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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
有关配置、管理、监控和使用数据库的信息。 该手册还包含有关MPP数据库架
构和概念（例如并行处理）的信息。

MPP数据库概念数据库概念
这一节给出了MPP数据库组件和特性的概述，例如高可用性、并行数据装载
特性以及管理工具。

管理一个管理一个MPP系统系统
这一节描述了一个MPP数据库系统管理员所执行的基本系统管理任务。

管理管理MPP数据库访问数据库访问
保护MPP数据库，包括通过网络配置、数据库用户身份验证、加密来保护对
数据库的访问。

定义数据库对象定义数据库对象
这一节包括MPP数据库中的数据定义语言（DDL）以及如何创建和管理数据
库对象。

分布与倾斜分布与倾斜
MPP数据库依赖于跨节点的均匀数据分布。

插入插入 , 更新更新 , 和删除数据和删除数据
这一节提供了MPP数据库中有关操纵数据和并发访问的信息。

查询数据查询数据
本主题提供在MPP数据库中使用SQL的信息。

使用外部数据使用外部数据
外部表和外表都可以访问存储在MPP数据库之外的数据源中的数据，就好像
数据存储在常规数据库表中一样。 您可以从外部表和外表读取和写入数据。

装载和卸载数据装载和卸载数据
这一节中的主题描述了MPP数据库中将数据装载进来和写出去的方法，以及
如何格式化数据文件。

性能管理性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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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的内容是MPP数据库的性能管理，其中包含了如何监控，以及如何通
过配置工作量来进行资源调用的优先级管理。

MPP数据库概念
这一节给出了MPP数据库组件和特性的概述，例如高可用性、并行数据装载特
性以及管理工具。

关于关于MPP的架构的架构
MPP数据库是一种大规模并行处理（MPP）数据库服务器，其架构特别针对
管理大规模分析型数据仓库以及商业智能工作负载而设计。

关于管理和监控工具关于管理和监控工具
MPP数据库提供了标准的命令行工具来执行通常的监控和管理任务。

关于关于MPP数据库中的并发控制数据库中的并发控制
MPP数据库使用了PostgreSQL的多版本并发控制（MVCC）模型来管理对于
堆表的并发事务。

关于并行数据装载关于并行数据装载
这一主题给出了对于MPP数据库数据装载特性的简短介绍。

关于关于MPP数据库中的冗余和故障切换数据库中的冗余和故障切换
这一主题给出了MPP数据库高可用性特性的一个高层次的概述。

关于关于MPP数据库中的数据库统计信息数据库中的数据库统计信息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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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MPP的架构
MPP数据库是一种大规模并行处理（MPP）数据库服务器，其架构特别针对管
理大规模分析型数据仓库以及商业智能工作负载而设计。

MPP（也被称为shared nothing架构）指有两个或者更多个处理器协同执行一个
操作的系统，每一个处理器都有其自己的内存、操作系统和磁盘。 MPP使用这
种高性能系统架构来分布数T字节数据仓库的负载并且能够使用系统的所有资源
并行处理一个查询。

MPP数据库是基于PostgreSQL开源技术的。它本质上是多个PostgreSQL面向
磁盘的数据库实例一起工作形成的一个紧密结合的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
它基于PostgreSQL 9.4开发，其SQL支持、特性、配置选项和最终用户功能在
大部分情况下和PostgreSQL非常相似。 与MPP数据库交互的数据库用户会感觉
在使用一个常规的PostgreSQL DBMS。

MPP数据库可以使用追加优化（append-optimized，AO）的存储格式来批量装
载和读取数据，并且能提供HEAP表上的性能优势。 追加优化的存储为数据保
护、压缩和行/列方向提供了校验和。行式或者列式追加优化的表都可以被压
缩。

MPP数据库和PostgreSQL的主要区别在于：
在基于Postgres查询规划器的常规查询规划器之外，可以利用GPORCA进行
查询规划。

MPP数据库可以使用追加优化的存储。

MPP数据库可以选用列式存储，数据在逻辑上还是组织成一个表，但其中的
行和列在物理上是存储在一种面向列的格式中，而不是存储成行。 列式存储
只能和追加优化表一起使用。列式存储是可压缩的。当用户只需要返回感兴
趣的列时，列式存储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 所有的压缩算法都可以用在行式
或者列式存储的表上，但是行程编码（RLE）压缩只能用于列式存储的表。
MPP数据库在所有使用列式存储的追加优化表上都提供了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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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MPP数据库的并行结构，PostgreSQL的内部已经被修改或者增补。 例
如，系统目录、优化器、查询执行器以及事务管理器组件都已经被修改或者增
强，以便能够在所有的并行PostgreSQL数据库实例之上同时执行查询。 MPP
的interconnect（网络层）允许在不同的PostgreSQL实例之间通讯，让系统表现
为一个逻辑数据库。

MPP数据库也可以使用声明式分区和子分区来隐式地生成分区约束。

MPP数据库也包括为针对商业智能（BI）负载优化PostgreSQL而设计的特性。
例如，MPP增加了并行数据装载（外部表）、资源管理、查询优化以及存储增
强，这些在PostgreSQL中都是无法找到的。 很多MPP开发的特性和优化都在
PostgreSQL社区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例如，表分区最初是由MPP开发的一个特
性，现在已经出现在了标准的PostgreSQL中。

MPP数据库的查询使用一种火山式查询引擎模型，其中的执行引擎拿到一个执
行计划并且用它产生一棵物理操作符树，然后通过物理操作符计算表，最后返回
结果作为查询响应。

MPP数据库通过将数据和处理负载分布在多个服务器或者主机上来存储和处理
大量的数据。 MPP数据库是一个由基于PostgreSQL 8.3的数据库组成的阵列，
阵列中的数据库工作在一起呈现了一个单一数据库的景象。 Master是MPP数据
库系统的入口。客户端会连接到这个数据库实例并且提交SQL语句。 Master会
协调与系统中其他称为Segment的数据库实例一起工作，Segment负责存储和处
理数据。

Figure 1. 高层的MPP数据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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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主题描述了组成一个MPP数据库系统的组件以及它们如何一起工作。
关于MPP的Master

关于MPP的Segment

关于MPP的Interconnect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概念

关于MPP的Master

MPP数据库的Master是整个MPP数据库系统的入口，它接受连接和SQL查询并
且把工作分布到Segment实例上。

MPP数据库的最终用户与MPP数据库（通过Master）交互时，会觉得他们是在
与一个典型的PostgreSQL数据库交互。 他们使用诸如psql之类的客户端或者
JDBC、ODBC、 libpq（PostgreSQL的C语言API）等应用编程接口（API）连
接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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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是全局系统目录的所在地。全局系统目录是一组包含了有关MPP数据库
系统本身的元数据的系统表。 Master上不包含任何用户数据，数据只存在于
Segment之上。 Master会认证客户端连接、处理到来的SQL命令、在Segment
之间分布工作负载、协调每一个Segment返回的结果以及把最终结果呈现给客户
端程序。

MPP数据库使用预写式日志（WAL）来实现主/备镜像。 在基于WAL的日志
中，所有的修改都会在应用之前被写入日志，以确保对于任何正在处理的操作的
数据完整性。
Note: Segment镜像还不能使用WAL日志。

关于MPP的Segment

MPP数据库的Segment实例是独立的PostgreSQL数据库，每一个都存储了数据
的一部分并且执行查询处理的主要部分。

当一个用户通过MPP的Master连接到数据库并且发出一个查询时，在每一个
Segment数据库上都会创建一些进程来处理该查询的工作。 更多有关查询处理
的内容，请见关于MPP的查询处理。

用户定义的表及其索引会分布在MPP数据库系统中可用的Segment上，每一个
Segment都包含数据的不同部分。 服务于Segment数据的数据库服务器进程运
行在相应的Segment实例之下。 用户通过Master与一个MPP数据库系统中的
Segment交互。

Segment运行在被称作Segment主机的服务器上。 一台Segment主机通常运行2
至8个MPP的Segment，这取决于CPU核数、RAM、存储、网络接口和工作负
载。 Segment主机预期都以相同的方式配置。 从MPP数据库获得最佳性能的关
键在于在大量能力相同的Segment之间平均地分布数据和工作负载，这样所有的
Segment可以同时开始为一个任务工作并且同时完成它们的工作。

关于MPP的Inter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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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MPP的Interconnect

Interconect是MPP数据库架构中的网络层。

Interconnect指的是Segment之间的进程间通信以及这种通信所依赖的网络基础
设施。 MPP的Interconnect采用了一种标准的以太交换网络。出于性能原因，推
荐使用万兆网或者更快的系统。

B默认情况下，Interconnect使用带流控制的用户数据包协议（UDPIFC）在网络
上发送消息。 MPP软件在UDP之上执行包验证。这意味着其可靠性等效于传输
控制协议（TCP）且性能和可扩展性要超过TCP。 如果Interconnect被改为
TCP，MPP数据库会有1000个Segment实例的可扩展性限制。对于Interconnect
的默认协议UDPIFC则不存在这种限制。

关于管理和监控工具
MPP数据库提供了标准的命令行工具来执行通常的监控和管理任务。

MPP的命令行工具位于 $GPHOME/bin目录中并且在Master主机上执行。MPP
为下列管理任务提供了实用工具：

在一个阵列上安装MPP数据库

初始化一个MPP数据库系统

开始和停止MPP数据库

增加或者移除一个主机

扩展阵列并且在新的Segment上重新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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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失效的Segment实例

管理失效Master实例的故障切换和恢复

备份和恢复一个数据库（并行）

并行装载数据

在MPP数据库之间转移数据

系统状态报告

MPP数据库包括一个包含查询状态和系统指标的可选的性能管理数据库。
gpperfmon_install管理工具创建名为gpperfmon的数据库， 并启用运行在MPP
数据库Master和Segment节点上的数据收集代理。 运行在节点上的数据收集代
理会从节点上收集查询状态，还包括诸如CPU和内存使用量等系统指标。
Master节点上的代理周期性的（通常15秒）从节点代理上收集数据并更
新gpperfmon数据库。 用户可以查询gpperfmon数据库来查看查询和系统指标。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概念

关于MPP数据库中的并发控制
MPP数据库使用了PostgreSQL的多版本并发控制（MVCC）模型来管理对于堆
表的并发事务。

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的并发控制允许在确保数据库的完整性的前提下，并发查询能
够完成并且得到正确的结果。 传统的数据库使用两阶段锁协议来阻止一个事务
修改已经被另一个并发事务读取的数据并且阻止任何并发事务读取或者写入另一
个事务已经更新的数据。 协调事务所需的锁增加了数据库中的竞争，降低了总
体事务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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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数据库使用PostgreSQL的多版本并发控制（MVCC）模型来管理堆表的并
发。 通过MVCC，每一个查询都在它开始时的一个数据库快照上操作。 在执行
时，一个查询不能看到其他并发事务所作出的更改。 这确保了一个查询看到的
是数据库的一个一致的视图。 读取行的查询不会被写入行的事务所阻塞。 反过
来，写入行的查询也不会被读取行的事务所阻塞。 这使得MPP可以达到比使用
锁来协调读写事务的传统数据库系统更高的并发度。

Note: 追加优化表使用一种不同于MVCC的并发控制模型管理。它们是为了“一次
写，多次读”的应用而设计，这些应用从不或者很少会进行行级更新。

快照

MVCC模型依赖于系统能够管理数据行的多个版本的能力。一个查询其实是在该
查询开始时的数据库快照上操作。 快照就是在一个语句或者事务开始时可见的
行的集合。快照保证查询在其执行期间看到的是数据库的一个一致且合法的视
图。

每一个事务都会被分配一个唯一的事务ID（XID），它是一个增量式的32位值。
当一个新事务开始时，它被分配下一个XID。没有被包裹在一个事务中的一个
SQL语句会被当做一个单语句事务，即会给它隐式地加上BEGIN和COMMIT。
这和一些数据库系统中的自动提交概念类似。

Note: MPP数据库只为涉及DDL或者DML操作的事务分配XID值，它们通常是唯
一需要XID的事务。

当一个事务插入一行时，其XID会被保存在该行的 xmin系统列中。 当一个事务
删除一行时，其XID会被保存在xmax系统列中。 更新一行被视为一次删除加上
一次插入，因此XID会被保存在当前行的xmax中以及新插入行的xmin中。 xmin
和 xmax列再加上事务完成状态就指定了一个事务的范围，行的这个版本对于其
中的事务可见。 一个事务可以看到所有小于xmin的事务的效果，这些事务确保
已经被提交，但它无法看到任何大于等于xmax的事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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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句事务还必须记录一个事务中哪个命令插入了一行（cmin）或者删除了一
行（cmax），这样事务能够看到事务中先前的命令所作的更改。 命令序列只在
事务期间有意义，因此在一个事务开始时该序列被重置为0。

XID是数据库的一个性质。每一个Segment数据库都有其自己的XID序列，因此
不能拿它和其他Segment数据库的XID进行比较。 Master会使用一个集群范围的
会话ID号来与Segment协调分布式事务，会话ID号被称为gp_session_id。
Segment会会维护一个分布式事务ID到其本地XID的映射。 Master用两阶段提交
协议在所有Segment之间协调分布式事务。 如果一个事务在任一一个Segment
上失败，它将会在所有Segment上回滚。

用户可以用一个SELECT语句查看任意行的xmin、xmax、cmin和 cmax列：

SELECT xmin, xmax, cmin, cmax, * FROM tablename;

因为用户是在Master上运行该SELECT命令，看到的XID都是分布式事务ID。如
果用户能在一个Segment数据库上执行该命令，xmin和xmax值将是该Segment
的本地XID。

Note: MPP数据库会将复制表的每行分发到所有节点上，所以每一行在所有节点
上都是重复的。 每个segment节点维护自己的xmin，xmax，cmin和 cmax，
和gp_segment_id与ctid系统列一样。 MPP数据库不允许用户访问复制表的这些
列，因为他们在查询中没有单一、明确的值。

事务ID

MVCC模型使用事务ID（XID）来判断哪些行在一个查询或者事务开始时是可见
的。 XID是一个32位值，因此在该值溢出并且回卷到零之前，一个数据库理论
上可以执行超过四十亿个事务。 不过，MPP数据库使用模 232的计算方式来使
用XID，这允许事务ID回卷，就像时钟会在十二点回卷一样。 对于任何给定的
XID，有大约二十亿个过去的XID和二十亿个未来的XID。 直到一行的一个版本
存在大约二十亿个事务之前，这一套机制都有效，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那个版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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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突然变成一个新行。 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MPP有一个被称为
FrozenXID的特殊XID，当把它和任何其他常规XID比较时它都是较老的哪一
个。 如果行中的xmin位于那二十亿个事务之中，就必须被替换为FrozenXID，
这也是VACUUM命令执行的功能之一。

至少在每二十亿个事务时清理数据库可以阻止XID回卷。MPP数据库会监控事务
ID并且在需要一次VACUUM操作时做出告警。

当不再可用的事务ID达到可观的比例并且事务ID回卷还没发生时，将会发出一个
警告：

WARNING: database "database_name" must be vacuumed within number_of_transactions transactions

当该警告被发出时，就需要一次VACUUM操作。如果没有执行所需的VACUUM
操作，当MPP数据库达到事务ID回卷发生之前的一个限制点时，它将会停止创
建新事务来避免可能的数据丢失并且发出这样的错误：

FATAL: database is not accepting commands to avoid wraparound data loss in database "database_name

关于从这种错误恢复的过程请见从一次事务ID限制错误中恢复。

服务器配置参数xid_warn_limit和 xid_stop_limit控制何时显示这些警告和错误。
xid_warn_limit参数指定在xid_stop_limit之前多少个事务ID时发出警告。
xid_stop_limit参数指定在回卷发生之前多少个事务ID时发出错误并且不允许创
建新的事务。

事务隔离模式
SQL标准描述了数据库事务并发运行时可能发生的三种现象：
脏读 – 一个事务可能读到来自另一个并发事务的未提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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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重复读 – 在一个事务中两次读取同一行得到不同的结果，因为另一个并
发事务在这个事务开始后提交了更改。

幻读 – 在同一个事务中两次执行同一个查询可能返回不同的行集合，因为另
一个并发事务增加了行。

SQL标准定义了数据库系统需要支持的四种事务隔离模式，以及在事务并发执行
时可以出现的现象。

Table 1. SQL事务隔离模式

级别级别 脏读脏读 不可重复读不可重复读 幻读幻读

未提交读 可能 可能 可能

已提交读 不可能 可能 可能

可重复读 不可能 不可能 可能

可串行化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MPP数据库中未提交读和已提交读行为与SQL标准的已提交读一致。 MPP数据
库中可串行化与可重复读隔离级别除了避免了幻读外，行为与SQL标准的已提交
读一样。

已提交读和可重复读的区别是：在已提交读模式下，每个语句可以看到该语句执
行前已提交的行； 在可重复读模式下，语句只能看到该事务启动前提交的行。

在已提交读模式下，如果另一个并发执行的事务修改了行的值并提交，该行的值
读两遍结果可能不同。 已提交读允许幻读，一个查询执行两次拿到的结果集可
能不同。

可重复读模式避免了非可重复读和幻读，虽然后者并不是标准中所必须的。 一
个尝试着修改其他并发事务修改过的数据的事务将被回滚。 在可重复读隔离级
别下执行事务的应用必须做好处理因为可串行化错误失败的事务。 如果可重复
读对于应用并不是必须的，建议使用已提交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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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串行化模式，MPP数据库并不完全支持，可以保证一组事务在并行执行时得
到的结果与串行执行的结果相同。 在MPP数据库里指定可串行化的方式会退化
到可重复读模式。 MVCC 快照隔离(SI)模式在没有昂贵的锁开销的前提下避免
了脏读、不可重复读和幻读， 但是仍然会存在在MPP数据库可串行化模式下的
事务，无法做到真正的串行化。 这些异常通常归咎于MPP数据库没有执行谓词
锁定，即一个事务里的写会影响另一个并行事务里之前读的结果。

Note: PostgreSQL 9.1 可串行化隔离级别引入了一种新的可串行化快照隔离
(SSI)模式，可以与SQL标准定义的可串行化隔离级别完全兼容。 这个模式在
MPP数据库中不可用。 SSI监视可能导致序列化异常的条件的并发事务。 当发
现了潜在的串行化错误，一个事务被提交，其余的被回滚，并且必须重试。

MPP数据库并行运行的事务需要检查并识别可能并行更新相同数据的交互。 通
过使用显式表锁或要求冲突事务更新以表示冲突的虚拟行，可以防止发现的问
题。

SQL语句SET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可以设置当前事务的隔离级
别。 必须要在执行 SELECT, INSERT, DELETE, UPDATE, or COPY 语句前设
置:

BEGIN;
SET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REPEATABLE READ;
...
COMMIT;

隔离模式也可以在BEGIN语句里指定：

BEGIN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REPEATABLE READ;

可以通过设置default_transaction_isolation配置项来改变会话的默认隔离级别。

从表中移除过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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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或者删除一行会在表中留下该行的一个过期版本。 当一个过期的行不在被
任何活跃事务引用时，它可以被移除从而腾出其所占用的空间进行重用。
VACUUM命令会标记过期行所使用的空间可以被重用。

当表中的过期行累积后，为了容纳新的行就必须扩展磁盘文件。 这样执行查询
所需的磁盘I/O就会增加，从而性能受到影响。 这种情况被称为膨胀，并且应该
通过定期清理表来解决。

VACUUM命令（不带FULL）可以与其他查询并行运行。 它会标记之前被过期
行所占用的空间为空闲可用。如果剩余的空闲空间数量可观，它会把该页面加到
该表的空闲空间映射中。 当MPP数据库之后需要空间分配给新行时，它首先会
参考该表的空闲空间映射以寻找有可用空间的页面。 如果没有找到这样的页
面，它会为该文件追加新的页面。

VACUUM（不带FULL）不会合并页面或者减小表在磁盘上的尺寸。 它回收的
空间只是放在空闲空间映射中表示可用。为了阻止磁盘文件大小增长，重要的是
足够频繁地运行VACUUM。 运行VACUUM的频率取决于表中更新和删除（插
入只会增加新行）的频率。 重度更新的表可能每天需要运行几次VACUUM来确
保通过空闲空间映射能找到可用的空闲空间。 在运行了一个更新或者删除大量
行的事务之后运行VACUUM也非常重要。

VACUUM FULL命令会把表重写为没有过期行，并且将表减小到其最小尺寸。
表中的每一页都会被检查，其中的可见行被移动到前面还没有完全填满的页面
中。 空页面会被丢弃。该表会被一直锁住直到VACUUM FULL完成。 相对于常
规的VACUUM命令来说，它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操作，可以用定期的清理来避免
或者推迟这种操作。 最好是在一个维护期来运行VACUUM FULL。VACUUM
FULL的一种替代方案是用一个CREATE TABLE AS语句重新创建该表并且删除
掉旧表。

用户可以运行VACUUM VERBOSE tablename来得到一份Segment上已移除的
死亡行数量、受影响页面数以及有可用空闲空间页面数的报告。

查询pg_class系统表可以找出一个表在所有Segment上使用了多少页面。注意首
先对该表执行ANALYZE确保得到的是准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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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relname, relpages, reltuples FROM pg_class WHERE relname='tablename';

另一个有用的工具是gp_toolkit方案中的gp_bloat_diag视图，它通过比较一个表
使用的实际页数和预期的页数来确定表膨胀。 更多有关gp_bloat_diag的内容请
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gp_toolkit管理方案”。

管理事务管理事务 ID的例子的例子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概念

管理事务ID的例子
对于MPP数据库来说，事务ID（XID）值是一个自增的32位（2 ）值。 最大的
无符号32位置是4,294,967,295，或者说大约40亿。 当达到最大值后，XID值会
重新从0开始。 MPP数据库以两种特性来处理XID值的限制：
使用模2 的算法来计算XID值，这允许MPP数据库重用XID值。 取模计算基
于XID决定事务的顺序，即一个事务是在另一个之前还是之后发生。
每一个XID值可以有最多二十亿（2 ）个XID值表示在它之前的事务，还有二
十亿（2  -1 ）个XID值表示在它之后更新的事务。 XID值可以被认为是一组
循环没有终点的值，就像24小时的时钟一样。
使用MPP数据库的取模计算，只要两个XID都在彼此的2 个事务范围之内，
比较它们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

MPP数据库用一个冻结XID值作为当前（可见）数据行的XID。设置一行的
XID为冻结XID完成了两个功能。

当MPP数据库使用取模计算比较XID时，比起任何其他XID来，冻结XID总
是较小的一个、较早的一个。 如果一行的XID没有被设置为冻结XID并且执
行了2 个新的事务，从取模计算的角度来看，该行就像是一个在未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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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
当该行的XID被设置为冻结XID时，原来的XID可以被使用而不会出现重复
的XID。 这将会保持磁盘上分配了XID的数据行数低于（2 ）。

Note: MPP数据库只给涉及DDL或者DML操作的事务分配XID值，它们通常是唯
一需要XID的事务。
Parent topic: 关于MPP数据库中的并发控制

简单的MVCC例子

这是一个简单例子，它展示了MVCC数据库中的概念以及如何用事务ID管理数据
和事务。这个简单的MVCC数据库例子有一个单一表构成：
该表是一个具有2列4行数据的简单表。

合法的事务ID（XID）值从0到9，在9之后XID会重新从0开始。

冻结XID是-2。这和MPP数据库的冻结XID不同。

事务都在单一行上执行。

只允许插入和更新操作执行。

所有被更新的行都保留在磁盘上，不允许移除废弃的操作。

该例子只更新amount值。不对表做其他更改。

这个例子展示了这些概念。
如何用事务ID来管理一个表上的多个同时发生的事务。

如何用冻结XID来管理事务ID

取模计算怎样基于事务ID决定事务的顺序

管理同时发生的事务

这个表是磁盘上没有更新过的初始表数据。 该表包含两个用于事务ID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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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列xmin（创建该行的事务）和xmax（更新该行的事务）。 在这个表中，更改会
按照顺序增加到表的底端。

Table 1. 示例表

item amount xmin xmax

widget 100 0 null

giblet 200 1 null

sprocket 300 2 null

gizmo 400 3 null

下一个表展示了执行了对amount值的一些更新后的表数据。
xid = 4: update tbl set amount=208 where item = 'widget'

xid = 5: update tbl set amount=133 where item = 'sprocket'

xid = 6: update tbl set amount=16 where item = 'widget'

在下一个表中，粗体项是该表的当前行。其他行是废弃行，即磁盘上不是当前数
据的表数据。 使用xmax值，用户可以通过选择其值为null值的行来判断哪些是
当前行。 MPP数据库使用了一种有点不同的方法来决定当前的表行。

Table 2. 带更新的示例表

item amount xmin xmax

widget 100 0 4

giblet 200 1 null

sprocket 300 2 5

gizmo 400 3 null

widget 208 4 6

sproket 133 5 null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widget 16 6 null

item amount xmin xmax

这个简单的MVCC数据库用XID值来判断该表的状态。例如，所有这些独立的事
务并发执行。
更改sprocket的amount值为133的UPDATE命令（xmin值5）

返回sprocket的值的SELECT命令。

在UPDATE事务期间，数据库会返回sprocket的值是300，直到UPDATE事务完
成。

管理XID和冻结XID

对于这个简单的例子，该数据库接近于耗尽可用的XID值。 当MPP数据库接近
于耗尽可用XID值时，MPP数据库会采取这些行动。

MPP数据库发出一个警告提示数据库快要耗尽XID值。

WARNING: database "database_name" must be vacuumed within number_of_transactions transactions

在最后一个XID被分配前，MPP停止接受事务以防止把一个XID分配两次，并
且发出下面的消息。

FATAL: database is not accepting commands to avoid wraparound data loss in database "database_name

为了管理事务ID以及存储在磁盘上的表数据，MPP数据库提供了VACUUM命
令。
一次VACUUM操作会空出XID值，这样一个表可能有超过10行被修改xmin值
为冻结XID。

一次VACUUM操作会处理磁盘上废弃的或者被删除的表行。 这个数据库的
VACUUM命令将XID值改为obsolete以表示废弃行。 一次MPP数据库的
VACUUM操作（不带FULL选项），会适时地以对性能和数据可用性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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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移除磁盘上的行。

对于该示例表，一次VACUUM操作已经在该表上执行。 该命令更新了磁盘上的
表数据。 这个版本的VACUUM命令与MPP数据库的命令有点不同，但是概念是
相同的。
对于磁盘上不再是当前行的widget和sprocket行，这些行会被标记为
obsolete。

对于当前版本的giblet和gizmo行，其xmin已经被改为冻结XID。
其值仍然是当前的表值（该行的xmax值为null）。 不过，该表行对于所有事
务是可见的，因为在执行取模计算时，其xmin值为比所有其他XID值更老的冻
结XID。

在VACUUM操作之后，XID值0、 1、2和3可以被使用。

Table 3. VACUUM后的示例表

item amount xmin xmax

widget 100 obsolete obsolete

giblet 200 -2 null

sprocket 300 obsolete obsolete

gizmo 400 -2 null

widget 208 4 6

sproket 133 5 null

widget 16 6 null

当一个具有xmin值为-2的行被更新后，其xmax值照例被替换为该事务的XID，
在任何访问该行的并发事务结束之后这个位于磁盘上的行会被认为是被废弃。

废弃的行可以被从磁盘删除。对于MPP数据库，带有FULL选项的 VACUUM命
令会做更深入的处理来回收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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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D取模计算实例

下一个表展示了在经过了更多UPDATE事务后磁盘上的表数据。XID值已经回卷
并且重新从0开始。此时并没有执行额外的VACUUM操作。

Table 4. 带有回卷XID的示例表

item amount xmin xmax

widget 100 obsolete obsolete

giblet 200 -2 1

sprocket 300 obsolete obsolete

gizmo 400 -2 9

widget 208 4 6

sproket 133 5 null

widget 16 6 7

widget 222 7 null

giblet 233 8 0

gizmo 18 9 null

giblet 88 0 1

giblet 44 1 null

在执行比较XID的取模计算时，MPP数据库会考虑行的XID和当前可用的XID范
围来判断行的XID是否已经发生了XID回卷。

对于示例表来说XID回卷已经发生。按照XID的取模计算，giblet行的XID 1是一
个比widget行的XID 7更晚出现的事务，虽然XID值7大于1。

对于widget和sprocket行，XID回卷并没有发生并且XID 7是一个比XID 5更晚出
现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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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并行数据装载
这一主题给出了对于MPP数据库数据装载特性的简短介绍。

在一个大型的、具有数T字节的数据仓库中，必须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维护窗口内
完成对大量数据的装载。 MPP支持使用其外部表特性的快速、并行数据装载。
管理员也可以用单行错误隔离模式装载外部表，这样可以把有问题的行过滤到一
个单独的错误表而继续装载正确格式的行。 对于一次装载操作，管理员可以指
定一个错误阈值以控制MPP在碰到多少不正确的行后中止装载操作。

通过结合外部表以及MPP数据库的并行文件服务器（gpfdist），管理员可以在
他们的MPP数据库系统上达到最大的并行度和装载带宽。

Figure 1. 外部表使用MPP并行文件服务器（gpfd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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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MPP工具gpload能运行定义在一个YAML格式控制文件中的装载任务。
在控制文件中描述了源数据位置、格式、转换要求、参与的主机、数据库目标以
及其他说明，而gpload会执行装载。 这允许用户描述一个复杂的任务，并且以
可控、可重复的方式来执行它。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概念

关于MPP数据库中的冗余和故障切换
这一主题给出了MPP数据库高可用性特性的一个高层次的概述。

用户可以利用镜像组件部署一个不会出现单点故障的MPP数据库。 下面的小节
描述了镜像MPP系统主要组件的策略。 更多关于MPP高可用特性的详细介绍，
请见 MPP数据库高可用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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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当 MPP数据库群集无法接受数据丢失时，必须启用Master节点和
Primary节点的Mirro，以便集群可以被所支持。 如果没有镜像，系统和数据可用
性无法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将尽最大努力恢复群集。

关于Segment镜像

部署MPP数据库系统时，可以配置Mirror实例。 Mirror节点可以使当Primary节点
宕机的时候，将数据库查询转移到备份节点上。 Mirror节点通过将数据从主节点
同步到从节点的事务日志复制进程保持同步。 Mirror机制在生产环境中强烈建议
开启，并且是支持所必须的。

作为最佳实践，从节点实例必须和主节点部署到不同的机器以防止单机故障带来
的影响。 在虚拟化环境下，二级（镜像）Segment必须总是位于一个与主要
Segment不同的存储系统上。 在一个为最大化可用性或者主机或者多个主要
Segment失效时最小化性能衰退而设计的配置中，镜像Segment可以被分布在集
群中剩下的主机上。

当用户在初始化或者扩展MPP系统时，可使用两种标准的镜像配置。默认的配
置被称为组镜像， 这种配置会把一个主机上的主要Segment的所有镜像都放置
在集群中的其他一台主机上。 还可以用一个命令行选项选择另一种标准配置散
布镜像，散布镜像会把每台主机的镜像散布到集群中剩余的主机上并且要求集群
中的主机数量比每个主机上的主要Segment数量更多。

Figure 1展示了当配置了散布镜像后，表数据如何分布在Segment之间。

Figure 1. MPP数据库中的散布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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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故障切换和恢复

当MPP数据库系统中启用了镜像时，系统会在主要Segment变成不可用后自动
切换到镜像Segment。 在一个Segment实例或者主机出问题的情况下，只要在
剩余的活动Segment上的所有数据可用，MPP数据库系统就能保持可操作。

如果Master无法连接到一个Segment实例，它会在MPP数据库系统目录中标记
该Segment实例为宕机并且把镜像Segment提升起来作为替代。 失效的
Segment实例将保持无法操作的状态直到管理员采取措施将它重新恢复上线。
管理员可以在系统运行时恢复失效的Segment。 恢复进程只会复制该Segment
无法操作期间错过的更改。

如果用户没有启用镜像，当一个Segment实例变得无效时整个系统将会自动关
闭。在继续操作之前，用户必须恢复所有失效的Segment。

关于Master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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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Master镜像

用户也可以选择性地在一台不同于Master节点的主机上部署一个Master实例的备
份或者镜像。 在主Master主机变得不可用时，一个备份Master主机将发挥温备
的作用。 后备Master利用事务日志复制进程保持与主Master同步，复制进程运
行在后备Master上并且负责在主备Master主机之间同步数据。

如果主Master失效，日志复制进程会停止，并且后备Master会被激活以替代它的
位置。 这种切换不会自动发生，而是必须由外部触发。 在激活后备Master时，
将用已复制的日志来重构Master主机最后一次成功提交时的状态。 被激活的后
备Master实际会变成MPP数据库的Master，它会在主端口（在Master主机和备
份Master主机上必须被设置为相同）上接受客户端连接。

由于Master不包含任何用户数据，只有系统目录表需要在主节点和备份节点之间
同步。 当这些表被更新时，更改会被自动地复制到后备Master以确保与主
Master的同步。

Figure 2. MPP数据库中的Master镜像 

关于Interconnect冗余

Interconnect指的是Segment之间的进程间通信以及这种通信所依赖的网络设
施。 通过在用户的网络上部署双千兆以太网交换机以及到MPP数据库主机
（Master和Segment）服务器的冗余千兆连接，用户可以得到非常可靠的
Interconnect。 处于性能的原因，我们推荐10-Gb以太网或者更快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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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概念

关于MPP数据库中的数据库统计信息
MPP数据库中通过ANALYZE命令收集的统计信息的概述。

统计信息是描述数据库中数据的元数据。 查询优化器需要最新的统计信息以便
为查询选择最好的执行计划。 例如，如果一个查询连接两个表并且其中的一个
必须被广播到所有的Segment，优化器可以选择两个表中较小的那一个来最小化
网络流量。

优化器使用的统计信息由ANALYZE命令计算并且保存在系统目录中。有三种方
式开始一个分析操作：
用户可以直接运行ANALYZE命令。

用户可以在数据库外部从命令行运行analyzedb管理工具。

当在没有统计信息的表上执行DML操作或者一个DML操作修改的行数超过指
定阈值时，会触发一次自动的分析操作。

这些方法会在下面的小节中描述。VACUUM ANALYZE命令是另一种启动分析
操作的方式，但是不鼓励使用它，因为清理和分析是两种不同目的的不同操作。

计算统计信息需要消耗时间和资源，因此MPP数据库通过在大型表的采样上计
算统计信息来得到估计值。 在大部分情况下，默认的设置提供了足以为查询生
成正确执行计划的信息。 如果产生的统计信息没有产生最优的查询执行计划，
管理员可以调节配置参数通过提高样本尺寸或者系统目录中保存的统计信息粒度
来产生更准确的统计信息。 产生更准确的统计信息需要CPU和存储代价并且不
一定能产生更好的计划，因此重点是查看解释计划并且测试查询性能来确保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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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信息代价能导致更好的查询性能。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概念

系统统计信息

表尺寸

查询规划器想要最小化执行查询所需的磁盘I/O和网络流量，它会使用必须被处
理的行数以及查询必须访问的磁盘页面数的估计值。 用于生成这些估计值的数
据是pg_class系统表列reltuples和relpages，它们分别包含上一次VACUUM或
ANALYZE命令运行时的行数和页面数。 随着行被增加或删除，这些数字变得越
来越不准确。 不过，总是可以从操作系统拿到准确的磁盘页面计数，因此只要
reltuples与relpages的比例不发生显著变化，优化器就能够产生对选择正确的查
询执行计划足够准确的行数估计。

当reltuples列与SELECT COUNT(*)返回的行计数显著不同时，应该执行一次分
析来更新统计信息。

当一个REINDEX命令完成了重建一个索引时，relpages和reltuples列被设置为
零。应该在基表上运行ANALYZE命令以更新这些列。

pg_statistic系统表和pg_stats视图

pg_statistic系统表保持在每个数据库表上最后一次ANALYZE操作的结果。其中
为每一个表的每一列都有一行。行有下面的列：

starelid
该列所属的表或索引的对象ID。

staatt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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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列的编号，从1开始。
stainherit

如果值是true，统计信息不仅包括指定的relation，还包括继承的子列。
stanullfrac

列中为空的项的分数值。
stawidth

非空项的平均存储宽度，单位是字节。
stadistinct

一个正数，它是列中可区分值的数量估计。这个数字预计并不会随着行数
变化。 一个负值是可区分值数量除以行数，也就是该列中有可区分值的行
的比例取负值。 当可区分值数量随行数增加时使用这种形式。例如，一个
唯一列的n_distinct值为-1.0。 平均宽度超过1024的列被认为是唯一的。

stakindN
一个代码数字，它表示存储在pg_statistic行第N个槽中的统计信息类型。

staopN
用来得到第N个槽中统计信息的操作符。例如，一个直方图槽会显示 < 操
作符，它定义数据的排序顺序。

stanumbersN
float4数组，包含第N个槽的合适类型的数字统计信息，如果槽类型不涉及
数字值则为NULL。

stavaluesN
第N个槽的合适类型的列数据值，如果该槽类型不存储任何数据值则为
NULL。 每一个数组的元素值实际是指定列的数据类型，因此没有办法比
使用anyarray更具体地定义这些列的类型。

为一个列收集的统计信息随着不同数据类型变化，因此pg_statistic表中存储适合
于四个槽中数据类型的统计信息，每个槽由四个列组成。 例如，第一个槽通常
包含一列的最常见值，它由列stakind1、staop1、stanumbers1和stavalues1组
成。

stakindN列每个都包含一个数字代码，用于描述存储在其插槽中的统计信息的类
型。 从1到99的stakind代码编号保留给核心PostgreSQL数据类型。 MPP数据库
使用代码编号 1，2，3，4，5，和99。0的意思是槽未使用。 下面的表格描述了
为三种代码存储的统计信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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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g_statistic中"槽"的内容

stakind
代码代码

描述描述

1 最常见值（MCV）槽
staop包含"="操作符的对象ID，它被用来决定值是否相同。

stavalues包含一个数组，其中是该列中出现的K个最常见非空
值。

stanumbers包含stavalues数组中值的频度（总行数的分数）。

值按照频度降序排序。因为数组是可变尺寸的，K可以由统计收集
器选择。 要被加入到stavalues数组中，值必须出现超过一次。唯
一列没有MCV槽。

2 直方图槽 – 描述标量数据的分布。
staop是"<"操作符的对象ID，它描述排序顺序。

stavalues包含M（其中M>=2）个非空值，它们将非空的列数据
值划分成M-1个群体数量大致相等的箱子。第一个stavalues项
是最小值而最后最后一个是最大值。

stanumbers没有被使用且应该为NULL。

如果也提供了一个最常见值的槽，那么该直方图描述的是将MCV
数组中列出的值移除后的数据分布（在技术上的说法是一个压缩
直方图）。 这允许更精确地表示一个有一些非常常见值的列的分
布。 在一个只有一些可区分值的列中，有可能MCV列表就描述了
整个数据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直方图缩小为空并且应该被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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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关系槽 – 描述表元组物理顺序和列数据值顺序之间的相关关
系。

staop是"<"操作符的对象ID。与直方图一样，理论上可能会出
现多于一项。

stavalues未被使用并且应该为空。

stanumbers包含一个单项，它是数据值的序列和它们实际元组
位置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系数范围从+1到-1。

4 最常见的元素插槽 - 类似于最常见值（MCV）插槽，除了它存储
列值的最常见非空元素。 当列数据类型是数组或具有可识别元素
的其他类型（例如，tsvector）时，这非常有用。

staop包含适合于元素类型的相等运算符。

stavalues包含最常见的元素值。

stanumbers包含共同的元素频率。

频率测量为元素值出现的非空行的分数，而不是所有行的频率。
此外，值将按元素类型的默认顺序排序（以支持特定值的二分查
找）。 由于这会将最小和最大频率放在不稳定点上，因此有两个
额外的stanumbers成员可以保存最小和最大频率的副本。 可选地
，可以存在保持空元素的频率的第三额外成员（频率以相同的术
语表示：包含至少一个空元素的非空行的分数）。 如果省略此成
员，则假定该列不包含NULL元素。

Note: 注意：对于tsvector列，stavalues元素的类型为text，即使它
们在tsvector中的表示不完全是文本。

stakind
代码代码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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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的元素计数直方图槽 - 描述了数组类型列的每一行中存在的不
同元素值的数量的分布。 仅考虑非空行，并且仅考虑非空元素。

staop包含适合于元素类型的相等运算符。

stavalues未使用且应为NULL。

stanumbers包含有关不同元素的信息。 stanumbers的最后一个
成员是所有非空行上的不同元素值的平均计数。 前面的M（其
中M> = 2）成员形成直方图，该直方图将不同元素计数的群体
划分为大致相等群体的M-1个区间。 第一个是观察到的最小计
数，最后一个是最大值。

99 超级日志槽 - 对于分区表的子叶分区，存储为采样数据创建的超级
日志计数器。 hyperloglog_counter数据结构转换为bytea并存储在
pg_statistic目录表的stavalues5插槽中。

stakind
代码代码

描述描述

pg_stats视图以一种友好的格式表示pg_statistic的内容。pg_stats视图有下列
列：

schemaname
包含该表的方案名称。

tablename
该表的名称。

attname
这行所描述的列名。

inherited
如果为true，统计信息包含继承的子列。

null_frac
为空的列项所占的比例。

avg_width
该列中项的平均存储宽度（以字节为单位），计算方法是
avg(pg_column_size(column_name))。

n_di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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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数是该列中可区分值的数量估计。这个数字预计并不会随着行数变
化。 一个负值是可区分值数量除以行数，也就是该列中有可区分值的行的
比例取负值。 当可区分值数量随行数增加时使用这种形式。例如，一个唯
一列的n_distinct值为-1.0。 平均宽度超过1024的列被认为是唯一的。

most_common_vals
包含该列中最常见值的数组，如果没有值看起来更常见则为空。 如果
n_distinct列为-1，则most_common_vals为空。 这个数组的长度小于实际
的可区分列值的数量或者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配置参数的值。 对一个
列可以使用ALTER TABLE table SET COLUMN column SET
STATISTICS N覆盖值的数量。

most_common_freqs
包含most_common_vals数组中值的频率。它是一个值的出现次数除以总
行数。 这个数组和most_common_vals数组的长度相等。如果
most_common_vals为空，则它也为空。

histogram_bounds
一个值数组，它把列值划分成大约相同尺寸的分组。只有对该列有一个
max()聚集函数时才能定义直方图。 直方图中分组的数量等于
most_common_vals数组的尺寸。

correlation
MPP数据库不计算相关关系统计信息。

most_common_elems
包含最常见元素值的数组。

most_common_elem_freqs
包含公共元素频率的数组。

elem_count_histogram
一个数组，描述数组类型列的每一行中存在的不同元素值的数量的分布。

新创建的表和索引没有统计信息。可以用gp_stats_missing视图检查缺少统计信
息的表，该视图位于gp_toolkit方案中：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stats_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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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

在为大型表计算统计信息时，MPP数据库通过采样基表来创建一个较小的表。
如果表被分过区，会从所有的分区取得抽样。

更新统计信息

运行不带参数的ANALYZE会为数据库中的所有表更新统计信息。 这可能会耗费
非常长的时间，因此更好的方式是在数据被改变后有选择地分析表。 用户还可
以分析一个表中的列子集，例如连接中、WHERE子句、SORT子句、GROUP
BY子句或者HAVING子句中用到的列。

如果采样中包含空页面，分析一个严重膨胀的表可能生成不好的统计信息，因此
最好的做法是在分析一个膨胀了的表之前先清理它。

运行ANALYZE命令的详情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SQL命令参考。

运行analyzedb命令的细节请参考MPP数据库管理工具参考。

分析分区表

当ANALYZE命令被运行在一个分区表上时，它会逐个分析每一个叶子层子分
区。 用户可以只在新的或者更改过的分区表上运行ANALYZE以避免分析没有变
化过的分区。

analyzedb命令行工具会自动跳过未更改的分区。它还会运行并发会话，这样它
可以并发地分析几个分区。 默认它会运行五个会话，但会话的数量可以用-p命
令行选项设置为1至10。 analyzedb每次运行时，它会在Master数据目录中的
db_analyze目录下为追加优化表和分区保存状态信息。 下一次它运行
时，analyzedb会把每个表的当前状态与其保存状态相比较，并且跳过没有更改
的表或分区。堆表总是会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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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GPORCA被启用（默认），用户还需要运行ANALYZE ROOTPARTITION
来刷新根分区的统计信息。 GPORCA要求在分区表根层的统计信息。传统优化
器不使用这些统计信息。

分析分区表的时间类似于分析具有相同数据的非分区表的时间，因为ANALYZE
ROOTPARTITION不收集叶分区上的统计信息（仅对数据进行采样）。
analyzedb工具默认会更新根分区统计信息

MPP数据库服务器配置参数optimizer_analyze_root_partition会影响何时在分区
表的根分区上收集统计信息。 如果参数为on（缺省值），则在运行ANALYZE
时，不需要ROOTPARTITION关键字来收集根分区的统计信息。 在根分区上运
行ANALYZE时，或者在分区表的子叶子分区上运行ANALYZE并且其他子叶子
分区具有统计信息时，将收集根分区统计信息。 如果参数关闭，则必须运行
ANALYZE ROOTPARTITION以收集根分区统计信息。

如果您不打算使用GPORCA对分区表执行查询（将服务器配置参数optimizer设
置为关闭）， 则还可以将服务器配置参数optimizer_analyze_root_partition设置
为off，以限制ANALYZE更新根分区统计信息的时间。

配置统计信息

有几个选项可以配置MPP数据库的统计信息收集。

统计信息目标

统计信息目标是一个列的most_common_vals、most_common_freqs以及
histogram_bounds数组的尺寸。 默认情况下，目标是25。默认目标可以通过设
置一个服务器配置参数来更改，对任意列可以使用ALTER TABLE命令设置目
标。 较大的值会增加执行ANALYZE所需的时间，但是可能会增加传统查询优化
器（规划器）估计值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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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设置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服务器配置参数将系统的默认统计信息目
标设置为一个不同的值。 默认值通常是足够的，用户只应该在测试证明新的目
标能够改进查询计划时才调整目标。 例如，要将默认的统计信息目标从100增加
到150，用户可以使用gpconfig工具：

gpconfig -c 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 -v 150

可以使用ALTER TABLE命令设置各列的统计信息目标。 例如，某些查询可以
通过增加某些列的目标来改进，尤其是具有不规则分布的列。 对于从不参与查
询优化的列，您可以将目标设置为零。 当目标是0，ANALYZE会忽略该列。 例
如，以下ALTER TABLE命令将emp表中notes列的统计信息目标设置为零：

ALTER TABLE emp ALTER COLUMN notes SET STATISTICS 0;

统计信息目标可以被设置为0到1000，或者把它设置为-1以回到使用系统的默认
统计信息目标。

在父分区表上设置统计信息目标会影响子分区。 如果在父表上把某些列的统计
信息目标设置为0，对所有子分区也会把相同列的统计信息目标设置为0。 不
过，如果用户后来增加或者交换了另一个子分区，新的子分区将会使用默认统计
信息目标或者之前的统计信息目标（在交换的情况下）。 因此，如果用户增加
或者交换子分区，应该在新的子表上设置统计信息目标。

自动统计收集

MPP数据库可以被设置为在没有统计信息或者在执行特定操作后发生显著改变
的表上自动地运行ANALYZE。 对于分区表，自动统计收集只在操作直接运行在
叶子表上时才被触发，然后也只会分析这个叶子表。

自动统计收集有三种模式：
none 禁用自动统计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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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任意一个CREATE TABLE AS SELECT、INSERT或者COPY命令在没有
现存统计信息的表上执行时，on_no_stats模式会为该表触发一次分析操作。

当任意一个CREATE TABLE AS SELECT、UPDATE、DELETE、INSERT
或者COPY命令在表上执行并且被影响的行数超过
gp_autostats_on_change_threshold配置参数所定义的阈值时， on_change
模式会为该表触发一次分析操作

对于发生在一个过程语言函数内的命令以及在一个函数之外执行的命令，自动统
计收集模式是单独设置的：

gp_autostats_mode配置参数控制函数外自动统计收集的行为并且默认被设置
为on_no_stats。

gp_autostats_mode_in_functions参数控制表操作在一个过程语言函数内执行
时的行为并且默认被设置为none。

通过on_change模式，只有受影响的行数超过
gp_autostats_on_change_threshold配置参数所定义的阈值时才会触发
ANALYZE。 这个参数的默认值是一个非常高的值2147483647，它实际上禁用
了自动统计收集。 用户必须将该阈值设置得较低来启用它。on_change模式可
能会触发大型的、预期之外的分析操作，它们可能会中断系统，因此不推荐在全
局范围内设置它。 在一个会话中它可能会有用，例如在一次装载后自动分析一
个表。

要在函数之外禁用自动统计收集，将gp_autostats_mode参数设置为none：

gpconfigure -c gp_autostats_mode -v none

要在函数中为没有统计信息的表启用自动统计收集，将
gp_autostats_mode_in_functions改成on_no_stats：

gpconfigure -c gp_autostats_mode_in_functions -v on_no_stats

如果想要记录自动统计收集操作，可将log_autostats系统配置参数设置为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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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一个MPP系统
这一节描述了一个MPP数据库系统管理员所执行的基本系统管理任务。

关于关于MPP数据库发布版本号数据库发布版本号
MPP的版本号和其组织方式的改变，界定了从一个版本到下一个版本做了那
些修改。

启动和停止启动和停止MPP数据库数据库
在一个MPP数据库管理系统中，所有主机上的数据库实例（Master和所有的
Segment）一起被启动或者停止，启停操作统一由Master实例发起，它们步
调一致，在外界看来是一个完整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访问数据库访问数据库
这个主题描述了几种可用来连接MPP数据库的客户端工具以及如何建立一个
数据库会话。

配置配置MPP数据库系统数据库系统
服务器配置参数会影响MPP数据库的行为。

启用压缩启用压缩
可以利用MPP数据库自身的特性或工具来配置启用数据压缩。

启用高可用和数据持久化特征启用高可用和数据持久化特征
MPP数据库的容错和高可用特征可以通过配置启用

备份和恢复数据库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这个主题描述如何使用MPP的备份和恢复特性。

扩容扩容MPP系统系统
为了放大性能和存储能力，通过向集群增加主机来扩容用户的MPP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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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系统缩容系统缩容
通过从集群删除主机来缩容MPP数据库系统。

监控监控MPP系统系统
可以用系统中包含的各种工具以及附加组件来监控一个MPP数据库系统。

日常系统维护任务日常系统维护任务
要保持一个MPP数据库系统高效运行，必须对数据库定期清理过期数据并且
更新表统计信息， 这样查询优化器才能有准确的信息。

建议的监控和维护任务建议的监控和维护任务
本节列出了为确保MPP数据库集群的高可用性和一致性能而建议的监视和维
护活动。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

关于MPP数据库发布版本号
MPP的版本号和其组织方式的改变，界定了从一个版本到下一个版本做了那些
修改。

MPP数据库的发布版本号采用格式x.y.z，含义分别为:
x表明主版本号

y表明小版本号

z表明补丁版本号

具有相同主版本号的MPP数据库保证在该版本下具有向后兼容性。 当MPP数据
库的 元数据目录修改或不适配的特性改变出现或新特性被引入时，才会增加主
版本号。之前版本中被注释 掉的功能在新的主版本发布时可能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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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向后兼容的新特性被引入或曾经的特性被注释时，会在某一主版本的基础上增
加小版本号。 （之前注释的功能不会在该小版本中被移除）

当出现向后兼容的问题修复时，MPP数据库会在某一小版本号的基础上增加补
丁版本号。

Parent topic: 管理一个MPP系统

启动和停止MPP数据库
在一个MPP数据库管理系统中，所有主机上的数据库实例（Master和所有的
Segment）一起被启动或者停止，启停操作统一由Master实例发起，它们步调一
致，在外界看来是一个完整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由于一个MPP数据库系统分布在很多机器上，启动和停止一个MPP数据库系统
的过程与普通PostgreSQL数据库的启动和停止过程不同。

分别使用gpstart 和 gpstop 工具来启动和停止MPP数据库。这些工具位于MPP
数据库Master主机的 $GPHOME/bin 目录下。

Important: 不要采用kill命令来直接杀掉任何后台Postgres进程。 可以使用数据
库内命令pg_cancel_backend()来完成此操作。

采用 kill -9 或 kill -11 可能引发数据库损坏并且妨碍根据目前数据库的表现进行
问题根源分析。

有关gpstart 和 gpstop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文档 MPP数据库工具手册。

Parent topic: 管理一个MPP系统

启动MPP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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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MPP数据库

在Master实例上，通过执行gpstart可以启动一个初始化好的MPP数据库系统。

可以使用gpstart工具来启动一个已经由gpinitsystem工具初始化好的MPP数据库
系统，前提是该系统已经被gpstop工具停止。 gpstart 通过启动整个MPP数据库
集群中的所有Postgres数据库实例来启动MPP数据库。 gpstart 会精心安排这一
过程并且以并行的方式执行它。
在Master主机上运行gpstart以启动一个MPP数据库：

$ gpstart

重启MPP数据库

停止MPP数据库系统然后重新启动它。

执行gpstop工具并带有-r选项时，会停止MPP数据库并在数据库完全关闭后重新
启动它。
要重启MPP数据库，在Master主机上输入下面的命令：

$ gpstop -r

仅重新载入配置文件更改

重新载入对MPP数据库配置文件的更改而不中断系统。

gpstop 工具可以在不中断服务的前提下重新载入对 pg_hba.conf配置文件和
Master上postgresql.conf、 pg_hba.conf文件中的运行 参数进行更改。 活动会话
将会在它们重新连接到数据库时使用这些更新。 很多服务器配置参数需要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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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系统(gpstop -r)才能激活。有关服务器配置参数的信息请见 MPP Database
Reference Guide。
使用gpstop工具重新载入配置文件更改而不关闭系统：

$ gpstop -u

以维护模式启动Master

只启动Master来执行维护或者管理任务而不影响Segment上的数据。

例如，可以用维护模式连接到一个只在Master实例上的数据库并且编辑系统目录
设置。 更多有关系统目录表的信息请见MPP Database Reference Guide。
1. 使用-m模式运行gpstart:

$ gpstart -m

2. 以维护模式连接到Master进行目录维护。例如：

$ PGOPTIONS='-c gp_session_role=utility' psql postgres

3. 在完成管理任务后，停止处于维护模式的额Master。然后以生产模式重启
它。

$ gpstop -mr

Warning:
对维护模式连接的不当使用可能会导致不一致的系统状态。只有技术支持才
应该执行这一操作。

停止MPP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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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MPP数据库
gpstop工具可以停止或者重启MPP数据库系统，它总是运行在Master主机上。
当被激活时，gpstop 会停止系统中所有的postgrespostgres进程，包括Master和
所有的Segment实例。 gpstopgpstop工具使用一种默认的最多64个并行工作线
程的方式来关闭构成整个MPP数据库集群的Postgres实例。 系统在关闭之前会
等待所有的活动事务完成。要立即停止MPP数据库，可以使用快速模式。
要停止MPP数据库：

$ gpstop

要以快速模式停止MPP数据库：

$ gpstop -M fast

默认情况下，如果有任何客户端连接存在，就不允许关闭MPP数据库。 使用-
M fast选项可以在关闭前回滚所有正在进行中的事务并且中断所有连接。

停止客户端进程：

MPP数据库会为每一个客户端连接唤起一个后台进程。具有SUPERUSER权限
的MPP用户可以取消或直接终止这些客户端后台进程。

使用pg_cancel_backend()函数可以取消某个活动查询或队列中的后台进程。使
用pg_terminate_backend()可以直接终端访问MPP数据库的客户端连接。

pg_cancel_backend()函数有两种表现形式：
pg_cancel_backend( pid int4 )

pg_cancel_backend( pid int4, msg text )

pg_terminate_backend()函数也有两种同样地表现形式：
pg_terminate_backend( pid int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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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terminate_backend( pid int4, msg text )

如果提供了msg信息, MPP数据库会将取消信息的msg内容一并返回给客户
端。msg 最大为128字节; 任何超出该长度的信息都会被MPP数据库直接截断。

如果pg_cancel_backend()和pg_terminate_backend()函数执行成功，会返回状
态true, 相反的会返回false。

要取消或中断后台进程，必须先查出要处理的后台进程ID。进程ID可以
从pg_stat_activity视图的procpid列得到。 例如，如果要看所有运行中和等待中
查询的进程信息，可以执行：

=# SELECT usename, procpid, waiting, current_query, datname
     FROM pg_stat_activity;

上例语句部分查询结果如下：

 usename |  procpid | waiting |     current_query     | datname
---------+----------+---------+-----------------------+---------
  sammy  |   31861  |    f    | <IDLE> in transaction | testdb
  billy  |   31905  |    t    | SELECT * FROM topten; | testdb

我们可以从查询结果中找到对应查询或客户端连接的进程ID(procpid)。

例如，下面语句会取消上面输出中的等待查询，并将"Admin canceled long-
running query."信息反馈给客户端。

=# SELECT pg_cancel_backend(31905 ,'Admin canceled long-running query.');
ERROR:  canceling statement due to user request: "Admin canceled long-running 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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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数据库
这个主题描述了几种可用来连接MPP数据库的客户端工具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数
据库会话。

建立一个数据库会话建立一个数据库会话

支持的客户端应用支持的客户端应用

MPP数据库客户端应用数据库客户端应用

用用psql连接连接

数据库应用接口数据库应用接口

连接问题的发现及解决连接问题的发现及解决

Parent topic: 管理一个MPP系统

建立一个数据库会话

用户可以通过使用一种PostgreSQL兼容的客户端程序连接到MPP数据库，例
如psql。 用户和管理员总是通过master连接到MPP数据库，Segment不能接受
客户端连接。

为了建立一个到MPP数据库Master的连接，用户将需要知道下列连接信息并且
相应地配置用户的客户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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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连接参数

连接参数连接参数 描述描述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

应用名称 连接到数据库的应用名称，保存在ap
plication_name连接参数中。默认值
是 psql。

$PGAPPNAME

数据库名 用户想要连接的数据库名称。对于一
个刚初始化的系统，第一次可使用po
stgres数据库来连接。

$PGDATABASE

主机名 MPP数据库的Master的主机名。默认
主机是本地主机。

$PGHOST

端口 MPP数据库的Master实例所运行的端
口号。默认为5432。

$PGPORT

用户名 要以其身份连接的数据库用户（角色
）名。这不需要和用户的操作系统用
户名一样。 如果用户不确定用户的数
据库用户名是什么，请咨询用户的M
PP管理员。注意每一个MPP数据库
系统都有一个在初始化时自动创建的
超级用户账号。这个账号的名称和初
始化MPP系统的用户 的操作系统用户
名相同。 (最有代表性的是 gpadmin)
。

$PGUSER

用psql连接提供了一些连接到MPP数据库的示例命令。

Parent topic: 访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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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客户端应用

用户可以使用多种客户端应用连接到MPP数据库：

用户的MPP安装中已经提供了一些MPP数据库客户端应用psql客户端应用提
供了一种对MPP数据库的交互式命令行接口。

使用标准的数据库应用接口, ，如ODBC和JDBC，用户可以创建他们自己的
客户端应用来接入到MPP数据库。因为MPP数据库基于PostgreSQL开发，
所以它使用标准的PostgreSQL数据库驱动。

大部分使用ODBC和JDBC等标准数据库接口的客户端工具都可以被配置来连
接到 MPP数据库。

Parent topic: 访问数据库

MPP数据库客户端应用

MPP数据库安装后就会带有一些客户端工具应用，它们位于用户的MPP数据库
Master主机安装的 $GPHOME/bin目录中。下列是最常用的客户端工具应用：

Table 1. 最常用的客户端应用

名称名称 用法用法

createdb 创建一个新数据库

createlang 定义一种新的过程语言

createuser 定义一个新的数据库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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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db 移除一个数据库

droplang 移除一种过程语言

dropuser 移除一个角色

psql PostgreSQL交互式终端

reindexdb 对一个数据库重建索引

vacuumdb 对一个数据库进行垃圾收集和分析

名称名称 用法用法

在使用这些客户端应用时，用户必须通过MPP的Master实例连接到一个数据
库。 用户将需要知道目标数据库的名称、Master的主机名和端口号，还有用于
连接的数据库用户名。 这些信息可以在命令行上分别用选项-d、-h、 -p和-U来
提供。如果找到不属于任何一个选项的参数， 它将被首先解释为数据库名。

所有这些选项都有默认值，如果该选项没有被指定就会使用其默认值。默认主机
是本地主机。默认 端口号是5432。默认用户名是用户的操作系统用户名，同时
也是默认的数据库名。注意操作系统 用户名和MPP数据库用户名并不需要一
样。

如果默认值和实际情况不同，用户可以设置环境变量PGDATABASE、
PGHOST、PGPORT和PGUSER为合适的值， 或者使用一个psql~/.pgpass文
件来包含常用的口令。

更多有关MPP数据库环境变量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有关psql的
详细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工具手册。

Parent topic: 访问数据库

用psql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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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psql连接

依靠用户使用的默认值或者已经设置的环境变量，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如何通
过psql 来访问数据库：

$ psql -d gpdatabase -h master_host -p 5432 -U gpadmin
         

$ psql gpdatabase

$ psql

如果还没有创建一个用户定义的数据库，用户可以通过连接到postgres数据库来
访问系统。例如：

$ psql postgres

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后，psql提供了一个提示符，提示符由psql 当前连接的数据
库名后面加上=> (如果用户是数据库超级用户则会是=#) 构成。例如：

gpdatabase=>

在提示符处，用户可以输入SQL命令。为了能把一个SQL命令发送到服务器并且
执行，SQL命令必须以一个 ;（分号）结束。例如：

=> SELECT * FROM mytable;

有关使用psql客户端应用以及SQL命令及语法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
册。

Parent topic: 访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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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应用接口

用户可能想要开发用户自己的客户端应用接入到MPP数据库。PostgreSQL为最
常用的数据库应用编程接口（API） 提供了数种数据库驱动，这些同样也能在
MPP数据库中使用。这些驱动作为一个独立的下载提供。每一种驱动 （除了随
PostgreSQL提供的libpq）都是一个独立的PostgreSQL开发项目并且必须被下
载、安装并且配置以连接到 MPP数据库。可用的驱动如下：

Table 1. MPP数据库接口

API PostgreSQL
驱动驱动

下载链接下载链接

ODBC psqlODBC https://odbc.postgresql.org/.

JDBC pgjdbc https://jdbc.postgresql.org/

Perl DBI pgperl https://metacpan.org/release/DBD-Pg

Python DBI pygresql http://www.pygresql.org/

libpq C 库 libpq https://www.postgresql.org/docs/9.4/libpq.ht
ml

用API访问MPP数据库的一般步骤是：

1. 从合适的来源下载用户的编程语言平台以及相应的API。例如，用户可以从
Oracle得到Java开发工具包（JDK）和JDBC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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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API规范编写用户的客户端应用。在编程时，注意MPP数据库中的 SQL
支持这样用户才不会使用不被支持的SQL语法。 更多信息请见
MPP 数据库参考手册。

下载合适的驱动并且配置到MPP数据库Master实例的连接。

Parent topic: 访问数据库

连接问题的发现及解决

很多事情都可能阻止客户端应用成功地连接到MPP数据库。这个主题解释了一
些常见的连接问题 的原因以及如何改正它们。

Table 1. 常见连接问题

问题问题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没有用于主
机或者用户
的pg_hba.co
nf配置

要允许MPP数据库接受远程客户端连接，用户必须配置用户
的MPP 数据库的Master实例，这样来自于客户端主机和数据
库用户的连接才会被允许连接到MPP数据库。 这可以通过在
pg_hba.conf配置文件（位于Master实例的数据目录中）中增
加 合适的条目就能做到。更多详细的信息请见允许访问MPP
数据库。

MPP数据库
没有运行

MPP数据库的Master实例没有运行，用户将无法连接。 用户
可以通过在MPP的Master主机上运行gpstate工具来 验证MPP
数据库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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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题

Interconnect 
超时

如果用户从一个远程客户端连接到MPP的Master主机，网络
问题 可能阻止连接（例如，DNS主机名解析问题、主机系统
没有运行等等）。为了确认网络问题不是原因， 可尝试从远
程客户端主机连接到MPP的Master主机。例如： ping hostna
me 。

如果系统不能解析主机名和MPP数据库所涉及的主机的IP地
址，查询和连接将会失败。 对于某些操作，到MPP数据库Ma
ster的连接会使用localhost而其他连接使用真实 的主机名，因
此用户必须能解析两者。如果用户遇到这种错误，首先确认
用户能够从Master主机通过网络连接到 MPP数据库阵列中的
每一台主机。在Master和所有Segment的/etc/hosts文件中，
确认有MPP数据库阵列所涉及所有主机的正确的主机名和IP
地址。IP 127.0.0.1 必须解析为localhost。

已有太多客
户端连接

默认情况下，MPP数据库被配置为在Master和每个Segment
上分别允许最多250和 750个并发用户连接。导致该限制会被
超过的连接尝试将被拒绝。这个限制由MPP数据库Master的
postgresql.conf配置文件中的max_connections参数控制。 如
果用户为Master更改了这个设置，用户还必须在Segment上
做出适当的更改。

问题问题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Parent topic: 访问数据库

配置MPP数据库系统
服务器配置参数会影响MPP数据库的行为。 它们是PostgreSQL的“大统一配
置”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它们有时 也被称为“GUC”。大部分的MPP数据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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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和PostgreSQL的配置参数相同，但是也有一些是 MPP所特有的。
关于关于MPP数据库的数据库的Master参数和本地参数参数和本地参数

设置配置参数设置配置参数

查看服务器配置参数设置查看服务器配置参数设置

配置参数种类配置参数种类

Parent topic: 管理一个MPP系统

关于MPP数据库的Master参数和本地参数

服务器配置文件包含着配置服务器行为的参数。MPP数据库的配置文
件postgresql.conf 位于数据库实例的数据目录之下。

Master和每一个Segment实例都有自己的postgresql.conf文件。 一些参数是本
地的：每个Segment实例检查它的postgresql.conf文件来得到这类 参数的值。在
Master和每一个Segment实例上都要设置本地参数。

其他参数是用户要在Master实例上设置的master参数。其值会在查询运行时被向
下传递到Segment实例 （或者在某些情况中会被忽略）。

有关local以及master服务器配置参数的信息请见 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Parent topic: 配置MPP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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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配置参数

很多配置参数限制了谁能改变它们以及何时何处它们可以被设置。例如，要改变
特定的参数，用户必须是一个MPP数据库超级用户。 其他参数只能
从postgresql.conf文件中在系统级别上被设置，或者还要求系统重启让设置生
效。

很多配置参数是会话参数。用户可以在系统级别、数据库级别、角色级别或者会
话级别设置会话参数。数据库用户可以在他们的 会话中改变大部分会话参数，
但是某些要求超级用户权限。

关于设置服务器配置参数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设置本地配置参数设置本地配置参数

设置设置Master配置参数配置参数

Parent topic: 配置MPP数据库系统

设置本地配置参数

要在多个Segment中改变一个本地配置参数，在每一个目标Segment
的postgresql.conf文件中更新该参数， 包括主要的和镜像的Segment。使
用gpconfig工具可以在所有的MPP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设置一个参数。例
如：

$ gpconfig -c gp_vmem_protect_limit -v 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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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MPP数据库让配置改变生效：

$ gpstop -r

Parent topic: 设置配置参数

设置Master配置参数

要设置Master配置参数，请在MPP数据库的Master实例上设置它。如果它也是
一个session参数， 用户可以为一个特定数据库、角色或者会话设置该桉树。如
果一个参数在多个级别上都被设置，最细粒度级别上的 设置会优先。例如，会
话覆盖角色，角色覆盖数据库，而数据库覆盖系统。

设置系统级别参数设置系统级别参数

设置数据库级别参数设置数据库级别参数

设置角色级别参数设置角色级别参数

设置会话级别参数设置会话级别参数

Parent topic: 设置配置参数

设置系统级别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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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的postgresql.conf文件中的Master参数设置是系统范围默认的。 要设置一
个Master参数：

1. 编辑$MASTER_DATA_DIRECTORY/postgresql.conf文件。

2. 找到要设置的参数，取消它的注释（移除前面的#字符），并且输入想要的
值。

3. 保存并且关闭该文件。

4. 对于不需要重新启动服务器的session参数，按如下上传postgresql.conf的改
变：

$ gpstop -u

5. 对于要求服务器重启的参数更改，按如下重启MPP数据库：

$ gpstop -r

关于服务器配置参数的细节，请见 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Parent topic: 设置Master配置参数

设置数据库级别参数

使用ALTER DATABASE在数据库级别设置参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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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ER DATABASE mydatabase SET search_path TO myschema;

当用户在数据库级别设置一个会话参数时，每一个连接到该数据库的会话都使用
该参数设置。 数据库级别的设置覆盖系统级别的设置。

Parent topic: 设置Master配置参数

设置角色级别参数

使用ALTER ROLE在角色级别设置参数。例如：

=# ALTER ROLE bob SET search_path TO bobschema;

当用户在角色级别设置一个会话参数时，每一个由该角色启动的会话都使用该参
数设置。 角色级别的设置覆盖数据库级别的设置。

Parent topic: 设置Master配置参数

设置会话级别参数

任何会话参数都可以在一个活动数据库会话中用SET命令设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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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statement_mem TO '200MB';

该参数设置对于这个会话的剩余时间都有效，直到发出一个RESET命令。例
如：

=# RESET statement_mem;

会话级别的设置覆盖角色级别的设置。

Parent topic: 设置Master配置参数

查看服务器配置参数设置

SQL命令SHOW允许用户查看当前的服务器配置参数设置。例如，要查看所有
参数的设置：

$ psql -c 'SHOW ALL;'

SHOW只列出Master实例的设置。要查看整个系统（Master和所有的
Segment） 中一个特定参数的值，使用gpconfig工具。例如：

$ gpconfig --show max_connections

Parent topic: 配置MPP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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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种类

配置参数影响着多种服务器行为，例如资源消耗、查询调节以及认证。有关配置
参数种类的细节，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参数分类部分。

Parent topic: 配置MPP数据库系统

启用压缩
可以利用MPP数据库自身的特性或工具来配置启用数据压缩。 压缩能减少磁盘
空间使用并提高系统访问的I/O，但是在压缩和解压缩数据时会带来一些额外的
负载。
可以采用一下特性或工具来让MPP数据库支持数据压缩，具体见以下特定文
档。
追加优化表支持压缩表数据，请见CREATE TABLE.

采用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来压缩数据，请见CREATE TYPE.

通过外部表协议gpfdist (gpfdists), s3, and pxf 访问外部数据时支持压缩。请
见CREATE EXTERNAL TABLE.

Workfiles (查询所用内存超出系统分配内存时临时溢出的文件) 压缩。请见服
务器配置参数gp_workfile_compression.

MPP数据库工具gpbackup, gprestore, gpload, and gplogfilter 支持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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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一些压缩算法（例如zlib），MPP要求软件包已经安装在主机系统中。. 另
外一些压缩算法（例如zstd）的支持则依赖于编译MPP数据库时是否配置了该选
项。

Parent topic: 管理一个MPP系统

启用高可用和数据持久化特征
MPP数据库的容错和高可用特征可以通过配置启用
Important: 当MPP数据库 集群不允许数据丢失时，master和segment镜像功能必
须启用。没有镜像就不能保证系统和数据的 高可用，此时会尽最大的努力恢复
故障集群。master和segment镜像详情，请见关于冗余和故障转移。

关于启用高可用的工具详情，请见MPP数据库工具手册。

MPP数据库高可用性概述数据库高可用性概述

在在MPP数据库中启用镜像数据库中启用镜像

检测故障的检测故障的Segment

恢复故障恢复故障Segment

恢复故障的恢复故障的Master

Parent topic: 管理一个MPP系统

MPP数据库高可用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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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数据库高可用性概述

MPP数据库系统的高可用可以通过提供容错硬件平台实现，可以通过启用MPP
数据库高可用特性实现， 也可以通过执行定期监控和运维作业来确保整个系统
所有组件保持健康来实现。

硬件平台的最终故障，可能因为常见的持久运行故障或非预期的运行环境。异常
断电会导致组件临时不可用。系统可以 通过为可能故障的节点配置冗余备份节
点来保证异常出现时仍能够不间断提供服务。在一些情况下，系统冗余的成本高
于 用户的服务终端容忍度。此时，高可用的目标可以改为确保服务能在预期的
时间内恢复。

MPP数据库的容错和高可用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硬件级别的RAID存储保护

数据存储总和校验

MPP segment节点镜像

Master镜像

双集群

数据库备份和恢复

硬件级别RAID

MPP数据库部署最佳时间是采用硬件级别的RAID为单盘失败的情况提供高性能
的磁盘冗余，避免只采用 数据库级别的容错机制。该方式可以在磁盘级别提供
低级别的冗余保护。

数据存储总和校验

MPP数据库采用总和校验机制在文件系统上验证从磁盘加载到内存的数据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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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破坏。

MPP数据库有两种存储用户数据的方式：堆表和追加优化表。两种存储模型均
采用总和校验机制 验证从文件系统读取的数据，默认配置下，二者采用总和校
验机制验证错误的方式基本类似。

MPP数据库master和segment实例在他们所管理的自有内存中更新页上的数据。
当内存页被更新 并刷新到磁盘时，会执行总和校验并保存起来。当下次该页数
据从磁盘读取时，先进行总和校验，只有成功 通过验证的数据才能进入管理内
存。如果总和校验失败，就意味着文件系统有损坏等情况发生，此时MPP 数据
库会生成错误并中断该事务。

默认的总和校验设置能提供最好的保护，可以防止未检测到的磁盘损坏影响到数
据库实例及其镜像Segment节点。

堆表的总和校验机制在MPP数据库采用gpinitsystem初始化时默认启用。我们可
以通过设置 gpinitsystem配置文件中的HEAP_CHECKSUM参数为off来禁用堆
表的总和校验 功能，但是我们强烈不推荐这么做，详见gpinitsystem。

一旦集群初始化完成，就不能改变堆表总和校验机制在该集群上的状态，除非重
新初始化系统并重载数据库。

可以通过查看只读服务器配置参数 data_checksums 来查看 堆表的总和校验是
否开启。

$ gpconfig -s data_checksums

当启动MPP数据库集群时，gpstart工具会检查堆表的总和校验机制在master和
所有segment 上是启用了还是禁用了。如果有任何异常，集群会启动失败。详
情请见gpstart。

在一些情况下，为了保证数据及时恢复有必要忽略堆表总和校验产生的错误，设
置ignore_checksum_failure系统配置参数为on会使在堆表总和校验失败时只生
成一个警告信息，数据页仍然可以被夹在到管理内存中。 如果该页被更新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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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磁盘，损坏的数据会被复制到镜像segment节点。因为该操作会导致数据丢
失，所以只有在启用数据 恢复时才允许设置ignore_checksum_failure参数为
on。

追加优化存储表的总和校验可以在使用CREATE TABLE命令创建表时定义。默
认的存储选项在 gp_default_storage_options服务器配置参数中定
义。checksum 存储选项默认被启用并且强烈不建议禁用它。

如果想要禁用追加优化表上的总和校验机制，你可以

在创建表时，修改gp_default_storage_options配置参数包含checksum=false
或

增加checksum=false选项到CREATE TABLE语句的WITH storage_options语
法部分。

注意CREATE TABLE允许为每一个单独的分区表设置包括checksums在内的存
储选项。

查看CREATE TABLE命令参考和gp_default_storage_options配置文件参考语
法和示例。

Segment镜像

MPP数据库将数据存储在多个segment实例中，每一个实例都是MPP数据库的
一个PostgreSQL实例， 数据依据建表语句中定义的分布策略在segment节点中
分布。启用segment镜像时，每个segment实例都由一对 primary和mirror组成。
镜像segment采用基于预写日志（WAL）流复制的方式保持与主segment 的数
据一致。详情请见Segment镜像概述。

镜像实例通常采用gpinitsystem或gpexpand工具进行初始化。 作为最佳实践，
为了保证单机失败镜像通常运行在与主segment不同的主机上。将镜像分配到不
同的主机上也有不同 的策略。当搭配镜像和主segment的放置位置时，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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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单机失败发生时处理倾斜最小化的场景。

Master镜像

在一个高可用集群中，有两种master实例，primary和standby。像segment一
样，master和standby 应该部署在不同的主机上，以保证集群不出现单节点故障
问题。客户端只能连接到primary master并在上面执行查询。 standby master采
用基于预写日志（WAL）流复制的方式保持与primary master的数据一致。详情
请见Master镜像概述.

如果master故障了，管理员可以通过运行gpactivatestandby工具切换standby
master成为 新的primary master。可以通过在master和standby上配置一个虚拟
IP地址来保证当发生切换后，客户端不需要在 不同的网址之间切换。如果
master主机故障，虚拟IP可以漂移到新的活动master节点上继续提供服务。

双集群

可以通过维护两套MPP数据库集群，都存储相同的数据来提供额外的冗余。

保持双集群数据同步有两种方法，分别叫做"双ETL"和"备份/恢复"。

双ETL提供一个与主集群数据一致的热备份集群。ETL（抽取，转换和加载）大
致的过程为清理数据，转换数据，验证数据 和加载数据进入数据仓库。双ETL
的方式，以上过程会被执行两次，每个集群一次，每次都需要被验证。这允许在
两个集群 上进行查询数据操作，还可以提高查询的吞吐量为原来的两倍。应用
可以有效的利用两套集群的优势，页可以确保ETL 成功进行并在两套集群上验
证通过。

通过备份/恢复的方法来维护一个双集群，可以直接采用在主集群上创建备份，
然后恢复到第二个集群上。该方法可能会比 双ETL的方式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同
步数据，但是对应用端特定业务逻辑开发的要求几乎没有。双ETL的优势是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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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上更 快，时间间隔更小。

备份和恢复

建议经常备份数据库，可以保证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很容易的重新生成数据库集
群。备份可以很好的保护 误操作、软件错误和硬件错误。

使用gpbackup工具备份MPP数据库。gpbackup在所有segment上执行并行备
份， 所以备份能力随着硬件增加线性扩展。

当我们设计备份策略时，最主要的关注点是将数据存储在哪里。数据可以备份在
每个segment各自的本地存储中， 但是存储在该位置会导致正常segment可用生
产空间锐减，更重要的是，硬件失败可能会摧毁活动segment的 生产数据和备
份数据。执行完备份后，备份文件应该从主集群移动到独立、安全的存储位置。
另外，备份可以直接 存储在独立存储中。

采用gpbackup和gprestore工具，可以从一个远程位置或存储设备 发送/读取备
份。目前该存储插件支持连接到Amazon S3存储服务和Dell EMC Data Domain
存储设备。

采用备份/恢复存储扩展API，您可以创建gpbackup和gprestore 工具可用的定制
化插件，用来集成您的存储系统到MPP数据库。

更多如何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的信息，请见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
行备份。

Segment镜像概述镜像概述

Master镜像概述镜像概述

Parent topic: 启用高可用和数据持久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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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镜像概述

当MPP数据库高可用性被启用时，有两种类型的Segment：primarySegment
和mirrorSegment。每个主Segment都有一个对应的镜像Segment。主Segment
从 Master接收请求来对该Segment的数据库做更改并且接着把那些更改复制到
对应的镜像。 如果主Segment变成不可用，镜像segment会切换为主segment，
不可用的主segment会切换为 镜像segment。故障出现时正在进行的事务会回滚
并且必须重启数据库。接下来管理员必须恢复镜像segment，并 允许镜像
segment与当前主segment进行同步，最后需要交换主segment和镜像segment
的角色，让他们处于自己 最佳的角色状态。

如果segment镜像未启用，当出现segment实例故障时，MPP数据库系统会关
闭。管理员必须手工恢复所有 失败的segment实例然后才能重新启动数据库。

如果现有系统已经启用了segment镜像，当主segment实例正在生成一个快照
时，主segment实例继续为用户提供服务。 当主segment快照完成并向镜像
segment实例部署时，主segment的变化也会被记录。当快照完全部署到镜像
segment 后，镜像segment会同步这些变化并采用WAL流复制的方式与主
segment保持一致。MPP数据库的WAL复制使用 walsender和walreceiver复制
进程。 walsender进程是主segment的进程。walreceiver进程是镜像segment 的
进程。

当数据库变化出现时，日志捕获到该变化然后将变化流向镜像segment，以保证
镜像与其对应的主segment一致。在WAL 复制期间，数据库变化在被应用之前
先写入日志中，以确保任何正在处理的数据的完整性。

当MPP数据库检测到主segment故障时，WAL复制进程停止，镜像segment自动
接管成为活动主segment。如果 主segment活动时，镜像segment故障或变得不
可访问，主segment会追踪数据库变化并记录在日志中，当镜像恢复后 应用到
镜像节点。有关segment故障检测和故障处理的详细信息，请见 检测故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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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

MPP数据库系统表包含镜像和复制的详细信息。
系统表 gp_segment_configuration包含主segment、镜像segment、主master
和standby master实例的当前配置和 状态信息。

系统视图gp_stat_replication包含MPP数据库master和segment镜像功能使用
的walsender 进程的复制状态统计信息。

关于Segment镜像配置

镜像segment实例可以根据配置的不同在集群主机中按不同的方式分布。作为最
佳实践，主segment和它对应的镜像 放在不同的主机上。每台主机必须有相同
的主和镜像segment。当你使用MPP工具gpinitsystem或 gpaddmirrors创建
segment镜像时，可以设定segment镜像方式：以分组的方式镜像（默认）或 以
打散的方式镜像。采用gpaddmirrors命令时，可以先创建gpaddmirrors 配置文
件，然后将文件放在命令行读取执行。

以分组的方式镜像是默认的镜像方式。该方式每台主机的主segment对应的镜像
都整体放在另一台主机上， 如果有一台主机故障，另外一台接管该主机服务的
镜像所在的机器的活动segment数量便会翻倍。 图表 Figure 1 显示了以分组的
方式配置segment镜像。

Figure 1. 以分组的方式在MPP数据库中分布镜像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以打散的方式镜像 将每一个主机的镜像分散到多台主机上，保证每一个机器上
至多只有一个 镜像提升为主segment，这种方式可以防止单台主机故障后，另
外的主机压力骤增。以打散方式镜像 分布要求集群主机数量多于每台主机上
segment的数量。图表Figure 2显示了如何以打散的方式配置segment镜像。

Figure 2. 以打散的方式在MPP数据库中分布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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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高可用性概述

Master镜像概述

可以在单独的主机或者同一台主机上部署Master实例的一个备份或者镜像。当主
Master变得无法使用时，备份 Master或者后备Master会作为一个温备提供服
务。可在主Master在线时从中创建一个后备Master。

在取一个主Master实例的事务快照时，主Master会继续为用户提供服务。在取事
务快照以及在后备Master上部署 事务快照时，对主Master的更改也会被记录。
在该快照被部署在后备Master上之后，那些更新会被部署以同步后备 Master和
主Master。当镜像Master快照部署完成后，变化会应用，二者之间会通过基于
WAL日志的流复制的方式 保持同步。MPP WAL复制通
过walsender和walreceiver 复制进程保持同步。walsender是主master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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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walreceiver 是standby master的进程。

Figure 1. MPP数据库中的Master镜像 

由于Master不保存用户数据，只有系统目录表被在主Master和后备Master之间同
步。当这些表被更新时，复制日志 会捕获变化并流向standby master以保持与其
主master的同步。WAL复制期间，所有的数据库更改在应用之前都 会写入复制
日志，以保证任何正在进行的操作的数据完整性。

以下是MPP数据库如何处理Master故障
如果主master故障，MPP数据库系统关闭，master复制进程停止。管理员运
行 gpactivatestandby命令将standby master提升为主master。 随着standby
master提升为主，复制日志会重建主master最后成功提交的事务的相关日
志。 活动standby master接下来会完全成为MPP数据库的master，以standby
master初始化 时定义的端口号接受外部连接。详情请见恢复故障的Master。

如果在主master可用时，standby master故障或不可访问。主master会将数据
库变化写入追踪日志， 然后等待standby master恢复后应用到其上面。

以下这些MPP系统表包含镜像和复制相关信息。
系统表gp_segment_configuration包含主segment、镜像segment、主master
和standby master实例的当前配置 及状态信息。

系统视图gp_stat_replication包含MPP数据库master和segment镜像用到
的walsender 进程的复制统计信息。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高可用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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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PP数据库中启用镜像

可以在建立MPP数据库系统时使用gpinitsystem配置系统使用镜像，或者之后
用gpaddmirrors 以及gpinitstandby启用镜像。这个主题假定现有系统初始化时
没有镜像，现在要向其中加入镜像。

启用启用Segment镜像镜像

启用启用Master镜像镜像

Parent topic: 启用高可用和数据持久化特征

启用Segment镜像

镜像Segment允许数据库查询在主Segment不可用时故障转移到备用Segment。
为了配置镜像，MPP数据库 系统必须具有足够的节点以保证镜像Segment和对
应的主Segment不在同一台主机上。默认情况下，镜像会被配置在 主Segment
所在的主机阵列上。也可以为镜像Segment选择一组完全不同的主机，这样它们
就不会分享任何主 Segment的机器。

Important: 在线数据复制处理期间，MPP数据库应该处于一种静止状态，不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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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负载和 其他查询。

要增加Segment镜像到一个现有系统（和主Segment相同的主机
阵列）

1. 在所有的Segment主机上为镜像数据分配数据存储区域。数据存储区域必须
与主Segment 的文件系统位置不同。

2. 使用gpssh-exkeys确保Segment主机能通过SSH和SCP免密码连接到彼此。

3. 运行gpaddmirrors工具在MPP数据库系统中启用镜像。 例如，在主Segment
端口号基础上加10000来计算得到镜像Segment的端口号：

$ gpaddmirrors -p 10000

其中-p指定要加在主 Segment端口号上的数字。使用默认的组镜像配置来增
加镜像。

要增加Segment镜像到一个现有系统（和主Segment不同的主机
阵列）

1. 确保在所有主机上都安装有MPP数据库软件。 详细的安装指导请见MPP数据
库安装手册。

2. 在所有的Segment主机上为镜像数据分配数据存储区域。

3. 使用gpssh-exkeys确保Segment主机能通过SSH和SCP免密码连接到彼此。

4. 创建一个配置文件，其中列出要在其上创建镜像的主机名称、端口号和数据
目录。要创建 一个示例配置文件作为起点，可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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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addmirrors -o filename

镜像配置文件的格式为：

mirrorrow_id=contentID:address:port:data_dir

其中row_id是文件中的行号, contentID是segment实例的内容ID， address是
segment主机的主机名或IP地址，port是用于通信的端口号， data_dir是
segment实例的数据目录。
例如这是一个配置文件，其中有两个Segment主机，每个主机上有两个
Segment：

mirror0=2:sdw1-1:41000:/data/mirror1/gp2
mirror1=3:sdw1-2:41001:/data/mirror2/gp3
mirror2=0:sdw2-1:41000:/data/mirror1/gp0
mirror3=1:sdw2-2:41001:/data/mirror2/gp1

5. 运行gpaddmirrors工具在MPP数据库系统中启用镜像：

$ gpaddmirrors -i mirror_config_file

其中-i指定所创建的镜像配置文件。

Parent topic: 在MPP数据库中启用镜像

启用Master镜像

可以用gpinitsystem来配置一个带有后备Master的新MPP数据库系统， 或者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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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gpinitstandby来启用后备Master。这个主题假定现有系统初始化时没有 后备
Master，现在要向其中加入一个后备Master。

有关工具gpinitsystem和gpinitstandby的详细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工具手册.

要向一个现有系统增加一个standby master

1. 确保standby Master主机已经被安装且配置好MPP数据库： gpadmin系统用
户已创建、MPP数据库二进制文件已安装、 环境变量已设置、SSH密钥已交
换并且数据目录和表空间已创建。

2. 在当前活动的primarymaster主机上运行gpinitstandby 工具向MPP数据库系
统增加一个standby master主机。例如：

$ gpinitstandby -s smdw

这里-s指定后备Master主机的名称。

要把操作切换到standby master上，请见恢复故障的Master。

检查Master镜像进程状态（可选）

可以通过运行gpstate工具并带有-f选项来显示standby master 主机的详细信息。

$ gpstate -f

standby master的状态应该是passive，WAL sender状态应该是streaming。

有关gpstate工具的详细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工具手册。

Parent topic: 在MPP数据库中启用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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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故障的Segment

如果启用了镜像，MPP数据库会在主Segment宕机后自动故障转移到一个镜像
Segment上，镜像Segment承担 主Segment的角色和职能，故障主Segment变
成镜像，用户感觉不到segment产生了故障。当故障出现时，正在进行中 的事
务会回滚并在新的segment上自动重新开始。gpstate工具可以用来分辨故障
segment。该工具显示的系统表信息包括gp_segment_configuration。

如果整个MPP数据库系统由于一个Segment故障（例如，如果没有启用镜像或
者没有足够的Segment在线 以访问全部用户数据）而变得无法运转，用户在尝
试连接到数据库时会看到错误。返回给客户端程序的错误可能表明 失效。例
如：

ERROR: All segment databases are unavailable

segment故障如何被监测和管理

在MPP数据库master主机上，Postgres的postmaster进程会创建一个错误侦测子
进程 ftsprobe。该进程也被称为FTS (Fault Tolerance Server)进程。如果FTS进
程出现故障， postmaster会重启该进程。

FTS进程循环执行，每个循环之间会停顿一会。每一个循环中，FTS都会
从gp_segment_configuration 系统表中获取每一个主segment实例的主机名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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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并通过与其建立TCP套接字连接的方式连接segment实例 来侦测segment
的状态。如果成功连接，segment会执行一些简单的检查并报告给FTS。该检查
包括在关键的segment 目录上执行一个stat系统调用，并且会检查segment实例
的内部错误。如果没有检测到问题，FTS会 收到一个积极的反馈信号，被检查
的正常segment也不会采取任何附加操作。

如果不能建立连接，或者在超时时间内没有得到反馈，FTS会尝试重新连接
segment实例。 如果达到了FTS的最大重试次数，FTS会去检测该segment的镜
像看其是否在线，如果在线它就会修改 gp_segment_configuration表，将原来
的主segment标记为"down"并设置 镜像承担主segment的角色。FTS会把执行过
的操作更新到 gp_configuration_history表中。

当系统中只有主segment正常，其对应的镜像故障时，主segment会进入not
synchronizing 状态并继续记录数据库日志变化，一旦镜像修复，便可以将这些
变化继续同步，而不用从主segment执行一个完整的拷贝。

运行gpstate工具并带有-e选项可以展示单个主segment和镜像segment实例 的任
何问题。gpstate的另外一些选项也能显示所有主segment或镜像segment实例的
信息，例如 -m（镜像实例信息）、-c（主segment和镜像segment配置信息），
另外也可以 显示主segment和镜像segment的问题。

您也可以从系统表gp_segment_configuration查看当前模式： s (同步状态)n (非
同步状态)，还有当前状态 u (在线) or d (离线)。

gprecoverseg工具可以用于将离线的镜像segment重新加入集群。默认情况下，
gprecoverseg会执行增量恢复，首先将镜像放入同步模式，接下来会重放主
segment上 记录下来的日志变化到镜像segment。如果增量恢复失败，整个恢复
便会失败。此时可以执行gprecoverseg 并带有-F选项，以执行一个全量恢复，
该操作会复制主segment上的所有数据到镜像segment上。

segment实例恢复后，gpstate -e命令可以列出所有切换了的主segment和镜像
segment实例信息。 该信息表示系统目前处于不均衡状态（主实例和镜像实例
不在他们的初始配置角色）。如果系统目前处于不均衡状态，在segment 主机
系统上可能存在活动主segment实例分布不均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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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表gp_segment_configuration包含列role和 preferred_role。该列上的值
为p代表主segment，m 代表镜像segment。role列展示segment实例当前角
色，preferred_role 列展示segment实例原来的角色。

在一个平衡的系统中，所有segment实例的role和preferred_role 列都是对应一致
的。当某一个列存在不一样的情况时，表明系统是不平衡的。为了重新平衡集群
并将所有的segment恢复到他们 本来的角色，可以运行gprecoverseg命令并带
有-r选项。

简单的故障转移和恢复示例

本例子已经假设一个单独的主-镜像segment实例对中主segment故障并切换到镜
像segment。 以下表格展示在恢复到正常的主segment之前，segment实例
在gp_segment_configuration 表中的本来角色, 当前角色, 模式, 和状态：

也可以通过执行gpstate -e来显示主segment和镜像segment的状态信息

 本来角色本来角色 当前角色当前角色 模式模式 状态状态

Primary p

(primary)

m

(mirror)

n

(not synchro
nizing)

d

(down)

Mirror m

(mirror)

p

(primary)

n

(not synchro
nizing)

u

(up)

segment实例不在他们原来的最佳角色，主segment故障。镜像segment上线成
为主segment，目前为非同步模式， 因为他的镜像（之前失败的主segment）处
于故障状态。当修复了故障问题后，使用gprecoverseg 重新将失败的实例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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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主segment和镜像segment之间同步差异数据。

一旦gprecoverseg操作完成，segment的状态如下表展示，主segment和镜像
segment 转换成为他们之前的最佳角色。

 本来角色本来角色 当前角色当前角色 模式模式 状态状态

Primary p

(primary)

m

(mirror)

s

(synchronizin
g)

u

(up)

Mirror m

(mirror)

p

(primary)

s

(synchronizin
g)

u

(up)

gprecoverseg -r命令通过将segment的角色切换回他们之前的最佳角色来重新平
衡 整个集群系统。

 本来角色本来角色 当前角色当前角色 模式模式 状态状态

Primary p

(primary)

p

(primary)

s

(synchronize
d)

u

(up)

Mirror m

(mirror)

m

(mirror)

s

(synchronize
d)

u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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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FTS行为

有一系列的服务器配置参数会影响FTS行为：

gp_fts_probe_interval
开始下一个FTS循环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例如将该参数设置为60，
检测循环持续10秒，那么FTS进程 沉睡50秒。如果设置该参数为60，检
测循环持续75秒，FTS进程沉睡0秒。该参数默认值为60，最大为3600。

gp_fts_probe_timeout
master到segment之间的检测超时时间，以秒为单位。默认20秒，最大
3600秒。

gp_fts_probe_retries
检测segment失败后的重试次数，例如如果设置为5，那么首次失败后，会
再进行4次检测尝试。默认为5。

gp_log_fts
FTS日志级别。可设置的值有："off", "terse", "verbose", or "debug"。
"verbose"设置可以用在生产上，能为问题定位提供一些有用的数据。
"debug" 设置不能用在生产上。默认为："terse"。

gp_segment_connect_timeout
允许镜像响应的最大时间，以秒为单位。默认为：600（10分钟）

除了可以使用FTS执行错误检查外，不能发送数据到其镜像segment的主
segment可以改变镜像的状态为down。 主segment会将同步数据暂时排队处
理，如果gp_segment_connect_timeout时间超时， 此时意味着镜像故障，系统
会标记镜像为down并将主segment变为变化追踪（change tracking）模式。

检测故障检测故障Segment

检查日志文件检查日志文件

Parent topic: 启用高可用和数据持久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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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故障Segment

启用镜像的情况下，系统允许存在故障Segment并且不影响数据库服务正常运
行。可以通过 gpstate工具查看整个数据库系统状态。gpstate 可以展示整个数据
库系统中包括主Segment、镜像Segment、Master和备用Master在内的每 一个
单独系统组件的状态。

如何检测故障Segment

1. 在Master上，用-e选项运行gpstate工具显示有错误情况的Segment：

$ gpstate -e

如果工具列出Segments with Primary and Mirror Roles Switched，表明
segment不在他的原始角色（系统初始化时赋予的角色）。这意味着系统处
于一种潜在的不平衡状态， 因为一些segment主机可能比正常状态下拥有更
多的活动segment，并不处于它们的最佳性能状态。
Segments展示Config status为Down则预示着 其对应的镜像segment产生故
障下线了。
修复该问题的详细过程，请见从Segment故障中恢复。

2. 为了获取故障segment的详细信息，可以检查 gp_segment_configuration系
统表。例如：

$ psql postgres -c "SELECT * FROM gp_segment_configuration WHERE status='d';"

3. 针对那些故障的segment实例，注意主机、端口号、原来角色和数据目录。
这些信息会帮助您在问题定位时 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

4. 要展示镜像segment实例的信息，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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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tate -m

Parent topic: 检测故障的Segment

检查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可以提供信息来帮助判断一个错误的成因。每个Master和Segment实例
都在其数据目录的 pg_log中有它们自己的日志文件。Master的日志文件包含了
大部分信息，应该总是首先检查它。

gplogfilter工具可以用来检查MPP数据库日志文件。 如果要检查segment日志文
件，使用gpssh在segment主机上执行gplogfilter工具。

如何检查日志文件

1. 对于WARNING、ERROR、FATAL或 PANIC日志级别的消息，使
用gplogfilter检查Master的日志文件：

$ gplogfilter -t

2. 对于每个Segment实例上的WARNING、ERROR、 FATAL或PANIC日志级
别的消息，使用gpssh检查。例如：

$ gpssh -f seg_hosts_file -e 'source 
/usr/local/mpp-db/mpp_path.sh ; gplogfilter -t 
/data1/primary/*/pg_log/gpdb*.log' > seglo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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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检测故障的Segment

恢复故障Segment

如果Master无法连接到一个Segment实例，它会在MPP数据库的系统表中把该
Segment标记为“down”。 该Segment实例会保持离线状态直到管理员采取步骤
让它重新回到线上。恢复一个失效Segment实例或者主机的 处理取决于失效原
因以及是否启用了镜像。一个Segment实例的故障原因多种多样：

Segment主机不可用，例如由于网络或者硬件失效。

Segment实例没有运行，例如没有postgres数据监听器进程。

Segment实例的数据目录损坏或者丢失，例如数据不可访问、文件系统损坏
或者磁盘失效。

Figure 1展示了前述失效场景的高层排查步骤。
Figure 1. Segment失效故障排查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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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Segment故障中恢复故障中恢复

Parent topic: 启用高可用和数据持久化特征

从Segment故障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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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Segment故障中恢复

Segment主机故障通常会导致多个Segment故障：在该主机上的所有主Segment
或者镜像Segment都被标记为“down” 并且不可操作。如果没有启用镜像并且一
个Segment宕掉，系统会自动变成不可操作。

segment实例可能会因为很多原因产生故障。例如主机故障，网络故障或磁盘故
障。当segment实例故障时，它的 状态在系统表中被标记为down，它的镜像切
换到change tracking模式。为了将故障segment实例 修复并重新进入可操作状
态，您必须首先修复导致故障的问题，然后使用gprecoverseg工具 恢复该故障
实例。

如果一台segment主机不可恢复，此时您已经失去了一个或多个segment实例，
那么您可以尝试从它的镜像segment 来恢复该segment实例。详见当一台
Segment主机不可恢复时。 您也可以从备份文件重新创建MPP数据库。详见备
份和恢复数据库。

在启用了镜像的情况下恢复

1. 确保可以从Master主机连接到该Segment主机。例如：

$ ping failed_seg_host_address

2. 排查解决妨碍Master主机连接到Segment主机的问题。例如，主机可能需要
被重启或者替换。

3. 在主机上线并且能连接到它后，从Master主机运行gprecoverseg工具来重新
激活故障的Segment实例。 例如：

$ gprecoverseg

4. 恢复过程会启动失效的Segment并且确定需要同步的已更改文件。该过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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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花一些时间， 请等待该过程结束。在此过程中，数据库的写活动会被禁
止。

5. 在gprecoverseg完成后，系统会进入到Resynchronizing 模式并且开始复制
更改过的文件。这个过程在后台运行，而系统处于在线状态并且能够接受数
据库请求。

6. 当重新同步过程完成时，系统状态是Synchronized。运行gpstate工具来验证
重新同步进程的状态：

$ gpstate -m

要让所有Segment返回到它们的首选角色

当一个主Segment宕掉后，镜像会激活并且成为主Segment。在运
行gprecoverseg之后， 当前活动的Segment仍是主Segment而失效的Segment
变成镜像Segment。这些Segment实例并没有回到在系统 初始化时为它们指定
的首选角色。这意味着，如果Segment主机上的活动Segment数量超过了让系统
性能最优的 数量，系统可能处于一种潜在地非平衡状态。要检查非平衡的
Segment并且重新平衡系统，运行：

$ gpstate -e

所有Segment都必须在线并且被完全同步以重新平衡系统。在重新平衡过程中，
数据库会话保持连接，但正在 进行的查询会被取消并且回滚。

1. 运行gpstate -m来确保所有镜像都是 Synchronized。

$ gpstate -m

2. 如果有任何镜像处于Resynchronizing模式，等它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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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gprecoverseg工具并带有-r选项， 让Segment回到它们的首选角色。

$ gprecoverseg -r

4. 在重新平衡之后，运行gpstate -e来确认所有的Segment都处于 它们的首选角
色。

$ gpstate -e

从双重故障中恢复

在双重故障中，主Segment和它的镜像都宕掉。如果在不同的Segment主机上同
时发生硬件失效，就有可能发生 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双重故障，MPP数据库会
变得不可用。从一次双重故障中恢复的步骤如下：

从双重故障中恢复

1. 处理引起双重故障的问题原因并解决，确保segment主机可操作并且可以从
master主机访问。

2. 重启MPP数据库。gpstop工具带有-r参数执行时，会停止并重新启动MPP 数
据库系统。

$ gpstop -r

3. 在系统重启后，运行gprecoverseg重新激活故障segment实例：

$ gprecoverseg

4. 在gprecoverseg完成后，使用 gpstate检查所有镜像状态，确保segment实例
的状态从Resynchronizing 模式变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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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tate -m 

5. 如果仍有Segment处于change tracking模式，运行gprecoverseg 并带有-F选
项执行一次完整恢复。
Warning: 一个完整的恢复会在从活动segment实例（当前主实例）复制数据
前， 删除离线segment实例的数据目录。在执行全量恢复前，确保segment
失败不会引起数据损坏， 任何主机的segment磁盘问题都已经被修复。

$ gprecoverseg -F

6. 如果需要，将segment实例的角色恢复到它们的最佳角色。详见要让所有
Segment返回到它们的首选角色。

在没有启用镜像的情况下恢复

1. 确保能够从Master主机连接到该Segment主机。例如：

$ ping failed_seg_host_address

2. 排查解决妨碍Master主机连接到Segment主机的问题。例如，主机可能需要
被重新启动。

3. 在主机在线之后，验证能够连接到它并且重启MPP数据库。 gpstop带有-r选
项可以停止并重启系统：

$ gpstop -r 

4. 运行gpstate工具来验证所有的实例都在线：

$ gp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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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台当一台Segment主机不可恢复时主机不可恢复时

Parent topic: 恢复故障Segment

当一台Segment主机不可恢复时

如果一台主机是不可操作的（例如由于硬件失效导致），就需要把那些Segment
恢复到备用的硬件资源上。 如果启用了镜像，可以使用gprecoverseg工具从
segment的镜像把它恢复到另一台主机上。例如：

$ gprecoverseg -i recover_config_file
      

其中recover_config_file的格式是：

<failed_host>:<port>:<data_dir>[ <recovery_host>:<port>:<recovery_data_dir>]

例如，要恢复到不同于失效主机的另一主机上且该没有额外的文件空间配置，
(除默认的pg_system文件空间外）：

sdw1-1:50001:/data1/mirror/gpseg16 sdw4-1:50001:/data1/recover1/gpseg16

有关创建segment实例恢复文件的详细信息，请见gprecoverseg。

新恢复的Segment主机必须预装好MPP数据库软件并且按照现有Segment主机
相同的方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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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从Segment故障中恢复

恢复故障的Master

如果主Master故障，MPP数据库不可访问且WAL复制会停止。使
用gpactivatestandby来激活后备Master。 在激活后备Master过程中，MPP数据
库会重构Master主机为最后一次成功提交事务时的状态。

以下步骤假设系统中已经配置了standby master主机。详见启用Master镜像。

激活standby master

1. 在standby master主机上运行gpactivatestandby工具 来激活它。例如：

$ gpactivatestandby -d /data/master/gpseg-1

此处-d选项指定正在激活的master主机的数据目录。
激活standby后，状态变为active或primary master

2. 上面工具执行完成后，运行gpstate带有-b 选项来显示系统汇总信息：

$ gpstate -b

master实例状态应该为Active。 如果没有配置standby master，该命令会显
示standby master的状态为 No master standby configured。如果配置了
standby master，它的状态为 P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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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切换到最新的活动Master主机后，在其上运行 ANALYZE 例如：

$ psql dbname -c 'ANALYZE;'

4. 可选：如果激活之前的standby master时没有配置一个新的standby master。
可以运行 gpinitstandby工具来配置激活一个新的standby master。
Important: 必须初始化一个新的standby master以继续为master提供镜像。
关于恢复原来master和standby master的详细配置方法，请见在恢复后还原
Master镜像。

在恢复后还原在恢复后还原Master镜像镜像

Parent topic: 启用高可用和数据持久化特征

在恢复后还原Master镜像

在激活一台后备Master进行恢复后，该后备Master会成为主Master。如果后备
Master具有和原始Master主机 相同的能力和可靠性，可以继续把该实例当作主
Master。

必须初始化一个新的后备Master继续提供Master的镜像，除非在激活前一个后备
Master时已经这样做了。 在活动的Master主机上运行gpinitstandby来配置一个
新的standby Master， 详见启用Master镜像。

可以在原来的主机上恢复主Master和后备Master。这个过程会交换主Master主机
和后备Master主机的角色， 只有强烈希望在恢复之前的相同主机上运行Master
实例时才执行这样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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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恢复primary master和standby master实例到他们原始主机并不是一个
在线的 操作。执行该操作时，master主机必须被停止。

更多有关MPP数据库工具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工具手册。

在原来的主机上恢复Master和后备Master（可选）

1. 确认原来的Master主机有可靠的运行条件，确保以前的失效原因已被修复。

2. O在原来的Master主机上，移动或者移除数据目录gpseg-1。这个例子把该目
录 移动到backup_gpseg-1：

$ mv /data/master/gpseg-1 /data/master/backup_gpseg-1

一旦后备被成功地配置，就可以移除备份目录。

3. 在原来的Master主机上初始化一个后备Master。例如，从当前的Master主机
（smdw）运行这个命令：

$ gpinitstandby -s mdw

4. 在初始化完成后，检查后备Master（mdw）的状态，运行 gpstate工具带有-
f选项来检查standby master状态：

$ gpstate -f

standby master 状态应该是passive，WAL sender状态应该是streaming。

5. 在后备Master上停止MPP数据库的Master实例。例如：

$ gpsto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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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原始的Master主机mdw运行gpactivatestandby工具， 该主机当前是一个后
备Master。例如：

$ gpactivatestandby -d $MASTER_DATA_DIRECTORY

其中-d选项指定正在激活的主机的数据目录。

7. 在该工具完成后，运行gpstate工具带有-b选项来检查状态：

$ gpstate -b

验证原来的主Master状态为Active。当没有配置一个后备Master时， 该命令
显示No master standby configured并且该消息表示没有配置一个后备Master
实例。

8. 在后备Master主机上，移动或者移除数据目录gpseg-1。 这个例子移动该目
录：

$ mv /data/master/gpseg-1 /data/master/backup_gpseg-1

一旦standby master配置成功后便可以移除该备份目录。

9. 在原来的Master主机运行主MPP数据库Master之后，可以在原来的后备
Master 主机上初始化一个后备Master。例如：

$ gpinitstandby -s smdw

命令完成后，可以字primary master 主机上运行gpstate -f命令，来检查
standby master的状态。

检查主Master镜像进程状态（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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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运行gpstate工具带有-f选项来显示standby master主机 的详细信息。

$ gpstate -f

standby master状态应该是passive，WAL sender的状态应该是streaming。

更多有关gpstate工具的信息详见MPP数据库工具手册。

Parent topic: 恢复故障的Master

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这个主题描述如何使用MPP的备份和恢复特性。

定期执行备份能确保在数据损坏或者系统失效发生时能恢复数据或者重建MPP
数据库系统。用户还可以使用备份从一个MPP数据库系统迁移数据到另一个。

备份和恢复概述备份和恢复概述

使用使用gpbackup和和gprestore并行备份并行备份

Parent topic: 管理一个MPP系统

备份和恢复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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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和恢复概述

MPP数据库支持并行和非并行的方法来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并行操作的规模不
受系统中Segment数量的影响，因为每台Segment主机都同时把其数据写入到本
地的磁盘存储上。 如果使用非并行备份和恢复操作，数据必须通过网络从
Segment被发送到Master，后者把所有的数据写入它的存储中。 除了把I/O限制
在一台主机上之外，非并行备份要求Master拥有足够的本地磁盘存储以保存整个
数据库。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做并行备份

gpbackup和gprestore是MPP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工具。 gpbackup在每个独立
的表级别使用ACCESS SHARE锁，而不是在pg_class catalog表里
加EXCLUSIVE锁。 这使得你可以在backup期间执行DML语句，
如CREATE，ALTER，DROP和TRUNCATE操作，只要这些操作没有执行在
备份的数据上。

使用gpbackup创建的备份文件旨在提供将来恢复单个数据库对象及其依赖项的
功能，例如函数和所需的用户定义数据类型。 参考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
行备份获取更多信息。

使用pg_dump做非并行备份

PostgreSQL pg_dump和pg_dumpall非并行备份工具可以用来在master主机上
创建一个单独的，包含所有节点数据的dump文件。

PostgreSQL的非并行工具应该在特殊场合使用。 它们比使用MPP backup工具
要慢得多，因为所有数据都必须通过master。 此外，通常情况是master主机没
有足够的磁盘空间来保存整个分布式MPP数据库的备份。

pg_restore工具需要pg_dump或pg_dumpall创建的压缩dump文件。 在开始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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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应修改dump文件中的CREATE TABLE语句以包含MPP
DISTRIBUTED子句。 如果您不包含DISTRIBUTED子句，MPP数据库会分配
默认值，这可能不是最佳值。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
的CREATE TABLE。

使用并行的备份文件来做一个非并行的恢复，可以从每个segment节点拷贝备份
文件到master节点，然后通过master加装它们。

Figure 1. 使用并行的备份文件来做一个非并行的恢复 

备份MPP数据库数据的另一种非并行方法是使用COPY TO SQL命令将数据库中
的全部或部分表复制到master主机上的分隔文本文件。

Parent topic: 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行备份

gpbackup和gprestore是MPP数据库工具，可为MPP数据库创建和恢复备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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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gpbackup仅在MPP数据库master数据目录中存储备份的对象元数
据文件和DDL文件。 MPP数据库节点使用COPY ... ON SEGMENT命令将备份
表的数据存储在位于每个节点的backups目录中的压缩CSV数据文件中。

元数据备份文件包含gprestore并行恢复完整备份集所需的所有信息。 备份元数
据还提供了在gprestore的未来版本中仅用于还原数据集中的单个对象以及任何
依赖对象的框架。 （参考理解备份文件获取更新信息。） 将表数据存储在CSV
文件中还提供了使用其他恢复工具（如gpload）在同一群集或其他群集中加载
数据的机会。 默认情况下，为节点上的每个表创建一个文件。 您可以使
用gpbackup指定--leaf-partition-data选项，以便为分区表的每个叶子分区创建一
个数据文件，而不是单个文件。 此选项还允许您按叶分区筛选备份集。

每个gpbackup任务都使用MPP数据库中的单个事务。 在此事务期间，元数据将
在master主机上备份，并且每个节点主机上的每个表的数据将使用COPY ... ON
SEGMENT命令并行写入CSV备份文件。 备份进程在备份的每个表上获
取ACCESS SHARE锁。

关于gpbackup和gprestore工具的更多选项， 参考gpbackup和 gprestore。

需求和限制需求和限制

备份或还原中包含的对象备份或还原中包含的对象

执行基本备份和还原操作执行基本备份和还原操作

过滤备份或恢复的内容过滤备份或恢复的内容

配置邮件通知配置邮件通知

理解备份文件理解备份文件

使用使用gpbackup和和gprestore创建增量备份创建增量备份

将将gpbackup和和gprestore与与BoostFS一起使用一起使用

使用使用gpbackup存储插件存储插件

备份备份 /恢复存储插件恢复存储插件API（（Beta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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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需求和限制

gpbackup和gprestore工具在MPP数据库5.5.0和之后的版本可用。

gpbackup和gprestore有如下限制：
如果在父分区表上创建索引，则gpbackup不会在父分区的子分区表上备份相
同的索引，因为在子分区上创建相同的索引会导致错误。 但是，如果您交换
分区，则gpbackup不会检测到交换分区上的索引是从新父表继承的。 在这种
情况下，gpbackup备份冲突的CREATE INDEX语句，这会在还原备份集时
导致错误。

您可以执行gpbackup的多个实例，但每次执行都需要不同的时间戳。

数据库对象过滤目前仅限于schema和表。

如果使用gpbackup --single-data-file选项将表备份组合到每个节点的单个文件
中， 则无法使用gprestore执行并行还原操作（无法将--jobs设置为大于1的
值）。

您不能将--exclude-table-file与--leaf-partition-data一起使用。 虽然您可以在
使用--exclude-table-file指定的文件中指定叶子分区名称，但gpbackup会忽略
分区名称。

在运行DDL命令的同时使用gpbackup备份数据库可能会导致gpbackup失败，
以确保备份集内的一致性。 例如，如果在备份操作开始后删除了表，
则gpbackup将退出并显示错误消息ERROR: relation <schema.table> does
not exist。
由于表锁定问题，在备份操作期间删除表时，gpbackup可能会失败。
gpbackup生成要备份的表列表，并在表上获取ACCESS SHARED锁。 如果
表上保留了EXCLUSIVE LOCK，则gpbackup会在释放现有锁后获
取ACCESS SHARED锁。 如果gpbackup尝试获取表上的锁时表不再存在，
则gpbackup将退出并显示错误消息。
对于可能在备份期间删除的表，可以使用gpbackup表过滤选项（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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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de-table或--exclude-schema）从备份中排除表。

使用gpexpand创建的备份只能还原到与源集群具有相同数量的节点实例的
MPP数据库集群。 如果运行gpexpand将节点添加到集群，则在扩容完成后
无法恢复在扩容之前所做的备份。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行备份

备份或还原中包含的对象

下表列出了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备份和还原的对象。 使用--dbname选项
为您指定备份的数据库对象。 默认情况下也会备份全局对象（MPP数据库系统
对象），但只有在gprestore中包含--with-globals选项时才会还原它们。

Table 1. 备份和还原的对象

数据库数据库 (使用使用 --dbname指定的数据指定的数据
库库 )

全局全局 (需要指定需要指定 --with-globals选项来选项来
还原还原 )

会话级别的配置参数设置(GUCs)

Schemas，参考Note

过程语言扩展

序列

注释

表

Indexes

所有者

可写外部表(DDL only)

可读外部表(DDL only)

函数

表空间

数据库

数据库范围的配置参数设置(GUCs
)

Resource group定义

Resource queue定义

角色

GRANT分配给数据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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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

类型转换

类型

视图

协议

触发器。（虽然MPP数据库不支持
触发器，但会备份和恢复任何存在
的触发器定义。）

规则

域

运算符，运算符族和运算符类

转换

扩展

文本搜索解析器，词典，模板和配
置

数据库数据库 (使用使用 --dbname指定的数据指定的数据
库库 )

全局全局 (需要指定需要指定 --with-globals选项来选项来
还原还原 )

Note: 这些schemas不包含在备份中。
gp_toolkit

information_schema

pg_aoseg

pg_bitmapindex

pg_catalog

pg_toast*

pg_temp*

还原到已存在数据库时，gprestore假定在将对象还原到public schema时存
在public schema。 还原到新数据库（使用--create-db选项）时，gprestore会在
使用CREATE DATABASE命令创建数据库时自动创建public schema。 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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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包含public schema的template0数据库。

也可以参考理解备份文件。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行备份

执行基本备份和还原操作

要执行数据库的完整备份以及MPP数据库系统元数据，请使用以下命令：

$ gpbackup --dbname <database_name>

例如：

$ gpbackup --dbname demo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Starting backup of database demo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Backup Timestamp = 20180105112754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Backup Database = demo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Backup Type = Unfiltered Compressed Full Backup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Gathering list of tables for backup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Acquiring ACCESS SHARE locks on tables
Locks acquired:  6 / 6 [================================================================] 100.00% 0s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Gathering additional table metadata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Writing global database metadata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Global database metadata backup complete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Writing pre-data metadata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Pre-data metadata backup complete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Writing post-data metadata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Post-data metadata backup complete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Writing data to file
Tables backed up:  3 / 3 [==============================================================] 100.00% 0s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Data backup complete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Found neither /usr/local/mpp-db/./bin/gp_email_contacts.yaml nor /home/gpadmin/gp_email_contacts.yaml
20180105:11:27:54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Email containing gpbackup report /gpmaster/seg-1/backups/20180105/20180105112754/gpbackup_20180105112754_report will not be sent
20180105:11:27:55 gpbackup:gpadmin:centos6.localdomain:002182-[INFO]:-Backup completed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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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命令在MPP数据库master主机的默认目录中创建一个包含全局和数据库
特定元数据的文件，
$MASTER_DATA_DIRECTORY/backups/<YYYYMMDD>/<YYYYMMDDHHMMSS>/
例如：

$ ls /gpmaster/gpsne-1/backups/20180105/20180105112754
gpbackup_20180105112754_config.yaml   gpbackup_20180105112754_report
gpbackup_20180105112754_metadata.sql  gpbackup_20180105112754_toc.yaml

默认情况下，每个节点用一个独立的压缩CSV文件
在<seg_dir>/backups/<YYYYMMDD>/<YYYYMMDDHHMMSS>/存储备份的每
个表的数据：

$ ls /gpdata1/gpsne0/backups/20180105/20180105112754/
gpbackup_0_20180105112754_17166.gz  gpbackup_0_20180105112754_26303.gz
gpbackup_0_20180105112754_21816.gz

要将所有备份文件合并到一个目录中，请包含--backup-dir选项。 请注意，您必
须使用此选项指定绝对路径：

$ gpbackup --dbname demo --backup-dir /home/gpadmin/backups
20171103:15:31:56 gpbackup:gpadmin:0ee2f5fb02c9:017586-[INFO]:-Starting backup of database demo
...
20171103:15:31:58 gpbackup:gpadmin:0ee2f5fb02c9:017586-[INFO]:-Backup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find /home/gpadmin/backups/ -type f
/home/gpadmin/backups/gpseg0/backups/20171103/20171103153156/gpbackup_0_20171103153156_16543.gz
/home/gpadmin/backups/gpseg0/backups/20171103/20171103153156/gpbackup_0_20171103153156_16524.gz
/home/gpadmin/backups/gpseg1/backups/20171103/20171103153156/gpbackup_1_20171103153156_16543.gz
/home/gpadmin/backups/gpseg1/backups/20171103/20171103153156/gpbackup_1_20171103153156_16524.gz
/home/gpadmin/backups/gpseg-1/backups/20171103/20171103153156/gpbackup_20171103153156_config.yaml
/home/gpadmin/backups/gpseg-1/backups/20171103/20171103153156/gpbackup_20171103153156_predata.sql
/home/gpadmin/backups/gpseg-1/backups/20171103/20171103153156/gpbackup_20171103153156_global.sql
/home/gpadmin/backups/gpseg-1/backups/20171103/20171103153156/gpbackup_20171103153156_postdata.sql
/home/gpadmin/backups/gpseg-1/backups/20171103/20171103153156/gpbackup_20171103153156_report
/home/gpadmin/backups/gpseg-1/backups/20171103/20171103153156/gpbackup_20171103153156_toc.ya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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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备份操作时，可以在多个文件的额外开销可能过高的情况下使用--single-
data-file。 例如，如果您使用第三方存储解决方案，例如带备份的Data
Domain。

