取值范围为0~6。
8字节

SMALLDATETIME 日期和时间，不带时区。精确到分钟，秒位大于等于30秒进一位。 8字节

INTERVAL DAY (l) TO 
SECOND (p)

时间间隔，X天X小时X分X秒。l：天数的精度，取值范围为0~6。p：秒数的精度，取
值范围为0~6。小数末尾的零不显示。

16字节

INTERVAL [FIELDS] [ (p) ]

时间间隔。fields：可以是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
DAY TO HOUR。
p：秒数的精度，取值范围为0~6，且fields为SECOND，DAY TO SECOND，HOUR 
TO SECOND或MINUTE TO SECOND时，参数p才有效。

12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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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创建表

 添加数据

 查看数据

 删除表

postgres=# CREATE TABLE type_t4 
( 
a TIME WITHOUT TIME ZONE,
b TIME WITH TIME ZONE,
c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d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e SMALLDATETIME

); 

postgres=# INSERT INTO type_t4 VALUES('21:21:21','21:21:21 pst','2010-12-12','2013-12-11 pst','2003-04-12 
04:05:06');

postgres=# SELECT * FROM type_t4;
a               b                   c                                  d                                     e

---------- --------------- ------------------------- ----------------------------- ---------------------
21:21:21 21:21:21-08   2010-12-12 00:00:00  2013-12-11 16:00:00+08  2003-04-12 04:05:00

postgres=# DROP TABLE type_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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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用数据类型

⚫ 二进制类型

⚫ 布尔类型

数据类型 说明 占用空间

BYTEA 变长的二进制字符串
4字节加上实际的二进制字符串。最大为1GB-
8203字节（即1073733621字节）。

RAW 变长的十六进制类型
4字节加上实际的十六进制字符串。最大为1GB-
8203字节。

BYTEAWITHOUTORDER
WITHEQUALCOL

变长的二进制字符串（密态特性新增的类型，如果加密
列的加密类型指定为确定性加密，则该列的类型为
BYTEAWITHOUTORDERWITHEQUALCO）。

4字节加上实际的二进制字符串。最大为1GB减
去53字节（即1073741771字节）。

BLOB raw类型的大对象类型，存储变长大对象二进制数据。 最大为1GB-8203字节

数据类型 说明 取值范围 占用空间

BOOLEAN 存储布尔类型数据 TRUE,FALSE 1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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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创建表

 添加数据

 查看数据

 删除表

postgres=# CREATE TABLE type_t5  
( 
a BLOB, 
b RAW, 
c BYTEA,
e BOOLEAN 

); 

postgres=# INSERT INTO type_t5 VALUES(empty_blob(), HEXTORAW('DEADBEEF'),E'\\xDEADBEEF‘ , TRUE);

postgres=# SELECT * FROM type_t5;
a                  b                 c               d    

--------- ------------- ---------------- ------------
DEADBEEF    \xdeadbeef t

postgres=# DROP TABLE type_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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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判断题）bigint占用4个字节。

A. 正确

B. 错误

2. （判断题）clob用于存储TEXT类型的文本大对象数据。

A. 正确

B.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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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SQL语法入门

2. SQL语法分类

◼ 数据查询

▫ 数据更新

▫ 数据定义

3. 操作符和常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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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概述

⚫ 数据库中的数据存储在表中，这些表一般由行(Tuple)和列(Column)组成，列构成表的结构，行

组成表的数据。

⚫ SELECT语句可以从数据库表中查询所需的信息，但不会改变数据库表中的数据，它只是将数据从

数据库表中提取并显示出来。

表1

表4表3

表2

选择 投影

连接

⚫ SELECT语句的关键要素

 选择：查询符合条件的行，过滤掉不符合条件的行。

 投影：查询符合条件的列，过滤掉不符合条件的列。

 连接：从多个表中查询数据。连接是关系型数据库的核

心，把数据放在不同的表里，通过连接查询获得完整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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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查询

⚫ 语法格式：

⚫ 使用方法：

 SELECT关键字之后和FROM子句之前出现的表达式称为SELECT项。SELECT项用于指定要查询的列，FROM指定要从

哪个表中查询。

SELECT [/*+ plan_hint */] [ ALL | DISTINCT [ ON ( expression [, ...] ) ] ] 
{ * | {expression [ [ AS ] output_name ]} [, ...] }
[ FROM FROM_item [, ...] ] 
[ WHERE condition ] 
[ GROUP BY grouping_element [, ...] ] 
[ HAVING condition [, ...] ] 
[ ORDER BY {expression [ [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 | nlssort_expression_clause ] [ NULLS { FIRST | 
LAST } ]} [, ...] ] 
[ LIMIT { [offset,] count | ALL } ] 
[ OFFSET start [ ROW | ROWS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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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SELECT后面使用*号查询bank_card表中的所有列。

SELECT * FROM bank_card;
b_number |  b_type |   b_c_id
--------------------------------+-----------------+--------------------
6222021302020000001        | Credit Card |   1
6222021302020000002        | Credit Card | 3
6222021302020000003        | Credit Card | 5



Huawei Confidential375

查询列的选择

⚫ 在选择查询列时，列名可以用下面几种形式表达：

 手动输入列名，多个列之间用英文逗号（,）分隔。

其中，列a、b是表t1中的列，f1、f2是表t2中的列。

 可以是计算出来的字段。

 如果某两个或某几个表正好有一些共同的列名，推荐使用表名限定列名。不限定列名可以得到查询结果，但使用完全

限定的表和列名称，可以减少数据库内部的处理工作量，从而提升查询的返回性能。例如：

SELECT a, b, f1, f2 FROM t1, t2;

SELECT t1.f1, t2.f1 FROM t1, t2;

SELECT a+b FROM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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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查看bank_card表中卡号和卡类型信息。

postgres=# SELECT b_number,b_type FROM bank_card;
b_number |          b_type
---------------------------------+---------------------
6222021302020000001        | Credit Card
6222021302020000002        | Credit Card
6222021302020000003        | Credit Card

⚫ 示例：查看客户为1的客户编号，客户名称，客户邮箱和银行卡号信息。

postgres=# SELECT a.c_id,a.c_name, a.c_mail, b.b_number FROM client a, bank_card b where 
a.c_id= 1 and b.b_c_id = 1;

c_id |  c_name |      c_mail |      b_number
------------+---------------+-----------------------------+----------------------------
1              |   Zhang Yi | zhangyi@Huawei.com  |  622202130202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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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

⚫ 通过使用子句AS some_name，可以为表名称或列名称指定另一个标题名显示，一般创建别名是为了让列名

称的可读性更强。

⚫ 语法格式

 列和表的SQL别名分别跟在相应的列名和表名后面，中间可以加或不加一个“AS”关键字。

⚫ 示例：别名使用。

postgres=# SELECT b_c_id AS CardID, b_type CardType FROM bank_card;
cardid |        cardtype
------------+--------------------------------
1              |    Credit Card
3              |    Credit Card
5              |    Savings Card

postgres=# SELECT a.c_id CID ,a.c_name Name, a.c_mail Email, b.b_number “Card Number” FROM client a, 
bank_card b where a.c_id= 1 and b.b_c_id = 1;

cid | name       |   email                            |   Card Number
------------+------------+------------------------------+---------------------------
1             | Zhang Yi   |  zhangyi@Huawei.com     | 622202130202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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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查询 （1）
⚫ 在SELECT语句中，可以通过设置条件以达到更精确的查询。条件由表达式与操作符共同指定，且条件返回的

值是TRUE，FALSE或UNKNOWN。查询条件可以应用于WHERE子句，HAVING子句。

⚫ 语法格式：

 condition子句

 predicate子句

{ expression { = | <> | != | > | >= | < | <= } { ALL | ANY } expression | ( SELECT) 
| string_expression [ NOT ] LIKE string_expression
| expression [ NOT ] BETWEEN expression AND expression  
| expression IS [ NOT ] NULL  
| expression [ NOT ] IN ( SELECT| expression [ , ... n ] )  
| [ NOT ] EXISTS ( SELECT) 

}

select_statement { predicate } [ { AND | OR } condition ] [ ,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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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查询 （2）

⚫ 查询条件由表达式和操作符共同定义。常用的条件定义方式如下：

 比较操作符“>， <，>=，<=， !=， <>，=”指定的比较查询条件。当查询条件中和数字比较，可以使用

单引号引起，也可以不用，当和字符及日期类型的数据比较，则必须用单引号引起。

 测试运算符指定的范围查询条件。如果希望返回的结果必须满足多个条件，可以使用AND逻辑操作符连

接这些条件；如果希望返回的结果满足多个条件之一即可，可以使用OR逻辑操作符连接这些条件。

⚫ 示例：使用比较操作符来指定查询条件，例如查询信用卡类型的银行卡信息。

postgres=# SELECT * FROM bank_card WHERE b_type='Credit Card';
b_number |    b_type |   b_c_id
-----------------------------------+-----------------------+----------------
6222021302020000001          |  Credit Card            |   1
6222021302020000002          |  Credit Card            |   3
6222021302020000003          |  Credit Card            |   5
6222021302020000004          |  Credit Card            |   7
6222021302020000005          |  Credit Card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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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查询 （3）
⚫ 逻辑操作符

 常用的逻辑操作符有AND、OR和NOT，他们的运算结果有三个值，分别为TRUE、FALSE和NULL，其中NULL代表未

知。他们运算优先级顺序为：NOT>AND>OR。

⚫ 示例：从bank_card中查询客户ID为1且银行卡类型为信用卡的银行卡信息。

a b a AND b a OR b NOT a

TRUE TRUE TRUE TRUE FALSE

TRU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TRUE NULL NULL TRU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NULL FALSE NULL TRUE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postgres=# SELECT* FROM bank_card where b_c_id= 1and b_type='Credit Card';
b_number |    b_type |   b_c_id
-----------------------------------+-----------------------+----------------
6222021302020000001          |  Credit Car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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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连接查询 （1）

⚫ 实际应用中所需要的数据，经常会需要查询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表。这种查询两个或两个以上数据

表或视图的查询叫做连接查询。连接查询通常建立在存在相互关系的父子表之间。

⚫ 语法格式

 table_reference 子句

SELECT [ , ... ] FROM table_reference
[LEFT [OUTER] | RIGHT [OUTER] | FULL [OUTER] | INNER]
JOIN table_reference
[ON { predicate } [ { AND | OR } condition ] [ , ... n ]]

{  table_name [ [AS] alias ]
| view_name [ [AS] alias]
| ( SELECTquery ) [ [AS] alia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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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连接查询 （2）

⚫ 当查询的FROM子句中出现多个表时，数据库就会执行连接。

 查询的SELECT列表可以是这些表中任意一些列。

 大多数连接查询包含至少一个连接条件，连接条件可以在FROM子句中也可以在WHERE子句中。

⚫ WHERE子句中可以通过指定“(+)”操作符的方法将表的连接关系转换为外连接，但是不建议用

户使用这种用法，因为这并不是SQL的标准语法。

SELECT table1.column, table2.column FROM table1, table2;

SELECT table1.column, table2.column FROM table1 JOIN table2 ON(table1.column1 = 
table2.column2);
SELECT table1.column, table2.column FROM table1, table2 WHERE table1.column1 = 
table2.colum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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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连接

⚫ 内连接：内连接的关键字为inner join，其中inner可以省略。使用内连接，连接执行顺序必然遵

循语句中所写的表的顺序。

⚫ 示例：查询客户ID、银行卡卡号和银行卡类型。使用client和bank_card两个相关的列c_id做查询

操作。

postgres=# SELECT c.c_id, b.b_number, b.b_type FROM client c JOIN bank_card b ON (b.b_c_id = 
c.c_id);
c_id |          b_numer |       b_type
-----------+----------------------------------+------------------------------
1 | 6222021302020000001        |  Credit Card 
3             | 6222021302020000002        |  Credit Card 
5             | 6222021302020000003        |  Credit Card 
7             | 6222021302020000004        |  Credit Card 
9             | 6222021302020000005        |  Credit Card 
10           | 6222021302020000006        |  Credit Card 
12           | 6222021302020000007        |  Credit Card 
14           | 6222021302020000008        |  Credit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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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连接

