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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安装
软件的安装配置、测试使用及软件的卸载详见安装手册，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章 服务器管理
2.1

服务器配置

有很多配置参数可以影响数据库系统的行为。本章的第一节中我们将描述如
何与配置参数进行交互。后续的小节将详细地讨论每一个参数。

2.1.1

设置参数
参数名称和值

所有参数名都是大小写不敏感的。每个参数的值可能是以下五种类型中的一
种：布尔、字符串、整数、浮点数或枚举。参数值的类型决定了设置参数的语法：
 布尔：值可以写成(都是大小写不敏感的) on、off、true、 false、yes、no、
1、0 或这些值的任何无歧义前缀。
 字符串: 通常值被包括在单引号中，值内部出现的单引号都需要改为两
个单引号。不过，如果值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或标识符，通常可以省略单引号。
 数值（整数或浮点数）：仅允许浮点数有小数点。不要使用千位分隔符。
不需要加引号。
 带单位的数字： 有些用来描述内存大小或时间等的数字参数具有隐含单
位，例如千字节、块（通常是 8KB）、毫秒、秒或分钟。如果这些数值类型
的参数没有携带单位，则它们将 HighGo DB 设置的默认单位，可以通过查
询 pg_settings.unit 获得。为了避免混淆，可以为参数值显式指定一个单位，
例如时间值'120 ms'，它们将被转换为该参数的实际单位。请注意，要使用该
特性，必须将值写作字符串（加引号）。单位名称是大小写敏感的，并且数
值和单位之间可以有空格。
◼ 有效的存储单位是 kB（千字节）、 MB (兆字节)、GB（千兆字节）
和 TB（兆兆字节）。存储单元的乘数是 1024，不是 1000。
◼ 有效的时间单位是 ms（毫秒）、s（秒）、 min（分钟）、h（小时）
和 d（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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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枚举: 枚举类型的参数和字符串参数的书写方式相同，但其格式被限制
为一组有限的值。允许的值可以在 pg_settings.enumvals 中找到。枚举参数值
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通过配置文件与参数交互
设置这些参数的最基本的方法是编辑 postgresql.conf 文件，它通常被保存在
数据目录中。当数据库集群目录初始化时，会安装一个缺省副本。下面是该文件
的一个例子：
# This is a comment
log_connections = yes
log_destination = 'syslog'
search_path = '"$user", public'
shared_buffers = 128MB
每一行指定一个参数。选项名和值之间的等号是可选的。空格（不包括使用
引号引用的参数值中的空格）和空行被忽略。井号(#)表示该行的剩余部分是注释
内容。如果参数值不是简单标识符或者数字则必须使用单引号。如果参数值中包
含单引号，要么写两个单引号(推荐方法)，要么在引号前加反斜杠。
上面这种方式为集群提供了缺省参数值。如果默认值没有被覆盖的话，活动
会话看到的设置将会是这些值。下面的章节将描述管理员或用户重写这些缺省值
的方式。
主服务器进程每次收到 SIGHUP 信号后都会重新读取该配置文件，发送该
信 号 的 最简 单 的方 法就 是 在 命令 行 运 行 pg_ctl reload 或 者 调 用 SQL 函 数
pg_reload_conf()。同时主服务器进程还会将这个信号广播给所有正在运行的服务
器进程，这样现有会话也可以使用新值（要等待它们完成所有当前正在执行的客
户端命令后生效）。另外，你可以只向一个服务器进程直接发送信号。有些参数
只能在服务器启动的时候设置，所以在重新启动服务器之前在配置文件中对这些
参数进行的修改将被忽略。配置文件中的无效参数设置在 SIGHUP 处理中也会
被忽略（但是会记录日志）。
除 了 postgresql.conf 之 外 ， HighGo DB 数 据 目 录 还 包 含 一 个 文
件 postgresql.auto.conf，它和 postgresql.conf 的格式相同，但是不允许手动编辑。
这个文件保存了通过 ALTER SYSTEM 命令设置的参数。在读取 postgresql.conf
时自动读取该文件，并且它的设置以相同的方式生效。postgresql.auto.conf 中的
设置会覆盖 postgresql.conf 中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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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QL 与参数交互
HighGo DB 提供了三个 SQL 命令来设置参数的缺省值。已经提过的 ALTER
SYSTEM 命令提供了一种 SQL 可访问的修改全局缺省值的方法；它在功能上相
当于编辑 postgresql.conf。另外，还有两个命令允许针对每个数据库或每个角色
设置缺省值：
• ALTER

DATABASE 命令允许针对一个数据库重写其全局设置。

• ALTER

ROLE 命令允许使用用户指定的值覆盖全局设置和数据库设置。

用 ALTER DATABASE 和 ALTER ROLE 设置的值仅在启动一个新的数据库
会话时才会被应用。它们会覆盖从配置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中获取的值，并且作
为该会话后续的默认值。请注意，有些参数在服务器启动后就不能改变了，因此
不能使用这些命令（或者下面列出的命令）进行设置。
一旦客户端连接到数据库，HighGo DB 会提供两个额外的 SQL 命令（以及
等效的函数）与会话本地配置设置进行交互：
• SHOW

命令允许查看所有参数的当前值。对应的函数是

current_setting(setting_name text)。
• SET

命令允许修改可以在会话本地设置的参数的当前值；它对其他会话没

有影响。对应的函数是 set_config(setting_name, new_value, is_local)。
另外，系统视图 pg_settings 可以用来查看和修改会话本地值：
查询这个视图类似于使用 SHOW ALL，但是提供的信息更详细，也更加灵
活，因为它可以指定过滤条件或链接其他关系。
在这个视图上使用 UPDATE，明确的更新 setting 字段，等同于使用 SET 命
令。例如：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TO DEFAULT;
等效于：
UPDATE pg_settings SET setting = reset_val WHERE name =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通过 Shell 与参数交互
除了在数据库或用户级别设置全局缺省值或者进行覆盖，还可以通过 shell
工具将设置传递到数据库。服务器和 libpq 客户端库都可以接受通过 shell 设置的
参数值。
• 在服务器启动期间，可以通过

postgres -c 命令传递参数设置。例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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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 -c log_connections=yes -c log_destination='syslog'
以这种方式提供的设置将覆盖通过 postgresql.conf 或 ALTER SYSTEM 提供
的设置，所以除非重启服务器，否则无法对这些参数进行全局修改。
• 当通过

libpq 启动客户端会话时，可以使用 PGOPTIONS 环境变量指定参

数设置。以这种方式建立的设置构成该会话的缺省值，但是不影响其他会
话。因为历史原因，PGOPTIONS 的格式和启动 postgres 命令时的格式相
似，必须指定-c 标志。例如：
env PGOPTIONS="-c geqo=off -c statement_timeout=5min" psql
其他的客户端和库可能会提供它们自己的机制，允许用户通过 shell 或者其
他方式，而不是直接使用 SQL 命令来修改会话设置。

管理配置文件内容
HighGO DB 提供了一些特性把复杂的 postgresql.conf 文件分解成子文件。这
些特性在管理多个相关服务器（但不是完全相同）的配置时特别有帮助。
除了单个的参数设置，postgresql.conf 文件可以包含包含指令 （include
directives），它们指定另一个需要读取和处理的文件。这个特性允许配置文件被
划分成几个物理上独立的部分。include 指令格式如下：
include 'filename'
如果文件名不是绝对路径，则相对路径被视为相对于 include 指令所在配置
文件的路径（即当前配置文件）。include 可以进行嵌套。
此外，还有一个 include_if_exists 指令，除了被引用的文件不存在或无法读
取的情况，它的作用和 include 指令是相同的。当出现上述情况，一般的 include
会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但 include_if_exists 只是记录一条消息，并继续处理引用
的配置文件（当前配置文件）。
postgresql.conf 文件也包含 include_dir 指令，它指定要被包含的配置文件的
整个目录，其格式如下：
include_dir 'directory'
非绝对路径名被视为相对于 include 指令所在配置文件的路径。在指定的路
径中， 只有以后缀名.conf 结尾的非目录文件才会被包含。以.字符开头的文件名
也会被忽略，因为在某些平台上他们是隐藏文件。如果包含目录中有多个符合条
件的文件，则按照文件名的顺序进行处理 （根据 C 语言环境的规则，也就是数
字在字母前面，大写字母在小写字母前面）。
包含文件或目录可用于在逻辑上将数据库配置分为几个部分，而不是单一的
postgresql.conf 文件。考虑一个有两台内存不同的数据库服务器的公司。两台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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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有可能会共享某些配置参数，例如用于日志的参数。但是两者关于内存的参
数将会不同。并且还可能会有服务器相关的自定义配置。管理这种情况下的配置
文件的方法之一是，将自定义参数配置分成三个文件。将下面的内容添加到您的
postgresql.conf 文件末尾：
include 'shared.conf'
include 'memory.conf'
include 'server.conf'
所有的系统有相同的 shared.conf 文件。每个内存相同的服务器可以共享相
同的 memory.conf；您可能对所有 8GB 内存的服务器有一个 memory.conf，而对
那些 16GB 内存的服务器有另一个 memory.conf。server.conf 可以装有真正的服
务器特定的配置信息。
另外一个方法是创建配置文件目录，并且将这些信息以文件的形式存放在该
目录中。比如，可以在 postgresql.conf 末尾包含 conf.d 目录：
include_dir 'conf.d'
然后你可以这样命名 conf.d 目录中的文件：
00shared.conf
01memory.conf
02server.conf
这种命名习惯明确了这些文件被加载的顺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服务器
在读取配置文件时，只使用参数最后的设置。在这个例子中，conf.d/02server.conf
的设置会覆盖 conf.d/01memory.conf 中相同参数的值。
你还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在命名文件时更有描述性：
00shared.conf
01memory-8GB.conf
02server-foo.conf
这样的安排使每个配置文件的变化具有唯一名称。当多个服务器的配置都存
储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这可以帮助消除歧义。比如版本控制存储。（在版本控制
下存储数据库配置文件是另一种很好的做法。）

2.1.2

文件位置

除了已经提到过的 postgresql.conf 文件之外，HighGo DB 还使用另外两个可
以手工编辑的配置文件，它们控制客户端认证。默认情况下，这三个配置文件都
存放在数据库集群的数据目录中。本节描述的选项允许配置文件放在其他地方。
这么做可以简化管理，特别是如果配置文件独立放置，可以很容易保证它得到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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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备份。
data_directory(string)
指定用于数据存储的目录。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config_file(string)
指 定 主服务器配置文件 (通常被称为 postgresql.conf)。这个选项只能在
postgres 命令行上设置。
当编辑配置文件 postgresql.conf 时，设置参数 asciisortbycode=“on”(缺省设
置)，那么字符以 ascii 值进行排序。
因为在不同字符集下会根据不同字符集进行排序，当在中文环境下就会出现
如下排序情况：a,A,b,B,c 等，但当开启 asciisortbycode 参数时，排序就会为
A,B,C……a,b,c。例子如下：
highgo=# create table ss( s1 text);
CREATE TABLE
highgo=# insert into ss values('a'),('c'),('A'),('C'),('B'),('b');
INSERT 0 6
highgo=# select * from ss;
s1
---a
c
A
C
B
b
(6 行记录)
highgo=# select * from ss order by s1;
s1
---a
A
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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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C
(6 行记录)
highgo=# select * from ss order by s1;
s1
---A
B
C
a
b
c
(6 rows)
hba_file(string)
声明基于主机的认证(HBA)配置文件(通常被称为 pg_hba.conf)。这个选项只
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ident_file(string)
声明用于用户名映射的配置文件 (通常被称为 pg_ ident.conf)。这个选项只
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external_pid_file(string)
声明可被服务器管理程序使用的额外 PID 文件。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启
动时设置。
默认安装不会显式设置这些参数。而是用命令行参数-D 或者环境变量
PGDATA 声明数据目录，并将上述配置文件都放在数据目录里。
如果你想把配置文件放在别的地方，那么命令行参数-D 或者环境变量
PGDATA 必须指向包含配置文件的目录，而 postgresql.conf 里(或者命令行上)的
data_directory 选项必须设置为数据目录实际存放的地方。请注意，data_directory
将覆盖 -D 和 PGDATA 指定的数据目录，但是不覆盖配置文件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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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愿意，可以使用选项 config_file，hba_file，ident_file 分别指定配置文
件的路径。config_file 只能在 postgres 命令行上设置，但是其它的可以在主配置
文件里设置。如果明确设置了所有三个选项和 data_directory，那么就没必要声明
-D 或 PGDATA。
在设置任何这些选项的时候，相对路径将被解释为相对于 highgo 启动路径
的路径。

2.1.3

连接和认证
连接设置

listen_addresses(string)
声明服务器监听客户端连接的 TCP/IP 地址。值的形式是一个逗号分隔的主
机名和/或数字 IP 地址列表。特殊项*对应所有可用 IP 接口。0.0.0.0 表示允许监
听所有 IPv4 地址，::允许监听所有 IPv6 地址。如果这个列表是空的，那么服务
器不会监听任何 IP 接口，这种情况下，只能使用 Unix 域套接字连接它。缺省
值 localhost 只允许建立本地 TCP/IP"环回"连接。客户端身份认证允许细粒度的
控制谁可以连接服务器，listen_addresses 控制哪些接口接受连接请求，这个可以
帮助在不安全的网络接口上阻止重复的恶意连接请求。只有在服务器启动时可以
设置这个参数。
port(integer)
服务器监听的 TCP 端口；缺省是 5866。请注意服务器会在同一个端口监听
所有的 IP 地址。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max_connections(integer)
决定数据库的最大并发连接数。缺省通常是 100，但是如果内核设置不支持
这么大(在 initdb 的时候判断)，可能会比这个数少。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
时设置。
当运行备用服务器时，这个参数必须等于或大于主服务器上的参数，否则，
备服务器上可能无法进行查询操作。
superuser_reserved_connections (integer)
决定为 HighGo DB 超级用户连接而保留的连接"槽位（slot）"个数。同时活
跃的并发连接最多 max_connections 个。当活跃的并发连接到了 max_connection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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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 superuser_reserved_connections 的时候，新的连接就只能由超级用户发起了，
并且不会有新的复制连接被接受。
缺省值是 3。这个值必须小于 max_connections 的值。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
器启动的时候设置。
unix_socket_directory(string)
指定服务器用于监听来自客户端应用的连接的 Unix 域套接字的目录。通过
列出用逗号分隔的多个目录可以建立多个套接字。项之间的空白被忽略，如果你
需要在名字中包括空白或逗号，需要使用双引号将目录名引起来。空值表示不监
听任何 Unix 域套接字，在这种情况中只能使用 TCP/IP 套接字来连接到服务器。
默认值通常是/tmp，但可以在编译时进行更改。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
置。
除了套接字文件本身（名为.s.PGSQL.nnnn，nnnn 是服务器的端口号），每
个 unix_socket_directory 目录下还会创建名为.s.PGSQL.nnnn.lock 的常规文件，这
两个文件都不应被手动删除。
Windows 下没有 Unix 域套接字，因此这个参数与 Windows 无关。
unix_socket_group(string)
设置 Unix 域套接字的属组(套接字的所属用户总是启动服务的用户)。 可以
与选项 unix_socket_permissions 一起使用作为 Unix 域连接额外的访问控制机制。
缺省是一个空字符串，表示使用服务器用户的默认组。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启
动的时候设置。
Windows 下没有 Unix 域套接字，因此这个参数与 Windows 无关。
unix_socket_permissions(integer)
设置 Unix 域套接字的访问权限。Unix 域套接字使用普通的 Unix 文件系统
权限集。这个选项值的格式应该是类似于系统调用 chmod 和 umask 时接受的指
定的数值形式。如果使用自定义的八进制格式，数字必须以 0 开头。
缺省的权限是 0777，意思是可以接受任何连接。也可以是 0770(只有用户和
同组的人可以访问，可参考 unix_socket_group)和 0700 (只有用户自己可以访问)。
请注意，对于 Unix 域套接字，只有写权限有意义，读和执行权限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访问控制机制与用户认证毫无关系。
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这个参数与完全忽略套接字权限的系统无关，尤其是 Solaris 10 以上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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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系统上，可以通过把 unix_socket_directories 指向一个把搜索权限限制给指
定用户的目录来实现相似的效果。Windows 下没有 Unix 域套接字，因此这个参
数与 Windows 无关。
bonjour(boolean)
通过 Bonjour 来广播服务器的存在。默认是关闭的。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
启动时设置。
bonjour_name(string)
声明 Bonjour 服务名称。空字符串' '(缺省值)表示使用计算机名。如果编译时
没有启用 Bonjour 将忽略这个参数。这个值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tcp_keepalives_idle(integer)
指定不活动多少秒之后通过 TCP 向客户端发送一个 keepalive 消息。 0
值 表 示 使 用 系 统 默 认 值 。 这 个 参 数 只 有 在 支 持 TCP_KEEPIDLE 或
TCP_KEEPALIVE 标签的系统或 windows 上才可以使用，在其他系统上，必须为
0。通过 Unix 域套接字连接的会话中，这个参数被忽略，并且总是读作零。
注意：在 Windows 系统上，值若为 0，系统会将该参数设置为 2 小时，因为
Windows 不支持读取系统默认值。
tcp_keepalives_interval(integer)
如果向客户端发送 keepalive 消息之后的 tcp_keepalives_interval 秒一直未收
到客户端返回的已收到信息，则将再次发送 TCP keepalive 消息。0 值表示使
用系统默认值。这个参数只有在支持 TCP_KEEPINTVL 的系统或 Windows 上
才可以使用。在其他系统上，必须为零。在通过 Unix 域套接字连接的会话中，
这个参数被忽略并总被读作零。
注意：Windows 系统上，值若为 0，系统会将该参数设置为 1 秒，因为 Windows
不支持读取系统默认值。
tcp_keepalives_count(integer)
如果发送 tcp_keepalives_count 次 TCP keepalive 仍未收到客户端的回复，则
认为服务器到客户端的连接已关闭。0 值表示使用系统默认值。这个参数只有在
支持 TCP_KEEPINTVL 的系统上才可以使用。在其他系统上，必须为零。在通
过 Unix 域套接字连接的会话中，这个参数被忽略并总被读作零。
注意: Windows 不支持该参数，且必须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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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认证
authentication_timeout(integer)
完成客户端认证的最长时间，单位为秒。如果一个客户端没有在这段时间里
完成认证协议，服务器将关闭连接。这样就避免了出问题的客户端无限制地占据
连接资源。缺省是 60 秒(1min)。这个选项只能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设置。
ssl (boolean)
启用 SSL 连接。请在使用这个参数之前阅读第 18.9 节。这个选项只
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是 off。
ssl_ca_file (string)
指定包含 SSL 服务器证书颁发机构（CA）的文件名。 相对路径是相
对于数据目录。该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
认值为空，表示不载入 CA 文件， 并且不执行客户端证书验证。在之前的
PostgreSQL 发布中，这个文件的名字被硬编码成 root.crt。
ssl_cert_file (string)
指定包含 SSL 服务器证书的文件名。相对路径是相对于数据目录的。
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默认值是
server.crt。
ssl_crl_file (string)
指定包含 SSL 服务器证书撤销列表（CRL）的文件名。 相对路径是
相对于数据目录。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
置。默认值为空，意味着不载入 CRL 文件。在之前的 PostgreSQL 发布中，这
个文件的名称被硬编码为 root.crl。 相对路径是相对于数据目录。这个参数只
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ssl_key_file (string)
指定包含 SSL 服务器私钥的文件名。 相对路径是相对于数据目录。
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为
server.key。
ssl_ciphers (string)
指定一个 SSL 密码列表，用于安全连接。 这个设置的语法和所支持的
值列表可以 参见 OpenSSL 包中的 ciphers 手册页。 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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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MEDIUM:+3DES:!aNULL。默认值通常是合理的选择， 除非你有特别的
安全性需求。
缺省值说明：
HIGH
密码组使用 HIGH 组的密码（例如 AES、Camellia、3DES）
MEDIUM
密码组使用 MEDIUM 组的密码（例如 RC4、SEED）
+3DES
OpenSSL 对 HIGH 的默认顺序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认为 3DES 比
AES128 高。这是错误的，因为 3DES 提供的安全性比 AES128 要
低。+3DES 表示将其重新排序在所有其他 HIGH 和 MEDIUM 密码
之后。
!aNULL
禁用没有认证的匿名密码组。这样的密码组容易受到中间人的攻
击，因此不应使用。
可用的密码组明细随着 OpenSSL 的版本而变化，使用命令 openssl ciphers v 'HIGH:MEDIUM:+3DES:!aNULL' 查看当前安装的 OpenSSL 版本的密码组明
细。请注意，这个列表将根据运行时的服务密钥类型进行过滤。
ssl_prefer_server_ciphers (bool)
指定是否使用服务器的 SSL 密码首选项，而不是使用客户端的。默认为真。
老的 HighGo DB 版本没有这个设置并且总是使用客户端的首选项。这个设
置主要用于版本的向后兼容。通常，使用服务器的首选项会更好，因为相比于客
户端服务器各方面的配置都可能更合理。
ssl_ecdh_curve (string)
指定 ECDH 密钥交换中使用的曲线名称。它需要被所有连接的客户端支持。
它不需要与服务器椭圆曲线密钥使用的曲线相同。默认值是 prime256v1。
OpenSSL 命名了最常见的曲线： prime256v1 (NIST P-256)、 secp384r1
(NIST P-384)、 secp521r1 (NIST P-521)。
openssl ecparam -list_curves 命令可以显示所有可用曲线的列表。不过并不是
所有这些曲线都在 TLS 中可用。
password_encryption (e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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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 CREATE USER 或 ALTER ROLE 中指定了一个密码时，这个参数
决定加密密码所使用的算法。默认值是 md5， 它将密码存储为 MD5 哈希（也接
受 on 作为 md5 的别名）。 将该参数设置为 scram-sha-256 将使用 SCRAM-SHA256 加密密码。请注意，较老的客户端可能缺少对 SCRAM 认证机制的支持， 因
此 不 适 用 于 使 用 SCRAMSHA-256 加 密 的 密 码 。 有 关 更 多 详 细 信 息
krb_server_keyfile(string) 设置 Kerberos 服务秘钥文件的位置。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中设置。
krb_server_keyfile(string)
设置 Kerberos 服务秘钥文件的位置。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
者服务器命令行中设置。
krb_caseins_users(boolean)
设置 Kerberos 和 GSSAPI 用户名是否应区分大小写。默认是 off（区分大小
写）。可以通过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来设置该参数。
db_user_namespace(boolean)
启用每个数据库的用户名。缺省是关闭的。这个选项只能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进行设置。
如果启用该选项，你应该像 username@dbname.这样创建用户。当通过一个
正在连接的客户端传递 username 的时候，必须给用户名附加@和数据库名字，
然后服务器查找该特定数据库的用户名字。请注意，当在 SQL 环境里创建包含
@的名字时，需使用引号将用户名引起来。
启用该选项后，仍然能够创建普通的全局用户。只要在客户端声明用户的时
候附加一个@即可，例如 joe@。在服务器查找这个用户名之前，这个@会被删
除。
db_user_namespace 会导致客户端和服务端的用户名表示变得不同。认证检
查总是使用服务端用户名来完成，因此认证方法必须配置为服务端的用户名，而
非客户端的用户名。因为不管在客户端还是服务端 md5 都使用用户名作为加盐
值（Salt），md5 不能和 db_user_namespace 一起使用。
注意：在找到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前，该特性只作为一个临时措施。那个时
候，这个选项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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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资源消耗
内存

shared_buffers(integer)
设置数据库服务将使用的共享内存缓冲区的大小。缺省通常是 128 兆字节
(128MB)，但如果内核设置不支持这么大，那么实际的值可能会少些(在 initdb 的
时候决定)。这个设置最小为 128 千字节（如果 BLCKSZ 变化了，那么这个最小
值也会随之变化）。不过为了性能优化，通常会使用明显高于最小值的设置。这
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启动的时候设置。
如果有专用的 1GB 或更多内存的数据库服务器，shared_buffers 合理的起始
值是系统内存的 25%。如果 shared_buffers 设置过大也会造成一些工作负载，因
为 HighGo DB 也依赖操作系统缓冲区，若将超过 40%的 RAM 都分配给
shared_buffers 也不见得比一个较小值运行更快。为了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分散大
量新的或更改过的数据的写进程，设置较大的 shared_buffers 相应地也应增加
max_wal_size 的值。
如果操作系统内存小于 1GB，相应的用于共享内存缓冲区的内存百分比也
应降低，
这样可以为操作系统留下足够的空间。而且在 Windows 上，
shared_buffers
设置的较大也不一定有效。保持相对低的设置，同时使用更多的操作系统缓冲区，
可能会有不错的效果。建议 Windows 上 shared_buffers 值的使用范围从 64MB 到
512MB。
huge_pages (enum)
启用/禁用大内存页的使用。有效值是 try（缺省）、 on 和 off。
目前，仅在 Linux 上支持这个特性。在其他系统上这个参数被设置为 try 时，
它会被忽略。
大内存页的使用，减小了页表，节省了 CPU 花费在内存管理上的时间，提
高了性能。
huge_pages 设置为 try 时，服务器将尝试使用大页面，如果失败的话，再回
滚使用普通配置。设置为 on 时，未能使用大页面将阻止服务器启动。设置为 off
时，将不使用大页面。
temp_buffers(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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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每个数据库会话使用的临时缓冲区的最大值。这些都是会话的本地缓冲
区，只用于访问临时表。缺省是 8 兆字节(8MB) 。该设置可以在单独的会话内部
进行更改，但是只有在会话中首次使用临时表之前更改才能成功；使用临时表之
后进行的更改都是无效的。
一个会话将按照 temp_buffers 给出的限制，根据需要分配临时缓冲区。如果
在一个并不需要大量临时缓冲区的会话里设置一个较大的值，其开销只是一个缓
冲区描述符，或者说 temp_buffers 每增加一 则增加大概 64 字节。不过，如果一
个 缓 冲 区 实 际 上 被 使 用 ， 那 么 就 会 额 外 消 耗 8192 字 节 ( 或 者 一 般 来 说 是
BLCKSZ 字节)。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integer)
设置可以同时处于"prepared"状态的事务的最大个数，把这个参数设置为零
（缺省值）则禁用预备事务的特性。这个值只能在服务器启动的时候设置。
如果你不打算使用预备事务，可以把这个参数设置为零来防止意外创建预备
事务。如果正在使用预备事务，建议把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 至少设置为与
max_connections 一样大，以保证每一个会话可以有一个预备事务待处理。
当运行一个备库时，这个参数必须至少与主库上的一样大，否则，备库上将
不会执行查询。
work_mem(integer)
指定在写到临时磁盘文件之前用于内部排序操作和哈希表的内存量。该值默
认为 4 兆字节（4MB）。请注意对于复杂的查询，可能会同时并发运行好几个排
序或者哈希操作；每次运行都会被批准使用这个参数声明的内存量，然后才会开
始写数据到临时文件。同样，几个正在运行的会话可能会同时进行排序操作。因
此使用的总内存可能是 work_mem 的好几倍。ORDER BY，DISTINCT 和合并连
接（merge joins）都会用到排序操作。哈希连接、基于哈希的聚集以及基于哈希
的 IN 子查询处理中都会用到哈希表。
maintenance_work_mem(integer)
指定在维护性操作(比如 VACUUM，CREATE INDEX，和 ALTER TABLE
ADD FOREIGN KEY 等)中使用的最大的内存量。缺省是 64 兆字节(64MB)。因
为在一个数据库会话里，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这样的操作可以执行，并且一个数
据库通常不会有太多这样的操作并发执行，把这个数值设置得比 work_mem 更大
是安全的。较大的参数值可以提高清理和恢复数据库转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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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注 意 ， 当 自 动 清 理 运 行 时 ， 可 能 会 分 配 这 个 内 存 的
autovacuum_max_workers 倍，所以要注意，不要把默认值设置的太高。建议通过
单独设置 autovacuum_work_mem 的值来控制 autovacuum 的内存分配。
replacement_sort_tuples（整数）
当要排序的元组数小于此数时，排序将使用替换选择而不是快速排序生成其
第一个输出运行。这在内存受限的环境中可能很有用，在这种环境中，输入到较
大排序操作的元组具有强大的物理到逻辑关联。请注意，这不包括具有反相关的
输入元组。替换选择算法有可能生成一个不需要合并的长期运行，其中默认策略
的使用将导致必须合并以产生最终排序输出的许多运行。这可能允许排序操作更
快完成。
默认值为 150,000 个元组。请注意，较高的值通常不会更有效，并且可能适
得其反，因为优先级队列对可用 CPU 高速缓存的大小敏感，而默认策略排序使
用高速缓存不经意算法运行。此属性允许默认排序策略自动且透明地有效使用可
用的 CPU 缓存。
将 maintenance_work_mem 设置为其默认值通常会阻止实用程序命令外部排
序（例如，CREATE INDEX 用于构建 B 树索引的排序）使用替换选择排序，除
非输入元组非常宽。

autovacuum_work_mem (integer)
指定每个自动清理工作进程可使用的最大内存数。缺省为-1，表明使用
maintenance_work_mem 的值。当运行在其他场景中时，该设置对 VACUUM 的行
为没有影响。
max_stack_depth(integer)
指定服务器执行堆栈的最大安全深度。该参数的理想设置是由内核强制的实
际栈尺寸限制（ulimit -s 所设置的或者本地等价物），减去大约一兆字节的安全
边缘。需要这个安全界限是因为在服务器里，并非所有过程都检查堆栈深度，只
是在关键的可能递归的程序（例如表达式计算）中才进行检查。缺省设置是 2 兆
字节(2MB)，这个值相对比较小，不容易导致崩溃。但是，这个值可能太小了，
以至于无法执行复杂的函数。只有超级用户可以修改这个设置。
如果 max_stack_depth 的参数值大于实际的内核限制意味着一个失控的递归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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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可能会导致一个独立的后端进程崩溃。在 HighGo DB 能够检测内核限制的
平台上，将不允许您将其设置为一个不安全的值。不过，并非所有平台都能提供
该信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在设置该值时要小心谨慎。
dynamic_shared_memory_type (enum)
指定服务器应该使用的动态共享内存实现。可能的值有 posix （对于使用
shm_open 分配的 POSIX 共享内存）、sysv （对于通过 shmget 分配的 System V
共享内存）、windows（对于 Windows 共享内存）、mmap （对于使用存储在数
据目录中的内存映射文件的模拟共享内存）和 none （禁用此功能）。并不是在
所有平台上都支持所有的值；第一个受支持的选项是平台的默认值。通常不推荐
使用 mmap 选项，它不是任何平台的缺省值，因为操作系统可能会反复的将修改
了的页面写到磁盘，增加系统 I/O 负载；不过，在 pg_dynshmem 目录存储在 RAM
磁盘上时，或者其他共享内存功能不可用时，可以用它来进行调试。

磁盘
temp_file_limit (integer)
指定会话可以使用临时文件的最大磁盘空间，如排序和哈希临时文件，或持
有游标的存储文件。试图超过这个限制的事务将被取消。该值以千字节计算，默
认值-1 意味着没有限制。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此设置。
此设置约束了一个给定 HighGO DB 会话在任何时刻所使用的所有临时文件
的总空间。应当指出的是，用于显式临时表的磁盘空间（而不是用于执行查询时
后台使用的临时文件）并不被这个设置所限制。

内核资源的使用
max_files_per_process(integer)
设置每个服务器进程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大文件数目。缺省是 1000。如果内
核正在使用一个合理的进程限制，那么你不用操心这个设置。但是在一些平台上
(特别是大多数 BSD 系统)，如果很多进程都尝试打开很多文件，内核将允许独立
进程打开比系统真正可以支持的数目大得多得文件数。如果你发现有"Too many
open files"这样的失败现象，那么就尝试缩小这个设置。这个值只能在服务器启
动的时候设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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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开销的清理延迟
在 VACUUM 和 ANALYZE 命令执行过程中，系统维护一个内部的记数器，
跟 踪 所 执 行 的 各 种 I/O 操 作 的 估 算 开 销 。 如 果 积 累 的 开 销 达 到 了
vacuum_cost_limit 指 定 的 限 制 ， 那 么 执 行 这 个 操 作 的 进 程 将 休 眠
vacuum_cost_delay 指定的时间。然后它会重置记数器然后继续执行。
这个特性的目的是允许管理员减少这些命令对并发的数据库活动产生的 I/O
影响。比如，像 VACUUM 和 ANALYZE 这样的维护命令并不需要迅速完成，并
且不希望它们严重干扰系统执行的其它数据库操作。基于开销的清理延迟为管理
员提供了一个实现这个目的的方法。
默认禁用手动发出的 VACUUM 命令。要启用它，只要把 vacuum_cost_delay
变量设为一个非零值。
vacuum_cost_delay(integer)
如果超过了开销限制，进程将睡眠的时间（单位毫秒）。缺省值 0 表示关闭
基于开销的清理延迟特性。正数值表示打开基于开销的清理功能。不过，要注意
在许多系统上，实际的休眠延迟单位是 10 毫秒；如果将 vacuum_cost_delay 设置
为一个非 10 的整数倍的数值，则与将它设置为下一个 10 的整数倍数值的作用相
同。
当使用基于开销的清理时，vacuum_cost_delay 的合理值通常很小，也许是 10
或 20 毫秒。可以通过调整其他的清理开销参数来调整清理的资源消耗。
vacuum_cost_page_hit(integer)
清理一个在共享缓存里的缓冲区的预计开销。它表示锁住缓冲池、查找共享
的 Hash 表、扫描页面内容的开销。缺省值是 1。
vacuum_cost_page_miss(integer)
清理一个必须从磁盘上读取的缓冲区的预计开销。它表示锁住缓冲池、查找
共享 Hash 表、从磁盘读取需要的数据块并扫描它的内容的开销。缺省值是 10。
vacuum_cost_page_dirty(integer)
vacuum 修改一个原本干净的块的预计开销。它表示把一个脏的磁盘块再次
刷新到磁盘上的额外开销。缺省值是 20。
vacuum_cost_limit(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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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清理进程休眠的积累开销。缺省是 200。
注意：有些操作会持有关键的锁，应该尽快结束。在这样的操作过程中，不
会发生基于开销的清理延迟。因此有可能累计的开销大大超过指定的限制。为了
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无意义的长时间延迟，实际的延迟时间是
vacuum_cost_delay* accumulated_balance/ vacuum_cost_limit
与 vacuum_cost_delay* 4 两者之间的最大值。

后端写进程
有一个独立的服务器进程，叫做后端写进程（background writer），它唯一的
功能就是发出写"脏"（新的或修改过的）共享缓冲区的命令。这样做的目的是让
持有用户查询的服务器进程很少或者永不等待写动作的发生，因为后端写进程会
做这件事情。但是后端写进程增加了 I/O 的总负荷，因为之前每个检查点间隔
里，一个重复弄脏的页面可能只会冲刷一次，而同一个间隔里，后端写进程可能
会写好几次。在本节讨论的参数可以按实际需要进行设置。
bgwriter_delay(integer)
声明后端写进程活跃轮回之间的延迟。在每个轮回里，写进程都会为一定数
量的脏缓冲区发出写操作(可以用下面的参数控制)。然后它就休眠 bgwriter_delay
毫秒(缺省值是 200ms)，然后重复动作。请注意在许多系统上，休眠延时的有效
分辨率是 10 毫秒；因此，设置一个不是 10 的倍数的数值与把它设置为下一个 10
的倍数是一样的效果。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
件里设置。
bgwriter_lru_maxpages(integer)
在每个轮回里，不超过这么多个缓冲区将被后端写进程写入。设置为零表示
禁用后端写进程。（注意由一个单独的专用辅助进程管理的检查点不受影响）。
缺省值是 100 个缓冲区。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设置。
bgwriter_lru_multiplier(floating point)
每一轮要写的脏缓冲区的数目是取决于最近几轮服务器进程需要的新的缓
冲区的数目。最近的平均值乘以 bgwriter_lru_multiplier 可以估算下一轮需要的缓
冲区数目。脏缓冲区将被写出直到有很多干净可重用的缓冲区（每回写出的缓冲
区数不超过 bgwriter_lru_maxpages）。因此，设置为 1.0 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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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策略会正好写出预测的数目的缓冲区。较大的值可以在需求高峰时提供一些
缓冲，而较小的值则需要服务进程来处理一些写操作。缺省值是 2.0。这个选项
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设置。
较小的 bgwriter_lru_maxpages 和 bgwriter_lru_multiplier 可以降低由 bgwriter
进程造成的额外的 I/O 开销。但相应的，服务器进程将可能必须自己发出写入操
作，这会延迟交互式查询。
bgwriter_flush_after（integer）
每当 bgwriter 写入多于 bgwriter_flush_after 字节时，尝试强制 OS 将这些写
入发送到底层存储。这样做将限制内核页面缓存中的脏数据量，减少在检查点结
束时发出 fsync 时停止的可能性，或者操作系统在后台以较大批量写回数据的可
能性。通常这会导致事务延迟大大减少，但也有一些情况，特别是工作负载大于
shared_buffers，但小于操作系统的页面缓存，性能可能会降低。此设置可能对某
些平台没有影响。有效范围介于 0（禁用强制写回）和 2MB 之间。Linux 上的默
认值为 512kB，其他地方为 0。（如果 BLCKSZ 不是 8kB，则默认值和最大值按
比例缩放。）此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中设置。

异步行为
effective_io_concurrency(integer)
设置 HighGo DB 可以同时执行的并发磁盘 I/O 操作的数量。调高这个值，
可以增加每个 HighGo DB 会话试图并行发起的 I/O 操作的数目。允许的范围是
1 到 1000，或 0（禁用异步 I/O 请求）。目前，这个设置仅影响位图堆扫描。
这个设置的理想值是组成一个用于该数据库的 RAID 0 条带或 RAID 1 镜
像的独立驱动器的数量（对 RAID 5 而言，不应计入奇偶校验驱动器）。然而，
如果数据库经常忙于并发会话中发出的多个查询，将该值设置为较低的值可能会
使磁盘阵列繁忙。一个比保持磁盘工作的需要值更高的值只会造成额外的 CPU
开销。
对特殊的系统（如，基于内存的存储或受限于总线带宽的 RAID 阵列）来说，
正确的值可能是可用的 I/O 路径数。当然，需要一些实验来找出最佳值。
异步 I/O 是基于一个有效的 posix_fadvise 函数（一些操作系统可能没有） 。
如果没有这个函数，将这个参数设置为任何非 0 值都将导致错误。在一些操作系
统上（如 Solaris），虽然提供了这个函数，但它不会做任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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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该参数的系统上缺省为 1，否则为 0。通过设置同名的 tablespace 参数，
可以为特定表空间中的表覆盖此值。

max_worker_processes (integer)
设置系统可以支持的最大后台进程数。此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默
认值为 8。
运行备用服务器时，必须将此参数设置为与主服务器上相同或更高的值。否
则，备用服务器中将不允许查询。

backend_flush_after（整数）
只要一个后端写入了多个 backend_flush_after 字节，就会尝试强制操作系统
向底层存储发出这些写操作。这样做将限制内核页面缓存中的脏数据量，减少在
检查点结束时发出 fsync 时停止的可能性，或者操作系统在后台以较大批量写回
数据的可能性。通常这会导致事务延迟大大减少，但也有一些情况，特别是工作
负载大于 shared_buffers，但小于操作系统的页面缓存，性能可能会降低。此设置
可能对某些平台没有影响。有效范围介于 0（禁用强制写回）和 2MB 之间。默
认值为 0，即没有强制回写。
（如果 BLCKSZ 不是 8kB，则最大值与其成比例。）
old_snapshot_threshold（整数）
设置可以使用快照的最短时间，而不会在使用快照时发生快照过旧错误。
此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超过阈值，旧数据可能被抽真空。这可以帮助防止长时间使用的快照面临
膨胀。为了防止由于清理快照可能会显示的数据导致的错误结果，当快照早于
此阈值时会生成错误，并且快照用于读取自构建快照以来已修改的页面。
值-1 将禁用此功能，并且是默认值。生产工作的有用值可能从几小时到几
天不等。该设置将被强制为分钟的粒度，并且仅允许小数字（例如 0 或 1 分
钟），因为它们有时可用于测试。虽然允许设置高达 60d，但请注意，在许多
工作负载中，可能会在更短的时间范围内发生极端膨胀或事务 ID 环绕。
启用此功能后，关系末尾的释放空间无法释放到操作系统，因为这可能会
删除检测快照过旧状态所需的信息。分配给关系的所有空间仍然与该关系相关
联，仅在该关系内重用，除非明确释放（例如，使用 VACUUM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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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设置不会尝试保证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会生成错误。实际上，如果可以从
（例如）已实现结果集的游标生成正确的结果，即使引用表中的基础行已被抽真
空，也不会生成错误。有些表不能安全地尽早吸尘，因此不会受此设置的影响。
示例包括系统目录和具有哈希索引的任何表。对于此类表，此设置既不会减少膨
胀，也不会在扫描时产生快照过旧的错误。
max_parallel_workers_per_gather (integer)
设置单个 Gather 或 Gather Merge 节点能够开始的工作者的最大数量。 并行
工 作 者 会 从 max_worker_processes 建 立 的 进 程 池 中 取 得 ，

受限于

max_parallel_workers。 注意所要求的工作者数量在运行时可能实际无法被满足。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 该计划将会以比预期更少的工作者运行，这可能会不太高
效。默认值是 2。 把这个值设置为 0 将会禁用并行查询执行。注意并行查询可
能消耗比非并行查询更多的资源， 因为每一个工作者进程时一个完全独立的进
程， 它对系统产生的影响大致和一个额外的用户会话相同。在为这个设置选择
值时， 以及配置其他控制资源利用的设置（例如 work_mem）时， 应该把这个
因素考虑在内。work_mem 之类的资源限制会被独立地应用于每一个工作者， 这
意味着所有进程的总资源利用可能会比单个进程时高得多。例如， 一个使用 4
个工作者的并行查询使用的 CPU 时间、内存、I/O 带宽可能是不使用工作者时
的 5 倍之多。
max_parallel_workers (integer)
设置系统支持并行查询的最大工作数。默认值为 8。在增加或减少此值时，
还 应 考虑调整 max_parallel_workers_per_gather 。 此外，请注意 ，此值高于
max_worker_processes 的设置将不起作用，因为并行工作进程将从该设置建立的
工作进程池中获取。
backend_flush_after (integer)
只要一个后端写入了超过 backend_flush_after 字节， 就会尝试强制 OS 把
这些写发送到底层存储。 这样做将会限制内核页高速缓存中的脏数据数量， 降
低在检查点末尾发出 fsync 时或者 OS 在后台大批写回数据时卡住的可能性。
这常常会导致极大降低的事务延迟，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中 （特别是负载超过
shared_buffers 但低于 OS 的页面高速缓存时）， 性能可能会下降。这个设置可
能在某些平台上没有效果。合法的范围位于 0 （禁用强制写回）和 2MB 之间。
默认是 0，即没有强制写回。（如果 BLCKSZ 不是 8kB，最大值将按比例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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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_snapshot_threshold (integer)
设置在使用快照时，一个快照可以被使用而没有发生 snapshot too old 错误
风险的最小时间。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如果超过该阈值，旧数据
将被清理掉。这可以有助于阻止长时间使用的快照造成的快照膨胀。 为了阻止
由于本来对该快照可见的数据被清理导致的不正确结果， 当快照比这个阈值更
旧并且该快照被用来读取一个该快照建立以来被修改过的页面时， 将会产生一
个错误。值为-1 会禁用这个特性，并且这个值是默认值。 对于生产工作有用的
值可能从几个小时到几天。该设置将被转换成分钟粒度， 并且小数字（例如 0
或者 1min）被允许只是因为它们有时对于测试有用。虽然允许高达 60d 的设置，
但是请注意很多负载情况下，很短的时间帧里就可能发生极大的膨胀或者事务
ID 回卷。当这个特性被启用时，关系末尾的被清出的空间不能被释放给操作系
统， 因为那可能会移除用于检测 snapshot too old 情况所需的信息。 所有分配给
关系的空间还将与该关系关联在一起便于重用， 除非它们被显式地释放（例如，
用 VACUUM FULL）。这个设置不会尝试保证在任何特殊情况下都会生成错误。
事实上，如果（例如） 可以从一个已经物化了一个结果集的游标中生成正确的
结果， 即便被引用表中的底层行已经被清理掉也不会生成错误。 某些表不能被
过早地安全清除，并且因此将不受这个设置的影服务器配置影响， 比如系统目
录。对于这些表， 这个设置将不能降低膨胀，也不能降低在扫描时产生 snapshot
too old 错误的可能性。

2.1.5

预写式日志
设置

wal_level(enum)
wal_level 决定多少信息写入到 WAL 中。默认值是 replica，只写入数据库崩
溃或突然关机时的恢复所需要的信息。archive 表示添加 WAL 归档需要的日
志。 hot_standby 添加备库只读查询时需要的信息。logical 会增加支持逻辑解码
所需的信息。每个级别包括所有低级别的日志信息。服务器启动时才可以设置这
个参数。
minimal 级别下，某些批量操作的 WAL 日志可以安全地跳过，这样可以使
这些操作变得更快。这种优化可以应用的操作包括：
CREATE TABL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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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INDEX
CLUSTER
COPY 到在同一个事务中被创建或截断的表中
但 minimal 级别的 WAL 包含的信息不足以从基础备份和 WAL 日志中重建
数据，因此，要启用 WAL 归档 (archive_mode) 和流复制，必须使用 archive 或
更高级别。
在 logical 级别，记录和 hot_standby 相同的信息，再加上允许从 WAL 中提
取逻辑修改所需的信息。使用 logical 级别将增加 WAL 的量，尤其是为 REPLICA
IDENTITY FULL 分配了许多表，并且执行了许多 UPDATE 和 DELETE 语句时。
fsync(boolean)
如果打开这个选项，那么 HighGo DB 服务器将尝试使用 fsync()系统调用(或
等价调用)来确保更新已经物理地写到磁盘中，这样就保证了在操作系统或者硬
件崩溃的情况下数据库集群可以恢复到一个一致的状态。
关闭 fsync，通常是一个不错的提升性能的选择，但当发生断电或系统崩溃
时，可能造成不可恢复的数据损坏。因此，只有在可以从外部数据中重建整个数
据库时才建议关闭 fsync。
能安全关闭 fsync 的环境的例子有通过一个备份文件初始加载一个新数据库
集群、使用一个数据库集群来在数据库被删掉并重建之前处理批量数据，或者一
个被经常重建并且不用于故障转移的只读数据库克隆。单独的高质量硬件不足以
成为关闭 fsync 的理由。
当将 fsync 从关闭状态更改到开启状态时，为了可靠的故障恢复，必须强制
内核中所有被修改的缓冲区存入永久存储。该行为可能发生在：集群关闭时或当
fsync 因为运行 initdb--sync-only 而打开时，运行 sync 时， 卸载文件系统时，或
重新启动服务器的时候。
在许多情况下，为不重要的事务关闭 synchronous_commit 可以提供很多关
闭 fsync 的潜在性能优势，而不需要担心数据损坏。
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设置。如果这
个选项被关闭，那么请考虑把 full_page_writes 也关闭了。
synchronous_commit(boolean)
指定在命令向客户端返回“成功”指示之前，事务提交是否将等待 WAL 记录
写入磁盘。有效值为 on，remote_apply，remote_write，local 和 off。默认且安全
的设置已启用。当关，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时候被报告给客户，并在交易确实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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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针对服务器崩溃安全之间的延迟。（最大延迟是 wal_writer_delay 的三倍。）
与 fsync 不同，将此参数设置为 off 不会产生任何数据库不一致的风险：操作系
统或数据库崩溃可能导致最近一些涉嫌提交的事务丢失，但数据库状态将与这些
事务已彻底中止的情况相同。因此，当性能比关于事务持久性的确切确定性更重
要时，关闭 synchronous_commit 是一个有用的替代方法。有关更多讨论，请参见
第 30.3 节。
如果 synchronous_standby_names 非空，则此参数还控制事务提交是否将等待
其 WAL 记录复制到备用服务器。设置为 on 时，提交将等待，直到来自当前同步
备用数据库的回复表明它们已收到事务的提交记录并将其刷新到磁盘。这确保了
事务不会丢失，除非主数据库和所有同步备用数据库都遭受其数据库存储的损坏。
当设置为 remote_apply 时，提交将等待，直到来自当前同步备用数据库的回复表
明它们已收到事务的提交记录并应用它，以便它对备用数据库上的查询可见。设
置为时 remote_write，commit 将等待，直到来自当前同步备用数据库的回复表明
它们已收到事务的提交记录并将其写入其操作系统。即使 PostgreSQL 的备用实
例崩溃，此设置也足以确保数据保留，但如果备用数据库遭遇操作系统级别崩溃，
则此设置不足，因为数据未必在备用数据库上达到稳定存储。最后，设置本地会
导致提交等待本地刷新到磁盘，而不是等待复制。在使用同步复制时通常不需要
这样做，但是为了完整性而提供。
如 果 synchronous_standby_names 是 空 的 ， 在 设 置 上 ， remote_apply ，
remote_write 和地方都提供相同的同步水平：提交事务只能等待本地刷新到磁盘。
此参数可以随时更改; 任何一个事务的行为由提交时生效的设置决定。因此，
可以并且有用的是使某些事务同步提交而其他事务异步提交。例如，要在默认值
相 反 的 情 况 下 异 步 提 交 单 个 多 语 句 事 务 ， 请 在 事 务 中 发 出 SET LOCAL
synchronous_commit TO OFF。
wal_sync_method(enum)
用来强制 WAL 更新到磁盘的方法。如果 fsync 是关闭的，那么这个设置就
无关紧要，因为 WAL 文件更新将不会被强制执行。可能的值是：


open_datasync (用 open()选项 O_DSYNC 写 WAL 文件)



fdatasync (每次提交的时候都调用 fdatasync())



fsync (每次提交的时候调用 fsync()）



fsync_writethrough (每次提交的时候调用 fsync()，强制任何磁盘写缓冲
区的直通写)



open_sync (用 open()选项 O_SYNC 写 WA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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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_*选项也可以使用 O_DIRECT（如果可用的话），不是在所有系统上都
能使用所有这些选择。除了 fdatasync 是 Linux 中的缺省值之外，其他缺省值是
列表中第一个被平台支持的那个。默认的却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为了创建一个崩
溃-安全的配置或达到最佳性能，有可能需要修改这个设置或其他系统配置。这
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设置。
full_page_writes(boolean)
如果启用该参数，HighGo DB 服务器在检查点之后对页面的第一次修改期
间将每个页面的全部内容写到 WAL 中。这么做是因为在操作系统崩溃过程中可
能只有部分页面写入磁盘，从而导致在同一个页面中包含新旧数据的混合。在崩
溃后的恢复期间，由于在 WAL 里面存储的行变化信息不够完整，因此无法完全
恢复该页。把完整的页面影像保存下来就可以保证正确存储页面，代价是增加了
写入 WAL 的数据量。（因为 WAL 重放总是从一个检查点开始的，所以在检查
点后每个页面第一次改变时这样做就足够了。因此，一个减小全页面写开销的方
法是增加检查点的间隔值。）
关闭该选项会加快正常操作的速度，但是在系统失败后可能导致不可恢复的
数据损坏或者无提示的数据损坏，它的危害类似于 fsync，只是风险较小，建议
只有在上文中提到的可以关闭 fsync 的情况下才可关闭该选项。
关闭这个选项并不影响即时恢复(PITR)的 WAL 使用。
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进行设置。缺
省是 on。
wal_log_hints (boolean)
当这个参数是 on 时，HighGO DB 服务器在检查点后第一次修改该页面期间，
将每个磁盘页的全部内容都写入到 WAL 中，即使对所谓的提示位做非关键修改
也会这样做。
如果启用了数据校验和，提示位更新总是会被记录到 WAL 中，该参数设置
被忽略。你可以使用该参数测试如果你的数据库启用了数据校验和，那么会记录
多少额外的 WAL 日志。
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缺省值是 off。
wal_compression (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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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参数为 on 时，full_page_writes 为 on，或者基础备份中，HighGo DB
服务器压缩完整页面镜像到 WAL 中。在 WAL 回放中解压压缩的页面镜像。缺
省值为 off。只有超级用户可以修改这个设置。
开启这个参数可以减少 WAL 量，不会增加不可恢复数据丢失的风险，但是
增加了 WAL 日志压缩以及 WAL 回放解压过程中一些额外 CPU 成本开销。
wal_buffers(integer)
用于还未写入磁盘的 WAL 数据的共享内存量。默认值 -1 表示将该参数值
设置为 shared_buffers 的 1/32 的大小（大约 3%），但是不小于 64kB 也不大于
一个 WAL 段的大小（通常为 16MB）。如果自动的选择太大或太小可以手工设
置该值，但是任何小于 32kB 的正值都将被当作 32kB。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
动时设置。
在每次事务提交时，WAL 缓冲区的内容被写出到磁盘，因此参数值过大不
可能显著提高性能。不过，将这个值至少设置为几个兆字节提高一个繁忙的服务
器（服务器的很多客户端会在同一时间提交事务）的写性能。由默认设置 -1 自
动优化的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得到合理的结果。
wal_writer_delay(integer)
指定 WAL 写进程的活动轮次之间的延迟。在每个轮次中写进程会将 WAL
刷到磁盘，之后休眠 wal_writer_delay 毫秒，然后重复。默认值是 200 毫秒
（200ms）。需要注意的是，在许多系统上，有效的休眠延迟解析度是 10 毫秒；
将 wal_writer_delay 设置为不是 10 的倍数将得到把它设置为下一个 10 的倍数
同样的效果。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wal_writer_flush_after（integer）
指定 WAL 写入器刷新 WAL 的频率。如果最后一次刷新发生的时间小于
wal_writer_delay 毫秒，并且此后生成的 wal 字节数少于 wal_writer_flush_after，
那么 WAL 只会写入操作系统，而不会刷新到磁盘。如果 wal_writer_flush_after 设
置为 0，则立即刷新 WAL 数据。默认值为 1MB。此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中设置。

commit_delay(integer)
在 WAL 刷新（flush）启动之前， 增加一个 commit_delay 微秒的时间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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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系统负载足够高，额外事务在给定时间间隔内准备好提交，这可以提高通过
单一 WAL 刷新提交大量事务的组提交吞吐量。但是，同时它也为每个 WAL 刷
新增加了 commit_delay 微秒的延迟时间。因为如果没有其它事务准备提交，那
么这个延迟间隔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只有一次刷新即将启动时至少有
commit_siblings 个其他事务处于活动状态才会执行一次延迟。此外，如果禁用
fsync，则不执行任何延迟。缺省 commit_delay 是零（无延迟）。只有超级用户
可以更改此设置。
commit_siblings(integer)
在执行 commit_delay 延迟时，要求最少同时打开的并发事务数目。大一些
的数值会导致在延迟期间另外一个事务准备好提交的可能性增大。缺省是 5 。

检查点
checkpoint_timeout(integer)
在自动 WAL 检查点之间的最长时间，以秒计。有效值在 30 秒和 1 小时之
间。默认是 5 分钟（5min）。增加这个参数的值会增加崩溃恢复的时间。这个
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设置。
checkpoint_completion_target(floating point)
声明检查点完成的目标，作为检查点之间的总时间的一部分。默认是 0.5。
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设置。
checkpoint_warning(integer)
如果由于填充检查点段文件导致的检查点发生时间间隔接近这个参数表示
的秒数，那么就向服务器日志发送一个建议增加 checkpoint_segments 值的消息。
缺 省 是 30 秒 (30s) 。 零 则 关 闭 警 告 。 如 果 checkpoint_timeout 低 于
checkpoint_warning，则不会有警告产生。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
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checkpoint_flush_after（integer）
只要在执行检查点时写入了多于 checkpoint_flush_after 个字节，请尝试强制
操作系统向底层存储发出这些写入。这样做将限制内核页面缓存中的脏数据量，
减少在检查点结束时发出 fsync 时停止的可能性，或者操作系统在后台以较大批
量写回数据的可能性。通常这会导致事务延迟大大减少，但也有一些情况，特别
28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是工作负载大于 shared_buffers，但小于操作系统的页面缓存，性能可能会降低。
此设置可能对某些平台没有影响。有效范围介于 0（禁用强制写回）和 2MB 之
间。Linux 上的默认值为 256kB，其他地方为 0。（如果 BLCKSZ 不是 8kB，则
默认值和最大值按比例缩放。）此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
行中设置。
max_wal_size (integer)
自动 WAL 检查点之间允许 WAL 增长到的最大尺寸。这是软限制；特殊情
况下 WAL 大小可以超过 max_wal_size，如增加 wal_keep_segments 的设置。缺
省是 1GB。增加这个参数会延长崩溃恢复所需要的时间。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min_wal_size (integer)
只要 WAL 磁盘使用率低于这个设置，旧的 WAL 文件就会在一个检查点被
回收供将来使用，，而不是被删除。这可以用来确保预留足够的 WAL 空间处理
WAL 使用中的峰值，比如当运行大批量工作时。缺省是 80MB。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归档
archive_mode(boolean)
当启用 archive_mode 时，通过设置 archive_directory 将所有完成的 WAL 段
传递到归档目录。 除了 off 用于禁用该选项，还有两种模式 on 和 always。在正
常操作过程中，两种模式没有区别，但是当设置为 always 时，归档恢复或者备
机模式中也会启用 WAL 归档进程。在 always 模式中，从归档中恢复所有文件或
者使用流复制传输的文件都会被再次归档。
archive_mode 和 archive_directory 是两个单独的变量，因此可以在不影响归
档模式的前提下修改 archive_directory。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启动时设置。当
wal_level 设置为 minimal 时不能启用 archive_mode。
archive_directory (string)
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服务命令行上设置。除非服务器启
动 时 启 用 了 archive_mode ， 否 则 忽 略 。 如 果 启 用 了 archive_mode ， 但
archive_directory 是一个空字符串（缺省），WAL 归档会被临时禁用，但服务器
仍会一直产生 WAL 段文件，直到提供了 archive_directory。将 archive_directory
29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设置某些目录如/bin/true 或 Windows 下的 REM，实际上会禁用归档，但也会打
破归档恢复所需的 WAL 文件链，因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用。
archive_timeout(integer)
archive_directory 仅在已完成的 WAL 段上调用。因此，如果服务器只产生很
少的 WAL 流量(或产生流量的周期很长)，那么在完成事务以及安全归档存储之
间将有一个很长的延时。为了限制未归档数据的逗留时间，你可以设置
archive_timeout 来强制服务器来周期性地切换到一个新的 WAL 段文件。当这个
参数被设置为大于零时，只要从上次段文件切换后过了 archive_timeout 秒并且已
经有过任何数据库活动（包括一个单一检查点），服务器就切换到一个新的段文
件。（增加 checkpoint_timeout 将减少在一个空闲系统中不必要的检查点）。注
意，由于强制切换而提早关闭的归档文件仍然与完整的归档文件长度相同。因此，
将 archive_timeout 设为很小的值是不明智的，它将导致占用巨大的归档存储空
间。建议设置为一分钟。如果你希望数据能被更快地从主服务器上复制下来，你
应该考虑使用流复制而不是归档。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在服
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2.1.5.3.1 使用示例
1）创建一个归档目录，如果目录不存在，则按照以下方法创建：
[postgres@localhost data]$ mkdir -p ../standalone
[postgres@localhost data]$ mkdir ../standalone/archive
2）修改配置文件
[postgres@localhost data]$ vi postgresql.conf
archive_mode = on
archive_directory = '../standalone/archive'
wal_level = archive
3）启动数据库
[postgres@localhost data]$ pg_ctl start
4）开始备份
[postgres@localhost data]$ psql -c "select pg_start_backup('stand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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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础备份——备份数据文件（排除 pg_wal 目录）
[postgres@localhost

data]$

tar

-cv

--exclude="pg_wal/*"

-

f ../standalone/baseline.tar.bz2 /usr/local/pgsql/data
6）停止备份
[postgres@localhost data]$psql -c "select pg_stop_backup(),current_timestamp"
7）将归档文件加入独立的备份中
[postgres@localhost standalone]$ tar -rf baseline.tar.bz2 archive/
8）编写用于恢复的 recovery.conf 文件
[postgres@localhost data]$ echo "archive_directory = 'archive'" > recovery.conf
[postgres@localhost data]$ echo "recovery_end_command = 'rm -R archive'" >>
recovery.conf
9）将 recovery.conf 文件添加到备份包中
[postgres@localhost data]$ tar -rf ../standalone/baseline.tar.bz2 recovery.conf
至此，数据库备份完成。
10）关闭数据库
[postgres@localhost data]$pg_ctl stop
11）删除 data 目录下的内容
[postgres@localhost data]$ rm -rf *
12）将备份包移动到 data 目录下
[postgres@localhost standalone]$ cp baseline.tar.bz2 ../data
13）解压备份包
[postgres@localhost data]$ tar -xvf baseline.tar.bz2
14）将解压后的 usr 文件夹下的内容移动到 data 下
[postgres@localhost data]$ cd usr/local/pgsql/data/
[postgres@localhost data]$ mv * ../../../../
15）删除 usr 文件夹
[postgres@localhost data]$ rm -rf u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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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启动数据库
[postgres@localhost data]$pg_ctl start
至此，数据库恢复完成。

2.1.5.3.2 实现方法
PostgreSQL 的 归 档 命 令 ， 在 linux 下 是 一 条 cp 命 令 （ 比 如 ： cp i %p ../standalone/archive/%f），在 windows 下是一条 copy 命令（比如：copy "%p"
"D:\\pgdb\\standalone\\archive\\%f"）。在源码中的实现是通过解析配置文件中管
理员设置的归档命令，然后调用 system(walarchcmd)函数识别 cp 或者 copy 命令。
而在 HGDB4.1 中，归档命令在 linux 下是归档目录，比如../standalone/archive/；
在 windows 下也是归档目录，比如：D:\\pgdb\\standalone\\archive\\。我们直接将
cp 或者 copy 命令封装，同样调用 system(walarchcmd)函数识别 cp 或者 copy 命
令，不需要用户配置此命令。

2.1.6

复制

这些设置控制流复制特性。包含主服务器和备用服务器。主服务器可以发送
数据，而备用服务器(s)则是拷贝数据的接收器。当使用级联复制时，备用服务器
(s)也可以是发送者，也可以是接收器。这些参数主要用于发送服务器和备用服务
器，但是有些参数仅能在主服务器上使用。如果有必要，设置可以在集群中变化
而不出问题。

发送服务器
这些参数可以在任何发送服务器上进行设置。主服务器总是发送服务器，所
以这些参数必须始终设置在主服务器上。备用成为主之后这些参数的作用和意义
不会改变。
max_wal_senders(integer)
指定来自备用服务器或流式基础备份客户端的并发连接的最大数目（即同时
运行 WAL 发送进程的最大数目）。默认值是 10，它意味着禁用复制。WAL 发
送进程的个数包含在连接总数内，因此该参数值不能高于 max_connections。流
客户端突然断开会导致孤立的连接槽，直到超时，所以这个参数应该设置的比预
期的最大客户端连接数稍高一些，这样断开的客户端可以立即重新连接。这个参
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wal_level 必须设置为 archive 或者更高级别以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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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备用服务器的连接。
max_replication_slots (integer)
声明服务器可以支持的复制槽的最大数量。缺省是 10。这个参数只能在服
务器启动时设置。要允许使用复制槽，wal_level 必须设置为 archive 或更高。将
此值设置的低于当前存在的复制槽数量将阻止服务器启动。
wal_keep_segments(integer)
声明 pg_wal 目录下所能保留的旧日志文件段的最小数目，以防备服务器需
要获取它们进行流复制。每个文件通常是 16M。如果一个连接到发送服务器的备
服务器落后了超过 wal_keep_segments 个段，发送服务器可以移除后备服务器仍
然需要的 WAL 段，此时复制连接将被终止。最终结果是下行连接也将最终失败
（不过，如果在使用 WAL 归档，后备服务器可以通过从归档获取段来恢复）。
该参数只设置 pg_wal 中保留的文件段的最小数目；系统可能需要为 WAL
归档或从一个检查点恢复保留更多段。如果 wal_keep_segments 是零（缺省），
系统不会为备用目的来保留额外的空间，因此备服务器可获得的旧的 WAL 段的
数 目 是 上 一 个 检 查 点 位 置 和 WAL 归 档 状 态 的 函 数 。 这 个 参 数 只 能 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服务器命令行上修改。
wal_sender_timeout (integer)
中断那些停止活动超过指定毫秒数的复制连接。这对于发送服务器检测备机
死机或网络中断是很有帮助的。零值将禁用超时机制。此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是 60 秒。
track_commit_timestamp (bool)
记录事务提交时间。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者服务器命令行
上设置。缺省值是 off。

主服务器
这些参数可以在主服务器（master /primary server）上设置。需要注意的是，
除了这些参数，在主服务器上必须适当地设定 wal_level，并且选择是否启用 WAL
归档。在后备服务器上设置这些值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是将其设置在准备转变为
主服务器的备用服务器中。
synchronous_standby_names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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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参数指定一个支持同步复制的后备服务器的列表。 可能会有一个或者
多个活动的同步后备服务器， 在这些后备服务器确认收到它们的数据之后，等
待提交的事务将被允许继续下去。 同步后备服务器是那些名字出现在这个列表
中， 并且当前已连接并且正在实时流传输数据（如 pg_stat_replication 视图中
streaming 的状态所示）的服务器。指定多个同步备用可以实现非常高的可用性
并防止数据丢失。
用于此目的的备用服务器的名称是备用数据库的 application_name 设置，如
备用数据库的连接信息中所设置的。在物理复制备用的情况下， 这应该在
recovery.conf 的 primary_conninfo 设置中设置；默认值是 walreceiver。对于逻辑
复制， 可以在订阅的连接信息中设置，并且它默认为订阅名称。对于其他复制
流消费者， 请参阅他们的文档。
这个参数使用下面的语法之一来指定一个后备服务器列表：
[FIRST] num_sync ( standby_name [, ...] )
ANY num_sync ( standby_name [, ...] )
standby_name [, ...]
其 中 num_sync 是 事 务 需 要 等 待 其 回 复 的 同 步 后 备 服 务 器 的 数 量 ，
standby_name 是一个后备服务器的名称。 FIRST 和 ANY 指定从列出的服务器
中选择同步备用数据库的方法。
关键字 FIRST 加上 num_sync， 指定基于优先级的同步复制，并使事务提交
等待， 直到它们的 WAL 记录被复制到根据其优先级进行选择的 num_sync 同步
备用数据库。 例如，FIRST 3 (s1, s2, s3, s4) 的设置将导致每个提交等待来自从
备用服务器 s1、s2、s3 和 s4 中选择出来的三个更高级备用服务器的回复。 其
名称出现在列表前面的备用数据库被赋予更高的优先级，并将被视为同步。 在
列表后面出现的其他备用服务器代表潜在的同步备用服务器。 如果任何当前的
同步备用服务器因任何原因断开连接， 它将立即被次最高优先级的备用机器替
换。关键字 FIRST 是可选的。
关键字 ANY 加上 num_sync， 指定基于数量的同步复制，并使事务提交等
待，直到它们的 WAL 记录被复制到 至少 num_sync 个列出的备用服务器。例
如，ANY 3 (s1, s2, s3, s4) 的设置将导致每个提交至少被 s1、s2、 s3 和 s4 中的
任意三个备用服务器回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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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和 ANY 是大小写无关的。如果这些关键字用作备用服务器的名称，
那么 standby_name 必须是双引号引用的。
第三种语法在 HGDB V4.1 之前使用，并且仍然受支持。 它与第一个使用
FIRST 和 num_sync 等于 1 的语法相同。例如，FIRST 1 (s1, s2)和 s1, s2 具有相
同的含义：选择 s1 或 s2 作为同步备用。

特殊项*匹配任何备用服务器名称。
没有机制来强制备用名称的唯一性。在重复的情况下， 匹配的备用数据库
之一将被视为较高优先级，但确切地说哪一个是不确定的。
注意
每一个 standby_name 都应该具有合法 SQL 标识符的形式，除非它是*。 如
果必要你可以使用双引号。但是注意在比较 standby_name 和后备机应用程序名
称时是大小写不敏感的（不管有没有双引号）。
如果这里没有指定同步后备机名称，那么同步复制不能被启用并且事务提交
将不会等待复制。这是默认的配置。即便当同步复制被启用时，个体事务也可以
被配置为不等待复制，做法是将 synchronous_commit 参数设置为 local 或 off。
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vacuum_defer_cleanup_age (integer)
指定 VACUUM 和 HOT 更新在清除死行版本之前，应该推迟的事务数。默
认值是零事务，这意味着当死行版本不再可见于任何打开的事务时就会被删除。
在一个支持热后备服务器的主服务器上，你可能希望把这个参数设置为一个非零
值，这允许后备机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查询而不会由于先前的行清除产生冲突。
然而，因为该值是依据发生在主服务器上的写入事务数量进行计算的，很难预测
到底有多少额外的宽限时间提供给备用查询。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
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你也可以考虑在备用服务器上设置 hot_standby_feedback，作为使用该参数
的一种替代方案。

备用服务器
这些设置控制接收复制数据的备服务器的行为。它们在主服务器上的值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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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要。
hot_standby(boolean)
声明在恢复期间，能不能进行连接并进行查询。缺省值是 on。这个参数只能
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这个参数只有在归档恢复或 standby 模式下才有用。
max_standby_archive_delay(integer)
当热后备机处于活动状态时，这个参数决定在取消那些与即将应用的 WAL
项冲突的后备机查询之前，后备服务器应该等待的时间。当 WAL 数据正在从
WAL 归档中（非当前）读取时，会应用 max_standby_archive_delay。缺省是 30s。
如果没指定，单位是毫秒。当值是-1 时，表示允许备服务器一直等待，直到冲突
结束。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注意，max_standby_archive_delay 与取消之前一个查询能够运行的最长时间
不同；相反，它表示应用任何一个 WAL 段数据能够被允许的最长总时间。因此，
在 WAL 段之前，如果一个查询造成明显的延迟，随后的冲突查询将有很少的允
许时间。
max_standby_streaming_delay(integer)
当热后备机处于活动状态时，这个参数决定在取消那些与即将应用的 WAL
项冲突的后备机查询之前，后备服务器应该等待的时间。当 WAL 数据正在从
WAL 归档中（非当前）读取时，会应用 max_standby_ streaming _delay。缺省是
30s。如果没指定，单位是毫秒。当值是-1 时，表示允许备服务器一直等待，直
到冲突结束。 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注意，max_standby_streaming_delay 与取消之前一个查询能够运行的最长时
间不同；相反，它表示在从主服务器接收到 WAL 数据并立刻应用它能够被允许
的最长总时间。如果一个查询造成明显的延迟，随后的冲突查询将有很少的允许
时间，直到备服务器再次赶上进度。
wal_receiver_status_interval (integer)
指定在后备机上的 WAL 接收进程向主服务器或上游后备机发送有关复制
进度的信息的最小频度，可以使用 pg_stat_replication 视图查看参数值。后备机会
报告它已写入的上一个事务日志的位置，它已经刷到磁盘的上一个位置以及它已
经应用的最后一个位置。这个参数的值是报告之间的最大间隔，以秒为单位。每
次写入或刷出位置改变时会发送状态更新，或者按这个参数的指定的频度发送。
因此，应用位置可能稍微落后于真实的位置。将此参数设置为零将完全禁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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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是 10
秒。
hot_standby_feedback (boolean)
指定一个热后备机是否将会向主服务器或上游后备机发送有关于后备机上
当前正被执行的查询的反馈。这个参数可以用来排除由于记录清除导致的查询取
消，但可能会由于工作负载的问题导致主服务器上的数据库膨胀。反馈消息的发
送频度不会高于 wal_receiver_status_interval。缺省值是 off。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如果使用级联复制，反馈将被向上游传递直到它最后到达主服务器。备用服
务器接收到反馈之后，除了向上游传递没有其他用途。
wal_receiver_timeout (integer)
中止处于非活动状态超过指定毫秒数的复制链接。这对于正在接收的后备服
务器检测主服务器崩溃或网络断开很有帮助。零值表示禁用超时机制。此参数只
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默认值是 60 秒。
wal_retrieve_retry_interval (integer)
指定重试检索 WAL 数据之前，当 WAL 数据无法从任何来源（流复制、本
地 pg_wal 或 WAL 归档）获得时，备用服务器应该等待多长时间。此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缺省值是 5 秒。如果没有指定，
单位是毫秒。
此参数有助于配置恢复节点控制等待新的 WAL 数据可用的时间数。例如，
在归档恢复中，可以通过减小该参数的值来使得恢复在检测新的 WAL 日志文件
时响应更加迅速。在一个低 WAL 活动系统中，增加该值可以减少访问 WAL 归
档的请求次数，例如这种情况可用于需要考虑基础设施被访问次数的云环境中。

2.1.6.4 流复制增强
流复制集群是瀚高数据库高可用解决方案之一。流复制集群的 WAL 日志同
步模式有同步（SYNC）和异步（ASYNC）两种模式。在同步模式的流复制 集
群中，如果同步模式的备节点服务器发生故障且集群内没有可提升为同步模式的
备节点，如果主节点进行写操作，则服务器就会出现挂起状态（hang），导致业
务无法正常进行。
瀚高数据库 V5 增加了流复制增强功能。在同步模式的流复制集群中，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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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备节点出现故障且没有其他潜在状态的备节点提升为同步备节点时，主节
点服务器在进行写操作后，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无法恢复正常，在配置好相应的参
数后，主节点在 timeout 时间之后，会自动将同步模式切换成异步模式，即不再
等待备节点返回的确认信息而自动完成相应的写操作。
流复制增强功能的实现是靠配置参数进行相应控制。有两个相关的参数
hg_use_adaptive_standby_sync 和隐藏参数
_hg_adaptive_standby_sync_timeout，两个参数在主备节点均可设置，但只在
主节点上才会生效。
hg_use_adaptive_standby_sync ( boolean )
流复制增强功能可以通过参数 hg_use_adaptive_standby_sync 来进行开启或
关闭，该参数配置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默认是 off。只有 把 该 参 数 配 置
on 之后，才可以使用流复制增强功能。参数可通过 reload 生效。
_hg_adaptive_standby_sync_timeout (integer)
流复制增强中设置的等待时间_hg_adaptive_standby_sync_timeout，单位是秒。
该参数是隐藏参数，不在 postgresql.conf 显示，只能在命令行

中进行设置。默

认值是 15 秒，取值范围为[15s, 300s]，当设置值小于 15 秒时，程序内部自动取
值 15 秒；当设置值大于 300 秒时，程序

内部自动

取值 300 秒。

需要说明的是_hg_adaptive_standby_sync_timeout 虽然是流复制增强的控制
参 数 ， 但 在 应 用 过 程 中 ， 流 复 制 增 强 实 际 的 等 待 时 间 是
Min(hg_adaptive_standby_sync_timeout,wal_sender_timeout)。参数可通过 reload 生
效。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该流复制增强功能只支持一个同步备节点的使用场景。
在同步模式的流复制集群中，当同步模式的备节点服务器发生故障（网络断
开或服务器宕掉）且集群内没有可提升为同步模式的备节点时，如果参数
hg_use_adaptive_standby_sync=ON ， 则 主 节 点 在 进 行 写 操 作 时 ， 在 等 待
Min(wal_sender_timeout，_hg_adaptive_standby_sync_timeout)内，如果同步备节点
还没有恢复正常的话，则主节点将由同步状态转变为异步状态，即不再等待同步
备节点的确认信息，而自行完成写操作。这是在同步备节点发生故障时第一次写
操作需要等待 timeout，此时已经完成同步转异步，以后的写操作不再需要等待
timeout 时间（在故障同步备节点恢复故障之前）。
在同步备节点回复正常后，集群主节点会自动恢复为原来的同步模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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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规划

2.1.7

规划器方法配置
这些配置参数提供了一种粗略的方法来影响查询优化器选择查询规划。如果
优化器为特定的查询选择的缺省规划并不是最优，那么一种临时解决方案是使用
这些配置参数强制优化器选择一个不同的规划。更好的改善优化器选择规划的方
法 包 括 调 节 规 划 器 开 销 常 量 、 手 动 运 行 ANALYZE 、 增 大 配 置 参 数
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 的值、使用 ALTER TABLE SET STATISTICS 为某个字段
增加收集的统计信息量。
enable_bitmapscan(boolean)
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对位图扫描规划类型的使用。缺省是 on。
enable_hashagg(boolean)
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对 Hash 聚集规划类型的使用。缺省是 on。
enable_hashjoin(boolean)
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对 Hash 连接规划类型的使用。缺省是 on。
enable_indexscan(boolean)
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对索引扫描规划类型的使用。缺省是 on。
enable_indexonlyscan (boolean)
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使用只用索引扫描（index-only-scan）计划类型。默
认值是 on。
enable_material(boolean)
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使用物化。我们不可能完全禁用物化，但是关闭这个
变量将阻止规划器插入物化节点，除非为了保证正确性。默认值是 on。
enable_mergejoin(boolean)
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对合并连接规划类型的使用。缺省是 on。
enable_nestloop(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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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对嵌套循环连接规划类型的使用。我们不可能完全消
除嵌套循环连接，但是关闭这个变量将使得规划器尽可能优先使用其他方法。缺
省是 on。
enable_seqscan(boolean)
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对顺序扫描规划类型的使用。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顺
序扫描，但是关闭这个变量将使得规划器尽可能优先使用其他方法。缺省是 on。
enable_sort(boolean)
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使用明确的排序步骤。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明确的排
序，但是关闭这个变量将使得规划器尽可能优先使用其他方法。缺省是 on。
enable_tidscan(boolean)
允许或禁用查询规划器对 TID 扫描规划类型的使用。缺省是 on。
enable_gathermerge (boolean)
启用或禁用查询规划程序对收集合并计划类型的使用。默认值是 on

规划器开销常量
本节中描述的开销可以按照任意标准度量。我们只关心其相对值，因此以相
同的系数缩放它们将不会对规划器产生任何影响。默认情况下，它们以抓取顺序
页的开销作为基准单位。也就是说将 seq_page_cost 设为 1.0，同时其它开销参数
对照它来设置。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其它基准，比如以毫秒计的实际执行时间。
注意：糟糕的是，现在还没有合理的方法来判断下面出现的"开销"变量族的
理想数值。它们最好按照某个特定安装的平均查询开销来衡量。这意味着仅仅根
据很少量的试验结果来修改它们是很危险的。
seq_page_cost(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计算一次顺序磁盘页面抓取的开销。默认值是 1.0。通过设置同
名的表空间参数，可以覆盖特定的表空间中的表和索引的这个值。
random_page_cost(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计算一次非顺序磁盘页面抓取的开销。默认值是 4.0。通过设置
同名的表空间参数，可以覆盖特定的表空间中的表和索引的这个值。
40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相对于 seq_page_cost)减少这个值将导致系统更倾向于使用索引扫描，增
加该值将让索引扫描看起来相对更昂贵。可以通过同时增加或减少这两个值来调
整磁盘 I/O 相对于 CPU 的开销(在下面的参数中描述)。
对磁盘存储的随机访问通常比顺序访问要贵不止四倍。但是，由于对磁盘的
大部分随机访问（例如被索引的读取）都被假定在高速缓冲中进行，所以使用了
一个较低的默认值（4.0）。默认值可以被想成把随机访问建模为比顺序访问慢
40 倍，同时期望 90% 的随机读取会在缓存中进行。
如果你认为 90% 的缓存率对你的负载是一个不正确的假设，你可以增加
random_page_cost 来更好的反映随机存储读取的真正代价。相应地，如果你的数
据可以完全放在高速缓存中（例如当数据库小于服务器总内存时），降低
random_page_cost 可能更合适。为具有很低的随机读取代价的存储（例如固态驱
动器）采用较低的 random_page_cost 值可能更好。
提示：虽然允许你将 random_page_cost 设置的比 seq_page_cost 小，但是物
理上的实际情况并不受此影响。然而当所有数据库都位于内存中时，两者设置为
相等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在此情况下，乱序抓取并不比顺序抓取开销更大。同样，
在缓冲率很高的数据库上，你应当相对于 CPU 开销同时降低这两个值，因为获
取内存中的页比通常情况下的开销小许多。
cpu_tuple_cost(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计算在一次查询中处理一个数据行的开销。缺省是 0.01。
cpu_index_tuple_cost(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计算在一次索引扫描中处理每条索引行的开销。缺省是 0.005。
cpu_operator_cost(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计算在一次查询中执行一个操作符或函数的开销。缺省是
0.0025 。
parallel_setup_cost (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对启动并行工作者进程的代价估计。默认是 1000。
parallel_tuple_cost (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对于从一个并行工作者进程传递一个元组给另一个进程的代价
估计。 默认是 0.1。
effective_cache_size(integer)
为规划器设置在一次索引扫描中可用的磁盘缓冲区的有效大小。这个参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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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一个索引的预计开销值的时候加以考虑。更高的数值会导致更可能使用索
引扫描，更低的数值会导致更有可能选择顺序扫描。在设置这个参数的时候，你
还应该考虑 HighGo DB 的数据文件会使用的共享缓冲区和内核的磁盘缓冲区。
另外，还要考虑预计在不同表上的并发查询数目，因为它们必须共享可用的内存
空间。这个参数对 HighGo DB 分配的共享内存大小没有影响，它也不会保留内
核磁盘缓冲，它只用于估算。系统也不会假设在查询之间数据会保留在磁盘缓冲
中。默认值是 4 吉字节（4GB）。
min_parallel_table_scan_size (integer)
设置必须扫描的最小表格数据量，以便考虑并行扫描。对于并行顺序扫描，
扫描的表格数据量始终等于表格的大小，但使用索引时， 扫描的表格数据
量通常会少一些。默认值是 8 兆字节（8MB）。
min_parallel_index_scan_size (integer)
设置必须扫描的索引数据的最小数量，以便考虑并行扫描。请注意， 并行
索引扫描通常不会触及整个索引；这是计划者认为实际上将被相关扫描触及的页
数。 默认值是 512 千字节（512kB）。