从备份恢复

使用gprestore从备份集合恢复，必须使用--timestamp选项指定准确的时间戳值
(YYYYMMDDHHMMSS)。 包括--create-db选项，如果数据库未在集群中创
建。 例如：

$ dropdb demo
$ gprestore --timestamp 20171103152558 --create-db
20171103:15:45:30 gprestore:gpadmin:0ee2f5fb02c9:017714-[INFO]:-Restore Key = 20171103152558
20171103:15:45:31 gprestore:gpadmin:0ee2f5fb02c9:017714-[INFO]:-Creating database
20171103:15:45:44 gprestore:gpadmin:0ee2f5fb02c9:017714-[INFO]:-Database creation complete
20171103:15:45:44 gprestore:gpadmin:0ee2f5fb02c9:017714-[INFO]:-Restoring pre-data metadata from /gpmaster/gpsne-1/backups/20171103/20171103152558/gpbackup_20171103152558_predata.sql
20171103:15:45:45 gprestore:gpadmin:0ee2f5fb02c9:017714-[INFO]:-Pre-data metadata restore complete
20171103:15:45:45 gprestore:gpadmin:0ee2f5fb02c9:017714-[INFO]:-Restoring data
20171103:15:45:45 gprestore:gpadmin:0ee2f5fb02c9:017714-[INFO]:-Data restore complete
20171103:15:45:45 gprestore:gpadmin:0ee2f5fb02c9:017714-[INFO]:-Restoring post-data metadata from /gpmaster/gpsne-1/backups/20171103/20171103152558/gpbackup_20171103152558_postdata.sql
20171103:15:45:45 gprestore:gpadmin:0ee2f5fb02c9:017714-[INFO]:-Post-data metadata restore complete

如果指定自定义的--backup-dir来合并备份文件，使用gprestore时指定相同的--
backup-dir选项来定位备份文件：

$ dropdb demo
$ gprestore --backup-dir /home/gpadmin/backups/ --timestamp 20171103153156 --create-db
20171103:15:51:02 gprestore:gpadmin:0ee2f5fb02c9:017819-[INFO]:-Restore Key = 20171103153156
...
20171103:15:51:17 gprestore:gpadmin:0ee2f5fb02c9:017819-[INFO]:-Post-data metadata restore complete

gprestore默认不会为MPP系统尝试恢复全局元数据。 如果这个是必须的，需要-
-with-globals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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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gprestore使用一个连接去恢复表数据和元数据。 如果备份集非常
大，可以使用--jobs选项来提高并发连接数从而提升恢复性能。 例如：

$ gprestore --backup-dir /home/gpadmin/backups/ --timestamp 20171103153156 --create-db --jobs 8

测试备份集的并行连接数，以确定快速数据恢复的理想数量。

Note: 如果备份使用gpbackup的--single-data-file选项将表备份组合到每个节点
的单个文件中，则无法使用gprestore执行并行还原操作。

报告文件

当执行备份和恢复操作时，gpbackup和gprestore会生成一个报告文件。 当配置
了邮件通知，发送的邮件内容会包含报告文件。 关于邮件通知的信息，参考配
置邮件通知。

报告文件在MPP数据库master的备份目录中。 报告文件名包含操作的时间戳。
这些是gpbackup和gprestore报告文件名的格式。

gpbackup_<backup_timestamp>_report
gprestore_<backup_timestamp>_<restore_timesamp>_report

对于这些报告文件名的样例，20180213114446是备份的时间
戳，20180213115426是恢复操作的时间戳。

gpbackup_20180213114446_report
gprestore_20180213114446_20180213115426_report

这个在MPP数据库master主机上的备份目录包含了gpbackup和gprestore的报告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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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 -l /gpmaster/seg-1/backups/20180213/20180213114446
total 36
-r--r--r--. 1 gpadmin gpadmin  295 Feb 13 11:44 gpbackup_20180213114446_config.yaml
-r--r--r--. 1 gpadmin gpadmin 1855 Feb 13 11:44 gpbackup_20180213114446_metadata.sql
-r--r--r--. 1 gpadmin gpadmin 1402 Feb 13 11:44 gpbackup_20180213114446_report
-r--r--r--. 1 gpadmin gpadmin 2199 Feb 13 11:44 gpbackup_20180213114446_toc.yaml
-r--r--r--. 1 gpadmin gpadmin  404 Feb 13 11:54 gprestore_20180213114446_20180213115426_report

报告文件的内容类似。 这是gprestore报告文件内容的示例。

MPP Database Restore Report

Timestamp Key: 20180213114446
GPDB Version: 5.4.1+dev.8.g9f83645 build commit:9f836456b00f855959d52749d5790ed1c6efc042
gprestore Version: 1.0.0-alpha.3+dev.73.g0406681

Database Name: test
Command Line: gprestore --timestamp 20180213114446 --with-globals --createdb

Start Time: 2018-02-13 11:54:26
End Time: 2018-02-13 11:54:31
Duration: 0:00:05

Restore Status: Success

历史文件

执行备份操作时，gpbackup会将备份信息附加到MPP数据库master数据目录中
的gpbackup历史文件gpbackup_history.yaml中。 该文件包含备份时间戳，有关
备份选项的信息以及增量备份的备份集信息。 gpbackup不备份此文件。

使用--incremental选项运行gpbackup时， gpbackup使用文件中的信息查找增量
备份的匹配备份， 并且不指定--from-timesamp选项以指示要用作最新备份的备
份在增量备份集中。 有关增量备份的信息，参考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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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备份。

返回值

在gpbackup或gprestore完成时会返回下面的一个返回值。
0 – 备份或恢复完成没有问题

1 – 备份或恢复完成，但有非致命错误。查看日志文件获取更多信息。

2 – 备份或恢复因为致命错误失败。查看日志文件获取更多信息。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行备份

过滤备份或恢复的内容

gpbackup备份指定数据库中的所有schema和表，除非您使用schema级别或表
级别过滤器选项排除或包含单个schema或表对象。

schema级别选项是--include-schema或--exclude-schema命令行选项
到gpbackup。 例如，如果“demo”数据库仅包含两个schema
“wikipedia”和“twitter”，则以下两个命令仅备份“wikipedia” schema：

$ gpbackup --dbname demo --include-schema wikipedia
$ gpbackup --dbname demo --exclude-schema twitter

你可以在gpbackup中包含多个--include-schema选项，或多个--exclude-
schema选项。 例如：

$ gpbackup --dbname demo --include-schema wikipedia --include-schema twitter

要筛选包含在备份集中的表或从备份集中排除表，请使用--include-table选项或--
exclude-table选项指定各个表。 该表必须是限定schema的，<schema-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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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name>。 可以多次指定各个表过滤选项。 但是，--include-table和--
exclude-table不能同时用于同一命令。

您可以在文本文件中创建指定的表名称列表。 列出文件中的表时，文本文件中
的每一行都必须使用格式<schema-name>.<table-name>定义单个表。 该文件
不得包含尾随行。 例如：

wikipedia.articles
twitter.message

如果表或schema名称使用小写字母，数字或下划线字符以外的任何字符，则必
须在双引号中包含该名称。例如：

beer."IPA"
"Wine".riesling
"Wine"."sauvignon blanc"
water.tonic

创建文件后，您可以使用gpbackup选项--include-table-file或--exclude-table-
file来包含或排除表。例如：

$ gpbackup --dbname demo --include-table-file /home/gpadmin/table-list.txt

您可以将-include schema与--exclude-table或--exclude-table-file结合使用以进
行备份。 此示例使用--include-schema和--exclude-table来备份除单个表之外的
schema。

$ gpbackup --dbname demo --include-schema mydata --exclude-table mydata.addresses

您不能将--include-schema与--include-table或--include-table-file结合使用， 并
且不能将--exclude-schema与任何表过滤选项（如--exclude-table或--include-
table）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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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nclude-table或--include-table-file时，不会自动备份或还原依赖对象，您
必须显式指定所需的依赖对象。 例如，如果备份或还原视图，则还必须指定视
图使用的表。 如果备份或还原使用序列的表，则还必须指定序列。

根据叶子分区过滤

默认情况下，gpbackup为节点上的每个表创建一个文件。 您可以指定--leaf-
partition-data选项，以便为分区表的每个叶子分区创建一个数据文件，而不是单
个文件。 您还可以通过在包含的文本文件中列出叶子分区名称来过滤备份特定
叶子分区。 例如，考虑使用以下语句创建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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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CREATE TABLE sales (id int, date date, amt decimal(10,2))
DISTRIBUTED BY (id)
PARTITION BY RANGE (date)
( PARTITION Jan17 START (date '2017-01-01') INCLUSIVE ,
PARTITION Feb17 START (date '2017-02-01') INCLUSIVE ,
PARTITION Mar17 START (date '2017-03-01') INCLUSIVE ,
PARTITION Apr17 START (date '2017-04-01') INCLUSIVE ,
PARTITION May17 START (date '2017-05-01') INCLUSIVE ,
PARTITION Jun17 START (date '2017-06-01') INCLUSIVE ,
PARTITION Jul17 START (date '2017-07-01') INCLUSIVE ,
PARTITION Aug17 START (date '2017-08-01') INCLUSIVE ,
PARTITION Sep17 START (date '2017-09-01') INCLUSIVE ,
PARTITION Oct17 START (date '2017-10-01') INCLUSIVE ,
PARTITION Nov17 START (date '2017-11-01') INCLUSIVE ,
PARTITION Dec17 START (date '2017-12-01') INCLUSIVE
END (date '2018-01-01') EXCLUSIVE );
NOTICE:  CREATE TABLE will create partition "sales_1_prt_jan17" for table "sales"
NOTICE:  CREATE TABLE will create partition "sales_1_prt_feb17" for table "sales"
NOTICE:  CREATE TABLE will create partition "sales_1_prt_mar17" for table "sales"
NOTICE:  CREATE TABLE will create partition "sales_1_prt_apr17" for table "sales"
NOTICE:  CREATE TABLE will create partition "sales_1_prt_may17" for table "sales"
NOTICE:  CREATE TABLE will create partition "sales_1_prt_jun17" for table "sales"
NOTICE:  CREATE TABLE will create partition "sales_1_prt_jul17" for table "sales"
NOTICE:  CREATE TABLE will create partition "sales_1_prt_aug17" for table "sales"
NOTICE:  CREATE TABLE will create partition "sales_1_prt_sep17" for table "sales"
NOTICE:  CREATE TABLE will create partition "sales_1_prt_oct17" for table "sales"
NOTICE:  CREATE TABLE will create partition "sales_1_prt_nov17" for table "sales"
NOTICE:  CREATE TABLE will create partition "sales_1_prt_dec17" for table "sales"
CREATE TABLE

要仅备份一年中最后一个季度的数据，首先要创建一个文本文件，列出那些叶子
分区名称而不是完整的表名称：

public.sales_1_prt_oct17
public.sales_1_prt_nov17
public.sales_1_prt_dec17 

然后使用--include-table-file选项指定文件，以便为每个叶子分区生成一个数据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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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backup --dbname demo --include-table-file last-quarter.txt --leaf-partition-data

指定--leaf-partition-data时，gpbackup在备份分区表时为每个叶子分区生成一个
数据文件。 例如，此命令为每个叶子分区生成一个数据文件：

$ gpbackup --dbname demo --include-table public.sales --leaf-partition-data

备份叶子分区时，将备份叶子分区数据以及整个分区表的元数据。

Note: 您不能将--exclude-table-file选项与--leaf-partition-data一起使用。 虽然您
可以在使用--exclude-table-file指定的文件中指定叶子分区名称，但gpbackup会
忽略分区名称。

使用gprestore过滤

使用gpbackup创建备份集后， 可以使用gprestore的--include-schema和--
include-table-file选项过滤要从备份集还原的schema和表。 这些选项的工作方
式与其gpbackup对应方式相同，但具有以下限制：
您尝试还原的表不能存在于数据库中。

如果尝试还原备份集中不存在的schema或表，则gprestore不会执行。

如果使用--include-schema选项，则gprestore无法还原对多个schema具有依
赖性的对象。

如果使用--include-table-file选项，则gprestore不会创建角色或设置表的所有
者。 该工具恢复表索引和规则。 触发器也被恢复，但MPP数据库不支持。

使用--include-table-file指定的文件不能包含叶子分区名称，因为在使
用gpbackup指定此选项时可以使用该名称。 如果在备份集中指定了叶子分
区，请指定分区表以还原叶子分区数据。
还原包含来自分区表的某些叶子分区的数据的备份集时，将恢复分区表以及
叶子分区的数据。 例如，使用gpbackup选项--include-table-file创建备份，文
本文件列出分区表的一些叶子分区。 还原备份会创建分区表，并仅为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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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的叶分区还原数据。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行备份

配置邮件通知

gpbackup和gprestore可以在备份或还原完成后发送邮件通知。

要让gpbackup或gprestore发送状态电子邮件通知， 您必须将名
为gp_email_contacts.yaml的文件放在运行gpbackup或gprestore的用户的主目
录中， 与工具（$GPHOME/bin）位于同一目录中。 如果工具无法在任一位置
找到gp_email_contacts.yaml文件，则会发出消息。 如果两个位置都包
含.yaml文件，则该工具将使用用户$HOME中的文件。

电子邮件主题行包括工具名称，时间戳，状态和MPP数据库master的名称。 这
是gpbackup电子邮件的示例主题行。

gpbackup 20180202133601 on gp-master completed

该电子邮件包含有关操作的摘要信息，包括选项，持续时间以及备份或还原的对
象数。 有关通知电子邮件内容的信息，参考报告文件。

Note: UNIX邮件实用程序必须在MPP数据库主机上运行，并且必须配置为允许
MPP超级用户（gpadmin）发送电子邮件。 还要确保通过gpadmin用户
的$PATH可以找到邮件程序可执行文件。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行备份

gpbackup和gprestore邮件文件格式

gpbackup和gprestore电子邮件通知的YAML文件gp_email_contacts.yaml使用
缩进（空格）来确定文档层次结构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 使用空白区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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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 不应仅将白色空间用于格式化目的，并且根本不应使用制表符。

Note: 如果未正确指定status参数，则工具不会发出警告。 例如，如
果success参数拼写错误并设置为true，则不会发出警告，并且在成功操作后不
会向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电子邮件。 要确保正确配置电子邮件通知，请运行配置
了电子邮件通知的测试。

这是gpbackup电子邮件通知的gp_email_contacts.yaml YAML文件的格式：

contacts:
  gpbackup:
  - address: user@domain
    status:
         success: [true | false]
         success_with_errors: [true | false]
         failure: [true | false]
  gprestore:
  - address: user@domain
    status:
         success: [true | false]
         success_with_errors: [true | false]
         failure: [true | false]

电子邮件YAML文件部分

contacts
必须的。包含gpbackup和gprestore部分的部分。 YAML文件可以包
含gpbackup部分，gprestore部分或每个部分中的一个。

gpbackup
可选的。 开始gpbackup电子邮件部分。

address
必须的。必须至少指定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可以指定多个电子邮件地
址参数。每个地址都需要一个status部分。
user@domain是一个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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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必须的。指定工具何时向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电子邮件。默认设
置是不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您可以根据备份或还原操作的完成状态指定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必
须至少指定其中一个参数，每个参数最多只能出现一次。

success
可选的。如果操作完成且没有错误，请指定是否发送电子邮
件。 如果值为true，则在操作完成且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发送电
子邮件。 如果值为false（默认值），则不会发送电子邮件。

success_with_errors
可选的。如果操作完成但有错误，请指定是否发送电子邮件。
如果值为true，则在操作完成且出错时将发送电子邮件。 如果
值为false（默认值），则不会发送电子邮件。

failure
可选的。指定操作失败时是否发送电子邮件。 如果值为true，
则在操作失败时发送电子邮件。 如果值为false（默认值），则
不会发送电子邮件。

gprestore
可选的。开始gprestore电子邮件部分。 此部分包含用于在gprestore操作
后发送电子邮件通知的address和status参数。 语法与gpbackup部分相
同。

示例

此示例YAML文件指定根据操作的成功或失败向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电子邮件。 对
于备份操作，根据备份操作的成功或失败，将电子邮件发送到不同的地址。 对
于还原操作，仅当操作成功或带错完成时才会向gpadmin@example.com发送电
子邮件。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contacts:
  gpbackup:
  - address: gpadmin@example.com
    status:
      success:true
  - address: my_dba@example.com
    status:
      success_with_errors: true
      failure: true
  gprestore:
  - address: gpadmin@example.com
    status:
      success: true
      success_with_errors: true

理解备份文件

Warning: 所有gpbackup元数据文件都是使用只读权限创建的。 切勿删除或修
改gpbackup备份集的元数据文件。 这样做会使备份文件无法正常运行。

gpbackup的完整备份集包括多个元数据文件，支持文件和CSV数据文件，每个
文件都指定了创建备份的时间戳。

默认情况下，元数据和支持文件存储在MPP数据库master主机
上$MASTER_DATA_DIRECTORY/backups/YYYYMMDD/YYYYMMDDHHMMSS/
录中。 如果指定自定义备份目录，则会将此相同文件路径创建为备份目录的子
目录。 下表描述了元数据和支持文件的名称和内容。

Table 2. gpbackup元文件(master)

文件名文件名 描述描述

gpbackup_<YYYYMMDDHHMMSS>
_metadata.sql

包含全局和数据库特定的元数据：
用于MPP数据库集群全局对象的D
DL，不属于集群中的特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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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备份数据库中的对象的DDL（
使用--dbname指定），必须在还
原实际数据之前创建，以及在还原
数据后必须创建的对象的DDL。

全局对象包括：
表空间

数据库

数据库范围的配置参数设置(GUCs
)

Resource group定义

Resource queue定义

Roles

GRANT分配给数据库的角色

Note:默认情况下不会还原全局元数
据。 必须在gprestore命令中包含--wit
h-globals选项才能还原全局元数据。

在还原实际数据之前必须创建的数据
库特定的对象包括：

Session级别的配置参数设置(GUC
s)

Schemas

过程语言扩展

类型

序列

函数

文件名文件名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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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协议

操作符和操作符类

转换

聚合

类型转换

视图

约束

在还原实际数据之后必须创建的数据
库特定的对象包括：
索引

规则

触发器。(虽然MPP数据库不支持
触发器，但会备份和恢复任何存在
的触发器定义。)

gpbackup_<YYYYMMDDHHMMSS>
_toc.yaml

包含用于在_predata.sql和_postdata.
sql文件中查找对象DDL的元数据。
此文件还包含用于在每个节点上创建
的CSV数据文件中查找相应表数据的
表名和OID。 参考节点数据文件。

文件名文件名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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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backup_<YYYYMMDDHHMMSS>
_report

包含有关用于填充备份完成后发送的
电子邮件通知（如果已配置）的备份
操作的信息。 此文件包含以下信息：
提供的命令行选项

备份的数据库

数据库版本

备份类型

参考配置邮件通知。

gpbackup_<YYYYMMDDHHMMSS>
_config.yaml

包含有关特定备份任务执行的元数据
，包括：

gpbackup版本

数据库名称

MPP数据库版本

附加选项配置，如 --no-compressi
on, --compression-level, --metadat
a-only, --data-only和 --with-stats。

gpbackup_history.yaml 包含有关使用gpbackup创建备份时使
用的选项的信息，以及有关增量备份
的信息。

存储在MPP数据库master数据目录中
的MPP数据库主机上。

这个文件不是通过gpbackup备份的。

关于增量备份的信息，参考使用gpba
ckup和gprestore创建增量备份。

文件名文件名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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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数据文件

默认情况下，每个节点为在节点上备份的每个表创建一个压缩CSV文件。 您可
以选择指定--single-data-file选项，以在每个节点上创建单个数据文件。 文件存
储在<seg_dir>/backups/YYYYMMDD/YYYYMMDDHHMMSS/。

如果指定自定义备份目录，则节点数据文件将复制到与备份目录的子目录相同的
文件路径中。 如果包含--leaf-partition-data选项，则gpbackup为分区表的每个叶
子分区创建一个数据文件，而不是为表创建一个文件。

每个数据文件使用文件吗格式
gpbackup_<content_id>_<YYYYMMDDHHMMSS>_<oid>.gz，其中：

<content_id>是节点的content ID。

<YYYYMMDDHHMMSS>是gpbackup操作的时间戳。

<oid>是表的object ID。 元数据文
件gpbackup_<YYYYMMDDHHMMSS>_toc.yaml引用此<oid>以查找schema
中特定的表的数据。

您可以选择使用--compression-level选项指定gzip压缩级别（1-9），或使用--
no-compression完全禁用压缩。 如果未指定压缩级别，则gpbackup默认使用压
缩级别1。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行备份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创建增量备份

gpbackup和gprestore工具支持创建追加优化表的增量备份以及从增量备份还
原。 只有表被更改时，增量备份才会备份所有指定的堆表和追加优化的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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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追加优化的，面向列的表）。 例如，如果追加优化表的行已更改，则会备份
该表。 对于分区的追加优化表，仅备份更改的叶子分区。

当自上次备份以来，追加优化表更或分区表更改的数据与未更改的数据相比量很
小的时候，增量备份是高效的。

仅当在上次全量备份或增量备份后对表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时，增量备份才会备份
追加优化表：

ALTER TABLE

DELETE

INSERT

TRUNCATE

UPDATE

DROP然后重建表

要从增量备份还原数据，您需要一个完整的增量备份集。

关于增量备份集关于增量备份集

使用增量备份使用增量备份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行备份

关于增量备份集

一个增量备份集包含如下备份：
一个全量的备份。这是增量备份基于的全量备份。

捕获全量备份后数据库的增量备份集。

例如：创建一个全量备份，然后创建三个天级增量备份。 全量备份和全部三个
增量备份就是备份集。 关于增量备份更多信息，请参考使用增量备份集的例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子。

创建或添加到增量备份集时，gpbackup可确保使用一组一致的备份选项创建集
合中的备份，以确保可以在还原操作中使用备份集。 关于备份集合一致性的信
息，参考使用增量备份。

创建增量备份时，包含这些选项与其他gpbackup选项一起创建备份：
--leaf-partition-data - 增量备份集中的所有备份都需要。

创建全量备份时必需，该备份将作为增量备份集的基备份。
创建增量备份时必须。

--incremental - 创建增量备份时必须。
不能将--data-only或--metadata-only和--incremental一起使用。

--from-timestamp - 可选的。该选项可以和--incremental一起使用。 指定的时
间戳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备份。 可以是一个全量备份或增量备份。 创建的备份
必须和使用--from-timestamp选项指定的备份兼容。
如果不指定--from-timestamp，gpbackup会尝试基于gpbackup历史文件找一
个兼容的备份。 参考增量备份说明。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创建增量备份

使用增量备份

使用增量备份集的例子

使用gpbackup创建增量备份

使用gprestore从增量备份恢复

增量备份说明

将增量备份添加到备份集时，gpbackup通过检查以下gpbackup选项来确保全量
备份和增量备份是一致的：

--dbname - 数据库必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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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dir - 文件夹必须相同。备份集，全量和增量备份路径必须相同。

--single-data-file - 这个选项在集合中所有的备份，要么全部指定，要么全部
非指定。

--plugin-config - 如果指定该选项，则必须在备份集中所有的备份中都指定。
配置必须引用相同的二进制插件文件。

--include-table-file, --include-schema, 或其他过滤表和schema的选项必须相
同。
当检查schema筛选时，只检查schema名字，不检查schema里包含的对象。

--no-compression - 如果这个选项被指定，必须在备份集中所有的备份中都要
指定。
如果在全量备份上使用压缩，则必须在增量备份上使用压缩。 备份集中的备
份允许不同的压缩级别。

如果尝试将增量备份添加到备份集，则如果gpbackup选项不一致，则备份操作
将失败。

关于gpbackup和gprestore工具选项信息， 参考MPP数据库工具手册中
的gpbackup 和gprestore.

使用增量备份集的例子

每个备份都有一个创建备份时的时间戳。 例如，如果您在2017年5月14日创建
备份，则备份文件名包含20170514hhmmss。 hhmmss表示时间：小时，分钟
和秒。

此示例假定您已创建数据库mytest的两个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 要创建全量备
份，请使用以下命令：

gpbackup --dbname mytest --backup-dir /mybackup --leaf-partition-data

使用下面命令创建增量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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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backup --dbname mytest --backup-dir /mybackup --leaf-partition-data --incremental

当指定--backup-dir选项时，备份被创建在每个数据库主机的/mybackup目录
里。

在该示例中，全量备份具有时间戳键20170514054532和20171114064330。其
他备份是增量备份。 该示例包含两个备份集，第一个具有两个增量备份，第二
个具有一个增量备份。 备份从最早到最近列出。

20170514054532 (全量备份)

20170714095512

20170914081205

20171114064330 (全量备份)

20180114051246

要基于最新的增量备份创建新的增量备份，必须包含与增量备份相同的--
backup-dir选项以及--leaf-partition-data和--incremental选项。

gpbackup --dbname mytest --backup-dir /mybackup --leaf-partition-data --incremental

您可以指定--from-timestamp选项以基于现有增量备份或全量备份创建增量备
份。 根据该示例，此命令将第四个增量备份添加到备份集，其中包
括20170914081205作为增量备份，并使用20170514054532作为全量备份。

gpbackup --dbname mytest --backup-dir /mybackup --leaf-partition-data --incremental --from-timestamp 20170914081205

此命令基于全量备份20171114064330创建增量备份集，并与包含增量备
份20180114051246的备份集分开。

gpbackup --dbname mytest --backup-dir /mybackup --leaf-partition-data --incremental --from-timestamp 2017111406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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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增量备份20170914081205还原数据库， 需要增量备
份20120914081205和20170714095512， 以及全量备份20170514054532。这
将是gprestore命令。

gprestore --backup-dir /backupdir --timestamp 20170914081205

使用gpbackup创建增量备份

gpbackup输出显示增量备份所基于的备份的时间戳。 在此示例中，增量备份基
于时间戳为20180802171642的备份。 备份20180802171642可以是增量备份或
全量备份。

$ gpbackup --dbname test --backup-dir /backups --leaf-partition-data --incremental
20180803:15:40:51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Starting backup of database test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Backup Timestamp = 20180803154051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Backup Database = test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Gathering list of tables for backup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Acquiring ACCESS SHARE locks on tables
Locks acquired:  5 / 5 [================================================================] 100.00% 0s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Gathering additional table metadata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Metadata will be written to /backups/gpseg-1/backups/20180803/20180803154051/gpbackup_20180803154051_metadata.sql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Writing global database metadata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Global database metadata backup complete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Writing pre-data metadata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Pre-data metadata backup complete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Writing post-data metadata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Post-data metadata backup complete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Basing incremental backup off of backup with timestamp = 20180802171642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Writing data to file
Tables backed up:  4 / 4 [==============================================================] 100.00% 0s
20180803:15:40:52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Data backup complete
20180803:15:40:53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Found neither /usr/local/mpp-db/./bin/gp_email_contacts.yaml nor /home/gpadmin/gp_email_contacts.yaml
20180803:15:40:53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Email containing gpbackup report /backups/gpseg-1/backups/20180803/20180803154051/gpbackup_20180803154051_report will not be sent
20180803:15:40:53 gpbackup:gpadmin:mdw:002907-[INFO]:-Backup completed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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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gprestore从增量备份恢复

从增量备份还原时，可以指定--verbose选项以在命令行上显示还原操作中使用
的备份。 例如，以下gprestore命令使用时间戳20180807092740（增量备份）
还原备份。 输出包括用于还原数据库数据的备份。

$ gprestore --create-db --timestamp 20180807162904 --verbose
...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INFO]:-Pre-data metadata restore complete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Verifying backup file count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Restoring data from backup with timestamp: 20180807162654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Reading data for table public.tbl_ao from file (table 1 of 1)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Checking whether segment agents had errors during restore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Restoring data from backup with timestamp: 20180807162819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Reading data for table public.test_ao from file (table 1 of 1)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Checking whether segment agents had errors during restore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Restoring data from backup with timestamp: 20180807162904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Reading data for table public.homes2 from file (table 1 of 4)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Reading data for table public.test2 from file (table 2 of 4)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Reading data for table public.homes2a from file (table 3 of 4)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Reading data for table public.test2a from file (table 4 of 4)
20180807:16:31:56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DEBUG]:-Checking whether segment agents had errors during restore
20180807:16:31:57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INFO]:-Data restore complete
20180807:16:31:57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INFO]:-Restoring post-data metadata
20180807:16:31:57 gprestore:gpadmin:mdw:008603-[INFO]:-Post-data metadata restore complete
...

输出显示还原操作使用了三个备份。

从增量备份还原时，gprestore还会在gprestore日志文件中列出还原操作中使用
的备份。

在还原操作期间，如果全量备份或其他所需的增量备份不可用，gprestore将显
示错误。

增量备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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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增量备份或从增量备份集还原数据，您需要完整的备份集。 存档增量备
份时，必须存档完整的备份集。 您必须归档在master和所有segment上创建的
所有文件。

每次运行gpbackup时，该工具都会将备份信息添加到MPP数据库master数据目
录中的历史文件gpbackup_history.yaml。 该文件包括备份选项和其他备份信
息。

如果在创建增量备份时未指定--from-timestamp选项，则gpbackup将使用具有一
致选项集的最新备份。 该工具检查备份历史记录文件以查找具有一致选项集的
备份。 如果工具找不到具有一致选项集的备份或历史文件不存在，
则gpbackup会显示一条消息，指出必须先创建全量备份才能创建增量。

如果在创建增量备份时指定--from-timestamp选项，则gpbackup可确保正在创建
的备份选项与指定备份的选项一致。

对于备份集中的所有备份，gpbackup选项--with-stats不需要相同。 但是，要使
用gprestore选项--with-stats执行还原操作以还原统计信息，您指定的备份必须在
创建备份时必须使用--with-stats。

您可以从备份集中的任何备份执行还原操作。 但是，将不会还原在备份用于还
原数据库数据之后的增量备份中捕获的更改。

从增量备份集还原时，gprestore会检查备份并从备份集中最新版本的追加优化
表中还原每个追加优化表，并从最新备份还原堆表。

增量备份集，全量备份和关联的增量备份必须位于单个设备上。 例如，备份集
中的备份必须全部位于文件系统上，或者必须全部位于Data Domain系统上。

Warning: 对MPP数据库segment配置的更改会使增量备份无效。 更改segment
配置（添加或删除segment实例）后，必须先创建全量备份，然后才能创建增量
备份。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创建增量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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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gpbackup和gprestore与BoostFS一起使用

您可以将MPP数据库gpbackup和gprestore工具与Data Domain DD Boost文件
系统插件（BoostFS）一起使用来访问Data Domain系统。 BoostFS利用DD
Boost技术，有助于减少带宽使用，可以缩短备份时间，提供负载平衡和机上加
密，并支持Data Domain多租户功能集。

您可以在MPP数据库主机系统上安装BoostFS插件，以便将Data Domain系统作
为标准文件系统安装点进行访问。 通过直接访问BoostFS挂载
点，gpbackup和gprestore可以利用DD Boost协议的存储和网络效率进行备份和
恢复。

有关配置BoostFS的信息，可以从Dell支持站点https://www.dell.com/support下
载BoostFS for Linux配置手册（需要登录）。 登录到支持站点后，您可以通过
搜索“BoostFS for Linux配置手册”找到该手册。 您可以通过选择仅将“手册和文
档”列为资源来限制搜索结果。

要使用BoostFS进行备份或还原，请使用选项--backup-
dir和gpbackup或gprestore命令来访问Data Domain系统。

安装安装BoostFS

使用使用BoostFS备份和恢复备份和恢复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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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BoostFS

从Dell支持站点https://www.dell.com/support下载最新的BoostFS RPM（需要登
录）。

登录支持站点后，您可以通过搜索“boostfs”找到RPM。 您可以选择仅将“下载和
驱动程序”列为资源来限制搜索结果。 要列出搜索结果顶部附近的最新RPM，请
按降序日期对结果进行排序。

RPM支持RHEL和SuSE。

这些步骤安装BoostFS并创建一个访问Data Domain系统的安装目录。

在所有MPP数据库主机上执行这些步骤。您创建的安装目录在所有主机上必须
相同。

1. 将BoostFS RPM复制到主机并安装RPM。
安装后，DDBoostFS软件包文件位于/opt/emc/boostfs下。

2. 使用带有boostfs工具的存储单元设置BoostFS密码箱。 根据提示输入Data
Domain用户密码。

/opt/emc/boostfs/bin/boostfs lockbox set -d <Data_Domain_IP> -s <Storage_Unit> -u <Data_Domain_User

<Storage_Unit>是Data Domain存储单元ID。 <Data_Domain_User>是可以
访问存储单元的Data Domain用户。

3. 在要安装BoostFS的位置创建目录。

mkdir <path_to_mount_directory>

4. 使用boostfs工具安装Data Domain存储单元。 使用mount选项-allow-
others=true允许其他用户写入BoostFS挂载的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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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emc/boostfs/bin/boostfs mount <path_to_mount_directory> -d $<Data_Domain_IP> -s <

5. 运行此命令确认安装成功。

mountpoint <mounted_directory>

该命令将目录列为安装点。

<mounted_directory> is a mountpoint

您现在可以使用--backup-dir选项运行gpbackup和gprestore， 以将数据库备份
到Data Domain系统上的<mounted_directory>，并从Data Domain系统还原数
据。

Parent topic: 将gpbackup和gprestore与BoostFS一起使用

使用BoostFS备份和恢复

使用BoostFS将数据备份到Data Domain系统时，这些是必需的gpbackup选
项。

--backup-dir - 指定装入的Data Domain存储单元。

--no-compression - 禁用压缩。 数据压缩会干扰DD Boost重复数据去重。

--single-data-file - 在每个segment主机上创建单个数据文件。 单个数据文件
可避免BoostFS流限制。

使用gprestore从具有BoostFS的Data Domain系统还原备份时，必须使用选项--
backup-dir指定已装入的Data Domain存储单元。

使用gpbackup选项--single-data-file时，不能指定--jobs选项以使用gprestore执
行并行还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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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示例gpbackup命令备份test数据库。 该示例假定目录/boostfs-test是已装入的
Data Domain存储单元。

$ gpbackup --dbname test --backup-dir /boostfs-test/ --single-data-file --no-compression

这些命令将删除test数据库并从备份中还原数据库。

$ dropdb test
$ gprestore --backup-dir /boostfs-test/ --timestamp 20171103153156 --create-db

值20171103153156是要还原的gpbackup备份集的时间戳。 有关gpbackup如何
使用时间戳创建备份，参考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行备份。 关于-
timestamp选项的信息，参考gprestore。

Parent topic: 将gpbackup和gprestore与BoostFS一起使用

使用gpbackup存储插件

您可以配置MPP数据库gpbackup和gprestore工具，以使用存储插件在备份或还
原操作期间处理备份文件。 例如，在备份操作期间，插件会将备份文件发送到
远程位置。 在还原操作期间，插件从远程位置检索文件。

您还可以使用MPP数据库备份/还原存储插件API（Beta）开发自定义存储插
件。 参考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Beta版）。

Note: 只有备份/还原存储插件API才是Beta功能。存储插件是受支持的功能。
使用带有使用带有gpbackup和和gprestore的的S3存储插件存储插件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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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有gpbackup和gprestore的S3存储插件

S3存储插件应用程序允许您在运行gpbackup和gprestore时使用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位置来存储和检索备份。 Amazon S3提供安
全，持久，高度可扩展的对象存储。

S3存储插件还可以连接到Amazon S3兼容服务，例如Dell EMC Elastic Cloud
Storage和Minio。

要使用S3存储插件应用程序，请在配置文件中指定插件的位置以及S3登录和备
份位置。 运行gpbackup或gprestore时，使用选项--plugin-config指定配置文
件。 有关配置文件的信息，请参阅S3存储插件配置文件格式。

如果使用gpbackup选项--plugin-config执行备份操作，则还必须在使
用gprestore还原备份时指定--plugin-config选项。

S3存储插件配置文件格式

配置文件指定MPP数据库S3存储插件可执行文件，连接凭据和S3位置的绝对路
径。

S3存储插件配置文件使用YAML 1.1文档格式并实现自己的模式， 以指定MPP
数据库S3存储插件的位置，连接凭据以及S3位置和登录信息。

配置文件必须是有效的YAML文档。 gpbackup和gprestore工具按顺序处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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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文档，并使用缩进（空格）来确定文档层次结构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
使用空白区域非常重要。 不应仅将白色空间用于格式化目的，并且根本不应使
用制表符。

这是S3存储插件配置文件的结构。

executablepath: <absolute-path-to-gpbackup_s3_plugin>
options: 
  region: <aws-region>
  endpoint: <S3-endpoint>
  aws_access_key_id: <aws-user-id>
  aws_secret_access_key: <aws-user-id-key>
  bucket: <s3-bucket>
  folder: <s3-location>
  encryption: [on|off]

executablepath
需要。 插件可执行文件的绝对路径。 例如， MPP数据库安装位置
是$GPHOME/bin/gpbackup_s3_plugin。 该插件必须位于每个MPP数据
库主机上的相同位置。

options
需要。开始S3存储插件选项部分。

region
AWS S3必需。如果连接到S3兼容服务，则不需要此选项。

endpoint
S3兼容服务所必需的。 指定此选项可连接到S3兼容服务，例如
ECS。 该插件连接到指定的S3端点（主机名或IP地址）以访问S3兼
容的数据存储。
如果指定了此选项，则插件将忽略region选项，并且不使用AWS来
解析端点。 如果未指定此选项，插件将使用region来确定AWS S3端
点。

aws_access_key_id
可选的。用于访问存储备份文件的S3存储桶位置的S3 ID。
如果未指定此参数，则使用来自会话环境的S3身份验证信息。见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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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ws_secret_access_key

仅在指定aws_access_key_id时才需要。S3 ID的S3密码，用于访问
S3存储桶位置。

bucket
需要。AWS区域或S3兼容数据存储中的S3存储桶的名称。桶必须存
在。

folder
需要。备份的S3位置。在备份操作期间，如果S3存储桶中不存在，
则插件会创建S3位置。

encryption
可选的。连接到S3位置时启用或禁用安全套接字层（SSL）。 默认
值为on，使用通过SSL保护的连接。将此选项设置为off以连接到未
配置为使用SSL的S3兼容服务。
除off之外的任何值都被视为on。

示例

这是在下一个gpbackup示例命令中使用的示例S3存储插件配置文件。 该文件的
名称是s3-test-config.yaml。

executablepath: $GPHOME/bin/gpbackup_s3_plugin
options: 
  region: us-west-2
  aws_access_key_id: test-s3-user
  aws_secret_access_key: asdf1234asdf
  bucket: gpdb-backup
  folder: test/backup3

这个gpbackup示例使用S3存储插件备份数据库演示。 S3存储插件配置文件的
绝对路径是/home/gpadmin/s3-test。

gpbackup --dbname demo --plugin-config /home/gpadmin/s3-test-config.ya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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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存储插件将备份文件写入AWS区域us-west-2中的此S3位置。

gpdb-backup/test/backup3/backups/YYYYMMDD/YYYYMMDDHHMMSS/

备注

S3存储插件应用程序必须位于每个MPP数据库主机上的相同位置。 仅在master
主机上需要配置文件。

使用S3存储插件执行备份时，插件会将备份文件存储在S3存储桶中的此位置。

<folder>/backups/<datestamp>/<timestamp>

其中folder是您在S3配置文件中指定的位置，而datestamp和timestamp是备份日
期和时间戳。

使用Amazon S3备份和还原数据需要Amazon AWS账户可以访问Amazon S3存
储桶。 这些是备份和还原数据所需的Amazon S3存储桶权限。
上传/删除上传文件的S3用户ID

打开/下载和查看访问文件的S3用户ID

如果未在配置文件中指定aws_access_key_id和aws_secret_access_key，则
S3插件将使用来自运行备份操作的会话的系统环境的S3身份验证信息。 S3插件
使用第一个可用源搜索这些源中的信息。

1. 环境变量AWS_ACCESS_KEY_ID和AWS_SECRET_ACCESS_KEY。

2. 使用AWS CLI命令设置的身份验证信息是aws configure。

3. 如果从EC2实例运行备份，则为Amazon EC2 IAM角色的凭据。

有关Amazon S3的信息，参考Amazon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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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Amazon S3区域和端点的信息，参
考http://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rande.html#s3_region。

有关S3存储桶和文件夹的信息，请参阅Amazon S3文
档https://aws.amazon.com/documentation/s3/。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存储插件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Beta版）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MPP数据库备份/还原存储插件API开发自定义存储插件。

Note: 只有备份/还原存储插件API才是Beta功能。存储插件是受支持的功能。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提供了一个框架，您可以使用该框架开发自定义备份存储
系统并将其与MPP数据库gpbackup和gprestore工具集成。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定义了插件必须支持的一组接口。 API还指定插件的配置
文件的格式和内容。

使用备份/还原存储插件API时，您将创建MPP数据库管理员部署到MPP数据库
集群的插件。 部署后，该插件可用于某些备份和还原操作。

本主题包含如下子主题：

插件配置文件

插件API

插件命令

实现一个备份/恢复存储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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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备份/还原存储插件

打包和部署备份/还原存储插件

Parent topic: 使用gpbackup和gprestore并行备份

插件配置文件

指定gpbackup和gprestore命令的--plugin-config选项会指示工具使用配置文件中
指定的插件进行操作。

插件配置文件提供MPP数据库和插件的信息。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定义插件
配置文件的格式和某些关键字。

插件的配置文件是一个如下格式的YAML文件：

executablepath: path_to_plugin_executable
options:
  keyword1: value1
  keyword2: value2
  ...
  keywordN: valueN

gpbackup和gprestore使用executablepath值来确定插件可执行程序的文件系统
位置。

插件配置文件还可以包括特定于插件实例的关键字和值。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可
以使用文件中指定的选项块来从用户获取执行其任务所需的信息。 例如，该信
息可以包括位置，连接或认证信息。 插件应该在keyword:value语法中指定和使
用此信息的内容。

MPP数据库S3备份/恢复存储插件的示例插件配置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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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ablepath: $GPHOME/bin/gpbackup_s3_plugin
options:
  region: us-west-2
  aws_access_key_id: notarealID
  aws_secret_access_key: notarealkey
  bucket: gp_backup_bucket
  folder: mpp_backups

插件API

您使用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时实现的插件是一个可执行程序，它支
持gpbackup和gprestore在各自生命周期操作中定义的点调用的特定命令：

MPP数据库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提供在初始化、备份和清理/退出时挂载
到gpbackup生命周期的钩子。

API在初始化、恢复期间以及清理/退出时提供到gprestore生命周期的钩子。

API提供了参数，用于指定插件设置或清除命令的执行范围（master主
机，segment主机或segment实例）。 范围可以是这些值之一。

master - 在master主机上执行一次插件。
segment_host - 在每个segment主机上执行一次插件。
segment - 对运行segment实例的主机上的每个活着的segment实例执行一
次插件。

备份开始时，MPP数据库master和segment实例基于MPP数据库配置。
值segment_host和segment是作为segment主机提供的，可以托管多个
segment实例。 与每个segment实例相比，segment主机级别可能需要一些设
置或清理。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为备份/恢复存储插件可执行程序定义以下调用语法：

plugin_executable command config_file a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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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lugin_executable -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可执行程序的绝对路径。 此路径由插
件的配置YAML文件中配置的executablepath属性值确定。

command -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命令的名称，用于标
识gpbackup或gprestore生命周期操作的特定入口点。

config_file - 插件的配置YAML文件的绝对路径。

args - 命令参数; 实际参数因指定的command而异。

插件命令

MPP数据库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定义以下命令：

Table 1.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命令

命令名称命令名称 描述描述

plugin_api_versi
on

返回插件支持的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的版本。 唯一支持
的版本是0.3.0。

setup_plugin_for
_backup

初始化插件以进行备份操作。

backup_file 将备份文件移动到远程存储系统。

backup_data 将流数据从stdin移动到远程存储系统上的文件。

cleanup_plugin_
for_backup

备份操作后清理。

setup_plugin_for
_restore

初始化插件以进行还原操作。

restore_file 将备份文件从远程存储系统移动到本地主机上的指定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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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e_data 从远程存储系统移动备份文件，将数据流式传输到stdout
。

cleanup_plugin_
for_restore

还原操作后清理。

命令名称命令名称 描述描述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必须支持上面标识的每个命令，即使它是无操作。

实现一个备份/恢复存储插件

您可以使用任何编程语言或脚本语言实现可执行的备份/恢复存储插件。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执行的任务将非常特定于远程存储系统。 在设计插件实现
时，您需要：

检查远程存储系统的连接和数据传输接口。

确定远程系统的存储路径细节。

确定用户所需的配置信息。

为插件配置文件中所需的信息定义关键字和值语法。

确定插件是否以及如何修改（压缩等）到达/来自远程存储系统的数据。

定义gpbackup文件路径和远程存储系统之间的映射。

确定gpbackup选项如何影响插件，以及哪些是必需的和/或不适用的。 例
如，如果插件执行自己的压缩，则必须使用--no-compression选项调
用gpbackup以防止工具压缩数据。

您实现的备份/恢复存储插件必须：

支持插件命令中标识的所有插件命令。 每个命令都必须使用命令参考页面上
标识的值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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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实现的示例，请参考github仓库gpbackup-s3-plugin。

验证备份/还原存储插件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包含一个测试平台，您可以运行该平台以确保插件
与gpbackup和gprestore良好集成。

测试平台是您在MPP数据库安装中运行的bash脚本。 该脚本在MPP数据库表中
生成一个小（<1MB）数据集，显式测试每个命令，并运行数据的备份和恢复
（文件和流）。 测试平台调用gpbackup和gprestore，后者又单独调用/测试插
件中实现的每个备份/还原存储插件API命令。

测试平台程序调用语法是：

plugin_test_bench.sh plugin_executable plugin_config

过程

针对插件运行备份/恢复存储插件API测试平台：

1. 登录MPP数据库master主机并设置您的环境。例如：

$ ssh gpadmin@<gpmaster>
gpadmin@gpmaster$ . /usr/local/mpp-db/mpp_path.sh

2. 从gpbackupgithub仓库获取测试平台的副本。例如：

$ git clone git@github.com:mpp-db/gpbackup.git

克隆操作在当前工作目录中创建名为gpbackup/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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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gpbackup/master/plugins目录中找到测试平台程序。例如：

$ ls gpbackup/master/plugins/plugin_test_bench.sh

4. 将插件可执行程序和插件配置YAML文件从开发系统复制到MPP数据库
master主机。 记下复制文件的文件系统位置。

5. 将插件可执行程序从MPP数据库master主机复制到每个segment主机上的相
同文件系统位置。

6. 如果需要，编辑插件配置YAML文件以指定刚刚复制到MPP segment的插件
可执行程序的绝对路径。

7. 针对插件运行测试平台程序。例如：

$ gpbackup/master/plugins/plugin_test_bench.sh /path/to/pluginexec /path/to/plugincfg.yaml

8. 检查测试台输出。如果所有输出消息都显示RUNNING或PASSED，则您的
插件会通过测试平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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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tarting gpbackup plugin tests
# ----------------------------------------------
[RUNNING] plugin_api_version
[PASSED] plugin_api_version
[RUNNING] setup_plugin_for_backup
[RUNNING] backup_file
[RUNNING] setup_plugin_for_restore
[RUNNING] restore_file
[PASSED] setup_plugin_for_backup
[PASSED] backup_file
[PASSED] setup_plugin_for_restore
[PASSED] restore_file
[RUNNING] backup_data
[RUNNING] restore_data
[PASSED] backup_data
[PASSED] restore_data
[RUNNING] cleanup_plugin_for_backup
[PASSED] cleanup_plugin_for_backup
[RUNNING] cleanup_plugin_for_restore
[PASSED] cleanup_plugin_for_restore
[RUNNING] gpbackup with test database
[RUNNING] gprestore with test database
[PASSED] gpbackup and gprestore
# ----------------------------------------------
# Finished gpbackup plugin tests
# ----------------------------------------------

打包和部署备份/还原存储插件

在插件通过测试和测试台验证后，您的备份/恢复存储插件已准备好部署到MPP
数据库安装。 打包备份/还原存储插件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备份/恢复存储插件必须安装在MPP数据库集群中每个主机上的相同位置。提
供插件标识相同的安装说明。

gpadmin用户必须具有遍历备份/恢复插件可执行程序的文件系统路径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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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在插件中包含模板配置文件。

记录有效的插件配置关键字，确保包含期望值的语法。

记录gpbackup所需的选项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插件处理。

backup_data

插件命令将流数据从stdin移动到远程存储系统。

概要

plugin_executable backup_data plugin_config_file data_filenamekey

描述

gpbackup在流式备份期间在每个segment主机上调用backup_data插件命令。

backup_data实现应该从stdin读取可能很大的数据流，并将数据写入远程存储系
统上的单个文件。 数据作为每个MPP数据库segment的单个连续流发送到命
令。 如果backup_data以任何方式修改数据（即压缩），则restore_data必须执
行撤销操作。

命名或维护从目标文件到data_filenamekey的映射。 这将是用于还原操作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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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密钥。

参数

plugin_config_file
插件配置YAML文件的绝对路径。

data_filenamekey
流数据的特殊命名备份文件的映射关键字。

退出码

backup_data命令必须在成功时以值0退出，如果发生错误则必须为非零。 在非
零退出代码的情况下，gpbackup向用户显示stderr的内容。

backup_file

插件命令将备份文件移动到远程存储系统。

概要

plugin_executable backup_file plugin_config_file file_to_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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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gpbackup在master服务器和每个segment主机上调用backup_file插件命令，以
获取gpbackup写入本地磁盘上备份目录的文件。

backup_file实现应该处理文件并将其复制到远程存储系统。 不要删除使
用file_to_backup指定的文件的本地副本。

参数

plugin_config_file
插件配置YAML文件的绝对路径。

file_to_backup
gpbackup生成的本地备份文件的绝对路径。 不要删除使
用file_to_backup指定的文件的本地副本。

退出码

backup_file命令必须在成功时以值0退出，如果发生错误则不为零。 在非零退出
代码的情况下，gpbackup向用户显示stderr的内容。

cleanup_plugin_for_backup

插件命令用于在备份后清理存储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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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plugin_executable cleanup_plugin_for_backup plugin_config_file local_backup_dir scope

plugin_executable cleanup_plugin_for_backup plugin_config_file local_backup_dir scope contentID

描述

gpbackup在gpbackup操作完成时调用cleanup_plugin_for_backup插件命令，
包括成功和失败情况。 scope参数指定执行范围。 gpbackup将使用每
个scope值调用该命令。

cleanup_plugin_for_backup命令应执行备份后清理远程存储系统所需的操作。
清理活动可能包括删除备份期间创建的远程目录或临时文件，与备份服务断开连
接等。

参数

plugin_config_file
插件配置YAML文件的绝对路径。

local_backup_dir
Greenpum数据库主机（master机和segment）上的本地目
录，gpbackup将备份文件写入其中。
当scope是master时，local_backup_dir是MPP数据库master服务器的
备份目录。

当scope是segment时，local_backup_dir是segment实例的备份目录。
contentID标识segment实例。

当scope是segment_host时，local_backup_dir是主机上的任意备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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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scope
执行scope值表示主机和插件命令的执行次数。scope可以是以下值之一：

master - 在master主机上执行一次插件命令。

segment_host - 在每个segment主机上执行一次plugin命令。

segment - 对运行segment实例的主机上的每个活动segment实例执行一
次plugin命令。 contentID标识segment实例。

在首次启动备份时，MPP数据库master和segment实例基于MPP数据库配
置。

contentID
与scope对应的MPP数据库master或segment实例的contentID。 仅
当scope为master或segment时才传递contentID。
当scope为master时，contentID为-1。

当scope是segment时，contentID是活动segment实例的内容标识符。

退出码

cleanup_plugin_for_backup命令必须在成功时以值0退出，如果发生错误则必须
为非零。 在非零退出代码的情况下，gpbackup向用户显示stderr的内容。

cleanup_plugin_for_restore

用于在还原后清理存储插件的插件命令。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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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plugin_executable cleanup_plugin_for_restore plugin_config_file local_backup_dir scope

plugin_executable cleanup_plugin_for_restore plugin_config_file local_backup_dir scope contentID

描述

gprestore在gprestore操作完成时调用cleanup_plugin_for_restore插件命令，包
括成功和失败情况。 scope参数指定执行范围。 gprestore将使用每个scope值
调用该命令。

cleanup_plugin_for_restore实现应执行还原后清理远程存储系统所需的操作。
清理活动可能包括删除在还原期间创建的远程目录或临时文件，与备份服务断开
连接等。

参数

plugin_config_file
插件配置YAML文件的绝对路径。

local_backup_dir
MPP数据库主机（master和segment）上的本地目录，gprestore从该目录
读取备份文件。
当scope是master时，local_backup_dir是MPP数据库master服务器的
备份目录。

当scope是segment时，local_backup_dir是segment实例的备份目录。
contentID标识segment实例。

当scope是segment_host时，local_backup_dir是主机上的任意备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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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scope
执行scope值表示主机和插件命令的执行次数。scope可以是以下值之一：

master - 在master主机上执行一次插件命令。

segment_host - 在每个segment主机上执行一次plugin命令。

segment - 对运行segment实例的主机上的每个活动segment实例执行一
次plugin命令。 contentID标识segment实例。

在首次启动备份时，MPP数据库master和segment实例基于MPP数据库配
置。

contentID
与scope对应的MPP数据库master或segment实例的contentID。 仅
当scope为master或segment时才传递contentID。
当scope为master时，contentID为-1。

当scope是segment时，contentID是活动segment实例的内容标识符。

退出码

cleanup_plugin_for_restore命令必须在成功时以值0退出，如果发生错误则必须
为非零。 在非零退出代码的情况下，gprestore向用户显示stderr的内容。

plugin_api_version

插件命令显示支持的Backup Storage Plugin API版本。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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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plugin_executable plugin_api_version

描述

gpbackup和gprestore在备份或还原操作之前调用plugin_api_version插件命
令，以确定Backup Storage Plugin API版本兼容性。

返回值

plugin_api_version命令必须返回存储插件支持的Backup Storage Plugin API版
本号，“0.3.0”。

restore_data

插件命令将数据从远程存储系统流式传输到stdout。

概要

plugin_executable restore_data plugin_config_file data_filenam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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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当还原流式备份时，gprestore会在每个segment主机上调用restore_data插件命
令。

restore_data实现应该从远程存储系统读取一个名为或映射
到data_filenamekey的潜在大型数据文件，并将内容写入stdout。 如
果backup_data命令以任何方式（即压缩）修改了数据，则restore_data应执行
撤销操作。

参数

plugin_config_file
插件配置YAML文件的绝对路径。

data_filenamekey
远程存储系统上备份文件的映射关键字。
data_filenamekey与backup_data命令提供的密钥相同。

返回值

restore_data命令必须在成功时以值0退出，如果发生错误则必须为非零。 在非
零退出代码的情况下，gprestore向用户显示stderr的内容。

restore_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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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命令用于从远程存储系统移动备份文件。

概要

plugin_executable restore_file plugin_config_file file_to_restore

描述

gprestore在master服务器和每个segment主机上调用restore_file插件命令，以获
取gprestore将从本地磁盘上的备份目录中读取的文件。

restore_file命令应处理文件并将文件从远程存储系统移动到本地主机上
的file_to_restore。

参数

plugin_config_file
插件配置YAML文件的绝对路径。

file_to_restore
从远程存储系统移动备份文件的绝对路径。

返回值

restore_file命令必须在成功时以值0退出，如果发生错误则必须为非零。 在非零
退出代码的情况下，gprestore向用户显示stderr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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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up_plugin_for_backup

插件命令用于初始化备份操作的存储插件。

概要

plugin_executable setup_plugin_for_backup plugin_config_file local_backup_dir scope

plugin_executable setup_plugin_for_backup plugin_config_file local_backup_dir scope contentID

Description

gpbackup在gpbackup初始化阶段调用setup_plugin_for_backup插件命令。
scope参数指定执行范围。 gpbackup将使用每个scope值调用该命令。

setup_plugin_for_backup命令应在备份开始之前执行初始化远程存储系统所需
的活动。 设置活动可能包括创建远程目录，验证与远程存储系统的连接，检查
磁盘等。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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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gin_config_file
插件配置YAML文件的绝对路径。

local_backup_dir
Greenpum数据库主机（master和segment）上的本地目录，gpbackup将
写入备份文件。 gpbackup创建此本地目录。
当scope是master时，local_backup_dir是MPP数据库master的备份目
录。

当scope是segment时，local_backup_dir是segment实例的备份目录。
contentID标识segment实例。

当scope是segment_host时，local_backup_dir是主机上的任意备份目
录。

scope
执行范围值表示主机和插件命令的执行次数。 scope可以是以下值之一：

master - 在master主机上执行一次插件命令。

segment_host - 在每个segment主机上执行一次plugin命令。

segment - 对运行segment实例的主机上的每个活动segment实例执行一
次plugin命令。 contentID标识segment实例。

在首次启动备份时，MPP数据库master和segment实例基于MPP数据库配
置。

contentID
与scope对应的MPP数据库master或segment实例的contentID。 仅
当scope为master或segment时才传递contentID。
当scope值为master，contentID值为-1。

当scope值为segment，contentID值为活动segment实例的内容标识
符。

返回值

setup_plugin_for_backup命令必须在成功时以值0退出，如果发生错误则必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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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零。 在非零退出代码的情况下，gpbackup向用户显示stderr的内容。

setup_plugin_for_restore

插件命令用于初始化还原操作的存储插件。

概要

plugin_executable setup_plugin_for_restore plugin_config_file local_backup_dir scope

plugin_executable setup_plugin_for_restore plugin_config_file local_backup_dir scope contentID

描述

gprestore在gprestore初始化阶段调用setup_plugin_for_restore插件命令。
scope参数指定执行范围。 gprestore将使用每个scope值调用该命令。

setup_plugin_for_restore命令应在还原操作开始之前执行初始化远程存储系统
所需的活动。 设置活动可能包括创建远程目录，验证与远程存储系统的连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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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plugin_config_file
插件配置YAML文件的绝对路径。

local_backup_dir
MPP数据库主机（master和segment）上的本地目录，gprestore从该目录
读取备份文件。 gprestore创建此本地目录。
当scope是master时，local_backup_dir是MPP数据库master的备份目
录。

当scope是segment时，local_backup_dir是segment实例的备份目录。
contentID标识segment实例。

当scope是segment_host时，local_backup_dir是主机上的任意备份目
录。

scope
执行范围值表示主机和插件命令的执行次数。 scope可以是以下值之一：

master - 在master主机上执行一次插件命令。

segment_host - 在每个segment主机上执行一次plugin命令。

segment - 对运行segment实例的主机上的每个活动segment实例执行一
次plugin命令。 contentID标识segment实例。

在首次启动备份时，MPP数据库master和segment实例基于MPP数据库配
置。

contentID
与scope对应的MPP数据库master或segment实例的contentID。 仅
当scope为master或segment时才传递contentID。
当scope值为master，contentID值为-1。

当scope值为segment，contentID值为活动segment实例的内容标识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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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setup_plugin_for_restore命令必须在成功时以值0退出，如果发生错误则不为
零。 在非零退出代码的情况下，gprestore向用户显示stderr的内容。

扩容MPP系统
为了放大性能和存储能力，通过向集群增加主机来扩容用户的MPP系统。

随着额外的数据被收集以及现有数据的保留时间增加，数据仓库会随着时间而长
大。 有时，有必要增加数据库能力来联合不同的数据仓库到一个数据库中。 也
可能需要额外的计算能力（CPU）来适应新增加的分析项目。 尽管在系统被初
始定义时就留出增长的空间是最为明智的，但是通常不太可能在提前太多在资源
上投资。 因此，用户应该寄望于定期地执行一次数据库扩容项目。

由于MPP的MPP架构，在用户增加资源到系统时，得到的容量和性能就好像该
系统一开始就用增加后的资源实现一样。 和要求大量停机时间来转储和恢复数
据的数据仓库系统不同，扩容一个MPP数据库系统是一种最小化停机时间的分
阶段处理。 在数据被重新分布时，常规和特别负载可以继续并且事务一致性也
能被维护。 管理员可以安排分布活动以适合正在进行的操作并且可以按需暂停
和继续。 表可以被排名，这样数据集可以以一种优先序列的方式被重新分布，
从而确保关键性的负载能很快从扩容后的能力受益，或者释放所需的磁盘空间来
重新分布非常大的表。

扩容处理使用标准的MPP数据库操作，因此它是透明的并且管理员易于排查错
误。 Segment镜像和任何复制机制就地保持活动，因此容错性没有打折扣并且
灾难恢复措施也保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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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扩容概述系统扩容概述
用户可以最小化停机时间，通过增加节点实例和节点主机来扩容MPP数据
库。

规划规划MPP系统扩容系统扩容
细心的规划将帮助确保一个成功的MPP扩容项目。

准备并增加节点准备并增加节点
验证用户的新节点已经准备好整合到现有的MPP系统中。

初始化新节点初始化新节点
使用gpexpand工具创建并初始化新节点实例，并创建扩容schema。

重分布表重分布表
重新分布表让现有数据在新扩容后的集群上得以平衡。

移除扩容移除扩容Schema
要在扩容MPP集群后进行清理，需要移除扩容Schema。

Parent topic: 管理一个MPP系统

系统扩容概述

用户可以最小化停机时间，通过增加节点实例和节点主机来扩容MPP数据库。

随着收集额外数据并且现有数据的定期增长，数据仓库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不断增长。 有时，有必要增加数据库能力来联合不同的数据仓库到一个数据库
中。 数据仓库也可能需要额外的计算能力（CPU）来适应新增加的分析项目。
在系统被初始定义时就留出增长的空间是很好的，但是即便用户预期到了高增长
率，提前太多在资源上投资通常也不明智。 因此，用户应该寄望于定期地执行
一次数据库扩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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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扩容数据库时，会期待如下特性：
可伸缩的容量和性能。当用户向一个MPP数据库增加资源时，得到的容量和
性能就好像该系统一开始就用增加后的资源实现一样。

扩容期间不中断服务。常规负载（计划中的或者临时安排的）不会被中断。

事务一致性。

容错。在扩容期间，标准的容错机制（例如Segment镜像）保持活动、一致
并且有效。

复制和灾难恢复。在扩容期间，任何现有的复制机制都继续发挥作用。在失
败或者灾难事件中需要的恢复机制也保持有效。

处理透明。扩容处理利用了标准的MPP数据库机制，因此管理员能够诊断并
且排查任何问题。

可配置的处理。扩容可能会是一个长时间运行的处理，但它可以变成按计划
执行的一系列操作。扩容Schema的表允许管理员指定表被重新分布的优先
级，而且扩容活动可以被暂停并且继续。

扩容项目的规划和实体层面比扩容数据库本身更重要。 需要一个多学科团队来
规划和执行项目。 对于内部部署安装，必须为新服务器获取和准备空间。 必须
指定，获取，安装，连接，配置和测试服务器。 对于云部署，也应该做类似的
计划。 规划新的硬件平台描述了部署新硬件的常规考虑。

在准备好新的硬件平台并且设置好它们的网络之后，配置它们的操作系统并且使
用MPP的工具运行性能测试。 MPP数据库软件发布包括一些工具，这些工具有
助于在开始扩容的软件阶段之前对新的服务器进行测试和拷机。 为MPP数据库
准备新主机的步骤请见准备并增加节点。

一旦新服务器被安装并且测试，MPP数据库扩容处理的软件阶段就开始了。 软
件阶段被设计为尽量少被打断、事务一致、可靠并且灵活。
扩容过程的软件阶段的第一步是准备MPP数据库系统： 添加新节点的主机并
初始化新的节点实例。 此阶段可以安排在低活动期间进行，以避免中断正在
进行的业务运营。 在初始化过程中，执行以下任务：

MPP数据库软件已被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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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Segment主机的新节点实例上创建了数据库和数据库对象。
gpexpand schema在postgres数据库里被创建。 可以使用schema里的表
和视图来监控和管理扩容。

在系统被更新后，新节点主机上的新节点实例已经可以使用了。

新节点立即生效并参与到新查询和数据加载里。 但是现有数据会发生倾
斜。 它们集中在原节点上并且需要根据新节点总量做重分布。
因为有些表的数据已经倾斜了，所以部分查询性能会下降，因为可能需要
更多的Motion操作了。

软件阶段的最后一步就是重新分布表数据。 使用gpexpand schema中的扩容
控制表作为指导，重新分配表。 对每一个表：

gpexand工具基于分布策略在所有新老机器上重新分布表数据。
扩容控制表中的表状态会被更新。
在数据重分布之后，查询优化器会基于不倾斜的数据创建更高效的查询计
划。

当所有表都完成了重分布，扩容也就完成了。

Important: gprestore工具不能恢复在扩容之前使用gpbackup工具备份的数据。
所以在扩容完成之后立即备份你的数据。

重新分布数据是一个长时间运行的处理，它会创建大量的网络和磁盘活动。 可
能需要数天时间来重新分布某些非常大型的数据库。 为了最小化这些活动对业
务操作的影响，系统管理员可以随意或者根据一个预定好的计划暂停并且继续扩
容活动。 数据集也可以被定义优先级，这样关键的应用可以从扩容中首先获
益。

在一种典型的操作中，在完整的扩容处理过程中，用户需要用不同的选项运
行gpexpand工具四次。

1. 创建扩容输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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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expand -f hosts_file

2. 初始化Segment并且创建扩容schema：

gpexpand -i input_file

gpexpand会创建一个数据目录、从现有的数据库复制表到新的Segment上并
且为扩容方案中的每个表捕捉元数据用于状态跟踪。 在这个处理完成后，扩
容操作会被提交并且不可撤回。

3. 重新分布表数据：

gpexpand -d duration

在初始化时，gpexpand增加并初始化新节点实例。 必须运行gpexpand在新
增节点实例上重分布数据来完成系统扩容。 取决于系统的大小和规模，重新
分布可能在一个单一会话中经过数个利用率较低的小时才会完成，或者用户
可以把该处理划分成一个长时段上的批处理。 每个表或分区在扩容期间是无
法进行读写操作的。 由于每一个表都会被重新分布在新的Segment上，数据
库性能应该会逐步提升直到超过扩容前的性能水平。
在需要多个重新分布会话的大型系统中，可能需要多次运行gpexpand来完成
扩容。 gpexpand可以从显式的表重新分布排名获益，参考规划表的重新分
布。
用户可以在初始化期间访问MPP数据库，但是在严重依赖表的哈希分布的系
统上，它们可能会出现性能下降。 尽管用户可能会遇到较慢的响应时间，但
ETL作业，用户查询和报告等正常操作仍可继续。

4. 移除扩容schema：

gpexpand -c

有关gpexpand工具和其他用于系统扩容的工具的信息可见MPP数据库工具手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册。

Parent topic: 扩容MPP系统

规划MPP系统扩容

细心的规划将帮助确保一个成功的MPP扩容项目。

这一节中的主题将帮助确保用户已经准备好执行一次系统扩容。

系统扩容检查列表是一份用户可以用来准备和执行系统扩容处理的检查列
表。

规划新的硬件平台包括为获得和设置新硬件做规划的内容。

规划新Segment初始化提供了有关规划使用gpexpand初始化新的Segment主
机的信息。

规划表的重新分布提供了有关规划在新Segment主机初始化完以后重新分布
数据的信息。

Parent topic: 扩容MPP系统

系统扩容检查列表

这个检查列表摘要了一次MPP数据库系统扩容包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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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PP数据库系统扩容检查列表

扩容前的在线任务扩容前的在线任务

* 系统已启动并且可用

制定并执行订购，构建和联网新硬件平台或配置云资源的计划。

设计一个数据库扩容计划。映射每个主机上的Segment数量、安排
用于性能测试和创建扩容方案所需的停机时段并且安排用于表重新
分布的时段。

执行一个完整的方案转储。

在新主机上安装MPP数据库的二进制文件。

复制SSH密钥到新主机（gpssh-exkeys）。

验证新旧硬件或者云资源的操作系统环境。

验证新硬件或者云资源的磁盘I/O和内存带宽（gpcheckperf）。

验证Master的数据目录中在pg_log或者gpperfmon/data目录下面没
有极大的文件。

扩容前的离线任务扩容前的离线任务

* 在此处理期间系统对所有用户活动不可用。

验证没有catalog问题 (gpcheckcat)。

验证组合的现有和新硬件或云资源的操作系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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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组合的现有和新硬件或云资源的磁盘I/O和内存带宽(gpcheckper
f)。

在线节点实例初始化在线节点实例初始化

* 系统已启动并且可用

准备扩容输入文件(gpexpand)。

将新节点初始化为数组并创建扩容Schema (gpexpand-i input_file)。

在线扩容和表重新分布在线扩容和表重新分布

* 系统已启动并且可用

在用户开始表重新分布之前，停止任何自动的快照处理或者其他消
耗磁盘空间的进程。

在扩容后的系统中重新分布表（gpexpand）。

移除扩容方案(gpexpand -c)。

运行analyze来更新分布统计信息。

在扩容期间使用gpexpand -a，在扩容之后使用analyze。

备份数据库备份数据库

* 系统已启动并且可用

使用gpbackup工具备份数据库。 在开始系统扩容之前创建的备份无
法还原到新扩容的系统，因为gprestore实用程序只能将备份还原到
具有相同数量节点的MPP数据库系统。

规划新的硬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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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新的硬件平台

一个深思熟虑的、周密的部署兼容硬件的方法会大大地最小化扩容处理的风险。

新节点主机的硬件资源和配置应该与现有主机一致。

规划和设置新硬件平台的步骤在每一次部署中都有不同。下面是一些相关的考
虑：

为新硬件准备物理空间，考虑冷却、电力供应和其他物理因素。

确定连接新旧硬件所需的物理网络和布线。

为扩容后的系统映射现有的IP地址空间和开发中的网络规划。

从现有的硬件捕捉系统配置（用户、配置文件、NIC等等），这将被用作订购
新硬件时的清单。

为在特定站点和环境中用期望的配置部署硬件创建一个自定义的建设计划。

在选择并且增加新硬件到网络环境中后，确保执行验证OS设置中描述的任务。

规划新Segment初始化

当系统启动并可用时，可以执行扩容MPP数据库。 运行gpexpand来初始化新节
点到阵列中并创建扩容schema。

所需要的时间取决于MPP系统中的方案对象的数量以及其他与硬件性能相关的
因素。 在大部分环境中，新Segment的初始化不超过30分钟。

下列工具不能在gpexpand在做节点初始化期间执行。
gpbackup

gpcheckcat

gp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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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pkg

gprestore

Important: 在用户开始初始化新Segment之后，用户就不再能用扩容系统之前创
建的备份文件来恢复系统。 当初始化成功完成后，扩容会被提交且不能被回
滚。

规划Mirror节点

如果现有的阵列有Mirror节点，新的节点也必须有Mirror配置。 如果现有的节点
没有配置Mirror，则不能用gpexpand工具给新主机增加Mirror。 有关节点Mirror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关于Segment镜像。

对于带有Mirror节点的MPP数据库阵列，确保增加了足够的新主机来容纳新的
Mirror节点。 所需的新主机数量取决于Mirror策略：

散布镜像散布镜像  — 向阵列中增加比每个主机上的节点数量至少多一台的主机。 要
确保平均散布，阵列中独立主机的数量必须大于每台主机上的节点实例数
量。 散布镜像会把每台主机的镜像散布到集群中剩余的主机上并且要求集群
中的主机数量比每个主机上的Primary节点数量更多。

组镜像组镜像  — 增加至少两台新主机，这样第一台主机的镜像可以被放在第二台主
机上，并且第二台主机的镜像可以被放在第一台上。 如果在系统初始化阶段
启用了节点镜像，这是默认的Mirroring策略。

块镜像块镜像  — 添加一个或多个主机系统块。 例如，添加一个包含四个或八个主
机的块。 块镜像是一种自定义镜像配置。 关于块镜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MPP
数据库最佳实践指导中的Segment镜像。

对每个主机增加新节点

默认情况下，新主机上初始化后会有和现有主机上数量相同的主节点。 可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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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每台主机上的节点或者向现有主机上增加新的节点。

例如，如果现有主机当前在每台主机上有两个节点，可以使用gpexpand在现有
主机上初始化两个额外的节点来得到总共四个节点，这样将在新主机上有四个新
的节点。

创建扩容输入文件的交互式处理会提示这个选项，还可以在该输入配置文件中手
工指定新节点的目录。 更多信息请参考为系统扩容创建一个输入文件。

关于扩容Schema

在初始化阶段，gpexpand工具在postgres数据库中创建扩容schema
gpexpand。

扩容Schema存储了系统中每个表的元数据，因此在扩容处理的全过程中能跟踪
其状态。 扩容Schema由两个表和一个跟踪扩容操作进度的视图组成：

gpexpand.status

gpexpand.status_detail

gpexpand.expansion_progress

通过修改gpexpand.status_detail可以控制扩容处理的方方面面。 例如，从这个
表中移除一个记录会阻止系统在新节点上扩容该表。 通过更新一个记录的rank
值，可以控制表在重新分布过程中被处理的顺序。 更多信息请参考表重分布排
名。

规划表的重新分布

表重新分布会在系统在线时被执行。 对于很多MPP系统，表重新分布会在一个
安排在低利用率时期执行的单一gpexpand会话中完成。 更大的系统可能会要求
多个会话并且设置表重新分布的顺序来最小化对性能影响。 如果可能的话，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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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一个会话中完成表重新分布。

Important: 要执行表重新分布，节点主机必须具有足够多的磁盘空间来临时地保
存最大表的一份拷贝。 在重新分布期间，所有的表对于读写操作都不可用。

表重新分布的性能影响取决于一个表的尺寸、存储类型以及分区设计。 对于任
何给定的表，用gpexpand重新分布需要消耗和一次CREATE TABLE AS
SELECT操作相同的时间。 在重新分布一个T级别的表时，扩容工具会使用许多
可用的系统资源，这可能会影响其他数据库负载的查询性能。

在大规模MPP系统中管理重新分布

在规划重新分布阶段时，要考虑重新分布期间在每个表上取得的ACCESS
EXCLUSIVE锁的影响。 一个表上的用户活动可能会延迟它的重新分布，而且表
在重新分布期间对用户活动不可用。

可以通过调整ranking来控制表重分布的顺序。 参考表重分布排名。 操作重分布
顺序有助于调整有限的磁盘空间，并尽快恢复高优先级查询的最佳查询性能。

表重分布方法

MPP数据库扩容的时候有两种方法重分布数据。
rebuild - 建立一个新表，把所有数据从旧表复制到新表，然后替换旧表。 这
是默认行为。rebuild方法和使用CREATE TABLE AS SELECT命令创建一个
新表类似。 在数据重分布期间，会在表上加ACCESS EXCLUSIVE锁。

move - 扫描所有数据并做UPDATE操作来移动需要移动的行到不同节点实例
上。 在数据重分布过程中，会在表上加ACCESS EXCLUSIVE锁。 一般来
说，这个方法需要更少的磁盘空间，但是它在表里留下了很多被淘汰的行，
可能在数据重分布后需要VACUUM操作。 另外，此方法一次更新一行索引，
这会使它比使用CREATE INDEX命令重建索引更慢。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磁盘空间充裕的系统

如果系统由充裕的空闲磁盘空间（要求用来存储最大表的一份拷贝），可以通过
首先重新分布查询使用最多的重点表来尽快恢复最优的查询性能。 为这些表分
配高的排名，并且在系统使用量低的时候安排重新分布操作。 一次运行一个重
新分布处理，直到大的或者关键的表被重新分布完。

磁盘空间有限的系统

如果现有的主机磁盘空间有限，可以先重新分布较小的表（例如维度表）来腾出
空间存储最大表的一份拷贝。 由于每个表会被重新分布到被扩容后的阵列上，
在原始节点上的可用磁盘空间会增加。 当在所有节点上存在足够的空闲空间以
存储最大表的一份拷贝后，就可以重新分布大的或者关键的表了。 大表的重新
分布要求排他锁，请把这种过程安排在非峰值时段。

还要考虑下面的事情：
在非峰值时段运行多个并行的重新分布处理以最大化可用的系统资源。

在运行多个处理时，处理的数量不能高于MPP系统的连接限制。 有关限制并
发连接的信息请见限制并发连接。

重新分布追加优化和压缩过的表

gpexpand以与堆表不同的速率重新分布未压缩和压缩的追加优化表。 压缩和解
压数据所需的CPU能力会导致增加对系统性能影响。 对于具有类似数据的类似
尺寸的表，可以发现如下的总体性能区别：
扩展未压缩的追加优化表比堆表快10%。

定义为使用数据压缩的追加优化表以比未压缩的追加优化表的扩展速率更
慢，可能慢80％。

使用了ZFS/LZJB等数据压缩的系统需要更长时间重新分布。

Important: 如果系统节点使用数据压缩，在新结点上使用相同的压缩来避免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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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短缺。

重新分布分区表

因为该扩展工具可以处理一个大型表上的每个分区，一个有效的分区设计能降低
表重新分布的性能影响。 只有一个分区表的子表会不被设置为随机分布策略。
一次只对一个子表应用重新分布所需的读/写锁。

重新分布建有索引的表

因为gpexpand工具必须在重新分布之后重新索引每个被索引的表，一次高级的
索引会带来很大的性能影响。 在有很多索引要建立的系统中，表的重新分布要
慢很多。

准备并增加节点

验证用户的新节点已经准备好整合到现有的MPP系统中。

要为扩展准备新的系统节点，需要安装MPP数据库软件的二进制文件、交换必
要的SSH密钥并且运行性能测试。

先在新节点上运行性能测试然后再在所有结点上测试。在所有节点上运行测试时
应该让系统离线，这样用户活动就不会使结果失真。

通常来说，当管理员修改了节点网络或者系统中出现其他特殊情况时，用户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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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性能测试。 例如，如果用户将在两个网络集群上运行扩展后的系统，应在
每一个集群上都运行测试。

Parent topic: 扩容MPP系统

增加新结点到受信主机环境

新主机必须与现有主机交换SSH密钥，以使MPP管理实用程序能够在没有密码
提示的情况下连接到所有节点。 使用gpssh-exkeys工具执行两次密钥交换过
程。

为了管理便利，第一次作为root执行该过程，然后为管理工具作为用
户gpadmin再执行一次。 按顺序执行下列任务：

1. 用root交换SSH密钥

2. 创建gpadmin用户

3. 使用gpadmin用户交换SSH密钥

Note: MPP数据库的Segment主机命名习惯是sdwN，其中sdw是一个前缀而N是
一个整数（sdw1、sdw2 等等）。 对于具有多个接口的主机，命名习惯是对该
主机名追加一个破折号（-）以及数字。 例如，sdw1-1和sdw1-2是主机sdw1的
两个接口名。

用root交换SSH密钥

1. 使用用户的阵列中的现有主机名创建一个主机文件以及一个含有新扩展主机
名的单独的主机文件。 对于现有的主机，用户可以使用在系统中设置SSH密
钥的同一个主机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列出所有的主机（Master、备份
Master和Segment主机），每一行一个主机名但是不要有额外的行或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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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如果用户使用的是一个多NIC配置，请使用为一个给定的主机用配置好
的主机名交换SSH密钥。 在这个例子中，mdw被配置为有一个NIC，并
且sdw1、sdw2和sdw3被配置为有4个NIC：

mdw
sdw1-1
sdw1-2
sdw1-3
sdw1-4
sdw2-1
sdw2-2
sdw2-3
sdw2-4
sdw3-1
sdw3-2
sdw3-3
sdw3-4

2. 用root登录Master主机，并且从用户的MPP安装中source mpp_path.sh文
件。

$ su -
# source /usr/local/mpp-db/mpp_path.sh

3. 运行gpssh-exkeys工具引用主机列表文件。例如：

# gpssh-exkeys -e /home/gpadmin/existing_hosts_file -x
/home/gpadmin/new_hosts_file

4. gpssh-exkeys会检查远程主机并且在所有的主机之间执行密钥交换。 在提示
时输入root用户的密码。例如：

***Enter password for root@hostname: <root_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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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gpadmin用户

1. 使用gpssh在所有的新Segment主机（如果该用户还不存在）上创
建gpadmin用户。 使用用户创建的新主机列表来做密钥交换。例如：

# gpssh -f new_hosts_file '/usr/sbin/useradd gpadmin -d
/home/gpadmin -s /bin/bash'

2. 为新的gpadmin用户设置一个密码。 在Linux上，用户可以使用gpssh同时在
所有的Segment在主机上做这件事情。例如：

# gpssh -f new_hosts_file 'echo gpadmin_password | passwd
gpadmin --stdin'

3. 通过查找gpadmin用户的home目录来验证该用户已经被创建：

# gpssh -f new_hosts_file ls -l /home

使用gpadmin用户交换SSH密钥

1. 使用gpadmin登入，运行gpssh-exkeys工具并引用主机列表文件。例如：

# gpssh-exkeys -e /home/gpadmin/existing_hosts_file -x
/home/gpadmin/new_hosts_file

2. gpssh-exkeys将会检查远程主机并且在所有的主机之间执行密钥交换。 在提
示时输入gpadmin用户的密码。例如：

***Enter password for gpadmin@hostname: <gpadmin_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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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磁盘I/O和内存带宽

使用gpcheckperf工具来测试磁盘I/O和内存带宽。

运行gpcheckperf

1. 使用新主机的主机文件运行gpcheckperf工具。 在每一台主机上使用-d选项指
定用户想要测试的文件系统。 用户必须对这些目录具有写访问权限。例如：

$ gpcheckperf -f new_hosts_file -d /data1 -d /data2 -v 

2. 该工具可能会花长时间来执行测试，因为它需要在主机之间拷贝非常大的文
件。 当它完成时，用户将会看到磁盘写、磁盘读以及流测试的摘要结果。

对于划分成子网的网络，用每个子网单独的主机文件重复这个过程。

整合新硬件到系统中

在用新Segment初始化系统之前，先用gpstop关闭系统以防止用户活动使性能测
试结果倾斜。 然后，使用包括所有节点（现有的和新加的）的主机文件重复性
能测试：

验证OS设置

确认磁盘I/O和内存带宽

初始化新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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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新节点

使用gpexpand工具创建并初始化新节点实例，并创建扩容schema。

第一次用一个合法文件运行gpexpand工具，它会创建并初始化节点实例并创建
扩容schema。 这些过程完成后，运行gpexpand检测扩容schema是否被创建，
如果成功则做表重分布。

为系统扩容创建一个输入文件

运行gpexpand初始化新节点

回滚一个失败的扩容设置

Parent topic: 扩容MPP系统

为系统扩容创建一个输入文件

要开始扩容，gpexpand要求一个包含有关新节点和主机信息的输入文件。 如果
用户运行gpexpand但不指定输入文件，该工具会显示一个交互式的问讯来收集
所需的信息并且自动创建一个输入文件。

如果用户使用交互式问讯创建输入文件，用户可以在问讯提示符中指定一个含有
扩容主机列表的文件。 如果用户的平台或者命令shell限制主机列表的长度，使
用-f指定主机就是唯一的办法。

在交互模式中创建一个输入文件

在用户运行gpexpand在交互模式中创建一个输入文件之前，确保用户了解：

新主机的数量（或者一个主机文件）

新主机名（或者一个主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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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主机中使用的镜像策略（如果有）

每个主机要增加的Segment数量（如果有）

该工具会基于这些信息、dbid、content ID以及gp_segment_configuration中存
储的数据目录值自动生成一个输入文件，并将该文件保存在当前目录中。

在交互模式中创建一个输入文件

1. 使用将要运行MPP数据库的用户登录master主机；例如，gpadmin。

2. 运行gpexpand。该工具显示关于如何准备一次扩容操作的消息，并且它会提
示用户退出或者继续。
可以选择用-f指定一个主机文件。例如：

$ gpexpand -f /home/gpadmin/new_hosts_file

3. 在交互中，输入Y以继续。

4. 除非用户用-f指定了一个主机文件，用户会被提示输入主机名。 可以输入新
扩容主机的主机名组成的由逗号分隔的列表。 不要包括接口主机名。例如：

> sdw4, sdw5, sdw6, sdw7

如果只对现有主机增加节点，在这个提示符处留一个空行。 不要指
定localhost或者任何现有的主机名。

5. 输入在用户的系统中使用的镜像策略（如果有）。 选项
是spread|grouped|none。默认设置是grouped。
确保用户有足够的主机用于选中的组策略。 更多有关镜像的信息请见规划
Mirror节点。

6. 输入要增加的主节点的数量（如果有）。 默认情况下，新主机会被用与现有
主机相同数量的主节点初始化。 输入一个大于零的数字可以为每个主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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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数量。 用户输入的数字将是在所有主机上初始化的额外节点的数量。 例
如，如果现有每个主机当前有两个节点，输入一个值2会在现有主机上多初始
化两个节点，而在新主机上会初始化四个节点。

7. 如果用户在增加新的主节点，为这些新的节点输入新的主数据目录的根目
录。 不要指定真实的数据目录名称，目录会由gpexpand基于现有数据目录
名称自动创建。
例如，如果用户的现有数据目录像下面这样：

/gpdata/primary/gp0
/gpdata/primary/gp1

那么输入下面的内容（每一个提示输入一个）来指定两个新的主节点的数据
目录：

/gpdata/primary
/gpdata/primary

当初始化运行时，该工具会在/gpdata/primary下面创建新目录gp2以及gp3。

8. 如果用户在增加新的镜像节点，为这些新的节点输入新的镜像数据目录的根
目录。 不要指定数据目录名称，目录会由gpexpand基于现有数据目录名称
自动创建。
例如，如果用户的现有数据目录像下面这样：

/gpdata/mirror/gp0
/gpdata/mirror/gp1

输入下面的内容（每一个提示输入一个）来指定两个新的镜像节点的数据目
录：

/gpdata/mirror
/gpdata/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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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始化运行时，该工具会在/gpdata/mirror下面创建新目录gp2以及gp3。
这些新节点的主节点和镜像节点根目录必须在主机上存在，并且运
行gpexpand的用户必须具有在其中创建目录的权限。
在用户已经输入所有要求的信息后，该工具会生成一个输入文件并且把它保
存在当前目录中。例如：

gpexpand_inputfile_yyyymmdd_145134

扩容输入文件格式

除非用户的扩容场景有非典型的需求，请使用交互式问讯过程来创建用户自己的
输入文件。

扩容输入文件格式：

hostname:address:port:datadir:dbid:content:preferred_role

例如：

sdw5:sdw5-1:50011:/gpdata/primary/gp9:11:9:p
sdw5:sdw5-2:50012:/gpdata/primary/gp10:12:10:p
sdw5:sdw5-2:60011:/gpdata/mirror/gp9:13:9:m
sdw5:sdw5-1:60012:/gpdata/mirror/gp10:14:10:m

对于每一个新的节点，这种格式的扩容输入文件要求下列内容：

Table 1. 用于扩容配置文件的数据

参数参数 合法值合法值 描述描述

hostname 主机名 节点主机的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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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一个可用的端口号 节点的数据库监听器端口，在现有节点
的端口基数上增加。

datadir 目录名 根据gp_segment_configuration系统cata
log的节点数据目录位置。

dbid 整数。不能与现有
的dbid值冲突。

用于该Segment的数据库ID。 用户输入
的值应该是从系统目录gp_segment_con
figuration中显示的现有dbid值开始顺序
增加的值。 例如，要在一个现有10个Se
gment的阵列（dbid值从1-10）中增加四
个节点，应列出新的dbid值11、12、13
和14。

content 整数。不能和现有
的content值冲突
。

Segment的内容ID。 一个主节点和它的
镜像应该具有相同的内容ID，并且从现
有的值开始顺序增加。 更多信息请见gp
_segment_configuration的参考信息中的
content。

preferred_rol
e

p | m 决定这个节点是主节点还是镜像。 指定p
表示主节点，指定m表示镜像。

参数参数 合法值合法值 描述描述

运行gpexpand初始化新节点

在用户创建了一个输入文件之后，运行gpexpand以初始化新的节点。

用一个输入文件运行gpexpand

1. 使用将要运行MPP数据库的用户登录master主机；例如，gpadmin。

2. 运行gpexpand工具，通过-i指定输入文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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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expand -i input_file

工具检测扩容schema是否存在。 如果gpexpand schema存在，在开始一个
新扩容操作前通过gpexpand -c删除它。 参考移除扩容Schema。
当新的节点被初始化并且扩容schema被创建时，该工具会打印一个成功消息
并且退出。

当初始化完成，可以连到数据库查看扩容schema。 gpexpand schema存在于
postgres数据库中。 更多的信息请参考关于扩容Schema。

回滚一个失败的扩容设置

可以回滚一个扩容操作（增加节点实例和主机），仅当它失败的时候。

如果扩容在初始化步骤失败，而数据库没有启动，用户必须首先通过运行gpstart
-m命令以master-only模式重启数据库。

用下列命令回滚失败的扩容：

gpexpand --rollback

监控集群扩容状态

在任何时候，可以运行带有-x标记的gpstate命令来检查集群扩容状态：

$ gpstate -x

如果扩容schema存在于postgres数据库，gpstate -x报告扩容的进度。 在扩容的
第一阶段，gpstate报告节点初始化的进度。 在第二阶段，gpstate报告表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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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度，和重分布是否暂停或运行。

还可以通过查询扩容schema来查看扩容状态。参考监控表的重分布获取更多信
息。

重分布表

重新分布表让现有数据在新扩容后的集群上得以平衡。

在创建了扩容schema后，可以使用gpexpand在整个系统重分布表。 应该在低
峰期运行，这样该工具的CPU使用率和表锁对其他操作的影响会最小。 还要对
表进行排名，先对最大或者最重要的表进行重新分布。

Note: 在重新分布数据时，MPP数据库必须运行在生产模式中。MPP数据库不能
处于受限模式或者Master模式中。 不能指定gpstart选项-R或者-m来启动MPP数
据库。

当表重新分布正在进行中时，任何新创建的表会按照普通操作那样被分布在所有
的节点上。 查询也能访问所有的节点，即使相关的数据还没有被完全分布在新
节点上的表中也行。 正在被重新分布的表或者分区会被锁定并且不可读写。 当
其重新分布完成后，常规操作才会继续。

表重分布排名

使用gpexpand重分布表

监控表的重分布

Parent topic: 扩容MPP系统

表重分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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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重分布排名

对于大型的系统，用户可以控制表重新分布的顺序。 调整扩容schema里
的rank值可以优先做重度使用的表并最小化对性能的影响。 可用的空闲磁盘空
间可能会影响表的排名，参见在大规模MPP系统中管理重新分布。

要通过在gpexpand.status_detail中更新rank值来为重新分布对表排名，
用psql或者另一个被支持的客户端连接到MPP数据库。 用这样的命令更
新gpexpand.status_detail：

=> UPDATE gpexpand.status_detail SET rank=10;

=> UPDATE gpexpand.status_detail SET rank=1 WHERE fq_name = 'public.lineitem';
=> UPDATE gpexpand.status_detail SET rank=2 WHERE fq_name = 'public.orders';

这些命令把所有表的优先级降低到10，然后把排名1分配给lineitem并且把排
名2分配给orders。 当表的重新分布开始时，lineitem会首先被重新分布，接着
是orders和gpexpand.status_detail中所有的其他表。 要从重新分布中排除一个
表，将它从gpexpand.status_detail中移除。

使用gpexpand重分布表

使用gpexpand重分布表

1. 作为将要运行用户的MPP数据库系统的用户（例如gpadmin）登入到Master
主机。

2. 运行gpexpand工具。 用户可以使用-d或者-e选项来定义扩展会话时限。 例
如，要运行该工具最多60个连续的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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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expand -d 60:00:00

该工具会重分布表，直到schema中的最后一个表完成或者它达到了指定的持
续时间或者结束时间。 当一个会话开始并且结束时，gpexpand会
在gpexpand.status中更新状态和时间。
有关扩容数据重分布期间支持查询和数据导入的信息，请参考MPP数据库工
具手册。

监控表的重分布

用户可以在表重新分布处理的过程中查询扩展方案。 视
图gpexpand.expansion_progress提供了一个当前进度摘要，包括估计的表重新
分布率以及估计的完成时间。 用户可以查询表gpexpand.status_detail来得到每
个表的状态信息。

关于使用gpstate工具监控扩容整体流程，请参考监控集群扩容状态。

查看扩容状态

在第一个表完成重新分布后，gpexpand.expansion_progress会计算其估计值并
且基于所有表的重新分布比率刷新它们。 每次用户用gpexpand开始一次表重新
分布会话时计算都会重新开始。 要监控进度，可以用psql或者另一种受支持的
客户端连接到MPP数据库，然后用下面这样的命令查
询gpexpand.expansion_progress：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 SELECT * FROM gpexpand.expansion_progress;
             name             |         value
------------------------------+-----------------------
 Bytes Left                   | 5534842880
 Bytes Done                   | 142475264
 Estimated Expansion Rate     | 680.75667095996092 MB/s
 Estimated Time to Completion | 00:01:01.008047
 Tables Expanded              | 4
 Tables Left                  | 4
(6 rows)

查看表状态

表gpexpand.status_detail存储着方案中每一个表有关的状态、最近更新时间和
更多情况。 要查看一个表的状态，可以用psql或者另一种受支持的客户端连接
到MPP数据库，然后查询gpexpand.status_detail：

=> SELECT status, expansion_started, source_bytes FROM
gpexpand.status_detail WHERE fq_name = 'public.sales';
  status   |     expansion_started      | source_bytes
-----------+----------------------------+--------------
 COMPLETED | 2017-02-20 10:54:10.043869 |   4929748992
(1 row)

移除扩容Schema

要在扩容MPP集群后进行清理，需要移除扩容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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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容操作完成并且验证后，用户可以安全地移除扩容Schema。 为了在一个
MPP系统上运行另一次扩容操作，首先要移除现有的扩容Schema。

移除扩容Schema

1. 以运行MPP数据库系统的用户身份登录Master(例如，gpadmin)。

2. 用-c选项运行gpexpand工具。例如：

$ gpexpand -c

Note: 一些系统要求用户按回车两次。

Parent topic: 扩容MPP系统

MPP系统缩容
用户可以通过从集群删除主机或节点对MPP系统进行缩容。

随着用户业务的变化，有时需要对集群进行缩容。比如集群的一部分业务被迁
出，负载降低，出现较大冗余。 此时，可以考虑通过缩容从MPP系统删除一部
分主机，节省资源，但要确保剩余主机可以满足业务负载。

和要求大量停机时间来转储和恢复数据的数据仓库系统不同， MPP数据库系统
支持在线缩容。在数据被重新分布时，常规和特别负载可以继续并且事务一致性
也能被维护。 管理员可以安排分布活动以适合正在进行的操作并且可以按需暂
停和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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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容处理使用标准的MPP数据库操作，因此它是透明的并且管理员易于排查错
误。 Segment镜像和任何复制机制就地保持活动，因此容错性没有打折扣并且
灾难恢复措施也保持有效。

系统缩容概述系统缩容概述
用户可以通过删除节点实例和节点主机来对MPP数据库在线缩容。

规划规划MPP系统缩容系统缩容
细心的规划将帮助确保一个成功的MPP缩容项目。

标记缩容节点标记缩容节点
使用gpshrink工具标记要缩容的节点实例，并创建缩容schema。

重分布表重分布表
重新分布表让现有数据在缩容后的集群上得以平衡。

移除缩容方案移除缩容方案
要在MPP集群缩容后进行清理，需要更新节点元信息和移除缩容Schema。

Parent topic: 管理一个MPP系统

系统缩容概述

用户可以通过从集群删除节点主机或节点实例对MPP系统进行缩容。

随着用户业务的变化，有时需要对集群进行缩容。比如集群的一部分业务被迁
出，负载降低，出现较大冗余。 此时，可以考虑通过缩容从MPP系统删除一部
分主机，节省资源，但要确保剩余主机可以满足业务负载。

当用户对数据库缩容时，会期待如下特性：
缩容期间不中断服务。常规负载（计划中的或者临时安排的）不会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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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一致性。

容错。在缩容期间，标准的容错机制（例如Segment镜像）保持活动、一致
并且有效。

复制和灾难恢复。在缩容期间，任何现有的复制机制都继续发挥作用。在失
败或者灾难事件中需要的恢复机制也保持有效。

处理透明。缩容处理利用了标准的MPP数据库机制，因此管理员能够诊断并
且排查任何问题。

可配置的处理。缩容可能会是一个长时间运行的处理，但它可以变成按计划
执行的一系列操作。缩容Schema的表允许管理员指定表被重新分布的优先
级，而且缩容活动可以被暂停并且继续。

缩容项目的规划和实体层面比缩容数据库本身更重要。 需要一个多学科团队来
规划和执行项目。

MPP数据库缩容处理的软件阶段被设计为尽量少被打断、事务一致、可靠并且
灵活。
缩容过程的软件阶段的第一步是准备MPP数据库系统： 标记要缩容的节点。
主要执行以下任务：

缩容合法性检查。
连接数据库标记要缩容的节点实例。
gpshrink schema在postgres数据库里被创建。 可以使用schema里的表和
视图来监控和管理缩容。

在标记缩容节点之后，新创建的表将使用缩容后的节点。

现有数据会发生倾斜。 它们集中在原节点上并且需要根据新节点总量做重
分布。
因为有些表的数据已经倾斜了，所以部分查询性能会下降，因为可能需要
更多的Motion操作了。

软件阶段的第二步是重新分布表数据。 使用gpshrink schema中的缩容控制表
作为指导，重新分配表。 对每一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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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hrink工具基于分布策略在所有剩余机器上重新分布表数据。
缩容控制表中的表状态会被更新。
在数据重分布之后，查询优化器会基于不倾斜的数据创建更高效的查询计
划。

软件阶段的最后一步就是清理数据：

更新节点实例的元信息。
停止已缩容的节点并删除其数据目录（可选）。
删除gpshrink schema。

到此缩容也就完成了。

Important: gprestore工具不能恢复在缩容之前使用gpbackup工具备份的数据。
所以在缩容完成之后立即备份你的数据。

重新分布数据是一个长时间运行的处理，它会创建大量的网络和磁盘活动。 可
能需要数天时间来重新分布某些非常大型的数据库。 为了最小化这些活动对业
务操作的影响，系统管理员可以随意或者根据一个预定好的计划暂停并且继续缩
容活动。 数据集也可以被定义优先级，这样关键的应用可以从缩容中首先获
益。

在一种典型的操作中，在完整的缩容处理过程中，用户需要用不同的选项运
行gpshrink工具四次。

1. 创建缩容输入文件：

gpshrink -f hosts_file

2. 标记要缩容的节点实例并且创建缩容schema：

gpshrink -i input_file

gpshrink连接数据库设置缩容标记、为缩容方案中的每个表捕捉元数据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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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跟踪。 在这个处理完成后，缩容操作会被提交并且不可撤回。

3. 重新分布表数据：

gpshrink -d duration

在初始化时，gpshrink标记缩容节点。 必须运行gpshrink在剩余节点实例上
重分布数据来完成系统缩容。 取决于系统的大小和规模，重新分布可能在一
个单一会话中经过数个利用率较低的小时才会完成，或者用户可以把该处理
划分成一个长时段上的批处理。 每个表或分区在缩容期间是无法进行读写操
作的。 由于每一个表都会被重新分布在剩余的Segment上，数据库性能可能
会逐步降低直到低于缩容前的性能水平。
在需要多个重新分布会话的大型系统中，可能需要多次运行gpshrink来完成
缩容。 gpshrink可以从显式的表重新分布排名获益，参考规划表的重新分
布。
用户可以在初始化期间访问MPP数据库，但是在严重依赖表的哈希分布的系
统上，它们可能会出现性能下降。 尽管用户可能会遇到较慢的响应时间，但
ETL作业，用户查询和报告等正常操作仍可继续。

4. 更新节点实例的元信息并移除缩容schema：

gpshrink -c

有关gpshrink工具和其他用于系统缩容的工具的信息可见MPP数据库工具手册。

Parent topic: 缩容MPP系统

规划MPP系统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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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MPP系统缩容

细心的规划将帮助确保一个成功的MPP缩容项目。

这一节中的主题将帮助确保用户已经准备好执行一次系统缩容。

系统缩容检查列表是一份用户可以用来准备和执行系统缩容处理的检查列
表。

磁盘规划提供了有关规划在新集群的存储空间的相关信息。

规划缩容Segment提供了有关规划使用gpshrink标记要缩容的Segment的信
息。

规划表的重新分布提供了有关规划在新Segment主机重新分布数据的信息。

Parent topic: 缩容MPP系统

系统缩容检查列表

这个检查列表摘要了一次MPP数据库系统缩容包括的任务。

Table 1. MPP数据库系统缩容检查列表

缩容前的在线任务缩容前的在线任务

* 系统已启动并且可用

设计一个数据库缩容计划。映射每个主机上的Segment数量、安排
用于性能测试和创建缩容方案的时段并且安排用于表重新分布的时
段。

执行一个完整的方案转储。

验证硬件或者云资源的操作系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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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硬件或者云资源的磁盘I/O和内存带宽（gpcheckperf）。

缩容前的离线任务缩容前的离线任务

* 在此处理期间系统对所有用户活动不可用。

验证没有catalog问题 (gpcheckcat)。

验证组合的现有硬件或云资源的操作系统环境。

验证组合的现有或云资源的磁盘I/O和内存带宽(gpcheckperf)。

在线标记缩容节点在线标记缩容节点

* 系统已启动并且可用

准备缩容输入文件(gpshrink)。

标记缩容节点并创建缩容Schema (gpshrink-i input_file)。

在线缩容和表重新分布在线缩容和表重新分布

* 系统已启动并且可用

在用户开始表重新分布之前，停止任何自动的快照处理或者其他消
耗磁盘空间的进程。

重新分布表到缩容后的系统中（gpshrink）。

移除缩容方案(gpshrink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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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analyze来更新分布统计信息。

在缩容期间使用gpshrink -a，在缩容之后使用analyze。

备份数据库备份数据库

* 系统已启动并且可用

使用gpbackup工具备份数据库。 在开始系统缩容之前创建的备份无
法还原到新缩容的系统，因为gprestore实用程序只能将备份还原到
具有相同数量节点的MPP数据库系统。

磁盘规划

缩容删除一部分主机之后，存储也会相应的较少，但是数据量不会减少，因此剩
余节点主机 需要有足够的磁盘空间来保存数据。并且缩容重分布要求有足够多
的磁盘空间来临时保存最大表的一份拷贝，因此要规划 好剩余主机的可用磁盘
空间，如果空间不够用，可以考虑增加磁盘或分区等。

规划缩容Segment

当系统启动并可用时，可以执行缩容MPP数据库。 运行gpshrink来标记缩容节
点并创建缩容schema。

下列工具不能在gpshrink在做缩容标记期间执行。
gpshrink

gpexpand

gp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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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checkcat

gpconfig

gppkg

gprestore

Important: 在用户开始标记缩容Segment之后，用户就不再能用缩容系统之前创
建的备份文件来恢复系统。 当初始化成功完成后，缩容会被提交且不能被回
滚。

规划Mirror节点

如果现有的集群有Mirror节点，缩容也必须有Mirror配置。

关于缩容Schema

在标记缩容节点阶段，gpshrink工具在postgres数据库中创建缩容schema
gpshrink。

缩容Schema存储了系统中每个表的元数据，因此在缩容处理的全过程中能跟踪
其状态。 缩容Schema由两个表和一个跟踪缩容操作进度的视图组成：

gpshrink.status

gpshrink.status_detail

gpshrink.expansion_progress

通过修改gpshrink.status_detail可以控制缩容处理的方方面面。 例如，从这个表
中移除一个记录会阻止系统在新节点上缩容该表。 通过更新一个记录的rank
值，可以控制表在重新分布过程中被处理的顺序。 更多信息请参考表重分布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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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表的重新分布

表重新分布会在系统在线时被执行。 对于很多MPP系统，表重新分布会在一个
安排在低利用率时期执行的单一gpshrink会话中完成。 更大的系统可能会要求
多个会话并且设置表重新分布的顺序来最小化对性能影响。 如果可能的话，尽
量在一个会话中完成表重新分布。

Important: 要执行表重新分布，节点主机必须具有足够多的磁盘空间来临时地保
存最大表的一份拷贝。 在重新分布期间，所有正在被重分布的表对于读写操作
都不可用。

表重新分布的性能影响取决于一个表的尺寸、存储类型以及分区设计。 对于任
何给定的表，用gpshrink重新分布需要消耗和一次CREATE TABLE AS
SELECT操作相同的时间。 在重新分布一个T级别的表时，缩容工具会使用许多
可用的系统资源，这可能会影响其他数据库负载的查询性能。

在大规模MPP系统中管理重新分布

在规划重新分布阶段时，要考虑重新分布期间在每个表上取得的ACCESS
EXCLUSIVE锁的影响。 一个表上的用户活动可能会延迟它的重新分布，而且表
在重新分布期间对用户活动不可用。

可以通过调整ranking来控制表重分布的顺序。 参考表重分布排名。 操作重分布
顺序有助于调整有限的磁盘空间，并尽快恢复高优先级查询的最佳查询性能。

表重分布方法

MPP数据库缩容的时候重分布数据的方法。
rebuild - 建立一个新表，把所有数据从旧表复制到新表，然后替换旧表。 这
是默认行为。rebuild方法和使用CREATE TABLE AS SELECT命令创建一个
新表类似。 在数据重分布期间，会在表上加ACCESS EXCLUSIVE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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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空间充裕的系统

如果系统由充裕的空闲磁盘空间（要求用来存储最大表的一份拷贝），可以通过
首先重新分布查询使用最多的重点表来尽快恢复最优的查询性能。 为这些表分
配高的排名，并且在系统使用量低的时候安排重新分布操作。 一次运行一个重
新分布处理，直到大的或者关键的表被重新分布完。

磁盘空间有限的系统

如果现有的主机磁盘空间有限，可以先重新分布较大的表。 由于每个表会被重
新分布到被缩容后的集群上，在缩容后节点上的可用磁盘空间会减少。 所以应
该首先重分布大表防止空闲空间不够用，之后就可以重新分布较小的表了。 表
的重新分布要求排他锁，请把这种过程安排在非峰值时段。

还要考虑下面的事情：
在非峰值时段运行多个并行的重新分布处理以最大化可用的系统资源。

在运行多个处理时，处理的数量不能高于MPP系统的连接限制。 有关限制并
发连接的信息请见限制并发连接。

重新分布追加优化和压缩过的表

gpshrink以与堆表不同的速率重新分布未压缩和压缩的追加优化表。 压缩和解
压数据所需的CPU能力会导致增加对系统性能影响。 对于具有类似数据的类似
尺寸的表，可以发现如下的总体性能区别：
缩容未压缩的追加优化表比堆表快10%。

定义为使用数据压缩的追加优化表以比未压缩的追加优化表的缩容速率更
慢，可能慢80％。

使用了ZFS/LZJB等数据压缩的系统需要更长时间重新分布。

Important: 如果系统节点使用数据压缩，在新结点上使用相同的压缩来避免磁盘
空间短缺。

重新分布分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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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布分区表

因为该缩容工具可以处理一个大型表上的每个分区，一个有效的分区设计能降低
表重新分布的性能影响。 只有一个分区表的子表会不被设置为随机分布策略。
一次只对一个子表应用重新分布所需的读/写锁。

重新分布建有索引的表

因为gpshrink工具必须在重新分布之后重新索引每个被索引的表，一次高级的索
引会带来很大的性能影响。 在有很多索引要建立的系统中，表的重新分布要慢
很多。

标记缩容节点

使用gpshrink标记缩容节点，并创建缩容schema。

第一次用一个合法文件运行gpshrink工具，它会标记要缩容的节点并创建缩容
schema。 这些过程完成后，运行gpshrink检测缩容schema是否被创建，如果
成功则做表重分布。

为系统缩容创建一个输入文件

运行gpshrink标记缩容节点

回滚一个失败的缩容设置

Parent topic: 缩容MPP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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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缩容创建一个输入文件

要开始缩容，gpshrink要求一个包含有关缩容节点信息的输入文件。 如果用户
运行gpshrink但不指定输入文件，该工具会显示一个交互式的问讯来收集所需的
信息并且自动创建一个输入文件。

如果用户使用交互式问讯创建输入文件，用户可以在问讯提示符中指定一个含有
缩容主机列表的文件。 如果用户的平台或者命令shell限制主机列表的长度，使
用-f指定主机就是唯一的办法。

在交互模式中创建一个输入文件

在用户运行gpshrink在交互模式中创建一个输入文件之前，确保用户了解：

缩容主机的数量（或者一个主机文件）

缩容主机名（或者一个主机文件）

每个主机要减少的Segment数量（如果有）

该工具会基于这些信息、dbid、content ID以及gp_segment_configuration中存
储的数据目录值自动生成一个输入文件，并将该文件保存在当前目录中。

在交互模式中创建一个输入文件

1. 使用将要运行MPP数据库的用户登录master主机；例如，gpadmin。

2. 运行gpshrink。该工具显示关于如何准备一次缩容操作的消息，并且它会提
示用户退出或者继续。
可以选择用-f指定一个主机文件。例如：

$ gpshrink -f /home/gpadmin/shrink_hosts_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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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交互中，输入Y以继续。

4. 除非用户用-f指定了一个主机文件，用户会被提示输入主机名。 可以输入新
缩容主机的主机名组成的由逗号分隔的列表。 不要包括接口主机名。例如：

> sdw4, sdw5, sdw6, sdw7

如果对所有主机减少实例，在这个提示符处留一个空行。 不要指
定localhost或者任何现有的主机名。

5. 输入要减少的节点实例的数量（如果有）。 默认情况下，缩容主机会被删除
所有的实例。 输入一个大于零的数字可以为每个主机减少的实例数量。 用户
输入的数字将是在所有主机上分别要删除的实例数量。 例如，如果现有每个
主机当前有两个实例，输入一个值1会在现有主机上分别删除一个实例，而缩
容主机上会删除所有实例。

缩容输入文件格式

除非用户的缩容场景有非典型的需求，请使用交互式问讯过程来创建用户自己的
输入文件。

缩容输入文件格式：

hostname:address:port:datadir:dbid:content:preferred_role

例如：

sdw5:sdw5-1:50011:/gpdata/primary/gp9:11:9:p
sdw5:sdw5-2:50012:/gpdata/primary/gp10:12:10:p
sdw5:sdw5-2:60011:/gpdata/mirror/gp9:13:9:m
sdw5:sdw5-1:60012:/gpdata/mirror/gp10:14: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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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个节点实例，这种格式的缩容输入文件要求下列内容，请确保所有信息
和当前集群保持一致，建议直接从gp_segment_configuration查询：

Table 1. 用于缩容配置文件的数据

参数参数 合法值合法值 描述描述

hostname 主机名 节点主机的主机名。

port 节点的端口号 缩容节点的数据库监听器端口。

datadir 目录名 缩容节点的数据库目录。

dbid 整数 缩容节点的数据库ID。

content 整数 缩容节点的content ID。

preferred_rol
e

p | m 缩容节点是主节点还是镜像。

运行gpshrink标记缩容节点

在用户创建了一个输入文件之后，运行gpshrink以标记缩容的节点。

用一个输入文件运行gpshrink

1. 使用将要运行MPP数据库的用户登录master主机；例如，gpadmin。

2. 运行gpshrink工具，通过-i指定输入文件。例如：

$ gpshrink -i input_file

工具检测缩容schema是否存在。 如果gpshrink schema存在，在开始一个新
缩容操作前通过gpshrink -c删除它。 参考移除缩容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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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缩容的节点被标记并且缩容schema被创建时，该工具会打印一个成功消息
并且退出。

当缩容标记完成，可以连到数据库查看缩容schema。 gpshrink schema存在于
postgres数据库中。 更多的信息请参考关于缩容Schema。

回滚一个失败的缩容设置

可以回滚一个缩容操作（标记缩容节点），仅当它失败的时候。

如果缩容在标记缩容节点步骤失败，而数据库没有启动，用户必须首先通过运
行gpstart命令启动数据库。

用下列命令回滚失败的缩容：

gpshrink --rollback

监控集群缩容状态

在任何时候，可以运行带有-x标记的gpstate命令来检查集群缩容状态：

$ gpstate -x

如果缩容schema存在于postgres数据库，gpstate -x报告缩容的进度。 在缩容的
第一阶段，gpstate报告标记缩容节点的进度。 在第二阶段，gpstate报告表重分
布的进度，和重分布是否暂停或运行。

还可以通过查询缩容schema来查看缩容状态。参考监控表的重分布获取更多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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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布表

重新分布表让现有数据在缩容后的集群上得以平衡。

在创建了缩容schema后，可以使用gpshrink在整个系统重分布表。 应该在低峰
期运行，这样该工具的CPU使用率和表锁对其他操作的影响会最小。 还要对表
进行排名，先对最大或者最重要的表进行重新分布。

Note: 在重新分布数据时，MPP数据库必须运行在生产模式中。MPP数据库不能
处于受限模式或者Master模式中。 不能指定gpstart选项-R或者-m来启动MPP数
据库。

当表重新分布正在进行中时，任何新创建的表会按照普通操作那样被分布在缩容
后的节点上。 正在被重新分布的表或者分区会被锁定并且不可读写。 当其重新
分布完成后，常规操作才会继续。

表重分布排名

使用gpshrink重分布表

监控表的重分布

Parent topic: 缩容MPP系统

表重分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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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型的系统，用户可以控制表重新分布的顺序。 调整缩容schema里
的rank值可以优先做重度使用的表并最小化对性能的影响。 可用的空闲磁盘空
间可能会影响表的排名，参见在大规模MPP系统中管理重新分布。

要通过在gpshrink.status_detail中更新rank值来为重新分布对表排名，用psql或
者另一个被支持的客户端连接到MPP数据库。 用这样的命令更
新gpshrink.status_detail：

=> UPDATE gpshrink.status_detail SET rank=10;

=> UPDATE gpshrink.status_detail SET rank=1 WHERE fq_name = 'public.lineitem';
=> UPDATE gpshrink.status_detail SET rank=2 WHERE fq_name = 'public.orders';

这些命令把所有表的优先级降低到10，然后把排名1分配给lineitem并且把排
名2分配给orders。 当表的重新分布开始时，lineitem会首先被重新分布，接着
是orders和gpshrink.status_detail中所有的其他表。 要从重新分布中排除一个
表，将它从gpshrink.status_detail中移除。

使用gpshrink重分布表

使用gpshrink重分布表

1. 作为将要运行用户的MPP数据库系统的用户（例如gpadmin）登入到Master
主机。

2. 运行gpshrink工具。 用户可以使用-d或者-e选项来定义缩容会话时限。 例
如，要运行该工具最多60个连续的小时：

$ gpshrink -d 60:00:00

该工具会重分布表，直到schema中的最后一个表完成或者它达到了指定的持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续时间或者结束时间。 当一个会话开始并且结束时，gpshrink会
在gpshrink.status中更新状态和时间。

监控表的重分布

用户可以在表重新分布处理的过程中查询缩容方案。 视
图gpshrink.shrinkage_progress提供了一个当前进度摘要，包括估计的表重新分
布率以及估计的完成时间。 用户可以查询表gpshrink.status_detail来得到每个表
的状态信息。

关于使用gpstate工具监控缩容整体流程，请参考监控集群缩容状态。

查看缩容状态

在第一个表完成重新分布后，gpshrink.shrinakge_progress会计算其估计值并且
基于所有表的重新分布比率刷新它们。 每次用户用gpshrink开始一次表重新分
布会话时计算都会重新开始。 要监控进度，可以用psql或者另一种受支持的客
户端连接到MPP数据库，然后用下面这样的命令查
询gpshrink.shrinakge_progress：

=# SELECT * FROM gpshrink.shrinkage_progress;
             name             |         value
------------------------------+-----------------------
 Bytes Left                   | 5534842880
 Bytes Done                   | 142475264
 Estimated Expansion Rate     | 680.75667095996092 MB/s
 Estimated Time to Completion | 00:01:01.008047
 Tables shrinked              | 4
 Tables Left                  | 4
(6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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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表状态

表gpshrink.status_detail存储着方案中每一个表有关的状态、最近更新时间和更
多情况。 要查看一个表的状态，可以用psql或者另一种受支持的客户端连接到
MPP数据库，然后查询gpshrink.status_detail：

=> SELECT status, shrinkage_started, source_bytes FROM
gpshrink.status_detail WHERE fq_name = 'public.sales';
  status   |     shrinkage_started      | source_bytes
-----------+----------------------------+--------------
 COMPLETED | 2017-02-20 10:54:10.043869 |   4929748992
(1 row)

移除缩容方案

要在缩容MPP集群后进行清理，需要移除缩容节点数据和缩容Schema。

在缩容操作完成并且验证后，用户可以安全地移除缩容节点的数据和缩容
Schema。 为了在一个MPP系统上运行另一次缩容操作，首先要移除现有的缩
容Schema。

移除缩容方案

1. 以运行MPP数据库系统的用户身份登录Master(例如，gpadmin)。

2. 用-c选项运行gpshrink工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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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hrink -c

Note: 主要操作：清除缩容标记，更新节点元信息，删除缩容Schema等。另
外缩容节点已经脱离集群，可以选择清理或保留缩容节点。

Parent topic: 缩容MPP系统

监控MPP系统
可以用系统中包含的各种工具以及附加组件来监控一个MPP数据库系统。

观察MPP数据库系统日常的性能有助于管理员理解系统的行为、计划工作流以
及故障排查问题。 本章讨论用于监控数据库性能和活动的工具。

另外，记得回顾Recommended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Tasks中编写脚本
监控活动来快速检测系统中问题的有关内容。

Parent topic: 管理一个MPP系统

监控数据库活动和性能

MPP数据库包含一个可选的系统监控和管理数据库gpperfmon，管理员可以 选
择启用它。gpperfmon_install命令行工具创建gpperfmon 数据库并启用数据收集
代理来存储查询和系统矩阵信息到该数据库。管理员可以查询gpperfmon 数据库
中的矩阵信息。更多gpperfmon的信息，请见MPP Database Reference
Guide。

监控系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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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系统状态

作为一个MPP数据库管理员，必须监控系统的问题事件，例如一个Segment宕
机或者一台Segment主机磁盘 空间耗尽。下面的主题描述如何监控一个MPP数
据库系统的健康状况以及检查一个MPP数据库系统的 特定状态信息。

检查系统状态

检查磁盘空间使用

检查数据分布倾斜

查看数据库对象的元数据信息

查看会话内存使用信息

查看查询工作文件使用信息

检查系统状态

一个MPP数据库系统由横跨多台机器的多个PostgreSQL实例（Master和
Segment）构成。要监控一个 MPP数据库系统，需要了解整个系统的信息以及
个体实例的状态信息。gpstate 工具提供有关一个MPP数据库系统的状态信息。

查看Master和Segment的状态及配置

默认的gpstate行为是检查Segment实例并且显示可用和失效Segment的一个简
短状态。 例如，要快速查看MPP数据库系统的状态：

$ gpstate

要查看MPP数据库阵列配置更详细的信息，使用带有-s选项的gp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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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tate -s

查看镜像配置和状态

如果在使用镜像作为数据冗余，用户可能想要看看系统中的镜像Segment实例列
表、它们当前的同步状态以及 镜像和主Segment之间的映射。例如，要查看一
个系统中的镜像Segment和它们的状态：5

$ gpstate -m 

要查看主Segment到镜像Segment的映射：

$ gpstate -c

要查看后备Master镜像的状态：

$ gpstate -f

检查磁盘空间使用

一个数据库管理员最重要的监控任务是确保Master和Segment数据目录所在的文
件系统的使用率不会超过 70%的。完全占满的数据磁盘不会导致数据损坏，但
是可能会妨碍数据库的正常操作。如果磁盘占用得太满， 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服
务器关闭。

可以使用gp_toolkit管理模式中的gp_disk_free外部表 来检查Segment主机文件
系统中的剩余空闲空间（以KB为计量单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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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disk_free 
   ORDER BY dfsegment;

检查分布式数据库和表的大小

gp_toolkit管理模式包含几个可以用来判断MPP数据库的分布式数据库、 模式、
表或索引磁盘空间使用的视图。

用于检查数据库对象尺寸和磁盘空间的视图列表，请见MPP Database
Reference Guide.