⚫ 外连接

 内连接所指定的两个数据源处于平等的地位。而外连接不同，外连接以一个数据源为基础，将另外一个

数据源与之进行条件匹配。

 内连接返回两个表中所有满足连接条件的数据记录。外连接不仅返回满足连接条件的记录，还将返回不

满足连接条件的记录。

 外连接又分为左外连接、右外连接和全外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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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外连接

⚫ 左外连接：

 又称左连接，是指以左边的表为基础表进行查询。

 根据指定连接条件关联右表，获取基础表以及和条件匹

配的右表数据，未匹配条件的右表对应的字段位置填上

NULL。

⚫ 示例：

postgres=# SELECT e.staff_id, e.higest_degree, t.score FROM 
education e LEFT JOIN training t ON (e.staff_id = t.staff_id);

STAFF_ID     |HIGEST_DEGREE | SCORE
--------------+-------------------+------------
11              | master               |   92
12              | doctor               |   95
13              | scholar

Staff_id Higest_degree

11 master

12 doctor

13 scholar

Staff_id Higest_degree score

11 master 92

12 doctor 95

13 scholar

Staff_id score

10 90

11 92

12 95

education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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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外连接

⚫ 右外连接

 又称右连接，是指以右边的表为基础表，在内连接的基础

上也查询右边表中有记录，而左边的表中没有记录的数据

（左边用NULL值填充）。

⚫ 示例：

postgres=# SELECT e.staff_id, e.higest_degree, t.score FROM 
education e RIGHT JOIN training t ON (e.staff_id = t.staff_id);

STAFF_ID     HIGEST_DEGREE SCORE
------------ ------------- ------------

90
11           master        92
12           doctor         95

Staff_id Higest_degree

11 master

12 doctor

13 scholar

Staff_id Higest_degree score

90

11 master 92

12 doctor 95

Staff_id score

10 90

11 92

12 95

education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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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外连接

⚫ 全外连接

 又称全连接，是指除了返回两个表中满足连接条件的

记录，还会返回两个表中不满足连接条件的所有其它

行（不匹配的另外一边用NULL值填充）。

⚫ 示例：

postgres=# SELECT e.staff_id, e.higest_degree, t.score FROM 
education e FULL JOIN training t ON (e.staff_id = t.staff_id);

STAFF_ID     HIGEST_DEGREE SCORE
------------ -------------------- ------------

11           master                    92
12           doctor                    95
13           scholar

90

Staff_id Higest_degree

11 master

12 doctor

13 scholar

Staff_id Higest_degree score

11 master 92

12 doctor 95

13 Scholar

90

Staff_id score

10 90

11 92

12 95

training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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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排序

ORDER BY { column_name | number | expression } [ ASC | DESC ][ NULLS FIRST | NULLS LAST ] 
[ , ... ]

⚫ ORDER BY子句

 使用ORDER BY子句对查询语句返回的行根据指定的列进行排序。如果没有ORDER BY子句，则多次执行

的同一查询将不一定以相同的顺序进行行的检索。

⚫ 语法格式

⚫ 使用方法

 ORDER BY语句默认按照升序对记录进行排序。如果希望按照降序对记录进行排序，请使用DESC关键字。

 NULLS FIRST | NULLS LAST 关键字指定ORDER BY列中NULL值的排序位置，FIRST表示将NULL值排在

最前面，LAST表示将NULL值排在最后面，若不指定该选项，ASC默认为NULLS LAST，DESC默认为

NULLS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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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按照保额降序查询保险编号大于2的保险名称，保额和适用人群。

postgres=# SELECT i_name,i_amount,i_person FROM insurance WHERE i_id>2 ORDER BY i_amount
DESC;
i_name |     i_amount |    i_person
--------------------------------------+-----------------------+------------------
Accident Insurance                     |      5000                 |   all
Medical Insurance                      |      2000                 |   all
Loss of Property Insurance          |      1500                 |   Middle-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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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限制

⚫ 数据限制功能包括两个独立的子句，LIMIT子句和OFFSET子句。

 LIMIT子句允许限制查询返回的行。

 OFFSET子句设置开始返回的位置。

⚫ 使用方法

 start：指定在返回行之前要跳过的行数。

 count：指定要返回的最大行数。

 start和count都被指定时，在开始计算要返回的count行之前会跳过start行。

 LIMIT 5,20与LIMIT 20 OFFSET 5及OFFSET 5 LIMIT 20等效。

LIMIT { count | ALL }

OFFSET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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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postgres=# SELECT i_name, i_id, i_amount, i_person FROM insurance LIMIT 2 OFFSET 1;

i_name |          i_id | i_amount |  i_person
-------------------------------+---------------------+---------------+----------------
Life Insurance                   |            2              |  3000           | Seniors
Accident Insurance            |            3              |  5000           |  All

⚫ 查询下表 insurance中的保险信息。通过增加LIMIT 2 OFFSET 1限定查询时跳过前1行后，查询总

共2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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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单选题）查找岗位是工程师且薪水在6000以上的记录，逻辑表达式为？

A. 岗位 =‘工程师’ OR 薪水 > 6000

B. 岗位 =工程师 AND 薪水 > 6000

C. 岗位 =工程师 OR 薪水 > 6000

D. 岗位 =‘工程师’ AND 薪水 > 6000

2. （单选题）WHERE子句中，表达式“age between 20 and 30”等同于？

A. age >= 20 and age <= 30

B. age >= 20 or age <=30

C. age > 20 and age < 30

D. age > 20 and age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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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3. （多选题）从student表中查询学生姓名、年龄和成绩，结果按照年龄降序排序，年龄

相同的按照成绩升序排序，下面SQL语句正确的是？

A. SELECT name, age, score FROM student order by age desc , score;

B. SELECT name, age, score FROM student order by age , score asc;

C. SELECT name, age, score FROM student order by 2 desc , 3 asc;

D. SELECT name, age, score FROM student order by 1 desc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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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SQL语法入门

2. SQL语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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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符和常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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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插入 （1）

⚫ 功能描述

 在表中插入新的数据。

⚫ 注意事项

 只有拥有表INSERT权限的用户，才可以向表中插入数据。

 如果使用RETURNING子句，用户必须要有该表的SELECT权限。

 如果使用ON DUPLICATE KEY UPDATE，用户必须要有该表的SELECT、UPDATE权限，唯一约束（主键

或唯一索引）的SELECT权限。

 如果使用query子句插入来自查询里的数据行，用户还需要拥有在查询里使用的表的SELECT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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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插入 （2）

⚫ 语法格式

 INSERT语句有三种形式。

 值插入，构造一行记录并插入到表中。

 查询插入，通过SELECT子句返回的结果集构造一行或多行记录插入到表中。

 先插入记录，如果报主键冲突错误则执行UPDATE操作，更新指定字段值。

INSERT [hint_info] [IGNORE] [ INTO ] [ schema_name. ]table_name [ ( column_name [ , ... ] ) ] 
VALUES ( expression [ , ... ] )

INSERT [IGNORE] [ INTO ] [ schema_name. ]table_name [table_alais][ ( column_name
[ , ... ] ) ]select_clause

INSERT [ INTO ] [ schema_name. ]table_name [ ( column_name [ , ... ] ) ]  VALUES ( expression 
[ , ... ] ) ON DUPLICATE KEY UPDATE {column_name = expressio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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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向表bank_card中插入数据。

 创建表bank_card。

 值插入：向表bank_card中插入一条记录。

 查询插入：通过子查询向表bank_card1表中插入bank_card表的所有数据。

 主键冲突错误，执行UPDATE操作。

postgres=# CREATE TABLE bank_card(b_number NCHAR(30) PRIMARY KEY, b_type NCHAR(20),
b_c_id INT NOT NULL);

postgres=# INSERT INTO bank_card(b_number,b_type,b_c_id) VALUES ('6222021302020000001', 
'Credit Card',1);

postgres=# INSERT INTO bank_card1 SELECT * FROM bank_card;

INSERT INTO bank_card VALUES ('6222021302020000001', 'Credit Card',1) ON DUPLICATE KEY 
UPDATE b_type = 'Savings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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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修改 （1）

⚫ 功能描述

 更新表中行的值。

⚫ 注意事项：

 要修改表，用户必须对该表有UPDATE权限。

 对expression或condition条件里涉及到的任何表要有SELECT权限。

 对于列存表，暂时不支持RETURNING子句。

 列存表不支持结果不确定的更新。试图对列存表用多行数据更新一行时会报错。

 列存表的更新操作，旧记录空间不会回收，需要执行VACUUM FULL table_name进行清理。

 对于列存复制表，暂不支持UPDATE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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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修改 （2）

⚫ 语法格式

 table_reference子句。

 join_table子句。

 示例：更新银行卡表中客户编号为1的记录，修改b_type为Credit Card。

UPDATE table_reference SET { [col_name = expression] [ , ... ] | (col_name[,...]) = (SELECT 
expression[,...]) } [ WHERE condition ]

{   [ schema_name. ] table_name
| join_table

}

table_reference [LEFT [OUTER] | RIGHT [OUTER] | INNER ] JOIN table_reference ON 
conditional_expr

其中，只有在使用join_table子句时支持使用(col_name[,...]) = (expression[,...]) 。

postgres=# UPDATE bank_card SET b_type = 'Credit Card' WHERE b_c_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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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删除 （1）

⚫ 功能描述

 从表中删除行。

⚫ 注意事项

 要删除表中的数据，用户必须对它有DELETE权限。

 必须有USING子句引用的表以及condition上读取的表的SELECT权限。

 对于列存表，暂时不支持RETURNING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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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删除 （2）

⚫ 语法格式

DELETE FROM [ schema_name. ]table_name
[ WHERE condition ]
[ ORDER BY  { column_name [ ASC | DESC ] [ NULLS FIRST | NULLS LAST ] } [ , ... ] ]
[ LIMIT [ start, ] count

| LIMIT count OFFSET start
| OFFSET start[ LIMIT count ] ] 

删除表中与另一个表匹配的行记录

DELETE table_ref_list FROM join_table

或者使用

DELETE FROM table_ref_list USING join_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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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删除表bank_card中b_c_id为10且银行卡类型为信用卡的记录。

 删除表bank_card。

 创建表bank_card。

 向表bank_card中插入记录。

 删除表bank_card中同时匹配b_type='Credit Card'和b_c_id=10的记录。

postgres=# DROP TABLE IF EXISTS bank_card;

postgres=# CREATE TABLE bank_card( b_number NCHAR(30) PRIMARY KEY, b_type NCHAR(20),b_c_id INT NOT 
NULL);

postgres=# INSERT INTO bank_card(b_number, b_type, b_c_id) VALUES ('6222021302020000021','Savings Card', 
30);
postgres=# INSERT INTO bank_card(b_number, b_type, b_c_id) VALUES ('6222021302020000022','Savings Card', 
31);
postgres=# INSERT INTO bank_card(b_number, b_type, b_c_id) VALUES ('6222021302020000023','Savings Card', 
32);

postgres=# DELETE FROM bank_card WHERE b_type='Credit Card' AND b_c_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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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单选题）使用SQL命令将STAFFS表中员工的年龄AGE字段的值增加5岁，应该使用的命令是？

A. UPDATE SET AGE WITH AGE+5

B. UPDATE AGE WITH AGE+5

C. UPDATE STAFFS SET AGE = AGE+5

D. UPDATE STAFFS AGE WITH AGE+5

2. （单选题）下面四组SQL命令，全部属于数据操作语言的命令是？

A. CREATE，DROP，UPDATE

B. INSERT，UPDATE，DELETE

C. INSERT，DROP，ALTER

D. UPDATE，DELETE，A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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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3. （单选题）删除表student中班级cid为6的全部学生信息，下面SQL语句正确的是？

A. delete FROM student where cid = 6;

B. delete * FROM student where cid = 6;

C. delete FROM student on cid = 6;

D. delete * FROM student on cid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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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SQL语法入门

2. SQL语法分类

▫ 数据查询

▫ 数据更新

◼ 数据定义

3. 操作符和常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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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L分类

⚫ 数据库对象是数据库的组成部分，数据库对象主要包含：表，索引，视图，存储过程，缺省值，

规则，触发器，用户，函数等。

⚫ DDL（Data Definition Language数据定义语言），用于定义或修改数据库中的对象，主要分为

三种类型语句：CREATE、ALTER和DROP。

 CREATE用来创建数据库对象；

 ALTER 用来修改数据库对象的属性；

 DROP则是用来删除数据库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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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数据库