基因查询优化器
GEQO 是一个使用探索式搜索来执行查询规划的算法。它可以降低对于复杂
查询（连接很多关系的查询）的规划时间，但是代价是它产生的计划有时候要差
于使用穷举搜索算法找到的计划。
geqo(boolean)
允许或禁止基因查询优化。默认是启用。在生产环境中通常最好不要关闭它。
geqo_threshold 变量提供了对 GEQO 更细粒度的控制。
geqo_threshold(integer)
只有当涉及的 FROM 关系数量至少有这么多个的时候，才使用基因查询优
化。（注意一个 FULL OUTER JOIN 只被计为一个 FROM 项）。默认值是 12。
对于更简单的查询，通常会使用普通的穷举搜索规划器，但是对于有很多表的查
询穷举搜索会花很长时间，通常比执行一个次优的计划带来的惩罚值还要长。因
此，查询大小的阈值是管理 GEQO 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
geqo_effort (integer)
控制 GEQO 里规划时间和查询计划质量之间的平衡。这个变量必须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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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从 1 到 10 的整数。缺省值是 5。大的数值增加了执行查询规划的时间，但
是同时也增加了高效查询计划被选中的可能性。
geqo_effort 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干什么事情；只是用于计算其它那些影响
GEQO 行为变量的缺省值(在下面描述)。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手工设置其它参
数。
geqo_pool_size(integer)
控制 GEQO 使用的池大小。池大小是基于全体中的个体数量。它必须至少
是 2，并且有用的数值通常在 100 和 1000 之间。如果把它设置为零(缺省)，那么
就会基于 geqo_effort 和查询中表的数量选取一个合适的值。
geqo_generations(integer)
控制 GEQO 使用的子代数目。子代的意思是算法的迭代次数。它必须至少
是 1，有用的值范围和池大小相同。如果设置为零(缺省)，那么将基
于 geqo_pool_size 选取合适的值。
geqo_selection_bias(floating point)
控制 GEQO 使用的选择偏好。选择偏好是在一个种群中的选择压力。数值
可以是 1.5 到 2.0 之间；缺省是 2.0。
geqo_seed(floating point)
控制 GEQO 使用的随机数生成器的初始值，用于在连接顺序搜索空间中选
择随机路径。这个值可以从 0（缺省）到 1。修改这个值会改变搜索的连接路径
集，并且可能导致找到更好或更差的路径。

其它规划器选项
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integer)
为没有通过 ALTER TABLE SET STATISTICS 设置字段相关目标的表字段设
置缺省统计目标。更大的数值会增加 ANALYZE 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可能会改善
规划器的估计质量。缺省值是 100。
constraint_exclusion(enum)
控制查询规划器使用表约束来优化查询。constraint_exclusion 的允许值是
on(检查所有表的约束)、off（从不检查约束）和 partition（仅仅检查继承子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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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ALL 子查询的约束）。Partition 是缺省设置。它用于继承和分区表以提
高性能。
如果这个参数支持一个特定的表，那么规划器用查询条件和 CHECK 约束进
行比较，并且在查询条件和约束冲突的情况下，忽略对表的扫描。比如：
CREATE TABLE parent(key integer， ...);
CREATE

TABLE

child1000(check

(key

between

1000

and

1999))

child2000(check

(key

between

2000

and

2999))

INHERITS(parent);
CREATE

TABLE

INHERITS(parent);
...
SELECT * FROM parent WHERE key = 2400;
在启用约束排除的时候，这个 SELECT 将完全不会扫描 child1000，从而提
高性能。
目前，约束排除只在用来实现表分区的情况中被默认启用。为所有表启用约
束排除会明显增加规划开销，特别是在一个简单查询时，对简单查询而言，频繁
的约束排除不会产生任何好处。如果没有分区表时，最好是完全关闭该选项。
cursor_tuple_fraction(floating point)
设置规划器对将被检索的游标行的比例的估计。缺省是 0.1。小于该值时会
为游标偏向使用 "fast start"规划，这将快速检索前几行，虽然可能花费很长的时
间读取所有行。大于该值时会更重视总体的估计时间。最大可设置为 1.0，这种
情况下游标将和普通查询完全一样地被规划，只考虑总估算时间，而不考虑多久
才会输出第一个行。
from_collapse_limit(integer)
如果生成的 FROM 列表不超过该参数的值，规划器将把子查询融合到上层
查询。小的数值降低规划的时间，但是可能会生成较差的查询计划。缺省是 8。
将这个值设置为 geqo_threshold 或更大，可能触发使用 GEQO 规划器，从而
产生非最优计划。
join_collapse_limit(integer)
如果得出的列表不超过该参数值，那么规划器将把除 FULL JOIN 之外的
JOIN 构造重写到 FROM 列表项中。小的数值降低规划的时间，但是可能会生成
较差的查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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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时，这个值和 from_collapse_limit 相同，这样适合大多数场合。把它设
置为 1 则避免任何 JOIN 的重排序，因此查询中指定的显式连接顺序就是连接的
实际顺序。查询优化器并不是总能选取最优的连接顺序；高级用户可以选择暂时
把这个变量设置为 1，然后明确地声明他们需要的连接顺序。
将这个值设置为 geqo_threshold 或更大，可能触发使用 GEQO 规划器，从而
产生非最优计划。
force_parallel_mode (enum)
允许为测试目的使用并行查询，即便是并不期望在性能上得到效益。
force_parallel_mode 的允许值是 off （只在期望改进性能时才使用并行模式）、
on （只要查询被认为是安全的，就强制使用并行查询）以及 regress（和 on 相
似， 但是有如下文所解释的额外行为改变）。
更具体地说，把这个值设置为 on 会在任何一个对于并行查询安全的查询计
划顶端增加一个 Gather 节点，这样查询会在一个并行工作者中运行。 即便当一
个并行工作者不可用或者不能被使用时， 诸如开始一个子事务等在并行查询环
境中会被禁止的操作将会被禁止， 除非规划器相信这样做会导致查询失败。 当
这个选项被设置时如果出现失败或者意料之外的结果， 查询使用的某些函数可
能需要被标记为 PARALLEL UNSAFE（或者可能是 PARALLEL RESTRICTED）。
把这个值设置为 regress 具有设置成 on 所有相同的效果，外加一些有助于
自动回归测试的额外的效果。一般来说， 来自于一个并行工作者的消息会包括
一个上下文行指出这一点， 但是设置为 regress 会消除这一行， 这样输出就和
非并行执行完全一样。同样，被这个设置加到计划上的 Gather 节点在 EXPLAIN
输出终会被隐藏起来， 这样产生的输出匹配设置为 off 时产生的输出。

2.1.8

错误报告和日志
在哪里记录日志

log_destination(string)
HighGo DB 支持多种记录服务器日志的方法，包括 stderr，csvlog 和 syslog。
在 Windows 上还支持 eventlog。把这个选项设置为一个逗号分隔的日志目的地
列 表 。 缺 省 是 只 记 录 到 stderr 。 这 个 选 项 只 能 在 服 务 器 命 令 行 上 或 者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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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ql.conf 文件中设置。
如果 csvlog 包含在 log_destination 中，日志项会以"逗号分隔值" （CSV）格
式被输出，这样可以便于向程序中录入日志。必须启用 logging_collector，以产生
CSV 格式的日志输出。
注意：在大多数 Unix 系统中，需要更改系统的 syslog 守护进程的配置，从
而使 log_destination 能够使用 syslog 选项。HighGo DB 可以在 syslog 设备 LOCAL0
到 LOCAL7 中记录，但在大多数平台上的缺省 syslog 配置会忽略这些信息。需
要向 syslog 守护进程配置文件中添加如下信息来使其运行：
local0.*

/var/log/highgo

在 Windows 上，当你使用 log_destination 的 eventlog 选项时，你应该在操
作系统中注册一个事件源及其库，这样 Windows 事件查看器能够清楚地显示事
件日志消息。
logging_collector(boolean)
这个参数启用日志收集器，它是一个捕捉被发送到 stderr 的日志消息的后台
进程，并且它会将这些消息重定向到日志文件中。这个方法通常比记录到 syslog
更有用，因为某些类型的消息不会出现在 syslog 输出中(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动态
连接失败的消息)。这个值只能在服务器启动的时候设置。
注意: 也可以不使用日志收集器而把日志记录到 stderr，日志消息将只会去
到服务器的 stderr 被定向到的位置。不过，那种方法只适合于低日志量，因为它
没有提供方法来轮转日志文件。还有，在某些不使用日志收集器的平台上可能会
导致丢失或者混淆日志输出，因为多个进程并发写入同一个日志文件时会覆盖彼
此的输出。
注意：日志收集器被设计成从来不会丢失消息。这意味着在极高的负载下，
如果服务器进程试图在收集器已经落后时发送更多的日志消息，那么它会被阻塞。
相反，syslog 倾向于在无法写入消息时丢掉消息，这意味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可
能会无法记录某些消息，但是它不会阻塞系统的其他部分。
log_directory(string)
当启用 logging_collector 时，这个选项决定日志文件在哪个目录里创建。它
可以声明成绝对路径，或者是与集群的数据目录相对的路径。这个选项只能在服
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设置。 默认是 plog。
log_filename(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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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启用 logging_collector 时，这个选项设置所创建的日志文件的文件名。这
个数值将被当作 strftime 模式看待。因此可以用%转义声明随时间而变的文件名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存在依赖于%转义的时区，那么，计算将在由 log_timezone
指定的时区中完成），被支持的%转义和开放组织的 strftime 说明中列举的类似。
注意系统的 strftime 不会直接使用，因此不支持特定平台（非标准）的扩展。默
认是 highgo-%Y-%m-%d_%H%M%S.log。
如果你不使用转义来指定一个文件名，那么应该计划使用一个日志切换程序，
以避免填满整个磁盘。
如果在 log_destination 中启用了 CSV 格式输出，在创建 CSV 格式输出的文
件名时，.csv 会追加时间戳日志文件名。 （如果 log_filename 以.log 结尾，会替
换后缀）。
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设置。
log_file_mode (integer)
在 Unix 系统上，当 logging_collector 被启用时，使用这个参数设置日志文
件的权限（在微软 Windows 上这个参数将被忽略）。这个参数值应当是一个可
以被 chmod 和 umask 命令接受的数值格式（要使用通常的八进制格式，该数字
必须以一个 0（零）开始）。
默认的权限是 0600，表示只有服务器拥有者才能读取或写入日志文件。其
他常用的设置是 0640，它允许拥有者的组成员读取文件。不过要注意你需要修
改 log_directory 以将文件存储在集簇数据目录之外的某个位置，才能利用这个设
置。在任何情况下，让日志文件变成任何人都可读是不明智的，因为日志文件中
可能包含敏感数据。
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log_rotation_age(integer)
当启用了 logging_collector 时，这个选项设置单个日志文件的最大生存期。
在数值指定的分钟过去之后，将创建一个新的日志文件。设置为零可以关闭以时
间为基础的新日志文件的创建。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设置。
log_rotation_size(integer)
当启用了 logging_collector 时，这个选项设置单个日志文件的最大尺寸。在
数值指定的千字节写入日志文件之后，将会创建一个新的日志文件。设置为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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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闭以大小为基础的新日志文件的创建。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
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设置。
log_truncate_on_rotation(boolean)
当启用了 logging_collector 时，这个选项将导致 HighGo DB 截断（覆盖而不
是附加）任何同名的现有日志文件。不过，截断只在一个新文件由于基于时间的
轮转被打开时发生，而不是在服务器启动或者以尺寸为基础的日志轮换的时候。
如果为 off，将始终向已存在的文件结尾追加。比如，使用这个选项和类似
highgo-%H.log 这样的 log_filename 设置将导致生成 24 个按小时生成的日志文
件然后在这些文件上循环。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设置。
例 子 ：保 留 7 天 的日 志 ，每 天一 个日 志文 件 ，叫 做 server_log.Mon ，
server_log.Tue，等等，并且上周的日志会自动被这周的日志覆盖。把 log_filename
设置为 server_log.%a、把 log_truncate_on_rotation 设置为 on 、
把 log_rotation_age
设置为 1440。
例子：保留 24 小时的日志，每小时一个日志，但是如果日志文件尺寸大于
1GB 也 轮 换 日 志 。 把 log_filename 设 置 为 server_log.%H%M ， 把
log_truncate_on_rotation 设 置 为 on ， 把 log_rotation_age 设 置 为 60 ， 把
log_rotation_size 设置为 1000000。在 log_filename 里包含%M 允许发生基于文件
大小的轮换时选取一个不同于小时的初始文件名的文件名。
syslog_facility(enum)
如果向 syslog 进行记录，那么这个选项决定要使用的 syslog"设备"。你可以
从 LOCAL0，LOCAL1， LOCAL2，LOCAL3，LOCAL4， LOCAL5，LOCAL6，
LOCAL7 中选择，默认值是 LOCAL0。还请参阅系统的 syslog 守护进程文档。这
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设置。
syslog_ident(string)
如果向 syslog 进行记录，这个选项决定用于在 syslog 日志中标识 HighGo
DB 的 程 序 名 。 缺 省 是 postgres 。 这 个 选 项 只 能 在 服 务 器 命 令 行 上 或 者 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设置。
syslog_sequence_numbers（boolean）
当登录到 syslog 并且打开（默认值）时，每条消息都将以增加的序列号为前
缀（例如[2]）。这避免了许多系统日志实现默认执行的“---重复 N 次消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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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 制 。 在 更 现 代 的 syslog 实 现 的 ， 重 复 的 消 息 抑 制 可 配 置 （ 例 如 ，
$ RepeatedMsgReduction 在 rsyslog 现在），所以这可能是不必要的。此外，如果
您确实想要抑制重复的消息，可以将其关闭。
此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中设置。
syslog_split_messages（boolean）
启用日志记录到 syslog 时，此参数确定如何将消息传递到 syslog。启用（默
认值）时，消息按行分割，长行分割，以便它们适合 1024 个字节，这是传统 syslog
实现的典型大小限制。关闭时，PostgreSQL 服务器日志消息将按原样传递到
syslog 服务，并由 syslog 服务来处理可能庞大的消息。
如果 syslog 最终记录到文本文件，那么效果将是相同的，并且最好保持设
置，因为大多数 syslog 实现要么无法处理大消息，要么需要专门配置来处理它
们。但是，如果 syslog 最终写入其他媒介，那么将消息逻辑地保存在一起可能是
必要的或更有用的。
此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中设置。
event_source (string)
当启用了向事件日志记录时，这个参数决定用来标识日志中 HighGo DB 消
息的程序名。默认值是 PostgreSQL。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在
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什么时候记录日志
client_min_messages(enum)
控制被发送给客户端的消息级别。有效的数值是 DEBUG5，DEBUG4，
DEBUG3，DEBUG2，DEBUG1，LOG，NOTICE，WARNING，ERROR，FATAL
和 PANIC。每个级别包含它后面的所有级别，级别越靠后，发送的信息越少。缺
省是 NOTICE。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LOG 和 log_min_messages 里的级别不同。
log_min_messages(enum)
控制哪些消息级别被写入到服务器日志。有效值是 DEBUG5， DEBUG4，
DEBUG3，DEBUG2，DEBUG1，INFO，NOTICE，WARNING，ERROR，LOG，
FATAL 和 PANIC。每个级别都包含它后面的级别。越靠后的数值发往服务器日
志 的 信 息 越 少 。 缺 省 是 WARNING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这 里 的 LOG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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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_min_messages 里的级别不同。只有超级用户可以修改这个设置。
log_min_error_statement(enum)
控制哪些导致错误情况的 SQL 语句被记录在服务器日志中。所有导致一个
特定级别(或者更高级别)错误的 SQL 语句都要被记录。有效的值有 DEBUG5，
DEBUG4，DEBUG3，DEBUG2，DEBUG1，INFO，NOTICE，WARNING，ERROR，
LOG，FATAL 和 PANIC。缺省是 ERROR，表示所有导致错误、日志消息、致命
错误、恐慌的 SQL 语句都将被记录。要有效地关闭失败语句的日志记录，请将
此参数设置为 PANIC。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置。
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integer)
如果某个语句的持续时间大于或者等于这个毫秒数，那么在日志行上记录该
语句及其持续时间。设置为零将打印所有查询和它们的持续时间。设置为-1(缺省
值)关闭这个功能。比如，如果你把它设置为 250ms，那么所有运行时间等于或者
超过 250ms 的 SQL 语句都会被记录。打开这个选项可以很方便地跟踪需要优化
的查询。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置。
对于使用扩展查询协议的客户端，语法分析、绑定、执行每一步所花时间都
分别记录。
注意：当此选项与 log_statement 同时使用时，已经被 log_statement 记录的
语句文本不会被重复记录。如果没有使用 syslog 的话，推荐使用 log_line_prefix
记录 PID 或会话 ID，这样你可以使用它们把语句消息链接到后来的持续时间
消息。
表 2.1 解释 HighGo DB 使用的消息严重级别。如果日志信息记录在 syslog
或 Windows 的 eventlog 下，那么严重级别会按照表中所示进行转换。
表 2.1 消息的严重级别
严重性

使用

syslog

eventlog

DEBUG1..

为开发人员的使用提供连续的详细的信息

DEBUG

INFORMATION

提供了用户隐含要求的信息，如

INFO

INFORMATION

NOTICE

INFORMATION

NOTICE

WARNING

DEBUG5
INFO

VACUUM VERBOSE 的输出
NOTICE

提供了可能对用户有用的信息，例如长标
识符截断提示

WARNING

提供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警告，例如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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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块外 COMMIT。
ERROR

报告导致当前命令终止的错误

WARNING

ERROR

LOG

报告管理员感兴趣的信息，如检查点的活

INFO

INFORMATION

动状况
FATAL

报告导致数据库当前会话终止的错误

ERR

ERROR

PANIC

报告导致数据库所有会话终止的错误

CRIT

ERROR

记录什么
application_name(string)
application_name 可以是任意的小于 NAMEDATALEN 字符 （标准编译是 64
字符）的字符串。它通常由一个连接到服务器的应用程序设置。名字会显示在
pg_stat_activity 视图并被包括在 CSV 日志项中。也可以通过 log_line_prefix 参数，
包含在普通日志项中。只有可打印的 ASCII 字符可以用于 application_name。 其
他字符会被问号(?)替换。
debug_print_parse(boolean)
debug_print_rewritten(boolean)
debug_print_plan(boolean)
这些参数将启用多种调试输出。当设置时，它们为每一个被执行的查询打印
结果分析树、查询重写器输出或执行计划。这些信息是在 LOG 消息级别发出的，
因此默认情况下它们会出现在服务器日志中，但不会发送给客户端。可以通过
client_min_messages 和/或 log_min_messages 来设置。这些参数缺省是 off。
debug_pretty_print(boolean)
当设置时，由 debug_print_parse，debug_print_rewritten 或 debug_print_plan
产生的输出内容会进行缩进。这将导致比关闭该参数时使用的"紧凑"模式可读性
更强但是更长的输出。缺省是开启。
log_checkpoints(boolean)
启用该选项后检查点和重启点将被记录在服务器日志中。每个检查点的一些
统计信息也会包含在日志中，这些信息包括写入缓冲区的数目，以及花费的时间。
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缺省是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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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_connections(boolean)
记录每一次连接服务器的请求，以及成功完成的客户端认证。只有超级用户
在会话开启时可以改变这个参数，并且在会话中不能改变。缺省是 off。
注意：一些客户端程序，如 psql，在确定是否需要密码的同时，会连接两次，
因此重复收到请求连接的消息不一定表示有问题。
log_disconnections(boolean)
记录终止的会话。日志输出提供的信息类似于 log_connections，在其基础上
加上了会话持续时间。只有超级用户在会话开启时可以改变这个参数，并且在会
话中不能改变。缺省是 off。
log_duration(boolean)
记录每个已完成语句的持续时间。默认值是 off。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
个设置。
对于使用扩展查询协议的客户端，语法分析、绑定、执行每一步所花时间都
分别记录。
注意：该选项与将 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 设置为 0 的不同之处在于
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 强制记录查询文本。因此，如果 log_duration 为 on 并
且 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 大于零将记录所有持续时间，但是仅记录那些超过
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 值的语句的查询文本。这可以用于在高负载情况下搜
集统计信息。
log_error_verbosity(enum)
控制每个记录在服务器日志中的消息的详细程度。有效值有 TERSE，
DEFAULT 和 VERBOSE，每一个都比前一个值显示的消息更详细。TERSE 不记
录 DETAIL，HINT，QUERY 和 CONTEXT 错误信息。VERBOSE 的输出包括
SQLSTATE 错误代码和产生错误的源代码文件名、函数名以及行号。只有超级用
户能修改这个设置。
log_hostname(boolean)
默认的，连接日志信息只会显示连接主机的 IP 地址。打开这个参数，也会
记录主机名。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您的主机名解析设置，可能会有不可忽略的性
能损失。这个参数可以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在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log_line_prefix(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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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 printf 风格的字符串，在日志的每行开头输出。%字符开始"转义序
列"，将被如下所述状态信息替换。无法识别的转义被忽略。其它字符都直接拷
贝到日志行中。有些转义只被会话进程识别，被后端进程看做空，比如主服务器
进程。通过在%之后该选项之前声明一个数字文字，可以使得状态信息左对齐或
者右对齐。负值将会使得该状态信息在右侧补齐空白到最小宽度，正直将在左侧
补齐空白。补齐可以有助于帮助人们读取日志文件。这个选项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或者服务器命令行设置。缺省是%m[%p]。

逃逸

效果

仅用于会话

%a

应用程序名

是

%u

用户名

是

%d

数据库名

是

%r

远程主机名或者 IP 地址以及远端端口

是

%h

远程主机名或者 IP 地址

是

%p

进程 ID

否

%t

时间戳(没有毫秒)

否

%m

带毫秒的时间戳

否

%n

时间戳以毫秒为单位（作为 Unix 纪元）

否

%i

命令标签。当前会话的命令类型。

是

%e

SQLSTATE 错误代码

否

%c

会话 ID，见下文

否

%l

每个会话或进程的日志行编号，从 1 开始。

否

%s

进程开始的时间戳

否

%v

虚拟事务 ID(后端 ID/本地 XID)

否

%x

事务 ID（如果没有被分配为 0）

否

%q

不生成任何输出，但是告诉非会话进程在字符串的这

否

个位置停止。被会话进程忽略。
%%

纯文本%

否

%c 转义打印一个唯一的会话标识符，由两个 4 字节十六进制数字（不包含
前导零）组成，以点分开。这两个数字表示进程开始时间和进程 ID，因此%c 也
可以被用作打印这些项的节省空间的方式。如为了从 pg_stat_activity 生成一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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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标识符，可以这样查询；
SELECT to_hex(EXTRACT(EPOCH FROM backend_start)::integer) || '.' ||
to_hex(procpid)
FROM pg_stat_activity;
提示：如果 log_line_prefix 的值为非空，通常需要将它最后一个字符设为一
个空格，以与其余的日志行区分。也可以用一个标点符号。
提示：Syslog 产生自己的时间戳和进程 ID 信息，因此如果正在写入 syslog
时，可能不太希望有这些信息。
log_lock_waits(boolean)
控制当一个会话为获得一个锁等到超过 deadlock_timeout 时，是否要产生一
个日志消息。在判断一个锁等待是否会影响性能时是有用的，缺省是 off。
log_statement(enum)
控制记录哪些 SQL 语句。有效的值是 none(off)， ddl，mod 和 all。 ddl 记录
所有数据定义命令，比如 CREATE，ALTER 和 DROP 语句。mod 记录所有 ddl 语
句，加上数据修改语句 INSERT、
UPDATE、DELETE、TRUNCATE 和 COPY FROM。
如果 PREPARE、EXECUTE 和 EXPLAIN ANALYZE 包含合适类型的命令，它们
也会被记录。对于使用扩展查询协议的客户端，当收到一个执行消息时会产生日
志并且会包括绑定参数的值（任何内嵌的单引号会被双写）。
缺省是 none。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置。
注意：即使设置了 log_statement=all，包含简单语法错误的语句也不会被记
录。因为仅在完成基本的语法分析并确定了语句类型之后才记录日志。在使用扩
展查询协议的情况下，在执行阶段之前(语法分析或规划阶段)同样不会记录。将
log_min_error_statement 设为 ERROR 或更低才能记录这些语句。
log_replication_commands (boolean)
将每个复制命令记录在服务器日志中。缺省值是 off。只有超级用户可以修
改这个设置。
log_temp_files(integer)
控制临时文件名和大小的日志记录。可以创建临时文件用于排序、临时查询
结果和 hash。当被删除时，会为每个临时文件增加一个日志条目。0 表示记录所
有临时文件信息，而正值只记录那些大于等于指定千字节大小的文件。缺省设置
是-1，表示禁用日志记录。只有超级用户才能修改这个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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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_timezone(string)
为日志中的时间戳设置使用的时区。不同于 timezone，这个值是集群范围的，
因 此 所有会话的时间戳是一致 的。 内置默认值是 GMT，但是 通常会被在
postgresql.conf 中覆盖。initdb 将安装一个对应于其系统环境的设置。这个选项只
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进行设置。

使用 CSV 格式的日志输出
在 log_destination 列表中包括 csvlog 提供了一种便捷方式将日志文件导入到
一个数据库表。这个选项以逗号分隔值（CSV）的格式发送日志行，包括这些列：
带毫秒的时间戳、用户名、数据库名、进程 ID、客户端主机:端口号、会话 ID、
每个会话的行号、命令标签、会话开始时间、虚拟事务 ID、普通事务 ID、错误
严重性、SQLSTATE 代码、错误消息、错误消息详情、提示、导致错误的内部查
询（如果有）、错误位置所在的字符计数、错误上下文、导致错误的用户查询（如
果有且被 log_min_error_statement 启用）、错误位置所在的字符计数、在 HighGo
DB 源代码中错误的位置（如果 log_error_verbosity 被设置为 verbose）以及应用
名。下面是一个用于存储 CSV 格式日志输出的简单表定义：
CREATE TABLE highgo_log
(
log_time timestamp(3) with time zone，
user_name text，
database_name text，
process_ id integer，
connection_from text，
session_ id text，
session_line_num bigint，
command_tag text，
session_start_tim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virtual_transaction_ id text，
transaction_ id bigint，
error_severity text，
sql_state_code text，
message text，
detai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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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t text，
internal_query text，
internal_query_pos integer，
context text，
query text，
query_pos integer，
location text，
application_name text，
PRIMARY KEY (session_ id， session_line_num)
);
使用 COPY FROM 命令，将一个日志文件导入到这个表中：
COPY highgo_log FROM '/full/path/to/logfile.csv' WITH csv;
为了可以简单的导入 CSV 日志文件，需要做下面如下操作：
1.

设置 log_filename 和 log_rotation_age，为日志文件提供一个

一致的、可预见的命名模式。这样，可以预测出文件名会是什么，可
以知道单个日志文件何时完成，并准备导入。
2.

将 log_rotation_size 设置为 0，以禁用基于大小的日志循

环，因为它使日志文件名很难预测。
3.

将 log_truncate_on_rotation 设置为 on，因此同一个文件

中，旧的日志数据不会与新的数据混合。
4.

上述表定义包括一个主键声明。主键可以阻止在同一个列

上输入相同的信息。COPY 命令一次性提交所有数据，因此任何一个
错误都会导致整个导入失败。如果想要导入部分日志文件，结束之后
再次导入该文件时，会违反主键约束而产生导入错误。请等到日志完
成且被关闭之后再导入。这条规则同样可以阻止突然的导入一条未完
全写入的部分行，当然，也会使 COPY 出错。

进程标题
这些设置控制如何修改 ps 所看到的进程标题。
cluster_name (string)
设置出现在集群中的所有进程标题中的集群名称。名称可以是任何小于
NAMEDATALEN 字符（标准 64 字符）的字符串。只有可输出的 ASCII 字符可
以用在 cluster_name 值中。其他字符将用问号替换(?)。如果此参数设置为空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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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即为缺省值），则不显示集群名称。此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通常使用程序查看进程标题，如 ps 或者 Windows 上的进程管理器。
update_process_title (boolean)
启用更新进程标题的特性，这个特性在每次服务器接收到一个新 SQL 命令
时都会更新进程的标题。进程标题通常通过 ps 命令来查看，或者在 Windows 中
用进程管理器查看。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2.1.9

运行时统计
查询和索引统计收集器

下面的参数控制服务器范围的统计搜集特性。如果启用了统计搜集，那么生
成的数据可以通过 pg_stat 和 pg_statio 系列的系统视图进行访问。
track_activities(boolean)
启用对每个会话的当前执行命令的信息收集，以及命令开始执行的时间。这
个参数默认为打开。注意即使被启用，这个信息也不是所有用户都可见的，只有
超级用户和拥有报告信息的会话的用户可见，因此它不会有安全风险。只有超级
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置。
track_activity_query_size(integer)
为 pg_stat_activity.query 字段指定的用于跟踪每个活动会话的当前执行命令
的字节数 。缺省值是 1024。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track_counts(boolean)
启用在数据库活动上的统计收集。该参数缺省是启用，因为 autovacuum 守
护进程需要这些收集信息。只有超级用户可以设置该参数。
track_io_timing (boolean)
启用对系统 I/O 调用的计时。这个参数默认为关闭，因为它将重复地向操
作系统查询当前时间，这会在某些平台上造成明显的工作负荷。你可以使用
pg_test_timing 工具来度量你的系统中计时的开销。 I/O 计时信息被显示在
pg_stat_database 中 、 启 用 BUFFERS 选 项 的 EXPLAIN 输 出 中 以 及
pg_stat_statements 中。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track_functions(e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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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跟踪函数调用计数和使用时间。pl 表示只跟踪过程语言函数，all 表示
也可以跟踪 SQL 和 C 语言函数。缺省值是 none，表示禁用函数统计跟踪。只有
超级用户可以修改这个设置。
注意：简单到足以"内联"到调用查询中的 SQL 语言函数不会被跟踪，忽略
该设置。
stats_temp_directory(string)
设置存储临时统计数据的路径，可以是一个相对于数据目录的相对路径，也
可以是一个绝对路径。缺省值是 pg_stat_tmp。在 RAM 文件系统上指明该路径，
可以降低物理 I/O 要求，并且提高性能。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
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统计监控
log_statement_stats(boolean)
log_parser_stats(boolean)
log_planner_stats(boolean)
log_executor_stats(boolean)
对每条查询，向服务器日志里输出相应模块的性能统计。这是原始的剖析工
具。类似于 Unix 的 getrusage()系统功能。log_statement_stats 报告总的语句统计，
而其它参数报告针对每个模块的统计。log_statement_stats 不能和其它任何针对
每个模块统计的选项一起启用。所有这些选项都是缺省关闭的。只有超级用户才
能修改这些设置。

2.1.10 自动清理
这些设置控制自动清理的缺省行为。请注意大部分参数都可以在表的基础上
进行重写。
autovacuum(boolean)
控制服务器是否运行自动清理启动程序守护进程。缺省是启动的。不过要自
动清理正常工作还需要启用 track_counts，该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设置。通过修改表存储参数可以为单表禁用自动清理。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禁用该参数，系统也会在需要时启动自动清理进程以防止
事务 ID 回卷。
log_autovacuum_min_duration(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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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动清理运行至少该值所指定的毫秒数，被自动清理执行的每一个动作
都会被记录到日志中。将该参数设置为 0 会记录所有的自动清理动作。-1（默认
值）将禁用对自动清理动作的记录。例如，如果将它设置为 250ms，那么会记录
所有的运行时间大于等于 250ms 的自动清理和分析。此外，当该参数被设置为除
-1 外的任何值时，如果一个自动清理动作由于存在一个锁冲突而被跳过，将会为
此记录一个消息。启用这个参数可以有效的跟踪自动清理活动。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中设置。通过修改表存储参数可以为单表修
改此设置。
autovacuum_max_workers(integer)
指定能同时运行的自动清理进程（除了自动清理启动器之外）的最大数量。
缺省值是 3，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autovacuum_naptime(integer)
指定自动清理在任意给定数据库上运行的最小延迟。在每次运行的周期里，
后台进程都会检查一个数据库，并根据需要为该数据库的表发出 VACUUM 和
ANALYZE 命令。这个延迟是以秒计的，缺省为 60(1min) 。这个选项只能在服
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进行设置。
autovacuum_vacuum_threshold(integer)
指定在任何表里触发 VACUUM 所需的最小更新行或删除行的数量。缺省是
50 。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进行设置。对于
单个表可以通过改变存储参数来覆盖该设置。
autovacuum_analyze_threshold(integer)
指定在任何表里触发 ANALYZE 所需的最小插入、更新、 删除行的数量。
缺省是 50。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设置。对
于单个表可以通过改变存储参数来覆盖该设置。
autovacuum_vacuum_scale_factor(floating point)
声 明 一 个 表 尺 寸 的 分 数 ， 在 判 断 是 否 触 发 VACUUM 时 将 它 添 加
到 autovacuum_vacuum_threshold 上。缺省是 0.2(表尺寸的 20%)。这个选项只能
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设置。对于单个表可以通过改变
存储参数来覆盖该设置。
autovacuum_analyze_scale_factor(float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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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 个 表 尺 寸 的 分 数 ， 在 判 断 是 否 触 发 ANALYZE 时 将 它 添 加
到 autovacuum_vacuum_threshold 上。缺省是 0.1(表尺寸的 10%)。这个选项只能
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设置。对于单个表可以通过改变
存储参数来覆盖该设置。
autovacuum_freeze_max_age(integer)
PostgreSQL 通过无符号的 32 位整数来管理事务的时间（XID）。当数量巨
大时执行事务，它可能用完 32 位整数。出于这个原因，在用完事务 ID 之前
，PostgreSQL 将数据库中的旧 XID 更新为特殊的 XID（FrozenXID = 2）
。这个过程叫做 FREEZE。通过扩展 Visibility Map 来识别要冻结的块，现在就是
可以防止由于全扫描导致的大规模 I / O。
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ax_age (integer)
指定在一个 VACUUM 操作被强制执行来防止表中多事务 ID 回卷之前，
pg_class.relminmxid 字段可以达到的最大寿命（以多事务计）。请注意，即使是
禁用了自动清理，系统也将发起自动清理进程来阻止回卷。
清理多事务也允许删除 pg_multixact/members 和 pg_multixact/offsets 子目录
中的老旧字段，这也是为什么默认值被设置为较低的 400 万多事务。这个参数只
能在服务器启动的时候设置，但是对于个别表可以通过修改存储参数来降低该设
置。
autovacuum_vacuum_cost_delay(integer)
声明将在自动 VACUUM 操作里使用的开销延迟数值。-1(缺省值)将使用普
通的 vacuum_cost_delay 数值。默认值是 20 毫秒。该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命令中或
者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进行设置，但是对于个别表可以通过修改存储参数来覆
盖该设置。
autovacuum_vacuum_cost_limit(integer)
声明将在自动 VACUUM 操作里使用的开销限制数值。-1(缺省值)将使用普
通的 vacuum_cost_limit 数值。注意该值被按比例地分配到运行中的自动清理工
作上（如果有多个），因此每个工作的限制值之和不会超过这个变量值。这个选
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或者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进行设置。对于个别表可以
通过修改存储参数来覆盖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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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客户端连接缺省设置

语句行为
search_path(string)
这个变量声明模式的搜索顺序，如果一个对象(表、数据类型、函数等) 被引
用时没有指定模式名称，则按照该参数指定的模式搜索顺序进行搜索。如果不同
的模式里有一个相同的对象名，那么使用第一个在这个搜索路径中找到的对象。
一个不在搜索路径中任何一个模式里出现的对象只能通过用限定名（带点号）指
定包含它的模式来引用。
search_path 的值必需是一个逗号分隔的模式名列表。不存在的模式名称，或
者用户不具有 USAGE 权限的模式，将被忽略。
如果其中一个列表项是特殊名$user，则其将被 SESSION_USER 返回的名字
的模式取代
（如果存在这个模式并且该用户有该模式的 USAGE 权限；如果没有，
则$user 将被忽略)。
系统目录模式 pg_catalog 总是被搜索，不管它是否在搜索路径中。如果它在
路径中，那么按照路径指定的顺序搜索，否则它将在其他路径项之前搜索。
同样，如果存在的话，也会搜索当前会话的临时表模式 pg_temp_nnn。它可
以在路径中通过使用别名 pg_temp 显式列出。如果在路径中没有列出，那么会首
先对它进行搜索（甚至是在 pg_catalog 之前）。然而，临时模式只搜索关系（如，
表，视图，序列等）和数据类型名。它不用于搜索函数或操作符名。
如果创建对象时没有声明特定的目标模式，那么它将被放进 search_path 中
的第一个有效模式中。如果搜索路径是空的，那么会报告一个错误。
这个参数的缺省值是'"$user"， public。这种设置支持共享使用一个数据库(没
有用户拥有私有模式，所有人都共享使用 public)、每个用户私有模式以及两者的
组合。其它效果可以通过修改默认搜索路径（针对全局或每个用户）来获取。
搜索路径的当前有效值可以通过 SQL 函数 current_schemas()进行检查。它和
检查 search_path 的值不太一样，因为 current_schemas()显示出现在 search_path 里
的项如何被分析。
row_security (boolean)
此变量控制是否使用引发错误来代替应用行安全策略。当设置为 on 时，策
略正常应用。当设置为 off 时，查询失败，否则应用至少一个策略。默认值为 on。
在有限的行可见性可能会导致不正确结果的位置更改为 off。例如，pg_dump 默
认做出此更改。此变量对绕过每个行安全策略的角色（超级用户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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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PASSRLS 属性的角色）没有影响。
default_tablespace(string)
这个变量指定当 CREATE 命令没有明确声明表空间时，创建对象(表和索引
等)的缺省表空间。
值要么是一个表空间的名字，要么是一个表明使用当前数据库缺省表空间
的空字符串。如果这个数值和任意现存表空间的名字都不匹配，那么 HighGo DB
将自动使用当前数据库的缺省表空间。如果指定了一个非默认的表空间，用户必
须对它有 CREATE 权限，否则创建将失败。
这个变量不用于临时表，对临时表使用 temp_tablespaces。
当创建数据库时也会使用这个变量。默认情况下，一个新数据库会从它的模
板数据库继承其表空间设置。
temp_tablespaces(string)
当 CREATE 命令没有明确声明一个表空间时，这个变量会声明一个表空间
用以创建临时对象（临时表或临时表上的索引）。用于排序大数据集的临时文件
也是在这个表空间中创建。
该值是一个表空间名的列表。当这个列表中不止一个名字时，HighGo DB 会
为要创建的临时对象在列表中随机选择一个表空间名；除非是在一个事务中，连
续创建的临时对象被存储在列表中连续的表空间中。如果列表为空字符串，
HighGo DB 会自动选择使用当前数据库的默认表空间。
当 temp_tablespaces 设置成交互模式时，声明一个不存在的表空间时会报错，
类似于为用户指定一个不具有 CREATE 权限的表空间。然而，当使用先前设置
的值时，不存在的表空间会被忽略，就像用户缺少 CREATE 权限的表空间一样。
特殊地，使用一个在 postgresql.conf 中设置的值时，这条规则起效。
缺省值是一个空字符串，它使得所有临时对象被创建在当前数据库的默认表
空间中。
check_function_bodies(boolean)
这个参数通常为打开。设置为 off 表示在 CREATE FUNCTION 期间禁用对
函数体字符串的验证。禁用验证避免了验证处理的副作用并且避免了如向前引用
导致的伪肯定。在代表其他用户载入函数之前设置这个参数为 off；pg_dump 会
自动这样做。
default_transaction_isolation(enum)
每个 SQL 事务都有一个隔离级别，可以是"读未提交"，"读已提交"，"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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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读"或者是"可序列化"。这个参数控制每个新事务的隔离级别。缺省是读已提
交。
default_transaction_read_only(boolean)
只读的 SQL 事务不能修改非临时表。这个参数控制每个新事务的默认只读
状态。缺省是 off(读/写)。
default_transaction_deferrable (boolean)
当运行在可序列化隔离级别时，一个可延迟只读 SQL 事务可以在它被允许
继续之前延迟一段时间。但是，一旦它开始执行就不会产生任何用来保证可序列
化性所需的负荷；因此序列化代码将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并发更新而强制它中断，
这一点使得这个选项适合于长时间运行的只读事务。
这个参数控制每个新事务的默认可延迟状态。目前它对读写事务或者那些操
作在低于可序列化隔离级别上的事务无效。默认值是 off。
session_replication_role(enum)
为当前会话控制复制相关的触发器和规则的触发。需要超级用户权限才能设
置该参数，会忽略任何之前缓存的查询计划。可能的值有 origin(缺省)，replica 和
local。
statement_timeout(integer)
退出任何使用了超过此参数指定时间(毫秒)的语句，从服务器收到命令时开
始计时。如果 log_min_error_statement 设置为 ERROR 或者更低，那么超时的语
句也会被记录。零值(缺省)关闭该参数。
不推荐在 postgresql.conf 中设置 statement_timeout，因为它会影响所有会话。
lock_timeout (integer)
当试图获取表、索引、行或其他数据库对象的锁时，终止等待时间超过指定
毫秒数的任何语句。该时间限制独立的应用于每一次锁获取尝试。该限制适用于
显示锁定请求（如 LOCK TABLE 或者没有 NOWAIT 的 SELECT FOR UPDATE）
以及隐式获取的锁。如果 log_min_error_statement 设置为 ERROR 或更低，则超
时的语句会被记录。零值（缺省值）关闭该参数。
与 statement_timeout 不同，此超时只能发生在等待锁的时候。请注意，如果
statement_timeout 是非零，将 lock_timeout 设置为相同或更大的值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语句超时总是会首先被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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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推荐设置 postgresql.conf 中的 lock_timeout，因为它会影响所有的会话。
idle_in_transaction_session_timeout（整数）
使用空闲时间超过指定持续时间（以毫秒为单位）的打开事务终止任何会话。
这允许释放该会话持有的任何锁，并重新使用连接槽; 它还允许仅对此事务可见
的元组进行清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4.1 节。
默认值 0 禁用此功能。
vacuum_freeze_table_age(integer)
当表的 pg_class.relfrozenx id 字段达到该设置值时，VACUUM 执行一次全表
扫描。缺省值是 1.5 亿个事务。虽然用户可以指定一个 0 到 20 亿之间的值，但
是 VACUUM 会悄悄的将有效值设置为 autovacuum_freeze_max_age 值的 95%，
因此在表上启动一次反回卷自动清理之前，有机会进行一次定期手动 VACUUM。
vacuum_freeze_min_age(integer)
指定 VACUUM 在扫描表时用来决定是否冻结行版本的截止寿命（以事务
计）。 缺省值为 5 千万个事务。虽然用户可以指定一个 0 到 10 亿之间的值，
但是 VACUUM 将会悄无声息的将有效值设置为 autovacuum_freeze_max_age 的
一半，这样在强制执行的自动清理之间不会有过短的时间间隔。
vacuum_multixact_freeze_table_age (integer)
如 果 表 的 pg_class.relminmxid 字 段 已 经 达 到 了 该 设 置 声 明 的 寿 命 ， 则
VACUUM 执行一个全表扫描。缺省是 1.5 亿个多事务。虽然用户可以指定一个
0 到

20 亿 之 间 的 值 ， 但 是 VACUUM 会 悄 悄 的 将 有 效 值 设 置

为 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ax_age 的 95%，因此在表上启动一次反回卷自
动清理之前有机会进行一次定期手动 VACUUM。
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in_age (integer)
声明 VACUUM 应该使用的截止寿命（以 multixact 计），以决定在扫描一个
表时是否用一个新的事务 ID 或 multixact ID 替换 multixact ID。缺省是 5 百万
multixact。虽然用户可以指定一个 0 到 10 亿之间的值，但是 VACUUM 会悄悄的
将有效值设置为 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ax_age 的一半，这样在强制执行
的自动清理之间不会有过短的时间间隔。
bytea_output(e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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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bytea 类型值的输出格式。有效值是 hex（缺省）和 escape。不管这个
设置的值如何，bytea 类型总是接受这两种格式的输入。
xmlbinary(enum)
设置二进制值如何在 XML 中编码。这适用于通过 xmlelement 函数或
xmlforest 函数将 bytea 值转换到 XML 值。可能的值有 base64 和 hex，都是用
XML 模式标准定义的。缺省值是 base64。
这里的实际选择都是根据爱好做出的，只受客户端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限制的
约束。这两种方法都支持所有可能的值，虽然十六进制编码可能比 base64 编码
大。
xmloption(enum)
当在 XML 和字符串值之间进行转换时，设置 DOCUMENT 或 CONTENT 是
否是隐式的。有效值是 DOCUMENT 和 CONTENT。缺省值是 CONTENT。
根据 SQL 标准，设置这个选项的命令是：
SET XML OPTION { DOCUMENT | CONTENT };
gin_pending_list_limit (integer)
当启用 fastupdate 时，设置正在使用的 GIN 挂起列表的最大尺寸。如果列表
增长大于这个最大尺寸，则通过将其中的条目移动到主 GIN 数据结构来进行清
理。 默认值为四兆字节(4MB)。为单个 GIN 索引更改索引存储参数来重写此设
置。

区域和格式化
DateStyle(string)
设置日期和时间值的显示格式，以及解释模糊日期输入值的规则。由于历史
原因，这个变量包含两个独立的部分：输出格式声明(ISO，Postgres，SQL，或
German)、 输入输出的年/月/日顺序(DMY，MDY 或者 YMD) 。这些可以独立
设置或者一起设置。关键字 Euro 和 European 等价于 DMY；关键字 US，NonEuro
和 NonEuropean 等价于 MDY。内置缺省是 ISO， MDY，但是 initdb 将在初始化
配置文件时根据 lc_time 选择一个合适的默认设置。
IntervalStyle(enum)
设置区间值的显示格式。sql_standard 会输出匹配 SQL 标准的区间文本。
IntervalStyle 参数也会影响对模糊区间输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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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zone(string)
设置用于显示和解析时间戳的时区。内置默认值是 GMT，但是它通常会在
postgresql.conf 中被覆盖；initdb 将安装一个与其系统环境相对应的设置。
timezone_abbreviations(string)
设置服务器接受的日期时间输入中使用的时区缩写的集合。缺省值 'Default'，
这个集合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能工作。另外还有 'Australia'和'India'以及可能为
一种特定安装定义的其他集合。
extra_float_digits(integer)
这个参数为浮点数值调整显示的数据位数，浮点类型包括 float4，float8 以及
几何数据类型。参数值加在标准的数据位数上 (FLT_DIG 或 DBL_DIG，视情况
而定)。数值最高可以设置为 3，以包括部分关键的数据位；这个功能对转储那些
需要精确恢复的浮点数据特别有用。或者你也可以把它设置为负数以消除不需要
的数据位。
client_encoding(string)
设置客户端编码(字符集)。缺省使用数据库编码。
lc_messages(string)
设置信息显示的语言。可接受的值取决于系统；如果这个变量设置为空字符
串(缺省值)，那么其值将以一种系统相关的方式从服务器的执行环境中继承。
在一些系统上，这个区域范畴并不存在，不过仍然允许设置这个变量，只是
不会有任何效果。此外，有可能所期望的语言的翻译信息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
您看到的仍然是英文信息。
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个设置。因为它同时影响发送到服务器日志和客户
端的信息。一个不正确的值可能会降低服务器日志的可读性。
lc_monetary(string)
指定用于格式化货币量的区域设置。比如使用 to_char 系列函数。可接受的
值取决于系统；如果这个变量设置为空字符串(缺省值)，那么其值将以一种系统
相关的方式从服务器的执行环境中继承。
lc_numeric(string)
指定用于格式化数字的区域设置，比如使用 to_char 系列函数。可接受的值
取决于系统。如果这个变量设置为空字符串(缺省值)，那么其值将以一种系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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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方式从服务器的执行环境中继承。
lc_time(string)
指定用于格式化日期和时间值的区域设置。例如使用 to_char 系列 函数。可
接受的值取决于系统；如果这个变量设置为空字符串(缺省值)，那么其值将以一
种系统相关的方式从服务器的执行环境中继承。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string)
指定那些没有使用显示参数指定配置的文本搜索函数的变体所使用的文本
搜索配置。内置缺省是 pg_catalog.simple， initdb 会使用与所选的 lc_ctype 环境
相对应的设置来初始化配置文件。

共享库的预加载
有几个设置可以用于预加载共享库到服务器中，以便加载附加的功能或达到
性能效益。例如 ，'$libdir/mylib'设置会导致 mylib.so（或在一些平台上是 mylib.sl）
从安装的标准库路径中预加载。这些设置之间的不同在于它们何时产生影响和修
改它们所需的权限。
可 以 用 这 种 方 式 预 加 载 HighGO DB 过 程 语 言 库 ， 通 常 使 用 语 法
'$libdir/plXXX'，这里的 XXX 是 pgsql、perl、tcl 或 python。
对于每个参数，如果多于一个库被加载，就用逗号分隔它们。如果不使用双
引号，所有库的名字都会被转换成小写。
只有特别为与 HighGO DB 一起使用设计的共享库才能以这种方式载入。每
个 HighGO DB 支持的库都有一个"魔法块"被检查以保障兼容性。因为这个原因，
非 HighGO DB 的 库 不 能 用 这 种 方 式 加 载 。 可 以 使 用 操 作 系 统 工 具 比 如
LD_PRELOAD 进行加载。
一般情况下，请查阅特定模块的文档来获取加载该模块的推荐方式。
local_preload_libraries (string)
这个变量声明一个或多个在连接开始被预加载的共享库。这个参数仅在连接
启动时产生影响。后续的更改不会起作用。如果没有找到指定的库，那么该连接
将会失败。
任何用户都可以设置这个选项。因此只能加载出现在安装的标准库目录下
plugins 子目录中的库文件，数据库管理员有责任确保该目录中的库都是"安全的
"。local_preload_libraries 中的项可以明确指定该目录，例如$libdir/plugins/mylib；
也可以仅指定库的名字—例如 mylib 等价于$libdir/plugins/my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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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功能的目的是允许非特权用户将调试或性能测量库加载到特定会话，而
不需要显式的 LOAD 命令。为达到此目的，建议在客户端使用 PGOPTIONS 环
境变量或使用 ALTER ROLE SET 设置这个参数。
但是，除非某个模块是专门设计为以非超级用户的方式使用，否则通常不推
荐使用这个设置。
session_preload_libraries (string)
这个变量声明在连接开始时预加载的一个或几个共享库。只用超级用户可以
修改这个设置。该参数值仅在连接启动时起作用。随后的修改没有什么影响。如
果没有找到指定的库，那么连接将会失败。
这个特性的目的是允许调试或性能测试库被加载到指定的会话，而不用给出
明确的 LOAD 命令。例如，通过使用 ALTER ROLE SET 设置这个参数，可以为
给定用户名下的所有会话启用 auto_explain。另外，可以不用重启服务器就改变
这个参数（但是修改仅在新会话启动后起作用），所以可以很方便的添加新的模
块，尽管它们应该应用到所有会话。
和 shared_preload_libraries 不同，在会话开始而不是它第一次使用时加载一
个库并没有太大的性能优势。不过，在使用了连接池时，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shared_preload_libraries (string)
这个变量指定在服务器启动时要预加载的一个或多个共享库。这个参数只能
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如果没有找到指定的库，那么服务器将无法启动。
一些库需要执行仅能在 postmaster 启动时发生的特定操作，比如分配共享内
存，保留轻量级锁或启动后端进程。这些库必须通过这个参数在服务器启动时加
载。参阅每个库的文档获取详细信息。
也可以预加载其他的库。通过预加载一个库，节省了该库第一次使用时的启
动时间。不过，每个新服务器进程的启动时间可能会稍微增加，即使是进程从未
使用该库。所以建议只把该参数用于会在多数会话中使用的库。另外，修改该参
数需要重启服务器，所以不建议在短期的调试任务中使用该参数。可使用
session_preload_libraries 代替。
注意: 在 Windows 主机上，在服务器启动时预加载一个库将不会减少启动每
个新服务器进程的时间； 每个服务器进程将重新加载所有预加载了的库。不过，
shared_preload_libraries 在 Windows 主机上对于需要在 postmaster 启动时执行操
作的库仍然有用。

68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其它缺省
dynamic_library_path(string)
如果需要打开一个可以动态装载的模块并且在 CREATE FUNCTION 或
LOAD 命令里面声明的名字没有目录部分(也就是说名字里不包含斜杠)，那么系
统将搜索这个目录以查找声明的文件。
用于 dynamic_library_path 的数值必须是一个冒号分隔(或者是在 Windows
上分号分隔)的绝对路径列表。如果一个列表元素以特殊字符串$libdir 开始，则
使用编译后的 HighGo DB 包库目录替换该值。该目录为了 HighGo DB 发行版提
供的模块的安装目录（使用 pg_config --pkglibdir 来找到这个目录的名字）。比
如：
dynamic_library_path = '/usr/local/lib/highgo:/home/my_project/lib:$libdir'
或者是在 Windows 环境里：
dynamic_library_path = 'C:\tools\highgo;H:\my_project\lib;$libdir'
这个参数的缺省值是'$libdir'。如果把这个值设置为一个空字符串，则关闭自
动路径搜索。
这个参数可以在运行时由超级用户修改，但是这么修改的设置只能保持到这
个客户端连接结束，因此这个方法应该保留给开发用途使用。我们建议在
postgresql.conf 配置文件里设置这个参数。
gin_fuzzy_search_limit(integer)
GIN 索引返回的集合大小的软上限。

2.1.12 锁管理
deadlock_timeout(integer)
这是进行死锁检测之前在一个锁上等待的总时间（以毫秒计）。检查是否存
在死锁条件是一个昂贵的过程，因此服务器不会在每次等待锁的时候都运行这个
过程。我们(乐观地)假设在生产应用中的死锁是不常出现的，因此我们在开始询
问是否可以解锁之前只等待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增加这个值就减少了浪费在无
用的死锁检查上的时间，但是减慢了报告真正死锁错误的速度。缺省是 1000(1
秒)，这可能是你能够耐心等待的最短时间。在一个重负载的服务器上，你可能需
要增大它。这个值的理想设置应该超过你通常的事务时间，这样就可以减少在锁
释放之前就开始死锁检查的情况。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当设置了 log_lock_waits 参数时，这个参数还可以决定发出关于锁等待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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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之前等待的时间。如果您正在调查锁延迟，可以将参数设置小于正常
deadlock_timeout 的值。
max_locks_per_transaction(integer)
共 享 锁 表 跟 踪 在 max_locks_per_transaction * (max_connections +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 个对象（如表）上的锁。因此，在任何一个时刻，只
有不超过这么多个不同对象能够被锁住。这个参数控制为每个事务分配的对象锁
的平均数量。单个事务可以锁住更多对象，数量可以和锁表中能容纳的所有事务
的锁一样多。这不是能被锁住的行数，那个值是没有限制的。缺省值 64 ，历史
证明已经足够了，不过如果你需要在一个事务中使用很多不同表的查询（例如查
询一个有很多子表的父表），那么你就可能需要提高这个数值。这个值只能在服
务器启动的时候设置。
当运行一个备库时，这个参数的值必须大于等于主库上的值，否则，后备服
务器上将不允许查询。
max_pred_locks_per_transaction (integer)
共 享 谓 词 锁 表 跟 踪 锁 定 在 max_pred_locks_per_transaction *
(max_connections +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个对象上（例如，表）的锁；
因此，在任何一个时刻，只有不超过这么多个不同对象能够被锁住。这个参数控
制为每个事务分配的对象锁的平均数量。单个事务可以锁住更多对象，只要锁表
能容纳所有事务的锁。这不是 可以锁定的行数;那个值是没有限制的。在默认情
况下，64 对测试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你有需要在一个可序列化事务中使用很
多不同表的查询（例如查询一个有很多子表的父表），你可能需要提高这个值。
此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max_pred_locks_per_relation (integer)
这可以控制在锁被提升为覆盖整个关系之前， 单个关系的多少个页面或元
组可以被谓词锁定。大于或等于零的值表示绝对限制， 而负值表示此设置的绝
对值除以 max_pred_locks_per_transaction。 缺省值为-2，这保持了以前版本
的 PostgreSQL 的行为。 该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中
设置。
max_pred_locks_per_page (integer)
控制在将锁升级为覆盖整个页面之前可以对单个页面上的多少行进行谓词
锁定。 默认值是 2。此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或服务器命令行中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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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平台兼容性
transform_null_equals(boolean)
如果打开，那么表达式 expr= NULL(或 NULL =expr) 将被当做 expr IS NULL
处理，也就是说，如果 expr 得出 NULL 值则返回真，否则返回假。正确的 SQL
标准兼容的 expr= NULL 行为总是返回空(未知)。因此这个选项缺省是 off。
不过，在 Microsoft Access 里的过滤表单生成的查询好像使用 expr= NULL 来
测试空值，因此，如果你使用这个接口访问数据库，你可能想把这个选项打开。
因为形如 expr= NULL 的表达式总是返回空值（使用 SQL 标准解释），它们不
是非常有用并且在普通应用中也不常见，因此这个选项实际上没有什么危害。但
是新用户常常在包含空值的表达式的语义上感到困惑，因此缺省时不打开这个选
项。
请注意这个选项只影响= NULL 形式，不影响其它比较操作符或者其它与一
些涉及等号操作符的表达式在计算上等效的其他表达式(比如 IN)。

2.1.14 错误处理
exit_on_error (boolean)
如果为真，那么任何错误都将终止当前会话。缺省时，设置为假，只有致命
错误才会终止会话。
restart_after_crash (boolean)
当缺省设置为真时，HighGO DB 将在后端崩溃后自动重新初始化。设置这
些值为真往往是将数据库可用性最大化的最佳方式。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比如
当集群软件调用 HighGO DB 时，禁用重启可能很有用，这样集群软件可以获得
控制权并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操作。

2.1.15 预置选项
下面的"参数"是只读的，它们是在编译或安装 HighGo DB 的时候决定的。因
此，他们被排除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之外。这些选项报告某些应用可能感兴趣
的多种 HighGo DB 行为，特别是管理前端相关的行为。
block_size(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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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磁盘块的大小。它是由编译服务器时 BLCKSZ 的值确定的。缺省值是
8192 字节。有些配置变量的含义(比如 shared_buffers )会被 block_size 影响。
data_checksums (boolean)
报告是否为这个群集启动数据校验和。
integer_datetimes(boolean)
报告 HighGo DB 编译时是否支持 64 位整数日期和时间。这可以在编译时通
过使用--disable-integer-datetimes 配置来禁用。缺省值是 on。
lc_collate(string)
报告文本数据排序使用的区域设置。该值是在数据库被创建时确定的。
lc_ctype(string)
报告决定字符分类的区域设置。该值是在数据库被创建时决定的。通常它和
lc_collate 一样，但是可以为特殊应用设置成不同的值。
max_function_args(integer)
报告函数参数的最大个数。它是由编译服务器时的 FUNC_MAX_ARGS 值
决定的。缺省是 100 个参数。
max_identifier_length(integer)
报告标识符的最大长度。它是由编译服务器时的 NAMEDATALEN 值减一决
定的。
NAMEDATALEN 的缺省值是 64；因此 max_ identifier_length 的缺省是 63。
但是在使用多字节编码时可以少于 63 个字符。
max_index_keys(integer)
报告索引键的最大个数。它是由编译服务器时的 INDEX_MAX_KEYS 值决
定的。缺省值是 32 个键。
segment_size(integer)
报告一个文件段中可以存储的块（页）的数量。由编译服务器时的
RELSEG_SIZE 值 决 定 。 一 个 段 文 件 的 最 大 尺 寸 （ 以 字 节 计 ） 等 于
segment_size*block_size，默认是 1GB。
server_encoding(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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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数据库的编码(字符集)。这是在数据库创建时决定的。通常，客户端只
需要关心 client_encoding 的值。
server_version(string)
报告服务器版本号。它是由编译服务器时的 PG_VERSION 值决定的。
server_version_num(integer)
报 告 服 务 器 版 本 号 的 整 数 值 。 它 是 由 编 译 服 务 器 时 的
PG_VERSION_NUM 值决定的。
wal_block_size(integer)
报告一个 WAL 磁盘块的大小。由编译服务器时的 wal_BLCKSZ 值决定。
默认是 8192 字节。
wal_segment_size(integer)
报告 WAL 段文件中的块数（页）。以字节为单位，WAL 段文件的大小等
于 wal_segment_size*wal_block_size，默认是 16MB。

2.1.16 自定义的选项
这个特性允许使用附加模块向 HighGo DB 添加通常不为系统所知(比如过程
语言)的选项。这样，就可以用标准的方式配置扩展模块。
自定义选项有两部分名称：一个扩展名，然后是一个句点，再然后是正确的
参数名，就像 SQL 中的合格名称。一个例子是 plpgsql.variable_conflict。
因为自定义选项可能需要在没有载入相关扩展模块的进程中设置，HighGo
DB 将接收任意两部分参数名的设置。这种变量被认为是占位符并且在定义它们
的模块被载入之前不会有实际功能。当一个扩展模块被载入，它将加入它的变量
定义、根据那些定义转换任何占位符值并且对以其扩展名开始的任意未识别占位
符发出警告。

2.1.17 开发人员选项
下面的参数目的是在 HighGo DB 代码上使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帮助
恢复严重损坏了的数据库。在生产环境里没有理由使用这些设置。因此，我们把
他们从样例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排除了出去。请注意许多这些参数要求特殊的
源代码编译标志才能正常工作。
allow_system_table_mods(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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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修改系统表的结构。它可以被 initdb 使用。这个值只能在服务器启动的
时候设置。
ignore_system_indexes(boolean)
读取系统表时忽略系统索引(但是修改系统表时依然同时修改索引)。这在从
被破坏的系统索引中恢复数据时有用。该参数在会话启动之后不能修改。
post_auth_delay(integer)
如果为非零，那么在一个新的服务器进程启动时，进行身份验证之后将延迟
post_auth_delay 秒。这是为了让开发人员有机会在服务器进程上附加一个调试器。
该参数在会话启动之后不能修改。
pre_auth_delay(integer)
如果为非零，那么在一个新的服务器进程派生出来之后，开始认证过程之前，
就会延迟 pre_auth_delay 秒。这是为了给开发者们一个机会在服务器进程上附加
一个调试器来跟踪认证过程中的错误行为。这个选项只能在服务器命令行上或者
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设置。
trace_notify(boolean)
为 LISTEN 和 NOTIFY 命令生成大量调试输出。client_min_messages 和
log_min_messages 必须是 DEBUG1 或者更低的值才能把这些输出分别发送到客
户端或者服务器日志。
trace_recovery_messages(enum)
启用与恢复有关的调试输出的日志记录，否则无法记录。这个参数允许用户
覆盖 log_min_messages 的设置，但只用于指定的消息。主要用来调试热备份。有
效值包括 DEBUG5，DEBUG4， DEBUG3，DEBUG2，DEBUG1 和 LOG。 LOG
（缺省值）完全不会影响日志决定。其他值会记录相关级别或更高级别的与恢复
相关的调试信息，就像它们具有 LOG 优先级；对于 log_min_messages 的普通设
置，会无条件的将信息发送给服务器日志。这个参数只能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
中或服务器命令行上设置。
trace_sort(boolean)
如果打开，发出在排序操作中的资源使用的有关信息。这个选项只有在编
译 HighGo DB 时 定 义 了 TRACE_SORT 宏 的 时 候 才 可 用 ( 不 过 ， 目
前 TRACE_SORT 缺省就是定义了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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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_locks(boolean)
如果开启，发出锁使用情况的信息。被转储信息中包括锁操作的类型、锁的
类型和被锁或未锁的对象的唯一标识符。同样包括的还有已经授予这个对象的锁
类型的位掩码和等待这个对象的锁类型的位掩码。对每一个锁来说，授权锁和等
待锁的计数也会一起转储。一个日志文件输出的例子如下：
LOG:

LockAcquire: new: lock(0xb7acd844) id(24688，24696，0，0，0，1)
grantMask(0) req(0，0，0，0，0，0，0)=0 grant(0，0，0，0，0，0，
0)=0
wait(0) type(AccessShareLock)

LOG: GrantLock: lock(0xb7acd844) id(24688，24696，0，0，0，1)
grantMask(2) req(1，0，0，0，0，0，0)=1 grant(1，0，0，0，0，0，
0)=1
wait(0) type(AccessShareLock)
LOG: UnGrantLock: updated: lock(0xb7acd844) id(24688，24696，0，0，
0，1)
grantMask(0) req(0，0，0，0，0，0，0)=0 grant(0，0，0，0，0，0，
0)=0
wait(0) type(AccessShareLock)
LOG: CleanUpLock: deleting: lock(0xb7acd844) id(24688，24696，0，0，
0，1)
grantMask(0) req(0，0，0，0，0，0，0)=0 grant(0，0，0，0，0，0，
0)=0
wait(0) type(INVALID)
被转储的结构的详细信息可以在 src/include/storage/lock.h 中查看。
如果在编译 HighGo DB 时定义了 LOCK_DEBUG 宏，才可以使用这个参数。
trace_lwlocks(boolean)
如果开启，发出轻量级锁的使用信息。轻量级锁主要是为了提供共享内存数
据结构的互斥访问。
只有在编译 HighGo DB 时定义了 LOCK_DEBUG 宏，才可以使用这个参数。
trace_userlocks(boolean)
如果开启了，发出关于用户锁使用的信息。与 trace_locks 的输出一样， 不
过只用于咨询锁。
只有在编译 HighGo DB 时定义了 LOCK_DEBUG 宏，才可以使用这个参数。
trace_lock_o idmin(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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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开启，不会跟踪小于这个 OID 的锁（用于避免在系统表上的输出）。
只有在编译 HighGo DB 时定义了 LOCK_DEBUG 宏，才可以使用这个参数。
trace_lock_table(integer)
无条件地跟踪此表(OID)上的锁。
只有在编译 HighGo DB 时定义了 LOCK_DEBUG 宏，才可以使用这个参数。
debug_deadlocks(boolean)
如果设置，发生死锁超时时，转储所有当前锁的信息。
只有在编译 HighGo DB 时定义了 LOCK_DEBUG 宏，才可以使用这个参数。
log_btree_build_stats(boolean)
如果设置，会记录 B-tree 操作上的系统资源使用情况统计（内存和 CPU）。
只有在编译 HighGo DB 时定义了 BTREE_BUILD_STATS 宏，才可以使用这
个参数。
wal_consistency_checking (string)
此参数旨在用于检查 WAL 重做例程中的错误。启用时， 与 WAL 记录一起
修改的任何缓冲区的全页图像都会添加到记录中。 如果记录随后重播，则系统
将首先应用每条记录，然后测试记录修改的缓冲区是否与存储的图像匹配。在某
些情况下（如提示位）， 较小的变化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将被忽略。 任何意想
不到的差异都会导致致命的错误，终止恢复。此设置的默认值是空字符串，它将
禁用该功能。可以将它设置为 all 以检查所有记录，或者资源管理器的逗号分隔
列表， 以仅检查源自这些资源管理器的记录。目前，支持的资源管理器是 heap、
heap2、btree、hash、 gin、gist、sequence、 spgist、brin 和 generic。 只有超级
用户可以更改此设置。
wal_debug(boolean)
如果被打开，发出 WAL 相关的调试输出。只有在编译 HighGo DB 的时候
打开了 WAL_DEBUG 宏的情况下，这个选项才可用。
ignore_checksum_failure (boolean)
只有当 data checksums 被启用时才有效。
在读取过程中检测到一次校验码失败通常会导致 HighGO DB 报告错误。设
置 ignore_checksum_failure 为打开会导致系统忽略失败（但仍然报告一个警告），
并且继续处理。这种行为可能造成死机、传播或隐藏损坏或其他严重的问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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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允许你绕过错误并且在块头部仍然健全的情况下从表中检索未损坏的元组。
如果头部被损坏，即使启用这个选项也将报告一个错误。默认设置为 off，它只
能由超级用户改变。
zero_damaged_pages(boolean)
检测到一个损坏的页面头通常会导致 HighGo DB 报告一个错误，并且中止
当前事务。如果启用 zero_damaged_pages ，在上述情况中系统会报告一个警告，
把损坏的页面填充零，然后继续处理。这种行为会破坏数据，即受损页面中的所
有行。但是它允许你绕开错误并且从表中可能存在的任何未损坏页面上继续检索
行。它对于从由于硬件或者软件错误导致损坏的数据中进行恢复是很有用的。通
常你不应该把它设置为打开，除非你已经彻底放弃从损坏的页面中恢复数据。被
填充零的页面不会被强制到磁盘上，因此我们推荐在再次关闭这个参数之前先重
建表或索引。缺省的设置是 off，并且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改变它。

2.1.18 短选项
为了方便起见，系统还为一些参数提供了单字母的命令行选项开关。表 2.2
进行了详细描述。其中一些选项仅仅是因为历史原因而存在的，尽管它们是单字
母选项，但是并不表示它们很常用。
表 2.2 短选项关键字
短选项

等效

-B x

shared_buffers =x

-d x

log_min_messages = DEBUGx

-e

datestyle = euro

-fb，-fh，-fi， -fm，-

enable_bitmapscan = off， enable_hashjoin =

fn，-fo, -fs，-ft

off， enable_indexscan = off， enable_mergejoin =
off， enable_nestloop = off，enable_indexonlyscan =
off， enable_seqscan = off， enable_t idscan = off

-F

fsync = off

-h x

listen_addresses =x

-i

listen_addresses = '*'

-k x

unix_socket_directories =x

-l

ssl = on

-N x

max_connection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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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allow_system_table_mods = on

-p x

port =x

-P

ignore_system_indexes = on

-s

log_statement_stats = on

-S x

work_mem =x

-tpa，-tpl，-te

log_parser_stats = on， log_planner_stats =
on， log_executor_stats = on

-W x

post_auth_delay =x

2.1.19 订阅
这些设置控制逻辑复制订阅的行为。发布者的值无关紧要。
请注意，wal_receiver_timeout 和 wal_retrieve_retry_interval 配置参数还影响
逻辑复制工作。
max_logical_replication_workers (int)
指定逻辑复制工作的最大数量。这包括应用工作和表同步工作。逻辑复制工
作进程是从 max_worker_processes 定义的进程池中取出的。默认值是 4。
max_sync_workers_per_subscription (integer)
每个订阅的最大同步工作者数量。 此参数控制订阅初始化期间或添加新表
时初始数据副本的并行数量。目前，每个表只能有一个同步工作进程。同步工作
进程是从 max_logical_replication_workers 定义的进程池中取出的。默认值是 2。

2.2

管理数据库

每个正在运行的 HighGo DB 服务器实例都管理着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因此，
在组织 SQL 对象("数据库对象")的层次中，数据库位于最顶层。本节描述数据库
的属性，以及如何创建、管理、删除它们。

2.2.1

概述

数据库是一些 SQL 对象("数据库对象")的集合；通常每个数据库对象(表、
函数等)属于并且只属于一个数据库。不过有几个系统表(比如 pg_database)属于
整个集群并且可以在集群之内的每个数据库中访问。更准确地说，一个数据库是
一个模式的集合，而模式包含表、函数等等。因此完整的层次是这样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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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模式→表( 或者某些其它对象类型，比如函数)。
当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时，客户端必须在它的连接请求中指明定它要连接的
数据库名称。每次连接只能访问一个数据库(不过一个应用能够在同一个或者其
他数据库上打开的连接数并没有受到限制)。数据库在物理上是相互隔离的，并
且访问控制是在连接层面进行管理的。如果一个 HighGo DB 服务器实例用于承
载那些应该分隔并且相互之间并不知晓的用户和项目，那么我们建议把它们放在
不同的数据库里。如果项目或者用户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可以相互使用对方的资
源，那么应该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数据库里，但可能在不同的模式中。模式只是一
个纯粹的逻辑结构，并且谁能访问某个模式由权限系统管理。
数据库是使用 CREATE DATABASE 命令创建的，用 DROP DATABASE 命
令删除。要确定现有数据库的集合，可以检查系统表 pg_database，比如：
SELECT datname FROM pg_database;
psql 程序的\l 元命令和-l 命令行选项也可以用来列出已有的数据库。
注意:SQL 标准把数据库称作"目录"，不过实际上没有区别。

2.2.2

创建一个数据库

为了创建数据库，HighGo DB 服务器必须启动并运行。
使用 SQL 命令 CREATE DATABASE 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name;
这里的 name 遵循 SQL 标识符的一般规则。当前角色自动成为该新数据库
的所有者。以后删除这个数据库也是这个用户的特权 (同时还会删除其中的所有
对象，即使那些对象有不同的所有者)。
创建数据库是一个受限制的操作。
因为您需要与数据库服务器连接才能执行 CREATE DATABASE 命令，那么
还有一个问题是任意给定站点的第一个数据库是怎样创建的?第一个数据库总是
由 initdb 命令在初始化数据存储区时创建。这个数据库被称为 highgo。因此要创
建第一个"普通"的数据库时您可以与 highgo 连接。
在数据库集簇初始化期间也会创建第二个数据库 template1。当在集簇中创
建一个新的数据库时，实际上就是克隆(复制)了 template1。这就意味着您对
template1 所做的任何修改都会体现在所有随后创建的数据库中。因此应避免在
template1 中创建对象，除非你想把它们传播到每一个新创建的数据库中。
为了方便，您还可以用程序来创建新数据库：
createdb dbname
createdb 和 highgo 数据库连接并发出 CREATE DATABASE 命令。注意不带
任何参数的 createdb 将创建与当前用户名同名的数据库。
有时候您需要为其它人创建一个数据库，并且使其成为新数据库的所有者，
79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这样他就可以自己配置和管理这个数据库。要实现这个目标，使用下列命令之一：
CREATE DATABASE dbname OWNER rolename;
createdb -O rolename dbname;
前者用于 SQL 环境，后者用于命令行。只有超级用户才能为其它用户（即
为一个你不是其成员的角色）创建数据库。

2.2.3

模板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实际上是通过拷贝一个现有的数据库进行工作的。缺
省时，它拷贝名为 template1 的标准系统数据库。所以该数据库是创建新数据库
的"模板"。如果您给 template1 数据库增加对象，这些对象将被拷贝到随后创建
的用户数据库中。这种行为允许对数据库中的标准对象集进行站点本地修改。比
如，如果您把过程语言 PL/Perl 安装到 template1 里，那么你在创建用户数据库后
不需要额外的操作就可以使用该语言。
系统里还有名为 template0 的第二个标准系统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含和
template1 初始内容一样的数据，也就是说，只包含 HighGo DB 版本预定义的标
准对象。在数据库集簇被初始化之后，不应该对 template0 做任何修改。通过告
诉 CREATE DATABASE 使用 template0 而不是 template1 进行拷贝，您可以创建
一个"纯净"的用户数据库，它不会包含任何 template1 中的站点本地附加物。这
一点在恢复 pg_dump 转储时非常方便：转储脚本应该在一个纯净的数据库中恢
复以确保我们重建被转储数据库的正确内容，而不和任何现在可能已经被加入到
template1 中的附加物相冲突。
另一个复制 template0 而不是 template1 的常见原因是，可以在复制 template0
时声明新的编码和区域设置，而如果复制 template1 时，必须使用与它相同的设
置。这是因为 template1 中可能包含编码相关或区域相关的数据，而 template0 中
没有。
要通过拷贝 template0 来创建一个数据库，可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CREATE DATABASE dbname TEMPLATE template0;
createdb -T template0 dbname;
前者用于 SQL 环境，后者用于 shell 环境。
我们可以创建额外的模板数据库，实际上可以将集簇中任意数据库指定为
CREATE DATABASE 的模板。不过，我们必需明白，这并不是一个通用的"COPY
DATABASE"功能。主要的限制是当源数据库被拷贝时，不能有其他会话连接到
它。如果在 CREATE DATABASE 开始时存在其它连接，那么操作将会失败。在
拷贝操作期间，到源数据库的新连接都将被阻止。
每一个数据库在 pg_database 中存在两个有用的标志： datistemplate 和
datallowconn 字段。datistemplate 可以被设置来指示该数据库是不是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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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DATABASE 的模板。如果设置了这个标志，那么该数据库可以被任何
有 CREATEDB 权限的用户克隆；如果没有设置，那么只有超级用户和该数据库
的所有者可以克隆它。如果 datallowconn 为假，那么将不允许与该数据库建立任
何新的连接(不过现有的会话不会因为把该标志设置为假而被中止)。template0 数
据库通常被标记为 datallowconn = false 以避免对它的修改。template0 和 template1
都应该总是标记为 datistemplate = true 。
注意：除了 template1 是 CREATE DATABASE 的缺省源数据库名之外，
template1 和 template0 没有任何特殊的状态。比如，我们可以删除 template1 然后
从 template0 中创建它而不会有任何不良效果。如果我们不小心在 template1 中
增 加 了 一 堆 垃 圾 ， 那 么 我 们 就 会 建 议 做 这 样 的 操 作 。 template1 必 须 得 是
pg_database.datistemplate = false 才能被删除。
在初始化数据库集群的时候，也会创建 highgo 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用于作
为用户和应用连接的缺省数据库。它只是 template1 的一个简单拷贝，需要的时
候可以删除并重建。

2.2.4

数据库配置

我们知道 HighGo DB 服务器提供了大量的运行时配置变量。您可以为许多
这样的变量设置特定于数据库的缺省数值。
比如，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您想禁用指定数据库上的 GEQO 优化器，正常
情况下你不得不对所有数据库禁用它，或者确保在每个连接的客户端发出 SET
geqo TO off 命令。要令这个设置在特定数据库里成为缺省值，您可以执行下面的
命令：
ALTER DATABASE mydb SET geqo TO off;
这样将保存该设置(但不是立即设置它)。在随后的到该数据库的连接中它将
表现的像在会话开始后马上调用 SET geqo TO off;一样。请注意用户仍然可以在
该 会 话 中 更 改 这 个 设 置 ( 它 只 是 缺 省 ) 。 要 撤 消 这 样 的 设 置 ， 使 用 ALTER
DATABASE dbname RESET varname 命令。

2.2.5

删除数据库

数据库是用 DROP DATABASE 命令删除的：
DROP DATABASE name;
只有数据库的所有者或者超级用户才可以删除数据库。删除数据库会删除其
中包括的所有对象。数据库的删除是不可恢复的。
您不能在与目标库连接时执行 DROP DATABASE 命令。不过，您可以连接
到任何其他数据库，包括 template1 数据库。与 template1 连接也是您删除集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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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用户数据库的唯一方法。
为了方便，有一个在 shell 上运行的命令可以删除数据库 dropdb：
dropdb dbname
(它和 createdb 不同，删除当前用户名的数据库不是默认动作)。

2.2.6

表空间

HighGo DB 中的表空间允许数据库管理员在文件系统中定义用来存放数据
库对象的文件的位置。一旦创建了表空间，那么就可以在创建数据库对象时通过
名称引用它。
通过使用表空间，管理员可以控制 HighGo DB 的磁盘布局。这么做至少有
两个用处。首先，如果初始化集群所在的分区或者卷用光了空间，而又不能在逻
辑上扩展或者做其他操作，那么可以在一个不同的分区上创建和使用表空间，直
到系统可以重新配置。
其次，表空间允许管理员根据数据库对象的使用模式来优化性能。比如，一
个频繁使用的索引可以放在非常快并且非常可靠的磁盘上，比如一种非常贵的固
态设备。同时，一个很少使用的或者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存储归档的数据的表可以
存储在一个便宜但比较慢的磁盘系统上。
警告：尽管位于 HighGO DB 主数据目录之外，表空间也是数据库集群的一
部分，不能被看做是数据文件的一个自治集合。它们依赖于包含在主数据目录中
的元数据，并且因此不能附属于不同的数据库集群中或单独进行备份。相似的，
如果你丢失了一个表空间（文件删除，磁盘失效等等），数据库集群可能会变成
不可读的或者无法启动。将一个表空间放置在临时文件系统上（比如 RAM 磁盘）
会影响整个集群的可靠性。
要定义一个表空间，使用 CREATE TABLESPACE 命令，比如：
CREATE TABLESPACE fastspace LOCATION '/mnt/sda1/highgo/data';
这个位置必须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空目录，并且属于 HighGO DB 操作系统用
户。所有随后在该表空间创建的对象都将被存放在这个目录下的文件中。该位置
必须不能放在可移动或瞬态存储上，因为如果表空间找不到或丢失会导致集簇无
法工作。
注意:通常在每个逻辑文件系统上创建多于一个表空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
您无法控制逻辑文件系统中的个体文件的位置。不过，HighGo DB 不强制任何这
样的限制，并且实际上它不会注意您的文件系统边界，它只是在你指定的目录中
存储文件。
只有数据库超级用户可以创建表空间，但在创建完之后你可以允许普通数据
库用户来使用它。要这样做，给数据库普通用户授予表空间上的 CREATE 权限。
表、索引和整个数据库都可以被分配到特定的表空间。想要这么做的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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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表空间上有 CREATE 权限的用户必须把表空间的名字以一个参数的形式传
递给相关的命令。比如，下面的命令在表空间 space1 中创建一个表：
CREATE TABLE foo(i int) TABLESPACE space1;
另外，还可以使用 default_tablespace 参数：
SET default_tablespace = space1;
CREATE TABLE foo(i int);
只要 default_tablespace 被设置为非空字符串，那么它就为没有明确使用
TABLESPACE 子句的 CREATE TABLE 和 CREATE INDEX 命令提供一个隐含的
TABLESPACE 子句。
还有 temp_tablespaces 参数，决定临时表和索引的位置，以及如用于对大数
据集进行排序等目的的临时文件的位置。这可以是一个表空间名的列表，因此，
与临时对象有关的负载可以散布在多个表空间上。每次要创建一个临时对象时，
将从列表中随机取一个成员来存放它。
与数据库相关联的表空间用来存储该数据库的系统目录。此外，如果没有给
出 TABLESPACE 子句，并且没有在 default_tablespace 或者 temp_tablespaces(如
适用)中指定其他选择，那么该数据库中创建的表、索引和临时文件还是存放在
默认表空间中。如果创建数据库时没有声明表空间，它会使用与模板数据库相同
的表空间。
当初始化数据库集群时，自动创建两个表空间：pg_global 表空间用于共享
系统目录，pg_default 表空间是 template1 和 template0 数据库的默认表空间（并
且，因此也将是所有其他数据库的默认表空间，除非被一个 CREATE DATABASE
中的 TABLESPACE 子句覆盖）。
表空间一旦被创建，就可以被任何数据库使用，前提是发出请求的用户有足
够的权限。这也意味着，一个表空间只有在所有使用它的数据库中所有对象都被
删除掉之后才可以被删掉。
要删除一个空的表空间，使用 DROP TABLESPACE 命令。
通过查看 pg_tablespace 系统目录，可以确定现有表空间的集合，比如：
SELECT spcname FROM pg_tablespace;
psql 程序的\db 元命令也可以用于列出现有表空间。
HighGo DB 使用符号连接来简化表空间的实现，这就意味着表空间只能在
支持符号连接的系统上使用。
$PGDATA/pg_tblspc 目录包含指向集群中定义的每个非内置表空间的符号
连接。尽管我们不建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手工重定义这些连接来调整表空
间的布局。在服务器运行的时候不要这么做。注意在瀚高数据库 1.3.1 及以前版
本中，你需要用新的位置更新 pg_tablespace 目录。如果你不这么做，pg_dump 将
继续显示旧的表空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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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连接使用管理