查看一个数据库的磁盘空间使用情况

要查看一个数据库的总大小（以字节计），使用gp_toolkit管理模式中
的gp_size_of_database 视图。例如：

=>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size_of_database 
   ORDER BY sodddatname;

查看一个表的磁盘空间使用情况

gp_toolkit管理模式包含几个检查表大小的视图。表大小视图根据对象ID （而不
是名称）列出表。要根据一个表的名称检查其尺寸，必须在pg_class表中查找关
系名称 （relname）。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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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relname AS name, sotdsize AS size, sotdtoastsize 
   AS toast, sotdadditionalsize AS other 
   FROM gp_toolkit.gp_size_of_table_disk as sotd, pg_class 
   WHERE sotd.sotdoid=pg_class.oid ORDER BY relname;

可用的表大小视图的列表请见MPP Database Reference Guide.

查看索引的磁盘空间使用情况

gp_toolkit管理模式包含几个用于检查索引大小的视图。要查看一个表上所有索
引的总大小，使用 gp_size_of_all_table_indexes视图。要查看一个特定索引的
大小，使用gp_size_of_index视图。 该索引大小视图根据对象ID（而不是名
称）列出表和索引。要根据一个索引的名称查看其尺寸，必须在pg_class 表中
查找关系名称（relname）。例如：

=> SELECT soisize, relname as indexname
   FROM pg_class, gp_toolkit.gp_size_of_index
   WHERE pg_class.oid=gp_size_of_index.soioid 
   AND pg_class.relkind='i';

检查数据分布倾斜

MPP数据库中所有的表都是分布式的，意味着它们的数据被按规则划分到系统
中的所有Segment上。 不均匀分布的数据可能会削弱查询处理性能。一个表的
分布策略在表创建时被确定。有关选择表分布策略的信息， 请见下列主题：

查看一个表的分布键

查看数据分布

检查查询过程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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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_toolkit管理模式还包含一些用于检查表上数据分布倾斜的视图。有关如何检
查非均匀数据分布的信息， 请见MPP Database Reference Guide.

查看一个表的分布键

要查看一个表中被用作数据分布键的列，可以使用psql中的\d+ 元命令来检查表
的定义。例如：

=# \d+ sales
                Table "retail.sales"
 Column      |     Type     | Modifiers | Description
-------------+--------------+-----------+-------------
 sale_id     | integer      |           |
 amt         | float        |           |
 date        | date         |           |
Has OIDs: no
Distributed by: (sale_id)

当我们创建复制表时，MPP数据库会在每个Segment上都存储一份完整的表数
据。复制表没有分布键。 \d+元命令会展示分布表的分布键，复制表展示状态
为Distributed Replicated。

查看数据分布

要查看一个表中行的数据分布（每个Segment上的行数），可以运行一个这样的
查询：

=# SELECT gp_segment_id, count(*) 
   FROM table_name GROUP BY gp_segment_id;

如果所有的Segment都有大致相同的行数，一个表就可以被认为是分布均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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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在复制表上运行该查询会执行失败，因为MPP数据库不允许用户查询复制
表的gp_segment_id 系统列数据。由于每个Segment上都有一份完整的表数
据，复制表必然是均匀的。

检查查询过程倾斜

当一个查询被执行时，所有的Segment应该具有等量的负载来保证最好的性能。
如果发现了一个执行性能低下的查询， 可能需要使用EXPLAIN命令进行深入研
究。有关使用EXPLAIN命令和查询 分析的信息，请见查询分析.

如果表的数据分布策略与查询谓词没有很好地匹配，查询执行负载可能会倾斜。
要检查执行倾斜，可以运行一个这样 的查询：

=# SELECT gp_segment_id, count(*)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lumn='value' GROUP BY gp_segment_id;

这将显示对于给定的WHERE谓词，Segment会返回的行数。

如查看数据分布所说的, 该查询在复制表上运行时也会报错，因为在复制表上查
询的 gp_segment_id列不具有参考价值。

避免极度倾斜警告

当执行一个使用哈希连接操作的查询时，可能会收到下面的警告消息：

Extreme skew in the innerside of Hashjoin

当一个哈希连接操作符的输入倾斜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它不会阻碍查询成功
完成。可以按照这些步骤来避免计划 中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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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所有的事实表都被分析过。

2. 验证该查询用到的任何已填充临时表都被分析过。

3. 查看该查询的EXPLAIN ANALYZE计划，并且在其中查找以下信息：
如果有带多列过滤的扫描产生超过预估的行数，则
将gp_selectivity_damping_factor 服务器配置参数的值设置为当前值的2倍
以上并且重新测试该查询。
如果在连接一个相对较小（小于5000行）的单一事实表时发生倾斜，
将gp_segments_for_planner 服务器配置参数设置为1并且重新测试该查
询。

4. 检查应用于该查询的过滤属性是否匹配基表的分布键。如果过滤属性和分布
键相同，考虑用不同的 分布键重新分布一些基表。

5. 检查连接键的基数。如果基数较低，尝试用不同的连接列或者表上额外的过
滤属性来重写该查询以降低行数。 这些更改可能会改变查询的语义。

查看数据库对象的元数据信息

MPP数据库在其系统目录中跟踪各种有关存储在数据库中对象（例如表、视
图、索引等等）和 全局对象（例如角色和表空间）的元数据信息。

查看最后一个执行的操作

可以使用系统视图pg_stat_operations和 pg_stat_partition_operations 查看在一
个对象（例如一个表）上执行的动作。例如，要查看在一个表上执行的动作，比
如它何时被创建以及它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被清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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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schemaname as schema, objname as table, 
   usename as role, actionname as action, 
   subtype as type, statime as time 
   FROM pg_stat_operations 
   WHERE objname='cust';
 schema | table | role | action  | type  | time
--------+-------+------+---------+-------+--------------------------
  sales | cust  | main | CREATE  | TABLE | 2016-02-09 18:10:07.867977-08
  sales | cust  | main | VACUUM  |       | 2016-02-10 13:32:39.068219-08
  sales | cust  | main | ANALYZE |       | 2016-02-25 16:07:01.157168-08
(3 rows)

查看一个对象的定义

要查看一个对象（例如表或者视图）的定义，在psql中可以使用\d+元命令。 例
如，要查看一个表的定义：

=> \d+ mytable

查看会话内存使用信息

可以创建并且使用session_level_memory_consumption视图来查看正在MPP数
据库上运行查询的会话的 当前内存利用信息。该视图包含会话信息以及该会话
连接到的数据库、该会话当前运行的查询和会话处理所消耗的内存等信息。

创建session_level_memory_consumption视图

session_level_memory_consumption视图

创建session_level_memory_consumption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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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MPP数据库中创建session_level_memory_consumption视图， 为每一个数
据库运行一次扩展创建语句CREATE EXTENSION gp_internal_tools;。 例如，
要在数据库testdb中安装该视图，可使用这个命令：

$ psql -d testdb -c "CREATE EXTENSION gp_internal_tools;"

session_level_memory_consumption视图

session_level_memory_consumption视图提供有关正在运行SQL查询的会话的
内存消耗以及闲置时间的信息。

当基于资源队列的资源管理方式启用时，在该视图中，列is_runaway表示是否
MPP数据库认为 该会话是一个失控会话，这种判断基于该会话的查询的vmem
内存消耗来做出。在资源队列管理模式下，当查询消耗过多内存时， MPP数据
库认为该会话处于失控状态。MPP数据库的服务器配置参
数runaway_detector_activation_percent 控制MPP数据库什么时候会认为一个
会话是失控会话。

在该视图中，当基于组的资源管理方式启用时，列is_runaway,
runaway_vmem_mb,和 runaway_command_cnt功能失效。

Table 1. session_level_memory_consumption

列列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datname name  该会话连接到的数据库
名。

sess_id integer  会话ID。

usename name  会话用户的用户名。

current_query text  该会话正在运行的当前
SQL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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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id integer  Segment ID。

vmem_mb integer  该会话的总vmem内存
使用，以MB计。

is_runaway boolean  会话被标记为在Segme
nt上失控。

qe_count integer  该会话的查询处理数量
。

active_qe_count integer  该会话的活动查询处理
数量。

dirty_qe_count integer  还没有释放其内存的查
询处理的数量。

对于没有运行的会话该
值为-1。

runaway_vmem_mb integer  当会话被标记为失控会
话时消耗的vmem内存
量。

runaway_command
_cnt

integer  当会话被标记为失控会
话时的命令计数。

idle_start timestamptz  这个会话中上一次一个
查询处理变成空闲的时
间。

列列 类型类型 引用引用 描述描述

查看查询工作文件使用信息

MPP数据库管理方案gp_toolkit包含显示MPP数据库工作文件信息的视图。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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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足够的内存让查询完全在内存中执行，MPP数据库会在磁盘上创建工作文
件。这些 信息可以用来故障排查和查询调优。这些视图中的信息也可以被用来
为MPP数据库配置参数
gp_workfile_limit_per_query和gp_workfile_limit_per_segment 指定值。

在模式gp_toolkit中有下面这些视图：

gp_workfile_entries视图为当前在Segment上创建了工作文件的每个 操作符
都包含一行。

gp_workfile_usage_per_query视图为当前在Segment上创建了工作 文件的每
个查询都包含一行。

gp_workfile_usage_per_segment视图为每个Segment都包含一行。 每一行
显示了当前在该Segment上用于工作文件的总磁盘空间。

有关使用gp_toolkit的信息请见使用gp_toolkit。

查看数据库服务器日志文件

MPP数据库中的每一个数据库实例（Master和Segment）都运行着一个有着自
己的服务器日志文件的 PostgreSQL数据库服务器。日常的日志文件被创建在
Master和每个Segment的数据目录中的 pg_log目录下。

日志文件格式

服务器日志文件被写成一种逗号分隔值（CSV）格式。一些日志项并不会所有
的域都有值。例如，只有与一个查询 工作者进程相关的日志项才会
有slice_id值。可以用查询的会话标识符（gp_session_id） 和命令标识符
（gp_command_count）来确定一个特定查询的相关日志项。

下列域会被写入到日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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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PP数据库服务器日志格式

# 域名称域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1 event_time timestamp wi
th time zone

该日志项被写入到日志中的时间

2 user_name varchar(100) 数据库用户名

3 database_na
me

varchar(100) 数据库名

4 process_id varchar(10) 系统进程ID（以"p"为前缀）

5 thread_id varchar(50) 线程号（以"th"为前缀）

6 remote_host varchar(100) 在Master上，是客户端机器的主机名/地
址。在Segment上，是Master的主机名/
地址。

7 remote_port varchar(10) Segment或者Master的端口号

8 session_start
_time

timestamp wi
th time zone

会话连接被打开的时间

9 transaction_i
d

int Master上的顶层事务ID。这个ID是任何
子事务的父亲。

10 gp_session_i
d

text 会话标识符号（以"con"为前缀）

11 gp_comman
d_count

text 会话中的命令号（以"cmd"为前缀）

12 gp_segment text Segment内容标识符（主Segment以"se
g"为前缀，镜像Segment以"mir"为前缀
）。Master的内容ID总是为-1。

13 slice_id text 切片ID（被执行的查询计划的一部分）

14 distr_tranx_id text 分布式事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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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ocal_tranx_i
d

text 本地事务ID

16 sub_tranx_id text 子事务ID

17 event_severit
y

varchar(10) 值包括：LOG、ERROR、FATAL、PA
NIC、DEBUG1、DEBUG2

18 sql_state_co
de

varchar(10) 与日志消息相关的SQL状态代码

19 event_messa
ge

text 日志或者错误消息文本

20 event_detail text 与一个错误或者警告消息相关的详细消
息文本

21 event_hint text 与一个错误或者警告消息相关的提示消
息文本

22 internal_quer
y

text 内部生成的查询文本

23 internal_quer
y_pos

int 内部生成的查询文本的指针式索引

24 event_contex
t

text 这个消息产生的上下文

25 debug_query
_string

text 完整的用户提供的查询字符串，用于调
试。内部使用可能会修改这个字符串。

26 error_cursor_
pos

int 该查询字符串中的指针式索引

27 func_name text 这个消息产生的函数

28 file_name text 产生该消息的内部代码文件

29 file_line int 产生该消息的内部代码文件的行号

# 域名称域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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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stack_trace text 与这个消息相关的堆栈跟踪

# 域名称域名称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描述描述

搜索MPP服务器日志文件

MPP数据库提供一个名为gplogfilter的工具，它可以在一个MPP数据库 日志文件
中搜索匹配指定条件的项。默认情况下，这个工具在默认日志位置搜索MPP数
据库的Master日志。 例如，要显示Master日志文件的最后三行：

$ gplogfilter -n 3

要同时搜索所有Segment的日志文件，可以通过gpssh工具来运行gplogfilter。
例如，要显示每个Segment日志文件的最后三行：

$ gpssh -f seg_host_file

=> source /usr/local/mpp-db/mpp_path.sh
=> gplogfilter -n 3 /gpdata/gp*/pg_log/gpdb*.log

使用gp_toolkit

使用MPP数据库的管理方案gp_toolkit来查询系统目录、日志文件和操作系统环
境以得到系统状态信息。 gp_toolkit方案包含一些可以用SQL命令访问的视
图。gp_toolkit方案对所有数据库用户都可以访问。一些对象 要求超级用户权
限。用与下面类似的命令把gp_toolkit方案增加到用户的方案搜索路径中：

=> ALTER ROLE myrole SET search_path TO myschema,gp_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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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可用的管理方案视图及其用法的描述，请见 MPP Database Reference
Guide.

SQL标准错误代码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所有定义好的错误代码。有些没有被用到，但是在SQL标准中
有定义。其中也显示了错误分类。 对于每一种错误分类都有一个标准错误代
码，它的最后三个字符为000。这种代码只用于落入该分类却没有更详细 代码的
错误情况。

每种错误代码的PL/pgSQL情况名称与该表中显示的短语相同，但是把空格替换
成下划线。例如，代码22012 （DIVISION BY ZERO）的情况名称是
DIVISION_BY_ZERO。情况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Note: 与error截然不同，PL/pgSQL不识别warning、condition
names，warning、error和 condition names的分类分别为00、01和02。

Table 3. SQL代码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Class 00 — Successful Completion

00000 SUCCESSFUL COMPLETI
ON

successful_completion

Class 01 — Warning

01000 WARNING warning

0100C DYNAMIC RESULT SETS 
RETURNED

dynamic_result_sets_returned

01008 IMPLICIT ZERO BIT PADDI
NG

implicit_zero_bit_pa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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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3 NULL VALUE ELIMINATED 
IN SET FUNCTION

null_value_eliminated_in_set_func
tion

01007 PRIVILEGE NOT GRANTE
D

privilege_not_granted

01006 PRIVILEGE NOT REVOKE
D

privilege_not_revoked

01004 STRING DATA RIGHT TRU
NCATION

string_data_right_truncation

01P01 DEPRECATED FEATURE deprecated_feature

Class 02 — No Data (this is also a warning class per the SQL standard)

02000 NO DATA no_data

02001 NO ADDITIONAL DYNAMIC
RESULT SETS RETURNE
D

no_additional_dynamic_result_set
s_returned

Class 03 — SQL Statement Not Yet Complete

03000 SQL STATEMENT NOT YE
T COMPLETE

sql_statement_not_yet_complete

Class 08 — Connection Exception

08000 CONNECTION EXCEPTIO
N

connection_exception

08003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connection_does_not_exist

08006 CONNECTION FAILURE connection_failure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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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 SQLCLIENT UNABLE TO E
STABLISH SQLCONNECTI
ON

sqlclient_unable_to_establish_sql
connection

08004 SQLSERVER REJECTED 
ESTABLISHMENT OF SQL
CONNECTION

sqlserver_rejected_establishment_
of_sqlconnection

08007 TRANSACTION RESOLUTI
ON UNKNOWN

transaction_resolution_unknown

08P01 PROTOCOL VIOLATION protocol_violation

Class 09 — Triggered Action Exception

09000 TRIGGERED ACTION EXC
EPTION

triggered_action_exception

Class 0A — Feature Not Supported

0A000 FEATURE NOT SUPPORT
ED

feature_not_supported

Class 0B — Invalid Transaction Initiation

0B000 INVALID TRANSACTION IN
ITIATION

invalid_transaction_initiation

Class 0F — Locator Exception

0F000 LOCATOR EXCEPTION locator_exception

0F001 INVALID LOCATOR SPECI
FICATION

invalid_locator_specification

Class 0L — Invalid Grantor

0L000 INVALID GRANTOR invalid_grantor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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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LP01 INVALID GRANT OPERATI
ON

invalid_grant_operation

Class 0P — Invalid Role Specification

0P000 INVALID ROLE SPECIFICA
TION

invalid_role_specification

Class 21 — Cardinality Violation

21000 CARDINALITY VIOLATION cardinality_violation

Class 22 — Data Exception

22000 DATA EXCEPTION data_exception

2202E ARRAY SUBSCRIPT ERR
OR

array_subscript_error

22021 CHARACTER NOT IN REP
ERTOIRE

character_not_in_repertoire

22008 DATETIME FIELD OVERFL
OW

datetime_field_overflow

22012 DIVISION BY ZERO division_by_zero

22005 ERROR IN ASSIGNMENT error_in_assignment

2200B ESCAPE CHARACTER CO
NFLICT

escape_character_conflict

22022 INDICATOR OVERFLOW indicator_overflow

22015 INTERVAL FIELD OVERFL
OW

interval_field_overflow

2201E INVALID ARGUMENT FOR 
LOGARITHM

invalid_argument_for_logarithm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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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F INVALID ARGUMENT FOR 
POWER FUNCTION

invalid_argument_for_power_funct
ion

2201G INVALID ARGUMENT FOR 
WIDTH BUCKET FUNCTIO
N

invalid_argument_for_width_bucke
t_function

22018 INVALID CHARACTER VAL
UE FOR CAST

invalid_character_value_for_cast

22007 INVALID DATETIME FORM
AT

invalid_datetime_format

22019 INVALID ESCAPE CHARA
CTER

invalid_escape_character

2200D INVALID ESCAPE OCTET invalid_escape_octet

22025 INVALID ESCAPE SEQUE
NCE

invalid_escape_sequence

22P06 NONSTANDARD USE OF 
ESCAPE CHARACTER

nonstandard_use_of_escape_char
acter

22010 INVALID INDICATOR PARA
METER VALUE

invalid_indicator_parameter_value

22020 INVALID LIMIT VALUE invalid_limit_value

22023 INVALID PARAMETER VAL
UE

invalid_parameter_value

2201B INVALID REGULAR EXPR
ESSION

invalid_regular_expression

22009 INVALID TIME ZONE DISPL
ACEMENT VALUE

invalid_time_zone_displacement_
value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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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C INVALID USE OF ESCAPE 
CHARACTER

invalid_use_of_escape_character

2200G MOST SPECIFIC TYPE MIS
MATCH

most_specific_type_mismatch

22004 NULL VALUE NOT ALLOW
ED

null_value_not_allowed

22002 NULL VALUE NO INDICAT
OR PARAMETER

null_value_no_indicator_paramete
r

22003 NUMERIC VALUE OUT OF 
RANGE

numeric_value_out_of_range

22026 STRING DATA LENGTH MI
SMATCH

string_data_length_mismatch

22001 STRING DATA RIGHT TRU
NCATION

string_data_right_truncation

22011 SUBSTRING ERROR substring_error

22027 TRIM ERROR trim_error

22024 UNTERMINATED C STRIN
G

unterminated_c_string

2200F ZERO LENGTH CHARACT
ER STRING

zero_length_character_string

22P01 FLOATING POINT EXCEPT
ION

floating_point_exception

22P02 INVALID TEXT REPRESEN
TATION

invalid_text_representation

22P03 INVALID BINARY REPRES
ENTATION

invalid_binary_representation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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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P04 BAD COPY FILE FORMAT bad_copy_file_format

22P05 UNTRANSLATABLE CHAR
ACTER

untranslatable_character

Class 23 — Integrity Constraint Violation

23000 INTEGRITY CONSTRAINT 
VIOLATION

integrity_constraint_violation

23001 RESTRICT VIOLATION restrict_violation

23502 NOT NULL VIOLATION not_null_violation

23503 FOREIGN KEY VIOLATION foreign_key_violation

23505 UNIQUE VIOLATION unique_violation

23514 CHECK VIOLATION check_violation

Class 24 — Invalid Cursor State

24000 INVALID CURSOR STATE invalid_cursor_state

Class 25 — Invalid Transaction State

25000 INVALID TRANSACTION S
TATE

invalid_transaction_state

25001 ACTIVE SQL TRANSACTIO
N

active_sql_transaction

25002 BRANCH TRANSACTION 
ALREADY ACTIVE

branch_transaction_already_active

25008 HELD CURSOR REQUIRE
S SAME ISOLATION LEVEL

held_cursor_requires_same_isolat
ion_level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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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3 INAPPROPRIATE ACCESS
MODE FOR BRANCH TRA
NSACTION

inappropriate_access_mode_for_b
ranch_transaction

25004 INAPPROPRIATE ISOLATI
ON LEVEL FOR BRANCH T
RANSACTION

inappropriate_isolation_level_for_
branch_transaction

25005 NO ACTIVE SQL TRANSA
CTION FOR BRANCH TRA
NSACTION

no_active_sql_transaction_for_bra
nch_transaction

25006 READ ONLY SQL TRANSA
CTION

read_only_sql_transaction

25007 SCHEMA AND DATA STAT
EMENT MIXING NOT SUPP
ORTED

schema_and_data_statement_mixi
ng_not_supported

25P01 NO ACTIVE SQL TRANSA
CTION

no_active_sql_transaction

25P02 IN FAILED SQL TRANSAC
TION

in_failed_sql_transaction

Class 26 — Invalid SQL Statement Name

26000 INVALID SQL STATEMENT
NAME

invalid_sql_statement_name

Class 27 — Triggered Data Change Violation

27000 TRIGGERED DATA CHAN
GE VIOLATION

triggered_data_change_violation

Class 28 — Invalid Authorization Specification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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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 INVALID AUTHORIZATION 
SPECIFICATION

invalid_authorization_specification

Class 2B — Dependent Privilege Descriptors Still Exist

2B000 DEPENDENT PRIVILEGE 
DESCRIPTORS STILL EXI
ST

dependent_privilege_descriptors_
still_exist

2BP01 DEPENDENT OBJECTS S
TILL EXIST

dependent_objects_still_exist

Class 2D — Invalid Transaction Termination

2D000 INVALID TRANSACTION T
ERMINATION

invalid_transaction_termination

Class 2F — SQL Routine Exception

2F000 SQL ROUTINE EXCEPTIO
N

sql_routine_exception

2F005 FUNCTION EXECUTED N
O RETURN STATEMENT

function_executed_no_return_stat
ement

2F002 MODIFYING SQL DATA NO
T PERMITTED

modifying_sql_data_not_permitted

2F003 PROHIBITED SQL STATEM
ENT ATTEMPTED

prohibited_sql_statement_attempte
d

2F004 READING SQL DATA NOT 
PERMITTED

reading_sql_data_not_permitted

Class 34 — Invalid Cursor Name

34000 INVALID CURSOR NAME invalid_cursor_name

Class 38 — External Routine Exception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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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0 EXTERNAL ROUTINE EXC
EPTION

external_routine_exception

38001 CONTAINING SQL NOT PE
RMITTED

containing_sql_not_permitted

38002 MODIFYING SQL DATA NO
T PERMITTED

modifying_sql_data_not_permitted

38003 PROHIBITED SQL STATEM
ENT ATTEMPTED

prohibited_sql_statement_attempte
d

38004 READING SQL DATA NOT 
PERMITTED

reading_sql_data_not_permitted

Class 39 — External Routine Invocation Exception

39000 EXTERNAL ROUTINE INV
OCATION EXCEPTION

external_routine_invocation_excep
tion

39001 INVALID SQLSTATE RETU
RNED

invalid_sqlstate_returned

39004 NULL VALUE NOT ALLOW
ED

null_value_not_allowed

39P01 TRIGGER PROTOCOL VIO
LATED

trigger_protocol_violated

39P02 SRF PROTOCOL VIOLATE
D

srf_protocol_violated

Class 3B — Savepoint Exception

3B000 SAVEPOINT EXCEPTION savepoint_exception

3B001 INVALID SAVEPOINT SPE
CIFICATION

invalid_savepoint_specification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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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3D — Invalid Catalog Name

3D000 INVALID CATALOG NAME invalid_catalog_name

Class 3F — Invalid Schema Name

3F000 INVALID SCHEMA NAME invalid_schema_name

Class 40 — Transaction Rollback

40000 TRANSACTION ROLLBAC
K

transaction_rollback

40002 TRANSACTION INTEGRIT
Y CONSTRAINT VIOLATIO
N

transaction_integrity_constraint_vi
olation

40001 SERIALIZATION FAILURE serialization_failure

40003 STATEMENT COMPLETIO
N UNKNOWN

statement_completion_unknown

40P01 DEADLOCK DETECTED deadlock_detected

Class 42 — Syntax Error or Access Rule Violation

42000 SYNTAX ERROR OR ACC
ESS RULE VIOLATION

syntax_error_or_access_rule_viola
tion

42601 SYNTAX ERROR syntax_error

42501 INSUFFICIENT PRIVILEGE insufficient_privilege

42846 CANNOT COERCE cannot_coerce

42803 GROUPING ERROR grouping_error

42830 INVALID FOREIGN KEY invalid_foreign_key

42602 INVALID NAME invalid_name

42622 NAME TOO LONG name_too_long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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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39 RESERVED NAME reserved_name

42804 DATATYPE MISMATCH datatype_mismatch

42P18 INDETERMINATE DATATY
PE

indeterminate_datatype

42809 WRONG OBJECT TYPE wrong_object_type

42703 UNDEFINED COLUMN undefined_column

42883 UNDEFINED FUNCTION undefined_function

42P01 UNDEFINED TABLE undefined_table

42P02 UNDEFINED PARAMETER undefined_parameter

42704 UNDEFINED OBJECT undefined_object

42701 DUPLICATE COLUMN duplicate_column

42P03 DUPLICATE CURSOR duplicate_cursor

42P04 DUPLICATE DATABASE duplicate_database

42723 DUPLICATE FUNCTION duplicate_function

42P05 DUPLICATE PREPARED S
TATEMENT

duplicate_prepared_statement

42P06 DUPLICATE SCHEMA duplicate_schema

42P07 DUPLICATE TABLE duplicate_table

42712 DUPLICATE ALIAS duplicate_alias

42710 DUPLICATE OBJECT duplicate_object

42702 AMBIGUOUS COLUMN ambiguous_column

42725 AMBIGUOUS FUNCTION ambiguous_function

42P08 AMBIGUOUS PARAMETER ambiguous_parameter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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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P09 AMBIGUOUS ALIAS ambiguous_alias

42P10 INVALID COLUMN REFER
ENCE

invalid_column_reference

42611 INVALID COLUMN DEFINIT
ION

invalid_column_definition

42P11 INVALID CURSOR DEFINIT
ION

invalid_cursor_definition

42P12 INVALID DATABASE DEFI
NITION

invalid_database_definition

42P13 INVALID FUNCTION DEFIN
ITION

invalid_function_definition

42P14 INVALID PREPARED STAT
EMENT DEFINITION

invalid_prepared_statement_defini
tion

42P15 INVALID SCHEMA DEFINIT
ION

invalid_schema_definition

42P16 INVALID TABLE DEFINITIO
N

invalid_table_definition

42P17 INVALID OBJECT DEFINITI
ON

invalid_object_definition

Class 44 — WITH CHECK OPTION Violation

44000 WITH CHECK OPTION VIO
LATION

with_check_option_violation

Class 53 — Insufficient Resources

53000 INSUFFICIENT RESOURC
ES

insufficient_resources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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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0 DISK FULL disk_full

53200 OUT OF MEMORY out_of_memory

53300 TOO MANY CONNECTION
S

too_many_connections

Class 54 — Program Limit Exceeded

54000 PROGRAM LIMIT EXCEED
ED

program_limit_exceeded

54001 STATEMENT TOO COMPL
EX

statement_too_complex

54011 TOO MANY COLUMNS too_many_columns

54023 TOO MANY ARGUMENTS too_many_arguments

Class 55 — Object Not In Prerequisite State

55000 OBJECT NOT IN PREREQ
UISITE STATE

object_not_in_prerequisite_state

55006 OBJECT IN USE object_in_use

55P02 CANT CHANGE RUNTIME 
PARAM

cant_change_runtime_param

55P03 LOCK NOT AVAILABLE lock_not_available

Class 57 — Operator Intervention

57000 OPERATOR INTERVENTIO
N

operator_intervention

57014 QUERY CANCELED query_canceled

57P01 ADMIN SHUTDOWN admin_shutdown

57P02 CRASH SHUTDOWN crash_shutdown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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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P03 CANNOT CONNECT NOW cannot_connect_now

Class 58 — System Error (errors external to MPP Database )

58030 IO ERROR io_error

58P01 UNDEFINED FILE undefined_file

58P02 DUPLICATE FILE duplicate_file

Class F0 — Configuration File Error

F0000 CONFIG FILE ERROR config_file_error

F0001 LOCK FILE EXISTS lock_file_exists

Class P0 — PL/pgSQL Error

P0000 PLPGSQL ERROR plpgsql_error

P0001 RAISE EXCEPTION raise_exception

P0002 NO DATA FOUND no_data_found

P0003 TOO MANY ROWS too_many_rows

Class XX — Internal Error

XX000 INTERNAL ERROR internal_error

XX001 DATA CORRUPTED data_corrupted

XX002 INDEX CORRUPTED index_corrupted

错误代错误代
码码

含义含义 常量常量

日常系统维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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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系统维护任务
要保持一个MPP数据库系统高效运行，必须对数据库定期清理过期数据并且更
新表统计信息， 这样查询优化器才能有准确的信息。

MPP数据库要求定期执行特定的任务来达到最优性能。这里讨论的任务都是必
须的，但数据库管理员可以使用 标准的UNIX工具（如cron脚本）来自动化这些
任务。管理员建立适当的脚本并且检查它们是否 成功执行。关于用来保持MPP
系统最优化运行的额外建议维护活动，请见Recommended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Tasks。

Parent topic: 管理一个MPP系统

例行清理和分析

MPP数据库中使用的MVCC事务并发模型的设计意味着被删除或者被更新的数
据行仍在磁盘上占据物理空间， 即便它们已经对新事务不可见。如果数据库进
行了很多更新和删除，会有很多过期行存在并且它们所使用的空间必须使用
VACUUM命令来回收。VACUUM命令还会收集表级的统计信息，例如行数和
页面数，因此即便无需从被更新或者被删除行回收空间，也还是有必要去清理追
加优化表。

清理一个追加优化表遵循一种和清理堆表不同的处理逻辑。在每一个Segment
上，会创建一个新的Segment文件并且 把可见行从当前Segment复制到该文件
中。当Segment文件被拷贝完时，将会安排删除原始的Segment文件并且让新
的Segment文件变得可用。这要求足够的可用磁盘空间用于拷贝可见行，直到原
始的Segment文件被删除为止。

如果一个Segment文件中隐藏行和所有行的比率低于一个阈值（默认是10），
该Segment文件不会被紧缩。 该阈值可以通
过gp_appendonly_compaction_threshold服务器配置参数配置。VACUUM
FULL 忽略gp_appendonly_compaction_threshold的值并且不管该比率为多少
都会重写Segment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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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gp_toolkit模式中的__gp_aovisimap_compaction_info()函数来查看 追
加优化表上的VACUUM操作的效果。

有关__gp_aovisimap_compaction_info()函数的信息请见MPP Database
Reference Guide “检查追加优化表”部分

可以使用gp_appendonly_compaction服务器配置参数为追加优化表禁用
VACUUM操作。

有关清理数据库的细节请见清理数据库。

有关gp_appendonly_compaction_threshold服务器配置参数和VACUUM 命令的
信息请见MPP Database Reference Guide。

事务ID管理

MPP的MVCC事务机制依赖于比较事务ID（XID）号来判断当前数据对于其他事
务的可见性。 事务ID号使用一种模2 的算法来比较，因此一个运行了超过二十
亿事务的 MPP系统可能会遇到事务ID回卷，即过去的事务变成了未来的事务。
这意味着过去的事务的 输出变得不可见。因此，每过二十亿个事务就有必
要VACUUM每个数据库中的 每个表至少一次。

MPP数据库只对涉及DDL或者DML操作的事务分配XID值，通常也只有这些事
务需要XID。

Important: MPP数据库会监控事务ID。如果没有定期清理数据库，MPP 数据库
将产生警告和错误。

当事务ID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变得不再可用并且事务ID回卷还没有发生时，MPP
数据库会发出 下面的警告：

WARNING: database "database_name" must be vacuumed within
number_of_transactions transactions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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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警告被发出时，需要一次VACUUM操作。如果没有执行VACUUM 操
作，当MPP数据库在事务ID回卷发生前达到一个限制，它会停止创建新的事
务。在停止创建 事务以避免可能的数据丢失时，MPP数据库会发出这个错误：

FATAL: database is not accepting commands to avoid 
wraparound data loss in database "database_name"

MPP数据库配置参数xid_warn_limit控制何时显示该警告。参数 xid_stop_limit控
制何时MPP数据库停止创建事务。

从一次事务ID限制错误中恢复

当MPP数据库由于不频繁的VACUUM维护而达到 xid_stop_limit事务ID限制时，
它会变得没有响应。为了从这种情况中 恢复过来，作为数据库管理员执行下面
的步骤：

1. 关闭MPP数据库。

2. 临时将xid_stop_limit降低10,000,000。

3. 启动MPP数据库。

4. 在所有受影响的数据库上运行VACUUM FREEZE。

5. 将xid_stop_limit重置为原来的值。

6. 重启MPP数据库。

有关这些配置参数的信息请见MPP Database Reference Guide。

有关事务ID回卷的信息请见PostgreSQL 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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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目录维护

多次使用CREATE和DROP命令的数据库更新会增长系统目录尺寸并且 影响系
统性能。例如，运行很多次DROP TABLE语句会降低总体系统性能，因为在目
录表上 的元数据查询期间会需要更多扫描时间。性能损失会在数千次或者数万
次DROP TABLE语句 之间发生，具体时间取决于系统。

应该定期维护系统目录来回收已删除对象所占据的空间。如果长时间没有运行这
种定期回收操作，那可能需要运行 一个更彻底的回收操作来清理系统目录。这
个主题会描述这两种方式。

常规系统目录维护

推荐周期性地在系统目录上运行REINDEX和VACUUM来清理系统索引和 表中
已删除对象所占用的空间。如果常规的数据库操作包括很多DROP语句，那么每
天在非峰值 时间用VACUUM命令运行一次系统目录维护是安全且适当的。用户
可以在系统可用时执行这种操作。

下面是MPP数据库系统目录维护步骤。
1. 在系统表上执行REINDEX命令以重建系统表索引。该操作移除索引膨胀并提
高VACUUM 性能。
Note: 当在系统表上执行REINDEX操作时，表上会产生锁，此时可能会对当
前正在运行的 查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建议在系统负载较低时执
行REINDEX操作，以避免对正在运行的 业务操作产生较大的干扰。

2. 在系统表上执行VACUUM操作。

3. 在系统表上执行ANALYZE操作，用以更新统计信息。

下面的示例脚本在一个MPP数据库系统目录上执行一次REINDEX、VACUUM
以及ANALYZE操作： 将脚本中的<database-name>替换为真实数据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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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bash
DBNAME="<database-name>"
SYSTABLES="' pg_catalog.' || relname || ';' FROM pg_class a, pg_namespace b 
WHERE a.relnamespace=b.oid AND b.nspname='pg_catalog' AND a.relkind='r'"

reindexdb --system -d $DBNAME
psql -tc "SELECT 'VACUUM' || $SYSTABLES" $DBNAME | psql -a $DBNAME
analyzedb -s pg_catalog -d $DBNAME

Note: 如果在系统维护时间内已经开始了正常的系统目录维护操作，但是由于时
间原因想要停止某一维护进程， 此时可以运行MPP数据库函
数pg_cancel_backend(<PID>) 以安全停止该MPP数据库进程。

深度系统目录维护

如果很长时间都没有执行一次系统目录维护操作，该目录可能因为废弃空间而膨
胀。这会导致简单的元数据 操作都会等待很长时间。在psql中用\d命令列出用户
表需要超过 两秒的等待，就是目录膨胀的一种征兆。

如果发现系统目录膨胀的征兆，就必须在计划好的停机时段用VACUUM
FULL执行一次 深度系统目录维护操作。在这一时段中，停止系统上的所有目录
活动，这种VACUUM FULL 系统目录维护过程会对系统目录加排他锁。

运行定期系统目录维护操作可以防止对这种更高开销操作的需求。

以下是深度系统目录维护操作的步骤。
1. 停止MPP数据库系统上的所有活动元数据操作。

2. 在系统表上执行REINDEX操作以重建系统表索引。该操作移除索引上的膨胀
并提高 VACUUM操作性能。

3. 在系统表上执行VACUUM FULL命令，具体查看下面的注释。

4. 在系统表上执行ANALYZE命令以更新系统表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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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通常来说，表pg_attribute是最大的系统表。如果pg_attribute 表膨胀的特
别厉害，该表上的VACUUM FULL操作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且可能需要分开
执行。 以下两种情况的出现预示着pg_attribute表膨胀很厉害并且需要长时间
的VACUUM FULL 操作：

pg_attribute表包含大量记录。

gp_toolkit.gp_bloat_diag视图中的信息显示pg_attribute的状态为significant
amount of bloat

为查询优化进行清理和分析

MPP数据库使用一种基于代价的查询优化器，它依赖于数据库的统计信息。准
确的统计信息帮助查询优化器 更好的评估选择度以及一个查询操作检索的行
数。这些评估会帮助它选择最有效的查询计划。ANALYZE 命令会为查询优化器
收集列级的统计信息。

可以在同一个命令中同时执行VACUUM和ANALYZE操作。例如：

=# VACUUM ANALYZE mytable;

当在一个显著膨胀的表（显著膨胀的表磁盘空间被已删除或者已废弃行占据）上
运行VACUUM ANALYZE 命令时，该命令可能会产生不正确的统计信息。对于
大型的表，ANALYZE命令会从行的一个随机 采样中计算统计信息。它会通过计
算采样中每页的平均行数与表中实际页数的成绩来估算表中的总行数。如果采样
包含 很多空页，估计出的行计数可能会不准确。

对于一个表，可以在gp_toolkit视图gp_bloat_diag中查看有关未使用磁盘空间
（被已删除或者 已废弃行占据的空间）量的信息。如果一个表的bdidiag列包含
值 significant amount of bloat suspected，那么相当多的表磁盘空间由未使用空
间组成。 在一个表被清理后，相关项会被加入到gp_bloat_diag视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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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表中移除未使用的磁盘空间，可以在该表上运行命令VACUUM FULL。由
于对表锁的需求， VACUUM FULL可能无法在非维护时段运行。

作为一种临时的变通方案，可以运行ANALYZE来计算列统计信息，然后在该表
上运行 VACUUM来生成准确的行计数。这个例子在cust_info表上先运
行ANALYZE， 然后运行VACUUM。

ANALYZE cust_info;
VACUUM cust_info;

Important: 如果想要在启用了GPORCA（默认启用）的情况下对分区表执行查
询， 必须用ANALYZE命令在分区表根分区上收集统计信息。有关GPORCA的
信息，请见GPORCA概述。
Note: 可以使用MPP数据库工具analyzedb来更新表统计信息。表可以被并行地
分析。 对于追加优化表，只有统计信息不是当前值时，analyzedb才会更新统计
信息。有关analyzedb 工具的信息，请见analyzedb。

常规的索引重建

对于B-树索引，一个刚刚构建的索引访问起来比一个已经更新过很多次的索引要
快一点，因为在新构建的索引中逻辑 上相邻的页面在物理上也相邻。定期地重
建旧的索引可以提升访问速度。如果一个页面上除了索引以外的数据都被删除，
那么索引页上对应的也会产生浪费的空间。重建索引操作会回收这些被浪费的空
间。在MPP数据库中，删除索引 (DROP INDEX)再重建 (CREATE INDEX)通常
比直接使用REINDEX 命令要快。

对于有索引的表列，批量更新或者插入之类的一些操作可能会执行得更慢，因为
需要更新索引。为了提高带有索引 的表上的批量操作性能，可以先删除掉索
引，然后执行批量操作，最后再重建索引。

管理MPP数据库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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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MPP数据库日志文件
数据库服务器日志文件

管理工具日志文件

数据库服务器日志文件

MPP数据库的日志输出常常会体量很大，尤其是在调试级别时，用户不需要无
限期保存它。管理员可以应该 定期清理日志文件。

MPP数据库在Master和所有的Segment实例上都启用了日志文件轮转。 日志文
件被创建在Master以及每个Segment的数据目录中的pg_log子目录下，这些文
件使用 命名规则：gpdb-YYYY-MM-DD_hhmmss.csv。数据库管理员需要 编写
脚本或程序定期清理Master以及每个Segment日志目录pg_log下的旧文件。

日志轮转可以被当前日志文件的大小或当前日志文件的年龄触
发。log_rotation_size 配置参数设置触发日志轮转的单个日志文件大小。当日志
文件大小等于或大于特定的大小时，该文件会停止写入， 系统重新创建一个新
的日志文件。log_rotation_size的值的单位为KB。默认为1048576， 即1GB。
如果log_rotation_size设置为0，表示基于文件大小的日志轮转被禁用。

log_rotation_age配置参数定义了出发日志轮转的日志文件年龄。当文件自创建
时开始到达 特定长度的时间时，该文件停止写入，系统重新创建一个新的日志
文件。默认的log_rotation_age 时间为1d，即当前日志文件创建24小时之后。如
果log_rotation_age设置为0，表示基于时间 的轮转被禁用。

更多查看数据库日志文件的信息，请见查看数据库服务器日志文件.

管理工具日志文件

reenplum数据库管理工具的日志文件默认被写入到~/gpAdminLogs。管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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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命名规则是：

script_name_date.log

日志详情的格式是：

timestamp:utility:host:user:[INFO|WARN|FATAL]:message

每次一个工具运行时，就会向其每日的日志文件中增加与其执行相关的日志信
息。

建议的监控和维护任务
本部分列出了为确保MPP数据库集群的高可用性和一致性能而建议的监视和维
护活动。

下列各节中的表格中提出了MPP系统管理员可以定期执行的以确保系统的所有
组件均以最佳状态运行的活动。 监控活动可以帮助您及早发现和诊断问题。维
护活动可以帮助您保持系统的最新状态，并避免性能下降，例如系统表的膨胀或
者磁盘空间的减少。

在每个集群中来执行这些所有的建议是没有必要的；根据您的业务要求以频率和
严重建议作为参考来执行这些活动。

Parent topic: 管理一个MPP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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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状态监控活动

表1. 数据库状态监控活动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列出当
前处于
关闭状
态的Se
gment
。 如果
有行被
返回, 
则会生
成一个
警告或
者警报
。

推荐频
率：每
5至10
分钟运
行一次

严重程
度：重
要

在 postgres 数据库中运行以下查询语句：

SELECT * FROM gp_segment_configuration
WHERE status <> 'u';

如果
查询
返回
任何
行，
请按
照下
列步
骤纠
正问
题：
1. 检
查
已
宕
机
的
S
e
g
m
e
nt
所
在
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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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是
否
响
应
。

2. 如
果
主
机
正
常
，
请
检
查
已
宕
机
的
S
e
g
m
e
nt
s
的
主
节
点
和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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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
像
的
p
g
_l
o
g
文
件
以
发
现
S
e
g
m
e
nt
宕
机
的
根
本
原
因
。

3. 如
果
未
发
现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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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外
错
误
，
请
运
行
g
pr
e
c
o
v
er
s
e
g
工
具
来
使
关
闭
的
S
e
g
m
e
nt
s
重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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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上
线
。

检查当
前处于
change
追踪模
式的Se
gment
。如果
有行被
返回, 
则会生
成一个
警告或
者警报

推荐频
率：每
5至10
分钟运
行一次

严重程
度：重
要

在 postgres 数据库中运行以下查询语句：

SELECT * FROM gp_segment_configuration
WHERE mode = 'c';

如果
查询
返回
任何
行，
请按
照下
列步
骤纠
正问
题：
1. 检
查
已
宕
机
的
S
e
g
m
e
nt
所
在
的
主
机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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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响
应
。

2. 如
果
主
机
正
常
，
请
检
查
已
宕
机
的
S
e
g
m
e
nt
s
的
主
节
点
和
镜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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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的
p
g
_l
o
g
文
件
以
发
现
S
e
g
m
e
nt
宕
机
的
根
本
原
因
。

3. 如
果
未
发
现
意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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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错
误
，
请
运
行
g
pr
e
c
o
v
er
s
e
g
工
具
来
使
关
闭
的
S
e
g
m
e
nt
s
重
新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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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线
。

检查当
前正在
重新同
步的Se
gment
。如果
有行被
返回, 
则会生
成一个
警告或
者警报
。

推荐频
率：每
5至10
分钟运
行一次

严重程
度：重
要

在 postgres 数据库中运行以下查询语句：

SELECT * FROM gp_segment_configuration
WHERE mode = 'r';

当该
查询
有返
回行
时，
表明
这些
Seg
ment
正在
重新
同步
。如
果状
态没
有从“
r”更
改为“
s”，
则从
受影
响的
段的
主目
录和
镜像
中检
查 pg
_log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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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是否
存在
错误
。

检查没
有以最
优状态
运行的
Segme
nt。如
果有此
类的Se
gment
存在, 
集群可
能会出
现倾斜
。如果
有行被
返回, 
则会生
成一个
警告或
者警报
。

推荐频
率：每
5至10
分钟运
行一次

在 postgres 数据库中运行以下查询语句：

SELECT * FROM gp_segment_configuration
WHERE preferred_role <> role;

当Se
gme
nt没
有以
最优
的状
态运
行时,
集群
中各
主机,
这意
味着
存在
处理
倾斜
。等
待一
个可
能的
窗口
，然
后重
新启
动数
据库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严重程
度：重
要

，以
使Se
gme
nt达
到最
优状
态。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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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分
布式查
询以测
试它是
否在所
有段上
运行。
每一个
主Seg
ment都
应该有
一行返
回。

推荐频
率：每
5至10
分钟运
行一次

严重程
度：严
重

在 postgres 数据库中运行以下查询语句：

SELECT gp_segment_id, count(*)
FROM gp_dist_random('pg_class')
GROUP BY 1;

如果
此查
询失
败，
则向
集群
中的
某些
段发
送数
据过
程中
存在
问题
。这
是一
个罕
见的
事件
。检
查无
法调
度的
主机
，以
确保
没有
硬件
或网
络问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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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在 4.2
或更早
版本 的
集群上
测试主
镜像的
状态。
如果该
值为“未
同步”，
则发出
警报或
警告。

推荐频
率：每
5至10
分钟运
行一次

严重程
度：重
要

在 postgres 数据库中运行以下查询语句：

SELECT summary_state
FROM gp_master_mirroring;

检查
mast
er和
备用
mast
er上
的pg
_log 
是否
存在
错误
。如
果没
有意
外错
误并
且机
器已
启动
，请
运行
gpini
tstan
dby
工具
使备
用节
点联
机。
这需
要在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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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D
B 4.2
及更
早版
本上
重新
启动
数据
库。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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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PP
数据库
上测试
Master
镜像的
状态。
如果该
值不是“
STRE
AMING
”，则发
出警报
或警告
。

推荐频
率：每
5至10
分钟运
行一次

严重程
度：重
要

运行以下psql 命令:

psql dbname -c 'SELECT procpid, state FROM pg_stat_replication;'

检查
mast
er和
备用
mast
er上
的pg
_log
文件
是否
存在
错误
。如
果没
有意
外错
误并
且机
器已
启动
，请
运行
gpini
tstan
dby
工具
使备
用节
点联
机。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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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基
本检查
以查看
master
实例是
否正常
运行。

推荐频
率：每
5至10
分钟运
行一次

严重性
：严重

在 postgres 数据库中运行以下查询语句：

SELECT count(*) FROM gp_segment_configuration;

如果
此查
询失
败，
则激
活的
mast
er实
例可
能已
关闭
。再
试几
次，
然后
手动
检查
激活
的ma
ster
实例
。 如
果激
活的
mast
er实
例已
关闭
，请
重新
启动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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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确保
mast
er上
没有
剩余
进程
，然
后触
发备
用ma
ster
的激
活。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纠正
措施措施

数据库警报日志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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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数据库警报日志监视活动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纠
正正
措措
施施

检查来自系统的FATAL 和 
ERROR日志。

推荐频率：每15分钟运行一
次

严重程度：警告

此活动和下一个活动是监视
log_alert_history表中的消
息的两种方法。只需设置其
中一个即可

在 gpperfmon 数据库运行以下查询语句：

SELECT * FROM log_alert_history
WHERE logseverity in ('FATAL', 'ERROR')
   AND logtime > (now() - interval '15 minutes');

向
D
B
A
发
送
警
报
以
分
析
警
报
。
您
可
能
想
向
查
询
中
添
加
其
他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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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
器
，
以
忽
略
某
些
不
重
要
的
消
息
。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纠
正正
措措
施施

硬件和操作系统监控

表3. 硬件和操作系统监视活动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措施纠正措施

检查用于MPP数据库
数据存储和操作系统
的卷上的磁盘空间使
用情况。

推荐频率：每5至30
分钟

严重性：严重

设置磁盘空间检查。
设置阈值以在磁盘达
到一定容量百分比时
发出警报。建议的阈
值是总量的75％。

不建议在容量接近100
%时运行系统。

通过删除一些数据或文件
来释放系统上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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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网络端口上的错
误或丢包情况

推荐频率：每小时

严重程度：重要

设置网络接口检查。
与网络和操作系统团队合
作解决错误。

检查RAID错误或RAI
D性能降低。

推荐频率：每5分钟

严重性：严重

设置RAID检查。 尽快更换故障磁盘。

与系统管理团队合作，
尽快解决其他RAID或
控制器错误。

检查是否有足够的I / 
O带宽和I / O偏斜。

推荐频率：创建集群
或怀疑硬件问题时。

运行MPP gpcheckperf 
工具。

如果数据传输速率与以下
数据不同，则群集可能存
在问题：

2GB每秒磁盘读取

1GB每秒磁盘写入

每秒10Gb网络读写

如果传输速率低于预期，
请咨询数据架构师有关性
能的期望。

如果集群上的机器出现性
能不均衡的情况，请与系
统管理团队一起修复有问
题的机器。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措施纠正措施

目录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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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监控

表4. 目录监视活动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措施纠正措施

运行目录一致性检查，以确保
集群中每个主机上的目录都是
一致的并且处于良好状态。

推荐频率：每周

严重程度：重要

在每个数据库中运行 gpcheckc
at 工具：

gpcheckcat -O

针对检测
到的任何
问题运行
修复脚本
。

运行目录表一致性检查。

推荐频率：每月

严重性：严重

在停机期间，无用户使用系统
时，在每个数据库上运行 MPP
gpcheckcat 工具：

gpcheckcat -R persistent

针对检测
到的任何
问题运行
修复脚本
。

检查没有任何对应的pg_attribu
te项的pg_class 项。

推荐频率：每月

严重程度：重要

在停机期间，无用户使用系统
时，在每个数据库上运行 MPP
gpcheckcat 工具：

gpcheckcat -R pgclass

针对发现
的所有问
题运行修
复脚本。

检查泄露的临时方案和缺少方
案定义的方案。

推荐频率：每月

严重程度：重要

在停机期间，无用户使用系统
时，在每个数据库上运行 MPP
gpcheckcat 工具：

gpcheckcat -R namespace

针对发现
的任何问
题运行修
复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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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随机分布表上的约束。

推荐频率：每月

严重程度：重要

在停机期间，无用户使用系统
时，在每个数据库上运行 MPP
gpcheckcat 工具：

gpcheckcat -R distribution_policy

针对发现
的任何问
题运行修
复脚本。

检查不存在对象的依赖关系。

推荐频率：每月

严重程度：重要

在停机期间，无用户使用系统
时，在每个数据库上运行 MPP
gpcheckcat 工具：

gpcheckcat -R dependency

针对发现
的任何问
题运行修
复脚本。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措施纠正措施

数据维护

表5. 数据维护活动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纠
正正
措措
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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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表上缺少的统计信息
。

检查每个数据库上的 gp_stats_missing 视
图：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stats_missing;

在缺
少统
计信
息的
表上
执行
AN
ALY
ZE
。

检查在数据文件中有膨胀
无法通过常规 VACUUM
命令恢复的表。

推荐频率：每周或每月

严重程度：警告

检查每个数据库的 gp_bloat_diag 视图：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bloat_diag;

当用
户没
有访
问表
来移
除膨
胀和
压缩
数据
时执
行一
个 V
AC
UU
M F
ULL
语句
。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纠
正正
措措
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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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维护

表6. 数据库维护活动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措施纠正措施

在堆表中标
记已删除的
行，以便可
以重新使用
它们占用的
空间。

推荐频率：
每天

严重性：严
重

Vacuum 用户表：

VACUUM <table>;

对更新过的表定期执
行Vacuum以防止发
生膨胀。

更新表统计
信息。

推荐频率：
加载数据之
后和执行查
询之前

严重性：严
重

Analyze 用户表。您可以使用 analyzed
b 管理工具：

analyzedb -d <database> -a

定期分析更新的表，
以便优化器可以生成
有效的查询执行计划
。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备份数据库
数据。

建议频率：
每天一次，
或根据备份
计划的要求

严重性：严
重

运行 gpbackup 工具并行创建master数
据库和Segment数据库的备份。

最好的方法是准备一
个当前备份，以备必
须恢复数据库时使用
。

Vacuum, rei
ndex, and a
nalyze 系统
目录以维护
有效的目录
。

推荐频率：
每周一次，
如果创建和
频繁删除数
据库对象，
则更频繁

1. VACUUM 每个数据库的系统表。

2. 2. 在每个数据库运行 REINDEX SY
STEM 或使用带有 -s 选项的 reindex
db 命令行工具：

reindexdb -s <database>

3. ANALYZE 每个数据库的系统表：

analyzedb -s pg_catalog -d <database>

优化器从系统表中检
索信息以创建查询计
划。如果允许系统表
和索引随着时间的流
逝而膨胀，则扫描系
统表会增加查询的执
行时间。 在重建索
引后运行ANALYZE
，因为 REINDEX 会
留下没有统计信息的
索引。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措施纠正措施

补丁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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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补丁和升级活动

活动活动 步骤步骤 纠正措施纠正措施

确保将任何bug修复或
增强功能应用于内核。

建议频率：至少每6个
月一次

严重程度：重要

按照供应商的说明更新L
inux内核。

使内核保持最新状态，
以包含错误修复程序和
安全修复程序，并避免
将来难以升级。

安装MPP数据库次要版
本，例如 5.0.x。

推荐频率：每季度

严重程度：重要

请遵循MPP数据库 Rele
ase Notes。始终升级到
该系列的最新版本。

保持MPP数据库软件为
最新版本，以将bug修
复，性能增强和功能增
强合并到您的MPP群集
中。

管理MPP数据库访问
保护MPP数据库，包括通过网络配置、数据库用户身份验证、加密来保护对数
据库的访问。

配置客户端认证配置客户端认证
本主题讲解如何为MPP数据库配置客户端访问和身份验证。

管理角色与权限管理角色与权限
MPP数据库授权机制存储访问数据库中数据库对象的角色和权限， 并使用
SQL语句或命令行实用程序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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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鉴别身份鉴别
本主题包含口令尝试次数限制、口令更换周期管理、明文密码替换和用户登
录信息显示等几部分。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

配置客户端认证
本主题讲解如何为MPP数据库配置客户端访问和身份验证。

当首次初始化MPP数据库系统时，系统包含一个预定义的超级用户角色。此角
色与初始化MPP数据库系统的操作系统用户具有相同的名称。此角色被曾
为gpadmin。默认情况下，系统被配置为仅允许从本地使用gpadmin角色连接到
数据库。如果要允许其他角色访问或者允许来自远程主机的连接，则必须配置
MPP数据库以允许此类访问。本节介绍如何为MPP数据库配置客户端访问和身
份验证。

使用带使用带TLS/SSL的的LDAP认证认证
可以使用LDAP服务器控制对MPP数据库的访问。此外，通过
对pg_hba.conf文件条目增加参数，可使用加密来保护访问连接。

使用使用Kerberos认证认证
您可以使用Kerberos认证服务器控制对MPP数据库的访问。

为为Linux客户端进行客户端进行Kerberos配置配置
您可以配置Linux client客户端应用来连接一个已配置Kerberos认证的MPP数
据库系统。

为为Windows客户端进行客户端进行Kerberos配置配置
您可以配置微软的Windows客户端应用程序来连接一个已配置Kerberos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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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MPP数据库系统。

Parent topic: 管理MPP数据库访问

允许访问MPP数据库

客户端访问和身份验证通过标准的PostgreSQL基于主机的身份验证文
件pg_hba.conf控制。有关此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PostgreSQL文档中的关于
pg_hba.conf文件。

在MPP数据库，主实例的pg_hba.conf文件控制对MPP数据库系统的客户端访问
和身份验证。在MPP数据库分段中也有pg_hba.conf文件，但这些文件已经配置
为仅允许来自主主机的客户端连接。这些段永远不会接受外部客户端连接，因此
无需更改分段中的pg_hba.conf文件。

pg_hba.conf 文件的一般格式是一组记录，每行一个。MPP数据库忽略空行
和#注释后的内容。每行记录由许多由空格或制表符分隔的字段组成。字段值如
果被引号括起来，可以包含空格。每个远程客户端访问记录都具有以下格式：

host   database   role   address   authentication-method

每个UNIX域套接字访问记录都采用以下格式：

local   database   role   authentication-method

下表描述了每个字段的含义。

Table 1. pg_hba.conf文件

字段字段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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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匹配使用UNIX域
套接字的连接尝
试。如果没有此
类记录，则不允
许使用UNIX域套
接字连接。

host 匹配使用TCP/IP
进行的连接尝试
。除非服务器以
适当的值启动，
否则将无法进行
远程TCP/IP连接
的listen_address
es服务器配置参
数。

hostssl 匹配使用TCP/IP
进行的连接尝试
，但仅限于使用S
SL加密进行连接
时。必须通过设
置ssl服务器配置
参数，在服务器
启动时启用SSL
。

hostnossl 匹配使用TCP/IP
进行的不使用SS
L的连接尝试。

字段字段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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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此记录匹配的数据库名称。取值为all指定匹配所有数
据库。 多个数据库名称可以通过用逗号分隔。在文件名
前加上@符号，可以指定一个含有数据库名的单独的文件
。

role 指定该记录匹配
的数据库角色名
称。 取值为all指
定匹配所有角色
。如果指定角色
是一个分组，在
角色名前加+前缀
， 可以匹配该组
内所有成员。多
个角色名称可以
用逗号分隔。在
文件名前加入@
前缀，指定匹配
文件内的 包含的
所有角色名。

address 指定该记录匹配
的客户端机器地
址。该字段包含I
P地址、IP地址范
围或主机名

指定IP地址范围
，使用标准数组
标识范围的其实
地址，紧跟着一
个斜线(/)，在跟
上CIDR掩码长度

字段字段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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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码长度表示
必须匹配的客户
端IP地址的高比
特位。给定的IP
地址中，右边的
位应为零。在IP
地址、斜线/和CI
DR掩码长度三者
之间不能有空格
。

以这种方式指定
的IPv4地址范围
的典型示例是，1
72.20.143.89/32
代表单个主机，1
72.20.143.0/24代
表小型网络，10.
6.0.0/16代表更大
网络。 相应的IPv
6地址范围典型案
例是，::1/128代
表单个主机(在这
种情况下是IPv6
环回地址)，fe80:
:7a31:c1ff:0000:0
000/96代表小型
网络。 0.0.0.0/0
代表全部IPv4地
址，并且::0/0代
表全部IPv6地址
。要指定单个主
机，对于IPv4使

字段字段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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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2位掩码长度
，对于IPv6使用1
28位掩码长度。
在网络地址中，
不要省略拖尾的0
数字。

使用IPv4格式给
出的记录只匹配I
Pv4连接，使用IP
v6格式给出的记
录只匹配IPv6连
接，即使所表示
的地址在IPv4-in-I
Pv6范围内。
Note: 如果主机系
统C库文件不支
持IPv6地址，建
拒绝所有IPv6格
式记录。

如果指定了主机
名(不是IP地址或I
P范围的地址被当
做主机名)，则将
该名称与客户端I
P地址的反向名称
解析结果进行比
较（如反向DNS
查找）。主机名
比较不区分大小
写。如果存在匹
配，如果存在匹
配主机名，则对

字段字段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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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名执行转发
名称解析（如转
发DNS查找），
已检查主机名解
析的任何地址是
否是否等于客户
端IP地址。如果
双向都匹配，则
认为该记录匹配
。

某些主机名数据
库允许将IP地址
与多个主机名关
联，但解析IP地
址是，操作系统
只返回其中一个
主机名。位于文
件pg_hba.conf中
的主机名必须是
客户端IP地址，
必须是客户端IP
地址返回address
-to-name解析结
果，否则该行不
会被视为匹配。

当指定在pg_hba.
conf文件中的主
机名，应该确保
名称解析足够快
。设置如nscd本
地名称解析缓存

字段字段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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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效的。而且
可以启用服务器
设置参数log_hos
tname客户端主
机名而不是日志
中的IP地址。

IP-address

IP-mask

该字段可以被用
作CIDR地址记号
的替代。 不是指
定掩码长度，而
是在单独的列中
指定实际掩码。
例如，255.0.0.0
表示IPv4的CIDR
的掩码长度为8，
而255.255.255.2
55表示CIDR的掩
码长度为32。

authentication-method 指定建立连接时
使用的认证方法
。 PostgreSQL 9
.0支持的认证方
法MPP均支持。

字段字段 描述描述

CAUTION:
针对更安全系统，记得移除pg_hba.conf文件中使用trust认证 远程连接的配置记
录。因trust认证授权能连接到服务器的任何用户，使用任何他们指定的任何角色
访问数据库。 针对本地UNIX-socket连接，可以使用ident认证，安全的替代trust
认证。 针对本地及远程TCP客户端，仍然可以使用ident认证，但是客户机主机
必须运行ident服务， 并且您必须信任该机器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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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pg_hba.conf文件

首先，设置pg_hba.conf文件，需要具有gpadmin用户权限，并且没有其他MPP
数据库访问角色。需要编辑pg_hba.conf以使用户能够访问数据库并保护
gpadmin用户。可以考虑删除具有trust身份验证的记录，因为它们允许任何有服
务器访问权限的人，使用其选择的任何角色建立连接。对于本地UNIX套接字连
接，请使用ident身份验证，需要操作系统用户匹配特定角色。对于本地TCP和
远程TCP链接，ident认证需要客户端主机运行ident服务。针对本地连接，
如127.0.0.1/28可以安装ident服务到master主机上。 针对远程TCP连接，使用
ident认证其安全性极低，因为需要您信任master主机上ident服务的公正性。

此示例显示了如何编辑master主机上的pg_hba.conf文件，通过加密密码认证，
允许远程主机使用所有角色，访问所有数据库

编辑pg_hba.conf

1.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MASTER_DATA_DIRECTORY/pg_hba.conf 文
件。

2. 针对每种允许的连接类型添加一行记录。文件中的记录按顺序读取，因此记
录的顺序很重要。典型的，较早的记录将具有较严格的的连接匹配参数和较
弱的身份验证方法，而较靠后记录将具有更宽松的匹配参数和更抢的身份验
证方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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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gpadmin用户本地访问所有数据库
# 使用ident认证
local   all   gpadmin   ident         sameuser
host    all   gpadmin   127.0.0.1/32  ident
host    all   gpadmin   ::1/128       ident
# 允许'dba'角色，通过192.168.x.xIP地址，使用md5加密密码，授权用户访问任意数据库。
# 注意使用SHA-256加密，替换如下行记录中md5密码。
host    all   dba   192.168.0.0/32  md5
# allow all roles access to any database from any
# host and use ldap to authenticate the user. MPP role
# names must match the LDAP common name.
host    all   all   192.168.0.0/32  ldap ldapserver=usldap1 ldapport=1389 ldapprefix="cn=" ldapsuffix=",ou=People,dc=company,dc=com"

3. 保存并关闭文件。

4. 重新加载pg_hba.conf配置文件以使更改生效：

$ gpstop -u

Note: 可以设置对象特权来控制数据库访问，具体参考管理对象权限中所描述的
内容。pg_hba.conf文件只是控制谁可以发起数据库回话以及如何认证这些链
接。

限制并发连接

MPP数据库以每个连接为基础分配资源，因此建议设置允许的最大连接数。

要限制MPP数据库系统的活动并发会话数，可以配置max_connections服务器配
置参数。这是一个local参数，这意味着必须在master节点、standby master节
点、每个segment实例（包括primary和mirror）的postgresql.conf文件中设置该
参数。中主服务器，备用主服务器和每个段实例（主服务器和镜像服务器）的文
件。建议在segment节点的max_connections参数值是master节点的5-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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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置max_connections时，必须设置依赖参数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
该值至少与master节点上的max_connections取值相等。segment实例节点也设
置相同的值。

例如：

在$MASTER_DATA_DIRECTORY/postgresql.conf文件（包括standby
master节点）

max_connections=100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100

在所有segment实例节点SEGMENT_DATA_DIRECTORY/postgresql.conf文
件

max_connections=500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100

以下步骤使用MPP数据库工具 gpconfig设置参数值。

有关更多gpconfig的信息，可以参考MPP数据库工具手册。

更改允许的连接数

1. 以MPP数据库管理员身份，登录MPP数据库的master节点主机，使用source
命令加载$GPHOME/mpp_path.sh文件信息。

2. 设置max_connections参数取值。此gpconfig命令将segment实例节点上的参
数值设置为1000，将master节点上的参数值设置为200。

$ gpconfig -c max_connections -v 1000 -m 200

该参数值segement节点上的必须大于master节点上的。推荐segment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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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max_connections参数值是master节点的5-10倍。

3. 设置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参数取值。此gpconfig命令将master节点和
segment实例节点上的取值都这会为200.

$ gpconfig -c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 -v 200

segment节点的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参数值必须大于等于master节点
的max_connections参数值。

4. 停止并重启MPP数据库系统。

$ gpstop -r

5. 可以使用gpconfig -s选项，检查master和segment节点的参数值。
此gpconfig命令显示max_connections参数的取值。

$ gpconfig -s max_connections

Note: 调高这些参数的取值，可能会导致MPP数据库需要更多的共享内存。为了
缓和这种影响，考虑调小其他内存相关的参数，
如gp_cached_segworkers_threshold参数。

加密客户端/服务器连接

为连接到MPP数据库的客户端启用SSL，以加密客户端和数据库之间通过网络
传递的数据。

MPP数据库原生支持支持客户端和master服务器之间的SSL连接。SSL连接可
以防止第三方对数据包进行嗅探，还可以防止中间人攻击。 只要客户端连接通
过不安全的链接就应该使用SSL，并且在使用客户端证书认证时必须使用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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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SSL，需要在客户端和master服务器系统上安装OpenSSL。通过在
master节点的postgresql.conf文件，设置服务器配置参数ssl=on，可以让MPP数
据库启动时启用SSL。当以SSL模式启动时，服务器将会在master节点的数据目
录中查找服务器私钥server.key文件和服务器证书server.crt文件。在开启SSL的
MPP数据库系统启动之前，确保这些文件已经正确地设置好。

Important: 请勿使用密码保护私钥。服务器不会提示输入私钥的密码，如果需要
密码，则数据库会启动失败并显示错误。

可以使用自签名证书进行测试，但在生产中应使用由数字证书认证机构（CA）
签名的证书，以便客户端可以验证服务器的身份。可以使用全球CA或本地CA。
如果所有客户端在组织内部本地，则建议使用本地CA。

创建一个仅用于测试没有密码的自签名证书

要为服务器快速创建自签名证书以进行测试，请使用如下OpenSSL命令：

# openssl req -new -text -out server.req

输入提示所要求的信息。请务必输入本地主机名作为Common Name。私钥保护
密码可以留空。

该程序将生成一个受密码保护的密钥，并且不接受长度小于四个字符的密码。

要把这个证书用于MPP数据库，用下列命令移除该密码：

# openssl rsa -in privkey.pem -out server.key
# rm privkey.pem

在提示解锁现有密钥时输入旧密码。

然后，输入以下命令将证书转换为自签名证书，并将密钥和证书复制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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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保存到可以查找到它们的位置。

# openssl req -x509 -in server.req -text -key server.key -out server.crt

最后，使用以下命令更改密钥的权限。如果权限限制不这么严格，则服务器将拒
绝该文件。

# chmod og-rwx server.key

有关如何创建服务器私钥和证书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OpenSSL文档所示。

使用带TLS/SSL的LDAP认证

可以使用LDAP服务器控制对MPP数据库的访问。此外，通过对pg_hba.conf文
件条目增加参数，可使用加密来保护访问连接。

MPP数据库支持在带TLS/SSL协议的LDAP认证，用以加密与LDAP服务器的通
信：
带STARTTLS和TLS协议的LDAP认证 – STARTTLS以明文连接（无加密）
开始，并将其升级为安全连接（使用加密）。

带安全连接与TLS/SSL的LDAP认证（LDAPS） – MPP数据库可以使用基于
LDAP服务器协议的TLS或SSL协议。

如果未指定协议，MPP Database将使用明文连接与LDAP服务器通信。

要使用LDAP认证，必须将MPP数据库的master节点配置为LDAP客户端。有关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配置LDAP客户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LDAP文档。

启用带STARTTLS和TLS协议的LDAP认证

要启用带TLS协议的STARTTLS，在pg_hba.conf文件中，增加一个 ldap行，并
制定ldaptls参数值为1。 默认端口是389。在此示例中，认证方法参数包
括ldaptls参数。

ldap ldapserver=myldap.com ldaptls=1 ldapprefix="uid="ldap.html ldapsuffix=",ou=People,dc=example,dc=com"

使用指定非默认端口ldapport 参数。在此示例中， 认证方法参数包括ldaptls参
数， 包括指定550端口的ldapport参数。

ldap ldapserver=myldap.com ldaptls=1 ldapport=500 ldapprefix="uid="ldap.html ldapsuffix=",ou=People,dc=example,dc=com"

启用带安全连接与TLS/SSL的LDAP认证

要启用带TLS/SSL的安全连接，将以ldaps://为前缀的LDAP服务器名称，指定
到ldapserver参数上. 默认端口是636。

在此示例中，ldapserver参数为LDAP服务器myldap.com指定安全连接及
TLS/SSL协议。

ldapserver=ldaps://myldap.com

要指定非默认端口，请在LDAP服务器名称后添加冒号（:)和端口号。 在此示例
中example ldapserver参数包括 ldaps://前缀及非默认端口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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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pserver=ldaps://myldap.com:550

使用系统级的OpenLDAP系统配置认证

如果有一个系统级的OpenLDAP系统，并且在pg_hba.conf文件中配置使用带
TLS或者SSL的LDAP登录，则登录可能会失败并显示以下消息：

could not start LDAP TLS session: error code '-11'

要使用现有的OpenLDAP系统进行身份验证，MPP数据库必须被设置为使用该
LDAP服务器的CA证书来验证用户证书。 在master主机和standby主机上执行以
下步骤以配置MPP数据库：
1. 将base64编码的根CA链文件从活动目录或LDAP服务器复制到MPP数据库的

master主机和standby主机。在此示例中，使用/etc/pki/tls/certs目录。

2. 切换到复制CA证书文件的目录，并以root用户身份为OpenLDAP生成哈希：

# cd /etc/pki/tls/certs  
# openssl x509 -noout -hash -in <ca-certificate-file>  
# ln -s <ca-certificate-file> <ca-certificate-file>.0

3. 使用指定的CA证书目录和证书文件为MPP数据库配置OpenLDAP配置文
件。
以root用户身份编辑OpenLDAP配置文件/etc/openldap/ldap.conf内容：

SASL_NOCANON on
 URI ldaps://ldapA.example.priv ldaps://ldapB.example.priv ldaps://ldapC.example.priv
 BASE dc=example,dc=priv
 TLS_CACERTDIR /etc/pki/tls/certs
 TLS_CACERT /etc/pki/tls/certs/<ca-certificate-file>

Note: 要使证书验证成功，证书中的主机名必须与URI属性中的主机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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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您还必须添加TLS_REQCERT allow参数到文件中。

4. 以gpadmin用户身份，编辑/usr/local/mpp-db/mpp_path.sh并添加以下行。

export LDAPCONF=/etc/openldap/ldap.conf

注释

如果在pg_hba.conf文件的条目中指定了以下内容，则MPP数据库会记录错误：
同时指定了ldaps://前缀，和ldaptls=1参数

同时指定了ldaps://前缀，和ldapport参数

为LDAP认证启用加密通信，仅加密MPP数据库和LDAP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有关加密客户端连接的信息，参考加密客户端/服务器连接所示。

示例

如下是一个pg_hba.conf文件中的示例条目。

此示例指定MPP数据库和LDAP服务器之间没有加密的LDAP认证。

host all plainuser 0.0.0.0/0 ldap ldapserver=myldap.com ldapprefix="uid="ldap.html ldapsuffix=",ou=People,dc=example,dc=com"

此示例指定MPP数据库和LDAP服务器之间的带STARTTLS和TLS协议的LDAP
认证。

host all tlsuser 0.0.0.0/0 ldap ldapserver=myldap.com ldaptls=1 ldapprefix="uid="ldap.html ldapsuffix=",ou=People,dc=example,dc=com"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此示例指定MPP数据库和LDAP服务器之间的带安全连接与TLS/SSL的LDAP认
证。

host all ldapsuser 0.0.0.0/0 ldap ldapserver=ldaps://myldap.com ldapprefix="uid="ldap.html ldapsuffix=",ou=People,dc=example,dc=com"

Parent topic: 配置客户端认证

使用Kerberos认证

您可以使用Kerberos认证服务器控制对MPP数据库的访问。

MPP数据库支持使用Kerberos认证的通用安全服务应用程序接口（GSSAPI）。
GSSAPI为支持它的系统提供了自动身份认证（单点登录）功能。 可以在MPP
数据库配置文件pg_hba.conf中指定需要Kerberos身份认证的MPP数据库用户或
角色。 当角色尝试登录MPP数据库时，如果Kerberos身份认证不可用，则登录
失败。

Kerberos提供一种安全的、加密的认证服务。 它不加密客户端和数据库之间传
输的数据，不提供授权服务。 如果要网络传输的数据，可以使用SSL连接。 如
果要管理MPP数据库及对象的访问权限，可以在pg_hba.conf文件中进行设置，
为数据库中的MPP数据库用户和角色的授权。 更多有关Kerberos的信息，可以
参考管理角色与权限.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Kerberos, see http://web.mit.edu/kerberos/。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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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MPP数据库配置Kerberos身份认证之前，请确保

您可以识别用于Kerberos身份认证的KDC服务器和用于MPP数据库系统的
Kerberos域。

如果您计划使用MIT Kerberos的KDC服务器但尚未配置它，参阅安装和配
置Kerberos KDC服务器的示例说明
如果您使用现有的Active Directory KDC服务器，须确保具有：

在AD KDC服务器上安装所有Active Directory服务角色。
启用LDAP服务。

系统时间在Kerberos密钥分发中心（KDC）服务器和MPP数据库主服务器之
间是同步的。 例如，在两台服务器上安装NTPntp软件包。

在KDC服务器和MPP数据库master主机之间存在网络连接。

所有MPP数据库主机上都安装了Java 1.7.0_17或更高版本。 在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x或7.x上使用要使用Kerberos认证的JDBC，需要安装
Java 1.7.0_17或更高版本。

步骤

以下是完成为MPP数据库设置Kerberos身份认证的任务步骤。

在KDC数据库中创建MPP数据库的主体（Principal）

在master主机安装Kerberos客户端

使用Kerberos身份认证配置MPP数据库

将Kerberos主体映射为MPP数据库角色

为MPP数据库配置JDBC的Kerberos身份认证

在Windows上为MPP数据库客户端配置Kerberos

使用活动目录配置客户端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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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配置客户端认证

在KDC数据库中创建MPP数据库的主体（Principal）

创建服务主体，为MPP数据库服务和Kerberos管理主体，用于以gpadmin用户
身份管理KDC数据库。

1. 以root用户身份登录Kerberos KDC服务器。

$ ssh root@<kdc-server>

2. 为MPP数据库服务创建一个主体。

# kadmin.local -q "addprinc -randkey postgres/mdw@GPDB.KRB"

-randkey选项可防止命令提示输入密码。
主体名称中postgres部分，匹配MPP数据库krb_srvname配置参数的值，默
认情况值为postgres即可。
主体名称中主机名部分（译者注，示例中的mdw部分），必须匹配MPP数据
库master主机上hostname命令的输出结果。 如果hostname命令显示的是完
全限定域名（FQDN），例如显示mdw.example.com，应用到主体名称则
为postgres/mdw.example.com@GPDB.KRB。
主体名称中GPDB.KRB部分，是Kerberos域（realm）的名称

3. 为gpadmin/admin角色创建一个主体。

# kadmin.local -q "addprinc gpadmin/admin@GPDB.KRB"

此主体允许您以gpadmin身份登录时，管理KDC数据库。确保Kerberos
的kadm.acl配置文件包含用于向此主体授予权限的ACL。例如，此ACL为
GPDB.KRB域中所有管理员用户，授予所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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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GPDB.KRB *

4. 使用kadmin.local创建密钥表（keytab）文件。以下示例在当前目录中创建密
钥表文件gpdb-kerberos.keytab，并包含MPP数据库服务主体和
gpadmin/dmin主体的身份认证信息。

# kadmin.local -q "ktadd -k gpdb-kerberos.keytab postgres/mdw@GPDB.KRB gadmin/admin@GPDB.KRB"

5. 将密钥表文件复制到master主机。

# scp gpdb-kerberos.keytab gpadmin@mdw:~

在master主机安装Kerberos客户端

在MPP数据库master服务器上安装Kerberos客户端实用程序和依赖库。

1. 在MPP数据库master服务器上安装Kerberos软件包。

$ sudo yum install krb5-libs krb5-workstation

2. 从KDC服务器拷贝/etc/krb5.conf文件到MPPm数据库aster主机相同目录下。

使用Kerberos身份认证配置MPP数据库

使用Kerberos配置MPP数据库。

1. 以gpadmin用户身份登录MPP数据库master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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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h gpadmin@<master>
$ source /usr/local/mpp-db/mpp_path.sh

2. 设置从KDC服务器复制的密钥表文件的所有者和权限。

$ chown gpadmin:gpadmin /home/gpadmin/gpdb-kerberos.keytab
$ chmod 400 /home/gpadmin/gpdb-kerberos.keytab

3. 通过设置MPP数据库krb_server_keyfile服务器配置参数，配置密钥表文件的
位置。 该gpconfig命令指定将/home/gpadmin文件夹为为密钥表文件gpdb-
kerberos.keytab的位置。

$ gpconfig -c krb_server_keyfile -v  '/home/gpadmin/gpdb-kerberos.keytab'

4. 修改MPP数据库的pg_hba.conf文件，启用Kerberos支持。例如，添加以下
行到pg_hba.conf文件，为来自同一网络上的所有用户和主机的连接请求添加
GSSAPI和Kerberos身份认证支持。

host all all 0.0.0.0/0 gss include_realm=0 krb_realm=GPDB.KRB

设置krb_realm选项为某个域名称，确保只有该域下的用户才能使用Kerberos
成功进行身份认证。 设置include_realm选项为0为身份认证通过的用户名去
除域部分。关于pg_hba.conf文件更多信息，参阅PostgreSQL文档中的关于
pg_hba.conf文件内容。

5. 更新krb_server_keyfile和pg_hba.conf后，重启MPP数据库。

$ gpstop -ar

6. 创建MPP数据库超级用户角色gpadmin/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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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user gpadmin/admin
Shall the new role be a superuser? (y/n) y

此数据库角色的Kerberos密钥文件可以从KDC服务器复制。

7. 使用kinit创建票据，使用klist显示Kerberos票证缓存中所有票据。

$ LD_LIBRARY_PATH= kinit -k -t /home/gpadmin/gpdb-kerberos.keytab gpadmin/admin@GPDB.KRB
$ LD_LIBRARY_PATH= klist
Ticket cache: FILE:/tmp/krb5cc_1000
Default principal: gpadmin/admin@GPDB.KRB

Valid starting       Expires              Service principal
06/13/2018 17:37:35  06/14/2018 17:37:35  krbtgt/GPDB.KRB@GPDB.KRB

， LD_LIBRARY_PATH 环境变量设置为包含MPP数据库 LIB目录，包括
Kerberos库。这可能会导致Kerberos实用程序命令，如使用kinit 和 klist的由
于版本冲突而失败。解决方案是在您获取Kerberos实用程序之前运行
Kerberos实用程序 mpp-db_path.sh 文件或暂时取消设置
LD_LIBRARY_PATH 执行Kerberos实用程序时的变量，如示例中所示。
Note: 通过加载mpp-db_path.sh脚本来设置MPP数据库环境时， 环境变
量LD_LIBRARY_PATH 被设置为包含MPP数据库的lib目录， 目录中包含
Kerberos库文件。 可能会导致Kerberos工具命令，如kinit何klist因为版本冲
突而执行失败。 解决方案是在加载mpp-db_path.sh脚本之前运行Kerberos工
具程序，或暂时取消设置LD_LIBRARY_PATH变量再执行如上Kerberos工具
程序。

8. 作为测试，使用gpadmin/admin角色登录postgres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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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ql -U "gpadmin/admin" -h mdw postgres
psql (9.4.20)
Type "help" for help.

postgres=# select current_user;
 current_user
---------------
 gpadmin/admin
(1 row)

Note: 当您在master主机启动psql时，必须包含-h <master-hostname>选项，
强制使用TCP连接，因为使用本地连接时Kerberos认证不生效。

如果Kerberos主体不是MPP数据库用户， 用户尝试登录数据库时，则会显示类
似的以下内容的消息显示在的psql命令行：

psql: krb5_sendauth: Bad response

必须将主体添加为MPP数据库用户。

将Kerberos主体映射为MPP数据库角色

要连接到启用了Kerberos身份认证的MPP数据库系统，用户首先使用kinit命令
从KDC服务器请求授予票证，期间需要输入密码或者提供密钥表文件。 随后当
用户连接到启用Kerberos的MPP数据库系统时，用户的Kerberos主题名称将是
MPP数据库角色名称。 具体名称根据MPP数据库pg_hba.conf中受到在gss选项
进行转换：

如果krb_realm=<realm>选项存在， MPP数据库只接收指定域名下的
Kerberos主体。

如果include_realm=0选项存在，the MPP数据库角色名是Kerberos主体名去
除Kerberos域后部分。 如果include_realm=1选项被指定，Kerberos域不会从
MPP数据库角色名中被剔除。 角色名必须使用MPP数据库的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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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命令创建。

如果map=<map-name>选项被指定，将Kerberos主体名称
与$MASTER_DATA_DIRECTORY/pg_ident.conf中指定的<map-name>标记
匹配，根据第一个匹配项替换为MPP数据库角色名。

用户名称映射被定义在$MASTER_DATA_DIRECTORY/pg_ident.conf配置文
件。 此示例定义了一个名为的映射MyMap中有两个条目。 本例中使用两
条mymap记录，定义了两个名称映射。

# MAPNAME   SYSTEM-USERNAME        GP-USERNAME
mymap       /^admin@GPDB.KRB$      gpadmin
mymap       /^(.*)_gp)@GPDB.KRB$   \1

名称映射被指定在pg_hba.conf文件的Kerberos记录的可选项中

host all all 0.0.0.0/0 gss include_realm=0 krb_realm=GPDB.KRB map=mymap

第一个映射条目匹配Kerberos主体admin@GPDB.KRB，并替换为MPP数据库
的gpadmin角色名。 第二个条目使用通配符匹配GPDB.KRB域下名称是_gp结
尾的的Kerberos主体， 并替换为Kerberos主体名称的开始部分（译者注：_gp
前面的部分）。 MPP数据库使用pg_ident.conf文件中第一个匹配的映射条目，
因此条目的顺序很重要。

有关使用用户名映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PostgreSQL的文档的用户名映射。

为MPP数据库配置JDBC的Kerberos身份认证

使用JDBC访问启用Kerberos证的MPP数据库。

您可以配置MPP数据库使用Kerberos运行用户定义的Java函数。

1. 确保在MPP数据库主机中，已经安装并配置了Kerberos。参阅在master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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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Kerberos客户端。

2. 在/home/gpadmin文件夹下 创建.java.login.config文件， 并在文件中添加如
下内容：

pgjdbc {
  com.sun.security.auth.module.Krb5LoginModule required
  doNotPrompt=true
  useTicketCache=true
  debug=true
  client=true;
};

3. 创建一个Java应用，使用Kerberos认证连接到MPP数据库。 如下示例中数据
库连接URL使用PostgreSQL的JDBC驱动，并指定了用于Kerberos认证的参
数：

jdbc:postgresql://mdw:5432/mytest?kerberosServerName=postgres
&jaasApplicationName=pgjdbc&user=gpadmin/gpdb-kdc

指定的参数名和参数值取决于Java应用如何执行Kerberos认证。

4. 运行Java应用示例，测试使用Kerberos登录MPP数据库。

安装和配置Kerberos KDC服务器

在Red Hat Enterprise Linux上，为MPP设置Kerberos密钥分发中心（KDC）服
务器的步骤。

如果您没有KDC，参考如下步骤，在Red Hat Enterprise Linux主机上安装配置
一个KDC服务，其域为GPDB.KRB。 本示例中KDC服务器的主机名是gpdb-
k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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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Kerberos服务器客户端软件包：

$ sudo yum install krb5-libs krb5-server krb5-workstation

2. 编辑/etc/krb5.conf配置文件。如下示例展示的包含默认GPDB.KRB域配置的
Kerberos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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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ging]
 default = FILE:/var/log/krb5libs.log
 kdc = FILE:/var/log/krb5kdc.log
 admin_server = FILE:/var/log/kadmind.log

[libdefaults]
 default_realm = GPDB.KRB
 dns_lookup_realm = false
 dns_lookup_kdc = false
 ticket_lifetime = 24h
 renew_lifetime = 7d
 forwardable = true
 default_tgs_enctypes = aes128-cts des3-hmac-sha1 des-cbc-crc des-cbc-md5
 default_tkt_enctypes = aes128-cts des3-hmac-sha1 des-cbc-crc des-cbc-md5
 permitted_enctypes = aes128-cts des3-hmac-sha1 des-cbc-crc des-cbc-md5

[realms]
 GPDB.KRB = {
  kdc = gpdb-kdc:88
  admin_server = gpdb-kdc:749
  default_domain = gpdb.krb
 }

[domain_realm]
 .gpdb.krb = GPDB.KRB
 gpdb.krb = GPDB.KRB

[appdefaults]
 pam = {
    debug = false
    ticket_lifetime = 36000
    renew_lifetime = 36000
    forwardable = true
    krb4_convert = false
 }

在[realms]分布，kdc和admin_server键指定了Kerberos服务运行的域名
（gpdb-kdc）和端口。可以用IP地址来代替主机名。
如果该Kerberos服务器还管理者其他域的认证， 需要在kdc.conf文
件[realms]和[domain_realm] 部分添加GPDB.KRB域配置。关于kdc.con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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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参阅Kerberos文档。

3. 运行kdb5_util，创建Kerberos数据库。

# kdb5_util create -s

其kdb5_util的 create子命令创建数据库，为KDC服务器所管理的Kerberos域
存储密钥。 其-s选项创建一个隐藏文件。如果没有这个隐藏文件，每次启动
KDC服务时都需要输入密码

4. 使用kadmin.local工具增加一个管理员用户到KDC数据库中。 因为工具本身
并不依赖于Kerberos认证，kadmin.local工具 允许您为本地的Kerberos服务
器增加一个初始的管理员用户。 运行如下命令，添加用户gpadmin作为管理
员用户到KDC数据库中：

# kadmin.local -q "addprinc gpadmin/admin"

大部分用户不需要对Kerberos服务器的管理访问。 他们可以使用kadmin来管
理自己的主体（例如，更改自己的密码）。 关于kadmin的信息，参
阅Kerberos文档。

5. 如果需要，编辑 /var/kerberos/krb5kdc/kadm5.acl文件， 为gpadmin授予适
当的权限。

6. 启动Kerberos守护进程：

# /sbin/service krb5kdc start#
/sbin/service kadmin start

7. 设置Kerberos自启动：

# /sbin/chkconfig krb5kdc on
# /sbin/chkconfig kadmin on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为Linux客户端进行Kerberos配置

您可以配置Linux client客户端应用来连接一个已配置Kerberos认证的MPP数据
库系统。

如果在Red Hat Enterprise Linux，JDBC连接MPP数据库时，使用Kerberos认
证。 在客户端系统必须被配置为使用Kerberos认证。 如果不使用Kerberos认证
连接MPP数据库，在客户端系统中不需要Kerberos。

要求

设置客户端系统使用Kerberos身份认证

运行Java应用程序

有关在MPP数据库中启用Kerberos认证的信息，参阅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中
的“使用Kerberos认证”部分。

Parent topic: 配置客户端认证

要求

如下是从客户端系统使用JDBC应用连接到已启用Kerberos认证的MPP数据库的
要求。

先决条件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客户端机器上的必需软件

先决条件

在MPP数据库master主机上必须安装并配置好Kerberos。
Important: MPP数据库必须被配置完毕，这样远程用户才能使用Kerberos认
证连接到MPP数据库。 授权访问MPP Database数据库，通过pg_hba.conf文
件控制。 关于细节，参阅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中的“编辑pg_hba.conf文
件”部分。

The client system requires the Kerberos configuration file krb5.conf from the
MPP Database master.

客户端系统从MPP数据库的Master请求Kerberos配置文件krb5.conf。 客户端
系统需要Kerberos密钥表文件，该文件包含用于登录数据库的MPP数据库用
户的身份认证凭据。

客户端机器必须能够连接到MPP数据库master主机。
如有必要，将MPP数据库master主机名和IP地址添加到系统的hosts文件。 在
Linux系统上，hosts 文件在/etc目录下。

客户端机器上的必需软件

在客户端机器上需要Kerberos的kinit工具。 该kinit在安装安装Kerberos软件
包时即可获得：

krb5-libs
krb5-workstation

Note: 安装Kerberos软件包时，可以使用其他Kerberos的klist工具显示
Kerberos票证信息。

Java应用程序需要如下额外软件：
Java J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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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x支持Java JDK 1.7.0_17。

确保将JAVA_HOME设置为Java JDK支持的安装目录。

设置客户端系统使用Kerberos身份认证

要使用Kerberos身份认证连接到MPP数据库，需要Kerberos票证。 在客户端系
统上，使用kinit工具生成Kerberos的密钥表文件生成票证并存储在缓存文件中。

1. 安装MPP数据库maste主机中Kerberos配置文件krb5.conf的副本。 该文件可
用于MPP数据库客户端软件和Kerberos实用程序。
安装krb5.conf文件到/etc目录。
如果需要，增加default_ccache_name参数到krb5.ini文件的 [libdefaults]部
分，用于指定Kerberos票据缓存文件在客户端系统中位置。

2. 获取包含MPP数据库用户的身份认证凭据的Kerberos密钥表文件。

3. 运行kinit指定密钥表文件在客户端计算机上创建票证。 对于此示例，密钥表
文件gpdb-kerberos.keytab在当前目录中。 票证缓存文件位于gpadmin用户
家目录。

> kinit -k -t gpdb-kerberos.keytab -c /home/gpadmin/cache.txt 
   gpadmin/kerberos-gpdb@KRB.EXAMPLE.COM

运行psql

您可以远程系统访问启用了Kerberos身份认证的MPP数据库。

使用psql连接到MPP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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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gpadmin用户打开命令窗口。

2. 从命令窗口启动psql，指定与MPP数据库的连接，使用Kerberos身份验证配
置的用户。
例如，使用Kerberos主体gpadmin/kerberos-gpdb，以gpadmin用户身份，
登录到计算机上的MPP数据库：

$ psql -U "gpadmin/kerberos-gpdb" -h kerberos-gpdb postgres

运行Java应用程序

使用Java身份验证和授权服务（JAAS），通过Java应用程序访问已启用
Kerberos身份验证的MPP数据库。

1. 在用户家目录创建.java.login.config文件控制。
例如，在Linux系统，家目录类似于/home/gpadmin。
添加如下内容到文件中：

pgjdbc {
  com.sun.security.auth.module.Krb5LoginModule required
  doNotPrompt=true
  useTicketCache=true
  ticketCache = "/home/gpadmin/cache.txt"
  debug=true
  client=true;
};

2. 创建Java应用程序连接到已启用Kerberos身份验证的MPP数据库的，并以用
户身份运行应用程序。

此示例数据库连接URL使用PostgreSQL的JDBC驱动程序并指定Kerberos身份
验证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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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c:postgresql://kerberos-gpdb:5432/mytest? 
  kerberosServerName=postgres&jaasApplicationName=pgjdbc& 
  user=gpadmin/kerberos-gpdb

指定的参数名称和值取决于Java应用程序如何执行Kerberos身份验证。

为Windows客户端进行Kerberos配置

您可以配置微软的Windows客户端应用程序来连接一个已配置Kerberos认证的
MPP数据库系统。

在Windows上为MPP数据库客户端配置Kerberos

使用活动目录配置客户端身份认证

有关在MPP数据库中启用Kerberos认证的信息，参阅使用Kerberos认证。

Parent topic: 配置客户端认证

在Windows上为MPP数据库客户端配置Kerberos

当一个MPP数据库系统被配置为启用Kerberos作认证后，您可以为微软
Windows系统上的MPP数据库客户端工具gpload和psql配置Kerberos认证。
MPP数据库直接使用Kerberos认证，而不使用微软的活动目录（AD）。

本节包含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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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indows系统上安装Kerberos.

运行psql工具

gpload示例YAML文件

创建一个Kerberos的密钥表文件

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这些主题假设MPP数据库系统已经被配置为启用Kerberos和微软的活动目录认
证。参阅使用活动目录配置客户端身份认证。

在Windows系统上安装Kerberos

要对Windows系统上的MPP数据库客户端使用Kerberos认证，该系统上必须安
装MIT Kerberos Windows客户端。 可以
从http://web.mit.edu/kerberos/dist/index.html下载安装MIT Kerberos for
Windows 4.0.1 (for krb5)。

在Windows系统上，可以使用Kerberos的kinit工具管理Kerberos的票据。

Kerberos服务没有被设置为自启动。该服务不能被用来认证MPP数据库。

从MPP数据库master主机拷贝/etc/krb5.conf，并放置到Windows系统Kerberos
默认路径C:\ProgramData\MIT\Kerberos5\krb5.ini。 在文件的[libdefaults]部分，
移除Kerberos的票据缓冲的位置default_ccache_name。

在Windows系统上，使用环境变量KRB5CCNAME指定Kerberos票据的位置。
环境变量的值是一个文件而不是目录，并且它应该对服务器上的每个登录都是唯
一的。

如下示例是配置文件，其中default_ccache_name被移除， [logging]部分也被移
除。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libdefaults]
 debug = true
 default_etypes = aes256-cts-hmac-sha1-96
 default_realm = EXAMPLE.LOCAL
 dns_lookup_realm = false
 dns_lookup_kdc = false
 ticket_lifetime = 24h
 renew_lifetime = 7d
 forwardable = true

[realms]
 EXAMPLE.LOCAL = {
  kdc =bocdc.example.local
  admin_server = bocdc.example.local
 }

[domain_realm]
 .example.local = EXAMPLE.LOCAL
 example.local = EXAMPLE.LOCAL

使用KRB5CCNAME指定Kerberos票据时， 可以在一个本地用户环境或者一个
会话中指定该值。 如下命令设置KRB5CCNAME，然后运行kinit， 并且运行批
处理文件来为MPP数据库的客户端设置环境变量。

set KRB5CCNAME=%USERPROFILE%\krb5cache
kinit

"c:\Program Files (x86)\MPP\mpp-clients-<version>\mpp_clients_path.bat"

运行psql工具

在Windows系统上安装并且配置Kerberos及其票据之后， 可以运行MPP数据库
的命令行客户端psql。

如果得到警告指出控制台代码页与Windows代码页不同， 可以运行Windows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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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chcp来改变代码页。 如下示例展示了该警告及修正方法。

psql -h prod1.example.local warehouse
psql (9.4.20)
WARNING: Console code page (850) differs from Windows code page (1252)
 8-bit characters might not work correctly. See psql reference
 page "Notes for Windows users" for details.
Type "help" for help.

warehouse=# \q

chcp 1252
Active code page: 1252

psql -h prod1.example.local warehouse
psql (9.4.20)
Type "help" for help.

创建一个Kerberos的密钥表文件

在连接到MPP数据库系统时，可以创建并使用一个Kerberos的keytab文件来避
免在命令行输入密码或者在脚本文件中列出密码。 可以用这些工具创建密钥表
文件：

Windows Kerberos工具ktpass

Java JRE密钥表工具ktab
如果使用AES256-CTS-HMAC-SHA1-96加密， 需要从Oracle下载并安装
Java扩展Java Cryptography Extension (JCE) Unlimited Strength Jurisdiction
Policy Files for JDK/JRE。该命令创建密钥表文件
svcPostgresProd1.keytab。

作为一个AD域管理员运行ktpass工具。 该工具需要一个包含服务主体名称
（SPN）的用户账户作为AD用户属性的，该参数不是必需的。 可以设置它作
为ktpass的一个参数并忽略未设置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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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JRE的ktab工具需要AD域名管理员，不需要SPN。

Note: 输入密码以创建密钥表文件时，屏幕上会显示密码。

该示例运行ktpass工具创建密钥表 dev1.keytab。

ktpass -out dev1.keytab -princ dev1@EXAMPLE.LOCAL -mapUser dev1 -pass your_password

尽管有警告信息Unable to set SPN mapping data仍然可用。

该示例运行Javaktab.exe创建密钥表文件（-a选项）并列出密钥表名称和条目
（-l -e -t选项）。

C:\Users\dev1>"\Program Files\Java\jre1.8.0_77\bin"\ktab -a dev1
Password for dev1@EXAMPLE.LOCAL:your_password
Done!
Service key for dev1 is saved in C:\Users\dev1\krb5.keytab

C:\Users\dev1>"\Program Files\Java\jre1.8.0_77\bin"\ktab -l -e -t
Keytab name: C:\Users\dev1\krb5.keytab
KVNO Timestamp Principal
---- -------------- ------------------------------------------------------
 4 13/04/16 19:14 dev1@EXAMPLE.LOCAL (18:AES256 CTS mode with HMAC SHA1-96)
 4 13/04/16 19:14 dev1@EXAMPLE.LOCAL (17:AES128 CTS mode with HMAC SHA1-96)
 4 13/04/16 19:14 dev1@EXAMPLE.LOCAL (16:DES3 CBC mode with SHA1-KD)
 4 13/04/16 19:14 dev1@EXAMPLE.LOCAL (23:RC4 with HMAC)

然后，您可以使用该密钥表：

kinit -kt dev1.keytab dev1
or
kinit -kt %USERPROFILE%\krb5.keytab dev1

gpload示例YAM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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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load示例YAML文件

该示例以dev1用户身份，运行gpload任务，用户通过AD域登录到Windows桌
面。

示例中的test.yaml控制文件，其USER:行已经被移除。使用了Kerberos认证

---
VERSION: 1.0.0.1
DATABASE: warehouse
HOST: prod1.example.local
PORT: 5432

GPLOAD:
   INPUT:
    - SOURCE:
         PORT_RANGE: [18080,18080]
         FILE:
           - /Users/dev1/Downloads/test.csv
    - FORMAT: text
    - DELIMITER: ','
    - QUOTE: '"'
    - ERROR_LIMIT: 25
    - LOG_ERRORS: true
   OUTPUT:
    - TABLE: public.test
    - MODE: INSERT
   PRELOAD:
    - REUSE_TABLES: true

如下命令运行kinit，然后用test.yaml文件运行gpload，并成功显示gpload输出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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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it -kt %USERPROFILE%\krb5.keytab dev1

gpload.py -f test.yaml
2016-04-10 16:54:12|INFO|gpload session started 2016-04-10 16:54:12
2016-04-10 16:54:12|INFO|started gpfdist -p 18080 -P 18080 -f "/Users/dev1/Downloads/test.csv" -t 30
2016-04-10 16:54:13|INFO|running time: 0.23 seconds
2016-04-10 16:54:13|INFO|rows Inserted = 3
2016-04-10 16:54:13|INFO|rows Updated = 0
2016-04-10 16:54:13|INFO|data formatting errors = 0
2016-04-10 16:54:13|INFO|gpload succeeded

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这个消息表示Kerberos无法找到缓冲文件：

Credentials cache I/O operation failed XXX
(Kerberos error 193)
krb5_cc_default() failed

确保Kerberos能找到该文件，设置环境变量 KRB5CCNAME然后运行 kinit。

set KRB5CCNAME=%USERPROFILE%\krb5cache
kinit

该kinit消息表示kinit -k -t 命令无法找到密钥表文件。

kinit: Generic preauthentication failure while getting initial credentials

确认该Kerberos密钥表文件的完整路径和文件名是正确的。

使用活动目录配置客户端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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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微软活动目录（AD）帐户配置微软Windows用户，以便单点登录MPP
数据库系统。

配置AD用户帐户以支持使用Kerberos身份认证登录。

通过AD单点登录，Windows用户可以将活动目录凭据与Windows客户端应用程
序一起使用，以登录MPP数据库系统。 针对使用ODBC的Windows应用程
序，ODBC驱动程序可以使用活动目录凭据连接到MPP数据库系统。

Note: Windows上运行的MPP数据库客户端，如gpload，接与MPP数据库连
接，不要使用微软活动目录。有关将Windows上的MPP数据库客户端连接到启
用Kerberos身份认证的MPP数据库系统的信息，请参阅在Windows上为MPP数
据库客户端配置Kerberos。
本章节包含以下信息。
先决条件

设置活动目录

为活动目录设置MPP数据库

单点登录示例

活动目录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先决条件

这些项需要启用AD单点登录到MPP数据库系统。

必须将MPP数据库系统配置为支持Kerberos身份认证。 有关使用Kerberos身
份认证配置MPP数据库的信息，请参阅 为Windows客户端进行Kerberos配
置。

必须知道MPP数据库master主机的完全限定域名（FQDN）。 同时，MPP数
据库master主机名必须具有域部分。如果系统没有域，则必须将系统配置为
使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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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Linux的hostname命令显示FQDN信息。

hostname --fqdn

必须确认MPP数据库系统与活动目录域具有相同的日期和时间。 例如，您可
以将MPP Database系统NTP时间源设置为AD域控制器，或配置master主机
和AD域控制器使用相同的外部时间源。

要支持单点登录，需要将一个AD作为AD的托管服务账号。如下是对于
Kerberos认证的要求。

需要添加增加服务主体名称（SPN）属性到用户账户信息中，因为
Kerberos工具在Kerberos认证时需要这些信息。
此外，由于MPP数据库需要无人值守启动，必须在一个Kerberos密钥表文
件中提供账号登录细节。

Note: 设置SPN和创建密钥表所需的AD管理权限。

设置活动目录

AD命名约定应支持多个MPP数据库系统。在此示例中，为MPP数据库系统
master主机prod1创建了一个新的AD托管服务帐户svcPostresProd1。

其活动目录的域为example.local。

MPP数据库master主机的完全限定域名是prod1.example.local。

添加SPN为postgres/prod1.example.local到这个帐户。 其他MPP数据库系统的
服务帐户都是postgres/fully.qualified.hostname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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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示例中，AD的密码被设置为永不过期并且用户不能修改。只有在创建
Kerberos密钥表文件时才需要AD账户的密码。不需要把它提供给数据库管理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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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管理员必须用Windows的setspn命令行，把服务主体名称属性添加到到账户
中。该命令示例为AD用户svcPostgresProd1添加SPN属
性postgres/prod1.example.local：

setspn -A postgres/prod1.example.local svcPostgresProd1

如果设置了高级特性，可以在活动目录用户和计算机视图中，看到该SPN属
性。 如果有必要，可以在属性编辑器标签页找到并编
辑servicePrincipalName。

下一步是创建Kerberos密钥表文件。

如果有安全性需要，可以选择特定的加密方法， 如果没有，最好先使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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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删除您不需要的任何加密方法。

作为AD域管理员，您可以使用ktpass命令列出AD域控制器支持的加密类型：

ktpass /? 

作为AD域管理员，可以运行ktpass命令创建一个密钥表文件。该示例命令创建
包含如下信息的文件svcPostgresProd1.keytab：
服务主体名称（SPN）： postgres/prod1.example.local@EXAMPLE.LOCAL

AD用户：svcPostgresProd1

加密方法： ALL available on AD

主体类型：KRB5_NT_PRINCIPAL

ktpass -out svcPostgresProd1.keytab -princ postgres/prod1.example.local@EXAMPLE.LOCAL -mapUser svcPostgresProd1
   -pass your_password -crypto all -ptype KRB5_NT_PRINCIPAL

Note: AD域名@EXAMPLE.LOCAL被附加到SPN。

拷贝密钥表文件svcPostgresProd1.keytab到MPP数据库master主机。

作为AD域管理员运行ktpass的替代方案，如果桌面具有Java环境可以运行Java
的ktab.exe 工具生成一个密钥表文件。不管使用ktpass或者ktab.exe，密码作为
命令行参数，在屏幕上是可见的。

该命令示例创建一个密钥表文件 svcPostgresProd1.keytab。

"c:\Program Files\Java\jre1.8.0_77\bin\ktab.exe" -a svcPostgresprod1 -k svcPostgresProd1.keytab
Password for svcPostgresprod1@EXAMPLE.LOCAL:your_password
Done!
Service key for svcPostgresprod1 is saved in svcPostgresProd1.keytab

Note: 如果使用AES256-CTS-HMAC-SHA1-96加密， 需要从Oracle下载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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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扩展Java Cryptography Extension (JCE) Unlimited Strength Jurisdiction
Policy Files for JDK/JRE。

为活动目录设置MPP数据库

如下说明假定Kerberos工作站工具krb5-workstation已经安装在MPP数据库
master主机上。

使用AD域名详细信息和AD域控制器的位置，更新/etc/krb5.conf。如下是一个示
例配置。

[logging]
 default = FILE:/var/log/krb5libs.log
 kdc = FILE:/var/log/krb5kdc.log
 admin_server = FILE:/var/log/kadmind.log

[libdefaults]
 default_realm = EXAMPLE.LOCAL
 dns_lookup_realm = false
 dns_lookup_kdc = false
 ticket_lifetime = 24h
 renew_lifetime = 7d
 forwardable = true

[realms]
 EXAMPLE.LOCAL = {
 kdc = bocdc.example.local
 admin_server = bocdc.example.local
 }

[domain_realm]
 .example.local = EXAMPLE.LOCAL
 example.com = EXAMPLE.LOCAL

拷贝包含AD用户信息的Kerberos密钥表文件到MPP数据库master目录。该示例
中复制了在 设置活动目录中创建的svcPostgresProd1.key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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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svcPostgresProd1.keytab $MASTER_DATA_DIRECTORY
chown gpadmin:gpadmin $MASTER_DATA_DIRECTORY/svcPostgresProd1.keytab
chmod 600 $MASTER_DATA_DIRECTORY/svcPostgresProd1.keytab

在MPP数据库pg_hba.conf最后一行添加如下配置。该内容配置MPP数据库使用
活动目录授权之前行不匹配的连接请求。

host all all 0.0.0.0/0 gss include_realm=0

更新MPP数据库postgresql.conf文件中密钥表文件的位置详细信息要使用的主体
名称。 完全限定名称和/etc/krb5.conf中的域名称，构成了完整的服务主体名
称。

krb_server_keyfile = '/data/master/gpseg-1/svcPostgresProd1.keytab'
krb_srvname = 'postgres'

为AD用户创建数据库角色。该示例登录到默认数据库并运行CREATE ROLE命
令。 用户dev1是设置活动目录创建密钥表文件的指定用户。

psql
create role dev1 with login superuser;

重启数据库以使用最新的身份认证信息：

gpstop -a
gpstart  

Note: MPP数据库的依赖库可能与Kerberos工作站工具如kinit冲突。在MPP数据
库master主机，可以不加载$GPHOME/mpp_path.sh脚本使用gpadmin命令行，
或者取消设置LD_LIBRARY_PATH类似于如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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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et LD_LIBRARY_PATH
kinit
source $GPHOME/mpp_path.sh

确认MPP数据库可以通过Kerberos认证访问

kinit dev1
psql -h prod1.example.local -U dev1

单点登录示例

如下使用AD和Kerberos的单点登录实例，假设使用单点登录AD用户dev1登入
到Windows桌面。

该示例为MPP数据库配置Aginity Workbench。在使用单点登录时，启用了“使用
集成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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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示例配置一个ODBC源。设置该ODBC源时，请不要输入用户名或密码。该
DSN可用作应用程序的ODBC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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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R客户端使用DSN为testdata。该示例配置R以访问DSN。

library("RODBC")
conn <- odbcDriverConnect("testdata")
sql <- "select * from public.data1"
my_data <- sqlQuery(conn,sql)
print(my_data)

活动目录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Kerberos票据含有的版本号必须匹配AD的版本号。
要显示密钥表文件中的版本号，使用klist -ket命令，例如：

klist -ket svcPostgresProd1.keytab

要从AD域控制器得到相应的值，可作为一个AD管理员运行这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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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no postgres/prod1.example.local@EXAMPLE.LOCAL

当Windows ID和MPP数据库用户角色ID不匹配时，将会出现如下登录错误。
该日志文件项显示了登录错误。用户 dev22尝试从一个Windows桌面登录，
而桌面上登录了一个不同的Windows用户。

2016-03-29 14:30:54.041151 PDT,"dev22","gpadmin",p15370,th2040321824,
  "172.28.9.181","49283",2016-03-29 14:30:53 PDT,1917,con32,,seg-1,,,x1917,sx1,
  "FATAL","28000","authentication failed for user ""dev22"": valid 
  until timestamp expired",,,,,,,0,,"auth.c",628,

当用户能被认证但没有对应MPP数据库用户角色时，也会发生这个错误。
确保该用户是用的是正确的Windows ID并且为该用户ID配置了MPP数据库用
户角色。

当Kerberos密钥表不含有与正在尝试连接的客户端相匹配的加密类型时，会
发生下面这种错误。

psql -h 'hostname' postgres
psql: GSSAPI continuation error: Unspecified GSS failure. Minor code may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GSSAPI continuation error: Key version is not available

解决方案是使用ktutil增加额外的加密类型到该密钥表，或者用来自AD中所有
加密系统重新创建postgres的密钥表。

管理角色与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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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数据库授权机制存储访问数据库中数据库对象的角色和权限， 并使用SQL
语句或命令行实用程序进行管理。

MPP数据库使用roles管理数据库访问权限。角色的概念包含用户和组的概念。
一个角色可以是一个数据库用户、一个数据库组或者两者间距。角色可以拥有数
据库对象（例如表），并可以将这些对象上的 权限赋予其他角色，依此来控制
对对象的访问。 角色可以是其他角色的成员，因此成员角色可以继承其父角色
的对象权限。

每个MPP数据库系统都包含一组数据库角色（用户和组）。这些角色与运行服
务器的操作系统管理的用户和组相互独立。 但是，为方便起见，可能希望维护
操作系统用户名和MPP数据库角色名之间的关系， 因为许多客户端应用程序使
用当前操作系统用户名作为其默认值。

在MPP数据库中，用户通过master实例登录并连接， 然后master实例验证其角
色和访问权限。 然后，master服务器以当前登录的角色的身份，将命令发布到
幕后的segment实例。

角色在系统级别定义，这意味着它们对系统中的所有数据库都有效。

为了引导MPP数据库系统，新初始化的系统始终包含一个预定义的超级用户角
色（也称为系统用户）。 该角色将与初始化MPP数据库系统的操作系统用户具
有相同的名称。通常，此角色已命名为gpadmin。 为了创建更多角色，您首先
必须以此初始角色进行连接。

Parent topic: 管理MPP数据库访问

角色和权限的安全最佳实践
保护保护gpadmin系统用户系统用户  MPP需要UNIX用户标识来安装和初始化MPP数据库
系统。 在MPP文档中，该系统用户称为gpadmin。 该gpadmin是MPP数据库
中的默认数据库超级用户， 也是MPP安装文件系统及基础数据文件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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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此默认管理员帐户是MPP数据库设计的基础。 没有它，系统无法运行，
并且无法限制此gpadmin用户ID的访问权限。 针对特定目的，使用角色来管
理谁有权访问数据库。 应该只在系统维护任务时使用gpadmin账户，如扩展
和升级。 以此用户ID登录MPP主机的任何人都可以读取，更改或删除任何数
据，包括系统目录数据和数据库访问权限。 因此，保护 gpadmin用户ID并仅
提供对基本系统管理员的访问权限非常重要。 管理员只应执行某些系统维护
任务（如升级或扩展）时以gpadmin账户登录MPP。 数据库用户永远不应登
录为gpadmin，ETL或生产工作永远不应该以gpadmin运行。

为登录的每个用户分配不同的角色。为登录的每个用户分配不同的角色。为了记录和审计，允许每个允许登录
MPP数据库的用户拥有自己的数据库角色。 对于应用程序或Web服务，考虑
为每个应用程序或服务创建不同的角色。参阅创建新角色（用户）。

使用组来管理访问权限。使用组来管理访问权限。参阅角色成员。

限制具有限制具有SUPERUSER角色属性的用户。角色属性的用户。  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获得超级用
户权限。参阅变更角色属性。

创建新角色（用户）

用户级角色被视为可以登录数据库并启动数据库会话的数据库角色。 因此，当
你使用CREATE ROLE命令创建新的用户级角色时，必须指定LOGIN权限。例
如：

=# CREATE ROLE jsmith WITH LOGIN;

数据库角色可以具有许多属性，这些属性定义角色可以在数据库中执行的任务类
型。 可以在创建角色时设置这些属性，也可以稍后使用ALTER ROLE命令。 关
于可以设置的角色属性的说明，参阅Table 1。

变更角色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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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角色可以具有许多属性，这些属性定义角色可以在数据库中执行的任务类
型。

Table 1. 角色属性

属性属性 描述描述

SUPERUSER | NOSU
PERUSER

确定角色是否为超级用户。您必须自己是超级用户
才能创建新的超级用户。默认值是NOSUPERUSE
R。

CREATEDB | NOCRE
ATEDB

确定是否允许角色创建数据库。 默认值是NOCRE
ATEDB。

CREATEROLE | NOC
REATEROLE

确定是否允许角色创建和管理其他角色。 默认值
是NOCREATEROLE。

INHERIT | NOINHERIT 确定角色是否继承其所属角色的权限。 具有INHE
RIT属性的角色继承可以自动使用已授予其直接或
间接成员的所有角色的任何数据库权限。 默认值
是INHERIT。

LOGIN | NOLOGIN 确定是否允许角色登录。 具有该LOGIN属性的角
色可以被认为是用户。没有此属性的角色对于管理
数据库权限（组）非常有用。 默认值是NOLOGIN
。

CONNECTION LIMIT c
onnlimit

如果角色可以登录，则指定角色可以使用的并发连
接数。默认值-1表示没有限制。

CREATEEXTTABLE | 
NOCREATEEXTTABL
E

确定是否允许角色创建外部表。 默认值是NOCRE
ATEEXTTABLE。 具有该CREATEEXTTABLE属
性的角色，默认外部表类型是可读的， 注意使用
文件或执行的外部表只能由超级用户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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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 'passwor
d'

设置角色的密码。 如果您不打算使用密码身份验
证，则可以省略此选项。 如果未指定密码，则密
码将设置为空，并且该用户的密码验证将始终失败
。 可以选择将空密码明确写为PASSWORD NULL
。

ENCRYPTED | UNEN
CRYPTED

控制是否将新密码在pg_authid系统目录中存储为
哈希字符串。 如果没有指定ENCRYPTED，或者
指定UNENCRYPTED， 则默认行为由password_
encryption配置参数决定，该参数默认值为on。

如果提供password字符串已经是哈希格式，无论
是否指定ENCRYPTED或UNENCRYPTED都原
样存储。

有关保护登录密码的其他信息，参阅保护MPP数据
库中的密码。

VALID UNTIL 'timestam
p'

设置角色密码失效的日期和时间。如果省略，密码
将始终有效。

RESOURCE QUEUE q
ueue_name

将角色分配给指定的资源队列以进行工作负载管理
。 任何角色问题的声明都受资源队列限制的约束
。 注意RESOURCE QUEUE属性不可继承； 必须
为每个用户级别（LOGIN）角色分别设置。

DENY {deny_interval | 
deny_point}

限制时间间隔期间的访问，按日期或日期时间指定
。更多信息，参阅基于时间的身份验证。

属性属性 描述描述

可以在创建角色时设置这些属性，也可在使用ALTER ROLE命令。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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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ER ROLE jsmith WITH PASSWORD 'passwd123';
=# ALTER ROLE admin VALID UNTIL 'infinity';
=# ALTER ROLE jsmith LOGIN;
=# ALTER ROLE jsmith RESOURCE QUEUE adhoc;
=# ALTER ROLE jsmith DENY DAY 'Sunday';

因服务的特定设置，角色还可以具有特定于角色的默认值。例如，要为角色设置
默认方案搜索路径：

=# ALTER ROLE admin SET search_path TO myschema, public;

口令限制：passwordcheck

无论用户是否设置CREATE ROLE或ALTER ROLE，passwordcheck模块都会
检查用户的密码。如果系统认为密码太弱或和上次密码相同， 那么将拒绝该密
码，并且正在执行的命令会被终止，并带有错误信息。

配置参数配置参数

passwordcheck.enable (boolean)
passwordcheck.enable控制是否开启口令限制功能。 缺省值是不开启，这个参
数可在配置文件中设置。

passwordcheck.password_length (integer)
passwordcheck.password_length是口令长度的最小值，口令长度小于这个值将
会被拒绝。缺省值是8，最大可设置63，这个参数超级用户可设置。

passwordcheck.password_condition_digit (integer)
passwordcheck.password_condition_digit是口令需要包含数字个数的最小值口
令中数字长度小于这个值将会被拒绝。缺省值是2，最小可设置2，最大可设置
61，这个参数超级用户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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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check.password_condition_letter (integer)
passwordcheck.password_condition_letter是口令需要包含字母个数的最小值
口令中字母长度小于这个值将会被拒绝。缺省值是2，最小可设置2，最大可设
置61，这个参数超级用户可设置。

passwordcheck.password_condition_punct (integer)
passwordcheck.password_condition_punct是口令需要包含特殊字符个数的最
小值 口令中特殊字符长度小于这个值将会被拒绝。缺省值是0，最小可设置0，
最大可设置59，这个参数超级用户可设置。

角色成员

将用户组合在一起以便于管理对象权限通常很方便：这样，可以将权限授予整个
组或从组中撤销。 在MPP数据库中，通过创建表示组的角色，然后将组角色的
成员身份授予单个用户角色来完成的。

使用CREATE ROLE此SQL创建一个新的组角色。例如：

=# CREATE ROLE admin CREATEROLE CREATEDB;

一旦组角色存在后, 可以使用GRANT和REVOKE命令，来添加和删除成员（用
户角色）。例如：

=# GRANT admin TO john, sally;
=# REVOKE admin FROM bob;

为了管理对象权限，您只能为组级角色授予适当的权限（参阅Table 2）。 然
后，成员用户角色将继承组角色的对象权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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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T ALL ON TABLE mytable TO admin;
=# GRANT ALL ON SCHEMA myschema TO admin;
=# GRANT ALL ON DATABASE mydb TO admin;

角色属性LOGIN、SUPERUSER、CREATEDB、
CREATEROLE、CREATEEXTTABLE和RESOURCE QUEUE 永远不会像数
据库对象上的普通权限那样被继承。 用户成员实际上必须SET ROLE具有这些
属性的特定角色，才能使用该属性。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给出
了CREATEDB和CREATEROLE到了admin角色。 如果sally是admin角色的成
员，她可以发出以下命令来承担父角色的角色属性：

=> SET ROLE admin;

管理对象权限

当对象（表、视图、序列、数据库、函数、语言、模式或表空间）时，会为其分
配一个所有者。 所有者通常是执行创建语句的角色。 对于大多数类型的对象，
初始状态是只有所有者（或超级用户）可以对该对象执行任何操作。 要允许其
他角色使用它，必须授予权限。 MPP Database支持每种对象类型的以下权限：

Table 2. 对象权限

对象类型对象类型 权限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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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视图、序列 SELECT

INSERT

UPDATE

DELETE

RULE

ALL

外部表 SELECT

RULE

ALL

数据库 CONNECT

CREATE

TEMPORARY | TEMP

ALL

函数 EXECUTE

过程语言 USAGE

对象类型对象类型 权限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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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CREATE

USAGE

ALL

自定义协议 SELECT

INSERT

UPDATE

DELETE

RULE

ALL

对象类型对象类型 权限权限

Note: 您必须单独为每个对象授予权限。 例如，授予数据库上ALL权限，并不授
予对该数据库中的对象的完全访问权限。 它只授予数据库级别的
（CONNECT、CREATE、TEMPORARY）到数据库本身的权限。

使用GRANT此SQL命令为对象赋予指定的角色权限。 例如，要授予名
为jsmith的角色在名为mytable的表上插入权限：

=# GRANT INSERT ON mytable TO jsmith;

同样，授予jsmith仅为名为table2表中的名为col1的查询权限，表2：

=# GRANT SELECT (col1) on TABLE table2 TO jsmith;

要撤消权限，使用REVOKE命令。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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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OKE ALL 权限 ON mytable FROM jsmith;

也可以使用DROP OWNED和REASSIGN OWNED命令 用于管理已弃用角色所
拥有的对象（注意：只有对象的所有者或超级用户才能删除对象或重新分配所有
权）。例如：

=# REASSIGN OWNED BY sally TO bob;
=# DROP OWNED BY visitor;

模拟行级访问控制

MPP数据库不支持行级访问或行级标记的安全性。 可以使用视图来限制所选行
的行来模拟行级访问。 可以通过向表中添加额外的列来存储敏感度信息， 然后
使用视图来控制基于此列的行级访问来模拟行级标签。 然后，可以授予角色访
问视图而不是基本表的权限。

加密数据

MPP数据库安装了一个可选的加密解密函数模块pgcrypto。 该pgcrypto函数允
许数据库管理员以加密形式存储某些数据列。 这为敏感数据增加了额外的保护
层， 没有加密密钥，任何人都无法读取以加密形式存储在MPP数据库中的数
据，也无法直接从磁盘读取数据。

Note: 该pgcrypto数据库服务器内运行，这意味着在pgcrypto和客户端应用程序
之间， 所有数据和密码以明文形式移动。为获得最佳安全性，还应考虑在客户
端和MPP主服务器之间使用SSL连接。
要使用pgcrypto函数，在每个要使用此函数的数据库中，注册pgcrypto扩展。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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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ql -d testdb -c "CREATE EXTENSION pgcrypto"

有关各个函数的更多信息，参阅PostgreSQL文档中的pgcrypto。

保护MPP数据库中的密码

在其默认配置中，MPP Database以MD5哈希值形式， 将登录用户密码保存
在pg_authid系统目录， 而不是保存明文密码。 任何能够查看此pg_authid表的
人都可以看到哈希字符串，但没有密码。 这还可确保在将数据库转储到备份文
件时隐藏密码。

使用以下任何命令设置密码时执行哈希函数
CREATE USER name WITH ENCRYPTED PASSWORD 'password'

CREATE ROLE name WITH LOGIN ENCRYPTED PASSWORD 'password'

ALTER USER name WITH ENCRYPTED PASSWORD 'password'

ALTER ROLE name WITH ENCRYPTED PASSWORD 'password'

当password_encryption系统配置参数为on（这是默认值）时，
ENCRYPTED关键字可以被省略。 当命令未指
定ENCRYPTED或UNENCRYPTED时， password_encryption配置参数决定是
存储明文密码还是哈希密码。

Note: SQL命令语法和password_encryption配置变量，包括术语加密。 但是密
码在技术上并不是加密。它们是被哈希，因此无法解密。

哈希是在通过将明文密码和角色名称串起来，然后计算的。 MD5哈希生成一个
前缀为md5字符的32字节十六进制字符串。 哈希密码保存在pg_authid系统
表rolpassword的列。

尽管不被推荐，但密码可以以明文形式保存在数据库中，通
过UNENCRYPTED命令关键词， 或者将password_encryption配置变量参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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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off。 注意，更改配置值不会影响现有密码，只会影响新创建或更新的密
码。

要全局地设置password_encryption，在命令行中使用gpadmin用户执行这些命
令：

$ gpconfig -c password_encryption -v 'off'
$ gpstop -u

要在会话中设置password_encryption，使用SQL的SET命令。例如：

=# SET password_encryption = 'on';

密码可以使用SHA-256哈希算法而不是默认的MD5哈希算法进行哈希。 该算法
生成一个前缀为sha256字符的64字节十六进制字符串。

Note:

虽然SHA-256使用更强的加密算法并生成更长的哈希字符串，但它不能被用于
MD5认证方法。 要使用SHA-256密码哈希，必须在pg_hba.conf配置文件中，将
认证方法设置为password， 以便明文密码被发送给MPP数据库。 由于明文密码
是通过网络发送的，因此在使用SHA-256时使用SSL进行客户端连接非常重
要。 另一方面，默认md5认证方法， 身份验证方法在将密码发送到MPP数据库
之前对密码进行两次哈希处理。 一次是在密码和角色名称上，然后再次在客户
端和服务器之间共享盐值，因此明文密码永远不会发送到网络。

要启用SHA-256哈希，更改password_hash_algorithm配置参数的默认值
从md5为sha-256。 该参数可以全局设置或在会话级别设置。要全局地设
置password_hash_algorithm，在命令行中使用gpadmin用户执行这些命令：

$ gpconfig -c password_hash_algorithm -v 'sha-256'
$ gpstop -u

要全局地设置password_hash_algorithm，SQL的SET命令。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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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password_hash_algorithm = 'sha-256';

基于时间的身份验证

MPP数据库使管理员可以按角色限制对特定时间的访问。 使用CREATE
ROLE或ALTER ROLE命令，指定基于时间的约束。

有关详细信息，参阅MPP数据库安全配置手册.