⚫ 数据库是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仓库，而数据库定义主要包括：创建数据库、修改数据库属性，

以及删除数据库。

功能 相关SQL

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修改数据库属性 ALTER DATABASE

删除数据库 DROP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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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库

⚫ 语法格式

⚫ 注意

 只有拥有CREATEDB权限的用户才可以创建新数据库，系统管理员默认拥有此权限。

 不能在事务块中执行创建数据库语句。

 在创建数据库过程中，若出现类似“could not initialize database directory”的错误提示，可能是由于

文件系统上数据目录的权限不足或磁盘已满等原因引起。

CREATE DATABASE database_name
[ [ WITH ] { [ OWNER [=] user_name ] | 
[ TEMPLATE [=] template ] | 
[ ENCODING [=] encoding ] | 
[ LC_COLLATE [=] lc_collate ] | 
[ LC_CTYPE [=] lc_ctype ] | 
[ DBCOMPATIBILITY [=] compatibilty_type ] | 
[ TABLESPACE [=] tablespace_name ] | 
[ CONNECTION LIMIT [=] connlim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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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创建数据库jim用户。

 创建表空间。

 创建数据库music，用模板template0，并指定所有者为jim。

postgres=# CREATE USER jim PASSWORD 'Bigdata@123';
postgres=# CREATE USER jim01 PASSWORD 'Bigdata@123';

postgres=# CREATE DATABASE music OWNER jim TEMPLATE template0; 

postgres=# CREATE TABLESPACE tablespace01 RELATIVE LOCATION 'tablespace01/tablespac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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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数据库

⚫ 修改数据库的属性，包括它的名称、所有者、连接数限制、对象隔离属性等。

⚫ 语法格式

⚫ 注意

 修改数据库名称，必须拥有CREATEDB权限。

 修改数据库所有者，当前用户必须是该database的所有者或者系统管理员，必须拥有CREATEDB权限，且该用户是新

所有者角色的成员。

 修改数据库默认表空间，必须拥有新表空间的CREATE权限。这个语句会从物理上将一个数据库原来缺省表空间上的表

和索引移至新的表空间。注意不在缺省表空间的表和索引不受此影响。

ALTER DATABASE database_name
[ [ WITH ] [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

[ RENAME TO new_name ]|
[ OWNER TO new_owner ]|
[ SET TABALSPACE new_tablespa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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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修改数据库music的最大连接数。

⚫ 修改数据名称。

⚫ 修改数据库默认表空间。

⚫ 修改数据库所属者。

postgres=# ALTER DATABASE music WITH CONNECTION LIMIT 30;

postgres=# ALTER DATABASE music RENAME TO music01; 

postgres=# ALTER DATABASE music01 SET TABLESPACE tablespace01; 

postgres=# ALTER DATABASE music01 OWNER TO ji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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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数据库

⚫ 语法格式

⚫ 示例：

 删除数据库music。

 删除用户。

 删除表空间。

DROP DATABASE [ IF EXISTS ] database_name;

DROP DATABASE music01;

DROP USER jim;
DROP USER jim01;

DROP TABLESPACE tablespac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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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模式

⚫ 模式是一组数据库对象的集合，主要用于控制对数据库对象的访问。

功能 相关SQL

创建模式 CREATE SCHEMA

修改模式属性 ALTER SCHEMA

删除模式 DROP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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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模式

⚫ 语法格式

 根据指定的名称创建模式

 根据用户名创建模式

⚫ 注意

 只要用户对当前数据库有CREATE权限，就可以创建模式。

 系统管理员在普通用户同名schema下创建的对象，所有者为schema的同名用户（非系统管理员）。

CREATE SCHEMA schema_name
[ AUTHORIZATION user_name ] [ schema_element [ ... ] ];

CREATE SCHEMA AUTHORIZATION user_name [ schema_elemen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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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

 创建一个角色role1。

 为用户role1创建一个同名schema，子命令创建表films和winners的拥有者为role1。

postgres=# CREATE ROLE role1 IDENTIFIED BY 'Bigdata@123'; 

postgres=# CREATE SCHEMA AUTHORIZATION role1 
CREATE TABLE films (title text, release date, awards text[])       
CREATE VIEW winners AS          
SELECT title, release FROM films WHERE awards IS NO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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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模式

⚫ 修改模式属性

 修改模式名称。

 创建用户jack。

 修改模式的所有者。

⚫ 注意

 只有模式的所有者有权限执行ALTER SCHEMA命令，系统管理员默认拥有此权限。

postgres=# ALTER SCHEMA role1 RENAME TO role1_new; 

postgres=# ALTER SCHEMA role1_new OWNER TO jack; 

postgres=# CREATE USER jack PASSWORD 'Bigdata@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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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模式

⚫ 从数据库中删除模式。

⚫ 语法格式

⚫ 示例：删除用户jack和模式role1_new。

⚫ 注意

 只有模式的所有者有权限执行DROP SCHEMA命令，系统管理员默认拥有此权限。

postgres=# DROP SCHEMA role1_new;
postgres=# DROP USER jack;

DROP SCHEMA [ IF EXISTS ] schema_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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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表

⚫ 表是数据库中的一种特殊数据结构，用于存储数据对象以及对象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

SQL语句如下表所示。

功能 相关SQL

创建表 CREATE TABLE

修改表属性 ALTER TABLE

删除表 DROP TABLE

删除表中所有数据 TRUNCAT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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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表

⚫ 语法格式

⚫ 注意

 列存表的表级约束只支持PARTIAL CLUSTER KEY，不支持主外键等表级约束。

 列存表的字段约束只支持NULL、NOT NULL和DEFAULT常量值。

CREATE [ [ GLOBAL | LOCAL ] [ TEMPORARY | TEMP ] | UNLOGGED ] TABLE [ IF NOT EXISTS ] 
table_name ({ column_name data_type [ compress_mode ] [ COLLATE collation ] 
[ column_constraint [ ... ] ] 
| table_constraint
| LIKE source_table [ like_option [...] ] } [, ... ]) 
[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 
[ ON COMMIT { PRESERVE ROWS | DELETE ROWS | DROP } ] 
[ COMPRESS | NOCOMPRESS ] 
[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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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

 创建表bank_card。

 创建临时表。

postgres=# CREATE TABLE bank_card1( b_number NCHAR(30) PRIMARY KEY, b_type
NCHAR(20),b_c_id INT NOT NULL);

postgres=# CREATE TEMPORARY TABLE bank_card2(b_number NCHAR(30) PRIMARY KEY, b_type
NCHAR(20),b_c_id INT NO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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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表属性 （1）

⚫ ALTER TABLE功能指通过更改、添加、删除列和约束来更改表的定义，功能包括：

 列的添加、删除、修改、重命名。

 约束的添加、删除。

 约束的启动和禁用。

 修改分区的名称。

 修改分区的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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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表属性 （2）

⚫ 语法格式

⚫ 注意

 执行该语句的用户需要有ALTER ANY TABLE系统权限，普通用户不可以修改系统用户对象。

 增加表中列属性时，保证表中无记录。

 修改表中列属性时，保证表中所有记录该列为NULL。

ALTER TABLE [ schema_name. ]table_name
{ alter_table_properties
| column_clauses
| references_clause
| constraint_clauses
| partition_clauses
| enable_disable_clause
| set_interval_cla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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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

 Bank_card表中添加列full_masks。

postgres=# ALTER TABLE bank_card ADD full_masks INTEGER;

 删除列full_masks。
postgres=# ALTER TABLE bank_card DROP full_masks;

 修改列的数据类型。
postgres=# ALTER TABLE bank_card MODIFY full_masks NVARCHAR2(20);

 添加约束。
postgres=# ALTER TABLE bank_card ADD CONSTRAINT ck_bank_card CHECK(b_c_id>0);
postgres=# ALTER TABLE bank_card ADD CONSTRAINT uk_bank_card UNIQUE(full_m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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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表

⚫ 语法格式

⚫ 示例

⚫ 注意

⚫ DROP TABLE会强制删除指定的表，删除表后，依赖该表的索引会被删除，而使用到该表的函数和存储过程将无法执

行。

⚫ 删除分区表，会同时删除分区表中的所有分区。

⚫ 只有表的所有者或者被授予了表的DROP权限的用户才能执行DROP TABLE，系统管理员默认拥有该权限。

DROP TABLE [ IF EXISTS ] { [schema.]table_name } [, ...] [ CASCADE | RESTRICT ];

postgres=# DROP TABLE IF EXIST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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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分区表

⚫ openGauss数据库支持的分区表为范围分区表、列表分区表、哈希分区表。

⚫ 分区表和普通表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改善查询性能：对分区对象的查询可以仅搜索自己关心的分区，提高检索效率。

 增强可用性：如果分区表的某个分区出现故障，表在其他分区的数据仍然可用。

 方便维护：如果分区表的某个分区出现故障，需要修复数据，只修复该分区即可。

 均衡I/O：可以把不同的分区映射到不同的磁盘以平衡I/O，改善整个系统性能。

功能 相关SQL

创建分区表 CREATE TABLE PARTITION

修改分区表属性 ALTER TABLE PARTITION

删除分区表 DROP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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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分区表

⚫ 语法格式

CREATE TABLE [ IF NOT EXISTS ] partition_table_name
( [ 

{ column_name data_type [ COLLATE collation ] [ column_constraint [ ... ] ] 
| table_constraint
| LIKE source_table [ like_option [...] ] }[, ... ] 

] ) 
[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 
[ COMPRESS | NOCOMPRESS ] 
[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PARTITION BY { 
{RANGE (partition_key) [ INTERVAL ('interval_expr') [ STORE IN (tablespace_name [, ... ] ) ] ]

( partition_less_than_item [, ... ] )} | 
{RANGE (partition_key) [ INTERVAL ('interval_expr') [ STORE IN (tablespace_name [, ... ] ) ] ] 

( partition_start_end_item [, ... ] )} | 
{LIST | HASH (partition_key) (PARTITION partition_name [VALUES (list_values_clause)] opt_table_space )} 

} [ { ENABLE | DISABLE } ROW MOV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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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创建表空间

 创建分区表

示例

postgres=# CREATE TABLESPACE example1 RELATIVE LOCATION 'tablespace1/tablespace_1';
postgres=# CREATE TABLESPACE example2 RELATIVE LOCATION 'tablespace2/tablespace_2';
postgres=# CREATE TABLESPACE example3 RELATIVE LOCATION 'tablespace3/tablespace_3';
postgres=# CREATE TABLESPACE example4 RELATIVE LOCATION 'tablespace4/tablespace_4';

postgres=# CREATE TABLE training(staff_id INTEGER NOT NULL, course_name CHAR(20), course_period
DATETIME,
exam_date DATETIME, score INTEGER)
TABLESPACE example1
PARTITION BY RANGE(staff_id)
(

PARTITION training1 VALUES LESS THAN(100),
PARTITION training2 VALUES LESS THAN(200),
PARTITION training3 VALUES LESS THAN(300),
PARTITION training4 VALUES LESS THAN(MAXVALUE) TABLESPACE example2

)
ENABLE ROW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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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分区表

⚫ 语法格式

⚫ 示例

 修改分区training1的表空间。

 重命名分区training1为training5。

 合并分区training1,training2到training3。

 删除分区traing4。

ALTER TABLE [ IF EXISTS ] { table_name [*] | ONLY table_name | ONLY ( table_name )} action 
[, ... ];

postgres=# ALTER TABLE training MOVE PARTITION training1 TABLESPACE example3;

postgres=# ALTER TABLE training MERGE PARTITION training1,training2 INTO PARTITION training3;

postgres=# ALTER TABLE training DROP PARTITION training4;

postgres=# ALTER TABLE training RENAME PARTITION training1 TO trainin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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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分区表

⚫ 语法格式

⚫ 示例

 删除分区表。

 删除表空间。

DROP TABLE [ IF EXISTS ] { [schema.]table_name } [, ...] [ CASCADE | RESTRICT ];

postgres=# DROP TABLE training;

postgres=# DROP TABLESPACE example1;
postgres=# DROP TABLESPACE example2;
postgres=# DROP TABLESPACE example3;
postgres=# DROP TABLESPACE exampl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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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索引