2.2.7

瀚高数据库支持多种形式的外部连接。

file_fdw
file_fdw 模块提供了外部数据封装器 file_fdw，可以用来在服务器的文件系
统中访问数据文件。数据文件必须是 COPY FROM 可读的格式；
使用这个封装器创建的外部表可以有下列参数：
filename
指定要读取的文件。这是必需的。必须是一个绝对路径名。
format
指定文件的格式，与 COPY 的 FORMAT 选项相同。
header
指定文件是否有标题行，与 COPY 的 HEADER 选项相同。
delimiter
指定文件的分隔符，与 COPY 的 DELIMITER 选项相同。
quote
指定文件的引用字符，与 COPY 的 QUOTE 选项相同。
escape
指定文件的转义字符，与 COPY 的 ESCAPE 选项相同。
null
指定文件的空字符串，与 COPY 的 NULL 选项相同。
encoding
指定文件的编码，与 COPY 的 ENCODING 选项相同。
注意虽然 COPY 允许诸如 OIDS 和 HEADER 的选项不指定相应的值，但
是外部数据包装器语法要求在所有情况下都出现一个值。要激活通常不提供值的
COPY 选项，你可以传递值 TRUE。
用这个封装器创建的外部表的一个字段可以有下列的选项：
force_not_null
这是一个布尔选项。如果为真，则指定字段的值不应该匹配空字符串（也
就 是 ， 文 件 级 别 的 null 选 项 ） 。 这 和 把 该 列 放 在 COPY 的
FORCE_NOT_NULL 选项中具有相同的效果。
force_null
这是一个布尔选项。如果为真，它指定匹配空值字符串的列值会被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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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NULL，即使该值被引号引用。如果没有这个选项，只有匹配空值字
符 串 的 未 被 引 用 的 值 会 被 返 回 为 NULL 。 这 和 在 COPY 的
FORCE_NULL 选项中列出该列有同样的效果。
file_fdw 目前不支持 COPY 的 OIDS 和 FORCE_QUOTE 选项。
这些选项只能为外部表或它的字段声明，不能在 file_fdw 外部数据封装器的
选项中指定，也不能在使用该封装器的服务器或用户映射的选项中指定。
出于安全原因，修改表级别的选项要求超级用户权限：只有超级用户能够决
定读哪个文件。原则上非超级用户可以被允许改变其他选项，但是目前还不支持。
对于一个使用 file_fdw 的外部表，EXPLAIN 显示要读取的文件名。除非指
定了 COSTS OFF，否则也显示文件大小（字节计）。
例子. 为 HighGo DB CSV 日志创建一个外部表
file_fdw 明显的用处之一就是使 HighGo DB 活动日志可以作为一个表查询。
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将日志记录到一个 CSV 文件，这里我们称其为 pglog.csv。
首先，将 file_fdw 安装为一个扩展：
CREATE EXTENSION file_fdw;
然后创建一个外部服务器：
CREATE SERVER pglog FOREIGN DATA WRAPPER file_fdw;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创建外部数据表。使用 CREATE FOREIGN TABLE 命令，
需要为表定义字段、CSV 文件名和它的格式：
CREATE FOREIGN TABLE pglog (
log_time timestamp(3) with time zone,
user_name text,
database_name text,
process_id integer,
connection_from text,
session_id text,
session_line_num bigint,
command_tag text,
session_start_tim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virtual_transaction_id text,
transaction_id bigint,
error_severity text,
sql_state_code text,
messag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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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 text,
hint text,
internal_query text,
internal_query_pos integer,
context text,
query text,
query_pos integer,
location text,
application_name text
) SERVER pglog
OPTIONS ( filename '/home/josh/9.1/data/log/pglog.csv', format 'csv' );
就这样，现在可以查询日志了。当然，在生产中需要定义一些处理日志轮转
的方法。

dblink
2.2.7.2.1 dblink_connect
名称
dblink_connect -- 打开到远程数据库的持久连接
摘要
dblink_connect(text connstr) returns text
dblink_connect(text connname, text connstr) returns text
描述
dblink_connect()建立一个到远程 HighGo DB 数据库的连接。连接的服务器
和数据库是通过标准 libpq 连接字符串标识的。可以选择将一个名字赋予给该连
接。可以一次打开多个命名的连接，但是每次仅允许一个未命名连接。连接将持
续直到关闭或者数据库会话结束。
连接字符串也可能是已存在的外部服务器的名字。在使用外部服务器时，推
荐使用外部数据包装器 dblink_fdw。请看下面的例子，以及 CREATE SERVER 和
CREATE USER MAPPING。
参数
conname
用于连接的名称；如果忽略，那么打开一个未命名的连接并且替换掉任
何已存在的未命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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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str
libpq- 形 式 的 连 接 信 息 字 符 串 ， 比 如 hostaddr=127.0.0.1 port=5866
dbname=mydb user=highgo password=mypasswd。此外，还可以是一个外
部服务器的名字。
返回值
返回状态总是 OK（因为任何错误都会导致函数抛出错误而不是返回）。
注意
只有超级用户可能使用 dblink_connect 创建无口令认证连接。如果非超级用
户需要这个功能，使用 dblink_connect_u。
选择包含等号的连接名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产生与在其他 dblink 函数中的
连接信息字符串混淆的风险。
例子
SELECT dblink_connect('dbname=highgo');
dblink_connect
---------------OK
(1 row)
SELECT dblink_connect('myconn', 'dbname=highgo');
dblink_connect
---------------OK
(1 row)
-- 外数据封装功能
-- 注意：本地连接必须要求密码认证工作正常
--

否则，你将接收到来自 dblink_connect()的下面的错误：

--

----------------------------------------------------------------------

--

ERROR：需要密码

--

DETAIL：如果服务器不需要密码，那么非超级用户无法连接。

--

HINT：必须改变目标服务器的身份验证方法。

CREATE SERVER fdtest FOREIGN DATA WRAPPER dblink_fdw OPTIONS
(hostaddr '127.0.0.1', dbname 'contrib_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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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USER dblink_regression_test WITH PASSWORD 'secret';
CREATE USER MAPPING FOR dblink_regression_test SERVER fdtest
OPTIONS (user 'dblink_regression_test', password 'secret');
GRANT USAGE ON FOREIGN SERVER fdtest TO dblink_regression_test;
GRANT SELECT ON TABLE foo TO dblink_regression_test;
\set ORIGINAL_USER :USER
\c - dblink_regression_test
SELECT dblink_connect('myconn', 'fdtest');
dblink_connect
---------------OK
(1 row)
SELECT * FROM dblink('myconn','SELECT * FROM foo') AS t(a int, b text, c
text[]);
a

|b|

c

----+---+--------------0 | a | {a0,b0,c0}
1 | b | {a1,b1,c1}
2 | c | {a2,b2,c2}
3 | d | {a3,b3,c3}
4 | e | {a4,b4,c4}
5 | f | {a5,b5,c5}
6 | g | {a6,b6,c6}
7 | h | {a7,b7,c7}
8 | i | {a8,b8,c8}
9 | j | {a9,b9,c9}
10 | k | {a10,b10,c10}
(11 rows)
\c - :ORIGINAL_USER
REVOKE USAGE ON FOREIGN SERVER fdtest FROM dblink_regression_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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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KE SELECT ON TABLE foo FROM dblink_regression_test;
DROP USER MAPPING FOR dblink_regression_test SERVER fdtest;
DROP USER dblink_regression_test;
DROP SERVER fdtest;

2.2.7.2.2 dblink_connect_u
名称
dblink_connect_u – 不安全的打开一个到远程数据库的持久连接
摘要
dblink_connect_u(text connstr) returns text
dblink_connect_u(text connname, text connstr) returns text
描述
dblink_connect_u()与 dblink_connect()是相同的，除了它将允许非超级用户使
用任何身份验证方法进行连接。
如果远程服务器选择一个不涉及口令的认证方法，那么可能发生模仿以及后
续的扩大权限，因为该会话看起来像由运行 HighGo DB 的用户发起的。同时，
即使远程服务器不要求一个口令，也可能从服务器环境提供该口令，比如从属于
服务器的用户的~/.pgpass 文件。这带来的不只是模仿的风险，而且还有将口令暴
露给不可信的远程服务器的风险。因此，dblink_connect_u()最初是用所有从
PUBLIC 撤销的特权安装的，这让它只能被超级用户调用。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为
可信用户授予 dblink_connect_u()的 EXECUTE 权限，但是必须小心。我们建议任
何从属于服务器的用户的~/.pgpass 文件中不要包含任何指定通配符主机名的记
录。
更多详情请参阅 dblink_connect()。

2.2.7.2.3 dblink_disconnect
名称
dblink_disconnect -- 关闭远程数据库的持久连接
摘要
dblink_disconnect() returns text
dblink_disconnect(text connname) returns text
描述
dblink_disconnect()关闭先前通过 dblink_connect()打开的连接。如果不指定参
数则关闭未命名连接。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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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ame
被关闭的命名连接的名称。
返回值
返回状态始终是 OK（因为任何错误都会导致函数抛出错误而不是返回）。
例子
SELECT dblink_disconnect();
dblink_disconnect
------------------OK
(1 row)
SELECT dblink_disconnect('myconn');
dblink_disconnect
------------------OK
(1 row)

2.2.7.2.4 dblink
名称
dblink -- 在远程数据库中执行查询
摘要
dblink(text connname, text sql [, bool fail_on_error]) returns setof record
dblink(text connstr, text sql [, bool fail_on_error]) returns setof record
dblink(text sql [, bool fail_on_error]) returns setof record
描述
dblink 在远程数据库中执行查询（通常是一个 SELECT，但是也可以是任何
返回行的 SQL 语句）。
当给定两个 text 参数时，第一个参数作为持久连接名称首先被查找；如果找
到，那么在连接上执行该命令。如果没有找到，那么第一个参数被看作用于
dblink_connect 的连接信息字符串，并且被指出的连接只是在这个命令的持续期
间被建立。
参数
conname
要使用的连接名称；省略这个参数将使用未命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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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str
连接信息字符串，如先前描述的 dblink_connect。
sql
你希望在远程数据库中执行的 SQL 查询，比如 select * from foo。
fail_on_error
如果真（忽略时缺省）那么在连接的远程端抛出的错误也会导致本地抛
出错误，如果假，那么远程错误在本地报告为 NOTICE，并且函数没有
返回行。
返回值
该函数返回查询产生的行。因为 dblink 可以用于任何查询，它被声明为返回
record，而不是指定任意特定列的集合。这意味着在调用查询中你必须指定预期
列；否则 HighGo DB 不知道会得到什么，这有个例子：
SELECT *
FROM dblink('dbname=mydb', 'select proname, prosrc from pg_proc')
AS t1(proname name, prosrc text)
WHERE proname LIKE 'bytea%';
FROM 子句的"alias"部分必须指定函数将要返回的列名和类型。（在别名中
指定列名实际上是标准 SQL 语法，但是指定列类型是一种 HighGo DB 扩展。）
这允许系统在尝试执行该函数之前就理解*将展开成什么，以及在 WHERE 子句
中 proname 指的是什么。在运行时，如果远程数据库的实际查询结果和 FROM
子句中显示的列数不同，那么将抛出错误。列名不需要匹配，并且 dblink 不需要
精确的类型匹配。只要返回的数据字符串是 FROM 子句中声明的列类型的有效
输入，它就将会成功。
注意
一种将预定义查询用于 dblink 的方便方法是创建一个视图。这允许将列类型
信息放在视图中，而不是在每个查询中拼写出来。比如，
CREATE VIEW myremote_pg_proc AS
SELECT *
FROM dblink('dbname=highgo', 'select proname, prosrc from pg_proc')
AS t1(proname name, prosrc text);
SELECT * FROM myremote_pg_proc WHERE proname LIKE 'bytea%';
例子
SELECT * FROM dblink('dbname=highgo', 'select proname, prosrc from pg_p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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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1(proname name, prosrc text) WHERE proname LIKE 'bytea%';
proname

|

prosrc

------------+-----------byteacat

| byteacat

byteaeq

| byteaeq

bytealt

| bytealt

byteale

| byteale

byteagt

| byteagt

byteage

| byteage

byteane

| byteane

byteacmp

| byteacmp

bytealike

| bytealike

byteanlike | byteanlike
byteain

| byteain

byteaout

| byteaout

(12 rows)
SELECT dblink_connect('dbname=highgo');
dblink_connect
---------------OK
(1 row)
SELECT * FROM dblink('select proname, prosrc from pg_proc')
AS t1(proname name, prosrc text) WHERE proname LIKE 'bytea%';
proname

|

prosrc

------------+-----------byteacat

| byteacat

byteaeq

| byteaeq

bytealt

| bytealt

byteale

| byteale

byteagt

| byteagt

byteage

| byteage

byteane

| byte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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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acmp
bytealike

| byteacmp
| bytealike

byteanlike | byteanlike
byteain

| byteain

byteaout

| byteaout

(12 rows)
SELECT dblink_connect('myconn', 'dbname=regression');
dblink_connect
---------------OK
(1 row)
SELECT * FROM dblink('myconn', 'select proname, prosrc from pg_proc')
AS t1(proname name, prosrc text) WHERE proname LIKE 'bytea%';
proname

|

prosrc

------------+-----------bytearecv

| bytearecv

byteasend

| byteasend

byteale

| byteale

byteagt

| byteagt

byteage

| byteage

byteane

| byteane

byteacmp

| byteacmp

bytealike

| bytealike

byteanlike | byteanlike
byteacat

| byteacat

byteaeq

| byteaeq

bytealt

| bytealt

byteain

| byteain

byteaout

| byteaout

(14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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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5 dblink_exec
名称
dblink_exec -- 在远程数据库中执行命令
摘要
dblink_exec(text connname, text sql [, bool fail_on_error]) returns text
dblink_exec(text connstr, text sql [, bool fail_on_error]) returns text
dblink_exec(text sql [, bool fail_on_error]) returns text
描述
dblink_exec 在远程数据库中执行命令（即不返回行的任何 SQL 语句）。
当给定两个 text 参数时，第一个作为持久连接的名称首先被查找；如果找到，
那么在该连接上执行该命令。如果没有找到，那么第一个参数被看作
dblink_connect 的连接信息字符串，并且被指出的连接只是在这个命令的持续期
间被建立。
参数
conname
要使用的连接名称；省略这个参数将使用未命名连接。
connstr
连接信息字符串，如先前描述的 dblink_connect。
sql
你 希 望 在 远 程 数 据 库 中 执 行 的 SQL 命 令 ， 比 如 insert into foo
values(0,'a','{"a0","b0","c0"}')。
fail_on_error
如果真（忽略时缺省）那么在连接的远程端抛出的错误也会导致本地抛
出错误，如果假，那么远程错误在本地作为 NOTICE 被报告，并且函数
的返回值设置为 ERROR。
返回值
返回状态，可能是该命令的状态字符串或者 ERROR。
例子
SELECT dblink_connect('dbname=dblink_test_standby');
dblink_connect
---------------OK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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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dblink_exec('insert into foo values(21,''z'',''{"a0","b0","c0"}'');');
dblink_exec
----------------INSERT 943366 1
(1 row)
SELECT dblink_connect('myconn', 'dbname=regression');
dblink_connect
---------------OK
(1 row)
SELECT

dblink_exec('myconn',

'insert

into

foo

values(21,''z'',''{"a0","b0","c0"}'');');
dblink_exec
-----------------INSERT 6432584 1
(1 row)
SELECT dblink_exec('myconn', 'insert into pg_class values (''foo'')',false);
NOTICE: sql error
DETAIL:

ERROR:

字段 "relnamespace" 中的空值违反了非空约束

dblink_exec
------------ERROR
(1 row)

2.2.7.2.6 dblink_open
名称
dblink_open – 在远程数据库中打开一个游标
摘要
dblink_open(text cursorname, text sql [, bool fail_on_error]) returns text
dblink_open(text connname, text cursorname, text sql [, bool fail_on_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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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s text
描述
dblink_open() 在 一 个 远 程 数 据 库 中 打 开 一 个 游 标 。 随 后 可 以 使 用
dblink_fetch()和 dblink_close() 操作游标。
参数
conname
要使用的连接名称；省略这个参数将使用未命名连接。
cursorname
分配给这个游标的名称。
sql
你希望在远程数据库中执行的 SELECT 语句，比如 select * from pg_class。
fail_on_error
如果为真（忽略时缺省）那么在连接的远程端抛出的错误也会导致本地
抛出错误，如果为假，那么远程错误在本地作为 NOTICE 被报告，并且
函数的返回值设置为 ERROR。
返回值
返回状态，OK 或者 ERROR。
注意
因为游标只能停留在事务块中，如果远程端已经不在事务中，那么
dblink_open 在远程端开始一个显式事务块（BEGIN），当执行匹配的 dblink_close
时，则该事务将再次被关闭。注意如果使用 dblink_exec 在 dblink_open 和
dblink_close 之间改变数据，然后发生了一个错误，或者你在 dblink_close 之前使
用了 dblink_disconnect，你的改变将由于事务终止而丢失。
例子
SELECT dblink_connect('dbname=highgo');
dblink_connect
---------------OK
(1 row)
SELECT dblink_open('foo', 'select proname, prosrc from pg_proc');
dblink_ope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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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2.2.7.2.7 dblink_fetch
名称
dblink_fetch -- 从远程数据库中打开的游标中返回行
摘要
dblink_fetch(text cursorname, int howmany [, bool fail_on_error]) returns setof
record
dblink_fetch(text connname, text cursorname, int howmany [, bool fail_on_error])
returns setof record
描述
dblink_fetch 从一个之前由 dblink_open 建立的游标中获取行。
参数
conname
要使用的连接名称；省略这个参数将使用未命名连接。
cursorname
要从中获取数据的游标名。
howmany
要检索的最大行数。从当前游标位置开始取出接下来的 howmany 行。
一旦游标已经到达末尾，将不会产生更多行。
fail_on_error
如果为真（忽略时缺省）那么在连接的远程端抛出的错误也会导致本地
抛出错误，如果为假，那么远程错误在本地作为 NOTICE 被报告，并且
函数不返回行。
返回值
该函数返回从游标中取出的行。要使用该函数，你将需要指定预期的字段集，
正如前面 dblink 中所讨论的。
注意
当 FROM 子句中指定的返回列的数量和远程游标返回的实际列数不匹配时，
将抛出一个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远程游标仍然按照没有产生错误时一样前进那
些行数。在远程 FETCH 执行后本地查询中产生的任何其他错误也是这样。
例子
SELECT dblink_connect('dbname=highgo');
dblink_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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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1 row)
SELECT dblink_open('foo', 'select proname, prosrc from pg_proc where proname
like ''bytea%''');
dblink_open
------------OK
(1 row)
SELECT * FROM dblink_fetch('foo', 5) AS (funcname name, source text);
funcname | source
----------+---------byteacat | byteacat
byteacmp | byteacmp
byteaeq

| byteaeq

byteage

| byteage

byteagt

| byteagt

(5 rows)
SELECT * FROM dblink_fetch('foo', 5) AS (funcname name, source text);
funcname

| source

-----------+----------byteain

| byteain

byteale

| byteale

bytealike | bytealike
bytealt

| bytealt

byteane

| byteane

(5 rows)
SELECT * FROM dblink_fetch('foo', 5) AS (funcname name, source text);
funcname

|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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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anlike | byteanlike
byteaout

| byteaout

(2 rows)
SELECT * FROM dblink_fetch('foo', 5) AS (funcname name, source text);
funcname | source
----------+-------(0 rows)

2.2.7.2.8 dblink_close
名称
dblink_close -- 关闭远程数据库中的游标
摘要
dblink_close(text cursorname [, bool fail_on_error]) returns text
dblink_close(text connname, text cursorname [, bool fail_on_error]) returns text
描述
dblink_close 关闭一个之前由 dblink_open 打开的游标。
参数
conname
要使用的连接名称；省略这个参数将使用未命名连接。
cursorname
要关闭的游标名称。
fail_on_error
如果为真（忽略时缺省）那么在连接的远程端抛出的错误也会导致本地
抛出错误，如果为假，那么远程错误在本地作为 NOTICE 被报告，并且
函数的返回值被设置为 ERROR。
返回值
返回状态，OK 或者 ERROR。
注意
如果 dblink_open 开始了一个显式事务块，并且这是在该连接中最后一个保
持打开的游标。 dblink_close 将发出匹配的 COMMIT。
例子
SELECT dblink_connect('dbname=highgo');
dblink_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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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1 row)
SELECT dblink_open('foo', 'select proname, prosrc from pg_proc');
dblink_open
------------OK
(1 row)
SELECT dblink_close('foo');
dblink_close
-------------OK
(1 row)

2.2.7.2.9 dblink_get_connections
名称
dblink_get_connections -- 返回所有打开的命名 dblink 连接的名称
摘要
dblink_get_connections() returns text[]
描述
dblink_get_connections 返回所有打开的已命名 dblink 连接的名称数组。
返回值
返回连接名称的文本数组，如果没有则为 NULL。
例子
SELECT dblink_get_connections();

2.2.7.2.10 dblink_error_message
名称
dblink_error_message -- 获取命名连接上的最后一个错误信息
摘要
dblink_error_message(text connname) returns text
描述
dblink_error_message 取得一个给定连接的最新的远程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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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conname
要使用的连接名。
返回值
返回最后一个错误信息，或者如果在这个连接中没有错误，则返回空字符串。
例子
SELECT dblink_error_message('dtest1');

2.2.7.2.11 dblink_send_query
名称
dblink_send_query -- 发送一个异步查询到远程数据库
摘要
dblink_send_query(text connname, text sql) returns int
描述
dblink_send_query 发送一个异步执行的查询，也就是不需要立即等待结果。
在该连接上不能有还在处理中的异步查询。
在成功派送一个异步查询之后，可以用 dblink_is_busy 检查完成状态，最终
结果使用 dblink_get_result 收集。也可以使用 dblink_cancel_query 尝试取消活跃
的异步查询。
参数
conname
要使用的连接名。
sql
你希望在远程数据库中执行的 SQL 语句，比如 select * from pg_class。
返回值
如果查询被成功派送，则返回 1。否则返回 0。
例子
SELECT dblink_send_query('dtest1', 'SELECT * FROM foo WHERE f1 < 3');

2.2.7.2.12 dblink_is_busy
名称
dblink_is_busy -- 检查连接是否正在忙于一个异步查询
摘要
dblink_is_busy(text connname) returns int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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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link_is_busy 测试是否正在执行一个异步查询。
参数
conname
要检查的连接名。
返回值
如果连接忙，则返回 1，如果不忙，则返回 0。如果该函数返回 0，那么保证
了 dblink_get_result 不会阻塞。
例子
SELECT dblink_is_busy('dtest1');

2.2.7.2.13 dblink_get_notify
名称
dblink_get_notify -- 在连接上检索异步通知
摘要
dblink_get_notify() returns setof (notify_name text, be_pid int, extra text)
dblink_get_notify(text connname) returns setof (notify_name text, be_pid int,
extra text)
描述
dblink_get_notify 在未命名连接或者一个指定的命名连接上检索通知。为了
通过 dblink 接收通知，首先必须使用 dblink_exec 发出 LISTEN。
参数
conname
获取通知的命名连接的名称。
返回值
返回(notify_name text, be_pid int, extra text)集合，如果没有则返回空集。
例子
SELECT dblink_exec('LISTEN virtual');
dblink_exec
------------LISTEN
(1 row)
SELECT * FROM dblink_get_notify();
notify_name | be_pid | 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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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rows)
NOTIFY virtual;
NOTIFY
SELECT * FROM dblink_get_notify();
notify_name | be_pid | extra
-------------+--------+------virtual

|

1229 |

(1 row)

2.2.7.2.14 dblink_get_result
名称
dblink_get_result -- 获得异步查询结果
摘要
dblink_get_result(text connname [, bool fail_on_error]) returns setof record
描述
dblink_get_result 收集先前使用 dblink_send_query 发送的异步查询的结果。
如果查询还没完成，那么 dblink_get_result 将等待它完成。
参数
conname
要使用的连接名。
fail_on_error
如果为真（忽略时缺省）那么在连接的远程端抛出的错误也会导致本地
抛出错误，如果为假，那么远程错误在本地作为 NOTICE 被报告，并且
该函数不返回行。
返回值
对于一个异步查询（也就是一个返回行的 SQL 语句），该函数返回查询产
生的行。要使用该函数，你需要指定预期的字段集，正如前面 dblink 所讨论的一
样。
对于一个异步命令（也就是一个不返回行的 SQL 语句），该函数返回一个
只有单个文本列的单行，其中包含了该命令的状态字符串。仍需要指定结果在调
用的 FROM 子句中有一个单文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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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 dblink_send_query 返回 1，那么必须调用该函数。对每一个已发送的查
询都必须调用一次这个函数，并且在再次使用连接之前还要多调用一次来得到一
个空结果集。
当使用 dblink_send_query 和 dblink_get_result 时，在将结果集中的任何一行
返回给本地查询处理器之前，dblink 将获取整个远程查询结果。如果该查询返回
大量的行，那么这可以导致本地会话中短暂的内存膨胀。最好将这样的一个查询
用 dblink_open 打开成一个游标，这样可以控制每次获取的行的数量。也可以使
用简单的 dblink()，它会将大型结果集缓冲到磁盘上来避免内存膨胀。
例子
contrib_regression=#

SELECT

dblink_connect('dtest1',

'dbname=contrib_regression');
dblink_connect
---------------OK
(1 row)
contrib_regression=# SELECT * FROM
contrib_regression-# dblink_send_query('dtest1', 'select * from foo where f1 < 3')
AS t1;
t1
---1
(1 row)
contrib_regression=# SELECT * FROM dblink_get_result('dtest1') AS t1(f1 int,
f2 text, f3 text[]);
f1 | f2 |

f3

----+----+-----------0|a

| {a0,b0,c0}

1|b

| {a1,b1,c1}

2|c

| {a2,b2,c2}

(3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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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_regression=# SELECT * FROM dblink_get_result('dtest1') AS t1(f1 int,
f2 text, f3 text[]);
f1 | f2 | f3
----+----+---(0 rows)
contrib_regression=# SELECT * FROM
contrib_regression-# dblink_send_query('dtest1', 'select * from foo where f1 < 3;
select * from foo where f1 > 6') AS t1;
t1
---1
(1 row)
contrib_regression=# SELECT * FROM dblink_get_result('dtest1') AS t1(f1 int,
f2 text, f3 text[]);
f1 | f2 |

f3

----+----+-----------0|a

| {a0,b0,c0}

1|b

| {a1,b1,c1}

2|c

| {a2,b2,c2}

(3 rows)
contrib_regression=# SELECT * FROM dblink_get_result('dtest1') AS t1(f1 int,
f2 text, f3 text[]);
f1 | f2 |

f3

----+----+--------------7|h

| {a7,b7,c7}

8|i

| {a8,b8,c8}

9|j

| {a9,b9,c9}

10 | k

| {a10,b10,c10}

(4 rows)
contrib_regression=# SELECT * FROM dblink_get_result('dtest1') AS t1(f1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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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text, f3 text[]);
f1 | f2 | f3
----+----+---(0 rows)

2.2.7.2.15 dblink_cancel_query
名称
dblink_cancel_query – 在命名连接上取消任何活跃查询
摘要
dblink_cancel_query(text connname) returns text
描述
dblink_cancel_query 尝试取消在命名连接上进行的任何查询。注意这不一定
会成功（因为，比如远程查询可能已经完成）。取消查询仅仅提高了查询将失败
的可能性。你还必须完成正常查询协议，比如通过调用 dblink_get_result。
参数
conname
使用连接名称。
返回值
如果已经发送取消请求，则返回 OK；如果失败，则返回一个错误消息文本。
例子
SELECT dblink_cancel_query('dtest1');

2.2.7.2.16 dblink_get_pkey
名称
dblink_get_pkey -- 返回一个关系的主键字段的位置和字段名称
摘要
dblink_get_pkey(text relname) returns setof dblink_pkey_results
描述
dblink_get_pkey 提供本地数据库中一个关系的主键的信息。有时在生成被发
送到远程数据库的查询中有用。
参数
relname
本地关系名称，比如 foo 或者 myschema.mytab。如果该名称是大小写混
合或者包含特殊字符，则需要使用双引号，比如"FooBar"；如果没有引
号，则字符串被转换成小写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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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为每个主键字段返回一行，如果关系没有主键，则不返回行。结果行的类型
被定义为：
CREATE TYPE dblink_pkey_results AS (position int, colname text);
position 列值可以从 1 到 N；它是该域主键内的编号，而不是表列的编号。
例子
CREATE TABLE foobar (
f1 int,
f2 int,
f3 int,
PRIMARY KEY (f1, f2, f3)
);
CREATE TABLE
SELECT * FROM dblink_get_pkey('foobar');
position | colname
----------+--------1 | f1
2 | f2
3 | f3
(3 rows)

2.2.7.2.17 dblink_build_sql_insert
名称
dblink_build_sql_insert -- 使用本地元组建立 INSERT 语句，使用已提供的替
代值替换主键字段
摘要
dblink_build_sql_insert(text relname,
int2vector primary_key_attnums,
integer num_primary_key_atts,
text[] src_pk_att_vals_array,
text[] tgt_pk_att_vals_array) returns text
描述
dblink_build_sql_insert 在选择性地将一个本地表复制到一个远程数据库时
107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很有用。它从基于主键的本地表中选择一行，然后建立一个 SQL INSERT 命令复
制该行，但是其中主键值被替换为最后一个参数的值。（为了准确拷贝行，请为
最后两个参数指定相同的值）。
参数
relname
本地关系名称，比如 foo 或者 myschema.mytab。如果该名称是大小写混
合的或者包含特殊字符，需要使用双引号，比如"FooBar"；如果没有引
号，则字符串被转换成小写字母。
primary_key_attnums
主键字段的属性号（从 1 开始），比如 1 2。
num_primary_key_atts
主键字段的数量。
src_pk_att_vals_array
用于查找本地元组的主键字段值。每个字段都用文本形式表示。如果本
地行中均不包含这些主键值，则抛出一个错误。
tgt_pk_att_vals_array
该参数的值将作为 INSERT 命令中的主键字段的值。每个字段用文本形
式表示。
返回值
将请求的 SQL 语句作为文本返回。
例子
SELECT dblink_build_sql_insert('foo', '1 2', 2, '{"1", "a"}', '{"1", "b''a"}');
dblink_build_sql_insert
-------------------------------------------------INSERT INTO foo(f1,f2,f3) VALUES('1','b''a','1')
(1 row)

2.2.7.2.18 dblink_build_sql_delete
名称
dblink_build_sql_delete -- 使用已提供的值为主键字段值建立一个 DELETE
语句
摘要
dblink_build_sql_delete(text relname,
int2vector primary_key_attn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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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er num_primary_key_atts,
text[] tgt_pk_att_vals_array) returns text
描述
dblink_build_sql_delete 在选择性地将一个本地表复制到一个远程数据库时
很有用。它建立一个 SQL DELETE 命令将删除具有给定主键值的行。
参数
relname
本地关系名字，比如 foo 或者 myschema.mytab。如果该名称是大小写混
合的或者包含特殊字符，需要使用双引号，比如"FooBar"；如果没有引
号，则字符串被转换成小写字母。
primary_key_attnums
主键字段的属性编号（从 1 开始），比如 1 2。
num_primary_key_atts
主键字段的数量。
tgt_pk_att_vals_array
用于 DELETE 命令的主键字段值。每个字段用文本形式表示。
返回值
将请求的 SQL 语句作为文本返回。
例子
SELECT dblink_build_sql_delete('"MyFoo"', '1 2', 2, '{"1", "b"}');
dblink_build_sql_delete
--------------------------------------------DELETE FROM "MyFoo" WHERE f1='1' AND f2='b'
(1 row)

2.2.7.2.19 dblink_build_sql_update
名称
dblink_build_sql_update -- 使用本地元组建立 UPDATE 语句，使用已提供的
替代值替换主键字段
摘要
dblink_build_sql_update(text relname,
int2vector primary_key_attnums,
integer num_primary_key_atts,
text[] src_pk_att_vals_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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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tgt_pk_att_vals_array) returns text
描述
dblink_build_sql_update 在选择性地将一个本地表复制到一个远程数据库时
很有用。它从本地表基于主键选择一行，然后建立一个 SQL UPDATE 命令复制
该行，但是其中的主键值被最后一个参数中的值替换。（为了准确拷贝行，请为
最后两个参数指定相同的值）。UPDATE 命令总是为该行的所有字段赋值；这个
函数和 dblink_build_sql_insert 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它假定目标行已经存在于远程
表中。
参数
relname
本地关系名称，比如 foo 或者 myschema.mytab。如果该名称是大小写混
合的或者包含特殊字符，需要使用双引号，比如"FooBar"；如果没有引
号，则字符串被转换成小写字母。
primary_key_attnums
主键字段的属性编号（从 1 开始），比如 1 2。
num_primary_key_atts
主键字段的数量。
src_pk_att_vals_array
用于查找本地元组的主键字段值。每个字段用文本形式表示。如果本地
行中均不包含这些主键值，那么抛出一个错误。
tgt_pk_att_vals_array
该参数的值将作为 UPDATE 命令中主键字段的值。每个字段用文本形
式表示。
返回值
将请求的 SQL 语句返回为文本。
例子
SELECT dblink_build_sql_update('foo', '1 2', 2, '{"1", "a"}', '{"1", "b"}');
dblink_build_sql_update
------------------------------------------------------------UPDATE foo SET f1='1',f2='b',f3='1' WHERE f1='1' AND f2='b'
(1 row)

oracle_fdw
oracle_fdw 是 HighGo DB 的一个扩展，提供外部数据封装器，以简单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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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Oracle 数据库，包括 WHERE 条件的 pushdown 和需要的字段，还有全方位
的 EXPLAIN 支持。
关于此扩展的说明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 示例
2、 该扩展创建的对象
3、 选项
4、 用法
5、 安装需求
6、 安装
7、 内部构件
8、 目前的限制
1、 示例
这是一个如何使用 oracle_fdw 的简单示例。
更详细的信息将在下面的章节“选项”和“用法”中提供。您也应该阅读下面示
例中使用的命令。
为了这个示例，我们假设您可以作为操作系统用户“highgo” 或者任何能启
动 HighGo DB 服务器的用户）使用下面的命令进行连接（：
sqlplus orauser/orapwd@//dbserver.mydomain.com/ORADB
这意味着 Oracle 客户端和环境正确的设置了。
再假设已经编译并安装了 oracle_fdw（参见下面的章节“安装”）。
我们想要像下面这样访问一个表的定义：
SQL> DESCRIBE oratab
Name

Null?

Type

------------------------------- -------- -----------ID

NOT NULL NUMBER(5)

TEXT

VARCHAR2(30)

FLOATING

NOT NULL NUMBER(7,2)

使用 HighGo DB 超级用户执行如下命令来配置 oracle_fdw ：
highgo=# CREATE EXTENSION oracle_fdw;
highgo =# CREATE SERVER oradb FOREIGN DATA WRAPPER oracle_fdw
OPTIONS (dbserver '//dbserver.mydomain.com/ORADB');
highgo =# GRANT USAGE ON FOREIGN SERVER oradb TO pg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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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其他命名方式或本地连接，参阅下面的选项“dbserver”的描述。）
然后作为“pguser”连接到数据库并且定义：
highgo => CREATE USER MAPPING FOR pguser SERVER oradb
OPTIONS (user 'orauser', password 'orapwd');
（可以使用外部认证，以避免存储 Oracle 口令；见下文。）
highgo => CREATE FOREIGN TABLE oratab (
id

integer

OPTIONS (key 'true') NOT NULL,

text

character varying(30),

floating double precision NOT NULL
) SERVER oradb OPTIONS (schema 'ORAUSER', table 'ORATAB');
（记住表和模式名通常必须是大写，后者是可选的。）
现在可以像正常 HighGo DB 表一样使用该表了。
2、 该扩展创建的对象
FUNCTION oracle_fdw_handler() RETURNS fdw_handler
Oracle 外部数据封装器处理器
FUNCTION oracle_fdw_validator(text[], oid) RETURNS void
Oracle 外部数据封装器选项验证器这两个函数是创建外部数据封装器所需
的处理器和验证器函数
该扩展自动创建名为"oracle_fdw"的外部数据封装器。通常这已经能够满足
您的需求，你也可以继续定义外部服务器。你可以创建额外的 Oracle 外部数据封
装器，例如，如果你需要设置"nls_lang"选项（可以修改现有的"oracle_fdw"封装
器，但是所有的修改将在转储/恢复之后丢失）。
FUNCTION oracle_close_connections() RETURNS void
关闭所有打开的 Oracle 连接
该函数可以用于关闭所有在这个会话中打开的 Oracle 连接。参阅下面的
"Usage"查看该函数的使用场景。
FUNCTION oracle_diag(name DEFAULT NULL) RETURNS text
这个函数仅用于诊断目的。
它将返回 Oracle_pdw 的版本、服务器和 Oracle 客户端。
如果调用时不带有参数或者带有参数 NULL，它将额外的返回某些用于建立
Oracle 连接的环境变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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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调用时带有外部服务器的名字，它将额外的返回 Oracle 服务器版本。
3、 选项
外部数据封装器选项
（注意：如果修改缺省的外部数据封装器"oracle_fdw"，任何修改将在转储/
恢复之后失去作用。如果希望保留该选项，那么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外部数据
封 装 器 。 SQL 脚 本 附 带 了 包 含 可 以 使 用 的 CREATE FOREIGN DATA
WRAPPER 语句的软件。）
- nls_lang (可选的)
将 Oracle 环境变量 NLS_LANG 设置为这个值。
NLS_LANG 的 格 式 为 <language>_<territory>.<charset> （ 例 如 ，
AMERICAN_AMERICA.AL32UTF8）。必须要匹配你的数据库编码。没
有设置该值时，如果 oracle_fdw 可以，那么它将将自动做正确的事情；
如果不可以则发出一个警告。
只有在你清楚要做什么时设置该选项。
外部服务器选项
- dbserver (必需的)
远程数据库的 Oracle 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只要配置了相应的 Oracle 客户端，就可以是任意 Oracle 支持的格式。
如果是本地("BEQUEATH")连接则设置为空字符串。
用户映射选项
- user (必需的)
该会话的 Oracle 用户名。
如 果 你 不 想 在 数 据 库 中 储 存 Oracle 证 书 ， 那 么 设 置 "external
authentication"为空字符串（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使用"external password
store"）。
- password (必须的)
Oracle 用户的口令。
外部表选项
- table (必须的)
Oracle 表名。这个名字必需和出现在 Oracle 系统目录中的完全一致，通
常只有大写字母组成。
- schema (可选的)
表的模式（或所有者）。对于访问不属于连接的 Oracle 用户的表是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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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名字必需和出现在 Oracle 系统目录中的完全一致，通常只有大
写字母组成。
- plan_costs (可选的，缺省为"off")
如果设置为 yes/on/true，将使用 Oracle 的成本估算。问题是 Oracle 给出
了很好的结果大小的估算，但是没有给出执行的成本（你可以得到的唯
一估算是以秒为单位的"执行时间"）。
由于 这个成本估算几乎是无用的，但是收集起来比较昂贵， 所以
oracle_fdw 缺省不获取 Oracle 的成本估算，而是不管实际的查询如何都
估算成本为 10000。
只在下列情况打开此选项：a）查询执行是昂贵的；b）对查询规划有积
极影响。
- max_long (可选的，缺省为"32767")
Oracle 表中任意 LONG 或 LONG RAW 字段的最大长度。
可能的值是介于 1 到 1073741823（HighGo DB 中 bytea 的最大尺寸）之
间的整数。这个数量的内存将被分配至少两次，所以较大的值将消耗大
量的内存。
如果"max_long"小于检测到的最长值的长度，将收到错误消息"ORA01406: fetched column value was truncated"。
- readonly (可选的，缺省为"false")
只有该选项没有设置为 yes/on/true 的表才允许 INSERT、UPDATE 和
DELETE。设置这个选项对于更早的版本没有影响。
字段选项
- key (可选的，缺省为"false")
如果设置为 yes/on/true，外部 Oracle 表中的相应字段被认为是主键字段。
为了 UPDATE 和 DELETE 能够运行，必须在属于该表的主键的所有字
段上设置该选项。
4、 用法
Oracle 许可
Oracle 用户明显需要 CREATE SESSION 权限，从表或视图中选择的权
利正在考虑。
对于 EXPLAIN VERBOSE（和启用"plan_costs"时的查询规划），用户
也需要在 V$SQL 和$SQL_PLAN 上的 SELECT 权限。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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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_fdw 会缓存 Oracle 连接，因为为每个单独的查询创建 Oracle 会
话是昂贵的。当会话结束时，所有的连接自动关闭。
函数 oracle_close_connections()可以用于关闭所有缓存的 Oracle 连接。
这对于长时间运行的一直没有访问外部表的会话和想要避免阻塞开放
的 Oracle 连接需要的资源是有帮助的。
不要在一个修改 Oracle 数据的事务内部调用该函数。
字段
定义 一个外部表时，Oracle 表的字段 按照 它们定义的顺序映射到
HighGo DB 的列。
oracle_fdw 将只包含 Oracle 查询中 HighGo DB 查询实际需要的字段。
HighGo DB 的表可以拥有比 Oracle 表多或者少的字段。如果有更多的
字段，并且使用了这些字段，那么将收到一个警告，并且返回 NULL 值。
如果想要 UPDATE 或 DELETE，要确保在所有属于该表的主键的字段
上设置了"key"选项。未能做到这点将导致错误。
数据类型
必须用 oracle_fdw 可以转换（参阅下面的转换表）的数据类型定义
HighGo DB 的字段。这个限制只是强制那些实际使用的字段，所以你可
以为不能转换的数据类型定义"假的"字段，只要你不访问它们（这个窍
门只对 SELECT 起作用，修改外部数据时不管用）。如果一个 Oracle 值
超出了字段的大小（如，一个 varchar 字段的长度或最大整数值），将
会收到一个运行时错误。
oracle_fdw 自动处理这些类型转换：
Oracle 类型

| 可能的 HighGo DB 类型

-------------------------------+--------------------------------------------CHAR

| char, varchar, text

NCHAR

| char, varchar, text

VARCHAR

| char, varchar, text

VARCHAR2

| char, varchar, text

NVARCHAR2

| char, varchar, text

CLOB

| char, varchar, text

LONG

| char, varchar, text

RAW

| uuid, bytea

BLOB

| bytea

BFILE

| bytea (read-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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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RAW

| bytea

NUMBER

| numeric, float4, float8, char, varchar, text

NUMBER(n,m) with m<=0

| numeric, float4, float8, int2, int4, int8,
|

boolean, char, varchar, text

FLOAT

| numeric, float4, float8, char, varchar, text

BINARY_FLOAT

| numeric, float4, float8, char, varchar, text

BINARY_DOUBLE

| numeric, float4, float8, char, varchar, text

DATE

| date, timestamp, timestamptz, char,
|

TIMESTAMP

varchar, text

| date, timestamp, timestamptz, char,
|

TIMESTAMP WITH TIME ZOME

varchar, text
| date, timestamp, timestamptz, char,

|

varchar, text

TIMESTAMP WITH LOCAL TIME ZOME | date, timestamp, timestamptz, char,
|

varchar, text

INTERVAL YEAR TO MONTH

| interval, char, varchar, text

INTERVAL DAY TO SECOND

| interval, char, varchar, text

MDSYS.SDO_GEOMETRY

| geometry

如果一个 NUMBER 转换为 boolean，"0"意味着"false"，其他意味着"true"。
目前不支持 NCLOB，因为 Oracle 不能自动将其转化为客户端编码。
数据类型"geometry"只有在安装了 PostGIS 的时候是可用的。支持的几
何类型是：POINT，LINE，POLYGON，MULTIPOINT，MULTILINE 和
两到三维的 MULTIPOLYGON。不支持空的 PostGIS 几何图形，因为他
们在 Oracle 空间中没有等价物。
Oracle SRID 的 NULL 值将被转换为 0，反之亦然。
如果需要转换以上之外的类型，那么需要在 Oracle 或 HighGo DB 中定
义一个适当的视图。
WHERE 条件
HighGo DB 将使用 WHERE 子句中所有适用部分作为扫描的过滤器。
oracle_fdw 构造的 Oracle 查询将包含一个与这些过滤条件相对应的
WHERE 子句，不论何时这样一个条件都可以安全的转换为 Oracle SQL。
这个特性，也称为"push-down of WHERE clauses"，可以大大的减少从
Oracle 检索的行数，并且可以启用 Oracle 的优化器为访问需要的表选
择一个好的规划。
116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要利用这一点，尝试为外部数据使用简单的条件。选择符合 Oracle 的类
型的 HighGo DB 字段数据类型，因为否则的话条件不能被转换。
表

达

式

"now()",

"transaction_timestamp()",

"current_timestamp","current_date"和"localtimestamp"将被正确的转换。
EXPLAIN 的输出将显示使用的 Oracle 查询，所以可以查看哪个条件被
转换和如何转换成了 Oracle。
修改外部数据
oracle_fdw 支持在外部表上 INSERT、UPDATE 和 DELETE。这是缺省
的，并且可以通过设置"readonly"表选项禁用。
要想 UPDATE 和 DELETE 可以工作，与 Oracle 表的主键字段对应的字
段必须设置了"key"字段选项。这些字段用于确定外部表行，所以确保在
所有属于主键的字段上设置了该选项。
如果在 INSERT 时忽略一个外部表字段，那么该字段设置为 HighGo DB
外部表的 DEFAULT 子句中定义的值（或者如果没有 DEFAULT 子句时
为 NULL）。不使用对应的 Oracle 字段上的 DEFAULT 子句。如果 HighGo
DB 外部表没有包括 Oracle 表的所有字段，那么 Oracle DEFAULT 子句
将用于外部表定义中没有包含的字段。
支持 INSERT，UPDATE 和 DELETE 上的 RETURING 子句，除了 Oracle
数据类型 LONG 和 LONG RAW 的字段（Oracle 在 RETURNING 子句
中不支持这些数据类型）。
外部表上的触发器用 AFTER 和 FOR EACH ROW 定义的触发器要求外
部表没有 Oracle 数据类型 LONG 或 LONG RAW 的字段。这是因为这
样的触发器利用上文中提到的 RETURNING 子句。
当修改外部数据时，性能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影响到很多行时，因为
（由于外部数据封装器工作的方式）每行都必须单独的处理。
事 务 被 转 发 到 Oracle ， 所 以 BEGIN 。 COMMIT 。 ROLLBACK 和
SAVEPOINT 像预期那样工作。不支持 Oracle 相关的预处理语句。
由于 oracle_fdw 使用序列化的事务，所以数据修改语句可能会导致序列
化的失败：
ORA-08177: can't serialize access for this transaction
如果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并发事务修改表中，则更可能在长时间运行的
事务中发生。这样的错误可以通过它们的 SQLSTATE (40001)标记。一
个使用 oracle_fdw 的应用应该重新尝试由于这个错误失败的事务。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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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Go DB 的 EXPLAIN 将显示实际发送到 Oracle 的查询。EXPLAIN
VERBOSE 将显示 Oracle 的执行计划。
ANALYSE
可以使用 ANALYZE 收集外部表的统计信息。Oracle_fdw 支持该功能。
统计信息将用于查询规划，并且对于许多查询，将导致好的（并且更快
的）行计数估计，即使关闭了表选项"plan_costs"，只要统计信息准确就
行。
记住，分析 Oracle 外部表将导致一个顺序表扫描。
5、 安装需求
oracle_fdw 应该可以在 HighGo DB 和 Oracle 客户端支持的任意平台上编译
和运行，尽管我只能在 Linux 和 Windows 上测试它。
需要 Oracle 客户端版本 10.1 或更高版本。可以通过 Oracle 即时客户端、使
用 Universal Installer 安装的 Oracle 客户端和服务器创建并使用 oracle_fdw。使用
Oracle 客户端 10 编译的二进制文件可以和更新的客户端版本一起使用，无需重
新编译或重新连接。
支持的 Oracle 服务器版本取决于使用的客户端版本。为了最大范围覆盖，使
用 Oracle 客户端 11g，因为这将允许你连接到从 8.1.7 到 12.1.0 除了 9.0.1 的每个
服务器版本。
建议在 Oracle 客户端和服务器上使用最新的补丁集，尤其是不支持的 Oracle
版本。对于已知的影响 oracle_fdw 的可用性的 Oracle bug 列表，参阅下面的"目
前的限制"章节。
6、 安装
如果使用 oracle_fdw 的二进制发行版，跳至下面的“安装扩展”。
建立 oracle_fdw：
oracle_fdw 已经被写作一个 HighGo DB 扩展，并且使用扩展建立基础
结构"PGXS"。安装应该很简单。
需要已经安装了 HighGo DB 头文件和 PGXS（如果你的 HighGo DB 安
装了程序包，那么安装开发包）。也需要安装 Oracle 的 C 头文件（即
时客户端需要 SDK 包）。
确保 HighGo DB 配置了"--without-ldap"（至少在服务器上配置了）。
确保 PATH 中有"pg_config"（用"pg_config --pgxs"测试）。设置环境变
量 ORACLE_HOME 以定位 Oracle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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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 oracle_fdw 的源码并且切换到该路径。然后软件安装应该尽可能像
$ make
$ make install
一样简单。
第二步，需要 HighGo DB 的共享库目录的写权限。
如果想要在 HighGo DB 的源码树中建立 oracle_fdw，使用
$ make NO_PGXS=1
安装该扩展：
确保 oracle_fdw 共享库安装到 HighGo DB 库目录，oracle_fdw.control 和
SQL 文件在 HighGo DB 扩展目录中。
因为 Oracle 客户端共享库可能不在标准库路径中，必须确保 HighGo DB
服务器能够找到它。怎样做到这点在操作系统之间有所不同；在 Linux
上，可以设置 LD_LIBRARY_PATH 或者使用/etc/ld.so.conf。
确保所有必须的 Oracle 环境变量在 HighGo DB 服务器进程的环境中设
置了（如果不使用即时客户端是 ORACLE_HOME，如果有配置文件是
TNS_ADMIN，等等）。
要在数据库中安装该扩展，作为超级用户连接并且
CREATE EXTENSION oracle_fdw;
这将定义需要的函数并且创建一个外部数据封装器。
要从 oracle_fdw 版本 1.0.0 之前的版本升级，使用
ALTER EXTENSION oracle_fdw UPDATE;
运行回归测试：
除非要开发 oracle_fdw 或想要测试它在不同平台上的功能，否则不必这
么做。
为了回归测试能够运行，必须要有一个 HighGo DB 集群和一个 Oracle
服务器（带有 Locator 或 Spatial 的 10.1 版本或更高版本）运行，并且安
装 了 oracle_fdw 二 进 制 文 件 。 回 归 测 试 将 创 建 一 个 名 为
"contrib_regression"的数据库并且运行一些测试。要想 PostGIS 回归测试
能够成功，必须安装了 PostGIS 二进制文件。
Oracle 数据库必须准备如下：
-用户"scott"和口令"tiger"必须存在（除非你想要编辑回归测试脚本）。
用户需要 CREATE SESSION 和 CREATE TABLE 系统权限并且在它的
缺省表空间上有足够的配额，还有在 V$SQL 和 V$SQL_PLAN 上的
SELECT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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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表必须如下创建：
CREATE TABLE scott.typetest1 (
id

NUMBER(5)
CONSTRAINT typetest1_pkey PRIMARY KEY,

c

CHAR(10 CHAR),

nc NCHAR(10),
vc VARCHAR2(10 CHAR),
nvc NVARCHAR2(10),
lc CLOB,
r

RAW(10),

u

RAW(16),

lb

BLOB,

lr

LONG RAW,

b

NUMBER(1),

num NUMBER(7,5),
fl BINARY_FLOAT,
db BINARY_DOUBLE,
d
ts

DAT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ids INTERVAL DAY TO SECOND,
iym INTERVAL YEAR TO MONTH
) SEGMENT CREATION IMMEDIATE;
CREATE TABLE scott.gis (
id

NUMBER(5) PRIMARY KEY,

g

MDSYS.SDO_GEOMETRY

) SEGMENT CREATION IMMEDIATE;
为 HighGo DB 服务器设置环境，以便它可以不用连接字符串就可以建
立 Oracle 连接：
如 果 Oracle 服 务 器 在 同 一 个 机 器 上 ， 适 当 的 设 置 环 境 变 量
ORACLE_SID 和 ORACLE_HOME，对于远程服务器，将环境变量
TWO_TASK（或在 Windows 上时设置 LOCAL）设置为连接字符串。
回归测试运行如下：
$ make install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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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内部构件
Oracle_fdw 将 Oracle 会话的 MODULE 设置为"highgo"，将 ACTION 设置为
后 端 进 程 数 量 。 这 可 以 帮 助 识 别 Oracle 会 话 ， 并 且 允 许 用
DBMS_MONITOR.SERV_MOD_ACT_TRACE_ENABLE 追踪它。
oracle_fdw 使用 Oracle 的结果预取以避免不必要的客户端-服务器往返。预
取计数器设置为 200，内存限制为 24KB。这些限制可以在 oracle_utils.c 中改变。
oracle_fdw 不使用 PLAN_TABLE 解释 Oracle 查询（需要在 Oracle 数据库中
创建这样一个表），而是使用存储在库缓存中的执行规划。为了做到这点，Oracle
查询是“明确描述的”，强制 Oracle 分析该查询。困难的部分是在 V$SQL 中找到
声明的 SQL_ID 和 CHILD_NUMBER，因为 SQL_TEXT 字段只包含查询的前
1000 字节。因此，oracle_fdw 给该查询添加了一个注释，注释包含一个查询文本
的 MD5 散 列 。 这 在 V$SQL 中 用 于 搜 索 。 实 际 执 行 计 划 或 成 本 信 息 从
V$SQL_PLAN 中获取。
oracle_fdw 在 Oracle 端使用事务隔离级别"可序列化"，相当于 HighGo DB 的
可重复读取。这是必需的，因为单个 HighGo DB 语句会导致多个 Oracle 查询（如，
在嵌套的循环连接期间）并且结果需要一致。
Oracle 事务在本地事务提交之前立即提交，所以一个完成的 HighGo DB 事
务保证了 Oracle 事务已经完成。不过，有一个小的可能性是，HighGo DB 事务
不能完成，即使 Oracle 事务已经提交了。这在不使用两阶段事务和事务管理器时
是不可避免的，这明显超出了外部数据封装器可以合理提供的。因为相同的原因，
不支持 Oracle 相关的预备语句。
8、 目前的限制
编码
存储在 Oracle 数据库中不能被转换为 HighGo DB 数据库编码的字符将
通过 Oracle 默默地被“替换字符”替代，通常是一个正常或反向的问号。
你将不会得到警告或错误消息。
如果使用一个 Oracle 不知道的 HighGo DB 数据库编码（当前，这些是
EUC_CN ， EUC_KR ， LATIN10 ， MULE_INTERNAL ， WIN874 和
SQL_ASCII），非 ASCII 字符不能被正确的翻译。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会
得到一个警告，并且这些字符将会像上面描述的那样被替换字符取代。
可以设置外部数据封装器的"nls_lang"选项，强制一个确定的 Oracle 编
码，但是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并且导致 HighGo DB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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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如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么可能只对 SQL_ASCII 编码有用。
参阅上面的"选项"。
规划
Oracle 的规划器并不会给出良好的成本估算（只能得到估算的以秒为精
度的执行时间，并且它不小于 1）。所以缺省的，oracle_fdw 不适用这
些估算。参阅上面的"plan_costs"选项的描述。
即使没有这个，当前 oracle_fdw 的实现也需要在查询规划期间为每个外
部表调用 Oracle 服务器。这意味着如果查询规划被缓存，那么可能有一
个明显的性能改善，例如，通过使用预备语句或 PL/pgSQL 函数。
LDAP 库
Oracle 客户端共享库带有它自己的符合 RFC 1823 的 LDAP 客户端实
现，所以这些函数拥有与 OpenLDAP 的函数相同的名字。当 HighGo DB
服务器配置了"--with-ldap"时，这将导致名字冲突。
不能监测到名字冲突，因为 oracle_fdw 是在运行时加载的，但是如果任
何 人 调 用 了 一 个 LDAP 函 数 ， 那 么 故 障 将 会 发 生 。 通 常 先 加 载
OpenLDAP，所以如果 Oracle 调用了一个 LDAP 函数（例如，如果使用
了"directory naming"名字解析），那么后端将会崩溃。这会导致在 HighGo
DB 服务器日志中出现像下列的信息（在 Linux 上看到）：
../../../libraries/libldap/getentry.c:29: ldap_first_entry:
Assertion `( (ld)->ld_options.ldo_valid == 0x2 )' failed.
最好是配置 HighGo DB "--without-ldap"。这是避免这个问题的唯一安全
的方式。
即使 HighGo DB 配置"--with-ldap"时，只要不在 Oracle 中使用任何 LDAP
客户端功能，它也可能会正常工作。
在某些平台上，可以强制 Oracle 的客户端共享库在 HighGo DB 服务器
启动之前加载（在 Linux 上是 LD_PRELOAD）。那么 Oracle 的 LDAP
函数应该可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Oracle 可能可以使用 LDAP 功能，
但是从 HighGo DB 使用 LDAP 将会使客户端崩溃。
不能在 HighGo DB 和 Oracle 中同时使用 LDAP 功能。
序列化错误
在 Oracle 11.2 及以前的版本中，用 oracle_fdw 向新创建的 Oracle 表插
入第一行将导致一个序列化错误。
这是因为 Oracle 的 “延迟段创建”特性，该特性将延迟对新表的存储空
间的分配，直到插入了第一行。这导致序列化事务的序列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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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不 是 严 重 的 问 题 ； 可 以 通 过 忽 略 第 一 个错 误 或 者 用 "SEGMENT
CREATION IMMEDIATE"创建表来绕开这个问题。
Oracle bugs
这是一个以前影响 oracle_fdw 的 Oracle bugs 列表。
Bug 6039623 会在通过 Oracle 数据库连接从一个 Oracle 表中选择大量
的数据时，导致 oracle_fdw 带有段违规崩溃。它会出现在任何低于 12.1
的 Oracle 服务器版本中，唯一的补救是安装补丁 10096945，该补丁包
含在 11.2.0.3 补丁集中。
Bug 2728408 会导致"ORA-8177 cannot serialize access for this transaction"，
即使没有尝试修改远程数据。它会出现在 Oracle 服务器 8.1.7.4（安装一
次性的补丁 2728408）或 Oracle 服务器 9.2（安装补丁集 9.2.0.4 或更新）
中。

postgres_fdw
postgres_fdw 提 供 外 部 数 据 封 装 器 的 功 能 ， 通 过 它 可 以 访 问 存 储 在 外
部 HighGo DB 服务器上的数据。
本 模 块 提 供 的 功 能 不 但 涵 盖 老 版 本 中 dblink 模 块 实 现 的 功 能 ， 而 且
postgres_fdw 提供更加透明和符合标准的语法来访问远程表，并在许多情况下提
供更好的性能。
使用 postgres_fdw 模块做远程访问的准备:
1. 使用 CREATE EXTENSION 来安装 postgres_fdw 扩展。
2. 使用 CREATE SERVER 语句，为每个需要连接的远程数据库创建一个外
部服务器对象。指定除了 user 和 password 以外的连接信息作为服务器对
象的选项。
3. 使用 CREATE USER MAPPING 语句，为每个需要通过外部服务器访问的
数据库创建用户映射。指定远程用户名和密码作为映射用户的 user 和
password 选项。
4. 为 每 一 个 你 想 访 问 的 远 程 表 使 用 CREATE FOREIGN TABLE 或 者
IMPORT FOREIGN SCHEMA 创建一个外部表。外部表的列必须匹配被引
用的远程表。但是，如果你在外部表对象的选项中指定了正确的远程名称，
你可以使用不同于远程表的表名和/或列名。
上面的操作成功后就可以使用 SELECT 外部表的方式访问存储在远程表中
的数据了。也可以使用 INSERT, UPDATE 和 DELETE 修改远程表。（映射的远
程用户需要有能进行这些操作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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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外部表的字段使用与相关联的远程表相同的数据类型和校对规则，虽
然 postgres_fdw 允许在需要的时候进行数据类型的转换，但当数据类型和校对规
则不匹配的时候，由于远程服务器和本地服务器对于 WHERE 条件的不同解释，
也许会造成语义的错误。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外部表可以声明比和他关联的远程表更少的列，列的排序
也可以不同。和远程表列的关联用的是列名，和列的位置无关。
▪

1.1postgres_fdw 中 FDW 选项
1.1.1 连接选项
一个使用 postgres_fdw 外部数据包装器的外部服务器，可以使用 libpq 在连

接字符串中能接受的选项，不过不允许这些选项：
•

user 和 password（将在用户映射中指定）

•

client_encoding(根据本地服务器编码自动设定）

•

fallback_application_name(设定为 postgres_fdw）

只有超级用户连接到外部服务器是不需要密码的，所以需要为映射的普通用
户指定 password。
1.1.2 对象名称选项
这些设置选项被用来控制被发往远程 highgo 服务器中的 sql 语句对象名称。
在外部表的名称和关联的远程表名不同时，就需要这些选项。
schema_name
这个选项指定在远程服务器上的外部表使用的模式名称，它可以为一个
外部表指定。如果这个选项被忽略，则使用该外部表的模式名称。
table_name
这个选项指定用在远程服务器上的外部表使用的表名，它可以为一个外
部表指定。如果这个选项被忽略，则使用该外部表的名字。
column_name
这个选项指定在远程服务器上列使用的列名，它可以为一个外部表的一
个列指定。如果这个选项被忽略，将使用该列的名字。
1.1.3 成本估算选项
postgres_fdw 通过在远程服务器上执行查询来检索远程数据，因此理想的扫
描一个外部表的成本估计应该是在远程服务器上完成它的花销，外加一些通信开
销。得到这样一个估计最可靠的方式是询问远程服务器并加上一些开销，但是对
于一些简单查询来说可能不值得这样做，所 postgres_fdw 提供如下选项来控制成
本估算：
use_remote_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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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表或者外部服务器可以指定该选项，用来控制 postgres_fdw 是否发
出远程的 EXPLAIN 命令来获取成本估算。表的设定优先于服务器的设
定，但只限于设定的表。默认值是 false。
fdw_startup_cost
可以为外部服务器指定该选项，它是一个添加到服务器上任意外部表扫
描的估计启动开销的数值。用这个值代表建立连接、在远程端的查询分
析和规划的额外开销。默认值是 100。
fdw_tuple_cost
这个选项是一个数字值，它被用作那个服务器上外部表扫描的每个元组
额外的代价，它可以为一个外部服务器指定。这个代表服务器间传输数
据的额外的负荷。可以用这个数值的高低来反应到远程服务器的网络延
迟。默认值是 0.01。
use_remote_estimate 值为真的时候，成本估算的方法是 postgres_fdw 获取远
程 服 务 器 的 语 句 执 行 操 作 成 本 估 算 值 加 上 fdw_startup_cost 和
use_remote_estimate。当值为假的时候，成本估算方法只能是按照语句本地的执
行成本加上 fdw_startup_cost 和 use_remote_estimate。除非本地表的统计信息和远
程表统计信息相同，否则本地的估算一般是不精确的。在外部表执行 ANALYZE
操作是更新本地统计信息的方法，这个操作会扫描远程表，然后计算和存储统计
数据，就好像表在本地一样。在本地保存统计信息可以减少远程表的每个查询计
划造成的系统开销。但是如果远程表被频繁更新，本地的统计信息也会很快就会
过时。
1.1.4 可更新选项
默认情况下，所有 postgres_fdw 的外部表都假设是可以更新的。使用下列选
项覆盖：
updatable
这个选项控制 postgres_fdw 是否允许外部表使用 INSERT,UPDATE
和 DELETE 命令更新。该选项可以为外部表或者外部服务器指定。表
级别的选项优先于服务器级别的。默认值是 true。
当然如果一个远程表本身是不能更新的，那将会报错。这个选项的使用
主要是允许在不查询远程服务器的情况下在本地抛出错误。注意
information_schema 视图会根据这个选项的设置显示一个外部表是否可
以更新，而不需要检查远程服务器。
1.1.5 远程执行选项
默认情况下，只有使用内置运算符和函数的 WHERE 子句才会被考虑在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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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上执行。在获取行之后，在本地检查涉及非内置函数的子句。如果这些函
数在远程服务器上可用并且可以依赖于产生与本地相同的结果，则可以通过发送
用于远程执行的 WHERE 子句来提高性能。可以使用以下选项控制此行为：
扩展
此选项是以逗号分隔的 PostgreSQL 扩展名列表，这些扩展以兼容版本安装
在本地和远程服务器上。不可变且属于列出的扩展的函数和运算符将被视为可传
送到远程服务器。只能为外部服务器指定此选项，而不能为每个表指定。
使用 extensions 选项时，用户有责任列出所列扩展，并在本地和远程服务器
上的行为相同。否则，远程查询可能会失败或出现意外行为。
fetch_size
此选项指定 postgres_fdw 在每次提取操作中应获得的行数。可以为外表或外
部服务器指定它。表上指定的选项将覆盖为服务器指定的选项。默认值为 100。
1.1.5 导入选项
postgres_fdw 能使用 IMPORT FOREIGN SCHEMA 导入外部表定义。这
个命令会在本地服务器上创建外部表定义，这个定义能匹配存在于远程
服务器上的表或者视图。如果要被导入的远程表有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
的列，本地服务器上也必须具有相同名称的兼容类型。
导入行为可以用下列选项自定义（在 IMPORT FOREIGN SCHEMA 命
令中给出）：
import_collate
这个选项控制是否在从外部服务器导入的外部表定义中包括列的
COLLATE 选项。默认是 true。如果远程服务器具有和本地服务器不同
的排序规则名集合，可能需要关闭这个选项，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运行
时很可能就是这样。
import_default
这个选项控制是否在从外部服务器导入的外部表定义中包括列的
DEFAULT 表达式。默认是 false。如果启用这个选项，要当心在远程服
务器和本地服务器上计算表达式的方式不同，nextval()常会导致这类问
题。如果导入的默认值表达式使用了一个本地不存在的函数或者操作符，
IMPORT 将整个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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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_not_null
这个选项控制是否在从外部服务器导入的外部表定义中包括列的 NOT
NULL 约束。默认是 true。
注 意 除 NOT NULL 之 外 的 约 束 将 不 会 从 远 程 表 中 导 入 。 虽 然
PostgreSQL 确实支持外部表上的 CHECK 约束，但不会自动导入它们，
因为存在本地和远程服务器计算约束表达式方式不同的风险。CHECK
约束中的任何这类不一致都可能导致查询优化中很难检测的错误。因此，
如果你希望导入 CHECK 约束，你必须手工来做，并且你应该仔细地验
证每一个这种约束的语义。有关处理外部表上 CHECK 约束的更多细节，
请见 CREATE FOREIGN TABLE。
1.2 连接管理
postgres_fdw 会在第一次查询外部服务器关联的外部表时建立和外部服务器
的连接。这个连接会一直保持，而且在同一个会话中被重用。如果涉及多个用户
（用户映射）访问外部服务器时，会为每个用户映射都建立一个连接。
1.3 事务管理
当查询引用外部服务器的远程表时，如果当前的本地事务尚未打开，
postgres_fdw 将会在远程服务器开启事务。当本地事务提交或中止时，远程事务
也被提交或中止。保存点也相似地采用创建相应的远程保存点来管理。
当本地的事务隔离级别为 SERIALIZABLE 时，远程的事务隔离级别也使
用 SERIALIZABLE。否者远程的隔离级别将是 REPEATABLE READ。这是为了
保证如果一个查询在远程服器上执行多个表的扫描，所有的扫描都会得到一致的
快照结果。结果是，单个事务中的连续查询将从远程服务器看到相同的数据，即
使由于其他活动而在远程服务器上发生并发更新。上述结果在本地事务隔离级
别 是 SERIALIZABLE 或 REPEATABLE READ 时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在 READ
COMMITTED 下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未来的 HighGo DB 发行版本也许
会修改这些规则。
1.4 远程查询优化
postgres_fdw 尝试优化远程查询，以减少从外部服务器传来的数据量。这是
通过将查询的 WHERE 子句发送到远程服务器执行并且不检索当前查询不需要
的表列来完成的。为了减少查询错误执行的风险，WHERE 子句中都是内建的数
据类型、操作符和函数的时候才会被传到远程服务器上。在子句中的操作符和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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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必须是 IMMUTABLE。
EXPLAIN VERBOSE 可以用来检查被发送到远程服务器上执行的查询。
1.5 远程查询优化环境
在 postgres_fdw 开启的远程会话中，search_path 参数只被设置为 pg_catalog，
因此只有内建对象可以在无模式限定时可见。这对于 postgres_fdw 本身产生的查
询来说不是问题，因为它总是会提供这样的限定。不过，这可能会对在远程服务
器上通过触发器或者远程表上的规则执行的函数带来灾难。例如，如果一个远程
表实际是一个视图，任何在该视图中使用的函数都将被在这个受限的搜索路径中
执行。我们推荐在这类函数中用模式限定所有名称，或者为这类函数附着 SET
search_path 选项（见 CREATE FUNCTION）来建立它们所期望的搜索路径环境。
postgres_fdw 同 样 也 为 参 数 TimeZone 、 DateStyle 、 IntervalStyle 和
extra_float_digits 建立远程会话设置。这些不如 search_path 有那么多问题，但是
如果需要也可以使用函数 SET 选项来处理。
我们不推荐通过更改这些参数的会话级设置来推翻这种行为，这很可能会导
致 postgres_fdw 故障。
1.6 版本兼容
如果内建函数和操作符出现在外部表的 WHERE 子句中，那么 postgres_fdw
假设将它们发送给远程服务器执行是安全的。因此，自远程服务器的版本之后添
加的内建函数发送给它执行时，会导致"function does not exist"或者相似的错误。
这种类型的失败可以通过重写查询解决，例如通过在具有 OFFSET 0 作为优化墙
的子 SELECT 中嵌入外表引用，并将有问题的函数或运算符放在子 SELECT 之
外。
1.7 示例
这是一个用 postgres_fdw 创建外部表的示例。首先安装该扩展：
CREATE EXTENSION postgres_fdw;
然后使用 CREATE SERVER 创建一个外部服务器。在这个示例中，我们希
望连接到主机为 192.83.123.89 的 HighGo DB 服务器，监听端口为 5866。远程服
务器上做连接的数据库名为 foreign_db：
CREATE SERVER foreign_server
FOREIGN DATA WRAPPER postgres_fdw
OPTIONS (host '192.83.123.89', port '5866', dbname 'foreign_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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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使用 CREATE USER MAPPING 定义一个用户映射，辨认将要在远程
服务器上使用的角色：
CREATE USER MAPPING FOR local_user
SERVER foreign_server
OPTIONS (user 'foreign_user', password 'password');
现在可以用 CREATE FOREIGN TABLE 创建一个外部表了。在这个示例中，
我们希望访问远程服务器上名为 some_schema.some_table 的表。它的本地名为
foreign_table：
CREATE FOREIGN TABLE foreign_table (
id serial NOT NULL,
data text
)
SERVER foreign_server
OPTIONS

(schema_name

'some_schema',

table_name

'some_table');
CREATE FOREIGN TABLE 中声明的字段的数据类型和其他属性与实际远
程表相匹配是非常重要的。字段名也必须匹配，除非你在单独的字段中附加
column_name 选项以显示它们在远程表中的命名。

2.2.8

分区表管理
介绍

当表中的数据量不断增大，查询数据的速度就会变慢，应用程序的性能就会
下降，这时就应该考虑对表进行分区。表进行分区后，逻辑上表仍然是一张完整
的表，只是将表中的数据分类存放到多个表空间的物理文件上，这样查询数据时，
不至于每次都扫描整张表。
事实上，分区表的实现是在继承表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分区表的子分区实
质上是作为主表的子表对象存在的。所以继承表的特性，分区表一般都会有继承。
比如分区表的子分区也会继承主表的非空约束和检查约束等。
分区表作为数据库的一项重要功能，不仅能带来访问速度上的提高，还能带
来管理和维护上的方便。其具体优点表现为：
 分区表能够提高检索性能，特别是当一些频繁检索的记录存在同一个
分区中时，这时检索速度能够得到大幅提高。
 便于管理，分区表中的各个分区是相互独立的，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或删
129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除分区；当某个分区出现故障或删除，不会影响其他分区。
 可以根据需要，把不同访问频率的数据存放到不同的访问速度的介质
中。
事实上，分区表的优势只有当表中的数据很大的时候，才会变的非常明显。

分区表划分
2.2.8.2.1 分区表的 KEY
分区表 KEY 的概念是表中一列或多个列组成的列的集合，该集合用于设定
分区表的分区规则。所谓分区规则就是为分区表中的每个分区定义不同的约束条
件，当向分区表中插入数据时，分区规则就会根据这些约束条件决定向哪个分区
中插入。

2.2.8.2.2 分区表的分类
目前 HGDB4.1 可以支持范围分区（range partition）、列表分区（list partition）
和哈希分区（hash partition）三种分区。创建分区表时，具体使用哪种分区，具
体要看建表的使用场景或要设置为 KEY 的字段属性来决定。下面具体介绍三种
分区。

范围分区（range partition）
在范围分区中，分区规则根据 KEY 按照不同的范围映射到不同的分区中，
每个分区的范围都是由一个上限值和下限值来决定，这两个值是在创建分区表时
定义的。
范围分区的 KEY 可由多个列（最多可由 32 个列）组成。值得一提的是，当
KEY 由多个列组成时，除了第一列的各分区约束范围之间不能重叠外，其他列
的分区范围可以有重叠。
范围分区适用于组成 KEY 是连续的，可以根据需要设定上下限的列。实际
上，在分区表的应用中，范围分区是最普遍，最常用的分区类型。
a) 范围分区
范围分区的 KEY 可以支持多个字段组成（最多 32 个字段）。
i. 语法
创建主表语法：
CREATE TABLE 表名 ( [{ 列名称 数据_类型} [, ... ] ] )
PARTITION BY RANGE ( [{ 列名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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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 RANGE 关键字表示进行范围分区
⚫ RANGE 后面跟的多个列是组成的 KEY
创建分区语法：
CREATE TABLE 表名 PARTITION OF 主表 FOR VALUES
FROM{ ( 表达式 [, ...] ) | MINVALUE } [, ...]
TO { ( 表达式 [, ...] ) | MAXVALUE } [, ...]
[ TABLESPACE 表空间名 ];
参数说明:
⚫ FROM ... TO 表示分区的起始值和结束值。
⚫ MINVALUE / MAXVALUE 表示无限小值和无限大
值。
⚫ 默认 FROM 后面的值是包括值分区的约束内，TO 后
面的值不包括。

ii. 示例
1. 单列作为 KEY 值
create table test(n int) partition by range(n);
create table test_1 partition of test for values from
(MINVALUE) to (10);
create table test_2 partition of test for values from (10) to (100);
create table test_3 partition of test for values from (100) to
(1000);
create table test_4 partition of test for values from (1000) to
(10000);
可以/d+ test 显示主表及分区有关信息：
postgres=# \d+ test

|

Partition key: RANGE (n)
Partitions:

test_1 FOR VALUES FROM (MINVALUE) TO (10),
test_2 FOR VALUES FROM (10) TO (100),
test_3 FOR VALUES FROM (100) TO (1000),
test_4 FOR VALUES FROM (1000) TO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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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est_2 可以显示分区 test_2 的内在约束关系：
postgres=# \d+ test_2
Partition of: test FOR VALUES FROM (10) TO (100)
Partition constraint: ((n IS NOT NULL) AND (n >= 10) AND (n <
100))
2. 多列作为 KEY 值
下面以 2 列作为 KEY 值为例：
create table test(n1 int, n2 int) partition by range(n1, n2);
create table test_1 partition of test for values from (0, 0) to (10,
100);
create table test_2 partition of test for values from (10, 100) to
(20, 200);
create table test_3 partition of test for values from (20, 200) to
(30, 300);
create table test_4 partition of test for values from (30, 300) to
(40, 400);
同样/d+ test 可以显示主表及分区信息：
postgres=# \d+ test
Partition key: RANGE (n1, n2)
Partitions: test_1 FOR VALUES FROM (0, 0) TO (10, 100),
test_2 FOR VALUES FROM (10, 100) TO (20, 200),
test_3 FOR VALUES FROM (20, 200) TO (30, 300),
test_4 FOR VALUES FROM (30, 300) TO (40, 400)
\d+ test_2 显示分区 test_2 的信息：
postgres=# \d+ test_2
Partition of: test FOR VALUES FROM (10, 100) TO (20, 200)
Partition constraint: ((n1 IS NOT NULL) AND
(n2 IS NOT NULL) AND
((n1 > 10) OR ((n1 = 10) AND (n2 >= 100))) AND
((n1 < 20) OR ((n1 = 20) AND (n2 < 200))))
需要注意的是，两列作为 KEY 的话，分区约束条件并不是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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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 =< n1 < 20 且 100 =< n2 < 200。这是一个组合约束条
件，

列表分区（list partition）
列表分区的 KEY 只能包含一个。
在列表分区中，分区规则是由 KEY 的一系列离散值组成。也就是向列表分
区插入数据时，只有等于这些离散值时才会执行插入。
很明显，当 KEY 值是非连续的，离散的时候，创建分区表比较适合列表分
区。
iii. 语法
创建主表语法：
CREATE TABLE 表名 ( [{ 列名称 数据_类型} [, ... ] ] )
PARTITION BY LIST( { 列名称 } );
参数说明：
⚫ LIST 关键字表示进行列表分区。
⚫ LIST 关键字后只能有一个字段。
创建分区语法：
CREATE TABLE 表名 PARTITION OF 主表 FOR VALUES
IN ( 表达式 [, ...] ) [ TABLESPACE 表空间名 ];
参数说明：
⚫ IN 关键字表示列表分区约束的离散值。
iv. 示例
CREATE TABLE sales (product_id int, saleroom int, province text)
PARTITION BY LIST(province);
CREATE TABLE sales_east PARTITION OF sales FOR VALUES IN ('山东','

江苏','上海');
CREATE TABLE sales_west PARTITION OF sales FOR VALUES IN ('山西','

陕西','四川');
CREATE TABLE sales_north PARTITION OF sales FOR VALUES IN ('北京
','河北','辽宁');
CREATE TABLE sales_south PARTITION OF sales FOR VALUES IN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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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d+ sales；显示主表及分区信息：
postgres=# \d+ sales
Partition key: LIST (province)
Partitions: sales_east FOR VALUES IN ('山东', '江苏', '上海'),
sales_north FOR VALUES IN ('北京', '河北', '辽宁'),
sales_south FOR VALUES IN ('广东', '福建'),
sales_west FOR VALUES IN ('山西', '陕西', '四川')
\d+ sales_east;显示分区约束信息：
postgres=# \d+ sales_east
Partition of: sales FOR VALUES IN ('山东', '江苏', '上海')
Partition constraint: ((province IS NOT NULL) AND
(province = ANY (ARRAY['山东'::text, '江苏'::text, '上海
'::text])))

哈希分区（hash partition）
所谓哈希分区就是分区规则将分区创建的 KEY 根据内部的哈希运算结果然
后映射到相应的分区中去。具体的映射关系为，插入数据的 KEY 值在进行哈希
运算等算法后会返回一个序号值，然后拿该序号值和创建分区时给分区分配的序
号值比较，相等则插入相应的分区。
哈希分区的 KEY 目前仅支持一个字段。
HASH 分区适用于无法有效划分分区范围，即不适用于范围分区和列表分区
的场景，比如由很长的字符串组成的 ID 号，并且查询时以 ID 做为查询条件之
一，那么此时就比较合适对其进行哈希分区。哈希分区还有一个用途就是起到对
数据进行平均分配到各个分区中的效果，特别是在大数据量且 KEY 值没有重复
的情况下。
创建主表：
功能：
创建哈希分区表主表。
语法：
CREATE TABLE table_name ( column_name data_type )
PARTITION BY HASH ( { column_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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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table_name：分区表主表名
column_name：分区表字段，分区 key 值
创建子表：
功能：
创建哈希分区表子表。
语法：
CREATE TABLE table_name
PARTITION OF parent_table
FOR VALUES
WITH ( MODULUS numeric_literal, REMAINDER numeric_literal )
参数：
table_name：分区子表名
parent_table: 分区父表名
numeric_literal：分区 key 值
说明：
进行取模运算，insert_value % modulus = remainder
MODULUS：分区数
REMAINDER：余数