身份鉴别

身份鉴别功能包含口令尝试次数限制、口令更换周期管理、明文密码替换和用户
登录信息显示等几部分。

Parent topic: 管理MPP数据库访问

GUC参数（总开关）

identity_auth.enable
是否使能身份鉴别功能，布尔值，默认false不使能。

这是个总体的控制开关，如果不使能，下面的口令尝试次数限制、口令更换周期
管理、明文密码替换和用户登录信息显示等子功能都不使能。

口令尝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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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令尝试次数

当用户使用password或MD5认证登录时，如果输入密码错误超过指定次数，会
被锁定不允许登录。被锁定用户会在指定的锁定时间后自动解锁，或由超户使用
ENABLE USER命令解锁。

GUC参数

identity_auth.enable_failed_check
是否使能口令尝试次数限制功能，布尔值，默认true使能。

identity_auth.login_failed_times
允许错误尝试的最大次数，整数值，取值范围为[1, 5]，默认5次。

identity_auth.login_failed_lockout_interval
被锁定用户的自动解锁时间(单位: 分钟)，整数值，取值范围为[0,
2147483647]，0表示关闭自动解锁，默认0关闭。

口令更换周期

GUC参数

identity_auth.enable_password_expire
是否使能密码超期检查功能，布尔值，默认true使能。

identity_auth.password_change_interval
密码更换周期(单位: 天)，整数值，取值范围为[1,
identity_auth.max_password_change_interval]，默认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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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_auth.max_password_change_interval
密码更换周期的最大值(单位: 天)，整数值，取值范围为[7, 2147483647]，默认
为7。

明文密码替换

使能后，如果用户设置了明文密码，系统在记录日志时会将明文密码串替换
为“******”。

GUC参数

identity_auth.enable_replace_password
是否使能明文密码替换，布尔值，默认true使能。

用户登录信息显示

显示用户最后一次登录成功的信息、上一次登录成功的信息、在上述两次登录成
功之间登录失败的信息、用户密码期限和超时时间。

GUC参数

identity_auth.login_log_level
用户登录信息的显示级别，整数值，取值范围[0, 2]。默认值为2。
0表示不显示登录信息。
1表示仅显示登录成功信息。
2表示既显示登录成功信息，也显示登录失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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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int sys_del_user_login_log_before_days(days int)
删除指定天数days之前的用户登录信息

int sys_del_user_login_log_by_ip(ip text)
删除从指定IP登录的用户登录信息

int sys_del_user_login_log_by_name(name text)
删除指定用户名的用户登录信息

定义数据库对象
这一节包括MPP数据库中的数据定义语言（DDL）以及如何创建和管理数据库
对象。

在MPP数据库中创建对象包括为数据分布、存储选项、数据装载以及其他影响
数据库系统性能的其他MPP特征做出预先的选择。 理解可用的选项以及如何使
用数据库将有助于用户做出正确的决定。

大部分的MPP高级特性都是SQL CREATE DDL语句的扩展。

创建和管理数据库创建和管理数据库

创建和管理表空间创建和管理表空间

创建和管理创建和管理SCHEMA

创建和管理表创建和管理表

选择表存储模型选择表存储模型

对大型表分区对大型表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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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使用序列创建和使用序列

在在MPP数据库中使用索引数据库中使用索引

创建和管理视图创建和管理视图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

创建和管理数据库
一个MPP数据库是MPP数据库的一个单一实例。 可能会安装有多个单独的MPP
数据库系统，但是通常只会用环境变量设置选择其中一个。 详情请咨询用户的
MPP管理员。

一个MPP数据库系统中可以有多个数据库。 这与某些数据库管理系统（如
Oracle）不同，那些系统中数据库实例 就是数据库。 尽管用户可以在一个MPP
系统中创建很多数据库，但是客户端程序一次只能连接上并且访问一个数据库，
因此用户无法跨数据库进行查询。

Parent topic: 定义数据库对象

关于模板和默认数据

MPP数据库提供了一些模板数据库和一个默认数据库，
template1，template0和postgres。

默认情况下，每个新创建的数据库都是基于一个模板数据库。 MPP数据库默认
使用template1作为模板，除非手动指定另一个模板。 不推荐在在模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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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template1里创建对象。否则，对象将会出现在所有使用默认模板创建的数据
库里。

MPP数据库内部使用另外一个模板数据库template0。 不要删除和更
改template0。 你可以使用template0创建一个完全干净的，仅包含MPP数据库
初始化时预定义好的标准对象的数据库。

你可以使用postgres作为第一次连接MPP数据库时使用的数据库。 MPP数据库
使用postgres作为管理连接的默认数据库。 例如，postgres被启动进程，全局死
锁检测进程和FTS（故障恢复服务）进程在访问catalog表时使用。

创建一个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命令会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例如：

=> CREATE DATABASE new_dbname;

要创建一个数据库，用户必须具有创建一个数据库的特权或者是一个MPP数据
库超级用户。 如果用户没有正确的特权，用户就不能创建数据库。 可以联系用
户的MPP数据库管理员为用户授予必要的特权或者替用户创建一个数据库。

用户还可以使用客户端程序createdb来创建一个数据库。 例如，在一个使用提
供的主机名和端口连接到MPP数据库命令行终端中运行下列命令，它将会创建
一个名为mydatabase的数据库：

$ createdb -h masterhost -p 5432 mydatabase

上述主机名和端口必须匹配所安装的MPP数据库系统的主机名和端口。

一些对象（如角色）会在一个MPP数据库系统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 其他对
象（例如用户创建的表）则只出现在创建它们的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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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CREATE DATABASE命令不是事务性的。

克隆一个数据库

默认情况下，一个新数据库通过克隆标准系统数据库模板template1而创建。 其
实在创建新数据库时，任何一个数据库都可以被用作模板，这样就提供了“克
隆”或者复制一个现有数据库及其所包含的所有对象和数据的能力。例如：

=> CREATE DATABASE new_dbname TEMPLATE old_dbname;

创建一个不同Owner的数据库

在创建数据库时可以指定另一个数据库Owner：

=> CREATE DATABASE new_dbname WITH owner=new_user;

查看数据库的列表

如果用户在使用psql客户端程序，用户可以使用 \l元命令来显示用户的MPP数据
库系统中的数据库和模板的列表。 如果使用的是另一种客户端程序并且用户是
超级用户，用户可以从 pg_database系统目录表查询数据库的列表。例如：

=> SELECT datname from pg_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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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一个数据库

ALTER DATABASE命令可以修改数据库的属性，例如拥有者、名称或者默认
配置属性。 例如，下面的命令会修改一个数据库的默认方案搜索路径（
search_path配置参数）：

=> ALTER DATABASE mydatabase SET search_path TO myschema, public, pg_catalog;

要修改一个数据库，用户必须是该数据库的拥有者或者超级用户。

删除一个数据库

DROP DATABASE命令删除一个数据库。 它会移除该数据库的系统目录项并且
删除该数据库在磁盘上的目录及其中包含的数据。 要删除一个数据库，用户必
须是该数据库的拥有者或者超级用户，并且当用户或者其他人正连接到该数据库
时不能删除它。 在删除一个数据库时，可以连接到postgres（或者另一个数据
库）。例如：

=> \c postgres => DROP DATABASE mydatabase;

用户也可以使用客户端程序dropdb来删除一个数据库。 例如，下面的命令会用
给出的主机名和端口连接到MPP数据库并且删除数据库mydatabase：

$ dropdb -h masterhost -p 5432 mydatabase

Warning: 删除数据库不能被撤销。

DROP DATABASE命令不是事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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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管理表空间
表空间允许数据库管理员在每台机器上拥有多个文件系统并且决定如何最好地使
用物理存储来存放数据库对象。 表空间允许用户为频繁使用和不频繁使用的数
据库对象分配不同的存储，或者在特定的数据库对象上控制I/O性能。 例如，把
频繁使用的表放在使用高性能固态驱动器（SSD）的文件系统上，而把其他表
放在标准的磁盘驱动器上。

表空间需要一个主机文件系统位置来存储其数据库文件。 在MPP数据库中，文
件系统位置必须存在于包括运行master,standby master和每个primary和mirror的
所有主机上。

表空间是MPP数据库系统对象（全局对象），如果有权限的话，可以使用任何
数据库中的表空间。

Parent topic: 定义数据库对象

创建表空间

CREATE TABLESPACE命令创建一个表空间。例如：

CREATE TABLESPACE fastspace LOCATION '/fastdisk/gp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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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超级用户定义表空间并通过GRANTCREATE 命令赋予数据库用户访问权
限。 例如：

GRANT CREATE ON TABLESPACE fastspace TO admin;

使用表空间来存储数据库对象

在一个表空间上拥有CREATE特权的用户可以在其中创建数据库对象，例如
表、索引和数据库。命令是：

CREATE TABLE tablename(options) TABLESPACE spacename

例如，下列命令在表空间space1中创建一个表：

CREATE TABLE foo(i int) TABLESPACE space1;

用户也可以使用default_tablespace参数为没有指定表空间的 CREATE
TABLE和CREATE INDEX命令指定默认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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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数据库相关联的表空间存储数据库的系统目录、服务器进程使用该数据库创建
的临时文件。如果在创建对象时没有指定表空间，则数据库中创建的表和索引选
择此表空间为默认表空间。如果在创建数据库时没有指定表空间，则使用与该数
据库模板库一样的表空间。 如果在创建数据库时没有指定表空间，则使用与该
数据库模板库一样的表空间。

如果有足够的权限的话，可以使用任何数据库的表空间。

查看已有的表空间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查看已有的表空间

每个MPP数据库系统有如下默认表空间。

pg_global 用于共享系统的catalogs。

pg_default，默认表空间。由template1和template0数据库使用。

这些表空间使用系统的默认文件空间，其数据目录位置在系统初始化时被创建。

要查看表空间信息，请从pg_tablespacecatalog表获取表空间的对象ID(OID)，
然后使用gp_tablespace_location()函数显示表空间路径。 下面是一个包含有一
个用户定义的表空间myspace的例子：

SELECT oid, * FROM pg_tablespace ;

  oid  |  spcname   | spcowner | spcacl | spcoptions
-------+------------+----------+--------+------------
  1663 | pg_default |       10 |        |
  1664 | pg_global  |       10 |        |
 16391 | myspace    |       10 |        |
(3 rows)

myspace表空间的OID是16391。 运行gp_tablespace_location()显示了系统中
包含两个节点和master的表空间位置。

# SELECT * FROM gp_tablespace_location(16391);
 gp_segment_id |    tblspc_loc
---------------+------------------
             0 | /data/mytblspace
             1 | /data/mytblspace
            -1 | /data/mytblspace
(3 rows)

这个查询使用gp_tablespace_location()和catalog表gp_segment_configuration
显示包含myspace表空间文件系统路径的节点实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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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pc AS (SELECT * FROM  gp_tablespace_location(16391))
  SELECT seg.role, spc.gp_segment_id as seg_id, seg.hostname, seg.datadir, tblspc_loc 
    FROM spc, gp_segment_configuration AS seg 
    WHERE spc.gp_segment_id = seg.content ORDER BY seg_id;

这是一个在单一宿主机上包含两个节点和master的测试系统的信息。

 role | seg_id | hostname |       datadir        |    tblspc_loc
------+--------+----------+----------------------+------------------
 p    |     -1 | testhost | /data/master/gpseg-1 | /data/mytblspace
 p    |      0 | testhost | /data/data1/gpseg0   | /data/mytblspace
 p    |      1 | testhost | /data/data2/gpseg1   | /data/mytblspace
(3 rows)

删除表空间

要删除表空间，必须是表空间的所有者或者超级用户。直到所有依赖该表空间的
对象都被删除才可以删除该表空间。

DROP TABLESPACE命令删除一个空的表空间。

Note: 无法删除一个非空或存储了临时或事务文件的表空间。

移动临时或事务文件的位置

您可以将临时文件或事务文件移动到特定的表空间，以在运行查询，创建备份和
更顺序地存储数据时提高数据库性能。

MPP数据库服务器配置参数 temp_tablespaces 控制哈希聚合和哈希连接查询的
临时表和临时溢出文件的位置。 （用于排序大型数据集等目的的临时文件
与<data_dir>/<seg_ID>/base/pgsql_tmp中的常规段数据一起存储。）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当CREATE命令没有显式指定表空间时， temp_tablespaces指定了创建临时对
象时使用的表空间（临时表和临时表上的index）。

另请注意有关临时文件或事务文件的以下信息：

尽管您可以使用相同的表空间来存储其他类型的文件，但只能将一个表空间
专用于临时文件或事务文件。

无法删除一个被临时文件使用的表空间。

创建和管理SCHEMA
Schema从逻辑上组织一个数据库中的对象和数据。 Schema允许用户在同一个
数据库中拥有多于一个对象（例如表）具有相同的名称而不发生冲突，只要把它
们放在不同的Schema中就好。

Parent topic: 定义数据库对象

默认的 "Public" SCHEMA

每个数据库都有一个名为public的schema。 如果用户没有创建任何schema，对
象会被创建在这个public的schema中。 所有的数据库角色（用户）都在public
schema中拥有CREATE和USAGE特权。 在用户创建一个schema时，用户应该
为允许访问该schema的用户授予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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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SCHEMA

可以使用CREATE SCHEMA命令来创建一个新的schema。例如：

=> CREATE SCHEMA myschema;

要在一个schema中创建或者访问对象，需要写一个由schema名和表名构成的限
定名，两者之间用点号隔开。例如：

myschema.table

有关访问一个schema的信息请见SCHEMA搜索路径。

用户可以创建一个由他人拥有的schema，例如用来把用户的活动限定在定义良
好的名字空间内。语法是：

=> CREATE SCHEMA schemaname AUTHORIZATION username;

SCHEMA搜索路径

要在数据库中指定一个对象的位置，请使用schema限定的名称。例如：

=> SELECT * FROM myschema.mytable;

用户可以设置search_path配置参数来指定在其中搜索对象的可用schema的顺
序。 在该搜索路径中第一个列出的方案会成为默认schema。 如果没有指定方
案，对象会被创建在默认schema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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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SCHEMA搜索路径

search_path配置参数设置schema搜索顺序。 ALTER DATABASE命令可以设
置搜索路径。例如：

=> ALTER DATABASE mydatabase SET search_path TO myschema, 
public, pg_catalog;

用户也可以使用ALTER ROLE命令为特定的角色（用户）设置search_path。例
如：

=> ALTER ROLE sally SET search_path TO myschema, public, 
pg_catalog;

查看当前SCHEMA

使用current_schema()函数可以查看当前的schema。例如：

=> SELECT current_schema();

使用SHOW命令可以查看当前的搜索路径。例如：

=> SHOW search_path;

删除一个SCHEMA

使用DROP SCHEMA命令可以删除一个schema。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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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OP SCHEMA myschema;

默认情况下，在能够删除一个schema前，它必须为空。 要删除一个schema连
同其中的所有对象（表、数据、函数等等），可以使用：

=> DROP SCHEMA myschema CASCADE;

系统SCHEMA

下列系统级schema存在于每一个数据库中：

pg_catalog包含着系统目录表、内建数据类型、函数和操作符。 即便在
schema搜索路径中没有显式地提到它，它也总是schema搜索路径的一部
分。

information_schema有一个包含数据库中对象信息的视图集合组成。 这些视
图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从系统目录表中得到系统信息。

pg_toast存储大型对象，如超过页面尺寸的记录。 这个schema由MPP数据库
系统内部使用。

pg_bitmapindex存储位图索引对象，例如值的列表。 这个schema由MPP数
据库系统内部使用。

pg_aoseg存储追加优化表对象。 这个schema由MPP数据库系统内部使用。

gp_toolkit是一个管理用途的schema，它包含用户可以用SQL命令访问的外部
表、视图和函数。 所有的数据库用户都能访问gp_toolkit来查看和查询系统日
志文件以及其他系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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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管理表
MPP数据库的表与任何一种关系型数据库中的表类似，不过其表中的行被分布
在系统中的不同Segment上。 当用户创建一个表时，用户会指定该表的分布策
略。

创建一个表

CREATE TABLE命令创建一个表并且定义它的结果。当用户创建一个表示，用
户需要定义：

该表的列以及它们的数据类型。参见选择列的数据类型。

任何用于限制列或者表中能包含的数据的表或者列约束。参见设置表和列约
束。

表的分布策略，这决定了MPP数据库如何在Segment之间划分数据。 参见选
择表分布策略。

表存储在磁盘上的方式。参见选择表存储模型。

大型表的表分区策略。参见创建和管理数据库。

选择列的数据类型

一个列的数据类型决定了该列能包含的数据的类型。 选择的数据类型应使用最
少的空间，但仍能容纳用户的数据并且能最好地约束数据。 例如，对字符串使
用character数据类型，对于日期使用date或者timestamp数据类型，而对数字使
用numeric数据类型。

对于包含文本数据的表列，应指定数据类型为VARCHAR或者TEXT。 不推荐指
定数据类型为CHAR。 在MPP数据库中数据类型VARCHAR或者TEXT会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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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后面的边距（在最后一个非空白字符后面增加的空白字符）处理为有效字
符，而数据类型CHAR不会这样做。 关于character数据类型的信息，请见MPP
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CREATE TABLE命令。

使用能容纳用户的数字型数据的且允许未来扩张的最小数字数据类型。 例如，
为适合INT或SMALLINT的数据使用BIGINT会浪费存储空间。 如果用户预期用
户的数据值将会随着时间扩张，应该考虑到在装载大量数据后从较小的数据类型
更改成较大的数据类型需要很大的代价。 例如，如果用户当期的数据值适
合SMALLINT，但是很可能值会扩张，这样INT就是更好的长期选择。

对用户计划要用在交叉表连接中的列使用相同的数据类型。 交叉表连接通常使
用一个表中的主键和其他表中的外键。 当数据类型不同时，数据库必须转换其
中之一以便数据值能被正确地比较，这会增加不必要的开销。

MPP数据库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本地数据类型集合。 有关内建数据类型的信息
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设置表和列约束

用户可以在列和表上定义约束来限制表中的数据。 MPP数据库支持和
PostgreSQL相同的约束，但是有一些限制，包括：

CHECK约束只能引用它所在的表。

UNIQUE和PRIMARY KEY约束必须和它们所在表的分布键和分区键（如果
有）兼容。
Note: 在追加优化表上不允许UNIQUE和PRIMARY KEY约束，因为追加优化
表上不允许这些约束创建的UNIQUE索引。

允许FOREIGN KEY约束，但不会被强制。

用户在分区表上定义的约束将作为整体应用到分区表上。用户不能在该表的
单独的部分上定义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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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约束

检查约束允许用户指定一个特定列中的值必须满足一个布尔（真值）表达式。例
如，要求正的产品价格：

=>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CHECK (price > 0) );

非空约束

非空约束指定一个列不能有空值。非空约束总是被写作为列约束。例如：

=>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OT NULL,
         name text NOT NULL,
         price numeric );

唯一约束

唯一约束确保一列或者一组列中包含的数据对于表中所有的行都是唯一的。 该
表必须是哈希分布或复制表（不可以是DISTRIBUTED RANDOMLY）。 如果
表是哈希分布的，约束列必须是该表的分布键列（或者是一个超集）。例如：

=>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UNIQUE,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DISTRIBUTED BY (product_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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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键

主键约束是一个UNIQUE约束和一个NOT NULL约束的组合。 该表必须是哈希
分布（非DISTRIBUTED RANDOMLY）的，并且约束列必须是该表的分布键列
（或者是一个超集）。 如果一个表具有主键，这个列（或者这一组列）会被默
认选中为该表的分布键。 例如：

=>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PRIMARY KEY,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DISTRIBUTED BY (product_no);

外键

不支持外键。用户可以声明它们，但是参照完整性不会被实施。

外键约束指定一列或者一组列中的值必须匹配出现在另一个表的某行中的值，以
此来维护两个相关表之间的参照完整性。 参照完整性检查不能在一个MPP数据
库的分布表段之间实施。

选择表分布策略

所有的MPP数据库表都会被分布。 当用户创建或者修改一个表时，用户可以有
选择地指定DISTRIBUTED BY（哈希分布）， DISTRIBUTED
RANDOMLY（随机分布），或DISTRIBUTED REPLICATED（全分布）来决
定该表的行分布。

Note: 如果创建表时没有指定DISTRIBUTED BY， MPP数据库服务器配置参
数gp_create_table_random_default_distribution控制表的分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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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关该参数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的“服务器配置参数”部分。

在决定表分布策略时，请考虑以下几点。

均匀数据分布均匀数据分布  — 为了最好的性能，所有的Segment应该包含等量的数据。
如果数据不平衡或者倾斜，具有更多数据的Segment就必须做更多工作来执
行它那一部分的查询处理。 请选择对于每一个记录都唯一的分布键，例如主
键。

本地和分布式操作本地和分布式操作  — 本地操作比分布式操作更快。 在Segment层面上，如
果与连接、排序或者聚集操作相关的工作在本地完成，查询处理是最快的。
在系统层面完成的工作要求在Segment之间分布元组，其效率会低些。 当表
共享一个共同的分布键时，在它们共享的分布键列上的连接或者排序工作会
在本地完成。 对于随机分布策略来说，本地连接操作就行不通了。

均匀查询处理均匀查询处理  — 为了最好的性能，所有的Segment应该处理等量的查询负
载。 如果一个表的数据分布策略与查询谓词匹配不好，查询负载可能会倾
斜。 例如，假定一个销售事务表按照客户ID列（分布键）分布。 如果查询中
的谓词引用了一个单一的客户ID，该查询处理工作会被集中在一个Segment
上。

复制表分布策略(DISTRIBUTED REPLICATED)应该在小表上使用。 将大表数
据复制到每个节点上无论在存储还是维护上都是有代价的。 复制表最基本的用
例是：

删除用户定义的函数可以对节点执行的操作的限制

频繁使用的表不需要广播到所有节点可以提高查询性能。

声明分布键

CREATE TABLE命令的可选子句DISTRIBUTED BY, DISTRIBUTED
RANDOMLY和DISTRIBUTED REPLICATED决定了表的分布策略。 默认的哈
希分布策略使用PRIMARY KEY（如果有的话）或表的第一列作为分布键。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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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信息列或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的列是不能作为MPP数据库分布列的。 如果找
不到合适的哈希分布的列，MPP数据库就选择随机分布策略。

复制表没有分布列，因为每行都分布在MPP数据库所有节点上。

为了保证哈希分布数据的均匀分布，最好选一个唯一键作为分布列。 如果找不
到，则选择DISTRIBUTED RANDOMLY。例如：

=> CREATE TABLE products
                        (name varchar(40),
                         prod_id integer,
                         supplier_id integer)
             DISTRIBUTED BY (prod_id);

=> CREATE TABLE random_stuff
                        (things text,
                         doodads text,
                         etc text)
             DISTRIBUTED RANDOMLY;

Important: 主键总是表的分布列。如果没有主键，但是有唯一索引存在，则选择
它为分布键。

自定义分布键哈希函数

用于哈希分布策略的哈希函数由列的数据类型的哈希运算符类定义。 由于默认
的MPP数据库使用数据类型的默认哈希运算符类，因此用于哈希连接和哈希聚
合的运算符类相同，适用于大多数用例。 但是，您可以在DISTRIBUTED BY子
句中声明非默认的哈希运算符类。

使用自定义哈希运算符类可以用于支持与默认相等运算符（=）不同的运算符上
的共存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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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哈希操作符类用例

此示例为整数数据类型创建自定义哈希运算符类，该类用于提高查询性能。 运
算符类比较整数的绝对值。

创建一个函数和一个等于运算符，如果两个整数的绝对值相等，则返回true。

CREATE FUNCTION abseq(int, int) RETURNS BOOL AS
$$
  begin return abs($1) = abs($2); end;
$$ LANGUAGE plpgsql STRICT IMMUTABLE;

CREATE OPERATOR |=| (
  PROCEDURE = abseq,
  LEFTARG = int,
  RIGHTARG = int,
  COMMUTATOR = |=|,
  hashes, merges);

现在，创建一个使用运算符的哈希函数和运算符类。

CREATE FUNCTION abshashfunc(int) RETURNS int AS
$$
  begin return hashint(abs($1)); end;
$$ LANGUAGE plpgsql STRICT IMMUTABLE;

CREATE OPERATOR CLASS abs_int_hash_ops FOR TYPE int4
  USING hash AS
  OPERATOR 1 |=|,
  FUNCTION 1 abshashfunc(int);

并且，为它们创建小于和大于运算符和B树运算符类。 我们的查询不需要它们，
但是MPP数据库的Postgres查询优化器必须依赖它们做连接的co-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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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FUNCTION abslt(int, int) RETURNS BOOL AS
$$
  begin return abs($1) < abs($2); end;
$$ LANGUAGE plpgsql STRICT IMMUTABLE;

CREATE OPERATOR |<| (
  PROCEDURE = abslt,
  LEFTARG = int,
  RIGHTARG = int);

CREATE FUNCTION absgt(int, int) RETURNS BOOL AS
$$
  begin return abs($1) > abs($2); end;
$$ LANGUAGE plpgsql STRICT IMMUTABLE;

CREATE OPERATOR |>| (
  PROCEDURE = absgt,
  LEFTARG = int,
  RIGHTARG = int);

CREATE FUNCTION abscmp(int, int) RETURNS int AS
$$
  begin return btint4cmp(abs($1),abs($2)); end;
$$ LANGUAGE plpgsql STRICT IMMUTABLE;

CREATE OPERATOR CLASS abs_int_btree_ops FOR TYPE int4
  USING btree AS
  OPERATOR 1 |<|,
  OPERATOR 3 |=|,
  OPERATOR 5 |>|,
  FUNCTION 1 abscmp(int, int);

现在，您可以在表中使用自定义哈希运算符类。

CREATE TABLE atab (a int) DISTRIBUTED BY (a abs_int_hash_ops);
CREATE TABLE btab (b int) DISTRIBUTED BY (b abs_int_hash_ops);

INSERT INTO atab VALUES (-1), (0), (1);
INSERT INTO btab VALUES (-1),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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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使用自定义相等运算符|=|的连接的查询 可以利用co-location。 使用默认的
整数opclass，此查询将需要Redistribute Motion节点，但使用自定义opclass，
可以实现更高效的计划。

EXPLAIN (COSTS OFF) SELECT a, b FROM atab, btab WHERE a = b;
                            QUERY PLAN                            
------------------------------------------------------------------
 Gather Motion 3:1  (slice3; segments: 3)
   ->  Hash Join
         Hash Cond: (btab.b = atab.a)
         ->  Redistribute Motion 3:3  (slice1; segments: 3)
               Hash Key: btab.b
               ->  Seq Scan on btab
         ->  Hash
               ->  Redistribute Motion 3:3  (slice2; segments: 3)
                     Hash Key: atab.a
                     ->  Seq Scan on atab
 Optimizer: Postgres query optimizer
(11 rows)

选择表存储模型
MPP数据库支持多种存储模型和一种混合存储模型。 当用户创建一个表时，用
户会选择如何存储它的数据。 这个主题解释了表存储的选项以及如何为用户的
负载选择最好的存储模型。

堆存储

追加优化存储

选择面向行或者面向列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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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压缩（只适用于追加优化表）

检查追加优化表的压缩和分布

修改一个表

删除一个表

Note: 为了简化数据库表的创建，用户可以使用MPP数据库的服务器配置参
数gp_default_storage_options为一些表存储选项指定默认值。

更多有关该参数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服务器配置参数”部分。

Parent topic: 定义数据库对象

堆存储

默认情况下，MPP数据库使用和PostgreSQL相同的堆存储模型。 堆表存储在
OLTP类型负载下表现最好，这种环境中数据会在初始载入后被频繁地修改。
UPDATE和DELETE操作要求存储行级版本信息来确保可靠的数据库事务处
理。 堆表最适合于较小的表，例如维度表，它们在初始载入数据后会经常被更
新。

追加优化存储

追加优化表存储在数据仓库环境中的非规范表表现最好。 非规范表通常是系统
中最大的表。 事实表通常成批地被载入并且被只读查询访问。 将大型的事实表
改为追加优化存储模型可以消除每行中的更新可见性信息负担，这可以为每一行
节约大概20字节。 这可以得到一种更加简洁并且更容易优化的页面结构。 追加
优化表的存储模型是为批量数据装载优化的，因此不推荐单行的INSERT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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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堆表

面向行的堆表是默认的存储类型。

=> CREATE TABLE foo (a int, b text) DISTRIBUTED BY (a);

使用CREATE TABLE命令的WITH子句可以声明表的存储选项。 默认是将表创
建为面向行的堆存储表。 例如，要创建一个不压缩的追加优化表：

=> CREATE TABLE bar (a int, b text) 
    WITH (appendoptimized=true)
    DISTRIBUTED BY (a);

Note: 使用appendoptimized=value语法来指定追加优化类型的表存储。
appendoptimized是appendonly传统存储选项的精简别名。 MPP数据库在
catalog里存储appendonly，并在列出追加优化表的存储选项时显示相同的内
容。

在一个可重复读或可序列化事务中的追加优化表上不允
许UPDATE和DELETE，它们将导致该事务中止。 追加优化表上不支
持CLUSTER、DECLARE...FOR UPDATE和触发器。

选择面向行或者面向列的存储

MPP提供面向存储的模型选择：行，列或两者的组合。 本主题提供了为表选择
最佳存储的一般准则。 使用您自己的数据和查询工作负载评估性能。

面向行的存储：适用于具有许多迭代事务的OLTP类型的工作负载以及一次需
要多列的单行，因此检索是高效的。

面向列的存储：适合于在少量列上计算数据聚集的数据仓库负载，或者是用
于需要对单列定期更新但不修改其他列数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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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常用目的或者混合负载，面向行的存储提供了灵活性和性能的最佳组
合。 不过，也有场景中面向列的存储模型提供了更高效的I/O和存储。 在为一个
表决定存储方向模型时，请考虑下列需求：

表数据的更新。表数据的更新。如果用户会频繁地装载和更新表数据，请选择一个面向行的
堆表。 面向列的表存储只能用于追加优化表。
参考堆存储获得更多信息。

频繁的插入。频繁的插入。如果频繁地向表中插入行，请考虑面向行的模型。 列存表并未
对写操作优化，因为一行的列值必须被写到磁盘上的不同位置。

查询中要求的列数。查询中要求的列数。如果在查询的SELECT列表或者WHERE子句中常常要
求所有或者大部分列，请考虑面向行的模型。 面向列的表最适合的情况是，
查询会聚集一个单一列中的很多值且WHERE或者HAVING谓词也在该聚集列
上。例如：

SELECT SUM(salary)...

SELECT AVG(salary)... WHERE salary > 10000

或者面向列的情况是WHERE谓词在一个单一列上并且返回相对较少的行。例
如：

SELECT salary, dept ... WHERE state='CA'

表中的列数。表中的列数。在同时要求很多列或者表的行尺寸相对较小时，面向行的存储
会更有效。 对于具有很多列的表且查询中访问这些列的一个小子集时，面向
列的表能够提供更好的查询性能。

压缩。压缩。列数据具有相同的数据类型，因此在列存数据上支持存储尺寸优化，
但在行存数据上则不支持。 例如，很多压缩方案使用临近数据的相似性来进
行压缩。 不过，临近压缩做得越好，随机访问就会越困难，因为必须解压数
据才能读取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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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面向列的表

CREATE TABLE命令的WITH子句指定表的存储选项。 默认是面向行的堆
表。使用面向列的存储的表必须是追加优化表。 例如，要创建一个列存表：

=> CREATE TABLE bar (a int, b text) 
    WITH (appendoptimized=true, orientation=column)
    DISTRIBUTED BY (a);

使用压缩（只适用于追加优化表）

对于追加优化表，在MPP数据库中有两种类型的库内压缩可用：

应用于一整个表的表级压缩。

应用到一个指定列的列级压缩。用户可以为不同的列应用不同的列级压缩算
法。

下面的表总结了可用的压缩算法。

Table 1. 用于追加优化表的压缩算法

表方向表方向 可用的压缩类型可用的压缩类型 支持的算法支持的算法

行 表 ZLIB, ZSTD和 QUIC
KLZ

列 列和表 RLE_TYPE, ZLIB, Z
STD和 QUICKLZ

Note: QuickLZ压缩在MPP数据库的开源版本中不可用。

在为追加优化表选择一种压缩类型和级别时，要考虑这些因素：

CPU使用。用户的Segment系统必须具有可用的CPU能力来压缩和解压数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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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压缩率/磁盘尺寸。最小化磁盘尺寸是一个因素，但也要考虑压缩和扫描数据
所需的时间和CPU计算能力。 要找到能高效压缩数据但不导致过长压缩时间
或者过慢扫描率的最优设置。

压缩的速度。与zlib比较，QuickLZ在较低的压缩率下通常使用较少的CPU计
算能力、能更快地压缩数据。 zlib提供更高的压缩率，但是速度较慢。
例如，在压缩级别1上（compresslevel=1），QuickLZ和zlib具有差不多的压
缩率，但是压缩速度不同。 使用compresslevel=6的zlib能比QuickLZ更显著
地提升压缩率，但是压缩速度更慢。 ZStandard压缩可以提供良好的压缩比
或速度，具体取决于压缩级别，或两者的良好折衷。

解压速度/扫描率。压缩的追加优化表的性能取决于硬件、查询调优设置和其
他因素。 请执行对比测试来判断在用户的环境中的真实性能。
Note: 不要在使用压缩的文件系统上创建压缩的追加优化表。 如果用户的
Segment数据目录所在的文件系统是一个压缩的文件系统，用户的追加优化
表不能使用压缩。

压缩的追加优化表的性能取决于硬件、查询调优设置和其他因素。 请执行对比
测试来判断在用户的环境中的真实性能。

Note: Zstd压缩级别可以设置为1-19。 QuickLZ的压缩级别只能被设置为级别
1，没有其他的选项可用。 zlib的压缩级别可以设置为1-9的值。 RLE的压缩级
别可以设置为1-4的值。

ENCODING子句指定个别列的压缩类型和级别。 当ENCODING子句与WITH子
句冲突时，ENCODING子句的优先级高于WITH子句。

创建一个压缩表

CREATE TABLE命令的WITH子句声明表的存储选项。 使用压缩技术的表必须
是追加优化表。 例如，要创建一个使用zlib压缩且压缩级别为5的追加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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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TABLE foo (a int, b text) 
   WITH (appendoptimized=true, compresstype=zlib, compresslevel=5);

检查追加优化表的压缩和分布

MPP提供了内建函数来检查一个追加优化表的压缩率和分布情况。 这些函数要
求对象ID或者表名作为参数。用户可以用schema名来限定表名。

Table 2. 用于压缩追加优化表元数据的函数

函数函数 返回类型返回类型 描述描述

get_ao_distribution(name)

get_ao_distribution(oid)

(dbid, tupleco
unt)行的集合

展示一个追加优化表的行在
阵列中的分布情况。 返回
一个行集合，其中每一个行
包括了一个节点dbid以及存
储在其中的元组数。

get_ao_compression_ratio(n
ame)

get_ao_compression_ratio(oi
d)

float8 为一个压缩的追加优化表计
算压缩率。如果该信息不可
用，这个函数会返回-1。

压缩比作为公共比率返回。 例如，返回值3.19或者3.19:1表示解压后的表比压缩
表的尺寸的3倍略大。

表的分布被返回为一个行集合，它们反映了每个Segment上存储了多少元组。
例如，在一个具有四个Primary Segment（dbid值从0-3）的系统中，该函数返
回与以下类似的四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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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get_ao_distribution('lineitem_comp');
 get_ao_distribution
---------------------
(0,7500721)
(1,7501365)
(2,7499978)
(3,7497731)
(4 rows)

游程编码支持

MPP数据库对列级压缩支持游程编码（RLE）。 RLE数据压缩把重复的数据存
储为一个单一的数据值和一个计数。 例如，在有两个列date和description的表
中，它包含200,000个含有值date1的项以及400,000个含有值date2的项， 对这
个date域的RLE压缩会类似于date1 200000 date2 400000。 RLE对于没有大量
重复数据集合的文件来说用处不大，因为它会大幅度增加这种文件的尺寸。

有四种级别的RLE压缩可用。这些级别逐步增加了压缩率，但是同时也会降低压
缩速度。

MPP数据库4.2.1及其后的版本支持面向列的RLE压缩。 如果要备份一个用了
RLE压缩的表用来恢复到一个早期版本的MPP数据库中， 应在开始备份操作前
修改该表为不采用压缩或者采用早期版本中支持的压缩类型（ZLIB或
者QUICKLZ）。

MPP数据库为BIGINT、INTEGER、DATE、TIME或者TIMESTAMP列中的数据
的RLE压缩结合了增量压缩。 该增量压缩算法基于连续列值之间的变化来进行
压缩，它的设计目的是在以排序顺序装载数据时或者对已排序数据应用压缩时改
进压缩性能。

增加列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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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列级压缩

用户可以为列存追加优化表的列增加下列存储指令：

压缩类型

压缩级别

列的块尺寸

使用CREATE TABLE、ALTER TABLE以及CREATE TYPE命令增加存储指
令。

下面的表格详细介绍了存储指令的类型以及每一个指令可能的值。

Table 3. 列级压缩的存储指令

名称名称 定义定义 值值 注释注释

compressty
pe

压缩的类型
。

zstd: ZStandard算法

zlib: 缩小算法

quicklz: 快速算法

RLE_TYPE: 游程编
码

none: 无压缩

值不区分大小写。

compressl
evel

压缩级别。 zlib压缩： 1-9 1是最快的方法但压缩率
最低。1是默认值。

9是最慢的方法但压缩率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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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td压缩： 1-19 1是最快的方法但压缩率
最低。1是默认值。

19是最慢的方法但压缩
率最高。

QuickLZ压缩：

1 – 使用压缩

1是默认值。

RLE_TYPE压缩：1 
– 4

1 - 只应用RLE

2 - 应用RLE然后应
用zlib压缩级别1

3 - 应用RLE然后应
用zlib压缩级别5

4 - 应用RLE然后应
用zlib压缩级别9

1是最快的方法但压缩率
最低。

4是最慢的方法但压缩率
最高。 1是默认值。

blocksize 表中每一块
的以字节计
的尺寸

8192 – 2097152 该值必须是8192的倍数
。

名称名称 定义定义 值值 注释注释

下面是增加存储指令的格式。

[ ENCODING ( storage_directiv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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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单词ENCODING是必需的并且存储指令有三个部分：

指令的名称

一个等号

参数

多个存储指令用逗号分隔。 如下面的CREATE TABLE子句所示，可以把一个存
储指令应用到单一列或者把它作为所有列的默认指令。

一般用法：

column_name data_type ENCODING ( storage_directive [, … ] ), …  

COLUMN column_name ENCODING ( storage_directive [, … ] ), … 

DEFAULT COLUMN ENCODING ( storage_directive [, … ] )

示例：

C1 char ENCODING (compresstype=quicklz, blocksize=65536) 

COLUMN C1 ENCODING (compresstype=zlib, compresslevel=6, blocksize=65536)

DEFAULT COLUMN ENCODING (compresstype=quicklz)

默认压缩值默认压缩值

如果没有定义压缩类型、压缩级别和块尺寸，默认是无压缩并且块尺寸被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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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配置参数block_size。

压缩设置的优先级压缩设置的优先级

列压缩设置从表级继承到分区级，再到子分区级。最低级别上的设置优先。

表级定义的列压缩设置会覆盖该类型的任何压缩设置。

表级指定的列压缩设置会覆盖整个表的任何压缩设置。

为分区指定的列压缩设置会覆盖列级或表级别的任何压缩设置。

为子分区指定的列压缩设置会覆盖分区，列或表级别的任何压缩设置。

当ENCODING子句与WITH子句冲突时， ENCODING子句的优先级高
于WITH子句。

Note: 在一个含有存储指令或者列引用存储指令的表中不允许INHERITS子句。

使用LIKE子句创建的表忽略存储指令以及列引用存储指令。

列压缩设置的最佳位置列压缩设置的最佳位置

最佳做法是在数据所在的层次上设置列压缩设置。 参考例 5，它展示了一个分
区深度为2的表。 RLE_TYPE压缩在子分区层次上被增加到一个列。

存储指令示例存储指令示例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在CREATE TABLE语句中存储指令的使用。

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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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列c1被使用zstd压缩并且使用系统中定义的块尺寸。
列c2用quicklz压缩并且使用的块尺寸为65536。 列c3没有被压缩并且使用系统
中定义的块尺寸。

CREATE TABLE T1 (c1 int ENCODING (compresstype=zstd),
                  c2 char ENCODING (compresstype=quicklz, blocksize=65536),
                  c3 char)    WITH (appendoptimized=true, orientation=column);

例 2

在这个例子中，列c1使用zlib压缩并且使用系统中定义的块尺寸。 列c2使
用quicklz压缩，并且使用的块尺寸为65536。 列c3使用RLE_TYPE压缩并且使
用系统中定义的块尺寸。

CREATE TABLE T2 (c1 int ENCODING (compresstype=zlib),
                  c2 char ENCODING (compresstype=quicklz, blocksize=65536),
                  c3 char,
                  COLUMN c3 ENCODING (compresstype=RLE_TYPE)
                  )
    WITH (appendoptimized=true, orientation=column);

例 3

在这个例子中，列c1使用zlib压缩并且使用系统中定义的块尺寸。 列c2使
用quicklz压缩，并且使用的块尺寸为65536。 列c3使用zlib压缩并且使用系统中
定义的块尺寸。 注意，列c3在分区中使用zlib（而不是RLE_TYPE），因为在
分区子句中的列存储比表的列定义中的存储指令优先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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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T3 (c1 int ENCODING (compresstype=zlib),
                  c2 char ENCODING (compresstype=quicklz, blocksize=65536),
                  c3 text, COLUMN c3 ENCODING (compresstype=RLE_TYPE) )
    WITH (appendoptimized=true, orientation=column)
    PARTITION BY RANGE (c3) (START ('1900-01-01'::DATE)          
                             END ('2100-12-31'::DATE),
                             COLUMN c3 ENCODING (compresstype=zlib));

例 4

在这个例子中，CREATE TABLE把zlib压缩类型存储指令分配给c1。 列c2没有
存储指令并且从DEFAULT COLUMN ENCODING子句继承了压缩类型
（quicklz）和块尺寸（65536）。

列c3的ENCODING子句定义其压缩类型RLE_TYPE。 为特定列定义
的ENCODING子句会覆盖DEFAULT ENCODING子句，因此列c3使用默认块大
小32768。

列c4的压缩类型为none，并使用默认块大小。

CREATE TABLE T4 (c1 int ENCODING (compresstype=zlib),
                  c2 char,
                  c3 text,
                  c4 smallint ENCODING (compresstype=none),
                  DEFAULT COLUMN ENCODING (compresstype=quicklz,
                                             blocksize=65536),
                  COLUMN c3 ENCODING (compresstype=RLE_TYPE)
                  ) 
   WITH (appendoptimized=true, orientation=column);

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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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创建一个追加优化的列存表T5。 T5有两个分区p1和p2，每一个都有子
分区。 每一个子分区都有ENCODING子句：

分区p1的子分区sp1的ENCODING子句定义了列i的压缩类型是zlib并且块尺
寸是65536。

分区p2的子分区sp1的ENCODING子句定义了列i的压缩类型是rle_type并且
块尺寸为默认值。 列k使用默认压缩并且其块尺寸为8192。

CREATE TABLE T5(i int, j int, k int, l int)
    WITH (appendoptimized=true, orientation=column)
    PARTITION BY range(i) SUBPARTITION BY range(j)
    (
       partition p1 start(1) end(2)
       ( subpartition sp1 start(1) end(2) 
         column i encoding(compresstype=zlib, blocksize=65536)
       ), 
       partition p2 start(2) end(3)
       ( subpartition sp1 start(1) end(2)
           column i encoding(compresstype=rle_type)
           column k encoding(blocksize=8192)
       )
    );

用ALTER TABLE命令把一个压缩列增加到现有表的例子，请见为表增加一个压
缩列。

在在TYPE命令中增加压缩命令中增加压缩

创建新类型时，可以为该类型定义默认压缩属性。 例如，以下CREATE
TYPE命令定义了一个名为int33的类型，它指定了quicklz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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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YPE int33 (
   internallength = 4,
   input = int33_in,
   output = int33_out,
   alignment = int4,
   default = 123,
   passedbyvalue,
   compresstype="quicklz",
   blocksize=65536,
   compresslevel=1
   );

在CREATE TABLE命令中将int33指定为列类型时，将使用您为该类型指定的存
储指令创建该列：

CREATE TABLE t2 (c1 int33)
    WITH (appendoptimized=true, orientation=column);

您在表定义中指定的表级或列级存储属性会覆盖类型级存储属性。 有关为类型
创建和添加压缩属性的信息，请参阅CREATE TYPE。 有关更改类型中的压缩
规范的信息，请参阅ALTER TYPE。

选择块尺寸

blocksize是一个表中每一块的尺寸，以字节计。 块尺寸必须介于8192字节和
2097152字节之间，并且必须是8192的倍数。默认是32768。

指定大的块尺寸可能会消耗大量的内存。 块大小决定了存储层中的缓存。 在面
向列的表中，MPP维护为每个分区每个列维护了一个缓存。 具有许多分区或列
的表占用大量内存。

修改一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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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一个表

ALTER TABLE命令改变一个表的定义。 使用ALTER TABLE可以更改表的属
性，例如列定义、分布策略、存储模型以及分区结构（另见维护分区表）。 例
如，为一个表列增加一个非空约束：

=> ALTER TABLE address ALTER COLUMN street SET NOT NULL;

修改表的分布

ALTER TABLE提供了选项来改变一个表的分布策略。 当表分布选项改变时，
表数据会被在磁盘上重新分布，这可能会造成资源紧张。 用户也可以使用现有
的分布策略重新分布表数据。

更改分布策略

对于已分区的表，对于分布策略的更改会递归地应用到子分区上。 这种操作会
保留拥有关系和该表的所有其他属性。 例如，下列命令使用customer_id列作为
分布键在所有Segment之间重新分布表sales：

ALTER TABLE sales SET DISTRIBUTED BY (customer_id); 

在用户改变一个表的哈希分布时，表数据会被自动重新分布。 把分布策略改成
随机分布不会导致数据被重新分布。 例如，下面的ALTER TABLE命令不会立
刻产生效果：

ALTER TABLE sales SET DISTRIBUTED RANDOMLY;

将表的分布策略更改为DISTRIBUTED REPLICATED或从DISTRIBUTED
REPLICATED修改为其他分布，会自动重新分配表数据。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重新分布表的数据

要用一种随机分布策略（或者当哈希分布策略没有被更改时）对表重新分布数
据，可使用REORGANIZE=TRUE。 重新组织数据对于更正一个数据倾斜问题
是必要的，当系统中增加了Segment资源后也需要重新组织数据。 例如，下面
的命令会使用当前的分布策略（包括随机分布）在所有Segment上重新分布数
据。

ALTER TABLE sales SET WITH (REORGANIZE=TRUE);

将表的分布策略更改为DISTRIBUTED REPLICATED或从DISTRIBUTED
REPLICATED改为其它总是重新分配表数据， 即使REORGANIZE=FALSE也
是如此。

修改表的存储模型

表存储、压缩和行列类型只能在创建时声明。 要改变存储模型，用户必须用正
确的存储选项创建一个表，再把原始表的数据载入到新表中，接着删除原始表并
且把新表重命名为原始表的名称。 用户还必须重新授权原始表上有的权限。例
如：

CREATE TABLE sales2 (LIKE sales) 
WITH (appendoptimized=true, compresstype=quicklz, 
      compresslevel=1, orientation=column);
INSERT INTO sales2 SELECT * FROM sales;
DROP TABLE sales;
ALTER TABLE sales2 RENAME TO sales;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sales TO admin;
GRANT SELECT ON sales TO guest;

可参考分裂分区来学习如何改表一个已分区表的存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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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增加一个压缩列为表增加一个压缩列

使用ALTER TABLE命令为一个表增加一个压缩列。 所有在增加列级压缩中描
述的用于压缩列的选项和约束都适用于用ALTER TABLE命令增加的列。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如何向一个表中增加一个使用zlib压缩的列T1。

ALTER TABLE T1
      ADD COLUMN c4 int DEFAULT 0
      ENCODING (compresstype=zlib);

压缩设置的继承压缩设置的继承

如果一个表有子分区且子分区带有压缩设置，则向该表增加的一个分区会从子分
区继承那些压缩设置。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如何创建一个有子分区编码的表，然
后修改它来增加一个分区。

CREATE TABLE ccddl (i int, j int, k int, l int)
  WITH
    (appendoptimized = TRUE, orientation=COLUMN)
  PARTITION BY range(j)
  SUBPARTITION BY list (k)
  SUBPARTITION template(
    SUBPARTITION sp1 values(1, 2, 3, 4, 5),
    COLUMN i ENCODING(compresstype=ZLIB),
    COLUMN j ENCODING(compresstype=QUICKLZ),
    COLUMN k ENCODING(compresstype=ZLIB),
    COLUMN l ENCODING(compresstype=ZLIB))
  (PARTITION p1 START(1) END(10),
   PARTITION p2 START(10) END(20))
;

ALTER TABLE ccddl
  ADD PARTITION p3 START(20) END(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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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ALTER TABLE命令会创建表ccddl的名
为ccddl_1_prt_p3和ccddl_1_prt_p3_2_prt_sp1的分区。 分区ccddl_1_prt_p3继
承了子分区sp1的不同的压缩编码。

删除一个表

DROP TABLE命令把表从数据库中移除。例如：

DROP TABLE mytable;

要清空一个表的行但不移除该表的定义，可使用DELETE或者TRUNCATE。例
如：

DELETE FROM mytable;

TRUNCATE mytable;

DROP TABLE总是会移除目标表上存在的任何索引、规则、触发器和约束。 删
除一个被视图引用的表应指定CASCADE。CASCADE会移除依赖表的视图。

对大型表分区
表分区让我们能通过把表划分成较小的、更容易管理的小块来支持非常大的表，
例如事实表。 通过让MPP数据库查询优化器只扫描满足给定查询所需的数据而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避免扫描大表的全部内容，分区表能够提升查询性能。
关于表分区

决定表的分区策略

创建分区表

加载分区表

验证分区策略

查看用户的分区设计

维护分区表

Parent topic: 定义数据库对象

关于表分区

分区并不会改变表数据在Segment之间的物理分布。 表分布是物理的：MPP数
据库会在物理上把分区表和未分区表划分到多个Segment上来启用并行查询处
理。 表分区是逻辑的：MPP数据库在逻辑上划分大表来提升查询性能并且有利
于数据仓库维护任务，例如把旧数据滚出数据仓库。

MPP数据库支持：

范围分区：基于一个数字型范围划分数据，例如按照日期或价格划分。

列表分区：基于一个值列表划分数据，例如按照销售范围或产品线划分。

两种类型的组合。

Figure 1. 多层分区设计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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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数据库中的表分区

MPP数据库把表划分成部分（也称为分区）来启用大规模并行处理。 表分区在
使用PARTITION BY（以及可选的SUBPARTITION BY）子句的CREATE
TABLE执行期间进行。 分区操作会创建一个顶层（父）表以及一层或者多层子
表。 在内部，MPP数据库会在顶层表和它的底层分区之间创建继承关系，类似
于PostgreSQL的INHERITS子句的功能。

MPP使用表创建时定义的分区标准来创建每一个分区及其上一个可区分
的CHECK约束，这个约束限制了该表能含有的数据。 查询优化器使
用CHECK约束来决定要扫描哪些表分区来满足一个给定的查询谓词。

MPP系统目录存储了分区层次信息，这样插入到顶层父表的行会被正确地传播
到子表分区。 要更改分区设计或者表结构，可使用带有PARTITION子句
的ALTER TABLE修改父表。

要把数据插入到一个分过区的表中，用户需要指定根分区表，也就是
用CREATE TABLE命令创建的那个表。 用户也可以在INSERT命令中指定分区
表的一个叶子子表。 如果该数据对于指定的叶子子表不合法，则会返回一个错
误。 不支持在DML命令中指定一个非叶子或者非根分区表。

决定表的分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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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表的分区策略

MPP数据库不支持对复制表进行分区(DISTRIBUTED REPLICATED)。 不是所
有的哈希分布表或随机分布表都适合于分区。 如果下列问题的答案全部或者大
部分都是yes，表分区就是一种可行的改进查询性能的数据库设计策略。 如果下
列问题的答案大部分都是no，表分区对于该表就不是正确的方案。 请测试用户
的设计策略来确保查询性能能得到预期的改进。

表是否足够大？表是否足够大？大型的事实表是进行表划分很好的候选。 如果在一个表中有
几百万或者几十亿个记录，从逻辑上将数据分成较小的块会让用户在性能方
面受益。 对于只有几千行或者更少数据的小表来说，维护分区的管理开销将
会超过用户可能得到的性能收益。

用户是否体验到不满意的性能？用户是否体验到不满意的性能？正如任何性能调节的动机一样，只有针对
一个表的查询产生比预期还要慢的响应时间时才应该对该表分区。

用户的查询谓词有没有可识别的访问模式？用户的查询谓词有没有可识别的访问模式？检查用户的查询负载
的WHERE子句并且查找一直被用来访问数据的表列。 例如，如果大部分查
询都倾向于用日期查找记录，那么按月或者按周的日期分区设计可能会对用
户有益。 或者如果用户倾向于根据地区访问记录，可考虑一种列表分区设计
来根据地区划分表。

用户的数据仓库是否维护了一个历史数据的窗口？用户的数据仓库是否维护了一个历史数据的窗口？  另一个分区设计的考虑
是用户的组织对维护历史数据的业务需求。 例如，用户的数据仓库可能要求
用户保留过去十二个月的数据。 如果数据按月分区，用户可以轻易地从仓库
中删除最旧的月份分区并且把当前数据载入到最近的月份分区中。

数据能否基于某种定义的原则被划分成差不多相等的部分？数据能否基于某种定义的原则被划分成差不多相等的部分？尽可能选择将
把用户的数据均匀划分的分区原则。 如果分区包含基本同等数量的记录，查
询性能会基于创建的分区数量而提升。 例如，通过将一个大型表划分成10个
分区，一个查询的执行速度将比在未分区表上快10倍，前提是这些分区就是
为支持该查询的条件而设计。

不要创建超过所需数量的分区。 创建过多的分区可能会拖慢管理和维护工作，
例如清理、恢复Segment、扩展集群、检查磁盘用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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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查询优化器能基于查询谓词排除一些分区，否则分区技术不能改进查询性
能。 每个分区都扫描的查询运行起来会比表没有分区时还慢，因此如果用户的
查询中很少能排除分区，请避免进行分区。 请检查查询的解释计划来确认分区
被排除。 参考查询分析获取更多关于分区的信息。

Warning: 请对多级分区格外谨慎，因为分区文件的数量可能会增长得非常快。
例如，如果一个表被按照日和城市划分并且有1,000个日以及1,000个城市，那么
分区的总数就是一百万。 列存表会把每一列存在一个物理表中，因此如果这个
表有100个列，系统就需要为该表管理一亿个文件。

在选定一种多级分区策略之前，可以考虑一种带有位图索引的单级分区。 索引
会降低数据装载的速度，因此推荐用用户的数据和模式进行性能测试以决定最佳
的策略。

创建分区表

在使用CREATE TABLE创建表时就可以对它们分区。 这个主题提供了用于创建
带有数个分区的表的SQL语法的例子。

对一个表分区：

1. 决定分区设计：日期范围、数字范围或者值的列表。

2. 选择要按哪个（哪些）列对表分区。

3. 决定用户需要多少个分区级别。 例如，用户可以按月创建一个日期范围分区
表，然后对每个月的分区按照销售地区划分子分区。

定义日期范围分区表

定义数字范围分区表

定义列表分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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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多级分区表

对已有的表进行分区

定义日期范围分区表

一个按日期范围分区的表使用单个date或者timestamp列作为分区键列。 如果需
要，用户可以使用同一个分区键列来创建子分区，例如按月分区然后按日建子分
区。 请考虑使用最细的粒度分区。 例如，对于一个用日期分区的表，用户可以
按日分区并且得到365个每日的分区，而不是先按年分区然后按月建子分区再然
后按日建子分区。 一种多级设计可能会减少查询规划时间，但是一种平面的分
区设计运行得更快。

用户可以通过给出一个START值、一个END值以及一个定义分区增量值
的EVERY子句让MPP数据库自动产生分区。 默认情况下，START值总是被包
括在内而END值总是被排除在外。例如：

CREATE TABLE sales (id int, date date, amt decimal(10,2))
DISTRIBUTED BY (id)
PARTITION BY RANGE (date)
( START (date '2016-01-01') INCLUSIVE
   END (date '2017-01-01') EXCLUSIVE
   EVERY (INTERVAL '1 day') );

用户也可以逐个声明并且命名每一个分区。例如：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CREATE TABLE sales (id int, date date, amt decimal(10,2))
DISTRIBUTED BY (id)
PARTITION BY RANGE (date)
( PARTITION Jan16 START (date '2016-01-01') INCLUSIVE , 
  PARTITION Feb16 START (date '2016-02-01') INCLUSIVE ,
  PARTITION Mar16 START (date '2016-03-01') INCLUSIVE ,
  PARTITION Apr16 START (date '2016-04-01') INCLUSIVE ,
  PARTITION May16 START (date '2016-05-01') INCLUSIVE ,
  PARTITION Jun16 START (date '2016-06-01') INCLUSIVE ,
  PARTITION Jul16 START (date '2016-07-01') INCLUSIVE ,
  PARTITION Aug16 START (date '2016-08-01') INCLUSIVE ,
  PARTITION Sep16 START (date '2016-09-01') INCLUSIVE ,
  PARTITION Oct16 START (date '2016-10-01') INCLUSIVE ,
  PARTITION Nov16 START (date '2016-11-01') INCLUSIVE ,
  PARTITION Dec16 START (date '2016-12-01') INCLUSIVE 
                  END (date '2017-01-01') EXCLUSIVE );

用户不需要为每一个分区声明一个END子句，只需要为最后一个分区写上就
好。 在这个例子中，Jan16会在Feb16开始处结束。

定义数字范围分区表

一个按数字范围分区的表使用单个数字数据类型列作为分区键列。例如：

CREATE TABLE rank (id int, rank int, year int, gender 
char(1), count int)
DISTRIBUTED BY (id)
PARTITION BY RANGE (year)
( START (2006) END (2016) EVERY (1), 
  DEFAULT PARTITION extra ); 

更多有关默认分区的信息，请见增加默认分区。

定义列表分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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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列表分区表

一个按列表分区的表可以使用任意允许等值比较的数据类型列作为它的分区键
列。 一个列表分区也可以用一个多列（组合）分区键，反之一个范围分区只允
许单一列作为分区键。 对于列表分区，用户必须为每一个用户想要创建的分区
（列表值）声明一个分区说明。例如：

CREATE TABLE rank (id int, rank int, year int, gender 
char(1), count int ) 
DISTRIBUTED BY (id)
PARTITION BY LIST (gender)
( PARTITION girls VALUES ('F'), 
  PARTITION boys VALUES ('M'), 
  DEFAULT PARTITION other );

Note: 当前的MPP数据库传统优化器允许列表分区带有多列（组合）分区键。
一个范围分区只允许单一列作为分区键。 MPP查询优化器不支持组合键，因此
用户不能使用组合分区键。

更多有关默认分区的信息，请见增加默认分区。

定义多级分区表

用户可以用分区的子分区创建一种多级分区设计。 使用一个 子分区模板可以确
保每一个分区都有相同的子分区设计，包括用户后来增加的分区。 例如，下面
的SQL创建所示的两级分区设计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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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sales (trans_id int, date date, amount 
decimal(9,2), region text) 
DISTRIBUTED BY (trans_id)
PARTITION BY RANGE (date)
SUBPARTITION BY LIST (region)
SUBPARTITION TEMPLATE
( SUBPARTITION usa VALUES ('usa'), 
  SUBPARTITION asia VALUES ('asia'), 
  SUBPARTITION europe VALUES ('europe'), 
  DEFAULT SUBPARTITION other_regions)
  (START (date '2011-01-01') INCLUSIVE
   END (date '2012-01-01') EXCLUSIVE
   EVERY (INTERVAL '1 month'), 
   DEFAULT PARTITION outlying_dates );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一个三级分区设计，其中sales表被按照year分区，然后按
照month分区，再然后按照region分区。 SUBPARTITION TEMPLATE子句保证
每一个年度的分区都有相同的子分区结构。 这个例子在该层次的每一个级别上
都声明了一个DEFAULT分区。

CREATE TABLE p3_sales (id int, year int, month int, day int, 
region text)
DISTRIBUTED BY (id)
PARTITION BY RANGE (year)
    SUBPARTITION BY RANGE (month)
       SUBPARTITION TEMPLATE (
        START (1) END (13) EVERY (1), 
        DEFAULT SUBPARTITION other_months )
           SUBPARTITION BY LIST (region)
             SUBPARTITION TEMPLATE (
               SUBPARTITION usa VALUES ('usa'),
               SUBPARTITION europe VALUES ('europe'),
               SUBPARTITION asia VALUES ('asia'),
               DEFAULT SUBPARTITION other_regions )
( START (2002) END (2012) EVERY (1), 
  DEFAULT PARTITION outlying_years );

CA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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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创建基于范围的多级分区时，很容易会创建大量的子分区，有一些包含很
少的甚至不包含数据。 这可能会在系统表中增加很多项，这些项增加了优化和
执行查询所需的时间和内存。 增加范围区间或者选择一种不同的分区策略可减
少创建的子分区数量。

对已有的表进行分区

表只能在创建时被分区。 如果用户有一个表想要分区，用户必须创建一个分过
区的表，把原始表的数据载入到新表，再删除原始表并且把分过区的表重命名为
原始表的名称。 用户还必须重新授权表上的权限。例如：

CREATE TABLE sales2 (LIKE sales) 
PARTITION BY RANGE (date)
( START (date 2016-01-01') INCLUSIVE
   END (date '2017-01-01') EXCLUSIVE
   EVERY (INTERVAL '1 month') );
INSERT INTO sales2 SELECT * FROM sales;
DROP TABLE sales;
ALTER TABLE sales2 RENAME TO sales;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sales TO admin;
GRANT SELECT ON sales TO guest;

分区表的限制

对于每个分区级别，一个已分区的表最多能有32,767个分区。

一个已分区表上的主键或者唯一约束必须包含所有的分区列。 一个唯一索引可
以忽略分区列，但是它只能在已分区表的每个部分而不是整个已分区的表上被强
制。

用DISTRIBUTED REPLICATED分布策略创建的表不能被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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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的下一代查询优化器GPORCA支持统一的多级分区表。 如果启用了
GPORCA（默认情况）并且多级分区表不统一，MPP数据库会用传统查询优化
器对该表执行查询。 有关统一多级分区表的信息，请见关于统一多级分区表。

有关交换叶节点和外部表的信息，请参考用外部表交换叶子子分区。

当一个叶子子分区是外部表时，对分区表有一些限制：

针对包含外部表分区的分区表运行的查询将用传统查询优化器执行。

外部表分区是一个只读外部表。尝试在该外部表分区中访问或者修改数据的
命令会返回一个错误。例如：

尝试在外部表分区中改变数据的INSERT、DELETE以及UPDATE命令会
返回一个错误。
TRUNCATE命令返回一个错误。
COPY命令无法复制数据到一个会更新外部表分区的分区表中。
尝试从一个外部表分区中复制出数据的COPY命令会返回一个错误，除非
用户为COPY命令指定IGNORE EXTERNAL PARTITIONS子句。 如果用
户指定该子句，数据不会被从外部表分区复制出来。
要对一个有外部表作为叶子子表的分区表使用COPY命令，可以使用一个
SQL查询来拷贝数据。 例如，如果表my_sales包含一个外部表作为叶子子
表，这个命令可以把其数据发送到stdout：

COPY (SELECT * from my_sales ) TO stdout

VACUUM命令会跳过外部表分区。

如果在外部表分区上没有数据改变，则支持下列操作。否则，返回一个错
误。

增加或者删除一列。
更改列的数据类型。

如果分区表包含一个外部表分区，则不支持这些ALTER PARTITION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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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一个子分区模板。
更改分区属性。
创建一个默认分区。
设置一种分布策略。
设置或者删除列的一个NOT NULL约束。
增加或者删除约束。
分裂一个外部分区。

如果分区表的一个叶子子分区是一个可读的外部表，MPP数据库工
具gpbackup不会从该叶子子分区中备份数据。

加载分区表

在用户创建了分区表结构之后，顶层父表为空。 数据会被路由到底层的子表分
区中。 在一个多级分区设计中，只有层次底部的子分区能够包含数据。

不能被映射到一个子表分区的行会被拒绝并且载入会失败。 为了避免无法映射
的行在载入时被拒绝，可以为用户的分区层次定义一个DEFAULT分区。 任何不
匹配一个分区的CHECK约束的行会被载入到DEFAULT分区。 参见增加默认分
区。

在运行时，查询优化器扫描整个表继承层次并使用CHECK表约束来决定要扫描
哪个子表分区来满足查询的条件。 DEFAULT分区（如果用户的层次中有一个）
总是会被扫描。 包含数据的DEFAULT分区会拖慢总体扫描时间。

当用户使用COPY或者INSERT来载入数据到父表时，数据会被自动路由到正确
的分区，这就像是向一个常规表中载入数据一样。

向分区表中载入数据的最佳方法是创建一个中间状态表，把数据载入其中，然后
把它交换到用户的分区设计中。参见交换分区。

验证分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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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分区策略

当一个表基于查询谓词被分区时，用户可以使用EXPLAIN来验证查询优化器只
扫描相关的数据来检查查询计划。

例如，假设一个sales表被按日期范围分区，先用月份分区然后用地区建立子分
区，如图Figure 1所示。 对于下列查询：

EXPLAIN SELECT * FROM sales WHERE date='01-07-12' AND 
region='usa';

这个查询的查询计划应该展示只涉及到下列表的表扫描：

返回0-1行的默认分区（如果用户的分区设计有一个默认分区）

返回0-1行的January 2012分区（sales_1_prt_1）

返回若干行的USA地区子分区（sales_1_2_prt_usa）。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相关的查询计划片段。

->  Seq Scan onsales_1_prt_1 sales (cost=0.00..0.00 rows=0 
     width=0)
Filter: "date"=01-07-12::date AND region='USA'::text
->  Seq Scan onsales_1_2_prt_usa sales (cost=0.00..9.87 
rows=20 
      width=40)

确保查询优化器不会扫描不必要的分区或者子分区（例如，扫描没有在查询谓词
中指定的月份或者地区），以及顶层表的扫描返回0-1行。

选择性分区扫描疑难解答

下列限制可能导致一个对用户的分区层次进行非选择性扫描的查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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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查询包含表的使用不可变操作符，例如
=, < , <= , >,  >= , 和 <>
的直接或者简单限制时，查询优化器才能有选择地扫描分区表。

选择性扫描识别查询中的STABLE以及IMMUTABLE函数，但是不识
别VOLATILE函数。 例如，date > CURRENT_DATE这样的WHERE子句导
致查询优化器选择性扫描分区表，但是time > TIMEOFDAY不会。

查看用户的分区设计

用户可以使用pg_partitions视图查看有关分区设计的信息。 例如，要查
看sales表的分区设计：

SELECT partitionboundary, partitiontablename, partitionname, 
partitionlevel, partitionrank 
FROM pg_partitions 
WHERE tablename='sales';

下列表和视图展示了关于分区表的信息。

pg_partition - 跟踪分区表以及它们的继承层次关系。

pg_partition_templates - 展示使用一个子分区模板创建的子分区。

pg_partition_columns - 显示在一个分区设计中用到的分区键列。

有关MPP数据库系统目录表和视图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维护分区表

要维护一个分区表，对顶层父表使用ALTER TABLE命令。 最常用的情景是删
除旧的分区以及增加新的分区，以此在一种范围分区设计中维护数据的一个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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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 用户可以把旧的分区转换（交换）成追加优化的压缩存储格式来节省空
间。 如果在用户的分区设计中有一个默认分区，用户可以通过分裂默认分区来
增加一个分区。

增加分区

重命名分区

增加默认分区

删除分区

截断分区

交换分区

分裂分区

修改子分区模板

用外部表交换叶子子分区

Important: 重要： 在定义和改变分区设计时，要使用给定的分区名而不是表对象
名。 尽管用户可以直接使用SQL命令来查询和装载任何表（包括分区表），用
户只能使用ALTER TABLE...PARTITION子句修改一个分区表的结构。

分区并不要求有名称。如果一个分区没有名称，可使用下列表达式之一来指定
它：PARTITION FOR (value)或者PARTITION FOR(RANK(number)。

增加分区

用户可以用ALTER TABLE命令为一个分区设计增加一个分区。 如果原始分区
设计包括由一个子分区模板定义的子分区，新增加的分区也会根据该模板划分子
分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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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TABLE sales ADD PARTITION 
            START (date '2017-02-01') INCLUSIVE 
            END (date '2017-03-01') EXCLUSIVE;

如果在创建表时没有使用一个子分区模板，用户可以在增加分区时定义子分区：

ALTER TABLE sales ADD PARTITION 
            START (date '2017-02-01') INCLUSIVE 
            END (date '2017-03-01') EXCLUSIVE
      ( SUBPARTITION usa VALUES ('usa'), 
        SUBPARTITION asia VALUES ('asia'), 
        SUBPARTITION europe VALUES ('europe') );

当用户为一个现有分区增加一个子分区时，用户可以指定要更改的分区。例如：

ALTER TABLE sales ALTER PARTITION FOR (RANK(12))
      ADD PARTITION africa VALUES ('africa');

Note: 用户不能向一个具有默认分区的分区设计中增加分区。 用户必须分裂默认
分区来增加分区。 参见分裂分区。

重命名分区

分区表使用下列命名习惯。分区子表的名称服从唯一性要求和长度限制。

<parentname>_<level>_prt_<partition_name>

例如：

sales_1_prt_ja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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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动生成的范围分区，在没有给出名称时会分配一个数字：

sales_1_prt_1

要重命名一个已分区的子表，应重命名顶层父表。在所有相关的子表分区的表名
中，<parentname>都会改变。例如下面的命令：

ALTER TABLE sales RENAME TO globalsales;

会修改相关的表名：

globalsales_1_prt_1

用户可以更改一个分区的名称让它更容易标识。例如：:

ALTER TABLE sales RENAME PARTITION FOR ('2016-01-01') TO jan16;

会把相关的表名改为如下：

sales_1_prt_jan16

在使用ALTER TABLE命令修改分区表时，总是用它们的分区名（jan16）而不
是它们的完整表名（sales_1_prt_jan16）引用表。

Note: 表名不能是一个ALTER TABLE语句中的分区名。 例如，ALTER TABLE
sales...是正确的。 ALTER TABLE sales_1_part_jan16...则不被允许。

增加默认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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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用ALTER TABLE命令为一个分区设计增加一个默认分区。

ALTER TABLE sales ADD DEFAULT PARTITION other;

如果用户的分区设计是多级的，该层次中每一级都必须有一个默认分区。例如：

ALTER TABLE sales ALTER PARTITION FOR (RANK(1)) ADD DEFAULT 
PARTITION other;

ALTER TABLE sales ALTER PARTITION FOR (RANK(2)) ADD DEFAULT 
PARTITION other;

ALTER TABLE sales ALTER PARTITION FOR (RANK(3)) ADD DEFAULT 
PARTITION other;

如果到来的数据不匹配一个分区的CHECK约束并且没有默认分区，该数据就会
被拒绝。 默认分区确保到来的不匹配一个分区的数据能被插入到默认分区中。

删除分区

用户可以使用ALTER TABLE命令从用户的分区设计中删除一个分区。 当用户
删除一个具有子分区的分区时，子分区（以及其中的所有数据）也会被自动删
除。 对于范围分区，从范围中删除较老的分区很常见，因为旧的数据会被滚出
数据仓库。例如：

ALTER TABLE sales DROP PARTITION FOR (RANK(1));

截断分区

用户可以使用ALTER TABLE命令截断一个分区。 当用户截断一个具有子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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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区时，子分区也会被自动截断。

ALTER TABLE sales TRUNCATE PARTITION FOR (RANK(1));

交换分区

用户可以使用ALTER TABLE命令交换一个分区。 交换一个分区用一个表换掉
一个现有的分区。 用户只能在分区层次的最底层交换分区（只有包含数据的分
区才可以被交换）。

不可以交换包含复制表的分区。 不支持使用分区表或分区表的子分区交换分
区。

分区交换对数据装载有用。 例如，装载一个分段表并且把装载好的表换入到用
户的分区设计中去。 用户可以使用分区交换来把较老分区的存储类型改为追加
优化表。例如：

CREATE TABLE jan12 (LIKE sales) WITH (appendoptimized=true);
INSERT INTO jan12 SELECT * FROM sales_1_prt_1 ;
ALTER TABLE sales EXCHANGE PARTITION FOR (DATE '2012-01-01') 
WITH TABLE jan12;

Note: 这个例子指的是表sales的单级定义，就是在前面那些例子对它增加或者修
改分区之前。
Warning: 如果用户指定WITHOUT VALIDATION子句，用户必须确保用户用于
交换现有分区的表中的数据对于该分区上的约束是合法的。 否则，针对分区表
的查询可能会返回不正确的结果。

MPP数据库服务器配置参数gp_enable_exchange_default_partition控
制EXCHANGE DEFAULT PARTITION子句的可用性。 该参数的默认值是off，
表示该子句不可用，如果在ALTER TABLE命令中指定了该子句，MPP数据库会
返回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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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参数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服务器配置参数”。
Warning: 在用户交换默认分区前，用户必须确保要被交换的表中的数据（即新
的默认分区）对于默认分区是合法的。 例如，新默认分区中的数据不能含有对
分区表其他叶子子分区有效的数据。 否则，交换过默认分区的分区表上由
GPORCA执行的查询可能会返回不正确的结果。

分裂分区

分裂一个分区会把一个分区划分成两个分区。 用户可以使用ALTER TABLE命
令分裂分区。 只能在最低层级的分区做分裂（包含数据的分区）。 对于对级别
分区，只是范围分区可以分裂，列表分区不行。 用户指定的分裂值会分在后一
个分区中。

例如，把一个月度分区分裂成两个，第一个分区包含日期January 1-15而第二个
分区包含日期January 16-31：

ALTER TABLE sales SPLIT PARTITION FOR ('2017-01-01')
AT ('2017-01-16')
INTO (PARTITION jan171to15, PARTITION jan1716to31);

如果用户的分区设计有一个默认分区，用户必须分裂该默认分区来增加分区。

在使用INTO子句时，指定当前的默认分区为第二个分区名。 例如，要分裂一个
默认的范围分区来为January 2017增加一个新的月度分区：

ALTER TABLE sales SPLIT DEFAULT PARTITION 
START ('2017-01-01') INCLUSIVE 
END ('2017-02-01') EXCLUSIVE 
INTO (PARTITION jan17, default par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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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子分区模板

使用ALTER TABLE SET SUBPARTITION TEMPLATE 来修改一个分区表的子
分区模板。 在用户设置了新子分区模板之后增加的分区会具有新的分区设计。
现有的分区不会被改变。

下面的例子修改这个分区表的子分区模板：

CREATE TABLE sales (trans_id int, date date, amount decimal(9,2), region text)
  DISTRIBUTED BY (trans_id)
  PARTITION BY RANGE (date)
  SUBPARTITION BY LIST (region)
  SUBPARTITION TEMPLATE
    ( SUBPARTITION usa VALUES ('usa'),
      SUBPARTITION asia VALUES ('asia'),
      SUBPARTITION europe VALUES ('europe'),
      DEFAULT SUBPARTITION other_regions )
  ( START (date '2014-01-01') INCLUSIVE
    END (date '2014-04-01') EXCLUSIVE
    EVERY (INTERVAL '1 month') );

这个ALTER TABLE命令修改子分区模板。

ALTER TABLE sales SET SUBPARTITION TEMPLATE
( SUBPARTITION usa VALUES ('usa'), 
  SUBPARTITION asia VALUES ('asia'), 
  SUBPARTITION europe VALUES ('europe'),
  SUBPARTITION africa VALUES ('africa'), 
  DEFAULT SUBPARTITION regions );

当用户为表sales增加一个日期范围分区时，它包括非洲的新地区列表子分区。
例如，下面的命令创建子分区usa、asia、europe、 africa以及一个名为other的
默认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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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TABLE sales ADD PARTITION "4"
  START ('2014-04-01') INCLUSIVE 
  END ('2014-05-01') EXCLUSIVE ;

要查看为分区表sales创建的表，用户可以从psql命令行使用\dt sales*。

要移除一个子分区模板，使用带有空圆括号的SET SUBPARTITION
TEMPLATE。 例如，要清除sales表的子分区模板：

ALTER TABLE sales SET SUBPARTITION TEMPLATE ();

用外部表交换叶子子分区

用户可以用一个可读的外部表交换一个分区表中的一个叶子子分区。 外部表数
据可以位于一个主机文件系统、一个NFS挂载或者一个Hadoop文件系统
（HDFS）。

例如，如果用户有一个分区表，它按月被分成月度分全局并且对该表的大部分查
询值访问较新的数据，用户可以把较旧的、较少访问的数据拷贝到外部表并且把
较旧的分区与这些外部表交换。 对于之访问较新数据的查询，用户可以创建使
用分区排除的查询来防止扫描较旧的、不需要的分区。

如果分区表含有一个带检查约束或者NOT NULL约束的列，用一个外部表交换一
个叶子子分区是不可以的。

关于交换和修改一个叶子子分区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命令参考中的ALTER
TABLE命令。

关于含有外部表分区的分区表的限制，请见分区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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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部表交换分区的例子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它把这个分区表的一个叶子子分区交换为一个外部表。分
区表包含2010至2013年份的数据。

CREATE TABLE sales (id int, year int, qtr int, day int, region text)
  DISTRIBUTED BY (id) 
  PARTITION BY RANGE (year) 
  ( PARTITION yr START (2010) END (2014) EVERY (1) ) ;

该分区表有四个叶子子分区。 每一个叶子子分区含有单一年份的数据。 叶子子
分区表sales_1_prt_yr_1包含2010年的数据。 这些步骤把表sales_1_prt_yr_1交
换为一个使用gpfdist协议的外部表：

1. 确保MPP数据库系统启用了该外部表协议。
这个例子使用了gpfdist协议。这个命令开始gpfdist协议。

 $ gpfdist

2. 创建一个可写的外部表。
这个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命令用和分区表相同的列创
建一个可写的外部表。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 my_sales_ext ( LIKE sales_1_prt_yr_1 )
  LOCATION ( 'gpfdist://gpdb_test/sales_2010' )
  FORMAT 'csv' 
  DISTRIBUTED BY (id) ;

3. 创建一个可读的外部表，它从前一步创建的可写外部表的目的地读取数据。
这个CREATE EXTERNAL TABLE创建一个可读外部表，它使用和可写外部
数据相同的外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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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EXTERNAL TABLE sales_2010_ext ( LIKE sales_1_prt_yr_1)
  LOCATION ( 'gpfdist://gpdb_test/sales_2010' )
  FORMAT 'csv' ;

4. 从叶子子分区中拷贝数据到该可写外部表。
这个INSERT

INSERT INTO my_sales_ext SELECT * FROM sales_1_prt_yr_1 ;

5. 用该外部表交换现有的叶子子分区。
这个ALTER TABLE命令指定了EXCHANGE PARTITION子句来切换可读外
部表和叶子子分区。

ALTER TABLE sales ALTER PARTITION yr_1 
   EXCHANGE PARTITION yr_1 
   WITH TABLE sales_2010_ext WITHOUT VALIDATION;

以表名sales_1_prt_yr_1成为叶子子分区的外部表，并且旧的叶子子分区变
成表sales_2010_ext。
Warning: 为了确保针对分区表的查询返回正确的结果，外部表数据必须针对
叶子子分区上的CHECK约束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数据会从其上定义
有CHECK约束的叶子子分区表中取出。

6. 删除滚出分区表的表。

DROP TABLE sales_2010_ext ;

用户可以重命名该叶子子分区的名称来表明sales_1_prt_yr_1是一个外部表。

这个示例命令把分区名改为yr_1_ext把叶子子分区表的名称改
为sales_1_prt_yr_1_ext。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ALTER TABLE sales RENAME PARTITION yr_1 TO  yr_1_ext ;

创建和使用序列
MPP数据库序列对象是一个特殊的单行表，用作数字生成器。 您可以使用序列
为添加到表中的行生成唯一的整数标识符。 声明SERIAL类型的列会隐式创建一
个序列计数器，以便在该表列中使用。

MPP数据库提供了创建，更改和删除序列的命令。 MPP数据库还提供内置函数
来返回序列中的下一个值（nextval()）或将序列设置为特定的起始值
（setval()）。

Note: MPP数据库不支持PostgreSQLcurrval()和lastval()序列函数。

序列对象的属性包括序列的名称，其增量值以及序列计数器的最后，最小和最大
值。 序列还有一个名为is_called的特殊布尔属性，用于控制序列计数器
上nextval()操作的自动递增行为。 当序列的is_called属性为true时，nextval()会
在返回值之前递增序列计数器。 当序列的is_called属性值
为false时，nextval()在返回值之前不会递增计数器。

Parent topic: 定义数据库对象

创建一个序列

CREATE SEQUENCE命令使用给定的序列名称和可选的起始值创建和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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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序列名称必须与同一Schema中任何其他序列，表，索引或视图的名称不
同。 例如：

CREATE SEQUENCE myserial START 101;

创建新序列时，MPP数据库将序列is_called属性设置为false。 在新创建的序列
上调用nextval()不会递增序列计数器，但会返回序列起始值并将is_called设置
为true。

使用一个序列

使用CREATE SEQUENCE命令创建序列后，可以检查序列并使用序列内置函
数。

检查序列属性

要检查序列的当前属性，请直接查询序列。 例如，要检查名为myserial的序列：

SELECT * FROM myserial;

返回下一个序列计数器值

您可以调用nextval()内置函数来返回并使用序列中的下一个值。 以下命令将名
为myserial的序列的下一个值插入名为vendors的表的第一列：

INSERT INTO vendors VALUES (nextval('myserial'), 'a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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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val()使用序列的is_called属性值来确定在返回值之前是否递增序列计数器。
当is_called为true时，nextval()使计数器前进。 nextval()在返回之前将序
列is_called属性设置为true。

nextval()操作永远不会回滚。 即使执行nextval()的事务失败，获取的值也会被使
用。 这意味着失败的事务可能会在指定值的序列中留下未使用的漏洞。

Note: 如果在MPP数据库中启用了镜像，则不能在UPDATE或DELETE语句中使
用nextval()函数。

设置序列计数器值

您可以使用MPP数据库setval()内置函数来设置序列的计数器值。 例如，以下命
令将名为myserial的序列的计数器值设置为201：

SELECT setval('myserial', 201);

setval()有两个函数签名：setval(sequence, start_val)和setval(sequence,
start_val, is_called)。 setval(sequence, start_val)的默认行为设置序
列is_called属性值为true。

如果您不希望序列计数器在下一个nextval()调用时递增， 请使
用setval(sequence, start_val, is_called)函数签名，传递false参数：

SELECT setval('myserial', 201, false);

setval()操作永远不会回滚。

修改一个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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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SEQUENCE命令更改现有序列的属性。 您可以更改序列的开始，最
小，最大和增量值。 您也可以在起始值或指定值处重新启动序列。

未在ALTER SEQUENCE命令中设置的任何参数都保留其先前的设置。

ALTER SEQUENCE sequence START WITH start_value将序列的start_value
属性设置为新的起始值。 它对last_value属性或nextval(sequence)函数返回的值
没有影响。

ALTER SEQUENCE sequence RESTART 将序列的last_value属性重置
为start_value属性的当前值，并将is_called属性重置为false。
对nextval(sequence)函数的下一次调用将返回start_value。

ALTER SEQUENCE sequence RESTART WITH restart_value 将序列
的last_value属性设置为新值，将is_called属性设置为false。 下一次调
用nextval(sequence)会返回restart_value。 这等效于调用setval(sequence,
restart_value, false)。

以下命令在值105处重新启动名为myserial的序列：

ALTER SEQUENCE myserial RESTART WITH 105;

删除一个序列

DROP SEQUENCE命令可以删除序列。 例如，以下命令将删除名为myserial的
序列：

DROP SEQUENCE mys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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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序列指定为列的默认值

除了使用SERIAL或BIGSERIAL类型之外， 您还可以直接在CREATE TABLE命
令中引用序列。例如：

CREATE TABLE tablename ( id INT4 DEFAULT nextval('myserial'), name text );

您还可以更改表列以将其默认值设置为序列计数器：

ALTER TABLE tablename ALTER COLUMN id SET DEFAULT nextval('myserial');

序列回绕

默认情况下，序列不会回绕。 这意味着当一个序列到达了最大值
（SMALLSERIAL的+32767， SERIAL的+2147483647，
BIGSERIAL的+9223372036854775807）， 再调用nextval()会失败。 可以修改
一个序列让它从1开始回绕：

ALTER SEQUENCE myserial CYCLE;

也可以在创建序列时指定回绕行为：

CREATE SEQUENCE myserial CYCLE;

在MPP数据库中使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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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PP数据库中使用索引
在大部分传统数据库中，索引能够极大地改善数据访问时间。 不过，在一个
MPP之类的分布式数据库中，索引应该被更保守地使用。 MPP数据库会执行非
常快的顺序扫描，索引则使用一种随机搜索的模式在磁盘上定位记录。 MPP的
数据分布在Segment上，因此每个Segment会扫描全体数据的一小部分来得到结
果。 通过表分区，要扫描的数据量可能会更少。 因为商业智能（BI）查询负载
通常会返回非常大的数据集，使用索引并不是很有效。

首先在不加索引时尝试用户的查询负载。 索引更有可能为OLTP负载改进性能，
在那种场景中查询会返回一个单一记录或者数据的一个小的子集。 在被压缩过
的追加优化表上，索引也可以提高返回一个目标行集合的查询的性能，因为优化
器在适当的时候可以使用一种索引访问方法而不是全表扫描。 对于压缩过的数
据，使用一种索引访问方法意味着只有必要的行会被解压。

MPP数据库会自动为带有主键的表创建PRIMARY KEY约束。 要在一个被分区
的表上创建索引，就在用户创建的分区表上创建一个索引。 该索引会被传播到
MPP数据库所创建的所有子表上。不支持在MPP数据库为分区表创建的子表上
创建索引。

注意一个UNIQUE CONSTRAINT（例如PRIMARY KEY CONSTRAINT）会隐
式地创建一个UNIQUE INDEX，它必须包括分布键中所有的列以及任何分区
键。 UNIQUE CONSTRAINT会在整个表上被强制要求，包括所有的表分区
（如果有）。

索引会增加一些数据库负担，它们使用存储空间并且在表被更新时需要被维护。
要确保查询负载会用到用户创建的索引，并且检查用户增加的索引是否改进了查
询性能（与表的顺序扫描相比）。 要确定是否使用了索引，检查查询
的EXPLAIN计划。参见查询分析。

在创建索引时请考虑以下几点。

用户的查询负载。用户的查询负载。  索引能改进查询返回单一记录或者非常小的数据集的性
能，例如OLTP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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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表。在被压缩过的追加优化表上，索引也可以提高返回一个目标行集合
的查询的性能。对于压缩过的数据，一种索引访问方法意味着只有必要的行
会被解压。

避免在频繁更新的列上建立索引。避免在频繁更新的列上建立索引。在一个被频繁更新的列上建立索引会增
加该列被更新时所要求的写操作数据量。

创建选择性的创建选择性的B-树索引。树索引。  索引选择度是一个列中具有的可区分值的数量除
以表中行数得到的比例。 例如，如果一个表有1000行并且一个列中有800个
可区分的值，则该索引的选择度为0.8，这还不错。 唯一索引的选择度总是
1.0，这是最好的选择度。MPP数据库只允许在分布键列上的唯一索引。

为低选择度的列使用位图索引。为低选择度的列使用位图索引。  MPP数据库的位图索引类型在常规的
PostgreSQL中不可用。参见关于位图索引。

索引在连接中用到的列。索引在连接中用到的列。  在被用于频繁连接的一个列（例如一个外键列）
上的索引能够提升连接性能，因为这让查询优化器有更多的连接方法可以使
用。

索引在谓词中频繁使用的列。索引在谓词中频繁使用的列。  频繁地在WHERE子句中被引用的列是索引
的首选。

避免重叠的索引。避免重叠的索引。具有相同前导列的索引是冗余的。

批量载入前删掉索引。批量载入前删掉索引。  对于载入大量数据到一个表中，请考虑先删掉索引
并且在数据装载完成后重建它们。这常常比更新索引更快。

考虑一个聚簇索引。考虑一个聚簇索引。  聚簇一个索引意味着记录会根据索引被物理排序后存储
在磁盘上。 如果用户需要的数据被随机分布在磁盘上，数据库必须在磁盘上
来回寻找以取得所需的记录。 如果这些记录被存储得彼此临近，那么取得它
们的操作就会更高效。 例如，一个在日期列上的聚簇索引中数据会按照日期
顺序存放。 针对一个指定日期范围的查询将会导致对磁盘的一次有序地读
取，这会利用快速的顺序访问。

在MPP数据库中聚簇一个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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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LUSTER命令根据一个索引从物理上重新排序一个非常大的表可能会花费
很长的时间。 为了更快达到同样的结果，用户可以通过创建一个中间表并且按
照想要的顺序重载数据来手工在磁盘上重排数据。例如：

CREATE TABLE new_table (LIKE old_table) 
       AS SELECT * FROM old_table ORDER BY myixcolumn;
DROP old_table;
ALTER TABLE new_table RENAME TO old_table;
CREATE INDEX myixcolumn_ix ON old_table;
VACUUM ANALYZE old_table;

Parent topic: 定义数据库对象

索引类型

MPP数据库数据库支持Postgres索引类型B-树、GiST和GIN，不支持Hash索
引。 每一种索引类型都使用一种不同的算法，它们最适合的查询类型也不同。
B-树索引适合于最常见的情况并且是默认的索引类型。 对于这些类型的描述请
见PostgreSQL文档中的索引类型。

Note: 只有索引键的列与MPP分布键相同（或者是其超集）时，MPP数据库才允
许唯一索引。 在追加优化表上不支持唯一索引。在分区表上，唯一索引无法在
一个分区表的所有子表分区之间被实施。唯一索引只能在一个分区内实施。

关于位图索引

MPP数据库提供位图索引类型。 位图索引最适合于拥有大量数据、很多临时查
询以及少量数据修改（DML）事务的数据仓库应用和决策支持系统。

一个索引提供了指向表中包含一个给定键值的行的指针。 常规索引存储了每个
键存储了一个元组ID的列表，列表中的元组ID对应于具有那个键值的行。 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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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为每一个键值都存储一个位图。 常规索引可能会比表中的数据大几倍，但
位图索引提供了和常规索引相同的功能并且只需要被索引数据尺寸的一小部分。

位图中的每一个位对应于一个可能的元组ID。 如果该位被设置，则具有相应元
组ID的行包含该键值。 一个映射函数负责将这个位的位置转换成一个元组ID。
位图被压缩存储。如果可区分键值的数量很小，位图索引会小很多同时也会被压
缩得更好，并且比常规索引节省可观的空间。 一个位图索引的大小与该表中行
数乘以被索引列中不同值数量的结果成比例。

位图索引对于在WHERE子句中包含多个条件的查询最有效。 满足某些但不是
全部条件的行在访问表之前就会被过滤掉。这通常会极大地改善响应时间。

何时使用位图索引

位图索引最适合用户只查询数据而不更新数据的数据仓库应用。 对于拥有100至
100,000个可区分值的列并且当被索引列常常与其他被索引列联合查询时，位图
索引表现最好。 低于100个可区分值的列通常无法从任何类型的索引受益，例如
有两个可区分值的性别列（男和女）。 而在具有超过100,000个可区分值的列
上，位图索引的性能和空间效率会下降。

位图索引能够提升临时查询的查询性能。 在将结果位图转换成元组ID之前，一
个查询的WHERE子句中的AND以及OR条件可以通过在位图上直接执行相应的
布尔操作快速地解决。 如果结果行数很小，查询能够在不做全表扫描的情况下
很快地被回答。

何时不用位图索引

不要为唯一列或者具有高基数数据的列使用位图索引，例如顾客姓名或者电话号
码。 位图索引的性能增益和磁盘空间优势在具有100,000或者更多唯一值的列上
开始减小，这与表中的行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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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图索引不适合有大量并发事务修改数据的OLTP应用。

请保守地使用位图索引。测试并且比较使用索引和不使用索引的查询性能。只有
被索引列的查询性能有提升时才增加索引。

创建一个索引

CREATE INDEX命令在一个表上定义一个索引。 例如，要在
表employee的gender列上创建一个B-树索引：

CREATE INDEX gender_idx ON employee (gender);

要在表title中的列title上创建一个位图索引：

CREATE INDEX title_bmp_idx ON films USING bitmap (title);

表达式索引

索引列不必只是表的一列，而是可以是从表的一列或多列计算的函数或标量表达
式。 此功能对于根据计算结果快速访问表非常有用。

索引表达式的维护成本相对较高，因为必须在插入和每次更新时为每一行计算派
生表达式。 但是，索引表达式在索引搜索期间不会重新计算，因为它们已存储
在索引中。 在下面两个例子中，系统把查询视为WHERE indexedcolumn =
'constant'，所以查询的速度与其他普通索引相同。 因此，当检索速度比插入和
更新速度更重要时，表达式上的索引很有用。

第一个示例是使用lower函数进行不区分大小写的比较的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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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test1 WHERE lower(col1) = 'value';

如果一个索引已经在lower(col1)函数的结果上被定义，该查询可以使用索引：

CREATE INDEX test1_lower_col1_idx ON test1 (lower(col1));

此示例假定经常执行以下类型的查询。

SELECT * FROM people WHERE (first_name || ' ' || last_name) = 'John Smith';

查询可能会受益于以下索引。

CREATE INDEX people_names ON people ((first_name || ' ' || last_name));

CREATE INDEX命令的语法通常需要在索引表达式周围编写括号，如第二个示
例所示。 当表达式只是函数调用时，可以省略括号，如第一个示例中所示。

检查索引使用

MPP数据库的索引并不要求维护和调优。 用户可以检查实际的查询负载使用了
哪些索引。 使用EXPLAIN命令可以检查一个查询的索引使用。

查询计划展示了数据库将用来回答一个查询的步骤或者计划节点以及每一个计划
节点的时间估计。 要检查索引的使用，请在用户的EXPLAIN输出中寻找以下查
询计划节点类型：

索引扫描索引扫描  - 一次索引的扫描。

位图堆扫描位图堆扫描  - 检索所有由BitmapAnd、BitmapOr或者BitmapIndexScan生成
的位图并且访问堆以检索相关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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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图索引扫描位图索引扫描  - 计算一个由所有来自底层索引的满足查询谓词的位图通过OR
操作形成的位图。

BitmapAnd或BitmapOr - 取得从多个BitmapIndexScan节点生成的位图，把
它们AND或者OR在一起，并且生成一个新的位图作为其输出。

用户必须做实验来确定要创建哪些索引。请考虑以下几点。

在创建或者更新一个索引后运行ANALYZE。 ANALYZE会收集表统计信息。
查询优化器使用表统计信息来估算一个查询所返回的行数并且为每一种可能
的查询计划赋予实际开销。

实验中使用真实数据。使用测试数据建立索引会告诉用户该测试数据需要什
么样的索引，但也仅此而已。

不要使用非常小的测试数据集，因为它们的结果很可能是不真实的或者倾斜
的。

在开发测试数据时要小心。相似的、完全随机的或者排序后插入的值都将使
统计信息偏离真实数据的分布。

通过使用运行时参数来关闭特定的计划类型，用户可以强制使用索引来进行
测试。 例如，关闭顺序扫描（enable_seqscan）以及嵌套循环连接
（enable_nestloop）两种最基本的计划来强制系统使用一种不同的计划。 对
用户的查询使用索引和不用索引的执行进行计时，并且使用EXPLAIN
ANALYZE命令来比较结果。

管理索引

使用REINDEX命令可以重建一个表现不好的索引。 REINDEX使用存储在一个
索引的基表中的数据重建该索引来替换该索引。

重建一个表上的所有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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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DEX my_table;

REINDEX my_index;

删除一个索引

DROP INDEX命令移除一个索引。例如：

DROP INDEX title_idx;

在载入数据时，删除所有索引、载入数据然后重建索引会更快。

创建和管理视图
视图允许用户保存常用的或者复杂的查询，然后在一个SELECT语句中把它们当
作表来访问。 视图在磁盘上并没有被物理存储：当用户访问视图时查询会作为
一个子查询运行。

如果一个子查询与一个单一查询相关联，考虑使用SELECT命令的WITH子句而
不是创建一个很少使用的视图。

Parent topic: 定义数据库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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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视图

CREATE VIEW命令定义一个查询的视图。例如：

CREATE VIEW comedies AS SELECT * FROM films WHERE kind = 'comedy';

视图会忽略存储在视图中的ORDER BY以及SORT操作。

删除视图

DROP VIEW命令删除一个视图。例如：

DROP VIEW topten;

DROP VIEW ... CASCADE命令也可以移除所有依赖的对象。 例如，如果另一
个视图依赖于将要被删除的视图，这个其他的视图也将被删除。 如果没
有CASCADE选项，这个DROP VIEW命令将会失败。

分布与倾斜
MPP数据库依赖于跨节点的均匀数据分布。

在MPP无共享环境中，查询的总体响应时间由所有节点的完成时间来度量。 系
统只能与最慢的节点一样快。 如果数据偏斜，具有更多数据的节点将花费更多
时间来完成，因此每个节点必须具有大致相等的行数并执行大致相同的处理量。
如果一个节点具有比其他节点更多的处理数据，则可能导致性能不佳和内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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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大表做连接操作时，最佳分布至关重要。 要执行连接，匹配的行必须位于同一
节点上。 如果数据未在同一连接列上分发，则其中一个表所需的行将动态重新
分发到其他节点。 有些情况下，执行广播动作，每个节点将其各个行发送到所
有其他节点上，而不是每个节点重新哈希数据并根据哈希值将行发送到适当的节
点的重新分配。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

本地(Co-located)连接
使用在所有节点上均匀分布表并导致本地连接的哈希分布可以提供显着的性能提
升。 当连接的行位于同一节点时，可以在节点实例中完成大部分处理。 这些连
接被称为本地或co-located连接。 本地连接最小化数据移动; 每个节点独立于其
他节点运营，没有节点之间的网络流量或通信。

要做到经常进行连接的大型表进行本地连接，请在同一列上分布表。 本地连接
要求连接的两端分布在相同的列上（并且顺序相同），并且在连接表时使用分布
子句中的所有列。 分发列也必须是相同的数据类型 - 尽管不同数据类型的某些
值可能看起来具有相同的表示，但它们以不同方式存储并且哈希值不同，因此它
们存储在不同的节点上。

数据倾斜
数据倾斜可能是由于错误选择分布键或单个元组表插入或复制操作导致的数据分
布不均匀。 出现在表级别的数据倾斜通常是查询性能不佳和内存不足情况的根
本原因。 倾斜的数据会影响扫描（读取）性能，它也会影响所有其他查询执行
操作，例如，连接和按操作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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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分布以确保数据在初始加载后均匀分布非常重要。 在增量加载后继续验证
分布同样重要。

以下查询显示每个节点的行数以及最小和最大行数的方差：

SELECT 'Example Table' AS "Table Name", 
    max(c) AS "Max Seg Rows", min(c) AS "Min Seg Rows", 
    (max(c)-min(c))*100.0/max(c) AS "Percentage Difference Between Max & Min" 
FROM (SELECT count(*) c, gp_segment_id FROM facts GROUP BY 2) AS a;

gp_toolkit schema里有两个view可以供你检查倾斜。
gp_toolkit.gp_skew_coefficients view通过计算存储在每个节点上的数据的变
异系数（CV）来显示数据分布倾斜。 skccoeff列显示变异系数（CV），计算
为标准差除以平均值。 它考虑了数据系列平均值附近的平均值和可变性。 值
越低越好。 值越高表示数据倾斜越大。

gp_toolkit.gp_skew_idle_fractions view通过计算表扫描期间空闲的系统百分
比来显示数据分布倾斜，这是计算倾斜的指示。 siffraction列显示在表扫描期
间空闲的系统百分比。 这是数据分布不均匀或查询处理倾斜的指标。 例如，
值0.1表示10％偏斜，值0.5表示50％偏斜，依此类推。 倾斜超过10％的表应
评估其分配策略。

随机分布表的注意事项

当创建一个随机分布表(DISTRIBUTED RANDOMLY)，MPP数据库以轮询方式
将您插入或复制的数据分发到表中。 MPP数据库为每个插入或复制操作启动轮
询周期的新实例。 因此，将随机分布的表中的单个元组插入分配给第一个节
点，将导致数据偏斜。 MPP数据库更均匀地分布来自批量插入的数据。

复制表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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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创建复制表（CREATE TABLE子句DISTRIBUTED REPLICATED）
时，MPP数据库会将每个表行分发到每个节点实例。 复制表的数据均匀分布，
因为每个节点具有相同的行。 使用复制表上的gp_segment_id系统列来验证均
匀分布的数据的查询将失败，因为MPP数据库不允许查询引用复制表的系统
列。

处理倾斜
当不成比例的数据流向一个或几个节点并由其处理时，则要处理倾斜结果。 它
往往是MPP数据库性能和稳定性问题的罪魁祸首。 它可能发生在诸如连接，排
序，聚合和各种OLAP操作之类的操作中。 处理倾斜在执行查询中发生，并且不
容易检测数据倾斜。

如果单个节点失败，即不是主机上的所有节点，则可能是处理倾斜问题。 识别
处理倾斜目前是一个手动过程。 首先查看分裂文件。 如果存在倾斜，但不足以
导致分裂，则不会成为性能问题。 如果确定存在倾斜，则找到导致倾斜的查
询。 以下是要使用的步骤和命令。 （更改名称，例如传递给gpssh的主机文件
名）：

1. 找到要监视倾斜处理的数据库的OID：

SELECT oid, datname FROM pg_database;

示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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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d  |  datname
-------+-----------
 17088 | gpadmin
 10899 | postgres
     1 | template1
 10898 | template0
 38817 | pws
 39682 | gpperfmon
(6 rows)

2. 运行gpssh命令检测集群所有节点的文件大小。 使用先前命令将<OID>替换
为数据库的OID：

[gpadmin@mdw kend]$ gpssh -f ~/hosts -e \
    "du -b /data[1-2]/primary/gpseg*/base/<OID>/pgsql_tmp/*" | \
    grep -v "du -b" | sort | awk -F" " '{ arr[$1] = arr[$1] + $2 ; tot = tot + $2 }; END \
    { for ( i in arr ) print "Segment node" i, arr[i], "bytes (" arr[i]/(1024**3)" GB)"; \
    print "Total", tot, "bytes (" tot/(1024**3)" GB)" }' -

示例输出：

Segment node[sdw1] 2443370457 bytes (2.27557 GB)
Segment node[sdw2] 1766575328 bytes (1.64525 GB)
Segment node[sdw3] 1761686551 bytes (1.6407 GB)
Segment node[sdw4] 1780301617 bytes (1.65804 GB)
Segment node[sdw5] 1742543599 bytes (1.62287 GB)
Segment node[sdw6] 1830073754 bytes (1.70439 GB)
Segment node[sdw7] 1767310099 bytes (1.64594 GB)
Segment node[sdw8] 1765105802 bytes (1.64388 GB)
Total 14856967207 bytes (13.8366 GB)

如果磁盘使用率存在显着且持续的差异，则应调查正在执行的查询是否存在
可能的倾斜（上面的示例输出未显示出明显的倾斜）。 在监控系统中，总会
存在一些倾斜，但通常是短暂的，持续时间很短。

3. 如果出现显着且持续的偏斜，则下一个任务是识别违规查询。
上一步中的命令汇总了全部节点。 这次，找到实际的节点目录。 您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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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执行此操作，也可以登录到上一步中标识的特定节点。 以下是从
master运行的示例。
此示例专门查看排序文件。 并非所有分裂文件或倾斜情况都是由排序文件引
起的，因此您需要自定义命令：

$ gpssh -f ~/hosts -e
    "ls -l /data[1-2]/primary/gpseg*/base/19979/pgsql_tmp/*" 
    | grep -i sort | awk '{sub(/base.*tmp\//, ".../", $10); print $1,$6,$10}' | sort -k2 -n

如下是该命令的输出：

[sdw1] 288718848
      /data1/primary/gpseg2/.../pgsql_tmp_slice0_sort_17758_0001.0[sdw1] 291176448
      /data2/primary/gpseg5/.../pgsql_tmp_slice0_sort_17764_0001.0[sdw8] 924581888
      /data2/primary/gpseg45/.../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3_0010.9[sdw4] 980582400
      /data1/primary/gpseg18/.../pgsql_tmp_slice10_sort_29425_0001.0[sdw6] 986447872
      /data2/primary/gpseg35/.../pgsql_tmp_slice10_sort_29602_0001.0...[sdw5] 999620608
      /data1/primary/gpseg26/.../pgsql_tmp_slice10_sort_28637_0001.0[sdw2] 999751680
      /data2/primary/gpseg9/.../pgsql_tmp_slice10_sort_3969_0001.0[sdw3] 1000112128
      /data1/primary/gpseg13/.../pgsql_tmp_slice10_sort_24723_0001.0[sdw5] 1000898560
      /data2/primary/gpseg28/.../pgsql_tmp_slice10_sort_28641_0001.0...[sdw8] 1008009216
      /data1/primary/gpseg44/.../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1_0001.0[sdw5] 1008566272
      /data1/primary/gpseg24/.../pgsql_tmp_slice10_sort_28633_0001.0[sdw4] 1009451008
      /data1/primary/gpseg19/.../pgsql_tmp_slice10_sort_29427_0001.0[sdw7] 1011187712
      /data1/primary/gpseg37/.../pgsql_tmp_slice10_sort_18526_0001.0[sdw8] 1573741824
      /data2/primary/gpseg45/.../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3_0001.0[sdw8] 1573741824
      /data2/primary/gpseg45/.../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3_0002.1[sdw8] 1573741824
      /data2/primary/gpseg45/.../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3_0003.2[sdw8] 1573741824
      /data2/primary/gpseg45/.../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3_0004.3[sdw8] 1573741824
      /data2/primary/gpseg45/.../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3_0005.4[sdw8] 1573741824
      /data2/primary/gpseg45/.../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3_0006.5[sdw8] 1573741824
      /data2/primary/gpseg45/.../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3_0007.6[sdw8] 1573741824
      /data2/primary/gpseg45/.../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3_0008.7[sdw8] 1573741824
      /data2/primary/gpseg45/.../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3_0009.8

扫描此输出显示主机sdw8上的节点gpseg45是罪魁祸首，因为其排序文件比
输出中的其他文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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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sh登录到有问题的节点并切换到root。 使用lsof命令找到排序文件所属
进程的PID：

[root@sdw8 ~]# lsof /data2/primary/gpseg45/base/19979/pgsql_tmp/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3_0002.1
COMMAND  PID    USER    FD   TYPE DEVICE  SIZE        NODE        NAME
postgres 15673  gpadmin 11u  REG  8,48    1073741824  64424546751 /data2/primary/gpseg45/base/19979/pgsql_tmp/pgsql_tmp_slice10_sort_15673_0002.1

PID, 15673, 也是文件名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总是这样。

5. 使用ps命令找到PID并确认数据库和连接信息：

[root@sdw8 ~]# ps -eaf | grep 15673
gpadmin  15673 27471 28 12:05 ?        00:12:59 postgres: port 40003, sbaskin bdw
        172.28.12.250(21813) con699238 seg45 cmd32 slice10 MPPEXEC SELECT
root     29622 29566  0 12:50 pts/16   00:00:00 grep 15673

6. 在master上，检查上一个命令（sbaskin），连接（con699238）和命令
（cmd32）中用户的pg_log日志文件。 具有这三个值的日志文件中的行应该
是包含查询的行，但有时，命令编号可能略有不同。 例如，ps输出可能显
示cmd32，但在日志文件中它是cmd34。 如果查询仍在运行，则用户和连接
的最后一个查询是违规查询。

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处理倾斜的解决方法是重写查询。 创建临时表可以消除倾
斜。 临时表可以随机分配以强制进行两阶段聚合。

插入, 更新, 和删除数据
这一节提供了MPP数据库中有关操纵数据和并发访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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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题包括下列小标题：
关于MPP数据库中的并发控制

插入行

更新现有行

删除行

使用事务

全局死锁检测

清理数据库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

关于MPP数据库中的并发控制
MPP数据库和PostgreSQL不为并发控制使用锁。它们使用一种多版本模型来维
护数据一致性，即多版本并发控制（MVCC）。 MVCC 为每一个数据库会话实
现了事务隔离，并且每一个查询事务会看到一个数据的快照。 这保证该事务会
看到一致的不受其他并发事务影响的数据。

因为MVCC不会为并发控制使用显式锁，锁竞争被最小化并且MPP数据库在多
用户环境中维持了合理的性能。为查询（读取）数据获得的 锁不与为写数据获
得的锁冲突。

MPP数据库提供了多种锁模式来控制对表中数据的并发访问。大部分MPP数据
库的SQL命令自动获取适当的锁来确保在命令执行期间 被引用的表不会被删除
或者被以不兼容的方式被修改。对于不能轻易适应于MVCC行为的应用，可以使
用 LOCK LOCK命令来获取显式锁。 不过，MVCC的正确使用通常能提供更好
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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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PP数据库中的锁模式

锁模式锁模式 相关的相关的SQL命令命令 冲突模式冲突模式

ACCESS SHAR
E

SELECT ACCESS EXCLUSIVE

ROW SHARE SELECT FOR SHARE, SE
LECT...FOR UPDATE

EXCLUSIVE, ACCESS E
XCLUSIVE

ROW EXCLUSI
VE

INSERT, COPY

See Note.