⚫ 索引是对数据库表中一列或多列的值进行排序的一种结构，使用索引可快速访问数据库表中的特

定信息。所涉及的SQL语句，如下表所示。

⚫ 分类：

 索引按照索引列数分为单列索引和多列索引；

 按照索引使用方法可以分为普通索引、唯一索引、函数索引、分区索引。

功能 相关SQL

创建索引 CREATE INDEX

修改索引属性 ALTER INDEX

删除索引 DRO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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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索引 （1）

⚫ 功能描述

 在指定的表上创建一个索引。索引可以用来提高数据库查询性能，但是不恰当的使用将导致性能下降。

⚫ 注意

 执行该语句的用户需要有CREATE INDEX、 CREATE ANY INDEX系统权限，普通用户不可以创建系统用

户对象。

⚫ 语法格式

CREATE [ UNIQUE ] INDEX [ CONCURRENTLY ] [ [schema_name.]index_name ] ON table_name
[ USING method ] 
({ { column_name | ( expression ) } [ COLLATE collation ] [ opclass ] [ ASC | DESC ] [ NULLS { FIRST 
| LAST } ] }[, ...] ) 
[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 
[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 WHERE predic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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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索引 （2）
⚫ 在普通表bank_card上创建索引。

⚫ 在分区表education上创建分区索引。

--创建普通表bank_card。
postgres=# CREATE TABLE bank_card( b_number NCHAR(30) PRIMARY KEY, b_type NCHAR(20),b_c_id INT NOT 
NULL);
--创建索引idx_bank_card。
postgres=# CREATE INDEX idx_bank_card ON bank_card(b_number ASC, b_type);

--创建分区表education。
postgres=# CREATE TABLE education(staff_id INTEGER NOT NULL, higest_degree CHAR(8), graduate_school
VARCHAR(64),graduate_date DATETIME, education_note VARCHAR(70))
PARTITION BY LIST(higest_degree)
(
PARTITION doctor VALUES ('博士'),
PARTITION master VALUES ('硕士'),
PARTITION undergraduate VALUES ('学士')
);
--创建分区索引，并制定索引分区的名称。
postgres=# CREATE INDEX idx_education ON education(staff_id ASC, higest_degree) LOCAL (PARTITION doctor, 
PARTITION master, PARTITION under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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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索引属性

⚫ 语法格式：

⚫ 说明：

 rebuild_clauses
◼ REBUILD [ PARTITION index_partition_name ]， 重建表索引或索引分区。

 rename_clauses
◼ RENAME TO [schema_name.] index_name_new，待重命名的索引名。

 modify_clauses
◼ SET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修改表索引的所属空间。

ALTER INDEX [ schema_name. ]index_name
{   rebuild_clauses
| rename_clauses
| modify_clau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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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
 重建索引。

 重命名现有索引。

 设置索引不可用。

postgres=# ALTER INDEX idx_bank_card REBUILD;

postgres=# ALTER INDEX idx_bank_card RENAME TO idx_bank_card_temp;

postgres=# ALTER INDEX idx_bank_card UNU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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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索引

⚫ 语法格式

⚫ 参数说明
 IF EXISTS

◼ 索引不存在时，直接返回成功。

 index_name
◼ 待删除索引名。

 CASCADE | RESTRICTON
◼ CASCADE：表示允许级联删除依赖于该索引的对象。
◼ RESTRICT（缺省值）：表示有依赖与此索引的对象存在，则该索引无法被删除。

⚫ 示例

DROP INDEX [ CONCURRENTLY ] [ IF EXISTS ] index_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postgres=# DROP INDEX idx_bank_card;



Huawei Confidential441

定义视图

⚫ 视图是从一个或几个基本表中导出的虚表，可用于控制用户对数据访问，所涉及的SQL语句，如

下表所示。

⚫ 说明：

 视图与基本表不同，数据库中仅存放视图的定义，而不存放视图对应的数据，这些数据仍存放在原来的

基本表中。

 若基本表中的数据发生变化，从视图中查询出的数据也随之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讲，视图就像一个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数据库中用户感兴趣的数据及变化。

功能 相关SQL

创建视图 CREATE VIEW

删除视图 DROP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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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视图

⚫ 语法格式

⚫ 示例：
 创建视图privilege_view，若该视图存在则更新该视图。

 查看视图中的数据，语法和查询表一样。

 查看视图结构。

CREATE [ OR REPLACE ] [ TEMP | TEMPORARY ] VIEW view_name [ ( column_name [, ...] ) ] 
[ WITH ( {view_option_name [= view_option_value]} [, ... ] ) ] AS query;

postgres=# CREATE OR REPLACE VIEW privilege_view AS SELECT b_number, b_type FROM 
bank_card;

postgres=# SELECT * FROM privilege_view;

postgres=# \d privilege_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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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视图

⚫ 语法格式

⚫ 参数说明

 IF EXISTS

◼ 视图存在，则执行删除。

 view_name

◼ 待删除的视图。

 CASCADE | RESTRICT

◼ CASCADE：级联删除依赖此视图的对象（比如其他视图）。

◼ RESTRICT：如果有依赖对象存在，则拒绝删除此视图。此选项为缺省值。

⚫ 示例

DROP VIEW [ IF EXISTS ] view_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postgres=# DROP VIEW IF EXISTS privilige_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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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序列

⚫ 序列可以产生一组等间隔的数值，能自增，主要用于表的主键。所涉及的SQL语句，如下表所示。

功能 相关SQL

创建序列 CREATE SEQUENCE

修改序列属性 ALTER SEQUENCE

删除序列 DROP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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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序列
⚫ 功能描述

 向当前数据库中增加一个新的序列生成器。当前用户为该生成器的所有者。

⚫ 语法格式

⚫ 注意事项

 Sequence是一个存放等差数列的特殊表。这个表没有实际意义，通常用于为行或者表生成唯一的标识符。

 如果给出一个模式名，则该序列就在给定的模式中创建，否则会在当前模式中创建。序列名必须和同一
个模式中的其他序列、表、索引、视图或外表的名称不同。

 创建序列后，在表中使用序列的nextval()函数和generate_series(1,N)函数对表插入数据，请保证nextval
的可调用次数大于等于N+1次，否则会因为generate_series()函数会调用N+1次而导致报错。

CREATE SEQUENCE name 
[ INCREMENT [ BY ] increment ]
[ MINVALUE minvalue | NO MINVALUE | NOMINVALUE ] [ MAXVALUE maxvalue | NO MAXVALUE | NOMAXVALUE] 
[ START [ WITH ] start ] [ CACHE cache ] [ [ NO ] CYCLE | NOCYCLE ] 
[ OWNED BY { table_name.column_name | NO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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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示例：

 创建序列seq_auto_extend，序列起点为10，步长为2，最大值为200，序列到达最大值时可循环。

 得到序列的下一个值。

 通过序列实现id的自增。

postgres=# CREATE SEQUENCE seq_auto_extend START WITH 10 MAXVALUE 200 INCREMENT BY 2 CYCLE;

postgres=# SELECT nextval(’seq_auto_extend’);

postgres=# CREATE SEQUENCE serial1
START 101
CACHE 20
;

CREATE TABLE test (id number(6) default nextval(‘serial1’), name varchar(20),constraint ts_id primary 
key(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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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序列属性

⚫ 语法格式

 修改序列归属列

 修改序列的拥有者

⚫ 示例

 修改序列seq_auto_extend。

 修改序列seq_auto_extend的归属列变为b_number

ALTER SEQUENCE [ IF EXISTS ] name 
[MAXVALUE maxvalue | NO MAXVALUE | NOMAXVALUE]
[ OWNED BY { table_name.column_name | NONE } ] ;

--修改步长为4，最大值为400。
postgres=# ALTER SEQUENCE seq_auto_extend MAXVALUE 400 INCREMENT BY 4 CYCLE;

ALTER SEQUENCE [ IF EXISTS ] name OWNED TO new_owner;

postgres=# ALTER SEQUENCE seq_auto_extend OWNED BY bank_card.b_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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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序列

⚫ 语法格式

⚫ 参数说明
 IF EXISTS

序列不存在时，删除也会成功。

 l [schema_name.] sequence_name

待删除序列名。

 CASCADE级联删除依赖序列的对象。

 RESTRICT如果存在任何依赖的对象，则拒绝删除序列。此项是缺省值。

⚫ 示例

 删除序列seq_auto_extend。

DROP SEQUENCE [ IF EXISTS ] {[schema.]sequence_name} [ , ... ] [ CASCADE | RESTRICT ];

postgres=# DROP SEQUENCE IF EXISTS seq_auto_ex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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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判断题）为某表建立索引，如果对索引进行撤销操作则与之对应的基本表的内容也

会被删除。

A. 对

B. 错

2. （单选题）SQL语言集数据查询、数据操纵、数据定义和数据控制于一体，其中，

CREATE、DROP、ALTER语句是实现哪一种功能？

A. 数据查询 B. 数据操作 C. 数据定义 D. 数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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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3. （多选题）创建一个递减序列seq_1，起点为400，步长为-4，最小值为100，序列到

达最小值时可循环,下面语句正确的是？

A. CREATE SEQUENCE seq_1 START WITH 400 MAXVALUE 100 INCREMENT BY -4 CYCLE;

B. CREATE SEQUENCE seq_1 MAXVALUE 400 MINVALUE 100 INCREMENT BY -4 CYCLE;

C. CREATE SEQUENCE seq_1 START WITH 400 MINVALUE 100 INCREMENT BY -4 CYCLE;

D. CREATE SEQUENCE seq_1 START WITH  400 MINVALUE 100 MAXVALUE 400 

INCREMENT BY -4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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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SQL语法入门

2. SQL语法分类

3. 操作符和常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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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操作符

⚫ 常用的逻辑操作符有AND、OR和NOT，运算结果有三个值，分别为TRUE、FALSE和NULL，其中

NULL代表未知。运算优先级顺序为：NOT>AND>OR。

操作符 功能

and 支持在查询条件where/on/having语句中，用于条件之间的逻辑与操作。

or 支持在查询条件where/on/having语句中，用于条件之间的逻辑或操作。

not
支持在where/having子句后的条件表达式前加NOT关键字，对条件结果取反，常与关系
运算合用，例如not in、not exists。

--从bank_card表中查询卡类型为信用卡，且客户ID=1的银行卡信息。
postgres=# SELECT * FROM bank_card where b_type='Credit Card' and b_c_id=1;
--从bank_card表中查询卡类型为信用卡，或客户ID=1的银行卡信息。
postgres=# SELECT * FROM bank_card where b_type='Credit Card' or b_c_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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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操作符

⚫ 大部分数据类型都可用比较操作符进行比较，并返回一个布尔类型的值。

操作符 描述

< 小于

> 大于

<= 小于或等于

>= 大于或等于

= 等于

<> 或 != 不等于

--从bank_card表中查询银行卡类型不是信用卡的信息。
postgres=# SELECT * FROM bank_card where b_type!='Credit Card' ;
--从bank_card表中查询银行卡类型不等于信用卡类型的信息。
postgres=# SELECT * FROM bank_card where b_type<>'Credit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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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处理函数和操作符 （1）
⚫ instr(string1,string2,int1,int2)返回在string1中从int1位置开始匹配到第int2次string2的位置，第一个int表示

开始匹配起始位置，第二个int表示匹配的次数。

⚫ overlay(string placing string FROM int [for int])：替换子字符串。FROM int表示从第一个string的第几个

字符开始替换，for int表示替换第一个string的字符数目。

postgres=# SELECT instr( 'abcdabcdabcd', 'bcd', 2, 2 );

Instr
-------
6

postgres=# SELECT overlay('hello' placing 'world' FROM 2 for 3 ); 
overlay 
---------
hworl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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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处理函数和操作符 （2）
⚫ substring(string [FROM int] [for int])：截取子字符串，FROM int表示从第几个字符开始截取，for int表示

截取几个字节。

⚫ replace(string text, FROM text, to text)：把字符串string里出现地所有子字符串FROM的内容替换成子字符

串to的内容。

postgres=# SELECT substring('Thomas' FROM 2 for 3); 
Substring
-----------
hom
(1 row)

postgres=# SELECT replace('abcdefabcdef', 'cd', 'XXX');
replace     

----------------
abXXXefabXXXef

(1 row)



Huawei Confidential456

常用字符处理函数

字符处理函数 功能 示例

basicemailmasking(text, char DEFAULT 
'x'::bpchar)