示例：
create table test_hash(id int, date date)
partition by hash(id);
create table test_hash_1 partition of test_hash
for values with(modulus 2, remainder 0);
create table test_hash_2 partition of test_hash
for values with(modulus 2, remainder 1);
\d+ test_hash
Table "public.test_hash"
135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Column | Type

| Collation | Nullable | Default | Storage | Stats

target | Description
--------+---------+-----------+----------+---------+---------+--------------+-----------id

| integer |

date

| date

|

|

| plain

|

|
|

|

|

| plain

|

|
Partition key: HASH (id)
Partitions: test_hash_1 FOR VALUES WITH (modulus 2, remainder 0),
test_hash_2 FOR VALUES WITH (modulus 2,
remainder 1)
\d+ test_hash_1
Table "public.test_hash_1"
Column | Type

| Collation | Nullable | Default | Storage | Stats

target | Description
--------+---------+-----------+----------+---------+---------+--------------+-----------id

| integer |

date

| date

|

|

| plain

|

|
|

|

|

| plain

|

|
Partition of: test_hash FOR VALUES WITH (modulus 2, remainder 0)
Partition constraint: satisfies_hash_partition('16603'::oid, 2, 0, id)
insert into test_hash select generate_series(1, 10), current_date;
select tableoid::regclass, * from test_hash;
tableoid

| id |

date

-------------+----+-----------test_hash_1 | 3 | 2018-10-22
test_hash_1 | 4 | 2018-10-22
test_hash_1 | 7 | 2018-10-22
test_hash_1 | 10 | 201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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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_hash_2 | 1 | 2018-10-22
test_hash_2 | 2 | 2018-10-22
test_hash_2 | 5 | 2018-10-22
test_hash_2 | 6 | 2018-10-22
test_hash_2 | 8 | 2018-10-22
test_hash_2 | 9 | 2018-10-22
(10 rows)
注意：
该版本 Hash 分区表不支持混合多层嵌套模式，只允许 Hash 分区
表嵌套 Hash 分区表。

分区表的系统表
事实上，分区表中的每个分区都是以表对象的形式存在，其表结构是完全继
承自分区表的主表。
分区表中的分区信息可以从系统表 pg_partitioned_table 和 pg_class 查看。系
统 表 pg_partitioned_table 用 于 记 录 分 区 表 主 表 信 息 ， 具 体 参 照 系 统 表
pg_partitioned_table。系统表 pg_class 用于记录分区表子分区信息，pg_class 有字
段值 relispartition，relpartbound 用于标识分区类型。

分区表的其他操作
2.2.8.7.1 ATTACH 普通表
ATTACH 操作就是把一个普通表变为分区表的一个子分区，当然前提是该
普通表和分区表有着相同的表结构。
目前范围分区和列表分区支持该操作，哈希分区还不支持。
范围分区：
ALTER TABLE 主表名 ATTACH PARTITION 表名 FOR VALUES
FROM{ ( 表达式 [, ...] ) | MINVALUE } [, ...]
TO { ( 表达式 [, ...] ) | MAXVALUE } [, ...];
列表分区：
ALTER TABLE 主表名 ATTACH PARTITION 表名 FOR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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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 表达式 [, ...] );
v. 示例
以前面创建的分区为例：
create table test_attach(like test);
alter table test attach partition test_attach for values from (10000) to
(MAXVALUE);
CREATE TABLE sales_foreign (like sales) ;
ALTER TABLE sales ATTACH PARTITION sales_foreign FOR
VALUES IN('美国','日本');
vi. 说明
在对普通表进行 ATTACH 操作时，如果该普通表中有数据，则表
中的数据会进
行校验是否符合约束条件。
b) DETACH 操作
DETACH 操作是把主表的分区变成普通表，是 ATTACH 的反操作。
i. 语法
ALTER TABLE 主表名 DETACH PARTITION 分区名;
ii. 示例
alter table test detach partition test_attach;
alter table sales detach partition sales_foreign;
2. 限制
a) Range partition 和 list partition 的 key 不能为 null
b) 主表的字段不能定义主键或唯一约束
c) Update table 时，更新的 values 值必须在分区内，否则更新失败
d) Foreign table 可以被定义成分区，但是聚合下推不能执行
e) 索引只能在分区中创建，在主表创建不能继承到分区中
f) 分区表主表和普通表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g) 分区表虽然也是基于继承表，但是不具备有些继承特性。
i. 分区除了主表外，不能继承其他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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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一个普通表不能继承分区表主表
e ) 当 partitions 是外部表时，insert 可以重定向
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有：
 由于分区表中的分区是以表对象的形式存在，所以在同一个模式中，
所有分区表中的分区不能重名。
 分区表中的分区继承主表的主键约束或唯一约束时，如果定义约束
的字段不是定义分区表依据的字段，则主键约束或唯一约束的唯一性只
是针对分区表中的分区而不是主表。
 哈希分区只能增加分区，不能 DROP 分区，但可以 TRUNCATE 分
区。

2.3

备份和恢复

由于包含着有价值的数据，HighGo DB 数据库应该定期备份。虽然这个过程
相当简单，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理解做这件事所用的一些技巧和假设。
备份 HighGo DB 数据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方法：
•

SQL 转储

•

文件系统级别的备份

•

连续归档

每种备份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后面的章节中会一一讨论。

2.3.1

SQL 转储

SQL 转储方法的思想是创建一个由 SQL 命令组成的文件，当把这个文件回
馈给服务器时，将重建与转储时状态一样的数据库。HighGo DB 为这个用途提供
了 pg_dump 工具。这条命令的基本用法是：
pg_dump dbname > outfile
正如您所见，pg_dump 把结果输出到标准输出。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这样做
有什么好处。上面的命令创建了一个文本文件，pg_dump 也可以创建其他格式的
文件，以允许并行和更细粒度的控制对象恢复。
pg_dump 是一个普通的 HighGo DB 客户端应用。这就意味着您可以从任何
可以访问该数据库的远端主机上面进行备份工作。但是请记住 pg_dump 不会以
任何特殊权限运行。具体说来，就是它必须要有您想备份的表的读权限，因此，
如果要备份整个数据库，您几乎只能使用数据库超级用户。（如果你没有足够的
权限备份整个数据库，你仍然可以使用选项，比如-n schema 或-t table，备份你有
权限的部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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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声明 pg_dump 连接哪个数据库服务器，使用命令行选项 -h host 和-p port。
默认主机是本地主机或环境变量 PGHOST 声明的值。类似的，缺省端口是环境
变量 PGPORT 或(如果环境变量不存在的话)内置的缺省值。服务器通常都有相同
的缺省，所以还算方便。
和任何其它 HighGo DB 客户端应用一样，pg_dump 缺省使用与当前操作系
统用户名同名的数据库用户名进行连接。要使用其他名字，要么声明-U 选项，
要么设置环境变量 PGUSER。请注意 pg_dump 的连接也和普通客户应用一样要
通过客户认证机制。
pg_dump 对于其他备份方法的一个重要优势是，pg_dump 的输出一般可以被
重新加载到 HighGo DB 的新版本，而文件级备份和连续归档都是特定于服务器
版本的。pg_dump 是把数据库移到另一个机器架构上的唯一方法，例如从 32 位
到 64 位的服务器。
由 pg_dump 创建的备份在内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转储表现了 pg_dump
开始运行时刻的数据库快照，在 pg_dump 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更新将不会被转储。
pg_dump 工作的时候并不阻塞其它的对数据库的操作 (但是会阻塞那些需要排
它锁的操作，比如 ALTER TABLE)。

从转储中恢复
pg_dump 生成的文本文件可以由 psql 程序读取。从转储中恢复的常用命令
是：
psql dbname < infile
这里的 infile 是 pg_dump 命令的输出文件。这条命令不会创建 dbname 数据
库，您必须在执行 psql 前自己从 template0 创建(也就是用 createdb -T template0
dbname 命令)。psql 支持类似 pg_dump 的选项用以控制要连接的数据库服务器和
要使用的用户名。非文本文件转储可以使用 pg_restore 工具来恢复。
在开始运行恢复之前，转储库中对象的拥有者以及在其上被授予了权限的用
户必须已经存在。如果这些不存在，那么恢复过程将无法将对象创建成具有原来
的所属关系以及权限。(有时候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但通常不是。)
缺省时，psql 脚本在遇到错误的时候仍然继续执行。您可以在运行 psql 时设
置变量 ON_ERROR_STOP 来保证在遇见错误的时候退出 psql 并返回状态码 3：
\set ON_ERROR_STOP
不管上述哪种方法都只能得到部分恢复了的数据库。您可以将整个恢复过程
当成一个单独的事务，这样就能够保证要么全部恢复成功，要么全部回滚。可以
通过向 psql 传递-1 或--single-transaction 命令行参数达到此目的。使用这个模式
的时候即使一个很微小的错误也将导致已经运行了好几个小时的恢复过程回滚。
尽管如此，这仍然比在一个部分恢复后手工清理复杂的数据库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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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dump 和 psql 可以通过管道读写，这样我们就可能从一台主机上将数据
库目录转储到另一台主机上，比如：
pg_dump -h host1 dbname | psql -h host2 dbname
重要：pg_dump 生成的转储输出是相对于 template0 的。这就意味着任何加
入到 template1 的语言、过程等都会经由 pg_dump 转储。这样在恢复的时候，如
果您使用的是自定义的 template1，那么您必须从 template0 中创建空的数据库，
就像我们上面的例子那样。
一旦完成恢复，在每个数据库上运行 ANALYZE 是明智的举动，这样优化器
就有可用的统计数据了。

使用 pg_dumpall
pg_dump 每次只转储一个数据库，而且它不会转储关于角色或表空间（因为
它们是集簇范围的）的信息。为了支持方便地转储一个数据库集簇的全部内容，
提供了 pg_dumpall 程序。pg_dumpall 备份一个给定集簇中的每一个数据库，并
且也保留了集簇范围的数据，如角色和表空间定义。这个命令的基本用法是：
pg_dumpall > outfile
生成的转储可以用 psql 恢复：
psql -f infile highgo
实际上，您可以指定恢复到任何已有的数据库，但是如果您是向一个空的数
据库集群装载，那么 highgo 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恢复 pg_dumpall 的转储的时
候通常需要数据库超级用户权限，因为我们需要它来恢复角色和表空间信息。如
果使用了表空间，需要注意转储中的表空间路径必须适合新的数据库。
pg_dumpall 工作时会发出命令重建角色、表空间、空数据库，然后为每个数
据库备份调用 pg_dump。这意味着每个数据库自身是一致的，不同数据库的快照
并不同步。
集群范围的数据可以使用 pg_dumpall --globals-only 选项单独转储。如果在
单独的数据库上运行 pg_dump 命令，那么这是备份整个集群所必需的。

处理大型数据库
一些操作系统的文件是有最大上限的，这就会在创建大的 pg_dump 输出文
件时出现问题。幸运的是，因为 pg_dump 输出到标准输出，您可以用标准的 Unix
工具绕开这个问题。有几种可能的方法：
使用压缩转储。使用您熟悉的压缩程序(比如 gzip)：
pg_dump dbname | gzip > filename.gz
用下面命令恢复:
gunzip -c filename.gz | psql db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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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cat filename.gz | gunzip | psql dbname
使用 split 工具。split 命令允许用下面的方法把输出分解成操作系统可以接
受的大小。比如，让每个块大小为 1MB ：
pg_dump dbname | split -b 1m - filename
用下面命令恢复：
cat filename* | psql dbname
使用 pg_dump 自定义的转储格式。如果 HighGo DB 所在的系统上安装了 zlib
压缩库，那么自定义转储格式将在写入输出文件的时候压缩数据。它会生成和使
用 gzip 类似大小的转储文件，但是还附加了一个优点：您可以有选择地恢复库
中的表。下面的命令用自定义转储格式转储一个数据库：
pg_dump -Fc dbname > filename
自定义格式的转储不是 psql 的脚本，需要使用 pg_restore 恢复。例如：
pg_restore -d dbname filename
对于大型数据库来说，您可能需要把 split 结合另外两个方法之一使用。
使用 pg_dump 的并行转储功能。为了加快大数据库的转储，你可以使用
pg_dump 并行模式。这将同时转储多个表。你可以使用-j 参数控制并行性程度。
并行转储只支持"目录"归档模式。
pg_dump -j num -F d -f out.dir dbname
你可以使用 pg_restore -j 并行地恢复转储。它只适合于"自定义"或者"目录"
格式的备份文件，不管该文件是否是使用 pg_dump -j 创建的。

2.3.2

文件系统级别的备份

另一种备份策略是直接拷贝 HighGo DB 用于存放数据库数据的文件。您可
以用任何自己喜欢的方法备份文件系统，例如:
tar -cf backup.tar /usr/local/highgo/data
不过，您要受到两个限制，令这个方法不那么实用，或者至少比 pg_dump 的
方法逊色一些：
1. 为了进行有效的备份，数据库服务器必须被关闭。像拒绝所有连接这样的
折衷的方法是不行的。(一部分是因为 tar 和类似的工具不能对文件系统的状态做
原子快照，另一部分是因为服务器的内部缓冲问题。)当然，恢复数据之前也需要
关闭服务器。
2. 如果您曾经深入了解了数据库在文件系统布局的细节，你可能会有兴趣尝
试通过相应的文件或目录来备份或恢复特定的表或数据库。这样做是没用的，因
为如果不提交日志文件（pg_xact/*），包含在这些文件里的信息是不可用的，
pg_xact/*它包含所有事务的提交状态。只有拥有这些信息，表文件的信息才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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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当然，试图只恢复表和相关的 pg_xact 数据也是徒劳的，因为这会导致数
据库集簇中所有其他表变得无用。所以文件系统的备份只适用于完整备份和恢复
整个数据库集群。
另外一个文件系统备份的方法是给数据目录做一个"一致的快照"，条件是文
件系统支持这个功能。典型的过程是制作一个包含数据库的卷的"冻结快照"，然
后把整个数据库目录从快照拷贝到备份设备，然后释放冻结快照。这样甚至在数
据库服务器运行的时候也有效。不过，以这种方式创建的备份保存的文件看起来
就像数据库没有被正确关闭时的状态；因此，如果您在这个备份目录下启动数据
库服务器，它就会认为数据库服务器经历过崩溃然后重放 WAL 日志。这不是个
问题，只要意识到它即可(并且确信在自己的备份中包含 WAL 文件)。你可以在
拍摄快照之前执行一次 CHECKPOINT 以便节省恢复时间。
如果您的数据库分布在多个文件系统上，那么可能就没有任何方法获取所有
卷上准确的同步冻结快照。比如，您的数据文件和 WAL 日志在不同的磁盘上，
或者表空间在不同的文件系统上，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使用快照，因为快照必须
是同步的。在这些情况下，一定要仔细阅读你的文件系统文档以了解其对一致快
照技术的支持。
如果同步快照是不可能的，一个选择就是关闭数据库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建立
所有的冻结快照。另一个选择是执行连续归档基础备份，这种备份不受备份期间
文件系统更改的影响。这需要在备份时启用连续归档；恢复时使用连续存档。
还有一个选择是使用 rsync 执行文件系统备份。在数据库服务器正在运行的
时候运行第一次 rsync，然后关闭数据库服务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来执行 rsync -checksum。（--checksum 是必要的，因为 rsync 只有 1 秒的文件修改时间粒度。）
第二次 rsync 会比第一次快很多，因为它要传输的数据相对较少，由于服务器是
停止的， 所以最终结果将是一致的。这个方法允许用很少的时间执行一次文件
系统备份。
还要说明的是，文件系统备份通常会比 SQL 转储大。（比如 pg_dump 不用
转储索引的内容，只是转储用于创建它们的命令。）但是，做一次文件系统备份
可能更快。

2.3.3

连续归档和时间点恢复(PITR)

在任何时候，HighGo DB 都在集群的数据目录的 pg_wal/子目录里维护着一
套预写日志(WAL)。这些日志存在是为了保证崩溃后的安全：如果系统崩溃，数
据库可以通过"重放"上次检查点以来的日志记录以恢复数据库的完整性。该日志
的存在也使得第三种备份数据库的策略变得可能：我们可以组合文件系统备份与
WAL 文件的备份。如果需要恢复，我们就恢复文件系统备份，然后重放备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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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WAL 文件，把系统恢复到当前的状态。这个方法对管理员来说，明显比以前
的方法更复杂，但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一个非常完美的一致的文件系统备份。任何备份

内部的不一致都会被日志重放动作修改正确(这个和崩溃恢复时发生的事情没什
么区别)。因此我们不需要文件系统快照的功能，只需要 tar 或者类似的归档工具。
•

因为我们可以把无限长的 WAL 文件序列连接起来，所以连续的备份可以

通过连续地对 WAL 文件归档来实现。这个功能对大数据库特别有用，因为大数
据库的完全备份可能并不方便。
•

不需要重放所有的 WAL。我们可以在任意点停止重放，这样就得到数据

库当时的一致快照。因此，这个技术支持时间点恢复：我们可以把数据库恢复到
您开始备份以来的任意时刻的状态。
•

如果我们持续把 WAL 文件输送给另一台已经装载了相同基础备份文件的

机器，我们就有了一套热备份系统：在任何点我们都可以启动第二台机器，而它
拥有近乎当前的数据库的副本。
注意：pg_dump 和 pg_dumpall 不产生文件系统级别的备份，并且不能用于
连续归档方案。这类转储是逻辑的并且不包含足够的信息用于 WAL 重放。
和简单的文件系统备份技术一样，这个方法只能支持整个数据库集群的恢复。
同样，它还要求大量的归档存储：基础备份量可能很大，而且忙碌的系统将生成
大量需要存档的 WAL 流量。但是，它仍然是在需要高可靠性的场合下的最好的
备份技术。
要想从连续归档中成功恢复，你需要一个从基础备份时间开始的连续的归档
WAL 文件序列。因此，要想开始备份，您应该在开始第一次基础备份之前，建
立并测试 WAL 文件的归档过程。对应地，我们首先讨论归档 WAL 文件的机制。

建立 WAL 归档
抽象来看，一个运行中的 HighGo DB 系统生成一个无限长的 WAL 日志序
列。系统物理上把这个序列分隔成 WAL 段文件，通常每段 16M(在编译 HighGo
DB 的时候可以改变其大小)。这些段文件的名字是数值命名的，这些数值反映他
们在 WAL 序列中的位置。在不使用 WAL 归档的时候，系统通常只是创建几个
段文件然后"循环"使用它们，方法是把不再使用的段文件的名字重命名为更高的
段编号。系统假设内容位于最后一个检查点之前的段文件是无用的且可以被回收。
在归档 WAL 数据时，我们希望在每个段文件填充满之后捕获其内容，并且
在段文件被循环利用之前把这些数据保存在某处。根据应用以及可用的硬件的不
同，我们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把数据保存在某处"：我们可以把段文件拷贝到
一个已挂载的位于另一台机器上的 NFS 目录，或者将它们写出到一个磁带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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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确保你有办法标识每个文件的原始文件名)，或者把它们打成包录到 CD 里，
或者是其它的什么方法。为了给数据库管理员提供最大可能的灵活性，HighGo
DB 试图不对如何归档做任何假设。取而代之的是，HighGo DB 让管理员声明一
个归档目录来拷贝一个完整的段文件到它需要去的地方。
为了使用 WAL 归档，设置 wal_level 配置参数为 archive 或更高，archive_mode
为 on，归档目录由配置参数 archive_directory 声明，这些设置实际上总是放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里的。路径名相对于当前的工作目录，即集群的数据目录。
archive_directory 参数的赋值形式如下：
archive_directory=../standalone/archive/%f # Unix
archive_directory= "D:\\pgdb\\standalone\\archive\\%f" # Windows
它将把 WAL 段拷贝到/standalone/archive 目录。（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并非
我们建议的方法，可能不能在所有系统上都正确运行。）
归档命令将在运行 HighGo DB 服务器的同一个用户的权限下执行，因此被
归档的 WAL 文件实际上包含您的数据库里的所有东西，所以您应该确保自己的
归档数据不会被别人窥探；比如，归档到一个没有组或者全局读权限的目录里。
在设置归档环境的时候，请考虑一下如果归档命令失败会发生什么情况，因
为有些情况要求操作者的干涉，或者是归档空间不够了。比如，如果您往磁带机
上写，但是没有自动换带机，那么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磁带满了，那就
除非换磁带，否则啥事也做不了。您应该确保任何的错误情况或者任何要求操作
员干涉的情况都会被合理的记录以确保问题会被快速合理地解决。否则 pg_wal/
目录会不停地填充 WAL 段文件，直到问题解决。(如果文件系统被 pg_wal/填满，
HighGo DB 会做一个 PANIC 关闭，已提交的事务不会丢失，但是服务器将保持
脱机状态，直到您释放一些空间。)
归档命令的速度并不要紧，只要它能跟上您的服务器生成 WAL 数据的平均
速度即可。即使归档进程稍微落后，正常的操作也会继续进行。如果归档进程慢
很多，就会增加灾难发生时丢失的数据量。同时也意味着 pg_wal/目录包含大量
未归档的日志段文件，并且可能最后超出了磁盘空间。我们建议您监控归档进程，
确保它是按照您的期望运转的。
在写自己的归档命令的时候， 您应该假设被归档的文件名最长 64 个字符并
且可以包含 ASCII 字母、数字、点的任意组合。
请注意尽管 WAL 归档允许您恢复任何对 HighGo DB 数据库的修改，但它不
会恢复对配置文件的修改(postgresql.conf, pg_hba.conf,pg_ident.conf)，因为这些文
件都是手工编辑的，而不是通过 SQL 操作来编辑的。所以建议您将配置文件放
在一个日常文件系统备份过程可处理到的地方。
因为归档命令仅在已经完成的 WAL 段上调用，因此，如果您的服务器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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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很小的 WAL 流量或段之间的间隔很长，那么在事务完成之后与其被安全归档
之间就会存在很长的延时。为了限制未归档数据的最长期限，可以设置
archive_timeout 强制服务器切换 WAL 段之间的时间间隔。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强制切换而提早结束的已归档文件的大小与 完整的归档文件相同。因此将
archive_timeout 设为一个很小的值是不明智的，它将很快耗尽归档空间。将
archive_timeout 设置为 60 秒左右通常是比较合理的。
同样，如果您想确保刚刚完成的事务被立即归档，那么也可以通过
pg_switch_wal 手动强制切换段文件。
当 wal_level 是 minimal 时，一些 SQL 命令将被优化用以避免记录到 WAL
中。如果在执行这些语句时开启了归档或流复制，WAL 可能无法为存档恢复提
供足够的信息。（崩溃恢复不受影响。）由于这个原因，wal_level 只能在服务器
启动时修改。然而，archive_directory 可以通过重载配置文件改变。如果您希望暂
时停止归档，一个方法是把 archive_directory 设置成空字符('')。这样的话 WAL 文
件在 pg_wal/中积累，直到为 archive_directory 设置一个可用的值。

进行一次基础备份
执行基础备份最简单方式是使用 pg_basebackup 工具，它使用普通文件或者
tar 归档创建基础备份。如果需要比 pg_basebackup 更高的灵活性，你也可以使用
低级 API（参阅下一节）创建基础备份。
不必担心创建基础备份所需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正常运行禁用了
full_page_writes 的服务器，你可能会注意到备份运行时的性能下降 ，因为
full_page_writes 在备份模式期间会被强制实施。
要使用这个备份，你需要保存所有备份开始以及之后的 WAL 段文件。为了
帮助你实现这个任务，基础备份过程会创建一个备份历史文件，它马上存储到
WAL 归档区域。该文件以文件系统备份中你需要的第一个 WAL 段文件命名。
比如，如果开始的 WAL 文件是 0000000100001234000055CD，那么备份历史文
件将命名为类似 0000000100001234000055CD.007C9330.backup 这样的东西。这
个文件名的第二部分表示在该 WAL 文件里面的准确位置，通常可以被忽略。一
旦你已经安全地归档了文件系统备份和在备份过程中需要使用的 WAL 段文件
（如备份历史文件中所指定的） ，所有名字在数字上低于备份历史文件中记录
值的已归档 WAL 段对于恢复文件系统备份就不再需要了，并且可以被删除。但
是你应该考虑保持多个备份集以绝对保证你能恢复你的数据。
备份历史文件只是一个小的文本文件。它包含你给予 pg_basebackup 的标签
字符串，以及备份的起止时间以及起止 WAL 段。如果你使用该标签来标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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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储文件，则已归档的历史文件足以说明需要哪个转储文件进行恢复。
由于你必须保存最后一次基础备份之后的所有归档 WAL 文件，那么两次基
础备份之间的时间间隔通常是根据你想在归档 WAL 文件上花多少存储空间来
定的。你还应该考虑你准备在恢复上花多少时间。如果需要恢复的话-系统将需
要重放所有需要的 WAL 段，而如果距离最后一次基础备份已经很长时间，则重
放过程将会花费较长时间。

使用低级别 API 进行基础备份
使用低级 API 制作一个基础备份的过程比 pg_basebackup 方法要包含更多的
步骤，但是相对简单。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步骤要按照顺序执行，并且在进行
下一步之前需要验证上一是否步成功。
1. 确保 WAL 归档打开并且可以正常工作。
2. 以数据库超级用户身份连接到数据库，发出命令：
SELECT pg_start_backup('label');
这里的 label 是任意您想用来唯一标识这次备份操作的字符串 (一个好习惯
是使用放置备份转储文件的完整路径)。pg_start_backup 在集群目录里创建一个
关于备份信息的备份标签文件，叫做 backup_label，包括开始时间和标签字符串。
该函数还在集簇目录中创建一个名为 tablespace_map 的表空间映射文件，记录
pg_tblspc/中的表空间符号链接信息，如果存在一个或多个这样的链接的话。如果
你需要从备份中恢复，这两个文件对备份的完整性是至关重要的。
您连接到集群中的哪个数据库并不重要。您可以忽略函数返回的结果；但是
如果它报告错误，那么在继续之前先处理它。
缺省时，pg_start_backup 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这是因为它执行了一个检查
点，并且检查点所需的 I/O 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分散，默认情况下是您设置的
内部检查点间隔的一半。这通常是您所想要的，因为这将查询处理的影响最小化。
如果您想快速的启动备份，使用：
SELECT pg_start_backup('label', true);
这将促使检查点尽快完成。
3. 使用任何方便的文件系统工具执行备份，比如 tar 或 cpio。
（不是 pg_dump
或 pg_dumpall）这些操作过程中既不需要关闭数据库，也不需要停止数据库的操
作。
4. 再次以数据库超级用户身份连接数据库，然后发出命令：
SELECT pg_stop_backup();
这将中止备份模式并自动切换到下一个 WAL 段。进行切换的原因是准备将
在备份期间生成的最新 WAL 段文件进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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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旦备份期间活动的 WAL 段文件被归档，你的工作就完成了。由
pg_stop_backup 的结果标识的文件是构成一个完整备份文件组所需的最后一个
段。如果 archive_mode 被启用，直到最后的段被归档 pg_stop_backup 才会返回。
因为您已经配置了 archive_directory，所以这些文件的归档将自动发生。在大多
数情况下这会很快发生，但是我们仍然建议您监视归档系统以确保不会有延迟。
如果由于归档命令失败归档进程已经落后，它会一直尝试直到归档成功和备份完
成 。 如 果 你 希 望 在 pg_stop_backup 的 执 行 上 设 置 一 个 时 间 限 制 ， 可 以 给
statement_timeout 设置适当的值。
有些工具在拷贝文件的时候，如果其正拷贝的文件改变了，就会发出警告或
者错误信息。在进行一个活跃数据库的基础备份的时候，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不
是错误；因此您必须能够区别这种报错和真正的错误。比如，有些版本的 rsync
会给"vanished source files"(消失的源文件)返回单独的退出码，您可以写一个驱动
脚本接受这样的退出码，把它当作非错误类型。还有，当复制 tar 的时候文件被
截断，有些版本的 GNU tar 返回一个与致命的错误无法区分的错误代码。幸运的
是，如果文件在备份时被改变，GNU tar 版本 1.16 在退出时显示 1，而 2 表示别
的错误。对于 GNU tar 版本 1.23 版和后期版本，您可以使用警告选项的-warning=no-file-changed --warning=no-file-removed 隐藏相关的警告消息。
要保证您的备份转储包括数据库集群目录(比如/usr/local/highgo/data)里的所
有文件。如果您使用了并未放置在这个目录里的表空间，也要将它们包含在内，
并且要确保您的备份转储将符号链接归档为链接，否则，恢复会把您的表空间搞
乱。
不过，您可以在备份转储文件里忽略集群目录下的 pg_wal/子目录。这个略
微调整的动作是值得的，因为它减少了恢复时的错误风险。如果 pg_wal/是一个
指向集群目录之外的符号连接，那么这件事情很容易处理，这是一种出于性能原
因的常见设置。你可能也希望排除 postmaster.pid 和 postmaster.opts，它们记录了
关于 postmaster 运行的信息，而与最终使用这个备份的 postmaster 无关。（这些
文件可能会使 pg_ctl 混淆）。
从备份转储中忽略集簇的 pg_replslot/子目录中的文件通常也是个好主意，这
样主控机上存在的复制槽就不会进行备份。否则，后续使用该备份创建一个备用
机，可能会导致在备用机上无期限保留 WAL 文件，并且如果启用了热备份反馈，
可能导致主控机膨胀，因为使用这些复制槽的客户端仍然将连接到主控机（而不
是在备用机）并且继续更新其上的复制槽。即使备份只是为了用于创建一个新的
主控机，拷贝复制槽也不是特别有用，因为这些复制槽的内容在新主机上线时很
有可能已经非常过时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 pg_start_backup 函数在数据库集群目录中创建了一个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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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_label 和 tablespace_map 的文件，它们会被 pg_stop_backup 删除。这两个
文件当然也会作为备份转储文件的一部分进行归档。备份标签文件包含了你指定
给 pg_start_backup 的标签字符串，以及 pg_start_backup 运行的时刻和起始 WAL
文件的名字。如果有混淆，那么我们可以在备份转储文件中查看然后判断转储文
件来自哪个备份会话。表空间映射文件包括它们存在于目录 pg_tblspc /中和每个
符号链接的完整路径中的符号链接名称。然而，这些文件不仅仅是为了给你信息，
它的存在和内容对系统的恢复过程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还可以在服务器停止的时候进行备份转储。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您不
能使用 pg_start_backup 或 pg_stop_backup，并且因此您必须靠自己的策略来跟踪
备份转储文件都是哪些，以及相关的 WAL 文件应该回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
最好遵循上面的连续归档过程。

使用一个连续归档备份进行恢复
好，现在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您需要从备份中恢复。下面是步骤：
1. 如果服务器正在运行，则停止服务器。
2. 如果您还有足够的空间，把整个集群数据目录和所有表空间拷贝到一个临
时位置，以防您之后还需要它们。请注意这个预防措施要求系统上有足够的剩余
空间来保存现有库的两份拷贝。如果您没有足够的空间，那么您至少需要保存集
群数据目录的 pg_wal 子目录的内容，因为它们可能包含系统宕掉的时候还没有
归档的日志。
3. 然后清理掉所有在该集群数据目录里的现存文件，以及所有您使用的表空
间根目录下的现存文件。
4. 从您的备份转储中恢复数据库文件。注意要使用正确的所有者(数据库系
统用户，而不是 root)和权限恢复它们。如果您使用了表空间，您可能需要核实在
pg_tblspc/里的符号连接都得到正确恢复。
5. 删除任何目前还在 pg_wal/里的文件，这些文件来自备份转储，因此它们
可能比目前的旧。如果您根本没有归档 pg_wal/，那么用适当的权限重建该目录，
注意如果以前它是一个符号链接，请确保你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建它。
6. 如果您有在步骤 2 里面保存的未归档 WAL 段文件,那么把它们拷贝到
pg_wal/。最好是拷贝它们，而不是把它们移动回来，这样即使发生了糟糕的事情，
您需要重启的时候，您也依然拥有未修改的文件。
7. 在集群数据目录里创建一个恢复命令文件 recovery.conf。您可能还需要临
时修改 pg_hba.conf 以避免普通用户连接，直到您确信数据库服务已正常恢复。
8. 启动服务器。服务器将进入恢复模式并且继续读取它需要的 WAL 归档文
件。在遇见外部错误的时候应当中止恢复过程，然后重新启动服务器，这样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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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继续进行恢复工作。在恢复过程完成后, 服务器将把 recovery.conf 重命名为
recovery.done 以避免以后意外的重新进入恢复模式，然后开始正常的数据库操作。
9. 检查数据库的内容以确保您已经恢复到您期望的状态。如果还没有，回到
步骤 1 。 如果一切正常，则恢复 pg_hba.conf 成正常状态以允许普通用户登录。
所有这些操作的关键是设置一个恢复配置文件，这个文件描述您希望如何恢
复以及恢复要运行到什么程度。您可以使用 recovery.conf.sample(通常在安装目
录的 share/子目录里)作为原型。您必须在 recovery.conf 里面声明的一个参数是
restore_directory，它告诉系统在哪获取归档的 WAL 文件段。它可以包含%f，这
个变量会被需要的日志文件名替换，以及%p，它会被日志文件被拷贝到的路径
名替换（路径名是相对于当前工作目录的，即集群的数据目录）。如果需要在路
径里嵌入一个真正的%字符，可以写成%%。
并非所有被请求的文件都是 WAL 段文件，你也许还会请求一些具有.backup
或 .history 后缀的文件。还要注意的是，%p 路径的基本名字和%f 不同，不要期
望它们可以互换。
归档中找不到的 WAL 段可以在 pg_wal/中看到；这样就允许使用最近没有
归档的段。但是在归档中的段将比 pg_wal/中的优先使用。
通常，恢复过程将处理所有可用的 WAL 段，从而把数据库恢复到当前时间
(或者尽可能接近给出的 WAL 段)。因此，一个正常的恢复会以"文件未找到"消息
结束，错误消息的确切文本取决于您对 restore_directory 的选择。您也可能在开
始恢复命名像 00000001.history 的文件时看到一个错误信息。这也是正常的，不
表示在这个简单的恢复情况中有问题。
但是如果您想恢复到某些以前的时刻点(比如，在菜鸟 DBA 删除您的主要事
务表之前)，那么只需要在 recovery.conf 里声明要求的停止点。您可以通过日期/
时间、命名恢复点或完成的特定事务 ID 来声明这个停止点，我们叫做"恢复目标
"。目前，只有日期/时间和命名恢复点选项比较有用，因为我们没有工具来帮助
您精确地标识应该使用哪个事务 ID 。
注意：请注意停止点必须在备份的完成时间之后(也就是 pg_stop_backup 的
时间)。您无法通过一个基础备份恢复到备份正在进行中的某个时刻。要想恢复
到该时刻，您必须使用您以前的基础备份，然后从那个位置向前滚动。
如果在恢复过程中发现在 WAL 数据中存在错误，那么恢复将在错误的地方
停止，并且不会启动服务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指定一个位于错误点之前的"
恢复目标"，然后从起始点开始重新运行恢复进程，这样恢复就可以正常完成。
如果由于外部原因(系统崩溃、无法读取 WAL 归档)导致恢复失败，那么可以简
单的重新启动恢复过程即可，它将从上次失败的地方继续。重新启动恢复过程与
检查点的操作非常类似：服务器周期性的强制将其状态记录到磁盘上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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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control 文件以标识已经处理的 WAL 数据不需要被再次扫描。

时间线
能够把数据库恢复到以前的某个时间点的能力导致了一些类似科幻小说里
的时间旅行和平行宇宙这样的复杂情况。例如，在数据库最初的历史里，可能您
在周二下午 5:15 删除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表，直到周三中午才意识到这么做是
错误的。然后有条不紊地拿出备份，将数据库恢复到周二下午 5:14 的时间点，
然后开始运行。在这个数据库宇宙的历史里，您从来没有删除过那个表。但是假
如您后来认识到这么干是错误的，并且想回到最初的历史中的周三早上的某一点。
您没法这么干，因为在数据库运行的时候，它覆盖了一些 WAL 段文件，这些段
文件可能就是您回到某个时间点所必需的 WAL 文件。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你需要将完成时间点恢复后生成的 WAL 记录序列与初始数据库历史中产生的
WAL 记录序列区分开来。
为了处理这些问题，HighGo DB 有个叫时间线的概念。当归档恢复完成时，
那么就创建一个新的时间线，以表示在该次恢复之后生成的 WAL 记录。时间线
ID 号是 WAL 段文件名的一部分，因此新的时间线并不会覆盖以前的时间线生成
的 WAL 数据。实际上我们可以归档许多不同的时间线。虽然这些看起来像没用
的特性，但它却常常可能是救命稻草。考虑一下您并不很确信应该恢复到哪个时
刻的情况，这个时候您不得不进行多次时间点恢复测试然后从中找到旧历史中最
好的分支。如果没有时间线，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很快就会导致无法管理的混乱。
有了时间线，您可以恢复到任意以前的状态，包括恢复到您后来放弃的时间线分
支的状态。
每当创建一个新的时间线的时候，HighGo DB 都创建一个"时间线历史"文件，
它显示自己从哪个时间线分出来，以及何时分出来的。系统从包含多个时间线的
归档中进行恢复时，这些历史文件对于允许系统选取正确 WAL 段文件非常重要。
因此，它们像 WAL 段文件一样归档到 WAL 归档里。历史文件只是很小的文本
文件(不像段文件很大)，所以无期限地保存他们代价很小，也值得做。如果您喜
欢，您可以在历史文件里加入注释，记录自己为什么设置这个时间线以及如何设
置的等信息。当你由于试验的结果拥有了一大堆错综复杂的不同时间线时，这种
注释将会特别有价值。
恢复的缺省的行为是沿着与基础备份相同的时间线恢复。如果您想恢复到某
些子时间线，也就是，你希望回到在一次恢复尝试后产生的某个状态。您需要在
recovery.conf 里声明目标时间线 ID。您无法恢复到比基础备份更早的时间线分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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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范例
这里给出了一些配置连续归档的建议。

2.3.3.6.1 单机热备份
可以使用 HighGo DB 的备份功能产生单机热备份。这些备份不能被用于时
间点恢复，然而备份和恢复时要比使用 pg_dump 转储更快。（他们也比 pg_dump
转储大，所以在一些情况中，速度并不占优势。）
在基础备份的帮助下，产生一个单机热备份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
pg_basebackup 工具。如果你在调用它时使用了-X 参数，使用该备份所需的所有
事务日志将会被自动包含在该备份中，并且恢复该备份也不需要特殊的动作。
如果在复制备份文件时需要更多灵活性，也可以使用一个较低层的处理来创
建单机热备份。要为低层单机热备份做准备，把 wal_level 设置成 archive 或更高，
把 archive_mode 设置成 on，并且设置一个 archive_directory，该参数仅当开关文
件（switch file）存在时执行归档。
有了这个准备，可以使用一个如下所示的脚本来建立备份：
touch /var/lib/highgo/backup_in_progress
psql -c "select pg_start_backup('hot_backup');"
tar -cf /var/lib/highgo/backup.tar /var/lib/highgo/data/
psql -c "select pg_stop_backup();"
rm /var/lib/highgo/backup_in_progress
tar -rf /var/lib/highgo/backup.tar /var/lib/highgo/archive/
开关文件/var/lib/highgo/backup_in_progress 首先被创建，将完成的 WAL 文
件进行归档。备份完成之后开关文件会被删除，归档 WAL 文件则被添加到备份
中，这样基础备份和所有必需的 WAL 文件都是同一个 tar 文件的一部分。请记
得给您的备份脚本添加错误处理。

警告
目前，连续归档技术还有几个局限。它们可能在将来的版本中修补：
•

在 Hash 索引上的操作目前没有使用 WAL 记录日志，所以重放就不会更

新这些索引类型。这将意味着任何新的插入都会被索引忽略，更新的行会消失，
删除的行将仍然保留指针。也就是说，如果您修改了一个具有 hash 索引的表，
您将会在备用服务器上得到一个不正确的查询结果。当恢复完成后，建议您手动
REINDEX 每一个这样的索引。
•

如果在进行数据库备份的时候发出一个 CREATE DATABASE 命令，然后

在这个过程中 CREATE DATABASE 命令拷贝的模板数据库被修改，那么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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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进行恢复的数据库很有可能导致这些修改也传播到新创建的数据库中去。这
个行为当然是我们不希望的。为了避免这种风险，最好不要在进行数据库备份的
时候修改任何模板数据库。
•

CREATE TABLESPACE 命令是用文本的绝对路径记录 WAL 日志的，因

此在重放时会以相同的绝对路径重新创建表空间。如果日志是在另外一台机器上
重放，那么这个行为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即使在同一台机器，但是在一个新的
数据目录里重放日志，都很可能是危险的：重放仍将会覆盖原来的表空间的内容。
为了避免这类的潜在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在创建或者删除表空间之后进行一次新
的基础备份。
还要注意，缺省的 WAL 格式体积相当大，因为它包含许多磁盘页快照。这
些磁盘页快照设计用于支持崩溃恢复，因为我们可能需要修补部分写入的磁盘页。
根据您的系统硬件和软件的不同，这种部分写入的危险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这种
情况下，您可以通过使用 full_page_writes 关闭磁盘页面快照，从而大大减少归
档日志的总尺寸。关闭页面快照并不阻止日志使用 PITR 操作。一个将来需要开
发的功能是在 full_page_writes 打开的时候，通过删除不需要的磁盘页副本来压
缩归档的 WAL 数据。同时，管理员可以通过尽量合理地增加检查点的时间间隔
来减少包含在 WAL 里的页面快照。

2.3.4

日志挖掘工具 walminer
简介

walminer 工具是库级别的日志分析工具，可以分析在线或归档日志文件中的
内容，主要针对数据表的 DDL 和 DML 语句，对于 insert/update/delete 操作还可
以执行 op_undo 语句进行误操作恢复。
walminer 还可以拷贝其他数据库的数据字典和 wal 日志进行分析。
注意：使用 walminer 工具需要将 wal_level 修改为 logical，否则会导致分析
的 sql 语句有问题。

安装
walminer 以 extension 方式安装，并通过 pg_extension 管理及查看版本信息，
安装并执行 walminer 需 superuser 用户权限。
highgo=# create extension walminer ;
CREATE EXTENSION
highgo=#
highgo=# select * from pg_exten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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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name

| extowner | extnamespace | extrelocatable | extversion | extconfig |

extcondition
-----------+----------+--------------+----------------+------------+-----------+------------plpgsql

|

10 |

11 | f

| 1.0

|

10 |

2200 | t

| 1.0

|

|
walminer |
|
(2 行记录)
注意：使用 walminer 功能，必须修改数据库参数 wal_level=logical；

数据字典创建及加载
说明：数据字典的作用是便于进行离线的日志分析，如果对同一数据库上的
wal 日志分析，可不需要执行数据字典创建及数据字典加载步骤。

2.3.4.3.1 数据字典创建
数据字典文件是一个文本文件，用于存放表及对象 ID 号之间的对应关系。
当使用字典文件时，它会在表名和对象 ID 号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要
分析的数据库中的表有变化，则会影响到数据库的数据字典也发生变化，这时就
需要重新创建该字典文件。
用户在利用 walminer 时可能只是进行分析，不希望在生产数据库上执行具
体操作，因此有可能存在将归档日志拷贝到测试数据库进行挖掘的情况，如果没
有数据字典文件，walminer 将无法识别待挖掘归档日志中的记录。
（1）创建数据字典的函数
db# select walminer_build_dictionary(‘DICTIONARY_FILE_NAME’);
其中参数可以为目录名或文件名，若为目录名则会在该目录下创建以”数据
库名_dictionary.d”命名的数据字典文件，若为文件名则会创建以该文件名命名的
数据字典文件；数据字典文件默认存储到特定目录“data/walminer”。
注：数据字典的创建为库级别，即创建的数据字典为当前数据库的数据字典。
（2）创建数据字典的简单示例
highgo=# select walminer_build_dictionary('/home/highgo/dict');
walminer_build_dictionary
---------------------------Dictionary build success!
(1 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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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home/highgo/dict’目录下存在 highgo_dictionary.d
[highgo@localhost dict]$ pwd
/home/highgo/dict
[highgo@localhost dict]$ ls
highgo_dictionary.d

2.3.4.3.2 数据字典加载
在执行分析之前，需要先加载数据字典文件，若不执行创建数据字典和加载
数据字典，直接执行加载 wal 日志然后开始分析则认为使用当前数据库数据字典
对日志解析。
（1）加载数据字典的函数
db# select walminer_load_dictionary(‘DICTIONARY_FILE_NAME’);
其中参数可以为目录名或文件名，若为目录名，该目录下只能有一个数据字
典文件，若有多个则加载失败并报错，若为文件名，则加载该数据字典文件。
（2）加载数据字典的简单示例
highgo=# select walminer_load_dictionary('/home/highgo/dict');
walminer_load_dictionary
--------------------------Dictionary load success!
(1 行记录)

日志加载及管理
2.3.4.4.1 日志加载
加载数据字典文件之后，加载待分析的 wal 日志。
（1）日志加载的函数
db# select walminer_walfile_add(‘walFILENAME_OR_DIRECTORY’);
其中参数可以为目录名或文件名，若为目录名，则加载该目录下的 wal 文件；
若为文件名，则加载该日志文件。
用户可单独添加 wal 日志、多次添加 wal 日志或指定文件所在的目录。
（2）日志加载的简单示例
highgo=# select walminer_walfile_add('pg_wal');
注意:

L0011: Get data dictionary from current database.

walminer_walfile_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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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ile add success
(1 行记录)

2.3.4.4.2 列出加载日志
列出目前添加的 wal 文件，如果以目录方式添加，则列出该目录中所有的
wal 日志。
（1）列出加载日志的函数
db# select walminer_walfile_list()
注：该函数没有参数。
（2）列出加载日志的简单示例
highgo=# select walminer_walfile_list();
walminer_walfile_list
-----------------------------------(pg_wal/000000010000000000000001)
(1 行记录)

2.3.4.4.3 移除加载日志
若 wal 日志文件不再需要或已失效，可进行移除。
（1）移除日志文件的函数
db# select walminer_walfile_remove(‘walFILENAME_OR_DIRECTORY’);
其中参数可以为目录名或文件名，若为目录名，则移除该目录下的 wal 文件，
若为文件名，则移除该日志文件；用户可单独移除 wal 日志、多次移除 wal 日志
或指定文件所在的目录。
（2）移除日志文件的简单示例
highgo=# select walminer_walfile_remove('pg_wal');
walminer_walfile_remove
--------------------------1 file remove success
(1 行记录)
highgo=# select walminer_walfile_list();
语句:

select walminer_walfile_list();

错误: L0016: walfilelist has not been built or has been rem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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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日志
2.3.4.5.1 开始分析
（1）开始分析的函数
db# select
walminer_start(‘START_TIMESTAMP’,’STOP_TIMESTAMP’,START_XID,S
TOP_XID);
参数说明：
START_TIMESTAMP：指定输出结果中最早的记录条目，即从该时间
开始输出分析数据；若该参数值为空，则以分析日志列表中最早数据开
始输出；若该参数值指定时间没有包含在所分析 wal 列表中，即通过分
析发现全部早于该参数指定时间，则返回空值。
STOP_TIMESTAMP：指定数据结果中最晚的记录条目，即输出结果如
果大于该时间，则停止分析，不需要继续输出；如果该参数值为空，则
从 START_TIMESTAMP 开始的所有日志都进行分析和输出。
START_XID：作用与 START_TIMESTAMP 相同，指定开始的 XID 值。
STOP_XID：作用与 STOP_TIMESTAMP 相同，指定结束的 XID 值
注：
1） START_TIMESTAMP 与 STOP_TIMESTAMP 及 START_XID 与
STOP_XID 成对出现，不能同时指定。
2） 如果 STOP_TIMESTAMP < START_TIMESTAMP 或 STOP_XID <
START_XID，则 walminer 报错。
3）若想分析所有日志可输入参数为(‘null’,’null’0,0)
（2）开始分析的简单示例
highgo=# select walminer_start('null','null',0,0);
walminer_start
-----------------walminer start!
(1 行记录)

2.3.4.5.2 结果查看
walminer_start 分析后根据条件对指定日志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持续写入
walminer_contents 临时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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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结构及各字段含义为：
|

字段名称

类型

| 说明

-------------------+--------------------------+-------xid

| bigint

virtualxid

| 特定数据变化的事务 ID

| integer

timestamptz

| 虚拟事务 ID

|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 数据改变发生的时间

record_database

| text

| 数据改变的对象所在数据库

record_user

| text

| 数据改变的对象所属用户

record_tablespace | text

| 数据改变的对象所在表空间

record_schema

| text

op_type

| text

| 数据变更类型

op_text

| text

| 数据变更的 SQL 语句

op_undo

| 数据改变的对象所在模式

| text

| 数据变更的逆向 SQL 语句

注：
1）目前版本中解析的数据变更类型包括对表的以下操作：
insert/delete/update/create/drop/alter/truncate/grant/revoke。
2）逆向 SQL 只有变更类型为 insert/update/delete 时才会出现，其余操作的
op_undo 为 null。
查看执行分析生成的临时表
highgo=# \x
扩展显示已打开。
highgo=# select * from walminer_contents ;
-[ RECORD 1 ]-----+-----------------------------------------------------------------xid
virtualxid
timestamptz

| 1751
|1
| 2017-05-10 18:24:27.136923+08

record_database

| highgo

record_user

| highgo

record_tablespace | pg_default
record_schema

| public

op_type

| CREATE

op_text

| CREATE TABLE "tb1"("col1" int4,"col2" text);

op_undo

| NULL

-[ RECORD 2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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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d

| 1752

virtualxid

|1

timestamptz

| 2017-05-10 18:24:36.892866+08

record_database

| highgo

record_user

| highgo

record_tablespace | pg_default
record_schema

| public

op_type

| INSERT

op_text

| INSERT INTO "public"."tb1"("col1", "col2")

VALUES(1, 'highgo');
op_undo

| DELETE FROM "public"."tb1" WHERE "col1"=1

AND "col2"='highgo' AND ctid = '(0,1)';
-[ RECORD 3 ]-----+-----------------------------------------------------------------xid

| 1753

virtualxid

|1

timestamptz

| 2017-05-10 18:25:01.613871+08

record_database

| highgo

record_user

| highgo

record_tablespace | pg_default
record_schema

| public

op_type

| UPDATE

op_text

| UPDATE "public"."tb1" SET "col2" = 'highgoDB'

WHERE "col1"=1 AND "col2"='highgo'
op_undo

| UPDATE "public"."tb1" SET "col2" = 'highgo'

WHERE "col1"=1 AND "col2"='highgoDB' AND ctid = '(0,2)';

2.3.4.5.3 结束分析
（1）结束分析的函数
db# select walminer_stop()
该函数作用为释放内存，结束日志分析，该函数没有参数。
（2）结束分析的简单示例
highgo=# select walminer_stop();
walminer_stop
159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walminer stop!
(1 行记录)

优势与限制
2.3.4.6.1 优势


walminer 融合了 pg_waldump 和 logical decoding 两者的优点；



walminer 相较于 pg_waldump，有可读性高的输出结果；



walminer 相较于 logical decoding，可以任意解析历史所有的 wal 日志，
可以解析 DDL 语句。

2.3.4.6.2 限制


执行了删除表、truncate 表、表设置模式、更改表的类型 DDL 语句后，
这个 DDL 语句之前的 DML 语句不会再被解析；



解析结果依赖于最新的数据字典。（举例：创建表 t1,所有者为 u1，但是
中间将所有者改为 u2，那解析结果中，所有 t1 相关操作所有者都将标
示为 u2）；



如果在解析结果中需要使用到 user、tablespace、schema 的名字，但是这
些元素已经被 drop 掉，在解析结果中会以 oid 的形式表示；



表 t1 的一个字段 a1 已经被删除，解析 t1 表的 a1 字段的数据时，都将
解析为 encode（'A90B12',hex）的形式，另外自定义数据类型也会解析为
这种形式；



关于 view 设置字段默认值的 DDL 语句，如果这个 view 已经被 drop，
那么这个 DDL 语句会被解析为表的设置默认值 DDL 语句；



wal 日志如果发生缺失，在缺失的 wal 日志中发生提交的数据，都不会
在解析结果中出现；



如果同一个事务中有大量的操作，解析速度会降低；



如果发生了 vacuum 操作，不保证解析结果中 undo 字段的 ctid 属性的正
确性。

2.3.5

升级 HighGo DB

这一章讨论怎样把您的迁移数据库数据从一个 HighGo DB 版本升级到一个
新的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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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HighGo DB 主要版本的版本号是第一个数字，例如，1。代表 HighGo
DB 次要版本的版本号是前两个数字组，例如，1.2 是 1 版本的第二个次要版本。
在两个兼容版本之间升级，只需要在服务器关闭时更新可执行文件并重启。数据
目录重命名为 data.bak，升级完毕后将新生成的数据文件重名为 data.new，然后
再将 data.bak 重命名为 data 即可。
对于 HighGo DB 的主版本变更，内部数据存储格式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使
升级复杂化。把数据移动到新主版本的传统方法是先转储然后重新载入到数据库，
不过这可能会很慢。一种更快的方式是 pg_upgrade。如下文所讨论的，复制方法
也能用于升级。
新的主要版本通常会引入一些用户可见的不兼容性，因此可能需要应用编程
上的改变。
谨慎的用户将会想要在完全切换过去之前在新版本上测试他们的客户端应
用程序；因此，建立一个新旧版本的并存安装通常是个好主意。在进行 HighGo
DB 主要版本升级测试的时候，考虑如下几类可能出现的更改：
管理
对于管理员来说，用以监视和控制服务器的功能在每个主要版本中经常会发
生改变和改进。SQL
通常这包含加入新的 SQL 命令功能而不是行为上的更改，除非版本说
明中特别提到。
API 库
通常像 libpq 这样的库只会增加新的功能，除非在版本说明中提到。
系统目录
更改系统目录通常只能影响数据库管理工具。
服务器 C 语言 API
这涉及到使用 C 语言编写的后端函数 API 的变化。这些改变会影响引
用服务器内部后端函数的代码。

通过 pg_dumpall 迁移数据
从 HighGo DB 的主要版本里转储数据并将它重载到另一个版本, 您必须用
pg_dumpall 这样的逻辑备份工具；文件系统级别的备份方法将不起作用。（有相
应的检查步骤会阻止你使用不兼容的 HighGo DB 版本中的数据目录，所以尝试
在数据目录上启动不兼容的服务器版本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们建议您使用较新版本的 HighGo DB 中的 pg_dump 和 pg_dumpall 程序，
以便利用新版本的新特性和功能。
这些指令假定你现有的安装位于/usr/local/highgo 目录，并且数据区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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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local/highgo/data。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更改路径。
1、如果正在进行备份，请确保你的数据库没有被更新。这不会影响备份的
完整性，但是那些更改不会被包括在备份中。如果有必要，编辑
/usr/local/highgo/data/pg_hba.conf 文件中的权限（或等效的方法）以禁止除你之外
的任何人使用数据库。
要备份数据库，请输入：
pg_dumpall > outputfile
要进行备份，你可以使用你正在运行版本的 pg_dumpall 命令。但是，要得
到最好的结果，试试使用最新版本中的 pg_dumpall 命令，因为这个版本包含了
对旧版本的缺陷修复和改进。虽然这个建议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因为你还没有安
装新版本，但如果你计划与旧版本并行安装新版本，建议您遵循此建议。在这种
情况下，你可以正常完成安装并且稍后再来传输数据。这也将减少停机时间。
2、关闭旧服务器：
pg_ctl stop
在那些自动启动 HighGo DB 的系统上，可能有一个启动文件可以完成同样
的事情。例如，在一个 Red Hat Linux 系统中，我们会发现下面的命令同样有效：
/etc/rc.d/init.d/highgo stop
3、如果从备份恢复，请重命名或删除旧的安装目录（如果它不是针对特定
版本的）。重命名该目录是一个好主意，而不是删除它，因为如果升级遇到问题，
还需要恢复到旧版本。记住该目录可能消耗大量磁盘空间。要重命名该目录，使
用类似的命令：
mv /usr/local/highgo/usr/local/pgsql.old
（注意将该目录作为一个单一单元移动，这样相对路径可以保持不变）。
4、安装新的 HighGo DB 版本。
5、如果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集簇。记住你必须在登录到一个特殊的
数据库用户账户（如果你在升级，你就已经有了这个账户）前执行这些命令。
/usr/local/highgo/bin/initdb -D /usr/local/highgo/data
6、恢复你之前的 pg_hba.conf 以及任何 postgresql.conf 修改。
7、启动数据库服务器，也要使用特殊的数据库用户账户：
/usr/local/highgo/bin/highgo -D /usr/local/highgo/data
8、最后，使用新的 psql 从备份中恢复你的数据：
/usr/local/highgo/bin/psql -d highgo -f outputfile
通过在一个不同的目录中安装新的服务器并且在不同的端口并行地运行新
旧两个服务器可以达到最低的停机时间。那么你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来传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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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dumpall -p 5866 | psql -d highgo -p 5433

通过 pg_upgrade 升级数据
pg_upgrade 模块允许将一个 HighGo DB 主版本“就地”升级成另一个主版
本。升级可以在数分钟内被执行，特别是使用--link 模式时。它需要类似于上面
的 pg_dumpall 的步骤，例如启动/停止服务器、运行 initdb。

通过复制升级数据
也可以使用某些复制方法创建一个带有升级后版本的 HighGo DB 的备用服
务器，例如 Slony，它支持在不同主版本的 HighGo DB 之间的复制。后备服务器
可以在同一台计算机或者不同的计算机上。一旦它和主服务器（运行旧版本的
HighGo DB）同步，你可以切换 master 使得后备服务器作为主机，然后关闭旧的
数据库实例。这种切换升级所需的停机时间只有数秒。

2.3.6

系统故障恢复

当数据库启动过程中发生断电等故障，可以通过归档日志自动恢复。

2.3.7

网络故障恢复

当网络中断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归档日志自动恢复。

2.4

监控数据库活动

一个数据库管理员常常会疑惑，"系统现在正在做什么?"本节讨论如何回答
这个问题。
有一些工具可以用来监控数据库活动以及分析性能。本章大部分内容都致力
于描述 HighGo DB 的"统计收集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普通的 Unix 监控程序，
比如 ps、top、iostat 和 vmstat。同样，一旦发现了一个性能差的查询，可能还要
用 HighGo DB 的 EXPLAIN 命令进行进一步调查。

2.4.1

标准 Unix 工具

在大部分 Unix 平台上，HighGo DB 会修改 ps 报告的命令标题，这样可以很
容易的识别单个服务器进程。示例如下：
$ ps auxww | grep ^postg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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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 15551 0.0 0.1 57536 7132 pts/0

S

18:02

0:00

postgres -i
postgres 15554 0.0 0.0 57536 1184 ?

Ss 18:02

0:00 postgres:

writer process
postgres 15555 0.0 0.0 57536 916 ?

Ss 18:02

0:00 postgres:

checkpointer process
postgres 15556 0.0 0.0 57536

916 ?

Ss 18:02

0:00 postgres: wal

postgres 15557 0.0 0.0 58504 2244 ?

Ss 18:02

0:00 postgres:

Ss 18:02

0:00 postgres:

writer process

autovacuum launcher process
postgres 15558 0.0 0.0 17512 1068 ?
stats collector process
postgres 15582 0.0 0.0 58772 3080 ? Ss 18:04

0:00 postgres: joe

runbug 127.0.0.1 idle
postgres 15606 0.0 0.0 58772 3052 ? Ss 18:07

0:00 postgres: tgl

regression [local] SELECT waiting
postgres 15610 0.0 0.0 58772 3056 ? Ss 18:07

0:00 postgres: tgl

regression [local] idle in transaction
调用 ps 的方法因平台的不同而略有不同，显示的细节也有一些区别。 这个
例子来自一个最近的 Linux 系统。这里显示出来的第一个进程是主服务器进程。
后边显示的命令参数是启动它时使用的参数。接下来的五个进程是由主进程自动
启动的后台工作进程（如果你设置了系统不启动统计收集器，那么 stats collector
进程将不会出现；同样 autovacuum launcher 进程也可以被禁用）。剩余的每一个
进程都是处理一个客户端连接的服务器进程。每个这样的进程都会把它的命令行
显示设置为如下形式：
postgres: user database

host

activity

在该客户端连接的生命期中，用户、数据库和（客户端）主机项都保持不变，
但是活动指示器会变化。活动可以是闲置(idle，等待客户端的命令)、 在事务中
闲置(idle intransaction，在一个 BEGIN 块里等待客户端)、或者一个命令类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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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SELECT。还有，如果服务器进程正在等待一个其它会话持有的锁，会在上
述信息中追加 waiting。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推断：进程 15606 正在等待
15610 完成其事务，然后释放某个锁。进程 15610 必定是阻塞者，因为没有其他
活动会话。在更复杂的情况中，可能需要查看 pg_locks 系统视图来决定谁阻塞了
谁
如果已经配置了 cluster_name，那么在 ps 输出中也会显示集群名称：
$ psql -c 'SHOW cluster_name'
cluster_name
-------------server1
(1 row)
$ ps aux|grep server1
postgres

27093

0.0

0.0

30096

2752 ?

Ss

11:34

0:00

postgres: server1: writer process
...
如果你已经关闭了 update_process_title，那么活动指示器将不会被更新，并
且进程标题仅在新进程被启动的时候设置一次。在某些平台上这样做可以节省每
个命令的开销，但在其它平台上却不明显。
提示：Solaris 需要特别的处理。你必需使用/usr/ucb/ps 而不是/bin/ps。你还
必需使用两个 w 标志，而不是一个。另外，你最初调用的 postgres 命令的 ps 状
态显示必须比每个服务器进程提供的 ps 状态显示短。如果没满足上述三个条件，
那么每个服务器进程的 ps 输出将与原始的 postgres 的命令的输出相同。

2.4.2

统计收集器

Highgo DB 的统计收集器是一个支持收集和汇报服务器活动信息的子系统。
目前，这个收集器可以统计表和索引的访问量，计数可以按磁盘块和个体行来进
行。它还跟踪每个表中的总行数、每个表的清理和分析动作的信息。它也统计调
用用户定义函数的次数以及每次调用中花费的总时间。
Highgo DB 还支持报告关于系统中正在发生什么的动态信息，比如当前其它
服务器进程正在执行的命令，系统中存在的其他链接。这个功能是独立于收集器
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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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收集配置
因为统计收集会增加查询执行的开销，所以该系统可以配置为收集或不收集
信息。这是由配置参数控制的，通常在 postgresql.conf 中设置。
参数 track_activities 启动监控当前任意服务器进程执行的命令。
参数 track_counts 控制是否收集关于表和索引访问的统计信息。
参数 track_functions 启用对用户定义的函数使用的追踪。
参数 track_io_timing 启动对块读写次数的监控。
通常这些参数在 postgresql.conf 中设置，因此它们作用于所有服务器进程，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独立的会话里用 SET 命令打开或者关闭它们。为避免普通用
户对管理员隐藏他们的活动，只允许超级用户用 SET 命令修改这些参数。
统计收集器通过临时文件将采集到的信息传递给其他的 Highgo DB 进程。
这些文件存放在 stats_temp_directory 参数命名的目录中。缺省是 pg_stat_tmp。
为了提高性能，stats_temp_directory 可以指向一个基于 RAM 的文件系统， 降低
物理 I/O 需求。当服务器干净的关闭时，会将统计数据的一份永久副本存储在
global 子目录中，这样可以在服务器重新启动时保留统计数据。当在服务器启动
时执行恢复时（例如，立即关闭、服务器崩溃和时间点恢复之后），所有统计计
数器会被重置。

查看统计信息
表 2.3 中列出了一些预定义的视图，可以用来显示系统的当前状态，在表 2.4
中还列出了几个其他视图可以用来显示统计收集的结果。另外，我们可以使用底
层的统计函数创建自定义的视图。
在使用统计信息监控收集的数据时，你必须意识到这些信息并不是实时更新
的。每个独立的服务器进程只是在准备进入空闲状态的时候才向收集器传送新的
统计计数；因此正在处理的查询或者事务并不包含在显示的总数中。同样，收集
器本身也最多每 PGSTAT_STAT_INTERVAL 毫秒 (缺省 500，除非在编译服务器
的时候修改过) 发送一次新的报告。因此显示的结果总是落后于实际活动。但是
由 track_activities 收集的当前查询信息总是最新的。
另外一个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请求服务器进程显示任何这些统计信息时，
它首先抓取收集器进程发出的最新报告，然后为所有统计视图和函数使用这个快
照，直到它当前的事务结束。因此在当前事务的持续期间内统计信息是固定的，
不会发生更改。类似的，关于所有会话的当前查询信息在事务中第一次请求的时
候就收集了，并且在整个事务过程中都显示相同的信息。这是一个特性，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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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缺陷，因为这样就允许你在统计上执行多个查询并且关联结果而又不用担心
这些数字会悄悄的变化。但是如果你希望每个查询都看到最新结果，要确保在任
何事务块之外做那些查询。或者，你可以调用 pg_stat_clear_snapshot()，这将丢弃
当前事务的统计快照（如果有）。下次使用统计信息将获取一个新的快照。
事 务 也 可 以 在 视 图 pg_stat_xact_all_tables 、 pg_stat_xact_sys_tables 、
pg_stat_xact_user_tables 和 pg_stat_xact_user_functions 中看到自己的统计（未传
送到收集器）。这些视图中的数字并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相反它们在整个事务
中不断更新。
表 2.3. 动态统计视图
视图名称

描述

pg_stat_activity

每个服务器进程一行，显示进程的当前活动相关的信息，比如状态
和当前查询。

pg_stat_replication

每个 WAL 发送者进程一行，显示与到该发送者连接到的后备服务
器的复制相关的统计信息。

pg_stat_wal_recei

只有一行，显示来自该接收器连接服务器的 WAL 接收器的统计信

ver

息。

pg_stat_subscripti

每个订阅至少一行，显示订阅工作者的相关信息。

on
pg_stat_ssl

每个连接（普通或复制）一行，显示关于该连接中使用的 SSL 的信
息。

pg_stat_progress_

运行 VACUUM 的每个后端（包括 autovacuum 工作进程）占一行，

vacuum

显示当前进度

表 2.4. 收集的统计视图
视图名称

描述

pg_stat_archiver

只有一行，显示有关 WAL 归档进程活动的统计。

pg_stat_bgwriter

只有一行，显示有关后台写进程活动的统计信息。

pg_stat_database

每个数据库一行，显示数据库范围的统计信息。

pg_stat_database_

每个数据库一行，显示数据库范围内由于与后备服务器上的恢复冲

conflicts

突而取消的查询有关的统计信息。

pg_stat_all_tables

当前数据库中每个表一行，显示关于访问指定表的统计信息。

pg_stat_sys_tables

和 pg_stat_all_tables 一样，但只显示系统表。

pg_stat_user_table

和 pg_stat_all_tables 一样，但只显示用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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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g_stat_xact_all_t

类似 pg_stat_all_tables，但计数动作只在当前事务内发生（这不包含

ables

在 pg_stat_all_tables 和相关视图中）。此视图中不存在活行和死行数
以及清理和分析操作的列。

pg_stat_xact_sys_t

和 pg_stat_xact_all_tables 一样，但只显示系统表。

ables
pg_stat_xact_user_

和 pg_stat_xact_all_tables 一样，但只显示用户表。

tables
pg_stat_all_indexe

当前数据库中的每个索引一行，显示与访问指定索引有关的统计信

s

息。

pg_stat_sys_index

和 pg_stat_all_indexes 一样，但只显示系统表上的索引。

es
pg_stat_user_inde

和 pg_stat_all_indexes 一样，但只显示用户表上的索引。

xes
pg_statio_all_table

当前数据库中的每个表一行，显示有关指定表上 I/O 的统计。

s
pg_statio_sys_tabl

和 pg_statio_all_tables 一样，但只显示系统表。

es
pg_statio_user_tab

和 pg_statio_all_tables 一样，但只显示用户表。

les
pg_statio_all_inde

当前数据库中的每个索引一行，显示有关指定索引上 I/O 的统计。

xes
pg_statio_sys_inde

和 pg_statio_all_indexes 一样，但只显示系统表上的索引。

xes
pg_statio_user_ind

和 pg_statio_all_indexes 一样，但只显示用户表上的索引。

exes
pg_statio_all_sequ

当前数据库中的每个序列一行，显示有关指定序列上 I/O 的统计信

ences

息。

pg_statio_sys_seq

和 pg_statio_all_sequences 一样，但只显示系统序列。因为目前没有

uences

定义系统序列，所以这个视图总是空的。

pg_statio_user_seq

和 pg_statio_all_sequences 一样，但只显示用户序列。

uences
pg_stat_user_funct

每一个被跟踪的函数一行，显示与执行该函数有关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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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s
pg_stat_xact_user_

和 pg_stat_user_functions 相似，但是只统计在当前事务期间的调用

functions

（还没有包含在 pg_stat_user_functions 中）。

针对每个索引的统计信息有利于判断正在使用哪个索引以及它们的效果。
pg_statio_系列视图主要用于判断缓冲区的效果。当实际的磁盘读取数远小
于缓冲区命中时，这个缓存能满足大部分读请求而无需进行内核调用。然而，这
些统计数据并没有给出所有的事情：由于 Highgo DB 处理磁盘 I/O 的方式，不在
Highgo DB 缓冲区缓存中的数据可能仍然位于内核的 I/O 缓存中，因此可以被再
次取出而不需要物理磁盘读取。建议希望进一步了解 Highgo DB 的 I/O 行为的
用户将 Highgo DB 统计收集器和操作系统中允许观察内核处理 I/O 的工具一起
使用。
表 2.5 pg_stat_activity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datid

oid

这个后端连接到的数据库的 OID

datname

name

这个后端连接到的数据库的名称

pid

integer

这个后端的进程 ID

usesysid

oid

登陆到这个后端的用户的 OID

usename

name

登陆到这个后端的用户的名称

application_name

text

连接到这个后端的应用的名称

client_addr

inet

连接到这个后端的客户端的 IP 地址。如果此字段为
空，它表示客户端通过服务器机器上的 UNIX 套接字连
接或者这是内部进程（如自动清理）

client_hostname

text

已连接客户端的主机名，通过 client_addr 的反向 DNS
查找报告。这个域将只对 IP 连接非空，并且只有
log_hostname 被启用时才会非空。

client_port

integer

客户端用于与这个后端通讯的 TCP 端口号，或者如果
使用 Unix 套接字则为-1。

backend_start

xact_start

timestamp

该进程启动的时间，即客户端是什么时候连接到服务器

with time zone

的。

timestamp

这个进程的当前事务被启动的时间，如果没有活动事务

with time zone

则为空。如果当前查询是它的第一个事务，则这列等于
query_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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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_start

state_change

timestamp

开始当前活动查询的时间，或者如果 state 不是 active，

with time zone

则为上一个查询开始的时间。

timestamp

上次 state 改变的时间

with time zone
waiting

boolean

如果这个后端当前正等待锁则为真。

state

text

该后端的当前总体状态。可能的值是：
active：后端正在执行一个查询。
idle：后端正在等待一个新的客户端命令。
idle in transaction：后端在一个事务中，但是目前没有执
行查询。
idle in transaction (aborted)：这个状态类似于 idle in
transaction，不过事务中的一个语句导致了一个错误。
fastpath function call：后端正在执行一个快速路径函
数。
disabled：如果在这个后端中禁用了 track_activities，则
报告这个状态。

backend_xid

xid

这个后端的顶级事务标识符，如果有。

backend_xmin

xid

当前后端的 xmin 范围。

query

text

该后端的最新查询文本。如果 state 是 active，此字段显
示当前正在执行的查询。在所有其他状态中，它显示上
一个被执行的查询。

backend_type

text

当前后端的类型。可能的类型有 autovacuum launcher、
autovacuum worker、 background worker、background
writer、 client backend、checkpointer、 startup、
walreceiver、 walsender 和 walwriter。

pg_stat_activity 视图将为每个服务器进程有一行，显示与进程当前活动相关
的信息。
注意: waiting 和 state 列是独立的。如果一个后端处于 active 状态，它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waiting。如果状态是 active 并且 waiting 是真，它意味着正在执行一
个查询，但在被系统中某个地方的锁阻塞。
等待事
件类型

等待事件名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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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等待在共享内存中查找或者分

ShmemIndexLock

配空间。
正等待分配或者赋予一个

OidGenLock

OID。
正等待分配或者赋予一个事务

XidGenLock

ID。
正等待在事务结尾得到一个快照

ProcArrayLock

或者清除事务 ID。
正等待从共享无效消息队列中检

SInvalReadLock

索或者移除消息。
正等待在共享无效消息队列中增

SInvalWriteLock

加一个消息。
正等待在 WAL 缓冲区中替换一

WALBufMappingLock

个页面。
正等待 WAL 缓冲区被写入到磁

WALWriteLock
LWLock

盘。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控制文件或

ControlFileLock

创建一个新的 WAL 文件。

CheckpointLock

正等待执行检查点。

CLogControlLock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事务状态。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子事务信

SubtransControlLock

息。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共享多事务

MultiXactGenLock

状态。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多事务偏移

MultiXactOffsetControlLock

映射。

MultiXactMemberControlLock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多事务成员
映射。
正等待读取或者写入关系缓冲区

RelCacheInitLock

初始化文件。

CheckpointerCommLock

正等待管理 fsync 请求。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预备事务的

TwoPhaseStateLock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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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spaceCreateLock

正等待创建或者删除表空间。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一个 B-树

BtreeVacuumLock

索引的 vacuum 相关的信息。
正等待管理共享内存中的空间分

AddinShmemInitLock

配。
自动清理工作者或者启动器正等

AutovacuumLock

待更新或者读取自动清理工作者
的当前状态。
正等待确认选中进行清理的表仍

AutovacuumScheduleLock

需要清理。
正等待为同步扫描得到一个表上

SyncScanLock

扫描的开始位置。
正等待更新用来存储目录到文件

RelationMappingLock

节点映射的关系映射文件。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共享通知状

AsyncCtlLock

态。

AsyncQueueLock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通知消息。
正等待检索或者存储有关可序列

SerializableXactHashLock

化事务的信息。
正等待访问已结束可序列化事务

SerializableFinishedListLock

的列表。

SerializablePredicateLockListLock

正等待在由可序列化事务持有的
所列表上执行一个操作。
正等待读取或者记录冲突的可序

OldSerXidLock

列化事务。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有关同步复

SyncRepLock

制的信息。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后台工作者

BackgroundWorkerLock

状态。

DynamicSharedMemoryControlLock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动态共享内
存状态。
正等待更新 postgresql.auto.conf

AutoFileLock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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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cationSlotAllocationLock

正等待分配或者释放一个复制
槽。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复制槽状

ReplicationSlotControlLock

态。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事务提交时

CommitTsControlLock

间戳。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事务时间戳

CommitTsLock

的最新设置值。
正等待设置、删除或者使用复制

ReplicationOriginLock

源头。
正等待读取或者阶段多事务信

MultiXactTruncationLock

息。
正等待读取或者更新旧的快照控

OldSnapshotTimeMapLock

制信息。

BackendRandomLock

等待生成一个随机数。

LogicalRepWorkerLock

等待逻辑复制工作者完成操作。
等待截断预写日志或等待预写日

CLogTruncationLock

志截断完成。
正等待一个 clog（事务状态）缓

clog

冲区上的 I/O。
正等待提交时间戳缓冲区上的

commit_timestamp

I/O。

subtrans

正等待子事务缓冲区上的 I/O。
正等待多事务偏移缓冲区上的

multixact_offset

I/O。
正等待多事务成员缓冲区上的

multixact_member

I/O。
正等待 async（通知）缓冲区上

async

的 I/O。
正等待 oldserxid 缓冲区上的

oldserxid

I/O。

注意

173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对于扩展安装的切片（tranche），这个名称由扩展指定并且会被 wait_event 显示
出来。很有可能在其他后端不知道的情况下，用户在其中一个后端中注册了切片（通
过在动态共享内存中分配），那么我们对这种情况会显示 extension。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如何查看等待事件：

SELECT pid, wait_event_type, wait_event FROM pg_stat_activity
WHERE wait_event is NOT NULL;
pid

| wait_event_type |

wait_event

------+-----------------+--------------2540 | Lock

| relation

6644 | LWLock

| ProcArrayLock

(2 rows)

表 2.6 pg_stat_replication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pid

integer

WAL 发送者进程的进程 ID

usesysid

oid

登陆到这个 WAL 发送者进程的用户 OID

usename

name

登陆到这个 WAL 发送者进程的用户名

application_name

text

连接到这个 WAL 发送者的应用名

client_addr

inet

连接到这个 WAL 发送者的客户端 IP 地址，如果这个字
段为空，它表明客户端是通过服务器上的 Unix 套接字连
接的。

client_hostname

text

已连接客户端的主机名，由 client_addr 的反向 DNS 查找
报告。这个字段只对于 IP 连接为非空，并且只有当
log_hostname 被启用时才为非空。

client_port

integer

客户端用来与 WAL 发送者通信的 TCP 端口号，或者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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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Unix 套接字则为-1。
backend_start

timestamp

这个进程开始的时间，即当客户端连接到这个 WAL 发送

with time

者时。

zone
backend_xmin

xid

hot_standby_feedback 报告的这个备机的 xmin 范围。

state

text

当前的 WAL 发送进程状态 可能的值是：
startup: 这个 WAL 发送进程正在启动。
catchup: 这个 WAL 发送进程连接的备用服务器正在追
赶主服务器。
streaming: 这个 WAL 发送进程在其连接的备用服务器追
赶上主服务器之后传输更改。
backup: 这个 WAL 发送进程正在发送一个备份。
stopping: 这个 WAL 发送进程正在停止。

sent_lsn

text

在这个连接上发送的最后的事务日志位置

write_lsn

text

被这个备用服务器写入到磁盘的最后的事务日志位置。

flush_lsn

text

被这个备用服务器刷新到磁盘的最后的事务日志位置。

replay_lsn

text

备用服务器上重放到数据库中的最后的事务日志位置。

write_lag

interval

从本地刷新最近的 WAL 到接收到该备用服务器已经写入
它（但尚未刷新或应用它） 的通知之间所经过的时间。
如果将此服务器配置为同步备用服务器， 则可以用它来
测量在提交时发生的 synchronous_commit 级别的
remote_write 的延迟。

flush_lag

interval

从本地刷新最近的 WAL 到接收到该备用服务器写入并刷
新它 （但尚未应用它）的通知之间的时间间隔。如果将
此服务器配置为同步备用服务器， 则可以用它来测量在
提交时发生的 synchronous_commit 级别的 remote_flush
的延迟。

replay_lag

interval

从本地刷新最近的 WAL 到接收到该备用服务器写入、
刷新并应用它的通知之间的时间间隔。如果将此服务器配
置为同步备用服务器， 则可以用它来测量在提交时发生
的 synchronous_commit 级别的 remote_apply 的延迟。

sync_priority

integer

这个备用服务器被选为同步备用的优先级。

sync_state

text

这个后备服务器的同步状态 可能的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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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nc: 该备用服务器是异步的。
potential: 此备用服务器现在是异步的，但如果当前同步
服务器中的一个出现故障，可能会变为同步服务器
sync: 该备用服务器是同步的。
quorum: 此备用服务器被视为仲裁备用服务器的候选。

pg_stat_replication 视图中将为每一个 WAL 发送进程包含一行，用来显示与
该发送进程连接的后备服务器的复制统计信息。 这个视图中只会列出直接连接
的后备机，下游后备服务器的信息不包含在此。
在 pg_stat_replication 视图中报告的滞后时间是对最近 WAL 写入、 刷新和
重放以及让发送程序了解它的时间的度量。如果将远程服务器配置为同步备用数
据库， 则这些时间表示由每个同步提交级别引入的提交延迟。对于异步备用数
据库， replay_lag 列近似于最近事务对查询可见之前的延迟。 如果备用服务器
已完全赶上发送服务器并且没有更多 WAL 活动， 则最近测量的滞后时间将在
短时间内继续显示，然后显示 NULL。
延迟时间会自动用于物理复制。逻辑解码插件可以选择发送跟踪消息； 如
果他们不这样做，跟踪机制将显示 NULL 滞后。
注意
所报告的滞后时间并不能预测备用服务器假设当前的重播速度赶上发送服
务器需要多长时间。 这种系统会在生成新的 WAL 时显示类似的时间，但当发送
进程闲置时会有所不同。 特别是，当备用数据库完全追赶上时，
pg_stat_replication 显示写入、刷新和重播最近报告的 WAL 位置所需的时间，而
不是像某些用户预期的那样为零。 这与测量近期写入事务的同步提交和事务可
见性延迟的目标一致。 为了减少期待不同滞后模型的用户的混淆，滞后列在完
全重放的空闲系统上短时间后恢复为 NULL。 监测系统应选择是否将其表示为
缺失数据，为零或继续显示最后已知的值。
表 2.8pg_stat_wal_receiver 视图

PID

整数

WAL 接收器进程的进程 ID

状态

文本

WAL 接收器进程的活动状态

receive_start_lsn

pg_lsn

WAL 接收器启动时使用的第一个事务日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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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receive_start_tli