SHARE, SHARE ROW EX
CLUSIVE, EXCLUSIVE, A
CCESS EXCLUSIVE

SHARE UPDAT
E EXCLUSIVE

VACUUM (without FULL),
ANALYZE

SHARE UPDATE EXCLU
SIVE, SHARE, SHARE R
OW EXCLUSIVE, EXCLU
SIVE, ACCESS EXCLUSI
VE

SHARE CREATE INDEX ROW EXCLUSIVE, SHAR
E UPDATE EXCLUSIVE, 
SHARE ROW EXCLUSIV
E, EXCLUSIVE, ACCESS 
EXCLUSIVE

SHARE ROW E
XCLUSIVE

 ROW EXCLUSIVE, SHAR
E UPDATE EXCLUSIVE, 
SHARE, SHARE ROW EX
CLUSIVE, EXCLUSIVE, A
CCES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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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VE DELETE, UPDATE, SELE
CT...FOR UPDATE

See Note.

ROW SHARE, ROW EXC
LUSIVE, SHARE UPDAT
E EXCLUSIVE, SHARE, S
HARE ROW EXCLUSIVE,
EXCLUSIVE, ACCESS E
XCLUSIVE

ACCESS EXCL
USIVE

ALTER TABLE, DROP TA
BLE, TRUNCATE, REIND
EX, CLUSTER, VACUUM 
FULL

ACCESS SHARE, ROW S
HARE, ROW EXCLUSIVE
, SHARE UPDATE EXCL
USIVE, SHARE, SHARE 
ROW EXCLUSIVE, EXCL
USIVE, ACCESS EXCLU
SIVE

锁模式锁模式 相关的相关的SQL命令命令 冲突模式冲突模式

Note: 注意： MPP数据库会为 UPDATE, DELETE, 和 SELECT...FOR
UPDATE获取更加严格的EXCLUSIVE锁。(而不是PostgreSQL中的 ROW
EXCLUSIVE) .

当分布式死锁检测开启时，运行在堆表上的 DELETE, UPDATE, 和
SELECT...FOR UPDATE 的锁模式是 ROW EXCLUSIVE的。 详情请见 全局死
锁检测.

插入行
使用 INSERT 命令在一个表中创建行。 这个命令要求该表的名称和表中每一个
列的值; 可以选择性地以任意顺序指定列名。 如果没有指定列名，以那些列在表
中的顺序列出数据值，用逗号分隔它们。

例如，指定要插入的列名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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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 INTO products (name, price, product_no) VALUES ('Cheese', 9.99, 1);

只指定要插入的值:

INSERT INTO products VALUES (1, 'Cheese', 9.99);

通常，数据值都是常量，但也可以使用标量表达式。例如：

INSERT INTO films SELECT * FROM tmp_films WHERE date_prod < 
'2016-05-07';

可以在单个命令中插入多行。例如：

INSERT INTO products (product_no, name, price) VALUES
    (1, 'Cheese', 9.99),
    (2, 'Bread', 1.99),
    (3, 'Milk', 2.99);

要插入数据到一个分区表，应指定根分区表，即用 CREATE TABLE 命令创建
的表。 也可以在一个INSERT 命令中指定该分区表的一个叶子子表。如果数据
对于指定的叶子子表无效，会返回一个错误。 不支持在INSERT 命令中指定一
个不是叶子子表的子表。

要插入大量数据，使用外部表或者COPY 命令。对于插入大量行，这些装载机
制比INSERT 更加有效。 更多有关批量数据装载的信息请见装载和卸载数
据。装载和卸载数据

追加优化表的存储模型是为批量数据装载而优化。MPP不推荐对追加优化表的
单行 INSERT 语句。对于追加优化表， MPP数据库支持最多127个并
发INSERT 事务插入到一个追加优化表。

更新现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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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现有行
UPDATE 命令在一个表中更新行。可以更新一个表中所有的行、所有行的一个
子集或者单个行。可以单独更新每一列而不影响其他列。

要执行一次更新，需要：

要更新的表和列的名称

这些列的新值

指定要更新的行的一个或者更多条件。

例如，下面的命令把所有价格为5 的产品更新为价格为 10:

UPDATE products SET price = 10 WHERE price = 5;

在MPP数据库中使用 UPDATE 由下列限制:

GPORCA可以为MPP分布键列提供更新支持，Postgres planner则不会 。

如果使用了镜像，不能在UPDATE语句中使用STABLE或VOLATILE 函数。

MPP数据库的分区列不能被更新.

删除行
DELETE命令从一个表中删除行。指定一个WHERE子句可以删除满足特定条件
的行。 如果不指定WHERE 子句，该表中所有的行都会被删除。 其结果是一个
合法的但为空的表。例如，从产品表中删除所有价格为10的行：

DELETE FROM products WHERE price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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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一个表中删除所有行:

DELETE FROM products; 

在MPP数据库中使用 DELETE 具有和使用UPDATE类似的限制:

如果使用了镜像，不能在 UPDATE 语句中使用STABLE 或VOLATILE 函
数。

截断一个表

使用TRUNCATE命令可以快速地移除一个表中的所有行。例如：

TRUNCATE mytable;

这个命令在一次操作中清空一个表的所有行。注意TRUNCATE 不扫描该表，因
此它不会处理继承的子表或者ON DELETE 的重写规则。该命令只截断所提到的
表中的行。

使用事务
事务允许用户把多个SQL语句捆绑在一个要么全做要么全不做的操作中。

下面是MPP数据库的SQL事务命令：

BEGIN 或者 START TRANSACTION 开始一个事务块。

END 或者 COMMIT 提交一个事务的结果。

ROLLBACK 放弃一个事务而不做任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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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POINT 在一个事务中标记一个位置并且允许做部分回滚。用户可以回
滚在一个保存点之后执行的命令但保留该保存点之前执行的命令。

ROLLBACK TO SAVEPOINT 回滚一个事务到一个保存点。

RELEASE SAVEPOINT 销毁一个事务内的保存点。

事务隔离级别

MPP数据库接受下列标准SQL事务级别：

读未提交 和 读已提交 的行为像标准的 读已提交.

可重复读 和 可序列化 的行为像behave like 可重复读.

下列信息描述了MPP事务级别的行为：

读已提交/读未提交

MPP 数据库不允许任何命令来看其他并发事务的未提交的更新，因此 读未提交
会和 读已提交的行为一样。读已提交 提供快速、简单、部分的事务隔离。使用
读已提交和读未提交事务隔离， SELECT, UPDATE, 和DELETE 事务在一个查
询开始时取得的数据库快照上操作。

一个 SELECT 查询:

看得见该查询开始前被提交的数据。

看得见在该事务内执行的更新。

看不见事务外未提交的数据。

如果并发事务在该查询所在事务最初的读操作之前就被提交，该查询可能会
看到这个并发事务所作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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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他并发事务在同一个事务中后续的SELECT查询开始前提交更改，这些查
询能够看到不同的数据。 UPDATE 和 DELETE 命令只找在该命令开始前提交
的行。

读已提交事务隔离允许并发事务在UPDATE 或 DELETE找到行之前修改或者锁
定该行。 读已提交或读未提交事务隔离可能不适合执行复杂查询和更新并且要
求该数据库的一致性视图的应用。 读已提交 事务隔离可能不适合执行 复杂查询
和更新并且要求该数据库的一致性视图的应用。

可重复读和可序列化

根据SQL标准规定，可序列化 事务隔离确保在其中事务的并行化执行结果就像
一个接一个执行一样。 如果指定 可序化时， MPP数据库会退而采用可重复读.
可重复读事务能防止脏读、不可重复读和幻读，而且不需要昂贵的锁定， 但是
在MPP数据库的一些SERIALIZABLE事务之间可能发生其他的相互影响而阻止
它们变成真正地可序列化。 并发运行的事务应该被检查来识别出不会因为不允
许对同一数据的并发更新而被阻止的相互影响。 通过使用显式表锁或者要求冲
突事务更新一个被引入来表示该冲突的虚拟行可以阻止所发现的问题。

对于 可重复读 事务, 一个 SELECT查询:

看得到一个事务开始时（不是该事务中当前查询开始时）的数据快照。

只看得到在查询开始前被提交的数据。

看得到该事务内执行的更新。

看不到该事务外部的未提交数据。

看不到并发事务所作的更改。

一个单一事务中的后续 SELECT 命令总是看到相同的数据。

UPDATE, DELETE, SELECT FOR UPDATE, 和 SELECT FOR SHARE 命
令只会发现在该命令开始前被提交的行。 如果一个目标行被找到时一个并发
事务已经更新、删除或者锁定该行， 可重复读 事 务会等待该并发事务执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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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回滚。 如果并发事务执行变化，那么可重复读事务会回滚。如果 可重复读
事务回滚， 那么可序列化或者可重复读事务执行变化。

MPP数据库中的默认事务隔离级别是读已提交。 要为一个事务更改隔离级别，
在BEGIN 该事务时声明隔离级别或者在事务开始后使用SET TRANSACTION命
令设置隔离级别。

全局死锁检测
MPP数据库全局死锁检测器后端进程会收集所有segment上的锁信息，并使用有
向算法来检测本地死锁和全局死锁是否存在。 该算法使MPP数据库放宽对堆表
的并发更新和删除限制。 （MPP数据库仍然在AO / CO表上使用表级锁定，
对UPDATE, DELETE, 和 SELECT...FOR UPDATE的并发操作进行限制。）

默认情况下，全局死锁检测器是被禁用的，MPP数据库以串行方式对堆表执行
并发更新和删除操作。 可以通过设置配置参
数gp_enable_global_deadlock_detector，开启并发更新并让全局死锁检测器检
测死锁是否存在。

启用全局死锁检测器后，当启动MPP数据库时，master 主机上会自动启动一个
后端进程。可以通过 gp_global_deadlock_detector_period配置参数，来设置采
集和分析锁等待数据的时间间隔。

如果全局死锁检测器发现了死锁，它会通过取消最新的事务所关联的一个或多个
后端进程来避免死锁。

当全局死锁检测器发现了以下事物类型的死锁时，只有一个事务将成功。其他事
务将失败，并打印错误指出不允许对同一行进行并发更新。
在同一行堆表的并发事务中，第一个事务是更新操作，下一个事务执行更新
或删除，并且查询计划包含一个动作操作符。

堆表的同一分发键上的并发更新事务由MPP Database Postgres查询优化器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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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表的同一行上的并发事务更新由GPORCA优化器执行。

Note: MPP数据库通过配置参数 deadlock_timeout 指定本地死锁检测的间隔。
由于本地死锁检测和全局死锁检测算法的不同，被死锁检测器终止的进程也不
同，这取决于本地死锁检测和全局死锁检测哪个先被触发。
Note: 若打开配置参数 lock_timeout ，且将数值设定为小于deadlock_timeout 和
gp_global_deadlock_detector_period,查询会在死锁检测被触发之前就被终止。

用户可以通过自定义函数，pg_dist_wait_status() 查看所有segment上的锁等待
信息：哪些事务在等待锁，哪些事务在持有锁，以及事务运行在哪个segment
上。 pg_dist_wait_status() 的输出如下例所示:

SELECT * FROM pg_dist_wait_status();
 segid | waiter_dxid | holder_dxid | holdTillEndXact 
-------+-------------+-------------+-----------------
    -1 |          29 |          28 | t
     0 |          28 |          26 | t
     0 |          27 |          29 | t
     1 |          26 |          27 | t
(4 rows)

全局死锁检测器会终止某个事务以打破死锁，并且打印如下的错误信息：

ERROR:  canceling statement due to user request: "cancelled by global deadlock detector"

清理数据库
虽然新事务看不到被删除或者被更新的数据行，但是它们仍然在磁盘上占用物理
空间。周期性地运行VACUUM命令可以移除这些过期的行。例如：

VACUUM m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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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M 命令会收集表级别的统计信息，例如行数和页数。在装载数据后清理
所有的表，包括追加优化表。有关推荐的例行清理操作的信息， 请见 例行清理
和分析.

Important: 如果在数据库数据上频繁地执行更新和删除，VACUUM, VACUUM
FULL, 和 VACUUM ANALYZE命令应该被用来维护MPP数据库中的数据。有关
使用 VACUUM 命令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

查询数据
本主题提供在MPP数据库中使用SQL的信息。

用户可以使用psql交互式SQL客户端和其他客户端工具输入SQL语句来查看、更
改以及分析数据库中的数据。

关于关于MPP的查询处理的查询处理
这个主题给出了MPP数据库如何处理查询的概述。理解这一处理有助于编写
和调优查询。

关于关于GPORCA
在MPP数据库中，默认的GPORCA优化器与传统查询优化器共存。

定义查询定义查询
MPP数据库基于PostgreSQL的SQL标准实现。

WITH查询（公用表表达式）查询（公用表表达式）
WITH子句提供在一个更大的SELECT查询中，使用子查询或执行数据修改操
作的方式。你可以在INSERT, UPDATE, 或 DELETE 命令中使用WITH子
句。

使用函数和操作符使用函数和操作符
用户定义和内置函数和运算符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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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JSON数据数据
MPP数据库支持json和jsonb数据类型来存储JSON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数据。

使用使用XML数据数据
MPP数据库支持存储XML数据的xml数据类型。

使用全文搜索使用全文搜索
MPP数据库提供用于查询自然语言文档的数据类型，函数，运算符，索引类
型和配置。

查询性能查询性能
MPP数据库动态地消除一个表中的不相关分区并且为查询中的不同操作符最
优地分配内存。

管理查询生成的溢出文件管理查询生成的溢出文件
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存让一个SQL查询在内存中运行，MPP数据库会在磁盘上
创建溢出文件（也被称为工作文件）。

查询分析查询分析
检查性能不好的查询的查询计划,来确定可能的性能调优机会。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

关于MPP的查询处理
这个主题给出了MPP数据库如何处理查询的概述。理解这一处理有助于编写和
调优查询。

用户像对任何数据库管理系统那样将查询发送到MPP数据库。它们使用psql之
类的客户端应用连接到MPP的Master主机上的数据库实例并且提交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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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查询数据

理解查询规划和分发

Master接收、解析并且优化查询。作为结果的查询计划可能是并行的或者定向
的。如图 Figure 1所示，Master会把并行查询计划分发到所有的Segment。而如
图 2Figure 2所示，Master会把定向查询计划分发到单一的一个segment实例。
每个segment实例负责在其自己的数据集上执行本地数据库操作。

大部分的数据库操作（例如表扫描、连接、聚集和排序）都会以并行的方式在所
有segment实例上执行。在一个segment实例的数据库上执行的每个操作都独立
于存储在其他segment实例数据库中的数据。

Figure 1. 分发并行查询计划 

某些查询可能只访问单个Segment上的数据，例如单行的INSERT, UPDATE,
DELETE, 或者 SELECT操作或者以表分布键列过滤的查询。在这些查询
中，segment实例，而是定向给到包含受影响或者相关行的segment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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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分发定向查询计划 

理解MPP的查询计划

查询计划是MPP数据库将要执行以产生查询答案的操作集合。计划中的每个节
点或者步骤表示一个数据库操作，例如表扫描、连接、聚集或者排序。计划的读
取和执行按照从底向上的顺序进行。

除通常的数据库操作（例如表扫描、连接等等）之外，MPP数据库还有一种额
外的被称为移动的操作类型。移动操作涉及到在查询处理期间在segment实例之
间移动元组。注意并非每一个查询都需要移动操作。例如，定向查询计划就不需
要通过Interconnect移动数据。

为了在查询执行期间达到最大并行度，MPP将查询计划的工作划分成切片。切
片是Segment能够在其上独立工作的计划片段。只要有一个移动操作出现在计划
中，该查询计划就会被切片，在移动的两端分别有一个切片。

例如，下面涉及两个表之间连接的简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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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customer, amount
FROM sales JOIN customer USING (cust_id)
WHERE dateCol = '04-30-2016';

Figure 3 展示了这个查询计划。每个segment实例接收一份查询计划的拷贝并且
并行地根据计划工作。

这个例子的查询计划有一个重分布移动，它在segment实例之间移动元组以完成
连接。重分布移动是必要的，因为customer表在Segment上按照cust_id分布，
而sales表是按照sale_id分布。为了执行该连接，sales元组必须按照cust_id重
新分布。该计划在重分布移动操作的两边被切换，形成了slice 1和slice 2。

这个查询计划由另一种称为收集移动的移动操作。收集操作表示segment实例何
时将结果发回给Master，Master再将结果呈现给客户端。由于只要有移动产生查
询计划就会被切片，这个计划在其最顶层也有一个隐式的切片（slice 3）。不是
所有的查询计划都涉及收集移动。例如，一个CREATE TABLE x AS
SELECT...语句不会有收集移动，因为元组都被发送到新创建的表而不是发给
Master。

Figure 3. 查询切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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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行查询执行

MPP会创建若干数据库进程来处理查询的工作。在Master上，查询工作者进程
被称作查询分发器（QD）。QD负责创建并且分发查询计划。它也收集并且表达
最终的结果。在Segment上，查询工作者进程被称为查询执行器（QE）。QE负
责完成它那一部分的工作并且与其他工作者进程交流它的中间结果。

对查询计划的每一个切片至少要分配一个工作者进程。工作者进程独立地工作在
分配给它的那部分查询计划上。在查询执行期间，每个Segment将有若干进程并
行地为该查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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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查询计划的同一个切片工作但位于不同Segment上的相关进程被称作团伙。随
着部分工作的完成，元组会从一个进程团伙流向查询计划中的下一个团伙。这种
Segment之间的进程间通信被称作MPP数据库的Interconnect组件。

Figure 4 所示查询计划在Master和两个Segment实例上的查询工作者进
行。Figure 3.

Figure 4. 查询工作者进程 

关于GPORCA
在MPP数据库中，默认的GPORCA优化器与传统查询优化器共存。

这些小节描述GPORCA的功能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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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RCA概述概述
GPORCA扩展了MPP数据库传统优化器的规划和优化能力。

启用和禁用启用和禁用GPORCA
默认情况下，MPP数据库使用GPORCA来替代传统查询规划器。服务器配置
参数可以启用或者禁用GPORCA。

收集根分区统计信息收集根分区统计信息
对于分区表，GPORCA使用表根分区的统计信息来生成查询计划。这些统计
信息用于确定联接顺序、拆分和联接聚合节点以及计算查询步骤的成本。相
比之下，Postgres规划器使用每个叶分区的统计信息。

使用使用GPORCA时的考虑时的考虑
用GPORCA最优化执行查询需要考虑的查询条件。

GPORCA特性和增强特性和增强
GPORCA是MPP的下一代查询优化器，它包括了对特定类型的查询和操作的
增强：

GPORCA改变的行为改变的行为
相比使用传统规划器，启用了GPORCA优化器（默认启用）的MPP数据库的
行为有些改变。

GPORCA的限制的限制
在MPP数据库中使用默认的GPORCA优化器时有一些限制。GPORCA和传
统的查询优化器当前并存于MPP数据库中，因为GPORCA不支持所有的MPP
数据库特性。

判断被使用的查询优化器判断被使用的查询优化器
当GPORCA被启用（默认启用）时，可以判断MPP数据库是在使用
GPORCA还是退回到传统查询优化器。

关于统一多级分区表关于统一多级分区表

Parent topic: 查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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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RCA概述
GPORCA扩展了MPP数据库传统优化器的规划和优化能力。 GPORCA是可扩
展的，它能在多核环境中获得更好的性能。MPP数据库默认使用GPORCA来生
成查询计划。
GPORCA也在下列领域增强了MPP数据库的查询性能调优：
针对分区表的查询

包含公共表表达式（CTE）的查询

包含子查询的查询

在MPP数据库中，GPORCA与传统查询优化器并存。默认情况下，MPP数据库
使用GPORCA。如果无法使用GPORCA，则会使用传统查询优化器。

下图展示了GPORCA如何融合到查询规划架构中。

Note: GPORCA会忽略所有的传统查询优化器服务器参数。然而，如果MPP数
据库回退到传统查询优化器，优化器服务器配置参数将影响查询计划的生成。关
于传统查询优化器的服务器参数，查看查询调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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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关于GPORCA

启用和禁用GPORCA
默认情况下，MPP数据库使用GPORCA来替代传统查询规划器。服务器配置参
数可以启用或者禁用GPORCA。
虽然GPORCA默认处于启用状态，但您可以使用optimizer参数在系统，数据
库，会话或查询级别配置GPORCA使用情况。 如果要更改默认行为，请参阅以
下部分之一：
为一个系统启用GPORCA

为一个数据库启用GPORCA

为一个会话或者查询启用GPORCA

Note: 可以使用服务器配置参数optimizer_control禁用启用或者禁用GPORCA的
能力。有关服务器配置参数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Parent topic: 关于GPORCA

为一个系统启用GPORCA

为MPP数据库系统设置服务器配置参数optimizer。

1. 作为gpadmin（MPP数据库管理员）登入到MPP数据库的Master主机。

2. 设置服务器配置参数的值。下面这些MPP数据库gpconfig工具命令把这些参
数的值设置为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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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config -c optimizer -v on --masteronly

3. 重启MPP数据库。下面这个MPP数据库gpstop工具命令重新载入Master和
Segment的postgresql.conf文件而不关闭MPP数据库。

gpstop -u

为一个数据库启用GPORCA

用ALTER DATABASE命令为单个MPP数据库设置服务器配置参数optimizer。
例如，这个命令为数据库test_db启用GPORCA。

> ALTER DATABASE test_db SET OPTIMIZER = ON ;

为一个会话或者查询启用GPORCA

可以使用SET命令为一个会话设置optimizer服务器配置参数。例如，在使
用psql工具连接到MPP数据库之后，这个SET命令启用GPORCA：

> set optimizer = on ;

要为特定查询设置参数，请在运行查询之前包含SET命令。

收集根分区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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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根分区统计信息

对于分区表，GPORCA使用表根分区的统计信息来生成查询计划。这些统计信
息用于确定联接顺序、拆分和联接聚合节点以及计算查询步骤的成本。相比之
下，Postgres规划器使用每个叶分区的统计信息。

如果在分区表上执行查询，应收集根分区的统计信息，并定期更新这些统计信
息，以确保gporca能够生成最佳查询计划。如果根分区统计信息不是最新的或
不存在，gporca仍然对表的查询执行动态分区消除。但是，查询计划可能不是
最佳的。

Parent topic: 关于GPORCA

运行ANALYZE

默认情况下，在分区表的根分区上运行ANALYZE命令将对表中的叶分区数据进
行采样， 并存储根分区的统计信息。ANALYZE 收集根分区和叶分区的统计信
息，包括HyperLogLog (HLL)统计信息。ANALYZE ROOTPARTITION 只收集
根分区上的统计信息。服务器配置参数optimizer_analyze_root_partition控制是
否需要ROOTPARTITION关键字来收集分区表根分区的根统计信息。有关收集
分区表统计信息的信息，请参阅ANALYZE命令。 .

记住，在更新根分区统计信息之前，ANALYZE总是扫描整个表。如果您的表非
常大，则此操作可能需要大量时间。ANALYZE ROOTPARTITION还使用一个
访问ACCESS SHARE锁，用于在执行期间阻止某些操作，
如TRUNCATE和VACUUM操作。 出于这些原因，您应该定期或者当叶分区数
据发生重大更改时进行ANALYZE操作。

按照以下最佳实践在系统中分区表上运行ANALYZE或ANALYZE
ROOTPARTITION ：
运行ANALYZE <root_partition> 在一个新的分区表中添加初始数据后。运
行ANALYZE <leaf_partition> 在新的叶分区或数据已更改的叶分区上。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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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如果其他叶分区具有统计信息，则在叶分区上运行命令将更新根分
区统计信息。

当您在表的EXPLAIN查询计划中发现查询性能衰退，或者在叶分区数据发生
重大更改之后，更新根分区统计信息。 例如，如果在生成根分区统计信息后
的某个时刻添加新的叶子分区，请考虑运行ANALYZE或ANALYZE
ROOTPARTITION以使用从新叶子分区插入的新元组更新根分区统计信息。

对于非常大的表，只需每周运行ANALYZE或ANALYZE
ROOTPARTITION，或者以长于每天的更新时间间隔运行。

避免在没有参数的情况下运行ANALYZE，因为这样做会对所有数据库表（包
括分区表）执行命令。对于大型数据库，这些全局ANALYZE操作很难监控，
并且很难预测完成所需的时间。

如果您的I/O吞吐量能够支持负载，可以考虑并行运行多个ANALYZE
<table_name>或ANALYZE ROOTPARTITION <table_name>操作来加速统
计数据收集的操作。

还可以使用MPP数据库实用程序analyzedb更新表统计信息。使
用analyzedb确保如果没有对叶分区进行任何修改，则不会重新分析以前分析
过的表。

GPORCA和叶分区统计信息

尽管创建和维护根分区统计信息对于分区表的GPORCA查询性能至关重要，但
是维护叶分区统计信息也很重要。 如果GPORCA无法针对分区表生成查询计
划，则使用传统查询优化器，需要叶分区统计信息来为该查询生成最佳计划。

GPORCA本身也将叶分区统计信息用于直接访问叶分区的任何查询，而不是使
用带有谓词的根分区来消除分区。 例如，如果知道哪些分区包含查询所需的元
组，则可以直接查询叶分区表本身；在这种情况下，GPORCA使用叶分区统计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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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自动根分区统计信息收集

如果不打算使用GPORCA对分区表执行查询（设置服务器配置参
数optimizer为off)，然后你可以禁用自动收集分区表的根分区的统计信息。服务
器配置参数optimizer_analyze_root_partition控制是否需要 ROOTPARTITION关
键字来收集分区表根分区的根统计信息。参数的默认设置为on，ANALYZE命令
可以在不使用ROOTPARTITION关键字的情况下收集根分区统计信息。通过将
参数设置为off，可以禁用根分区统计信息的自动收集。当该值为off时，必须运
行ANALZYE ROOTPARTITION来收集根分区统计信息。

1. 以数据库管理员，比如gpadmin的身份登录MPP数据库master主机。

2. 设置服务器配置参数的值。这些MPP数据库gpconfig实用程序命令将参数值
设置为off：

$ gpconfig -c optimizer_analyze_root_partition -v off --masteronly

3. 重启MPP数据库。这个实用程序命令gpstop在不关闭MPP数据库的情况下重
新加载master和segments的postgresql.conf文件。

使用GPORCA时的考虑
用GPORCA最优化执行查询需要考虑的查询条件。
确保满足下列条件：
表不含有多列分区键。

多级分区表是一个统一多级分区表。请见关于统一多级分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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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只存在于Master的表（例如系统表pg_attribute）运行时，服务器配置
参数optimizer_enable_master_only_queries被设置为on。有关该参数的信
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Note: 启用这一参数会降低catalog短查询的性能。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只对
会话或者查询设置这一参数。

已经在分区表的根分区上收集了统计信息。

如果分区表包含超过20,000个分区，考虑重新设计该表的模式。

这些服务器配置参数影响GPORCA查询处理。

optimizer_cte_inlining_bound 控制对公共表表达式（CTE）查询（含有
WHERE子句的查询）执行的内联量。

optimizer_force_multistage_agg 强制GPORCA为标量区分限制聚集选择一种
3阶段聚集计划。

optimizer_force_three_stage_scalar_dqa 强制GPORCA在生成了带有多阶段
聚集的计划时选择它。

optimizer_join_order为连接排序设置查询优化级别，通过指定要评估哪些类
型的连接排序选项。

optimizer_join_order_threshold指定GPORCA使用基于动态编程的连接排序
算法的最大连接子数。

optimizer_nestloop_factor控制查询优化时应用到嵌套循环连接的代价因子。

optimizer_parallel_union控制对于含有UNION或者UNION ALL子句的查询发
生的并行量。当该值为on时，GPORCA可以生成一个查询计划，其
中UNION或者UNION ALL操作的子操作在Segment实例上并行执行。

optimizer_sort_factor 控制GPORCA在查询优化时应用于排序操作的代价因
子。当出现数据倾斜时可以为查询调整代价因子。

gp_enable_relsize_collection控制GPORCA（和传统查询优化器）处理一个
没有统计信息的表的方式。默认情况下，如果统计信息不可用，GPORCA使
用默认值估计行数。当该值为on，GPORCA使用表的估计大小（如果没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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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据）。
对于分区表的根分区，此参数将被忽略。如果根分区没有统计信
息，GPORCA总是使用默认值。你可以使用ANALZYE ROOTPARTITION收
集根分区的统计信息。 请见ANALYZE。

这些服务器配置参数控制信息的显示和记录。

optimizer_print_missing_stats控制有关对查询缺失统计信息的列的信息显示
（默认是true）

optimizer_print_optimization_stats控制GPORCA查询优化度量对于查询的记
录（默认为off）

有关这些参数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GPORCA生成minidump来描述一个给定查询的优化上下文。 该文件中的信息不
太容易被用于调试或者排错。minidump文件位于Master的数据目录中并且使用
下面的命名格式：

Minidump_date_time.mdp

有关minidump文件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服务器配置参数
optimizer_minidump 。

当EXPLAIN ANALYZE 命令使用GPORCA时，EXPLAIN计划只显示被消除的
分区数。被扫描的分区不被显示。 要在Segment日志中显示被扫描分区的名
字，可设置服务器配置参数gp_log_dynamic_partition_pruning为on。 下面这
个SET命令的例子启用该参数。

SET gp_log_dynamic_partition_pruning = on;

Parent topic: 关于GPO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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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RCA特性和增强
GPORCA是MPP的下一代查询优化器，它包括了对特定类型的查询和操作的增
强：
对分区表的查询

含有子查询的查询

含有公共表表达式的查询

GPORCA的DML操作增强

GPORCA还包括下面这些优化增强：
改进的连接排序

连接-聚集重排序

排序顺序优化

查询优化中包括的数据倾斜估计

Parent topic: 关于GPORCA

对分区表的查询

GPORCA包括这些对分区表上查询的增强：
改进了分区消除。

支持统一多级分区表。有关统一多级分区表的信息，请见关于统一多级分区
表

查询计划可以包含分区选择器操作符。

不在EXPLAIN计划中枚举分区。
对于涉及静态分区选择的查询，在其中会将分区键与常量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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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GPORCA会在EXPLAIN输出的分区选择器操作符下面列出要被扫描的分
区数。这个示例分区选择器操作符展示了过滤条件和选中的分区数：

Partition Selector for Part_Table (dynamic scan id: 1) 
       Filter: a > 10
     Partitions selected:  1 (out of 3)

对于涉及动态分区选择的查询，在其中会将分区键与变量进行比较，要扫描
的分区数只有在查询执行时才能知道。选中的分区不会显示在EXPLAIN输出
中。

计划尺寸与分区数无关。

由于分区数导致的内存不足错误被减少。

这个CREATE TABLE命令的例子创建一个范围分区表。

CREATE TABLE sales(order_id int, item_id int, amount numeric(15,2), 
      date date, yr_qtr int)
   range partitioned by yr_qtr;

GPORCA改进了针对分区表的这些类型的查询：

全表扫描。计划中不会枚举分区。

SELECT * FROM sales;

带一个常量过滤谓词的查询。会执行分区消除。

SELECT * FROM sales WHERE yr_qtr = 201501;

范围选择。会执行分区消除。

SELECT * FROM sales WHERE yr_qtr BETWEEN 201601 AND 2017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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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分区表的连接。在下面这个例子中，分区过的维度表date_dim 被连接
到事实表catalog_sales：

SELECT * FROM catalog_sales
   WHERE date_id IN (SELECT id FROM date_dim WHERE month=12);

含有子查询的查询

GPORCA更有效地处理子查询。子查询是嵌套在外层查询块里面的查询。在下
面的查询中，WHERE子句中的SELECT是一个子查询。

SELECT * FROM part
  WHERE price > (SELECT avg(price) FROM part);

GPORCA还能更有效地处理含有相关子查询（CSQ）的查询。相关子查询是使
用来自外层查询的值的子查询。在下面的查询中，price列被使用在外层查询和
子查询中。

SELECT * FROM part p1
  WHERE price > (SELECT avg(price) FROM part p2 
  WHERE  p2.brand = p1.brand);

GPORCA为下列类型的子查询生成更有效的计划：
SELECT列表中的CSQ。

SELECT *,
 (SELECT min(price) FROM part p2 WHERE p1.brand = p2.brand)
 AS foo
FROM part p1;

析取（OR）过滤条件中的C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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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FROM part p1 WHERE p_size > 40 OR 
      p_retailprice > 
      (SELECT avg(p_retailprice) 
          FROM part p2 
          WHERE p2.p_brand = p1.p_brand)

具有越级关联的嵌套CSQ

SELECT * FROM part p1 WHERE p1.p_partkey
IN (SELECT p_partkey FROM part p2 WHERE p2.p_retailprice = 
     (SELECT min(p_retailprice)
       FROM part p3 
       WHERE p3.p_brand = p1.p_brand)
);

Note: 传统查询优化器不支持具有越级关联的嵌套CSQ。

有聚集和不等于的CSQ。下面这个例子包含一个有不等于的CSQ。

SELECT * FROM part p1 WHERE p1.p_retailprice =
 (SELECT min(p_retailprice) FROM part p2 WHERE p2.p_brand <> p1.p_brand);

必须返回一行的CSQ。

SELECT p_partkey,
  (SELECT p_retailprice FROM part p2 WHERE p2.p_brand = p1.p_brand )
FROM part p1;

含有公共表表达式的查询

GPORCA处理含有WITH子句的查询。WITH子句也被称为公共表表达式
（CTE），它会生成只在该查询中存在的临时表。下面这个查询例子包含一个
C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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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v AS (SELECT a, sum(b) as s FROM T where c < 10 GROUP BY a)
  SELECT *FROM  v AS v1 ,  v AS v2
  WHERE v1.a <> v2.a AND v1.s < v2.s;

作为查询优化的一部分，GPORCA可以把谓词下推到一个CTE中。对于下面的
例子查询，GPORCA把等于谓词推到了CTE。

WITH v AS (SELECT a, sum(b) as s FROM T GROUP BY a)
  SELECT *
  FROM v as v1, v as v2, v as v3
  WHERE v1.a < v2.a
    AND v1.s < v3.s
    AND v1.a = 10
    AND v2.a = 20
    AND v3.a = 30;

GPORCA可以处理这些类型的CTE：
定义一个或者多个表的CTE。在下面的这个查询中，CTE定义两个表。

WITH cte1 AS (SELECT a, sum(b) as s FROM T
               where c < 10 GROUP BY a),
      cte2 AS (SELECT a, s FROM cte1 where s > 1000)
  SELECT *
  FROM cte1 as v1, cte2 as v2, cte2 as v3
  WHERE v1.a < v2.a AND v1.s < v3.s;

嵌套CTE。

WITH v AS (WITH w AS (SELECT a, b FROM foo 
                      WHERE b < 5) 
           SELECT w1.a, w2.b 
           FROM w AS w1, w AS w2 
           WHERE w1.a = w2.a AND w1.a > 2)
  SELECT v1.a, v2.a, v2.b
  FROM v as v1, v as v2
  WHERE v1.a < v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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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RCA的DML操作增强

GPORCA含有对DML操作（例如INSERT，UPDATE和DELETE）的增强。
查询计划中的DML节点是一个查询计划操作符。

可以作为一个常规节点（目前只有顶层切片）出现在计划中的任何地方
可以有消费者

UPDATE操作使用查询计划操作符Split并且支持这些操作：

表的分布键列上的UPDATE操作。
表的分区键列上的UPDATE操作。

这个计划的例子展示了Split操作符。

QUERY PLAN
--------------------------------------------------------------
Update  (cost=0.00..5.46 rows=1 width=1)
   ->  Redistribute Motion 2:2  (slice1; segments: 2)
         Hash Key: a
         ->  Result  (cost=0.00..3.23 rows=1 width=48)
               ->  Split  (cost=0.00..2.13 rows=1 width=40)
                     ->  Result  (cost=0.00..1.05 rows=1 width=40)
                           ->  Seq Scan on dmltest

新的查询计划操作符Assert被用于约束检查。
这个计划的例子展示了Assert操作符。

QUERY PLAN
------------------------------------------------------------
 Insert  (cost=0.00..4.61 rows=3 width=8)
   ->  Assert  (cost=0.00..3.37 rows=3 width=24)
         Assert Cond: (dmlsource.a > 2) IS DISTINCT FROM 
false
         ->  Assert  (cost=0.00..2.25 rows=3 width=24)
               Assert Cond: NOT dmlsource.b IS NULL
               ->  Result  (cost=0.00..1.14 rows=3 width=24)
                     ->  Seq Scan on dml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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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RCA改变的行为
相比使用传统规划器，启用了GPORCA优化器（默认启用）的MPP数据库的行
为有些改变。
允许在分布键上的UPDATE操作。

允许在分区键上的UPDATE操作。

支持对统一分区表的查询。

对更改为使用外部表作为叶子分区的分区表的查询将回退到Postgres查询优
化器。

不支持直接在分区表的分区（子表）上的DML操作，INSERT除外。
对于INSERT命令，可以指定分区表的一个叶子子表来把数据插入到分区表
中。 如果该数据对于指定的叶子子表不合法，则会返回一个错误。不支持指
定一个不是叶子的子表。

如果命令CREATE TABLE AS中没有指定DISTRIBUTED BY子句且没有指定
主键或者唯一键，它将会随机分布表数据。

不允许不确定的更新。下面的UPDATE命令会返回一个错误。

update r set b =  r.b  + 1 from s where  r.a  in (select a from s);

分区表的根表上需要统计信息。ANALYZE命令会在根表和个别分区表（叶子
子表）上生成统计信息。详见ANALYZE命令的ROOTPARTITION子句。

查询计划中的附加Result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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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计划的Assert操作符。
查询计划的Partition selector操作符。
查询计划的Split操作符。

在运行EXPLAIN时，GPORCA生成的查询计划与传统查询优化器生成的计划
不同。

当启用了GPORCA且MPP数据库回退到传统查询优化器生成查询计划
时，MPP数据库会增加日志文件消息Planner produced plan。

当一个或者更多个表列的统计信息缺失时，MPP数据库会发出一个警告。 在
用GPORCA执行SQL命令时，如果该命令的性能可以通过在它引用的列或者
列组上收集统计信息而提升，MPP数据库会发出警告。 该警告在命令行上发
出并且信息会被加入到MPP数据库的日志文件。有关在表列上收集统计信息
的内容，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ANALYZE命令。

Parent topic: 关于GPORCA

GPORCA的限制
在MPP数据库中使用默认的GPORCA优化器时有一些限制。GPORCA和传统的
查询优化器当前并存于MPP数据库中，因为GPORCA不支持所有的MPP数据库
特性。
这一节描述这些限制。
不支持的SQL查询特性

性能衰退

Parent topic: 关于GPO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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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的SQL查询特性

下面这些是GPORCA被启用时（默认启用）不支持的特性：
索引表达式（在基于表的一个或者更多列的表达式上定义的索引）

GIN索引方法。GPORCA只支持B树、位图和Gist索引。GPORCA忽略使用
不支持的方法创建的索引。

外部参数

这些类型的分区表：

非统一分区表。
被修改为用一个外部表作为叶子子分区的分区表。

SortMergeJoin (SMJ).

有序聚集

这些分析扩展：

CUBE
多分组集

这些标量操作符：

ROW
ROWCOMPARE
FIELDSELECT

将集合运算符作为输入参数的聚合函数。

percentile_*窗口函数（MPP数据库不支持有序集聚合函数）。

逆分布函数

执行用ON MASTER或 ON ALL SEGMENTS属性定义的函数的查询。

在元数据名称（如表名）中包含Unicode字符的查询，以及字符与主机系统区
域设置不兼容。

表名由关键字ONLY指定的SELECT，UPDATE和DELETE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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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列排序规则。只有当查询中的所有列都使用时，GPORCA才支持排序规则
相同的排序规则。如果查询中的列使用不同的排序规则，MPP则使用传统查
询计划器。

性能衰退

启用GPORCA时，已知下列特性会发生性能衰退：
短查询 - 对于GPORCA，短查询可能会因为GPORCA对于判断最优查询执行
计划的增强而遇到额外的负担。

ANALYZE - 对于GPORCA，ANALYZE命令为分区表生成根分区的统计信
息。对于传统优化器，这些统计信息不会被生成。

DML操作 - 对于GPORCA，DML增强包括在分区和分布键上的更新支持，这
可能会产生额外的负担。

此外，GPORCA使用这些特性执行SQL语句时，以前版本特性的增强功能可能
会导致额外的时间。

判断被使用的查询优化器
当GPORCA被启用（默认启用）时，可以判断MPP数据库是在使用GPORCA还
是退回到传统查询优化器。
可以检查查询的EXPLAIN查询计划来判断MPP数据库使用哪一种查询优化器来
执行该查询：
当GPORCA生成该查询计划时，配置optimizer=on和GPORCA的版本会被显
示在查询计划的末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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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ings:  optimizer=on
    Optimizer status:  Optimizer (GPORCA) version 1.584

当MPP数据库退回到使用传统优化器生成该计划时，设置optimizer=on和
Postgres query optimizer会被显示在查询计划的末尾。例如：

 Settings:  optimizer=on
    Optimizer status: Postgres query optimizer

当服务器配置参数OPTIMIZER是off时，下面这些行会被显示在查询计划的末
尾。

 Settings:  optimizer=off
 Optimizer status: Postgres query optimizer

下面这些计划项只出现在GPORCA生成的EXPLAIN计划输出中。传统优化器
查询计划中不支持这些项。

Assert operator
Sequence operator
DynamicIndexScan
DynamicSeqScan

当一个针对分区表的查询由GPORCA生成时，EXPLAIN计划只显示正在被消
除的分区数。被扫描的分区不会被显示出来。由传统优化器生成
的EXPLAIN计划会列出被扫描的分区。

日志文件包含的消息会指示使用了哪一种查询优化器。如果MPP数据库退回到
传统优化器，一个带有NOTICE信息的消息会被增加到日志文件来表示不支持的
特性。还有，当MPP数据库退回到传统优化器时，在该查询的执行日志消息
中，标签Planner produced plan:会出现在该查询之前。

Note: 可以通过设置MPP数据库的服务器配置参
数client_min_messages为LOG来配置MPP数据库在psql命令行中显示日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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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有关该参数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Parent topic: 关于GPORCA

示例

此示例显示启用GPORCA时针对分区表运行的查询的差异。

此CREATE TABLE语句创建具有单级分区的表：

CREATE TABLE sales (trans_id int, date date, 
    amount decimal(9,2), region text)
   DISTRIBUTED BY (trans_id)
   PARTITION BY RANGE (date)
      (START (date '2016 01 01')
       INCLUSIVE END (date '2017 01 01')
       EXCLUSIVE EVERY (INTERVAL '1 month'),
    DEFAULT PARTITION outlying_dates);

GPORCA支持下面这个针对该表的查询并且不会在日志文件中生成错误：

select * from sales ;

EXPLAIN计划输出仅列出所选分区的数量。

 ->  Partition Selector for sales (dynamic scan id: 1)  (cost=10.00..100.00 rows=50 width=4)
       Partitions selected:  13EXPLAIN计划输出只列出选中的分区数。计划输出只列出选中的分区数。  (out of 13)

如果GPORCA不支持一个针对分区表的查询，MPP数据库会退回到传统优化
器。传统优化器生成的EXPLAIN计划会列出选中的分区。下面这个例子展示了
解释计划的一部分，它列出了一些选中的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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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end  (cost=0.00..0.00 rows=26 width=53)
     ->  Seq Scan on sales2_1_prt_7_2_prt_usa sales2  (cost=0.00..0.00 rows=1 width=53)
     ->  Seq Scan on sales2_1_prt_7_2_prt_asia sales2  (cost=0.00..0.00 rows=1 width=53)
     ...

这个例子展示了MPP数据库从GPORCA退回到传统查询优化器时的日志输出。

当这个查询被运行时，MPP数据库会退回到传统查询优化器。

explain select * from pg_class;

一个消息会被增加到日志文件。该消息包含下面这个NOTICE信息，它指出了
GPORCA没有执行该查询的原因：

NOTICE,""Feature not supported: Queries on master-only tables"

关于统一多级分区表
如果一个多级分区（MLP）表是一个统一分区表，GPORCA支持在该MLP上的
查询。多级分区表是用SUBPARTITION子句创建的分区表。统一分区表必须满
足下面这些条件。
分区表结构统一。同一层上的每一个分区节点必须具有相同的层次结构。

分区键约束必须一致且统一。在每一个子分区层次上，为每个分支创建的子
表上的约束集必须匹配。

可以用几种方式显示分区表的信息，包括显示来自这些来源的信息：
pg_partitions系统视图包含分区表结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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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constraint系统catalog包含表约束的信息。

psql元命令\d+ tablename显示一个分区表的叶子子表的表约束。

Parent topic: 关于GPORCA

示例

这个CREATE TABLE命令创建一个统一分区表。

CREATE TABLE mlp (id  int,  year int,  month int,  day int,
   region  text)
   DISTRIBUTED  BY (id)
    PARTITION BY RANGE ( year)
      SUBPARTITION  BY LIST (region)
        SUBPARTITION TEMPLATE (
          SUBPARTITION usa  VALUES ( 'usa'),
          SUBPARTITION europe  VALUES ( 'europe'),
          SUBPARTITION asia  VALUES ( 'asia'))
   (  START ( 2006)  END ( 2016) EVERY ( 5));

下面这些是为表mlp创建的子表和分区层次。这个层次由一个包含两个分支的子
分区构成。

mlp_1_prt_11
   mlp_1_prt_11_2_prt_usa
   mlp_1_prt_11_2_prt_europe
   mlp_1_prt_11_2_prt_asia

mlp_1_prt_21
   mlp_1_prt_21_2_prt_usa
   mlp_1_prt_21_2_prt_europe
   mlp_1_prt_21_2_prt_asia

该表的层次是统一的，每个分区包含三个子表（子分区）的集合。区域子分区的
约束也是统一的，分支表mlp_1_prt_11的子表上的约束集和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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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mlp_1_prt_21的子表的约束相同。

作为一种快速检查，这个查询显示这些分区的约束。

WITH tbl AS (SELECT oid, partitionlevel AS level,
             partitiontablename AS part 
         FROM pg_partitions, pg_class 
         WHERE tablename = 'mlp' AND partitiontablename=relname 
            AND partitionlevel=1 ) 
  SELECT tbl.part, consrc 
    FROM tbl, pg_constraint 
    WHERE tbl.oid = conrelid ORDER BY consrc;

Note: 注意：您需要修改查询以获得更复杂的分区表。 例如，查询不考虑不同
schema中的表名。

consrc列显示子分区上的约束。mlp_1_prt_1中子分区的区域约束集合匹
配mlp_1_prt_2中子分区的约束。year的约束继承自父分支表。

           part           |               consrc
--------------------------+------------------------------------
 mlp_1_prt_2_2_prt_asia   | (region = 'asia'::text)
 mlp_1_prt_1_2_prt_asia   | (region = 'asia'::text)
 mlp_1_prt_2_2_prt_europe | (region = 'europe'::text)
 mlp_1_prt_1_2_prt_europe | (region = 'europe'::text)
 mlp_1_prt_1_2_prt_usa    | (region = 'usa'::text)
 mlp_1_prt_2_2_prt_usa    | (region = 'usa'::text)
 mlp_1_prt_1_2_prt_asia   | ((year >= 2006) AND (year < 2011))
 mlp_1_prt_1_2_prt_usa    | ((year >= 2006) AND (year < 2011))
 mlp_1_prt_1_2_prt_europe | ((year >= 2006) AND (year < 2011))
 mlp_1_prt_2_2_prt_usa    | ((year >= 2011) AND (year < 2016))
 mlp_1_prt_2_2_prt_asia   | ((year >= 2011) AND (year < 2016))
 mlp_1_prt_2_2_prt_europe | ((year >= 2011) AND (year < 2016))
(12 rows)

如果用下面的命令对例子中的分区表增加一个默认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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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TABLE mlp ADD DEFAULT PARTITION def

该分区表仍然会是一个统一分区表。为默认分区创建的分支包含三个子表并且子
表上的约束集匹配现有的子表约束集。

在上面的示例中，如果删除子分区mlp_1_prt_21_2_prt_asia并为区域canada添
加另一个子分区，则约束不再一致。

ALTER TABLE mlp ALTER PARTITION FOR (RANK(2))
            DROP PARTITION asia ;

ALTER TABLE mlp ALTER PARTITION FOR (RANK(2))
ADD PARTITION canada VALUES ('canada');

但是，如果将子分区canada添加到原始分区表
的mlp_1_prt_21和mlp_1_prt_11，它仍然是统一的分区表。

Note: 只有分区级别的分区集上的约束必须相同。分区的名称可以不同。

定义查询
MPP数据库基于PostgreSQL的SQL标准实现。

这个主题描述如何在MPP数据库中构造SQL查询。

SQL词汇

SQL值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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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查询数据

SQL词汇

SQL是一种访问数据库的标准语言。该语言由数据存储、检索、分析、查看、操
纵等元素组成。使用者可以使用SQL命令来构造MPP数据库引擎能够理解的查
询和命令。命令由以正确语法顺序排列的合法符号序列构成，最后以分号(;)终
结。

更多有关SQL命令参考。

MPP数据库使用PostgreSQL的结构和语法，但有一些不同。更多有关
PostgreSQL中的SQL规则和概念的信息，请见PostgreSQL文档中的“SQL语
法”。

SQL值表达式

SQL值表达式由一个或者多个值、符号、操作符、SQL函数及数据组成。值表达
式会比较数据或者执行计算并且返回一个值作为结果。计算包括逻辑的、数学的
和集合操作。

下列都是值表达式:

一个聚集表达式

一个数组构造器

一个列引用

一个常量或者字面值

一个相关子查询

一个域选择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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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函数调用

INSERT或者 UPDATE中的一个新列值

一个操作符调用列引用

函数定义或者预备语句中的一个位置参数引用

一个行构造器

一个标量子查询

WHERE子句中的一个搜索条件

SELECT 命令的一个目标列表

一个类型造型

圆括号中的一个值表达式，可用于分组子表达式以及覆盖优先级

一个窗口表达式

函数和操作符等SQL结构是表达式，但它们不遵循任何一般语法规则。更多有关
这些结构的信息，请见使用函数和操作符 使用函数和操作符。

列引用

列引用的形式是：

correlation.columnname

这里, correlation是一个FROM子句中定义的表的名字（可能有SCHEMA名限
定）或者别名，或者是关键词NEW和OLD中的一个。NEW和OLD只能出现在重
写规则中，但可以在任何SQL语句中使用其他关系名称。如果列名在该查询的所
有表中都唯一，可以省略掉表引用的"correlation."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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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参数

位置参数是SQL语句或者函数的参数，但使用它们在参数序列中的位置来引用。
例如，$1引用第一个参数，$2是第二个参数，以此类推。位置参数的值从SQL
语句的外部设置或者在SQL函数被调用时提供。一些客户端库支持在SQL命令之
外单独指定数据值，在这种情况下参数引用的是线外数据值。参数引用的形式
是：

$number

例如：

CREATE FUNCTION dept(text) RETURNS dept
    AS $$ SELECT * FROM dept WHERE name = $1 $$
    LANGUAGE SQL;

这里，只要该函数被调用，$1就引用第一个函数参数的值。

下标

如果一个表达式得到的是一个数组类型的值，可以按照下面的方式抽取该数组值
中的一个特定元素：

expression[subscript]

可以按下面的方式（包括方括号）抽取多个相邻的元素，它们被称为一个数组切
片：

expression[lower_subscript:upper_sub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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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下标都是一个表达式且得到一个整数值。

数组表达式通常必须放在圆括号内，但当被指定下标的表达式是一个列引用或者
位置参数时可以省略圆括号。当原始数组是多维时可以串接多个下标。例如（包
括圆括号）：

mytable.arraycolumn[4]

mytable.two_d_column[17][34]

$1[10:42]

(arrayfunction(a,b))[42]

域选择

如果一个表达式得到一个组合类型（行类型）的值，可以按照下面的方式抽取该
行的一个特定域：

expression.fieldname

行表达式通常必须放在圆括号中，但当要从中选择的表达式是一个表引用或者位
置参数时可以省略这些圆括号。例如：

mytable.mycolumn

$1.some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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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function(a,b)).col3

被限定的列引用是域选择语法的一种特殊情况。

操作符调用

操作符调用有下列可能的语法：

expression operator expression(binary infix operator)

operator expression(unary prefix operator)

expression operator(unary postfix operator)

其中operator是一个操作符符号、关键词AND, OR,或NOT之一，还可以是下面
形式的限定操作符名：

OPERATOR(schema.operatorname)

可用的操作符以及它们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取决于系统或者用户定义的操作符。
更多有关内建操作符的信息请见 内建函数和操作符.

函数调用

函数调用的语法是一个函数名（可能由一个模式名限定），后面跟着圆括号中的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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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expression [, expression ... ]])

例如，下面的函数调用计算2的平方根：

sqrt(2)

见内建函数。用户也可以增加自定义函数。

聚集表达式

聚集表达式在一个查询选择的行上应用一个聚集函数。聚集函数在一组值之上执
行一次计算并且返回一个单一值，例如这一组值的总和或者平均。聚集表达式的
语法是下列之一：

aggregate_name(expression [ , ... ] ) — 在所有输入行上操作，预期的结果值
非空。 ALL 是默认。

aggregate_name(ALL expression [ , ... ] ) — 和第一种形式相同，因为 ALL 是
默认

aggregate_name(DISTINCT expression [ , ... ] ) — 输入行的所有可区分非空
值上操作。

aggregate_name(*) — 在所有值为空以及非空的行上操作。通常这种形式对
于 count(*)聚集函数最有用。

其中 aggregate_name 是一个之前定义的聚集（可能有模式名限定）而
expression是任何不包含聚集表达式的值表达式。

例如, count(*) 会得到输入行的总数，count(f1)得到输入行中f1为非空的数量，
而count(distinct f1)会得到f1中可区分非空值的数量。

预定义的聚集函数,可见内建函数和操作符. 用户也可以增加自定义聚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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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函数提供MEDIAN聚集函数，它返回PERCENTILE_CONT结果和逆分布函
数的特殊聚集表达式的第50个百分位数：

PERCENTILE_CONT(_percentage_) WITHIN GROUP (ORDER BY _expression_)

PERCENTILE_DISC(_percentage_) WITHIN GROUP (ORDER BY _expression_)

当前只能将这两个表达式与关键词WITHIN GROUP一起使用。

聚集函数的限制

下面是聚集表达式的当前限制：

MPP数据库不支持下列关键词：ALL、DISTINCT、FILTER和OVER。详见
Table 5

聚集表达式只能出现在SELECT命令的结果列表或者HAVING子句中。在其
他子句（例如WHERE）中不允许聚集表达式，因为那些子句逻辑上会在聚集
形式的结果之前计算。这种限制适用于该聚集所属的查询级别。

当聚集表达式出现在子查询中时，该聚集通常在子查询的行之上计算。如果
该聚集的参数只包含外层变量，该聚集属于最近的那个外层并且在那个外层
查询的行上计算。 该查询表达式总的来说是其出现的子查询的外部引用，并
且该聚集表达式在那个子查询的任何一次计算中都像一个常量。请参考标量
子查询 and Table 3.

MPP数据库不支持有多个输入表达式的DISTINCT。

MPP数据库不支持指定聚合函数作为另一个聚合函数的参数。

MPP数据库不支持指定窗口函数作为聚合函数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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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表达式

窗口表达式允许应用开发者更容易地使用标准SQL命令构造复杂的在线分析处理
（OLAP）查询。 例如，通过窗口查询，用户可以在多个区间上计算移动平均或
者总和、在选择的列值改变时重置聚集和排名以及用简单的术语表达合比。

窗口表达式表示将一个窗口函数应用到一个窗口帧，后者在一个特殊的OVER()
子句中定义。窗口分区是一个行的集合，这些行被集合起来应用一个窗口函数。
这与使用聚合函数和GROUP BY子句可以完成的计算类型相当。和聚集函数
（为每个行分组返回一个结果值）不同，窗口函数为每一行返回一个结果值，但
是该结果值是针对一个特定窗口分区中的行计算得来。 如果没有指定分区，窗
口函数会在完整的中间结果集上计算。

MPP数据库不支持将窗口函数制定为另一个窗口函数的参数。

窗口表达式的语法是：

window_function ( [expression [, ...]] ) OVER ( window_specification )

其中window_functionwindow_function是列在 Table 4中的函数之
一，expression是任何不含窗口表达式的值表达式，
而window_specification是：

[window_name]
[PARTITION BY expression [, ...]]
[[ORDER BY expression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NULLS {FIRST | LAST}] [, ...]
    [{RANGE | ROWS} 
       { UNBOUNDED PRECEDING
       | expression PRECEDING
       | CURRENT ROW
       | BETWEEN window_frame_bound AND window_frame_bound }]]

  其中window_frame_bound可以是下列之一：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UNBOUNDED PRECEDING
    expression PRECEDING
    CURRENT ROW
    expression FOLLOWING
    UNBOUNDED FOLLOWING

窗口只能出现在SELECT 命令的选择列表中。例如：

SELECT count(*) OVER(PARTITION BY customer_id), * FROM sales;

在窗口表达式中，一个窗口函数调用必须紧跟OVER 子句。OVER子句使得窗口
函数与其他聚集或者报表函数相区别。OVER子句定义窗口函数要应用于其上的
window_specification。

窗口说明具有下列特点：

PARTITION BY 子句定义窗口函数要应用于其上的窗口分区。如果省略，整
个结果集会被当做一个分区。

ORDER BY 子句定义在窗口分区内用来排序行的表达式。 窗口说明的
ORDER BY子句是独立的并且与一个常规查询表达式的ORDER BY 子句不
同。 计算排名的窗口函数会要求ORDER BY 子句，因为它要确定排名值的排
名程度。 对于OLAP聚集，使用窗口帧（ROWS和RANGE 子句）也要求
ORDER BY子句。

Note: 没有一致排序的数据类型列（如 time）并不适合在窗口说明的ORDER
BY子句中使用。 time（不管有没有指定的时区）缺少一种一致的排序，因为加
法和减法无法得到预期的效果。例如，下面的式子并不总是为真：x::time <
x::time + '2 hour'::interval

ROWS 或者 RANGE 子句为聚集（非排名）窗口函数定义窗口帧。一个窗口
帧在一个窗口分区内定义一个行集合。当一个窗口帧被定义时，窗口函数会
在这个移动帧的内容上计算，而不是在整个窗口分区的固定内容上计算。 窗
口帧可以是基于行的（ROWS）或者基于值的（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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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例子

以下示例演示如何使用带有分区和窗口框架的窗口函数

例1 –分区上的聚合窗口函数

在OVER子句用PARTITION BY将行进行分组或分区，在相同值的分组内使用指
定表达式。

此例子比较员工工资和部门平均工资：

SELECT depname, empno, salary, avg(salary) OVER(PARTITION BY depname)
FROM empsalary;
  depname  | empno | salary |          avg          
-----------+-------+--------+-----------------------
 develop   |     9 |   4500 | 5020.0000000000000000
 develop   |    10 |   5200 | 5020.0000000000000000
 develop   |    11 |   5200 | 5020.0000000000000000
 develop   |     7 |   4200 | 5020.0000000000000000
 develop   |     8 |   6000 | 5020.0000000000000000
 personnel |     5 |   3500 | 3700.0000000000000000
 personnel |     2 |   3900 | 3700.0000000000000000
 sales     |     1 |   5000 | 4866.6666666666666667
 sales     |     3 |   4800 | 4866.6666666666666667
 sales     |     4 |   4800 | 4866.6666666666666667
(10 rows)

前三个输出列来自表empsalary，表中每一行都有一个输出行。第四列计算具有
相同的 depname值的平均数。 相同的 depname行组成一个分区，在这个例子
中有三个分区。 avg函数与常规的聚合函数avg相同, 但是 OVER子句使它被用
作一个窗口函数。

你可以把窗口的命名放在WINDOW 子句中，在select中引用. 这个例子相当于之
前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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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depname, empno, salary, avg(salary) OVER(mywindow)
FROM empsalary
WINDOW mywindow AS (PARTITION BY depname);

当select列表中有多个使用相同功能的窗口函数时，定义一个命名的窗口比较有
用。

例2 – 使用ORDER BY子句对窗口函数进行排序

在OVER子句中的ORDER BY ，控制窗口函数处理行的顺序。 窗口函数
的ORDER BY 列表不必匹配查询的输出顺序。 这个例子使用 rank() 窗口函数来
排序部门内的员工工资：

SELECT depname, empno, salary,
    rank() OVER (PARTITION BY depname ORDER BY salary DESC)
FROM empsalary;
  depname  | empno | salary | rank 
-----------+-------+--------+------
 develop   |     8 |   6000 |    1
 develop   |    11 |   5200 |    2
 develop   |    10 |   5200 |    2
 develop   |     9 |   4500 |    4
 develop   |     7 |   4200 |    5
 personnel |     2 |   3900 |    1
 personnel |     5 |   3500 |    2
 sales     |     1 |   5000 |    1
 sales     |     4 |   4800 |    2
 sales     |     3 |   4800 |    2
(10 rows)

例3 – 行窗口帧的具体函数

A RANGE 或 ROWS子句定义窗口函数计算的窗口帧(一个分区内的多个行)。
ROWS指定要处理的物理行，例如从分区开始到当前行之间的所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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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按部门计算员工工资的连续总额。使用 sum() 函数计算分区开始到当前行的
总行数：

SELECT depname, empno, salary,
    sum(salary) OVER (PARTITION BY depname ORDER BY salary
        ROWS between UNBOUNDED PRECEDING AND CURRENT ROW)
FROM empsalary ORDER BY depname, sum;
  depname  | empno | salary |  sum  
-----------+-------+--------+-------
 develop   |     7 |   4200 |  4200
 develop   |     9 |   4500 |  8700
 develop   |    11 |   5200 | 13900
 develop   |    10 |   5200 | 19100
 develop   |     8 |   6000 | 25100
 personnel |     5 |   3500 |  3500
 personnel |     2 |   3900 |  7400
 sales     |     4 |   4800 |  4800
 sales     |     3 |   4800 |  9600
 sales     |     1 |   5000 | 14600
(10 rows)

例4 – Range窗口帧的聚合函数

RANGE 指定OVER子句中基于ORDER BY 表达式的逻辑值。这个例子展示了
ROWS和RANGE的不同。窗口帧包含小于或等于当前行的所有行的工资值。 与
之前的例子不同，相同工资的员工，总和是相同的，包括所有这些员工的工资。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SELECT depname, empno, salary,
    sum(salary) OVER (PARTITION BY depname ORDER BY salary
        RANGE between UNBOUNDED PRECEDING AND CURRENT ROW)
FROM empsalary ORDER BY depname, sum;
  depname  | empno | salary |  sum  
-----------+-------+--------+-------
 develop   |     7 |   4200 |  4200
 develop   |     9 |   4500 |  8700
 develop   |    11 |   5200 | 19100
 develop   |    10 |   5200 | 19100
 develop   |     8 |   6000 | 25100
 personnel |     5 |   3500 |  3500
 personnel |     2 |   3900 |  7400
 sales     |     4 |   4800 |  9600
 sales     |     3 |   4800 |  9600
 sales     |     1 |   5000 | 14600
(10 rows)

类型转换

类型转换指定从一种数据类型到另一种数据类型的转换。应用到已知类型的值表
达式是运行时的类型转换。仅当定义了适当的类型转换时才成功。 这个不同于
与带有常量的强制转换，应用于字符串文本的强制转换 表示类型对文本常量值
的初始赋值，因此如果字符串文字的内容是可接受的数据类型的输入语法，则该
转换对任何类型都成功 。

MPP数据库支持三种类型的值表达式转换：
显示转换 - 当显式指定两种数据类型时的强制转换。MPP数据库接受两种等
效的类型造型语法：

CAST ( expression AS type )
expression::type

The CAST语法符合SQL，带::的语法是PostgreSQL的一种历史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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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转换 - 当被赋值给一个表列时，MPP数据库会进行隐式转换。例
如，，CREATE CAST 命令在使用AS ASSIGNMENT 子句，在赋值语句中
创建转换被隐式使用。这个例子赋值转换，假定 tbl1.f1 是一个text列，
INSERT命令被允许，因为值从integer 隐式转换为text 。

INSERT INTO tbl1 (f1) VALUES (42);

隐式转换 - MPP数据库在赋值或表达式中隐式进行转换。例如，CREATE
CAST 命令在 AS IMPLICIT 子句中创建一个隐式转换 , 在赋值和表达式中隐
式进行转换。 这个例子隐式转换，假定tbl1.c1 是一个 int列。 对于谓词中的
计算, c1从 int隐式转换为decimal。

SELECT * FROM tbl1 WHERE tbl1.c2 = (4.3 + tbl1.c1) ;

如果值表达式必须生成的类型没有歧义（例如，当它被分配给表列时），则通常
可以省略显式类型转换； 系统会自动应用类型转换。 MPP数据库系统只会自动
应用在系统目录中标记为"OK to apply implicitly"的转换。 必须使用显式强制转
换语法调用其他强制转换，以防止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应用意外的转换。

可以通过psql meta命令\dC显示强制转换信息。CAST信息存储在目录
表pg_cast中，类型信息存储在目录表pg_cast中。

标量子查询

标量子查询是一个圆括号中的SELECT查询，它返回正好一行一列。 不要将返
回多行或者多列的SELECT查询用作一个标量子查询。 该查询会运行并且把返
回的值用在外围的值表达式中。相关标量子查询包含对于外层查询块的引用。

相关子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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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子查询（CSQ）是一个SELECT查询，其WHERE子句或者目标列表包含对
于外层子句的引用。 CSQ能有效地根据另一个查询的结果来表达结果。 MPP数
据库支持相关子查询，为很多现有的应用提供了兼容性。 CSQ可以是一个标量
或者表子查询，这取决于它返回一行还是多行。MPP数据库不支持跨级关联的
相关子查询。

相关子查询例子

例1 – 标量相关子查询

SELECT * FROM t1 WHERE t1.x 
            > (SELECT MAX(t2.x) FROM t2 WHERE t2.y = t1.y);

例2 – 相关EXISTS子查询

SELECT * FROM t1 WHERE 
EXISTS (SELECT 1 FROM t2 WHERE t2.x = t1.x);

MPP数据库使用下列方法之一运行CSQ：

解除CSQ的嵌套变成连接操作 – 这种方法最高效，并且MPP数据库会以这种
方法运行大多数CSQ，包括来自TPC-H基准的查询。

在外层查询的每一行上运行CSQ – 这种方法相对低效，MPP数据库会用这种
方法来运行含有在SELECT列表中或者由OR条件连接的CSQ的查询。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如何重写这些类型的查询来改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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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 选择列表中的CSQ

原始查询

SELECT T1.a,
      (SELECT COUNT(DISTINCT T2.z) FROM t2 WHERE t1.x = t2.y) dt2 
FROM t1;

重写这一查询，让它先执行与t1的内连接，然后再执行与t1的左连接。这种重写
只适用于相关条件中的等值连接。

重写查询

SELECT t1.a, dt2 FROM t1 
       LEFT JOIN 
        (SELECT t2.y AS csq_y, COUNT(DISTINCT t2.z) AS dt2 
              FROM t1, t2 WHERE t1.x = t2.y 
              GROUP BY t1.x) 
       ON (t1.x = csq_y);

例4 - 由OR子句连接的CSQ

原始查询

SELECT * FROM t1 
WHERE 
x > (SELECT COUNT(*) FROM t2 WHERE t1.x = t2.x) 
OR x < (SELECT COUNT(*) FROM t3 WHERE t1.y = t3.y)

重写这一查询，把它根据OR条件分解成两个部分，然后联合起来。

重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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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t1 
WHERE x > (SELECT count(*) FROM t2 WHERE t1.x = t2.x) 
UNION 
SELECT * FROM t1 
WHERE x < (SELECT count(*) FROM t3 WHERE t1.y = t3.y)

要查看查询计划，使用EXPLAIN SELECT或者EXPLAIN ANALYZE
SELECT。 查询计划中的子计划节点表示该查询将在外层查询的每一行上运
行，并且该查询是重写的候选。 更多有关这些语句的信息，请见 查询分析.

数组构造器

数组构造器是一个从其成员元素的值构造一个数组值的表达式。简单的数组构造
器由关键词 ARRAY、一个左方括号[、一个或多个由逗号分隔的表达式（用于
数组元素值）以及一个右方括号]组成。例如，

SELECT ARRAY[1,2,3+4];
  array
---------
 {1,2,7}

数组元素类型是其成员表达式的共同类型，采用和UNION或者CASE结构相同
的规则确定。

可以通过嵌套数组构造器构建多维数组值。 在内层构造器中，可以省略关键
词ARRAY。例如，下面的两个SELECT语句产生相同的结果:

SELECT ARRAY[ARRAY[1,2], ARRAY[3,4]];
SELECT ARRAY[[1,2],[3,4]];
     array
---------------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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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维数组必须是矩形，同一层次上的内层构造器必须产生同维的子数组。

多维数组构造器元素不限于一个子ARRAY结构，它们可以是任何产生正确种类
数组的东西。例如：

CREATE TABLE arr(f1 int[], f2 int[]);
INSERT INTO arr VALUES (ARRAY[[1,2],[3,4]], 
ARRAY[[5,6],[7,8]]);
SELECT ARRAY[f1, f2, '{{9,10},{11,12}}'::int[]] FROM arr;
                     array
------------------------------------------------
 {{{1,2},{3,4}},{{5,6},{7,8}},{{9,10},{11,12}}}

可以从子查询的结果构造数组。数组构造器写成关键词ARRAY后面跟上圆括号
中的一个子查询。例如：

SELECT ARRAY(SELECT oid FROM pg_proc WHERE proname LIKE 'bytea%');
                          ?column?
-----------------------------------------------------------
 {2011,1954,1948,1952,1951,1244,1950,2005,1949,1953,2006,31}

子查询必须返回单列。作为结果的一维数组中每一个元素对应于子查询结果中的
每一行，元素类型匹配子查询的输出列。 用ARRAY构建的数组值的下标总是
从1开始。

行构造器

行构造器是一个从其成员域的值构建一个行值（也被称为组合值）的表达式。例
如，

SELECT ROW(1,2.5,'this is a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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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构造器的语法是rowvalue.*，当在SELECT列表的顶层使用语法.*时，它会扩
展成该行值的元素的列表。 例如，如果表t有列f1和f2，下列查询是相同的：

SELECT ROW(t.*, 42) FROM t;
SELECT ROW(t.f1, t.f2, 42) FROM t;

默认情况下，ROW表达式创建的值是一种匿名记录类型。如果有必要，它可以
被造型成一种命名的组合类型 — 一个表的行类型或者用CREATE TYPE AS创
建的一种组合类型。 为了避免歧义，必要时可以对该值进行显式转换。例如：

CREATE TABLE mytable(f1 int, f2 float, f3 text);
CREATE FUNCTION getf1(mytable) RETURNS int AS 'SELECT $1.f1' 
LANGUAGE SQL;

在下面的查询中，不需要对值转换，因为只有一种getf1()函数，所以没有歧义：

SELECT getf1(ROW(1,2.5,'this is a test'));
 getf1
-------
     1
CREATE TYPE myrowtype AS (f1 int, f2 text, f3 numeric);
CREATE FUNCTION getf1(myrowtype) RETURNS int AS 'SELECT 
$1.f1' LANGUAGE SQL;

现在我们需要一次转换来指示要调用哪个函数：

SELECT getf1(ROW(1,2.5,'this is a test'));
ERROR:  function getf1(record) is not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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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getf1(ROW(1,2.5,'this is a test')::mytable);
 getf1
-------
     1
SELECT getf1(CAST(ROW(11,'this is a test',2.5) AS 
myrowtype));
 getf1
-------
    11

可以使用行构造器来构建组合值，该值可以被存储在组合类型表列或者被传递给
接受组合类型参数的函数。

表达式计算规则

子表达式的计算顺序未被定义。一个操作符或者函数的输入不必从左向右或者按
照任何其他固定顺序计算。

如果通过仅计算表达式的一部分就能确定该表达式的结果，那么其他子表达式可
能完全不被计算。例如，在下面的表达式中：

SELECT true OR somefunc();

somefunc() 可能根本不会被调用。在下面的额表达式中也是如此：

SELECT somefunc() OR true;

这和某些编程语言中的布尔操作符实施的从左向右的计算顺序不同。

不要把有副作用的函数用在复杂表达式中，尤其是在WHERE和HAVING子句
中，因为在形成执行计划时会广泛地预处理那些子句。 那些子句中的布尔表达
式（AND/OR/NOT组合）可能会被以布尔代数法允许的任何方式重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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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制计算顺序，可使用 CASE结构。下面的例子是一种在 WHERE子句中避
免除零的不可靠的方法：

SELECT ... WHERE x <> 0 AND y/x > 1.5;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一种可靠的计算顺序：

SELECT ... WHERE CASE WHEN x <> 0 THEN y/x > 1.5 ELSE false 
END;

这种CASE结构的用法会使得优化器无法进行优化尝试，因此只有在必要时才使
用它。

WITH查询（公用表表达式）
WITH子句提供在一个更大的SELECT查询中，使用子查询或执行数据修改操作
的方式。你可以在INSERT, UPDATE, 或 DELETE 命令中使用WITH子句。

在WITH子句中的查询 在WITH子句中使用SELECT的相关信息

WITH子句中的数据修改语句, 在WITH子句中使用INSERT, UPDATE, or
DELETE

Note: 这些是使用WITH子句的限制。
对于包含WITH子句的SELECT命令，该子句最多只能包含一个修改表数据的
子句（INSERT, UPDATE, 或 DELETE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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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包含WITH子句的数据修改命令（INSERT, UPDATE, 或 DELETE），该
子句只能包含SELECT命令，WITH子句不能包含数据修改命令。

默认情况下，将启用WITH子句的RECURSIVE关键字。通过将服务器配置参数
gp“recursive”设置为false，可以禁用递归。By default, the RECURSIVE
keyword for the WITH clause is enabled. 通过将服务器配置参
数gp_recursive_cte 设置为false，WITH子句的RECURSIVE关键字被禁用。

Parent topic: 查询数据

在WITH子句中的查询

子查询通常被称为公共表表达式或CTE，可以认为是为查询定义临时表。这些
示例显示了与SELECT命令一起使用的WITH子句。带WITH子句的示例可以以
插入、更新或删除的相同方式使用。在每种情况下，WITH子句都有效地提供了
可以在主命令中引用的临时表。

WITH子句中的SELECT命令在每次执行父查询时只计算一次，即使父查询或
WITH子句的同级多次引用了该命令。因此，需要在多个地方进行的昂贵计算可
以放在WITH子句中，以避免重复工作。另一个可能的应用是防止对具有副作用
的函数进行不必要的多次计算。然而，这种情况的另一方面是，与普通的子查询
相比，优化器无法将来自父查询的限制向下推送到WITH查询中。 WITH查询通
常将按写入方式进行计算，而不禁止父查询随后可能丢弃的行。但是，如果对查
询的引用只需要有限的行数，则计算可能会提前停止。

此功能的一个用途是将复杂的查询分解为简单的部分。此示例查询仅在顶部销售
区域中显示每个产品的销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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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egional_sales AS (
     SELECT region, SUM(amount) AS total_sales
     FROM orders
     GROUP BY region
  ), top_regions AS (
     SELECT region
     FROM regional_sales
     WHERE total_sales > (SELECT SUM(total_sales)/10 FROM regional_sales)
  )
SELECT region,
    product,
    SUM(quantity) AS product_units,
    SUM(amount) AS product_sales
FROM orders
WHERE region IN (SELECT region FROM top_regions)
GROUP BY region, product;

可以不使用WITH子句编写查询，但需要两级嵌套子选择。相比较来
说，WITH子句比较容易。

当启用可选RECURSIVE关键字时，WITH子句可以完成标准SQL中不可能完成
的事情。使用RECURSIVE，WITH子句中的查询可以引用自己的输出。这是一
个简单的例子，它计算从1到100的整数之和：

WITH RECURSIVE t(n) AS (
    VALUES (1)
  UNION ALL
    SELECT n+1 FROM t WHERE n < 100
)
SELECT sum(n) FROM t;

递归WITH子句（使用WITH关键字的WITH子句）的一般形式是一个非递归术
语，后跟一个 UNION（或 UNION ALL），然后是一个递归术语，其中只有递
归术语可以包含对查询输出的引用。

non_recursive_term UNION [ ALL ] recursive_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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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UNION [ ALL ]的递归WITH 查询执行如下：

1. 计算非递归项。对于UNION （而不是UNION ALL），丢弃重复的行。包括
递归查询结果中的所有剩余行，并将它们放在临时工作表中。

2. 只要工作台不是空的，重复以下步骤：

a. 计算递归项，将工作表的当前内容替换为递归自引用。对于 UNION（而
不是UNION ALL），放弃重复的行和复制任何先前结果行的行。在递归
查询的结果中包含所有剩余的行，并将它们放在临时中间表中。

b. 将当前工作表的内容替换为中间表的内容，然后清空中间表。

Note: 严格来说，过程是迭代而不是递归的，但是RECURSIVE是由SQL标准委
员会选择的术语。

递归WITH查询通常用于处理层次结构或树结构数据。例如，该查询查找产品的
所有直接和间接子部分，只给出一个显示直接包含内容的表：

WITH RECURSIVE included_parts(sub_part, part, quantity) AS (
    SELECT sub_part, part, quantity FROM parts WHERE part = 'our_product'
  UNION ALL
    SELECT p.sub_part, p.part, p.quantity
    FROM included_parts pr, parts p
    WHERE p.part = pr.sub_part
  )
SELECT sub_part, SUM(quantity) as total_quantity
FROM included_parts
GROUP BY sub_part ;

使用递归WITH时，必须确保查询的递归部分最终不会返回元组，否则查询将无
限期循环。 在计算整数和的示例中，工作表在每个步骤中包含一行，并在连续
步骤中接受从1到100的值。 在第100步中，由于WHERE子句没有输出，查询终
止。

对于某些查询，使用 UNION而不是 UNION ALL可以通过丢弃重复以前输出行
的行来确保查询的递归部分最终不返回元组。然而，一个循环通常不涉及完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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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输出行：只检查一个或几个字段就足够了，以查看以前是否达到了相同的
点。处理这种情况的标准方法是计算访问值的数组。 例如，考虑使用链接字段
搜索表图形的以下查询：

WITH RECURSIVE search_graph(id, link, data, depth) AS (
        SELECT g.id, g.link, g.data, 1
        FROM graph g
      UNION ALL
        SELECT g.id, g.link, g.data, sg.depth + 1
        FROM graph g, search_graph sg
        WHERE g.id = sg.link
)
SELECT * FROM search_graph;

如果链接关系包含循环，则此查询将循环。因为查询需要深度输出，所以将
UNION ALL更改为UNION不会消除循环。 相反，查询需要在遵循特定的链接路
径时,识别它是否再次到达同一行。此修改后的查询将path和cycle两列，添加到
容易循环的查询中：

WITH RECURSIVE search_graph(id, link, data, depth, path, cycle) AS (
        SELECT g.id, g.link, g.data, 1,
          ARRAY[g.id],
          false
        FROM graph g
      UNION ALL
        SELECT g.id, g.link, g.data, sg.depth + 1,
          path || g.id,
          g.id = ANY(path)
        FROM graph g, search_graph sg
        WHERE g.id = sg.link AND NOT cycle
)
SELECT * FROM search_graph;

除了检测循环之外， path的数组值本身也很有用，因为它表示到达任何特定行
所需的路径。

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检查多个字段才能识别循环，可以使用一个行数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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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比较字段 f1和 f2：

WITH RECURSIVE search_graph(id, link, data, depth, path, cycle) AS (
        SELECT g.id, g.link, g.data, 1,
          ARRAY[ROW(g.f1, g.f2)],
          false
        FROM graph g
      UNION ALL
        SELECT g.id, g.link, g.data, sg.depth + 1,
          path || ROW(g.f1, g.f2),
          ROW(g.f1, g.f2) = ANY(path)
        FROM graph g, search_graph sg
        WHERE g.id = sg.link AND NOT cycle
)
SELECT * FROM search_graph;

Tip: 如果只需要检查一个字段来识别循环，则忽略ROW()语法。它使用简单的数
组而不是复合类型的数组，从而提高了效率。
Tip: 递归查询评估算法按广度优先搜索顺序生成输出。通过按这种方式构造的路
径列对外部查询进行ORDER BY，可以按深度优先搜索顺序显示结果。

当您不确定查询是否可能无限循环时，测试查询的一种有用技术是在父查询中设
置 LIMIT 。例如，如果不使用 LIMIT 子句，则此查询将永远循环：

WITH RECURSIVE t(n) AS (
    SELECT 1
  UNION ALL
    SELECT n+1 FROM t
)
SELECT n FROM t LIMIT 100;

该技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递归WITH实现只计算WITH查询中实际由父查询提
取的行数。不建议在生产中使用此技术，因为其他系统的工作方式可能不同。
另外，如果外部查询使用结果对递归进行排序或将结果连接到另一个表，则该技
术可能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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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子句中的数据修改语句

对于SELECT命令，可以在 WITH子句中使用数据修改命令 INSERT, UPDATE,
或DELETE。这允许您在同一查询中执行几个不同的操作

WITH子句中的数据修改语句只执行一次，并且始终执行到完成，这与主查询是
否读取所有（或任何）输出无关。这与在WITH子句中使用 SELECT 时的规则
不同，只有在主查询要求输出时，才会继续执行 SELECT 。

这个简单的CTE查询从products中删除行。 WITH子句中的 DELETE从产品中删
除指定的行，并通过其返回子句返回其内容。

WITH deleted_rows AS (
    DELETE FROM products
    WHERE
        "date" >= '2010-10-01' AND
        "date" < '2010-11-01'
    RETURNING *
)
SELECT * FROM deleted_rows;

WITH子句中的数据修改语句必须有RETURNING 子句，如前一个示例所示。它
是RETURNING 子句的输出，而不是数据修改语句的目标表，形成了可以被查
询的其余部分引用的临时表。如果 WITH中的数据修改语句缺少RETURNING子
句，则返回错误。

如果启用可选的RECURSIVE关键字，则不允许在数据修改语句中进行递归自引
用。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引用递归的输出来绕过这个限制。例如，此查询将
删除产品的所有直接和间接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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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ECURSIVE included_parts(sub_part, part) AS (
    SELECT sub_part, part FROM parts WHERE part = 'our_product'
  UNION ALL
    SELECT p.sub_part, p.part
    FROM included_parts pr, parts p
    WHERE p.part = pr.sub_part
  )
DELETE FROM parts
  WHERE part IN (SELECT part FROM included_parts);

WITH子句中的子语句与主查询同时执行。因此，在WITH中使用数据修改语句
时，将在快照中执行该语句。语句的效果在目标表上不可见。RETURNING的
数据是在不同子语句和主查询之间传递更改的唯一方法。在本例中，外
部SELECT返回WITH子句中UPDATE 操作之前的原始价格。

WITH t AS (
    UPDATE products SET price = price * 1.05
    RETURNING *
)
SELECT * FROM products;

在本例中，外部SELECT返回更新的数据。

WITH t AS (
    UPDATE products SET price = price * 1.05
    RETURNING *
)
SELECT * FROM t;

不支持在单个语句中更新同一行两次。这种语句的效果是不可预测的。只有一个
修改发生了，但是不容易（有时也不可能）预测哪一个发生修改。

在WITH子句中用作数据修改语句目标的任何表都不能有条件规则、也不能有条
件规则或扩展为多个语句的 INSTEAD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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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函数和操作符
用户定义和内置函数和运算符的说明。

在MPP数据库中使用函数

用户定义的函数

内建函数和操作符

窗口函数

高级聚集函数

Parent topic: 查询数据

在MPP数据库中使用函数

在MPP数据库中调用函数时，函数属性控制函数的执行。易变性属性
(IMMUTABLE, STABLE, VOLATILE) 和EXECUTE ON 属性控制函数执行的两
个不同方面。一般来说，易变性指示函数执行时间， EXECUTE ON 指示执行
位置。易变性属性是基于PostgreSQL的属性, EXECUTE ON 属性是MPP的属
性。

例如，使用IMMUTABLE属性定义的函数可以在查询计划时执行，而使
用VOLATILE属性定义的函数，必须对查询中每一行执行。 使用EXECUTE ON
MASTER属性的函数仅在主实例上执行，而使用EXECUTE O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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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S属性的函数在所有主segment实例（而不是主服务器）上执行。

这些表总结了MPP数据库基于这些属性，对函数执行的假设。

Table 1. MPP数据库的函数易变性

函数属性函数属性 MPP支持支持 描述描述 注释注释

IMMUTAB
LE

支持 仅直接依赖信息参数列
表。如果给定相同的参
数值，则始终返回同样
的结果。

 

STABLE 大部分情况
下支持

在一个单一表扫描中，
相同的参数值返回相同
的结果，但是不同的S
QL语句结果会改变。

结果依赖于数据库查找
或者参数值。current_t
imestamp函数族是ST
ABLE的，在一次执行
中值不会改变。

VOLATILE 受限 在一个单一表扫描中函
数值可能会改变。例如
：random(), timeofday
()，这是默认属性。

任何有副作用的函数都
是volatile，即使它的
结果是可预测的也一样
。例如：setval()。

Table 2. MPP数据库的EXECUTE ON函数属性

函数属性函数属性 描述描述 注释注释

EXECUTE O
N ANY

表示函数可以在master或任
意segment实例上执行，并
且返回相同的结果，而不管
它在何处执行。这是默认属
性。

MPP数据库决定函数的执行
位置。

EXECUTE O
N MASTER

表示必须在master实例上执
行函数。

如果用户定义函数执行查询
以访问表，请指定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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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E O
N ALL SEGM
ENTS

表示对于每个调用，函数必
须在所有主segment实例上
执行，而不是在master上执
行。

 

函数属性函数属性 描述描述 注释注释

您可以使用psql \df+ function命令显示函数的易变性和EXECUTE ON属性。

更多有关MPP数据库函数易变性分类的信息，请参考PostgreSQL文档函数易变
性分类

更多关于EXECUTE ON属性的信息, 参看 创建函数.

在MPP数据库中，数据被划分为多个段-每个段都是一个不同的PostgreSQL数据
库。为了防止不一致或意外的结果，如果函数包含SQL命令或者任意修改数据库
的方式，请不要在segment级别执行被分类为volatile的函数。 例如，不允许对
MPP数据库中的分布式数据setval()等函数，因为它们可能导致段实例之间的数
据不一致。

函数可以对segment上的复制表（DISTRIBUTED REPLICATED）执行只读查
询，但修改数据的任何SQL命令都必须在master实例上执行。

为了确保数据的一致性，您可以在主服务器上安全地运行语句来调用使
用VOLATILE 和STABLE的函数。例如，下面的语句在master上运行（不带
FROM子句的语句）：

SELECT setval('myseq', 201);
SELECT foo();

如果语句有一个包含分布式表的FROM子句，而FROM子句中的函数返回一组
行，则该语句可以在以下segment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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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foo();

MPP数据库不支持返回表引用（rangeFuncs）的函数或使用refCursor数据类型
的函数。

函数易变性和计划缓冲

对于计划和立即执行的简单交互式查询，STABLE和IMMUTABLE 的函数易变
性类别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无论是在计划期间执行一次函数，还是在查询执行
启动期执行一次函数，都无关紧要。 但是，当您保存计划并稍后重用它时，会
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把一个函数误标为IMMUTABLE ，MPP数据库可能在规划
时会过早地把它折叠成一个常量，可能会在计划的后续执行期间重用过时的值。
当使用 PREPARE 语句或使用PL/pgSQL之类的语言缓存计划时，可能会遇到
这种危险。

用户定义的函数

MPP数据库支持用户定义的函数。更多信息请见PostgreSQL文档中的
Extending SQL

使用CREATE FUNCTION语句注册用户定义的函数，它们可以按在在MPP数据
库中使用函数中所述的方式被使用。 默认情况下，用户定义的函数被声明
为VOLATILE，因此如果用户定义的函数是IMMUTABLE或者STABLE，必须在
注册该函数时指定正确的易变性级别。

默认情况下，用户定义的函数被声明为EXECUTE ON ANY。只有当函数在
master实例上执行时，才支持执行查询以访问表的函数，除非函数可以执行仅访
问segment实例上复制表的SELECT 命令。访问散列分布表或随机分布表的函
数必须用EXECUTE ON MASTER属性定义。否则，在复杂的查询中使用函数
时，函数可能返回不正确的结果。 如果没有该属性，规划器优化可能会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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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推送到segment实例中执行。

在创建用户定义的函数时，避免使用致命错误或者破坏性的调用。MPP数据库
可能会用突然的关闭或者重启来应对这些错误。

在MPP数据库中，用户定义的函数的共享库必须位于MPP数据库阵列的所有主
机（Master、Segment以及镜像）上的同一库路径地址。

还可以创建并执行用MPP数据库过程语言（例如PL/pgSQL）编写的匿名代码
块。匿名块作为短暂的匿名函数运行。有关创建和执行匿名块的信息，请见
DO命令。

内建函数和操作符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PostgreSQL支持的内建函数和操作符的分类。MPP数据库中
支持PostgreSQL中所有的函数和操作符，除了STABLE以及VOLATILE函数之
外，这两种服从在MPP数据库中使用函数中记录的限制 在MPP数据库中使用函
数。 更多有关这些内建函数和操作符的信息请见PostgreSQL文档中的 函数和操
作符 。

MPP数据库包括操作json数据类型值的JSON处理函数。有关JSON数据的信
息，请见使用JSON数据 使用JSON数据。

Table 3. 内建函数和操作符

操作符操作符 /函数分类函数分类 VOLATILE函函
数数

STABLE函数函数 限制限制

逻辑操作符    

比较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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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函数和操作符 random

setseed

  

字符串函数和操作
符

所有内置转换操
作符

convert

pg_client_encoding

 

二进制串函数和操
作符

   

位串函数和操作符    

模式匹配    

数据类型格式化函
数

 to_char

to_timestamp

 

日期/时间函数和操
作符

timeofday age

current_date

current_time

current_timestamp

localtime

localtimestamp

now

 

操作符操作符 /函数分类函数分类 VOLATILE函函
数数

STABLE函数函数 限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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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支持函数    

几何函数和操作符    

网络地址函数和操
作符

   

序列操纵函数 nextval()

setval()

  

条件表达式    

数组函数和操作符  所有数组函数  

聚集函数    

子查询表达式    

行及数组比较    

集合返回函数 generate_serie
s

  

操作符操作符 /函数分类函数分类 VOLATILE函函
数数

STABLE函数函数 限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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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信息函数  所有会话信息函数

所有访问权限查询函
数

所有模式可见性查询
函数

所有系统目录信息函
数

所有注释信息函数

所有事务ID和快照

 

操作符操作符 /函数分类函数分类 VOLATILE函函
数数

STABLE函数函数 限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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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函数 set_config

pg_cancel_bac
kend

pg_terminate_b
ackend

pg_reload_conf

pg_rotate_logfil
e

pg_start_backu
p

pg_stop_backu
p

pg_size_pretty

pg_ls_dir

pg_read_file

pg_stat_file

current_setting

所有数据库对象大小
函数

Note: pg_c
olumn_size
函数显示存
储该值所需
的字节，可
能使用toast
压缩。

XML函数和类似函
数的表达式

 
cursor_to_xml(cursor 
refcursor, count int, n
ulls boolean, tablefor
est boolean, targetns 

 

操作符操作符 /函数分类函数分类 VOLATILE函函
数数

STABLE函数函数 限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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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cursor_to_xmlschem
a(cursor refcursor, nul
ls boolean, tablefores
t boolean, targetns te
xt)

database_to_xml(null
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

database_to_xmlsch
ema(nulls boolean, ta
bleforest boolean, tar
getns text)

database_to_xml_an
d_xmlschema(nulls b
oolean, tableforest bo
olean, targetns text)

query_to_xml(query t
ext, nulls boolean, tab
leforest boolean, targ
etns text)

query_to_xmlschema
(query text, nulls bool
ean, tableforest boole
an, targetns text)

query_to_xml_and_x

操作符操作符 /函数分类函数分类 VOLATILE函函
数数

STABLE函数函数 限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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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schema(query text, 
nulls boolean, tablefo
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schema_to_xml(sche
ma name, nulls boole
an, tableforest boolea
n, targetns text)

schema_to_xmlsche
ma(schema name, nu
lls boolean, tablefore
st boolean, targetns t
ext)

schema_to_xml_and
_xmlschema(schema 
name,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
argetns text)

table_to_xml(tbl regcl
ass, nulls boolean, ta
bleforest boolean, tar
getns text)

table_to_xmlschema(
tbl regclass, nulls boo
lean, tableforest bool
ean, targetns text)

table_to_xml_and_x
mlschema(tbl regclas

操作符操作符 /函数分类函数分类 VOLATILE函函
数数

STABLE函数函数 限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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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ulls boolean, table
forest boolean, target
ns text)

xmlagg(xml)

xmlconcat(xml[, ...])

xmlelement(name na
me [, xmlattributes(val
ue [AS attname] [, ... ])
] [, content, ...])

xmlexists(text, xml)

xmlforest(content [AS 
name] [, ...])

xml_is_well_formed(t
ext)

xml_is_well_formed_
document(text)

xml_is_well_formed_
content(text)

xmlparse ( { DOCUM
ENT | CONTENT } va
lue)

xpath(text, xml)

xpath(text, xml, text[])

操作符操作符 /函数分类函数分类 VOLATILE函函
数数

STABLE函数函数 限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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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ath_exists(text, xml
)

xpath_exists(text, xml
, text[])

xmlpi(name target [, c
ontent])

xmlroot(xml, version t
ext | no value [, stand
alone yes|no|no valu
e])

xmlserialize ( { DOCU
MENT | CONTENT } 
value AS type )

xml(text)

text(xml)

xmlcomment(xml)

xmlconcat2(xml, xml)

操作符操作符 /函数分类函数分类 VOLATILE函函
数数

STABLE函数函数 限制限制

窗口函数

下列内建窗口函数是MPP对于PostgreSQL数据库的扩展。所有的窗口函数都
是immutable。更多有关窗口函数的信息，请见窗口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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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窗口函数

函数函数 返回类返回类
型型

完整语法完整语法 描述描述

cume_dist() double 
precisio
n

CUME_DIST() OVER ( [PAR
TITION BY expr ] ORDER B
Y expr )

计算一组值中一个
值的累积分布。具
有相等值的行总是
具有相同的累积分
布值。。

dense_rank(
)

bigint DENSE_RANK () OVER ( [P
ARTITION BY expr ] ORDER
BY expr )

计算一个有序行组
中一行的无跳跃排
名值的排名。具有
相等值的行会得到
相同的排名值。

first_value(e
xpr)

same a
s input 
expr typ
e

FIRST_VALUE( expr ) OVE
R ( [PARTITION BY expr ] O
RDER BY expr [ROWS|RAN
GE frame_expr ] )

返回一个有续值集
合中的第一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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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expr [,off
set] [,default]
)

same a
s input 
expr typ
e

LAG( expr [, offset ] [, default ]
) OVER ( [PARTITION BY ex
pr ] ORDER BY expr )

在不做自连接的情
况下，提供对于同
一个表中多于一行
的访问。给定一个
查询返回的一系列
行以及该游标的一
个位置，LAG提供
对位于该位置之前
一个给定物理偏移
量的行的访问。默
认的offset为1。 de
fault设置当偏移量
超出窗口范围之外
时要返回的值。如
果没有指定default
，默认值是空值。

last_value(e
xpr)

same a
s input 
expr typ
e

LAST_VALUE(expr) OVER (
[PARTITION BY expr] ORDE
R BY expr [ROWS|RANGE fr
ame_expr] )

返回一个有序值集
合中的最后一个值
。

函数函数 返回类返回类
型型

完整语法完整语法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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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xpr [,of
fset] [,default]
)

same a
s input 
expr typ
e

LEAD(expr [,offset] [,exprdefa
ult]) OVER ( [PARTITION BY
expr] ORDER BY expr )

在不做自连接的情
况下，提供对于同
一个表中多于一行
的访问。给定一个
查询返回的一系列
行以及该游标的一
个位置，lead提供
对位于该位置之后
一个给定物理偏移
量的行的访问。如
果没有指定offset，
默认偏移量是1。d
efault设置当偏移
量超出窗口范围之
外时要返回的值。
如果没有指定defa
ult，默认值是空值
。

ntile(expr) bigint NTILE(expr) OVER ( [PARTI
TION BY expr] ORDER BY e
xpr )

把一个有序数据集
划分成一些桶（由
expr)定义）并且为
每一行分配一个桶
号。

percent_rank
()

double 
precisio
n

PERCENT_RANK () OVER (
[PARTITION BY expr] ORDE
R BY expr )

计算一个假设行R
的排名减1，然后
除以被计算的行数
（在一个窗口分区
内）减1。

函数函数 返回类返回类
型型

完整语法完整语法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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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 bigint RANK () OVER ( [PARTITIO
N BY expr] ORDER BY expr
)

计算一行在一个有
序值组中的排名。
根据排名标准有相
等值的行得到相同
的排名。被占用的
行数被加到排名数
上来计算下一个排
名值。在这种情况
下，排名可能不是
连续的数字。

row_number
()

bigint ROW_NUMBER () OVER ( [
PARTITION BY expr] ORDE
R BY expr )

为窗口分区中的每
一行或者查询中的
每一行分配一个唯
一的编号。

函数函数 返回类返回类
型型

完整语法完整语法 描述描述

高级聚集函数
下列内建高级聚集函数是MPP对PostgreSQL数据库的扩展。这些函数都
是immutable。 MPP数据库不支持PostgreSQL有序集聚合函数。
Note: 用于分析的MPP MADlib扩展提供了额外的高级函数来执行对MPP数据库
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 请见 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 MPP的MADlib分
析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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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高级聚集函数

函数函数 返返
回回
类类
型型

完整语法完整语法 描述描述

MEDIA
N (expr
)

time
sta
mp, 
time
sta
mpt
z, int
erva
l, flo
at

MEDIAN (expression)

例子：

SELECT department_id, MEDIAN(salary) 
FROM employees 
GROUP BY department_id; 

可以用一
个二维数
组作为输
入。把这
些数组当
作矩阵。

sum(arr
ay[])

sma
llint[]
int[], 
bigi
nt[], f
loat[
]

sum(array[[1,2],[3,4]])

例子：

CREATE TABLE mymatrix (myvalue int[]);
INSERT INTO mymatrix VALUES (array[[1,2],[3,4]]);
INSERT INTO mymatrix VALUES (array[[0,1],[1,0]]);
SELECT sum(myvalue) FROM mymatrix;
 sum 
---------------
 {{1,3},{4,4}}

执行矩阵
求和。可
以将被视
为矩阵的
二维数组
作为输入
。

pivot_s
um (lab
el[], lab
el, expr
)

int[], 
bigi
nt[], f
loat[
]

pivot_sum( array['A1','A2'], attr, value) 使用sum
来解决重
复项的piv
ot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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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est 
(array[])

any
ele
men
t集
合

unnest( array['one', 'row', 'per', 'item']) 把一个一
维数组转
换成行。
返回一个
anyeleme
nt（一种
多态伪类
型，请见
PostgreS
QL中的伪
类型）集
合。pseu
do-type

函数函数 返返
回回
类类
型型

完整语法完整语法 描述描述

使用JSON数据
MPP数据库支持json和jsonb数据类型来存储JSON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数据。

MPP数据库按照文档RFC 7159 支持JSON,并且根据JSON规则强制数据有效
性。也有一些用于json and jsonb数据类型的JSON相关的函数和操作符。参
见JSON函数和操作符.

这一节包含下列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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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JSON数据

JSON输入和输出语法

设计JSON文档

jsonb容器与存在

jsonb索引

JSON函数和操作符

Parent topic: 查询数据

关于JSON数据
MPP数据库支持两种JSON数据类型: json and jsonb. 他们输入值基本一致，主
要区别之一是效率。

The json数据类型存储输入副本. 这要求JSON处理函数每次执行时处理json
数据。json数据类型不会修改输入文本。

记号之间没有语义意义的空格被保留，JSON对象内的键的顺序也被保
留。
即便JSON对象含有重复键，所有的键/值对也会被保留。对于重复
键，JSON处理函数把其中的最后一个值当作有效值。

jsonb数据类型存储输入文本的二进制格式。输入数据的转换开销使jsonb稍
慢于 json数据类型. 但是, json处理函数明显更快，因为解析jsonb数据不是必
须的。 jsonb数据类型修改输入文本。

空格不保留
对象内的键的顺序不保留
重复键对象不保留，如果输入包含重复键，仅保留最后一个值。

jsonb数据类型支持索引。参考 jsonb索引.

一般来说，JSON数据应该存储为jsonb数据类型，除非特殊需要，例如关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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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键顺序的遗留假设。

关于JSON数据中的Unicode字符

The RFC 7159文档允许JSON字符串包含表示为\uXXXX的\uXXXXUnicode转
义序列。不过, MPP对每一个数据库只允许一种字符集编码。 除非数据库编码为
UTF8，json类型不可能严格地符合JSON说明。尝试包括数据库编码中无法表
示的字符将会失败。允许可在数据库编码中表示但不在UTF8中的字符。

json数据类型的mpp数据库输入函数允许unicode转义，而无论是什么数据库
编码，只检查unicode转义的语法正确性（a \u后跟四个十六进制数字）。

jsonb数据类型的mpp数据库输入函数更严格。它不允许非ASCII字符
（U+007F以上的字符）使用Unicode转义，除非数据库编码是UTF8。它还
拒绝\u0000，它不能在mpp数据库text类型中表示，并且它要求使用unicode
代理项对指定unicode基本多语言平面之外的字符是正确的。有效的Unicode
转义符（除了\u0000）转换为等效的ASCII或UTF8字符进行存储；这包括将
代理项对折叠为单个字符。

Note: JSON函数和运算符中描述的许多JSON处理函数将Unicode转义转换为常
规字符。函数对数据库编码中无法表示的字符抛出错误。如果可能的话，应该避
免将JSON中的Unicode转义与非UTF8数据库编码混合在一起。

将JSON数据类型映射到MPP数据类型

在将JSON文本输入转换为jsonb数据时，RFC 7159所描述的原始数据类型有效
地映射到原生MPP数据库数据类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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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将JSON数据类型映射到MPP数据类型

JSON原始原始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MPP数据数据
库数据类库数据类
型型

注意注意

string text 不允许使用\u0000。只有当数据库编码为utf8时
，才允许使用非ASCII Unicode转义。

number numeric 不允许使用NaN和infinity值

boolean boolean 只接受小写的正误拼写

null (none) The JSON null 原始类型不同于SQL NULL。

对于有效的jsonb 数据的构成有一些次要的约束，这些约束既不适用于json 数据
类型，也不适用于抽象的JSON，对应于基础数据类型所能表示的限制。值得注
意的是，当将数据转换为jsonb数据类型时，超出MPP数据库numeric数据类型
范围的数字将被拒绝，而json数据类型不会拒绝这些数字。

RFC 7159允许这种实施定义的限制。然而，在实践中，这些问题可能会出现在
其他实现中，因为通常将JSON原始类型 number表示为IEEE 754双精度浮点
（RFC7159明确预测并允许）。

当使用JSON作为与其他系统的交换格式时，请注意与MPP数据库最初存储的数
据相比，数字精度可能会降低。

另外，正如上表中所指出的，对于JSON原语类型的输入格式，存在一些小的限
制，这些限制不适用于相应的MPP数据库数据类型。

JSON输入和输出语法

json数据类型的输入和输出语法如RFC 7159中所述。

下列都是合法的json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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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标量/原始值
-- 原始值值可以是数字、带引号的字符串、true、false或者null SELECT '5'::json;

-- 零个或者更多个元素的数组（元素类型可以不同）
          SELECT '[1, 2, "foo", null]'::json;

-- 含有键/值对的对象
-- 注意对象的键必须总是带引号的字符串
SELECT '{"bar": "baz", "balance": 7.77, "active": false}'::json;

-- 数组和对象可以任意嵌套
SELECT '{"foo": [true, "bar"], "tags": {"a": 1, "b": null}}'::json;

如前所述，当输入JSON值，然后在不进行任何附加处理的情况下打印
时，json数据类型输出的文本与输入的文本相同，而jsonb数据类型不保留语义
上不重要的细节，如空白。例如，请注意这里的区别：

SELECT '{"bar": "baz", "balance": 7.77, "active":false}'::json;
                      json                       
-------------------------------------------------
 {"bar": "baz", "balance": 7.77, "active":false}
(1 row)

SELECT '{"bar": "baz", "balance": 7.77, "active":false}'::jsonb;
                      jsonb                       
--------------------------------------------------
 {"bar": "baz", "active": false, "balance": 7.77}
(1 row)

值得注意的一个语义上不重要的细节是，对于jsonb数据类型，将根据基础数字
类型的行为打印数字。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使用e符号输入的数字将不使用e符
号打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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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reading": 1.230e-5}'::json, '{"reading": 1.230e-5}'::jsonb;
         json          |          jsonb          
-----------------------+-------------------------
 {"reading": 1.230e-5} | {"reading": 0.00001230}
(1 row)

然而, jsonb数据类型保留了尾随的小数零，如前一个示例中所示，即使这些小数
零在语义上对于诸如相等性检查之类的是无关紧要的。

设计JSON文档

将数据表示为JSON比传统关系数据模型要更灵活，在需求变化的环境中表现得
尤其明显。在同一个应用中很可能两种方法会共存并且成为彼此的互补。不过，
即便是对于要求最大灵活性的应用中，我们仍然推荐JSON有些许固定的结构。
这种结构是非强制的（尽管可能会强制一些业务规则），但是如果有可预测的结
构会让编写有效汇总表中一组“文档”（数据）的查询更容易。

在表中存储时，JSON数据服从和其他任何数据类型一样的并发控制考虑。尽管
存储大型文档格式可行的，但要记住任何更新都要求整个行上的一个行级锁。为
了降低更新事务之间的锁竞争，请考虑限制JSON文档为一个可管理的尺寸。理
想上，每个JSON文档应该表示业务规则规定的一个原子数据，并且不能进一步
地被分解为更小的可以独立修改的数据。

jsonb容器与存在

测试容器是jsonb的一项重要功能。 json类型没有并行的设施集。容器测试一
个jsonb 文档中是否包含了另一个jsonb 文档。这些例子返回true，除非另有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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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标量/原始数值仅包含相同的值：
SELECT '"foo"'::jsonb @> '"foo"'::jsonb;

-- 右边的数组包含在左边的数组中：
SELECT '[1, 2, 3]'::jsonb @> '[1, 3]'::jsonb;

--数组元素的顺序并不重要，因此这也是正确的：
SELECT '[1, 2, 3]'::jsonb @> '[3, 1]'::jsonb;

-- 重复的数组元素也不重要：
SELECT '[1, 2, 3]'::jsonb @> '[1, 2, 2]'::jsonb;

-- 右侧只有一对的对象包含在左侧的对象中:
SELECT '{"product": "MPP", "version": "6.0.0", "jsonb":true}'::jsonb @> '{"version":"6.0.0"}'::jsonb;

--右侧的数组被认为不包含在左侧的数组中，即使其中嵌套了类似的数组：
SELECT '[1, 2, [1, 3]]'::jsonb @> '[1, 3]'::jsonb;  -- yields false

--但是，通过一层嵌套，它包含：
SELECT '[1, 2, [1, 3]]'::jsonb @> '[[1, 3]]'::jsonb;

--同样，此处未报告遏制：
SELECT '{"foo": {"bar": "baz", "zig": "zag"}}'::jsonb @> '{"bar": "baz"}'::jsonb; -- yields false

-- 但是，通过一层嵌套，它包含：
SELECT '{"foo": {"bar": "baz", "zig": "zag"}}'::jsonb @> '{"foo": {"bar": "baz"}}'::jsonb;

一般原则是，所包含的对象必须在结构和数据内容方面与包含的对象匹配，可能
是在从包含的对象中丢弃一些不匹配的数组元素或对象键/值对之后。 对于容
器，在进行容器匹配时，数组元素的顺序并不重要，重复的数组元素只被有效地
考虑一次。

作为结构必须匹配的一般原则的例外，数组可以包含原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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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数组包含原始字符串值：:
SELECT '["foo", "bar"]'::jsonb @> '"bar"'::jsonb;

-- 这个异常不是相互的——这里报告了非包容：:
SELECT '"bar"'::jsonb @> '["bar"]'::jsonb;  -- yields false

jsonb 还有一个existence操作符，它是容器主题的变体：它测试字符串（作为文
本值给出）是否作为对象键或数组元素出现在jsonb 值的顶层。这些示例返回
true，，除非另有标注：

-- 字符串作为数组元素存在：
SELECT '["foo", "bar", "baz"]'::jsonb ? 'bar';

-- 字符串作为对象键存在：
SELECT '{"foo": "bar"}'::jsonb ? 'foo';

-- 不考虑对象值：
SELECT '{"foo": "bar"}'::jsonb ? 'bar';  -- yields false

-- 与容器一样，存在必须在顶层匹配：
SELECT '{"foo": {"bar": "baz"}}'::jsonb ? 'bar'; -- yields false

-- 如果字符串与原始JSON字符串匹配，则认为该字符串存在：
SELECT '"foo"'::jsonb ? 'foo';

当涉及到许多键或元素时，JSON对象比数组更适合测试包含性或存在性，因为
与数组不同，JSON对象在内部针对搜索进行了优化，不需要进行线性搜索。

各种容器和存在操作符以及所有其他JSON操作符和函数都记录在JSON函数和
操作符JSON函数和操作符中。

因为JSON容器是嵌套的，所以适当的查询可以跳过子对象的显式选择。例如，
假设我们有一个包含顶级对象的doc列，其中大多数对象包含子对象数组的标记
字段。此查询查找包含"term":"paris"和"term":"food"的子对象出现的条目，同时
忽略标记数组之外的任何此类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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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doc->'site_name' FROM websites
  WHERE doc @> '{"tags":[{"term":"paris"}, {"term":"food"}]}';

使用这个谓词的查询可以完成相同的事情。

SELECT doc->'site_name' FROM websites
  WHERE doc->'tags' @> '[{"term":"paris"}, {"term":"food"}]';

然而，第二种方法的灵活性较低，而且效率通常也较低。

另一方面，json存在操作符不是嵌套的：它只在json值的顶层查找指定的键或数
组元素。

jsonb索引
MPP数据库jsonb数据类型，支持GIN, btree,和hash索引。

jsonb数据上的GIN索引

jsonb数据上的树索引和哈希索引

jsonb数据上的GIN索引

可以使用GIN索引有效地搜索出现在大量jsonb文档（基准）中的键或键/值对。
两个GIN操作符类，提供不同的性能和灵活性权衡。

jsonb的默认GIN操作符类支持带@>, ?, ?& 和 ?|操作符的查询。（有关这些运算
符实现的语义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表 Table 3 ）。使用此操作符类创建索引的示
例如下：

CREATE INDEX idxgin ON api USING gin (j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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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默认的GIN运算符类jsonb_path_ops仅支持为@>运算符编制索引。使用此运
算符类创建索引的示例如下：

CREATE INDEX idxginp ON api USING gin (jdoc jsonb_path_ops);

考虑一个表的示例，该表存储从第三方Web服务检索到的JSON文档，并且具有
文档化的模式定义。这是一个典型的文档：

{
    "guid": "9c36adc1-7fb5-4d5b-83b4-90356a46061a",
    "name": "Angela Barton",
    "is_active": true,
    "company": "Magnafone",
    "address": "178 Howard Place, Gulf, Washington, 702",
    "registered": "2009-11-07T08:53:22 +08:00",
    "latitude": 19.793713,
    "longitude": 86.513373,
    "tags": [
        "enim",
        "aliquip",
        "qui"
    ]
}

JSON文档存储在jsonb列中的一个名为API的表中。如果在此列上创建了GIN索
引，则以下查询可以使用该索引：

-- 查找关键词“公司”具有“magnafone”价值的文档：
SELECT jdoc->'guid', jdoc->'name' FROM api WHERE jdoc @> '{"company": "Magnafone"}';

但是，索引不能用于以下查询。操作符? 是可索引的，但是，比较不会直接应用
于索引列j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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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documents in which the key "tags" contains key or array element "qui"
SELECT jdoc->'guid', jdoc->'name' FROM api WHERE jdoc -> 'tags' ? 'qui';

通过适当地使用表达式索引，上述查询可以使用索引。如果在tags 键中查询特
定项是常见的，那么定义这样的索引可能是值得的：

CREATE INDEX idxgintags ON api USING gin ((jdoc -> 'tags'));

现在，WHERE子句 jdoc -> 'tags' ? 'qui'被认为是可索引运算符的应用? 到索引
表达式jdoc -> 'tags'。有关表达式索引的信息，请参阅表达式索引 表达式索引。

查询JSON文档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包含性，例如：

-- 查找键“tags”包含数组元素"qui"的文档
            SELECT jdoc->'guid', jdoc->'name' FROM api WHERE jdoc @> '{"tags": ["qui"]}';

jdoc列上的一个简单的GIN索引可以支持这个查询。但是，索引将在jdoc列中存
储每个键和值的副本，而前一个示例的表达式索引只存储标记键下的数据。虽然
简单索引方法要灵活得多（因为它支持关于任何键的查询），但是目标表达式索
引可能比简单索引更小，搜索速度更快。

尽管 jsonb_path_ops类只支持带@> 运算符的查询，但它比默认的
jsonb_operator类具有性能优势。对于相同的数据， jsonb_path_ops索引通常
比jsonb_ops索引小得多，搜索的特殊性更好，尤其是当查询包含频繁出现在数
据中的键时。因此，搜索操作通常比默认的operator类执行得更好。

jsonb_ops 和 jsonb-path-ops-gin 索引的技术区别在于前者为数据中的每个键和
值创建独立的索引项，而后者仅为数据中的每个值创建索引项。

Note: 对于这个讨论，术语value包括数组元素，尽管JSON术语有时考虑数组元
素不同于对象中的值。

基本上，每个jsonb_path_ops索引项都是值的散列和指向该值的键；例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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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foo": {"bar": "baz"}}，将创建一个索引项，将foo, bar, 和baz 中的三个都合
并到散列值中。因此，查找此结构的包含查询将导致极其具体的索引搜索；但根
本无法确定foo是否显示为键。另一方面，jsonb_ops 索引将分别创建三个表
示foo, bar, 和baz 的索引项；然后，为了执行包含性查询，它将查找包含这三个
项的行。虽然GIN索引可以相当有效地执行这样的搜索，但是它仍然比同等
的jsonb_path_ops搜索更不具体和更慢，特别是如果有大量的行包含三个索引
项中的任何一个。

jsonb_path_ops方法的一个缺点是它不会为不包含任何值的json结构生成索引
项，例如{"a":{}}：。如果请求搜索包含此类结构的文档，则需要进行完全索引扫
描，这非常慢。jsonb_path_ops不适合经常执行这种搜索的应用程序。

jsonb数据上的树索引和哈希索引

jsonb还支持btree和hash索引。只有在检查完整JSON文档的相等性很重要时，
这些方法才有用。

为完整起见，josonb 基准的btree 排序是：

Object > Array > Boolean > Number > String > Null

Object with n pairs > object with n - 1 pairs

Array with n elements > array with n - 1 elements

相等键值数的对象按以下顺序进行比较：

key-1, value-1, key-2 ...

对象键按存储顺序进行比较。特别是，由于较短的键存储在较长的键之前，这可
能导致顺序不直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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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1, "c": 1} > {"b": 1, "d": 1}

同样，元素数目相等的数组按以下顺序进行比较：

element-1, element-2 ...