对出现第一个'@'之前的email文本进行脱敏。
basicemailmasking('abcd@gm
ail.com') xxxx@gmail.com

char_length(string) 字符串中的字符个数。 char_length('hello') 5

lengthb(text/bpchar) 获取指定字符串的字节数。 lengthb('hello') 5

left(str text, n int)
返回字符串的前n个字符。当n是负数时，返回除最后|n|个字
符以外的所有字符。

left('abcde', 2) ab

right(str text, n int)
返回字符串中的后n个字符。当n是负值时，返回除前|n|个字
符以外的所有字符。

right('abcde', 2) de

lpad(string text, length int [, fill text])
通过填充字符fill（缺省时为空白），把string填充为length长
度。如果string已经比length长则将其尾部截断。

lpad('hi', 5, 'xyza') xyzhi

rpad(string text, length int [, fill text])
使用填充字符fill（缺省时为空白），把string填充到length长
度。如果string已经比length长则将其从尾部截断。

rpad('hi', 5, 'xy') hixyx

notlike(x bytea name text, y bytea text) 比较x和y是否不一致。 notlike(1,2) t  notlike(1,1) f

rawcat(raw,raw) 字符串拼接函数。 rawcat('ab','cd') ABCD

reverse(str) 返回颠倒的字符串。 reverse('abcde') ed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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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操作函数和操作符

数字操作符 描述 数字操作符 描述

+ 加 !! 阶乘（前缀操作符）

- 减 | 二进制OR

* 乘 & 二进制AND

/ 除（除法操作符不会取整） # 二进制XOR

% 模运算 ~ 二进制NOT

@ 绝对值 ^ 幂（指数运算）

|/ 平方根 << 左移位

||/ 立方根 >> 右移位

postgres=# SELECT 2+3,2*3, @ -5.0, 2.0^3.0, |/ 25.0, 91&15, 17#5,1<<4 AS RESULT;

2+3      |   2*3        | @ -5.0 | 2.0^3.0 | |/ 25.0  |  91&15   | 17#5 | 1<<4
---------+-----------+----------+---------------+--------+-----------+---------+------------
5          |     6        |    5.0     |   8.00000      |    5     |    11       |    20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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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 abs(exp)，cos(exp)，sin(exp)，acos(exp)，asin(exp)：返回表达式的绝对值，余弦值，正弦值，

反余弦值和反正弦值。

 abs(exp)的返回值类型与参数exp数据类型相同，其他的返回值为number。

 asin和acos函数入参exp是可转成数值型的表达式，取值范围为[-1,1]。

postgres=#  SELECT abs(-10),cos(0),sin(0),acos(1),asin(0);

ABS        |       COS       |      SIN       |       ACOS     |     ASIN                           
----------+---------------+--------------+----------------+----------------

10      |         1         |         0        |          0         |       0                                  

1 rows fet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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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 bitand(exp1,exp2)计算两个数字与运算&的结果。

⚫ round(number[,decimals]) 将number类数值按照decimals指定的向小数点前后截断。

postgres=# SELECT bitand(29,15);

BITAND(29,15) 
--------------------

13

postgres=# SELECT round(1234.5678,-2),round(1234.5678,2);

ROUND(1234.5678,-2)  |     ROUND(1234.5678,2)
----------------------------+---------------------------------
1200                                        12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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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数据操作函数

数字操作函数 功能 示例

ceil(x) 不小于参数的最小的整数 ceil(-42.8) -42

floor(x) 不大于参数的最大整数 floor(-42.8) -43

log(x) 以10为底的对数 log(100.0) 2.0000000000000000

div(y numeric, x numeric) y除以x的商的整数部分 div(9,4) 2

trunc(x) 截断（取整数部分） trunc(42.8) 42

cbrt(dp) 立方根 cbrt(27.0) 3

mod(x,y) x/y的余数（模）。如果x是0，则返回0 mod(9,4) 1

power(a double precision, 
b double precision)

a的b次幂 power(9.0, 3.0) 729.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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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日期操作符“+”

⚫ 时间和日期操作符“+”

postgres=# SELECT date '2021-5-28' + integer '7' AS RESULT; 
result 

---------------------------
2021-06-04 00:00:00

postgres=# SELECT date '2021-05-28' + interval '1 hour' AS RESULT; 
result 

---------------------
2021-05-28 01:00:00 

postgres=# SELECT date '2021-05-28' + time '03:00' AS RESULT; 
result 

---------------------
2021-05-28 03:00:00 

postgres=# SELECT interval '1 day' + interval '1 hour' AS RESULT; 
result 

----------------
1 day 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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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日期操作符“-”

⚫ 时间和日期操作符“-”

postgres=# SELECT date '2021-05-01' - date '2021-04-28' AS RESULT; 
result 

------------
3 days 

postgres=# SELECT date '2021-05-01' - integer '7' AS RESULT; 
result 

---------------------
2021-04-24 00:00:00

postgres=# SELECT date '2021-05-28' - interval '1 hour' AS RESULT; 
result 

---------------------
2021-05-27 23:00:00

postgres=# SELECT time '05:00' - interval '2 hours' AS RESULT; 
result 

--------------
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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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日期操作符“*”和“/”

⚫ 时间和日期操作符“*”

⚫ 时间和日期操作符“/”

postgres=# SELECT 900 * interval '1 second' AS RESULT; 
result 

-------------
00:15:00

postgres=# SELECT 21 * interval '1 day' AS RESULT; 
result 

------------
21 days

postgres=# SELECT double precision '3.5' * interval '1 hour' AS RESULT; 
result 

-------------
03:30:00

postgres=# SELECT interval '1 hour' / double precision '1.5' AS RESULT; 
result 

-------------
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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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日期处理函数
时间和日期函数 功能 示例

age(timestamp, 
timestamp)

将两个参数相减，并以年、月、日作为返回值。
若相减值为负，则函数返回亦为负，入参可以
都带timezone或都不带timezone。

age(timestamp '2001-04-10', timestamp 
'1957-06-13') 43 years 9 mons 27 days

age(timestamp)
当前时间和参数相减，入参可以带或者不带
timezone。

age(timestamp '1957-06-13') 64 years 2 mons 
18 days

current_date 当前日期。 current_date 2021-05-01

date_part(text, 
timestamp)

获取日期/时间值中子域的值，例如年或者小时
的值。

date_part('hour',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20

trunc(timestamp) 默认按天截取。
trunc(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2001-
02-16 00:00:00

sysdate 当前日期及时间。 sysdate 2021-05-01 17:04:49

justify_days(interval) 将时间间隔以月（30天为一月）为单位。 justify_days(interval '35 days') 1 mon 5 days

pg_sleep(seconds) 服务器线程延迟时间，单位为秒。 pg_sleep(10)

last_day(d) 用于计算时间点d当月最后一天的时间。
last_day(to_date('2017-01-01', 'YYYY-MM-
DD')) 2017-01-31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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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转换函数 （1）

⚫ to_char(int, text)，to_clob(str)，to_date(exp[,fmt])，to_number(n[,fmt])将指定入参转换为

char，clob，date，number类型。

postgres=# SELECT to_char(125,’999’),to_clob(‘hello111‘::CHAR(15)),to_date('05 Dec 2000', 'DD 
Mon YYYY'), to_number('12,454.8-', '99G999D9S');

TO_CHAR  |  TO_CLOB     |    TO_DATE                  |  TO_NUMBER
------------+----------------+----------------------------+-------------------------
125          |     hello111    | 2000-12-05 00:00:00     |   -12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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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转换函数 （2）
类型转换函数 功能 示例

cast(x as y) 类型转换函数，将x转换成y指定的类型。
cast('22-oct-1997' as timestamp) 1997-10-
22 00:00:00

hextoraw(string) 将一个十六进制构成的字符串转换为二进制。 hextoraw('7D') 7D

numtoday(numeric) 将数字类型的值转换为指定格式的时间戳。 numtoday(2) 2 days

pg_systimestamp() 获取系统时间戳。
pg_systimestamp() 2021-05-14 
11:21:28.317367+08

rawtohex(string)
将一个二进制构成的字符串转换为十六进制的
字符串。

rawtohex('1234567') 31323334353637

to_bigint(varchar) 将字符类型转换为bigint类型。
to_bigint('123364545554455')
123364545554455

to_timestamp(text, 
text)

将字符串类型的值转换为指定格式的时间戳。
to_timestamp('05 Dec 2000', 'DD Mon YYYY') 
2000-12-05 00:00:00

convert_to_nocase(text, 
text)

将字符串转换为指定的编码类型。
convert_to_nocase('12345', 'GBK')
\x31323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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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操作符

几何操作符 描述 示例

+ 平移 box '((0,0),(1,1))' + point '(2.0,0)‘ (3,1),(2,0)

- 平移 box '((0,0),(1,1))' - point '(2.0,0)‘  (-1,1),(-2,0)

* 伸展/旋转 box '((0,0),(1,1))' * point '(2.0,0)‘ (2,2),(0,0)

/ 收缩/旋转 box '((0,0),(2,2))' / point '(2.0,0)‘ (1,1),(0,0)

# 两个图形交面 box '((1,-1),(-1,1))' # box '((1,1),(-2,-2))‘  (1,1),(-1,-1)

@-@ 图形的长度或者周长 @-@ path '((0,0),(1,0))‘  2

@@ 图形的中心 @@ circle '((0,0),10)‘  (0,0)

<-> 两个图形之间的距离 circle '((0,0),1)' <-> circle '((5,0),1)‘  3

<^ 图形是否低于另一个图形 box '((0,0),(-3,-3))' <^ box '((0,0),(2,2))‘  t

>^ 图形是否高于另一个图形 box '((0,0),(2,2))' >^ box '((0,0),(-3,-3))‘  t

&& 两个图形是否重叠（有一个共同点就为真） box '((0,0),(1,1))' && box '((0,0),(2,2))‘  t

<< 图形是否全部在另一个图形的左边 circle '((0,0),1)' << circle '((5,0),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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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函数 （1）
几何函数 描述 示例

area(object) 计算图形的面积 area(box '((0,0),(1,1))')  1

center(object) 计算图形的中心 center(box '((0,0),(1,2))') (0.5,1)

diameter(circle) 计算圆的直径 diameter(circle '((0,0),2.0)')  4

height(box) 矩形的竖直高度 height(box '((0,0),(1,1))')  1

isclosed(path) 图形是否为闭合路径 isclosed(path '((0,0),(1,1),(2,0))')   t

isopen(path) 图形是否为开放路径 isopen(path '[(0,0),(1,1),(2,0)]')  t

length(object) 计算图形的长度 length(path '((-1,0),(1,0))')  4

npoints(path) 计算路径的顶点数 npoints(path '[(0,0),(1,1),(2,0)]')  3

npoints(polygon) 计算多边形的顶点数 npoints(polygon '((1,1),(0,0))')  2

pclose(path) 把路径转换为闭合路径 pclose(path '[(0,0),(1,1),(2,0)]') ((0,0),(1,1),(2,0))

popen(path) 把路径转换为开放路径 popen(path '((0,0),(1,1),(2,0))') [(0,0),(1,1),(2,0)]

radius(circle) 计算圆的半径 radius(circle '((0,0),2.0)')  2

width(box) 计算矩形的水平尺寸 width(box '((0,0),(1,1))') 1



Huawei Confidential470

几何函数 （2）

几何类型转换函数 描述 示例

box(circle) 将圆转换成矩形
box(circle '((0,0),2.0)') (1.41421356237309,1.41421356237309),(-
1.41421356237309,-1.41421356237309)

box(point, point) 将点转换成矩形 box(point '(0,0)', point '(1,1)')--(1,1),(0,0)

box(polygon) 将多边形转换成矩形 box(polygon '((0,0),(1,1),(2,0))') --(2,1),(0,0)

circle(box) 矩形转换成圆 circle(box '((0,0),(1,1))') <(0.5,0.5),0.707106781186548>

circle(point, double 
precision)