整数

WAL 接收器启动时使用的第一个时间轴编号
最后一个事务日志位置已经接收并刷新到磁

received_lsn

pg_lsn

盘，该字段的初始值是 WAL 接收器启动时使
用的第一个日志位置
收到并刷新到磁盘的最后一个事务日志位置

received_tli

整数

的时间轴编号，该字段的初始值是 WAL 接收
器启动时使用的第一个日志位置的时间轴编
号

带时区
last_msg_send_time

的时间
戳
带时区

last_msg_receipt_time 的时间
戳

latest_end_lsn

pg_lsn
带时区

latest_end_time

的时间
戳

SLOT_NAME

文本

conninfo

文本

发送从原始 WAL 发送方接收的最后一条消息
的时间

从原始 WAL 发送方收到的最后一条消息的接
收时间

最后一个事务日志位置报告给原始 WAL 发送
者

上次事务日志位置的时间报告给原始 WAL 发
送方

此 WAL 接收器使用的复制槽名称
此 WAL 接收器使用的连接字符串，对安全敏
感字段进行模糊处理。

该 pg_stat_wal_receiver 视图将只包含一行，表示基于该接收机的连接服务器的
WAL 接收的统计数据。

表 2.7 pg_stat_ssl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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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integer

后端或 WAL 发送者进程的进程 ID

ssl

boolean

如果在此连接上使用 SSL，则为 true

version

text

正在使用的 SSL 版本，如果 SSL 未在此连接上使用，则为
NULL

cipher

text

正在使用的 SSL 密码的名称，如果此连接上未使用 SSL，则为
NULL

bits

integer

所使用的加密算法中的位数，如果此连接上未使用 SSL，则为
NULL

compression

boolean

如果正在使用 SSL 压缩，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如果 SSL 未
在此连接上使用，则为 NULL

clientdn

text

来自所使用的客户端证书的 Distinguished Name（DN）字段，
如果未提供客户端证书或者 SSL 未在此连接上使用，则为
NULL。如果 DN 字段长于 NAMEDATALEN（标准构建中为 64
个字符），则此字段将被截断

pg_stat_ssl 视图将为每个后端或 WAL 发送者进程包含一行，显示有关此连
接上的 SSL 使用情况的统计信息。它可以连接到 pid 列上的 pg_stat_activity 或
pg_stat_replication，以获取有关连接的更多详细信息。

表 2.8 pg_stat_archiver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archived_count

bigint

已经成功归档的 WAL 文件的数量

last_archived_wal

text

最后成功归档的 WAL 文件的名字

last_archived_tim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最后成功归档操作的时间

failed_count

bigint

尝试归档 WAL 文件失败的次数

last_failed_wal

text

最后失败归档操作的 WAL 文件名称

last_failed_tim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最后失败归档操作的时间

stats_reset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这些统计信息最后一次被重置的时间

pg_stat_archiver 视图将总是只有一行，包含集群归档进程的数据。
表 2.9 pg_stat_subscription 表

字段
subid

类型
oid

描述
订阅的 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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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name

text

订阅的名称

pid

integer

订阅工作进程的进程 ID

relid

Oid

工作进程正在同步的关系的 OID；主应用工作进程为
null

received_lsn

pg_lsn

最后一次接收到预写日志位置，此字段的初始值为 0

last_msg_send_tim

timestamp

从原始 WAL 发件程序收到的最后一条消息的发送时

e

with time

间

zone
last_msg_receipt_t

timestamp

从原始 WAL 发件程序收到的最后一条消息的接收时

ime

with time

间

zone
latest_end_lsn

pg_lsn

报告给原始 WAL 发送程序的最后预写日志位置

latest_end_time

timestamp

给原始 WAL 发送程序报告最后预写日志位置的时间

with time
zone

pg_stat_subscription 视图将包含主工作进程的每个订阅一行（如果工作进程未运
行，则为 null PID）， 以及处理订阅表的初始数据副本的工作进程的附加行。

表 2.9 pg_stat_bgwriter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checkpoints_timed

bigint

已经被执行的计划中检查点的数量

checkpoints_req

bigint

已经被执行的请求检查点的数量

checkpoint_write_time

double precision

文件被写入磁盘的检查点处理部分花
费的总时间，以毫秒计。

checkpoint_sync_time

double precision

文件被同步到磁盘中的检查点处理部
分花费的总时间，以毫秒计。

buffers_checkpoint

bigint

在检查点期间被写的缓冲区数目

buffers_clean

bigint

被后台写进程写的缓冲区数目

maxwritten_clean

bigint

后台写进程由于已经写了太多缓冲区
而停止清洁扫描的次数

buffers_backend

bigint

被一个后端直接写的缓冲区数量

buffers_backend_fsync

bigint

后端不得不自己执行 fsync 调用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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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即使后端自己进行写操作，后
台写进程也会处理这些）
buffers_alloc

bigint

分配的缓冲区数量

stats_reset

timestamp with time

这些统计信息上次被重置的时间

zone

pg_stat_bgwriter 视图总是只有一行，包含集群的全局数据。
表 2.10 pg_stat_database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datid

oid

数据库的 OID

datname

name

这个数据库的名称

numbackends

integer

当前连接到该数据库的后端数量。这是在这个
视图中唯一一个返回反映当前状态值的的列；
所有其他列返回自上次重置以来累积的值。

xact_commit

bigint

此数据库中已经提交的事务数量

xact_rollback

bigint

此数据库中已经回滚的事务数量

blks_read

bigint

在这个数据库中读取的磁盘块的数量

blks_hit

bigint

发现磁盘块已经在缓冲区缓存中的次数，这样
不需要一次读取（这只包括 HighGO DB 缓冲区
缓存中的命中，而不包括在操作系统的文件系
统缓存中的命中。

tup_returned

bigint

这个数据库中的查询返回的行数

tup_fetched

bigint

这个数据库中的查询取出的行数

tup_inserted

bigint

这个数据库中的查询插入的行数

tup_updated

bigint

这个数据库中的查询更新的行数

tup_deleted

bigint

这个数据库中的查询删除的行数

conflicts

bigint

由于与恢复冲突而在这个数据库中取消的查询
数量（冲突只发生在后备服务器上）。

temp_files

bigint

在这个数据库中通过查询创建的临时文件数
量。统计所有临时文件，不论为什么创建临时
文件（比如排序或者哈希），而且不管
log_temp_files 设置。

temp_bytes

bigint

在这个数据库中通过查询写入临时文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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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统计所有临时文件，不论为什么创建临
时文件，而且不管 log_temp_files 设置
deadlocks

bigint

在该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死锁数

blk_read_time

double precision

在这个数据库中通过后端读取数据文件块花费
的时间，以毫秒计算。

blk_write_time

double precision

在这个数据库中通过后端写入数据文件块花费
的时间，以毫秒计算。

stats_reset

timestamp with time

这些统计最后被重置的时间

zone

pg_stat_database 视图将为集群中每个数据库包含一行，显示数据库范围的统
计。

表 2.11 pg_stat_database_conflicts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datid

oid

数据库的 OID

datname

name

数据库名称

confl_tablespace

bigint

数据库中由于删除的表空间而被取消的查询数量

confl_lock

bigint

数据库中由于锁超时而被取消的查询数量

confl_snapshot

bigint

数据库中由于旧快照而被取消的查询数量

confl_bufferpin

bigint

数据库中由于被占用的缓冲区而被取消的查询数量

confl_deadlock

bigint

数据库中由于死锁而被取消的查询数量

pg_stat_database_conflicts 视图将为每个数据库包含一行，显示由于与备机服
务器的恢复相冲突而发生的有关查询取消的数据库范围的统计信息。这个视图将
只包含备用服务器的信息，因为在主服务器上不会发生冲突。

表 2.12 pg_stat_all_tables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relid

oid

表的 OID

schemaname

name

此表的模式名

relname

name

表名

seq_scan

bigint

在此表上发起的顺序扫描次数

seq_tup_read

bigint

顺序扫描抓取的活跃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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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x_scan

bigint

在此表上发起的索引扫描次数

idx_tup_fetch

bigint

索引扫描抓取的活跃行数

n_tup_ins

bigint

插入的行数

n_tup_upd

bigint

更新的行数（包括 HOT 更新的行）

n_tup_del

bigint

删除的行数

n_tup_hot_upd

bigint

HOT 更新的行数（即不要求独立索引更
新的行更新）

n_live_tup

bigint

活跃行数的估计

n_dead_tup

bigint

死行数的估计

n_mod_since_analyze

bigint

last_vacuum

timestamp with time

上次这个表被手动清理的时间（不计算

zone

VACUUM FULL）

timestamp with time

上次这个表被自动清理守护进程清理的

zone

时间

timestamp with time

上次这个表被手动分析的时间

last_autovacuum

last_analyze

自从这个表最后分析之后，修改过的行
数的估计

zone
last_autoanalyze

vacuum_count

timestamp with time

上次这个表被自动清理守护进程分析的

zone

时间

bigint

这个表被手动清理的次数（不计算
VACUUM FULL）

autovacuum_count

bigint

这个表被自动清理守护进程清理的次数

analyze_count

bigint

这个表被手动分析的次数

autoanalyze_count

bigint

这个表被自动清理守护进程分析的次数

pg_stat_all_tables 视图将为当前数据库中的每个表包含一行（包括 TOAST
表 ） ， 该 行 显 示 与 对 该 表 的 访 问 相 关 的 统 计 信 息 。 pg_stat_user_tables 和
pg_stat_sys_tables 视图包含相同的信息，但是只分别显示用户表和系统表。
表 2.13 pg_stat_all_indexes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relid

oid

这个索引的表的 OID

indexrelid

oid

索引的 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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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name

name

索引所在的模式名

relname

name

索引的表名

indexrelname

name

索引名

idx_scan

bigint

在这个索引上开始的索引扫描次数

idx_tup_read

bigint

在这个索引上由扫描返回的索引项数量

idx_tup_fetch

bigint

通过使用索引的简单索引扫描抓取的活的表行数

pg_stat_all_indexes 视图将为当前数据库中的每个索引包含一行，显示访问
特定索引的统计信息。pg_stat_user_indexes 和 pg_stat_sys_indexes 视图包含相同
的信息，但是只分别显示用户索引和系统索引。
索引可以在简单索引扫描、"位图"索引扫描或优化器中使用。位图扫描中几
个索引的输出可以通过 AND 或者 OR 规则进行组合，因此当使用位图扫描的时
候，很难将取得的独立堆行与特定的索引进行关联，因此，一个位图扫描会增加
它 使 用 的 索 引 的 pg_stat_all_indexes.idx_tup_read 计 数 ， 并 且 为 每 个 表 增 加
pg_stat_all_tables.idx_tup_fetch 计数，但不影响 pg_stat_all_indexes.idx_tup_fetch。
优化器还访问索引以检查其值超出优化器统计信息的记录范围的提供的常量，因
为优化器统计信息可能已过时。
注意: 即使不用位图扫描，idx_tup_read 和 idx_tup_fetch 计数也可能不同。
因为 idx_tup_read 统计从索引取得的索引项而 idx_tup_fetch 统计从表取得的活
的行。如果使用该索引取得了任何死的或尚未提交的行，或如果通过唯一索引扫
描的方式避免了任何堆抓取，则后者较小。

表 2.14 pg_statio_all_tables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relid

oid

表的 OID

schemaname

name

该表的模式名

relname

name

表名

heap_blks_read

bigint

从该表中读取的磁盘块数

heap_blks_hit

bigint

此表中缓冲区的命中数量

idx_blks_read

bigint

从表上所有索引中读取的磁盘块数

idx_blks_hit

bigint

表上所有索引中缓冲区命中数量

toast_blks_read

bigint

此表的 TOAST 表（如果存在）读取的磁盘块数

toast_blks_hit

bigint

此表的 TOAST 表（如果存在）中缓冲区的命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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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x_blks_read

bigint

此表的 TOAST 表索引（如果存在）读取的磁盘块数

tidx_blks_hit

bigint

此表的 TOAST 表索引（如果存在）中缓冲区命中数量

pg_statio_all_tables 视图将为当前数据库中每个表（包括 TOAST 表）包含一
行 ， 显 示 特 定 表 上 有 关 I/O 的 统 计 信 息 。 pg_statio_user_tables 和
pg_statio_sys_tables 视图包含相同的信息，但是分别只显示用户表和系统表。
表 2.15 pg_statio_all_indexes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relid

oid

索引的表的 OID

indexrelid

oid

该索引的 OID

schemaname

name

该索引的模式名

relname

name

该索引的表名

indexrelname

name

索引名称

idx_blks_read

bigint

从这个索引读取的磁盘块数

idx_blks_hit

bigint

在这个索引中的缓冲区命中数量

pg_statio_all_indexes 视图将为当前数据库中的每个索引包含一行，显示特定
索引上有关 I/O 的统计信息。pg_statio_user_indexes 和 pg_statio_sys_indexes 视
图包含相同的信息，但是分别只显示用户索引和系统索引。

表 2.16 pg_statio_all_sequences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relid

oid

序列 OID

schemaname

name

序列的模式名

relname

name

序列名

blks_read

bigint

从序列中读取的磁盘块数

blks_hit

bigint

在这个序列中的缓冲区命中数量

pg_statio_all_sequences 视图为当前数据库中的每个序列包含一行，显示特定
序列关于 I/O 的统计信息。
表 2.17 pg_stat_user_functions 视图

184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列

类型

描述

funcid

oid

函数的 OID

schemaname

name

此函数的模式名

funcname

name

函数名

calls

bigint

函数被调用的次数

total_time

double precision

这个函数以及它调用的其他函数花费的总时间，以毫秒
为单位。

self_time

double precision

在这个函数本身花费的总时间，不包含它调用的其他函
数，以毫秒为单位

pg_stat_user_functions 视图为每个被跟踪的函数包含一行，显示关于函数执
行的统计信息。track_functions 参数控制跟踪哪些函数。
表 2.18 pg_stat_subscription 视图

列

类型

描述

subid

oid

订阅的 OID

subname

text

订阅的名称

pid

integer

订阅工作进程的进程 ID

relid

Oid

工人正在同步的关系的
OID; 主应用工作者为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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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_lsn

pg_lsn

收到上次预写日志位置，该字
段的初始值为 0

last_msg_send_time

last_msg_receipt_time

latest_end_lsn

timestamp with

发送从原始 WAL 发送方接收

time zone

的最后一条消息的时间

timestamp with

从原始 WAL 发送方收到的最

time zone

后一条消息的接收时间

pg_lsn

上次预写日志位置报告给原始
WAL 发送方

latest_end_time

timestamp with

上次预写日志位置的时间报告

time zone

给原始 WAL 发送方

统计函数
查看统计的其他方法是直接执行查询语句，这些查询使用上述标准视图用到
的底层统计信息访问函数。要了解函数名称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标准视图的定义。
（例如，在 psql 中你可以执行\d+ pg_stat_activity。）针对每个数据库统计信息的
访问函数以数据库 OID 作为参数来识别要报告哪个数据库。而针对每个表和索
引的函数要求表或索引的 OID。针对每个函数统计信息的函数则使用一个函数
OID。请注意，只有当前数据库中的表、索引和函数才可以使用这些函数。
统计收集相关的附加函数列在表 2.1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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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附加统计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backend_pid()

integer

处理当前会话的服务器进程的进程 ID

pg_stat_get_activity(integer)

setof

返回具有指定 PID 的后端相关的一个信息记

record

录，参数值为 NULL 的情况下为系统中每个
活动后端返回一个记录。返回的字段是
pg_stat_activity 视图中那些字段的一个子
集。

pg_stat_get_snapshot_timesta

timestamp

mp()

with time

返回当前统计快照的时间戳

zone
pg_stat_clear_snapshot()

void

丢弃当前的统计快照

pg_stat_reset()

void

当前数据库的所有统计计数器重置为零（需
要超级用户权限）

pg_stat_reset_shared(text)

void

将一些集群范围统计计数器重置为零，具体
哪些取决于参数（需要超级用户权限）。调
用 pg_stat_reset_shared('bgwriter')把
pg_stat_bgwriter 视图中显示的所有计数器清
零。调用 pg_stat_reset_shared('archiver') 将会
把 pg_stat_archiver 视图中展示的所有计数器
清零。

pg_stat_reset_single_table_co

void

unters(oid)

把当前数据库中用于单个表或索引的统计数
据重置为零（需要超级用户权限）

pg_stat_reset_single_function
_counters(oid)

void

把当前数据库中用于单个函数的统计信息重
置为零（需要超级用户权限）

pg_stat_get_activity 是 pg_stat_activity 视图的底层函数，返回包含每个后端
进程的所有可用信息的记录集。有时获取这些信息的子集更方便。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使用更老的针对每个后端的统计访问函数。这些都显示在表 2.19 中。这些
访 问 函 数 使 用 一 个 后 端 ID 号 ， 其 范 围 从 一 到 当 前 活 动 后 端 数 目 。 函 数
pg_stat_get_backend_idset 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方法为每个活动后端产生一行来调
用这些函数。比如，要显示 PID 以及所有后端的当前查询：
SELECT pg_stat_get_backend_pid(s.backendid) AS pid,
pg_stat_get_backend_activity(s.backendid) AS query
FROM (SELECT pg_stat_get_backend_idset() AS backendid) A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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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针对每个后端的统计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stat_get_backend_idset()

setof integer

当前活动的后端 ID 号的集合
（从 1 到活动后端数）

pg_stat_get_backend_activity(integer)

text

后端最近查询的文本

pg_stat_get_backend_activity_start(integ

timestamp with

最近查询开始的时间

er)

time zone

pg_stat_get_backend_client_addr(intege

inet

连接后端的客户端 IP 地址

integer

客户端用于通讯的 TCP 端口号

pg_stat_get_backend_dbid(integer)

oid

连接后端的数据库 OID

pg_stat_get_backend_pid(integer)

integer

后端进程 ID

pg_stat_get_backend_start(integer)

timestamp with

进程开始的时间

r)
pg_stat_get_backend_client_port(integer
)

time zone
pg_stat_get_backend_userid(integer)

oid

登陆到后端的用户 OID

pg_stat_get_backend_waiting(integer)

boolean

如果后端正等待锁则为真
如果后端当前正在等待，则

pg_stat_get_backend_wait_event_type(i
nteger)

文本

等待事件类型名称，否则为
NULL。有关详细信息.

pg_stat_get_backend_wait_event(in
teger)

如果后端当前正在等待，则
文本

等待事件名称，否则为 NULL。
有关详细信息。

pg_stat_get_backend_xact_start(integer)

timestamp with

当前事务的开始时间

time zone

2.4.3

查看锁

监控数据库活动的另外一个有用的工具是 pg_locks 系统表。这样就允许数
据库管理员查看在锁管理器里面未解决的锁的信息。比如，这个功能可以用于：
•

查看当前所有未解决的锁、在某一特定数据库中的关系上的所有锁、在特
定关系上的所有锁，或者某一 HighGo DB 会话持有的所有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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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当前数据库中带有最多未授权锁的关系(它很可能是数据库客户端的
竞争源)。

•

判断锁竞争给数据库总体性能带来的影响，以及锁竞争随着整个数据库流
量的变化所产生的变化。

2.4.4

动态跟踪

HighGo DB 允许对数据库服务器进行动态跟踪。这样就允许在代码内特定
的点上调用外部工具来跟踪执行过程。
许多跟踪点(也被称为"探针")已经插入在源代码中了，这些探针的目的是被
数据库开发者和管理员使用，默认情况下，探针不被编译到 HighGo DB 中；用
户必须在编译前运行配置脚本来明确启用它们。
目前，支持 DTrace ，它可在 Solaris、OS X、FreeBSD、NetBSD 和 Oracle
Linux 上使用。 Linux 的 SystemTap 项目还提供了一个与 DTrace 等效的功能。
理论上，可以通过改变 src/include/utils/probes.h 中的宏定义来实现对其他动态跟
踪工具的支持。

动态跟踪的编译
默认情况下，探针是不可用的，你必须明确告知配置脚本以使探针在 HighGo
DB 中可用, 在配置时指定--enable-dtrace 选项来包括 DTrace 支持。

内置探针
表 2.20 显示的是在源代码中提供的标准探针。表 2.21 显示了在探针中使用
的类型。当然，可以增加更多探针来提高 HighGo DB 的可观测性。
表 2.20 内置 DTrace 探针
名称

参数

描述

transaction-start

(LocalTransactionId)

在一个新事务开始时触发的探针，arg0 是事务
ID。

transaction-commit

(LocalTransactionId)

在一个事务成功完成时触发的探针，arg0 是事
务 ID。

transaction-abort

(LocalTransactionId)

当一个事务失败完成时触发的探针。arg0 是事
务 ID。

query-start

(constchar*)

开始一个查询的处理时将触发的探针。arg0 是
查询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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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done

(constchar*)

完成一个查询的处理时触发的探针。arg0 是查
询字符串。

query-parse-start

(constchar*)

开始一个查询的解析时触发的探针。arg0 是查
询字符串。

query-parse-done

(constchar*)

完成一个查询的解析时触发的探针。arg0 是查
询字符串。

query-rewrite-start

(constchar*)

开始一个查询的重写时触发的探针。arg0 是查
询字符串。

query-rewrite-done

(constchar*)

完成一个查询的重写时触发的探针。arg0 是查
询字符串。

query-plan-start

()

查询规划开始时将触发的探针

query-plan-done

()

查询规划完成时将触发的探针

query-execute-start

()

开始执行查询时将触发的探针

query-execute-done

()

执行查询完成时将触发的探针

statement-status

(constchar*)

任何时候当服务器进程更新它的
pg_stat_activity.status 时触发的探针。arg0 是新
的状态字符串。

checkpoint-start

(int)

检查点开始时触发的探针。arg0 可以逐位标记
以区分不同的检查点类型，如：shutdown，
immediate，或 force。

checkpoint-done

(int,int,int,int,int)

检查点完成时触发的探针。（检查点处理过程
中序列中列出的下一个触发的探针）arg0 表示
要写入的缓冲区的数量。arg1 表示缓冲区的总
数。arg2、arg3 和 arg4 分别包含了增加、删除
和循环回收的 wal 文件的数量。

clog-checkpoint-

(bool)

start

一个检查点的 CLOG 部分开始时触发的探
针。arg0 为真表示正常检查点，为假表示关闭
检查点。

clog-checkpoint-

(bool)

done

当一个检查点的 CLOG 部分完成时触发的探
针。arg0 的含义与 CLOG-checkpoint-start 相
同。

subtranscheckpoint-start

(bool)

当一个检查点的 SUBTRANS 部分开始时触发
的探针。arg0 为真表示正常检查点，为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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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关闭检查点。
subtrans-

(bool)

checkpoint-done

当一个检查点的 SUBTRANS 部分完成时触发
的探针。arg0 的含义与 SUBTRANScheckpoint-start 相同。

multixact-

(bool)

checkpoint-start

当一个检查点的 MultiXact 部分开始时触发的
探针。arg0 为真表示正常检查点，为假表示
关闭检查点。

multixact-

(bool)

checkpoint-done

当一个检查点的 MultiXact 部分完成时触发的
探针。arg0 的含义与 multixact-checkpoint-start
相同。

buffer-checkpoint-

(int)

start

开始一个检查点的写缓冲区部分时触发的探
针。arg0 保持逐位标识以区分不同的检查点类
型，如 shutdown，immediate 或 force。

buffer-sync-start

(int,int)

检查点期间，开始写脏缓冲区时触发的探针
（在识别出那些缓冲区必须被写之后）。
arg0 表示缓冲区总数，arg1 表示当前为脏并且
需要被写的缓冲区数量。

buffer-sync-written

(int)

在检查点期间，每个缓冲区都被写完之后触发
的探针，arg0 表示缓冲区的 ID。

buffer-sync-done

(int,int,int)

当所有脏缓冲被写之后触发的探针。arg0 表示
缓冲区的总数。arg1 表示检查点进程实际写的
缓冲区数。arg2 表示期望写的数目(buffersync-start 的 arg1 )；任何的不同反映在该检查
点期间有其他进程刷写了缓冲区。

buffer-checkpoint-

()

sync-start
buffer-checkpoint-

当脏缓冲区写入到内核之后，并且在发出
fsync 请求之前触发的探针。

()

当同步缓冲区到磁盘完成时触发的探针。

()

当一个检查点的两相阶段部分开始时触发的探

done
twophasecheckpoint-start
twophase-

针。
()

checkpoint-done
buffer-read-start

当一个检查点的两相阶段部分完成时触发的探
针。

(ForkNumber,BlockN

当开始一次缓冲区读时触发的探针。arg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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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ber,O id,O id,O

arg1 包含该页的分叉号和块号（如果是一个关

id,bool,bool)

系扩展请求，arg1 会是-1）。arg2、arg3 和
arg4 包含表空间、数据库和关系 OID，以识别
关系。arg5 是为本地缓冲区创建临时关系的
后端的 ID，或者对共享缓冲区是
InvalidBackendId（-1）。 arg6 为真表示一次
关系扩展请求，为假表示正常读。

buffer-read-done

(ForkNumber,BlockN

当完成一次缓冲区读时触发的探针。arg0 和

umber,O id,O id,O

arg1 包含该页的分叉号和块号（如果是一个关

id,bool,bool,bool)

系扩展请求，arg1 会包含新增块的块号）。
arg2、arg3 和 arg4 包含表空间、数据库和关系
OID，以识别关系。arg5 是为本地缓冲区创建
临时关系的后端的 ID，或者对共享缓冲区是
InvalidBackendId（-1）。 arg6 为真表示一次
关系扩展请求，为假表示正常读。arg7 为真
表示在池中找到该缓冲区，为假表示没有找
到。

buffer-flush-start

(ForkNumber,BlockN

在发出共享缓冲区的任意写入请求之前触发的

umber,O id,O id,O id)

探针。arg0 和 arg1 包含该页的分叉号和块
号。arg2、arg3 和 arg4 包含表空间、数据库和
关系 OID，以识别关系。

buffer-flush-done

(ForkNumber,BlockN

当完成一个写请求时触发的探针。（注意这只

umber,O id,O id,O id)

反应将数据传递给内核的时间；它通常没有实
际写入到磁盘。）这个参数与 buffer-flush-start
相同。

buffer-write-dirty-

(ForkNumber,BlockN

当服务器进程开始写脏缓冲区时触发的探针。

start

umber,O id,O id,O id)

如果经常发生，表示 shared_buffers 太小，或
需要调整 bgwriter 控制参数。arg0 和 arg1 包
含该页的分叉号和块号。arg2、arg3 和 arg4 包
含表空间、数据库和关系 OID，以识别关系。

buffer-write-dirty-

(ForkNumber,BlockN

当完成脏缓冲区写时触发的探针。参数与

done

umber,O id,O id,O id)

buffer-write-dirty-start 相同。

wal-buffer-write-

()

当服务器进程因为没有可用 WAL 缓冲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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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ty-start

开始写脏 WAL 缓冲区时触发的探针。如果经
常发生，表示 wal_buffers 太小。

wal-buffer-write-

()

当完成一次脏 WAL 缓冲区写时触发的探针。

(unsignedchar,unsigne

当插入一条 WAL 记录时触发的探针。arg0 表

dchar)

示记录的资源管理者（rmid）。arg1 包含 info

dirty-done
wal-insert

标志。
wal-switch

()

当要求进行 WAL 段切换时触发的探针。

smgr-md-read-start

(ForkNumber,BlockN

开始从一个关系中读取一个块时触发的探针。

umber,O id,O id,O

arg0 和 arg1 包含该页的分叉号和块号。arg2、

id,int)

arg3 和 arg4 包含表空间、数据库和关系
OID，以识别关系。对于一个本地缓冲区，
arg5 是创建临时关系的后端的 ID；对于一个
共享缓冲区，arg5 是 InvalidBackendId（1）。

smgr-md-read-done

(ForkNumber,BlockN

当一个块读取完成时触发的探针。arg0 和 arg1

umber,O id,O id,O

包含该页的分叉号和块号。arg2、arg3 和 arg4

id,int,int,int)

包含表空间、数据库和关系 OID，以识别关
系。对一个本地缓冲区，arg5 是创建临时关
系的后端的 ID；对于一个共享缓冲区，arg5
是 InvalidBackendId（-1）。arg6 是实际读取
的字节数，而 arg7 是请求读取的字节数（如
果两者不同就意味着麻烦）。

smgr-md-write-start

(ForkNumber,BlockN

当开始向一个关系中写入块时触发的探针。

umber,O id,O id,O

arg0 和 arg1 包含该页的分叉号和块号。arg2、

id,int)

arg3 和 arg4 包含表空间、数据库和关系
OID，以识别关系。对于一个本地缓冲区，
arg5 是创建临时关系的后端的 ID；对于一个
共享缓冲区，arg5 是 InvalidBackendId（1）。

smgr-md-write-done

(ForkNumber,BlockN

当一个块写操作完成时触发的探针。arg0 和

umber,O id,O id,O

arg1 表示该页的分叉号和块号。arg2、arg3 和

id,int,int,int)

arg4 包含表空间、数据库和关系 OID。对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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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本地缓冲区，arg5 是创建临时关系的后端
ID；对于一个共享缓冲区，arg5 是
InvalidBackendId（-1）。arg6 是实际写的字
节数，而 arg7 是要求写的字节数（如果这两
者不同，则意味着麻烦）。
sort-start

(int,bool,int,int,bool)

排序操作开始时触发的探针。arg0 指示堆排
序、索引排序或数据排序。arg1 为真表示强制
唯一值。arg2 表示键列的数目。arg3 表示允许
使用的内存数目（以千字节为单位）。如果要
求随机访问排序结果，那么 arg4 为真。

sort-done

(bool,long)

排序操作结束时触发的探针。arg0 为真表示外
部排序，为假表示内部排序。arg1 表示用于一
个外部排序的磁盘块的数目，或用于一个内部
排序的、以千字节为单位的内存大小。

lwlock-acquire

(char *, int,

当成功获得一个 LWLock 时触发的探针。arg0

LWLockMode)

是 LWLock 所在的分支。arg1 是 LWLock 在其
所在分支中的偏移量。arg2 表明请求的锁模
式，是排他还是共享。

lwlock-release

(char *, int)

LWLock 释放时触发的探针。(但是请注意还没
有唤醒任何一个被释放的等待者)。arg0 是
LWLock 所在的分支。arg1 是 LWLock 在其所
在分支中的偏移量。

lwlock-wait-start

(char *, int,

当一个 LWLock 不是当即可用并且一个服务

LWLockMode)

器进程因此开始等待该锁变为可用时触发的探
针。arg0 是 LWLock 所在的分支。arg1 是
LWLock 在其所在分支中的偏移量。arg2 表明
请求的锁模式，是排他还是共享。

lwlock-wait-done

(char *, int,

当一个服务器进程从对 LWLock 锁的等待中释

LWLockMode)

放时触发的探针（实际上没有得到该锁）。
arg0 是 LWLock 所在的分支。arg1 是 LWLock
在其所在分支中的偏移量。arg2 表明请求的锁
模式，是排他还是共享。

lwlock-condacquire

(char *, int,

当调用者指定无需等待时成功获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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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LockMode)

LWLock 时触发的探针。arg0 是 LWLock 所在
的分支。arg1 是 LWLock 在其所在分支中的偏
移量。arg2 表明请求的锁模式，是排他还是共
享。

lwlock-

(char *, int,

当调用者指定无需等待时没有成功获得一个

condacquire-fail

LWLockMode)

LWLock 时触发的探针。arg0 是 LWLock 所在
的分支。arg1 是 LWLock 在其所在分支中的偏
移量。arg2 表明请求的锁模式，是排他还是共
享。

lock-wait-start

lock-wait-done

(unsignedint,unsigned

当一个重量级锁（lmgr 锁）的请求由于锁不

int,unsignedint,unsign

可用开始等待时触发的探针。arg0 到 arg3 是

edint,unsignedint,LO

标识被锁定对象的标签字段。arg4 指出被锁对

CKMODE)

象的类型。arg5 表示请求的锁类型。

(unsignedint,unsigned

当一个重量级锁（lmgr 锁）的请求结束等待

int,unsignedint,unsign

时（即已经得到锁）触发的探针，参数与

edint,unsignedint,LO

lock-wait-start 一样。

CKMODE)
deadlock-found

()

当死锁检测器发现死锁时触发的探针

表 2.21 定义用在探针参数中的类型
类型

定义

LocalTransactionId

unsigned int

LWLockMode

int

LOCKMODE

int

BlockNumber

unsigned int

Oid

unsigned int

ForkNumber

int

bool

char

使用探针
下面的例子示范了一个系统中分析事务次数的 DTrace 脚本，可以作为在性
能测试之前和之后对 pg_stat_database 做快照的替代方案。
#!/usr/sbin/dtrace-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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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ql$1:::transaction-start
{
@start["Start"]=count();
self->ts=timestamp;
}
postgresql$1:::transaction-abort
{
@abort["Abort"]=count();
}
postgresql$1:::transaction-commit
/self->ts/
{
@commit["Commit"]=count();
@time["Totaltime(ns)"]=sum(timestamp-self->ts);
self->ts=0;
}
当被执行时，该例子 D 脚本给出这样的输出：
#./txn_count.d`pgrep-npostgres`or./txn_count.d<PID>
^C
Start
Commit
Totaltime(ns)

71
70
2312105013

注意：SystemTap 为跟踪脚本使用一个不同于 Dtrace 的标记，但是底层的探
针是兼容的。有一点需要注意，在这样写的时候，SystemTap 脚本必须使用双下
划线代替连字符来引用探针名。在未来的 SystemTap 发行中这很可能会被修复。
你应该记住，DTrace 脚本需要细心地编写和调试，否则收集到的跟踪信息
可能毫无意义。大多数问题是由于外部跟踪程序错误导致的而不是底层系统。在
讨论使用动态跟踪发现的信息时，应确保附上用于允许检查和讨论的跟踪脚本。

定义新探针
开发者可以在代码中任意位置定义新的探针，当然这要重新编译之后才能生
效。下面是插入新探针的步骤：
1. 决定探针名称和探针可用的数据
2. 把该探针的定义加入到 src/backend/utils/prob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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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 pg_trace.h 还不存在于包含该探针点的模块中，包括它，并且在源代
码中期望的位置插入 TRACE_POSTGRESQL 探针宏。
4. 重新编译并验证新探针是可用的
这里是一个如何增加一个探针来通过事务 ID 追踪所有新事务的例子
1. 决定探针名称为 transaction-start 并且需要一个 LocalTransactionId 类型的
参数
2. 将该探针定义加入到 src/backend/utils/probes.d：
Probe transaction__start(LocalTransactionId);
注意探针名字中的双下划线的使用。在一个使用探针的 DTrace 脚本中，需
要用一个连字符来替换双下滑线，因此，对用户而言，transaction-start 是文档名。
3. 在 编 译 时 ， transaction__start

被 转 换 成 一 个 名 为

TRACE_POSTGRESQL_TRANSACTION_START（注意这里是单下划线）的宏，
可以通过包含头文件 pg_trace.h 获得。将宏调用放在源代码中的合适位置。在这
种情况下，看起来类似：
TRACE_POSTGRESQL_TRANSACTION_START(vx id.localTransactionId);
4. 在重新编译和运行新的二进制文件之后，通过运行下面的 DTrace 命令来
检查新增的探针是否可用。应该看到类似下面的输出：
# dtrace -ln transaction-start
ID

PROVIDER

18705 postgresql49878

MODULE

FUNCTION NAME

postgres

StartTransactionCommand

postgres

StartTransactionCommand

postgres

StartTransactionCommand

postgres

StartTransactionCommand

postgres

StartTransactionCommand

transaction-start
18755 postgresql49877
transaction-start
18805 postgresql49876
transaction-start
18855 postgresql49875
transaction-start
18986 postgresql49873

transaction-start
向 C 代码中添加跟踪宏时，有一些注意事项：
•

需要注意的是，为探针参数声明的数据类型要匹配宏中使用的变

量的数据类型，否则会发生编译错误。
•

在大多数平台上，如果编译 HighGo DB 时带有--enable-dtrace 选

项，无论何时当控制经过一个跟踪宏时，即使没有进行跟踪也会估算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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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宏的参数。通常不需要担心你是否只是报告一些局部变量的值。但要注
意不要将开销大的函数调用放置在这些参数中。如果需要这么做，可以考
虑通过检查跟踪是否真的被启用来保护宏：
if(TRACE_POSTGRESQL_TRANSACTION_START_ENABLED())
TRACE_POSTGRESQL_TRANSACTION_START(some_function(...)
);
每个跟踪宏都有一个相应的 ENABLED 宏。

2.4.5

性能监测
pg_stat_statements

pg_stat_statements 模块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跟踪服务器执行的所有 SQL 语句
的执行统计信息。
该 模 块 需 要 额 外 的 共 享 内 存 ， 所 以 必 须 通 过 在 postgresql.conf 的
shared_preload_libraries 中增加 pg_stat_statements 来载入。这意味着增加或移除
该模块需要重启服务器。
当加载 pg_stat_statements 时，它跟踪服务器所有数据库的统计信息。为了访
问和操作这些统计信息，该模块提供了一个视图 pg_stat_statements 和工具函数
pg_stat_statements_reset 和 pg_stat_statements。这些不是全局可用的，但可以使用
CREATE EXTENSION pg_stat_statements 为特定数据库启用。
1.1 pg_stat_statements 视图
该模块收集的统计信息通过一个名为 pg_stat_statements 的系统视图提供。
这个视图为每个不同的数据库 ID、用户 ID 和查询 ID（包含一行最多为该模块
可以追踪的不同语句的最大数量）。视图的字段显示在表 2.22 中。
表 2.22 pg_stat_statements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userid

oid

pg_authid.oid

执行该语句的用户的 OID

dbid

oid

pg_database.oid

执行该语句的数据库的 OID

queryid

bigint

内部哈希码，从语句的解析树计算得来

query

text

语句的文本形式

calls

bigint

执行的次数

total_time

double

该语句中花费的总时间，以毫秒计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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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_time

double

在语句中花费的最短时间，以毫秒为单

precision

位

double

在语句中花费的最长时间，以毫秒为单

precision

位

double

在语句中花费的平均时间，以毫秒为单

precision

位

double

在语句中花费时间的总体标准差，以毫

precision

秒为单位

rows

bigint

该语句检索或影响的行的总数

shared_blks_hit

bigint

该语句造成的共享块缓存命中总数

shared_blks_read

bigint

该语句读取的共享块的总数

shared_blks_dirtied

bigint

该语句弄脏的共享块的总数

shared_blks_written

bigint

该语句写入的共享块的总数

local_blks_hit

bigint

该语句造成的本地块缓存命中总数

local_blks_read

bigint

该语句读取的本地块的总数

local_blks_dirtied

bigint

该语句弄脏的本地块的总数

local_blks_written

bigint

该语句写入的本地块的总数

temp_blks_read

bigint

该语句读取的临时块的总数

temp_blks_written

bigint

该语句写入的临时块的总数

blk_read_time

double

该语句读取块花费的总时间，以毫秒计

precision

（如果启用了 track_io_timing，否则为

max_time

mean_time

stddev_time

0）
blk_write_time

double

该语句写入块花费的总时间，以毫秒计

precision

（如果启用了 track_io_timing，否则为
0）

pg_stat_statemets 中 query 列的 sql 语句发生了更改，在 where 子句中的？记录变
更为如下示例中的${n}.
postgres=> SELECT query FROM pg_stat_statements WHERE query LIKE
'%part1%' ;
query
-------------------------------------------------SELECT COUNT(*) FROM part1 WHERE c1=$1
SELECT COUNT(*) FROM part1 WHERE c1=$1 AND 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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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ws)
出于安全原因，不允许非超级用户查看其它用户执行的 SQL 文本或 queryid。
不过，如果视图已经安装到他们的数据库中，那么他们可以查看统计信息。
可规划的查询（也就是，SELECT、INSERT、UPDATE 和 DELETE）根据一
种内部哈希计算具有相同的查询结构时，可以组合成为一个单一的
pg_stat_statements 项。通常，对于这里的目的，如果两个查询除了查询中文本常
量的值之外语义上是等效的，我们认为这两个查询相同。不过工具命令（也就是，
所有其他命令）是严格的基于它们的文本查询字符串进行比较的。
当为了把一个查询与其他查询匹配而忽略一个常量时，该常量在
pg_stat_statements 的 显 示 中 会 被 ? 替 代 。 查 询 文 本 的 剩 余 部 分 是
与 pg_stat_statements 项相关的特定 queryid 散列值对应的第一个查询文本。
在一些情况下，带有明显不同文本的查询可能合并到一个 pg_stat_statements。
通常这只在语义相等的查询上发生，但是也有很小的可能因为哈希冲突导致不相
关的查询被合并到一个项中。（不过，这对于属于不同用户或数据库的查询来说
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 queryid 哈希值是在 post-parse-analysis 阶段计算的，对立的情况也可能
存在：如果具有相同文本的查询由于参数（如不同的 search_path 设置）的原因
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它们就可能作为不同的项存在。
pg_stat_statements 的使用者可能希望为每个项使用 queryid（也许会与 dbid
和 userid 组合）作为一个比查询文本更稳定和可靠的标识符。但是，有一点很重
要，对于 queryid 哈希值稳定性的保障是有限的。因为该标识符是从 post-parseanalysis 树得来的，它的值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内部对象标识符的函数。这有一

些违背直觉的场景。例如，如果有两个查询引用了同一个表，但是该表在两次查
询之间被删除并且重建，显然这两个查询是完全一致的，但是 pg_stat_statements
则认为它们是不同的。哈希处理也对机器架构以及平台的其他方面的差别很敏感。
此外，认为 Highgo DB 的不同主版本之间 queryid 保持稳定是不安全的。
根据经验，只有在底层服务器版本以及目录元数据细节保持完全相同时，
queryid 值才能被假定为稳定并且可比。基于物理 WAL 重放参与复制的两台服
务器可以假设相同的查询给出一样的 queryid 值。但是，逻辑复制模式并不保证
在所有相关细节上都保持完全一样的复制，因此在一组逻辑复制之间计算成本时，
queryid 并非是一个有用的标识符。如果有疑问，推荐直接进行测试。
代表性查询文本保存在外部磁盘文件中，并且不消耗共享内存。因此，即使
非常冗长的查询文本也可以成功存储。然而，如果许多长的查询文本被累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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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文件可能变得非常大以至于无法管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作为恢复方法，
pg_stat_statements 可以选择丢弃查询文本，这样 pg_stat_statements 视图中的所有
现有条目将显示空的 query 字段，尽管与每个 queryid 相关联的统计信息仍将保
留。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考虑减少 pg_stat_statements.max 以防止重现。
1.2 函数
pg_stat_statements_reset() returns void
pg_stat_statements_reset 抛弃 pg_stat_statements 到目前为止收集的所有
统计。缺省的，这个函数只能被超级用户执行。
pg_stat_statements(showtext boolean) returns setof record
定义 pg_stat_statements 视图的函数名称也是 pg_stat_statements。客户
端可以直接调用 pg_stat_statements 函数，并且通过指定 showtext :=
false 来忽略查询文本（即，对应于视图的 query 列的 OUT 参数将返回
空值）。 这个特性是为了支持不想重复检索长度不定的查询文本的外
部工具而设计的。这类工具可以为每个条目缓存第一个观察到的查询文
本，因为这就是 pg_stat_statements 自己所做的全部工作，并且只在需
要的时候检索查询文本。因为服务器会把查询文本存储在一个文件中，
这种方法可以降低重复检查 pg_stat_statements 数据的物理 I/O。
1.3 配置参数
pg_stat_statements.max (integer)
pg_stat_statements.max 是 该 模 块 追 踪 语 句 的 最 大 数 量 （ 也 就 是 ，
pg_stat_statements 视图中的最大行数）。如果观察了到比这更多的可区
分的语句，则超过该值后的 SQL 语句将被丢弃。缺省值是 5000。这个
参数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设置。
pg_stat_statements.track (enum)
pg_stat_statements.track 控制哪个语句会被该模块计数。声明 top 表示统
计顶级的语句（直接由客户端发出的语句）。all 还可以跟踪嵌套的语句
（比如在函数中调用的语句），或 none 禁用语句统计信息收集。缺省
值是 top。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pg_stat_statements.track_utility (boolean)
pg_stat_statements.track_utility 控制该模块是否追踪工具命令。工具命令
是除了 SELECT、INSERT、UPDATE 和 DELETE 之外的所有命令。缺
省值是 on。只有超级用户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pg_stat_statements.save (boolean)
pg_stat_statements.save 指定在服务器关闭后是否保存语句统计信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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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 off，那么在服务器关闭后不保存统计信息，在服务器启动时也不
重新加载统计信息。缺省值 on。这个参数只可以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
中或者服务器命令行中设置。
该模块要求与 pg_stat_statements.max 成比例的额外共享内存。注意只要该模
块被载入就会消耗这么多的内存，即便 pg_stat_statements.track 被设置为 none。
这些参数必须在 postgresql.conf 中设置。典型的用法是：
# postgresql.conf
shared_preload_libraries = 'pg_stat_statements'
pg_stat_statements.max = 10000
pg_stat_statements.track = all
1.4 示例输出
bench=# SELECT pg_stat_statements_reset();
$ pgbench -i bench
$ pgbench -c10 -t300 bench
bench=# \x
bench=# SELECT query, calls, total_time, rows, 100.0 * shared_blks_hit /
nullif(shared_blks_hit + shared_blks_read, 0) AS hit_percent
FROM pg_stat_statements ORDER BY total_time DESC LIMIT 5;
-[ RECORD 1 ]--------------------------------------------------------------------query

| UPDATE pgbench_branches SET bbalance = bbalance + ?

WHERE bid = ?;
calls

| 3000

total_time

| 9609.00100000002

rows

| 2836

hit_percent | 99.9778970000200936
-[ RECORD 2 ]--------------------------------------------------------------------query

| UPDATE pgbench_tellers SET tbalance = tbalance + ? WHERE

tid = ?;
calls

| 3000

total_time

| 8015.156

rows

| 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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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_percent | 99.9731126579631345
-[ RECORD 3 ]--------------------------------------------------------------------query

| copy pgbench_accounts from stdin

calls

|1

total_time

| 310.624

rows

| 100000

hit_percent | 0.30395136778115501520
-[ RECORD 4 ]--------------------------------------------------------------------query

| UPDATE pgbench_accounts SET abalance = abalance + ?

WHERE aid = ?;
calls

| 3000

total_time

| 271.741999999997

rows

| 3000

hit_percent | 93.7968855088209426
-[ RECORD 5 ]--------------------------------------------------------------------query

| alter table pgbench_accounts add primary key (aid)

calls

|1

total_time

| 81.42

rows

|0

hit_percent | 34.4947735191637631

pgstattuple
pgstattuple 模块提供多种函数来获得元组级别的统计信息。
▪

函数
pgstattuple(regclass) returns record
pgstattuple 返回一个关系的物理长度，"死的" 元组的百分比，和其他信
息。这可以帮助用户确定是否需要清理。该参数是目标关系的名字（可
以有模式限定）或者 OID。例如：
test=> SELECT * FROM pgstattuple('pg_catalog.pg_proc');
-[ RECORD 1 ]------+------table_len

| 458752

tuple_count

| 1470

tuple_len

| 438896

tuple_percent

| 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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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_tuple_count

| 11

dead_tuple_len

| 3157

dead_tuple_percent | 0.69
free_space

| 8932

free_percent

| 1.95

输出字段在表 2.23 中描述。
表 2.23 pgstattuple 输出字段
字段

类型

描述

table_len

bigint

物理关系长度以字节计

tuple_count

bigint

活的元组的数量

tuple_len

bigint

活的元组的总长度，以字节计

tuple_percent

float8

活的元组的百分比

dead_tuple_count

bigint

死的元组的数量

dead_tuple_len

bigint

死的元组的总长度，以字节计

dead_tuple_percent

float8

死的元组的百分比

free_space

bigint

空闲空间总量，以字节计

free_percent

float8

空闲空间的百分比

pgstattuple 只获得在关系上的一个只读锁。所以结果并不反映一个即时
快照；并发的更新将影响它们。
如果 HeapTupleSatisfiesNow 返回假，那么 pgstattuple 判断一个元组是"
死的"。
pgstattuple(text) returns record
与 pgstattuple(regclass)相同，只不过目标关系被指定为 TEXT。这个函
数只是为了向后兼容而保留，在某些未来的发布中将会被废除。
pgstatindex(regclass) returns record
pgstatindex 返回一个记录显示关于一个 B-tree 索引的信息。例如：
test=> SELECT * FROM pgstatindex('pg_cast_oid_index');
-[ RECORD 1 ]------+-----version
tree_level

|2
|0

index_size

| 16384

root_block_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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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_pages
leaf_pages

|0
|1

empty_pages
deleted_pages
avg_leaf_density

|0
|0
| 54.27

leaf_fragmentation | 0
输出字段是：
字段

类型

描述

version

integer

B-tree 版本号

tree_level

integer

根页面的树级别

index_size

bigint

总索引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root_block_no

bigint

根页面的位置（如果没有则为零）

internal_pages

bigint

"内部" (上一级) 页面的数量

leaf_pages

bigint

叶子页面的数量

empty_pages

bigint

空白页面的数量

deleted_pages

bigint

已删除页面的数量

avg_leaf_density

float8

叶子页面的平均密度

leaf_fragmentation

float8

叶子页面碎片

报告的 index_size 通常比由 internal_pages + leaf_pages + empty_pages +
deleted_pages 计数的多一个页面，因为它还包括索引的元页。
与 pgstattuple 一样，结果是一页一页累积的，不应该期望结果代表整个
索引的一个即时快照。
pgstatindex(text) returns record
与 pgstatindex(regclass)相同，只不过目标索引被指定为 TEXT。这个函
数只是为了向后兼容而保留，在某些未来的发布中将会被废除。
pgstatginindex(regclass) returns record
pgstatginindex 返回一个记录显示有关一个 GIN 索引的信息。例如：
test=> SELECT * FROM pgstatginindex('test_gin_index');
-[ RECORD 1 ]--+-version

|1

pending_pages

|0

pending_tuples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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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字段是：
字段

类型

描述

version

integer

GIN 版本号

pending_pages

integer

待处理列表中的页面数

pending_tuples

bigint

待处理列表中的元组数

pg_relpages(regclass) returns bigint
pg_relpages 返回关系中的页面数。
pg_relpages(text) returns bigint
与 pg_relpages(regclass)相同，只不过目标关系被指定为 TEXT。这个函
数只是为了向后兼容而保留，在某些未来的发布中将会被废除。
pgstattuple_approx(regclass) returns record
pgstattuple_approx 的返回结果与 pgstattuple 相似，但是速度更快。参数
是目标关系的名称或 OID。例如：
test=>

SELECT

*

FROM

pgstattuple_approx('pg_catalog.pg_proc'::regclass);
-[ RECORD 1 ]--------+------table_len

| 573440

scanned_percent

|2

approx_tuple_count

| 2740

approx_tuple_len

| 561210

approx_tuple_percent | 97.87
dead_tuple_count

|0

dead_tuple_len

|0

dead_tuple_percent

|0

approx_free_space

| 11996

approx_free_percent

| 2.09

输出字段在表 2.24 中描述。
pgstattuple 总是执行全表扫描并返回活的和死的元组（及其大小）和可
用空间的精确计数，pgstattuple_approx 尝试避免全表扫描并返回精确的
死元组统计数据以及活元组和自由空间的近似值。
它通过根据可见性映射跳过仅具有可见元组的页面（如果页面具有相应
的 VM 位集，则假定其不包含死元组）实现这点。对于这样的页面，它
从自由空间映射中导出可用空间值，并假设页面上的其余空间由活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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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占用。
对于不能跳过的页面，它会扫描每个元组，在适当的计数器中记录其存
在和大小，并加上页面上的可用空间。最后，它基于扫描的页面和元组
的数量估计活的元组的总数（以与 VACUUM 估计 pg_class.reltuples 相
同的方式）。

表 2.24 pgstattuple_approx 输出字段
字段

类型

描述

table_len

bigint

以字节为单位的物理关系长度（精确）

scanned_percent

float8

已扫描表的百分比

approx_tuple_count

bigint

活元组数（估计）

approx_tuple_len

bigint

活的元组的总长度（以字节为单位）（估
计）

approx_tuple_percent float8

活元组的百分比

dead_tuple_count

bigint

死元组数（精确）

dead_tuple_len

bigint

死元组的总长度（以字节为单位）（精确）

dead_tuple_percent

float8

死元组的百分比

approx_free_space

bigint

总可用空间（以字节为单位）（估计）

approx_free_percent

float8

可用空间百分比

在上面的输出中，可用空间数可能与 pgstattuple 输出不完全匹配，因为
自由空间映射给了我们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不能保证精确到字节。

pg_buffercache
pg_buffercache 模块提供一种方法实时检查共享缓冲区。
该模块提供了一个 C 函数 pg_buffercache_pages，它返回一个记录的集合，
外加一个包装了该函数以便于使用的视图 pg_buffercache。
默认情况下，会从这些函数和视图撤消公共访问，以防有潜在的安全问题。
▪

pg_buffercache 视图
该视图显示的字段的定义如下表所示。

表 2.25 pg_buffercache 字段
名称

类型

bufferid

integer

引用

描述
ID，范围为 1..shared_bu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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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filenode

oid

pg_class.relfilenode

关系的文件节点号

reltablespace

oid

pg_tablespace.oid

关系的表空间 OID

reldatabase

oid

pg_database.oid

关系的数据库 OID

relforknumber

smallint

relblocknumber

bigint

关系的页码

isdirty

boolean

是否是脏页？

usagecount

smallint

Clock-sweep 访问计数

pinning_backends

integer

固定此缓冲区的后端数

关系内的分支编号，见
include/storage/relfilenode.h

在共享缓存中每个缓冲区都有一行记录。未使用的缓冲区的行中除 bufferid
之外的所有字段都为空。共享系统目录显示为属于数据库零。
因为缓存被所有数据库共享，通常有几页的关系不属于当前数据库。这意味
着某些行在 pg_class 中没有匹配的连接行，或者甚至有不正确的连接。如果你尝
试连接 pg_class，将连接限制于 reldatabase 等于当前数据库 OID 或零的行是一
个好主意。
当访问 pg_buffercache 视图时，内部缓冲区管理器会被锁住足够长时间来拷
贝视图将显示的所有的缓冲区状态数据。这保证了视图产生一个一致的结果集，
而不会不必要的阻塞普通的缓冲区活动。但是，如果频繁的阅读这个视图，可能
会对数据库性能造成一些影响。
示例输出
regression=# SELECT c.relname, count(*) AS buffers
FROM pg_buffercache b INNER JOIN pg_class c
ON b.relfilenode = pg_relation_filenode(c.oid) AND
b.reldatabase IN (0, (SELECT oid FROM pg_database
WHERE
current_database()))
GROUP BY c.relname
ORDER BY 2 DESC
LIMIT 10;
relname

| buffers

---------------------------------+--------tenk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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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k1

|

141

pg_proc

|

46

pg_class

|

45

pg_attribute

|

43

pg_class_relname_nsp_index

|

30

pg_proc_proname_args_nsp_index

|

28

pg_attribute_relid_attnam_index |

26

pg_depend
pg_depend_reference_index

|
|

22
20

(10 rows)

2.5

监控磁盘使用情况

本节讨论如何监控 HighGo DB 数据库系统的磁盘使用情况。

2.5.1

判断磁盘的使用量

每个表都有一个主要的堆磁盘文件，大多数数据都存储在这里。如果一个表
存在着可能会很长的字段，则另外还有一个 TOAST 文件与这个表关联，它用于
存储因为数值太长而不适合存储在主表中的数据。如果存在这个扩展表，那么
TOAST 表上会有一个可用的索引。当然，同时还可能有索引和基表关联。每个
表和索引都存放在单独的磁盘文件里(超过 1GB 可能会被分割成多个)。
可以使用三种方法监视磁盘空间：使用 SQL 函数、使用 contrib/oid2name 中
的工具或者人工观察系统目录。SQL 函数是最容易使用的方法，同时也是我们通
常推荐的方法。本节剩余的部分将展示如何通过观察系统目录来监视磁盘空间。
在最近刚刚清理过(或者分析过)的数据库上使用 psql，可以使用查询来查看
任意表的磁盘使用：
SELECT pg_relation_filepath(oid), relpages FROM pg_class WHERE relname =
'customer';
pg_relation_filepath | relpages
---------------------------+---------base/16384/16806 |
60
(1 row)
每个页通常都是 8K 字节。(注意，relpages 只被 VACUUM、ANALYZE 和几
个 DDL 命令(例如 CREATE INDEX)更新。)如果你想直接检查表的磁盘文件，那
么可以关注文件的路径名。
要显示 TOAST 表使用的空间，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类似下面这样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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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relname, relpages
FROM pg_class,
(SELECT reltoastrelid
FROM pg_class
WHERE relname = 'customer') AS ss
WHERE oid = ss.reltoastrelid OR
oid = (SELECT indexrelid
FROM pg_index
WHERE oid = ss.reltoastrelid)
ORDER BY relname;
relname

| relpages

--------------------------------+-----------pg_toast_16806

|

0

pg_toast_16806_index |
1
也可以很容易地显示索引的尺寸：
SELECT c2.relname, c2.relpages
FROM pg_class c, pg_class c2, pg_index i
WHERE c.relname = 'customer' AND
c.oid = i.indrelid AND
c2.oid = i.indexrelid
ORDER BY c2.relname;
relname

| relpages

--------------------------------+-----------customer_id_indexdex |
26
很容易用下面的信息找出最大的表和索引：
SELECT relname, relpages
FROM pg_class
ORDER BY relpages DESC;
relname

| relpages

----------------------+---------bigtable

|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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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2.5.2

|

3144

磁盘满导致的失效

一个数据库管理员最重要的磁盘监控任务就是确保磁盘不会写满。一个写满
的数据磁盘可能不会导致数据的崩溃，但它肯定会让系统变得不可用。如果保存
WAL 文件的磁盘变满，会发生数据库服务器致命错误并且可能发生关闭。
如果你不能通过删除其它东西来释放磁盘空间，那么你可以通过使用表空间
把一些数据库文件移动到其它文件系统上去。
提示：有些文件系统在快要写满的时候性能会急剧恶化，因此不要等到磁盘
完全写满时才采取行动。
如果你的系统支持针对每个用户的磁盘限额，那么数据库自然也将受制于此，
超过限额的影响和完全用光磁盘是完全一样的。

2.6

存储过程

瀚高数据库允许用户使用SQL和C之外的语言，即过程语言(PL)，编写自定义
函数。通过函数，可以在数据库服务器端执行指令程序。尽管这样的指令程序可
以使用基本的SQL语句写成，但是由于其缺乏流程控制等功能，所以引入了使用
其它程序语言编写函数的能力，包括：
一个内置的名为 PL/pgSQL的过程语言，类似于Oracle的PL/SQL；
编译语言：C，C++，或Java（通过PL/Java）；
R统计语言（PL/R）。
以上部分的语言，甚至可以在触发器内执行。瀚高数据库支持行返回函数：
它们的输出是一系列行类型数据的集合，
可以在查询中当作表来使用。函数也可
以被定义成以创建者或者调用者的身份运行。在某些场合，或者其他的数据库产
品中，函数也会被称为“存储过程”，但技术上这两者并未有太大分别。
如果用一种过程语言书写了一个函数，那么数据库服务器没有任何内建的办
法解析该函数的源文本。实际上这些任务都传递给一个知道如何处理这些细节的
处理器处理。
这个处理器既可以自己做所有的分析(语法分析，执行等)工作，也可
以充当数据库和一种现有的编程语言实现之间的"胶水"。处理器本身是一个C语
言函数，它被编译成共享对象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加载，就像其它C函数一样。
可以用CREATE FUNCTION命令来创建一个存储过程，命令结构如下：
CREATE [ OR REPLACE ] FUNCTION
name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DEFAULT | = } default_expr ] [, ...] ] )
[ RETURNS rettype
| RETURNS TABLE ( column_name column_type [, ...] ) ]
{ LANGUAGE lang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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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
| IMMUTABLE | STABLE | VOLATILE
| CALLED ON NULL INPUT | RETURNS NULL ON NULL INPUT | STRICT
| [ EXTERNAL ] SECURITY INVOKER | [ EXTERNAL ] SECURITY
DEFINER
| COST execution_cost
| ROWS result_rows
|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 TO value | = value | FROM CURRENT }
| AS 'definition'
| AS 'obj_file', 'link_symbol'
} ...
[ WITH ( attribute [, ...] ) ]
在瀚高数据库中，为了实现与国际主流数据库的兼容，存储过程还支持以下
特性：
支持

[CREATE

/ ALTER

/ DROP /COMMENT ON] PROCEDURE

procname 语法；
支持新的游标定义语法 ：CURSOR

curname

IS ...；

支持定义游标类型：TYPE type_name IS REF CURSOR；
支持隐式游标：SQL%(ISOPEN/FOUND/NOTFOUND/ROWCOUNT)；
函 数 体 内 支 持 ： VARCHAR2 、 NUMBER 、 BINARY_INTEGER 、
PLS_INTEGER 、 BINARY_FLOAT 与 BINARY_DOUBLE

类型（对应

varchar、numeric、integer、integer、real 与 double precision） ；
支持 EXECUTE

2.7

IMMEDIATE。

大对象

HighGo DB 具有大对象功能，它为存储在特殊的大对象结构里的用户数据
提供流式访问方式。对于那些大得无法以一个整体处理的数据值，流式访问非常
有用。
本章描述 HighGo DB 大对象数据的实现以及编程和查询语言接口。我们在
本章中使用 libpq 的 C 库作为例子，但是大多数 HighGo DB 内置的接口都支持
等效的功能。其它接口可能在内部使用大对象接口以提供对大对象值的一般性支
持，但在这里就不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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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介绍

所有的大对象存储在一个系统表 pg_largeobject 中。每个大对象在系统表
pg_largeobject_metadata 中也有记录。可以使用类似于标准文件操作的读/写 API
创建、修改、删除大对象。
HighGo DB 也支持一种称为"TOAST"的存储系统，它自动把大于一个数据
库页的值存储到每个表的二级存储区域。这使得大对象功能显得有些陈旧。但是
大对象功能仍然有一个优势是能够支持高达 4TB 的值，而 TOAST 域最大只能支
持 1GB。此外，可以有效地读写一个大对象的片段，但是大部分在 TOAST 域上
的操作都将把整个值作为一个单元进行读或写。

2.7.2

实现特性

大对象的实现将大对象分解成很多"数据块"然后把块存放在数据库的行中。
在随机读写时使用一个 B-tree 索引保证对正确的块号的检索。
一个大对象的块存储不必连续。 例如，如果应用程序打开一个新的大对象，
移动到偏移量 1000000，并且写入几个字节，这并不会导致分配 1000000 个字节
的存储；只有覆盖写入字节范围的数据块需要被分配。而一个读操作将会把现有
最后的数据块之前还未分配的位置都读为 0。这对应于 Unix 文件系统中“稀疏
分配”文件的常见行为。
HighGo DB 中，大对象有一个所有者和一组访问权限，使用 GRANT 和
REVOKE 进行管理。读一个大对象需要 SELECT 权限，而写或者截断一个大对
象则需要 UPDATE 权限。只有大对象的所有者（或数据库超级用户）可以创建、
注释或修改一个大对象的所有者。

2.7.3

客户端接口

本节描述 HighGo DB 的 libpq 客户端接口库为访问大对象所提供的函数。
HighGo DB 大对象接口是按照 Unix 文件系统的接口建模的，也有相似的 open、
read、write、lseek 等。
使用这些函数的所有大对象操作必须发生在一个 SQL 事务块中，因为大对
象的文件描述符只在事务期间有效。
在执行这种函数期间如果发生一个错误，该函数将返回一个不可能的值，通
常为 0 或-1。描述该错误的消息将存储在连接对象中，并且可以用 PQerrorMessage
检索。
使用这些函数的客户端应用应该包括头文件 libpq/libpq-fs.h 并链接 libpq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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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大对象
函数 Oid lo_creat(PGconn *conn, int mode);
创建一个新的大对象。返回值是赋予新大对象的 OID，或者失败的时候是
InvalidOid（零）。
一个例子：
inv_oid = lo_creat(conn, INV_READ|INV_WRITE);
函数
Oid lo_create(PGconn *conn, Oid lobjId);
也创建一个大对象。分配给该大对象的 OID 可以通过 lobjId 指定；如果这
么做，那么在该 OID 已经被其他大对象使用的情况下就会生成错误。如果 lobjId
为 InvalidOid（零），那么 lo_create 会分配一个未用的 OID，这个和 lo_creat 的
行为一致。返回值是赋予新的大对象的 OID，或者失败情况下是 InvalidOid（零）。
一个例子：
inv_oid = lo_create(conn, desired_oid);

导入一个大对象
要把一个操作系统文件导入成为大对象，调用
Oid lo_import(PGconn *conn, const char *filename);
filename 参数指明要被导入为大对象的操作系统文件名。返回值是赋予新大
对象的 OID。如果失败则返回 InvalidOid（零）。请注意这个文件是由客户端接
口库读取的，而不是服务器端；因此它必须存在于客户端文件系统上并且可以被
客户应用读取。
函数
Oid lo_import_with_oid(PGconn *conn, const char *filename, Oid lobjId);
也能导入一个新的大对象。分配给新大对象的 OID 可以用 lobjId 指定；如
果这么做，那么在该 OID 已经被其他大对象使用的情况下就会生成错误。如果
lobjId 为 InvalidOid（零），那么 lo_import_with_oid 会分配一个未用的 OID （这
和 lo_import 的行为一致）。返回值是分配给新的大对象的 OID，或者失败情况
下是 InvalidOid（零）。

导出一个大对象
要把一个大对象导出为操作系统文件，调用：
int lo_export(PGconn *conn, Oid lobjId, const char *filename);
lobjId 参数指明要导出的大对象 OID，filename 参数指明操作系统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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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个文件是由客户端接口库写入的，而不是服务器端。成功时返回 1，失
败时返回-1。

打开一个现有的大对象
要打开一个现有的大对象进行读写，调用
int lo_open(PGconn *conn, Oid lobjId, int mode);
参数 lobjId 指明要打开的大对象的 OID（对象标识）。mode 位控制该对象
是用于只读（INV_READ），只写（INV_WRITE）还是读写。（这些符号常量在
头文件 libpq/libpq-fs.h 里定义。）lo_open 返回一个（非负的）大对象描述符用于
以后的 lo_read、lo_write、lo_lseek、lo_lseek64、lo_tell、lo_tell64、lo_truncate、
lo_truncate64 和 lo_close。这个描述符只是在当前事务中有效。失败的时候，返
回-1。
服务器目前并不区分 INV_WRITE 和 INV_READ | INV_WRITE 模式：可以
从任一模式中读取描述符。但与 INV_READ 有明显的不同：使用 INV_READ 我
们不能向描述符写入，从中读取的数据则反映了该大对象在活动事务快照时刻的
内容（该快照在 lo_open 被执行时创建），而不管之后被该事务或其他事务写入
的内容。从一个以 INV_WRITE 模式打开的描述符里面读取的数据反映所有其他
已经提交的事务和当前事务的写操作写入大对象的数据。这与普通 SQL 命令
SELECT 的 REPEATABLE READ 和 READ COMMITTED 事务模式之间的区别
相似。
一个例子:
inv_fd = lo_open(conn, inv_oid, INV_READ|INV_WRITE);

向大对象中写数据
函数
int lo_write(PGconn *conn, int fd, const char *buf, size_t len);
从 buf 中（大小必须是 len）向大对象描述符 fd 写入 len 字节。 fd 参数必须
是由前面的 lo_open 返回的。返回实际写入的字节数（在当前的实现中，除非出
错，返回的字节数总是等于 len）。出错时，返回值是-1。
尽管 len 参数被声明为 size_t 类型，这个函数将拒绝大于 INT_MAX 的长度
值。在实际中，最好以最多几兆字节的块传输数据。

从大对象中读取数据
函数
int lo_read(PGconn *conn, int fd, char *buf, size_t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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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对象描述符 fd 中读取 len 字节数据到 buf 中(大小必须是 len)。 fd 参数
必须是由前面的 lo_open 返回的。返回实际读取的字节数。如果读取到了大对
象的结尾，返回值可能会小于 len。出错时，返回值是-1。
尽管 len 参数被声明为 size_t 类型，这个函数将拒绝大于 INT_MAX 的长度
值。在实际中，最好以最多几兆字节的块传输数据。

在大对象中查找
要改变一个大对象描述符的当前读写位置，调用：
int lo_lseek(PGconn *conn, int fd, int offset, int whence);
这个过程把当前 fd 代表的大对象描述符位置指针移动到 offset 指明的新的
位置。参数 whence 的合法的取值是 SEEK_SET（从对象开头开始找），SEEK_CUR
（从当前位置开始找），和 SEEK_END（从对象结尾开始找）。返回值是新位置
指针，如果出错返回-1。
当处理可能超过 2GB 的大对象时，使用：
pg_int64 lo_lseek64(PGconn *conn, int fd, pg_int64 offset, int whence);
这个函数的行为和 lo_lseek 相同，但是它可以接受 offset 大于 2GB 和/或者
传递一个大于 2GB 的结果。注意如果新的位置指针大于 2GB，那么 lo_lseek 将
失败。
lo_lseek64 是 HighGo DB3.0 新增的函数，在 3.0 之前的版本上运行该函数将
失败并且返回-1。

获取一个大对象的查找位置
要获取一个大对象描述符的当前读或写位置，调用：
int lo_tell(PGconn *conn, int fd);
如果有错误，返回值是-1。
当处理可能超过 2GB 的大对象时，使用：
pg_int64 lo_tell64(PGconn *conn, int fd);
这个函数的行为和 lo_tell 相同。但是它能传递大于 2GB 的结果。 注意如果
当前读/写位置大于 2GB，则 lo_tell 失败。
lo_tell64 是 HighGo DB3.0 新增的函数，在 3.0 之前的版本上运行该函数将
失败并且返回-1。

截断一个大对象
要将大对象截断成一个给定长度，调用：
int lo_truncate(PGcon *conn, int fd, size_t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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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函数将大对象描述符 fd 截断为长度 len，fd 参数必须由前面的 lo_open 返
回。如果 len 大于当前大对象的长度，大对象将会被使用空字节（'\0'）扩展到指
定长度。成功时 lo_truncate 返回 0，失败时返回值为-1。
描述符 fd 的读/写位置没有改变。
尽管 len 参数被声明为 size_t 类型，lo_truncate 会拒绝大于 INT_MAX 的长
度值。
当处理可能超过 2GB 大小的大对象时，使用：
int lo_truncate64(PGcon *conn, int fd, pg_int64 len);
这个函数的行为和 lo_truncate 相同，但是它可以接受超过 2GB 的 len 值。
lo_truncate 和 lo_truncate64 是 HighGo DB3.0 新增的函数，如果在 3.0 之前
的版本上运行这两个函数将失败并且返回-1。

关闭一个大对象描述符
要关闭一个大对象描述符，调用：
int lo_close(PGconn *conn, int fd);
fd 参数是由 lo_open 返回的大对象描述符。成功时，lo_close 返回零，失败
时返回-1。
任何在事务结束时仍然打开的大对象描述符都会自动关闭。

删除一个大对象
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大对象，调用：
int lo_unlink(PGconn *conn, Oid lobjId);
lobjId 参数声明要删除的大对象的 OID。成功时返回 1，失败时返回-1。

2.7.4

服务器端函数

为 SQL 操作大对象而定制的服务器端函数在下表中列出。
表 2.26 面向 SQL 的大对象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结果

创建一个大对象并存储
lo_from_bytea(loid oid,st
ring bytea)

oid

数据，返回它的

lo_from_bytea(0,

OID。 传递 0 表示让

E'\\xffffff00')

系统选择一个 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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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lo_put(loid oid, offsetbigi
nt, str bytea)
lo_get(loid oid [, frombig
int, for int])

void

bytea

示例

结果

在给定的偏移位置写入 lo_put(24528, 1,
E'\\xaa')

数据。
抽取内容或者它的子
集。

lo_get(24528, 0, 3) \xffaaff

之前描述过的每个客户端函数都有一个相应的服务器端函数；实际上，大多
数客户端函数都只是等效服务器端函数的简单接口。可以通过 SQL 命令方便调
用的函数是 lo_creat、lo_create、lo_unlink、lo_import 和 lo_export。下面是一些例
子：
CREATE TABLE image (
name text,
raster oid
);
SELECT lo_creat(-1);

-- 返回新创建的空的大对象的 OID

SELECT lo_create(43213);

-- 尝试创建 OID 为 43213 的大对象

SELECT lo_unlink(173454);

-- 删除 OID 为 173454 的大对象

INSERT INTO image (name, raster)
VALUES ('beautiful image', lo_import('/etc/motd'));
INSERT INTO image (name, raster)

-- 和上面相同，但是指定了使用的 OID

VALUES ('beautiful image', lo_import('/etc/motd', 68583));
SELECT lo_export(image.raster, '/tmp/motd') FROM image
WHERE name = 'beautiful image';
服务器端的 lo_import 和 lo_export 函数和客户端的那几个有着显著的不同。
这两个函数在服务器的文件系统里读写文件，使用数据库所有者的权限进行。因
此，只有超级用户才能使用他们。相比之下，客户端的导入和导出函数在客户的
文件系统里读写文件，使用客户端程序的权限。客户端函数不需要超级用户权限。
函数 lo_read 和 lo_write 的功能也可以在服务器端调用，但是在服务器端的
名称与客户端接口不同，他们的名称中不包含下划线。你必须使用 loread 和
lowrite 调用这些函数。

2.7.5

例子程序

示例 1 是一个示例程序，显示如何使用 libpq 里面的大对象接口。程序的一
部分是注释掉的，但仍然保留在源码里面供读者参考。
示例 1： 用 libpq 操作大对象的例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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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stlo.c
*

测试通过 libpq 使用大对象

*
*
* IDENTIFICATION
*

src/test/examples/testlo.c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libpq-fe.h"
#include "libpq/libpq-fs.h"
#define BUFSIZE

1024

/*
* importFile *

把文件 "in_filename" 作为一个大对象"lobjOid"载入到数据库

*
*/
static Oid
importFile(PGconn *conn, char *filename)
{
Oid

lobjId;

int

lobj_fd;

char

buf[BUF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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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nbytes,
tmp;

int

fd;

/*
* 打开要读入的文件
*/
fd = open(filename, O_RDONLY, 0666);
if (fd < 0)
{

/* error */
fprintf(stderr, "cannot open unix file\"%s\"\n", filename);

}
/*
* 创建大对象
*/
lobjId = lo_creat(conn, INV_READ | INV_WRITE);
if (lobjId == 0)
fprintf(stderr, "cannot create large object");
lobj_fd = lo_open(conn, lobjId, INV_WRITE);
/*
* 从 Unix 文件读取并写入到反转文件
*/
while ((nbytes = read(fd, buf, BUFSIZE)) > 0)
{
tmp = lo_write(conn, lobj_fd, buf, nbytes);
if (tmp < nbytes)
fprintf(stderr, "error while reading \"%s\"", filename);
}
close(fd);
lo_close(conn, lobj_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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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lobjId;
}
static void
pickout(PGconn *conn, Oid lobjId, int start, int len)
{
int

lobj_fd;

char

*buf;

int

nbytes;

int

nread;

lobj_fd = lo_open(conn, lobjId, INV_READ);
if (lobj_fd < 0)
fprintf(stderr, "cannot open large object %u", lobjId);

lo_lseek(conn, lobj_fd, start, SEEK_SET);
buf = malloc(len + 1);
nread = 0;
while (len - nread > 0)
{
nbytes = lo_read(conn, lobj_fd, buf, len - nread);
buf[nbytes] = '\0';
fprintf(stderr, ">>> %s", buf);
nread += nbytes;
if (nbytes <= 0)
break;

/* no more data? */

}
free(buf);
fprintf(stderr, "\n");
lo_close(conn, lobj_f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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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void
overwrite(PGconn *conn, Oid lobjId, int start, int len)
{
int

lobj_fd;

char

*buf;

int

nbytes;

int

nwritten;

int

i;

lobj_fd = lo_open(conn, lobjId, INV_WRITE);
if (lobj_fd < 0)
fprintf(stderr, "cannot open large object %u", lobjId);
lo_lseek(conn, lobj_fd, start, SEEK_SET);
buf = malloc(len + 1);

for (i = 0; i < len; i++)
buf[i] = 'X';
buf[i] = '\0';
nwritten = 0;
while (len - nwritten > 0)
{
nbytes = lo_write(conn, lobj_fd, buf + nwritten, len - nwritten);
nwritten += nbytes;
if (nbytes <= 0)
{
fprintf(stderr, "\nWRITE FAILED!\n");
break;
}
}
free(buf);
fprintf(stderr, "\n");
lo_close(conn, lobj_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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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portFile 将大对象 "lobjOid" 导出到文件 "out_filename"

*
*
*/

static void
exportFile(PGconn *conn, Oid lobjId, char *filename)
{
int

lobj_fd;

char

buf[BUFSIZE];

int

nbytes,
tmp;

int

fd;

/*
* 打开大对象
*/
lobj_fd = lo_open(conn, lobjId, INV_READ);
if (lobj_fd < 0)
fprintf(stderr, "cannot open large object %u", lobjId);
/*
* 打开要写入的文件
*/
fd = open(filename, O_CREAT | O_WRONLY | O_TRUNC, 0666);
if (fd < 0)
{

/* error */
fprintf(stderr, "cannot open unix file\"%s\"",
file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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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反转文件读入并写出到 Unix 文件
*/
while ((nbytes = lo_read(conn, lobj_fd, buf, BUFSIZE)) > 0)
{
tmp = write(fd, buf, nbytes);
if (tmp < nbytes)
{
fprintf(stderr, "error while writing \"%s\"",
filename);
}
}
lo_close(conn, lobj_fd);
close(fd);
return;
}
static void
exit_nicely(PGconn *conn)
{
PQfinish(conn);
exit(1);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in_filename,
*out_filename;

char

*database;

Oid

lobjOid;

PGconn

*conn;

PGresult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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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rgc != 4)
{
fprintf(stderr, "Usage: %s database_name in_filename out_filename\n",
argv[0]);
exit(1);
}

database = argv[1];
in_filename = argv[2];
out_filename = argv[3];
/*
* 设置连接
*/
conn = PQsetdb(NULL, NULL, NULL, NULL, database);
/* 检查看看后端连接是否成功建立 */
if (PQstatus(conn) != CONNECTION_OK)
{
fprintf(stderr, "Connection to database failed: %s",
PQerrorMessage(conn));
exit_nicely(conn);
}

res = PQexec(conn, "begin");
PQclear(res);
printf("importing file \"%s\" ...\n", in_filename);
/*

lobjOid = importFile(conn, in_filename); */
lobjOid = lo_import(conn, in_filename);
if (lobjOid == 0)
fprintf(stderr, "%s\n", PQerrorMessage(conn));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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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tas large object %u.\n", lobjOid);

printf("picking out bytes 1000-2000 of the large object\n");
pickout(conn, lobjOid, 1000, 1000);

printf("overwriting bytes 1000-2000 of the large object with X's\n");
overwrite(conn, lobjOid, 1000, 1000);
printf("exporting large object to file \"%s\" ...\n", out_filename);
/*

exportFile(conn, lobjOid, out_filename); */
if (lo_export(conn, lobjOid, out_filename) < 0)
fprintf(stderr, "%s\n", PQerrorMessage(conn));
}
res = PQexec(conn, "end");
PQclear(res);
PQfinish(conn);
return 0;

}

2.8

逻辑复制

逻辑复制是根据复制标识（通常是主键）复制数据对象及其更改的一种方法。
我们使用术语逻辑与物理复制相比，它使用确切的块地址和逐字节复制。逻辑复
制允许对数据复制和安全性进行精细控制。
逻辑复制使用发布和订阅模型， 其中一个或多个订阅者订阅发布者 节点上
的一个或多个发布。 订阅者从他们订阅的发布中提取数据， 并可能随后重新发
布数据以允许级联复制或更复杂的配置。
一个表的逻辑复制通常开始于发布者数据库上的数据快照并将其复制到订
阅者。 一旦完成，发布者的变化就会实时发送给订阅者。订阅者按照与发布者
相同的顺序应用数据， 以保证单个订阅内的发布的事务一致性。这种数据复制
方法有时被称为事务复制。
典型的逻辑复制用例有：
• 在单个数据库或数据库的子集中发送增量更改到订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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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更改到达订阅者时为单个更改触发触发器。
• 将多个数据库合并成一个数据库（例如出于分析目的）。
• 在 HighGo DB 的不同主要版本之间复制。
• 为不同的用户组提供对复制数据的访问。
• 在多个数据库之间共享数据库的一个子集。
订阅者数据库的行为与任何其他 HighGo DB 实例的行为相同， 可以通过定
义其自己的发布来用作其他数据库的发布者。 当订阅者被应用程序视为只读时，
将不会有单个订阅的冲突。
但是，如果应用程序或其他订阅者对同一组表执行其他写操作，则可能会产
生冲突。