使用与底层MPP数据库数据类型相同的比较规则来比较原始JSON值。使用默认
数据库排序规则比较字符串。

JSON函数和操作符
MPP数据库包含创建和操作JSON数据的内置函数和运算符。

JSON操作符

JSON创建函数

JSON聚合函数

JSON处理函数

Note: 对于json数据类型值，即使JSON对象包含重复的键，也会保留所有键/值
对。对于重复的键，JSON处理函数将最后一个值视为可操作的值。对于
JSONB数据类型，不保留重复的对象键。如果输入包含重复键，则只保留最后
一个值。请参见关于JSON数据。

JSON操作符

这个表格描述了可以用于json 和 jsonb 数据类型的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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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json 和 jsonb 操作符

操作操作
符符

右操作右操作
数类型数类型

描述描述 例子例子 例子结果例子结果

-> int 获得JSON数组元素
（索引从零开始）。

'[{"a":"foo"},{"b":"bar
"},{"c":"baz"}]'::json-
>2

{"c":"baz"}

-> text 根据键获得JSON对
象的域。

'{"a": {"b":"foo"}}'::jso
n->'a'

{"b":"foo"}

->> int 获得JSON数组元素
的text形式。

'[1,2,3]'::json->>2 3

->> text 获得JSON对象域的t
ext形式。

'{"a":1,"b":2}'::json->
>'b'

2

#> text[] 获得在指定路径上的
JSON对象。

'{"a": {"b":{"c": "foo"}
}}'::json#>'{a,b}'

{"c": "foo"}

#>> text[] 获得在指定路径上的
JSON对象的text形
式。

'{"a":[1,2,3],"b":[4,5,
6]}'::json#>>'{a,2}'

3

Note: 对于json和jsonb数据类型，这些运算符都有并行变体。字段、元素和路径
提取运算符返回的数据类型与其左侧输入（json和jsonb）相同，但指定为返
回text的数据类型除外，后者将值强制为text。如果JSON输入没有与请求匹配的
正确结构，则字段、元素和路径提取运算符返回NULL，而不是失败；例如，如
果不存在这样的元素。

下表描述了需要jsonb数据类型作为左操作数的运算符。这些运算符中的许多都
可以通过jsonb运算符类进行索引。有关jsonb包含和存在语义的完整描述，请参
见jsonb容器与存在。有关如何使用这些运算符有效地索引JSONB数据的信息，
请参阅jsonb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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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jsonb操作符

操作操作
符符

右操作数类右操作数类
型型

描述描述 例子例子

@> jsonb 左边的json值包含右边的值吗？ '{"a":1, "b":2}'::jso
nb @> '{"b":2}'::js
onb

<@ jsonb 左JSON值是否包含在右值中？ '{"b":2}'::jsonb <
@ '{"a":1, "b":2}'::
jsonb

? text 键/元素字符串是否存在于JSON
值中？

'{"a":1, "b":2}'::jso
nb ? 'b'

?| text[] 是否存在这些键/元素字符串？ '{"a":1, "b":2, "c":
3}'::jsonb ?| array
['b', 'c']

?& text[] 所有这些键/元素字符串都存在吗
？

'["a", "b"]'::jsonb 
?& array['a', 'b']

下表中的标准比较运算符仅适用于 jsonb数据类型，而不适用于 json数据类型。
它们遵循 jsonb索引jsonb索引中描述的B树操作的排序规则。

Table 4. jsonb 比较运算符

操作符操作符 描述描述

< 小于

> 大于

<= 小于或等于

>= 大于或等于

=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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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不等于

操作符操作符 描述描述

Note: 这个!=运算符在解析阶段转换为 <>。无法执行 !=和<>来执行不同操作的运
算符。

JSON创建函数

此表描述了创建 json数据类型值的函数。（目前， jsonb没有等价的函数，但是
您可以将其中一个函数的结果强制转换为 jsonb。）

Table 5. JSON创建函数

函数函数 描述描述 例例
子子

例例
子子
结结
果果

to_js
on(a
nyel
eme
nt)

返回该值作为一个合法的JSON对象。 数组和组合会被递
归处理并且转换成数组和对象。如果输入包含一个从该类
型到 json的转换，会使用该cast函数来执行转换，否则将
会产生一个JSON标量值。对于任何非数字、布尔值或空
值的标量类型，会使用其文本表示，并且加上适当的引号
和转义让它变成一个合法的JSON字符串。

to_j
son(
'Fre
d sa
id "
Hi."':
:text
)

"Fr
ed 
sai
d \"
Hi.
\""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arra
y_to
_jso
n(an
yarr
ay [, 
prett
y_b
ool])

返回该数组为一个JSON数组。一个MPP数据库多维数组
会变成一个JSON数组的数组。

如果pretty_bool 为true，在第一维元素之间会增加换行。

arra
y_to
_jso
n('{{
1,5},
{99,
100}
}'::int
[])

[[1,
5],[
99,
10
0]]

row
_to_
json
(rec
ord [
, pre
tty_b
ool])

返回该行为一个JSON对象。

如果pretty_bool pretty_bool为true，在第一级别元素之间
会增加换行。

row
_to_
json
(row
(1,'f
oo'))

{"f
1":
1,"f
2":
"fo
o"}

json
_bui
ld_a
rray(
VAR
IADI
C "a
ny")

从VARIADIC 参数列表构建一个可能是异种类型的JSON
数组。

json
_bui
ld_a
rray(
1,2,'
3',4,
5)

[1, 
2, "
3", 
4, 
5]

函数函数 描述描述 例例
子子

例例
子子
结结
果果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json
_bui
ld_o
bject
(VA
RIA
DIC 
"any
")

从VARIADIC参数列表构建JSON对象。参数列表按顺序
获取，并转换为一组键/值对。

json
_bui
ld_o
bjec
t('fo
o',1,'
bar',
2)

{"f
oo
": 1
, "b
ar"
: 2}

json
_obj
ect(t
ext[])

从文本数组构建JSON对象。数组必须是一维或二维数组
。

一维数组必须有偶数个元素。元素作为键/值对。

对于二维数组，每个内部数组必须恰好有两个元素，作为
键/值对。

json
_obj
ect('
{a, 1
, b, "
def",
c, 3.
5}')

json
_obj
ect('
{{a, 
1},{b
, "de
f"},{c
, 3.5
}}')

{"a
": "
1", 
"b"
: "d
ef",
"c"
: "3
.5"
}

函数函数 描述描述 例例
子子

例例
子子
结结
果果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json
_obj
ect(k
eys t
ext[],
valu
es te
xt[])

从文本阵列中创建JSON对象。这一形式的json_object对
象从两个分隔阵列中选择了键和值对。在所有其他方面，
它与一个论据形式相同。

json
_obj
ect('
{a, b
}', '{1
,2}')

{"a
": "
1", 
"b"
: "2
"}

函数函数 描述描述 例例
子子

例例
子子
结结
果果

Note: array_to_json和row_to_json的行为与to_json 相同，只是提供了一个打印
漂亮的选项。to_json描述的行为同样适用于其他JSON创建函数转换的每个单独
的值。
Note: hstorehstore模块包含从hstore转换为json的函数，因此通过json创建函数
转换的hstore值将被表示为json对象，而不是原始字符串值。

JSON聚合函数

此表显示函数将记录聚合到一个JSON对象数组和一对JSON对象的值。

Table 6. JSON聚合函数

函数函数 参数类型参数类型 返回类返回类
型型

描述描述

json_agg(record) record json 将记录聚合为对象的JSON
数组。

json_object_agg(name, 
value)

("any", "a
ny")

json 将名称/值对聚合为JSON对
象。

JSON处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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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处理函数

这个表描述处理json 和 jsonb值的函数。

许多处理函数和运算符将JSON字符串中的Unicode转义符转换为适当的单个字
符。如果输入数据类型是jsonb，这不是问题，因为转换已经完成。但是，对
于json数据类型输入，这可能导致抛出错误。请参见关于 关于JSON数据。

Table 7. JSON处理函数

函数函数 返回类型返回类型 描述描述 例子例子 例子结果例子结果

json_array_
length(json)

jsonb_array
_length(jso
nb)

int 返回最外
层JSON数
组中的元
素数。

json_array_le
ngth('[1,2,3,{"f
1":1,"f2":[5,6]},
4]')

5

json_each(j
son)

jsonb_each
(jsonb)

setof key t
ext, value j
son

setof key t
ext, value j
sonb

将最外层
的JSON对
象展开为
一组键/值
对。

select * from j
son_each('{"a
":"foo", "b":"b
ar"}')

 key | value
-----+-------
 a   | "foo"
 b   | "bar"

json_each_
text(json)

jsonb_each
_text(jsonb)

setof key t
ext, value t
ext

把最外层
的JSON对
象展开成
键/值对的
集合。返
回值的类
型是text。

select * from j
son_each_tex
t('{"a":"foo", "b
":"bar"}')

 key | value
-----+-------
 a   | foo
 b   |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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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_extrac
t_path(from
_json json, 
VARIADIC 
path_elems
text[])

jsonb_extra
ct_path(fro
m_json jso
nb, VARIA
DIC path_el
ems text[])

json

jsonb

返回path_
elems指定
的JSON值
。等效于#
>操作符。

json_extract_
path('{"f2":{"f3
":1},"f4":{"f5":9
9,"f6":"foo"}}','f
4')

{"f5":99,"f6":"foo"}

json_extrac
t_path_text(
from_json j
son, VARIA
DIC path_el
ems text[])

jsonb_extra
ct_path_tex
t(from_json 
jsonb, VARI
ADIC path_
elems text[])

text 以文本形
式返回path
_elems指
向的JSON
值。相当
于>>运算
符。

json_extract_
path_text('{"f2
":{"f3":1},"f4":{
"f5":99,"f6":"fo
o"}}','f4', 'f6')

foo

函数函数 返回类型返回类型 描述描述 例子例子 例子结果例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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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_object
_keys(json)

jsonb_obje
ct_keys(jso
nb)

setof text 返回最外
层JSON对
象中的键
集合。

json_object_k
eys('{"f1":"abc
","f2":{"f3":"a",
"f4":"b"}}')

 json_object_keys
------------------
 f1
 f2

json_popul
ate_record(
base anyel
ement, from
_json json)

jsonb_popu
late_record(
base anyel
ement, from
_json jsonb
)

anyelemen
t

把from_jso
n的对象展
开成一行
，其中的
列匹配由b
ase定义的
记录类型
。请见注
解Note 1。

select * from j
son_populate
_record(null::
myrowtype, '{"
a":1,"b":2}')

 a | b
---+---
 1 | 2

函数函数 返回类型返回类型 描述描述 例子例子 例子结果例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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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_popul
ate_records
et(base any
element, fro
m_json jso
n)

jsonb_popu
late_record
set(base an
yelement, fr
om_json js
onb)

setof anyel
ement

将from_jso
n的最外层
数组从\ujs
on扩展到
一组行，
这些行的
列与基定
义的记录
类型匹配
。见 Note 
1.

select * from j
son_populate
_recordset(nu
ll::myrowtype,
'[{"a":1,"b":2},{
"a":3,"b":4}]')

 a | b
---+---
 1 | 2
 3 | 4

json_array_
elements(js
on)

jsonb_array
_elements(j
sonb)

setof json

setof jsonb

Expands a
JSON arra
y to a set o
f JSON val
ues.

select * from j
son_array_el
ements('[1,tru
e, [2,false]]')

   value
-----------
 1
 true
 [2,false]

json_array_
elements_t
ext(json)

jsonb_array
_elements_
text(jsonb)

setof text Expands a
JSON arra
y to a set o
f text value
s.

select * from j
son_array_el
ements_text('[
"foo", "bar"]')

   value
-----------
 foo
 bar

函数函数 返回类型返回类型 描述描述 例子例子 例子结果例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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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_typeof
(json)

jsonb_type
of(jsonb)

text 以文本字
符串形式
返回最外
面的JSON
值的类型
。可能的
类型包括o
bject, array
, string, nu
mber, bool
ean, 和 nul
l. See Note
2.

json_typeof('-
123.4')

number

json_to_rec
ord(json)

jsonb_to_re
cord(jsonb)

record 从JSON对
象生成任
意记录，
可见Note 1
。

与所有返
回记录的
函数一样
，调用方
必须使用A
S子句显式
定义记录
的结构。

select * from j
son_to_recor
d('{"a":1,"b":[1
,2,3],"c":"bar"}
') as x(a int, b 
text, d text)

 a |    b    | d
---+---------+---
 1 | [1,2,3] |

函数函数 返回类型返回类型 描述描述 例子例子 例子结果例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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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_to_rec
ordset(json)

jsonb_to_re
cordset(jso
nb)

setof recor
d

从JSON对
象数组生
成任意记
录集，可
见 Note 1
。

与所有返
回记录的
函数一样
，调用方
必须使用A
S clause子
句显式定
义记录的
结构。

select * from j
son_to_recor
dset('[{"a":1,"b
":"foo"},{"a":"2
","c":"bar"}]') a
s x(a int, b tex
t);

 a |  b
---+-----
 1 | foo
 2 |

函数函数 返回类型返回类型 描述描述 例子例子 例子结果例子结果

Note:
1. 函数json_populate_record(), json_populate_recordset(), json_to_record() 和

json_to_recordset()的示例使用常量。 但是，典型的用法是引用FROM子句
中的表，并使用它的json或jsonb列之一作为函数的参数。然后可以在查询的
其他部分中引用提取的键值。例如，可以在WHERE子句和目标列表中引用
该值。以这种方式提取多个值可以提高性能，而不是使用每个键操作符分别
提取多个值。
JSON键与目标行类型中相同的列名匹配。这些函数的JSON类型强制可能不
会产生某些类型所需的值。目标行类型中未出现的JSON字段将从输出中省
略，不匹配任何JSON字段的目标列将为空。

2. json_typeof函数NULL返回值 null不应与SQLNULL混淆。当调
用json_typeof('null'::json)将返回null时，调用json_typeof(NULL::json)将返回
SQL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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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XML数据
MPP数据库支持存储XML数据的xml数据类型。

xml数据类型会检查输入值的结构良好性，提供了在文本域中简单地存储XML数
据的便利。 此外，支持函数允许用户在这种数据上执行类型安全的操作，请参
考下文的XML函数参考XML函数参考。

使用这种数据类型要求编译时指定configure --with-libxml。

xml类型可以存储结构良好（按照XML标准的定义）的“文档”，以及“内容”片段
（按照XML标准中生产XMLDecl?内容定义）。 大致上，这意味着内容片段可以
有多于一个顶层元素或者字符节点。表达式xmlvalue IS DOCUMENT 可以被用
来评估一个特定的 xml值是一个完整文档或者只是一个内容片段。

此张包含以下主题：
创建XML值

编码处理

访问XML值

处理XML

将表映射到XML

使用XML函数和表达式

Parent topic: 查询数据

创建XML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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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XML值
要从字符数据产生一个xml类型的值，使用函数xmlparse：

xmlparse ( { DOCUMENT | CONTENT } value)

例如：

XMLPARSE (DOCUMENT '<?xml version="1.0"?><book><title>Manual</title><chapter>...</chapter></book>')
XMLPARSE (CONTENT 'abc<foo>bar</foo><bar>foo</bar>')

上面的方法把字符串根据SQL标准转换成XML值，但是也可以使用如下的MPP
数据库语法：

xml '<foo>bar</foo>'
'<foo>bar</foo>'::xml

即便输入值指定了一个文档类型声明（DTD），xml类型也不会按DTD验证输入
值。当前也没有内建的支持来根据其他XML模式语言（例如XML模式）来进行
验证。

从xml产生字符串值的逆操作，可以使用函数xmlserialize：

xmlserialize ( { DOCUMENT | CONTENT } value AS type )

type 可以是 character, character varying, 或 text（或者这些类型的一种别名）。
同样，根据SQL标准，这是唯一一种在xml类型和字符类型见转换的方法，但是
MPP数据库也允许用户简单地造型该值。

当一个字符串值与类型xml之间的转换没有使XMLPARSE或
者XMLSERIALIZE时，选择 DOCUMENT还是CONTENT由 XML OPTION 会话
配置参数决定，该参数可以使用标准命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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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XML OPTION { DOCUMENT | CONTENT };

或者用MPP数据库的风格：

SET XML OPTION TO { DOCUMENT | CONTENT };

默认值是CONTENT，这样所有形式的XML数据都被允许。

Note:

在设置了默认的xml选项后，如果字符串中含有一个文档类型声明，则用户不能
直接将字符串转换成类型xml，因为XML内容片段的定义不接受文档类型声明。
如果真的需要做这样的转换，可以使用XMLPARSE或者更改XML选项。

编码处理

在处理客户端、服务器以及流经它们的XML数据上的多种字符编码时要多加小
心。在使用文本模式向服务器传递查询以及向客户端传递查询结果（这是通常的
模式）时，MPP数据库会把转换所有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递的字符数据为
相应端点的字符编码，请见 字符集支持。 这包括XML值的字符串表示，如上面
的例子所示。通常，这意味着XML数据中包含的编码声明可能会变得无效，由
于字符数据会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进行传输时被转换成其他编码，而内嵌的编
码声明却不会改变。为了应对这种行为，提供给xml类型输入的字符串中包含的
编码声明会被忽略，而内容会被假定为当前的服务器编码。随后，为了正确的处
理，XML数据的字符串必须被从客户端以当前的客户端编码发出。客户端应该
负责在把文档发送到服务器之前将它们转换成当前的客户端编码，或者适当地调
整客户端编码。 在输出上，类型xml的值将不会有编码声明，并且客户端应该假
定所有数据都处于当前的客户端编码。

在使用二进制模式向服务器传递查询参数并且向客户端传回查询结果时，不会执
行字符集转换，因此情况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XML数据中的编码声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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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注意到，并且在缺少编码声明时假定数据是UTF-8（按XML标准的要求，注意
MPP数据库不支持UTF-16）。在输出上，数据将有编码声明来指定客户端编
码，除非客户端编码为UTF-8，那种情况下编码声明将被省略。

Note:

如果XML数据编码、客户端编码和服务器编码都相同，用MPP数据库处理XML
数据会很少碰到错误并且更加高效。由于XML数据在内部是以UTF-8的形式处
理，所以在服务器编码也是UTF-8时计算效率最高。

访问XML值

xml数据类型是与众不同的，在其中没有提供任何比较操作符。这是因为对于
XML数据没有良好定义的并且通用的比较算法。其后果之一就是无法通过比较
一个xml列和一个搜索值来检索行。因此XML值应该通常伴随着一个独立的键
域，例如ID。比较XML值的一种可选方案是将它们先转换成字符串，但是要注
意字符串比较并不是一种有用的XML比较方法。

正因为没有用于xml数据类型的比较操作符，所以不能直接在这种类型的列上创
建索引。如果想要在XML数据中的快速搜索，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将表达式转
换成字符串类型并且建立索引，或者索引一个XPath表达式。当然，要用被索引
的表达式进行搜索，实际的查询也必须被调整。

处理XML
为了处理数据类型xml的值，MPP数据库提供了函数xpath和xpath_exists，它们
可以计算XPath 1.0表达式。

xpath(, xml [, ns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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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xpath对XML值xml计算XPath表达式xpath（一个文本值）。它返回一个
XML值的数组，它对应于XPath表达式产生的节点集合。

第二个参数必须是一个结构良好的XML文档。特别是它必须有一个单一的根节
点元素。

该函数可选的第三个参数是一个名字空间映射的数组。这个数组应该是一个二维
文本数组，其第二轴线的长度等于2（即，它应该是一个数组的数组，每一个元
素数组由刚好两个元素组成）。每个数组项的第一个元素是名字空间名称（别
名），第二个元素是名字空间的URI。不要求这个数组中提供的别名与XML文档
本身中使用的别名相同（换句话说，在XML文档和 xpath 函数上下文中，别名都
是本地的）。

例子：

SELECT xpath('/my:a/text()', '<my:a
          xmlns:my="http://example.com">test</my:a>',
             ARRAY[ARRAY['my', 'http://example.com']]);

 xpath  
--------
 {test}
(1 row)

为了处理默认（匿名）名字空间，可以这样做：

SELECT xpath('//mydefns:b/text()', '<a xmlns="http://example.com"><b>test</b></a>',
             ARRAY[ARRAY['mydefns', 'http://example.com']]);

 xpath
--------
 {test}
(1 row)

xpath_exists(xpath, xml [, ns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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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xpath_exists是xpath函数的一种特殊形式。与返回满足该XPath的个体XML
值不同，这个函数返回一个布尔值来表示该查询是否被满足。这个函数等效于标
准的XMLEXISTS谓词，不过它还提供了对名字空间映射参数的支持。

例子：

SELECT xpath_exists('/my:a/text()', '<my:a
          xmlns:my="http://example.com">test</my:a>',
                     ARRAY[ARRAY['my', 'http://example.com']]);

 xpath_exists  
--------------
 t
(1 row)

将表映射到XML
下列函数把关系表的内容映射到XML值。它们可以被认为是XML导出功能：

table_to_xml(tbl regclass,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query_to_xml(query text,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cursor_to_xml(cursor refcursor, count int,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每个函数的返回类型都是xml。

table_to_xml映射由参数tbl指定的表的内容。regclass类型接受使用通常记法标
识表的字符串，包括可选的方案限定和双引号。query_to_xml执行文本作为参数
query传入的查询并且映射结果集。 cursor_to_xml从参数cursor指定的游标中取
出指定数目的行。 如果不得不映射大型表，推荐使用这种变体，因为每个函数
都会在内存中构建结果值。

如果tableforest为假，那么得到的结果XML文档看起来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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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name>
  <row>
    <columnname1>data</columnname1>
    <columnname2>data</columnname2>
  </row>

  <row>
    ...
  </row>

  ...
</tablename>

如果tableforest为真，结果会是一个这样的XML内容片段：

<tablename>
  <columnname1>data</columnname1>
  <columnname2>data</columnname2>
</tablename>

<tablename>
  ...
</tablename>

...

如果没有表名可用，也就是说映射一个查询或者游标时，会以第一种格式使
用table，而以第二种格式使用row。

对这些格式的选择取决于用户。第一种格式是一种正确的XML文档，它在很多
应用中都很重要。如果结果值后面会被重新组装到一个文档中，第二种格式
在cursor_to_xml函数中更有用。 上面讨论的产生XML内容的函数（尤其
是xmlelement）可以被用来按照要求修改结果。

数据值会按照函数xmlelement所描述的相同方式来映射。

参数nulls决定空值是否应该被包括在输出中。如果为真，列中的空值会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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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columnname xsi:nil="true"/>

其中xsi是XML模式实例的XML名字空间前缀。一个合适的名字空间声明将被加
入到结果值中。如果为假，包含空值的列会被从输出中省略。

参数targetns 指定想要的结果XML名字空间。如果没有特定的名字空间想要，应
该传递一个空字符串。

下列函数返回XML模式文档，它描述由上述对应函数执行的映射：

able_to_xmlschema(tbl regclass,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query_to_xmlschema(query text,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cursor_to_xmlschema(cursor refcursor,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关键的一点是，应该传递相同的参数来获得相匹配的XML数据映射以及XML模
式文档。

下面的函数在一个文档（或者forest）中产生XML数据映射和相应的XML模式，
它们会被链接在一起。如果想要自包含和自描述的结果，它们会很有用：

table_to_xml_and_xmlschema(tbl regclass,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query_to_xml_and_xmlschema(query text,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此外，下面的函数可以用来产生整个方案或者整个当前数据库的类似映射：

schema_to_xml(schema name,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schema_to_xmlschema(schema name,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schema_to_xml_and_xmlschema(schema name,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database_to_xml(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database_to_xmlschema(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database_to_xml_and_xmlschema(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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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些函数可能会产生大量需要在内存中构建的数据。在请求大型方案或者数
据库的内容映射时，应考虑分别映射表，甚至可能通过游标来映射。

模式内容映射的结果可能像这样：

<schemaname>

table1-mapping

table2-mapping

...

</schemaname>

其中表映射的格式取决于tableforest参数，如前所释。

数据库内容映射的结果可能像这样：

<dbname>

<schema1name>
  ...
</schema1name>

<schema2name>
  ...
</schema2name>

...

</dbname>

其中模式映射和前面一样。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对这些函数产生的输出的使用。该例子展示了一个XLST样式
表，它把table_to_xml_and_xmlschema的输出转换成一个含有表数据表格化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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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HTML文档。以类似的方式，来自这些函数的结果可以被转换成其基于XML
的格式。

<?xml version="1.0"?>
<xsl:stylesheet version="1.0"
    xmlns:xsl="http://www.w3.org/1999/XSL/Transform"
    xmlns:xsd="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

  <xsl:output method="xml"
      doctype-system="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strict.dtd"
      doctype-public="-//W3C/DTD XHTML 1.0 Strict//EN"
      indent="yes"/>

  <xsl:template match="/*">
    <xsl:variable name="schema" select="//xsd:schema"/>
    <xsl:variable name="tabletypename"
                  select="$schema/xsd:element[@name=name(current())]/@type"/>
    <xsl:variable name="rowtypename"
                  select="$schema/xsd:complexType[@name=$tabletypename]/xsd:sequence/xsd:element[@name='row']/@type"/>

    <html>
      <head>
        <title><xsl:value-of select="name(current())"/></title>
      </head>
      <body>
        <table>
          <tr>
            <xsl:for-each select="$schema/xsd:complexType[@name=$rowtypename]/xsd:sequence/xsd:element/@name">
              <th><xsl:value-of select="."/></th>
            </xsl:for-each>
          </tr>

          <xsl:for-each select="row">
            <tr>
              <xsl:for-each select="*">
                <td><xsl:value-of select="."/></td>
              </xsl:for-each>
            </tr>
          </xsl:for-each>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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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body>
    </html>
  </xsl:template>

</xsl:stylesheet>

XML函数参考

这一节中描述的函数在类型xml的值上操作。小节 XML谓词XML谓词也包含有关
xml 函数和类函数表达式的信息。

Function:

xmlcomment

Synopsis:

xmlcomment(text)

函数xmlcomment创建一个XML值，它含有一个以指定文本作为内容的XML注
释。文本中不能包含"--"或者以一个"-"结尾，这样得到的结果结构才是一个合法
的XML注释。如果该参数是空，结果也是空。

例子：

SELECT xmlcomment('hello');

  xmlcomment
--------------
 <!--hello-->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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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concat

Synopsis:

xmlconcat(xml[, …])

函数xmlconcat把一个列表中的个体XML值串接以创建一个包含XML内容片段的
单值。空值会被忽略，只有在没有非空参数的情况下结果才为空。

Example:

SELECT xmlconcat('<abc/>', '<bar>foo</bar>');

      xmlconcat
----------------------
 <abc/><bar>foo</bar>

XML声明（如果存在）会按下列方式组合：

如果所有参数值都有相同的XML版本声明，结果中也会用那个版本，不会使
用别的版本。

如果所有参数值都有单独的声明值"yes"，那么该值会被用在结果中。

如果所有参数值都有单独的声明值且至少有一个为"no"，那么那一个会被用
在结果中。否则，结果将没有单独的声明。

如果结果被判定为有一个单独声明但没有版本声明，那么将使用版本1.0的版
本声明，因为XML要求XML声明包含版本声明。

在所有情况下编码声明都会被忽略并且移除。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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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xmlconcat('<?xml version="1.1"?><foo/>', '<?xml version="1.1" standalone="no"?><bar/>');

             xmlconcat
-----------------------------------
 <?xml version="1.1"?><foo/><bar/>

函数：函数：

xmlelement

概要：概要：

xmlelement(name name [, xmlattributes(value [AS attname] [, ... ])] [, content, ...])

The xmlelement表达式产生一个有给定名称、属性和内容的XML元素。

例子：

SELECT xmlelement(name foo);

 xmlelement
------------
 <foo/>

SELECT xmlelement(name foo, xmlattributes('xyz' as bar));

    xmlelement
------------------
 <foo bar="xyz"/>

SELECT xmlelement(name foo, xmlattributes(current_date as bar), 'cont', 'ent');

             xmlelement
-------------------------------------
 <foo bar="2017-01-26">content</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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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合法XML名称的元素和属性名会被转义，转义的方式是将不合法的字符用
序列_xHHHH_替换，其中HHHH 是该字符以16进制表达的Unicode代码点。例
如：

SELECT xmlelement(name "foo$bar", xmlattributes('xyz' as "a&b"));

            xmlelement
----------------------------------
 <foo_x0024_bar a_x0026_b="xyz"/>

如果属性值是一个列引用，则不需要指定显式的属性名，这种情况下默认将把列
名用作该属性的名字。在其他情况下，必须给该属性一个显式的命名。因此这个
例子是合法的：

CREATE TABLE test (a xml, b xml);
SELECT xmlelement(name test, xmlattributes(a, b)) FROM test;

但这些就不合法：

SELECT xmlelement(name test, xmlattributes('constant'), a, b) FROM test;
SELECT xmlelement(name test, xmlattributes(func(a, b))) FROM test;

元素内容（如果指定）将被根据其数据类型进行格式化。如果内容本身是类
型xml，则会构建复杂的XML文档。例如：

SELECT xmlelement(name foo, xmlattributes('xyz' as bar),
                            xmlelement(name abc),
                            xmlcomment('test'),
                            xmlelement(name xyz));

                  xmlelement
----------------------------------------------
 <foo bar="xyz"><abc/><!--test--><xyz/></foo>

其他类型的内容将被格式化为合法的XML字符数据。这意味着特别的字符 <, >以
及&将会被转换成实体。二进制数据（数据类型bytea）将被表示为base6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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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进制编码，具体取决于配置参数xmlbinary。为了将SQL和MPP数据库数据
类型与XML模式说明一致，用于个别数据类型的特殊行为也预计会逐步出现，
届时会有更精确的描述。

函数：函数：

xmlforest

概要：概要：

xmlforest(content [AS name] [, ...])

xmlforest表达式产生一个使用给定名称和内容的元素的XML森林（序列）。

例子：

SELECT xmlforest('abc' AS foo, 123 AS bar);

          xmlforest
------------------------------
 <foo>abc</foo><bar>123</bar>

SELECT xmlforest(table_name, column_name)
FROM information_schema.columns
WHERE table_schema = 'pg_catalog';

                                         xmlforest
-------------------------------------------------------------------------------------------
 <table_name>pg_authid</table_name><column_name>rolname</column_name>
 <table_name>pg_authid</table_name><column_name>rolsuper</column_name>

如在第二个例子中所见，如果内容值是一个列引用，则列名可以被省略，那种情
况下默认会使用列名。否则，必须指定一个列名。

不是合法XML名称的元素名会按照前述对xmlelement的方式转义。类似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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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数据也会被转义来得到合法的xml内容，除非它已经是类型xml。

注意如果XML森林由多于一个元素组成，它们就不是合法的XML文档，因此
将xmlforest表达式包裹在xmlelement中可能会有用。Note that XML forests are
not valid XML documents if they consist of more than one element,

函数：函数：

xmlpi

概要：概要：

xmlpi(name target [, content])

xmlpi表达式创建一个XML处理指令。内容（如果存在）不能包含字符序列 ?>。

例如：

SELECT xmlpi(name php, 'echo "hello world";');

            xmlpi
-----------------------------
 <?php echo "hello world";?>

Function:

xmlroot

概要：概要：

xmlroot(xml, version text | no value [, standalone yes|no|no value])

xmlroot表达式修改一个XML值的根节点属性。如果指定了一个版本，它会替换
掉根节点版本声明中的值；如果指定了一个单独的设置，它会替换掉根节点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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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声明的值。

SELECT xmlroot(xmlparse(document '<?xml version="1.1"?><content>abc</content>'),
               version '1.0', standalone yes);

                xmlroot
----------------------------------------
 <?xml version="1.0" standalone="yes"?>
 <content>abc</content>

函数：函数：

xmlagg

xmlagg (xml)

和这里描述的其他函数不同，函数xmlagg是一个聚集函数。它把输入值串接到
一个聚集函数调用中（很像xmlconcat 的做法），不过串接发生在行之间而不是
单个行的表达式之间。有关聚集函数的更多信息 请见 使用函数和操作符 。

例子：

CREATE TABLE test (y int, x xml);
INSERT INTO test VALUES (1, '<foo>abc</foo>');
INSERT INTO test VALUES (2, '<bar/>');
SELECT xmlagg(x) FROM test;
        xmlagg
----------------------
 <foo>abc</foo><bar/>

为了决定串接的顺序，ORDER BY子句可能会被增加到聚集调用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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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xmlagg(x ORDER BY y DESC) FROM test;
        xmlagg
----------------------
 <bar/><foo>abc</foo>

下面的非标准方法在之前的版本中常常会被推荐，它们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仍然能
发挥作用：

SELECT xmlagg(x) FROM (SELECT * FROM test ORDER BY y DESC) AS tab;
        xmlagg
----------------------
 <bar/><foo>abc</foo>

XML谓词

这一节中描述的表达式会检查xml值的属性。

表达式：表达式：

IS DOCUMENT

概要：概要：

xml IS DOCUMENT

如果参数XML值是一个正确的XML文档，表达式IS DOCUMENT会返回真，如
果不是正确的XML文档（即是一个内容片段）就会返回假，如果参数为空则返
回空。

表达式：表达式：

XML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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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概要：

XMLEXISTS(text PASSING [BY REF] xml [BY REF])

如果第一个参数中的XPath表达式返回任何节点，则函数xmlexists返回真，否则
返回假（只要有一个参数为空，结果也为空）。

例子：

SELECT xmlexists('//town[text() = ''Toronto'']' PASSING BY REF
          '<towns><town>Toronto</town><town>Ottawa</town></towns>');

 xmlexists
------------
 t
(1 row)

BY REF子句在MPP数据库中没有效果，但是为了与其他实现的SQL符合性和兼
容性还是允许使用它。每一种SQL标准都要求第一个BY REF，而第二个是可选
的。还要注意SQL标准指定xmlexists结构需要一个XQuery表达式作为第一个参
数，但MPP数据库当前只支持XPath，它只是XQuery的一个子集。

表达式：表达式：

xml_is_well_formed

Synopsis:

xml_is_well_formed(text)
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text)
xml_is_well_formed_content(text)

这些函数检查一个文本字符串是否为结构良好的XML，返回一个布尔结
果。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检查一个结构良好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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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检查结构良好的内容。 如果xmloption配置参
数被设置为DOCUMENT，xml_is_well_formed会做前者；如果设置为
CONTENT，则xml_is_well_formed会做后者。这意味着xml_is_well_formed对
查看一个到类型xml的简单造型是否会成功很有用，而其他两个函数则可用于查
看XMLPARSE的相应变体是否会成功。

例子：

SET xmloption TO DOCUMENT;
SELECT xml_is_well_formed('<>');
 xml_is_well_formed 
--------------------
 f
(1 row)

SELECT xml_is_well_formed('<abc/>');
 xml_is_well_formed 
--------------------
 t
(1 row)

SET xmloption TO CONTENT;
SELECT xml_is_well_formed('abc');
 xml_is_well_formed 
--------------------
 t
(1 row)

SELECT 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pg:foo xmlns:pg="http://postgresql.org/stuff">bar</pg:foo>');
 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 
-----------------------------
 t
(1 row)

SELECT 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pg:foo xmlns:pg="http://postgresql.org/stuff">bar</my:foo>');
 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 
-----------------------------
 f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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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展示了包括名字空间是否正确匹配在内的检查。

使用全文搜索
MPP数据库提供用于查询自然语言文档的数据类型，函数，运算符，索引类型
和配置。

关于全文搜索关于全文搜索
本主题概述了MPP数据库全文搜索，基本文本搜索表达式，配置和自定义文
本搜索。 以及MPP数据库全文搜索与 GPText的比较。

在数据库表中搜索文本在数据库表中搜索文本
本主题说明如何使用文本搜索运算符搜索数据库表以及如何创建索引以加快
文本搜索。

控制文本搜索控制文本搜索
本主题说明如何创建搜索和查询向量，如何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名，以及如何
在文本搜索查询的结果中突出显示搜索词。

文本搜索附加功能文本搜索附加功能
MPP数据库具有其他附加功能和操作符，您可以使用它们来操作搜索和查询
向量，以及重写搜索查询。

文本搜索解析器文本搜索解析器
本主题描述了MPP数据库文本搜索解析器从原始文本生成的token类型。

文本搜索词典文本搜索词典
由MPP数据库全文搜索解析器生成的token通过一系列字典传递以产生标准化
术语或“词位”。 不同种类的词典可用于以不同方式和不同语言过滤和转换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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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搜索配置示例文本搜索配置示例
本主题说明如何创建自定义文本搜索配置以处理文档和查询文本。

测试和调试文本搜索测试和调试文本搜索
本主题介绍可用于测试和调试搜索配置或配置中指定的单个解析器和词典的
MPP数据库函数。

文本搜索的文本搜索的GiST和和GIN索引索引
本主题描述并比较用于全文搜索的MPP数据库索引类型。

中文分词中文分词zhparser
本主题介绍中文分词插件zhparser。

psql支持支持
psql命令行实用程序提供了一个元命令，用于显示有关MPP数据库全文搜索
配置的信息。

限制限制
本主题列出了MPP数据库全文搜索对象的限制和最大值。

Parent topic: 查询数据

关于全文搜索

本主题概述了MPP数据库全文搜索，基本文本搜索表达式，配置和自定义文本
搜索。 以及MPP数据库全文搜索与 GPText的比较。

本节包含以下子主题：

什么是文档

基本文本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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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对比MPP数据库文本搜索与 GPText

全文搜索（或“文本搜索”）提供识别满足查询的自然语言文档的能力，并且有选
择地通过与查询的相关性对它们进行排名。 最常见的搜索类型是查找包含给定
查询字词的所有文档，并按照它们与查询的相似性的顺序返回它们。

MPP数据库提供了一个数据类型tsvector来存储预处理文档，以及一个数据类
型tsquery来存储已处理的查询（全文搜索类型）。 这些数据类型有许多可用的
函数和运算符（文本搜索函数和操作符），其中最重要的是匹配运算符@@，我
们在基本文本匹配中介绍它们。 可以使用索引（文本搜索的GiST和GIN索引）
加速全文搜索。

查询和相似性的概念非常灵活，取决于具体的应用。 最简单的搜索将查询视为
一组单词和文档中查询单词出现频率的相似性。

MPP数据库支持文本数据类型的标准文本匹配运算符~，~*，LIKE和ILIKE，但
这些运算符缺少搜索文档所需的许多基本属性：

没有语言支持，即使是英语也是如此。 正则表达式是不够的，因为它们不能
容易地处理派生词，例如satisfies和satisfy。 您可能会错过包含satisfies的文
档，尽管您可能希望在搜索satisfy时找到它们。 可以使用OR来搜索多个派生
形式，但这很繁琐且容易出错（有些词可能有几千种衍生词）。

它们不提供搜索结果的排序（排名），这使得它们在找到数千个匹配文档时
无效。

它们往往很慢，因为没有索引支持，所以他们必须为每次搜索处理所有文
档。

全文索引允许对文档进行预处理并保存索引以供以后快速搜索。 预处理包括：

将文档解析为将文档解析为 token。。b> 识别各种类型的令牌（例如，数字，单词，复杂单
词，电子邮件地址）是有用的，以便可以不同地处理它们。 原则上，令牌类
取决于特定的应用程序，但是对于大多数用途来说，使用预定义的一组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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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了。 MPP数据库使用解析器执行此步骤。 提供了标准解析器，可以根据
特定需求创建自定义解析器。

将将 token转换为词位。转换为词位。  词位是一个字符串，就像一个token，但它已被标准
化，以便使相同单词的不同形式相似。 例如，规范化几乎总是包括将大写字
母折叠成小写字母，并且通常涉及删除后缀（例如英语中的s或es）。 这允许
搜索找到相同单词的变体形式，而无需繁琐地输入所有可能的变体。 此外，
该步骤通常消除了停止词，这些词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它们对搜索无用。 （简
而言之，token是文档文本的原始片段，而词位是被认为对索引和搜索有用的
词。） MPP数据库使用词典来执行此步骤。 提供各种标准词典，并且可以为
特定需求创建自定义词典。

存储为搜索而优化的预处理文档。存储为搜索而优化的预处理文档。  例如，每个文档可以表示为标准化词位
的排序数组。 与词位一起，通常希望存储位置信息以用于邻近度排序，使得
包含更“密集”的查询词区域的文档被分配比具有分散查询词的更高的等级。

字典允许对token如何标准化进行细粒度控制。 使用适当的词典，您可以：

定义不应编入索引的停止词。

使用Ispell将同义词映射到单个单词。

使用同义词库将短语映射到单个单词。

使用Ispell字典将单词的不同变体映射到规范形式。

使用Snowball词干分析器规则将单词的不同变体映射到规范形式。

什么是文档

文档是在全文搜索系统中搜索的单位; 例如，杂志文章或电子邮件消息。 文本搜
索引擎必须能够解析文档并存储与其父文档关联的词位（关键词）。 稍后，这
些关联用于搜索包含查询词的文档。

对于MPP数据库中的搜索，文档通常是数据库表的行中的文本字段，或者可能
是这些字段的组合（串联），可能存储在若干表中或动态获得。 换句话说，可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以从不同的部分构造文档以进行索引，并且它可以不作为整体存储在任何地方。
例如：

SELECT title || ' ' ||  author || ' ' ||  abstract || ' ' || body AS document
FROM messages
WHERE mid = 12;

SELECT m.title || ' ' || m.author || ' ' || m.abstract || ' ' || d.body AS document
FROM messages m, docs d
WHERE mid = did AND mid = 12;

Note:

实际上，在这些示例查询中，应该使用coalesce来防止单个NULL属性导致整个
文档的NULL结果。

另一种可能性是将文档作为简单文本文件存储在文件系统中。 在这种情况下，
数据库可用于存储全文索引并执行搜索，并且一些唯一标识符可用于从文件系统
检索文档。 但是，从数据库外部检索文件需要超级用户权限或特殊功能支持，
因此这通常不如将所有数据保留在MPP数据库中。 此外，将所有内容保留在数
据库中可以轻松访问文档元数据，以帮助索引和显示。

出于文本搜索的目的，每个文档必须简化为预处理的tsvector格式。 搜索和排名
完全基于文档的tsvector表示执行 - 只有在选择文档以显示给用户时才需要检索
原始文本。 因此，我们经常将tsvector称为文档，但当然它只是完整文档的紧凑
表示。

基本文本匹配

MPP数据库中的全文搜索基于匹配运算符@@，如果tsvector（文档）
与tsquery（查询）匹配，则返回true。 首先写入哪种数据类型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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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a fat cat sat on a mat and ate a fat rat'::tsvector @@ 'cat & rat'::tsquery;
 ?column?
----------
 t

SELECT 'fat & cow'::tsquery @@ 'a fat cat sat on a mat and ate a fat rat'::tsvector;
 ?column?
----------
 f

如上例所示，tsquery不仅仅是原始文本，也不仅仅是tsvector。 tsquery包含搜
索项，它必须是已经规范化的词位，并且可以使用AND，OR和NOT运算符组合
多个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有一些函
数to_tsquery和plainto_tsquery有助于将用户编写的文本转换为正确的tsquery，
例如通过规范化文本中出现的单词。 同样，to_tsvector用于解析和规范化文档
字符串。 所以在实践中，文本搜索匹配看起来更像是这样的：

SELECT to_tsvector('fat cats ate fat rats') @@ to_tsquery('fat & rat');
 ?column? 
----------
 t

如果写为，则发现此匹配不会成功

SELECT 'fat cats ate fat rats'::tsvector @@ to_tsquery('fat & rat');
 ?column? 
----------
 f

因为这里没有rats这个词的标准化。 tsvector的元素是词位，假设已经标准化，
因此rats与rat不匹配。

@@运算符还支持文本输入，允许在简单情况下将文本字符串显式转换
为tsvector或tsquery。 可用的变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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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vector @@ tsquery
tsquery  @@ tsvector
text @@ tsquery
text @@ text

我们已经看到了前两个。 形式text @@ tsquery等同于to_tsvector(x) @@ y。 形
式text @@ text等同于to_tsvector(x) @@ plainto_tsquery(y)。

配置

以上都是简单的文本搜索示例。 如前所述，全文搜索功能包括执行更多操作的
能力：跳过索引某些单词（停止词），处理同义词，以及使用复杂的解析，例
如，基于不仅仅是空格的解析。 此功能由文本搜索配置控制。 MPP数据库附带
了许多语言的预定义配置，您可以轻松创建自己的配置。 （psql的\dF命令显示
所有可用的配置。）

在安装过程中，会选择适当的配置，并在postgresql.conf中相应地设
置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如果您对整个集群使用相同的文本搜索配置，
则可以使用postgresql.conf中的值。 要在整个集群中使用不同的配置，但在任何
一个数据库中使用相同的配置，请使用 ALTER DATABASE ... SET。 否则，您
可以在每个会话中设置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每个依赖于配置的文本搜索功能都有一个可选的regconfig参数，因此可以显式
指定要使用的配置。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仅在省略此参数时使用。

为了更容易构建自定义文本搜索配置，可以从更简单的数据库对象构建配置。
MPP数据库的文本搜索工具提供了四种与配置相关的数据库对象：

文本搜索解析器将文档分解为token并对每个token进行分类（例如，作为单
词或数字）。

文本搜索词典将token转换为标准化形式并拒绝停止词。

文本搜索模板提供基本字典的功能。（字典只是为模板指定模板和一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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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文本搜索配置选择一个解析器和一组字典，用于规范化解析器生成的token。

文本搜索解析器和模板是从低级C函数构建的; 因此，它需要C编程才能开发新
的，并且需要超级用户权限才能将其安装到数据库中。 （在MPP数据库发行版
的contrib/区域中有附加解析器和模板的示例。） 由于字典和配置只是参数化并
将一些底层解析器和模板连接在一起，因此创建新字典或配置不需要特殊权限。
本章稍后将介绍创建自定义词典和配置的示例。

对比MPP数据库文本搜索与 GPText

MPP数据库文本搜索是将PostgreSQL文本搜索移植到MPP数据库MPP平台。
还提供 GPText，它将MPP数据库与Apache Solr文本搜索平台集成在一起。
GPText在您的MPP数据库集群旁边安装Apache Solr集群，并提供MPP数据库
功能，您可以使用它来创建Solr索引，查询它们，并在数据库会话中接收结果。

这两个系统都提供强大的企业级文档索引和搜索服务。 MPP数据库文本搜索可
立即供您使用，无需安装和维护其他软件。 如果它符合您的应用程序的要求，
您应该使用它。

带有Solr的GPText具有MPP数据库文本搜索所不具备的许多功能。 特别
是，GPText更适合高级文本分析应用程序。 以下是将GPText用于文本搜索应用
程序时可以使用的一些优点和功能。

Apache Solr集群可以与数据库分开扩展。 Solr节点可以部署在MPP数据库主
机上，也可以部署在网络上的不同主机上。

可以将索引和搜索工作负载从MPP数据库移出到Solr，以维护数据库查询性
能。

GPText创建分割为分片的Solr索引，每个MPP数据库segment一个，因此
MPP数据库MPP体系结构的优势扩展到了文本搜索工作负载。

使用Solr索引和搜索文档非常快，可以通过向集群添加更多Solr节点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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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内容可以存储在MPP数据库表，Solr索引或两者中。

通过GPText，Solr可以索引存储为MPP数据库表格中文本的文档，以及使用
HTTP，FTP，S3或HDFS URL访问的外部存储中的文档。

Solr自动识别大多数丰富的文档格式，并分别索引文档内容和元数据。

Solr索引可高度自定义。 您可以将文本分析链自定义到字段级别。

除了Apache项目提供的大量语言，标记符和过滤器之外，GPText还提供社交
媒体标记器，国际文本标记器和通用查询解析器，它们可以理解几种常见的
文本搜索语法。

GPText API支持高级文本分析工具，例如分面，命名实体识别（NER）和词
性（POS）识别。

有关GPText的详细信息，请参阅GPText文档网站。

Parent topic: 使用全文搜索

在数据库表中搜索文本

本主题说明如何使用文本搜索运算符搜索数据库表以及如何创建索引以加快文本
搜索。

上一节中的示例说明了使用简单常量字符串进行全文匹配。 本节介绍如何搜索
表数据，可选择使用索引。

本节包含以下子主题：

搜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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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索引

搜索表

可以在没有索引的情况下进行全文搜索。 在其body字段中打印包含单词friend的
每一行的title的简单查询是：

SELECT title
FROM pgweb
WHERE to_tsvector('english', body) @@ to_tsquery('english', 'friend');

这也将找到诸如friends和friendly之类的相关单词，因为所有这些都被简化为相
同的标准化词汇。

上面的查询指定english配置用于解析和规范化字符串。 或者，我们可以省略配
置参数：

SELECT title
FROM pgweb
WHERE to_tsvector(body) @@ to_tsquery('friend');

此查询将使用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设置的配置。

更复杂的示例是在title或body中选择包含create和table的十个最新文档：

SELECT title
FROM pgweb
WHERE to_tsvector(title || ' ' || body) @@ to_tsquery('create & table')
ORDER BY last_mod_date DESC
LIMIT 10;

为清楚起见，我们省略了在两个字段之一中查找包含NULL的行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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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oalesce函数调用。

虽然这些查询在没有索引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但大多数应用程序会发现这种
方法太慢，除非是偶尔的临时搜索。 文本搜索的实际使用通常需要创建索引。

创建索引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GIN索引（文本搜索的GiST和GIN索引）来加速文本搜索：

CREATE INDEX pgweb_idx ON pgweb USING gin(to_tsvector('english', body));

请注意，使用了to_tsvector的双参数版本。 只能在表达式索引中使用指定配置
名称的文本搜索功能。 这是因为索引内容必须不
受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的影响。 如果它们受到影响，索引内容可能会不
一致，因为不同的条目可能包含使用不同文本搜索配置创建的tsvector，并且无
法猜测哪个是哪个。 正确地导出和恢复这样的索引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上面的索引中使用了to_tsvector的双参数版本，所以只有使用具有相同配
置名称的to_tsvector的双参数版本的查询引用才会使用该索引。 也就是
说，WHERE to_tsvector('english', body) @@ 'a & b'可以使用索引，但WHERE
to_tsvector(body) @@ 'a & b'不能。 这可确保索引仅与用于创建索引条目的相
同配置一起使用。

可以设置更复杂的表达式索引，其中配置名称由另一列指定，例如：

CREATE INDEX pgweb_idx ON pgweb USING gin(to_tsvector(config_name, body));

其中config_name是pgweb表中的一列。 这允许在同一索引中进行混合配置，同
时记录每个索引条目使用的配置。 例如，如果文档集合包含不同语言的文档，
这将是有用的。 同样，要使用索引的查询必须用来匹配，例如，WHERE
to_tsvector(config_name, body) @@ '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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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甚至可以连接列：

CREATE INDEX pgweb_idx ON pgweb USING gin(to_tsvector('english', title || ' ' || body));

另一种方法是创建一个单独的tsvector列来保存to_tsvector的输出。 此示例是
title和body的连接，使用coalesce确保当另一个为NULL时仍将索引一个字段：

ALTER TABLE pgweb ADD COLUMN textsearchable_index_col tsvector;
UPDATE pgweb SET textsearchable_index_col =
     to_tsvector('english', coalesce(title,'') || ' ' || coalesce(body,''));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GIN索引来加速搜索：

CREATE INDEX textsearch_idx ON pgweb USING gin(textsearchable_index_col);

现在我们准备执行快速全文搜索：

SELECT title FROM pgweb WHERE textsearchable_index_col @@ to_tsquery('create & table') 
ORDER BY last_mod_date DESC LIMIT 10;

与表达式索引相比，单列方法的一个优点是，不必在查询中显式指定文本搜索配
置以便使用索引。 如上例所示，查询可以依赖于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另一个优点是搜索速度更快，因为没有必要重做to_tsvector调用来验证索引匹
配。 （当使用GiST索引而不是GIN索引时，这一点更为重要;请参阅文本搜索的
GiST和GIN索引。） 然而，表达式索引方法设置起来更简单，并且由
于tsvector不是显式存储，因此需要更少的磁盘空间。

Parent topic: 使用全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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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文本搜索

本主题说明如何创建搜索和查询向量，如何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名，以及如何在文
本搜索查询的结果中突出显示搜索词。

要实现全文搜索，必须有一个函数来从文档创建tsvector和从用户查询创
建tsquery。 此外，我们需要以有用的顺序返回结果，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函数来
比较文档与查询的相关性。 能够很好地显示结果也很重要。 MPP数据库为所有
这些功能提供支持。

本主题包含以下子主题：

解析文件

解析查询

排名搜索结果

突出显示结果

解析文件

MPP数据库提供了to_tsvector函数，用于将文档转换为tsvector数据类型。

to_tsvector([config regconfig, ] document text) returns tsvector

to_tsvector将文本文档解析为token，将token缩减为词位，并返回一
个tsvector，其中列出了词位及其在文档中的位置。 根据指定或默认文本搜索配
置处理文档。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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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o_tsvector('english', 'a fat  cat sat on a mat - it ate a fat rats');
                  to_tsvector
-----------------------------------------------------
 'ate':9 'cat':3 'fat':2,11 'mat':7 'rat':12 'sat':4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生成的tsvector不包含单词a，on或it， 单词rats变
成rat，标点符号 - 被忽略。

to_tsvector函数在内部调用解析器，该解析器将文档文本分解为token并为每个
token分配类型。 对于每个token，查阅字典列表（文本搜索词典），其中列表
可以根据token类型而变化。 识别token的第一个字典发出一个或多个规范化的
词位来表示token。 例如，rats变成rat，因为其中一个词典认识到单词rats是复
数形式的rat。 有些单词被识别为停止词，这会导致它们被忽略，因为它们过于
频繁而无法用于搜索。 在我们的例子中，这些是a，on和it。 如果列表中没有字
典识别出token，那么它也会被忽略。 在这个标点符号发生的例子中 - 因为实际
上没有为其token类型（空间符号）分配字典，这意味着空间token永远不会被索
引。 解析器，字典和要索引的token类型的选择由所选文本搜索配置（文本搜索
配置示例）确定。 可以在同一数据库中具有许多不同的配置，并且可以为各种
语言提供预定义的配置。 在我们的示例中，我们使用英语的默认配置english。

函数setweight可用于标记具有给定权重的tsvector的条目，其中权重是字
母A，B，C或D之一。 这通常用于标记来自文档的不同部分的条目，
如title与body。 之后，此信息可用于搜索结果的排名。

因为to_tsvector(NULL)将返回NULL，所以只要字段可能为null，建议使
用coalesce。 以下是从结构化文档创建tsvector的推荐方法：

UPDATE tt SET ti = setweight(to_tsvector(coalesce(title,'')), 'A') 
  || setweight(to_tsvector(coalesce(keyword,'')), 'B') 
  || setweight(to_tsvector(coalesce(abstract,'')), 'C') 
  || setweight(to_tsvector(coalesce(body,'')), 'D');

这里我们使用setweight标记完成的tsvector中每个词位的来源， 然后使
用tsvector连接运算符||合并标记的tsvector值。 （文本搜索附加功能提供有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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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操作的详细信息。）

解析查询

MPP数据库提供了to_tsquery和plainto_tsquery函数，用于将查询转换
为tsquery数据类型。 to_tsquery提供了比plainto_tsquery更多功能的访问权限，
但对其输入的宽容度较低。

to_tsquery([config regconfig, ] querytext text) returns tsquery

to_tsquery从querytext创建一个tsquery值， 该值必须由布尔运算符& (AND), |
(OR) 和 !(NOT)分隔的单个token组成。 可以使用括号对这些运算符进行分组。
换句话说，to_tsquery的输入必须已经遵循tsquery输入的一般规则，如全文搜索
类型中所述。 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基本的tsquery输入将token置于面值，
但to_tsquery使用指定或默认配置将每个token规范化为一个词位，并根据配置
丢弃任何停止词的标记。 例如：

SELECT to_tsquery('english', 'The & Fat & Rats');
  to_tsquery   
---------------
 'fat' & 'rat'

与基本的tsquery输入一样，权重可以附加到每个词位，以限制它仅匹配那些权
重的tsvector词位。 例如：

SELECT to_tsquery('english', 'Fat | Rats:AB');
    to_tsquery    
------------------
 'fat' | 'rat':AB

此外，*可以附加到词位以指定前缀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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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o_tsquery('supern:*A & star:A*B');
        to_tsquery        
--------------------------
 'supern':*A & 'star':*AB

这样的词位将匹配以给定字符串开头的tsvector中的任何单词。

to_tsquery也可以接受单引号短语。 当配置包括可能触发此类短语的同义词词典
时，这是非常有用的。 在下面的例子中，同义词库包含规则supernovae stars :
sn：

SELECT to_tsquery('''supernovae stars'' & !crab');
  to_tsquery
---------------
 'sn' & !'crab'

如果没有引号，to_tsquery将为未被AND或OR运算符分隔的标记生成语法错
误。

plainto_tsquery([ config regconfig, ] querytext ext) returns tsquery

plainto_tsquery未格式化的文本querytext转换为tsquery。 对于to_tsvector，文
本被解析和规范化，然后在残存的单词之间插入&（AND）布尔运算符。

示例：

SELECT plainto_tsquery('english', 'The Fat Rats');
 plainto_tsquery 
-----------------
 'fat' & 'rat'

请注意，plainto_tsquery无法在其输入中识别布尔运算符，权重标签或前缀匹配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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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plainto_tsquery('english', 'The Fat & Rats:C');
   plainto_tsquery   
---------------------
 'fat' & 'rat' & 'c'

这里，所有输入标点符号都被丢弃为空格符号。

排名搜索结果

排名尝试测量相关文档对特定查询的影响，以便在存在多个匹配时，可以首先显
示最相关的匹配。 MPP数据库提供两个预定义的排名功能，其中考虑了词位，
接近度和结构信息; 也就是说，他们会考虑查询term在文档中出现的频率，term
在文档中的接近程度，以及文档中出现的部分的重要程度。 然而，相关性的概
念是模糊的并且非常特定于应用程序。 不同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用于排名的附
加信息，例如文档修改时间。 内置排名功能仅是示例。 您可以编写自己的排名
功能和/或将其结果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以满足您的特定需求。

目前可用的两个排名功能是：

ts_rank([ weights float4[], ] vector tsvector, query tsquery [, normalization integer
]) returns float4

根据匹配词位的频率对矢量进行排名。

ts_rank_cd([ weights float4[], ] vector tsvector, query tsquery [, normalization
integer ]) returns float4

此函数计算给定文档向量和查询的盖度排名，如Clarke，Cormack和
Tudhope在1999年的“信息处理和管理”杂志中的“一至三期查询的相关性排
名”中所述。 除了考虑到匹配词位之间的接近程度，盖度类似ts_rank排
名。

此函数需要词位位置信息来执行其计算。 因此，它忽略了tsvector中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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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stripped”词位。 如果输入中没有未提取的词位，则结果为零。 （有
关tsvector中strip函数和位置信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操纵文档。）

对于这两个函数，可选的权重参数提供了对字实例进行或多或少权衡的能力，具
体取决于它们的标注方式。 权重数组按以下顺序指定对每个单词类别进行称重
的程度：

{D-weight, C-weight, B-weight, A-weight}

如果未提供权重，则使用以下默认值：

{0.1, 0.2, 0.4, 1.0}

通常，权重用于标记文档特殊区域中的单词，如标题或初始摘要，因此可以比文
档正文中的单词更重要或更不重视它们。

由于较长的文档更有可能包含查询词语，因此考虑文档大小是合理的，例如，具
有五个搜索字实例的百字文档可能比具有五个实例的千字文档更相关。 两个排
名函数都采用整数规范化选项，该选项指定文档的长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排
名。 整数选项控制多个行为，因此它是一个位掩码：您可以使用|指定一个或多
个行为（例如，2|4）。

0（默认值）忽略文档长度

1 将等级除以(1 + 文档长度的对数)

2 将等级除以文件长度

4 将等级除以范围之间的平均谐波距离（这仅由ts_rank_cd实现）

8 将等级除以文档中唯一单词的数量

16 将等级除以(1 +文档中唯一字数的对数)

32 将等级除以(等级 + 1)

如果指定了多个标志位，则按列出的顺序应用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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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注意，排名函数不使用任何全局信息，因此不可能像有时期望的那样
产生1％或100％的公平标准化。 归一化选项32(rank/(rank+1))可用于将所有等
级缩放到0到1的范围内，但当然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变化; 它不会影响搜索结果的
排序。

以下示例仅选择排名最高的十个匹配项：

SELECT title, ts_rank_cd(textsearch, query) AS rank
FROM apod, to_tsquery('neutrino|(dark & matter)') query
WHERE query @@ textsearch
ORDER BY rank DESC
LIMIT 10;
                     title                     |   rank
-----------------------------------------------+----------
 Neutrinos in the Sun                          |      3.1
 The Sudbury Neutrino Detector                 |      2.4
 A MACHO View of Galactic Dark Matter          |  2.01317
 Hot Gas and Dark Matter                       |  1.91171
 The Virgo Cluster: Hot Plasma and Dark Matter |  1.90953
 Rafting for Solar Neutrinos                   |      1.9
 NGC 4650A: Strange Galaxy and Dark Matter     |  1.85774
 Hot Gas and Dark Matter                       |   1.6123
 Ice Fishing for Cosmic Neutrinos              |      1.6
 Weak Lensing Distorts the Universe            | 0.818218

这是使用标准化排名的相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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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itle, ts_rank_cd(textsearch, query, 32 /* rank/(rank+1) */ ) AS rank
FROM apod, to_tsquery('neutrino|(dark & matter)') query
WHERE  query @@ textsearch
ORDER BY rank DESC
LIMIT 10;
                     title                     |        rank
-----------------------------------------------+-------------------
 Neutrinos in the Sun                          | 0.756097569485493
 The Sudbury Neutrino Detector                 | 0.705882361190954
 A MACHO View of Galactic Dark Matter          | 0.668123210574724
 Hot Gas and Dark Matter                       |  0.65655958650282
 The Virgo Cluster: Hot Plasma and Dark Matter | 0.656301290640973
 Rafting for Solar Neutrinos                   | 0.655172410958162
 NGC 4650A: Strange Galaxy and Dark Matter     | 0.650072921219637
 Hot Gas and Dark Matter                       | 0.617195790024749
 Ice Fishing for Cosmic Neutrinos              | 0.615384618911517
 Weak Lensing Distorts the Universe            | 0.450010798361481

排名代价可能很高，因为它需要查询每个匹配文档的tsvector，这可能是I/O相关
的，因此很慢。 不幸的是，几乎不可能避免，因为实际的查询经常导致大量的
匹配。

突出显示结果

要显示搜索结果，最好显示每个文档的一部分以及它与查询的关联方式。 通
常，搜索引擎会显示带有标记搜索词的文档片段。 MPP数据库提供了一个实现
此功能的函数ts_headline。

ts_headline([config regconfig, ] document text, query tsquery [, options text ]) returns text

ts_headline接受文档和查询，并返回文档中的摘录，其中突出显示查询中的术
语。 可以通过config指定用于解析文档的配置; 如果省略config，则使
用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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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定了options字符串，则它必须包含一个或多个逗号分隔的option=value列
表对。 可用选项包括：

StartSel, StopSel: 用于分隔出现在文档中的查询单词的字符串，以区别于其
他摘录的单词。 如果这些字符串包含空格或逗号，则必须双引号。

MaxWords, MinWords: 这些数字决定了输出的最长和最短标题。

ShortWord: 这个长度或更短的单词将在标题的开头和结尾处删除。 默认值为
3消除了常见的英文文章。

HighlightAll: 布尔标志; 如果为true，则整个文档将用作标题，忽略前面的三
个参数。

MaxFragments: 要显示的最大文本摘要或片段数。 默认值零选择非面向片段
的标题生成方法。 大于零的值选择基于片段的标题生成。 此方法查找具有尽
可能多的查询字的文本片段，并在查询字周围拉伸这些片段。 结果，查询单
词接近每个片段的中间并且每侧都有单词。 每个片段最多为MaxWords，并
且在每个片段的开始和结束处删除长度为ShortWord或更短的单词。 如果不
是在文档中找到所有查询词，则将显示文档中第一个MinWords的单个片段。

FragmentDelimiter: 当显示多个片段时，片段将被此字符串分隔。

任何未指定的选项都会收到以下默认值：

StartSel=<b>, StopSel=</b>,
MaxWords=35, MinWords=15, ShortWord=3, HighlightAll=FALSE,
MaxFragments=0, FragmentDelimiter=" ... "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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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s_headline('english',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search
is to find all documents containing given query terms
and return them in order of their similarity to the
query.',
  to_tsquery('query & similarity'));
                        ts_headline                         
------------------------------------------------------------
 containing given <b>query</b> terms
 and return them in order of their <b>similarity</b> to the
 <b>query</b>.

SELECT ts_headline('english',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search
is to find all documents containing given query terms
and return them in order of their similarity to the
query.',
  to_tsquery('query & similarity'),
  'StartSel = <, StopSel = >');
                      ts_headline                      
-------------------------------------------------------
 containing given <query> terms
 and return them in order of their <similarity> to the
 <query>.

ts_headline使用原始文档，而不是tsvector摘要，因此它可能很慢，应谨慎使
用。 一个典型的错误是当只显示十个文档时，为每个匹配的文档调
用ts_headline。 SQL子查询可以提供帮助; 这是一个例子：

SELECT id, ts_headline(body, q), rank
FROM (SELECT id, body, q, ts_rank_cd(ti, q) AS rank
      FROM apod, to_tsquery('stars') q
      WHERE ti @@ q
      ORDER BY rank DESC
      LIMIT 10) AS foo;

Parent topic: 使用全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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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搜索附加功能

MPP数据库具有其他附加功能和操作符，您可以使用它们来操作搜索和查询向
量，以及重写搜索查询。

本节包含以下子主题：

操纵文档

操纵查询

重写查询

收集文档统计信息

操纵文档

解析文件显示了如何将原始文本文档转换为tsvector值。 MPP数据库还提供了可
用于处理已经处于tsvector形式的文档的函数和运算符。

tsvector || tsvector

tsvector连接运算符返回一个向量，该向量合并了作为参数给出的两个向量
的词位和位置信息。 在连接期间保留位置和重量标签。 出现在右侧向量中
的位置按左侧向量中提到的最大位置偏移，因此结果几乎等于在两个原始
文档字符串的串联上执行to_tsvector的结果。 （等价不精确，因为从左手
参数末尾删除的任何停止词都不会影响结果，而如果使用文本连接，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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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右手参数中词位的位置。）

在向量形式中使用连接的一个优点是，您可以使用不同的配置来解析文档
的不同部分，而不是在应用to_tsvector之前连接文本。 此外，因
为setweight函数以相同的方式标记给定向量的所有词位，所以如果要使用
不同的权重标记文档的不同部分，则必须在连接之前解析文本并执
行setweight。

setweight(vector tsvector, weight "char") returns tsvector

setweight返回输入向量的副本，其中每个位置都标有给定的权重，A, B,
C, 或D。 （D是新向量的默认值，因此不会在输出中显示。） 这些标签在
连接向量时保留，允许来自文档的不同部分的单词通过排名函数被不同地
加权。

请注意，重量标签适用于位置，而不是词位。 如果输入向量已被剥离，
则setweight不执行任何操作。

length(vector tsvector) returns integer

返回向量中存储的词位数。

strip(vector tsvector) returns tsvector

返回一个向量，该向量列出与给定向量相同的词位，但缺少任何位置或权
重信息。 虽然返回的向量比未被剥离的向量用于相关性排名要小得多，但
它通常会小得多。

操纵查询

解析查询显示了如何将原始文本查询转换为tsquery值。 MPP数据库还提供了可
用于操作已经处于tsquery形式的查询的函数和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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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query && tsquery

返回两个给定查询的AND组合。

tsquery || tsquery

返回两个给定查询的OR组合。

!! tsquery

返回给定查询的非（NOT）。

numnode(query tsquery) returns integer

返回tsquery中的节点数（词位加运算符）。 此函数可用于确定查询是否有
意义（返回> 0），或仅包含停止词（返回0）。 例子：

SELECT numnode(plainto_tsquery('the any'));
NOTICE:  query contains only stopword(s) or doesn't contain lexeme(s), ignored
 numnode
---------
       0

SELECT numnode('foo & bar'::tsquery);
 numnode
---------
       3

querytree(query tsquery) returns text

返回可用于搜索索引的tsquery部分。 此函数对于检测不可索引的查询很有
用，例如那些仅包含停止词或仅包含否定词的查询。 例如：

SELECT querytree(to_tsquery('!defined'));
 querytr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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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查询

ts_rewrite系列函数在给定的tsquery中搜索目标子查询的出现，并在每次出现替
换子查询。 实质上，此操作是子串替换的特定于tsquery的版本。 目标和替代组
合可以被认为是查询重写规则。 这种重写规则的集合可以是强大的搜索辅助工
具。 例如，您可以使用同义词（例如，new york, big apple, nyc, gotham）扩展
搜索范围，或者缩小搜索范围以引导用户查看某些热门话题。 此功能与同义词
词典（同义词词典）之间在功能上存在一些重叠。 但是，您可以在不重建索引
的情况下即时修改一组重写规则，而更新同义词库则需要重建索引才能生效。

ts_rewrite(query tsquery, target tsquery, substitute tsquery) returns tsquery

这种形式的ts_rewrite只应用一个重写规则：target在查询中出现的任何地
方都被substitute替换。 例如：

SELECT ts_rewrite('a & b'::tsquery, 'a'::tsquery, 'c'::tsquery);
 ts_rewrite
------------
 'b' & 'c'

ts_rewrite(query tsquery, select text) returns tsquery

这种形式的ts_rewrite接受一个起始查询和一个SQL select命令，它以文本
字符串形式给出。 select必须产生两列tsquery类型。 对于select结果的每
一行，第一列值（target）的出现被当前查询值中的第二列值
（substitute）替换。 例如：

CREATE TABLE aliases (id int, t tsquery, s tsquery);
INSERT INTO aliases VALUES('a', 'c');

SELECT ts_rewrite('a & b'::tsquery, 'SELECT t,s FROM aliases');
 ts_rewrite
------------
 '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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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当以这种方式应用多个重写规则时，应用程序的顺序可能很重要;
所以在实践中你会希望源查询ORDER BY一些排序键。

让我们考虑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天文例子。 我们将使用表驱动的重写规则扩展查
询supernovae：

CREATE TABLE aliases (id int, t tsquery primary key, s tsquery);
INSERT INTO aliases VALUES(1, to_tsquery('supernovae'), to_tsquery('supernovae|sn'));

SELECT ts_rewrite(to_tsquery('supernovae & crab'), 'SELECT t, s FROM aliases');
           ts_rewrite            
---------------------------------
 'crab' & ( 'supernova' | 'sn' )

我们可以通过更新表来更改重写规则：

UPDATE aliases
SET s = to_tsquery('supernovae|sn & !nebulae')
WHERE t = to_tsquery('supernovae');

SELECT ts_rewrite(to_tsquery('supernovae & crab'), 'SELECT t, s FROM aliases');
                 ts_rewrite                  
---------------------------------------------
 'crab' & ( 'supernova' | 'sn' & !'nebula' )

当有许多重写规则时，重写可能会很慢，因为它会检查每个规则是否存在可能的
匹配。 为了过滤掉明显的非候选规则，我们可以使用tsquery类型的包含运算
符。 在下面的示例中，我们仅选择可能与原始查询匹配的规则：

SELECT ts_rewrite('a & b'::tsquery,
                  'SELECT t,s FROM aliases WHERE ''a & b''::tsquery @> t');
 ts_rewrite
------------
 '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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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文档统计信息

函数ts_stat可用于检查配置和查找停止词候选。

ts_stat(sqlquery text, [ weights text, ]
        OUT word text, OUT ndoc integer,
        OUT nentry integer) returns setof record

sqlquery是一个包含SQL查询的文本值，该查询必须返回单个tsvector列。
ts_stat执行查询并返回有关tsvector数据中包含的每个不同词位（word）的统计
信息。 返回的列是

word text — 词位的值

ndoc integer — 出现这个词的文件数量（tsvectors）

nentry integer — 单词出现总数

如果提供权重，则仅计算具有这些权重之一的事件。

例如，要查找文档集合中十个最常用的单词：

SELECT * FROM ts_stat('SELECT vector FROM apod')
ORDER BY nentry DESC, ndoc DESC, word
LIMIT 10;

相同，但只计算权重为A或B的单词出现次数：

SELECT * FROM ts_stat('SELECT vector FROM apod', 'ab')
ORDER BY nentry DESC, ndoc DESC, word
LIMIT 10;

Parent topic: 使用全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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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搜索解析器

本主题描述了MPP数据库文本搜索解析器从原始文本生成的token类型。

文本搜索解析器负责将原始文档文本拆分为token并标识每个token的类型，其中
可能的类型集由解析器本身定义。 请注意，解析器根本不会修改文本 - 它只是
识别合理的单词边界。 由于范围有限，因此与自定义词典相比，对特定于应用
程序的自定义解析器的需求较少。 目前，MPP数据库只提供了一个内置解析
器，它已被发现可用于各种应用程序。

内置解析器名为pg_catalog.default。 它识别23种token类型，如下表所示。

Table 1. 默认解析器的token类型

别名别名 描述描述 示例示例

asciiword 单词，全部为ASCII
字母

elephant

word 单词，全部为字母 mañana

numword 单词，字母和数字 beta1

asciihword 连字符，全部为AS
CII

up-to-date

hword 连字符，全部为字
母

lógico-matemática

numhword 连字符，字母和数
字

postgresql-beta1

hword_asci
ipart

连字符部分，全部
为ASCII

postgresql in the context postgresql-bet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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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ord_part 连字符部分，全部
为字母

lógico or matemática in the context lógic
o-matemática

hword_nu
mpart

连字符部分，字母
和数字

beta1 in the context postgresql-beta1

email Email地址 foo@example.com

protocol 协议头 http://

url URL example.com/stuff/index.html

host Host example.com

url_path URL路径 /stuff/index.html, in the context of a URL

file 文件或路径名 /usr/local/foo.txt, if not within a URL

sfloat 科学计数法 -1.234e56

float 十进制表示法 -1.234

int 有符号数 -1234

uint 无符号数 1234

version 版本号 8.3.0

tag XML标记 <a href="dictionaries.html">

entity XML实体 &amp;

blank 空白字符 （任何未经其他方式认可的空格或标点符
号）

别名别名 描述描述 示例示例

Note:

解析器的“字母”概念由数据库的语言环境设置决定，特别是lc_ctype。 仅包含基
本ASCII字母的单词将作为单独的token类型报告，因为区分它们有时很有用。
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token类型word和asciiword应该被视为相似。

电子邮件不支持RFC 5322定义的所有有效电子邮件字符。 具体而言，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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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支持的唯一非字母数字字符是句号，短划线和下划线。

解析器可以从同一段文本生成重叠token。 例如，一个带连字符的单词将作为整
个单词和每个组件报告：

SELECT alias, description, token FROM ts_debug('foo-bar-beta1');
      alias      |               description                |     token     
-----------------+------------------------------------------+---------------
 numhword        | Hyphenated word, letters and digits      | foo-bar-beta1
 hword_asciipart | Hyphenated word part, all ASCII          | foo
 blank           | Space symbols                            | -
 hword_asciipart | Hyphenated word part, all ASCII          | bar
 blank           | Space symbols                            | -
 hword_numpart   | Hyphenated word part, letters and digits | beta1

这种行为是可取的，因为它允许搜索适用于整个复合词和组件。 这是另一个有
指导性的例子：

SELECT alias, description, token FROM ts_debug('http://example.com/stuff/index.html');
  alias   |  description  |            token             
----------+---------------+------------------------------
 protocol | Protocol head | http://
 url      | URL           | example.com/stuff/index.html
 host     | Host          | example.com
 url_path | URL path      | /stuff/index.html

Parent topic: 使用全文搜索

文本搜索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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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MPP数据库全文搜索解析器生成的token通过一系列字典传递以产生标准化术
语或“词位”。 不同种类的词典可用于以不同方式和不同语言过滤和转换token。

本节包含以下子主题：

关于文本搜索词典

停止词

简单的字典

同义词词典

同义词词典

Ispell字典

SnowBall词典

关于文本搜索词典

字典用于消除在搜索中不应考虑的单词（停用单词），并对单词进行标准化，以
使相同单词的不同派生形式匹配。 成功标准化的单词称为词位。 除了提高搜索
质量之外，停止词的标准化和删除减少了文档的tsvector表示的大小，从而提高
了性能。 规范化并不总是具有语言意义，通常依赖于应用语义。

标准化的一些例子：

语法 - Ispell词典试图将输入词减少到标准化形式; 词干词典删除单词结尾

可以规范化URL位置以使URL等效匹配：

http://www.pgsql.ru/db/mw/index.html
http://www.pgsql.ru/db/mw/
http://www.pgsql.ru/db/../db/mw/index.html

颜色名称可以用它们的十六进制值替换，例如红色，绿色，蓝色，品红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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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0000,00FF00,0000FF，FF00FF

如果索引数字，我们可以删除一些小数位以减少可能数字的范围，因此例如
3.14159265359,3.1415926,3.14在归一化后将是相同的，如果小数点后只保
留两位数。

字典是一个接受token作为输入并返回的程序：A dictionary is a program that
accepts a token as input and returns:

如果字典已知输入token（注意一个token可以产生多个词位），则为词位数
组

设置了TSL_FILTER标志的单个词位，用新token替换原始token以传递给后续
字典（执行此操作的字典称为过滤字典）

如果字典知道token，则为空数组，但它是停止词

如果字典无法识别输入token，则为NULL

MPP数据库为许多语言提供预定义的词典。 还有一些预定义模板可用于创建具
有自定义参数的新词典。 每个预定义的字典模板如下所述。 如果没有适合的现
有模板，则可以创建新模板; 有关示例，请参阅MPP数据库分发的contrib/区域。

文本搜索配置将解析器与一组字典绑定在一起，以处理解析器的输出token。 对
于解析器可以返回的每个token类型，配置指定单独的字典列表。 当解析器找到
该类型的token时，依次查询列表中的每个字典，直到某些字典将其识别为已知
字。 如果它被识别为停止词，或者没有字典识别该token，则它将被丢弃并且不
被索引或搜索。 通常，返回non-NULL输出的第一个字典确定结果，并且不查阅
任何剩余的字典; 但是过滤字典可以用修改后的单词替换给定单词，然后将其传
递给后续词典。

配置字典列表的一般规则是首先放置最窄，最具体的字典，然后是更一般的字
典，最后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字典，如Snowball stemmer或simple，它可以识别
所有内容。 例如，对于特定于天文学的搜索（astro_en配置），可以将token类
型asciiword（ASCII字）绑定到天文术语的同义词词典，通用英语词典和
Snowball英语词干分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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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astro_en
    ADD MAPPING FOR asciiword WITH astrosyn, english_ispell, english_stem;

过滤字典可以放在列表中的任何位置，除非它没有用处。 过滤词典对于部分规
范化单词以简化后续词典的任务非常有用。 例如，过滤字典可用于从重音字母
中删除重音，如非重音模块所做的那样。

停止词

停止词是非常常见的词，几乎出现在每个文档中，并且没有区分值。 因此，在
全文搜索的上下文中可以忽略它们。 例如，每个英文文本都包含像a和the这样
的单词，因此将它们存储在索引中是没用的。 但是，停止词会影响tsvector中的
位置，从而影响排名：

SELECT to_tsvector('english','in the list of stop words');
        to_tsvector
----------------------------
 'list':3 'stop':5 'word':6

丢失的位置1,2,4是因为停止词。 计算带有和不带停止词的文档的等级是完全不
同的：

SELECT ts_rank_cd (to_tsvector('english','in the list of stop words'), to_tsquery('list & stop'));
 ts_rank_cd
------------
       0.05

SELECT ts_rank_cd (to_tsvector('english','list stop words'), to_tsquery('list & stop'));
 ts_rank_cd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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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取决于特定字典如何处理停止词。 例如，ispell词典首先将单词标准化，然后
查看停止词列表，而Snowball词干表首先检查停止词列表。 不同行为的原因是
试图降低噪音。

简单的字典

简单字典模板通过将输入token转换为小写字母并针对停用字文件进行检查来进
行操作。 如果在文件中找到它，则返回一个空数组，导致该token被丢弃。 如果
不是，则将该词的小写形式作为标准化词位返回。 或者，可以将字典配置为将
非停止词报告为无法识别，允许将它们传递到列表中的下一个词典。

以下是使用简单模板的字典定义示例：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public.simple_dict (
    TEMPLATE = pg_catalog.simple,
    STOPWORDS = english
);

这里，english是停止词文件的基本名称。 该文件的全名
为$SHAREDIR/tsearch_data/english.stop， 其中$SHAREDIR表示MPP数据库
安装的共享数据目录， 通常为/usr/local/mpp-db-<version>/share/postgresql
（使用pg_config --sharedir来确定它，如果您不确定。 文件格式只是一个单词
列表，每行一个。 空行和尾随空格被忽略，大写折叠为小写，但没有对文件内
容进行其他处理。 often

现在我们可以测试我们的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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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s_lexize('public.simple_dict','YeS');
 ts_lexize
-----------
 {yes}

SELECT ts_lexize('public.simple_dict','The');
 ts_lexize
-----------
 {}

如果在停止词文件中找不到，我们也可以选择返回NULL而不是小写的词。 通过
将字典的Accept参数设置为false来选择此行为。 继续这个例子：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 public.simple_dict ( Accept = false );

SELECT ts_lexize('public.simple_dict','YeS');
 ts_lexize
-----------
 {yes}

SELECT ts_lexize('public.simple_dict','The');
 ts_lexize
-----------
 {}

使用Accept = true的默认设置，只在字典列表的末尾放置一个简单的字典是有用
的，因为它永远不会将任何token传递给后面的字典。 相反，Accept = false仅在
至少有一个后续字典时才有用。

CAUTION:
大多数类型的词典都依赖于配置文件，例如停止词的文件。 这些文件必须以
UTF-8编码存储。 如果它们被读入服务器，它们将被转换为实际的数据库编码
（如果不同）。
CAUTION:
通常，数据库会话将首次在会话中使用时读取字典配置文件一次。 如果修改配
置文件并希望强制现有会话获取新内容，请在字典上发出ALTER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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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DICTIONARY命令。 这可以是“虚拟”更新，实际上不会更改任何参数
值。

同义词词典

此词典模板用于创建用同义词替换单词的词典。 不支持短语 - 使用同义词库模
板（同义词词典）。 同义词词典可用于克服语言问题，例如，防止英语词干分
词将“Paris”一词减少为“pari”。 在同义词词典中有一个Paris paris线就足够了，
并把它放在english_stem字典之前。 例如：

SELECT * FROM ts_debug('english', 'Paris');
   alias   |   description   | token |  dictionaries  |  dictionary  | lexemes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Paris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pari}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my_synonym (
    TEMPLATE = synonym,
    SYNONYMS = my_synonyms
);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english
    ALTER MAPPING FOR asciiword
    WITH my_synonym, english_stem;

SELECT * FROM ts_debug('english', 'Paris');
   alias   |   description   | token |       dictionaries        | dictionary | lexemes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Paris | {my_synonym,english_stem} | my_synonym | {paris}

同义词模板所需的唯一参数是SYNONYMS，它是其配置文件的基本名称 - 上例
中的my_synonyms。 该文件的全名
为$SHAREDIR/tsearch_data/my_synonyms.syn（其中$SHAREDIR表示MPP
数据库安装的共享数据目录）。 文件格式只是每个要替换的单词一行，单词后
跟其同义词，用空格分隔。 空行和尾随空格将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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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模板还有一个可选参数CaseSensitive，默认为false。
当CaseSensitive为false时，同义词文件中的单词将折叠为小写，输入token也
是如此。 如果是true，则单词和token不会折叠为小写，而是按原样进行比较。

星号（*）可以放在配置文件中同义词的末尾。 这表示同义词是前缀。 当
在to_tsvector()中使用该条目时，将忽略星号，但在to_tsquery()中使用该条目
时，结果将是具有前缀匹配标记的查询项（请参阅解析查询）。 例如，假设我
们在$SHAREDIR/tsearch_data/synonym_sample.syn中有这些条目：

postgres pgsql postgresql pgsql postgre pgsql 
gogle googl 
indices index*

然后我们将得到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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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db=#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syn (template=synonym, synonyms='synonym_sample');
mydb=# SELECT ts_lexize('syn','indices');
 ts_lexize
-----------
 {index}
(1 row)

mydb=# CREATE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tst (copy=simple);
mydb=#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tst ALTER MAPPING FOR asciiword WITH syn;
mydb=# SELECT to_tsvector('tst','indices');
 to_tsvector
-------------
 'index':1
(1 row)

mydb=# SELECT to_tsquery('tst','indices');
 to_tsquery
------------
 'index':*
(1 row)

mydb=# SELECT 'indexes are very useful'::tsvector;
            tsvector             
---------------------------------
 'are' 'indexes' 'useful' 'very'
(1 row)

mydb=# SELECT 'indexes are very useful'::tsvector @@ to_tsquery('tst','indices');
 ?column?
----------
 t
(1 row)

同义词词典

同义词词典（有时缩写为TZ）是一组词，包括有关词和短语关系的信息，即更
宽泛的术语（BT），更窄的术语（NT），首选术语，非首选术语，相关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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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基本上，同义词词典将所有非首选术语替换为一个优选术语，并且可选地，也保
留用于索引的原始术语。 MPP数据库的同义词词典的当前实现是同义词词典的
扩展，增加了词组支持。 同义词词典需要以下格式的配置文件：

# this is a comment
sample word(s) : indexed word(s)
more sample word(s) : more indexed word(s)
...

其中冒号（:)符号充当短语及其替换之间的分隔符。

同义词词典使用子词典（在词典的配置中指定）来在检查词组匹配之前规范化输
入文本。 只能选择一个子字典。 如果子字典无法识别单词，则会报告错误。 在
这种情况下，您应该删除单词的使用或教它关于它的子字典。 您可以在索引单
词的开头放置一个星号（*）以跳过对其应用子字典，但所有样本单词必须为子
字典所知。

如果存在多个与输入匹配的短语，则同义词词典选择最长匹配，并且通过使用最
后定义来断开关系。

无法指定子字典识别的特定停止词; 改为使用?标记任何停止词可以出现的位
置。 例如，假设a和the根据子字典是停止词：

? one ? two : swsw

匹配a one the two和the one a two; 两者都将被swsw取代。

由于同义词词典具有识别短语的能力，因此它必须记住其状态并与解析器交互。
同义词词典使用这些分配来检查它是否应该处理下一个单词或停止累积。 必须
仔细配置同义词词典。 例如，如果分配同义词词典仅处理asciiword token，那
么像one 7一样的同义词词典定义将不起作用，因为token类型uint未分配给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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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词典。

CAUTION:
在索引期间使用同义词，因此同义词词典参数的任何更改都需要重新索引。 对
于大多数其他字典类型，添加或删除停止词等小的更改不会强制重新编制索引。

同义词库配置同义词库配置

要定义新的同义词词典，请使用thesaurus模板。例如：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thesaurus_simple (
    TEMPLATE = thesaurus,
    DictFile = mythesaurus,
    Dictionary = pg_catalog.english_stem
);

其中：

thesaurus_simple是新的词典名称

mythesaurus是同义词库配置文件的基本名称。 （它的全名
是$SHAREDIR/tsearch_data/mythesaurus.ths，其中$SHAREDIR表示安装
共享数据目录。）

pg_catalog.english_stem是用于词库规范化的子字典（这里是一个Snowball
英语词干分析器）。 请注意，subdictionary将具有自己的配置（例如，停止
词），此处未显示。

现在可以将同义词词典thesaurus_simple绑定到配置中的所需token类型，例
如：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russian
    ALTER MAPPING FOR asciiword, asciihword, hword_asciipart
    WITH thesaurus_simple;

词库示例词库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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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个简单的天文词库thesaurus_astro，其中包含一些天文单词组合：

supernovae stars : sn
crab nebulae : crab

下面我们创建一个字典并将一些token类型绑定到天文词库和英语词干分析器：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thesaurus_astro (
    TEMPLATE = thesaurus,
    DictFile = thesaurus_astro,
    Dictionary = english_stem
);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russian
    ALTER MAPPING FOR asciiword, asciihword, hword_asciipart
    WITH thesaurus_astro, english_stem;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如何工作的。 ts_lexize对于测试同义词库并不是非常有
用，因为它将其输入视为单个token。 相反，我们可以使
用plainto_tsquery和to_tsvector，它们会将输入字符串分成多个token：

SELECT plainto_tsquery('supernova star');
 plainto_tsquery
-----------------
 'sn'

SELECT to_tsvector('supernova star');
 to_tsvector
-------------
 'sn':1

原则上，如果引用参数，可以使用to_ts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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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o_tsquery('''supernova star''');
 to_tsquery
------------
 'sn'

请注意，supernova star与thesaurus_astro中的supernovae stars相匹配， 因为
我们在同义词定义中指定了english_stem提取器。 提取器去掉了e和s。

要索引原始短语以及替换，只需将其包含在定义的右侧部分：

supernovae stars : sn supernovae stars

SELECT plainto_tsquery('supernova star');
       plainto_tsquery
-----------------------------
 'sn' & 'supernova' & 'star'

Ispell字典

Ispell字典模板支持形态词典，可以将单词的许多不同语言形式归一化为相同的
词位。 例如，英语Ispell字典可以匹配搜索项bank的所有词形组合和变化， 例
如banking，banked，banks，banks'和bank's。

标准MPP数据库分发不包含任何Ispell配置文件。 Ispell提供大量语言的字典。
此外，还支持一些更现代的字典文件格式 - MySpell（OO < 2.0.1）
和Hunspell（OO> = 2.0.2）。 OpenOffice Wiki上提供了大量字典。

要创建Ispell字典，请使用内置ispell模板并指定几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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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english_ispell (
    TEMPLATE = ispell,
    DictFile = english,
    AffFile = english,
    StopWords = english
);

这里，DictFile，AffFile和StopWords指定字典，词缀和停止词文件的基本名
称。 停止词文件具有与上述simple词典类型相同的格式。 此处未指定其他文件
的格式，但可从上述网站获取。

Ispell字典通常识别一组有限的单词，因此应该跟着另一个更广泛的字典; 例如，
一个可以识别一切的Snowball字典。

Ispell词典支持分裂复合词; 一个有用的功能。 请注意，词缀文件应使
用compoundwords controlled语句指定一个特殊标志，该语句标记可以参与复合
词形成的词典单词：

compoundwords  controlled z

以下是挪威语的一些示例：

SELECT ts_lexize('norwegian_ispell', 'overbuljongterningpakkmesterassistent');
   {over,buljong,terning,pakk,mester,assistent}
SELECT ts_lexize('norwegian_ispell', 'sjokoladefabrikk');
   {sjokoladefabrikk,sjokolade,fabrikk}

Note:

MySpell不支持复合词。 Hunspell对复合词有着复杂的支持。 目前，MPP数据
库仅实现了Hunspell的基本复合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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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Ball词典

Snowball词典模板基于Martin Porter的一个项目，他是流行的Porter英语词干算
法的发明者。 Snowball现在为许多语言提供词干算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Snowball站点）。 每种算法都理解如何将单词的常见变体形式减少到其语言
中的基础或词干拼写。 Snowball字典需要一个语言参数来识别要使用的词干分
析器，并且可以选择指定一个停止词文件名，该名称提供要删除的单词列表。
（MPP数据库的标准停止词列表也由Snowball项目提供。） 例如，有一个内置
的定义等效于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english_stem (
    TEMPLATE = snowball,
    Language = english,
    StopWords = english
);

停止词文件格式与已经说明的相同。

Snowball字典可以识别所有内容，无论它是否能够简化单词，因此它应该放在
字典列表的末尾。 在任何其他字典之前使用它是没用的，因为token永远不会通
过它传递到下一个字典。

Parent topic: 使用全文搜索

文本搜索配置示例

本主题说明如何创建自定义文本搜索配置以处理文档和查询文本。

文本搜索配置指定将文档转换为tsvector所需的所有选项：用于将文本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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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的解析器，以及用于将每个token转换为词位的字典。 每次调
用to_tsvector或to_tsquery都需要文本搜索配置来执行其处理。 配置参
数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指定默认配置的名称，如果省略显式配置参数，则
默认配置是文本搜索功能使用的名称。 可以使用gpconfig命令行工具
在postgresql.conf中设置，也可以使用SET命令为单个会话设置。

有几种预定义的文本搜索配置可供使用，您可以轻松创建自定义配置。 为了便
于管理文本搜索对象，可以使用一组SQL命令，并且有几个psql命令显示有关文
本搜索对象的信息（psql支持）。

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将创建一个配置pg，首先复制内置的english配置：

CREATE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public.pg ( COPY = pg_catalog.english );

我们将使用PostgreSQL特定的同义词列表并将其存储
在$SHAREDIR/tsearch_data/pg_dict.syn中。 文件内容如下：

postgres    pg
pgsql       pg
postgresql  pg

我们像这样定义同义词字典：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pg_dict (
    TEMPLATE = synonym,
    SYNONYMS = pg_dict
);

接下来我们注册Ispell字典english_ispell，它有自己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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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english_ispell (
    TEMPLATE = ispell,
    DictFile = english,
    AffFile = english,
    StopWords = english
);

现在我们可以在配置pg中设置单词的映射：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pg
    ALTER MAPPING FOR asciiword, asciihword, hword_asciipart,
                      word, hword, hword_part
    WITH pg_dict, english_ispell, english_stem;

我们选择不索引或搜索内置配置处理的某些token类型：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pg
    DROP MAPPING FOR email, url, url_path, sfloat, float;

现在我们可以测试我们的配置：

SELECT * FROM ts_debug('public.pg', '
PostgreSQL, the highly scalable, SQL compliant, open source object-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is now undergoing beta testing of the next
version of our software.
');

下一步是将会话设置为使用在public schema中创建的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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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
   List of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s
 Schema  | Name | Description
---------+------+-------------
 public  | pg   |

SET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 'public.pg';
SET

SHOW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
 public.pg

Parent topic: 使用全文搜索

测试和调试文本搜索

本主题介绍可用于测试和调试搜索配置或配置中指定的单个解析器和词典的
MPP数据库函数。

自定义文本搜索配置的行为很容易变得混乱。 本节中描述的功能对于测试文本
搜索对象非常有用。 您可以单独测试完整配置或测试解析器和词典。

本节包含以下子主题：
配置测试

解析器测试

字典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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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测试

函数ts_debug允许轻松测试文本搜索配置。

ts_debug([config regconfig, ] document text,
         OUT alias text,
         OUT description text,
         OUT token text,
         OUT dictionaries regdictionary[],
         OUT dictionary regdictionary,
         OUT lexemes text[])
         returns setof record

ts_debug显示有关解析器生成并由配置的字典处理的每个文档token的信息。 它
使用config指定的配置，如果省略该参数，则使用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ts_debug为解析器在文本中标识的每个token返回一行。 返回的列是

alias text — token类型的简称

description text — token类型的描述

token text — token文本

dictionaries regdictionary[] — 由此token类型的配置选择的词典

dictionary regdictionary — 识别token的字典，如果没有，则为NULL

lexemes text[] — 识别token的字典产生的词位，如果没有，则为NULL; 空数
组({})表示它被识别为停止词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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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ts_debug('english','a fat  cat sat on a mat - it ate a fat rats');
   alias   |   description   | token |  dictionaries  |  dictionary  | lexemes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a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fat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fat}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cat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cat}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sat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sat}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on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a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mat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mat}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it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ate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ate}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a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fat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fat}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rats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rat}

为了进行更广泛的演示，我们首先为英语创建一个public.english配置和Ispell字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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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public.english ( COPY = pg_catalog.english );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english_ispell (
    TEMPLATE = ispell,
    DictFile = english,
    AffFile = english,
    StopWords = english
);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public.english
   ALTER MAPPING FOR asciiword WITH english_ispell, english_stem;

SELECT * FROM ts_debug('public.english','The Brightest supernovaes');
   alias   |   description   |    token    |         dictionaries          |   dictionary   |   lexemes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The         | {english_ispell,english_stem} | english_ispell | {}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Brightest   | {english_ispell,english_stem} | english_ispell | {bright}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supernovaes | {english_ispell,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supernova}

在此示例中，解析器将单词Brightest识别为ASCII字（别名asciiword）。 对于
此token类型，字典列表是english_ispell和english_stem。 这个词
被english_ispell识别，将其缩小为名词bright。 english_ispell词典中不知
道supernovaes这个词，所以它被传递到下一个词典， 幸运的是，它被识别出来
（事实上，english_stem是一个可以识别所有内容的Snowball词典;这就是为什
么它放在词典列表的末尾）。

单词The被english_ispell字典识别为停止词（停止词），不会被编入索引。 这
些空间也被丢弃，因为配置根本不为它们提供字典。

您可以通过显式指定要查看的列来减小输出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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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alias, token, dictionary, lexemes FROM ts_debug('public.english','The Brightest supernovaes'); 
  alias    |    token    |   dictionary   |    lexemes 
-----------+-------------+----------------+------------- 
 asciiword | The         | english_ispell | {} 
 blank     |             |                | 
 asciiword | Brightest   | english_ispell | {bright} 
 blank     |             |                | 
 asciiword | supernovaes | english_stem   | {supernova}

解析器测试

以下函数允许直接测试文本搜索解析器。

ts_parse(parser_name text, document text,
         OUT tokid integer, OUT token text) returns setof record
ts_parse(parser_oid oid, document text,
         OUT tokid integer, OUT token text) returns setof record

ts_parse解析给定文档并返回一系列记录，每个记录用于解析生成的每个
token。 每条记录都包含一个显示已分配token类型的tokid和一个token，是
token的文本。 例如：

SELECT * FROM ts_parse('default', '123 - a number');
 tokid | token
-------+--------
    22 | 123
    12 |
    12 | -
     1 | a
    12 |
     1 |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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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_token_type(parser_name text, OUT tokid integer,
              OUT alias text, OUT description text) returns setof record
ts_token_type(parser_oid oid, OUT tokid integer,
              OUT alias text, OUT description text) returns setof record

ts_token_type返回一个表，该表描述指定解析器可识别的每种类型的token。 对
于每个token类型，该表给出了解析器用于标记该token类型的整数tokid， 在配
置命令中命名token类型的alias以及简短description。 例如：

SELECT * FROM ts_token_type('default');
 tokid |      alias      |               description                
-------+-----------------+------------------------------------------
     1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2 | word            | Word, all letters
     3 | numword         | Word, letters and digits
     4 | email           | Email address
     5 | url             | URL
     6 | host            | Host
     7 | sfloat          | Scientific notation
     8 | version         | Version number
     9 | hword_numpart   | Hyphenated word part, letters and digits
    10 | hword_part      | Hyphenated word part, all letters
    11 | hword_asciipart | Hyphenated word part, all ASCII
    12 | blank           | Space symbols
    13 | tag             | XML tag
    14 | protocol        | Protocol head
    15 | numhword        | Hyphenated word, letters and digits
    16 | asciihword      | Hyphenated word, all ASCII
    17 | hword           | Hyphenated word, all letters
    18 | url_path        | URL path
    19 | file            | File or path name
    20 | float           | Decimal notation
    21 | int             | Signed integer
    22 | uint            | Unsigned integer
    23 | entity          | XML entity

字典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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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测试

ts_lexize函数有助于字典测试。

ts_lexize(dictreg dictionary, token text) returns text[]

如果字典已知输入token，则ts_lexize返回一个词位数组; 如果字典已知该token
但是它是一个停止词，则返回一个空数组; 如果它是一个未知单词，则返
回NULL。

示例:

SELECT ts_lexize('english_stem', 'stars');
 ts_lexize
-----------
 {star}

SELECT ts_lexize('english_stem', 'a');
 ts_lexize
-----------
 {}

Note: ts_lexize函数需要单个token，而不是文本。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案例：

SELECT ts_lexize('thesaurus_astro','supernovae stars') is null;
 ?column?
----------
 t

同义词词典thesaurus_astro确实知道短语supernovae stars，但ts_lexize失败，
因为它不解析输入文本但将其视为单个token。 使
用plainto_tsquery或to_tsvector来测试同义词词典，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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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plainto_tsquery('supernovae stars');
 plainto_tsquery
-----------------
 'sn'

Parent topic: 使用全文搜索

文本搜索的GiST和GIN索引

本主题描述并比较用于全文搜索的MPP数据库索引类型。

有两种索引可用于加速全文搜索。 索引对于全文搜索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在定
期搜索列的情况下，通常需要索引。

CREATE INDEX name ON table USING gist(column);

创建基于GiST（广义搜索树）的索引。 该列可以是tsvector或tsquery类
型。

CREATE INDEX name ON table USING gin(column);

创建基于GIN（广义倒置索引）的索引。 该列必须是tsvector类型。

两种索引类型之间存在显着的性能差异，因此了解它们的特征非常重要。

GiST索引是有损的，这意味着索引可能产生错误匹配，并且有必要检查实际的
表行以消除这种错误匹配。 （MPP数据库在需要时自动执行此操作。）GiST索
引是有损的，因为每个文档在索引中由固定长度签名表示。 通过将每个字散列
为n比特串中的单个比特来生成签名，所有这些比特一起做OR产生n比特文档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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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当两个单词散列到相同的位位置时，将存在错误匹配。 如果查询中的所有
单词都匹配（真或假），则必须检索表行以查看匹配是否正确。

由于错误匹配导致不必要的表记录提取，因此有损压缩会导致性能下降。 由于
对表记录的随机访问速度很慢，因此限制了GiST索引的有用性。 错误匹配的可
能性取决于几个因素，特别是唯一字的数量，因此建议使用字典来减少此数字。

对于标准查询，GIN索引不是有损的，但它们的性能取决于唯一字数量的对数。
（但是，GIN索引只存储tsvector值的单词（词位），而不存储它们的权重标
签。 因此，当使用涉及权重的查询时，需要重新检查表行。）

在选择要使用的索引类型，GiST或GIN时，请考虑以下性能差异：

GIN索引查找速度比GiST快三倍

GIN索引的构建时间比GiST长大约三倍

GIN索引的更新速度比GiST索引要慢，但如果禁用快速更新支持，速度会慢
10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PostgreSQL文档中的GIN快速更新技术）

GIN索引比GiST索引大两到三倍

根据经验，GIN索引最适合静态数据，因为查找速度更快。 对于动态数
据，GiST索引的更新速度更快。 具体来说，GiST索引非常适合动态数据，如果
唯一单词（词位）的数量低于100,000，则快速，而GIN索引将更好地处理
100,000+词位，但更新速度较慢。

请注意，通常可以通过增加maintenance_work_mem来提高GIN索引构建时间，
而GiST索引构建时间对该参数不敏感。

对大型集合进行分区以及正确使用GiST和GIN索引可以通过在线更新实现非常
快速的搜索。 可以使用表继承在数据库级别进行分区，也可以使用dblink在服务
器上分发文档和收集搜索结果。 后者是可能的，因为排名功能仅使用本地信
息。

Parent topic: 使用全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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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分词zhparser

zhparser是一个中文分词插件，可以支持中文的全文检索（Full Text
Search）。英语的分词原理很简单，按照标点、空格切分语句即可获得有含义
的词语，数据库内置的parser就是按照这个原理来分词的。而中文相对复杂，词
语之间没有空格分割，长度也不固定，怎么分词有时还和语义有关，自带的
parser不能用于中文分词。使用zhparser这个插件可以使数据库支持中文分词，
继而可以做中文全文检索。

配置参数

这些选项是用来控制字典加载行为和分词行为的，这些选项都不是必须的，默认
都为false（即如果没有在配置文件中设置这些选项，则zhparser的行为与将下面
的选项设置为false一致）。

忽略所有的标点等特殊符号: 
zhparser.punctuation_ignore = f

闲散文字自动以二字分词法聚合: 
zhparser.seg_with_duality = f

将词典全部加载到内存里: 
zhparser.dict_in_memory = f

短词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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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parser.multi_short = f

散字二元复合: 
zhparser.multi_duality = f

重要单字复合: 
zhparser.multi_zmain = f

全部单字复合: 
zhparser.multi_zall = f

除了zhparser自带的词典，用户可以增加自定义词典，自定义词典的优先级高于
自带的词典。自定义词典的文件必须放在share/postgresql/tsearch_data目录
中，zhparser根据文件扩展名确定词典的格式类型，.txt扩展名表示词典是文本
格式，.xdb扩展名表示这个词典是xdb格式，多个文件使用逗号分隔，词典的分
词优先级由低到高，如： zhparser.extra_dicts = 'dict_extra.txt,mydict.xdb'。

Note:

zhparser.extra_dicts和zhparser.dict_in_memory两个选项需要在backend启动前
设置（可以在配置文件中修改然后reload，之后新建连接会生效）,其他选项可
以随时在session中设置生效。zhparser的选项与scws相关的选项对应，关于这
些选项的含义，可以参考scws的文
档：http://www.xunsearch.com/scws/docs.php#libscws

使用zhparser进行中文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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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test configuration using parser

CREATE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testzhcfg (PARSER = zhparser);

-- add token mapping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testzhcfg ADD MAPPING FOR n,v,a,i,e,l WITH simple;

-- ts_parse

SELECT * FROM ts_parse('zhparser', 'hello world! 2010年保障房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获全面启动，

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加大 了保障房的建设和投入力度 。2011年，保障房进入了更大规模的建设阶段。

住房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姜伟新去年底在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表示，

要继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 test to_tsvector

SELECT to_tsvector('testzhcfg','“今年 保障房新开工数量虽然有所下调，

但实际的年度在建规模以及竣工规模会超以往年份，相对应的对资金的需求也会创历>史纪录。

”陈国强说。在他看来，与2011年相比，2012年的保障房建设在资金配套上的压力将更为严峻。');

-- test to_tsquery

SELECT to_tsquery('testzhcfg', '保障房资金压力');

自定义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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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词库

详解TXT词库的写法（TXT词库目前已兼容 cli/scws_gen_dict 所用的文本词
库）：

每行一条记录，以#或分号开头的相当于注释，忽略跳过。

每行由4个字段组成，依次为“词语”（由中文字或3个以下的字母合
成），“TF”，“IDF”，“词性”，字段使用空格或制表符分开，数量不限，可自行
对齐以美化。

除“词语”外，其它字段可忽略不写。若忽略，TF和IDF默认值为 1.0 而词性
为"@"。

由于 TXT 库动态加载（内部监测文件修改时间自动转换成 xdb 存于系统临时
目录），故建议TXT词库不要过大。

删除词做法，请将词性设为“!”，则表示该词设为无效，即使在其它核心库中
存在该词也视为无效。

Note:
1. 自定义词典的格式可以是文本TXT，也可以是二进制的XDB格式。XDB格式
效率更高，适合大辞典使用。可以使用scws自带的工具scws-gen-dict将文本
词典转换为XDB格式；

2. zhparser默认的词典是简体中文，如果需要繁体中文，可以
在http://www.xunsearch.com/scws/download.php下载已经生成好的XDB格
式词典。

3. 自定义词典的例子可以参考
dict_extra.txt（https://github.com/amutu/zhparser/blob/master/dict_extra.txt）。
更多信息参见SCWS官方文档
（http://www.xunsearch.com/scws/docs.php#utilscws）。

自定义词库需要superuser权限, 自定义库是数据库级别的（不是实例级别），每
个数据库拥有自己的自定义分词, 并存储在data目录下base/数据库ID下（2.0 版
本存储在share/tsearch_data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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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定义词库时的分词结果：

test=# SELECT * FROM ts_parse('zhparser', '保障房资金压力');
 tokid | token
-------+-------
   118 | 保障
   110 | 房
   110 | 资金
   110 | 压力

将“资金压力”作为一个常用词加入自定义词库：

test=# insert into zhparser.zhprs_custom_word values('资金压力');

更新到词库文件：

test=# select sync_zhprs_custom_word();
 sync_zhprs_custom_word
------------------------

(1 row)

断开连接重新加载词库，使用自定义词库做分词的结果：

test=# \q --sync 后重新建立连接
[lzzhang@lzzhang-pc bin]$ ./psql -U lzzhang -d test -p 1600
test=# SELECT * FROM ts_parse('zhparser', '保障房资金压力');
 tokid |  token
-------+----------
   118 | 保障
   110 | 房
   120 | 资金压力

Parent topic: 使用全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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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ql支持

psql命令行实用程序提供了一个元命令，用于显示有关MPP数据库全文搜索配
置的信息。

可以使用一组命令在psql中获取有关文本搜索配置对象的信息：

\dF{d,p,t}[+] [PATTERN]

可选 + 生成更多细节。

可选参数PATTERN可以是文本搜索对象的名称，指定schema是可选的。 如果
省略PATTERN，则将显示有关所有可见对象的信息。 PATTERN可以是正则表
达式，可以为schema和对象名称提供单独的模式。 以下示例说明了这一点：

=> \dF *fulltext*
       List of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s
 Schema |  Name        | Description
--------+--------------+-------------
 public | fulltext_cfg |

=> \dF *.fulltext*
       List of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s
 Schema   |  Name        | Description
----------+----------------------------
 fulltext | fulltext_cfg |
 public   | fulltext_cfg |

可用的命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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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PATTERN]

列出文本搜索配置（添加 + 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 \dF russian
            List of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s
   Schema   |  Name   |            Description             
------------+---------+------------------------------------
 pg_catalog | russian | configuration for russian language

=> \dF+ russian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pg_catalog.russian"
Parser: "pg_catalog.default"
      Token      | Dictionaries 
-----------------+--------------
 asciihword      | english_stem
 asciiword       | english_stem
 email           | simple
 file            | simple
 float           | simple
 host            | simple
 hword           | russian_stem
 hword_asciipart | english_stem
 hword_numpart   | simple
 hword_part      | russian_stem
 int             | simple
 numhword        | simple
 numword         | simple
 sfloat          | simple
 uint            | simple
 url             | simple
 url_path        | simple
 version         | simple
 word            | russian_stem

\dFd[+] [PATTERN]

列出文本搜索词典（添加 + 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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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d
                            List of text search dictionaries
   Schema   |      Name       |                        Description                        
------------+-----------------+-----------------------------------------------------------
 pg_catalog | danish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danish language
 pg_catalog | dutch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dutch language
 pg_catalog | english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english language
 pg_catalog | finnish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finnish language
 pg_catalog | french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french language
 pg_catalog | german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german language
 pg_catalog | hungarian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hungarian language
 pg_catalog | italian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italian language
 pg_catalog | norwegian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norwegian language
 pg_catalog | portuguese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portuguese language
 pg_catalog | romanian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romanian language
 pg_catalog | russian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russian language
 pg_catalog | simple          | simple dictionary: just lower case and check for stopword
 pg_catalog | spanish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spanish language
 pg_catalog | swedish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swedish language
 pg_catalog | turkish_stem    | snowball stemmer for turkish language

\dFp[+] [PATTERN]

列出文本搜索解析器（添加 + 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 \dFp
        List of text search parsers
   Schema   |  Name   |     Description     
------------+---------+---------------------
 pg_catalog | default | default word parser
=> \dFp+
    Text search parser "pg_catalog.default"
     Method      |    Function    | Description 
-----------------+----------------+-------------
 Start parse     | prsd_start     | 
 Get next token  | prsd_nexttoken | 
 End parse       | prsd_end       | 
 Get headline    | prsd_headline  | 
 Get token types | prsd_lex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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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en types for parser "pg_catalog.default"
   Token name    |               Description                
-----------------+------------------------------------------
 asciihword      | Hyphenated word, all ASCII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blank           | Space symbols
 email           | Email address
 entity          | XML entity
 file            | File or path name
 float           | Decimal notation
 host            | Host
 hword           | Hyphenated word, all letters
 hword_asciipart | Hyphenated word part, all ASCII
 hword_numpart   | Hyphenated word part, letters and digits
 hword_part      | Hyphenated word part, all letters
 int             | Signed integer
 numhword        | Hyphenated word, letters and digits
 numword         | Word, letters and digits
 protocol        | Protocol head
 sfloat          | Scientific notation
 tag             | XML tag
 uint            | Unsigned integer
 url             | URL
 url_path        | URL path
 version         | Version number
 word            | Word, all letters
(23 rows)

\dFt[+] [PATTERN]

列出文本搜索模板（添加 + 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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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t
                           List of text search templates
   Schema   |   Name    |                        Description                        
------------+-----------+-----------------------------------------------------------
 pg_catalog | ispell    | ispell dictionary
 pg_catalog | simple    | simple dictionary: just lower case and check for stopword
 pg_catalog | snowball  | snowball stemmer
 pg_catalog | synonym   | synonym dictionary: replace word by its synonym
 pg_catalog | thesaurus | thesaurus dictionary: phrase by phrase substitution

Parent topic: 使用全文搜索

限制

本主题列出了MPP数据库全文搜索对象的限制和最大值。

MPP数据库的文本搜索功能目前的局限性是：

MPP数据库表的分发键不支持tsvector和tsquery类型

每个词位的长度必须小于2K字节

tsvector的长度（词位 + 位置）必须小于1M

词位数必须小于2

tsvector中的位置值必须大于0且不大于16,383

每个词位不超过256个位置

tsquery中的节点数（词位 + 运算符）必须小于32,768

为了比较，PostgreSQL 8.1文档包含10,441个不同单词，总共335,420个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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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用的单词“postgresql”在655个文档中被提及6,127次。

另一个例子 - PostgreSQL邮件列表存档包含910,989个不同单词，其中包含
57,491,343个词位，共461,020条消息。

Parent topic: 使用全文搜索

查询性能
MPP数据库动态地消除一个表中的不相关分区并且为查询中的不同操作符最优
地分配内存。 这些增强可以让查询扫描更少的数据、加速查询处理以及支持更
大的并发度。
动态分区消除
在MPP数据库中，只有在查询运行时才可用的值被用来动态地剪枝分区，这
会改进查询的处理速度。通过将服务器配置参
数gp_dynamic_partition_pruning设置为ON 或者OFF 可启用或者禁用动态分
区消除，该参数默认是ON 。

内存优化
MPP数据库为一个查询中的不同操作符最优地分配内存以及在处理查询的各
阶段中释放并重新分配内存。

Note: MPP数据库默认使用下一代查询优化器GPORCA。GPORCA扩展了MPP
数据库传统优化器的规划和优化能力。有关GPORCA的特性和限制信息，请参
看 GPORCA概述.
Parent topic: 查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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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查询生成的溢出文件
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存让一个SQL查询在内存中运行，MPP数据库会在磁盘上创
建溢出文件（也被称为工作文件）。 默认的100,000个溢出文件对于大部分查询
来说够用了。但是，如果一个查询创建的溢出文件超过指定个数，MPP数据库
会返回这个错误:

ERROR: number of workfiles per query limit exceeded

导致生成大量溢出文件的原因包括:
在被查询的数据中存在数据倾斜。

为该查询分配的内存量太小。

通过更改该查询、更改数据分布或者更改系统内存配置可能可以让查询成功运
行。可以使用 gp_workfile_*gp_workfile_*视图查看溢出文件使用信息。用MPP
数据库的服务器配置参数max_statement_mem, statement_mem,或者资源队列
可以控制查询所使用的最大内存量。

监控MPP系统 包含下列信息:
有关倾斜的信息以及如何检查数据倾斜

有关使用 gp_workfile_* views视图的信息

有关服务器配置参数的信息，请见 MPP数据库参考手册。有关资源队列的信息,
请见 使用资源队列.

如果已经确定查询必须创建比服务器配置参
数gp_workfile_limit_files_per_query所允许的更多的溢出文件，可以增加该参数
的值。

Parent topic: 查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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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分析
检查性能不好的查询的查询计划,来确定可能的性能调优机会。

MPP数据库为每个查询设计一个 查询计划 。选择正确的查询计划来匹配查询和
数据结构对好的性能是必要的。 一个查询计划定义MPP数据库将如何在并行执
行环境中运行查询。

查询优化器使用数据库维护的数据统计信息来选择具有最低可能代价的查询计
划。代价以磁盘I/O来度量，磁盘I/O用取得的磁盘页面为单位。目标是最小化计
划的总执行代价。

可以用EXPLAIN命令查看一个给定查询的计划。EXPLAIN展示查询规划器对该
查询计划估计的代价。例如：

EXPLAIN SELECT * FROM names WHERE id=22;

EXPLAIN ANALYZE不仅运行该语句，还会显示它的计划。这有助于判断优化
器的估计与现实有多接近。例如：

EXPLAIN ANALYZE SELECT * FROM names WHERE id=22;

Note: 在MPP数据库中，默认的GPORCA优化器与传统查询优化器共存。
GPORCA生成的EXPLAIN输出与传统查询优化器生成的输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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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MPP数据库会在可能时使用GPORCA来为查询生成执行计划。

当EXPLAIN ANALYZE命令使用GPORCA时，EXPLAIN计划只显示被排除的分
区数。被扫描的分区不会被显示。要在segment实例 日志中显示被扫描分区的
名称，可以把服务器配置参数gp_log_dynamic_partition_pruning设置为on。这
个SET命令的例子启用了该参数。

SET gp_log_dynamic_partition_pruning = on;

有关GPORCA的信息，请见查询数据

Parent topic: 查询数据

阅读EXPLAIN输出

一个查询计划是一棵节点的树。计划中的每个节点表示一个操作，例如表扫描、
连接、聚集或者排序。

应该从底向上阅读计划：每个节点会把行交给直接在它上面的节点。一个计划中
的底层节点通常是表扫描操作：顺序的、索引的或者位图索引扫描。如果该查询
要求那些行上的连接、聚集、排序或者其他操作，就会有额外的节点在扫描节点
上面负责执行这些操作。最顶层的计划节点通常是MPP数据库的移动节点：重
新分布、显式重新分布、广播或者收集移动。这些操作在查询处理时在segment
实例之间移动行。

EXPLAIN 的输出对计划树中的每个节点都有一行并且为该计划节点显示基本的
节点类型和下列执行代价估计：

cost —以磁盘页面获取为单位度量。1.0等于一次顺序磁盘页面读取。第一个
估计是得到第一行的启动代价，第二个估计是得到所有行的总代价。总代价
总是假定所有的行都将被检索，但并不总是这样。例如，如果查询使用
了LIMIT，并非所有的行都会被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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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s —这个计划节点输出的总行数。这个数字通常小于被该计划节点处理或
者扫描的行数，它反映了任意WHERE子句条件的估计选择度。理想情况下，
最顶层节点的估计近似于该查询实际返回、更新或者删除的行数。

width —这个计划节点输出的所有行的总字节数。

注意以下几点：

一个节点的代价包括其子节点的代价。最顶层计划节点有对于该计划估计的
总执行代价。这就是优化器想要最小化的数字。

代价只反映了被查询优化器加以考虑的计划执行的某些方面。例如，代价不
反映将结果行传送到客户端花费的时间。

EXPLAIN实例

下面的例子描述了如何阅读一个查询的EXPLAIN查询代价：

EXPLAIN SELECT * FROM names WHERE name = 'Joelle';
                     QUERY PLAN
------------------------------------------------------------
Gather Motion 2:1 (slice1) (cost=0.00..20.88 rows=1 width=13)

   -> Seq Scan on 'names' (cost=0.00..20.88 rows=1 width=13)
         Filter: name::text ~~ 'Joelle'::text

从底向上阅读这个计划。一开始，查询优化器顺序地扫描names表。注
意WHERE子句被应用为一个filter条件。这意味着扫描操作会对它扫描的每个行
检查该条件并且只输出满足该条件的行。

扫描操作的结果被传递给一个 gather motion 操作。在MPP数据库中，收集移动
是segment实例何时把行发送给Master。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有两个Segment实
例会向一个Master实例发送。这个操作工作在并行执行计划的slices 上。查询计
划会被划分成slices，这样segment实例可以并行工作在查询计划的片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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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个计划估计的启动代价是00.00（没有代价）而总代价是20.88次磁盘页面获
取。优化器估计这个查询将返回一行。

阅读EXPLAIN ANALYZE输出

EXPLAIN ANALYZE规划并且运行语句。EXPLAIN ANALYZE计划会把实际执
行代价和优化器的估计一起显示。这允许用户查看优化器的估计是否接近于实
际。EXPLAIN ANALYZE也展示下列信息：

查询执行的总运行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查询计划每个切片使用的内存，以及为整个查询语句保留的内存。

一个计划节点操作中涉及的工作者（segment实例）数量。其中只统计返回行
的segment实例。

为该操作产生最多行的segment实例返回的行最大数量。如果多个segment实
例产生了相等的行数，EXPLAIN ANALYZE会显示那个用了运行最
长<time>的segment实例。

为一个操作产生最多行的segment实例的ID。

相关操作使用的内存量（work_mem）。如果work_mem不足以在内存中执行
该操作，计划会显示溢出到磁盘的数据量最少的segment实例的溢出数据量。
例如：

Work_mem used: 64K bytes avg, 64K bytes max (seg0).
Work_mem wanted: 90K bytes avg, 90K byes max (seg0) to lessen 
workfile I/O affecting 2 workers.

产生最多行的segment实例检索到第一行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以及该
segment实例检索到所有行花掉的时间。如果到获取第1行的<time>与运行到
结束的<time> 相同，结果中可能会省略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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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 ANALYZE实例

这个例子用同一个查询描述了如何阅读一个EXPLAIN ANALYZE查询计划。这
个计划中粗体部分展示了每一个计划节点的实际计时和返回行，以及整个查询的
内存和时间统计信息。

EXPLAIN ANALYZE SELECT * FROM names WHERE name = 'Joelle';
                     QUERY PLAN
------------------------------------------------------------
Gather Motion 2:1 (slice1; segments: 2) (cost=0.00..20.88 rows=1 width=13)
    Rows out: 1 rows at destination with 0.305 ms to first row, 0.537 ms to end, start offset by 0.289 ms.
        -> Seq Scan on names (cost=0.00..20.88 rows=1 width=13)
             Rows out: Avg 1 rows x 2 workers. Max 1 rows (seg0) with 0.255 ms to first row, 0.486 ms to end, start offset by 0.968 ms.
                 Filter: name = 'Joelle'::text
 Slice statistics:

      (slice0) Executor memory: 135K bytes.