将圆心和半径转换成圆 circle(point '(0,0)', 2.0) <(0,0),2>

circle(polygon) 将多边形转换成圆
circle(polygon '((0,0),(1,1),(2,0))') 
<(1,0.333333333333333),0.924950591148529>

lseg(box) 矩形对角线转化成线段 lseg(box '((-1,0),(1,0))') [(1,0),(-1,0)]

lseg(point, point) 点转换成线段 lseg(point '(-1,0)', point '(1,0)') [(-1,0),(1,0)]

path(polygon) 多边形转换成路径 path(polygon '((0,0),(1,1),(2,0))') ((0,0),(1,1),(2,0))

point(box) 矩形的中心 point(box '((-1,0),(1,0))') (0,0)

point(circle) 圆心 point(circle '((0,0),2.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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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单选题）“SELECT date ‘2021-4-28’ + integer ‘7’ AS RESULT; ” 该SQL返回的结果是

什么？

A. 2021-05-05

B. 2021-05-05 01:00:00

C. 2021-05-05 00:00:00

D. 00:00:00

2. （多选题）以下哪些是数字操作函数？

A. length(str)

B. sin(n)

C. round(v numeric, s int)

D. hex(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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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3. （多选题）以下哪些是逻辑操作符？

A. and

B. or

C. not

D. not or

4. （多选题）数据库提供了哪三种独立的实现模式匹配的方法？

A. LIKE

B. Same

C. SIMILAR TO

D. POSIX正则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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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SQL语句的概念，SQL语句分类和数据类型；

⚫ 了解SQL语句中的数据库查询语言DQL、数据操作语言DML、数据定义语言

DDL和数据控制语言DCL，给出了每种语句的语法句式、使用场景以及典型示

例；

⚫ 了解数据库的常用系统函数，操作符及典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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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推荐

⚫ 华为云：

 https://www.huaweicloud.com/

⚫ openGauss帮助文档：

 https://opengauss.org/zh/docs/2.0.0/docs/installation/installation.html

⚫ openGauss代码仓库：

 https://gitee.com/opengauss

⚫ GaussDB(for openGauss)帮助文档：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pengauss

https://www.huaweicloud.com/
https://opengauss.org/zh/docs/2.0.0/docs/installation/installation.html
https://gitee.com/opengauss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peng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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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 DCL：Data Control Language，数据控制语言。

⚫ DDL：Data Definition Language，数据定义语言。

⚫ DML：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数据操纵语言。

⚫ DQL：Data Query Language，数据查询语言。

⚫ I/O：Input/Output，输入输出。

⚫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结构性查询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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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数据库在企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应用，华为GaussDB(for openGauss)数据库

在鲲鹏生态中是主力场景之一。数据库技术革新正在打破现有秩序、云化、分

布式、多模处理是未来主要趋势。本章重点介绍华为GaussDB(for openGauss)

云数据库的优势、关键特性和应用场景，并介绍相关配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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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了解GaussDB(for openGauss)的基本介绍

 学习GaussDB(for openGauss)的产品特点

 了解GaussDB(for openGauss)数据库的相关工具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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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openGauss)简介

2. GaussDB(for openGauss)企业级特性

3. 健全的工具与服务化能力

4. 应用场景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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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GaussDB(for openGauss) 简介

⚫ GaussDB(for openGauss)是华为基于openGauss自研生态推出的企业级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该产品具备企业级复杂事

务混合负载能力，同时支持分布式事务强一致，同城跨AZ部署，数据0丢失，支持1000+的计算节点扩展能力，4PB海量

存储。同时拥有云上高可用，高可靠，高安全，弹性伸缩，一键部署，快速备份恢复，监控告警等关键能力，能为企业提

供功能全面，稳定可靠，扩展性强，性能优越的企业级数据库服务。

华为云数据库 GaussDB(for openG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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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栈自研

⚫ GaussDB(for openGauss)基于鲲鹏生态，是当前国内唯一能够做到全栈自主可控的国产品牌。同

时GaussDB(for openGauss)能够基于硬件优势在底层不断进行优化，提升产品综合性能。

⚫ 充分发挥华为在数据库内核研发能力积累，GaussDB(for openGauss)结合传统关系型数据库的企

业级能力和互联网分布式数据库的优点，在高可用，数据安全，高扩展，高性能方面拥有极强的

综合优势，同时配合华为强大的软硬件研发能力，能够做到全栈自主可控。

⚫ 核心技术

 高性能——分布式执行框架、GTM-Lite技术、NUMA-Aware事务处理

 高可用——跨AZ/Region容灾、并行回放实现极致RTO

 高扩展——Scale-out在线横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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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位

64TB/天 50PB/天
一辆自动驾驶汽车 今日头条

1PB/天
一家数字化
互联工厂

200TB/天
一架联网飞机

1GB/天
一个互联网用户

10GB/天
一个智慧家居

GaussDB(for openGauss)分布式
聚焦海量事务扩展场景

GaussDB(for openGauss)集中式
聚焦企业核心交易场景

GaussDB(for openGauss)

CORECORECORE

并发

线程

CPU

能源金融政府 运营商交通

芯片 | 存储 | 数据库 | 大数据 | AI

数据基础设施

支持Kunpeng的企业级数据库

异构计算框架：端到端多样化算力

全自研内核、极致性能、极致高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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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分布式部署主备部署

⚫ 1+1（最大可用）或1+2（最大保护）主备
⚫ 基于数据库日志复制的热备
⚫ 单机性能可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提供高可用

⚫ 分布式高扩展：数据按shard划分，读写负载准线性扩
展，满足大规模业务量场景

⚫ 分布式高可用：支持两地三中心高可用部署

… …

Shard 1 Shard 2 Shard N

DN2(S)

DN1(M)

DN3(S)

云底座（支持x86和鲲鹏）

高可用 – 灵活的部署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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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 – 集中式集群部署方案

Server1

网络域1(AZ1)

DN主

CMS主

ETCD主

CMA

OMA

Server2

DN备

CMS备

ETCD备

CMA

OMA

Server3

DN备

CMS备

ETCD备

CMA

OMA

网络域1(AZ2) 网络域1(AZ3)

应用（主）

J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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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 – 分布式集群同城双活

JDBC

应用（主） 应用（主）

Server1

DN1主

DN2备

GTM备

CMA

OMA

Server2

DN2主

DN3备

ETCD备

OMA

CN1

Server3

DN3主

DN4备

ETCD主

CN2

Server4

DN1备

DN4主

GTM主

Server9

ETCD备

Server5

DN1备

DN2备

GTM备

Server6

DN2备

DN3备

ETCD备

CN3

Server7

DN3备

DN4备

ETCD备

CN4

Server8

DN1备

DN1备

GTM备

网络域1(AZ1) 网络域2(AZ2) 网络域2(AZ3)

C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JDBC

CMS主 CMS备 CMS备 CMS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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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 – 分布式集群同城3AZ多活

Server1

DN1主

DN2备

网络域1(AZ1)

GTM主

CN1

CMS主

ETCD主

CMA

OMA

Server2

DN2主

DN1备

GTM备

CN2

CMS备

ETCD备

CMA

OMA

Server3

DN3主

DN2备

GTM备

CN3

CMS备

ETCD备

CMA

OMA

DN3备 DN1备DN3备

网络域1(AZ2) 网络域1(AZ3)

应用（主）

JDBC

应用（主）

JDBC

应用（主）

J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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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 – 分布式集群两地三中心

JDBC

应用
（主）

应用（备）

上海1 上海2

Server1

DN1主

DN2备

GTM备

CMA

OMA

Server2

DN2主

DN3备

ETCD备

OMA

CN1

Server3

DN3主

DN4备

ETCD主

CN2

Server4

DN1备

DN4主

GTM主

Server9

ETCD
备

Server5

DN1备

DN2备

GTM备

Server6

DN2备

DN3备

ETCD备

CN3

Server7

DN3备

DN4备

ETCD备

CN4

Server8

DN1备

DN1备

GTM
备

网络域1(AZ1) 网络域2(AZ2) 网络域2(AZ3)

C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JDBC

CMS主 CMS备 CMS备 CMS备

北京

Server10

DN2备

GTM备

Server11

DN3备

ETCD备

CN5

Server12

DN4备

CN6

Server13

DN1备

GTM主

网络域3(AZ1)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S主 CMS备ETCD主

DN1主 DN2主 DN3主 DN4主

JDBC

应用

ETCD备GTM备CMS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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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 – 异地容灾

主要特征：

• AB数据中心同城双活。

• C数据中心异地容灾。

• 双集群，对生产影响小

痛点：

• 灾备站点资源无法有效利用

规格：

• RPO  10秒

• RTO  10分钟

主集群 灾备集群

AZ1 AZ2

App1 App2

JDBC JDBC

CN CN

DN DN

App1 App2

JDBC JDBC

CN CN

DN DN

AZ3

OBS
增量日志同步

物理日志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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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 – 全并行分布式执行

Data Node-1

Coordinator
Node-n

Data Node-2 Data Node-3 Data Node-n

业务应用2

…

CM GTM WLM
Coordinator

Node-2OM …GDS  Loader Coordinator
Node-1

业务应用1

网络通道（10GE）

1

2

3

4

5

1 业务应用下发SQL给Coordinator ，SQL可以包含对数据的增（insert）、删（delete/drop）、
改（update）、查（select）。

2 Coordinator利用数据库的优化器生成执行计划，每个DN会按照执行计划的要求去处理数据。

3 因为数据是通过一致性Hash技术均匀分布在每个节点，因此DN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可能需要
从其他DN获取数据，GaussDB 提供了三种stream流（广播流、聚合流和重分布流）来降低数据
在DN节点间的流动。

4 DN将结果集返回给Coordinate进行汇总。

5 Coordinator将汇总后的结果返回给业务应用。

并行执行(Parallel)

多线程并行执行

• 充分利用当前多核特点，通过多
线程并发执行，提高系统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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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 – NUMA-Aware技术

⚫ 线程绑核，避免线程在核间偏移。

⚫ NUMA化数据结构改造，减少跨核访问。

⚫ 数据分区，减少线程访问冲突。

⚫ 算法调整，减少单点瓶颈。

⚫ 借助ARM原子指令，减少计算开销。

DIE1

DIE4

DRAM

DRAM

DIE2

DIE3

DRAM

DRAM

hydra

hydra

1

2

3

4

Micro partition Micro partition

Micro partition Micro partition

GaussDB process GaussDB process

GaussDB process GaussDB process

X86 鲲鹏

OLTP - TPCC标准

Benchmark

1.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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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 – 其他相关特性（1）

⚫ 高速并行数据加载

 数据并行导入充分利用所有节点的计算能力和I/O能力以达到最大的导入速度。GaussDB(for 

openGauss)的数据并行导入实现了对指定格式（支持CSV/TEXT/FIXED格式）的外部数据高速、

并行入库。

⚫ SMP并行技术

 GaussDB(for openGauss)的SMP(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并行技术是一种利用计算机多

核CPU架构来实现多线程并行计算，以充分利用CPU资源来提高查询性能的技术。

 显著减小单个查询的执行时间。

 可以提升相同时间段内系统的throughput，有效提升系统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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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 – 其他相关特性（2）

⚫ LLVM动态编译技术

 GaussDB(for openGauss)借助LLVM(Low Level Virtual Machine)提供的库函数，依据查询执

行计划树，将原本在执行器阶段才会确定查询实际执行路径的过程提前到执行初始化阶段，从

而规避原本查询执行时候伴随的函数调用、逻辑条件分支判断以及大量的数据读取等问题，以

达到提升查询性能的目的。

⚫ 自适应压缩

 自适用压缩正是从数据类型和数据特征出发，采用相应的压缩算法，实现了良好的压缩比、快

速的入库性能以及良好的查询性能。

 GaussDB(for openGauss)数据库已实现了RLE、DELTA、BYTEPACK/BITPACK、LZ4、ZLIB、

LOCAL DICTIONARY等多种压缩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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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扩展 – 无共享（Shared-Nothing）架构介绍

⚫ 无共享架构

 集群中每一个节点（处理单元）都完全拥有自己独立的

CPU/内存/存储，不存在共享资源。

 各节点（处理单元）处理自己本地的数据，处理结果可

以向上层汇总或者通过通信协议在节点间流转。

 节点是相互独立的，扩展能力强。整个集群拥有强大的

并行处理能力。
Disk1

DB1

Disk2

DB2

Disk3

DB3

Diskn

DBn

Share-Nothing



Huawei Confidential496

高扩展 – 无共享（Shared-Nothing）架构优点

⚫ 易于扩展的架构。

➢ 为BI和数据分析的高并发、大数据量计算提

供高扩展能力。

➢ 并行处理机制。

⚫ 内部处理自动化并行。

➢ 数据加载和访问方式与一般数据库相同。

➢ 数据分布在所有的并行节点上。

➢ 每个节点只处理其中一部分数据。

⚫ 优化的I/O处理。

➢ 所有的节点同时进行并行处理。

➢ 节点之间完全无共享，无I/O冲突。

⚫ 增加节点实现性能扩展

➢ 增加节点可增加存储、查询和加载性能。

架构对比：

Shared-Nothing架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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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扩展