2.8.1

发布

可以在任何物理复制主机上定义发布。 定义发布的节点称为发布者。 发布
是从一个表或一组表中生成的一组更改，也可能被描述为更改集或复制集。 每
个发布只存在于一个数据库中。
发布与模式不同，不影响表格的访问方式。如果需要，每张表可以添加到多
个发布。 发布目前可能只包含表。对象必须显式添加， 除非为 ALL TABLES 创
建了一个发布。
发布可以选择将它们所产生的改变限制在 INSERT， UPDATE 和 DELETE
的任意组合上， 类似于触发器被特定事件类型触发。默认情况下，复制所有操
作类型。
已发布的表格必须配置一个“副本标识”以便能够复制 UPDATE 和 DELETE
操作， 这样可以在订阅者端识别适当的行来更新或删除。默认情况下，这是主
键， 如果有的话。另外唯一的索引（有一些额外的要求）也可以被设置为副本
标识。 如果表没有任何合适的键，那么它可以设置为复制标识“full”， 这意味
着整个行成为键。但是，这是非常低效的， 并且只能在没有其他可能的解决方
案时用作后备。 如果发布者端设置了除“full”之外的副本标识， 则还必须在订
阅者端设置包含相同或更少列的副本标识。 有关如何设置副本标识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 REPLICA IDENTITY。 如果没有副本标识的表被添加到复制 UPDATE 或
DELETE 操作的发布中，则后续的 UPDATE 或 DELETE 操作会在发布者上造
成错误。无视副本标识，INSERT 操作都可以进行。
每个发布可以有多个订阅者。
使用 CREATE PUBLICATION 命令创建发布，稍后可以使用对应的命令修
改或删除。
使用 ALTER PUBLICATION 可以动态的添加或删除单个表。 ADD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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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ROP TABLE 操作都是事务型的； 所以一旦事务提交，表就会启动或停止在
正确的快照上复制。

2.8.2

订阅

订阅是逻辑复制的下游端。定义订阅的节点被称为 订阅者。 订阅定义了与
另一个数据库的连接以及它想要订阅的一组发布（一个或多个）。
订阅者数据库的行为与任何其他 HighGo DB 实例的行为相同， 并且可以通
过定义自己的发布来用作其他数据库的发布者。
如果需要，一个订阅者节点可以有多个订阅。在单个发布者-订阅者对之间
可以定义多个订阅， 这种情况下，必须小心确保订阅的发布对象不重复。
每个订阅都将通过一个复制槽接收更改。 对于预先存在的表数据的初始数
据同步可能需要额外的临时复制槽。
逻辑复制订阅可以作为同步复制的备用数据库。 备用名称默认是订阅名称。
可以在订阅的连接信息中指定一个替代名称为 application_name 。
如果当前用户是超级用户，则通过 pg_dump 转储订阅。 否则会发出警告，
并且会跳过订阅，因为非超级用户无法读取 pg_subscription 目录中的所有订阅
信息。
订阅是使用 CREATE SUBSCRIPTION 添加的， 并且可以随时使用 ALTER
SUBSCRIPTION 命令停止/恢复， 使用 DROP SUBSCRIPTION 删除。
当订阅被删除并重新创建时，同步信息将丢失。这意味着之后的数据必须重
新同步。
架构定义不会被复制，并且已发布的表格必须存在于订阅者上。 只有常规
表可以是复制的目标。例如，您不能复制到视图。
发布者和订阅者之间的表使用完全限定的表名匹配。不支持复制到订阅者上
不同名称的表。
一个表的列也是按名字匹配的。目标表中不同的列顺序是允许的， 但是列
类型必须匹配。目标表可以有发布的表未提供的附加列。 那些将被填充他们的
默认值。

2.8.3

复制槽管理

如前所述，每个（活动）订阅都从远程（发布）端的复制槽接收更改。 通
常，使用 CREATE SUBSCRIPTION 创建订阅时会自动创建远程复制槽，使用
DROP SUBSCRIPTION 删除订阅时会自动删除该槽。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单
独操作订阅和底层复制槽是有用的或必要的。
以下是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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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订阅时，复制槽已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 订阅可以使用 create_slot
= false 选项与现有槽关联来创建。
• 创建订阅时，远程主机无法访问或处于不清晰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可
以使用 connect =false 选项创建订阅。 这样将不连接远程主机。这是 pg_dump 使
用的内容。 远程复制槽必须在订阅激活之前手动创建。
• 在删除订阅时，应该保留复制槽。在订阅者的数据库被移动到不同的主机，
并在那里激活时，这可能是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尝试删除订阅之前， 使用
ALTER SUBSCRIPTION 解除槽与订阅的关联。
• 在删除订阅时，远程主机不可访问。在这种情况下，尝试删除订阅之前，
使用 ALTER SUBSCRIPTION 解除槽与订阅的关联。 如果远程数据库实例不
再存在，则不需要进一步的操作。但是， 如果远程数据库实例只是不可访问，
则应手动删除复制槽； 否则会继续保留 WAL，最终可能导致磁盘空间不足。这
种情况应该仔细调查。

2.8.4

冲突

逻辑复制的行为与普通的 DML 操作类似，因为即使订阅者节点本地更改了
数据， 数据也将被更新。如果传入数据违反任何限制，复制将停止。 这被称为
冲突。当复制 UPDATE 或者 DELETE 操作时，丢失的数据不会产生冲突，这样
的操作将被忽略。
冲突会产生错误，并会停止复制；它必须由用户手动解决。 有关冲突的详
细信息可以在订阅者的服务器日志中找到。
解决方案可以通过更改订阅者上的数据来完成，以免它与传入的更改冲突，
或 者 跳 过 与 现 有 据 冲 突 的 事 务 。 事 务 可 以 通 过 调 用
pg_replication_origin_advance() 函数使用 node_name 对应订阅名称和位置来跳过。
源的当前位置可以在 pg_replication_origin_status 系统视图中看到。

2.8.5

限制

逻辑复制目前有以下限制或缺少的功能。 这些可能会在未来的版本中解决。
• 不复制数据库模式和 DDL 命令。初始模式可以使用 pg_dump --schemaonly 手动复制。后续的模式更改需要手动保持同步。（但是请注意， 两端的架
构不需要完全相同。）当实时数据库中的模式定义更改时，逻辑复制是健壮的：
当模式在发布者上发生更改并且复制的数据开始到达订阅者但不符合表模式，
复制将错误，直到模式更新。在很多情况下， 间歇性错误可以通过首先将附加
模式更改应用于订阅者来避免。
• 不复制序列数据。序列支持的序列或标识列中的数据当然会作为表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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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被复制， 但序列本身仍然会显示订阅者的起始值。如果订阅者被用作只读数
据库， 那么这通常不成问题。但是，如果打算对订阅者数据库进行某种切换或
故障切换， 则需要将序列更新为最新值，方法是从发布者复制当前数据 （可能
使用 pg_dump）或者从表中确定足够高的值。
• 不复制 TRUNCATE 命令。当然，可以通过使用 DELETE 来解决。为了
避免意外的 TRUNCATE 调用，可以撤销表的 TRUNCATE 权限。
• 不复制大对象（参阅第 2.7 章）。 没有什么解决办法，除非在普通表中
存储数据。
• 复制只能从基表到基表。也就是说，发布和订阅端的表必须是普通表，而
不是视图， 物化视图，分区根表或外部表。对于分区，您可以一对一地复制分
区层次结构， 但目前不能复制到不同的分区设置。尝试复制基表以外的表将导
致错误。

2.8.6

架构

逻辑复制首先复制发布者数据库上的数据快照。一旦完成， 发布者的变化
就会实时发送给订阅者。订阅者按照发布者提交的顺序应用数据， 以确保任何
单个订阅中的发布的事务一致性。
逻辑复制采用类似于物理流式复制的体系结构（请参见 第 26.2.5 节）。它
是通过“walsender”和“apply”进程实现的。walsender 进程启动 WAL 的逻辑解
码 ，并加载标准的逻辑解码插件 （pgoutput）。该插件将从 WAL 读取的更改转
换为逻辑复制协议， 并根据发布规范过滤数据。然后使用流式复制协议将数据
连续传输到应用工作人员， 应用工作人员将数据映射到本地表，并按照正确的
事务顺序应用接收到的各个更改。
订阅者数据库上的应用程序始终以 session_replication_role 设置为 replica 运
行，这会对触发器和约束产生通常的影响。
逻辑复制应用程序目前仅触发行触发器，不触发语句触发器。不过， 初始
表同步像 COPY 命令一样执行， 因此触发了 INSERT 的行和语句触发器。

2.8.7

初始快照

给现有订阅表中的初始数据做快照，并复制到特殊类型的应用程序的并行实
例中。 此过程将创建自己的临时复制槽并复制现有数据。一旦现有数据复制完
成， 工作人员进入同步模式，通过使用标准逻辑复制， 流式传输在初始数据复
制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变化， 确保表与主应用程序进入同步状态。一旦完成同步，
表的复制的控制权返回到复制继续正常进行的主应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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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监控

由于逻辑复制基于与物理流式复制 类似的体系结构，因此发布节点上的监
视与物理复制主节点的监视类似。
有关订阅的监控信息可以在 pg_stat_subscription 中看到。该视图对于每个订
阅工作者都包含一行。根据订阅的状态， 订阅可以有零个或多个活动的订阅工
作者。
通常情况下，为启用的订阅运行一个应用程序。此视图中禁用的订阅或崩溃
的订阅将有零行。 如果任何表的初始数据同步正在进行，则会有额外的工作人
员同步表。

2.8.9

安全

用于复制链接的角色必须具有 REPLICATION 属性 （或者是超级用户）。
该用户的访问权限必须在 pg_hba.conf 中配置。
用户必须具有数据库的 CREATE 权限才能创建发布。
用户必须具有表的所有权才能将该表添加到一个发布。 只有超级用户才能
创建一个自动发布所有表的发布。
只有超级用户才能创建一个订阅。
订阅应用程序将以超级用户的权限在本地数据库中运行。
只在复制连接开始时检查一次权限。当从发布者读取每个更改记录时， 不
重新检查权限，也不会在应用每个更改时重新检查权限。

2.8.10 配置设置
逻辑复制需要设置几个配置选项。
在发布者端，必须将 wal_level 设置为 logical， 并且 max_replication_slots 必
须至少设置为预期连接的订阅数量， 加上一些预留用于表同步。并且
max_wal_senders 应至少设置为与 max_replication_slots 相同， 加上同时连接的
物理复制的数量。
订阅者还需要设置 max_replication_slots。在这种情况下， 它应该至少设置
为将被添加到订阅者的订阅数量。max_logical_replication_workers 必须至少设置
为订阅数量，再加上一些保留用于表同步。此外， 可能需要调整
max_worker_processes 以适应复制工作者，至少（max_logical_replication_workers
+ 1）。 请注意，某些扩展和并行查询还需要 max_worker_processes 中的工作者
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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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 快速设置
首先设置 postgresql.conf 中的配置选项:
wal_level = logical
其他所需设置的默认值对于基本设置来说足够了。
需要调整 pg_hba.conf 以允许复制 （这里的值取决于你的实际网络配置和你
想要用于连接的用户）：
host all repuser 0.0.0.0/0 md5
然后在发布者数据库上：
CREATE PUBLICATION mypub FOR TABLE users, departments;
在订阅者数据库上：
CREATE SUBSCRIPTION mysub CONNECTION 'dbname=foo host=bar
user=repuser'
PUBLICATION mypub;
上面将启动复制过程，该过程同步表 users 和 departments 的初始表内容，
然后开始将增量更改复制到这些表。

第三章 全文检索
3.1

介绍

全文搜索（或文本搜索）提供了识别满足一个查询的自然语言文档的能力，
并且可以选择将它们按照查询相关性进行排序。最常见的搜索类型是找到所有包
含给定的查询词的记录，并且按照与查询的相似性（similarity）顺序返回它们。
查询（query）和相似性（similarity）的概念是非常灵活的，取决于特定的应用。
最简单的搜索认为查询是一组词，而相似性为查询词在文档中出现的频率。
文本搜索操作符已经在数据库中存在多年。HighGo DB 为文本数据类型提
供~、~*、LIKE 和 ILIKE 操作符，但它们缺乏许多现代信息系统要求的基本属
性：
•

没有语言的支持，即使是英语。正则表达式是不充分的，因为他

们不能很容易地处理派生词，比如，satisfies 和 satisfy。你可能会丢失包
含 satisfies 的文档，虽然你可能想要在对于 satisfy 的搜索中找到它们。可
以使用 OR 搜索多个派生形式，但这很繁琐，而且容易出错（有些词可能
会有上千的派生词）。
•

他们没有提供搜索结果的排序（排名），如果有成千上万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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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搜索结果毫无意义。
•

它们往往比较缓慢，因为没有索引的支持，因此他们必须为每一

个搜索处理所有文档。
全文索引允许文档被预处理，并且保存一个索引用于以后的快速搜索。预处
理包括：
•

将文档解析成记号。标识不同类别的记号是非常有用的，例如数

字、词、复合词、电子邮件地址，这样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原
则上记号分类依赖于具体的应用，但出于大多数的目的，可以使用一组预
定义的分类。HighGo DB 使用解析器来执行这一步。提供了一种标准的
解析器，以及为特定的需求创建的自定义解析器。
•

将记号转换成词位。和一个记号一样，词位是一个字符串，但它

已经标准化，这样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会变成一样的词位。例如，标准化
包括将大写字母转换成小写字母、删除后缀（如英语中的 s 或者 es）等。
这允许搜索找到同一个词的变体形式，而不需要繁琐的输入所有可能的变
体。此外，这个步骤通常会消除停用词，即那些很常见、对于搜索无用的
词。（总之，记号是文档文本的原始片段，而词位被认为是对索引和搜索
有用的词。）HighGo DB 使用词典执行这一步。提供各种标准词典，以及
为特定的需求创造的自定义词典。
•

存储针对搜索进行优化的预处理文档。比如，每个文档可以表示

为标准化词位的有序数组。与词位一起，通常还想要存储用于邻近度排名
的位置信息，使得包含查询词的“密集”区域的文档比包含分散查询词的
文档有更高的排名。
词典允许细粒度控制如何规范化记号。使用合适的词典，你可以：


定义不被索引的停用词。



使用 Ispell 映射同义词到一个词。



使用同义词词典库将短语映射到一个词。



使用 Ispell 词典将词的不同形式映射到一种规范的形式。



使用 Snowball 词根规则将一个词的不同变体映射到一种规范的

形式。
HighGo DB 一种数据类型 tsvector 用于存储预处理文档，以及类型 tsquery 表
示已处理的查询。有很多的函数和操作符可以使用这些数据类型，其中最重要的
是匹配操作符@@。全文搜索可以通过使用索引进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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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文档是什么？

一个文档是全文搜索系统的搜索单元；例如，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或电子邮件
消息。文本搜索引擎必须能够解析文档，并存储词位（关键词）与它们的父文档
之间的关联。之后，这些关联用来搜索包含查询词的文档。
HighGo DB 中的搜索，文档通常是一个数据库表中一行的文本字段，或者
这些字段的组合（级联），这些字段可能存储在多个表中或者动态地获得。换句
话说，一个文档可以由不同部分构成以用于索引，它不可能随时随地作为一个整
体存储。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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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实际上，在这些示例查询中，coalesce 应该用于防止一个独立的 NULL
属性导致整个文档 NULL 的结果。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在文件系统中作为简单的文本文档存储。在这种情况下，
数据库可以用于存储全文索引并且执行搜索，同时使用一些唯一标识从文件系统
中检索文档。然而，从外部检索文件，数据库需要拥有超级用户权限或者特殊函
数支持，因此这种方法通常不如把所有数据保存在 HighGo DB 内部方便。同时，
保持所有的数据在数据库里面允许轻松访问文档的元数据以帮助索引和显示。
对于文本搜索目的，每个文档必须简化为预处理后的 tsvector 格式。在文档
的 tsvector 表示形式上完整的执行搜索和排序—只有当文档被选择来显示给用户
时，才需要检索原文本。因此我们经常把 tsvector 说成是文档，当然它仅仅是完
整文档的一种紧凑表示。

3.1.2

基本文本匹配

HighGo DB 中的全文搜索基于匹配操作符@@，如果一个 tsvector (文档)匹
配一个 tsquery (查询)，则返回 true。先写哪个数据类型无关紧要：
SELECT 'a fat cat sat on a mat and ate a fat rat'::tsvector @@ 'cat &
rat'::tsquery;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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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SELECT 'fat & cow'::tsquery @@ 'a fat cat sat on a mat and ate a fat
rat'::tsvector;
?column?
---------f
正如上面例子表明，一个 tsquery 不仅仅是原始文本，更多的是一个 tsvector。
一个包含搜索条件的 tsquery，必须是已经标准化的词，并且可以使用 AND、OR
和 NOT 操作符连接多个术语。函数 to_tsquery 和 plainto_tsquery 可用于将用户
书写文本转换成一个合适的 tsquery。比如通过标准化文本中的词。类似的，
to_tsvector 用于解析和标准化文档字符串。因此在实践中文本搜索匹配可能看起
来更像这样：
SELECT to_tsvector('fat cats ate fat rats') @@ to_tsquery('fat & rat');
?column?
---------t
注意如果这个匹配写成这样它将不会成功，：
SELECT 'fat cats ate fat rats'::tsvector @@ to_tsquery('fat & rat');
?column?
---------f
由于这里没有发生词 rats 的标准化。一个 tsvector 的元素是词，假设已经被
标准化，所以 rats 不匹配 rat。
@@操作符也支持 text 输入，它允许在简单情况下跳过从文本字符串到
tsvector 或 tsquery 的显式转换。可用形式是：
tsvector @@ tsquery
tsquery @@ tsvector
text @@ tsquery
text @@ text
前面两种我们已经见过，形式 text @@ tsquery 等价于 to_tsvector(x) @@
y。 text @@ text 等价于 to_tsvector(x) @@ plainto_tsquer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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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配置

上面的都是简单的文本搜索例子。如前所述，全文搜索功能还有能力做更多
事情：忽略索引某个词（停用词），处理同义词并使用更高级的解析，比如：基
于空白之外的解析。这些功能通过文本搜索配置控制。HighGo DB 中有多种语
言的预定义配置，并且你可以很容易的创建你自己的配置（psql 的 \dF 命令显示
所有可用配置）。
在安装期间选择一个合适的配置，并且在 postgresql.conf 中相应的设置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如果为整个集群使用相同的文本搜索配置你可以使用
postgresql.conf 中的值。要在集群中使用不同配置，但是在任何一个数据库内部
使用同一配置，使用 ALTER DATABASE ... SET。否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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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都有一个可选的 regconfig 参数，因此可以
明确声明要使用的配置。仅当忽略这些参数的时候，才使用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为了更方便的建立自定义文本搜索配置，从简单的数据库对象中建立配置。
HighGo DB 文本搜索功能提供了四种类型的配置相关的数据库对象：
⚫ 文本搜索解析器将文本拆分成标记，并且为每个标记分类（比如
词或数字）
⚫ 文本搜索词典把标记转换成规范格式并且拒绝停用词。
⚫ 文本搜索模板提供位于词典底层的函数（一个词典简单的指定一
个模板，并且为模板设置参数）
⚫ 文本搜索配置选择一个解析器，并且使用词典集合规范化语法分
析器产生的标记。
文本搜索解析器和模板是从低层次的 C 函数建立的；因此它需要 C 编程能
力来开发新的解析器和模板，并且需要超级用户权限安装到数据库中（在 HighGo
DB 发布的 contrib/范围内有附加解析器和模板的实例）。由于词典和配置只是
对底层解析器和模板的参数化和连接，因此不需要特定的权限创建一个新的词典
或者配置。创建自定义词典和配置实例在本章节的后面给出。

3.2

表和索引

上一节中的例子说明使用简单常量字符串的全文匹配。本节显示如何搜索表
中的数据，以及可选择地使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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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表

3.2.1

在不使用索引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进行全文检索的，一个简单查询显示每一行
的 title ，这些行在其 body 字段中包含词 friend：
SELECT title
FROM pgweb
WHERE to_tsvector('english', body) @@ to_tsquery('english', 'friend');
这将也找到相关的词，比如 friends 和 friendly，因为所有的这些都简化到同
一个规范化的词。
以上查询指定使用 english 配置解析和规范化字符串。我们也可以省略配置
参数：
SELECT title
FROM pgweb
WHERE to_tsvector(body) @@ to_tsquery('friend');
这个查询将使用由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设置的配置。
复杂一点的例子：检索出最近的 10 个文档，要求它们在 title 或者 body 字
段中包含 create 和 table。
SELECT title
FROM pgweb
WHERE to_tsvector(title || ' ' || body) @@ to_tsquery('create & table')
ORDER BY last_mod_date DESC
LIMIT 10;
为了清晰，我们忽略 coalesce 函数调用，这可能需要被用来查找在两个字段
之一中包含 NULL 的行。
虽然这些查询可以在没有索引的情况下工作，大多数应用程序会发现这个方
法太慢了，除了偶尔的临时搜索。实际使用文本搜索时通常需要创建索引。

创建索引

3.2.2

为了加速文本搜索，我们可以创建 GIN 索引：
CREATE INDEX pgweb_idx ON pgweb USING GIN (to_tsvector('english',
body));
注意，这里使用了 to_tsvector 的双参数版本。只有指定了一个配置名称的文
本搜索函数可以被用在表达式索引中。这是因为索引的内容必须不受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的影响。如果他们受到影响，索引内容可能不一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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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的项可能包含使用不同的文本搜索配置创建的 tsvector，并且没有办法猜
出是哪个。正确的转储和恢复这样的一个索引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上述索引中使用 to_tsvector 的双参数版本，只有一个使用了带有相同
配置名称的 to_tsvector 的双参数版本的查询引用才能使用该索引。也就是说，
WHERE to_tsvector('english', body) @@ 'a & b' 可以使用该索引，但 WHERE
to_tsvector(body) @@ 'a & b'不能。这保证一个索引只能和创建索引项时所用的相
同配置一起使用。
可以建立更复杂的表达式索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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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_name 是 pgweb 表中的一列。这允许在同一索引中有混合配置，同时
记录哪个配置被用于每一个索引项。这将是有用的，例如，如果文档集合中包含
不同语言的文件。同样，要使用索引的查询必须以匹配的方式来表示，例如，
WHERE to_tsvector(config_name, body) @@ 'a & b'。
索引甚至可以连接列：
CREATE INDEX pgweb_idx ON pgweb USING GIN (to_tsvector('english',
title || ' ' || body));
另一个方法是创建一个单独的 tsvector 列控制 to_tsvector 的输出。这个例子
是 title 和 body 连接的，使用 coalesce 确保当一个字段为 NULL 时，另一个字段
仍然会被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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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准备好执行一个快速的全文搜索了：
SELECT title
FROM pgweb
WHERE textsearchable_index_col @@ to_tsquery('create & table')
ORDER BY last_mod_date DESC
LIMIT 10;
当使用一个单独的列来存储 tsvector 表示时，有必要创建一个触发器以保证
在 title 或 body 改变时 tsvector 列为当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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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列方法相对于一个表达式索引的优势是它不必为了利用索引而在查询
中显式地指定文本搜索配置，正如上面例子所示，查询可以依赖于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另一个优势是搜索比较快速，因为它没有必要重新进
行 to_tsvector 调用来验证索引匹配（在使用 GiST 索引时这一点比使用 GIN 索
引时更重要）。但是表达式索引方法更容易建立，它需要更少的磁盘空间，因为
tsvector 表示没有被显式存储下来。

3.3

控制文本搜索

要实现全文搜索必须要有一个从文档创建 tsvector 以及从用户查询创建
tsquery 的函数。同时，我们需要以一种有用的顺序返回结果，因此我们需要一个
函数比较文档和查询的相关性。可以很好的显示结果也是很重要的。HighGo DB
为所有这些函数都提供了支持。

3.3.1

解析文档

HighGo DB 中提供了 to_tsvector 函数把文档处理成 tsvector 数据类型。
to_tsvector([ config regconfig, ] document text) returns tsvector
to_tsvector 将文本文档解析为记号，将记号缩减成词位，并返回一个 tsvector，
它列出了词位及词位在文档中的位置。该文档是根据指定的或默认的文本搜索配
置处理的。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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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tsvector 不包含词 a、on 或 it。rats 变成 rat，
并且忽略标点符号-。
该 to_tsvector 函数内部调用一个分析器，将文档文本分解成记号并为每一种
记号分配一个类型。对于每个记号，会查询词典列表，列表因记号的类型而变化。
第一本识别记号的词典产生一个或多个标准词汇表示记号。例如，rats 变成 rat 因
为字典认为词 rats 是 rat 的复数形式。有些词被作为停用词，这样它们就会被忽
略，因为它们出现得太过频繁以致于在搜索中起不到作用。在我们的例子中，它
们是 a、on 和 it。如果列表中没有词典能识别某个标记，那么它也被忽略。在这
个例子中，标点符号 - 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事实上没有词典会给它分配标记类
型（空间符号），意味着空间记号永远不会被索引。解析器、词典和要索引的记
号类型是由选定的文本搜索配置决定的。可以在同一个数据库中有多种不同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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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并且有用于多种语言的预定义配置。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使用用于英语的
缺省配置 english。
函数 setweight 可以被用来对 tsvector 中的项标注一个给定的权重，权重是字
母 A、B、C 或者 D 之一。通常用来标记来自文档不同部分的项，比如标题正文。
之后，这些信息可以用于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
因 为 to_tsvector(NULL) 将 会 返 回空 ， 建议当 字 段 可能 是 空的 时候 使 用
coalesce。下面是我们推荐的从一个结构化文档创建一个 tsvector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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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使用 setweight 标记已完成的 tsvector 中的每个词的来源，并且使用
tsvector 连接操作符||合并标注过的 tsvector 的值。

3.3.2

解析查询

HighGo DB 提供了函数 to_tsquery 和 plainto_tsquery 将查询转换为 tsquery
数据类型。to_tsquery 提供比 plainto_tsquery 更多的功能，但对其输入要求更加
严格。
to_tsquery([ config regconfig, ] querytext text) returns tsquery
to_tsquery 从 querytext 中创建一个 tsquery，它必须由布尔运算符 & (AND)、
|(OR) 和!(NOT)分离的单个标记组成。这些运算符可以用圆括弧分组。换句话说，
to_tsquery 输入必须遵循 tsquery 输入的一般规律。不同的是基本的 tsquery 输入
把标记当做表面值，而 to_tsquery 使用指定或默认配置把每个记号规范为一个词
位，并丢弃所有依据配置是停用词的记号。比如：
SELECT to_tsquery('english', 'The & Fat & Rats');
to_tsquery
--------------'fat' & 'rat'
和在基本 tsquery 输入中一样，权重可以附属于每个词位来限制它只匹配属
于那些权重的 tsvector 词。比如：
SELECT to_tsquery('english', 'Fat | Rats:AB');
to_ts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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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 | 'rat':AB
*也可以附加到一个词位来指定前缀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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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任何词。
to_tsquery 也可以接受单引号的短语。当配置包括一个可能触发这类短语的
同义词词典库的时候是很有用的。在下面的例子中，一个词典包含规则
supernovae stars : sn：
SELECT to_tsquery('''supernovae stars'' & !crab');
to_tsquery
--------------'sn' & !'crab'
在没有引号时，to_tsquery 将为那些没有被 AND 或 OR 操作符分隔的记号
产生一个语法错误。
plainto_tsquery([ config regconfig, ] querytext text) returns tsquery
plainto_tsquery 将未格式化的文本 querytext 转换成 tsquery。该文本被解析并
被正规化，很像 to_tsvector，然后在存在的词之间插入& (AND)布尔操作符。
比如：
SELECT plainto_tsquery('english', 'The Fat Rats');
plainto_tsquery
----------------'fat' & 'rat'
请注意，plainto_tsquery 无法识别在其输入中的布尔运算符、权重标签或前
缀匹配标签：
SELECT plainto_tsquery('english', 'The Fat & Rats:C');
plainto_tsquery
--------------------'fat' & 'rat' & 'c'
在这里，所有输入的标点符号都被丢弃作为空格符号。

3.3.3

对查询结果进行排名

排名处理试图衡量文档和一个特定查询的相关性，所以当有很多匹配时，最
241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相关的一个则最先显示。HighGo DB 提供了两个预定义的排名函数，其中考虑
了词法、临近度和结构信息；也就是，他们考虑查询词在文档中出现的频率，搜
索词在文档中的紧密程度，以及它们出现的文档部分的重要性。然而，相关性的
概念是模糊的，并且与应用程序相关。不同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额外的信息进行
排名，例如，文档的修改时间。内置的排名函数只是例子。你可以编写自定义排
名函数，将其结果与其他因素相结合来满足特定需求。
当前可用的两个排名函数：
ts_rank([ weights float4[], ] vector tsvector,
query tsquery [, normalization integer ]) returns float4
基于匹配词位的频率来排名向量。
ts_rank_cd([ weights float4[], ] vector tsvector,
query tsquery [, normalization integer ]) returns float4
这个函数计算给定文档向量和查询的覆盖密度排名，正如 1999 年
在杂志“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中 Clarke、Cormack
和 Tudhope 的“Relevance Ranking for One to Three Term Queries”
文章中描述的一样。覆盖密度类似于 ts_rank 排名，不过它会考虑
匹配词位相互之间的临近度。
这个函数需要语义位置信息以执行它的计算。因此，它会忽略
tsvector 中任何"被剥夺的"（stripped）词位。如果在输入中没有未
被剥夺的语义，那么结果将是零。
对于这两个函数，可选的 weights 参数提供了为词实例分配多少权重的能力，
这种能力取决于它们是如何被标记的。权重数组指定为每类词应该得到多少权重，
按照如下顺序：
{D-weight, C-weight, B-weight, A-weight}
如果没有提供 weights，则使用这些缺省值：
{0.1, 0.2, 0.4, 1.0}
通常的权重是用来标记文档特殊区域的词，如标题或最初的摘要，所以他们
有着比文档主体中的词或多或少的重要性。
由于较长的文档有更多的机会包含一个查询词，因此考虑文档的大小是合理
的，例如，一个一百个词的文档中有一个搜索词的五个实例，而一个千字文档也
有该搜索词的五个实例，则前者比后者更相关。两种排名函数接受一个整数
normalization 选项，指定文档长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它的排序。该整数选项控制
多个行为，所以它是一位掩码：您可以使用|（例如，2|4）指定一个或多个行为。


0（缺省）表示跟长度大小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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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排名除以文档长度的对数+1



2 表示排名除以文档的长度



4 表示排名除以范围内的平均调和距离，只能使用 ts_rank_cd 实



8 表示排名除以文档中唯一词的数量



16 表示排名除以唯一词数量的对数+1



32 表示排名除以本身+1

现.

如果指定超过一个的标志位，则根据列出顺序应用转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排名函数不使用任何全局信息，所以不可能产生一个某
些时候所期望的 1%或 100%的公平规范化。规范化选项 32 (rank/(rank+1))可用于
将所有排名缩放到零到一的范围之间，当然，这只是一个表面变化；它不会影响
搜索结果的排序。
下面是一个例子，仅仅选择排名前十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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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GC 4650A: Strange Galaxy and Dark Matter

1.9
| 1.85774

Hot Gas and Dark Matter

|

1.6123

Ice Fishing for Cosmic Neutrinos

|

1.6

Weak Lensing Distorts the Universe

| 0.818218

这是使用规范化排名的相同例子：
SELECT title, ts_rank_cd(textsearch, query, 32 /* rank/(rank+1) */ ) AS rank
FROM apod, to_tsquery('neutrino|(dark & matter)') query
WHERE query @@ text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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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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花费比较多，因为它需要查找每个匹配文档的 tsvector，这可能会涉及
很多 I/O 因而很慢。不幸的是，这几乎不可能避免，因为实际的查询往往导致大
量的匹配。

加亮结果

3.3.4

要显示搜索结果，理想的方式是显示每个文档的一部分以及它是如何与查询
相关的。通常，搜索引擎显示文档片段时会对搜索词进行标记。HighGo DB 提
供了一个函数 ts_headline 实现此功能。
ts_headline([ config regconfig, ] document text, query tsquery [, options text ])
returns text
ts_headline 接受一个文档和一个查询，并从该文档中返回一个摘录，摘录中
的搜索词会被加亮。被用来解析该文档的配置可以用 config 指定；如果省略 config，
则使用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配置。
如果指定 一个 options 字符串， 它必须 由 一个逗号 分隔 的一个 或多个
option=value 对组成。可用选项是：


StartSel, StopSel：该字符串分隔文档中出现的查询词，以区别于

其他摘录词。如果它们含有空格或逗号，则必须使用双引号引起字符串。


MaxWords，MinWords：这些数字决定要输出的最长和最短的标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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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Word：这个长度或更短的词在标题的开始和结束处丢弃。

默认值三消除了常见的英语文章。


HighlightAll：布尔标志；如果为真，整个文档将作为标题，忽略

前面的三个参数。


MaxFragments：要显示的文本摘录或片段的最大数量。默认值零

选择非片段标题的生成方法。一个大于零的值选择基于片段的标题生成。
此方法查找尽可能多的查询词的文本片段并展开查询词周围的这些片段。
结果是查询词会靠近每个片段的中间并且在其两侧都有词。每个片段至多
是 MaxWords，并且长度小于等于 shortword 的词在每一个片段开始和结
束被丢弃。如果不是所有的查询词都在文档中找到，则文档中第一个
MinWords 单一片段将被显示。


FragmentDelimiter：当一个以上的片段显示时，片段将被这个字

符串所分隔。
任何未声明的选项将接受这些缺省值：
StartSel=<b>, StopSel=</b>,
MaxWords=35, MinWords=15, ShortWord=3, HighlightAll=FALSE,
MaxFragments=0, FragmentDelimiter=" ... "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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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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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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一个 tsvector 摘要，因此它很慢，应小心
使用。
一个典型的错误是，当只显示 10 个文档时，为每个匹配文档调用 ts_headline。
SQL 子查询可以帮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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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附加功能

本节描述了与文本搜索相关的其他函数和操作符。

3.4.1

操作文档

节 3.3.1 显示了原始文本文档如何转换成 tsvector 值。HighGo DB 也提供用
于操作已经在 tsvector 形式中的文档的函数和操作符。
tsvector || tsvector
tsvector 连接操作符返回一个向量，它结合了作为参数给定的 2 个向
量的词位和位置信息。位置和权重标签在连接期间被保留。出现在右边向
量的位置通过左边向量提到的最大位置进行偏移，因此这个结果几乎等同
于在 2 个原始文档字符串连接中执行 to_tsvector 的结果。（这个等价是不
完全准确的，因为任何从左边参数的末尾中删除的停用词不会影响结果，
然而，如果使用文本连接，它们会影响右边参数词的位置）
使用向量形式的连接而不是在应用 to_tsvector 之前连接文本的一个
优势是，你可以使用不同的配置解析文档的不同部分。此外，由于 setweight
函数按照相同方式标记所有给定向量的词位，如果你想用不同的权重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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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不同部分，你就有必要解析文本并且在连接之前做 setweight 。
setweight(vector tsvector, weight "char") returns tsvector
setweight 返回一个输入向量的拷贝，其中每一个位置用给定的 weight，
A、B、 C 或 D 进行标记（D 是新向量的缺省值，不显示在输出上。）当
向量连接时，会保留这些标签，允许一个文档的不同部分的词被排名函数
给予不同权重。
注意权重标签适用于位置，不是词位。如果输入向量已经被剥夺了位
置，则 setweight 不做任何事情。
length(vector tsvector) returns integer
返回存储在向量中的词的数量。
strip(vector tsvector) returns tsvector
返回一个向量，其中列出了与给定向量相同的词位，但它没有任何位
置和权重信息。虽然返回的向量比一个用于相关性排名的未剥离（stripped）
向量用处少，但它的大小通常会小得多。

3.4.2

处理查询

节 3.3.2 显示了原始文本查询如何转换成 tsquery 值。HighGo DB 也提供了
函数和操作符用于处理已存在 tsquery 形式中的查询。
tsquery && tsquery
返回两个给定查询的与组合。
tsquery || tsquery
返回两个给定查询的或组合。
!! tsquery
返回给定查询的反面（非）。
numnode(query tsquery) returns integer
返回在一个 tsquery 中节点的数目（词位加操作符）。决定 query 是
否有意义（返回> 0），或只包含停用词（返回 0），这个函数是很有用的。
例子：
SELECT numnode(plainto_tsquery('the any'));
NOTICE:

query contains only stopword(s) or doesn't contain

lexeme(s), ignored
numnod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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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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函数可用于检测不可索引的
查询，例如那些只包含停用词或否定术语的查询。比如：
SELECT querytree(to_tsquery('!defined'));
querytree
-----------

查询重写
ts_rewrite 系列函数搜索一个给定的 tsquery 在目标子查询中的出现，并且将
每一次出现替换成一个替补子查询。实际上这个操作是一个 tsquery 版本的子串
替换。目标和替换的组合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查询重写规则。一组这样的重写规则
可以是一个强大的搜索助手。例如，你可以使用同义词扩展搜索（例如，new york、
big apple、nyc、gotham）或缩小搜索将用户导向某些特点主题。这个特性和同义
词词典库之间功能上有一些重叠（节 3.6.4）。然而，你可以在不重建索引情况下
即时修改重写规则，而更新词库需要重建索引才能有效。
ts_rewrite (query tsquery, target tsquery, substitute tsquery) returns tsquery
ts_rewrite 的这种形式只适用于一个单一的重写规则：无论出现在
query 的什么地方，target 都被 substitute 替换。比如：
SELECT ts_rewrite('a & b'::tsquery, 'a'::tsquery, 'c'::tsquery);
ts_rewrite
-----------'b' & 'c'
ts_rewrite (query tsquery, select text) returns tsquery
ts_rewrite 的这种形式接受起始查询和 SQL select 命令，它们以一个
文本字符串的形式给出。select 必须产生两列 tsquery 类型。对于 select 结
果的每一行，出现在当前的 query 值中的第一个字段值（目标）都被第二
个字段值（替代）替换。比如：
CREATE TABLE aliases (t tsquery PRIMARY KEY, s tsquery);
INSERT INTO aliases VALUES('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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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s_rewrite('a & b'::tsquery, 'SELECT t,s FROM aliases');
ts_rewrite
-----------'b' & 'c'
注意，当以这种方式应用多个重写规则时，应用的顺序非常重要；因
此在实践中你将需要源查询按某些排序关键字 ORDER BY。
让我们考虑下现实生活中天文学的例子。我们将使用表驱动的重写规则扩展
查询 supernovae：
CREATE TABLE aliases (t tsquery primary key, s tsquery);
INSERT

INTO

aliases

VALUES(to_tsquery('supernovae'),

to_tsquery('supernovae|sn'));
SELECT ts_rewrite(to_tsquery('supernovae & crab'), 'SELECT * FROM
aliases');
ts_rewrite
--------------------------------'crab' & ( 'supernova' | 'sn' )
我们可以通过只更新表来改变重写规则：
UPDATE aliases
SET s = to_tsquery('supernovae|sn & !nebulae')
WHERE t = to_tsquery('supernovae');
SELECT ts_rewrite(to_tsquery('supernovae & crab'), 'SELECT * FROM
aliases');
ts_rewrite
--------------------------------------------'crab' & ( 'supernova' | 'sn' & !'nebula' )
当有许多的重写规则时，重写比较缓慢，因为它检查可能匹配的每一个规则。
为过滤掉明显非候选的规则，我们可以为 tsquery 类型使用包含操作符。在下面
的例子中，我们只选择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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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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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_rewrite
-----------'b' & 'c'

用于自动更新的触发器

3.4.3

当使用单独的列来存储文档的 tsvector 形式时，有必要建立一个触发器在文
档内容改变时更新 tsvector 列。两个内置的触发器函数可用于此，或者你可以自
定义触发器。
tsvector_update_trigger(tsvector_column_name,

config_name,

text_column_name [, ... ])
tsvector_update_trigger_column(tsvector_column_name,
config_column_name, text_column_name [, ... ])
这些触发器函数在 CREATE TRIGGER 命令指定的参数控制下，自动从一个
或多个文本列计算一个 tsvector 列。使用的例子是：
CREATE TABLE messages (
title

text,

body

text,

tsv

tsvector

);
CREATE TRIGGER tsvectorupdate BEFORE INSERT OR UPDATE
ON messages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tsvector_update_trigger(tsv, 'pg_catalog.english', title, body);
INSERT INTO messages VALUES('title here', 'the body text is here');
SELECT * FROM messages;
title

|

body

|

tsv

------------+-----------------------+---------------------------title here | the body text is here | 'bodi':4 'text':5 'titl':1
SELECT title, body FROM messages WHERE tsv @@ to_tsquery('title &
body');
title

|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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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here | the body text is here
在创建了这个触发器后，在 title 或者 body 中的任何改变都会自动反映到 tsv
中，而不需要应用操心同步的问题。
第一个触发器参数必须是被更新的 tsvector 字段名。第二个参数指定要进行
转换的文本搜索配置。对于 tsvector_update_trigger_column，第二个触发器参数是
另一个表列的名称，它的类型必须是 regconfig。这允许为每行选择配置。剩余的
参数是文本列的名称（类型为 text、varchar 或者 char）。这些将按给定的顺序被
包括在文档中。空值将被忽略（但其他列仍将被索引）。
这些内置触发器的限制是它们一致对待所有输入列。要对列进行不同的处理
—比如，使标题的权重和正文的不同—就需要编写一个自定义触发器。下面是使
用 PL / pgsql 作为触发器语言的一个例子：
CREATE FUNCTION messages_trigger() RETURNS trigger AS $$
begin
new.tsv :=
setweight(to_tsvector('pg_catalog.english', coalesce(new.title,'')), 'A')
||
setweight(to_tsvector('pg_catalog.english', coalesce(new.body,'')), 'D');
return new;
end
$$ LANGUAGE plpgsql;
CREATE TRIGGER tsvectorupdate BEFORE INSERT OR UPDATE
ON messages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messages_trigger();
记住当在触发器内部创建 tsvector 值时，明确指定配置的名称是很重要的，
这样该列的内容才不会被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的改变所影响。如果不这样
做可能会导致诸如重载转储之后搜索结果改变的问题。

3.4.4

收集文档统计

函数 ts_stat 可用于检查你的配置和查找候选的停用词。
ts_stat(sqlquery text, [ weights text, ]
OUT word text, OUT ndoc integer,
OUT nentry integer) returns setof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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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query 是一个包含返回单一 tsvector 列的 SQL 查询的文本值。ts_stat 执行
查询并返回包含 tsvector 数据中各个不同的词位的统计信息。返回的列：
•

word text —一个词的值

•

ndoc integer —这个词出现过的文档（tsvectors）的数量

•

nentry integer —这个词出现的总次数

如果提供了权重，只有具有其中之一权重的出现才被计算在内。
例如，在一个文档集合中查找十个最频繁的单词：
SELECT * FROM ts_stat('SELECT vector FROM apod')
ORDER BY nentry DESC, ndoc DESC, word
LIMIT 10;
同样的，但是只计算以权重 A 或 B 出现的单词：
SELECT * FROM ts_stat('SELECT vector FROM apod', 'ab')
ORDER BY nentry DESC, ndoc DESC, word
LIMIT 10;

3.5

解析器

文本搜索解析器负责将原文档文本拆分为记号并且标识每个记号的类型，这
里可能的类型集合由解析器本身定义。注意一个解析器并不修改文本—它只是确
定合理的单词边界。因为这个限制范围，为特定应用定制解析器的需求比自定义
字典需要的更少。目前 HighGo DB 只提供了一个内置的解析器，它已经被证实
对很多种应用都适用。
内置解析器被称为 pg_catalog.default。它识别 23 种记号类型，如表 3-1：
表 3-1 缺省解析器的记号类型
别名

描述

示例

asciiword

单词，所有 ASCII 字母

elephant

word

单词，所有字母

mañana

numword

单词，字母和数字

beta1

asciihword

带有连字符的单词，所有

up-to-date

ASCII
hword

带有连字符的单词，所有字母

lógico-matemática

numhword

带有连字符的单词，字母和数

postgresql-beta1

字
hword_asciipart

带有连字符的单词部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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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II
hword_part

hword_numpart

带有连字符的单词部分，所有

lógico or matemática in the

字母

context lógico-matemática

带有连字符的单词部分，字母

beta1 in the context postgresql-beta1

和数字
email

邮件地址

foo@example.com

protocol

协议头

http://

url

URL

example.com/stuff/index.html

host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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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进制计数法

-1.234

int

有符号整数

-1234

uint

无符号整数

1234

version

版本编号

8.3.0

tag

XML 标签

<a href="dictionaries.html">

entity

XML 实体

&amp;

blank

空格符号

(其他不识别的任何空格或者标点符号)

注意：解析器的一个“字母”的概念是由数据库的区域设置决定的，具体是
lc_ctype。只包含基本 ASCII 字母的词作为一个单独的标记类型被报告，因为有
时候可以用来区分他们。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标记类型 word 和 asciiword 应该
被同样对待。email 不支持 RFC 5322 定义的所有合法 email 字符。具体来说，
支持的 email 用户名非字母数字字符只有句点、破折号和下划线。
解析器有可能从同一段文本中产生重叠的标记。例如，一个带连字符的单词
可能报告为整个单词或多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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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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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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允许为整个复合词和每个部分进行搜索。这里是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SELECT

alias,

description,

token

FROM

ts_debug('http://example.com/stuff/index.html');
alias

| description

|

token

----------+---------------+-----------------------------protocol | Protocol head | http://
url

| URL

host

| Host

url_path | URL path

3.6

| example.com/stuff/index.html
| example.com
| /stuff/index.html

词典

词典用于删除那些不在搜索范围内的词（停用词），并且使单词规范化，使
得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相匹配。一个被成功规范化的词叫词位。除了提高检索质
量外，停用词的规范化和删除可以减少文档 tsvector 形式的大小，从而提高性能。
规范化并不总是有语言上的意义，通常取决于应用程序的语义。
一些规范化的例子：
•

语言的-Ispell 词典尝试将输入词缩减为一种规范化的形式；词干词典
去掉词尾

•

•

URL 位置可以被规范化来得到等效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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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名称可以由他们的十六进制值替换，比如： red, green, blue,
magenta -> FF0000, 00FF00, 0000FF, FF00FF。

•

如果索引数字，我们可以删除一些小数位数，缩减可能数字的范围，
因此如果只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则 3.14159265359，3.1415926 将被规
范化为一样的 3.14。

一个词典是一个程序，它接受一个标记作为输入并返回：
•

如果输入的标记是词典已知的，则返回一个词位数组（注意，一个标
记可能产生一个以上的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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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tsl_filter 标志集的单个词位，用一个新记号来替换要被传递给后续
字典的原始记号（称这是过滤词典）

•

如果词典认为标记是停用词，则返回一个空数组

•

如果词典不能识别输入标记，则返回 NULL

HighGo DB 提供了多种语言的预定义词典。也有几个预定义的模板，可用
于创建自定义参数的新词典。每个预定义的词典模板在下面描述。如果没有合适
的现有模板，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文本搜索配置将一个解析器和一组处理解析器输出标记的词典绑定在一起。
对于每一种解析器能返回的记号类型，配置都指定了一个单独的词典列表。当该
类型的一个记号被解析器找到时，依次查询列表中的每一个词典，直到某个词典
将其识别为一个已知词。如果它被标识为一个停用词或者没有一个词典识别它，
它将被丢弃，并且不会被索引或搜索。通常，使用第一个返回非空输出的词典的
结果，并且不再查阅剩余的词典；但过滤词典可以将给定词替换为被修改的词，
然后再传递给后继词典。
配置一个字典列表的一般规则是将最狭义、最具体的词典放在第一位，然后
是更一般的词典，以一个非常通用的词典结尾（像 Snowball 词干分析器或什么
都识别的 simple）。例如，一个天文学的特定搜索（astro_en 配置）可以将标记
类型 asciiword （ASCII 字）绑定到天文学术语的同义词词典、通用英语词典和
Snowball 英语词干分析器：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astro_en
ADD MAPPING FOR asciiword WITH astrosyn, english_ispell,
english_stem;
过滤词典可以放置在列表中的任意位置，除了最后，因为放在最后是无用的。
过滤词典可用于部分规范化词以简化后继词典的工作。例如，过滤词典可以用来
从重音字母中删除重音，该功能与 unaccent 模块功能类似。

3.6.1

停用词

停用词是很常见的词，出现在几乎每一个文档中，并且没有区分值。因此，
他们可以在全文搜索的环境中被忽略。例如，每个英文文本都包含像 a 和 the 的
单词，因此将它们存储在索引中是没有用处的。然而，停用词会影响在 tsvector
中的位置，进而影响排名：
SELECT to_tsvector('english','in the list of stop words');
to_tsvector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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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3 'stop':5 'word':6
丢失的位置 1,2,4 是因为停用词。有和没有停用词的文档排序计算是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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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处理停用词是由特定词典决定的。例如，ispell 词典首先规范词，然后
查看停用词列表，而 Snowball 词干分析器首先检查停用词列表。这个不同操作
的原因是为了减少噪音。

Simple 词典

3.6.2

simple 字典模板将输入标记转换为小写字母，并且根据停用词文件检查它。
如果在文档中找到则返回空数组，并丢弃这个标记。否则，单词的小写字母形式
作为规范化的词位返回。另外，词典可以配置为将非停用词报告为未识别，允许
将它们传递到列表中的后继词典中。
下面是一个使用 simple 模板的词典定义的例子：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public.simple_dict (
TEMPLATE = pg_catalog.simple,
STOPWORDS = english
);
在 这 里 ， english 是 一 个 停 用 词 文 件 的 基 本 名 称 。 文 档 的 全 名 为
$SHAREDIR/tsearch_data/english.stop，这里的$SHAREDIR 是 HighGo DB 安装
的共享数据目录，通常使用/usr/local/share/highgo（如果不确定，则使用 pg_config
--sharedir ）。该文档格式是一个简单的单词列表，每行一个。忽略空白行和空格，
并且大写字母转换成小写字母，但没有其他对文档内容的处理。
现在我们可以测试我们的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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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s_lexize('public.simple_dict','YeS');
ts_lexize
----------{yes}
SELECT ts_lexize('public.simple_dict','The');
ts_lexize
----------{}
如果没在停用词文件中找到，我们也可以选择返回 null，而不是小写字母单
词。这种行为可通过将字典的 Accept 参数设置为 false 来实现。继续例子：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 public.simple_dict ( Accept =
false );
SELECT ts_lexize('public.simple_dict','YeS');
ts_lexize
-----------

SELECT ts_lexize('public.simple_dict','The');
ts_lexize
----------{}
使用缺省设置 Accept = true，把 simple 词典放在词典列表末尾的时候才有用，
因为它不会传递任何标记给后继词典。相反，当至少有一个后继词典时，
Accept = false 才有用。
警告
大部分类型的词典依赖于配置文档，如停用词文件。这些文件必须存储为
UTF-8 编码。当他们读入服务器时，如果存在不同，他们将被转化为实际的数
据库编码。
警告
通常情况下，当词典的配置文档在会话中第一次使用时，数据库会话将只
读取它一次，如果你修改一个配置文档，并想强制现有会话获取新的内容，可
以在词典中使用命令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这是一个“虚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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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任何参数值。

同义词词典

3.6.3

这个词典模板用于创建替代同义词的词典。不支持短语（使用同义词库模板
（节 3.6.4）可以支持）。一个同义词词典可以用来解决语言上的问题，例如，防
止英语词干分析器词典把单词'Paris' 变成'pari'。在同义词词典中有 Paris paris 行
并且放在 english_stem 词典之前就足够了。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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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onym 模版要求的唯一的参数是 SYNONYMS，它是配置文件的基础名称
— 上 面 例 子 中 的

my_synonyms 。 文 件 的 完 整 名 称 为

$SHAREDIR/tsearch_data/my_synonyms.syn（$SHAREDIR 是 HighGo DB 安装的
共享数据目录）。文件格式是每一行要被替换的词，后面跟着它的同义词，用空
格分隔。忽略空行和结尾的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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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nym 模 版 还 有 一 个 可 选 的 参 数 CaseSensitive ， 缺 省 是 false 。 当
CaseSensitive 是 false 时，同义词文件中的词转换成小写字母，正如输入标记。
当它是 true 时，词语和标记不转换成小写字母，而是按照原样比较。
星号（*）可以被放置在配置文件中的同义词结尾。这表明同义词是一个前
缀。当该项在 to_tsvector()中使用时，忽略星号。但当它被用在 to_tsquery()中时，
结果将是带前缀匹配标记的查询记录（参见节 3.3.2）。例如，假设我们在
$SHAREDIR/tsearch_data/synonym_sample.syn 中有这些记录。
postgres

pgsql

postgresql

pgsql

postgre pgsql
gogle

googl

indices index*
然后我们将得到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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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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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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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义词词典库

3.6.4

同义词词库（有时简称 TZ）是一个单词的集合，包括单词和短语的关系信
息，比如，广义词（BT）、狭义词（NT）、首选词、非首选词、相关词等。
基本上同义词词库通过一个首选的术语替换所有非首选术语，另外，也为索
引保留原术语。HighGo DB 的同义词词库的当前实现是增加了短语支持的同义
词词典的扩展。同义词词库需要下列格式的配置文件：
# this is a comment
sample word(s) : indexed word(s)
more sample word(s) : more indexed word(s)
...
冒号（：）符号作为短语和其替代物之间的分隔符。
同义词词库检查短语匹配之前使用一个子词典（这是在词典的配置中指定）
规范输入文本。只能选择一个子词典。如果子词典无法识别单词，报告一个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删除这个词或让子词典学会这个词。你可以在一个索引字
的开头放一个星号（*）跳过应用子词典，但是所有采样的词必须是子词典已知
的。
如果有多个短语匹配输入，同义词词库选择最长的匹配。并且使用最后一个
定义分离关系。
通过子词典识别的具体停用词不能被指定；而使用？标记任何出现停用词的
260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位置。例如，假设根据子词典 a 和 the 是停用词：
? one ? two : swsw
匹配 a one the two 和 the one a two；两者都会被 swsw 替代。
由于同义词词典有识别短语的能力，它必须记住其状态并且与分析器交互。
同义词词典使用这些任务检查它是否应该处理下一个词，或停止积累。必须小心
配置同义词词典。例如，如果字典词库分配只处理 asciiword 标记，那么像 one 7
的同义词词典定义将不工作，因为标记类型 uint 没有分配给同义词词典。
警告
索引中使用词典，因此同义词词库的任何参数变化都需要重新索引。对于
大多数其他词典类型，小的变化，比如添加或去除停用词则不强迫重新索引。

同义词词库配置
使用 thesaurus 模板定义一个新的同义词词库。比如：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thesaurus_simple (
TEMPLATE = thesaurus,
DictFile = mythesaurus,
Dictionary = pg_catalog.english_stem
);
这里：
•

thesaurus_simple 是新词典的名称

•

mythesaurus 是 同 义 词 词 库 配 置 文 件 的 基 础 名 称 。 （ 全 名

为 $SHAREDIR/tsearch_data/mythesaurus.ths，这里$SHAREDIR 是安装的
共享数据目录）
•

pg_catalog.english_stem 是用于词规范化的子词典（这里是一个

Snowball 英文词干分析器）。注意，子词典将有自己的配置（例如，停用
词），这里没有显示。
现在可以在配置中将同义词词库 thesaurus_simple 绑定到所需的标记类型中，
例如：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russian
ALTER MAPPING FOR asciiword, asciihword, hword_asciipart
WITH thesaurus_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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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词库例子
考虑一个简单的天文词库 thesaurus_astro，其中包含了一些天文词组合：
supernovae stars : sn
crab nebulae : crab
下面我们创建一个词典并且绑定一些标记类型到天文词库和英文词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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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ts_lexize 对测试一个词库没有很大帮助，
因为它把输入看做一个标记。相反，我们可以使用 plainto_tsquery 和 to_tsvector，
它们将输入字符串分离成多个标记：
SELECT plainto_tsquery('supernova star');
plainto_tsquery
----------------'sn'
SELECT to_tsvector('supernova star');
to_tsvector
------------'sn':1
原则上，如果你对参数加了引号，可以使用 to_tsquery:
SELECT to_tsquery('''supernova star''');
to_tsquery
-----------'sn'
注意在 thesaurus_astro 中 supernova star 与 supernovae stars 匹配，因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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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典的定义中指定了 english_stem 词干分析器。该词干分析器删除了 e 和 s。
为了索引原句以及替代词，只要将它包括在定义的右边部分:
supernovae stars : sn supernovae stars
SELECT plainto_tsquery('supernova star');
plainto_tsquery
----------------------------'sn' & 'supernova' & 'star'

Ispell 词典

3.6.5

Ispell 词典模版支持形态学的词典，它可以将一个单词的许多不同的语言形
式标准化为一个词。例如，英语 Ispell 词典可以匹配搜索词 bank 的词尾变化和
词形变化，例如，banking、banked、banks、banks' 和 bank's。
标准的 HighGo DB 发行版不包括任何 Ispell 配置文件。大量的语言字典可
以从 Ispell 获得。同时，也支持一些更现代的词典文件格式——MySpell (OO <
2.0.1) 和 Hunspell (OO >= 2.0.2)。一个很大的词典列表在 OpenOffice Wiki 中可
以得到。
要创建 Ispell 词典，可以使用内置的 Ispell 模板并指定几个参数：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english_ispell (
TEMPLATE = ispell,
DictFile = english,
AffFile = english,
StopWords = english
);
这里， DictFile、AffFile 和 StopWords 指定词典、词缀和停用词文件的基础
名字。停用词文件的格式和上面解释的 simple 词典类型相同。其它文件的格式不
在这里指定，但可以从上面提到的网站获取。
Ispell 词典可以识别的词集有限，所以它们后面应该跟着另一个更广泛的词
典；例如，一个 Snowball 词典，它可以识别一切。
Ispell 词典支持拆分复合词；这是一个有用的功能。请注意，词缀文件应使
用 compoundwords controlled 语句指定一个特殊标记，标记可以参与复合格式的
词典单词：
compoundwords controlled z
这有一些 Norwegian 语言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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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s_lexize('norwegian_ispell',

'overbuljongterningpakkmesterassistent');
{over,buljong,terning,pakk,mester,assistent}
SELECT ts_lexize('norwegian_ispell', 'sjokoladefabrikk');
{sjokoladefabrikk,sjokolade,fabrikk}
注意：MySpell 不支持复合词。Hunspell 对复合词有更好的支持。目前，HighGo
DB 只实现了 Hunspell 的基本复合词操作。

Snowball 词典

3.6.6

Snowball 词典模板是基于 Martin Porter 的一个项目，他是英语语言流行的
Porter 词干提取算法的发明者。Snowball 现在提供了许多语言的词干提取算法。
每个算法都知道如何按照其语言拼写将常见的变体形式缩减为一个基础词或者
词干。一个 Snowball 词典需要 language 参数标识要使用的词干分析器，并且可
以指定一个 stopword 文件名来给出要删除词的列表。（HighGo DB 的标准的停
用词列表也由 Snowball 项目提供）例如，有一个内置的定义等同于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english_stem (
TEMPLATE = snowball,
Language = english,
StopWords = english
);
停用词的文件格式和已经解释过的一样。
一个 Snowball 词典可以识别一切，不管它是否能够简化该词，所以它应该放
在词典列表的末尾。把它放在任何其他的词典之前都是无用的，因为一个标记将
不会经过它到下一个词典。

3.7

配置实例

文本搜索配置指定了将文档转换成一个 tsvector 所需的所有选项：用于将文
本分解为标记的解析器，以及将每个标记转换为词位的词典。to_tsvector 或者
to_tsquery 的每一次调用都需要一个文本搜索配置来执行处理。如果没有明确指
定配置参数，则使用参数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指定的默认配置的名称。它
可以在 postgresql.conf 中设置，或使用 SET 命令为一个独立会话设置。
有几个预定义的文本搜索配置是可用的，并且您可以很容易的创建自定义的
配置。为了方便管理文本搜索对象，可以使用一组 SQL 命令，并且有几个 psql
命令可以显示有关文本搜索对象的信息（节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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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将创建一个配置 pg，从复制内置的 english 配置开始：
CREATE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public.pg ( COPY =
pg_catalog.english );
我 们 将 使 用 HighGo DB 特 定 的 同 义 词 列 表 ， 并 将 其 存 储 在
$SHAREDIR/tsearch_data/pg_dict.syn 中。文件内容看起来像：
postgres
pgsql
postgresql

pg
pg
pg

我们定义这样的同义词词典：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pg_dict (
TEMPLATE = synonym,
SYNONYMS = pg_dict
);
接下来我们注册 Ispell 词典 english_ispell，它有自己的配置文件：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english_ispell (
TEMPLATE = ispell,
DictFile = english,
AffFile = english,
StopWords = english
);
现在我们可以在配置 pg 中建立词汇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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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内置配置处理的标记类型：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pg
DROP MAPPING FOR email, url, url_path, sfloat, float;
现在我们测试我们的配置：
SELECT * FROM ts_debug('public.pg', '
PostgreSQL, the highly scalable, SQL compliant, open source object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is now undergoing beta testing of the next
version of our software.
265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
下一步是设置会话使用新的配置，这是在 public 模式中建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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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测试和调试文本搜索

一个自定义文本搜索配置的行为很容易变得混乱。在本节中描述的函数对测
试文本搜索对象是有用的。你可以测试一个完整的配置，或分别测试分析器和词
典。

3.8.1

配置测试

函数 ts_dubug 允许简单测试文本搜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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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 的每个通过解析器产生并通过配置词典处理过的标
记 的 信 息 。 它 使 用 通 过 config 指 定 的 配 置 ， 如 果 该 参 数 被 忽 略 则 使 用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 指定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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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_debug 为解析器在文本中标识的每个标记返回一行，返回的列是：
•

alias text — 标记类型的别名

•

description text —标记类型的描述

•

token text —标记的文本

 dictionaries regdictionary[] —通过配置为这个标记类型选定的词典
 dictionary regdictionary —识别该标记的词典，如果没有词典能识别则
为 NULL
 lexemes text[] —识别该标记的词典产生的词，如果没有词典能识别则
为 null；空数组（{ }）意味着它被识别为停用词。
一个简单例子：
SELECT * FROM ts_debug('english','a fat
alias

| description

cat sat on a mat - it ate a fat rats');

| token | dictionaries

| dictionary | lexemes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a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

blank

| {}

| Space symbols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fat
blank

| Space symbols

|

| Space symbols

|

| Space symbols
| Space symbols
| Space symbols

|

| Space symbols

|

blank

| Space symbols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it

| Space symbols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a
blank

| Space symbols

| {}

|

|

| {}

|

|

| {}

|

|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mat}
| {}
| {}

|

|

|

|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ate
blank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sat}

|

blank

| Space symbols

|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mat

blank

|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a
blank

|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cat}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on
blank

|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sat
blank

|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fat}
|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cat
blank

|

| {}

|

|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ate}
| {}

|

|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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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fat
blank

| Space symbols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fat}

|

asciiword | Word, all ASCII | rats

| {}

|

|

| {english_stem} | english_stem | {rat}

为了进一步示范，我们首先为英语创建一个 public.english 配置和 Ispell 词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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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ctionary

|

description

|

lexemes

|

token

|

dict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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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例子中，Brightest 被解析器识别为一个 ASCII 词（别名 ascii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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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这 种 标 识 类 型 ， 词 典 列 表 是 english_ispell 和 english_stem 。 这 个 词 被
english_ispell 标识，将它缩减为名词 bright。词 supernovaes 对于 english_ispell 词
典是未知的，所以它传递给下一个词典，幸运的是，它被识别了（实际上，
english_stem 是一个识别一切的 Snowball 词典；这也是为什么它被放置在词典列
表末尾）。
词 The 是由 english_ispell 词典识别为一个停用词（节 3.6.1），不会被索引。
空格也被丢弃，因为该配置根本没有为它们提供词典。
你可以通过明确指定你想要查看的列以减少输出的宽度：
SELECT alias, token, dictionary, lexemes
FROM ts_debug('public.english','The Brightest supernovaes');
alias

|

token

|

dictionary

|

lexemes

-----------+-------------+----------------+------------asciiword | The
blank

|

asciiword | Brightest
blank

|

| english_ispell | {}
|

|

| english_ispell | {bright}
|

|

asciiword | supernovaes | english_stem

3.8.2

| {supernova}

解析器测试

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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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给定的 document 并返回一系列的记录，每一个记录对应一个由
解析产生的记号。每个记录包括一个 tokid 显示分配给标记的类型，和一个 token
显示标记的文本。比如：
SELECT * FROM ts_parse('default', '123 - a number');
tokid | token
-------+-------22 | 123
12 |
12 | 1|a
269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2 |
1 |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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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表描述了指定分析器可以识别的每种标记类
型。对于每种标记类型，该表给出了解析器用于标记该类型标记的整数 tokid，
还给出了在配置命令中命名该标记类型的 alias，以及一个简短的 description。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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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hword_part

| Hyphenated word part, letters and digits
| Hyphenated word part, all letters

11 | hword_asciipart | Hyphenated word part, all ASCII
12 | blank

| Space symbols

13 | tag

| XML tag

14 | protocol
15 | numhword
16 | asciihword
17 | hword

| Protocol head
| Hyphenated word, letters and digits
| Hyphenated word, all ASCII
| Hyphenated word, all letters

18 | url_path

| URL path

19 | file

| File or path name

20 | float

| Decimal 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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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int

| Signed integer

22 | uint

| Unsigned integer

23 | entity

| XML entity

词典测试

3.8.3

ts_lexize 函数有助于进行词典测试。
ts_lexize(dict regdictionary, token text) returns text[]
如果输入的 token 为词典已知的，那么 ts_lexize 返回词位的数组，如果这个
token 对词典是已知的，但它是一个停用词，则返回空数组。如果它是一个未知
的词则返回 NULL。
比如：
SELECT ts_lexize('english_stem', 'stars');
ts_lexize
----------{star}
SELECT ts_lexize('english_stem', 'a');
ts_lexize
----------{}
注意：ts_lexize 函数需要单一标记，而不是文本。这是一种引起混淆的情况：
SELECT ts_lexize('thesaurus_astro','supernovae stars') is null;
?column?
---------t
同义词词库 thesaurus_astro 确实知道短语 supernovae stars，但 ts_lexize 失败
了，因为它没有解析输入文本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单一标记。可以使用
plainto_tsquery 或者 to_tsvector 测试同义词词典，例如：
SELECT plainto_tsquery('supernovae stars');
plainto_tsquery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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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GIN 和 GiST 索引类型

有两种类型的索引可以用于加快全文搜索。注意全文检索不一定非要使用索
引。但是在定期会被搜索的列上，通常需要一个索引。
CREATE INDEX name ON table USING GIN (column);
创建一个基于 GIN（Generalized Inverted Index 通用倒排索引）的索
引，column 必须是 tsvector 类型。
CREATE INDEX name ON table USING GIST (column);
创建一个基于 GiST（Generalized Search Tree 通用搜索树）的索引，
column 可以是 tsvector 或者 tsquery 类型。
GIN 索引是首选的文本搜索索引类型。作为倒排索引，每个词（词位）在其
中都有一个索引项，其中有压缩过的匹配位置的列表。多词搜索可以找到第一个
匹配，然后使用该索引移除缺少额外词的行。GIN 索引只存储 tsvector 值的词
（词位），并且不存储它们的权重标签。因此，在使用涉及权重的查询时需要一
次在表行上的重新检查。
GiST 索引是有损耗的，这意味着该索引可能会产生错误的匹配，并且有必
要检查实际的表行来消除这种错误匹配（需要时 HighGo DB 自动执行）。GiST
索引之所以是有损耗的，是因为每个文档在索引中被表示为一个固定长度的标签。
它是通过哈希每个单词到一个 n 位字符串中的单一位产生的，将所有这些位 OR
在一起产生一个 n 位的文件标签。当两个单词哈希到相同位的位置，就会产生一
个错误匹配。如果查询中的所有单词都有匹配（真实的或错误的），则必须检索
表行查看匹配是否是正确的。
有损性导致的性能下降归因于导致错误匹配的表记录的不必要的获取。由于
表记录的随机访问是缓慢的，这限制了 GiST 索引的效能。错误匹配的可能性取
决于几个因素，特别是唯一词的数量，所以推荐使用词典来降低这些数量。
请注意，GIN 索引的构建时间通常可以通过增加 maintenance_work_mem 来
改进，而 GiST 索引的构建时间对该参数不敏感。
对大集合分区并正确使用 GIN 和 GiST 索引允许实现带在线更新的快速搜
索。分区可以在数据库级别使用表继承来完成，或者通过将文档发布在服务器上
并且使用 dblink 模块采集搜索结果。后者是可能的，因为排名函数只使用本地信
息。

3.10 psql 支持
文本搜索配置对象的信息可以使用一组命令从 psql 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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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d,p,t}[+] [PATTERN]
可选的+可显示更多细节。
可选的参数 PATTERN 可以是一个文本搜索对象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如果 PATTERN 被忽略，则显示所有可见对象的信息。PATTERN 可以是一个正
则表达式，并且可以为模式和对象名称提供独立的形式。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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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用命令是：
\dF[+] [PATTERN]
列出文本搜索配置（加上+获取更多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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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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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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获取更多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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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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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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获取更多的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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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headline

|

| prsd_end

|

| prsd_headline

Get token types | prsd_lextyp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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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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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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获取更多的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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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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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限制
HighGo DB 的文本搜索功能的当前限制是：
•

每个词的长度必须小于 2K 字节

•

tsvector（词位+位置）的长度必须小于 1 兆字节

•

词位的数量必须小于 264

•

Tsvector 中的位置值必须大于 0，并且小于 16,383

•

每个词位不超过 256 个位置

•

在 tsquery 中节点的数目（词位+运算符）必须小于 32768

第四章 安全功能
4.1

口令加密存储

在瀚高数据库中，用户身份都是以密码加密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可以看到查
询的返回值是*加密的，瀚高数据库采用 MD5 加密方法，将用户密码用 MD5 方
式加密后存储在数据库中。缺省时，数据库用户的口令以 MD5 散列的方式存储，
所以管理员无法判断赋予用户的实际口令。如果 MD5 加密用于客户端认证，那
么未加密的口令甚至都不可能临时出现在服务器上，因为客户端在透过网络发送
之前，就先用 MD5 加密了。如下所示：
[highgo@highgo 5.6.1]$ psql
口令：
psql (5.6.1)
PSQL: Release 5.6.1
Connected to:
HighGo Database V5.6 Enterprise Edition Release 5.6.1 - 64-bit Production
输入 "help" 来获取帮助信息.
//通过 pg_user 视图来查看用户密码
//可以看到用户密码是加密的
highgo=# select passwd from pg_user where usename = 'highgo';
passw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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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记录)

4.2

自主访问控制

瀚高数据库使用角色的概念管理数据库访问权限。根据角色自身的设置不同，
一个角色可以看做是一个数据库用户，或者一组数据库用户。允许以用户的身份
规定并控制对客体的访问，阻止安全可靠数据库用户对客体的各种非授权操作，
角色可以拥有数据库对象(比如表和函数)以及可以把这些对象上的权限赋予其
它角色，以控制谁拥有访问哪些对象的权限。另外，我们也可以把一个角色的成
员权限（membership）赋予其它角色，这样就允许成员角色使用它被赋予成员权
限的角色的权限。
本章描述如何创建和管理角色，以及介绍权限系统。更多各种各样数据库对
象和其权限效果的信息可以在 4.2.3 节找到。

4.2.1

数据库角色

数据库角色在概念上与操作系统用户是完全无关的。在实际使用中把它们对
应起来可能比较方便，但这不是必须的。数据库角色在整个数据库集群中是全局
的(而不是每个库不同)。要创建一个角色，使用 SQL 命令 CREATE ROLE 执行：
CREATE ROLE name;
name 遵循 SQL 标识符的规则：要么完全没有特殊字符，要么用双引号包围
(实际上你通常会给命令增加额外的选项，比如 LOGIN。更多细节见下文)。要删
除一个现有角色，使用类似的 DROP ROLE 命令：
DROP ROLE name;
为了方便，提供程序 createuser 和 dropuser 作为这些 SQL 命令的封装器。
我们可以在 shell 命令上直接调用它们：
createuser name
dropuser name
要检查现有角色的集合，可以检查 pg_roles 系统表，比如：
SELECT rolname FROM pg_roles;
psql 的元命令\du 也可以用于列出现有角色。
为了能引导初始数据库系统，新建立的数据库总是包含一个预定义的"超级
用户"角色， 并且缺省时(除非在运行 initdb 时更改过) 他将和初始化该数据库集
群的操作系统用户有相同的名称。通常，这个角色名叫 highgo。为了创建更多角
色，你必须首先使用这个初始用户角色连接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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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到数据库服务器的连接都是使用某个特定的角色名建立的，这个角色
决定在该连接中执行命令的初始权限。特定数据库连接的角色名是由客户端声明
的，该客户端以应用程序的特定方式发起连接请求。比如，psql 程序使用-U 命令
行选项声明以哪个角色连接。许多应用以当前操作系统的用户名作为缺省角色名
(这样的应用包括 createuser 和 psql)。所以，在系统用户和数据库角色之间有某种
命名关系会让我们工作方便很多。
一个客户端连接可以使用的角色集合是由客户认证设置决定的，因此，一个
客户端并不局限于以它的操作系统用户匹配的角色进行连接，就像你登录系统的
名称不需要匹配你的真实姓名一样。因为角色的身份决定了一个连接的权限，所
以在多用户环境里仔细配置这些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4.2.2

角色属性

一个数据库角色可以有一系列属性，这些属性定义他的权限，以及与客户认
证系统的交互。
登陆权限
只有具有 LOGIN 属性的角色才可以用作数据库连接的初始角色名。
一个带有 LOGIN 属性的角色可以认为是和"数据库用户"是相同的。要创
建一个具有登录权限的角色，用下列之一：
CREATE ROLE name LOGIN;
CREATE USER name;
除了 CREATE USER 默认赋予 LOGIN 之外，CREATE USER 等价于
CREATE ROLE(默认不赋予 CREATE ROLE)。
超级用户状态
采用三权分立机制，弱化超级用户跨越全数据库的超级特权问题。超
级用户对所有表直接操作的权限去掉，除非表的所属用户对其进行赋权，
否则访问失败。这是数据库中一种更加安全的权限检查，防止对数据库的
恶意修改等操作，提高数据库安全性。要创建数据库超级用户，用 CREATE
ROLE name SUPERUSER 命令。你必须用已经是超级用户的角色执行这
条命令。
创建数据库
角色要想创建数据库，必须明确给出权限。要创建这样的角色，用
CREATE ROLE name CREATEDB 命令。
创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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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要想创建角色，必须明确给出权限。要创建这样的角色，用
CREATE ROLE name CREATEROLE 命令。一个带有 CREATEROLE 权
限的角色也可以更改和删除其它角色，以及给其它角色赋予或者撤销成员
关系。不过，要创建、更改、删除一个超级用户角色的成员关系，需要具
有超级用户属性，只有 CREATEROLE 还不够。
启动复制
角色要想启动流复制，必须明确给出权限（除了超级用户，因为它们
会绕开所有权限检查）。用于流复制的角色必须拥有 LOGIN 权限。要创
建这样的角色，使用 CREATE ROLE name REPLICATION LOGIN 命令。
口令
只有在客户认证方法要求与数据库建立连接必须使用口令的时候，口
令才有意义。password 和 md5 认证方法使用口令。数据库口令与操作系
统口令是无关的。在创建角色的时候可以这样声明一个口令：CREATE
ROLE name PASSWORD 'string'。
在 创 建 后 可 以 用 ALTER ROLE 修 改 一 个 角 色 的 属 性 。 参 考 CREATE
ROLE 和 ALTER ROLE 的手册获取细节。
提示：创建一个具有 CREATEDB 和 CREATEROLE 权限，但是并非超级用
户的角色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你可以使用这个角色进行所有日常的数据库和角色
管理。这个方法避免了以超级用户操作时，发生误操作导致的严重后果。
一个角色也可以为许多运行时配置设置针对其个人的缺省，那些配置在第二
章里描述。比如，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想在所有你做的连接中关闭索引扫描(不
是个好主意)，你可以用：
ALTER ROLE myname SET enable_indexscan TO off;
这样就会保存该设置(但不是立即设置)。然后，在这个角色随后的连接中，
它就表现的好像在会话开始之前执行过 SET enable_indexscan TO off。它只是缺
省值，你可以在会话中修改这个设置。要撤销任何这样的设置，使用 ALTER
ROLE rolename RESET varname。请注意，对那些没有 LOGIN 属性的角色，这些
角色相关的缺省值几乎没什么用，因为它们不会被调用。

4.2.3

权限

数据库对象在被创建时会被赋予一个所有者。通常所有者就是执行创建语句
的角色。对于大部分类型的对象，初始状态是只有所有者（或者超级用户）可以
对该对象做任何事情。要允许其它用户使用这个对象，必须赋予相应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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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中有多种不同的权限 ： SELECT 、 INSERT 、UPDATE、 DELETE、
REFERENCES、TRIGGER、CREATE、CONNECT、TEMPORARY、 EXECUTE、
USAGE 。可以应用于一个特定对象的权限随着对象的类型（表、函数等）而不
同。
修改或销毁一个对象的权力通常是只有所有者才有的权限。
一个对象可以通过该对象类型相应的 ALTER 命令来重新分配所有者，例如
ALTER TABLE。超级用户总是可以做到这点，普通角色只有同时是对象的当前
所有者（或者是拥有角色的一个成员）以及新拥有角色的一个成员时才能做同样
的事。
使用 GRANT 命令赋予权限。如果 joe 是一个现有的角色，而 accounts 是
一个现有的表，那么可以用下面的命令更新表的权限：
GRANT UPDATE ON accounts TO joe;
用 ALL 取代特定权限会把与对象类型相关的所有权限全部授权。
我们可以用特殊的名字 PUBLIC 把对象的权限赋予系统中的所有角色。同
时，在数据库中有很多用户时可以设置"组"角色来帮助管理权限。
要撤销权限，使用 REVOKE 命令：
REVOKE ALL ON accounts FROM PUBLIC;
对象所有者的特殊权限(即执行 DROP、GRANT、REVOKE 等的权力)总是
隐含地属于所有者，不能被赋予或者撤销。但是所有者可以选择撤销他自己的普
通权限，比如，把一个表做成对自己是只读的。
一般情况下，只有对象拥有者（或者超级用户）可以授予或撤销一个对象上
的权限。但是可以在授予权限时使用"with grant option"来允许接收人将权限转授
给其他人。如果后来授予选项被撤销，则所有从接收人那里获得的权限（直接或
者通过授权链获得）都将被撤销。

角色成员

4.2.4

把用户组合起来简化权限管理是个常用的便利方法：用这样的方法，权限可
以赋予整个组， 也可以对整个组撤消。这些事情是通过创建代表一个组的角色，
然后将组角色的成员权限（membership）赋予独立的用户角色的方法实现的。
要建立一个组角色，首先创建角色：
CREATE ROLE name;
一般作为组使用的角色不应当具有 LOGIN 属性，虽然你可以设置它。
一旦组角色已经存在了，那么你就可以用 GRANT 和 REVOKE 命令添加和
移除成员：
281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GRANT group_role TO role1, ... ;
REVOKE group_role FROM role1, ... ;
你还可以赋予成员权限给其它组角色(因为在组角色和非组角色之间没有实
质的区别)。 唯一的约束是你不能建立循环的成员关系。另外，不允许给 PUBLIC
角色赋予成员权限。
一个组角色的成员可以用两种方法使用角色的权限。首先，一个组的每个成
员都可以明确用 SET ROLE 临时"变成"该组的成员。在这个状态下，数据库会话
具有该组角色的权限，而不是原始的登录角色权限，这个时候创建的数据库对象
被认为是由组角色拥有，而不是登录角色。第二，拥有 INHERIT 属性的角色成
员自动具有它们所属组角色的权限，包括任何通过那些角色继承的权限。例如，
假如我们做了下面的事情：
CREATE ROLE joe LOGIN INHERIT;
CREATE ROLE admin NOINHERIT;
CREATE ROLE wheel NOINHERIT;
GRANT admin TO joe;
GRANT wheel TO admin;
那么在以角色 joe 连接之后，该数据库会话将立即拥有直接赋予给 joe 的权
限加上任何赋予给 admin 的权限，因为 joe"继承" 了 admin 的权限。不过，赋予
给 wheel 的权限不可用，因为即使 joe 是 wheel 的一个间接成员，但该成员关系
是通过 admin 过来的，而该组有 NOINHERIT 属性。在：
SET ROLE admin;
之后，该会话将只拥有那些已赋予给 admin 的权限，而不包括那些已赋予 joe
的权限。在
SET ROLE wheel;
之后，该会话将只拥有已赋予 wheel 的权限，而不包括已赋予 joe 或 admin
的权限。可以用下列命令之一恢复初始的权限状态：
SET ROLE joe;
SET ROLE NONE;
RESET ROLE;
注意：SET ROLE 命令总是允许选取任意登录角色的直接或者间接组角色。
因此，在上面的例子中，在成为 wheel 之前不必先成为 admin。
注意：在 SQL 标准中，用户和角色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并且用户并不会自
动继承权限，而角色可以。这个行为在 HighGo DB 里面可以通过给予那些当作
SQL 角色使用的角色以 INHERIT 属性，而给予当作 SQL 用户使用的角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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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NHERIT 属性来实现。不过，HighGo DB 缺省是给予所有角色 INHERIT 属
性。
角色属性 LOGIN、SUPERUSER、CREATEDB、CREATEROLE 可以被认为
是特殊的权限，但是它们从来不会像数据库对象上的普通权限那样继承。要使用
这些属性，你必须明确 SET ROLE 到一个有这些属性之一的特定角色。继续上面
的例子，我们可以选择给 admin 角色赋予 CREATEDB 和 CREATEROLE 权限。
然后，以 joe 连接的会话不会立即拥有这些权限，只有在 SET ROLE admin 之后
才会拥有。
要删除一个组角色，用 DROP ROLE 命令：
DROP ROLE name;
任何在组角色里面的成员关系都会自动撤消(但是成员角色则不受影响)。