    (slice1) Executor memory: 151K bytes avg x 2 workers, 151K bytes max (seg0).

Statement statistics:
 Memory used: 128000K bytes
 Total runtime: 22.548 ms

从底向上阅读这个查询。运行这个查询花掉的总时间是22.548 毫秒。

sequential scan操作只有一个返回行的segment实例（seg0），并且它只返回 1
行。它用了0.255毫秒找到第一行且用了0 .486毫秒来扫描所有的行。 这个结果
接近于优化器的估计：查询优化器估计这个查询将会返回一行。收集移动
（segment实例向Master发送数据）接收到1行。这个操作的总消耗时间
是0.537毫秒。

判断查询优化器

用户可以查看EXPLAIN输出来判断是否启用了GPORCA以及这个解释计划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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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RCA还是传统查询优化器生成。这一信息出现在EXPLAIN输出的末
尾。Settings行显示服务器配置参数OPTIMIZER的设置。 Optimizer status行显
示该解释计划是由GPORCA还是传统查询优化器生成。

对于这两个查询计划的例子，GPORCA被启用，所以服务器配置参
数OPTIMIZER 为on。对于第一个计划，GPORCA生成了该 EXPLAIN计划。对
于第二个计划，MPP数据库回退到传统查询优化器来生成该查询计划。

                       QUERY PLAN
------------------------------------------------------------------------------------
 Aggregate  (cost=0.00..296.14 rows=1 width=8)
   ->  Gather Motion 2:1  (slice1; segments: 2)  (cost=0.00..295.10 rows=1 width=8)
         ->  Aggregate  (cost=0.00..294.10 rows=1 width=8)
               ->  Seq Scan on part  (cost=0.00..97.69 rows=100040 width=1)
 Settings:  optimizer=on
 Optimizer status:  Optimizer (GPORCA) version 1.584
(5 rows)

explain select count(*) from part;

                       QUERY PLAN
----------------------------------------------------------------------------------------
 Aggregate  (cost=3519.05..3519.06 rows=1 width=8)
   ->  Gather Motion 2:1  (slice1; segments: 2)  (cost=3518.99..3519.03 rows=1 width=8)
         ->  Aggregate  (cost=3518.99..3519.00 rows=1 width=8)
               ->  Seq Scan on part  (cost=0.00..3018.79 rows=100040 width=1)
 Settings:  optimizer=on
 Optimizer status: Postgres query optimizer
                (5 rows)

对于这个查询，服务器配置参数OPTIMIZER是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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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 select count(*) from part;

                       QUERY PLAN
----------------------------------------------------------------------------------------
 Aggregate  (cost=3519.05..3519.06 rows=1 width=8)
   ->  Gather Motion 2:1  (slice1; segments: 2)  (cost=3518.99..3519.03 rows=1 width=8)
         ->  Aggregate  (cost=3518.99..3519.00 rows=1 width=8)
               ->  Seq Scan on part  (cost=0.00..3018.79 rows=100040 width=1)
 Settings: optimizer=off
 Optimizer status: Postgres query optimizer
(5 rows)

检查查询计划来解决问题

如果一个查询执行得不好，检查它的查询并且提出以下问题：

该计划中的操作花费了特别长的时间吗？该计划中的操作花费了特别长的时间吗？  查找消耗了多数查询执行时间的
操作。例如，如果一个索引扫描花费了比预期长的时间，该索引可能过期并
且需要重建索引。或者，调整enable_<operator> 参数来看看是否能够强制传
统查询优化器（规划器）来为该查询选择一个不同的计划。

优化器的估计是否接近实际？优化器的估计是否接近实际？  运行EXPLAIN ANALYZE并且查看规划器估
计的行数是否接近查询操作实际返回的行数。如果有很大的差别，应在相关
列上收集更多统计信息。 更多 EXPLAIN ANALYZE和ANALYZE 命令的信息
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在该计划中是否很早就应用了选择性谓词在该计划中是否很早就应用了选择性谓词? 在计划中早些应用最具选择性
的过滤条件，这样会有较少的行在计划树中向上移动。如果查询计划没有正
确地估计查询谓词的选择度，应在相关列上收集更多统计信息。更多有关收
集统计信息的内容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ANALYZE命令。 用户还可
以尝试重新排序SQL语句中的WHERE子句。

优化器是否选择了最好的连接顺序？优化器是否选择了最好的连接顺序？  当查询连接多个表时，确保优化器选
择了最具选择性的连接顺序。计划中应该尽早做消除最多行的连接，这样会
有较少的行在计划树中向上移动。 如果计划没有选择最优的连接顺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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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join_collapse_limit=1并且在SQL语句中使用显式的JOIN语法来强制传统
查询优化器（规划器）用指定的连接顺序。还可以在相关的连接列上收集更
多的统计信息。 更多有关收集统计信息的内容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
的ANALYZE命令。

优化器是否有选择地扫描分区表？优化器是否有选择地扫描分区表？  如果在使用表分区，优化器是否有选择
地只扫描满足查询谓词所需的子表？对父表的扫描应该会返回0行，因为父表
中不包含任何数据。一个显示选择性分区扫描的查询计划例子，可见 验证分
区策略 验证分区策略

优化器是否在适用时选择了哈希聚集和哈希连接操作？优化器是否在适用时选择了哈希聚集和哈希连接操作？  哈希操作通常比其
他类型的连接或者聚集快很多。行比较和排序在内存中完成而不需要读写磁
盘。为了让查询优化器选择哈希操作，必须由足够多的可用内存来保存估计
数量的行。尝试增加工作内存来改进查询的性能。如果可能，未查询运行一
次EXPLAIN ANALYZE来显示那些计划操作会溢出到磁盘、它们使用了多少
工作内存以及需要多少内存来避免溢出到磁盘。例如：
Work_mem used: 23430K bytes avg, 23430K bytes max (seg0). Work_mem
wanted: 33649K bytes avg, 33649K bytes max (seg0) to lessen workfile I/O
affecting 2 workers.
来自于 EXPLAIN ANALYZE的"bytes wanted"消息是基于被写出到工作文件
的数据量的而且并不准确。所需的最小work_mem可以与建议值不同。

使用外部数据
外部表和外表都可以访问存储在MPP数据库之外的数据源中的数据，就好像数
据存储在常规数据库表中一样。 您可以从外部表和外表读取和写入数据。

外部表是MPP数据库可以支持存储在数据库之外的数据的表。 您可以创建一个
可读的外部表来从外部数据源读取数据，也可以创建一个可写的外部表以将数据
写入外部数据源。 您可以像在常规数据库表中一样在SQL命令中使用外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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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可以使用SELECT（可读外部表），INSERT（可写外部表）以及将外
部表与其他MPP表连接。 外部表通常用于加载和卸载数据库数据。 有关使用外
部表访问外部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定义外部表定义外部表。

使用PXF访问外部数据 描述了使用PXF和外部表来访问外部数据源。

外表是MPP数据库可以支持存储在数据库之外的数据的表。 您既可以读取也可
以写入同一个外表。 您可以类似如上所述的外部表一样，地在SQL命令中使用
外表。 有关使用外部访问外部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外部表访问外部数
据。

基于Web的外部表提供对HTTP服务器或操作系统进程所服务的数据的访问。 有
关基于Web的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和使用外部Web表。

定义外部表定义外部表
E外部表允许把外部文件当作常规数据库表来访问。它们常常被用来把数据移
进或者移出MPP数据库。

使用使用PXF访问外部数据访问外部数据
您组织管理的数据可能已存在于外部源中，例如Hadoop，对象存储库和其他
SQL数据库。 MPP平台扩展框架（PXF）通过内置连接器提供对此外部数据
的访问，该连接器将外部数据源映射到MPP数据库表定义。

使用外部表访问外部数据使用外部表访问外部数据

使用使用MPP的并行文件服务器（的并行文件服务器（gpfdist））
gpfdist协议用于CREATE EXTERNAL TABLE SQL命令，以访问MPP
Database gpfdist文件服务器实用程序提供的外部数据。 当外部数据
由gpfdist提供时，MPP数据库系统中的所有节点都可以并行读取或写入外部
表数据。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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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外部表
E外部表允许把外部文件当作常规数据库表来访问。它们常常被用来把数据移进
或者移出MPP数据库。

要创建一个外部表定义，用户需要指定输入文件的格式以及外部数据源的位置。
有关输入文件格式的信息, 请参考 格式化数据文件。

使用下列协议之一来访问外部表数据源。用户不能在CREATE EXTERNAL
TABLE语句中混用协议：

file:// 访问Segment主机上MPP数据超级用户 (gpadmin)能访问的外部数据文
件。 见 file://协议。

gpfdist:// 指向一个位于文件主机上的目录并且向MPP数据库所有的Segment
并行提供外部数据文件。见 gpfdist://协议。

gpfdists:// 是gpfdist的一个安全版本。见 gpfdists:// 协议。

s3://访问Amazon S3桶中的文件。见s3:// 协议。

The pxf://协议使用MPP平台扩展框架（PXF）访问外部HDFS文件和HBase
和Hive表。见pxf:// 协议。

Note:

s3:// 和 pxf:// 协议是自定义数据访问协议，file://, gpfdist://, 和 gpfdists://协议是实
现在MPP数据库内部的。自定义和内部协议有以下不同：

自定义协议必须使用CREATE PROTOCOL 命令注册。 在数据库中注册PXF
扩展会创建 pxf:// 协议。(见 使用PXF访问外部数据。)您可以选择性地注册
s3:// 协议。(见 配置和使用S3外部表。) 内部协议始终存在且无法取消注册。

注册自定义协议时，会在pg_extprotocol catalog表中添加一行，以指定实现
该协议的处理函数。 协议的共享库必须安装在所有MPP数据库主机上。 内部
协议在pg_extprotocol表中没有记录，并且没有其他库需要安装。

要授予用户对自定义协议的权限，请使用GRANT [SELECT | INSERT |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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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OTOCOL。要允许（或拒绝）内部协议的用户权限，需要使
用CREATE ROLE 或 ALTER
ROLE将CREATEEXTTABLE（或NOCREATEEXTTABLE）属性添加到每
个用户的角色。

外部表从数据库内访问外部文件，就好像它们是常规的数据库表一样。用
gpfdist/gpfdists, pxf, 和 s3协议定义的外部表通过使用所有MPP数据库的
Segment资源装载或卸载数据来利用MPP的并行机制。 pxf协议利用Hadoop分
布式文件系统的并行体系结构来访问该系统上的文件。 s3协议利用了Amazon
Web服务（AWS）的功能。

用户可以使用SELECT、JOIN或SORT EXTERNAL TABLE DATA等SQL命令
直接并行地查询外部表数据， 并且用户可以为外部表创建视图。

使用外部表的步骤是：

1. 定义外部表。
使用s3 协议， 用户还必须配置MPP数据库并且启用该协议。见 s3:// 协议。

2. 做下面的事情之一：
在使用gpfdist或者gpdists协议时，启动MPP数据库文件服务器。
验证为s3协议做好了所需的一次性配置。

3. 把数据文件放置在正确位置。

4. 用SQL命令查询外部表。

MPP数据库提供可读和可写的外部表：

用于数据加载的可读外部表。 可读外部表支持：

数据仓库中常见的基本提取，转换和加载（ETL）任务。
从多个MPP数据库段实例并行读取外部表数据，以优化大型加载操作。
过滤下推。 如果查询包含WHERE子句，则可以将其传递给外部数据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gp_external_enable_filter_pushdown服务器配置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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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讨论。 请注意，此功能目前仅支持pxf协议(参阅 pxf:// 协议)。

可读外部表仅允许SELECT操作。

用于数据卸载的可写外部表。 可写外部表支持：

从数据库表中选择数据以插入可写外部表。
将数据以数据流形式发送到应用程序。 例如，从MPP数据库卸载数据并将
其发送到连接到另一个数据库或ETL工具的应用程序以在其他地方加载数
据。
从MPP并行MapReduce计算接收输出。

可写外部表仅允许INSERT操作。

外部表可以是基于文件的或者是基于Web的。使用file://协议的外部表示只读
表。

普通（基于文件的）外部表访问静态平面文件。普通外部表是可以重新扫描
的：在查询运行时数据是静态的。

Web（基于Web的）外部表访问动态数据源， 或者在一个用http://协议的Web
服务器上，或者通过执行OS命令或脚本得到。外部Web表不是可以重新扫描
的：在查询运行时数据可以改变。

转储和操作只针对外部表和外部Web表的定义而非数据源。

file://协议协议
file://协议被用在一个指定操作系统文件的URI中。

gpfdist://协议协议
gpfdist://协议被用在一个URI中引用一个正在运行的 gpfdist实例。

gpfdists:// 协议协议
gpfdists:// 协议是gpfdist:// 协议的一个安全版本。

pxf:// 协议协议
您可以使用MPP平台扩展框架（PXF）pxf://协议访问驻留在外部Hadoop系统
（HDFS，Hive，HBase），对象存储系统（Azure，Google云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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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Minio，S3）和SQL数据库上的数据。

s3:// 协议协议
s3协议使用一个URL指定Amazon S3桶的位置和一个用来在桶里读写文件的
前缀。

使用自定义协议使用自定义协议
一种自定义协议允许用户连接到一个不能用file://, gpfdist://，或者 pxf:// 协议的
MPP数据库。

处理外部表数据中的错误处理外部表数据中的错误
默认情况下，如果外部表数据中包含有一个错误，命令就会失败并且不会有
数据被载入到目标数据库表中。

创建和使用外部创建和使用外部Web表表
外部Web表允许MPP Database像处理常规数据表一样处理动态数据源。由于
Web表数据可以在查询运行时更改，因此数据无法重新扫描。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创建外部表的示例
These examples show how to define external data with different protocols.
Each CREATE EXTERNAL TABLE command can contain only one
protocol.

Parent topic: 使用外部数据

file://协议

file://协议被用在一个指定操作系统文件的URI中。

该URI包括主机名、端口和该文件的路径。每个文件都必须位于一个Segment主
机上由MPP超级用户 (gpadmin)可访问的位置。该URI中使用的主机名必须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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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gp_segment_configuration系统目录表中注册的一个Segment主机名。

如例子中所示，LOCATION子句可以有多个URI：

CREATE EXTERNAL TABLE ext_expenses (
   name text, date date, amount float4, category text, desc1 text ) 
LOCATION ('file://host1:5432/data/expense/*.csv', 
          'file://host2:5432/data/expense/*.csv', 
          'file://host3:5432/data/expense/*.csv') 
FORMAT 'CSV' (HEADER); 

用户在LOCATION子句中指定的URI的数量就是将并行工作访问外部表的
Segment实例的数量。 对于每一个URI，MPP为该文件指派一个指定主机上的
主Segment。 为了装载数据时的最大并行化，可将数据与主Segment数量相同
的大小均等的文件。 这会保证所有的Segment都参与到装载中。每个Segment
主机上的外部文件不能超过该主机上主Segment实例的数量。 例如，如果用户
的阵列的每个Segment主机上有四个主Segment实例，用户可以在每个Segment
主机上放置四个外部文件。 基于file://协议的表只能是可读表。
系统视图pg_max_external_files显示每个外部表允许多少个外部表文件。 这个
视图列出了使用file://协议协议时每个Segment主机上可用的文件槽。 该视图只
适用于file://协议。 例如：

SELECT * FROM pg_max_external_files;

Parent topic: 定义外部表

gpfdist://协议

gpfdist://协议被用在一个URI中引用一个正在运行的 gpfdist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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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fdist工具从一个文件主机上的目录中把外部数据文件并行提供给MPP数据库
的所有Segment。

gpfdist位于MPP数据库的Master主机以及每个Segment主机上
的$GPHOME/bin目录。

在外部数据文件所在的主机上运行gpfdist。 gpfdist 会自动解压 gzip (.gz) 和
bzip2 (.bz2)。用户可以使用通配符（*）或者其他C风格的模式匹配来表示要读
取的多个文件。指定的文件都被假定是相对于启动 gpfdist实例时指定的目录。

所有的主Segment并行地访问外部文件，Segment的数量服
从gp_external_max_segments服务器配置参数中设置的数量。 在CREATE
EXTERNAL TABLE语句中使用多个gpfdist数据源可以放大外部表的扫描性能。

gpfdist支持数据转换。你可以写一个转换进程将外部数据转入或转出到一个不被
MPP数据库外部表直接支持的格式。

更多关于gpfdist的配置， 参考使用MPP并行文件服务器(gpfdist).

参考gpfdist相关文档了解更多关于使用gpfdist处理外部表的信息。

Parent topic: 定义外部表

gpfdists:// 协议

gpfdists:// 协议是gpfdist:// 协议的一个安全版本。

要使用它，用户需要以--ssl选项运行gpfdist工具。 当在一个URI中指
定gpfdists://协议时，它启用文件服务器和MPP数据库的加密通信以及安全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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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其不受窃听和中间人等攻击。

gpfdists以客户端/服务器形式实现了SSL安全性，并且有下列属性和限制：
客户端证书是必需的。

不支持多语言证书。

不支持证书撤销列表（CRL）。

TLSv1协议被用于TLS_RSA_WITH_AES_128_CBC_SHA加密算法。

SSL参数不能被更改。

支持SSL重新协商。

SSL忽略被设置为false的主机失配参数。

对于gpfdist文件服务器（server.key）和MPP数据库（client.key）不支持包
含密码的私钥。

为操作系统发行合适的证书是用户的责任。通常，支持转
换https://www.sslshopper.com/ssl-converter.html中所示的证书。
Note: 一个用gpfdist --ssl选项启动的服务器只能与gpfdists协议通讯。一个不
带--ssl选项启动的gpfdists服务器只能与gpfdists协议通讯。

客户端证书文件是client.crt

客户端私钥文件是client.key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来调用gpfdists协议。
用--ssl选项运行gpfdist， 然后在CREATE EXTERNAL TABLE语句
的LOCATION子句中使用 gpfdists协议。

使用一个SSL选项设置为真的gpload YAML控制文件。 运行gpload，它会用-
-ssl选项启动gpfdist服务器， 然后使用gpfdists协议。

使用gpfdists要求下列客户端证书存在于每个Segment的$PGDATA/gpfdists目录
中。

客户端证书文件是client.crt

客户端私钥文件是clien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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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信证书发行机构root.crt

一个装载数据到具有安全性的外部表中的例子可见Example 3—Multiple gpfdists
instances。

服务器配置参数verify_gpfdists_cert 控制当MPP数据库与gpfdist实用程序通信以
从外部数据源读取数据或将数据写入外部数据源时是否启用SSL证书认证。 在
测试MPP数据库外部表与提供外部数据的gpfdist实用程序之间的通信时， 可以
将参数值设置为false，以禁用身份验证。 如果值为false，这些SSL异常将被忽
略：

gpfdist使用的自签名SSL证书不被MPP数据库信任。

SSL证书中包含的主机名与运行gpfdist的主机名不匹配。

Warning: 禁用SSL证书身份验证会暴露安全风险，因为不会去验证gpfdists SSL
证书。
Parent topic: 定义外部表

pxf:// 协议

您可以使用MPP平台扩展框架（PXF）pxf://协议访问驻留在外部Hadoop系统
（HDFS，Hive，HBase），对象存储系统（Azure，Google云端存
储，Minio，S3）和SQL数据库上的数据。

PXF协议打包为MPP数据库扩展。 pxf协议支持从外部数据存储读取数据。 您还
可以使用pxf协议编写文本，二进制和parquet-format的数据。

使用pxf协议查询外部数据存储时，要指定访问的目录，文件或表。 PXF从数据
存储请求数据，并将相关部分的数据并行传递给为查询提供服务的每个MPP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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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segment实例。

使用pxf协议读取或写入外部数据之前，必须先显式初始化并启动PXF。 您还必
须在每个允许用户创建外部表以访问外部数据的数据库中启用PXF，并将pxf协
议的权限授予这些MPP数据库用户。

有关配置和使用PXF和pxf协议的更详细的信息，请参考 使用PXF访问外部数
据。

Parent topic: 定义外部表

s3:// 协议

s3协议使用一个URL指定Amazon S3桶的位置和一个用来在桶里读写文件的前
缀。

Amazon简单存储服务（Amazon S3）提供了安全、持久、高可扩展的对象存
储。有关Amazon S3的信息请见 Amazon S3。

用户可以定义只读外部表使用S3桶中现有的数据文件作为表数据，或者创建可
写外部表将来自于INSERT操作的数据存储到S3桶中的文件。MPP数据库使用
协议URL中指定的S3 URL以及前缀来为一个只读表选择一个或更多文件，还可
以在为 INSERT操作上传S3文件到可写表中时定义文件位置和文件名格式。

s3协议也支持Dell EMC Elastic Cloud Storage（ECS），这是一种与Amazon
S3兼容的服务。

这一主题包含下列小节：
配置和使用S3外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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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S3协议URL

关于S3数据文件

s3协议的AWS服务端加密支持

s3协议代理支持

关于S3协议的配置参数

S3协议的配置文件

S3协议的限制

使用gpcheckcloud工具

配置和使用S3外部表

按照下面这些基本步骤来配置S3协议和使用S3外部表，更多的信息请使用相应
的链接。另见S3协议的限制来更好地理解S3外部表的能力和限制：
1. 配置每一个数据库支持s3协议：

a. 在每一个将通过s3协议访问S3桶的数据库中，为 s3协议库创建读写函
数：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write_to_s3() RETURNS integer AS
   '$libdir/gps3ext.so', 's3_export' LANGUAGE C STABLE;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read_from_s3() RETURNS integer AS
   '$libdir/gps3ext.so', 's3_import' LANGUAGE C STABLE;

b. 在每一个将要访问S3桶的数据库中，声明 s3协议并且指定前一步中创建
的读写函数：

CREATE PROTOCOL s3 (writefunc = write_to_s3, readfunc = read_from_s3);

Note: 协议名称s3必须和创建用来访问S3资源的外部表中指定的协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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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相应的函数会被MPP数据库的每一个Segment实例调用。所有的Segment
主机必须能够访问该S3桶。

2. 在每一个MPP数据库的Segment上，创建并且安装s3 协议的配置文件：

a. 使用gpcheckcloud工具创建一个s3协议配置文件的模板：

gpcheckcloud -t > ./mytest_s3.config

b. 编辑该模板文件以指定连接S3位置所需的accessid 和 secret。有关其他
协议参数的配置请见S3协议的配置文件s3协议的配置文件。

c. 为MPP数据库的所有Segment把该文件复制到所有主机上的相同位置。默
认的文件位置是 gpseg_data_dir/gpseg_prefixN/s3/s3.conf.
gpseg_data_dir是MPP数据库的Segment的数据目录路径， gpseg_prefix
是Segment前缀，而N是Segment的ID。当用户初始化一个MPP数据库系
统时，Segment的数据目录、前缀和ID就已经被设置好了。
如果用户复制该文件到一个不同的位置或者文件名，那么用户必须用s3协
议URL的config参数指定该位置。见关于S3协议的配置参数.

d. 使用gpcheckcloud工具验证到该S3桶的连接性：

gpcheckcloud -c "s3://<s3-endpoint>/<s3-bucket> config=./mytest_s3.config"

为用户的系统的配置文件指定正确的路径，还有用户想要检查的S3端点名
和桶。 gpcheckcloud会尝试连接到该S3端点并且列出S3桶中的任何文件
（如果可用）。一次成功的连接将以这样的消息结束：

Your configuration works well.

用户可以有选择地使用gpcheckcloud来验证对该S3桶进行上传和下载。
正如使用gpcheckcloud工具中所描述的。

3. 在完成前几个创建和配置s3协议的步骤后，用户可以在CREATE
EXTERNAL TABLE命令中指定一个s3协议URL来定义S3外部表。 对于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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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3表，该URL定义组成该S3表的现有数据文件的位置和前缀。例如：

CREATE READABLE EXTERNAL TABLE S3TBL (date text, time text, amt int)
   LOCATION('s3://s3-us-west-2.amazonaws.com/s3test.example.com/dataset1/normal/ config=/home/gpadmin/aws_s3/s3.conf')
   FORMAT 'csv';

对于可写的S3表，协议URL定义S3位置，MPP数据库会把该表的数据文件
存储在其中， 该URL还定义了一个对表做INSERT操作创建文件时使用的前
缀。 例如：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 S3WRIT (LIKE S3TBL)
   LOCATION('s3://s3-us-west-2.amazonaws.com/s3test.example.com/dataset1/normal/ config=/home/gpadmin/aws_s3/s3.conf')
   FORMAT 'csv';

参考 关于S3协议URL获取更多信息。

关于S3协议URL

对于s3协议，用户需要在CREATE EXTERNAL TABLE命令的LOCATION子句
中指定文件的位置以及一个可选的配置文件位置。下面是语法：

's3://S3_endpoint[:port]/bucket_name/[S3_prefix] [region=S3_region] [config=config_file_location

s3协议要求指定S3端点和S3桶名。MPP数据库的每一个Segment实例必须能够
访问该S3位置。可选的S3_prefix值被用来选择只读S3表的文件，或者被用作向
S3可写表上传数据时的文件名前缀。

Note: MPP数据库的s3协议的URL必须包括S3的端点主机名。

要在LOCATION子句中指定一个ECS端点（一种Amazon S3的兼容服务），用
户必须把s3 配置文件参数version设置为2。version 参数控制 region参数是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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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 LOCATION子句中。当version参数是2的时候，用户还可以指定一个
Amazon S3位置。有关 version参数更多信息, 参考S3协议的配置文件。

Note: 尽管S3_prefix是这种语法中一个可选的部分，用户应该总是为可写和只读
S3表包括一个S3前缀，它被用来分隔作为CREATE EXTERNAL TABLE语法一
部分的数据集。

对于可写的S3表，s3协议的URL指定MPP数据库为该表上传数据文件的端点和
桶名。对于上传文件的S3用户ID，该S3桶的权限必须是Upload/Delete。对于每
一个由于向表中插入数据形成的新的上传文件，都会使用这个S3文件前缀。
见关于S3数据文件。

对于只读的S3表，S3文件前缀是可选的。如果用户指定了一个 S3_prefix，那
么s3协议会选择所有以该前缀开始的文件作为该外部表的数据文件。 s3协议不
使用斜线字符 (/) 作为定界符，因此跟在前缀后面的一个斜线字符会被当做该前
缀本身的一部分。

例如，考虑下面的5个文件，其中的每一个都有名为s3-us-west-
2.amazonaws.com的 S3_endpoint以及bucket_name。 test1: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xx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def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defff

如果提供的S3 URL是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那么
abc前缀会选择全部的5个文件。

如果提供的S3 URL是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那么
abc/前缀选择文件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 以及 s3://s3-
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xx。

如果提供的S3 URL是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d，那么
abcd前缀选择文件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def 以及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de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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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_prefix中不支持通配符字符。不过，S3前缀本来的功能就好像其后有一个通
配符一样。

被S3 URL (S3_endpoint/bucket_name/S3_prefix)选中的所有文件都会被用作外
部表的来源，因此它们必须有同样的格式。每个文件还必须包含有完整的数据
行。一个数据行不能跨文件存在。对于访问这些S3文件的S3用户ID，文件的权
限必须是 Open/Download和View。

有关Amazon S3端点的信息请
见http://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rande.html"xref"
target="_blank">https://aws.amazon.com/documentation/s3/。有关S3文件前缀
的信息请见Amazon S3的文档Listing Keys Hierarchically Using a Prefix and
Delimiter.

config参数指定所需的 s3协议配置文件的位置，该文件包含AWS连接证书和通
信参数。见 关于S3协议的配置参数.

关于S3数据文件

对于可写S3表上的每个INSERT操作，MPP数据库的每个Segment会使用文件
名格式 <prefix><segment_id><random>.<extension>[.gz] 其中：

<prefix>是在S3 URL中指定的前缀。

<segment_id>是MPP数据库的Segment的ID。

<random>是一个用来确保文件名唯一的随机数。

<extension>描述文件类型（.txt 或 .csv，取决于用户在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的FORMAT子句中提供的值）。 gpcheckcloud工具创建
的文件总是使用扩展名.data。

如果为S3可写表启用了压缩（默认启用），会在文件名后追加.gz。

对于可写的S3表，用户可以配置Segment上传文件用的缓冲区尺寸以及线程数
量。见S3协议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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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只读的S3表，所有通过S3的文件位置
（S3_endpoint/bucket_name/S3_prefix）指定的文件都被用作该外部表的来源
并且都必须具有相同的格式。每个文件还必须包含有完整的数据行。如果这些文
件含有一个可选的头部行，头部行中的列名不能包含新行字符（\n) 以及回车
（\r)。 另外，列定界符也不能是新行字符(\n) 或回车 (\r)。

s3协议可以识别gzip格式并且解压这类文件。只支持gzip压缩格式。

对于访问这些S3文件的S3用户ID，文件的权限必须是Open/Download和View
。可写的S3表要求该S3用户ID具有Upload/Delete权限。

对于只读的S3表，每一个Segment一次可以从S3位置使用几个线程下载一个文
件。为了利用MPP数据库的Segment所执行的并行处理，S3位置中的文件应该
在尺寸上相似并且文件的数量应该允许多个Segment从S3位置下载数据。例
如，如果MPP数据库系统由16个Segment组成并且有充足的网络带宽，在S3位
置中创建16个文件允许每个Segment从该S3位置下载一个文件。相反，如果如
果该位置只包含1个或者2个文件，就只有1个或者2个Segment能下载数据。

s3协议的AWS服务端加密支持

MPP数据库支持用可读和可写外部表（用s3协议创建）访问的AWS S3文件进
行服务端加密，服务端加密使用Amazon的S3-managed密钥（SSE-S3）。
SSE-S3在用户的对象数据被写入到磁盘时对它们加密，并且在用户访问它们时
透明地解密。

Note: s3协议只对Amazon Web Services的S3文件支持SSE-S3。在访问S3兼容
服务上的文件时不支持SSE-S3。

用户的S3 accessid 和 secret权限掌管着用户对所有S3桶对象的访问，不管该数
据是否被加密。但是，为了访问加密数据，用户必须配置用户的客户端使用S3-
managed密钥。

有关AWS服务端加密的额外信息，请参考AWS文档中的使用服务端加密保护数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据。

配置配置S3服务端加密服务端加密

s3协议的服务端加密默认被禁用。要在使用MPP数据库的s3 协议写入的AWS
S3对象上利用服务端加密，用户必须在用户的s3配置文件中把配置参
数server_side_encryption设置为值sse-s3：

server_side_encryption = sse-s3

当用户把一个包括了server_side_encryption = sse-s3 设置的配置文件提供给使
用s3的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调用时，MPP数据库会在该
外部表上进行INSERT 操作时应用加密头部。然后S3会在写LOCATION子句中
提供的URI所标识的对象时进行加密。

在通过用s3协议创建的可读外部表访问加密文件时，S3会透明地解密数据。不
需要做额外的配置。

对于更细粒度的加密配置，用户可以考虑创建Amazon Web Services S3的桶策
略，按照AWS文档的Protecting Data Using Server-Side Encryption with
Amazon S3-Managed Encryption Keys (SSE-S3)部分标识用户想要加密的对象
以及在那些对象上的写动作。

s3协议代理支持

您可以指定一个URL，该URL是S3用于连接数据源的代理。 S3支持以下协议：
HTTP和HTTPS。 您可以使用s3协议配置参数代理或环境变量指定代理。 如果
设置了配置参数，则忽略环境变量。

要使用环境变量指定代理，请根据协议设置环境变
量：http_proxy或https_proxy。 您可以通过设置适当的环境变量为每个协议指定
不同的URL。 S3支持这些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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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_proxy指定了当特定协议的环境变量没有被设置时的代理URL。

no_proxy指定了一个通过环境变量设定的，不使用代理的逗号分割的机器名
列表。

必须设置环境变量，并且必须可以在所有MPP数据库主机上访问MPP数据库。

有关配置参数proxy的更多信息，请参考s3协议配置文件S3协议的配置文件。

关于S3协议的配置参数

可选的config参数指定所需的 s3协议配置文件的位置。该文件包含Amazon Web
Services (AWS) 的连接证书和通信参数。有关该文件的信息请见S3协议的配置
文件。

在MPP数据库的所有Segment主机上都要求这个配置文件。其默认位置是MPP
数据库每一个Segment实例的数据目录下的一个位置。

gpseg_data_dir/gpseg_prefixN/s3/s3.conf

gpseg_data_dir是该MPP数据库Segment的数据目录路径，gpseg_prefix是该
Segment的前缀，而 N是该Segment的ID。Segment的数据目录、前缀还有ID都
是在初始化一个MPP数据库系统时被设置好的。

如果在Segment主机上有多个Segment实例，用户可以通过在每个Segment主机
上创建一个位置来简化配置。 然后用户可以在s3协议的LOCATION子句中
的config参数中指定该位置的绝对路径。这个例子指定了一个位于gpadmin主目
录中的位置。

LOCATION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my_data config=/home/gpadmin/s3.conf')

该主机上的所有Segment实例都会使用文件 /home/gpadmin/s3.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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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协议的配置文件

当使用s3协议时，MPP数据库的所有Segment都要求一个s3协议配置文件。默
认位置是：

gpseg_data_dir/gpseg-prefixN/s3/s3.conf

gpseg_data_dir是该MPP数据库Segment的数据目录路径，gpseg-prefix 是该
Segment的前缀，而 N是该Segment的ID。Segment的数据目录、前缀还有ID都
是在初始化一个MPP数据库系统时被设置好的。

如果在Segment主机上有多个Segment实例，用户可以通过在每个Segment主机
上创建一个位置来简化配置。 然后用户可以在s3协议的LOCATION子句中
的config 参数中指定该位置的绝对路径。不过，注意只读和可写S3外部表使用
相同的参数进行连接。如果用户想为只读和可写S3表配置不同的协议参数，那
么用户必须使用两个不同的s3协议配置文件并且在创建每个表时在CREATE
EXTERNAL TABLE语句中指定正确的文件。

这个例子指定一个单一文件位置，它位于gpadmin主目录的的s3 目录中：

config=/home/gpadmin/s3/s3.conf

主机上的所有Segment实例都使用文件 /home/gpadmin/s3/s3.conf。

s3协议配置文件是一个文本文件，它由一个 [default]小节和参数构成。这里是一
个配置文件的例子：

[default]
secret = "secret"
accessid = "user access id"
threadnum = 3
chunksize = 67108864

可以使用MPP数据库的gpcheckcloud工具来测试S3配置文件。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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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checkcloud工具.

s3配置文件参数配置文件参数

accessid
必需。访问S3桶的AWS S3 ID。

secret
必需。访问S3桶的AWS S3 ID的密码。

autocompress
对于可写的S3外部表，这个参数指定是否在上传到S3之前（使用gzip）压
缩文件。如果没有指定这个参数，文件会默认被压缩。

chunksize
每个Segment线程用来读写S3服务器的缓冲区尺寸。默认是64MB。最小
是8MB而最大是128MB。

在插入数据到可写S3表时，MPP数据库的每个Segment把数据写入到其缓
冲区（使用最多threadnum个线程）中直到缓冲区被填满，之后它会把该
缓冲区写入到S3桶中的一个文件里。根据需要这一处理会在每个Segment
上反复执行直到插入操作完成。

因为Amazon S3允许最多10,000个部分的多部分上传，最小8MB
的chunksize 值就支持在MPP数据库的每个Segment上最大80GB的插入
量。最大128MB的chunksize 值支持每个Segment最大1.28TB的插入量。
对于可写的S3表，用户必须确保chunksize 的设置能支持表预期的大小。
更多有关上传到S3的信息请见S3文档中的Multipart Upload Overview。

encryption
使用被安全套接字层（SSL）保护的连接。默认值是true。值true，
t，on， yes， 以及 y (大小写无关)都被当作是 true。 任何其他值都被当成
是false。

如果在CREATE EXTERNAL TABLE命令的LOCATION子句中的URL没
有指定端口，配置文件的 encryption参数会影响s3协议使用的端口
（HTTP是端口80，HTTPS是端口443）。如果指定了端口，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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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ryption设置是什么都会使用那个端口。

gpcheckcloud_newline
从S3位置下载文件时，如果文件的最后一行没有EOL（行尾）字符，
则gpcheckcloud实用程序会将新行字符附加到文件的最后一行。 默认字符
是\ n（换行符）。 值可以是\ n，\ r \ n（回车）或\ n \ r（换行符/回车
符）。

添加EOL字符可防止一个文件的最后一行与下一个文件的第一行连在一
起。

low_speed_limit
上传/下载速度下限，以字节每秒为单位。默认速度是10240（10K）。 如
果上传或者下载速度低于该限制超过low_speed_time所指定的时间， 那
么该连接会被中止并且重试。在3次重试后，s3协议会返回一个错误。指
定值为0表示没有下限。

low_speed_time
当连接速度低于low_speed_limit时，这个参数指定在中止对S3桶上传或者
下载之前应等待的总时间（以秒为单位）。默认值是60秒。指定值为0表
示没有时间限制。

proxy
指定一个URL，该URL是S3用于连接数据源的代理。 S3支持以下协议：
HTTP和HTTPS。 这是参数的格式。

proxy = protocol://[user:password@]proxyhost[:port]

如果未设置此参数或为空字符串（proxy =“”），则S3使用由环境变
量http_proxy或https_proxy（以及环境变量all_proxy和no_proxy）指定的
代理。 S3使用的环境变量取决于协议。 有关环境变量的信息，请参
阅MPP数据库管理向导的 s3协议代理支持。
配置文件中最多只能有一个proxy参数。参数指定的URL是所有支持的协议
的代理。

server_side_encryption
为桶配置的S3服务端加密方法。 MPP数据库只支持使用Amazon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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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d密钥的服务端加密， 由配置参数值sse-s3表示。 默认情况下服
务端加密被禁用（值为none)。

threadnum
对S3桶上传或者下载数据时，一个Segment能够创建的并发线程的最大数
量。默认值是4。最小值是1且最大值是8。

verifycert
控制在HTTPS上建立客户端和S3数据源之间加密通信时s3协议如何处理
认证。 其值可以是true或者false。 默认值是true。

verifycert=false - 忽略认证错误并且允许HTTPS之上的加密通信。

verifycert=true - 要求合法的认证（一个正确的证书）用于HTTPS之上
的加密通信。

在测试和开发环境中设置这个值为false有助于允许无需更改证书的通信。
Warning: 设置这个值为 false会在建立客户端和S3数据存储之间的通信时
忽略证书，这会暴露出安全性风险。

version
指定在CREATE EXTERNAL TABLE命令的LOCATION子句中指定的信息
的版本。值可以是 1或2。默认值是1。
如果值是1，则LOCATION子句支持Amazon S3 URL并且不含region 参
数。如果值是2，则LOCATION 支持S3兼容服务并且必须包括region参
数。region 参数指定S3数据源的地区。对于下面这个S3 URL s3://s3-us-
west-2.amazonaws.com/s3test.example.com/dataset1/normal/，其AWS
S3地区是us-west-2。
如果version是1或者没有指定，下面的CREATE EXTERNAL TABLE中
的LOCATION子句例子指定了一个Amazon S3端点。

LOCATION ('s3://s3-us-west-2.amazonaws.com/s3test.example.com/dataset1/normal/ config=/home/gpadmin/aws_s3/s3.conf')

如果version是2，下面的带region参数的 LOCATION(CREATE
EXTERNAL TABLE命令的子句）例子指定了一个AWS S3兼容服务。

LOCATION ('s3://test.company.com/s3test.company/test1/normal/ region=local-test config=/home/gpadmin/aws_s3/s3.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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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version是2，LOCATION子句还能指定一个Amazon S3端点。 这个例
子指定了一个使用region参数的Amazon S3端点。

LOCATION ('s3://s3-us-west-2.amazonaws.com/s3test.example.com/dataset1/normal/ region=us-west-2 config=/home/gpadmin/aws_s3/s3.conf') 

Note: 在上传或者下载S3文件时，MPP数据库在每个Segment主机上可能要求
最多threadnum * chunksize的内存。在配置MPP数据库的总内存时，请考虑这
种s3 协议的内存需求。

S3协议的限制

s3协议有一些限制：
只支持S3路径风格的URL。

s3://S3_endpoint/bucketname/[S3_prefix]

只支持S3端点。该协议不支持S3桶的虚拟主机（绑定一个域名给一个S3
桶）。

支持版本4的AWS签名的签名处理。
有关每种签名处理支持的S3端点的信息，请
见http://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rande.html#s3_region。

在CREATE EXTERNAL TABLE命令的LOCATION 子句中只支持一个单一
URL和可选的配置文件。

如果在CREATE EXTERNAL TABLE命令中没有指定NEWLINE参数， 新行
字符在特定前缀的所有数据文件中都必须一样。如果在同一个前缀的某些数
据文件中有不一样的新行字符，在这些文件上的读操作可能会失败。

对于可写的S3外部表，只支持INSERT操作。不支持UPDATE, DELETE，和
TRUNCATE操作。

因为Amazon S3允许做多10,000个部分的多部分上传，最大128MB
的chunksize 值在MPP数据库的每个Segment上支持对可写S3表最大1.28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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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插入量。用户必须确保chunksize的设置能支持表预期的大小。更多有关上
传到S3的信息请见S3文档中的Multipart Upload Overview。

为了利用MPP数据库的Segment所执行的并行处理，S3位置中的文件应该在
尺寸上相似并且文件的数量应该允许多个Segment从S3位置下载数据。例
如，如果MPP数据库系统由16个Segment组成并且有充足的网络带宽，在S3
位置中创建16个文件允许每个Segment从该S3位置下载一个文件。相反，如
果如果该位置只包含1个或者2个文件，就只有1个或者2个Segment能下载数
据。

使用gpcheckcloud工具

MPP数据库的工具gpcheckcloud帮助用户创建一个s3 协议配置文件并且测试一
个配置文件。用户可以用指定选项来测试用一个配置文件访问S3桶的能力，并
且可以选择对该桶中的文件上传或者下载数据。

如果不用任何选项运行该工具，它会发送一个模板配置文件到STDOUT。用户
可以捕捉该输出并且创建一个连接到Amazon S3的s3配置文件。

该工具被安装在MPP数据库的 $GPHOME/bin目录中。

语法语法

gpcheckcloud {-c | -d} "s3://S3_endpoint/bucketname/[S3_prefix] [config=path_to_config_file]"

gpcheckcloud -u <file_to_upload> "s3://S3_endpoint/bucketname/[S3_prefix] [config=path_to_config_file
gpcheckcloud -t

gpcheckcloud -h

选项选项

-c
s3协议URL中指定的配置连接到指定的S3位置并且返回其中的文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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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接失败，该工具显示关于失败的信息，例如非法的证书、前缀或者
服务器地址（DNS错误）或服务器不可用。

-d
用s3协议URL中指定的配置从指定的S3位置下载数据并且把输出发送到
STDOUT。
如果文件被gzip压缩过，解压后的数据会被发送到 STDOUT。

-u
使用指定的配置文件（如果有）上传一个文件到s3协议URL中指定的S3桶
中。使用这个选项可以测试压缩和配置中的chunksize 和 autocompress 设
置。

-t
发送一个模板配置文件到STDOUT。用户可以捕捉该输出并且创建一个连
接到Amazon S3的s3配置文件。

-h
显示gpcheckcloud帮助。

例子例子

这个例子运行不带选项的工具在当前目录下创建一个模板 s3配置文
件mytest_s3.config。

gpcheckcloud -t > ./mytest_s3.config

这个例子尝试使用s3配置文件s3.mytestconf 上传一个本地文件test-data.csv到一
个S3桶位置： :

gpcheckcloud -u ./test-data.csv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 config=s3.mytestconf"

一次成功的上传会导致在S3桶中出现一个或者更多个以文件名格式
abc<segment_id><random>.data[.gz]命名的文件。见关于S3数据文件。

这个例子尝试使用s3配置文件 s3.mytestconf连接到一个S3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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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checkcloud -c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 config=s3.mytestconf"

从该S3桶位置下载所有文件并且发送输出到STDOUT。

gpcheckcloud -d "s3://s3-us-west-2.amazonaws.com/test1/abc config=s3.mytestconf"

Parent topic: 定义外部表

使用自定义协议

一种自定义协议允许用户连接到一个不能用file://, gpfdist://，或者 pxf:// 协议的
MPP数据库。

创建一种自定义协议要求用户用指定的接口实现一组C函数，在MPP数据库中声
明函数，然后使用CREATE TRUSTED PROTOCOL命令在数据库中启用该协
议。

参考自定义数据访问协议实例样例

Parent topic: 定义外部表

处理外部表数据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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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如果外部表数据中包含有一个错误，命令就会失败并且不会有数据
被载入到目标数据库表中。

定义带有单行错误处理的外部表能够装载正确格式化的行并且隔离外部表数据中
的错误。参考 处理加载错误。

gpfdist文件服务器使用HTTP 协议。使用 LIMIT的外部表查询会在检索到所需的
行后结束连接，导致一个HTTP套接字错误。 如果用户对使用gpfdist:// 或 http://
协议的外部表使用带 LIMIT的查询，请忽略这些错误 - 数据已经被按照预期返回
给数据库。

Parent topic: 定义外部表

创建和使用外部Web表

外部Web表允许MPP Database像处理常规数据表一样处理动态数据源。由于
Web表数据可以在查询运行时更改，因此数据无法重新扫描。

CREATE EXTERNAL WEB TABLE建立一个外部表的定义。你可以定义基于命
令或基于URL的外部Web表。定义形式是不同的: 不能将基于命令的和基于URL
的定义混在一起。

Parent topic: 定义外部表

基于命令的外部Web表

一个shell命令或者脚本的输出可定义基于命令的Web表数据。将 命令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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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REATE EXTERNAL WEB TABLE的EXECUTE子句里。数据是命令运行时
的最新数据。 子句EXECUTE在指定的master或segment节点上运行shell命令
或脚本。命令和脚本必须存在于EXECUTE子句中定义的host上。

默认，命令会在当活跃节点上有输出的行要处理时，运行在节点上。 例如，如
果每个宿主机器上运行4个有输出行待处理的节点实例， 命令会在每个宿主机器
上运行4次。 可以限制运行web表命令的节点实例数量。 所有在web表定
义ON子句中的节点会并行运行命令。

指定在外部表定义中的命令会从数据库运行，但不会从.bashrc或.profile 中加载
环境变量。 在EXECUTE子句中设置环境变量。例如：

=# CREATE EXTERNAL WEB TABLE output (output text)
    EXECUTE 'PATH=/home/gpadmin/programs; export PATH; myprogram.sh' 
    FORMAT 'TEXT';

脚本必须对于gpadmin用户是可执行的，并且在master和segment节点上路径相
同。

下面命令定义了一个运行脚本的web表。 脚本运行在有数据需要处理的节点
上。

=# CREATE EXTERNAL WEB TABLE log_output 
    (linenum int, message text) 
    EXECUTE '/var/load_scripts/get_log_data.sh' ON HOST 
    FORMAT 'TEXT' (DELIMITER '|');

基于URL的外部Web表

基于URL的web表从HTTP协议的服务器访问数据。 Web表数据是动态的，不可
重新扫描的。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在LOCATION里定义基于http://协议的web服务文件路径。 web数据文件必须存
在于MPP节点可访问的web服务器上。 指定的URL数量与并行访问web表的节
点实例数量相关。 例如，如果为一个有8个节点的MPP数据库指定两个外部文
件， 8个节点中的两个会在查询运行时并行访问web表。

下面的例子定义了一个从多个URL获取数据的web表。

=# CREATE EXTERNAL WEB TABLE ext_expenses (name text, 
  date date, amount float4, category text, description text) 
  LOCATION ( 

  'http://intranet.company.com/expenses/sales/file.csv',
  'http://intranet.company.com/expenses/exec/file.csv',
  'http://intranet.company.com/expenses/finance/file.csv',
  'http://intranet.company.com/expenses/ops/file.csv',
  'http://intranet.company.com/expenses/marketing/file.csv',
  'http://intranet.company.com/expenses/eng/file.csv' 

   )
  FORMAT 'CSV' ( HEADER );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

这些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不同的协议定义外部数据。每个 CREATE
EXTERNAL TABLE 命令只能包含一个协议。

注意： 当使用IPv6时，请始终将数字IP地址括在方括号中。

在使用 gpfdist 协议创建外部表之前，请先启动 gpfdist。下面的代码在后台端
口8081上启动 gpfdist 文件服务器程序，从/var/data/staging目录下获取外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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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日志保存在 /home/gpadmin/log 中。

gpfdist -p 8081 -d /var/data/staging -l /home/gpadmin/log &

示例示例  1—单单NIC机器上的单个机器上的单个gpfdist实例实例

示例示例  2—多多gpfdist实例实例

示例示例  3—多多gpfdists实例实例

示例示例  4—有错误日志记录的单个有错误日志记录的单个gpfdist实例实例

示例示例  5—Hadoop分布式文件服务器上的分布式文件服务器上的TEXT格式格式

示例示例  6—带有标题行的带有标题行的CSV文件格式的多个文件文件格式的多个文件

示例示例  7—带有脚本的可读外部带有脚本的可读外部Web表表

示例示例  8—使用使用gpfdist的可写外部表的可写外部表

示例示例  9—具有脚本的可写外部具有脚本的可写外部Web表表

示例示例  10—支持支持XML转换的可读和可写外部表转换的可读和可写外部表

Parent topic: 定义外部表

示例1 —单NIC机器上的单个gpfdist实例

创建一个可读的外部表，ext_expenses，使用 gpfdist 协议。文件使用竖线（|）
作为列分割符进行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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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EXTERNAL TABLE ext_expenses ( name text,
    date date, amount float4, category text, desc1 text )
    LOCATION ('gpfdist://etlhost-1:8081/*')
FORMAT 'TEXT' (DELIMITER '|');

Parent topic: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

示例2-多gpfdist实例

使用 gpfdist 协议从所有带有 txt 扩展名的文件中创建一个可读的外部表
ext_expenses。 列分隔符为一个竖线( | )， NULL (' ')为一个空格。

=# CREATE EXTERNAL TABLE ext_expenses ( name text, 
   date date,  amount float4, category text, desc1 text ) 
   LOCATION ('gpfdist://etlhost-1:8081/*.txt', 
             'gpfdist://etlhost-2:8081/*.txt')
   FORMAT 'TEXT' ( DELIMITER '|' NULL ' ') ;

Parent topic: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

示例3-多gpfdists实例

使用 gpfdists 协议从所有带有 txt 扩展名的文件中创建一个可读的外部表
ext_expenses 。 列分隔符为一个竖线( | )， NULL (' ')为一个空格。有关安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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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位置的信息，请参阅 gpfdists:// 协议.

1. 运行带有 --ssl 选项的 gpfdist 。

2. 运行以下命令。

=# CREATE EXTERNAL TABLE ext_expenses ( name text, 
   date date,  amount float4, category text, desc1 text ) 
   LOCATION ('gpfdists://etlhost-1:8081/*.txt', 
             'gpfdists://etlhost-2:8082/*.txt')
   FORMAT 'TEXT' ( DELIMITER '|' NULL ' ') ;

Parent topic: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

示例4 —有错误日志记录的单个gpfdist实例

使用 gpfdists 协议从带有 txt 扩展名的所有文件创建一个可读的外部表
ext_expenses 。 列分隔符是一个管道(|)，NULL(' ')是一个空格。

对外部表的访问是单行错误隔离模式。输入数据格式错误会在MPP数据库内部
捕获，并带有错误说明。有关调查错误行的信息，请参见 在错误日志中查看不
正确的行 您可以查看错误，修复问题，然后重新加载被拒绝的数据。如果一个
Segment上的错误计数大于5 （the SEGMENT REJECT LIMIT 值）, 则整个外
部表操作失败，不处理任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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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EXTERNAL TABLE ext_expenses ( name text, 
   date date, amount float4, category text, desc1 text ) 
   LOCATION ('gpfdist://etlhost-1:8081/*.txt', 
             'gpfdist://etlhost-2:8082/*.txt')
   FORMAT 'TEXT' ( DELIMITER '|' NULL ' ')
   LOG ERRORS SEGMENT REJECT LIMIT 5;

从CSV格式的文本文件中创建可读的 ext_expenses 表，请执行以下操作：

=# CREATE EXTERNAL TABLE ext_expenses ( name text, 
   date date,  amount float4, category text, desc1 text ) 
   LOCATION ('gpfdist://etlhost-1:8081/*.txt', 
             'gpfdist://etlhost-2:8082/*.txt')
   FORMAT 'CSV' ( DELIMITER ',' )
   LOG ERRORS SEGMENT REJECT LIMIT 5;

Parent topic: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

示例5 — Hadoop分布式文件服务器上的TEXT格式

使用 pxf 协议创建一个可读外部表 ext_expenses。列分割符为竖线 ( | )。

=# CREATE EXTERNAL TABLE ext_expenses ( name text, 
   date date,  amount float4, category text, desc1 text ) 
   LOCATION ('pxf://dir/data/filename.txt?PROFILE=hdfs:text') 
   FORMAT 'TEXT' (DELIMITER '|');

有关使用MPP平台扩展框架（PXF）来访问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上的数据的
信息，请参阅 使用PXF访问外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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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

Example 6—带有标题行的CSV文件格式的多个文件

使用 file 协议创建一个可读外部表 ext_expenses。 这些文件是 CSV 格式的，
并且有一个标题行。

=# CREATE EXTERNAL TABLE ext_expenses ( name text, 
   date date,  amount float4, category text, desc1 text ) 
   LOCATION ('file://filehost/data/international/*', 
             'file://filehost/data/regional/*',
             'file://filehost/data/supplement/*.csv')
   FORMAT 'CSV' (HEADER);

Parent topic: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

示例7 —带有脚本的可读外部Web表

在每一个Segment主机上执行一次脚本来创建一个可读外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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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EXTERNAL WEB TABLE log_output (linenum int, 
    message text) 
   EXECUTE '/var/load_scripts/get_log_data.sh' ON HOST 
   FORMAT 'TEXT' (DELIMITER '|');

Parent topic: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

示例8-使用gpfdist的可写外部表

创建一个可写的外部表 sales_out ，该表使用 gpfdist 将输出数据写入文件
sales.out， 列分隔符为一个竖线( | )， NULL (' ')为一个空格。该文件将在启动
gpfdist文件服务器时在指定的目录中创建。

=#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 sales_out (LIKE sales) 
   LOCATION ('gpfdist://etl1:8081/sales.out')
   FORMAT 'TEXT' ( DELIMITER '|' NULL ' ')
   DISTRIBUTED BY (txn_id);

Parent topic: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

示例9 —具有脚本的可写外部Web表

创建一个可写的外部web表 campaign_out ，将Segments接收到的输出数据传
输到可执行脚本，to_adreport_et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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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WEB TABLE campaign_out
    (LIKE campaign)
    EXECUTE '/var/unload_scripts/to_adreport_etl.sh'
    FORMAT 'TEXT' (DELIMITER '|');

Parent topic: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

示例10 —可XML转换的可读和可写外部表

MPP数据库可以使用gpfdist在外部表中读取和写入XML数据。有关设置XML转
换的信息，请参阅 使用gpfdist和gpload转换外部数据.

Parent topic: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

使用PXF访问外部数据
您组织管理的数据可能已存在于外部源中，例如Hadoop，对象存储库和其他
SQL数据库。 MPP平台扩展框架（PXF）通过内置连接器提供对此外部数据的
访问，该连接器将外部数据源映射到MPP数据库表定义。

PXF随Hadoop和对象存储连接器一起安装。 这些连接器使您能够读取以文
本，Avro，JSON，RCFile，Parquet，SequenceFile和ORC格式存储的外部数
据。 您可以使用JDBC连接器访问外部SQL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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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在以前版本的MPP Database中，您可能已使用 gphdfs外部表协议来访问
存储在Hadoop中的数据。 MPP 数据库6.0.0版删除了gphdfs协议。 使用PXF
和pxf外部表协议访问MPP数据库版本6.x中的Hadoop。

MPP平台扩展框架包括协议C库和Java服务。 配置并初始化PXF后，在每个
MPP数据库段主机上启动单个PXF JVM进程。 这个长时间运行的进程同时提供
多个查询请求。

有关PXF的体系结构和使用PXF的详细信息，请参阅MPP Platform Extension
Framework (PXF)文档。

Parent topic: 使用外部数据
Parent topic: 装载和卸载数据

使用外部表访问外部数据
MPP数据库实现了SQL / MED规范的一部分，允许您使用常规SQL查询访问驻
留在MPP之外的数据。 这些数据称为外部数据。

您可以在外部数据包装器的帮助下访问外部数据。 外部数据包装器是与远程数
据源通信的库。 该库隐藏了特定源的连接和数据访问详细信息。 一些外部数据
包装器将作为MPP Database contrib模块提供， 包括file_fdw和postgres_fdw。
如果现有的外部数据包装器都不适合您的需求，您可以编写如编写外部数据包装
器中所述的自己的外部数据包装器。 写一个外部数据的包装器.

要访问外部数据，请创建外部服务器对象，该对象根据其支持的外部数据包装器
使用的选项集定义如何连接到特定的远程数据源。 然后创建一个或多个外部
表，这些表定义远程数据的结构。外表可以像普通表一样在查询中使用，但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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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MPP数据库服务器中没有存储任何数据。每当访问外部表时，MPP数据库
都会要求外部数据包装器从远程源中获取数据或更新数据（如果包装器支持）。

访问远程数据可能需要对远程数据源进行身份验证。 该信息可以由用户映射提
供，该映射可以基于当前的MPP数据库角色提供诸如用户名和密码之类的附加
数据。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 CREATE FOREIGN DATA WRAPPER, CREATE
SERVER, CREATE USER MAPPING， 和 CREATE FOREIGN TABLE.

写一个外部数据的包装器写一个外部数据的包装器

Parent topic: 使用外部数据

写一个外部数据的包装器

本章概述了如何写一个新的外部数据包装器。

外部表上的所有操作都是通过其外部数据包装器（FDW）处理的，FDW是一个
包含了MPP数据库服务器核心调用的一组函数组成的库。 外部数据包装器负责
从远程数据存储中获取数据并将其递交给MPP数据库执行器。 如果外部数据支
持更新，则包装器也必须能处理。

当你准备自己写一个包装器的时候，包含在MPP数据库在github上的开源仓库里
的外部数据包装器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你需要查阅一下contrib/目录下的
file_fdw 和postgres_fdw 模块。 CREATE FOREIGN DATA WRAPPER 的参考
页面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Note: 注意: SQL标准里，定义了一个关于写外部数据包装器的接口。MP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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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没有实现这个API，因为适配该API到MPP数据库里的成本太高，并且这个
API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

该文章包含如下章节：

需要准备的东西

已知问题和限制

头文件

外部数据包装器函数

外部数据包装器回调函数

外部数据包装器帮助函数

MPP数据库注意事项

使用PGXS建立一个外部数据包装器扩展

部署注意事项

Parent topic: 使用外部表访问外部数据

需要准备的东西

当开发MPP数据库外部数据包装器API时：

必须在一个与MPP数据库宿主机相同硬件和软件环境的机器上开发你的代
码。

代码必须用version-1的接口，使用像C一样的编译式语言。想更多了解关于C
语言调用规则和动态加载，请参考 C语言函数文档 。

目标文件中的符号名称不能有冲突，也不能和MPP数据库里冲突。如果出现
了这种错误，必须重命名函数和变量。

复习访问外部数据表中关于外部表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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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问题和限制

MPP 6 Beta版的外部数据包装器实现包括如下已知问题和限制：

MPP 6 Beta版不会安装任何外部数据包装器。

MPP数据库仅对外部表扫描使用mpp_execute选项值。 当插入或更新一个外
部表的时候，MPP不遵循mpp_execute设置；所有的写操作都从master进行
初始化。

头文件

开发外部数据包装器过程中可能使用到的头文件在mpp-db/src/include/目录里
（针对MPP数据库github开源仓库做开发时），或安装
在$GPHOME/include/postgresql/server/目录里（针对MPP安装版做开发时）：

foreign/fdwapi.h - FDW API 相关结构体和回调函数

foreign/foreign.h - FDW帮助相关的结构体和函数

catalog/pg_foreign_table.h - 外部表定义

catalog/pg_foreign_server.h - 外部服务定义

您的FDW代码也可能依赖于访问远程数据存储所需的头文件和库。

外部数据包装器函数

开发者必须实现一个SQL可调用的处理函数，和一个可选的验证函数。这两个函
数必须使用像C一样的编译语言，都用version-1接口。

处理函数会返回一个被MPP数据库优化器，执行器和各个维护命令调用的函数
指针结构体。 处理函数必须在MPP数据库中注册为不带参数并且返回特殊的伪
类型fdw_handler。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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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FUNCTION NEW_fdw_handler()
  RETURNS fdw_handler
  AS 'MODULE_PATHNAME'
LANGUAGE C STRICT;

写一个外部数据包装器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实现这些回调函数。 对于在SQL级别
不可见或不可调用的FDW API回调函数和普通的C函数在 Foreign Data
Wrapper Callback Functions里有详细描述。

验证器函数负责验证CREATE和ALTER命令中为其外部数据包装器提供的选
项， 以及使用包装器的外部服务器， 用户映射和外部表。 验证器函数必须注册
为带两个参数，一个包含要验证的选项的文本数组，以及一个表示与选项关联的
对象类型的OID。例如：

CREATE FUNCTION NEW_fdw_validator( text[], oid )
  RETURNS void
  AS 'MODULE_PATHNAME'
LANGUAGE C STRICT;

OID参数反映了对象存储在系统catalog中的类型，其中包括
ForeignDataWrapperRelationId, ForeignServerRelationId,
UserMappingRelationId, 或 ForeignTableRelationId. 如果外部数据包装器未提
供验证器函数，则MPP数据库不会在对象创建时或对象更改时检查选项有效
性。

外部数据包装器回调函数

外部数据包装器API定义了MPP数据库在扫描和更新外部表时调用的回调函数。
API还包括了对外部表做explain和analyze操作的回调函数。

外部数据包装器处理函数会返回一个由palloc申请的包含下面描述的回调函数指
针的FdwRoutine结构体。 FdwRoutine结构体存储在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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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foreign/fdwapi.h中，下面是定义：

/*
 * FdwRoutine is the struct returned by a foreign-data wrapper's handler
 * function.  It provides pointers to the callback functions needed by the
 * planner and executor.
 *
 * More function pointers are likely to be added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 it's recommended that the handler initialize the struct with
 * makeNode(FdwRoutine) so that all fields are set to NULL.  This will
 * ensure that no fields are accidentally left undefined.
 */
typedef struct FdwRoutine
{
 NodeTag  type;

 /* Functions for scanning foreign tables */
 GetForeignRelSize_function GetForeignRelSize;
 GetForeignPaths_function GetForeignPaths;
 GetForeignPlan_function GetForeignPlan;
 BeginForeignScan_function BeginForeignScan;
 IterateForeignScan_function IterateForeignScan;
 ReScanForeignScan_function ReScanForeignScan;
 EndForeignScan_function EndForeignScan;

 /*
  * Remaining functions are optional.  Set the pointer to NULL for any that
  * are not provided.
  */

 /* Functions for updating foreign tables */
 AddForeignUpdateTargets_function AddForeignUpdateTargets;
 PlanForeignModify_function PlanForeignModify;
 BeginForeignModify_function BeginForeignModify;
 ExecForeignInsert_function ExecForeignInsert;
 ExecForeignUpdate_function ExecForeignUpdate;
 ExecForeignDelete_function ExecForeignDelete;
 EndForeignModify_function EndForeignModify;
 IsForeignRelUpdatable_function IsForeignRelUpdatable;

 /* Support functions for EXPLAIN */
 ExplainForeignScan_function ExplainForeign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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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ainForeignScan_function ExplainForeignScan;
 ExplainForeignModify_function ExplainForeignModify;

 /* Support functions for ANALYZE */
 AnalyzeForeignTable_function AnalyzeForeignTable;
} FdwRoutine;

必须在外部数据包装器中实现和扫描相关的函数，其他回调函数是可选的。

扫描相关的函数包括：

回调签名回调签名 描述描述

void
GetForeignRelSize (PlannerInfo *root,
                   RelOptInfo *baserel,
                   Oid foreigntableid)

获取一个外部表大小的估算值。
在对一个外部表做查询计划的开
始时调用。

void
GetForeignPaths (PlannerInfo *root,
                 RelOptInfo *baserel,
                 Oid foreigntableid)

为一个外部表的扫描操作创建可
能的访问路径。在查询计划过程
中调用。
Note: 注意：一个与MPP数据库
相兼容的FDW必须在它的 GetF
oreignPaths()回调函数中调用 cr
eate_foreignscan_path()。

ForeignScan *
GetForeignPlan (PlannerInfo *root,
                RelOptInfo *baserel,
                Oid foreigntableid,
                ForeignPath *best_path,
                List *tlist,
                List *scan_clauses)

从已选择的外部访问路径中创建
一个ForeignScan计划节点。 在
查询计划结束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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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BeginForeignScan (ForeignScanState *node,
                  int eflags)

开始执行一个外部扫描。在执行
器启动时调用。

TupleTableSlot *
IterateForeignScan (ForeignScanState *node)

从外部源获取一行，并在一个元
组表槽中返回；如果没有可用的
行则返回NULL。

void
ReScanForeignScan (ForeignScanState *node)

从头开始重新扫描。

void
EndForeignScan (ForeignScanState *node)

结束扫描并释放资源。

回调签名回调签名 描述描述

关于FDW回调函数的输入输出更详细的信息，请参考PostgreSQL文档 Foreign
Data Wrapper Callback Routines。

外部数据包装器帮助函数

FDW API从MPP数据库核心服务输出了几个帮助函数， 所以外部数据包装器的
作者可以轻松的访问FDW相关对象的属性， 比如当用户创建或修改外部数据包
装器、服务或外部表时提供的选项。 要使用这些帮助函数，必须在源文件里包
含foreign.h头文件：

#include "foreign/foreig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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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W API包括了下面表格列出的这些帮助函数。 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些函数的信
息请参考PostgreSQL文档 Foreign Data Wrapper Helper Functions。

帮着签名帮着签名 描述描述

ForeignDataWrapper *
GetForeignDataWrapper(Oid fdwid);

通过给定的O
ID，返回外
部数据包装
器ForeignDa
taWrapper对
象。

ForeignDataWrapper *
GetForeignDataWrapperByName(const char *name, bool missing_ok);

通过给定的
名称，返回
外部数据包
装器Foreign
DataWrappe
r对象。

ForeignServer *
GetForeignServer(Oid serverid);

通过给定的O
ID，返回外
部服务的For
eignServer对
象。

ForeignServer *
GetForeignServerByName(const char *name, bool missing_ok);

通过给定的
名称，返回
外部服务的F
oreignServer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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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Mapping *
GetUserMapping(Oid userid, Oid serverid);

在给定的服
务上为给定
的用户返回
用户映射Use
rMapping对
象。

ForeignTable *
GetForeignTable(Oid relid);

根据OID返回
对应外部表
的ForeignTa
ble对象。

List *
GetForeignColumnOptions(Oid relid, AttrNumber attnum);

根据OID对应
的外部表和
属性编号，
返回列的FD
W选项。

帮着签名帮着签名 描述描述

MPP数据库注意事项

一个MPP数据库用户可以在创建和修改一个外部表、外部服务或外部数据包装
器时指定mpp_execute选项。 一个MPP数据库兼容的外部数据包装器会在扫描
时检查mpp_execute属性值并根据它决定向哪发送数据， 包括：向master（默
认值），任何节点（master或任何一个节点），或所有节点。

Note: 注意： 不管mpp_execute如何设置， 使用外部数据包装器的写/更新操作
总是在MPP数据库master节点上执行。

下面的扫描代码片段探测与外部表关联的mpp_execute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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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Table *table = GetForeignTable(foreigntableid);
if (table->exec_location == FTEXECLOCATION_ALL_SEGMENTS)
{
    ...
}
else if (table->exec_location == FTEXECLOCATION_ANY)
{
    ...
}
else if (table->exec_location == FTEXECLOCATION_MASTER)
{
    ...
} 

如果外部表创建和外部服务的时候没有设置mpp_execute， 外部数据包装器会
探测并决定。 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外部数据相关的对象设置mpp_execute， 则使
用默认的master。

如果外部数据包装器支持mpp_execute设置成'all'， 它会实现一个MPP节点与数
据匹配的策略。 为了不重复的从远处取数据，每个节点上的FDW必须能决定哪
部分数据归它负责。 一个FDW会使用节点标识和节点数量去帮助做这个决定。
这面这段代码演示了一个外部数据包装器是怎样获取节点编号和节点数量的：

int segmentNumber = GpIdentity.segindex;
int totalNumberOfSegments = getgpsegmentCount();

使用PGXS建立一个外部数据包装器扩展

将你用FDW API写的外部数据包装器函数编译成MPP数据库按需加载的一个或
多个共享库。

你可以使用PostgreSQL扩展基础库(PGXS)为MPP数据库安装构建外部数据包
装器的源代码。该框架自动化了简单模块的常用构建规则。如果你需要构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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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用例，你必须写自己的构建系统。

使用PGXS基础库为你的FDW生成一个共享库，创建一个设置好PGXS相关变量
的简单的Makefile。

Note: 注意： 请参考Extension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文档中关于PGXS支持
的Makefile变量。

例如：下面Makefile根据base_fdw_1.c和base_fdw_2.c这两个C的源文件在当前
工作目录生成了一个名字叫base_fdw.so的共享库：

MODULE_big = base_fdw
OBJS = base_fdw_1.o base_fdw_2.o

PG_CONFIG = pg_config
PGXS := $(shell $(PG_CONFIG) --pgxs)

PG_CPPFLAGS = -I$(shell $(PG_CONFIG) --includedir)
SHLIB_LINK = -L$(shell $(PG_CONFIG) --libdir)
include $(PGXS)

下面是Makefile中用到的指令的描述：

MODULE_big - 标识Makefile生成的共享库的基本名称。

PG_CPPFLAGS - 将MPP数据库安装中的include/目录加到到编译器头文件
的查找路径里。

SHLIB_LINK 将MPP数据库安装中的库目录($GPHOME/lib/)加到链接查找路
径里。

PG_CONFIG和PGXS变量设置和include语句是必需的， 通常位
于Makefile的最后三行。

要将外部数据包装器打包为MPP数据库扩展，可以创建脚本 （newfdw -
version.sql）和控制 （newfdw.control）文件，这些文件注册FDW句柄和验证
器函数，创建外部数据包装器并识别FDW共享库文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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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注意： PostgreSQL文档Packaging Related Objects into an Extension 描
述了如何打包一个扩展。

示例名为base_fdw--1.0.sql的外部数据包装器扩展脚本样例：

CREATE FUNCTION base_fdw_handler()
  RETURNS fdw_handler
  AS 'MODULE_PATHNAME'
LANGUAGE C STRICT;

CREATE FUNCTION base_fdw_validator(text[], oid)
  RETURNS void
  AS 'MODULE_PATHNAME'
LANGUAGE C STRICT;

CREATE FOREIGN DATA WRAPPER base_fdw
  HANDLER base_fdw_handler
  VALIDATOR base_fdw_validator;

示例名为base_fdw.control的FDW控制文件：

# base_fdw FDW extension
comment = 'base foreign-data wrapper implementation; does not do much'
default_version = '1.0'
module_pathname = '$libdir/base_fdw'
relocatable = true

把下面这些指令加到Makefile里， 可以指定FDW扩展控制文件的基本名称
（EXTENSION） 和SQL脚本（DATA）：

EXTENSION = base_fdw
DATA = base_fdw--1.0.sql

在包含有这些命令的Makefile文件目录里运行make install 会将共享库、FDW
SQL和控制文件拷贝到MPP数据库安装目录中（$GPHOME）特定的或默认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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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注意事项

您必须以适合在MPP数据库群集中部署的形式打包FDW共享库和扩展文件。当
你创建和部署安装包时，考虑一下因素：

FDW共享库必须安装到集群中master节点和每个segment节点的相同位置。
在.control文件里指定这个路径。这个路径通常是$GPHOME/lib/postgresql/。

FDW的.sql和.control文件必须安装到集群中 master节点和每个segment节点
的$GPHOME/share/postgresql/extension/路径。

gpadmin用户必须拥有访问整个FDW共享库和扩展文件的权限。

使用MPP的并行文件服务器（gpfdist）
gpfdist协议用于CREATE EXTERNAL TABLE SQL命令，以访问MPP
Database gpfdist文件服务器实用程序提供的外部数据。 当外部数据由gpfdist提
供时，MPP数据库系统中的所有节点都可以并行读取或写入外部表数据。

本主题介绍将gpfdist与外部表一起使用的设置和管理任务。

关于gpfdist和外部表

关于gpfdist设置和性能

控制Segment并行

安装gpfdist

启动和停止gpfdist

解决gpfdist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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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使用外部数据

关于gpfdist和外部表

gpfdist文件服务器实用程序位于MPP数据库主节点和每个节点上
的$GPHOME/bin目录中。 启动gpfdist实例时，您指定一个侦听端口以及一个包
含要读取的文件或要写入文件的目录的路径。 例如，此命令在后台运
行gpfdist，侦听端口8801，并在/home/gpadmin/external_files目录中提供文
件：

$ gpfdist -p 8801 -d /home/gpadmin/external_files &

CREATE EXTERNAL TABLE命令LOCATION子句将外部表定义连接到一个或
多个gpfdist实例。 如果外部表是可读的，则gpfdist服务器从指定目录中的文件
读取数据记录， 将它们打包到块中，并在响应MPP数据库节点的请求时发送该
块。 这些节点解压缩它们接收的行并根据外部表的分发策略分发它们。 如果外
部表是可写表，则节点将请求中的行块发送到gpfdist，gpfdist将它们写入外部文
件。

外部数据文件可以包含CSV格式的行或CREATE EXTERNAL TABLE命令
的FORMAT子句支持的任何分隔文本格式。 此外，gpfdist可以配置YAML格式
的文件，以在支持的文本格式和另一种格式（例如XML或JSON）之间转换外部
数据文件。 有关如何使用gpfdist将外部XML文件读入MPP数据库可读外部表的
示例，请参阅<ref>。

对于可读的外部表，gpfdist会自动解压缩gzip（.gz）和bzip2（.bz2）文件。 您
可以使用通配符（*）或其他C样式模式匹配来表示要读取的多个文件。 外部文
件路径都假定相对于启动gpfdist实例时指定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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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gpfdist设置和性能

您可以在多个主机上运行gpfdist实例，也可以在每个主机上运行多个gpfdist实
例。 这允许您策略性地部署gpfdist服务器，以便通过利用所有可用的网络带宽
和MPP数据库的并行性来获得快速的数据加载和卸载速率。

允许网络流量同时使用所有的ETL主机网络接口卡（NIC）。 在ETL主机上运
行一个gpfdist实例，

Figure 1. 使用带多个NIC的单一gpfdist实例的外部表 

在ETL主机上的多个gpfdist实例之间平均划分外部表数据。 例如，在一个有
两个NIC的ETL系统上，运行两个gpfdist实例（每个NIC上一个）来优化数据
装载性能并且在这两个gpfdist之间平均划分外部表数据文件。

Figure 2. 使用带多个NIC的多个gpfdist实例的外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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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当用户提交文件给gpfdist时，用竖线（|）来分隔格式化好的文本。 MPP
数据库将逗号分隔的文本字符串包括在单引号或者双引号中。 gpfdist必须移除
这些引号来解析字符串。 使用竖线分隔格式化好的文本避免了这种额外的步骤
并且可以改进性能。

控制Segment并行

gp_external_max_segs服务器配置参数控制能同时访问单一gpfdist实例的
Segment实例数量。 64是默认值。用户可以设置Segment的数目为一些
Segment处理外部数据文件并且一些执行其他数据库处理。 在用户的Master实
例的postgresql.conf文件中设置这个参数。

安装gpfdist

gpfdist被装载用户的MPP数据库Master主机安装的$GPHOME/bin中。 在一个不
同于MPP数据库Master或者后备Master的机器上运行gpfdist，例如在专用于ETL
处理的机器。 在Master或者后备Master上运行gpfdist可能会对查询执行造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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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响。 要在用户的ETL服务器上安装gpfdist，请从MPP Load Tools包中得到
它并且按照它的安装指导。

启动和停止gpfdist

用户可以在用户的当前目录中或者其他指定的任何目录中启动gpfdist。默认端口
是8080。

从用户的当前目录中运行，输入：

gpfdist &

要从一个不同的目录启动，应指定提供文件的目录，还可以有选择地指定运行的
HTTP端口。

要在后台启动gpfdist 并且把输出的消息和错误记录在一个日志文件中：

$ gpfdist -d /var/load_files -p 8081 -l /home/gpadmin/log &

对于同一个ETL主机上的多个gpfdist实例（见Figure 1），为每一个实例使用一
个不同的基础目录和端口。例如：

$ gpfdist -d /var/load_files1 -p 8081 -l /home/gpadmin/log1 &
$ gpfdist -d /var/load_files2 -p 8082 -l /home/gpadmin/log2 &

在gpfdist运行在后台时停止它：

首先找到它的进程ID：

$ ps -ef | grep gpfd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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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杀死进程，例如（这个例子中的进程ID是3456）：

$ kill 3456

解决gpfdist的问题

Segment在运行时访问gpfdist。 确保MPP的Segment主机具有到gpfdist的网络
访问。 gpfdist是一个Web服务器：可以通过从MPP阵列的每一个主机
（Segment和Master）运行下列命令来测试连接：

$ wget http://gpfdist_hostname:port/filename
         

CREATE EXTERNAL TABLE定义必须有用于gpfdist的正确的主机名、端口以
及文件名、 以及相对于gpfdist提供文件的目录（gpfdist启动时指定的目录路
径）的方式指定文件和路径。 请见Examples for Creating External Tables。

如果用户在其系统上启动gpfdist且IPv6网络被禁用，测试一个IPv6端口
时，gpfdist会显示下列警告消息。

[WRN gpfdist.c:2050] Creating the socket failed

如果对应的IPv4端口可用，gpfdist会使用该端口并且忽略对于IPv6端口的警告。
要查看gpfdist测试的端口的信息，使用-V选项。

有关IPv6和IPv4网络的信息，请见操作系统的文档。

当用gpfdist或者gfdists协议读写数据时， gpfdist工具拒绝头部不包括X-GP-
PROTO的HTTP请求。 如果在头部没有检测到X-GP-PROTO，gpfist会在HTTP
响应头部的状态行中返回一个400错误： 400 invalid request (no gp-pr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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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数据库会在HTTP请求头部包括X-GP-PROTO以表示该请求是来自于MPP
数据库。

如果gpfdist实用程序挂起而没有发生读取或写入活动，则可以在下次发生挂起时
生成core文件以帮助调试问题。 将环境变量GPFDIST_WATCHDOG_TIMER设
置为gpfdist无活动等待多少秒后强制退出。 设置环境变量并且gpfdist挂起后，
实用程序将在指定的秒数后中止，创建core文件，并将中止信息发送到日志文
件。

此示例在Linux系统上设置环境变量，以便gpfdist在300秒（5分钟）无活动后退
出。

export GPFDIST_WATCHDOG_TIMER=300

装载和卸载数据
这一节中的主题描述了MPP数据库中将数据装载进来和写出去的方法，以及如
何格式化数据文件。

MPP数据库支持高性能的并行数据装载和卸载，并且支持对较少数据、单个文
件的非并行数据导入和导出。

MPP数据库可以对多种类型的外部数据源读出和写入,包括文本文件、Hadoop文
件系统、亚马逊S3以及Web服务器。

SQL命令COPY在Master主机上的一个外部文本文件或在Segment主机上的
多个文本文件和一个MPP数据库表之间传输数据。

外部表允许用户使用如SELECT、JOIN或者SORT EXTERNAL TABLE
DATA等SQL命令并行地直接查询位于数据库之外的数据。用户可以为外部表
创建视图。外部表常常被用在一个如CREATE TABLE table AS SEL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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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t_table之类的命令中，用于装载外部数据到一个普通的数据库表中

外部Web表提供对动态数据的访问。它们背后可以是来自于用HTTP协议访问
的URL的数据或者一个运行在一个或者更多Segment上的OS脚本的输出数
据。

gpfdist工具是MPP数据库的并行文件分发程序。它是一个配合外部表使用的
HTTP服务器，它允许MPP数据库的Segment并行地从多个文件系统装载外
部数据。用户可以在不同的主机和网络接口上运行多个gpfdist的实例并且并
行访问它们。

gpload工具使用gpfdist和一个YAML格式的控制文件使装载任务的步骤自动
化。

用户可以使用MPP Platform Extension Framework（PXF）创建可读写的外
部表，并使用这些表将数据加载到MPP数据库或从中卸载数据。如想了解如
何使用PXF，请参阅使用PXF访问外部数据。

装载数据的方法选择取决于源数据的特性—它的位置、尺寸、格式以及是否需要
转换。

在最简单的情况中，SQL命令COPY从一个对MPP数据库Master实例可访问的
文本文件中装载数据到一个表中。这样做不需要设置并且可以为较少的数据提供
很好的性能。通过COPY命令，数据可以在Master主机上的单个文件和数据库之
间来回复制。这限制数据集的总尺寸为外部文件所在文件系统的容量并且把数据
传输限制为一个单一的文件写流。

用于大型数据集的更高效的数据装载选项利用了MPP数据库的MPP架构，使用
MPP数据库的Segment并行装载数据。这些方法允许数据从多个文件系统通过
多个主机上的多个NIC被装载，达到非常高的数据传输率。外部表允许用户从数
据库中像访问普通数据库表一样访问外部文件。在与MPP数据库的并行文件分
发程序gpfdist一起使用时，外部表通过使用所有的MPP数据库Segment来装载
或卸载数据达到完全并行。

MPP数据库利用了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的并行架构来访问其上的文件。

使用外部表装载数据使用外部表装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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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和写入非装载和写入非HDFS自定义数据自定义数据

处理装载错误处理装载错误

用用gpload装载数据装载数据

使用使用PXF访问外部数据访问外部数据
您组织管理的数据可能已存在于外部源中，例如Hadoop，对象存储库和其他
SQL数据库。 MPP平台扩展框架（PXF）通过内置连接器提供对此外部数据
的访问，该连接器将外部数据源映射到MPP数据库表定义。

使用使用gpfdist和和gpload转换外部数据转换外部数据
gpfdist并行文件服务器允许用户设置转换，使MPP数据库外部表能够
以CREATE EXTERNAL TABLE命令的FORMAT子句不支持的格式读取和写
入文件。input转换以外部数据格式读取文件，并以CSV或外部表的FORMAT
子句中指定的其他文本格式将行输出到gpfdist。output转换以文本格式
从gpfdist接收行，并将它们转换为外部数据格式。

用用COPY装载数据装载数据

在单行错误隔离模式中运行在单行错误隔离模式中运行COPY

优化数据装载和查询性能优化数据装载和查询性能

从从MPP数据库卸载数据数据库卸载数据

格式化数据文件格式化数据文件

自定义数据访问协议实例自定义数据访问协议实例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

使用外部表装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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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如INSERT和SELECT这样的SQL命令查询一个可读外部表，和查询一个普
通数据库表是同样的方式。例如，要从一个外部表ext_expenses装载差旅费数
据到一个数据库表 expenses_travel：

=# INSERT INTO expenses_travel 
    SELECT * from ext_expenses where category='travel';

要载入所有数据到一个新的数据库表：

=# CREATE TABLE expenses AS SELECT * from ext_expenses;

Parent topic: 装载和卸载数据

装载和写入非HDFS自定义数据
MPP对于导入和导出数据支持TEXT和CSV格式。用户可以通过定义和使用一种
自定义格式或者自定义协议来装载或者写入其他格式的数据。

使用一种自定义格式使用一种自定义格式

使用一种自定协议使用一种自定协议

Parent topic: 装载和卸载数据

使用一种自定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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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种自定义格式

用户在CREATE EXTERNAL TABLE的FORMAT子句中指定一种自定义数据格
式。

FORMAT 'CUSTOM' (formatter=format_function, key1=val1,...keyn=valn)

这里'CUSTOM'关键词表示数据是一种自定义格式，而formatter指定用来格式化
该数据的函数，其后跟着给formatter函数的用逗号分隔的参数。

MPP数据库为格式化固定宽度的数据提供了函数，但是用户必须编写用于可变
宽度数据的formatter函数。步骤如下。

1. 编写并且编译输入和输出函数为一个共享库。

2. 用CREATE FUNCTION在MPP数据库中指定该共享库函数。

3. 使用CREATE EXTERNAL TABLE的FORMAT子句的formatter参数来调用该
函数。

导入和导出固定宽度的数据导入和导出固定宽度的数据

例子：读取宽度固定的数据例子：读取宽度固定的数据

Parent topic: 装载和写入非HDFS自定义数据

导入和导出固定宽度的数据

用MPP数据库函数fixedwith_in和fixedwidth_out为固定宽度的数据指定自定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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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些函数已经存在于文
件$GPHOME/share/postgresql/cdb_external_extensions.sql中。下面的例子声
明一个自定格式，然后调用fixedwidth_in函数来格式化数据。

CREATE READABLE EXTERNAL TABLE students (
name varchar(20), address varchar(30), age int)
LOCATION ('file://<host>/file/path/')
FORMAT 'CUSTOM' (formatter=fixedwidth_in, 
         name='20', address='30', age='4');

下列选项指定如何导入固定宽度的数据。

读取所有数据。
要装载一行固定宽度数据上的所有域，用户必须按照它们的物理顺序装载它
们。用户必须指定域长度，但不能指定开始和结束位置。固定宽度参数中的
域名称必须匹配CREATE TABLE命令开头的域列表中的顺序。

设置空白和空值字符的选项。
T拖尾的空白会被默认修剪掉。要保留拖尾的空白，使
用preserve_blanks=on选项。用户可以用preserve_blanks=off选项重置拖尾
空白选项为默认值。使用null='null_string_value'选项来为空值字符指定一个
值。

如果用户指定preserve_blanks=on，用户还必须为空值字符定义一个值。

如果用户指定preserve_blanks=off、空值没有定义并且域只包含空白，MPP
会写一个空值到表中。如果定义了空值，MPP会写一个空串到表中。使
用line_delim='line_ending'参数来指定行结束字符。下面的例子覆盖了大部分
情况。E指定了一个转义字符串常量。

line_delim=E'\n'
line_delim=E'\r'
line_delim=E'\r\n'
line_delim='abc'

Parent topic: 使用一种自定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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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读取宽度固定的数据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如何读取宽度固定的数据。

例 1 – 装载一个所有域都定义好的表

CREATE READABLE EXTERNAL TABLE students (
name varchar(20), address varchar(30), age int)
LOCATION ('file://<host>/file/path/')
FORMAT 'CUSTOM' (formatter=fixedwidth_in, 
         name=20, address=30, age=4);

例 2 – 装载一个打开了PRESERVED_BLANKS的表

CREATE READABLE EXTERNAL TABLE students (
name varchar(20), address varchar(30), age int)
LOCATION ('gpfdist://<host>:<portNum>/file/path/')
FORMAT 'CUSTOM' (formatter=fixedwidth_in, 
         name=20, address=30, age=4,
        preserve_blanks='on',null='NULL');

例 3 – 装载没有行定界符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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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READABLE EXTERNAL TABLE students (
name varchar(20), address varchar(30), age int)
LOCATION ('file://<host>/file/path/')
FORMAT 'CUSTOM' (formatter=fixedwidth_in, 
         name='20', address='30', age='4', line_delim='?@')

例 4 – 用\r\n行定界符创建一个可写的外部表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 students_out (
name varchar(20), address varchar(30), age int)
LOCATION ('gpfdist://<host>:<portNum>/file/path/students_out.txt')     
FORMAT 'CUSTOM' (formatter=fixedwidth_out, 
        name=20, address=30, age=4, line_delim=E'\r\n');

Parent topic: 使用一种自定义格式

使用一种自定协议

MPP提供了诸如gpfdist、http以及file等协议来通过网络访问数据，或者用户可
以创作一个自定义协议。用户可以为自定义协议使用标准的数据格
式TEXT和CSV，或者使用一种自定义数据格式。

只要可用的内建协议无法满足一种特定需要，用户就可以创建一种自定义的协
议。例如，如果用户需要并行地把MPP数据库直接连接到另一个系统，并且在
两者之间发送数据流而无需在磁盘上物化系统数据或者使用gpfdist这样的中间进
程。用户必须是超级用户才能创建和注册自定义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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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C语言和预定义的API创作发送、接受以及（可选的）验证器函数。这些函
数会被编译并且注册在MPP数据库中。自定义协议的例子可见自定义数据访
问协议实例

2. 在编写并且编译读写函数到一个共享对象（.so）中之后，声明一个数据库函
数指向该.so文件和函数名。
下面的例子使用了编译好的导入和导出代码。

CREATE FUNCTION myread() RETURNS integer
as '$libdir/gpextprotocol.so', 'myprot_import'
LANGUAGE C STABLE;
CREATE FUNCTION mywrite() RETURNS integer
as '$libdir/gpextprotocol.so', 'myprot_export'
LANGUAGE C STABLE;

可选函数的格式是：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myvalidate() RETURNS void 
AS '$libdir/gpextprotocol.so', 'myprot_validate' 
LANGUAGE C STABLE; 

3. 创建一个访问这些函数的协议。Validatorfunc是可选的。

CREATE TRUSTED PROTOCOL myprot(
writefunc='mywrite',
readfunc='myread', 
validatorfunc='myvalidate');

4. 必要时，把访问权限授予给任何其他用户。

GRANT ALL ON PROTOCOL myprot TO otheruser;

5. 在可读或可写外部表中使用该协议。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 ext_sales(LIKE sales)
LOCATION ('myprot://<meta>/<meta>/…')
FORMAT 'TEXT';
CREATE READABLE EXTERNAL TABLE ext_sales(LIKE sales)
LOCATION('myprot://<meta>/<meta>/…')
FORMAT 'TEXT';

用SQL命令CREATE TRUSTED PROTOCOL声明自定义协议，然后使
用GRANT命令把访问权限授予给用户。例如：

允许一个用户使用一种受信的协议创建一个可读的外部表

GRANT SELECT ON PROTOCOL <protocol name> TO <user name>;

允许一个用户使用一种受信的协议创建一个可写的外部表

GRANT INSERT ON PROTOCOL <protocol name> TO <user name>;

允许一个用户使用一种受信的协议创建一个可读写的外部表

GRANT ALL ON PROTOCOL <protocol name> TO <user name>;

Parent topic: 装载和写入非HDFS自定义数据

处理装载错误
可读外部表最常被用来选择数据装载到普通数据库表中。用户使用CREATE
TABLE AS SELECT或者INSERT INTO 命令来查询外部表数据。默认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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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包含错误，整个命令会失败并且数据不会被装载到目标数据库表中。

SEGMENT REJECT LIMIT子句允许用户隔离外部表数据中的格式错误并且继续
装载正确格式的行。使用SEGMENT REJECT LIMIT设置一个错误阈值，就可以
指定拒绝限制计数为ROWS的数量（默认）或者全部行的一个PERCENT（1-
100）。

如果错误行的数量达到SEGMENT REJECT LIMIT，整个外部表操作会被中止并
且不会有行被处理。错误行的限制是针对每个Segment的，而不针对整个操作。
如果错误行的数量没有达到SEGMENT REJECT LIMIT，该操作处理所有好的行
并且抛弃错误的行，也可以选择把错误行的格式错误记录下来。

LOG ERRORS子句允许用户保留错误行以便进一步的检查。关于LOG
ERRORS子句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CREATE EXTERNAL
TABLE命令。

若用户设置了SEGMENT REJECT LIMIT，MPP以单行错误隔离模式扫描外部
数据。单行错误隔离模式适用于外部数据行有如多出或者缺少属性、属性数据类
型错误或者非法客户端编码序列等格式错误的情况。MPP不会检查约束错误，
但是用户可以通过在运行时限制外部表的SELECT来过滤约束错误。例如，要消
除重复键错误：

=# INSERT INTO table_with_pkeys 
    SELECT DISTINCT * FROM external_table;

Note: 在用COPY命令或者外部表装载数据时，服务器配置参
数gp_initial_bad_row_limit的值限制最开始的没有被正确格式化的行的数量。默
认是如果前1000行都包含格式化错误，则停止处理。关于该参数的信息请
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定义一个带有单行错误隔离的外部表定义一个带有单行错误隔离的外部表

捕捉行格式化错误并且声明拒绝极限捕捉行格式化错误并且声明拒绝极限

在错误日志中查看不正确的行在错误日志中查看不正确的行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在表之间移动数据在表之间移动数据

Parent topic: 装载和卸载数据

定义一个带有单行错误隔离的外部表

下面的例子在MPP数据库内部记录错误并且设置错误阈值为10个错误。

=# CREATE EXTERNAL TABLE ext_expenses ( name text, 
   date date,  amount float4, category text, desc1 text ) 
   LOCATION ('gpfdist://etlhost-1:8081/*', 
             'gpfdist://etlhost-2:8082/*')
   FORMAT 'TEXT' (DELIMITER '|')
   LOG ERRORS SEGMENT REJECT LIMIT 10 
     ROWS;

使用内建的SQL函数gp_read_error_log('external_table')来读取错误日志数据。
这个例子命令显示了ext_expenses的日志错误：

SELECT gp_read_error_log('ext_expenses');

有关错误日志格式的信息，请见在错误日志中查看不正确的行

内建SQL函数gp_truncate_error_log('external_table')删除错误数据。这个例子
删除从上前一个外部表例子创建的错误日志数据：

SELECT gp_truncate_error_log('ext_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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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处理装载错误

捕捉行格式化错误并且声明拒绝极限

下面的SQL片段会捕捉MPP数据库内部的格式化错误并且声明一个拒绝极限为
10行。

LOG ERRORS SEGMENT REJECT LIMIT 10 ROWS

使用内建的SQL函数gp_read_error_log()可以读取错误日志数据。有关查看日志
错误的信息，可见在错误日志中查看不正确的行

Parent topic: 处理装载错误

在错误日志中查看不正确的行

如果用户使用了单行错误隔离（见定义一个带有单行错误隔离的外部表或者在单
行错误隔离模式中运行COPY），任何由格式错误的行会被MPP数据库内部记
录下来。

MPP数据库用一种表格式捕捉下列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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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错误日志格式

列列 类型类型 描述描述

cmdtime timestamptz 错误发生时的时间戳。

relname text COPY命令的外部表名称或者目标表
名称。

filename text 包含该错误的装载文件的名称。

linenum int 如果使用的是COPY，这里是错误发
生在装载文件的行号。对于使用file://
协议或者gpfdist://协议以及CSV格式
的外部表，文件名和行号会被记录。

bytenum int 对于使用gpfdist://协议以及TEXT格式
数据的外部表：错误发生在装载文件
中的字节偏移。gpfdist按块解析TEX
T文件，因此不可能记录行号。

CSV文件是一次解析一行，因此对于
CSV文件可以跟踪行号。

errmsg text 错误消息文本。

rawdata text 被拒绝行的裸数据。

rawbytes bytea 在有数据库编码错误（使用的客户端
编码不能被转换成一种服务器端编码
）的情况中，不可能把编码错误记录
为rawdata。相反会存储裸字节，并
且用户将看到任何非七位ASCII字符
的十进制码。

用户可以使用MPP数据库的内建SQL函数gp_read_error_log()来显示内部记录
的格式化错误。例如，这个命令显示表ext_expenses的错误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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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gp_read_error_log('ext_expenses');

有关管理被内部记录的格式化错误的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命
令COPY或者CREATE EXTERNAL TABLE的部分。

Parent topic: 处理装载错误

在表之间移动数据

用户可以使用CREATE TABLE AS或者INSERT...SELECT把外部表和外部Web
表的数据装载到另一个（非外部）数据库表中，并且这些数据会被根据外部表或
者外部Web表定义并行装载。

如果一个外部表文件或者外部Web表数据源有错误，根据使用的隔离模式将会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

没有错误隔离模式的表没有错误隔离模式的表：任何从该表中读取的操作都会失败。从没有错误隔
离模式的外部表或者外部Web表装载是一种全做或者全不做的操作。

有错误隔离模式的表有错误隔离模式的表：整个文件都将被装载，除了其中有问题的行（服从于
配置的REJECT_LIMIT）。

Parent topic: 处理装载错误

用gpload装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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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gpload装载数据
MPP的gpload工具使用可读外部表和MPP并行文件服务器（gpfdist或
者gpfdists）来装载数据。它处理并行的基于文件的外部表设置并且允许用户在
一个单一配置文件中配置他们的数据格式、外部表定义以及gpfdist或
者gpfdists设置。
Note: gpfdist和gpload仅与发布它们的MPP数据库主要版本兼容。 例如，与
MPP Database 4.x一起安装的gpfdist实用程序不能与MPP Database 5.x或6.x一
起使用。
Note: 如果目标表列名是保留关键字，即包含大写字母，或者包含需要引号
（“”）来标识列的任何字符，则不支持MERGE和UPDATE操作。

要使用gpload
1. 确保环境已经设置好来运行gpload。一些来自于MPP数据库安装的依赖文件
是必需的，例如gpfdist和Python，还有访问MPP的Segment主机的网络。
详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2. 创建装载控制文件。这是一个YAML格式的文件，它指定MPP数据库连接信
息、gpfdist的配置信息、外表选项和数据格式。
详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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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1.0.0.1
DATABASE: ops
USER: gpadmin
HOST: mdw-1
PORT: 5432
GPLOAD:
   INPUT:
    - SOURCE:
         LOCAL_HOSTNAME:
           - etl1-1
           - etl1-2
           - etl1-3
           - etl1-4
         PORT: 8081
         FILE: 
           - /var/load/data/*
    - COLUMNS:
           - name: text
           - amount: float4
           - category: text
           - descr: text
           - date: date
    - FORMAT: text
    - DELIMITER: '|'
    - ERROR_LIMIT: 25
    - LOG_ERRORS: true
   OUTPUT:
    - TABLE: payables.expenses
    - MODE: INSERT
   PRELOAD:
    - REUSE_TABLES: true 
SQL:
   - BEFORE: "INSERT INTO audit VALUES('start', current_timestamp)"
   - AFTER: "INSERT INTO audit VALUES('end', current_timestamp)"

3. 运行gpload，传入该装载控制文件。例如：

gpload -f my_load.y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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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装载和卸载数据

使用gpfdist和gpload转换外部数据
gpfdist并行文件服务器允许用户设置转换，使MPP数据库外部表能够
以CREATE EXTERNAL TABLE命令的FORMAT子句不支持的格式读取和写入
文件。input转换以外部数据格式读取文件，并以CSV或外部表的FORMAT子句
中指定的其他文本格式将行输出到gpfdist。output转换以文本格式从gpfdist接收
行，并将它们转换为外部数据格式。

Note: gpfdist和gpload仅与发布它们的MPP数据库主要版本兼容。例如，与MPP
Database 4.x一起安装的gpfdist工具不能与MPP Database 5.x或6.x一起使用。

本节介绍了设置数据转换的任务，以使gpfdist使用MPP数据库不支持的格式读
取或写入外部数据文件。

关于gpfdist转换

确定转换方案

编写转换

编写gpfdist配置文件

传输数据

配置文件格式

XML转换示例

Parent topic: 装载和卸载数据

关于gpfdist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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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gpfdist转换

要设置数据格式转换，用户需要提供一个可执行命令，该命令可以被gpfdist以包
含数据的文件名调用。例如，用户可以编写一个shell脚本，该脚本在XML文件
上运行XSLT转换，以输出具有以竖线(|)字符分隔的列和使用换行符分隔的行的
行。

转换是在以命令行方式传递给gpfdist的YAML格式的配置文件中配置的。

如果要将外部数据加载到MPP数据库的表中，可以使用gpload工具自动执行创
建外部表的任务，运行gpfdist并将转换后的数据加载到数据库表中。

从数据库中访问外部XML文件中的数据是常见的需要转换的示例。下图展示了
对ETL服务器上的XML文件执行转换的gpfdist。

Figure 1. 使用XML转换的外部表 

以下是为外部数据文件设置gpfdist转换的高级步骤。该过程用XML示例说明。

1. Determine the transformation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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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rite a transformation.

3. Write the gpfdist configuration file.

4. Transfer the data.

确定转换方案

要为转换项目做准备：

1. 确定该项目的目标，例如索引数据、分析数据、组合数据等等。

2. 检查源文件并标记文件结构和元素名称。

3. 选择要导入的元素并且决定是否需要其他适当的限制。

例如，下面的XML文件prices.xml是一个简短的包含价格记录的文件。每个价格
记录包含两个字段：项目编号和价格。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
<prices>
  <pricerecord>
    <itemnumber>708421</itemnumber>
    <price>19.99</price>
  </pricerecord>
  <pricerecord>
    <itemnumber>708466</itemnumber>
    <price>59.25</price>
  </pricerecord>
  <pricerecord>
    <itemnumber>711121</itemnumber>
    <price>24.99</price>
  </pricerecord>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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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把所有的数据导入到一个具有一个整数列itemnumber和一个小数
列price的MPP数据库表中。

编写转换

转换指定从数据中抽取什么。用户可以使用适合其项目的任何创作环境和语言。
对于XML转换，基于项目的目标和范围选择一种如XSLT、Joost（STX）、
Java、Python或者Perl的技术。

在price的例子中，下一步是转换XML数据成一个简单的分隔成两列的格式。

708421|19.99
708466|59.25
711121|24.99

下面的称为input_transform.stx的STX转换完成了这种数据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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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1.0"?>
<stx:transform version="1.0"
   xmlns:stx="http://stx.sourceforge.net/2002/ns"
   pass-through="none">
  <!-- declare variables -->
  <stx:variable name="itemnumber"/>
  <stx:variable name="price"/>
  <!-- match and output prices as columns delimited by | -->
  <stx:template match="/prices/pricerecord">
    <stx:process-children/>
    <stx:value-of select="$itemnumber"/>    
<stx:text>|</stx:text>
    <stx:value-of select="$price"/>      <stx:text>
</stx:text>
  </stx:template>
  <stx:template match="itemnumber">
    <stx:assign name="itemnumber" select="."/>
  </stx:template>
  <stx:template match="price">
    <stx:assign name="price" select="."/>
  </stx:template>
</stx:transform>

此STX转换声明两个临时变量itemnumber 和price，以及以下规则。

1. 当找到满足XPath表达式/prices/pricerecord的元素时，检查子元素并生成包
含itemnumber变量值，一个|字符，price变量值和一个新行的输出。

2. 当找到<itemnumber>元素时，将该元素的内容存储在变量itemnumber中。

3. 当找到<price>元素后，将该元素的内容存储在变量price中。

编写gpfdist配置文件

gpfdist配置是一个YAML 1.1文档。它指定在装载或者抽取数据时gpfdist用来选
择一种转换并应用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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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gpfdist 配置的例子包含下列项：

定义TRANSFORMATIONS的config.yaml文件

config.yaml文件中引用的input_transform.sh包装器脚本

input_transform.sh中调用的joost转换input_transform.stx

除普通的YAML规则（如文档用三个破折号开始（---））之外，gpfdist配置必须
符合下列限制：

1. VERSION设置必须出现并且值为1.0.0.1。

2. TRANSFORMATIONS设置必须出现并且包含一个或者更多个映射。

3. TRANSFORMATION中的每一个映射必须包含：
一个值为'input'或者'output'的TYPE
一个表明转换如何运行的COMMAND。

4. TRANSFORMATION中的每一个映射可以包含可选的CONTENT、SAFE以
及STDERR设置。

下面这个称为config.yaml的gpfdist配置适用于prices的例子。每一行开始的缩进
是有意义的，它们反映了该说明的层级性。下面例子中的名称prices_input将在
后面用SQL创建该表时引用。

---
VERSION: 1.0.0.1
TRANSFORMATIONS:
  prices_input:
    TYPE:     input
    COMMAND:  /bin/bash input_transform.sh %filename%

COMMAND设置使用了一个名为input_transform.sh的包装器脚本，它带有一
个%filename%占位符。当gpfdist运行该prices_input转换时，它用/bin/bash调
用input_transform.sh ，并且将%filename%占位符替换为要转换的输入文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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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名为input_transform.sh的包装器脚本包含调用STX转换并返回其输出的逻
辑。

如果使用了Joost，则必须安装Joost STX引擎。

#!/bin/bash
# input_transform.sh - sample input transformation, 
# demonstrating use of Java and Joost STX to convert XML into
# text to load into MPP Database.
# java arguments:
#   -jar joost.jar         joost STX engine
#   -nodecl                  don't generate a <?xml?> declaration
#   $1                        filename to process
#   input_transform.stx    the STX transformation
#
# the AWK step eliminates a blank line joost emits at the end
java \
    -jar joost.jar \
    -nodecl \
    $1 \
    input_transform.stx \
 | awk 'NF>0

input_transform.sh文件使用带有AWK解释器的Joost STX引擎。下面的图表展
示了gpfdist运行该转换的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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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数据

使用基于相应模式的SQL语句创建目标数据库表。

对于保存已加载数据的MPP数据库表没有特殊要求。在prices示例中，以下命令
创建要加载数据的prices表。

CREATE TABLE prices (
  itemnumber integer,       
  price       decimal        
) 
DISTRIBUTED BY (itemnumber);

接下来，使用其中一种方法用gpfdist转换数据。

GPLOAD只支持输入转换，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更容易实现。

INSERT INTO SELECT FROM支持输入和输出转换，但是会暴露更多细节。

用GPLOAD转换

MPP数据库gpload工具使用gpfdist并行文件服务器和YAML格式的配置文件来编
排数据加载操作。gpload自动执行以下任务：

在数据库中创建可读的外部表。

使用包含转换的配置文件启动gpfdist实例。

运行INSERT INTO table_name SELECT FROM external_table以加载数
据。

删除外部表定义。

Transforming data with 用gpload 转换数据要求出现在gpload 控制文件的
INPUT节中的设置TRANSFORM和TRANSFORM_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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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在gpload控制文件中这些设置的语法和布置，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TRANSFORM_CONFIG指定gpfdist配置文件的名称。

The TRANSFORM设置表示TRANSFORM_CONFIG中提到的文件中描述的
转换名称。

---
VERSION: 1.0.0.1
DATABASE: ops
USER: gpadmin
GPLOAD:
  INPUT:
    - TRANSFORM_CONFIG: config.yaml
    - TRANSFORM: prices_input
    - SOURCE:
        FILE: prices.xml

转换名称必须出现在两个位置：在gpfdist配置文件的TRANSFORM设置中以及
在TRANSFORM_CONFIG节提到的文件的TRANSFORMATIONS节中。

在gpload控制文件中，可选的参数MAX_LINE_LENGTH指定被传递给gpload的
XML转换数据中一行的最大长度。

下面的图表展示了gpload控制文件、gpfdist配置文件以及XML数据文件之间的
关系。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用INSERT INTO SELECT FROM转换

使用此加载方法，用户可以执行gpload自动执行的每个任务。用户启动gpfdist，
创建一个外部表，加载数据，然后通过删除表并停止gpfdist来清理。

在CREATE EXTERNAL TABLE定义的LOCATION子句中指定转换。例如，在
下面的命令中转换被显示为粗体（使用命令gpfdist -c config.yaml先运
行gpfdist）。

CREATE READABLE EXTERNAL TABLE prices_readable (LIKE prices)
   LOCATION ('gpfdist://hostname:8080/prices.xml#transform=prices_input')
   FORMAT 'TEXT' (DELIMITER '|')
   LOG ERRORS SEGMENT REJECT LIMIT 10;

在上面的命令中，把hostname改成实际的主机名。prices_input来自于gpfdist配
置文件。

下面的查询装载数据到prices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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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 INTO prices SELECT * FROM prices_readable;

配置文件格式

gpfdist配置文件使用YAML 1.1文档格式并且实现了一种定义转换参数的方案。
配置文件必须是一个合法的YAML文档。

gpfdist程序会按照顺序处理该文档并且使用缩进（空格）来判断文档的层次以及
小节之间的关系。空白的使用很重要。不要使用空白来进行格式化也不要用制表
符。

下面是一个配置文件的基本结构。

---
VERSION:   1.0.0.1
TRANSFORMATIONS: 
  transformation_name1:
    TYPE:      input | output
    COMMAND:   command
    CONTENT:   data | paths
    SAFE:      posix-regex
    STDERR:    server | console
  transformation_name2:
    TYPE:      input | output
    COMMAND:   command 
...

VERSION
必需。gpfdist配置文件方案的版本。当前版本是1.0.0.1。

TRANSFORMATIONS
必需。开始转换说明小节。一个配置文件必须有至少一个转换。
当gpfdist收到一个转换请求时，它会在这个小节查找具有匹配的转换名称
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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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必须。指定转换的方向。值是input或者output。值为 input 或者 output.

input：gpfdist把转换处理的标准输出当做是要载入到MPP数据库的一个
记录流。

output : gpfdist 把转换处理的标准输入当作是来自于MPP数据库的一个
记录流并且写出到适当的输出。

COMMAND

必须。指定将被gpfdist执行来做转换的命令。

对于输入转换，gpfdist调用CONTENT设置中指定的命令。该命令应该会
以适当的方式打开底层文件并且为每一行产生一个TEXT行以载入到MPP
数据库。输入转换决定整个内容是应该被转换为一个行还是多个行。

对于输出转换，gpfdist调用在CONTENT设置中指定的命令。输出命令应
该会以适当的方式打开底层文件并且向其中写入。输出转换决定转换好的
输出的最终安置。

CONTENT

可选。值是data 和 paths。默认值是data。

当CONTENT指定data时，COMMAND小节中的文本%filename%会被
替换为要读写的文件路径。

当CONTENT指定paths时，COMMAND小节中的文本%filename%会被
替换为包含要读写的文件列表的临时文件路径。

下面是一个COMMAND小节的例子，它展示了被替换掉的文
本%filename%。

COMMAND: /bin/bash input_transform.sh %filename%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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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一个POSIX 正则表达式，路径必须匹配它才能被传递给转换。在担
心传递给命令的路径被注入或者被不正确解读时指定SAFE。默认对路径
没有限制。

STDERR

可选。值是server 和 console。

这个设置指定如何处理来自于转换的标准错误输出。默认值server，指定
gpfdist将捕捉来自于转换的标准错误输出放在一个临时文件中，并且把该
文件的前8k字节发送到MPP数据库作为一个错误消息。该错误消息将作为
一个SQL错误出现。Console指定gpfdist不会重定向或者转换来自于转换
的标准错误输出。

XML转换示例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对不同类型的XML数据以及STX转换的完整处理。与这些例
子相关的文件和详细用法在GitHub仓库github.com://mpp-db/gpdb
gpMgmt/demo/gpfdist_transform目录中。在运行这些例子之前，请阅读开始之
前小节中的README文件。README文件解释了如何下载这些例子中用到的示
例数据文件。

基于命令的外部Web表

一个shell命令或者脚本的输出可定义基于命令的Web表数据。在CREATE
EXTERNAL WEB TABLE的EXECUTE子句中指定该命令。EXECUTE子句会
在指定的Master以及（一个或者多个）Segment主机上运行该shell命令或脚
本。该命令或脚本必须位于EXECUTE子句中定义的主机上。

默认情况下，当活动Segment有输出行要处理时，该命令运行在Segment主机
上。例如，如果每一个Segment主机运行四个有输出行要处理的主Segment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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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该命令在每个Segment主机上会运行四次。用户可以有选择地限制执行
Web表命令的Segment实例的数量。ON子句中Web表定义里包括的所有
Segment会并行运行该命令。

用户在外部表定义中指定的命令从数据库中执行并且不能访问来自.bashrc 或者
.profile的环境变量。可在EXECUTE子句中设置环境变量。例如：

=# CREATE EXTERNAL WEB TABLE output (output text)
    EXECUTE 'PATH=/home/gpadmin/programs; export PATH; myprogram.sh' 
    FORMAT 'TEXT';

脚本必须对gpadmin用户可执行并且在Master或者Segment主机上位于同一位
置。

下列命令定义一个运行脚本的Web表。该脚本在每一台有需要处理输出行的
Segment的Segment主机上运行。

=# CREATE EXTERNAL WEB TABLE log_output 
    (linenum int, message text) 
    EXECUTE '/var/load_scripts/get_log_data.sh' ON HOST 
    FORMAT 'TEXT' (DELIMITER '|');

IRS MeF XML 文件（在demo目录中）

这个例子展示了使用一种Joost STX转换装载一份IRS Modernized eFile tax
return数据样例。该数据是一种复杂的XML文件形式。

美国国内税务署（IRS）在对XML进行了可观的投资并且指定在其现代化电子文
件（MeF）系统中使用它。在MeF中，每一份纳税申报表都是一个具有深层次结
构的XML文档，该层次结构仔细地反映了底层纳税代码的特定形式。

XML、XML Schema和样式表在他们的数据表达和业务工作流中扮演了重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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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实际的XML数据被从一个附加了MIME “transimission file”消息的ZIP文件中
抽取。更多有关MeF的信息，请见IRS网站上的Modernized e-File (Overview)。

样例XML文档RET990EZ_2006.xml大约有350KB大小，它有两个元素：

ReturnHeader

ReturnData

<ReturnHeader> 元素包含了有关纳税申报表的一般细节，例如纳税人的姓名、
纳税年份以及preparer。<ReturnData> 元素包含了多个小节，它们含有关于纳
税申报表及相关计划表的特定细节。

下面是该XML文件的一个被删节过的例子。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eturn returnVersion="2006v2.0"
   xmlns="https://www.irs.gov/efile" 
   xmlns:efile="https://www.irs.gov/efile"
   xsi:schemaLocation="https://www.irs.gov/efile"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ReturnHeader binaryAttachmentCount="1">
     <ReturnId>AAAAAAAAAAAAAAAAAAAA</ReturnId>
     <Timestamp>1999-05-30T12:01:01+05:01</Timestamp>
     <ReturnType>990EZ</ReturnType>
     <TaxPeriodBeginDate>2005-01-01</TaxPeriodBeginDate>
     <TaxPeriodEndDate>2005-12-31</TaxPeriodEndDate>
     <Filer>
       <EIN>011248772</EIN>
       ... more data ...
     </Filer>
     <Preparer>
       <Name>Percy Polar</Name>
       ... more data ...
     </Preparer>
     <TaxYear>2005</TaxYear>
   </ReturnHeader>
   ... more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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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把所有数据导入到一个MPP数据库。首先，将该XML文档转换为文本形
式，其中的新行已被转义过并且有两个列： ReturnId和末尾的一个用于整个
MeF纳税申报表的列。例如：

AAAAAAAAAAAAAAAAAAAA|<Return returnVersion="2006v2.0"... 

载入数据到MPP数据库。

WITSML™ 文件 （在demo目录中）

这个例子展示了使用一种Joost STX转换载入描述一个石油钻塔的样例数据。该
数据是一种从energistics.org下载的复杂的XML文件格式。

Wellsite Information Transfer Standard Markup Language (WITSML™)是一种
石油工业发起的为技术和软件提供开放的、非所有权的、标准的接口，以便在石
油公司、服务公司、钻探承包商和监管代理之间分享信息。更多有关WITSML™
的信息请见http://www.energistics.org/。

石油钻塔的信息由一个顶层的<rigs>元素和多个子元素（例如<documentInfo>,
<rig>,等）构成。下面从该文件中摘录的片段展示了<rig>标签中的信息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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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xml-stylesheet href="../stylesheets/rig.xsl" type="text/xsl" media="screen"?>
<rigs 
 xmlns="http://www.energistics.org/schemas/131"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www.energistics.org/schemas/131 ../obj_rig.xsd" 
 version="1.3.1.1">
 <documentInfo>
 ... misc data ...
 </documentInfo>
 <rig uidWell="W-12" uidWellbore="B-01" uid="transforming-xml-data.htmlxr31">
     <nameWell>6507/7-A-42</nameWell>
     <nameWellbore>A-42</nameWellbore>
     <name>Deep Drill #5</name>
     <owner>Deep Drilling Co.</owner>
     <typeRig>floater</typeRig>
     <manufacturer>Fitsui Engineering</manufacturer>
     <yearEntService>1980</yearEntService>
     <classRig>ABS Class A1 M CSDU AMS ACCU</classRig>
     <approvals>DNV</approvals>
 ... more data ...