Scale out

性能、容量

华为云资源

性能和容量线性扩展

DN(S)

DN(S)

… …

DN(M)

DN(S)

DN(S)

… …

DN(M)

DN(S)

DN(S)

… …

DN(M)

… …内核层
data

DN

data

DN DN DN

Delta Delta

Delta Delta Delta Delta

SQL引擎

SQL

在线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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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面感知角色：
• DN：数据节点
• CN：路由节点
• GMT：全局事务
• ETCD：一致性组件
• CMS：做集群管理，主备切换控制，高可用相关

名称 描述

OM 运维管理模块(Operation Manager)。提供集群日常运维、
配置管理的管理接口、工具。

CM 集群管理模块(Cluster Manager)。管理和监控分布式系统
中各个功能单元和物理资源的运行情况，确保整个系统的稳
定运行。

GTM 全局事务管理器(Global Transaction Manager)，负责生成
和维护全局事务ID、事务快照、时间戳、sequence信息等全
局唯一的信息。

CN 协调节点(Coordinator Node)。负责接收来自应用的访问请
求，并向客户端返回执行结果；负责分解任务，并调度任务
分片在各DN上并行执行。

DN 数据节点(Data Node)。负责存储业务数据（支持行存、列
存、混合存储）、执行数据查询任务以及向CN返回执行结
果。

ETCD 分布式键值存储系统(Editable Text Configuration 
Daemon)。用于共享配置和服务发现（服务注册和查找）。

Storage 服务器的存储资源，持久化存储数据。

GaussDB(for openGauss) 分布式架构 – 各组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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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级特性 – 分布式存储

⚫ 作为分布式数据库，GaussDB(for openGauss)提供两个层级的分布式存储能力。

 分片间数据的分布式存储：支持Hash分布和复制分布。其中，Hash分布主要应用于数据量较

大的用户表，通过对用户指定的单个或者多个分布列进行Hash值计算，将同一张用户表的数

据打散存储到不同的分片内，从而提升整个数据库能够支撑的总数据量，并提供了在此基础之

上的分布式并行处理能力和剪枝处理能力。复制分布主要应用于数据量较小的用户表，在每个

分片内都会保存复制分布表的全量数据，从而提升分布式多表关联查询的性能。

 分片内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对于每个分片，支持基于Quorum协议的一主多备分布式多副本存

储，从而保证数据库的高可靠和高可用，并提供了在此基础之上的主备自动切换、AZ切换、备

机强制升主等功能，保证稳定的、符合预期的RPO和RTO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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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特性 – 数据分区（1）

⚫ 数据分区是数据库产品普遍具备的功能。在GaussDB(for openGauss)中，数据分区是对

数据按照用户指定的策略对数据做的水平分表，将表按照指定范围划分为多个数据互不

重叠的部分(Partition)。

⚫ GaussDB(for openGauss)支持范围分区(Range Partitioning)功能，即根据表的一列或者

多列，将要插入表的记录分为若干个范围（这些范围在不同的分区里没有重叠），然后

为每个范围创建一个分区，用来存储相应的数据。用户在CREATE TABLE时增加

PARTITION参数，即表示针对此表应用数据分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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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特性 – 数据分区（2）

⚫ 数据分区带来的好处在于：

 改善可管理性：利用分区，可以将表和索引划分为一些更小、更易管理的单元。这样，数据库

管理员在进行数据管理时就能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有了分区，维护操作可以专门针对

表的特定部分执行。

 可提升删除操作的性能：删除数据时可以删除整个分区，与分别删除每行相比，这种操作非常

高效和快速。

 改善查询性能：通过限制要检查或操作的数据数量，分区可带来许多性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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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性能事务管理：无锁、多版本、高并发事务技术。

⚫ 分布式强一致：分布式的GTM-Lite方案提供全局事务

快照和提交号管理，实现强一致性，且无中心节点性

能瓶颈。

GTM-Lite
(全局事务管理)

DataNode (DN)
数据节点

Sharded Data
本地数据

Coordinator 
(协调节点)

TXN Begin/Commit

Use CSN Replace Snapshot 

DataNode (DN)
数据节点

Sharded Data
本地数据

DataNode (DN)
数据节点

Sharded Data
本地数据

…

Local TXID,
Local CSN Snapshot

分布式事务处理性能GTM-Lite 技术

⚫ GTM-Lite技术，在保证事务全局强一致的同时，提供高性能的事务处理能力，避免了单

GTM的性能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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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P 并行技术

⚫ GaussDB(for openGauss)的SMP并行技术是一种

利用计算机多核CPU架构来实现多线程并行计算，

以充分利用CPU资源来提高查询性能的技术。

 首先，SMP并行执行是在线程级别上来完成任务的并

行执行，理论上是可以使并行执行的子任务数达到物

理服务器核数的上限。

 其次，SMP并行线程是在同一个进程内，可以直接通

过内存进行数据交换，不需要占用网络连接与带宽。

降低了限制MPP系统性能提升的网络因素的影响。

 最后，由于并行子任务启动后不需要附带其他后台工

作线程，这样可以增加系统计算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SMP并行执行示意图

1    2     3    4    5    6
Aggregate

Thread 0

Aggregate

Thread 0

Aggregate

Thread 1

1   3    5

2 4 6

Output

Output

D
ata patitioning

D
ata pat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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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方式 – 3AZ4副本

JDBC

应用（主） 应用（主）

Server1

DN1主

DN2备

GTM备

CMA

OMA

Server2

DN2主

DN3备

ETCD备

OMA

CN1

Server3

DN3主

DN4备

ETCD主

CN2

Server4

DN1备

DN4主

GTM主

Server9

ETCD备

Server5

DN1备

DN2备

GTM备

Server6

DN2备

DN3备

ETCD备

CN3

Server7

DN3备

DN4备

ETCD备

CN4

Server8

DN1备

DN1备

GTM备

网络域1(AZ1) 网络域2(AZ2) 网络域2(AZ3)

C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JDBC

CMS主 CMS备 CMS备 CMS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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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备份

⚫ GaussDB(for openGauss)提供物理备份能力，可以将整个集群的数据以数据库内部格式备份到OBS中，并在

同构数据库中恢复整个集群的数据。物理备份采用分布式并行技术，并行地对每个数据实例DN的数据文件

进行物理备份，提供了极高的备份恢复性能。在基础之上，还提供压缩、流控、断点续备等高阶功能。

⚫ 物理备份主要分为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区别如下：全量备份包含备份时刻点上数据库的全量数据，耗时时

间长（和数据库数据总量成正比），自身即可恢复出完整的数据库；增量备份只包含从指定时刻点之后的增

量修改数据，耗时时间短（和增量数据成正比，和数据总量无关），但是必须要和全量备份数据一起才能恢

复出完整的数据库。以一个星期为周期制定备份策略。

 周一，执行数据库全量备份。

 周二，以周一全量备份为基准点，执行增量备份。

 周三，以周二增量备份为基准点，执行增量备份。

 ...

 周日，以周六增量备份为基准点，执行增量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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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备份

⚫ GaussDB(for openGauss)提供逻辑备份能力，可以将用户表的数据以通用的text或者csv

格式备份到本地磁盘文件、OBS中，并在同构/异构数据库中恢复该用户表的数据。逻辑

备份采用分布式并行技术，并行地从每个数据实例DN中通过流式方式抽取待备份的用户

表记录，提供了较高的备份恢复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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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openGauss)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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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全的工具与服务化能力

4. 应用场景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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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服务（Data Admin Service，简称DAS），用来登录和操作华为云上数据库的Web服务，提供数据库开

发、运维、智能诊断、企业级DevOps一站式云上数据库管理平台，方便用户使用和运维华为云数据库。

面向 开发人员 面向 DBA & 运维 面向 企业用户

提供优质的用户体验，无需安装本

地客户端，所见即所得的可视化操

作，提供在线编辑，SQL输入的智

能提示等丰富的数据库开发功能

从基本的主机和实例性能数据->慢

SQL和全量SQL分析，从实时的性

能分析诊断->历史运行数据的综合

分析，快速定位出数据库运行中的

每一个问题、提前发现潜在风险点

是一种数据库DevOps产品，重视

数据库访问和操作安全，以及程序

员、DBA、企业管理者之间的沟通

和协作，通过变更风险自动识别与

权限审批流程的结合，从而保证数

据变更安全、提高开发效率

标准版 云DBA 企业版

数据管理服务功能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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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 服务

⚫ 数据复制服务（Data Replication Service，简称DRS）是一种易用、稳定、高效、用于

数据库实时迁移和数据库实时同步的云服务。

⚫ 数据复制服务围绕云数据库，降低了数据库之间数据流通的复杂性，有效地帮助用户减

少数据传输的成本。用户可通过数据复制服务快速解决多场景下，数据库之间的数据流

通问题，以满足数据传输业务需求。

⚫ 数据复制服务提供了实时迁移、备份迁移、实时同步、数据订阅和实时灾备等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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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 服务模块 – 实时迁移

⚫ 实时迁移

 实时迁移是指在数据复制服务器能够同时连通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情况下，只需要配置迁

移的源、目标数据库实例及迁移对象即可自动完成整个数据迁移过程。

 实时迁移支持多种网络迁移方式，如：公网网络、VPC网络、VPN网络和专线网络。通过多种

网络链路，可快速实现跨云平台数据库迁移、云下数据库迁移上云或云上跨区域的数据库迁移

等多种业务场景迁移。

 特点：通过增量迁移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允许迁移过程中业务继续对外提供使用，有效的将业

务系统中断时间和业务影响最小化，实现数据库平滑迁移上云，支持全部数据库对象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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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 服务模块 – 备份迁移

⚫ 备份迁移

 由于安全原因，数据库的IP地址有时不能暴露在公网上，但是选择专线网络进行数据库迁移，

成本又高。这种情况下，可以选用数据复制服务提供的备份迁移，通过将源数据库的数据导出

成备份文件，并上传至对象存储服务，然后恢复到目标数据库。备份迁移可以帮助用户在云服

务不触碰源数据库的情况下，实现数据迁移。

 常用场景：云下数据库迁移上云，目前暂时只支持SQL Server环境迁移上云。

 特点：云服务无需碰触源数据库，实现数据迁移。

数据库备份文件
上传 OBS 下载并恢复

DRS
目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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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 服务模块 – 实时同步

⚫ 实时同步

 实时同步是指在不同的系统之间，将数据通过同步技术从一个数据源复制到其他数据库，并保

证数据的一致性，实现关键业务的数据实时流动。

 实时同步不同于迁移，迁移是以整体数据库搬迁为目的，而实时同步是维持不同业务之间的数

据持续性流动。

 常用场景：实时分析，报表系统，数仓环境。

 特点：实时同步功能聚焦于表和数据，并满足多种灵活性的需求，例如多对一、一对多，动态

增减同步表，不同表名之间同步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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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O 服务

• Oracle 10g

• Oracle 11g

• Oracle 12c

源端
• RDS for MySQL

• RDS for PostgreSQL

• GaussDB(for MySQL)

• GaussDB(for PostgreSQL)

• GaussDB(for openGauss)

目标端

支持场景

数据库和应用迁移 UGO（Database and Application Migration UGO，简称为UGO） ，是专注于异构数据库对象迁

移和应用迁移的专业化工具。通过预迁移评估、结构迁移二大核心功能，实现主流商用数据库到华为云数据库的自动

化搬迁，助力用户轻松实现一键上云、一键切换数据库的目的

U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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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O 产品迁移方案

在线迁移/持续优化

C#/C++应用Java应用 Python应用

数据库/应用对象采集
数据库配置 数据库对象 SQL流量 容量信息 性能信息 对象复杂度

数据库/应用预迁移评估
对象兼容性 语法改造建议 目标选型/规格 工作量评估 迁移风险

语法改造 外部集成测试验证

DAS DRS
对象
验证

结构
对比

性能
测试

SQL优
化

对象过
滤

数据规
范

语法转
换

语法校
正

数据同
步

…

自动上线 MySQL PostgresSQL 性能瓶颈…GaussDB(for openGauss)

Oracle MySQL PostgresSQL DB2 Teradata SQ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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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O 服务核心功能

数据库源库画像 目标库选型与规格推荐 目标库兼容性分析

迁移工作量评估 数据库结构迁移 应用SQL迁移



Huawei Confidential517

云审计服务CTS

⚫ 云审计服务（Cloud Trace Service，以下简称CTS），是华为云安全解决方案中专业的日

志审计服务，提供对各种云资源操作记录的收集、存储和查询功能，可用于支撑安全分

析、合规审计、资源跟踪和问题定位等常见应用场景。

VPC

ECS...