4.2.5

删除角色

由于角色可以拥有数据库对象并且能持有访问其他对象的特权，删除一个角
色常常并非一次 DROP ROLE 就能解决。任何被该角色所拥有的对象必须首先被
删除或者转移给其他拥有者，并且任何已被授予给该角色的权限必须被收回，才
能删除该角色。
对象的拥有关系可以使用 ALTER 命令一次转移出去，例如：
ALTER TABLE bobs_table OWNER TO alice;
此外，REASSIGN OWNED 命令可以被用来把要被删除的角色所拥有的所
有对象的拥有关系转移给另一个角色。由于 REASSIGN OWNED 不能访问其他
数据库中的对象，有必要在每一个包含该角色所拥有对象的数据库中运行该命令
（注意第一个这样的 REASSIGN OWNED 将更改任何跨数据库共享的该角色拥
有的对象的拥有关系，即数据库或者表空间）。
一旦任何有价值的对象已经被转移给新的拥有者，任何由被删除角色拥有的
剩余对象就可以用 DROP OWNED 命令删除。再次，由于这个命令不能访问其他
数据库中的对象，有必要在每一个包含该角色所拥有对象的数据库中运行该命令。
还有，DROP OWNED 将不会删除整个数据库或者表空间，因此如果该角色拥有
任何还没有被转移给新拥有者的数据库或者表空间，有必要手工删除它们。
DROP OWNED 也会移除为不属于目标角色的对象授予给目标角色的任何
特权。因为 REASSIGN OWNED 不会触碰这类对象，通常有必要运行 REASSIGN
OWNED 和 DROP OWNED（按照这个顺序！）以完全地移除要被删除对象的从
属物。
总之，移除曾经拥有过对象的角色的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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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SIGN OWNED BY doomed_role TO successor_role;
DROP OWNED BY doomed_role; -- 在集簇中的每一个数据库中重复上述命
令
DROP ROLE doomed_role;
如果不是所有的拥有对象都被转移给了同一个后继拥有者，最好手工处理异
常然后执行上述步骤直到结束。
如果在依赖对象还存在时尝试了 DROP ROLE，它将发出消息标识哪些对象
需要被重新授予或者删除。

4.2.6

默认角色

PostgreSQL 提供一组默认角色， 他们可以访问特定的、通常需要的特权
功能和信息。 管理员可以将这些角色 GRANT 给用户和/或其环境中的其他角
色， 为这些用户提供对指定功能和信息的访问权限。
默认的角色在表 21-1 中描述。 请注意，每个默认角色的特定权限可能会因
为将来添加额外的功能而发生变化。 管理员应监控发行说明以进行更改。
表 21-1. 默认角色
管理员可以使用 GRANT 命令给这些用户授予访问权限：

角色

允许的权限

pg_read_all_settings

阅读所有配置变量，即使那些通常只
对超级用户可见的配置变量

pg_read_all_stats

阅读所有 pg_stat_*视图并使用各种
统计相关的扩展，甚至那些通常只对
超级用户可见的扩展。

pg_stat_scan_tables

执行可能对表进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ACCESS SHARE 锁定的监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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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signal_backend

给其他后端发送信号(比如: 取消查
询、终止)。

pg_monitor

读取/执行各种监视视图和函数。 此
角 色 是 pg_read_all_settings 、
pg_read_all_stats
和
pg_stat_scan_tables 的成员。

GRANT pg_signal_backend TO admin_user;

4.2.7

命名空间

以 pg_开头的角色（用户）名称不再能够使用，因为这些名称是保留的。
示例 47 从“pg_”开始的角色名称
postgres = #CREATE ROLE pg_test1;
错误：保留角色名称“pg_test1”
详细信息：保留以“pg_”开头的角色名称。
$ initdb --username = pg_admin 数据
initdb：不允许超级用户名“pg_admin”; 角色名称无法开始
用“pg_”
$

4.3

数据存储保密

4.3.1

加密选项

HighGo DB 提供了几个不同级别的加密，并且在保护数据不会因为数据库
服务器偷窃、不道德的管理员、不安全网络等因素而泄漏的方面提供很高的灵活
性。加密可能也是保护一些诸如医疗记录和财务交易等敏感数据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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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令存储加密
缺省的时候，数据库用户的口令以 MD5 散列的方式存储，所以管理
员无法判断赋予用户的实际口令。如果 MD5 加密用于客户端认证，那么
未加密的口令甚至都不可能临时出现在服务器上，因为客户端在透过网络
发送口令之前，就先用 MD5 加密了。
指定列加密
pgcrypto 模块允许对特定字段进行加密存储。这个功能在某些数据是
敏感数据的情况下有用。客户端提供解密的密钥，然后数据在服务器端解
密并发送给客户端。
在数据被解密和在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传递时，解密数据和解密密钥
将会在服务器端存在短暂的一段时间。这就给那些能完全访问数据库服务
器的人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截获密钥和数据的时间，例如系统管理员。
数据分区加密
存储加密可以在文件系统层面或者块层面上执行。Linux 文件系统加
密选项包括 eCryptfs 和 EncFS，而 FreeBSD 使用 PEFS。块层面或者全
盘 加密选项包括 Linux 上的 dm-crypt + LUKS 以及 FreeBSD 上的
GEOM 模块 geli 及 gbde。很多其他操作系统也支持这个功能，包括
Windows。
这个机制避免了在整个计算机或者驱动器被盗的情况下，未加密的数
据被从驱动器中读取。它无法防止在文件系统被挂载时的攻击，因为在挂
载之后，操作系统提供数据的解密视图。不过，要想挂载该文件系统，你
需要有一些方法把加密密钥传递给操作系统，并且有时候这个密钥就存储
在挂载该磁盘的主机上的某处。
跨网络加密口令
MD5 认证方法在客户端将口令发给服务器之前对其进行双重加密。
第一次 MD5 加密是基于用户名的，然后在连接数据库的时候，用服务器
发送的随机加盐值（Salt）再次加密。这个双重加密的数值就是从网络传
递给服务器的数值。双重加密不仅可以避免口令泄漏，还可以避免稍后其
它的连接使用同样的加密口令连接数据库(回放攻击)。
跨网络加密数据
SSL 连接会加密所有跨网络发送的数据：口令、查询、返回的数据。
pg_hba.conf 文件允许管理员声明哪些主机可以使用不加密的连接(host)，
以及哪些主机需要使用 SSL 加密的连接(hostssl)。客户也可以指定只通过
SSL 连接到服务器。我们也可以使用 Stunnel 或 SSH 加密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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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主机认证
客户端和主机都可以提供 SSL 证书给对方。这么做需要在两边都进
行一些额外的配置工作，但是这种方式提供了比简单使用用户名和口令更
强的身份认证的手段。它防止一个计算机伪装成服务器，只要足够长的时
间就可以读取客户端发送的口令。它还避免了"中间人" 攻击(在客户端和
服务器之间有台计算机，伪装成为服务器读取和传递两者之间的所有数
据)。
客户端加密
如果服务器机器的系统管理员是不可信的，那么客户端加密数据也是
必要的；这种情况下，未加密的数据从来不会在数据库服务器上出现。数
据在发送给服务器之前加密，而数据库结果在使用前必须在客户端解密。

4.3.2

用 SSL 进行安全的 TCP/IP 连接

HighGo DB 支持使用 SSL 连接来加密客户端/服务器通讯以提高安全性。这
个特性要求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安装 OpenSSL 并且在编译 HighGo DB 的时候
打开该特性。
如果编译 HighGo DB 时打开 SSL 特性，可以通过将 postgresql.conf 中的
ssl 设置为 on 以启用 SSL 连接的模式打开 HighGo DB 服务器。服务器将在同一
个 TCP 端口上同时监听普通连接和 SSL 连接，并且将与任何正在连接的客户端
协商是否使用 SSL 。缺省时，这是根据客户端的选项而定的。
HighGo DB 读取系统范围的 OpenSSL 配置文件。缺省的，这个文件名为
openssl.cnf ， 位 于 openssl version -d 报 告 的 目 录 中 。 可 以 通 过 将 环 境 变 量
OPENSSL_CONF 设置为所需配置文件的名称来覆盖该缺省值。
OpenSSL 支持多种不同强度的密码和认证算法。可以在 OpenSSL 配置文件
中指定一个密码列表，也可以通过修改 postgresql.conf 中的 ssl_ciphers，指定数
据库服务器专用的密码。
注意：使用 NULL-SHA 或 NULL-MD5 可能有身份验证开销而没有加密开
销。不过，中间人能够读取和传递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此外，加密开销
相比身份认证的开销是极小的。出于这些原因，建议不要使用 NULL 加密。
要以 SSL 模式启动服务器，包含服务器证书和私钥的文件必须存在。缺省
的，这些文件分别命名为 server.crt 和 server.key，存在于服务器的数据目录中，
但是可以通过配置参数 ssl_cert_file 和 ssl_key_file 指定其他名称和位置。在 Unix
系统上，必须禁止任何人或组访问 server.key；执行命令 chmod 0600 server.key 更
改其权限。如果私钥受密码保护，服务器将会提示输入密码，并且在它被输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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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启动。
在有些情况下，服务器证书可能由一个"中间"证书颁发机构签名，而不是直
接由客户端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签名。若要使用这样的证书，请追加授权签名证
书到 server.crt 文件，然后追加其父颁发机构的证书，以此类推直到一个客户端
信任的"根"或"中间"颁发机构，即由一个位于客户端 root.crt 文件中的证书签发。

使用客户端证书
如果需要客户端提供受信任的证书，把你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CA)的证书放
在数据目录下的 root.crt 文件里，并且设置 postgresql.conf 中的参数 ssl_ca_file 为
root.crt，将 pg_hba.conf 文件中适当的 hostssl 行的 clientcert 参数设置为 1。然后
将在 SSL 连接启动时从客户端请求该证书。服务器将验证客户端的证书是由受
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之一签发的。 如果中间 CA 出现在 root.crt 中，该文件必须
也包含指向其根 CA 的证书链。如果设置了参数 ssl_crl_file ，那么证书撤销列表
(CRL)项也要被检查。
pg_hba.conf 文件中的 clientcert 选项适用于所有的认证方法，但仅适用 hostssl
指定的行。当 clientcert 没有指定或设置为 0 时，如果配置了 CA 列表，服务器
将仍然根据 CA 列表验证客户端证书，但是它将不会坚持要求出示客户端证书。
请注意服务端的 root.crt 列出了被认为可信的能用于签发客户端证书的顶层
CA。原则上不需要列出签名服务端证书的 CA，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 CA
也被信任用于客户端证书。如果你设置客户端证书，你可能希望用 cert 认证方法，
以便使证书控制用户身份验证，以及提供连接安全。

SSL 服务器文件的使用
表 4.1 概述了与在服务器上设置 SSL 相关的文件。（显示的文件名称是默认
的或典型的名字。本地配置的名称可能会不同。）

表 4.1SSL 服务器文件的使用
文件

内容

作用

ssl_cert_file ($PGDATA/server.crt)

服务器证书

发送到客户端标识服务器的身份

ssl_key_file ($PGDATA/server.key)

服务器私钥

证明服务器证书是由所有者发送，并
不表示证书所有者是可信的

ssl_ca_file ($PGDATA/root.crt)

可信的证书颁

检查该客户端证书是由可信的证书颁

发机构

发机构签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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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_crl_file ($PGDATA/root.crl)

被证书颁发机

客户端证书不能出现在这个列表上

构撤销的证书

文件 server.key，server.crt，root.crt 和 root.crl（或被配置的其他名字）仅在
服务器启动时检查；所以要使对它们的修改生效，你必须重启服务器。

创建自签名的证书
要为服务器创建一个快速自签名的证书，可以使用下面的 OpenSSL 命令：
openssl req -new -text -out server.req
填写 openssl 所要求的信息。确保把本地主机名当做"Common Name"输入。
要求的密码可以留空。该程序将生成一个密钥，该密钥是一个受保护的密码。它
不会接受小于四字符的密码。要删除密钥(如果你想自动启动服务器就必须这样)，
运行下面的命令：
openssl rsa -in privkey.pem -out server.key
rm privkey.pem
输入旧口令解锁现有密钥。然后:
openssl req -x509 -in server.req -text -key server.key -out server.crt
将证书变成自签名的证书，并且复制密钥和证书到服务器将要查找它们的地
方。最后执行操作：
chmod og-rwx server.key
因为如果其权限比这更高，服务器将拒绝该文件。
你可以用一个自签名的证书进行测试，但是在生产环境中应该使用一个由证
书颁发机构(CA，全局 CA 或者本地 CA 都可以)签发的证书，这样客户端才能够
验证服务器的身份。如果对于组来说所有客户都是本地的，建议使用本地 CA。

4.3.3

SSL 支持

HighGo DB 本地支持使用 SSL 连接加密客户端/服务器通信以提高安全性。
libpq 读取系统范围的 OpenSSL 配置文件，默认情况下，这个文件被命名为
openssl.cnf 并且存放在 openssl version -d 报告的目录中，可以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OPENSSL_CONF 把这个默认值覆盖为想要的配置文件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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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证书客户端验证
默认情况下，HighGo DB 将不会执行服务器证书的任何验证。这就意味着可
以在客户端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伪造服务器身份（如，通过修改一个 DNS 记录或
接管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了阻止哄骗，必须使用 SSL 证书验证。
如果参数 sslmode 被设置为 verify-ca，libpq 将通过检查证书链(CA)一直到一
个受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来验证服务器是可信的。如果 sslmode 设置为 verifyfull，libpq 还会验证服务主机名是否匹配它的证书。如果服务证书不能被验证，
那么 SSL 连接将失败。在大部分对安全敏感的环境中，建议使用 verify-full。
在 verify-full 模式下，主机名与证书的 Subject Alternative Name（主题备用
名称)属性进行匹配，或者如果没有类型为 dNSName 的主题备用名称，则与
Common Name（公用名称）属性进行匹配。如果证书的名称属性以星号（*）开
头，则星号将被视为通配符，其将匹配除了点(.)之外的所有字符。这意味着证书
将不会匹配子域。如果使用 IP 地址而不是主机名进行连接，则将匹配 IP 地址
（不进行任何 DNS 查找）。
要允许服务器证书验证，一个或多个可信的 CA 必须放在用户的 home 目录
下的文件~/.highgo/root.crt 中。如果在 root.crt 中有中间 CA，该文件必须也包含
到 它 们 的 根 CA 的 证 书 链 。 在 微 软 Windows 上 该 文 件 被 命 名
为%APPDATA%\highgo\root.crt。
如 果 文 件 ~/.highgo/root.crl

存 在 （ 微 软

Windows

上

的%APPDATA%\highgo\root.crl），也会检查证书撤销列表（CRL）项。
根证书文件和 CRL 的位置可以通过设置连接参数 sslrootcert 和 sslcrl，或环
境变量 PGSSLROOTCERT 和 PGSSLCRL 来更改。
注意：如果根 CA 文件存在，那么 sslmode=require 的行为与 verify-ca 相同，
意味着服务器证书对 CA 进行验证。不鼓励依赖这种行为，需要证书验证的应用
程序应该总是使用 verify-ca 或者 verify-full。

客户端证书
如 果 服 务 器 要 求 一 个 可 信 的 客 户 端 证 书 ， libpq 将 发 送 用 户 主 目 录 中
~/.highgo/ postgresql.crt 文件存储的证书。该证书必须由一个服务器信任的证书颁
发机构 CA 签发。也必须存在一个匹配的私钥文件~/.highgo/ postgresql.key。该私
钥文件不允许全局或组用户的任何访问；可以通过命令 chmod 0600 ~/.highgo/
postgresql.key

实 现 。 在 微 软

Windows

上 这 些 文 件 被 命 名

为%APPDATA%\highgo\postgresql.crt 和%APPDATA%\highgo\ postgresql.key，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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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特别的权限检查，因为该目录被假定为安全。证书和秘钥文件的位置可以使
用连接参数 sslcert 和 sslkey 或环境变量 PGSSLCERT 和 PGSSLKEY 覆盖。
在一些情况下，客户端证书可以由中间证书机构签名，而不是服务器直接信
任的证书机构。要使用这样一个证书，请将签发机构的证书加入到 postgresql.crt
文件，然后添加它的上级机构的证书，一直到一个受服务器信任的证书机构（ "
根"机构或者"中间"机构），即由该服务器的 root.crt 文件中的一个证书签发。
注意客户端的~/.highgo/root.crt 列出了被认为可信的能用于签发服务器证书
的顶层 CA。原则上，不需要列出签发客户端证书的 CA，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 CA 也被信任可以用于服务器证书。

不同模式中提供的保护
sslmode 参数的不同值提供了不同级别的保护。SSL 能够针对三类攻击提供
保护：
窃听
如果一个第三方可以检查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网络通信，
那么它就能读取连接信息（包括用户名和密码）以及传递的数
据。对此，SSL 通过加密进行防护。
中间人（MITM）
如果一个第三方能对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送的数据进行修
改，它就能假装是服务器并且因此能看见并且修改数据，（即使
这些数据是加密的）。然后第三方可以将连接信息和数据传送给
原来的服务器，使得它不可能检测到攻击。常见的攻击包括 DNS
中毒或地址劫持，借此客户端被定向到预期之外的不同的服务
器。还有几种其他的攻击方式也能完成这种攻击。SSL 使用证书
验证让客户端认证服务器，就可以阻止这种攻击。
模拟
如果第三方可以伪装成一个认证了的客户端，那么它就能轻
松访问到它本来不能访问的数据。通常这可能由不安全的口令管
理所致。SSL 使用客户端证书来阻止这种情况，即确保只有持有
合法证书的客户端才能访问服务器。
对于一个已知安全的连接，进行连接之前，必须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进行
SSL 配置。如果只在服务器端进行配置，客户端在知道服务器要求高安全性之前
可能会结束发送敏感信息（如密码等）。在 libpq 中，可以通过将 sslmode 参数

291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设置为 verify-full 或 verify-ca，并且为系统提供一个用来验证的根证书来确保安
全连接。这类似于使用 https URL 进行加密网页浏览。
一旦服务器已经被认证，客户端就可以发送敏感信息。这就意味着直到这一
刻，客户端都不需要知道证书是否将被用于认证，这样只需要在服务器配置中指
定就比较安全。
所有 SSL 选项都会有加密和密钥交换的开销，因此必须在性能和安全性之
间做出平衡。下表说明不同 sslmode 值可以防护的风险，以及关于安全性和开销
的声明：

表 4.2 SSL 模式描述
sslmode

窃听保护

MITM 保护

声明

disable

否

否

我不关心安全性，我不想承担加密的开销

allow

可能

否

prefer

可能

否

require

是

否

verify-ca

是

我不关心安全性，但是如果服务器支持，我会承
担加密开销
我不关心加密，但是如果服务器支持，我希望承
担加密开销
我希望我的数据加密，我接受开销。我相信该网
络将确保我始终连接到想要连接的服务器。

取决于 CA

我希望我的数据加密，我接受开销。我想要确保

策略

我连接到的是我信任的服务器。
我希望我的数据加密，我接受开销。我想要确保

Verify-full

是

是

我连接到的是我信任的服务器，并且是我指定的
那个服务器。

verify-ca 和 verify-full 之间的区别取决于根 CA 的策略。如果使用的是一个
公用 CA，verify-ca 允许连接到其他人可能已经向 CA 注册的服务器。在这种情
况下，应该使用 verify-full。如果使用的是一个本地 CA，甚至是一个自签名证书，
使用 verify-ca 通常就可以提供足够的保护。
sslmode 缺省值是 prefer。如在表中说明的那样，从安全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没
有意义的，并且它只承诺可能的性能开销。提供它作为默认值只是为了向后兼容，
在安全部署中不建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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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客户端文件使用
下表总结了与客户端上 SSL 设置相关的文件。
表 4.3 libpq/客户端 SSL 文件的使用
文件

内容

影响

~/.highgo/postgresql.crt

客户端证书

由服务器要求

~/.highgo/postgresql.key

客户端的私钥

~/.highgo/root.crt

证明由所有者发送客户端证书，并不表示
证书所有者是可信的

受信任的证书

检查服务器证书是由受信任的证书机构签

颁发机构

署。

被证书颁发机

~/.highgo/root.crl

服务器证书必须不在这个列表中

构撤销的证书

SSL 库初始化
如果应用程序初始化 libssl 和/或 libcrypto 库并且编译 libpq 时支持 SSL，您
应该调用 PQinitOpenSSL 来告知 libpq libssl 和/或 libcrypto 已经被应用程序初始
化了，这样 libpq 将不会再初始化这些库。
PQinitOpenSSL
允许应用程序选择要初始化哪个安全库。
void PQinitOpenSSL(int do_ssl，int do_crypto);
当 do_ssl 为非 0 时，在第一次打开一个数据库连接之前，libpq 将初
始化 OpenSSL 库。当 do_crypto 为非 0 时，libcrypto 库将被初始化。缺
省(如果没有调用 PQinitOpenSSL)，两个库都会被初始化。如果没有编译
SSL 支持，这个函数也存在但是什么也不做。
如果应用程序使用并初始化 OpenSSL，或其底层 libcrypto 库，那么
在第一次打开一个数据库连接之前，必须以合适的非零参数调用这个函
数。同时要确保在打开一个数据库连接之前完成了初始化。
PQinitSSL
允许应用程序选择要初始化哪个安全库。
void PQinitSSL(int do_ssl);
此函数等效于 PQinitOpenSSL(do_ssl，do_ssl) 。该函数用于要么初
始化 OpenSSL 和 libcrypto 要么都不初始化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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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4.1

FDE 加密
简介

该版本数据库支持 Full database encryption（FDE）功能。
FDE 实现了对整个数据库磁盘文件的加密，加密过程对于客户端是完全透
明的，当把数据块写入磁盘时，对数据进行加密；当从磁盘读取数据时，进行解
密。
FDE 对以下的文件进行了加密（加密范围）：
所有的堆文件（表、索引、系列、FSM 文件、VM 文件），以及系统表、预
写式日志（WAL）和查询时产生的临时文件。
秘钥通过 LDAP 服务器管理，支持不同数据集簇使用不同秘钥。FDE 功能
是通过扩展模块实现的，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启用加密，并指定秘钥和秘钥所在的
LDAP 服务器。
FDE 支持 aes-128、aes-192、aes-256、blowfish、des、3des、cast5 这七种加
密算法，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指定。

4.4.2

基本原理

数据库初始化时，根据用户输入的信息生成秘钥并加密，通过加密通信与
LDAP 服务器交互，把算法和加密后的秘钥存储到 LDAP 服务器中。
数据库启动时，通过加密通信从 LDAP 服务器上取得秘钥并通过 pg_contrl
文件校验秘钥，在读写物理文件时，使用秘钥对数据进行加解密。

4.4.3

LDAP 服务配置

由于需要在 LDAP 服务器上存储秘钥，并且数据库与 LDAP 服务器之间使
用加密通信，所以需要先配置 LDAP，并启用 TSL 加密通信。

Centos6 系统中 LDAP 的配置
4.4.3.1.1 服务器配置
1、关闭防火墙和 Selinux
/etc/init.d/iptables stop
chkconfig iptables off

294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sed -i '/^SELINUX/s/enforcing/disabled/' /etc/selinux/config
setenforce 0
2、安装
yum

install

openldap

openldap-servers

openldap-clients

3、安装后，把模板文件拷贝到配置文件目录并改名：
cp /usr/share/openldap-servers/slapd.conf.obsolete /etc/openldap/slapd.conf
执行 slappasswd 命令，生成密码:
slappasswd
New password:

#输入密码明文(比如 123)

Re-enter new password:
{SSHA}ChrYrSofelqU6wrzpPmj/qOWzyh2inDx

#生成密码

4、编辑配置文件/etc/openldap/slapd.conf
(1)、#include 中包含所需的 SCHEMA。
本次需要的 SCHEMA 为 core. schema

cosine.schema，若#include 中没

有，需要添加：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cosine.schema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core.schema

(2)、编辑域名、rootdn、rootpw
suffix

"dc=highgo,dc=com"

rootdn

"cn=hgdb,dc= highgo,dc=com"

rootpw

{SSHA}ChrYrSofelqU6wrzpPmj/qOWzyh2inDx

//

填

写

slappasswd 生成的密码
5、拷贝数据文件, 修改配置文件和数据目录的权限
cp /usr/share/openldap-servers/DB_CONFIG.example /var/lib/ldap/DB_CONFIG
6、测试配置文件并生成配置数据 slapd.d
(slapd.d 是真正读取配置的地方，当修改了配置文件时，需要重新执行本步骤
来生成 slapd.d)
root 权限执行 slaptest：
slapd
slaptest -f /etc/openldap/slapd.conf -F /etc/openldap/slap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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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file testing succeeded
修改权限:
chown -R ldap /etc/openldap/*
chown -R ldap /var/lib/ldap/*
数据目录/var/lib/ldap/在配置文件 slapd.conf 的 directory 处。
7、启动服务
service slapd start
8、添加 rootdn
ldapadd -x -D "cn=hgdb,dc= highgo,dc=com" -w 123 -f key.dif
key.dif 内容：
--------------------------dn:dc= highgo,dc=com
objectClass: top
objectClass: dcObject
objectClass: organization
o: highgo
dn:cn=hgdb,dc= highgo,dc=com
objectclass:organizationalRole
--------------------------确认条目
ldapsearch -x -D "cn=hgdb,dc= highgo,dc=com" -w 123 -b "dc= highgo,dc=com"
有如下的检索结果：
--------------------------# highgo.com
dn: dc=highgo,dc=com
objectClass: top
objectClass: dcObject
objectClass: organization
o: highgo
dc: high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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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gdb, highgo.com
dn: cn=hgdb,dc=highgo,dc=com
objectClass: organizationalRole
cn: hgdb
--------------------------可能出现的错误：
ldap_bind: Invalid credentials (49)

原因：dn 或密码不对

解决方案：
清空 slapd.d：
rm -rf /etc/openldap/slapd.d/*
重新生成 slapd.d
slaptest -f /etc/openldap/slapd.conf -F /etc/openldap/slapd.d
修改权限
chown -R ldap slapd.d/
重新拷贝 DB_CONFIG
cp

/usr/share/openldap-servers/DB_CONFIG.example

/var/lib/ldap/DB_CONFIG
重启
service slapd restart

TSL 连接配置：
1、生成 ssl 数字证书并签名。
若有签名的 ssl 证书，则只需要把证书拷贝到相应目录下，并在配置文件中
写明路径即可。
若没有，可以使用以下步骤生成自签名的证书：
cd /etc/pki/CA
（1）生成根秘钥：
openssl genrsa -out private/cakey.pem 2048
（2）生成自签名的根证书：
openssl req -new -x509 -key private/cakey.pem -out cacert.pem

-days 3650

(-days 表示根证书的有效期，缺省-days 时，默认有效期是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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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提示填写（不要填空的）：
Country Name (2 letter code) [XX]:cn
State or Province Name (full name) []:sd
Locality Name (eg, city) [Default City]:jn
Organization Name (eg, company) [Default Company Ltd]:hg
Organizational Unit Name (eg, section) []:yf
Common Name (eg, your name or your server's hostname) []:root
Email Address []:
（3）初始化 CA：
mkdir private newcerts
touch newcerts index.txt serial
echo "00" > serial
（4）生成 ldap 服务器的秘钥和根证书
mkdir cacerts
cd /etc/pki/CA/cacerts
生成服务器的私钥
openssl genrsa -out server.key
为 ldap 生成证书签署请求
openssl req -new -key server.key -out server.csr
按照提示填写，其中 Country Name、State or Province Name、Organization
Name 需要与根证书一致：
Country Name (2 letter code) [XX]:cn
State or Province Name (full name) []:sd
Locality Name (eg, city) [Default City]:jn
Organization Name (eg, company) [Default Company Ltd]:hg
Organizational Unit Name (eg, section) []:yf
Common Name (eg, your name or your server's hostname) []:192.168.10.47
//填写服务器 IP 地址
Email 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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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根据请求签发证书，得到.crt 证书文件
openssl ca -in server.csr -out server.crt
2、拷贝根证书和服务器证书到 ldap 配置目录
cd /etc/openldap/
mkdir cacerts
cp /etc/pki/CA/cacert.pem /etc/openldap/cacerts
cp /etc/pki/CA/cacerts/*

/etc/openldap/cacerts

设定权限：
chown -R ldap /etc/openldap/cacerts/server.crt
chmod 644 /etc/openldap/cacerts/server.crt
chown -R ldap /etc/openldap/cacerts/server.key
chmod 400 /etc/openldap/cacerts/server.key
chown -R ldap /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chmod 644 /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3、配置/etc/openldap/slapd.conf
在 OpenLDAP 服务器上，将以下内容添加到 /etc/openldap/slapd.conf 文件
的 global 段下面。TLSCertificateFile 和 TLSCertificateKeyFile 指定了证书文件
和私钥文件的路径。
TLSCACertificatePath

/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TLSCertificateFile

/etc/openldap/cacerts/server.crt

TLSCertificateKeyFile

/etc/openldap/cacerts/server.key

4、编辑/etc/sysconfig/ldap，开启加密支持：
vim /etc/sysconfig/ldap
SLAPD_LDAPS=yes
5、重新生成 slapd.d 目录。
rm -rf slapd.d/*
slaptest -f /etc/openldap/slapd.conf -F /etc/openldap/slapd.d
chown -R ldap /etc/openldap/slap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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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启 LDAP 服务
service slapd restart
通过命令 netstat -ntulp |grep slapd 可以看到 389(普通连接)端口和 636(加密端
口)都已经启动。
也可以手动指定启动的端口。(slapd 命令 –h 参数)

4.4.3.1.2 客户端配置
1、安装
yum install

openldap

openldap-clients

2、拷贝 CA 根证书
把服务器上使用的 CA 根证书 /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拷贝到客户
端的/etc/openldap/cacerts 目录下。
3、编辑配置文件 /etc/openldap/ldap.conf 以支持 TSL 传输。
加入以下内容：
TLS_REQCERT allow
TLS_CACERT /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tls_checkpeer yes
4、测试连接
openssl

s_client

-connect

192.168.10.47:636

/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Centos7 中 LDAP 的配置
4.4.3.2.1 服务器配置
1、关闭防火墙和 SELINUX：
systemctl disable firewalld.service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service
sed -i '/SELINUX/s/enforcing/disabled/' /etc/selinux/config
setenforce 0
2、 安装
yum install -y openldap

openldap-servers openldap-clients

(需要安装 openldap-clients 用来导入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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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执行 slappasswd 命令，生成密码：
slappasswd
New password:

#输入密码明文(比如 123)

Re-enter new password:
{SSHA}ChrYrSofelqU6wrzpPmj/qOWzyh2inDx

#生成密码

4、配置文件
vim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olcDatabase\=\{2\}hdb.ldif
修改如下内容：
olcSuffix: dc=highgo,dc=com
olcRootDN: cn=hgdb,dc=highgo,dc=com
olcRootPW: {SSHA}ChrYrSofelqU6wrzpPmj/qOWzyh2inDx
vim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olcDatabase\=\{1\}monitor.ldif
修改 olcAccess 的最后一个 dn.base 内容与上面的 rootdn 一样
olcAccess:

{0}to

*

by

dn.base="gidNumber=0+uidNumber=0,cn=peercred,cn=extern
al,cn=auth" read by dn.base="cn=hgdb,dc=highgo,dc=com" read by * none
vim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ldif

添加如下内容:
olcAllows: bind_v2
5、拷贝数据文件
cp

/usr/share/openldap-servers/DB_CONFIG.example

/var/lib/ldap/DB_CONFIG
改权限
chown -R ldap.ldap /var/lib/ldap
6、测试配置文件
slaptest -u
56e7c83d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rror

on

error

on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olcDatabase={1}monitor.ldif"
56e7c83d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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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olcDatabase={2}hdb.ldif"
config file testing succeeded
7、启动
systemctl start

slapd.service

netstat -ntulp |grep slapd
查看 389 端口是否启动
8、导入要使用的 SCHEMA
cd /etc/openldap/schema/
ldapadd -Y EXTERNAL -H ldapi:/// -D "cn=config" -f cosine.ldif
ldapadd -Y EXTERNAL -H ldapi:/// -D "cn=config" -f core.ldif//默认有
9、添加 rootdn
ldapadd -x -D "cn=hgdb,dc= highgo,dc=com" -w 123 -f key.dif
key.dif 内容：
--------------------------dn:dc= highgo,dc=com
objectClass: top
objectClass: dcObject
objectClass: organization
o: highgo
dn:cn=hgdb,dc= highgo,dc=com
objectclass:organizationalRole
--------------------------确认条目
ldapsearch -x -D "cn=hgdb,dc= highgo,dc=com" -w 123 -b "dc= highgo,dc=com"
有如下的检索结果：
--------------------------# highgo.com
dn: dc=highgo,dc=com
objectClass: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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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Class: dcObject
objectClass: organization
o: highgo
dc: highgo
# hgdb, highgo.com
dn: cn=hgdb,dc=highgo,dc=com
objectClass: organizationalRole
cn: hgdb
---------------------------

TSL 连接配置：
1、证书生成与 centos6 相同(证书生成步骤)
2、配置证书路径：
vim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ldif

olcTLSCACertificatePath: /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olcTLSCertificateFile: /etc/openldap/cacerts/server.crt
olcTLSCertificateKeyFile: /etc/openldap/cacerts/server.key
3、开启系统加密支持
vim /etc/sysconfig/slapd
SLAPD_URLS="ldapi:/// ldap:/// ldaps:///"
4、测试配置文件
slaptest -u
56e7c83d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rror

on

error

on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olcDatabase={1}monitor.ldif"
56e7c83d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olcDatabase={2}hdb.ldif"
config file testing succeeded
5、重启
systemctl

restart slapd.service

netstat -ntulp |grep slapd
查看 636 端口是否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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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2 客户端配置
与 centos6 相同
1、安装
yum install

openldap

openldap-clients

2、 拷贝 CA 根证书
把 服 务 器 上 的 CA 根 证 书 /etc/pki/CA/cacert.pem 拷 贝 到 客 户 端 的
/etc/openldap/cacerts 目录下。
3、编辑配置文件 /etc/openldap/ldap.conf 以支持 TSL 传输。
加入以下内容：
TLS_REQCERT allow
TLS_CACERT /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tls_checkpeer yes
4、测试连接
openssl

s_client

-connect

192.168.10.47:636

-state

-CAfile

/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Windows7 下连接 LDAP 的配置
由于编译环境的差异，Windows 下安装瀚高数据库并使用 FDE 时，不需要
安装 LDAP，但是需要信任 LDAP 服务器使用的 CA 根证书，否则无法进行 TSL
通讯。
Windows 下信任 CA 根证书的步骤如下：
1、把 LDAP 服务器使用的 CA 根证书拷贝到当前系统上
[开始]->[运行]->输入：certmgr.msc，进入证书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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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中[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证书]，右键选择 [所有任务]->[导入]

3、进入证书证书导入向导，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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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浏览] 找到证书路径

5、一直点击[下一步]到结束，最后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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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显示 导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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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P 的备份与恢复
4.4.3.4.1 手动备份
1、备份（导出）：
方法一：
slapcat > ldapbackup.ldif
//使用 slapcat 命令把数据导入到文件 ldapbackup.ldif 中
方法 2：
ldapsearch -x -b 'dc=highgo,dc=com' > ldapbackup.ldif
//使用 ldapsearch 命令把根域

‘dc=highgo,dc=com’ 下的内容导入到文件

ldapbackup.ldif 中
2、恢复（导入）
ldapadd

-x -D " cn=hgdb,dc= highgo,dc=com " –w 123 -f ldapbackup.ldif

// ldapadd 命令把 ldapbackup.ldif 导入到数据库中

4.4.3.4.2 自动备份(主从同步)
以下设置配制两台 LDAP 服务器，一主库，一从库，在主库上的更新会同步
到从库上。
Centos6 下的配置

1. 准备工作：
1) 关闭 iptables 防火墙和 selinux
/etc/init.d/iptables stop
chkconfig iptables off
sed -i '/^SELINUX/s/enforcing/disabled/' /etc/selinux/config
setenforce 0
2) 安装配置（参照前文）

2. 主库配置：
（1）配置 load 模块 syncprov.la
配置文件 /etc/openldap/slapd.conf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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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modulepath /usr/lib/openldap 之前的注释
取消 modulepath /usr/lib64/openldap 之前的注释
取消 moduleload syncprov.la 之前的注释

//load 相应的模

块
（2）配置主库
配置文件 /etc/openldap/slapd.conf 中：
在 index nisMapName,nisMapEntry

eq,pres,sub 这一行之后添加

如下内容：
# master replia server start
overlay syncprov
syncprov-checkpoint 100 10
syncprov-sessionlog 100
（3）重新生成配置文件：
rm -rf /etc/openldap/slapd.d/*
slaptest -f /etc/openldap/slapd.conf -F /etc/openldap/slapd.d
chown -R ldap /etc/openldap/slapd.d
重启：
service slapd restart

3. 从库配置：
（1）配置 load 模块 syncprov.la
配置文件 /etc/openldap/slapd.conf 中：
取消 modulepath /usr/lib/openldap 之前的注释
取消 modulepath /usr/lib64/openldap 之前的注释
取消 moduleload syncprov.la 之前的注释
（2）配置从库


主从使用普通连接：
配置 syncrepl

:

配置文件 /etc/openldap/slapd.conf 中
在 index nisMapName,nisMapEntry
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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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repl

rid=123 provider=ldap://192.168.10.50:389

interval=00:00:00:10
attrs="*"

type=refreshOnly

searchbase="dc=highgo,dc=com"
schemachecking=off

scope=sub

bindmethod=simple

binddn="cn=hgdb,dc=highgo,dc=com" credentials=123
------------------------------------------------------------------------------------------说明：
syncrepl rid=123
provider=ldap://192.168.10.47:389

#主库的 ip:端口

type=refreshOnly

#设定备库只读(refreshAndPersist:读写)

interval=00:00:00:10

#同步的时间间隔：day:hour:min:sec

searchbase="dc= highgo,dc=com"
scope=sub

#主库的根域

#sub 代表同步根域下的所有条目

schemachecking=off

#不启用 schema 语法检测

bindmethod=simple

#同步认证模式为 简单

binddn="cn=hgdb,dc= highgo,dc=com"

#bind 主库的 dn(用户名)

credentials=123

#bind 主库的密码

credentials 必须为主库生成 rootpw 的明文，若填写 rootpw 的值，则无
法与主库连接。


主从使用 TSL 连接：
条件：
主从要使用 TSL 连接，主从服务器使用的根证书要相同，即使用同一
CA 为主从服务器的证书签名。
配置 syncrepl

:

配置文件 /etc/openldap/slapd.conf 中
在 index nisMapName,nisMapEntry

eq,pres,sub 这一行之后添加

如下内容：
------------------------------------------------------------------------------------------syncrepl

rid=123 provider=ldaps://192.168.10.51:636

interval=00:00:00:10

type=refreshOnly

searchbase="dc=highgo,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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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sub

attrs="*"

schemachecking=off

binddn="cn=hgdb,dc=highgo,dc=com"

bindmethod=simple

credentials=123

starttls=yes

tls_cert=/etc/openldap/cacerts/server.crt
tls_cacert=/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provider 使用 TSL 的协议与端口：ldaps://ip:636
需要开启 TSL 并制定证书的路径：
starttls=yes
tls_cert=/etc/openldap/cacerts/server.crt
tls_cacert=/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3）重新生成配置文件：
rm -rf /etc/openldap/slapd.d/*
slaptest -f /etc/openldap/slapd.conf -F /etc/openldap/slapd.d
chown -R ldap /etc/openldap/slapd.d
重启：
service slapd restart
Centos7 下的配置

准备工作：
1) 关闭 iptables 防火墙和 selinux
systemctl disable firewalld.service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service
sed -i '/SELINUX/s/enforcing/disabled/' /etc/selinux/config
setenforce 0
2) 安装配置（参照前文）

主库配置：
（1）配置 load 模块 syncprov.la：
创建文件 mod_syncprov.ldif：
vim mod_syncprov.ldif
# creat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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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 cn=module,cn=config
objectClass: olcModuleList
cn: module
olcModulePath: /usr/lib64/openldap
olcModuleLoad: syncprov.la
把文件 mod_syncprov.ldif 导入：
[root@dlp ~]#
ldapadd -Y EXTERNAL -H ldapi:/// -f mod_syncprov.ldif
// 导入成功显示如下：
SASL/EXTERNAL authentication started
SASL

username:

gidNumber=0+uidNumber=0,cn=peercred,cn=external,cn=auth
SASL SSF: 0
adding new entry "cn=module,cn=config"
（2）配置主库：
创建文件 syncprov.ldif
vim mod_syncprov.ldif
# create new
dn: olcOverlay=syncprov,olcDatabase={2}hdb,cn=config
objectClass: olcOverlayConfig
objectClass: olcSyncProvConfig
olcOverlay: syncprov
olcSpSessionLog: 100
导入文件：
[root@dlp ~]#
ldapadd -Y EXTERNAL -H ldapi:/// -f syncprov.ldif
// 导入成功显示如下：
SASL/EXTERNAL authentication started
SASL username:
gidNumber=0+uidNumber=0,cn=peercred,cn=external,cn=auth
SASL SSF: 0
adding new entry
"olcOverlay=syncprov,olcDatabase={2}hdb,cn=config"
（3）测试配置文件并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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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ptest -u
591528f9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rror

on

checksum

error

on

error

on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ldif"
591528f9

ldif_read_file: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cn=module{2}.ldif"
591528f9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olcDatabase={1}monitor.ldif"
591528f9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rror

on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olcDatabase={2}hdb.ldif"
config file testing succeeded
//重启
systemctl

restart slapd.service

从库配置：
（1）配置 load 模块 syncprov.la：
与主库导入相同的文件 mod_syncprov.ldif
（2）配置从库：


主从使用普通连接：
创建文件 syncrepl.ldif
vim syncrepl.ldif
# create new
dn: olcDatabase={2}hdb,cn=config
changetype: modify
add: olcSyncRepl
olcSyncRepl:

rid=001

provider=ldap://192.168.10.40:389

bindmethod=simple
credentials=123

binddn="cn=hgdb,dc=highgo,dc=com"

searchbase="dc=highgo,dc=com"

schemachecking=off

scope=sub

type=refreshOnly interval=00:00:00:10

导入文件 syncrepl.ldif
[root@dlp ~]#
ldapadd -Y EXTERNAL -H ldapi:/// -f syncrepl.ldif
// 导入成功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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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L/EXTERNAL authentication started
SASL

username:

gidNumber=0+uidNumber=0,cn=peercred,cn=external,cn=auth
SASL SSF: 0
modifying entry "olcDatabase={2}hdb,cn=config"


主从使用 TSL 连接：
创建文件 syncrepl.ldif
vim syncrepl.ldif
# create new
dn: olcDatabase={2}hdb,cn=config
changetype: modify
add: olcSyncRepl
olcSyncRepl:

rid=001

provider=ldaps://192.168.10.40:636

bindmethod=simple
credentials=123

binddn="cn=hgdb,dc=highgo,dc=com"

searchbase="dc=highgo,dc=com"

schemachecking=off
starttls=yes

type=refreshOnly

scope=sub

interval=00:00:00:10

tls_cert=/etc/openldap/cacerts/server.crt

tls_cacert=/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导入文件 syncrepl.ldif
[root@dlp ~]#
ldapadd -Y EXTERNAL -H ldapi:/// -f syncrepl.ldif
// 导入成功显示如下：
SASL/EXTERNAL authentication started
SASL

username:

gidNumber=0+uidNumber=0,cn=peercred,cn=external,cn=auth
SASL SSF: 0
modifying entry "olcDatabase={2}hdb,cn=config"
（3）测试配置文件并重启:
slaptest -u
591528f9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rror on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l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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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528f9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rror on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cn=module{2}.ldif"
591528f9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rror on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olcDatabase={1}monitor.ldif"
591528f9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rror on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olcDatabase={2}hdb.ldif"
config file testing succeeded
//重启
systemctl

restart slapd.service

4.4.3.4.3 自动备份（互主备份）
互主备份即两台 ldap 服务器互为主从，一台服务器修改，另一台即可看到
配置方法如下：
（1）关闭防火墙和 selinux
（2）配置互主备份：
Centos6 下的配置

在每台服务器上都进行以下的配置：

准备工作：
1) 关闭 iptables 防火墙和 selinux
/etc/init.d/iptables stop
chkconfig iptables off
sed -i '/^SELINUX/s/enforcing/disabled/' /etc/selinux/config
setenforce 0
2) 安装配置（参照前文）

配置互主备份
配置文件 /etc/openldap/slapd.conf 中添加如下内容：
(ServerID 每台服务器是唯一的、Provider 的路径为对方的 ldap 路径)


服务器之间使用普通连接:
modulepath /usr/lib/openld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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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path /usr/lib64/openldap
moduleload syncprov.la
# master replia server start
overlay syncprov
syncprov-checkpoint 100 10
syncprov-sessionlog 100
serverID 1
syncrepl

rid=123

type=refreshAndPersist

provider=ldap://192.168.10.51:389
interval=00:00:00:10

searchbase="dc=highgo,dc=com"
schemachecking=off

scope=sub

attrs="*"

bindmethod=simple

binddn="cn=hgdb,dc=highgo,dc=com" credentials=123
mirrormode


on

服务器之间使用 TSL 连接:
条件：
服务器之间要使用 TSL 连接，各服务器使用的根证书要相同，即使用
同一 CA 为各服务器的证书签名
modulepath /usr/lib/openldap
modulepath /usr/lib64/openldap
moduleload syncprov.la
# master replia server start
overlay syncprov
syncprov-checkpoint 100 10
syncprov-sessionlog 100
serverID 1
syncrepl

rid=123

provider=ldaps://192.168.10.51:636

type=refreshAndPersist

interval=00: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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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base="dc=highgo,dc=com"

scope=sub

schemachecking=off

attrs="*"

bindmethod=simple

binddn="cn=hgdb,dc=highgo,dc=com"

credentials=123

starttls=yes

tls_cert=/etc/openldap/cacerts/server.crt
tls_cacert=/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mirrormode

on

重新生成配置文件：
rm -rf /etc/openldap/slapd.d/*
slaptest -f /etc/openldap/slapd.conf -F /etc/openldap/slapd.d
chown -R ldap /etc/openldap/slapd.d
重启：
service slapd restart
Centos7 下的配置

在每台服务器上都进行以下的配置：

配置 load 模块 syncprov.la：
创建文件 mod_syncprov.ldif：
vim mod_syncprov.ldif
# create new
dn: cn=module,cn=config
objectClass: olcModuleList
cn: module
olcModulePath: /usr/lib64/openldap
olcModuleLoad: syncprov.la
把文件 mod_syncprov.ldif 导入：
[root@dlp ~]#
ldapadd -Y EXTERNAL -H ldapi:/// -f mod_syncprov.ldif
// 导入成功显示如下：
SASL/EXTERNAL authentication started
SASL

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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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dNumber=0+uidNumber=0,cn=peercred,cn=external,cn=auth
SASL SSF: 0
adding new entry "cn=module,cn=config"

创建 master.ldif 文件：
(olcServerID 每台服务器是唯一的、provider 的路径为对方的 ldap 路径)


服务器之间使用普通连接:
vim master.ldif
# create new
dn: cn=config
changetype: modify
replace: olcServerID
olcServerID: 0
dn: olcDatabase={2}hdb,cn=config
changetype: modify
add: olcSyncRepl
olcSyncRepl:

rid=001

provider=ldap://192.168.10.40:389

bindmethod=simple
credentials=123

binddn="cn=hgdb,dc=highgo,dc=com"

searchbase="dc=highgo,dc=com"

schemachecking=off

type=refreshAndPersist

interval=00:00:00:10
dn: olcDatabase={2}hdb,cn=config
changetype: modify
add: olcMirrorMode
olcMirrorMode: TRUE
dn: olcOverlay=syncprov,olcDatabase={2}hdb,cn=config
changetype: add
objectClass: olcOverlayConfig
objectClass: olcSyncProvConfig
olcOverlay: syncprov


scope=sub

服务器之间使用 TSL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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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m master01.ldif
# create new
dn: cn=config
changetype: modify
replace: olcServerID
olcServerID: 0
dn: olcDatabase={2}hdb,cn=config
changetype: modify
add: olcSyncRepl
olcSyncRepl:

rid=001

provider=ldaps://192.168.10.40:636

bindmethod=simple
credentials=123

binddn="cn=hgdb,dc=highgo,dc=com"

searchbase="dc=highgo,dc=com"

scope=sub

schemachecking=off

type=refreshAndPersist

interval=00:00:00:10

starttls=yes

tls_cert=/etc/openldap/cacerts/server.crt
tls_cacert=/etc/openldap/cacerts/cacert.pem
dn: olcDatabase={2}hdb,cn=config
changetype: modify
add: olcMirrorMode
olcMirrorMode: TRUE
dn: olcOverlay=syncprov,olcDatabase={2}hdb,cn=config
changetype: add
objectClass: olcOverlayConfig
objectClass: olcSyncProvConfig
olcOverlay: syncprov

导入：
ldapmodify -Y EXTERNAL -H ldapi:/// -f master.ldif
//导入成功显示如下：
SASL/EXTERNAL authentication started
SASL

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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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dNumber=0+uidNumber=0,cn=peercred,cn=external,cn=auth
SASL SSF: 0
modifying entry "cn=config"
modifying entry "olcDatabase={2}hdb,cn=config"
adding new entry "olcOverlay=syncprov,olcDatabase={2}hdb,cn=config"

测试配置文件并重启:
slaptest -u
591528f9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rror

on

checksum

error

on

error

on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ldif"
591528f9

ldif_read_file: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cn=module{2}.ldif"
591528f9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olcDatabase={1}monitor.ldif"
591528f9

ldif_read_file:

checksum

error

on

"/etc/openldap/slapd.d/cn=config/olcDatabase={2}hdb.ldif"
config file testing succeeded
//重启
systemctl

4.4.4

restart slapd.service

使用方法

数据库加密只能在初始化的时候启动。启动加密时需要指定以下的参数：
通过 initdb 的参数--data-encryption(-K) 指定需要的模块；（必须指定）
通过--key-url(-P)指定存储秘钥的 LDAP 服务器的 url; （必须指定）
通过 --encryption-algo(-C)指定加密算法；（必须指定）
（可选的选项：aes-128、aes-192、aes-256、blowfish、des、3des、cast5）
通过--new-key(-e)指定是否使用新的秘钥;

（可选，当使用--new-key 参数

时，表示需要指定新的秘钥，否则，使用 LDAP 中既存的秘钥。）
例子如下：
initdb

--data-encryption

pgcrypto

ldaps://192.168.10.40:636?cn=hgdb,dc= highgo,dc=com?123
new-key

-D ../data

--key-url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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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ps://ip:port?binddn?bindpassword
Key-url 加密存储在配置文件 postgresql.conf 中：
keystore_url=
'1ce2dd41e7a47c739fc8f35fe6a480a39bd7a8582e2760ad4a9c11a3aaded0aa4331
ab60b8b00513e88fb5190d8b2c7dcba602f37618c73c46e4f7ac28443266'
明文形式如下：
keystore_url = 'ldaps://192.168.10.40:636?cn= hgdb,dc=highgo,dc=com?123'
参数--new-key(-e)指定使用新的秘钥或者使用 LDAP 服务器中已经存储的秘
钥。
若使用新的秘钥，则随机生成新秘钥并加密存入 LDAP 服务器，并保存其
dn；反之，取得 LDAP 中已存在的秘钥，并保存其 dn。秘钥的 dn 加密存储在配
置文件 postgresql.conf 中：
keyDn=
'9218a1ad7a395d8345a9cff3b57586c1a9093b45a0bc5071062d84b1928ae392d66
2411b73507401bcace3c752cf409f81ab9f2e613c50eae44d5e7ba4c8c8b5'
明文形式如下：
keyDn

=

'uid=9,dc=blowfish,dc=keyManager_HighgoDB,cn=

hgdb,dc=

highgo,dc=com'
初始化数据目录和数据库启动时，根据该 keystore_url 和 keyDn 两个配置参
数连接 LDAP 并取得对应的秘钥。
按照以上方法初始化后，数据库已经启用 FDE 加密，之后的使用中不需要
做额外的操作，可以正常使用。

4.4.5

限制

启 用 FDE 加 密 之 后 ， pg_waldump 、 pg_rewind 工 具 无 法 正 常 使 用 。
（pg_waldump、pg_rewind 需要读取并分析 wal，wal 是加密的，而 pg_waldump、
pg_rewind 是单独的命令，无法访问数据库启动时得到的秘钥）。

4.5 闪回查询
4.5.1 闪回查询简介
通常情况下数据库正常运行是不需要闪回的，往往是出现了误操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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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数据被删除或更新并且更新的事务已提交，也就是说修改已经被持久化
了。
采用闪回技术，可以针对行级和事务级发生过变化的数据进行恢复，减少了
数据恢复的时间，而且操作简单，通过 SQL 语句就可以实现数据的恢复，大大
提高了数据库恢复的效率。
闪回查询允许查询过去时间点数据，或过去时间段数据变化。能够在短时间
内恢复错误操作等造成的数据错误问题，恢复错误的 DML 操作，为数据库的数
据恢复提供更加便捷的途径。

4.5.2 闪回查询配置参数
track_commit_timestamp

默认值是 off，要想使用闪回查询，必须设置
track_commit_timestamp = on，开启事务提交时间跟
踪，确保可以从事务号得到事务结束的时间。

hg_fbq_retention

闪回查询数据保存时间，单位为秒（s），默认值是
0，建议最大值不超过 432000。

hg_fbq_guarantee

开启闪回查询后，是否保证 hg_fbq_retention 参数时
间设置内的数据可以闪回查询到。默认为 off，即不允
许 autovacuum 清理该参数时间范围内的数据，但不
限制手工 vacuum 操作。

说明：
以上参数存放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修改后均可使用 pg_ctl reload 或
select pg_reload_conf()使其生效。
1. hg_fbq_retention 为系统当前时间之前保留的时间值，如 hg_fbq_retention=30，
即保留当前时间之前 30s 的数据，此参数设置后，该时间范围内的数据不允许进
行 autovacuum 操作，但允许手工 vacuum 清理。该参数值默认为 0，即默认没有
闪回查询功能。
2. hg_fbq_quarantee，该参数表示，开启闪回查询后，是否保证 hg_fbq_retention
参数时间设置内的数据可以闪回查询到，默认值为 off。
1) 当 hg_fbq_retention 大于 0（即为已经配置）时，hg_fbq_quarantee 参数对应
功能才可生效。
2) 当 hg_fbq_retention 大于 0（即为已经配置），并且 hg_fbq_quarantee 设为 off
时，若系统进行 autovacuum 操作，则不允许清理该参数时间范围内的数据，
但不限制手工 vacuum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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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 hg_fbq_retention 大于 0（即为已经配置），并且 hg_fbq_quarantee 设为 on
时，所有的 vacuum 操作都不允许清理 hg_fbq_retention 配置时间范围内的数
据。
4) 当 hg_fbq_retention 等于 0（即为不配置）时，此参数功能不生效，不影响原
有系统功能。
注意：当事物号 XID 快用完时，数据库会强制启动 vacuum 对事务 ID 进行
回收，此时以上参数不进行控制。Vacuum 之后闪回数据会丢失，此时进行闪回
查询时返回结果为空。

4.5.3 闪回查询
功能描述：
闪回查询允许查询过去某个时间点的所有数据。
工作原理：
在 PostgreSQL 中，根据 mvcc 原理，删除或者更新元组并没有立即删除旧数
据，而只是标记为已删除，在 vacuum 清理之前，这些数据还存在 page 页中，根
据元组可见性，闪回查询过去某个时间点或某个事务可见的数据。

4.5.3.1

指定时间点闪回查询

功能描述：
在 SELECT 中使用 FLASHBACK 子句指定过去时间点查询。
闪回语法：
SELECT column_name[, …]
FROM table_name
[FLASHBACK TIMESTAMP expression]
[WHERE condition]
其中，FLASHBACK 用于指定闪回查询时查询的时间点。
时间为 timestamp 类型，时间格式为“YYYY-MM-DD HH24:MI:SS”。
示例：
事务操作
# insert into test values (1, 'jinan', now());
INSERT 0 1
# select xmin,xmax,* from test ;
xmin | xmax | id | tx

|

ts

323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638 |

0 | 1 | jinan | 2018-07-26 11:12:09.749414

(1 row)

# update test set tx = 'hangzhou', ts = now() where id = 1;
UPDATE 1
# select xmin,xmax,* from test ;
xmin | xmax | id |

tx

|

ts

------+------+----+----------+--------------------------639 |

0 | 1 | hangzhou | 2018-07-26 11:12:26.66156

(1 row)

# update test set tx = 'beijing', ts = now() where id = 1;
UPDATE 1
# select xmin,xmax,* from test ;
xmin | xmax | id |

tx

|

ts

------+------+----+---------+---------------------------640 |

0 | 1 | beijing | 2018-07-26 11:12:36.117637

(1 row)

闪回查询
# select * from test flashback timestamp '2018-07-26 11:12:10';
id | tx

|

ts

----+-------+---------------------------1 | jinan | 2018-07-26 11:12:09.749414
(1 row)

# select * from test flashback timestamp '2018-07-26 11:12:30';
id |

tx

|

ts

----+----------+--------------------------1 | hangzhou | 2018-07-26 11:12:26.66156
(1 row)

4.5.3.2

指定事务号闪回查询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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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ELECT 中使用 FLASHBACK 子句指定事务号查询。
闪回语法：
SELECT column_name[, …]
FROM table_name
[FLASHBACK XID expression]
[WHERE condition]
其中，FLASHBACK 用于指定闪回查询时查询的事务号。
示例：
# select * from test flashback xid 638;
id | tx

|

ts

----+-------+---------------------------1 | jinan | 2018-07-26 11:12:09.749414
(1 row)

# select * from test flashback xid 639;
id |

tx

|

ts

----+----------+--------------------------1 | hangzhou | 2018-07-26 11:12:26.66156
(1 row)

4.5.4 闪回版本查询
功能描述：
闪回版本查询返回在指定时间间隔或事务号间隔内的所有版本。
工作原理：
与闪回查询同理，返回一个时间段内所有的版本。

4.5.4.1

指定时间点闪回版本查询

功能描述：
在 SELECT 中使用 FLASHBACK BETWEEN 子句指定时间点查询。
闪回语法：
SELECT column_name[, …]
FROM tabl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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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BACK BETWEEN
TIMESTAMP expression AND expression]
WHERE condition
FLASHBACK BETWEEN：用于指定闪回版本查询时查询的时间段。
示例：
# select * from test flashback between timestamp '2018-07-26 11:12:05' and '2018-07-26 11:12:40'
where id = 1;
id |

tx

|

ts

----+----------+---------------------------1 | jinan

| 2018-07-26 11:12:09.749414

1 | hangzhou | 2018-07-26 11:12:26.66156
1 | beijing

| 2018-07-26 11:12:36.117637

(3 rows)

yangjie=# select * from test flashback between timestamp '2018-07-26 11:12:05' and '2018-07-26
11:12:30' where id = 1;
id |

tx

|

ts

----+----------+---------------------------1 | jinan

| 2018-07-26 11:12:09.749414

1 | hangzhou | 2018-07-26 11:12:26.66156
(2 rows)

4.5.4.2

指定事务号闪回版本查询

功能描述：
在 SELECT 中使用 FLASHBACK BETWEEN 子句指定事务号查询。
闪回语法：
SELECT column_name[, …]
FROM table_name
[FLASHBACK BETWEEN
XID expression AND expression]
WHERE condition
FLASHBACK BETWEEN：用于指定闪回版本查询时查询的事务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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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 select * from test flashback between xid 638 and 640 where id = 1;
id |

tx

|

ts

----+----------+---------------------------1 | jinan

| 2018-07-26 11:12:09.749414

1 | hangzhou | 2018-07-26 11:12:26.66156
1 | beijing

| 2018-07-26 11:12:36.117637

(3 rows)

# select * from test flashback between xid 638 and 639 where id = 1;
id |

tx

|

ts

----+----------+---------------------------1 | jinan

| 2018-07-26 11:12:09.749414

1 | hangzhou | 2018-07-26 11:12:26.66156
(2 rows)

示例 2：
在同一个事务中对一行更新多次，只显示最后一次提交的版本。
# select xmin,xmax,* from test;
xmin | xmax | id |

tx

|

ts

------+------+----+---------+---------------------------648 |

0 | 1 | beijing | 2018-07-26 13:35:24.015878

(1 row)

yangjie=# begin;
BEGIN
yangjie=# update test set tx = 'jinan' where id = 1;
UPDATE 1
yangjie=# update test set tx = 'hangzhou' where id = 1;
UPDATE 1
yangjie=# commit ;
COMMIT
yangjie=# select xmin,xmax,* from test;
xmin | xmax | id |

tx

|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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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 |

0 | 1 | hangzhou | 2018-07-26 13:35:24.015878

(1 row)

yangjie=# select xmin,xmax,* from test flashback between timestamp '2018-07-26 13:35:00' and
'2018-07-26 13:37:00';
xmin | xmax | id |

tx

|

ts

------+------+----+----------+---------------------------648 | 649 | 1 | beijing
649 |

| 2018-07-26 13:35:24.015878

0 | 1 | hangzhou | 2018-07-26 13:35:24.015878

(2 rows)

Jinan 并不是一个版本，因为没有提交。

4.5.5 恢复操作
4.5.5.1

通过闪回查询进行数据恢复

闪回查询可以支持数据恢复，将数据恢复到过去某个时刻的状态。
示例 1：
在更新时，未指定 where 条件，导致全表更新，闪回查询过去时间点的数据放到
临时表，从临时表恢复原数据或者重命名表。
# select * from test ;
id |

tx

|

ts

----+----------+---------------------------1 | beijing

| 2018-07-26 13:20:41.413791

2 | jinan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 hangzhou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rows)

# update test set tx = 'shanghai';;
UPDATE 3
# select * from test ;
id |

tx

|

ts

----+----------+---------------------------1 | shanghai | 2018-07-26 13:20:41.41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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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shanghai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 shanghai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rows)

# select * from test flashback timestamp '2018-07-26 13:20:45';
id |

tx

|

ts

----+----------+---------------------------1 | beijing

| 2018-07-26 13:20:41.413791

2 | jinan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 hangzhou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rows)

# create table test_tmp as select * from test flashback timestamp '2018-07-26 13:20:45';
SELECT 3
# select * from test_tmp;
id |

tx

|

ts

----+----------+---------------------------1 | beijing

| 2018-07-26 13:20:41.413791

2 | jinan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 hangzhou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rows)

# update test a set a.tx = (select b.tx from test_tmp b where a.id = b.id);
UPDATE 3
# select * from test;
id |

tx

|

ts

----+----------+---------------------------1 | beijing

| 2018-07-26 13:20:41.413791

2 | jinan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 hangzhou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rows)

# 重命名表名
# alter table test_tmp rename to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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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TABLE
# select * from test;
id |

tx

|

ts

----+----------+---------------------------1 | beijing

| 2018-07-26 13:20:41.413791

2 | jinan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 hangzhou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rows)

示例 1：
使用 UPDATE ... (SELECT ... FLASHBACK ...)恢复数据。
# update test set tx = (select tx from test flashback timestamp '2018-07-26 13:20:45' where id =1)
where id = 1;
# update test set tx = (select tx from test flashback timestamp '2018-07-26 13:20:45' where id =2)
where id = 2;

# update test set tx = (select tx from test flashback timestamp '2018-07-26 13:20:45' where id =3)
where id = 3;

# select * from test;
id |

tx

|

ts

----+----------+---------------------------1 | beijing

| 2018-07-26 13:20:41.413791

2 | jinan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 hangzhou | 2018-07-26 13:20:41.413791
(3 rows)

4.5.6 注意事项
目前闪回查询功能只能对 DML（insert、update 和 delete）操作进行闪回查
询，对于 DDL 及 truncate 对表的操作，目前闪回查询还不支持。除此之外，闪
回查询也不支持表结构做出的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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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使用 hgdbAdmin
本节说明如何使用 hgdbAdmin 维护 HighGo 数据库。
•

主窗口显示数据库的结构，及其对象的所有详细信息。

•

使 用 添 加 服 务 器 .. 菜 单 或 工 具 栏 按 钮 添 加 一 个 新 的 数 据 库 连 接 到

hgdbAdmin。
•

通过更改密码可以改变当前选定数据库上连接的用户的密码。

•

控制服务器可控制数据库服务器的状态，启动并停止它。

•

查询工具可执行任意 SQL 命令。

•

调试器可调试 PL/pgSQL 和 EDB-SPL 函数及存储过程。

•

导出工具可以从查询工具中导出数据。

•

编辑数据可以查看和编辑选定的表或视图中的数据。

•

维护工具执行重建数据库和表上的统计信息的任务，清理不使用的数据并

整理索引。
•

备份工具调用 HighGo 的转储工具来创建数据备份文件。

•

恢复工具调用 HighGo 的恢复工具从备份文件中恢复数据。

•

授权向导可同时向多个对象分配群组或用户权限。

•

报告工具根据数据库内的数据和对象生成简单的报告。

•

服务器状态窗口会显示当前连接的用户、锁、预备事务以及选定数据库服

务器的服务器日志。
•

选项对话框可以配置 hgdbAdmin 的选项。

•

指导性建议帮助您完善您的数据库。

•

命令行选项以最便捷的方式启动 hgdbAdmin。

当编辑数据库对象的属性时，按 F1 功能键，hgdbAdmin 将会提供给您基础
的 HighGo 的 SQL 命令。为了使之发挥作用，在选项对话框中设置的 SQL 帮助
站点必须设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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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hgdbAdmin 主窗口

主窗口显示数据库的结构。如果当前连接到数据库所使用的用户的权限允许，
就可以创建新的对象，也可以删除和编辑现有的对象。
主窗口的左侧显示所有服务器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对象的树。
右上侧显示当前树中选定的对象的详细信息。有些对象除了有属性，还可能
有统计量，如果选择“统计量”选项卡就可以看到对象的统计量详细信息。
右下方包含反向工程的 SQL 脚本。您可以通过剪切和粘贴把这些脚本复制
到任何编辑器中，或通过保存定义将其保存到一个文件中。从文件菜单中，或者
如果您选择查询工具就把它用作一个模板。如果选中从主窗口复制 SQL 到查询
工具选项，SQL 查询将被自动复制到查询工具中。
状态行会显示一些状态信息，以及 hgdbAdmin 完成最后一个动作所用的时
间。
您可以重新调整主窗口的大小，或者将三个主要区域更改成喜欢的大小。当
退出程序时，这些调整将被保留。
hgdbAdmin 是支持宽带的。在浏览器中的对象状态只是在请求或内置工具更
改后刷新。要知道，这并不包括通过手动 SQL 或从其他用户或其他客户所做的
更改。在向对象做操作之前通常最好手动刷新该对象。
入门
在使用添加服务器菜单或工具栏按钮添加所需的一个或多个服务器到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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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树中以后，每个服务器都会在顶级节点“服务器”下面显示。
为了打开一个服务器连接，要在树中选择所需的服务器并双击它，或使用“工
具”菜单上的“连接”工具。建立连接，并从数据库服务器中检索顶层对象的属
性。如果您已经预先连接到该数据库下，hgdbAdmin 将为您恢复到先前选择的数
据库和模式下。退出程序时当前状态会被保存，因此 hgdbAdmin 能恢复到以前
的环境。
只要添加服务器连接时输入的用户有足够的权限，就可以使用菜单或工具栏
按钮创建新的对象、删除对象以及修改现有对象的属性。您可能发现显示属性时
一些选项会变灰。这意味着，您目前正在使用的数据库服务器不支持该功能，或
者该属性不能被有意改变，又或者您的用户权限不允许改变它。

5.2

连接到服务器

使用此对话框可向 hgdbAdmin 树添加一个新的服务器连接。
如果遇到连接问题，查看连接问题的页面。
“名称”是识别 hgdbAdmin 树中的服务器的文本。
“主机”是要连接的机器的 IP 地址，或全限定域名。在基于 Unix 系统中，
地址栏可保持空白，以使用本地机器上的默认 HighGo 的 Unix 域套接字，或被
设置为包含一个 HighGo 套接口的备用路径。如果输入路径，它必须以一个“/”
开头。“端口号”也可以被指定。
“维护数据库”是用来指定 hgdbAdmin 的连接的初始数据库的，并预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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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pgAgent 架构和 adminpack 对象（两者可选）。
如 果 选 择 “ 保 存 密 码 ” ， hgdbAdmin 会 存 储 您 在 Win32 下 的 *nix
或 %APPDATA%\HighGo \pgpass.conf 下的〜/. pgpass 文件中输入的密码以备后
用。它将被用于所有基于 libpq 的工具。如果您想删除密码，您可以随时选择服
务器的性能然后取消选择。
“恢复环境？”选项决定当您重新连接到该服务器时是否 hgdbAdmin 将尝
试恢复浏览器环境。如果您经常在同一服务器上使用不同的数据库，您可能想关
闭此选项。
“DB 限制”允许您输入一个 SQL 约束，它将被用于对 pg_database 表约束
来限制您看到的数据库。例如，您可能输入：“live_db'，'TEST_DB”，所以只有
live_db 和 TEST_DB hgdbAdmin 在浏览器中显示。请注意，您也可以从数据库属
性对话中通过输入一个针对 pg_namespace 的约束，限制在数据库中显示的模式。
“服务”在 pg_service.conf 文件中配置服务的名称。
“立刻连接”选项在您点击 OK 按钮时使 hgdbAdmin 尝试一个连接。如果
您不想立即成立服务器的连接，只进行注册以便以后使用，您可以不选“立刻连
接”复选框。在这种情况下，将不会验证连接参数。
“颜色”允许您为此服务器设置特定颜色。这种颜色将用作这台服务器中的
每个对象所在的树的背景。
“组”是用来将您的服务器归到一个特定组的。您可以有一个生产组和一个
测试组。或局域网的特定群组。这完全取决于您。但是在服务器 lors 注册时是有
帮助的。
如果 hgdbAdmin 正在一台 Windows 机器上运行，如果您有足够的访问权限，
它可以通过输入服务的名称控制主机服务。在远程服务器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机
器名（如 PSE1 \ hgdb-4.0）预先考虑。hgdbAdmin 自动发现在本地机器上运行的
服务。
如果 hgdbAdmin 正在一台 Unix 机器上运行，如果您有足够的访问权限，它
可以控制在本地机器上运行的进程。输入完整的路径和需要的选项来访问 pg_ctl
程序。当执行服务控制函数时，hgdbAdmin 将添加状态/开始/停止关键字到此。
例如：
sudo /usr/local/highgo/bin/pg_ctl -D /data/highgo
在稍后的时间里，当服务器被选择，这个对话框可以启动，通过执行“属性”
来纠正或添加参数。如果您想改变其属性，就不要连接。

334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更改密码

5.3

要更改密码，请遵循以下步骤：
1. 在当前密码框输入您的当前密码。
2. 在新密码框输入您想要的密码。
3. 在确认密码框再次输入您想要的密码。
4. 点击“确定”按钮。
好的做法：
设置一个密码来保护您的数据是一个好的策略，即使在“安全”的环境，例
如在家。在工作场所，未能应用相应的密码策略，在某些情况下，会违反数据保
护法。
hgdbAdmin 不执行任何密码限制，但是我们建议您考虑选择密码时应遵循以
下原则。这不是一个详尽的清单，并不能保证安全。
•

确保密码足够的长度。应该保证至少有 6 个字符。

•

确保密码不容易被别人猜到，或是对字典攻击开放。混合使用大小写字母

和数字，并避免使用单词或名称。考虑使用在词组中的每个单词的首字母，您会
很容易记起来，但别人不会猜测到。
•

5.4

确保您的密码定期更换。至少每 90 天更换一次。

控制服务器

如果在服务器属性对话框的服务域输入正确的数据，hgdbAdmin 将会检查服
务器是否在运行，并允许启动和停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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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查询工具

“查询工具”使您能够执行任意 SQL 命令。
查询工具的上部包含 SQL 编辑器，可以在那里输入命令。可以从文件中读
取查询，或者将查询写入文件中。当写一个文件时，该文件的编码是由文件后缀
确定的：如果是*.sql，使用一个 8 位的本地字符集。如果是*.usql，该文件将以
UTF-8 方式来写，根据 Unicode 协会的编码规则，这确保几乎所有世界各地使用
的字符都会被存储。如果您选择*.*，将会使用来自读/写的 unicode 选项的设置。
编辑条目窗口还包含自动完成代码，以帮助您编写查询。使用自动完成，只
需输入您的查询，然后按“Ctrl +空格”，就会看到一系列可能插入的对象的名
称。例如，键入“SELECT * FROM ”（不带引号，但尾随空格），然后同时按
下“Ctrl +空格”查看自动完成选项的弹出菜单。自动完成系统是基于来自 psql、
HighGo 的命令行解释器的编码的，并且一般都能够在与 psql 中同一个地方提供
自动完成选项。也可以选择性地启用 Tab 键来激活自动完成功能——这也可以在
选项对话框中来做。
编辑器还提供了大量功能来帮助代码格式化：
•

当您按回车键，自动缩进功能会将文本自动缩进到与前行文本相同的深度。

•

块缩进文本是通过选中多行文本并按 Tab 键来实现的。

•

块减少缩进的文本是已通过当前选项卡使用 Shift + Tab 键缩进设置过的。

•

通过选择一些文本并按 Ctrl+ K 键来添加注释。

•

通过选择一些有注释的文本并按 Ctrl + Shift + K 键来取消 SQL 注释。

•

通过按 Ctrl + U 键来将选中的文本转化为大写字体。

•

通过按 Ctrl + Shift + U 键来将选中的文本转化为小写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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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以图形方式建立您的查询，您可以使用图形化查询生成器为您生成
SQL。
执行一个查询，可以从“查询”菜单中选择“执行”，或按执行工具栏按钮
或按 F5 功能键。窗口的完整内容将被发送到数据库服务器，并执行它。您也可
以仅执行文本的一部分，通过仅选择希望服务器执行的文本来实现。
执行查询菜单的解释，或按 F7 功能键将执行 EXPLAIN 命令。数据库服务
器将分析发送给它的那些查询，并将返回结果。

结果以文本的形式在数据输出页面中显示，并以可视化的图形形式显示在解
释界面。这确保您能知道如何对查询进行解析、优化和执行。通过改变这个“查
询”菜单上的“解释”选项，您可以修改检查的程度。请注意 EXPLAIN VERBOSE
无法以图形方式显示。
假使通过“执行”或者“解释”命令发送到服务器的查询花费的时间超出了
预期，而且您想退出执行，您可以从查询菜单中选择“取消”，按工具栏取消按
钮或者使用 Alt-Break 功能键来退出执行。
您可以通过从“查询”菜单中选择“执行 pgScrip”（而不是“执行”）来运
行 pgScript 脚本，或者您按“执行 pgScript”的工具栏按钮，或按 F6 功能键来运
行 pgScript 脚本。编辑输入窗口的完整内容将被发送到 pgScript 引擎，这样就会
解译它。pgScript 脚本是常规 SQL 命令的一部分，但添加了一些增强功能：
•

控制流语言（IF 和 WHILE 结构）

•

局部变量的设置（SET @变量= 5）

•

随机数据发生器（INTEGER（10，20）或 REFERENCE(table, column))

如果您想获取您想执行的 SQL 命令的帮助，您可以标记一个 SQL 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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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帮助菜单或者 SQL 帮助工具栏按钮中选择 SQL 帮助，或者仅仅按下 F1 键。
hgdbAdmin 将会尝试在您的 HighGo 文档中找到相应的信息。
数据库服务器执行的结果将显示在查询工具的下部。如果在 SQL 命令链中
最后一个发送到服务器的命令作为命令返回一个结果集，这将显示在数据输出页。
所有先前命令的记录集将被丢弃。
为了保存数据输出页面中的数据到一个文件中，您可以使用导出对话框。
刚刚执行的所有命令的信息会去消息页。历史页面会记住所有执行的命令及
其结果，直到您使用“查询”菜单中的清除历史记录来清除窗口。如果您想保留，
以供日后查阅历史，您可以使用“查询”菜单上的保存历史选项将历史记录保存
到一个文件中。
状态行会显示最后的查询是用了多长时间来完成的。如果返回数据集，不仅
会显示服务器执行的时间，而且会显示从服务器检索数据到输出页的数据。它也
将显示关于您当前选择的信息。
在工具栏上的组合框里，您可以迅速改变从一个数据库到另一个数据库的连
接，无需启动查询工具的另一个实例。最初，只有一个数据库是可获得的，但通
过从组合框中选择<添加一个服务器连接>，您可以添加上另一个数据库。

在选项对话框中，您可以指定一个检索的行集大小的默认限制。默认情况下，
这个值是 100。如果从服务器检索的行数超过这个值，会出现一个消息框，询问
怎样做才能防止意想不到的高数据量的检索。您可能会决定仅检索首行，配置的
最大行设置，或者检索完整的行集而不管设置情况，或者中止检索，有效地检索
零行。
如果您有您经常执行的查询，您可以把这些加入到收藏夹菜单，而且当您从
菜单中选择他们时，会自动把他们放到缓冲区中。管理收藏夹菜单选项可以用来
管理您的收藏夹。
查询工具还包括一个强大的“查找”和“替换”工具。除了提供大多数工具
中都有的常规选项，还包括正则表达式搜索模式，它允许您执行极其强大的搜索
（和替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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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hgdbAdmin 数据导出

使用选定的选项将数据写入到一个文件中。
行分隔符选项选择用于分隔数据行的字符。在 Unix 系统上，通常使用换行
符（LF），在 Windows 系统使用回车/换行（CR / LF）的组合。
列之间的分隔字符可以选择冒号、分号和竖线。
各列可以用引号括起来。引号可应用于“只能是字符串”列（即不应用于数
字列）或所有列（不管数据类型）。用来引用的字符可以是一个单引号或是一个
双引号。
如果“字段名称”选项被选中，该文件的第一行将会包含列名。

5.7

编辑数据

“编辑数据”工具，允许您查看表或视图中存储的数据，若在技术上可行，还
可以编辑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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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的标头将显示每列的名称，以及数据类型。主键部分的列，将被另外标
明[PK]。
重要的是：为了编辑数据，表中的每一行必须是唯一标识的。这可以通过 OID，
或者一个主键来完成。如果他们都不存在，那么这个表是只读的。注意视图是只
读的，不能被编辑，此时不支持可更新的视图（使用规则）。
要改变一个字段的值，可以选择该字段，并输入新的文本。存储工具栏按钮
允许数据被写回到服务器。如果您选择了不同的行，该行将会自动写入。
要向表中输入一个新行，您需要向行号带星号的最后一行中输入数据。一旦
存储该数据，该行会得到一个行号，并创建一个新的空星号线。
如果一个 SQL NULL 要被写入表中，只需保持该字段为空。如果您存储一
个新行，这将让服务器填写为该列的默认值。如果存储一个变化到现有行，将明
确写入 NULL 值。
向字段中输入一个换行符，按 CTRL-Enter。
如果您想在 hgdbAdmin 中写一个空字符串到表中，您输入特殊字符串''（两
个单引号）到该字段中。如果您想编写一个只包含两个单引号的字符串到表中，
您需要通过键入\'\'来实现。
要删除行，按下删除工具栏按钮。
刷新工具栏按钮允许重读表内容，刷新显示信息。
您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行，并用 Ctrl-C 或复制工具栏按钮将其复制到剪贴
板。
排序/过滤器工具栏按钮，将打开查看数据选项对话框。
上下文菜单也可以用来快速排序或快速过滤数据集。当右键单击网格中的一
个单元格，下面的选项允许用户有选择性地查看数据：
•

选择过滤器：选中时，刷新数据集，仅显示这些列值匹配当前选定的单元

格的值的行。
•

选择排除：选中时，刷新数据集和排除这些列值匹配当前选定的单元格的

值的行。
•

删除筛选：选中时，将删除所有选择/排除过滤条件。

•

升序排序：选中时，刷新数据集并按选定的列值的升序显示当前选定的行。

如果这组数据集中已存在一个排序方式，这个排序优先追加到当前的排序顺序中。
•

降序排序：选中时，刷新数据集并在选定的列值的降序显示当前选定的行。

如果这组数据集中已存在一个排序方式，这个排序优先追加到当前的排序顺序中。
•

删除排序：选中时，为这组数据集删除所有排序方式。

注意：如果一个列已经被选中来排序，它在排序列表中的位置将保持不变，
只有方向会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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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维护数据库对象

该工具可以维护整个数据库，也可以仅维护选定的表或选定的索引。
有三种维护方式：

5.8.1

VACUUM

VACUUM 会扫描那些不再使用的数据库或者表的每一行。如果某行被更新
或删除，以前的内容不会被替换，而是标记为无效。新数据会被插入到数据库中。
需要定期执行垃圾回收，以免数据库含有太多无用数据，会浪费磁盘空间并最终
降低性能。
请按“帮助”按钮，查看有关 VACUUM 命令的 HighGo 帮助，学习更多有关
该选项的知识。
数据库服务器的输出显示在他们到达的消息页。如果选中的是冗余，服务器
将发出关于其操作的详细信息。
虽然这个工具对于临时维护是非常方便的，但我们鼓励安装自动工具，该工
具会定期执行 VACUUM 作业，确保数据库保持整洁状态。

5.8.2

ANALYZE

ANALYZE 调查有关选定的数据库或表的统计值。这确保查询优化器选择最
快的查询计划，以提供最佳的性能。每当数据发生根本改变，就要执行 ANALYZE
任务。若使用适当的选项，在 vacuum 运行中也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5.8.3

REINDEX

当因为特殊数据模式插入而引起索引退化时，REINDEX 就会重建索引。例
如：当插入许多不断增加索引值的行并删除低的索引值时，REINDEX 就会重建
索引。
RECREATE 选项不会调用内部 REINDEX SQL 命令，相反，它会丢弃现有
的表，并根据当前索引定义重建该表。它不会像 REINDEX 那样专门锁定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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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会锁定写入访问。