目标是把这个钻塔的信息导入到MPP数据库。

样例文档rig.xml的尺寸大约是11KB。输入不包含制表符，因此相关信息可以被
转换成用竖线（|）分隔的记录。

W-12|6507/7-A-42|xr31|Deep Drill #5|Deep Drilling Co.|John
Doe|John.Doe@example.com|

有这些列：

well_uid text, -- e.g. W-12

well_name text, -- e.g. 6507/7-A-42

rig_uid text, -- e.g. xr31

rig_name text, -- e.g. Deep Dr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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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_owner text, -- e.g. Deep Drilling Co.

rig_contact text, -- e.g. John Doe

rig_email text, -- e.g. John.Doe@example.com

doc xml

然后，载入该数据到MPP数据库中。

用COPY装载数据
COPY FROM将文件或标准输入中的数据复制到表中，并将数据附加到表内容
中。 COPY是非并行的：使用MPP master实例在单个进程中加载数据。建议仅
对非常小的数据文件使用COPY。

Master主机上的postgres进程必须可以访问COPY 源文件。指定相对于Master主
机上的数据目录的COPY 源文件名，或指定绝对路径。

MPP使用客户端和master服务器之间的连接从STDIN或STDOUT复制数据。

Parent topic: 装载和卸载数据

从文件装载

COPY 命令要求postgres后端打开指定的文件，读取文件并将其附加到表中。为
了能够读取文件，后端需要具有对文件的可读权限，并且必须使用master主机上
的绝对路径或master数据目录的相对路径来指定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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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 table_name FROM /path/to/filename;

从STDIN装载

为避免在加载数据之前将数据文件复制到master主机的问题，COPY FROM
STDIN使用标准输入通道并将数据直接提供给postgres后端。 COPY FROM
STDIN命令启动后，后端将接受数据行，直到一行只包含反斜杠句点（\.）。

COPY table_name FROM STDIN;

在psql中使用\copy装载数据

不要将psql\copy命令与COPY SQL命令混淆。 \copy调用常规COPY FROM
STDIN并将数据从psql客户端发送到后端。 因此，任何文件都必须驻留在运行
psql客户端的主机上，并且必须可由运行客户端的用户访问。

为避免在加载数据之前将数据文件复制到master主机的问题，COPY FROM
STDIN使用标准输入通道并将数据直接提供给postgres后端。 COPY FROM
STDIN命令启动后，后端将接受数据行，直到一行只包含反斜杠句点（\.）。
psql将所有这些包装到handy \copy 命令中

\copy table_name FROM filename;

输入格式

COPY FROM接受FORMAT参数，该参数指定输入数据的格式。可能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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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EXT，CSV（逗号分隔值）和BINARY。

COPY table_name FROM /path/to/filename WITH (FORMAT csv);

FORMAT csv将读取逗号分隔值。默认情况下，FORMAT text使用制表符来分
隔值，DELIMITER选项将不同的字符指定为值分隔符。

COPY table_name FROM /path/to/filename WITH (FORMAT text, DELIMITER '|');

默认情况下，使用默认客户端编码，可以使用ENCODING选项更改此编码。这
对于来自其他操作系统的数据会非常有用。

COPY table_name FROM /path/to/filename WITH (ENCODING 'latin1');

在单行错误隔离模式中运行COPY
默认情况下，COPY会在第一个错误处停止操作：如果数据包含一个错误，该操
作失败并且没有数据被装载。如果用户在单行错误隔离模式中运行COPY
FROM，MPP会跳过包含格式错误的行并且装载正确格式化的行。单行错误隔
离模式只适用于包含格式错误的输入文件中的行。如果数据包含的是约束错误，
例如违背NOT NULL，CHECK，或者 UNIQUE约束，操作还是会失败并且不会
有数据被装载。

指定SEGMENT REJECT LIMIT 会把COPY操作运行在单行错误隔离模式中。
指定每一个Segment上可接受的错误行数，在达到这个行数后整个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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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操作失败并且不会有数据被装载。这个错误行计数是针对每个MPP数据
库的Segment，而不是针对整个装载操作。

如果COPY操作没有达到操作限制，MPP会装载所有正确格式化的行并且丢弃
错误行。使用LOG ERRORS子句可以捕获MPP数据库内部的数据格式化错误。
例如：

=> COPY country FROM '/data/gpdb/country_data' 
   WITH DELIMITER '|' LOG ERRORS
   SEGMENT REJECT LIMIT 10 ROWS;

有关调查错误行的信息，请见在错误日志中查看不正确的行。

Parent topic: 装载和卸载数据

优化数据装载和查询性能
使用下列技巧来帮助优化数据装载和后续的查询性能。

在装载数据到现有表中之前删掉索引。
在现有数据上创建一个数据比随着每个行被装载而增量更新索引更快。用户
可以临时增加maintenance_work_mem服务器配置参数来帮助加速CREATE
INDEX命令，不过装载性能会被影响。只有在系统中没有活动用户时才删除
并重建索引。

在装载数据到新表中时，最后创建索引。创建表，装载数据，然后才创建任
何需要的索引。

在装载数据后运行ANALYZE。如果一个表中的数据受到了显著的更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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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ANALYZE或者VACUUM ANALYZE来为查询优化器更新表统计信息。当
前的统计信息能确保优化器在查询规划时做出最好的决定并且避免由于不准
确或者不存在的统计信息造成的糟糕性能。

在装载错误后运行VACUUM。如果装载错误没有运行在单行错误隔离模式
中，操作会在第一个错误处停止。目标表会包含在错误发生前已经装载的
行。用户无法访问这些行，但是它们仍占据磁盘空间。使用VACUUM命令来
恢复被浪费的空间。

Parent topic: 装载和卸载数据

从MPP数据库卸载数据
一个可写外部表允许用户从其他数据库表选择行并且把这些行输出到文件、命名
管道、应用或者作为MPP并行MapReduce计算的输出目标。用户可以定义基于
文件的和基于Web的可写外部表。

这一主题描述了如何从MPP数据库中使用并行卸载（可写外部表）和非并行卸
载（COPY）来卸载数据。

定义基于文件的可写外部表定义基于文件的可写外部表

定义基于命令的可写外部定义基于命令的可写外部Web表表

使用可写外部表卸载数据使用可写外部表卸载数据

使用使用COPY卸载数据卸载数据

Parent topic: 装载和卸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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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基于文件的可写外部表

使用MPP并行文件服务器程序gpfdist或者MPP平台扩展框架PXF（MPP与
Hadoop的接口）输出数据到文件的可写外部表。

使用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命令定义外部表并且指定输出文
件的位置和格式。为配合外部表使用，设置gpfdist的指导可见使用MPP的并行
文件服务器（gpfdist） 以及设置PXF以与外部表一起使用的指导可
见../../external/pxf-overview.html

对于一个使用gpfdist协议的可写外部表，MPP的Segment把它们的数据发送
到gpfdist，后者会把数据写到指定的文件中。gpfdist必须运行在一个MPP的
Segment能够通过网络访问的主机上。gpfdist指向一个输出主机上的位置并
且把从MPP的Segment接收的数据写到该文件中。要把输出数据划分到多个
文件之间，在用户的可写外部表定义中列出多个gpfdist URI。

一个可写外部Web表把数据当作数据流发送给一个应用。例如，从MPP数据
库卸载数据并且把它发送到一个连接到另一数据的应用或者把该数据装载到
其他地方的ETL工具。可写外部Web表使用EXECUTE子句来指定一个shell
命令、脚本或者应用运行在Segment主机上并且接受一个输入数据流。更多
有关在可写外部表定义中使用EXECUTE的信息请见定义基于命令的可写外
部Web表

用户可以有选择地为用户的可写外部表声明一个分布策略。默认情况下，可写外
部表使用一种随机分布策略。如果从中导出数据的源表具有一种哈希分布策略，
为可写外部表定义相同的分布键列可以提高卸载性能，因为这消除了在
Interconnect之上移动行的需求。如果用户从一个特定表卸载数据，用户可以使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用LIKE子句从源表复制列定义和分布策略。

例例  1—MPP文件服务器（文件服务器（gpfdist））

例例  2—Hadoop文件系统文件系统 (pxf)

Parent topic: 从MPP数据库卸载数据

例 1—MPP文件服务器（gpfdist）

=#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 unload_expenses 
   ( LIKE expenses ) 
   LOCATION ('gpfdist://etlhost-1:8081/expenses1.out', 
             'gpfdist://etlhost-2:8081/expenses2.out')
 FORMAT 'TEXT' (DELIMITER ',')
 DISTRIBUTED BY (exp_id);

Parent topic: 定义基于文件的可写外部表

例 2—Hadoop文件系统(p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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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 unload_expenses 
   ( LIKE expenses ) 
   LOCATION ('pxf://dir/path?PROFILE=hdfs:text') 
 FORMAT 'TEXT' (DELIMITER ',')
 DISTRIBUTED BY (exp_id);

用户为使用pxf协议创建的可写外部表指定HDFS目录。

Parent topic: 定义基于文件的可写外部表

定义基于命令的可写外部Web表

用户可以定义可写的外部Web表把输出行发送到一个应用或者脚本。该应用必
须接受一个输入流、在所有的MPP的Segment主机上位于相同位置并且
对gpadmin用户可执行。MPP系统中的所有Segment都运行该应用或者脚本，
不管Segment有没有输出行需要处理。

使用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WEB TABLE来定义外部表并且制定在
Segment主机上运行的应用或者脚本。命令从数据库内部执行并且不能访问环境
变量（例如$PATH）。在用户的可写外部表定义的EXECUTE子句中设置环境
变量。例如：

=#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WEB TABLE output (output text) 
    EXECUTE 'export PATH=$PATH:/home/gpadmin
            /programs;
    myprogram.sh' 
    FORMAT 'TEXT'
    DISTRIBUTED RANDO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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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MPP数据库变量可以用在一个Web或者可写外部表所执行的OS命令中。
把这些变量设置为执行命令的shell中的环境变量。它们可以被用来标识外部表
语句在MPP数据库的主机和Segment实例阵列之间所作的一个要求集合。

Table 1. 外部表EXECUTE变量

变量变量 描述描述

$GP_CID 执行外部表命令的事务的命令计数。

$GP_DATABASE 外部表定义所在的数据库。

$GP_DATE 外部表命令被运行的日期。

$GP_MASTER_HOST 分派外部表语句的MPP的Master主机的主机名。

$GP_MASTER_PORT 分派外部表语句的MPP的Master主机的端口号。

$GP_QUERY_STRING MPP数据库执行的SQL命令（DML或SQL查询）
。

$GP_SEG_DATADIR 执行外部表命令的Segment实例的数据目录的位置
。

$GP_SEG_PG_CONF 执行外部表命令的Segment实例的postgresql.conf
文件的位置。

$GP_SEG_PORT 执行外部表命令的Segment的端口号。

$GP_SEGMENT_COU
NT

MPP数据库系统中主要Segment实例的总数。

$GP_SEGMENT_ID 执行外部表命令的Segment实例的ID号（与gp_se
gment_configuration中的dbid一样）。

$GP_SESSION_ID 与外部表语句相关的数据库会话标识号。

$GP_SN 外部表语句执行计划中外部表扫描节点的序号。

$GP_TIME 外部表命令被执行的时间。

$GP_USER 执行外部表语句的用户。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GP_XID 外部表语句的事务ID。

变量变量 描述描述

为为Web或者可写外部表禁用或者可写外部表禁用EXECUTE

Parent topic: 从MPP数据库卸载数据

为Web或者可写外部表禁用EXECUTE

允许外部表执行OS命令或者脚本会有安全性风险。要在Web以及可写外部表定
义中禁用EXECUTE，在用户的Master的postgresql.conf文件中设置配置参
数gp_external_enable_exec server为off：

gp_external_enable_exec = off

Parent topic: 定义基于命令的可写外部Web表

使用可写外部表卸载数据

可写外部表只允许INSERT操作。不是表拥有者或者超级用户的用户必须被授予
表上的INSERT权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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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INSERT ON writable_ext_table TO admin;

要使用可写外部表卸载数据，从源表选择数据并且将它插入到可写外部表中。结
果行被输出到可写外部表。例如：

INSERT INTO writable_ext_table SELECT * FROM regular_table;

Parent topic: 从MPP数据库卸载数据

使用COPY卸载数据

COPY TO在MPP的Master主机上用一个Master实例的单进程从一个表复制数据
到一个文件（或者标准输入）。使用COPY输出一个表的全部内容，或者使用一
个SELECT语句过滤输出。例如：

COPY (SELECT * FROM country WHERE country_name LIKE 'A%') 
TO '/home/gpadmin/a_list_countries.out';

Parent topic: 从MPP数据库卸载数据

格式化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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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装载和卸载数据的MPP工具时，用户必须指定数据是怎么格式化
的。COPY、CREATE EXTERNAL TABLE和gpload都有子句允许用户指定其
数据的格式。数据可以是被划定的文本（TEXT）或者逗号分隔的值（CSV）格
式。外部数据必须被正确地格式化以被MPP数据库读取。这一主题解释了MPP
数据库所期待的数据文件的格式。

格式化行格式化行

格式化列格式化列

表示表示NULL值值

转义转义

字符编码字符编码

Parent topic: 装载和卸载数据

格式化行

MPP数据期望数据中的行被LF字符（换行，0x0A）、CR（回车，0x0D）或者
后面跟着LF的CR（CR+LF，0x0D 0x0A）所分隔。在UNIX或者类UNIX操作系
统上，LF是标准的新行表示。而Windows或者Mac OS X等操作系统试用CR或
者CR+LF。MPP数据库支持所有这些新行的表示形式来作为行定界符。更多信
息请见导入和导出固定宽度的数据。

Parent topic: 格式化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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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列

默认的列或者域定界符对于文本文件是水平TAB字符（0x09），对于CSV文件
是逗号字符（0x2C）。在定义数据格式时，用户可以使用COPY、CREATE
EXTERNAL TABLE或者gpload的DELIMITER子句声明一个单字符定界符。定
界符字符必须出现在任意两个数据值域之间。不要在行的首尾放置定界符。例
如，如果竖线字符（|）是定界符：

data value 1|data value 2|data value 3

下列命令展示了竖线字符作为列定界符的使用：

=# CREATE EXTERNAL TABLE ext_table (name text, date date)
LOCATION ('gpfdist://<hostname>/filename.txt)
FORMAT 'TEXT' (DELIMITER '|');

Parent topic: 格式化数据文件

表示NULL值

NULL标识列或者域中一片未知的数据。在用户的数据文件中，用户可以指定一
个字符串来表示空值。在TEXT模式中默认的字符串是\N（反斜线加上N），
在CSV模式中是一个没有引用的空值。用户也可以在定义数据格式时
用COPY、CREATE EXTERNAL TABLE 或者gpload的NULL子句声明一个不
同的字符串。例如，如果用户不想区分空值和空字符串，用户可以使用一个空字
符串。在使用MPP数据库的装载工具时，任何匹配指定的空值串的数据项都会
被认为是一个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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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topic: 格式化数据文件

转义

有两种保留字符对于MPP数据库具有特殊含义：

指派的用来在数据文件中分隔列或者域的分隔字符。

在数据文件中指定一个新行的新行字符。

如果用户的数据包含这些字符，用户必须转义它们这样MPP才会把它们当作数
据来对待而不是一个域定界符或者新行。默认情况下，文本格式文件的转义字符
是一个\（反斜线）而CSV格式文件的转义字符是一个双引号（"）。

在文本格式的文件中转义在文本格式的文件中转义

在在CSV格式的文件中转义格式的文件中转义

Parent topic: 格式化数据文件

在文本格式的文件中转义

用户可以在COPY、CREATE EXTERNAL TABLE 或者gpload的ESCAPE子句
中声明一个不同的转义字符。如果用户的转义字符出现在用户的数据中，用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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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义自身。

例如，假定用户有一个具有三列的表并且用户想载入下列三个域：

backslash = \

vertical bar = |

exclamation point = !

用户指派的分隔字符是|（竖线字符）并且用户指派的转义字符是\（反斜线）。
用户的数据文件中的已格式化行看起来像这样：

backslash = \\ | vertical bar = \| | exclamation point = !

注意是如何用另一个反斜线字符转义作为数据一部分的反斜线字符和竖线字符
的。

用户可以使用转义字符来转义十进制和十六进制序列。在被载入到MPP数据库
时，被转义的值会被转换成等效的字符。例如，要载入花号字符（&），使用转
义字符来转义其等效的十六进制（\0x26）或者十进制（\046）表达。

用户可以这样使用COPY、CREATE EXTERNAL TABLE 或
者gpload的ESCAPE子句来禁用TEXT格式文件中的转义：

ESCAPE 'OFF'

这对于包含很多反斜线字符的输入数据（例如Web日志数据）有用。

Parent topic: 转义

在CSV格式的文件中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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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SV格式的文件中转义

默认情况下，对于CSV格式的文件，转义字符是一个"（双引号）。如果用户想
用一个不同的转义字符，使用COPY、CREATE EXTERNAL TABLE或
者gpload的ESCAPE子句来声明一个不同的转义字符。在用户选择的转义字符
出现在数据的情况中，用户可以使用它来转义自身。

例如，假定用户有一个带有三列的表并且用户想载入下列的三个域：

Free trip to A,B

5.89

Special rate "1.79"

用户指派的定界符是,（逗号），并且用户指派的转义字符是"（双引号）。用户
的数据文件中的已格式化行看起来像这样：

         "Free trip to A,B","5.89","Special rate ""1.79"""

      

带有一个作为数据一部分的逗号字符的数据值被包裹在双引号中。作为数据一部
分的双引号被用一个双引号转义，即使该域值已经被双引号包裹也应如此。

在一组双引号内嵌入整个域确保能保留下前导和拖尾的空白字符：

"Free trip to A,B ","5.89 ","Special rate ""1.79"" "

Note: 在CSV模式中，所有字符都是有意义的。一个被空白或者任何不同
于DELIMITER的字符包围的引用值包括这些字符在内。如果用户导入的数据来
自于一个会在CSV行中用空白填充到某种固定宽度的系统，这可能会导致错
误。在这种情况下，可预处理CSV文件，在把该数据导入到MPP数据之前移除
拖尾的空白。
Parent topic: 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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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编码

字符编码系统由将来自于一种字符集的每一个字符与其他某个东西（例如一个数
字序列或者八位组序列）配对的代码构成，它们能让数据的传输和存储便利。
MPP数据库支持多种字符集，包括ISO 8859系列等单字节字符集和EUC、UTF-
8、Mule内部编码等多字节字符集。服务器端字符集在数据库初始化期间被定
义，UTF-8是默认字符集但可以更改。客户端可以透明地使用所有受支持的字符
集，但有一部分字符集不支持作为服务器端编码在服务器内使用。在把数据载入
或者插入到MPP数据库中时，MPP透明地把数据从指定的客户端编码转换成服
务器编码。在把数据送回到客户端时，MPP会把数据从服务器字符编码转换成
指定的客户端编码。

数据文件必须使用一种MPP数据库能识别的字符编码。受支持的字符集请
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包含非法或者不受支持的编码序列的数据文件会在装
载到MPP数据库时遇到错误。

Note: 在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生成的数据文件上，在载入到MPP数据库之前运
行 dos2unix系统命令来移除任何Windows字符。
Parent topic: 格式化数据文件

更改客户端字符编码

可以通过设置服务器配置参数client_encoding来改变一个会话的客户端字符编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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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client_encoding TO 'latin1';

将客户端字符编码更改回默认值：

RESET client_encoding;

显示当前客户端字符编码设置：

SHOW client_encoding;

自定义数据访问协议实例
下面是MPP数据库自定义数据访问协议的API。例子协议的实
现gpextprotocal.c用C语言编写，它展示了如何使用这些API。有关访问一种自
定义数据访问协议的信息请见使用一种自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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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ad/Write function API ------*/
CALLED_AS_EXTPROTOCOL(fcinfo)
EXTPROTOCOL_GET_URL(fcinfo)(fcinfo) 
EXTPROTOCOL_GET_DATABUF(fcinfo) 
EXTPROTOCOL_GET_DATALEN(fcinfo) 
EXTPROTOCOL_GET_SCANQUALS(fcinfo) 
EXTPROTOCOL_GET_USER_CTX(fcinfo) 
EXTPROTOCOL_IS_LAST_CALL(fcinfo) 
EXTPROTOCOL_SET_LAST_CALL(fcinfo) 
EXTPROTOCOL_SET_USER_CTX(fcinfo, p)

/* ------ Validator function API ------*/
CALLED_AS_EXTPROTOCOL_VALIDATOR(fcinfo)
EXTPROTOCOL_VALIDATOR_GET_URL_LIST(fcinfo) 
EXTPROTOCOL_VALIDATOR_GET_NUM_URLS(fcinfo) 
EXTPROTOCOL_VALIDATOR_GET_NTH_URL(fcinfo, n) 
EXTPROTOCOL_VALIDATOR_GET_DIRECTION(fcinfo)

说明

这个协议对应于使用一种自定协议中描述的例子。源代码文件名称和共享对象名
称分别是gpextprotocol.c和gpextprotocol.so。

该协议具有下列性质：

为该协议定义的名称是myprot。

该协议具有如下的简单形式：协议名和一个路径，用://分隔。
myprot:// path

实现了三个函数：

myprot_import() 是一个读函数
myprot_export() 是一个写函数
myprot_validate_urls() 是一个验证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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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该协议被在数据库中创建和声明时，CREATE PROTOCOL语句中会引用
这些函数。

这个例子的实现gpextprotocal.c使用fopen()和fread()来模拟一个读取本地文件的
简单协议。但实际上，该协议可实现诸如通过网络远程连接到某个进程这样的功
能。

安装外部表协议安装外部表协议

Parent topic: 装载和卸载数据

安装外部表协议

要使用例子中的外部表协议，用户需要用C编译器cc来编译和链接源代码，创建
出一个能被MPP数据库动态载入的共享对象。在Linux系统上编译和链接该源代
码的命令看起来与此类似：

cc -fpic -c gpextprotocal.c cc -shared -o gpextprotocal.so gpextprotocal.o

选项-fpic指定创建位置无关代码（PIC），-c选项只编译而不链接源代码并且创
建一个对象文件。该对象文件需要被创建为位置无关代码（PIC），这样MPP数
据库才能把它载入到内存中的任意位置。

标志-shared指定创建一个共享对象（共享库），-o选项指定该共享对象文件的
名称为gpextprotocal.so。更多有关cc选项的信息请参考GCC手册。

gpextprotocal.c中声明为包括文件的头文件位
于$GPHOME/include/postgresql/的子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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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关编译及链接动态载入函数的例子和在其他操作系统上编译C源代码创建
共享库的例子，请见 https://www.postgresql.org/docs/8.4/xfunc-c.html#DFUNC
上的Postgres文档。

用户操作系统上的C编译器cc以及链接编辑器ld的手册页也包含有关在该系统上
编译和链接源代码的信息。

自定义协议的已编译代码（共享对象文件）在用户的MPP数据库阵列中每一个
主机（Master和所有的Segment）上必须被放置在相同的位置。这个位置还必须
在LD_LIBRARY_PATH中，这样服务器才能定位该文件。推荐在MPP数据库阵
列的所有Master和Segment实例上都将共享文件放置在相对于$libdir（位
于$GPHOME/lib）的位置或者动态库路径（由dynamic_library_path服务器配置
参数设置）中的位置。用户可以使用MPP数据库工具gpssh和gpscp来更新
Segment。

gpextprotocal.c

Parent topic: 自定义数据访问协议实例

gpextprotocal.c

#include "postgres.h"
#include "fmgr.h"
#include "funcapi.h" 
#include "access/extprotocol.h"
#include "catalog/pg_proc.h"
#include "utils/array.h"
#include "utils/builtins.h"
#include "utils/memutils.h" 

/* Our chosen URI format. We can change it however nee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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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chosen URI format. We can change it however needed */
typedef struct DemoUri 
{ 
   char     *protocol;
   char     *path;
}  DemoUri; 
static DemoUri *ParseDemoUri(const char *uri_str);
static void FreeDemoUri(DemoUri* uri); 

/* Do the module magic dance */ 
PG_MODULE_MAGIC; 
PG_FUNCTION_INFO_V1(demoprot_export); 
PG_FUNCTION_INFO_V1(demoprot_import); 
PG_FUNCTION_INFO_V1(demoprot_validate_urls); 

Datum demoprot_export(PG_FUNCTION_ARGS); 
Datum demoprot_import(PG_FUNCTION_ARGS); 
Datum demoprot_validate_urls(PG_FUNCTION_ARGS); 
 
/* A user context that persists across calls. Can be 
declared in any other way */
typedef struct { 
  char    *url; 
  char    *filename; 
  FILE    *file; 
} extprotocol_t; 
/* 
* The read function - Import data into GPDB.
*/ 
Datum 
myprot_import(PG_FUNCTION_ARGS) 
{ 
  extprotocol_t   *myData; 
  char            *data; 
  int             datlen; 
  size_t          nread = 0; 
 
  /* Must be called via the external table format manager */ 
  if (!CALLED_AS_EXTPROTOCOL(fcinfo)) 
    elog(ERROR, "myprot_import: not called by external
       protocol manager"); 
 
  /* Get our internal description of the protocol */ 
  myData = (extprotocol_t *) EXTPROTOCOL_GET_USER_CTX(fc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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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Data = (extprotocol_t *) EXTPROTOCOL_GET_USER_CTX(fcinfo); 
 
  if(EXTPROTOCOL_IS_LAST_CALL(fcinfo)) 
  { 
    /* we're done receiving data. close our connection */ 
    if(myData && myData->file) 
      if(fclose(myData->file)) 
        ereport(ERROR, 
          (errcode_for_file_access(), 
           errmsg("could not close file \"%s\": %m", 
               myData->filename))); 
     
    PG_RETURN_INT32(0); 
  }
  
  if (myData == NULL) 
  { 
    /* first call. do any desired init */ 

    const char    *p_name = "myprot"; 
    DemoUri       *parsed_url; 
    char          *url = EXTPROTOCOL_GET_URL(fcinfo); 
    myData        = palloc(sizeof(extprotocol_t)); 
    
    myData->url   = pstrdup(url); 
    parsed_url    = ParseDemoUri(myData->url); 
    myData->filename = pstrdup(parsed_url->path); 
    
    if(strcasecmp(parsed_url->protocol, p_name) != 0) 
      elog(ERROR, "internal error: myprot called with a
          different protocol (%s)", 
            parsed_url->protocol); 
            
    FreeDemoUri(parsed_url); 
    
    /* open the destination file (or connect to remote server in
       other cases) */ 
    myData->file = fopen(myData->filename, "r"); 
    
    if (myData->file == NULL) 
      ereport(ERROR, 
          (errcode_for_file_access(), 
           errmsg("myprot_import: could not open file \"%s\"
             for reading: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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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reading: %m", 
             myData->filename), 
           errOmitLocation(true))); 

    EXTPROTOCOL_SET_USER_CTX(fcinfo, myData); 
  }
  /* ========================================== 
   *          DO THE IMPORT 
   * ========================================== */ 
  data    = EXTPROTOCOL_GET_DATABUF(fcinfo); 
  datlen  = EXTPROTOCOL_GET_DATALEN(fcinfo); 
  
  /* read some bytes (with fread in this example, but normally
     in some other method over the network) */
  if(datlen > 0) 
  { 
    nread = fread(data, 1, datlen, myData->file); 
    if (ferror(myData->file)) 
      ereport(ERROR, 
        (errcode_for_file_access(), 
          errmsg("myprot_import: could not write to file
            \"%s\": %m", 
            myData->filename))); 
  }
  PG_RETURN_INT32((int)nread); 
}
/* 
 * Write function - Export data out of GPDB 
 */ 
Datum  
myprot_export(PG_FUNCTION_ARGS) 
{ 
  extprotocol_t  *myData; 
  char           *data; 
  int            datlen; 
  size_t         wrote = 0; 
  
  /* Must be called via the external table format manager */ 
  if (!CALLED_AS_EXTPROTOCOL(fcinfo)) 
    elog(ERROR, "myprot_export: not called by external
       protocol manager"); 
       
  /* Get our internal description of the protocol */ 
  myData = (extprotocol_t *) EXTPROTOCOL_GET_USER_CTX(fc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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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Data = (extprotocol_t *) EXTPROTOCOL_GET_USER_CTX(fcinfo); 
  if(EXTPROTOCOL_IS_LAST_CALL(fcinfo)) 
  { 
    /* we're done sending data. close our connection */ 
    if(myData && myData->file) 
      if(fclose(myData->file)) 
        ereport(ERROR, 
            (errcode_for_file_access(), 
              errmsg("could not close file \"%s\": %m", 
                 myData->filename))); 
    
    PG_RETURN_INT32(0); 
  }
  if (myData == NULL) 
  { 
    /* first call. do any desired init */ 
    const char *p_name = "myprot"; 
    DemoUri    *parsed_url; 
    char       *url = EXTPROTOCOL_GET_URL(fcinfo); 
    
    myData           = palloc(sizeof(extprotocol_t)); 
    
    myData->url      = pstrdup(url); 
    parsed_url       = ParseDemoUri(myData->url); 
    myData->filename = pstrdup(parsed_url->path); 
    
    if(strcasecmp(parsed_url->protocol, p_name) != 0) 
      elog(ERROR, "internal error: myprot called with a 
         different protocol (%s)", 
         parsed_url->protocol); 
            
    FreeDemoUri(parsed_url); 
    
    /* open the destination file (or connect to remote server in
    other cases) */ 
    myData->file = fopen(myData->filename, "a"); 
    if (myData->file == NULL) 
      ereport(ERROR, 
        (errcode_for_file_access(), 
           errmsg("myprot_export: could not open file \"%s\"
             for writing: %m", 
             myData->filename), 
         errOmitLocatio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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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mitLocation(true))); 
     
    EXTPROTOCOL_SET_USER_CTX(fcinfo, myData); 
  } 
  /* ======================================== 
   *      DO THE EXPORT 
   * ======================================== */ 
  data   = EXTPROTOCOL_GET_DATABUF(fcinfo); 
  datlen   = EXTPROTOCOL_GET_DATALEN(fcinfo); 
  
  if(datlen > 0) 
  { 
    wrote = fwrite(data, 1, datlen, myData->file); 
    
    if (ferror(myData->file)) 
      ereport(ERROR, 
        (errcode_for_file_access(), 
         errmsg("myprot_import: could not read from file
            \"%s\": %m", 
            myData->filename))); 
  } 
  PG_RETURN_INT32((int)wrote); 
} 
Datum  
myprot_validate_urls(PG_FUNCTION_ARGS) 
{ 
  List         *urls; 
  int          nurls; 
  int          i; 
  ValidatorDirection  direction; 
  
  /* Must be called via the external table format manager */ 
  if (!CALLED_AS_EXTPROTOCOL_VALIDATOR(fcinfo)) 
    elog(ERROR, "myprot_validate_urls: not called by external
       protocol manager");
       
  nurls       = EXTPROTOCOL_VALIDATOR_GET_NUM_URLS(fcinfo); 
  urls        = EXTPROTOCOL_VALIDATOR_GET_URL_LIST(fcinfo); 
  direction   = EXTPROTOCOL_VALIDATOR_GET_DIRECTION(fcinfo); 
  /* 
   * Dumb example 1: search each url for a substring  
   * we don't want to be used in a url. in this example 
   * it's 'secured_direc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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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r (i = 1 ; i <= nurls ; i++) 
  { 
    char *url = EXTPROTOCOL_VALIDATOR_GET_NTH_URL(fcinfo, i); 
    
    if (strstr(url, "secured_directory") != 0) 
    { 
      ereport(ERROR, 
       (errcode(ERRCODE_PROTOCOL_VIOLATION), 
          errmsg("using 'secured_directory' in a url
            isn't allowed "))); 
    } 
  } 
  /* 
   * Dumb example 2: set a limit on the number of urls  
   * used. In this example we limit readable external 
   * tables that use our protocol to 2 urls max. 
   */ 
  if(direction == EXT_VALIDATE_READ && nurls > 2) 
  { 
    ereport(ERROR, 
      (errcode(ERRCODE_PROTOCOL_VIOLATION), 
        errmsg("more than 2 urls aren't allowed in this protocol "))); 
  }
  PG_RETURN_VOID(); 
}
/* --- utility functions --- */ 
static  
DemoUri *ParseDemoUri(const char *uri_str) 
{ 
  DemoUri *uri = (DemoUri *) palloc0(sizeof(DemoUri)); 
  int     protocol_len; 
  
   uri->path = NULL; 
   uri->protocol = NULL; 
  /* 
   * parse protocol 
   */ 
  char *post_protocol = strstr(uri_str, "://"); 
  
  if(!post_protocol) 
  { 
    ereport(ERROR, 
      (errcode(ERRCODE_SYNTAX_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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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code(ERRCODE_SYNTAX_ERROR), 
       errmsg("invalid protocol URI \'%s\'", uri_str), 
       errOmitLocation(true))); 
  }
  
  protocol_len = post_protocol - uri_str; 
  uri->protocol = (char *)palloc0(protocol_len + 1); 
  strncpy(uri->protocol, uri_str, protocol_len); 
  
  /* make sure there is more to the uri string */ 
  if (strlen(uri_str) <= protocol_len) 
    ereport(ERROR, 
      (errcode(ERRCODE_SYNTAX_ERROR), 
       errmsg("invalid myprot URI \'%s\' : missing path",
         uri_str), 
      errOmitLocation(true))); 
      
  /* parse path */ 
  uri->path = pstrdup(uri_str + protocol_len + strlen("://"));
  
  return uri; 
}
static 
void FreeDemoUri(DemoUri *uri) 
{ 
  if (uri->path) 
    pfree(uri->path); 
  if (uri->protocol) 
    pfree(uri->protocol); 
   
  pfree(uri); 
}

Parent topic: 安装外部表协议

性能管理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这一节的内容是MPP数据库的性能管理，其中包含了如何监控，以及如何通过
配置工作量来进行资源调用的优先级管理。

管理性能管理性能
系统性能管理包含了性能计算，确定性能问题的造成原因，以及使用可用的
工具和技术来解决问题的应用。

性能问题的常见原因性能问题的常见原因
这一节解释了常见性能问题的排查以及对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

MPP数据库内存总览数据库内存总览
在MPP数据库系统中，内存是一项关键的资源，对其的高效使用可以保证优
秀的性能和输出，这一节描述了Segment主机内存是在Segment之间的分配
方式，以及管理员可用的配置方法。

管理资源管理资源
MPP数据为用户提供了根据业务需求对查询进行排序以及提供资源的功能，
该功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在资源不可用时仍然发起查询的行为。

检修性能问题检修性能问题
这一节为在一个MPP数据库系统中确定和解决性能问题提供了指导。

Parent topic: MPP数据库管理员手册

管理性能
系统性能管理包含了性能计算，确定性能问题的造成原因，以及使用可用的工具
和技术来解决问题的应用。

MPP根据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向请求者提供信息的频率来计算数据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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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Parent topic: 性能管理

理解性能因素Understanding the Performance
Factors

在计算数据库性能时，有几项关键的性能参数会影响数据库的性能，通过理解这
些参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提升性能以及防止发生问题：

系统资源

工作负载

吞吐量

竞争Contention

优化

系统资源

数据库的性能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硬盘的I/O速度以及内存使用量，你需要先了
解你部署的DBMS所在的硬件平台的基线性能， 然后才能对数据库设置正确的
性能预期。

工作负载

工作负载即所有来自于DBMS的需求，这个量是会变化的。总工作负载包含了在
任意时间点的用户请求、应用、批处理作业、事物以及DBMS直接收到的系统指
令。 比如说，在快要进行工作汇报的月底，工作负载会增加，而在绝大部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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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都不上班的周末，工作负载就会减少。 充分了解你的工作负载以及需求高峰
时段可以帮助你对你的系统资源进行最有效的规划，还可以尽可能的提升你的最
大工作负载量。

吞吐量

系统的吞吐量决定了它能够处理的最大数据量。DBMS通过每秒的请求数、事物
数或者平均反应时间来计算吞吐量。 DBMS的吞吐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
在的系统的处理能力（包括了硬盘I/O，CPU处理速度，内存带宽等等），所以
在设置DBMS的目标之前，你必须要清楚地知道你的硬件平台的吞吐能力。

竞争Contention

竞争是指在两个以上的组件想要以冲突的方式使用系统时所产生的情况 —— 比
如说， 多个请求在同一时间试图更新同一部分数据，或是多个大型工作负载想
要争夺系统资源。系统的吞吐量会随阻塞量的增加而减少。

优化

DBMS优化可以影响系统的整体性能，包括SQL表达式、数据库配置参数、表设
计、数据分发等等。 启用数据库请求优化器可以帮助创造最多、最有效的访问
计划。

判断可接受的性能

在进行性能调试时，你应该要知道你的系统的性能预期，并定义可以量化的性能
需求，这样你才可以准确地评估你的系统性能，在设定性能目标时，请参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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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基线硬件性能

性能基准

基线硬件性能

绝大部分的数据库性能问题都不是数据库本身造成，而是数据所在的系统。I/O
瓶颈、内存问题、以及网络故障将会显著地降低数据库的性能。为了更好确认以
及排查硬件相关的问题，请在进行数据库级别或请求级别的性能调优前，先了解
你的硬件和操作系统的基线性能。

有关运行gpcheckperf工具验证硬件和网络性能的信息请见 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

性能基准

为了保持良好的性能或是修复性能故障，你应该要了解你的DBMS在对应工作负
载下的性能水平， 基准就是一个预定义的工作负载，它的运行结果是已知的。
你可以通过定期运行这个工作负载来确定系统级的性能。 你可以使用基准来对
工作负载进行比较、或是测试需要优化的请求或应用。

许多第三方机构，比如事务处理性能委员会（TPC），会向数据库行业提供基
准工具。其提供的决策支持系统TPC-H可以对大批量的数据进行检测、处理高
复杂度的请求、以及提供关键的业务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欲知详情，请前往：

http://www.tpc.org/tp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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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问题的常见原因
这一节解释了常见性能问题的排查以及对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

Parent topic: 性能管理

识别硬件和Segment失效

MPP数据库的性能取决于它所运行的硬件和IT基础设施。MPP数据库由多台服
务器（主机）构成，它们作为一个紧密的系统（阵列）一起工作。 作为诊断性
能的第一步，应确保所有的MPP数据库的Segment都在线。MPP数据库的性能
将和阵列中最慢的那一台主机相同。 CPU利用、内存管理、I/O处理或者网络负
载方面的问题都会影响性能。常见的与硬件相关的问题有

磁盘失效磁盘失效  – 尽管在使用RAID时单一磁盘失效不会剧烈的影响数据库性能，但
磁盘重新同步确实会在有失效磁盘的主机上消耗资源。 gpcheckperf 工具可
以帮助发现有磁盘I/O问题的Segment主机。

主机失效主机失效  – 当一台主机离线时，该主机上的Segment就不可操作。这意味着
阵列中的其他主机必须执行两倍于它们通常的负载，因为它们运行着主要
Segment和多个镜像。 如果没有启用镜像，服务就会中断。为恢复失效的
Segment也需要临时中断服务。 gpstate 工具可以帮助发现失效的Segment。

网络失效网络失效  – 一块网卡、一台交换机或者DNS服务器的失效都可能让Segment
宕掉。 如果在MPP阵列中无法解析主机名或者IP地址，这就表明它们是MPP
数据库中的Interconnect错误。 gpcheckperf可以帮助发现出现网络问题的
Segment主机。

磁盘容量磁盘容量  – Segment主机上的磁盘容量应该永远不超过70%充满。MPP数据
库需要一些空闲空间来做运行时处理。 要回收已删除行占用的磁盘空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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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装载或者更新后运行VACUUM。 gp_toolkit 管理方案中有很多视图可用
来检查分布式数据库对象的尺寸。
有关检查数据库对象尺寸和磁盘空间的信息请见 MPP 数据库参考手册 。

管理负载

一个数据库系统的CPU容量、内存和磁盘I/O资源是有限的。当多个负载竞争访
问这些资源时，数据库性能就会受到影响。 负载管理能在符合多变的业务需求
的同时最大化系统吞吐。MPP数据库提供了资源队列和资源组来协助管理这些
系统资源。

资源队列和资源组限制了特定队列或组的资源使用量和并行查询总数，管理员可
以控制并行用户查询，防止系通过载。 更多有关资源队列和资源组的信息，包
括如何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式，请参见 管理资源.

MPP数据库管理员应该在业务时段之后运行维护负载，例如数据装载和
VACUUM ANALYZE操作， 不要与数据库用户竞争系统资源，在低使用率时段
执行管理任务。

避免竞争

当多个用户或者负载尝试以冲突的方式使用系统时，竞争就会发生。例如，当两
个事务尝试同时更新一个表时会发生竞争。 一个寻求表级或行级锁的事务将无
限等待冲突的锁被释放。应用不应该保持事务打开很长时间，例如，在等待用户
输入时。

维护数据库统计信息
MPP数据库使用一种依赖于数据库统计信息的基于代价的查询优化器。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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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信息让查询优化器更好地估计一个查询检索的行数， 以便选择最有效的查
询计划。如果没有数据库统计信息，查询优化器就不能估计将返回多少记录。优
化器并不假设它有足够多的内存来执行特定的操作， 例如聚集，因此它会采取
最保守的行动并且通过读写磁盘来做这些操作。这比在内存中做要慢很多。
ANALYZE 会收集查询优化器需要的数据库相关的统计信息。
Note: 在使用GPORCA执行SQL命令时，如果通过在该命令引用的一列或者多列
上收集统计信息可以改进命令的性能，MPP数据库会发出一个警告。 该警告在
命令行上发出并且信息会被加入到MPP数据库的日志文件中。 有关在表列上收
集统计信息的内容请见MPP Database 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ANALYZE命令

识别查询计划中的统计信息问题

在使用EXPLAIN 或 EXPLAIN ANALYZE解释一个查询的计划之前，先熟悉一
下有助于帮助发现统计信息问题的数据。在计划中检查下列不准确统计信息的指
示器：

优化器的估计接近于现实吗？优化器的估计接近于现实吗？  运行 EXPLAIN ANALYZE 并且看看优化器估
计的行数是否和查询操作返回的行数接近。

计划中是否比较早地应用了选择性谓词？计划中是否比较早地应用了选择性谓词？  最具选择性的过滤条件应该在计
划中早早地被应用，这样会有较少的行在计划树中向上移动。

优化器是否选择了最好的连接顺序？优化器是否选择了最好的连接顺序？  在一个查询连接多个表时，确保优化
器选择最具选择性的连接顺序。消除行数最多的连接应该在计划中被最早执
行，这样会有较少的行在计划树中向上移动。

更多有关阅读查询计划的信息请见查询分析

调整统计收集

下列配置参数控制统计信息收集采样的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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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

这些参数控制系统层面的统计信息采样。最好只对查询谓词中最频繁使用的列采
样增加的统计信息。 用户可以对一个特定的列采用下面的命令调整统计信息：

ALTER TABLE...SET STATISTICS

例如：

ALTER TABLE sales ALTER COLUMN region SET STATISTICS 50;

这等效于为特定列增加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后续的ANALYZE操作接着将
为该列收集更多统计数据并且结果就是会产生更好的查询计划。

优化数据分布

当用户在MPP数据库中创建一个表时，用户必须声明一个分布键，它允许在系
统中所有的Segment上均匀地分布数据。 因为Segment会以并行的方式工作在
查询上，MPP数据库将总是和最慢的Segment速度相同。 如果数据不平衡，拥
有更多数据的Segment将更慢地返回它们的结果，因此会拖慢整个系统。

优化数据库设计

很多性能问题可以通过数据库设计改进。检查用户的数据库设计并且考虑以下几
点：

模式是否反映了数据被访问的方式？

较大的表是否能被分解成分区？

是否在使用尽可能小的数据类型来存储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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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连接表的列是否为相同的数据类型？

索引有没有被使用？

MPP数据库最大量限制

为了帮助优化数据库设计，回顾一下MPP数据库支持的最大量限制：

Table 1. MPP数据库的最大量限制

维度维度 限制限制

数据库尺寸 无限

表尺寸 无限，每个Segment的每个分区是12
8TB

行大小 1.6 TB (1600 列 * 1 GB)

域尺寸 1 GB

每个表的行 281474976710656 (2^48)

每个表/视图的列 1600

每个表的索引 无限

每个索引的列 32

每个表的表级约束 无限

表明长度 63 字节 (受name数据类型限制)

这里列出的“无限”维度本质上不受MPP数据库的限制。 不过，它们实际受限于
可用的磁盘空间和内存/交换空间。当这些值异乎寻常地大时，性能可能会受到
损害。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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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存在的对象(表、索引 以及视图，但不包括行) 数有一个最大限制。该
限制为4294967296 (2^32).

MPP数据库内存总览
在MPP数据库系统中，内存是一项关键的资源，对其的高效使用可以保证优秀
的性能和输出，这一节描述了Segment主机内存是在Segment之间的分配方式，
以及管理员可用的配置方法。

MPP数据库的每个Segment主机都会运行多个PostgreSQL的实例，它们会共享
主机的内存。Segment在同时进行查询时都会使用同一个配置，并同时消耗相近
的量的内存，CPU和磁盘输入/输出。

为了得到最佳的查询输出，内存配置需要精细的管理。在MPP数据库中，从操
作系统参数，到利用资源队列和资源组管理资源，每个层级都有对应的内存配
置，可以设置单个查询分配到的内存大小。

Segment主机内存

在MPP数据库的Segment主机上，所有正在运行的进程会共享可用的主机内
存，其中包括了操作系统、MPP数据库Segment实例，以及其他应用进程。管
理员必须要判断并有效地分配MPP数据库进程和非MPP数据库进程使用的内存
大小。与此同时，监控MPP数据库或其他进程是否有异常的内存消耗行为也是
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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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例显示了MPP数据库的Segment主机是启用基于资源队列的资源管理时
是如何消耗内存的。
Figure 1. MPP数据库Segment主机内存

让我们从下往上看，标记了A的一行表示总主机内存，A行上面的一行表示总主
机内存被分成了物理RAM和Swap空间。

标记了B表示所有内存会由MPP数据库和其他进程共享，非MPP数据的进程包
括操作系统以及其他应用，例如系统监控Agent。一些应用会使用大量内存，以
至于用户可能不得不调整每个MPP数据主机所运行的Segment数量，或是每个
Segment消耗的内存量。

每个Segment(C)将会使用等量 (B)。

每个Segment中的当前资源管理模式——资源队列或资源组——控制了运行一个
SQL表达式所使用的的内存，这样的配置使得用户可以将业务需求转化为MPP
数据库系统中的决策策略，以防止可能造成性能下降的查询行为，关于资源组和
资源队列的详情，请参阅管理资源。

配置Segment主机内存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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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内存将会由Segment主机上所有的应用共享。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配置主
机内存的分配方式：
增加节点的RAM以增加物理内存。

配置Swap空间来增加虚拟内存。

设置核心参数vm.overcommit_memory和vm.overcommit_ratio以配置操作系
统处理对内存需求量较大的请求时的方法。

物理RAM和操作系统的配置通常由平台团队和系统管理员管理。有关推荐的核
心参数请参考MPP 数据库安装手册

预留给操作系统和其他进程的内存量是取决于你的负载。推荐的操作台系统内存
大小是32GB，但如果MPP数据库中存在太多的并发的话，可将内存增加到
64GB。SLAB是使用最多操作系统内存的进程，其内存使用量也会随着MPP数
据库并发和使用的套接字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vm.overcommit_memory核心参数应该保持为2，这是对MPP来说最安全的数
值。

vm.overcommit_ratio核心参数设置了应用进程能够使用的RAM的百分比，剩下
的内存就会留给操作系统。Red Hat系统默认的值是50（50%），如果将该参数
设置得过高，可能会导致Segment主机失效或数据库失效，一般来说比较保险的
默认数值是50。该参数如果设置得过低会减少并发数，以及以减少MPP数据可
用内存为代价来同时处理的查询行为的复杂程度。 在增
加vm.overcommit_ratio的数值的时候，要记住还要为操作系统的活动保留一定
量的内存。

在启用了基于资源组的资源管理时，对在启用了基于资源组的资源管理时，对vm.overcommit_ratio的配置方法的配置方法

当启用了基于资源组的资源管理时，操作系统的vm.overcommit_ratio默认数值
其实就已经比较合适了，如非必要，可以不改动。如果你的内存使用率太低了，
那么就增加该参数，反之亦然。

在启用了基于资源队列的资源管理时，对在启用了基于资源队列的资源管理时，对vm.overcommit_ratio的配置方法的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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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在启用了基于资源组的资源管理下vm.overcommit_ratio的数值需要几个数
据，首先要用gp_vmem_rq，确认MPP数据库进程可用的内存，计算规则如下：

gp_vmem_rq = ((SWAP + RAM) – (7.5GB + 0.05 * RAM)) / 1.7

此处的 SWAP 是主机上的Swap空间，以GB为单位，而RAM则是主机上安装的
RAM，以GB为单位。当启用了基于资源队列的资源管理系统时，使
用gp_vmem_rq来计算 vm.overcommit_ratio的数值，计算规则如下：

vm.overcommit_ratio = (RAM - 0.026 * gp_vmem_rq) / RAM

配置MPP数据库内存

MPP数据库内存指的是所有MPP数据库Segment实例可用的内存大小。

在你搭建MPP数据库集群时，你需要确认每个主机运行的主Segment数量，以
及每个Segment消耗的内存大小。基于不同的CPU核心数、物理RAM大小以及
负载特性，通常一台主机上会运行4到8个Segment。在启用了Segment镜像的
情况下，内存必须按照该主机上可运行的最大主Segment数量来分配，以防出现
系统故障。当你使用默认分组镜像的配置时，一台Segment主机故障将会加倍其
镜像Segment所在的主机上的活跃主Segment数量。将每台主机上的镜像分散到
其他主机上的镜像配置可以降低最大值，允许每台Segment分配到更多的可用内
存。例如，如果你使用了区组（block）镜像配置，每个区组有4个主机，每个主
机上有8个主Segment，单个主机的故障会导致区组中其他主机出现最多11个活
跃主Segment，而使用默认组镜像配置的话则会产生最多16个。

在启用了基于资源组的资源管理系统下分配在启用了基于资源组的资源管理系统下分配Segment内存内存

当启用了基于资源组的管理系统时，每个Segment主机上的每个Segment所分配
到的内存等于MPP可用的内存乘以gp_resource_group_memory_limit服务器配
置参数，然后除以主机上活跃的主Segment数量，以下方程式就是在启用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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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组的资源管理系统时计算Segment内存的方式。

rg_perseg_mem = ((RAM * (vm.overcommit_ratio / 100) + SWAP) * gp_resource_group_memory_limit) / num_active_primary_segments

资源组带来的额外配置参数使用户可以进一步控制和精炼查询行为所分配到的内
存大小。

在启用了基于资源队列的资源管理系统下分配在启用了基于资源队列的资源管理系统下分配Segment内存内存

当启用了基于资源队列的资源管理系统时，gp_vmem_protect_limit服务器配置
参数数值表示了每个Segment分配到的内存大小，该数值的预估值是通过计算所
有MPP数据库进程可用的内存大小除以在发生故障时最大的主Segment数量得
出，如果gp_vmem_protect_limit的数值设置得过高，则查询可能会失败，使用
以下方程式来计算gp_vmem_protect_limit的安全值，其中gp_vmem_rq是你刚
刚计算得出的数值。

gp_vmem_protect_limit = gp_vmem_rq / max_acting_primary_segments

其中 max_acting_primary_segments 是指在有主机或Segment发生故障时触发
镜像Segment时的最大主Segment数量。

在使用基于资源组的MPP数据库资源管理系统时，gp_vmem_protect_limit是不
会影响Segment内存大小的。

资源队列带来的额外配置参数使用户可以进一步控制和精炼查询行为所分配到的
内存大小。

内存配置计算示例Example Memory Configuration
Calc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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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节将会展示以下配置的MPP数据库系统的资源队列和资源组的内存计算示
例：

总RAM = 256GB

Swap = 64GB

一个区组（block）4个主机，每个主机8个主Segment和8个镜像Segment

发生故障时每个主机的最大活跃主Segment数量为11

资源组示例资源组示例

当MPP数据库启用了基于资源组的资源管理系统时，一个主机上可用的内存由
系统配置的RAM和Swap空间，以及vm.overcommit_ratio的系统参数设置决定：

total_node_usable_memory = RAM * (vm.overcommit_ratio / 100) + Swap
                         = 256GB * (50/100) + 64GB
                         = 192GB

假设默认的gp_resource_group_memory_limit数值(.7)，示例中的MPP数据库分
配到的内存大小就是：

total_gp_memory = total_node_usable_memory * gp_resource_group_memory_limit
                = 192GB * .7
                = 134.4GB

在MPP数据库的Segment主机上的一个Segment可用的内存由主机上为MPP预
留的内存和主机上活跃的主Segment数量组成，在集群启动时：

gp_seg_memory = total_gp_memory / number_of_active_primary_segments
              = 134.4GB / 8
              = 16.8GB

注意，当三个镜像Segment切换为主Segment时，每个Segment的内存仍然是
16.8GB，Segment主机使用的总内存大小预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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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_gp_memory_with_primaries = 16.8GB * 11 = 184.8GB

资源队列示例资源队列示例

在启用了基于资源队列的资源管理系统下的MPP示例数据库
中，vm.overcommit_ratio的计算遵循以下方程式：

gp_vmem_rq = ((SWAP + RAM) – (7.5GB + 0.05 * RAM)) / 1.7
        = ((64 + 256) - (7.5 + 0.05 * 256)) / 1.7
        = 176

vm.overcommit_ratio = (RAM - (0.026 * gp_vmem_rq)) / RAM
                    = (256 - (0.026 * 176)) / 256
                    = .982

你可以将示例系统中的vm.overcommit_ratio数值设置为98。

在启用了基于资源队列的资源管理系统下的MPP数据库
中，gp_vmem_protect_limit的计算方式如下：

gp_vmem_protect_limit = gp_vmem_rq / maximum_acting_primary_segments
                      = 176 / 11
                      = 16GB
                      = 16384MB

你可以将示例系统中的gp_vmem_protect_limit服务器配置参数数值设置为
16384.

Parent topic: 性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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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源
MPP数据为用户提供了根据业务需求对查询进行排序以及提供资源的功能， 该
功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在资源不可用时仍然发起查询的行为。

用户可以使用资源管理功能来限制并行的查询数、单个查询所使用的内存量和
CPU使用量。 MPP数据库提供了两种管理资源的模式 —— 资源队列和资源
组。

Important: 在启用着基于资源组的负载管理的RedHat 6.x 以及 CentOS 6.x系统
中 存在明显的MPP数据库性能下降现象，这是Linux cgroup的内核Bug造成的。
该内核Bug已经在 RedHat 7.x 以及 CentOS 7.x系统中被修复了。

若用户对在RedHat 6系统下使用资源组的性能满意，且符合使用场景的话，请
将内核版本升级到 2.6.32-696或更高以获得cgroups Bug修复带来的其他优势。

MPP数据库中同时只能启用资源组或资源队列中的一个资源管理模式。

在安装MPP数据库集群时，默认启用的资源管理模式是资源队列管理模式。尽
管在该模式下， 用户仍然可以创建并分配资源组，但启用资源组管理模式仍需
要先启用资源组。

下表总结了一些资源队列和资源组的区别。

参数参数 资源队列资源队列 资源组资源组

并行 在查询级别管理 在事务级别管理

CPU 指定队列顺序 指定CPU的使用百分比
；使用Linux控制组

内存 在队列和操作级别管理
；用户可以过量使用

在事务级别管理，可以
进一步分配和追踪；用
户不可以过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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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隔离 无 同资源组下的事务使用
的内存是隔离的，不同
资源组使用的内存也是
隔离的。

用户 仅非管理员用户有限制
。

非管理员用户和超级用
户都有限制

排序 当没有可用槽位时，才
开始排序

当槽位或内存不足时，
开始排序

查询失效 当内存不足时，查询可
能会立即失效

在没有更多的共享资源
组内存的情况下，若事
务到达了内存使用量限
制后仍然提出增加内存
的申请，查询可能会失
效

避开限制 超级用户角色以及特定
的操作者和功能不受限
制。

SET、RESET和SHOW
指令不受限制

外部组件 无 管理PL/Container CPU
和内存资源

参数参数 资源队列资源队列 资源组资源组

用资源组进行工作负载管理用资源组进行工作负载管理

使用资源队列使用资源队列

Parent topic: 性能管理

用资源组进行工作负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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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源组进行工作负载管理

用户可以使用资源组在MPP数据库中设置和实施CPU，内存和并发事务限制。
定义资源组后，可以将该组分配给一个或多个MPP数据库角色，或分配给外部
组件（如PL /Container），以便控制这些角色或组件使用的资源。

当用户将资源组分配到角色（基于角色的资源组），用户定义该组的资源限制应
用于所有的该组的所有角色。例如，对于一个资源组的内存限制标识了该组所有
MPP数据库用户提交的运行事务的最大内存使用量。

同样，将资源组分配给外部组件时，组限制将应用于组件的所有正在运行的实
例。 例如，如果为PL/Container外部组件创建资源组，则为组定义的内存限制
将指定为其分配组的每个PL/Container运行时的所有正在运行的实例的最大内存
使用量。

该章节包含以下小节

理解角色和组件资源组

资源组的参数和限制

内存审计器
事务并行限制
CPU限制
内存限制

使用资源组

启用资源组
创建资源组
将资源组分配给角色
监视资源组状态

资源组常见问题解答

Parent topic: 管理资源

理解角色和组件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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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角色和组件资源组

MPP数据库支持两类型型的资源组：管理角色资源的组，以及管理外部组件
（如PL/Container）资源的组。

资源组的最常见应用程序是管理不同角色可以在MPP数据库群集中并发执行的
活动查询的数量。 用户还可以管理MPP为每个查询分配的CPU和内存资源量。

角色的资源组使用Linux控制组（cgroup）进行CPU资源管理。MPP数据库使用
称为vmtracker的内存审计器在内部为这些资源组跟踪虚拟内存。

当用户执行查询时，MPP数据库会根据为资源组定义的一组限制来评估查询。
如果尚未达到组的资源限制并且查询不会导致组超过并发事务限制，MPP数据
库会立即执行查询。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MPP数据库会对查询进行排队。例
如，如果已达到资源组的最大并发事务数，则后续查询将排队，并且必须等待其
他查询在运行之前完成。当资源组的并发和内存限制被更改为足够大的值
时，MPP数据库也可以执行挂起的查询。

在角色的资源组中，事务以先进先出的方式进行评估。 MPP数据库定期评估系
统的活动工作负载，根据需要重新分配资源和启动/排队作业。

用户还可以使用资源组来管理外部组件（如PL/Container）的CPU和内存资
源。 外部组件的资源组使用Linux cgroup来管理组件的总CPU和总内存资源。

Note: MPP数据库的容器化部署（例如MPP for Kubernetes）可能会创建一组嵌
套的cgroup，以管理主机系统资源。 嵌套cgroup会影响MPP数据库资源组对
CPU百分比，CPU核心和内存的限制（MPP数据库外部组件除外）。 MPP数据
库资源组系统资源限制基于父组的配额。

例如，MPP数据库在cgroup演示中运行，MPP Database cgroup嵌套在cgroup
演示中。 如果cgroup演示配置CPU限制为系统CPU资源的60％且MPP数据库资
源组CPU限制设置为90％，则主机系统CPU资源的MPP数据库限制为
54％（0.6 x 0.9）。

嵌套的cgroup不会影响MPP数据库外部组件（如PL/Container）的内存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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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当用于管理MPP数据库资源的cgroup未嵌套时，才能管理外部组件的内存限
制，cgroup配置为顶级cgroup。

有关配置cgroup以供资源组使用的信息，请参阅使用资源组.

资源组的参数和限制

当用户创建一个资源组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通过识别该组存储器是如何审核指定资源组的类型。

提供一组限制，用于确定组可用的CPU和内存资源量。

资源组的参数和限制：

限制类型限制类型 描述描述

MEMORY_AUDITOR 用于资源组的内存审计器。 如果要将
资源组分配给角色，则需要vmtracker
缺省值）。 指定cgroup以将资源组分
配给外部组件。

CONCURRENCY 资源组中允许的最大并发事务数，包
括活动和空闲事务。

CPU_RATE_LIMIT 此资源组可用的CPU资源百分比。

CPUSET 为该资源组保留的CPU核心数

MEMORY_LIMIT 该资源组可用的内存资源百分比。

MEMORY_SHARED_QUOTA 提交到该资源组的事务之间共享的内
存资源百分比

MEMORY_SPILL_RATIO 内存密集型事务的内存使用阈值。当
事务达到此阈值时，它将溢出到磁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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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不对SET，RESET和SHOW命令强制执行资源限制。

内存审计器

MEMORY_AUDITOR属性通过标识组的内存审计器来指定资源组的类型。 指
定vmtrackerMEMORY_AUDITOR的资源组标识角色的资源组。 指
定cgroupMEMORY_AUDITOR的资源组标识外部组件的资源组。

默认的MEMORY_AUDITOR是vmtracker。

用户为资源组指定的MEMORY_AUDITOR确定MPP数据库是否以及如何使用限
制属性来管理CPU和内存资源：

限制类型限制类型 角色资源组角色资源组 外部组件资源组外部组件资源组

CONCURRENCY 是 否；必须为零（0）。

CPU_RATE_LIMIT 是 是

CPUSET 是 是

MEMORY_LIMIT 是 Yes

MEMORY_SHARED_
QUOTA

是 视组件决定

MEMORY_SPILL_RAT
IO

是 视组件决定

事务并行限制

CONCURRENCY限制控制角色资源组允许的最大并发事务数。
Note: CONCURRENCY限制不适用于外部组件的资源组，对于此类组必须设置
为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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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每个资源组在逻辑上被划分为等于CONCURRENCY限制的固定数量的
槽。 MPP数据库为这些插槽分配相等，固定百分比的内存资源。

角色资源组的默认CONCURRENCY限制值为20。

MPP数据库将资源组达到CONCURRENCY限制后提交的任何事务排队。 当正
在运行的事务完成时，如果存在足够的内存资源，MPP Database将排队并执行
最早的排队事务。

用户可以设置服务器配置参数gp_resource_group_bypass来绕过资源组的并行
限制。

CPU限制

通过将特定CPU核心分配给组，或通过标识要分配给组的分段CPU资源的百分
比，可以配置要为段主机上的资源组保留的CPU资源份额。 MPP数据库使
用CPUSET和CPU_RATE_LIMIT资源组限制来标识CPU资源分配模式。 配置
资源组时，必须仅指定其中一个限制。

用户可以在MPP数据库群集中同时使用两种CPU资源分配模式。 用户还可以在
运行时更改资源组的CPU资源分配模式。

gp_resource_group_cpu_limit服务器配置参数标识要分配给每个MPP数据库段
主机上的资源组的系统CPU资源的最大百分比。 无论为组配置的CPU分配模式
如何，此限制都将控制段主机上所有资源组的最大CPU使用率。 剩余的未预留
CPU资源用于OS内核和MPP数据库辅助守护进程。 默认
的gp_resource_group_cpu_limit值为.9（90％）。

Note: 如果用户在MPP数据库群集节点上运行其他工作负载，则默认
的gp_resource_group_cpu_limit值可能不会留下足够的CPU资源，因此请务必
相应地调整此服务器配置参数。
Warning: 避免将gp_resource_group_cpu_limit设置为高于.9的值。 这样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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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高工作负载查询接近所有CPU资源，可能使MPP数据库辅助进程匮乏。

按核心数分配CPU资源

用户可以使用CPUSET属性标识要为资源组保留的CPU核心。 用户指定的CPU
核心必须在系统中可用，并且不能与为其他资源组保留的任何CPU核心重叠。
（尽管MPP数据库使用用户专门为该组分配给资源组的核心，但请注意，系统
中的非MPP进程也可以使用这些CPU核心。）

配置CPUSET时，请指定以逗号分隔的单核数字或数字间隔列表。必须将核心
数字/间隔用单引号括起来，例如“1,3-4”。

将CPU核心分配给CPUSET组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使用CPUSET创建的资源组仅使用指定的核心。如果组中没有正在运行的查
询，则保留的核心处于空闲状态，并且其他资源组中的查询无法使用这些核
心。 请考虑最小化CPUSET组的数量以避免浪费系统CPU资源。

CPU核心0未分配：在以下情况下，CPU核心0用作回退机制：

admin_group和default_group至少需要一个CPU核心。 保留所有CPU内核
后，MPP Database会将CPU内核0分配给这些默认组。 在这种情况下，
用户为其分配CPU核心0的资源组与admin_group和default_group共享核
心。
如果通过一个节点替换重新启动MPP数据库集群，并且节点没有足够的内
核来为所有CPUSET资源组提供服务，则会自动为这些组分配CPU核心0
以避免系统启动失败。

将核心分配给资源组时，请使用尽可能少的核心编号。 如果替换MPP数据库
节点并且新节点的CPU核心数少于原始节点，或者备份数据库并希望在具有
较少CPU核心的节点的群集上还原它，则操作可能会失败。 例如，如果用户
的MPP数据库群集有16个核心，则分配核心1-7是最佳选择。 如果创建资源
组并将CPU核心9分配给该组，则数据库还原到8核心节点将失败。

使用CPUSET配置的资源组在CPU资源上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在段主机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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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CPUSET的所有资源组的最大CPU资源使用百分比是保留的CPU核心数除以
所有CPU核心数乘以100。

为资源组配置CPUSET时，MPP数据库会禁用组的CPU_RATE_LIMIT并将值设
置为-1。

Note: 在为MPP数据库群集启用基于资源组的资源管理后，必须为资源组配
置CPUSET。

按百分比分配CPU资源

MPP数据库节点CPU百分比在MPP节点上的每个段之间平均分配。 使
用CPU_RATE_LIMIT配置的每个资源组都保留用于资源管理的段CPU的指定百
分比。

用户可以为资源组指定的最小CPU_RATE_LIMIT百分比为1，最大值为100。

在MPP数据库群集中定义的所有资源组指定的CPU_RATE_LIMIT的总和不得超
过100。

使用CPU_RATE_LIMIT在段主机上配置的所有资源组的最大CPU资源使用量是
以下值中的最小值：
非保留CPU核心数除以所有CPU核心数乘以100，和

gp_resource_group_cpu_limit值。

配置有CPU_RATE_LIMIT的资源组的CPU资源分配是弹性的，因为MPP数据库
可以将空闲资源组的CPU资源分配给更繁忙的资源组。在这种情况下，当该资
源组接下来变为活动时，CPU资源被重新分配给先前空闲的资源组。如果多个
资源组繁忙，则根据其CPU_RATE_LIMIT的比率为它们分配任何空闲资源组的
CPU资源。例如，使用CPU_RATE_LIMIT为40创建的资源组将分配两倍于使
用CPU_RATE_LIMIT 为20创建的资源组的额外CPU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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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源组配置CPU_RATE_LIMIT时，MPP数据库会禁用组的CPUSET并将值设
置为-1。

内存限制

启用资源组后，将在MPP数据库节点，段和资源组级别管理内存使用情况。用
户还可以使用角色资源组在事务级别管理内存。

gp_resource_group_memory_limit服务器配置参数标识要分配给每个MPP数据
库段主机上的资源组的系统内存资源的最大百分比。默认
的gp_resource_group_memory_limit值为.7（70％）。

MPP数据库节点上可用的内存资源在节点上的每个段之间进一步平均分配。当
基于资源组的资源管理处于活动状态时，分配给段主机上每个段的内存量是
MPP数据库可用的内存乘以gp_resource_group_memory_limit服务器配置参
数，并除以主机上活动主段的数量：

rg_perseg_mem = ((RAM * (vm.overcommit_ratio / 100) + SWAP) * gp_resource_group_memory_limit) / num_active_primary_segments

每个资源组保留用于资源管理的段内存的百分比。用户可以通过在创建资源组时
指定的MEMORY_LIMIT值来标识此百分比。用户可以为资源组指定的最
小MEMORY_LIMIT百分比为1，最大值为100。

在MPP数据库群集中定义的所有资源组指定的MEMORY_LIMIT总和不得超过
100。

于角色的资源组的附加内存限制

资源组为角色保留的内存进一步分为固定和共享组件。创建资源组时指定
的MEMORY_SHARED_QUOTA值标识可在当前运行的事务之间共享的预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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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组内存的百分比。此记忆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正在运行的事务可以使
用MEMORY_SHARED_QUOTA中的任何一个，一些或全部。

用户可以指定的最小MEMORY_SHARED_QUOTA为0，最大值为100.默
认MEMORY_SHARED_QUOTA为20。

如前所述，CONCURRENCY标识角色资源组中允许的最大并发运行事务数。
由资源组保留的固定存储器被分成CONCURRENCY个事务槽数。每个插槽分
配一个固定的，相等数量的资源组内存。MPP数据库会保证每个事务的固定内
存。
Figure 1. 资源组内存分配 

当查询的内存使用量超过固定的每事务内存使用量时，MPP数据库会将可用的
资源组共享内存分配给查询。特定事务槽可用的最大资源组内存量是事务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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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和完整资源组共享内存分配的总和。

全局共享内存

为所有资源组（包括默认admin_group和default_group组）配置
的MEMORY_LIMIT的总和标识预留资源组内存的百分比。如果此总和小于
100，则MPP数据库会将任何未预留的内存分配给资源组全局共享内存池。

资源组全局共享内存仅适用于使用vmtracker内存审计器配置的资源组。

在可用时，MPP数据库在首次分配插槽和资源组共享内存后为事务分配全局共
享内存。MPP数据库以先到先得的方式为事务分配资源组全局共享内存。

Note: MPP数据库跟踪但不主动监视资源组中的事务内存使用情况。如果资源组
的内存使用量超过其固定内存分配，则在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时，资源组中的事务
将失败：
没有可用的资源组共享内存。

没有可用的全局共享内存。

该事务请求额外的内存。

当用户为全局共享内存池保留一些未分配的内存（例如，10-20％）时，MPP数
据库会更有效地使用资源组内存。全局共享内存的可用性还有助于缓解内存消耗
或不可预测的查询失败。

查询运算符内存

大多数查询运算符都是非内存密集型的; 也就是说，在处理过程中，MPP数据库
可以将其数据保存在已分配的内存中。当内存密集型查询运算符（如连接和排
序）处理的数据多于可以保存在内存中的数据时，数据会溢出到磁盘。

gp_resgroup_memory_policy服务器配置参数控制所有查询运算符的内存分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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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算法。MPP数据库支持eager-free（默认）和资源组的自动内存策略。当用
户指定自动策略时，MPP数据库使用资源组内存限制在查询运算符之间分配内
存，为非内存密集型运算符分配固定大小的内存，其余为内存密集型运算符。
当eager_free策略到位时，MPP数据库通过在稍后的查询阶段将已完成处理的运
算符释放的内存重新分配给运算符，从而更好地在运算符之间分配内存。

MEMORY_SPILL_RATIO标识事务中内存密集型运算符的内存使用阈值。达到
此阈值时，事务将溢出到磁盘。MPP数据库使用MEMORY_SPILL_RATIO来确
定要分配给事务的初始内存。

可以为资源组指定的最小MEMORY_SPILL_RATIO百分比为0.最大值为100.默
认MEMORY_SPILL_RATIO为20。

在为角色创建资源组时定义MEMORY_SPILL_RATIO，用户可以使
用memory_spill_ratio服务器配置参数在会话级别基于每个查询选择性地设置此
限制。

memory_spill_ratio和低内存查询
低memory_spill_ratio设置（例如，在0-2％范围内）已被证明可以提高具有低内
存要求的查询的性能。使用memory_spill_ratio服务器配置参数可以基于每个查
询覆盖该设置。例如：

SET memory_spill_ratio=0;

其他内存注意事项

角色的资源组跟踪通过palloc()函数分配的所有MPP数据库内存。使用
Linuxpalloc()函数分配的内存不受这些资源组的管理。要确保角色的资源组准确
跟踪内存使用情况，请避免使用malloc()在自定义MPP数据库用户定义函数中分
配大量内存。

使用资源组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使用资源组

Important: 在RedHat 6.x和CentOS 6.x系统上启用基于资源组的工作负载管理
时，已观察到显着的MPP数据库性能下降。此问题是由Linux cgroup内核错误引
起的。这个内核错误已在CentOS 7.x和Red Hat 7.x系统中修复。

如果用户使用RedHat 6并且资源组的性能对于用户的用例是可接受的，请将用
户的内核升级到版本2.6.32-696或更高版本，以便从cgroups实现的其他修复程
序中受益。

条件

MPP数据库资源组使用Linux控制组（cgroup）来管理CPU资源。MPP数据库
还使用cgroup来管理外部组件的资源组的内存。使用cgroups，MPP将MPP进程
的CPU和外部组件内存使用与节点上的其他进程隔离开来。这允许MPP在每个
资源组的基础上支持CPU和外部组件内存使用限制。

有关cgroup的详细信息，请参阅Linux发行版的控制组文档。

在MPP数据库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完成以下任务，以设置用于资源组的
cgroup：

1. 如果用户在MPP数据库群集节点上运行SuSE 11+操作系统，则必须在每个
节点上启用交换记帐并重新启动MPP数据库群集。swapaccount内核引导参
数控制SuSE 11+系统上的交换记帐设置。设置此引导参数后，必须重新引导
系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SuSE 11发行说明中的 Cgroup交换控制讨论。
用户必须是超级用户或具有sudo访问权限才能配置内核引导参数和重新引导
系统。

2. 创建MPP数据库cgroups配置文件/etc/cgconfig.d/gpdb.conf。用户必须是超
级用户或具有sudo访问权限才能创建此文件：

sudo vi /etc/cgconfig.d/gpdb.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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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以下配置信息添加到 /etc/cgconfig.d/gpdb.conf:

group gpdb {
     perm {
         task {
             uid = gpadmin;
             gid = gpadmin;
         }
         admin {
             uid = gpadmin;
             gid = gpadmin;
         }
     }
     cpu {
     }
     cpuacct {
     }
     cpuset {
     }
     memory {
     }
} 

此内容配置由gpadmin用户管理的CPU，CPU计算，CPU核心集和内存控制
组。MPP数据库仅将内存控制组用于使用cgroupMEMORY_AUDITOR创建
的资源组。

4. 如果尚未安装并正在运行，请安装Control Groups操作系统软件包，并在每
个MPP Database节点上启动cgroups服务。用户运行以执行这些任务的命令
将根据节点上安装的操作系统而有所不同。用户必须是超级用户或具
有sudo访问权限才能运行这些命令：

Redhat/CentOS 7.x 系统：

sudo yum install libcgroup-tools
sudo cgconfigparser -l /etc/cgconfig.d/gpdb.conf 

Redhat/CentOS 6.x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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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yum install libcgroup
sudo service cgconfig start 

SuSE 11+ systems:

sudo zypper install libcgroup-tools
sudo cgconfigparser -l /etc/cgconfig.d/gpdb.conf 

5. 标识节点的cgroup目录安装点：

grep cgroup /proc/mounts

第一行输出标识cgroup挂载点。

6. 通过运行以下命令验证是否正确设置了MPP Database cgroups配置。将
<cgroup_mount_point> 替换为用户在上一步中标识的安装点：

ls -l <cgroup_mount_point>/cpu/gpdb
ls -l <cgroup_mount_point>/cpuacct/gpdb
ls -l <cgroup_mount_point>/cpuset/gpdb
ls -l <cgroup_mount_point>/memory/gpdb

如果这些目录存在且由gpadmin:gpadmin拥有，则用户已成功为MPP数据库
CPU资源管理配置了cgroup。

7. 要在系统重新启动时自动重新创建MPP数据库所需的cgroup层次结构和参
数，请将系统配置为启用Linux cgroup服务守护程
序cgconfig.service（Redhat / CentOS 7.x和SuSE 11+）
或cgconfig（Redhat / CentOS 6.x） ）节点启动时。例如，在首选服务自动
启动工具中配置以下cgroup服务命令之一：

Redhat/CentOS 7.x 和 SuSE11+ 系统：

sudo systemctl enable cgconfig.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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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hat/CentOS 6.x systems:

sudo chkconfig cgconfig on

用户可以选择其他方法来重新创建MPP数据库资源组cgroup层次结构。

程序

要在MPP数据库群集中使用资源组，用户需要：

1. 为MPP数据库群集启用资源组。

2. 创建资源组。

3. 将资源组分配给一个或多个角色。

4. 使用资源管理系统视图来监视和管理资源组。

启用资源组

安装MPP Database时，默认情况下会启用资源队列。要使用资源组而不是资源
队列，必须设置gp_resource_manager服务器配置参数。

1. 将gp_resource_manager服务器配置参数设置为值"group"：

gpconfig -s gp_resource_manager
gpconfig -c gp_resource_manager -v "group"

2. 重启MPP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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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top
gpstart

启用后，角色提交的任何事务都将定向到分配给该角色的资源组，并受该资源组
的并发，内存和CPU限制的约束。同样，外部组件的CPU和内存使用量由为分
配给组件的资源组配置的CPU和内存限制控制。

MPP数据库为名为admin_group和default_group的角色创建两个默认资源组。
启用资源组时，将为未明确分配资源组的任何角色分配角色功能的默认
组。SUPERUSER角色分配了admin_group，非管理员角色分配了名
为default_group的组。

使用以下资源限制创建默认资源组admin_group和default_group：

限制类型限制类型 admin_group default_group

CONCURRENCY 10 20

CPU_RATE_LIMIT 10 30

CPUSET -1 -1

MEMORY_LIMIT 10 30

MEMORY_SHARED_
QUOTA

50 50

MEMORY_SPILL_RAT
IO

20 20

MEMORY_AUDITOR vmtracker vmtracker

请记住，默认资源组admin_group和default_group
的CPU_RATE_LIMIT和MEMORY_LIMIT值对分段主机上的总百分比有贡献。
在创建MPP数据库部署并将新资源组添加到MPP数据库部署时，用户可能会发
现需要为admin_group和/或default_group调整这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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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资源组

为角色创建资源组时可以提供名称，CPU资源分配模式和内存限制。用户可以
选择提供并发事务限制和内存共享配额和溢出比率。使用CREATE
RESOURCE GROUP命令创建新资源组。

为角色创建资源组时，必须提
供CPU_RATE_LIMIT或CPUSET和MEMORY_LIMIT限制值。这些限制标识要
分配给此资源组的MPP数据库资源的百分比。例如，要创建名为rgroup1的资源
组，其CPU限制为20，内存限制为25：

=# CREATE RESOURCE GROUP rgroup1 WITH (CPU_RATE_LIMIT=20, MEMORY_LIMIT=25);

CPU限制为20由rgroup1分配到的每个角色共享。同样，内存限制为25
由rgroup1分配到的每个角色共享。rgroup1使用默认
的MEMORY_AUDITORvmtracker和默认的CONCURRENCY设置为20。

为外部组件创建资源组时，必须提
供CPU_RATE_LIMIT或CPUSET和MEMORY_LIMIT限制值。用户还必须提
供MEMORY_AUDITOR并将CONCURRENCY显式设置为零（0）。例如，要
创建名为rgroup_extcomp的资源组，请为其保留CPU核心1并指定内存限制为
15：

=# CREATE RESOURCE GROUP rgroup_extcomp WITH (MEMORY_AUDITOR=cgroup, CONCURRENCY=0,
     CPUSET='1', MEMORY_LIMIT=15);

The ALTER RESOURCE GROUP 命令更新资源组的限制。要更改资源组的限
制，请指定组所需的新值。例如：

=# ALTER RESOURCE GROUP rg_role_light SET CONCURRENCY 7;
=# ALTER RESOURCE GROUP exec SET MEMORY_LIMIT 25;
=# ALTER RESOURCE GROUP rgroup1 SET CPUSE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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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用户无法将admin_group的CONCURRENCY值设置或更改为零（0）。

DROP RESOURCE GROUP命令会删除资源组。要删除角色的资源组，不能将
该组分配给任何角色，也不能在资源组中激活或等待任何事务。删除正在运行的
实例的外部组件的资源组会导致正在运行的实例。

删除资源组：

=# DROP RESOURCE GROUP exec; 

将资源组分配给角色

使用默认MEMORY_AUDITORvmtracker创建资源组时，该组可用于分配给一个
或多个角色（用户）。使用CREATE ROLE或ALTER ROLE命令
的RESOURCE GROUP子句将资源组分配给数据库角色。如果未为角色指定资
源组，则会为角色分配角色功能的默认组。SUPERUSER角色分配
了admin_group，非管理员角色分配了名为default_group的组。

使用ALTER ROLE或CREATE ROLE命令将资源组分配给角色。例如：

=# ALTER ROLE bill RESOURCE GROUP rg_light;
=# CREATE ROLE mary RESOURCE GROUP exec;

用户可以将资源组分配给一个或多个角色。如果已定义角色层次结构，则将资源
组分配给父角色不会向下传播到该角色组的成员。

Note: 用户无法将为外部组件创建的资源组分配给角色。

如果要从角色中删除资源组分配并将角色分配为默认组，请将角色的组名称分配
更改为NONE。例如：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 ALTER ROLE mary RESOURCE GROUP NONE;

监视资源组状态

监视资源组和查询的状态可能涉及以下任务：

查看资源组限制

查看资源组查询状态和CPU/内存使用情况

查看分配给角色的资源组

查看资源组的运行和待定查询

取消资源组中的正在运行或已排队的事务

查看资源组限制

The gp_resgroup_config gp_toolkit系统视图显示资源组的当前和建议限制。当
用户更改限制时，建议的限制与当前限制不同，但不能立即应用新值。如果要查
看所有资源组的限制：

=#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resgroup_config;

查看资源组查询状态和CPU/内存使用情况

gp_resgroup_status gp_toolkit系统视图可以查看资源组的状态和活动。该视图
显示正在运行和排队的事务数。它还显示资源组的实时CPU和内存使用情况。
要查看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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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resgroup_status;

查看每个主机的资源组CPU/内存使用情况

通过gp_resgroup_status_per_host gp_toolkit系统视图，用户可以基于每个主机
查看资源组的实时CPU和内存使用情况。要查看此信息：

=#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resgroup_status_per_host;

查看每个段的资源组CPU/内存使用情况

通过gp_resgroup_status_per_segment gp_toolkit系统视图，用户可以按每个
段，每个主机查看资源组的实时CPU和内存使用情况。要查看此信息：

=#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resgroup_status_per_segment;

查看分配给角色的资源组

要查看资源组到角色分配，请对 pg_roles 和 pg_resgroup系统目录表执行以下
查询：

=# SELECT rolname, rsgname FROM pg_roles, pg_resgroup
     WHERE pg_roles.rolresgroup=pg_resgroup.oid;

查看资源组的运行和待定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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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资源组的运行查询，挂起的查询以及挂起的查询排队的时间，请检
查pg_stat_activity系统目录表：

=# SELECT current_query, waiting, rsgname, rsgqueueduration 
     FROM pg_stat_activity;

pg_stat_activity显示有关启动查询的用户/角色的信息。使用外部组件（如
PL/Container）的查询由两部分组成：在MPP数据库中运行的查询运算符和在
PL/Container实例中运行的UDF。MPP数据库处理分配给发起查询的角色的资
源组下的查询运算符。在PL/Container实例中运行的UDF在分配给PL/Container
运行时的资源组下运行。后者没有在pg_stat_activity中表示; MPP数据库无法深
入了解PL/Container等外部组件如何在运行实例中管理内存。

取消资源组中的正在运行或已排队的事务

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可能希望取消资源组中的正在运行或排队的事务。例如，用
户可能希望删除在资源组队列中等待但尚未执行的查询。或者，用户可能希望停
止执行时间太长的正在运行的查询，或者在事务中处于空闲状态并占用其他用户
所需的资源组事务插槽的查询。

要取消正在运行或排队的事务，必须首先确定与事务关联的进程ID（pid）。获
得进程ID后，可以调用pg_cancel_backend()来结束该进程，如下所示。

例如，要查看与当前活动或在所有资源组中等待的所有语句关联的进程信息，请
运行以下查询。如果查询未返回任何结果，则任何资源组中都没有正在运行或排
队的事务。

=# SELECT rolname, g.rsgname, procpid, waiting, current_query, datname 
     FROM pg_roles, gp_toolkit.gp_resgroup_status g, pg_stat_activity 
     WHERE pg_roles.rolresgroup=g.groupid
        AND pg_stat_activity.usename=pg_roles.rol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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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部分查询输出：

 rolname | rsgname  | procpid | waiting |     current_query     | datname 
---------+----------+---------+---------+-----------------------+---------
  sammy  | rg_light |  31861  |    f    | <IDLE> in transaction | testdb
  billy  | rg_light |  31905  |    t    | SELECT * FROM topten; | testdb

使用此输出来标识要取消的事务的进程ID（procpid），然后取消该进程。例
如，要取消上面示例输出中标识的待处理查询：

=# SELECT pg_cancel_backend(31905);

用户可以在pg_cancel_backend()的第二个参数中提供可选消息，以向用户指示
进程被取消的原因。

Note:

不要使用操作系统KILL命令取消任何MPP数据库进程。

资源组常见问题解答

CPU

为什么为什么CPU使用率低于为资源组配置的使用率低于为资源组配置的CPU_RATE_LIMIT？？
当资源组中运行的查询和片数较少时，您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并且这些进
程未使用系统上的所有核心。

为什么资源组的为什么资源组的CPU使用率高于配置的使用率高于配置的CPU_RATE_LIMIT？？
在下列情况下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当其他资源组空闲时，资源组可以使用比其CPU_RATE_LIMIT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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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在这种情况下，MPP数据库将空闲资源组的CPU资源分配给更繁忙
的资源组。此资源组功能称为CPU突发。
操作系统CPU调度程序可能导致CPU使用率出现峰值，然后下降。如果您
认为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请计算给定时间段内的平均CPU使用率（例
如，5秒），并使用该平均值来确定CPU使用率是否高于配置的限制。

内存

为什么我的查询返回为什么我的查询返回“内存不足内存不足”错误？错误？
在资源组中提交的事务失败并在内存使用超过其固定内存分配时退出，不存
在可用资源组共享内存，并且事务请求更多内存。

为什么我的查询返回为什么我的查询返回“达到内存限制达到内存限制”错误？错误？
当您使用ALTER RESOURCE GROUP更改资源组的内存和/或并发限制
时，MPP数据库会自动将事务和组内存调整为新设置。如果您最近更改了资
源组属性并且当前正在运行的查询不再有足够的可用内存，则可能会出现“内
存不足”错误。

为什么我的资源组的实际内存使用量超过为该组配置的数量？为什么我的资源组的实际内存使用量超过为该组配置的数量？
当从组中运行的一个或多个查询从全局共享内存池分配内存时，资源组的实
际内存使用量可能超过配置的量。（如果没有可用的全局共享内存，查询将
失败，并且不会影响其他资源组的内存资源。）
当全局共享内存可用时，当事务溢出到磁盘时，内存使用量也可能超过配置
的量。MPP数据库语句在开始溢出到磁盘时继续请求内存，因为：

溢出到磁盘需要额外的内存才能工作。
其他运营商可能会继续请求内存。

泄漏情况下内存使用量增加;当全局共享内存可用时，资源组最终可能最多使
用其配置的组内存限制的200-300％。

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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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运行事务的数量低于为资源组配置的为什么运行事务的数量低于为资源组配置的CONCURRENCY限制？限制？
MPP数据库在运行事务之前考虑内存可用性，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存可供服
务，它将对事务进行排队。如果使用ALTER RESOURCE GROUP增加资源
组的CONCURRENCY限制但不调整内存限制，则当前正在运行的事务可能
会占用该组的所有分配的内存资源。处于此状态时，MPP数据库会对资源组
中的后续事务进行排队。

为什么资源组中正在运行的事务数高于配置的为什么资源组中正在运行的事务数高于配置的CONCURRENCY限制？限制？
资源组可能正在运行SET和SHOW命令，这些命令会绕过资源组事务检查。

使用资源队列

使用MPP数据库的工作负载管理根据业务需求对查询按照优先权分配资源，并
且在资源不可用时阻止查询开始。

资源队列是用来管理MPP数据库系统中并行的程度的工具。你可以使
用CREATE RESOURCE QUEUESQL声明创建资源队列这一数据库对象，你
可以用资源队列来管理可能并行执行的活动查询， 控制它们的内存使用量，以
及队列中的相对排序。资源队列同时也可以防止查询消耗太多资源进而降低系统
性能。

每个数据库角色都与一个单个资源队列关联；多个角色可以共享同一个资源队
列，使用RESOURCE QUEUE 中的CREATE ROLE或ALTER ROLE来将角色
分配到资源队列中。如果没有指定资源队列， 则角色将会自动被关联到默认资
源队列pg_default。

当用户提交了一个要执行的查询时，资源队列会根据其限制对查询进行评估，若
该查询所需的资源没有超过限制， 它将会立即执行；若超过了限制（例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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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目前所有活动声明槽位都已被占用），该查询则必须等到队列资源有 空闲时
才能执行。对查询的评估将遵从先进先出的原则。如果启用了查询优先权，则将
会预估系统当前的负载并根据 查询优先权（参考优先权如何起作用）进行资源
分配。拥有SUPERUSER属性 的角色将会不受资源队列限制的限制，无论何
时，超级用户的查询都会无视其所在资源队列的限制并立即执行。

Figure 1. 资源队列进程 

资源队列会将资源需求相似的查询合并为Class，管理员应该根据组织中不同种
类的负载创建资源队列。例如，参考以下不同的服务级别 ，用户需要根据其所
对应的的查询的Class创建资源组：

ETL查询

报告查询

执行查询

拥有以下特性的资源组：

MEMORY_LIMIT
队列（每个Segment）中所有查询所使用的的内存的量。例如，对ETL查
询设置2GB的MEMORY_LIMIT， 这样每个Segment里的ETL查询最多使
用2GB的内存。

ACTIVE_STATEMENTS
队列中槽位的数量；一个队列中最大可并行数，当所有槽位都占用时，新
的查询必须等待。默认每个查询使用 等量的内存，。
例如，pg_default资源组的ACTIVE_STATEMENTS为20。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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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使用的相对CPU使用量，可以设置为以下级
别：LOW、MEDIUM、HIGH 和MAX。默认级别是MEDIUM，查询优先权
的机制会监控系统中所有正在运行的查询的CPU使用量， 并根据其优先权
别来调整其CPU使用量。例如，你可以为执行资源队列设置MAX优先权，
为其他 查询设置MEDIUM优先权，确保执行查询可以获得比较多的CPU资
源。

MAX_COST
查询计划消耗限制。
MPP数据优化器会为每个查询分配数字型消耗，如果该消耗超过了资源队
列的MAX_COST的值，该查询就会被拒绝。
Note: GPORCA和Postgres查询优化器使用不同的查询消耗模型，因此同
一个查询可能会得出不同的消耗，MPP数据库资源队列资源管理模式不会
采用GPORCA或Postgres优化器得出的消耗，而是使用根据优化器直接返
还的消耗来限制查询。

当基于资源队列的资源管理系统激活时，会使
用MEMORY_LIMIT和ACTIVE_STATEMENTS限制资源， 而不是配置基
于消耗的限制。因为即便是使用GPORCA的时候，MPP数据库仍然可能
会在特定查询中使用Postgres查询优化器从而导致未知的结果。

MPP数据库系统默认配置有一个默认资源队列，名为pg_default，pg_default资
源队列的ACTIVE_STATEMENTS 设置数值为20，没
有MEMORY_LIMIT和MAX_COST，PRIORITY为中。这意味所有查询都会被接
受并立即执行，没有优先权划分 和内存限制；但是并行的查询最多是20个。

一个资源队列所允许的并行查询的数量由是否有设置MEMORY_LIMIT决定：

如果一个资源队列没有设置MEMORY_LIMIT的话，每个资源所分配到的内存
大小就是statement_mem的服务器配置参数，一个资源队列的可用内存大小
是根据statement_mem和ACTIVE_STATEMENTS的计算结果。

当资源队列有设置MEMORY_LIMIT时，资源队列中可以并行执行的查询数将
会受到该队列的可用内存限制。

提交到系统中的查询将会被分配一定量的内存，且系统会对其生成一个查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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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计划树的每个节点都是运算符，例如排序连接和哈希连接。每个运算符都是
单独的执行线程，且被分配到了总陈述说明内存中的 一部分（至少100KB）。
如果计划中含有大量的运算符，运算符所需的最小内存大小可能会超过可用内
存，则该查询会因内存不足而被拒绝。运算符会确定能否使用分配到的内存量完
成任务，否则就会 采取spill to disk的处理方式。这种分配和控制每个运算符使
用的内存大小的机制被称为内存配额。

并不是所有提交到资源队列的SQL声明都会受到队列限制的评估，默认只会评
估SELECT、SELECT INTO、CREATE TABLE AS SELECT和 DECLARE
CURSOR声明。如果服务器配置的resource_select_only参数为off，那
么INSERT、UPDATE 和DELETE声明也会受评估。

与此同时，在执行EXPLAIN ANALYZE命令期间跑的SQL声明也会被资源队列
排除。

Parent topic: 管理资源

资源队列示例

默认资源队列pg_default允许最多20个活动查询平分内存以并行执行。一般来说
这是不足以满足生产环境下的资源需求的。为了确保系统能够满足性能期望，用
户可以定义查询的组并 对其分配拥有相应的并行量、内存以及CPU的资源队
列。

如下展示了一个示例MPP数据库系统（gp_vmem_protect_limit为8GB）的资源
队列的配置：
Figure 2. 资源队列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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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示例有三个不同属性和服务等级协议的组，各个有对应的资源队列。其中预留
有一部分内存作为冗余。

资源队列名资源队列名 活动声明活动声明 内存限制内存限制 每个查询的内存每个查询的内存

ETL 3 2GB 667MB

报告 7 3GB 429MB

执行 1 1.4GB 1.4GB

队列所分配的内存总量为6.4GB，也就是说gp_vmem_protect_limit服务器配置
参数所定义的总Segment内存的80%。剩余的20%是为了那些可能会需要更多内
存的 运算符和查询所预留的。

关于命令语法帮助和详细参考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手册中的CREATE
RESOURCE QUEUE和CREATE/ALTER ROLE语句。

内存限制如何工作

一个资源队列上的MEMORY_LIMIT为一个Segment实例设置通过该队列提交的
所有活动查询可以消耗的最大内存量。拨给一个查询的内存量是队列内存限制除
以活动语句限制（将内存限制与基于语句的队列而不是基于代价的队列）。例
如，如果一个队列的内存限制是2000MB而活动语句限制是10，每个通过该队列
提交的查询会默认拿到200MB内存。可以以每个查询为基础使
用statement_mem服务器配置参数覆盖默认的内存分配（最高到队列内存限
制）。一旦一个查询开始执行，它会在队列中保持分拨给它的内存直至完成，即
便在执行中它实际消耗的内存比分配到的内存少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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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使用statement_mem 服务器配置参数来覆盖当前资源队列设置的内存
限制。在会话级别，用户可以增加statement_mem，最高到资源队列
的MEMORY_LIMIT。这将允许个别查询使用分配给整个队列的所有内存而不影
响其他资源队列。

statement_mem的值会被max_statement_mem配置参数（是一个超级用户参
数）覆盖。对于一个设置有MEMORY_LIMIT的资源队列中的查
询，statement_mem的最大值是min(MEMORY_LIMIT, max_statement_mem)。
当一个查询被允许进入时，分配给它的内存会被从MEMORY_LIMIT中减去。如
果MEMORY_LIMIT被耗尽，同一个资源队列中的新查询必须等待。即
使ACTIVE_STATEMENTS还没有达到时也会发生这种事情。注意只有
当statement_mem被用来覆盖资源队列分配的内存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例如，考虑一个名为adhoc的队列，它有下列设置：
MEMORY_LIMIT 为 1.5GB

ACTIVE_STATEMENTS 为 3

默认每个被提交到队列的语句会被分配500MB内存。现在考虑下列一系列事
件：
1. 用户ADHOC_1提交查询Q1，并且把STATEMENT_MEM覆盖为

800MB。Q1语句被准许进入系统。

2. 用户ADHOC_2提交查询Q2，使用默认的500MB。

3. 当Q1和Q2仍在运行时，用户ADHOC3提交查询Q3，使用默认的500MB。

查询Q1和Q2已经用掉了队列的1500MB中的1300MB。因此，Q3在能运行前必
须等待Q1或Q2完成。

如果在一个队列上没有设置MEMORY_LIMIT，查询都被准许进入，直到所有
的ACTIVE_STATEMENTS槽被用尽，并且每个查询可以设置一个任意高
的statement_mem这可能导致资源队列使用无限量的内存。

更多有关在资源队列上配置内存限制以及其他内存利用控制的信息，请见创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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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存限制的队列.

statement_mem和低内存查询

经实践发现设置了低statement_mem参数（比如1-3MB的范围内）的低内存需求
的查询会有更好的性能表现。在单个查询的基础上使用statement_mem服务器
配置参数来覆盖队列的设置。例如：

SET statement_mem='2MB';

优先权如何起作用

资源队列的PRIORITY设置与MEMORY_LIMIT和ACTIVE_STATEMENTS设置
不同，后两者决定一个查询是否将被准许进入该队列并且最终被执
行。PRIORITY设置对于活动查询适用。活动查询会按照其所在资源队列的优先
权设置来共享可用的CPU资源。当一个来自高优先权队列的语句进入到活动运
行语句分组中时，它可以得到可用CPU中较高的份额，同时也降低了具有较低
优先权设置队列中已经在运行的语句得到的份额。

查询的相对尺寸或复杂度不影响CPU的分配。如果一个简单的低代价的查询与
一个大型的复杂查询同时运行，并且它们的优先权设置相同，它们将被分配同等
份额的可用CPU资源。当一个新的查询变成活动时，CPU份额将会被重新计
算，但是优先权相等的查询仍将得到等量的CPU。

例如，管理员创建三个资源队列：adhoc用于业务分析师提交的正在进行的查
询，reporting用于计划的报表任务，而executive用于行政用户角色递交的查
询。由于分析师可能临时提交查询，而这些查询的资源需求是不可预测的，管理
员想要确保计划的报表任务不会受到这类查询的严重影响。还有，管理员想要确
保行政角色递交的查询会被分配相当份额的CPU。相应地，资源队列的优先权
被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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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oc — 低优先权

reporting — 高优先权

executive — 最大优先权

在运行时，活动语句的CPU份额由这些这些优先权设置决定。如果来自报表队
列的查询1和2同时运行，它们有相等份额的CPU。当一个临时查询变成活动
时，它会索取一个较小份额的CPU。报表查询所使用的准确份额会被调整，但
仍然保持相等，因为它们的优先权设置相等：

Figure 3. 根据优先权重新调整CPU份额 

Note:

这些图中显示的百分数都是近似值。高、低和中优先权队列的CPU使用并不总
是准确地用这些比例计算出来。

当一个行政查询进入到运行语句组中时，CPU使用会被调整以说明其最大优先
权设置。它可能是一个堪比分析师和报表查询的简单查询，但直到它完成前，它
都将要求最大份额的CPU。

Figure 4. 为最大优先权查询重新调整CPU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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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关设置优先权的命令的信息，请见设置优先级.

启用负载管理的步骤

在MPP数据库中启用并且使用负载管理涉及下列高层任务：

1. 配置负载管理，见配置负载管理.

2. 创建资源队列并且在其上设置限制。见创建资源队列 and 修改资源队列.

3. 把队列分派给一个或者更多用户角色。见指派角色（用户）到资源队列.

4. 使用负载管理系统视图来监控并且管理资源队列。见检查资源队列状态.

配置负载管理

在安装MPP数据库时默认会启用资源调度，资源调度对所有角色都是必需的。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默认的资源队列pg_default的活动语句限制是20，没有内存限制和中等的优先权
设置。为各种类型的负载创建资源队列。

配置负载管理

1. 下列参数用于资源队列的一般配置：
max_resource_queues - 设置资源队列的最大数量。
max_resource_portals_per_transaction - S设置每个事务允许同时打开的
游标的最大数量。注意一个打开的游标将在资源队列中占有一个活动查询
槽。
resource_select_only - 如果被设置为on，那么SELECT，SELECT
INTO，CREATE TABLE ASSELECT和DECLARE CURSOR命令会被评
估。如果被设置为off，INSERT， UPDATE和DELETE也将被评估。
resource_cleanup_gangs_on_wait - 在资源队列中取得一个槽之前清除空
转的Segment工作者进程。
stats_queue_level - 在资源队列使用上启用统计信息收集，然后可以通过
查询pg_stat_resqueues系统视图来查看收集到的信息。

2. 下列参数与内存利用有关：
gp_resqueue_memory_policy - 启用MPP数据库的内存管理特性。 在
MPP数据库4.2和其后的版本中，分布算法eager_free 会利用并非所有操
作符都会同时执行这一事实。查询计划被划分成阶段并且MPP数据库会饥
渴地在上一阶段执行结束时释放分配给上一阶段的内存，然后将释放出来
的内存饥渴地分配给新的阶段。
当被设置为none时，内存管理与4.1之前MPP数据库发行版相同。当被设
置为auto时，查询内存使用由statement_mem和资源队列内存限制所控
制。
statement_mem和max_statement_mem - 被用来在运行时给一个特定查询
分配内存（覆盖资源队列指派的默认分配）。max_statement_mem被数
据库超级用户设置以防止常规数据库用户过度分配。
gp_vmem_protect_limit - 设置所有查询处理能消耗的上界并且不应超过
Segment主机的物理内存量。当一台Segment主机在查询执行时达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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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导致超过限制的查询将被取消。
gp_vmem_idle_resource_timeout和gp_vmem_protect_segworker_cache_limit
-被用来释放Segment主机上由闲置数据库进程持有的内存。管理员可能想
要在有大量并发的系统上调整这些设置。
shared_buffers - 设置MPP服务器实例用作共享内存缓冲区的内存量。这
个设置必须至少为128千字节并且至少为16千字节乘
以max_connections。该值不能超过操作系统共享内存最大分配请求尺
寸，该尺寸由Linux上的shmmax控制。推荐的OS内存设置请见 MPP 数据
库安装手册。

3. 下列参数与查询优先有关。注意下列参数都是本地参数，意味着它们必须在
Master和所有Segment的postgresql.conf文件中设置：

gp_resqueue_priority - 查询优先特性默认被启用。
gp_resqueue_priority_sweeper_interval - 设置所有活动语句重新计算
CPU使用的时间间隔。这个参数的默认值应该足够用于通常的数据库操
作。
gp_resqueue_priority_cpucores_per_segment - 指定每个Segment实例分
配的CPU核数。Master和Segment的默认值是4。对于MPP 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Version 2，Segment的默认值是4而Master默认值
是25。
每台主机会在其自己的postgresql.conf文件中检查这个参数的值。这个参
数也影响Master节点，在Master节点上它应该被设置为一个反映CPU核数
更高比率的值。例如，在每台主机有10个CPU核以及4个Segment的集群
上，用户可以为gp_resqueue_priority_cpucores_per_segment指定这些
值：
为Master和后备Master指定10。通常，在Master主机上只有Master实例。
为Segment主机上的每个Segment实例指定2.5。
如果参数值未被设置正确，要么是CPU可能不会被完全利用，要么是查询
优先可能无法按照预期工作。例如，如果MPP数据库集群在Segment主机
上每个CPU核低于一个Segment实例，确保要相应地调整这个值。
实际的CPU核利用取决于MPP数据库并行化查询的能力以及执行查询要求
的资源。
注意：操作系统任何可用的CPU核都会被包括在CPU核数中。例如，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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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核会被包括在CPU核数中。

4. 如果用户希望查看或者更改任何负载管理参数值，可以使用gpconfig 工具。

5. 例如，要查看一个特定参数的设置：

$ gpconfig --show gp_vmem_protect_limit

6. 例如，要在所有的Segment实例上设置一个值并且在Master上设置一个不同
的值：

$ gpconfig -c gp_resqueue_priority_cpucores_per_segment -v 2 -m 8

7. 重启MPP数据库让配置更改生效：

$ gpstop -r

创建资源队列

创建一个资源队列涉及到给它一个名称、设置一个活动查询限制并且可选地在该
资源队列上设置一个查询优先权。使用CREATE RESOURCE QUEUE命令来
创建新的资源队列。

创建带有活动查询限制的队列

带有ACTIVE_STATEMENTS设置的资源队列会限制指派给该队列的角色所执
行的查询数量。例如，要创建一个名为adhoc且活动查询限制为3的资源队列：

=# CREATE RESOURCE QUEUE adhoc WITH (ACTIVE_STATEMENT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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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对于所有被分配到adhoc资源队列的角色，在任意给定时刻只能有三个
活动查询被运行在这个系统上。如果这个队列已经有三个查询在运行并且一个角
色在该队列中提交第四个查询，则第四个查询只有等到一个槽被释放出来后才能
运行。

创建带有内存限制的队列

带有MEMORY_LIMIT设置的资源队列控制所有通过该队列提交的查询的总内
存。总内存不应超过每个Segment可用的物理内存。以每个Segment为基础，设
置MEMORY_LIMIT为90%的可用内存。例如，如果一台主机有48GB物理内存
和6个Segment实例，那么每个Segment实例可用的内存是8GB。可以为单个队
列按照0.90*8=7.2 GB来计算推荐的MEMORY_LIMIT。如果在系统上创建有多
个队列，它们的总内存限制加起来也必须为7.2 GB。

在与ACTIVE_STATEMENTS联合使用时，每个查询被分配的默认内存量
为：MEMORY_LIMIT /ACTIVE_STATEMENTS。在与MAX_COST联合使用
时，每个查询被分配的默认内存量为：MEMORY_LIMIT * (query_cost /
MAX_COST)。将 MEMORY_LIMIT与ACTIVE_STATEMENTS而不是
与MAX_COST一起使用。

例如，要创建一个活动查询限制为10且总内存限制为2000MB的资源队列（每个
查询将在执行时被分配200MB的Segment主机内存）：

=# CREATE RESOURCE QUEUE myqueue WITH (ACTIVE_STATEMENTS=20, 
MEMORY_LIMIT='2000MB');

可以使用statement_mem服务器配置参数针对每个查询覆盖默认的内存分配，
前提是没有超过MEMORY_LIMIT或者max_statement_mem 。例如，要对一个
特定查询分配更多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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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statement_mem='2GB';
=> SELECT * FROM my_big_table WHERE column='value' ORDER BY id;
=> RESET statement_mem;

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指导方针，对于所有资源队列的MEMORY_LIMIT不应超过一
台Segment主机的物理内存量。如果负载在多个队列之间交错安排，超额分配一
些内存可能是OK的，但要记住，如果执行期间Segment主机的内存限制
（gp_vmem_protect_limit）被超过，查询可能会被取消。

设置优先级

为了控制一个资源队列对可用CPU资源的消耗，管理员可以指派一个合适的优
先级。当高并发导致对CPU资源的竞争时，与较高优先权资源队列相关的查询
和语句将会比较低优先权的查询和语句得到更大份额的可用CPU。

优先权设置使用命令CREATE RESOURCE QUEUE和ALTER RESOURCE
QUEUE的WITH参数创建或修改。例如，要为adhoc和reporting队列指定优先权
设置，管理员会使用下列命令：

=# ALTER RESOURCE QUEUE adhoc WITH (PRIORITY=LOW);
=# ALTER RESOURCE QUEUE reporting WITH (PRIORITY=HIGH);

要以最大优先权创建executive队列，管理员可以使用下列命令：

=# CREATE RESOURCE QUEUE executive WITH (ACTIVE_STATEMENTS=3, PRIORITY=MAX);

当查询优先特性被启用时，如果没有显式地指派，默认会为资源队列给出一
个MEDIUM优先权。更多有关运行时如何评估优先权设置的信息，请见优先权
如何起作用.

Important: 为了在活动查询负载上实施资源队列优先级，用户必须通过设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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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配置参数来启用查询优先特性。请见配置负载管理.

指派角色（用户）到资源队列

一旦创建了一个资源队列，用户必须把角色（用户）指派到它们合适的资源队
列。如果没有显式地把角色指派给资源队列，它们将进入默认资源队
列pg_default。默认资源队列的活动语句限制是20，没有代价限制，优先权设置
是中等。

使用ALTER ROLE或者CREATE ROLE命令来指派角色到资源队列。例如：

=# ALTER ROLE name RESOURCE QUEUE queue_name;
=# CREATE ROLE name WITH LOGIN RESOURCE QUEUE queue_name;

任一给定时间，一个角色只能被指派给一个资源队列，因此用户可以使
用ALTER ROLE命令来初始指派角色的资源队列或者更改角色的资源队列。

资源队列必须按逐用户的方式指派。如果有一个角色层次（例如，组级别角
色），那么把资源队列指派给组将不会传播到组中的用户。

超级用户总是被免除资源队列限制。超级用户查询将总是被运行，而不管它们被
指派的队列上的限制。

从资源队列移除角色

所有用户都必须被指派到资源队列。如果没有被显式指派到一个特定队列，用户
将会进入到默认的资源队列pg_default。如果用户想要从一个资源队列移除一个
角色并且把它们放在默认队列中，可以将该角色的队列指派改成none。例如：

=# ALTER ROLE role_name RESOURCE QUEUE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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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资源队列

在资源队列被创建后，用户可以使用ALTER RESOURCE QUEUE命令更改或
者重置队列限制。用户可以使用DROP RESOURCE QUEUE命令移除一个资源
队列。要更改指派到资源队列的用户，请见指派角色（用户）到资源队列.

修改资源队列

ALTER RESOURCE QUEUE命令更改资源队列的限制。要更改一个资源队列
的限制，可以为该队列指定想要的新值。例如：

=# ALTER RESOURCE QUEUE adhoc WITH (ACTIVE_STATEMENTS=5);
=# ALTER RESOURCE QUEUE exec WITH (PRIORITY=MAX);

要重置活动语句或者内存限制为没有限制，输入值-1。要重置最大查询代价为无
限制，输入值-1.0。例如：

=# ALTER RESOURCE QUEUE adhoc WITH (MAX_COST=-1.0, MEMORY_LIMIT='2GB');

用户可以使用ALTER RESOURCE QUEUE命令更改一个资源队列相关查询的
优先权。例如，要把一个队列设置为中等优先级：

ALTER RESOURCE QUEUE webuser WITH (PRIORITY=MIN);

删除资源队列

DROP RESOURCE QUEUE命令可以删除资源队列。要删除一个资源队列，该
队列不能有指派给它的角色，也不能有任何语句在其中等待。关于清空一个资源
队列的指导请见从资源队列移除角色和从资源队列清除等待语句。要删除一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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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队列：

=# DROP RESOURCE QUEUE name;

检查资源队列状态

检查资源队列状态涉及下列任务：

查看队列中的语句和资源队列状态

查看资源队列统计信息

查看指派到资源队列的角色

查看资源队列的等待查询

从资源队列清除等待语句

查看活动语句的优先权

重置活动语句的优先权

查看队列中的语句和资源队列状态

The gp_toolkit.gp_resqueue_status视图允许管理员查看一个负载管理资源队列
的状态和活动。对于一个特定资源队列，它展示有多少查询在等待运行以及系统
中当前有多少查询是活动的。要查看系统中创建的资源队列、它们的限制属性和
当前状态：

=#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resqueue_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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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资源队列统计信息

如果想要持续跟踪资源队列的统计信息和性能，可以为资源队列启用统计收集。
这可以通过在Master的postgresql.conf文件中设置下列服务器配置参数实现：

stats_queue_level = on

一旦统计收集被启用，用户可以使用pg_stat_resqueues系统视图来查看在资源
队列使用上收集的统计信息。注意启用这一特性确实会引发一点点性能开销，因
为每个通过资源队列提交的查询都必须被跟踪。可以先在资源队列上启用统计收
集用于初始的诊断和管理规划，然后再连续使用中禁用该特性。

更多有关MPP数据库中收集统计信息的内容，可参考PostgreSQL文档中的统计
收集器部分。

查看指派到资源队列的角色

要查看指派给资源队列的角色，执行下列
在pg_roles和gp_toolkit.gp_resqueue_status系统目录表上的查询：

=# SELECT rolname, rsqname FROM pg_roles, 
          gp_toolkit.gp_resqueue_status 
   WHERE pg_roles.rolresqueue=gp_toolkit.gp_resqueue_status.queueid;

用户可能想用这个查询创建一个视图来简化未来的查询。例如：

=# CREATE VIEW role2queue AS
   SELECT rolname, rsqname FROM pg_roles, pg_resqueue 
   WHERE pg_roles.rolresqueue=gp_toolkit.gp_resqueue_status.queueid;

然后就可以只查询该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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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 FROM role2queue;

查看资源队列的等待查询

当资源队列的一个槽被使用时，它被记录在pg_locks系统目录表中。在其中用户
可以看到所有资源队列的所有当前活跃的以及在等待的查询。要检查被放入队列
中的语句（甚至不在等待的语句），用户还可以使
用gp_toolkit.gp_locks_on_resqueue视图。例如：

=#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locks_on_resqueue WHERE lorwaiting='true';

如果这个查询不返回结果，那就意味着当前没有语句在资源队列中等待。

从资源队列清除等待语句

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可能想要从资源队列中清除等待的语句。例如，用户可能想
移除在队列中等待但还未被执行的语句。用户可能还想停止已经被启动但是执行
时间太久的查询，或者是在事务中闲置并且占据其他用户所需的资源队列槽的查
询。要做到这一点，用户必须标识出想要清除的语句，确定它的进程
ID（pid），然后使用pg_cancel_backend和进程ID来结束该进程（如下所
示）。可以选择对被结束的进程发送一个消息来告诉用户原因，该消息作为第二
个参数传入。

例如，要查看在所有资源队列中当前活动的或者在等待的语句，运行下列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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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rolname, rsqname, pid, granted,
          current_query, datname 
   FROM pg_roles, gp_toolkit.gp_resqueue_status, pg_locks,
        pg_stat_activity 
   WHERE pg_roles.rolresqueue=pg_locks.objid 
   AND pg_locks.objid=gp_toolkit.gp_resqueue_status.queueid
   AND pg_stat_activity.procpid=pg_locks.pid
   AND pg_stat_activity.usename=pg_roles.rolname;

如果这个查询不返回结果，那就意味着当前没有语句在资源队列中等待。例如，
下面的资源队列在结果中有两个语句：

rolname | rsqname |  pid  | granted |     current_query      | datname 
----------------------------------------------------------------------- 
  sammy | webuser | 31861 | t       | <IDLE> in transaction  | namesdb
  daria | webuser | 31905 | f       | SELECT * FROM topten;  | namesdb

使用这一输出来标识出想要从资源队列中清除的语句的进程ID（pid）。要清除
语句，用户可以在Master主机上打开一个终端窗口（作为gpadmin数据库超级用
户或者root）并且取消对应的进程。例如：

=# pg_cancel_backend(31905)

Note:

不要使用任何的操作系统KILL命令。

查看活动语句的优先权

gp_toolkit管理方案有一个名为gp_resq_priority_statement的视图，它列出了当
前正在被执行的语句并且提供优先权、会话ID和其他信息。

T这个视图只有通过gp_toolkit管理方案才可用。更多信息请见MPP数据库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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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

重置活动语句的优先权

超级用户可以使用内建函
数gp_adjust_priority(session_id,statement_count,priority)调整当前正在被执行
的语句的优先权。使用这个函数，超级用户可以提升或者降低任意查询的优先
权。例如：

=# SELECT gp_adjust_priority(752, 24905, 'HIGH')

为了获得这个函数所需的会话ID和语句计数参数，超级用户可以使
用gp_toolkit管理方案的视图gp_resq_priority_statement。从该视图用户可以把
这些值用作该函数的参数。

rqpsession列的值用作session_id参数

rqpcommand列的值用作statement_count参数

rqppriority列的值是当前优先权。可以指定字符串
值MAX，HIGH，MEDIUM或者LOW作为priority。

Note: gp_adjust_priority()函数只影响指定的语句。同一资源队列中后续的语句
还是使用该队列正常指派的优先权执行。

检修性能问题
这一节为在一个MPP数据库系统中确定和解决性能问题提供了指导。

Mpp数据库管理员指南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这一主题列出了可以帮助用户确定性能问题原因的步骤。如果问题影响了一种特
定的负载或查询， 用户可以聚焦于调节该特定负载。如果性能问题是系统范围
的，那么硬件问题、系统失效或者资源竞争可能是原因。

Parent topic: 性能管理

检查系统状态

使用gpstate 工具来确定失效的Segment。当Segment实例宕机时， MPP数据库
系统将会引发性能退化，因为其他主机必须负担起宕掉的Segment的责任。

失效的Segment可能表明有硬件失效，例如一个失效的磁盘驱动器或者网卡。
MPP数据库提供了硬件验证工具gpcheckperf来确定有硬件问题的Segment主
机。

检查数据库活动
检查活动会话（负载）

检查锁（竞争）

检查查询状态和系统利用

检查活动会话（负载）

pg_stat_activity 系统目录视图为每个服务器进程展示了一行，它显示数据库
OID、数据库名、 进程ID、用户OID、用户名、当前查询、当前查询开始执行的
时间、进程开始时间、客户端地址和端口号。 要获得大部分有关当前系统负载
的信息，可以作为数据库超级用户查询这个视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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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pg_stat_activity;

注意信息不会立刻更新。

检查锁（竞争）

pg_locks系统目录视图允许用户查看有关未解除的锁的信息。如果一个事务在一
个对象上持有一个锁， 任何其他查询在能够继续之前都必须等待该锁被释放。
这对于用户来说可能就好像一个查询悬而不决。

在pg_locks中检查未授予的锁，以便帮助确定数据库客户端会话之间的竞争。
pg_locks 提供了数据库系统中所有锁的一个全局视图，而不只是那些与当前数
据库相关的锁。 用户可以把它的relation列与pg_class.oid连接在一起以确定被
锁住的关系（例如表）， 但这只对当前数据库中的关系能正确地工作。用户可
以把pid列 连接到pg_stat_activity.procpid以查看更多会话持有或者等待持有锁
的信息。例如：

SELECT locktype, database, c.relname, l.relation, 
l.transactionid, l.pid, l.mode, l.granted, 
a.current_query 
        FROM pg_locks l, pg_class c, pg_stat_activity a 
        WHERE l.relation=c.oid AND l.pid=a.procpid 
        ORDER BY c.relname;

如果用户把资源组用于负载管理，在一个组中等候的查询也会显示
在pg_locks中。 要查看一个资源组有多少查询正在等待运行，可使用
gp_resgroup_status 系统目录视图。例如：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resgroup_status;

同样的，如果用户把资源队列用于负载管理，在一个队列中等候的查询也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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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g_locks。要查看一个资源队列中有多少查询正在等待运行， 可使用
gp_resqueue_status 系统目录视图。例如：

SELECT * FROM gp_toolkit.gp_resqueue_status;

检查查询状态和系统利用

用户可以使用ps、top、iostat、vmstat、 netstat之类之类的系统监控工具监控
MPP数据库阵列中主机上的数据库活动。 这些工具能够帮助确定当前运行在系
统上的MPP数据库进程（postgres 进程） 以及资源占用最多（CPU、内存、磁
盘I/O或者网络活动）的任务。查看这些统计信息以确定降低数据库性能的查
询， 它们会让系统超载并且消耗极多的资源。MPP数据库的管理工具gpssh允
许用户在多个主机上 同时运行这些系统监控命令。

用户可以创建并使用MPP数据库的session_level_memory_consumption视图，
它为在MPP数据库上运行查询的会话提供有关当前内存利用和闲置时间的信
息。有关该视图的信息请见查看会话内存使用信息.

用户可以启用一个专用数据库gpperfmon，运行在每个Segment主机上的数据收
集代理把查询和 系统的使用指标保存在其中。 参考MPP数据库管理工具参考手
册中gperfmon_install的 管理使用建议来创建gpperfmon数据库以及管理代
理。gpperfmon数据库以及管理代理的帮 助请参考MPP数据库参考手册。

检修问题查询

如果一个查询执行得很糟糕，查看它的查询计划以帮助确定问题。 EXPLAIN命
令展示一个给定查询的查询计划。更多有关阅读查询计划并且确定问题的信息请
见 查询分析 。

当查询执行期间发生内存不足事件时，MPP数据库内存核算框架会报告事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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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运行的每一个查询的详细内存消耗。 这些信息被写入到MPP数据库的
Segment日志中。

研究错误消息

MPP数据库的日志消息被写入到Master或Segment的数据目录中pg_log 子目录
下的文件中。由于Master的日志文件包含了大部分的信息，用户应该总是先检查
它。 日志文件会每日滚动并且使用下面的命名习
惯：gpdb-YYYY-MM-DD_hhmmss.csv. 要在Master主机上定位日志文件：

$ cd $MASTER_DATA_DIRECTORY/pg_log

日志行的格式：

timestamp | user | database | statement_id | con#cmd# 
|:-LOG_LEVEL: log_message

用户可能想把搜索聚焦在WARNING、 ERROR、FATAL或者PANIC日志级别
的消息上。 用户可以使用MPP的工具gplogfilter在MPP数据库的日志文件中搜
索。 例如，在Master主机上运行下列命令时，它会在标准日志位置检查有问题
的日志消息：

$ gplogfilter -t

要在Segment日志文件中搜索相关的日志项，用户可以使用 gpssh在Segment主
机上运行gplogfilter。 可以根据 statement_id 或者 con#（会话标识符）确定对
应的日志项。 例如，要在Segment日志文件中搜索含有字符串 con6的日志消息
并且把输出保存到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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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sh -f seg_hosts_file -e 'source 
/usr/local/mpp-db/mpp_path.sh ; gplogfilter -f 
con6 /gpdata/*/pg_log/gpdb*.csv' > seglo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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