资源操作
例如：创建
云服务器

CTS

用户

事件上报

查看事件

OBS

事件转储

事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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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审计服务的功能

⚫ 记录审计日志：支持记录用户通过管理控制台或API接口发起的操作，以及各服务内部自

触发的操作。

⚫ 审计日志查询：支持在管理控制台对7天内操作记录按照事件类型、事件来源、资源类型、

筛选类型、操作用户和事件级别等多个维度进行组合查询。

⚫ 审计日志转储：支持将审计日志周期性地转储至对象存储服务（Object Storage Service，

简称OBS）下的OBS桶，转储时会按照服务维度压缩审计日志为事件文件。

⚫ 事件文件加密：支持在转储过程中使用数据加密服务（Data Encryption Workshop，简

称DEW）中的密钥对事件文件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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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监控服务 – Cloud Eye Service（1）

⚫ 云监控服务为用户提供一个针对弹性云服务器、带宽等资源的立体化监控平台。使您全

面了解云上的资源使用情况、业务的运行状况，并及时收到异常告警做出反应，保证业

务顺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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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监控服务 – Cloud Eye Service（2）

⚫ 云监控服务主要的功能有：自动监控、主机监控、实时通知、监控面板、OBS转储、资

源分组、日志监控、事件监控等。

⚫ 华为云数据库通过Cloud Eye的资源监控功能可以了解系统的运行情况。通过监控数据库

运行时的系统资源利用率，可以识别出什么时间段资源占用率最高，然后到错误日志或

慢日志中分析可能存在问题的SQL语句，从而优化数据库性能。



Huawei Confidential521

数据库安全服务DBSS

⚫ 数据库安全服务，即DBSS(Database Security Service)，是华为云基于30年数据库安全

积累自研的云服务，包括数据库安全审计和数据库安全防护两个子服务，提供数据泄露

保护、数据库防火墙、数据库审计等功能，可以全面保障云上数据库安全和资产安全。

⚫ 数据库安全审计：

 数据库安全审计提供的旁路模式数据库审计功能，可以对风险行为进行实时告警，并对攻击行

为进行阻断。同时，通过生成满足数据安全标准的合规报告，可以对数据库的内部违规和不正

当操作进行定位追责，有效检测并阻断外部入侵，保障数据资产安全。提供用户行为发现审计、

多维度分析、实时告警和报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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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安全审计（1）

⚫ 用户行为发现审计：

 关联应用层和数据库层的访问操作，支持协助用户溯源到应用者的身份和行为。

⚫ 多维度线索分析：

 风险线索：支持从高中低的风险等级、 SQL注入、黑名单语句、违反授权策略等SQL行为进行

分析。

 会话线索：支持根据时间、用户、 IP地址、客户端等多角度进行分析。

 详细语句线索：提供用户、客户端IP、访问时间、操作对象、操作类型等多种检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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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安全审计（2）

⚫ 异常操作、 SQL注入、黑白名单实时告警：

 异常操作风险：支持通过客户端IP、数据库IP、数据库用户、风险等级等多种元素细粒度定义

要求监控的风险访问行为。

 SQL注入：提供系统性的SQL注入库，以及基于正则表达式或语法抽象的SQL注入描述，发现

数据库异常行为立即告警。

 黑白名单：通过准确而抽象的方式，对系统中的特定访问SQL语句进行描述，并在SQL语句出

现时实时告警。异常操作风险：支持通过客户端IP、数据库IP、数据库用户、风险等级等多种

元素细粒度定义要求监控的风险访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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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安全审计（3）

⚫ 针对各种异常行为提供精细化报表：

 会话行为：提供登录失败报表、会话分析报表。

 SQL行为：提供新型SQL报表、 SQL语句执行历史报表、失败SQL报表。

 风险行为：提供告警报表、通知报表、 SQL注入报表、批量数据访问行为报表。

 合规报表：提供满足数据安全标准（例如Sarbanes-Oxley）的合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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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行OLTP业务系统

互联网金融业务

读多写少

上海(外高桥) 上海(嘉定)
GaussDB(for openGauss)集群

北京(西三旗)

GaussDB(for openGauss)容灾集群

RPO=0、RTO<60s

核心交易业务

分布式高可用

渠道类业务

大容量、高并发

CRM/ERP/OA

分布式混合负载

客户挑战

解决方案

客户价值

• 容量瓶颈：互联网金融业务井喷式发展，传统集中式数据库扩展性差，
迫切需要分布式化改造

• 金融级高可用：金融核心业务大机下移，要求对标DB2具备金融级同
城双活+两地三中心容灾高可用能力

• 性能挑战：要求分布式数据库TP业务场景性能较集中式不劣化，同时
解决DB2、Oracle报表和复杂查询类业务性能问题

• 分布式高扩展：提供分布式扩展能力，提供分布式事务ACID保障
• 两地三中心容灾：支持同城单集群跨AZ双活部署，RPO=0、RTO<60s，
跨Region双集群容灾部署

• 分布式优化器：实现分布式参数化路径、Stream线程池、分布式执行
下推等性能优化技术，分布式优化器能力持续增强

• 大容量高扩展：支持TB~PB级单库容量和在线扩容，避免分库分表，
降低应用开发难度

• 金融级高可用：同城双活部署实现同城两中心业务同时接入，一中心
故障，业务秒级恢复

• 大并发高性能：主要业务流程并发交易响应时延<3s，报表和复杂查
询类场景执行耗时从20+min降至秒级

华为云GaussDB 支撑某行核心业务系统国产化分布式改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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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GaussDB 支撑某行核心业务系统国产化分布式改造（2）

…

渠道类业务
（Oracle）

柜台

中间业务系统

Core Banking

信用卡

核心交易业务
（IBM DB2 大机/Oracle小型机）

CRM/ERP/OA
（Oracle/SQL Server）

贵金属

支付清算
…

ATM

POS
…

ERP/OA

声誉风险（Q2）

生物特征识别

电子公文(Q3)
…

2019上线

2020上线

数据库演进方式

华为云Stack数据库高阶服务云

As Is

To Be
GaussDB(for openGauss)数据库部署形态

⚫ 高可用：同城单Region多AZ互联支持同城双活，金融级支持三层组网的管

控高可用部署方案

⚫ 性能线性扩展：支持集群水平扩展，基本联机性能与Oracle持平

⚫ 弹性部署：部署实例及应用要快速响应业务需求，数据库支持容器化部署

某行实验云部署调试

第一阶段

商密公文系统投产

第二阶段

贵金属业务投产

第三阶段

嘉定 外高桥

云
管
面

GaussDB
(for openGauss)

AZ 1

GaussDB
(for openGauss)

AZ 2
三层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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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消费者云大数据平台，集中存储和管理业务侧数据，
采用多种数据库混搭架构，其中运动健康业务；云空间业
务；地理大数据业务，面临如下挑战：1、运动业务飞速
发展，数据年增长30%以上；2、用户智慧化体验要求数
据分析平台提供实时分析能力；3、性能提升遇到瓶颈

将以上业务迁移到GaussDB(for openGauss)分布式数据库
之后

1. 按需分片，弹性扩容支撑业务飞速发展。

2. 强大的HTAP混合负载能力，支持业务实时分析。

3. 卓越的线性性能提升，打破传统DIY架构的性能天花板。

1. 按需扩容，节省资源，同时保障业务不中断。

2. 新的数据分析模型上线后，可实时获得分析结果，
营销精准率提高50%以上，分析效率提升80%以
上。

3. 典型可视化报表查询分析响应时间从过去分钟级降
至5s以内，报表开发周期从过去2周降至0.5小时。

Vmall、应用
市场数据

Data 
Push

Flume

Data 
Push

Flume

文
件
接
入
网
关

Kafka 流处理集群(Spark Streaming)

Data
load

批处理计算集群

HDFS

Hive Spark

交互式引擎

GaussDB GaussDBGaussDB

元数据管理
模型开发

实时分析引擎

GaussDBGaussDB

接
入
网
关

即席查询
GaussDB

云服务
日志数据

MAA
移动
应用
分析

Huawei Analytics

自主报表开发

可视化分析

营
销
防
打
扰

实时报表

实时监控离
线
报
表

业务
应用

数据
科学家

数据
开发人员

客户挑战

解决方案

客户价值

GaussDB 助力华为消费者云实现智慧化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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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openGauss) 使能金融领域客户业务顺利转型

融合
SQL on Anywhere

• 打通数据孤岛，整合分析多数据源

• 实现实时分析能力，释放数据价值

提速

• 核心业务向分布式转型，以

应对新业态海量事务的冲击

• 要求软硬件自主可控，保

障极端情况下业务连续性

$

开放
国内金融领域客户面临如下挑战：

1. 核心业务自主可控；

2. 向分布式交易系统转型；

业务诉求和挑战

1. 华为云提供软硬件全栈自主可控解决方案

2. 通过丰富的迁移工具，高效、低成本的完成业务的

在线迁移&分布式改造工作。

3. 拥有强大HTAP混合负载能力，存储工程兼容性好，

支持业务实时分析场景。

解决方案

客户收益

1. 实现国产自主可控

2. 为业务的持续扩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3. 更佳有效的释放数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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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互联网交易

⚫ 适合各中小银行互联网类交易系统，比如移动APP类、网站类等，具备兼容业界主流商

业数据库生态、高性能、安全可靠等特点，推荐主备形态。

⚫ 优势：

•支持SSL加密连接和KMS数据加密等功能，
确保数据安全；支持数据库主备架构，主
机故障时，备机自动升级成主机，确保业
务连续性。

安全可靠

•高性能、低延时的事务处理能力，典型配
置下sysbench性能数据高出开源数据库
30%到50%。

超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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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单选题）GaussDB(for openGauss) 分布式架构中，用于共享配置和服务发现（服

务注册和查找）的组件名称是？

A. CN

B. DN

C. GTM

D. ETCD

2. （简答题）请列举数据库和应用迁移UGO的核心功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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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本章主要讲述GaussDB(for openGauss)数据库的产品定位。同时，从高性能、

高可用、高安全、高扩展几个方面对GaussDB(for openGauss)数据库的关键特

性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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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推荐

⚫ 华为云：

 https://www.huaweicloud.com/

⚫ openGauss帮助文档：

 https://opengauss.org/zh/docs/2.0.0/docs/installation/installation.html

⚫ openGauss代码仓库：

 https://gitee.com/opengauss

⚫ GaussDB(for openGauss)帮助文档：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pengauss

https://www.huaweicloud.com/
https://opengauss.org/zh/docs/2.0.0/docs/installation/installation.html
https://gitee.com/opengauss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peng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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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表（1）

⚫ AZ：Available Zone，可用区。

⚫ RBO：Rule-Based Optimization，基于规则的优化器。

⚫ CBO：Cost-Based Optimization，基于代价的优化器

⚫ CN：Coordinator Node，协调节点。

⚫ DN：Data Node，数据节点。

⚫ GTM：Global Transaction Manager，全局事务管理器。

⚫ OM：Operation Manager，运维管理模块。

⚫ CM：Cluster Manager，集群管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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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表（2）

⚫ SMP：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对称多处理器技术。

⚫ DAS：Data Admin Service，数据管理服务。

⚫ DRS：Data Replication Service，数据复制服务。

⚫ UGO：Database and Application Migration UGO，数据库和应用迁移。

⚫ CTS：Cloud Trace Service，云审计服务。

⚫ DBSS：Database Security Service，数据库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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