5.9

备份

备份对话框提供了一个有点简化的 HighGo 的 pg_dump 工具接口。您可以
备份一个表，一个模式或一个完整的数据库，依赖于启动备份工具时选择的对象。
pg_dump 并不支持所有的备份文件格式的所有选项。特别是备份斑点平原格
式不能使用。此外，一个普通的文件不能被解释，并不能恢复使用 hgdbAdmin。
平原格式将创建一个 SQL 脚本，使用 psql 工具可以执行。对于标准的备份和恢
复目的，压杆和 TAR recommended.In 的，为了使用 pg_dump 工具必须是由
hgdbAdmin 访 问 。 这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路 径 将 其 定 位 来 完 成 ， 或 将 其 复 制 到
hgdbAdmin 可执行文件所在的同一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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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恢复

恢复对话框提供了一个 HighGo 的 pg_restore 工具的较简化的界面。
选择一个有效的备份文件后，当按下“查看”按钮，hgdbAdmin 将会读取文
件内容。根据文件的大小，这可能会花费一定的时间。在消息选项卡可以看到进
展情况。检查完毕后，hgdbAdmin 将在“目录”选项卡显示内容。
按计划，该工具将无法创建要恢复的数据库。为了恢复一个数据库，首先使
用 hgdbAdmin 创建它，然后打开恢复工具选择新建的数据库来恢复该数据库中
的数据。
在恢复数据库模式中（如本例所示，这会在标题栏中显示），可以恢复单个
对象。备份文件检查完毕后，可以从“目录”选项卡中选择所需的表，并检查单个
对象框。此时只有该表将得到恢复。
可以选择一个表作为恢复目标表。如果它当前在备份文件中，hgdbAdmin 会
恢复其数据。
为了使用备份，pg_restore 工具必须是 hgdbAdmin 可以访问的。这可以通过
使用路径将其定位来完成，或将其复制到 hgdbAdmin 可执行文件所在的同一目
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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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授权向导

授权向导可以以一种便捷的方式，分配一组对群组和用户的权限给多个对象
（表，序列，视图和函数）。
“选择”选项卡将显示当前选定对象下的所有适用对象，根据当前选定的对
象。检查所有想要授予权限的对象。
“安全”选项卡上定义权限和应该授权的群组/用户。没有分配权限给群组
或用户，将导致撤销它们的所有权利。
SQL 选项卡显示由选定的授权对象生成的 SQL 命令。
单击“确定”时，SQL 命令将会被执行；所有结果都将在“消息”选项卡显
示。

5.12 报告工具
hgdbAdmin 包含一个简单的报告引擎，它可以快速生成来自在查询工具中书
写的查询，或者来自在主应用窗口中的对象或对象集的报告，例如，可以创建一
个所有对象属性的报告或某模式下的函数列表的报告。为了创建一个报告，在浏
览器树状图中选择一个节点，并在快捷菜单或者工具菜单的报告子菜单中选择创
建报告。从“文件”菜单上选择快速报告选项，创建一个查询工具中的报告。
344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在生成之前，每份报告包含一个可以调整的标题和可选的提示。此外，还可
以选择是否包括任何可能与所选报告有关的 SQL。
报告在 XML 内部生成，但是 hgdbAdmin 可以在处理时申请一个 XML 样式
表来处理按要求格式化输出所需要的时间。产生 HTML 输出的默认的样式表是
内置的。选择 HTML 输出选项后，可以选择嵌入默认的 CSS 样式表（这会使报
告与 hgdbAdmin 的网站以相同的颜色呈现），嵌入一个外部样式表到报告中，
或链接到一个外部样式表。以下是类/对象 ID 的用途：
•

＃ReportHeader：这个 div 包含报告标头。

•

＃Report 注意 s：这个 div 包含选项的报告提示。

•

＃ReportDetails：这个 div 中包含报告的主体。

•

＃ReportFooter：这个 div 包含报告页脚。

•

.ReportSQL：这个类用于包含 SQL 的<pre></ pre>块。

•

.ReportDetailsOddDataRow：这个类应用于表的奇数行。

•

.ReportDetailsEvenDataRow：这个类应用于表的偶数行。

•

.ReportTableHeaderCell：这个类应用于表头单元格。

•

.ReportTableValueCell：这个类应用于表数据单元格。

•

.ReportTableInfo：这个类应用于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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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成 XML 格式的报告，您可以选择输出纯 XML，链接到外部的 XSL 样
式表的 XML，或处理使用外部样式表的 XML 并保存输出结果。这允许以任何
方式灵活格式化报告。
用来呈现 XHTML 输出的默认 XSL 样式表可以用来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如
果需要的话，示例 XML 数据也可以进行审查。

5.13 数据库服务器状态

服务器状态对话框显示当前每个数据库的连接、连接的用户、进程 ID、客
户端地址和启动时间、当前被执行的查询（若有）以及查询在 HighGo“状态”
选项卡上的启动时间（如适用）。
“取消”按钮允许取消在一个特定的后端上运行的查询。“终止”将关闭该
后端。注意：由于会突然中断用户的工作，所以这两个功能都应该慎重使用。特
别是，终止功能可能会扰乱完整服务器的功能，迫使它重新启动其服务，从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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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所有用户连接。只有在服务器被无法控制的后端严重伤害，才可以使用该功能。
锁选项卡显示目前在 HighGo DB 锁管理器中显著的锁。此信息在试图调试
或跟踪服务器上的死锁时是很有效的。并非所有的信息都对每个锁显示。特别是，
如果关系是在与被监控的数据库不同的数据库，关系的名称可能会显示为一个
OID 而不是它的名字。
注意：当对话框打开时会访问 pg_locks 视图，HighGo DB 的内部锁管理数
据结构会被暂时锁定，一个副本会用来显示对话框。这将确保对话显示的结果集
是一致的，同时又不会阻塞正常的锁管理操作太长时间。如果这视图经常被读，
有可能会有一些对数据库性能的影响。
在一个运行 HighGo DB 的服务器上，事务选项卡允许您查看显著的预备事
务。预备事务是两阶段提交（2PC）的一个方面，用于分布式事务管理器。通常
情况下，预备事务被事务管理器处理。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手动提交
或回滚事务，您可以使用“提交”或“回滚”按钮来做到这一点。
日志文件选项卡显示服务器日志文件，配置在 postgres .conf 里(redirect_stderr
or logging_collector = true, log_destination = 'stderr' and log_filename = 'HighGo
-%Y-%m-%d_%H%M%S.log'
on
HighGo
or
'enterprisedb-%Y-%m-%d_%H%M%S.log' on EnterpriseDB's Advanced Server)。如
果 log_line_prefix 被相应的配置，hgdbAdmin 将从一个单独的列中的日志文件中
提取时间戳。我们建议使用“％T：”作为格式，因为更复杂的格式可能是无法
准确解释的。
ComboBox 中允许您选择历史日志文件或当前日志文件。如果“当前”被选
中，hgdbAdmin 将正确检测日志旋转，并继续显示他们。
“旋转”按钮将迫使服务器旋转其服务器日志。
要刷新显示，单击刷新按钮。显示也将自动刷新指定的刷新间隔。请注意，
每个选项卡都有一个刷新率。
通过点击它们的关闭按钮，或通过点击“视图”菜单上的适当菜单项，您可
以隐藏窗格。
您也可以复制标签列表上的某些行。选择您要复制的行，并单击工具栏上的
“复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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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hgdbAdmin 选项

hgdbAdmin 可以选择配置选项，以使其达到用户的需求。如果您想到了应该
可供选择或者配置的补充特性，请给开发者发送电子邮件到
support@highgo.com.cn。
要获取关于每个选项的帮助，请点击下面的相应链接。
•

选项 1-一般

•

选项 2- 偏好

•

选项 3- 浏览器

•

选项 4-查询工具

•

选项 5- 颜色

•

选项 6-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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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 选项 1（一般）

用户语言——此选项允许更改 hgdbAdmin 用户界面使用的语言。
帮助路径——此选项用于指定 HighGo DB 帮助文件所在的路径。这可能是
一个 URL 或者是包含 HTML 格式帮助文件的目录（注意：一些浏览器可能会请
求 file:///path/to/local/files/ notation ， 而 另 一 些 可 能 会 请 求 /path/to/local/files/
notation），或者是编译的 HTML（.chm）帮助文件、HTML 帮助项目（.hhp）文
件或者是包含 HTML 文件和 HTML 帮助项目文件的压缩文档的路径（在
Windows 系统中）。HighGo DB 帮助可以在帮助菜单中选择使用，或者在 HighGo
DB 服务器有许多数据库对象时使用。
系统模式——可以通过指定系统模式来抑制额外模式的显示。这一区域是逗
号隔开的字符串的列表。
PG bin 路 径 — — 这应 设 置 为标 准 HighGo DB pg_dump ， pg_restore 和
pg_dumpall 应用程序的路径。hgdbAdmin 将使用这些来备份和恢复您的 HighGo
数据库。如果没有设置这个路径，hgdbAdmin 将尝试找到其安装目录下的应用程
序，以及由当地 HighGo DB 安装（Windows 上）和设置在系统路径下的“提示”
目录。
忽略服务器/实用程序版本不匹配——检查时，hgdbAdmin 将传递'-I'选项给
应用程序，如 pg_dump 允许一个数据库版本的应用程序被另个版本使用。此选
项应格外小心地使用，因为它可能会导致错误发生在备份或恢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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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选项 2 (偏好)

•

字体——此选项允许您选择 hgdbAdmin 所有标准字体来使用。为多字节

字符的国家来设置标准字体显示，或者当您要使用不同于您的系统上配置的字体
时，这可能是有用的。
•

读取和写入统一字符标准的 UTF-8 文件——如果您想写入统一字符标准

的 UTF-8 文件，默认情况下，选择此选项能启用 hgdbAdmin。
•

不提示在退出时未保存的文件——选择此选项将阻止 hgdbAdmin 提示您

在退出时保存 SQL 查询。
•

确认对象删除——选择此选项，以确保 hgdbAdmin 在对象被删除之前给

您一个确认的机会（推荐）。
•

显示用户特权——当查看支持它们的对象的特权选项卡时，选择此选项将

包括用户名以及在主题列表中的群组。关闭此选项对于有大量群组用户的大型系
统来说是有用的。
•

在树型视图中双击显示对象的属性——选择此选项将允许在树型视图中

双击对象打开该对象的属性对话。有些用户喜欢禁用此选项然后通过双击来浏览
树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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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 选项 3（浏览器）

在树型视图中显示系统对象——此选项允许对象，如系统架构（如 pg_temp
*）和系统列（如 XMIN，CTID）被列入或排除在浏览器树中。
复选框列表用来选择显示在浏览器树中的对象类型。默认情况下，只显示最
常用的对象类型。查询系统目录时，减少显示 的对象类型的数量可以增加
hgdbAdmin 的速度。使用默认按钮来重置列表为其默认设置。

5.14.4 选项 4（查询工具）

•

字体——此选项允许您选择在 SQL 文本框使用的字体。对于无法正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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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标准字体的多字节字符集国家，这可能是有用的。
•

最大检索行数——当查看在主浏览器中的统计信息时，此选项会指定检索

的作业和作业步骤统计行数。不同于其他通常包括一个固定行数的对象，一行会
在每次作业或作业步骤执行时被创建。仅显示最新的统计信息。
•

每字段最大字符数——此选项指定在单个列中显示的数据的最大长度。

•

计算行数，如果估计行数少于——在对象浏览器中，如果表中的估计行数

（如读表统计），低于此限制，将执行 SELECT COUNT（*）来找到确切的值。
•

缩进字符——此选项指定在 SQL 文本框中缩进的字符数。

•

使用空格代替 tabs——如果选中此选项，当您在 SQL 文本框中使用 Tab

键时，将会插入空格而不是制表符。
•

拷贝结果时使用引号——此选项指定字段从结果列表复制到剪贴板时，应

如何被引用。仅可引用字符串列（即：不可引用数字列）或任何数据类型的所有
列。禁用此选项，可以阻止从函数中正常地复制和粘贴行到编辑网格中。
•

复制到剪切板时的引号字符——此选项指定的字符引用的值，在从结果列

表中复制到剪贴板时。如果结果复制引用设置为 none，无效。
•

复制到剪切板时的字段分隔符——此选项指定应该使用哪些字符，来分隔

从结果列表复制到剪贴板的字段。
•

从主窗体向查询工具复制 SQL——选中此选项后，当打开查询工具，主要

对象浏览器中显示的任何对象定义，将作为查询工具中的默认的查询被插入。
•

启用自动回滚——选中此选项后，会启用自动回滚。

•

收藏夹文件的路径——收藏夹文件的文件路径。

•

宏文件的路径——宏文件的文件路径。

•

历史文件的路径——历史文件的文件路径。

•

查询历史最大记录数——在历史文件不会有更多的查询。新的会取代旧

的。
•

存储查询的最大字节数——查出此限制的所有查询将不会被保存在历史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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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5 选项 5（颜色）

允许用户为特定项目选择颜色（SQL 项目，状态窗口）。

5.14.6 选项 6（记录）

•

日志文件——此选项指定文件 hgdbAdmin 存储任何数据记录，如果％ID

是发现它的名字将被取代的进程 ID，允许 hgdbAdmin 的多个版本立刻运行日志。
•

不记录日志——没有任何日志记录被执行。

•

仅错误的——hgdbAdmin 将把错误记录到日志文件中，但不记录别的。

•

错误和提示——hgdbAdmin 将把 HighGo DB 错误和提示消息记录到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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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但不记录别的。
•

错误、提示、SQL——HighGo DB 和 SQL 查询的错误信息和提示消息将

被记录到日志文件。
•

调试（D）（不建议平时使用）——HighGo DB、SQL 查询和调试消息中

的错误和提示信息将被记录到日志文件。此选项可能会显著放缓 hgdbAdmin 的
运行，因此，正常运行时不建议使用。

5.15 命令行参数
有一些命令行选项会在 hgdbAdmin 启动时传递到 hgdbAdmin 可执行文件。
•

-h 显示命令行选项的帮助。

•

-s <server description>自动连接到指定的服务器。<server description>是向

hgdbAdmin 中的树状图中添加服务器时输入的描述，如果需要可以引用。如果多
台服务器上注册相同的描述，首次出现的将自动连接。
•

- S 连接时打开一个服务器状态窗口。如果伴随使用-s <server description>

选项，服务器状态窗口会自动连接到该服务器。如果单独使用，会出现一个对话
框，提示连接信息。此开关不能与-Sc <connection string>选项一起使用。
•

-Sc <connection string>连接时打开一个服务器状态窗口。服务器状态窗口

将自动连接到在连接字符串中指定的服务器。此选项不能与-S 开关一起使用。
•

-q 连接时打开一个查询工具窗口。如果与-S <server description>选项一起

使用，查询工具会自动连接到该服务器。如果单独使用，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提
示连接信息。此开关不能与-qc <connection string>选项一起使用。
•

-qc <connection string>连接时打开一个查询工具窗口。查询工具将自动连

接到在连接字符串中指定的服务器。此选项不能与-q 开关一起使用。
•

-f <SQL script>自动打开查询工具中指定的 SQL 脚本，只对-q 或者-qc 有

•

-ch <hba>编辑指定的 pg_hba.conf 配置文件。

•

-cm <config file>编辑指定的 postgres.conf 配置文件。

•

-cp <pgpass>编辑指定的.pgpass / pgpass.conf 配置文件。

•

-c <DIR>编辑指定集群目录中的配置文件。

•

-t 在对话框中启动转换测试模式。这种模式允许在不运行应用程序的情

效。

况下查看每个对话框，以协助字符串转换。

5.15.1 连接错误
当连接到 HighGo DB 服务器时，您可能会得到需要更多的解释的错误信息。
如果遇到此类问题，请自已阅读以下信息，相信这些会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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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连接到服务器：连接被拒绝

•

致命错误：没有 pg_hba.conf 条目

无法连接到服务器：连接被拒绝
如果出现此问题，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服务器没有运行服务。那么只
需启动它。
产生此消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服务器未配置为接受显示的地址上的
TCP/IP 请求。
出于安全原因，HighGo 服务器“内存不足”不监听 TCP/IP 端口。相反，它必
须确保能够监听 TCP/IP 请求。

致命错误：没有 pg_hba.conf 的条目
如果出现此问题，您的服务器可以通过网络准确联接，但配置不接受您的连
接。您的客户端检测不到数据库的合法用户。
您必须按以下格式在 pg_hba.conf 文件添加一条记录，为 IPV4 添加如：
host template1 highgo 192.168.0.0/24 md5
或者为 IPV6 添加如：
host template1 highgo ::ffff:192.168.0.0/120 md5

5.15.2 服务器不监听
服务器不接受连接：连接库报告。
如果您遇到此类消息，请检查您试图连接的服务器是否在给定端口运行
HighGo 。使用 ping 命令或等效工具测试您是否具备从客户端向服务器主机的网
络连接。您的网络/ VPN / SSH 隧道/防火墙配置是否正确。
出于安全原因，HighGo 不监听最初在服务器计算机上所有可用的 IP 地址。
为了通过网络访问服务器，您需要先启用监听地址。
这通过 postgres.conf 文件中的“listen_addresses”参数来控制。在这里，您可
以输入服务器应监听的 IP 地址列表，或仅仅使用'*'来监听所有可用的 IP 地址。
您可以使用 postgres.conf 编辑器，它是创建在 hgdbAdmin 中用来编辑
postgres.conf 配置文件的。更改此文件后，您需要重新启动服务器进程，以使设
置生效。
如果重复检查您的配置，但仍收到此错误消息，您遇到的不会是致命的
HighGo 异常。您可能有一些低级的网络连接问题（如：防火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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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 数据库访问拒绝
服务器不授予数据库访问权限：服务器报告。
要访问一个 HighGo 服务器上的数据库，您首先必须为您的客户端授予访问
服务器的权限（基于主机的认证）。HighGo DB 将检查 pg_hba.conf 文件，确认
是否存在与您的客户端地址/用户名/数据库相匹配并且在评估任何 SQL GRANT
访问控制列表之前的开启的模式。
在 pg_hba.conf 中的初始设置是相当严格的，以避免未经审核却强制的系统
设置引起的不必要的安全漏洞。您可能需要建议一些如下设置，如：
host all all 192.168.0.0/24 md5
这个示例向专用网 192.168.0.0/24 上的所有用户，授予访问所有数据的 MD5
加密密码。
您可以使用建在 hgdbAdmin 中的 pg_hba.conf 的编辑器来编辑 pg_hba.conf
配置文件。更改 pg_hba.conf 以后，您需要通过用 pg_ctl 或停止并重新启动服务
器进程来触发服务器重载。

5.15.4 图形化查询构造器

执行解释分析后得到 SQL 命令行和解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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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化查询构造器（GQB）是查询工具的一部分，允许您形象地创建简单的
SQL 查询。
GQB 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左手边的关系浏览器，允许您选取目录、类别
和视图到您的查询中。沿着底部是一系列选项卡，允许您指定选择标准、输出格
式和排序。第三部分是画表中关系之间联系的画布。您可以通过拖动窗格之间的
连接（或窗框）来调整各部分的相对大小。
要想在查询中添加关系，要么在关系浏览器中双击关系，要么从浏览器拖动
关系到画布。您可以通过用鼠标选择关系名称并且将关系移动到所需的位置来安
排在画布上的关系。
要创建关系之间的连接，要从一个关系中拖动一列到另一个关系中的一列。
它们之间将绘出一条线表示连接。右键单击该连接将出现一个弹出菜单，从那里
您可以选择连接运算符或删除它。
要选择查询结果中将出现的列，在画布上的关系中检查所需列。每个选定的
列都将被添加到列选项卡中的列表中，您可以调整顺序，并指定列别名。
向标准选项卡的网格中添加行来声明选择标准。限定值可以设置为字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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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个常量值。操作符列允许您选择一个简单操作符，用来比较限定值和列值中
声明的值。连接器指定连接到下一个（若存在下一个）的标准。
查询结果可以在排序选项卡下排序。从左侧选择所需的列，并使用中间的按
钮，将它们添加到右侧的排序列表中。您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删除列。对于添加
到排序列表中的每一列，您可以指定排序方向。您也可以通过在列表中选择它、
向上或向下移动排序列，来调整每个排序列的优先级。
当您设计完您的查询，您可以使用执行、执行文件，或工具栏的解释选项（查
询菜单）来生成并执行查询。

5.15.5 管理快捷键

管理快捷键使您仅通过按键就可以执行预定义的 SQL 查询。预定义的查询
包含占位符$SELECTION$。快捷键执行后，占位符将会被查询工具的 SQL 窗格
中当前选定的文本代替。
创建一个快捷键您需要从【查询工具】的【快捷键】中选择【管理快捷键】
选项。选择您要使用的快捷键，输入快捷键的名称以及查询语句，可以有选择地
包括选择占位符的查询，然后点击保存按钮来保存快捷键。
要清除一个快捷键，在【管理快捷键】对话框中选择快捷键，然后点击“清
除”按钮。

要执行一个快捷键，只需按下相应的键，或从【快捷键】下拉菜单中选择执
行该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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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6 查看数据选项
当从【编辑数据】主菜单的【工具】下中选择“排序/过滤条件”，或在工具栏
中点“排序/过滤选项”工具按钮，就会出现以下对话框。它允许改变数据的排序顺
序，并应用一个过滤器来缩小显示的数据。

您可以选择一列或多列和排序方向，用来从数据库中检索数据。

您可以输入一个任意的 WHERE 子句，以限制从数据库中检索的结果集。您
可以点击“验证”来通过 hgdbAdmin 测试 WHERE 子句是否是有效的。

5.16 扩展性能
通过使用 HighGo 的 adminpack 扩展包模块，可以进一步提高 hgdbAdmi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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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这是一个可以安装在您的服务器上的附加功能的库，可以使 hgdbAdmin 提
供附加的功能，例如：
磁盘上的表空间，数据库，表和索引的大小显示在主窗口上的“统计”选项

•

卡中。
•

状态对话框显示服务器日志文件（如果适当配置日志记录）。

•

状态对话框取消在其他用户上运行的查询。

•

服务器的配置文件 postgres.conf 和 pg_hba.conf 是可被编辑的，并远程加

载。

第六章 HG_JOB
6.1

HG_JOB 简介

hg_job 定时任务功能在 HGDB V5 中是以扩展的方式实现。创建定时任务，需
要预先加载 hg_job 库及相关参数启动定时任务守护进程，通过创建扩展，初始
化 hg_job 的元数据表及功能函数，最后通过函数来创建或修改定时任务。

6.1.1

HG_JOB 术语

序号

术语名称

术语定义

1

job

定时任务

2

后台工作者进程

定时任务的守护进程，用于对已存在的定时任务进行
定期扫描，负责生成作业队列进程。
3

作业队列进程

连接数据库，执行定时任务的作业。

4

作业

定时任务中，要执行的 SQL 语句、脚本或存储过程。

5

计划

定时任务中设定的定时计划。

6.2

HG_JOB 配置参数

JOB 运行所需配置参数，均配置在 postgresql.conf。

6.2.1

配置参数

HG_JOB 需要配置以下参数选项(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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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hared_preload_libraries
定时任务的后台工作进程 hg_job_scheduler 的启动需要预先加载库，所以
需要配置 shared_preload_libraries=’hg_job’
2.hg.job_database_name
配置后台工作进程 hg_job_scheduler 要连接的数据库，默认 highgo。
3.hg.job_queue_processes
配置的定时任务执行作业进程可开启的并发数。取值范围为
0..max_connectios/2，默认为 0，其值为 0 表示在数据库启动时不启动后台工
作者进程，
所以启动 hg_job_scheduler 进程，需要设置 hg.job_queue_processes
大于 0 或者调用函数启动后台工作进程，详见第三章。
4.hg.job_queue_interval
后台工作进程 hg_job_scheduler 扫描 job 的频率。单位为秒，取值范围为
1..3600，默认为 3 秒，建议与时间间隔成倍数关系。
5.hg.job_log_path
设置日志保存路径。默认路径为：$PGDATA/hg_job/，需要先在$PGDATA 目录
下创建 hg_job 目录。

6.3
6.3.1

HG_JOB 进程
后台工作进程

配置参数 hg.job_queue_processes=0，默认不启用定时任务功能，也就没有
后台工作者进程。有两种方式启用定时任务功能：
1，配置文件中，修改参数 hg.job_queue_processes>0，重启数据库，自动
启动后台工作进程，并创建 hg_job 扩展，启用定时任务。
2，使用 ALTER SYSTEM 命令，修改 hg.job_queue_processes>0，重新 reload
或重启数据库，手动创建 hg_job 扩展，调用 job_launch()函数启动后台工作进
程，启用定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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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作业队列进程

后台工作进程轮询 job 创建作业队列进程，执行 job，执行完释放作业队列
进 程 。 定 时 任 务 支 持 并 发 ， 作 业 队 列 进 程 以 libpq 方 式 创 建 连 接 ，
hg.job_queue_processes 应设置合理的取值范围（0..max_connectios/2）。

6.4 HG_JOB 元数据表
为了实现对 HighGo Database 定时任务更好的管理，HG_JOB 定义两张元数据
表，记录任务内容，运行情况等信息。
注意 HG_JOB 元数据所在的模式必须是 HG_JOB 定时任务管理的数据库上，
否则定时任务管理不能正常进行。进行 JOB 操作的用户必须有权限操作该
数据库以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

6.4.1

hgjob.job

Hgjob.job 元数据表是记录定时任务属性的表。具体字段参考表格 4-1。
表 4-1 hgjob.job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jobid

bigint

job 的 ID 号

jobenable

boolean

job 是否开启

jobwhat

text

Job 的执行作业

jobinterval

text

job 时间间隔

jobnextrun

timestampz

job 下一次执行作业时间

joblastrun

timestampz

job 上一次执行作业时间

jobstartrun

timestampz

job 第一次执行作业的时间

jobuser

text

job 的创建用户

jobcount

integer

执行 job 的成功次数

6.4.2

hgjob.jobrunning

hgjob.jobrunning 元数据表是记录正在执行的定时任务的表。具体字段参考
表格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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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hgjob.running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jobid

bigint

job 的 ID 号

jobstartrun

timestampz

job 第一次执行作业的时间

jobpid

integer

job 执行作业进程的 Session ID

jobfailcount

integer

job 连续执行失败次数

6.5 HG_JOB 操作函数
hg_job 中对定时任务的管理都是通过函数来实现，包括创建，修改等操作。
这些函数也都是在 hg_job 模式下。

名称

函数名

描述

创建 job

job_create

提交一个新任务，系统指定一个任务号

删除 job

job_delete

从队列中删除一个已存在的任务

修改整个 job

job_change

更改用户设定的任务参数

修改执行内容

job_what

更改 PSQL 任务定义

修改下次执行时间

job_nextrun

更改任务下一次运行时间

修改时间间隔

job_interval

更改任务运行的时间间隔

停止 job

job_stop

将任务停止，不让其重复运行

启用 job

job_start

将停止的 job 重新启用

运行 job

job_run

立即执行任务

启动后台工作者进程

job_launch

详见 3.1 后台工作进程

6.5.1

创建定时任务（job_create）

描述：
创建定时任务，定义作业内容、计划以及开始执行时间，创建后系统自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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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定时任务指定一个 ID 号，用来唯一标识定时任务。
说明：
1.间隔时间若不定义，即为空，则本次 job 仅执行一次然后停止。
2.job 执行前，通过间隔时间预先计算下一次执行时间，再用计算结果代替
下次执行时间的值，然后去执行 job。
3.job 创建时应检查创建语句是否有效，若无效（表不存在、语法错误、job
运行时间为错误时间等）则不插入数据（即创建失败），并根据相应的错误内容
进行输出提示。
4.创建定时任务时可指定 job 的运行开始时间，若不指定则默认当前时间立
即执行。
语法：
job_create(jwhat text, jinterval text, jstartrun timestamptz)
job_create(jwhat text, jinterval text)
参数：
(1)jwhat

定时任务的执行作业，支持 sql、函数、匿名块

(2)jinterval

定时任务的执行间隔时间

(3)jstartrun

定时任务的开始执行时间，缺省为 now()，即立即执行

注意：jwhat 支持调试功能，检查作业内容是否可正确执行，目前支持 DML
的调试，对于匿名块不支持，请自行确保创建的匿名块内容能够正确执行。
间隔设置示例：
使用 jinterval 计算出下次执行时间，表达方式多样。
时间间隔 interval 设置示例 1：（无法指定特定日期和时间）
描述

Interval 参数值

每天运行一次

now() + interval '1 day'
sysdate + '1 d'

每小时运行一次

now() + interval '1 hour'
sysdate + '1 h'

每十分钟运行一次

now() + interval '10 mi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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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date + '10 m'
每隔一星期运行一次

now() + interval '1 week'
sysdate + '1 w'

不再运行该任务

''

时间间隔 interval 设置示例 2：（定时到特定时间和日期）

描述

Interval 参数值

每天 0 点

date_trunc('day', now() + interval '1 day')
date_trunc('D', sysdate + '1 d')

每天早上 8 点 30 分 date_trunc('D', sysdate + '1 d') + '8.5 h'
每星期二 中午 12 date_trunc('week', now() + '1 week') + '1 day 12 hour'
点

next_day(date_trunc('W', sysdate + '1 w'), 'tue') + '12 h'

每个月第一天 0 点

date_trunc('month', now() + interval '1 month')
date_trunc('mon', last_day(sysdate) + '1 mon')

每季度最后一天晚 date_trunc('quarter', now() + '3 month') - interval '1 h'
上 11 点

date_trunc('quarter', add_months(sysdate, 3)) - interval '1 h'

每星期六和日早上 date_trunc('day',least(next_day(sysdate,'thu'),next_day(sysdat
6 点 10 分

e, 'fri'))) + '6 h 10 m'

示例：
a.

指定作业内容、执行间隔、开始时间，创建任务：
# select hgjob.job_create($$insert into public.test (info, time) values ('jobid:1',

now());$$, $$now() + interval '5 m'$$, now());
job_create
-------------------Job create success
(1 row)
# select * from hgjob.job;
-[ RECOR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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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id

|1

jobenabled

|t

jobwhat

| insert into public.test (info, time) values ('jobid:1', now());

jobinterval | now() + interval '5 m'
jobnextrun | 2018-05-23 17:08:20.859768+08
jobstartrun | 2018-05-23 17:00:58.689215+08
joblastrun

b.

| 2018-05-23 17:03:20.859768+08

jobuser

| highgo

jobcount

|1

指定作业内容、执行间隔，未指定开始时间，默认 now()，创建任务：
# select hgjob.job_create($$insert into public.test (info, time) values ('jobid:2',

now());$$, $$now() + interval '5 m'$$);
job_create
-------------------Job create success
(1 row)
# select * from hgjob.job;
-[ RECORD 1 ]---------------------------------------------------------------jobid

|2

jobenabled

|t

jobwhat

| insert into public.test (info, time) values ('jobid:2', now());

jobinterval | now() + interval '5 m'
jobnextrun | 2018-05-23 17:08:20.909747+08
jobstartrun | 2018-05-23 17:01:17.06409+08
joblastrun

c.

| 2018-05-23 17:03:20.909747+08

jobuser

| highgo

jobcount

|1

指定作业内容、执行间隔，执行间隔为空，立即执行一次后，nextrun 设
置为空，创建任务：
# 执行间隔为空，执行一次后，nextrun 设置为空
# select hgjob.job_create($$insert into public.test (info, time) values ('jobid:3',

n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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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_create
-------------------Job create success
(1 row)
# select * from hgjob.job;
-[ RECORD 1 ]---------------------------------------------------------------jobid

|3

jobenabled

|f

jobwhat

| insert into public.test (info, time) values ('jobid:3', now());

jobinterval |
jobnextrun |
jobstartrun | 2018-05-23 17:08:45.123575+08
joblastrun

d.

| 2018-05-23 17:08:46.769738+08

jobuser

| highgo

jobcount

|1

调试 DML
# jwhat 设置错误，将会给出提示
# select hgjob.job_create($$insert into public.tttt (info, time) values ('tttt',

now());$$, $$now() + interval '1 h'$$, now());
job_create
---------------------jobwhat has an error
(1 row)
# insert into public.tttt (info, time) values ('tttt', now());
ERROR:

relation "public.tttt" does not exist

LINE 1: insert into public.tttt (info, time) values ('tttt', now());
^
e.

匿名块不支持调试，请确保匿名块正确无误
# 匿名块可正确执行
# select hgjob.job_create (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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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do$
DECLARE
i record;
BEGIN
FOR i IN 1..5
LOOP
execute 'insert into public.test (info, time) values (null, now());';
END LOOP;
END $do$;
$body$,
$$now() + interval '1 h'$$,
now()
);
job_create
-------------------Job create success
(1 row)
# 匿名块设置错误
# select hgjob.job_create (
$body$
DO $do$
DECLARE
i record;
BEGIN
FOR i IN 1..5
LOOP
execute 'insert into public.tttt (info, time) values (null, now());';
END LOOP;
END $do$;
$body$,
$$now() + interval '1 h'$$,
n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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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_create
-------------------Job create success
(1 row)
# DO $do$
DECLARE
i record;
BEGIN
FOR i IN 1..5
LOOP
execute 'insert into public.tttt (info, time) values (null, now());';
END LOOP;
END $do$;
ERROR:

relation "public.tttt" does not exist

LINE 1: insert into public.tttt (info, time) values (null, now());
^
QUERY:

insert into public.tttt (info, time) values (null, now());

CONTEXT:

6.5.2

PL/pgSQL function inline_code_block line 7 at EXECUTE

修改定时任务（job_change）

描述：
修改定时任务分为三部分。
1.修改要执行的操作，即修改作业内容（job_what）。
2.修改下次执行的时间（job_nextrun）。
3.修改时间间隔（job_interval）。
说明：
（1）以上 3 个操作可支持独立修改和同时修改。
（2）以上 3 个函数的修改只是 job 内容的修改，不涉及到 job 的执行，只有
job_nextrun 中的下次执行时间为当前时间时才会立即执行。
（3）job_change 需要有执行内容、下次执行时间、时间间隔参数，下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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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缺省则表示此参数内容不做修改。
（4）job_what、job_nextrun、job_interval 的必需参数（job 号、执行内容/下
次执行时间/间隔时间）不可缺省。

job_change
功能：
修改整个定时任务的属性
语法：
job_change(jid bigint, jwhat text,, jinterval interval, jnextrun timestamptz)
job_change(jid bigint, jwhat text, jinterval text)
参数：
1.jid

定时任务的 ID 号

2.jwhat

定时任务的执行作业

3.jinterval

定时任务的间隔时间

4.jnextrun

定时任务的下次执行时间，缺省即不修改下次执行时间

示例：
a.

指定任务 id、作业内容、执行间隔、下次时间，修改任务：
# select hgjob.job_change(1, $$insert into public.test (info, time) values

('jobid:1', now());$$, $$now() + interval '10 m'$$, now());
job_change
-------------------Job change success
(1 row)
b.

指定任务 id、作业内容、执行间隔，下次时间未指定，默认 now()，修改
任务：
# select hgjob.job_change(1, $$insert into public.test (info, time) values

('1111', now());$$, $$now() + interval '10 m'$$);
job_change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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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change success
(1 row)

job_interval
功能：
修改定时任务的时间间隔
语法：
job_interval(jid bigint, jinterval interval)
参数：
1.jid

定时任务的 ID 号

2.jinterval

设置新的定时任务的时间间隔

示例：
a.

指定任务 id、执行间隔，修改执行间隔：
# select hgjob.job_interval(1, $$now() + interval '10 m'$$);
job_interval
---------------------------jobinterval change success
(1 row)

job_what
功能：
修改定时任务的执行作业
语法：
job_what(jid bigint, jwhat text)
参数：
1.

jid

定时任务的 ID 号

2.

jwhat

设置新的定时任务的执行作业

示例：
a.

指定任务 id、作业内容，修改作业内容：
# select hgjob.job_what(1, $$insert into public.test (info, time) values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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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job_what
-----------------------jobwhat change success
(1 row)

job_nextrun
功能：
修改定时任务的下次执行时间
语法：
job_nextrun(jid bigint , jnextrun timestamptz)
参数：
1.jid

定时任务的 ID 号

2.jnextrun

设置的定时任务的下次执行时间

示例：
a.

指定任务 id、下次执行时间，修改任务下次执行时间：
# select hgjob.job_nextrun(1, '2018-05-30 00:00:00');
job_nextrun
-------------------------jobnextrun change sucess
(1 row)

6.5.3

停止定时任务（job_stop）

描述：
停止一个定时任务，使其不再循环执行
说明：
1.需要支持手工停止 job。
2.运行中的 job 不能停止，除非杀掉进程（使用 pg_terminate_backend(pid)
中断作业队列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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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停止定时任务后元数据表中 jobenabled 字段标识该 job 已停止。
4.停止 job 后下次执行时间置为空。
语法：
job_stop(jid bigint)
参数：
jid

定时任务的 ID 号

示例：
指定任务 id、停止任务：

a.

# select hgjob.job_stop(1);
job_stop
-----------------job stop success
(1 row)

6.5.4

启动定时任务（job_start）

描述：
重新启动停止的定时任务。
说明：
1.手工停止后的 job 需要支持重新启用。
2.时需要支持指定下次执行时间，缺省为当前日期和时间。
3.若因服务器故障导致 job 长时间停止未运行，再次重启时按上述情况处理。
语法：
job_start(jid bigint, jnextrun timestamptz)
job_start(jid bigint)
参数：
1.jid

定时任务的 ID 号

2.jnextrun

开始定时任务时，指定的下次执行时间，时间应大于等于当

前时间，缺省为 now()，即立即执行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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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指定任务 id、下次执行时间，启动任务：
# select hgjob.job_start(3, '2018-05-30 00:00:00');
job_start
------------------job start success
(1 row)

b.

指定任务 id，未指定下次执行时间，默认 now()，即立即执行，启动任
务：
# select hgjob.job_start(3);
job_start
------------------job start success
(1 row)

6.5.5

运行定时任务（job_run）

描述：
立即运行定时任务。
说明：
1.一种是手工启动，即立即进行启动（该情况会影响到 job 的下次执行时间，
即出现时间漂移，例如：创建 job 在 5 月 3 号 0:00 执行，间隔时间为 24 小时，
但是 5 月 3 号 12:00 手工执行了一次，这时下次执行时间就变成了 12:00 加间隔
时间 24 小时，即 5 月 4 号的 12:00）。
2.注：特定日期或时间点的设置没有时间漂移的影响。
语法：
job_run(jobid bigint)
参数：
jobid

定时任务的 ID 号

示例：
a.

指定任务 id，立即执行任务：
# select hgjob.job_ru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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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_run
--------------------Job execute success
(1 row)

6.5.6

删除定时任务（job_delete）

描述：
若一个定时任务不再需要，可以进行删除。
说明：
根据唯一标识 job 号进行删除，删除后后台定时任务表中查不到该数据。正
在运行的 job 不可以删除。
语法：
job_delete(jid bigint)
参数：
jid

定时任务的 ID 号

示例：
a.

指定任务 id，删除任务：
# select hgjob.job_delete(1);
job_delete
-------------------job delete success
(1 row)

6.6 HG_JOB 任务监控
Hgjob.jobrunning 元数据表是记录正在执行的定时任务的表。
表中记录有目前正在运行任务的会话 ID、JOB 号、失败次数（任务运行连续
没有成功的次数）、正在运行任务的开始时间。

6.7 HG_JOB 异常机制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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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任务执行过程中如有执行失败的情况，会在一定时间内重新执行。
1.若某个 job 在执行时失败, 则需要尝试再次执行（retry）该任务。第一次尝
试是在一分钟后, 第二次尝试在两分钟后, 第三次尝试在四分钟后, 等等, 间隔
加倍尝试执行。若 job 执行失败 8 次, 则将 job 在表中的标志参数字段标记为已
损坏, 不再尝试执行。此时，job_running 表失败次数字段需加 1。
2.运行成功或者失败有日志记录，有关执行以及故障的信息记录在日志中。
日志保存路径可通过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的 hg_job.log_path 参数自行配置，若
不配置则设置默认保存路径 HGDATA/hg_job/。
3.在运行失败后的尝试执行期间, 用户可有机会纠正阻止作业运行的问题。
这不会扰乱重试周期，最终将尝试再次运行该作业。
4.若运行失败后的尝试执行期间内正好到了定时任务的下次执行时间，基于
“一个定时任务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作业队列进程在运行”的原则，仍执行
jobretry 进程。

6.8 限制
由于实现机制的原因，启用 hg_job 功能之前，需进行密码配置或将本地连接
方式改为 trust。可采用以下三个方法中的一个进行配置：
1.将 pg_hba.conf 中的 IPv6 local connections 的连接方式设置为 trust，如下：
# IPv6 local connections:
host

all

all

::1/128

trust

2.为 highgo 超级用户设置密码文件 pgpass。
3.设置 PGPASSWORD 环境变量为 highgo 用户的密码。

第七章 HG_Rman
7.1 前言
在数据库使用的生产场景中，通常会遇到各种异常和数据失效。
软硬件与人为异常：
1. 硬件损坏：服务器宕机，需更换服务器。
2. 数据库介质损坏：文件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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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为故障：表误删除，数据文件误删除等。
4. 数据库实例异常：非正常关库，数据库进程崩溃等导致数据异常。。

数据失效：
1. 数据文件无法正常访问。
2. 物理损坏：数据块信息物理不完整。
3. 逻辑损坏：数据字典信息不一致，索引块与数据块信息不一致等。
4. 不一致：pg_control 信息与数据文件信息不同步。
5. IO 异常：网络或者 IO 异常导致数据不完整。

为了防止数据库丢失数据以及在数据丢失后重建数据库，数据库备份与恢复
工具对于数据库生产运维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目前大多数企业级数据库常规容量普遍都已达到 TB 级，日增上百 GB 的数据
变化量属于常态，这对日常的数据库备份恢复性能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瀚 高 数 据 库 使 用 pg_basebackup 来 实 现 数 据 库 的 备 份 与 恢 复 。
Pg_basebackup 是 PostgreSQL 9.1 引入的数据库备份工具，可以对 PostgreSQL
数据库进行基础备份。Pg_basebackup 使用流复制协议来建立对数据库的连接，
通过与 pg_start_backup()和 pg_stop_backup 底层类似的机制来备份数据。在
备份过程中不会影响到数据库的正常使用，也不需要通过文件系统访问来传输数
据文件。但是 pg_basebackup 也存在一些限制，例如对备份的结果集没有管理，
无法做物理块级和增量备份，缺少并行机制等。从性能和日常管理的角度来看，
Pg_basebackup 很难满足企业级数据库的备份需求
瀚高备份恢复工具 RMAN 是一个用于执行备份和恢复操作的数据库组件。使
用它可执行一致性备份或非一致性备份，执行增量备份或完全备份，也可备份整
体数据库或数据库的一部分（单个数据文件）。 如果为了快速恢复，RMAN 可将
备份存储在磁盘上；如果为了长期存储，也可将备份放置在磁带上。

7.2

块跟踪配置项

hg_rman 添加了特有的块跟踪机制：在数据库运行过程中，对有变更的 page
号做出记录，在执行数据库增量备份的过程中，就不需要全盘扫描数据库文件来
获取数据库变更 page 了。这样将大大提升了在某些场景下数据库的备份效率。
如果要开启块跟踪机制，需要在配置文件 postgresql.conf 中对如下配置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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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修改：
# - Block change tracking -

#hg_db_block_change_tracking = on
#hg_db_bct_file_buffers = 32MB

# min 128kB

#hg_db_bct_cache_size = 128MB

# min 800kB

#bctwriter_delay = 200ms

# 10-10000ms between rounds

块跟踪开关：
hg_db_block_change_tracking = on
BCT 文件使用的 sharebuffer 大小：
hg_db_bct_file_buffers = 32MB

# min 128kB

#块跟踪信息会写到块跟踪文件(Bct 文件)中，此处 Buffer 为与 BCT 文件进
行交互的 Buffer 大小。BCT 文件以一个二进制位表示一个块的更改状态。
BCT 运行过程中所需的 sharebuffer：
hg_db_bct_cache_size = 128MB

# min 800kB

#BCT 开启运行后,暂时存储块信息的 buffer.
BctWriter 进程转化块信息&写入磁盘的时间间隔：
bctwriter_delay = 10000ms

# 10-10000ms between rounds

#Bctwriter 负责把暂时存储在 sharebuffer 中的块信息转化为 BCT 文件中的
位，并写入磁盘。
注意：
Windows 平台数据库不支持块跟踪机制，请将 hg_db_block_change_tracking
参数设置为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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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使用命令

7.3.1

hg_rman 初始化命令

命令格式：
hg_rman OPTION init
init 命令支持的 OPTION 参数如下：
-D, --pgdata=PATH

location of the database storage area

-A, --arclog-path=PATH

location of archive WAL storage area

-B, --backup-path=PATH

location of the backup storage area

如果在执行命令时，未指定 option 参数，程序会获取环境变量的值作为命令
参数，环境变量和参数值的对应关系 ：
参数

非参数指定情况

--pgdata

PGDATA

--arclog-path

ARCLOG_PATH

--backup-path

BACKUP_PATH

命令用途:执行初始化命令后，会在$HGDB_HOME/conf 路径下生成配置文
件
如果在执行初始化命令时，指定了这些参数那么将会将这些参数写到配置文
件中去。

7.3.2

hg_rman 备份命令

命令格式：
hg_rman OPTION backup
backup 命令支持的 OPTION 参数如下：
-B, --backup-path=PATH

备份文件将会保存到此目录

-d, --dbname=DBNAME

备份连接的数据库名称

-h, --host=HOSTNAME

备份连接的数据库的 IP

-p, --port=PORT

备份连接的数据库的端口

-U, --username=USERNAME
-w, --no-password

备份连接数据库的用户
备份不需要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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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password

强制输入用户密码

-b, --backup-mode=MODE

备份模式 full, incremental, or archive

-X, --with-arclog

全备或增备模式时，是否同时备份 wal 日志.

-Z, --compress-data

备份数据是否压缩

-C, --smooth-checkpoint

是否执行 smooth checkpoint
-F, --full-backup-on-error

增备模式时，当

前时间线没有找到合适的全备备份，将此次备份
转为全备备份
--standby-host=HOSTNAME

从备机备份时，备机的 IP

--standby-port=PORT

从备机备份时，备机的端口

如果在执行命令时，未指定 option 参数，程序会获取配置文件或环境变量
（配置文件优先级高于环境变量）的值作为命令参数，环境变量和参数值的对应
关系 ：
参数
-B, --backuppath=PATH
-d, --dbname=DBNAME

非参数指定情况
BACKUP_PATH
PGDATABASE>PGUSER>当前用
户名

-h, --host=HOSTNAME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p, --port=PORT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U, -username=USERNAME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w, --no-password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W, --password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b, --backupmode=MODE

BACKUP_MODE

-X, --with-arclog

WITH_ARCLOG

-Z, --compress-data

COMPRESS_DATA

-C, --smoothcheckpoint
-F, --full-backup-onerror

SMOOTH_CHECKPOINT

FULL_BACKUP_ON_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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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用途:
备份命令成功执行后，会在-B 指定的目录下形成备份集目录。

7.3.3

hg_rman 块恢复命令

命令格式：
hg_rman OPTION blockrecover
backup 命令支持的 OPTION 参数如下：
-B, --backup-path=PATH

备份文件将会保存到此目录

-d, --dbname=DBNAME

备份连接的数据库名称

-h, --host=HOSTNAME

备份连接的数据库的 IP

-p, --port=PORT

备份连接的数据库的端口

-U, --username=USERNAME

备份连接数据库的用户

-w, --no-password

备份不需要用户密码

-W, --password

强制输入用户密码

--datafile=spcid/dbid/relnode

需要执行块恢复的 relfilenode

--block=nnn[,nnn,nnn]

需要执行恢复的块号

如果在执行命令时，未指定 option 参数，程序会获取配置文件或环境变量
（配置文件优先级高于环境变量）的值作为命令参数，环境变量和参数值的对应
关系 ：
参数
-B,

非参数指定情况

--backup-

path=PATH
-d, --dbname=DBNAME

BACKUP_PATH
PGDATABASE>PGUSER>当前用
户名

-h, --host=HOSTNAME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p, --port=PORT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U,
username=USERNAME

--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w, --no-password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W, --password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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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datafile=spcid/dbid/relnode
--block=nnn[,nnn,nnn]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命令用途:
如果硬盘上的一个块发生损坏，在备份集和 wal 日志完备的情况下，可以在
线执行损坏块的恢复。

7.3.4

hg_rman 恢复命令

命令格式：
hg_rman OPTION restore
restore 命令支持的 OPTION 参数如下：
-D, --pgdata=PATH

数据库恢复到的目录

-A, --arclog-path=PATH

归档目录

--recovery-target-time

恢复到的时间

--recovery-target-xid

恢复到的 xid

--recovery-target-inclusive

是否包含条件项

--recovery-target-timeline

目标时间线

如果在执行命令时，未指定 option 参数，程序会获取配置文件或环境变量
（配置文件优先级高于环境变量）的值作为命令参数，环境变量和参数值的对应
关系 ：
参数

非参数指定情况

-D, --pgdata=PATH

PGDATA

-A, --arclog-path=PATH

ARCLOG_PATH

--recovery-target-time

RECOVER_TARGET_TIME

--recovery-target-xid

RECOVER_TARGET_XID

--recovery-targetinclusive
--recovery-targettimeline

RECOVER_TARGET_INCLUSIVE

RECOVER_TARGET_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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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用途:
恢复数据库到-D 指定的位置

7.3.5

hg_rman show 命令

命令格式：
hg_rman OPTION show [backup BK_key]
hg_rman OPTION show detail [backup BK_key]
show 命令支持的 OPTION 参数如下：
-a, --show-all

deleted 的备份集也可显示

如果在执行命令时，未指定 option 参数，程序会获取配置文件或环境变量
（配置文件优先级高于环境变量）的值作为命令参数，环境变量和参数值的对应
关系 ：
参数

非参数指定情况

-a, --show-all

SHOW_ALL

命令用途:
将备份集列出

7.3.6

hg_rman validate 命令

命令格式：
hg_rman OPTION validate backup BK_key
validate 命令支持的 OPTION 参数如下：
无
命令用途:
校验指定备份集
例：
hg_rman validate backup 1

7.3.7

hg_rman 删除命令

命令格式：
hg_rman OPTION delete backup BK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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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_rman OPTION delete arclog
delete 命令支持的 OPTION 参数如下：
-n, --noprompt

删除时无需确认

--keep-data-generations=NUM

(保留策略)保留全备的数量,仅 delete backup

使用
--keep-data-days=NUM

(保留策略)备份保留的天数,仅 delete

backup 使用
--keep-arclog-files=NUM

(保留策略)保留归档文件的数量,仅

delete arclog 使用
--keep-arclog-days=DAY

(保留策略)归档文件保存的天数,仅 delete

arclog 使用
如果在执行命令时，未指定 option 参数，程序会获取配置文件或环境变量
（配置文件优先级高于环境变量）的值作为命令参数，环境变量和参数值的对应
关系 ：
参数

非参数指定情况

-n, --noprompt

NOPROMPT

--keep-data-

KEEP_DATA_GENERATIONS

generations=NUM
--keep-data-days=NUM
--keep-arclogfiles=NUM
--keep-arclogdays=DAY

KEEP_DATA_DAYS
KEEP_ARCLOG_FILES

KEEP_ARCLOG_DAYS

命令用途:
删除备份集、删除归档目录里的 wal 日志

7.3.8

hg_rman catalog 命令

命令格式：
hg_rman OPTION catalog [backup BK_key_TAG]
catalog 命令支持的 OPTION 参数如下：
--pgdata

再 rebuild 时需要指定 p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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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e

备份 catalog 升级

--rebuild

重建备份 catalog

如果在执行命令时，未指定 option 参数，程序会获取配置文件或环境变量
（配置文件优先级高于环境变量）的值作为命令参数，环境变量和参数值的对应
关系 ：
参数

非参数指定情况

--pgdata

PGDATA

--upgrade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rebuild

只支持命令行指定

命令用途:
1. 将 一 个 备 份 集 添 加 到 备 份 catalog 中 , 示 例 hg_rman catalog backup 20_
TAG20180529T104452
2. 备份 catalog 升级,示例 hg_rman catalog --upgrade
3. 重建备份 catalog,示例 hg_rman catalog -D pgdatapath –rebuild

7.3.9

hg_rman purge 命令

命令格式：
hg_rman OPTION purge
purge 命令支持的 OPTION 参数如下：
无
命令用途:
将被标记为删除的备份集彻底删除

7.3.10 hg_rman config 命令
命令格式：
hg_rman OPTION config
config 命令支持的 OPTION 参数如下：
--list

列出配置项

此参数只能从命令行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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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用途:
列出配置项

7.4

主要命令使用示例

7.4.1

初始化

[highgo@liuzhenya ~]$ hg_rman init -B /home/highgo/rman_bak
INFO: PGDATA is set to '/home/highgo/database/5.6.1/data'
INFO: BACKUP_PATH is set to '/home/highgo/rman_bak'
INFO: ARCLOG_PATH is set to '/home/highgo/archive'

7.4.2

配置变量查看

7.4.3

执行全量备份

[highgo@liuzhenya ~]$ hg_rman backup -b full
Password:
INFO: copying database files
INFO: hg_db_block_change_tracking is on ,incremental backup after this full
backup will depend on bct files
2019-04-01 19:54:54.145 CST [2982] 日志:
INFO: set_bctfile_status success.
INFO: backup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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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执行增量备份

[highgo@liuzhenya ~]$ hg_rman backup -b incre
Password:
INFO: copying database files
2019-04-01 19:56:34.573 CST [2982] 日志:

00000: Bct file switch to bct/2

INFO: set_bctfile_status success.
INFO: current incremental backup will depend on bct files
INFO: backup complete

7.4.5

执行归档备份

[highgo@liuzhenya ~]$ hg_rman backup -b archive
Password:
INFO: copying archived WAL files
INFO: backup complete

7.4.6

执行块恢复

[highgo@liuzhenya

13899]$

hg_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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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file=1663/13899/16434 --block=0
Password:
INFO: recover tablespace is 'pg_default'
INFO: recover database is 'highgo'
INFO: recover relation is 'test'
INFO: backup "4" is valid
INFO: found full backup BK_KEY: "4" can be used
INFO: validate: "4" backup and archive log files by CRC
INFO: backup "4" is valid
INFO: checking backup BK_KEY:4
INFO: Find page for block '0'.
INFO: block "0" has been recoverd

7.4.7

执行整体恢复

[highgo@liuzhenya 13899]$ hg_rman restore
INFO: backup "4" is valid
INFO: the recovery target timeline ID is not given
INFO: use timeline ID of current database cluster as recovery target: 1
INFO: calculating timeline branches to be used to recovery target point
INFO: searching latest full backup which can be used as restore start point
INFO: found the full backup can be used as base in recovery: "2019-04-01
20:02:31"
INFO: validate: "4" backup and archive log files by CRC
INFO: backup "4" is valid
INFO: copying online WAL files and server log files
INFO: restoring database files from the full mode backup "4"
Processed 1004 of 1004 files, skipped 27
INFO: searching incremental backup to be rest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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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searching backup which contained archived WAL files to be restored
INFO: restoring online WAL files and server log files
INFO: generating recovery.conf
INFO: restore complete
HINT: Recovery will start automatically when the PostgreSQL server is started.

7.5 注意事项
1、在 FDE 加密模式下，hg_rman 可以进行全量备份，开启块跟踪，不支持
增量备份。
[highgo@liuzhenya 2]$ ls
base-13899-1247.bct
2674.bct

base-13899-2608.bct

base-13899-2662.bct

base-13899-

base-13899-2658.bct

base-13899-2663.bct

base-13899-

base-13899-2659.bct

base-13899-2673.bct

base-13899-

base-13899-3455.bct

base-13899-1249.bct
2703.bct
base-13899-1259.bct
2704.bct

[highgo@liuzhenya conf]$ hg_rman backup -b incremental -Z
INFO: copying database files
2019-04-02 14:53:26.496 CST [10692] LOG:

00000: Bct file switch to bct/0

INFO: set_bctfile_status success.
INFO: current incremental backup will depend on bct files
INFO: current page has something damaged,copy all this segment
2019-04-02 14:53:27.241 CST [11529] WARNING:
to backend exiting before pg_stop_backup was called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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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间点恢复需要 Execute pg_wal_replay_resume()
[highgo@liuzhenya ~]$ hg_rman restore --recovery-target-time="2019-04-01
20:00:01"
INFO: backup "5" is valid
INFO: backup "4" is valid
INFO: backup "1" is valid
INFO: the recovery target timeline ID is not given
INFO: use timeline ID of current database cluster as recovery target: 2
INFO: calculating timeline branches to be used to recovery target point
INFO: searching latest full backup which can be used as restore start point
INFO: found the full backup can be used as base in recovery: "2019-04-01 19:54:54"
INFO: validate: "1" backup and archive log files by CRC
INFO: backup "1" is valid
INFO: validate: "2" backup and archive log files by CRC
INFO: backup "2" is valid
INFO: copying online WAL files and server log files
INFO: restoring database files from the full mode backup "1"
Processed 1003 of 1003 files, skipped 27
INFO: searching incremental backup to be restored
INFO: restoring database files from the incremental mode backup "2"
Processed 31 of 31 files, skipped 27
INFO: searching backup which contained archived WAL files to be restored
INFO: validate: "3" archive log files by SIZE
INFO: backup "3" is valid
INFO: restoring WAL files from backup "3"
INFO: restoring online WAL files and server log files
INFO: generating recovery.conf
INFO: restore complete
HINT: Recovery will start automatically when the PostgreSQL server is started.
[highgo@liuzhenya ~]$ pg_ctl start
waiting for server to start....2019-04-01 20:13:01.509 CST [3478] 日志: 00000:
listening on IPv6 address "::1", port 5866
2019-04-01 20:13:01.510 CST [3478] 日志:
"127.0.0.1", port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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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1 20:13:01.528 CST [3478] 日志 :

00000: listening on Unix socket

"/tmp/.s.PGSQL.5866"
2019-04-01 20:13:01.594 CST [3478] 日志:

00000: This is a trial edition, validate

until 2019-05-01 19:40:09, database will not be able to start up after that time,please
apply an official license by that time.
2019-04-01 20:13:01.596 CST [3486] 日志:

00000: 数据库系统中断；上一次

的启动时间是在 2019-04-01 19:56:34 CST
2019-04-01 20:13:01.672 CST [3486] 日志:

00000: 从归档中恢复日志文件

"00000002.history"
2019-04-01 20:13:01.672 CST [3486] 日志:

00000: 开始执行到 2019-04-01

20:00:01+08 的基于时间点恢复
2019-04-01 20:13:01.674 CST [3486] 日志:

00000: 从归档中恢复日志文件

"00000002.history"
cp: 无法获取"/home/highgo/archive/000000020000000000000008" 的文件状态
(stat):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2019-04-01 20:13:01.703 CST [3486] 日志:

00000: 从归档中恢复日志文件

"000000010000000000000008"
2019-04-01 20:13:01.729 CST [3486] 日志:
2019-04-01 20:13:01.735 CST [3486] 日志:

00000: redo 在 0/8000028 开始
00000: 在 0/80000F8 上已到达一

致性恢复状态
2019-04-01 20:13:01.735 CST [3478] 日志:

00000: 数据库系统准备接受只读

请求的连接
cp: 无法获取"/home/highgo/archive/000000020000000000000009" 的文件状态
(stat):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2019-04-01 20:13:01.773 CST [3486] 日志:

00000: 从归档中恢复日志文件

"000000010000000000000009"
cp: 无法获取"/home/highgo/archive/00000002000000000000000A" 的文件状态
(stat):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done
server started
[highgo@liuzhenya ~]$ 2019-04-01 20:13:01.843 CST [3486] 日志:

00000: 从

归档中恢复日志文件 "00000001000000000000000A"
2019-04-01 20:13:01.866 CST [3486] 日志:
之前, 时间 2019-04-01 20:01:40.565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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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1 20:13:01.866 CST [3486] 日志:

00000: 恢复操作已暂停

2019-04-01 20:13:01.866 CST [3486] 提示:

Execute pg_wal_replay_resume() to

continue.
[highgo@liuzhenya ~]$ psql
Password:
psql (5.6.1)
PSQL: Release 5.6.1
Connected to:
HighGo Database V5.6 Enterprise Edition Release 5.6.1 - 64-bit Production
Type "help" for help.
highgo=# select pg_wal_replay_resume();
pg_wal_replay_resume
---------------------(1 row)

第八章 HG_Repmgr
8.1

前言

注：该功能模块已从 HGDB V5.6.5 及更高版本数据库中移除。相关功能纳入企业版
集群版中。

8.1.1

HG_Repmgr 简介

HG_Repmgr 是瀚高基于 Repmgr 进行二次研发集成到 HighGo Database V5
上的流复制集群管理工具，可为客户提供更加完善的高可用解决方案。
瀚高流复制集群管理工具 HG_Repmgr 可以实现创建、控制和监控流复制集群，
利用 HG_Repmgr 的 repmgr 工具可以一键式管理流复制任务（如 failover 和
switchover），利用 repmgrd 守护进程可以实时监控并进行自动 fai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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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HG_Repmgr 还可以进行一键式配置备库、一站式监控集群状态；可灵活
扩展，可以在线动态增删集群节点。

8.1.2

相关术语

以下是集群流复制的相关术语，后面将会出现在本文档中。
⚫

流复制集群
在 repmgr 中，流复制集群指的是 PostgreSQL 中利用流复制建立的节点
网络。

⚫

节点
流复制集群中单个 PostgreSQL 服务器。

⚫

上游节点
备节点连接并获取流复制的节点，一般指主节点或级联复制下其他的
节点。

备
⚫

Failover

当主节点发生故障时，适当的备节点提升为主节点的过程。利用
repmgrd
守护进程可以进行自动 failover 以最大限度减少故障时间。
⚫

Switchover
在例如硬件或操作系统维护的情况下，需要主节点脱机，并选择合适
备节点进行提升为新的主节点。

的
⚫

脑裂
集群节点之间的心跳或网络连接出现问题中断时，此时可能出现多个备
节点抢夺成为主节点的情况。

⚫

Location
在该文档中，location 指的是同一个局域网络。

⚫

仲裁节点
仲裁节点不属于流复制集群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单独存在的节点，和主
节点在同一个 Location，用于防止脑裂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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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HG_Repmgr 工具

HG_Repmgr 对 HighGo Database 流复制进行管理，主要用到的工具有 repmgr
和 repmgrd，下面两章会对这两个工具做具体介绍。
关于 repmgr 和 repmgrd 详细使用说明，请参考《第七章 HG_Repmgr 命令
参数》。

8.2.1

repmgr

Repmgr 主要用于执行流复制管理任务。HG_Repmgr 基本上所有的管理都
是基于该命令实现的。
Repmgr 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

搭建备节点服务器

⚫

提升备节点为主节点

⚫

对主备节点进行 switchover

⚫

显示流复制集群节点状态

Repmgr 的使用主要基于“repmgr+objects+action”的方式实现，“object”是
repmgr 要操作的对象，“action”是 repmgr 在对象上操作的行为。形如下面
方式：
repmgr [选项] primary {register|unregister}
repmgr [选项] standby {register|unregister|clone|promote|follow|switchover}
repmgr [选项] node

{status|check|rejoin|service}

repmgr [选项] cluster {show|event|matrix|crosscheck}
repmgr [选项] witness {register|unregister}

8.2.2

repmgrd

Repmgrd 工具主要用来开启 HG_Repmgr 复制守护进程，该守护进程主要
用来监控流复制集群的节点，并执行以下任务：
⚫

监控和记录流复制性能

⚫

在 failover 情况下，检查主节点服务器故障并选择合适的备节点提升为
新的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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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事件通知给用户自定义脚本，改脚本可以将事件信息以邮件形式发
送给用户。

在 HG_Repmgr 流复制实际应用中，repmgrd 主要是用来进行自动 failover 过
程，通过监测主节点故障，选择合适的备节点执行 repmgr standby promote
操作，然后在其他备节点执行 repmgr standby follow 追随新主节点。

8.3

HG_Repmgr 元数据表

为了实现对 HighGo Database 流复制更好的管理，除了上一章提到的管理工
具之外，HG_Repmgr 还定义若干元数据表，用于对节点、事件等信息的记
录。
注意 hg_repmgr 元数据所在的模式必须是 hg_repmgr 流复制管理的数据库上，
否则流复制管理不能正常进行。进行 repmgr 操作的用户必须有权限操作该
数据库以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

8.3.1

repmgr.nodes

Repmgr.nodes 元数据表主要用来记录流复制集群中各节点的信息，包括节点
标识信息、节点状态信息、上游节点信息等。具体字段参考表格 3-1。
表 3-1 repmgr.nodes
字段

说明

node_id

节点 ID

upstream_node_id

上游节点 ID

active

活动状态

node_name

节点名称

type

节点类型（primary、standby、witness）

location

定义的网络名

priority

集群中节点优先级

conninfo

节点连接串

repluser

节点流复制管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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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t_name

使用复制槽时的复制槽名

config_file

hg_repmgr.conf 配置文件路径

switchover_executing

记录节点是否在执行 switchover 过程

8.3.2

repmgr.events

Repmgr.event 元数据表主要用来记录 hg_repmgr 管理的事件信息。具体字段
参考表格 3-2。
表 3-2 repmgr.events
字段

说明

node_id

记录产生事件的接地 ID

event

事件类型

successful

记录事件是否成功

start_timestamp

记录事件开始时间

end_timestamp

记录事件结束时间

details

事件其他描述

8.3.3

repmgr.monitoring_history

Repmgr.monitoring_history 元数据表主要用来记录 HG_Repmgr 的历史监控
信息，该元数据表只有在开启 repmgrd 守护进程后才会生效，此外还需要在
hg_repmgr.conf 配置 monitoring_history=yes 才能生成记录。具体字段参考表
格 3-3。
表 3-3 repmgr.monitoring_history
字段

说明

primary_node_id

主节点 ID

standby_node_id

备节点 ID

last_monitor_time

上次监控时间

last_apply_time

上次 apply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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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_wal_primary_location

上次主节点 WAL 的 LSN

last_wal_standby_location

上次备节点 WAL 的 LSN

replication_lag

流复制延迟

apply_lag

Apply 延迟

8.3.4

repmgr.show_nodes

Repmgr.show_node 元数据表是一个视图，以 repmgr.nodes 为基础，增加了显
示上游节点的信息。具体字段参考表格 3-4。
表 3-4 repmgr.show_nodes
字段

说明

node_id

节点

node_name

节点名称

active

活动状态

upstream_node_id

上游节点 ID

upstream_node_name

上游节点名称

type

节点类型

priority

复制集群中节点优先级

conninfo

节点连接串

8.3.5

repmgr.replication_status

Repmgr.replication_status 元数据表是一个视图，当开启 repmgrd 守护进程时，
显示当前各备节点的监控状态。具体字段参考表格 3-5。
表 3-5 repmgr.replication_status
字段

说明

primary_node_id

主节点 ID

standby_node_id

备节点 ID

standby_name

备节点名称

node_type

节点类型

active

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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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last_monitor_time

上次监控时间

last_wal_primary_location

上次主节点 WAL 的 LSN

last_wal_standby_location

上次备节点 WAL 的 LSN

replication_lag

流复制延迟

replication_time_lag

流复制时间延迟

apply_lag

Apply 延迟

communication_time_lag

Commit 时间延迟

Repmgr 管理

8.4.1

HG_Repmgr 配置文件

Repmgr 和 repmgrd 工具使用相同的配置文件，默认是 hg_repmgr.conf（当然
也可以命名成其他名字）。执行 repmgr 或 repmgrd 命令时，配置文件会通过
以下顺序查找：
(1) 通过指定-f/--config-file 时，查找配置文件。
(2) 不指定-f/--config-file 时，默认查找$HG_HOME/conf/hg_repmgr.conf 文件。
使用 HG_Repmgr 配置文件在执行 repmgr 或 repmgrd 命令时，配置文件必须
包含以下参数：
⚫

node_id

⚫

node_name

⚫

conninfo

标识节点的 ID 号。
标识节点的名字，建议和服务器主机名一致。
连接 HighGo Database 数据库的连接串。集群中所有服务器

必须能够使用该连接串连接到本地节点。（如果正在使用 repmgrd，请考
虑在 conninfo 字符串中明确设置 connect_timeout，以确定放弃网络连接
尝试之前所经过的时间长度）
⚫

data_directory

存放服务器数据库的数据目录。这是 repmgr 在

HighGo Database 实例没有运行时执行操作所必须的。
关于 HG_Repmgr 配置文件的其他详细说明，请参考《第七章 HG_Repmgr
配置文件》。

8.4.2

Register 节点

为了使 HG_Repmgr 支持流复制集群，主节点和备节点服务器都必须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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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_Repmgr。
在主节点服务器上，注册 HG_Repmgr 会先安装 HG_Repmgr 扩展，然后创
建 HG_Repmgr 表对象并初始化元数据记录。其实现是通过执行“repmgr
primary register”命令。
注册主节点执行步骤如下：
$ repmgr primary register
NOTICE: 试图安装扩展“repmgr”
NOTICE: “repmgr”扩展已成功安装
NOTICE: 主节点记录(id: 1) 已注册
可以从 repmgr.nodes 中查看初始化的数据：
repmgr=# select * from repmgr.nodes;
-[ RECORD 1 ]--------+------------------------------------------------------node_id

|1

upstream_node_id

|

active

|t

node_name

| node1

type

| primary

location

| default

priority

| 100

conninfo

| host=node1 user=repmgr dbname=repmgr connect_timeout=2

repluser

| repmgr

slot_name

|

config_file

| /opt/hgdb/conf/hg_repmgr.conf

repmgrd_run

|f

switchover_executing

|f

或者执行 repmgr 命令查看：
repmgr cluster show
ID | Name

| Role

| Status

| Upstream | Location | Replication lag |

Last replayed LSN
----+-------+---------+-----------+----------+----------+-----------------+-----------------1

| node1 | primary | * running |

|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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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
在备节点服务器上，注册 HG_Repmgr 主要是进行初始化备节点元数据记录（因
为在流复制过程中，主节点 HG_Repmgr 扩展和元数据对象都已经同步到备节点
服务器上）。其实现是通过执行“repmgr standby register”命令。
注册备节点执行步骤如下：
$ repmgr standby register
NOTICE: standby node "node2" (id: 2) successfully registered
同样在 repmgr.nodes 元数据表中可以查看备节点的注册信息：
repmgr=# select * from repmgr.nodes where node_id=2;
-[ RECORD 1 ]--------+------------------------------------------------------node_id

|2

upstream_node_id

|1

active

|t

node_name

| node2

type

| standby

location

| default

priority

| 100

conninfo

| host=node2 user=repmgr dbname=repmgr connect_timeout=2

repluser

| repmgr

slot_name

|

config_file

| /opt/hgdb/conf/hg_repmgr.conf

repmgrd_run

|f

switchover_executing

|f

流复制集群中的每个节点服务器都有自己的节点记录。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备
节点注册 HG_Repmgr 时也是通过主节点向 repmgr.nodes 元数据表中写入记录，
然后再同步到备节点服务器，因此集群中的每个节点 repmgr.nodes 都可以查找任
意服务器的节点记录。

8.4.3

Clone 备库

HG_Repmgr 可以通过 repmgr 命令一键式配置备库，即为备库服务器形成一
个基础备份的过程。其实现是通过执行“repmgr standby clone”命令。
克隆备库的执行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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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mgr -f /etc/repmgr.conf standby clone -U repmgr -d repmgr -h node1
NOTICE: destination directory "/opt/hgdb/data" provided
NOTICE: starting backup (using pg_basebackup)...
HINT: this may take some time; consider using the -c/--fast-checkpoint option
NOTICE: standby clone (using pg_basebackup) complete
NOTICE: you can now start your PostgreSQL server
HINT: for example: pg_ctl -D /opt/hgdb/data start
HINT: after starting the server, you need to register this standby with "repmgr
standby register"
从 日 志 中 可 以 看 出 ， 该 命 令 实 际 上 就 是 调 用 HighGo Database 的
pg_basebackup 来实现的基础备份。需要注意的是，该命令需要指定-h 来确
定主节点或流复制来源节点。

克隆和复制槽
复制槽的使用可以确保备节点在接收到 WAL 记录前，主节点不会删除它们，
保证了流复制的可靠性。
为了是 HG_Repmgr 能够使用复制槽，需要在 hg_repmgr.conf 配置文件设置
参数：
use_replication_slots=true
此外，复制槽在 postgresql.conf 设置的最大复制槽个数 max_replication_slots
必须是至少所期望的备节点的个数。
当克隆备库时，HG_Repmgr 会自动的为所在备库生成复制槽名并存储在
repmgr.nodes 元数据表中，然后会在主节点或上游节点创建该复制槽。
repmgr=# select * from nodes ;
-[ RECORD 1 ]--------+------------------------------------------------------node_id

|1

upstream_node_id

|

active

|t

node_name
type
location

| node1
| primary
|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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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 100

conninfo

| host=node1 user=repmgr dbname=repmgr

connect_timeout=2
repluser

| repmgr

slot_name
config_file

| repmgr_slot_1
| /opt/HighGo/Develop/hgdb5/conf/hg_repmgr.conf

repmgrd_run

|f

switchover_executing | f
-[ RECORD 2 ]--------+------------------------------------------------------node_id

|2

upstream_node_id

|1

active

|t

node_name

| node2

type

| standby

location

| default

priority

| 100

conninfo

| host=node2 user=repmgr dbname=repmgr

connect_timeout=2
repluser

| repmgr

slot_name
config_file

|
| /etc/repmgr.conf

repmgrd_run

|f

switchover_executing | f

其他

克隆和级联复制
级联复制是 PostgreSQL9.2 添加的特性，使备节点服务器可以从另一台备节
点服务器进行复制，而不是直接从主节点服务器进行复制。这可以减少主节
点的负载并使得节点之间的带宽更加均衡使用。
repmgr 支持级联复制。当进行克隆一个备节点时，通过设定参数

--

upstream-node-id 来 指 定 该 备 节点 进 行流 复制 的 节 点， recovery.conf 文 件 的
conninfo 参数会记录该上游节点。如果克隆备节点没有指定 --upstream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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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id，则默认从主节点进行复制。
现使 node3 从备节点 node2 进行级联复制。其操作如下：
$ repmgr -h node2 -U repmgr -d repmgr standby clone
--upstream-node-id=2
NOTICE: destination directory "/opt/hgdb/data" provided
NOTICE: starting backup (using pg_basebackup)...
HINT: this may take some time; consider using the -c/--fast-checkpoint option
NOTICE: standby clone (using pg_basebackup) complete
NOTICE: you can now start your PostgreSQL server
HINT: for example: pg_ctl -D /opt/hgdb/data start
HINT: after starting the server, you need to register this standby with "repmgr
standby register"

下面注册该备节点时也必须指定相同的--upstream-node-id，否则注册的元数
据节点记录和实际流复制来源会不一致，系统会报错。
$ repmgr standby register --upstream-node-id=2
NOTICE: standby node "node3" (id: 3) successfully registered
执行 repmgr cluster show 显示集群状态，可以看到 node3 的上游节点是
node2。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show
ID | Name

| Role

| Status

| Upstream | Location | Replication lag |

Last replayed LSN
----+-------+---------+-----------+----------+----------+-----------------+-----------------1

| node1 | primary | * running |

| default

| n/a

|

| node2 | standby |

running | node1

| default

| 0 seconds

|

running | node2

| default

| 0 seconds

|

none
2

0/4001110
3

| node3 | standby |

0/40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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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克隆高级选项
⚫

一键启动数据库服务
克隆备节点时，可以通过指定-g 参数，来一键进行克隆和启动数据
库服务。
$ repmgr -h node1 -U repmgr -d repmgr standby clone -g
WARNING: user_replication_slots/true: unknown name/value pair
provided; ignoring
NOTICE: destination directory "/opt/hgdb/data" provided
NOTICE: starting backup (using pg_basebackup)...
HINT: this may take some time; consider using the -c/--fast-checkpoint
option
NOTICE: standby clone (using pg_basebackup) complete
NOTICE: start PostgreSQL server automatically
waiting for server to start....2018-04-11 10:17:43.997 CST [1740] 日志:
listening on IPv4 address "0.0.0.0", port 5866
2018-04-11 10:17:43.997 CST [1740] 日志:

listening on IPv6 address

"::", port 5866
2018-04-11 10:17:43.998 CST [1740] 日志:

listening on Unix socket

"/tmp/.s.PGSQL.5866"
2018-04-11 10:17:44.006 CST [1741] 日志:

数据库系统中断；上一

次的启动时间是在 2018-04-11 10:19:34 CST
2018-04-11 10:17:44.156 CST [1741] 日志:

正在进入备用模式

2018-04-11 10:17:44.158 CST [1741] 日志:

redo 在 0/2000060 开始

2018-04-11 10:17:44.158 CST [1741] 日志: 在 0/2000130 上已到达
一致性恢复状态
2018-04-11 10:17:44.159 CST [1740] 日志:

数据库系统准备接受只

读请求的连接
2018-04-11 10:17:44.170 CST [1745] 日志:

在时间点: 0/3000000 (时

间安排 1)启动日志的流操作
done
server started
HINT: after starting the server, you need to register this standb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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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mgr standby register"

⚫

一键注册备节点
克隆备节点时，可以通过指定-r 参数，来一键进行克隆、启动数据库
服务和注册备节点。
$ repmgr -h node1 -U repmgr -d repmgr standby clone -r
WARNING: user_replication_slots/true: unknown name/value pair
provided; ignoring
NOTICE: destination directory "/opt/hgdb/data" provided
NOTICE: starting backup (using pg_basebackup)...
HINT: this may take some time; consider using the -c/--fast-checkpoint
option
NOTICE: standby clone (using pg_basebackup) complete
NOTICE: start PostgreSQL server automatically
waiting for server to start....2018-04-11 10:20:03.896 CST [1787] 日志:
listening on IPv4 address "0.0.0.0", port 5866
2018-04-11 10:20:03.897 CST [1787] 日志:

listening on IPv6 address

"::", port 5866
2018-04-11 10:20:03.898 CST [1787] 日志:

listening on Unix socket

"/tmp/.s.PGSQL.5866"
2018-04-11 10:20:03.912 CST [1788] 日志:

数据库系统中断；上一

次的启动时间是在 2018-04-11 10:21:53 CST
2018-04-11 10:20:04.019 CST [1788] 日志:

正在进入备用模式

2018-04-11 10:20:04.020 CST [1788] 日志:

redo 在 0/4000028 开始

2018-04-11 10:20:04.021 CST [1788] 日志: 在 0/4000130 上已到达
一致性恢复状态
2018-04-11 10:20:04.022 CST [1787] 日志:

数据库系统准备接受只

读请求的连接
2018-04-11 10:20:04.032 CST [1792] 日志:
间安排 1)启动日志的流操作
done
server started
NOTICE: register auto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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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auto regist command: repmgr -f /etc/repmgr.conf standby
register --upstream-node-id=1 --force
WARNING: user_replication_slots/true: unknown name/value pair
provided; ignoring
NOTICE: standby node "node2" (id: 2) successfully registered

⚫

密码管理
如果备节点服务器的上游节点服务器在复制过程中受到密码保护，
则备节点必须能提供密码以进行流复制。在 HG_Repmgr 系统中，推
荐的方法是将密码存储在 HighGo Database 系统用户的~/.pgpass 文

件
中。也可以将密码存储在环境变量 PGPASSWORD 中，但出于安全
考虑，建议不要这样做。
如果需要把密码包含在 recovery.conf 文件中，请再 repmgr.conf 配置
文件中将 use_primary_conninfo_password 参数设为 true，这将在读取
PGPASSWORD 中设置的密码，并将其置于 recovery.conf 中的
primary_conninfo 字符串中。注意，在导致 recovery.conf 文件被重写
的操作期间，需要设置 PGPASSWORD。
此外，也可以将每个节点的 conninfo 字符串包含密码值，但显然这
也是一种安全风险，应该避免。要让 repmgr 在 primary_conninfo 中
写入自定义密码文件，请在 repmgr.conf 中的 passfile 中指定其位置。
⚫

分离复制用户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创建一个专用的复制用户（除了管理 repmgr
元数据的用户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复制用户应该通过参数
replication_user 在 repmgr.conf 中设置;在进行复制连接并生成
recovery.conf 时，repmgr 将使用此值。该值也将存储在每个节点的参
数 repmgr.nodes 表中;它不再需要在克隆节点或执行 repmgr standby
时明确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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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Promote 备库

如果主服务器发生故障或需要从复制群集中删除，则必须指定一个新的主服
务器，以确保群集继续正常运行。这可以通过 repmgr standby promote 来
完成，它将当前服务器上的备用服务器提升为主服务器。
为了演示 promote 备库，我们设置了一主两备的流复制集群，显示如下：
$ repmgr cluster show
ID | Name

| Role

| Status

| Upstream | Location | Replication lag | Last

replayed LSN
----+-------+---------+-----------+----------+----------+-----------------+-----------------1

| node1 | primary | * running |

| default

| n/a

|

| node2 | standby |

running | node1

| default

| 0 bytes

|

running | node1

| default

| 0 bytes

|

none
2

0/70007B0
3

| node3 | standby |

0/70007B0
现在停掉主库：
$ pg_ctl stop -m fast
2018-04-11 10:43:28.644 CST [20614] 日志: 接收到快速 (fast) 停止请求
等待服务器进程关闭 ....2018-04-11 10:43:28.683 CST [20614] 日志: 中断
任何激活事务
2018-04-11 10:43:28.685 CST [20614] 日志: 工作进程: logical replication
launcher (PID 20622) 已退出, 退出代码 1
2018-04-11 10:43:28.685 CST [20616] 日志: 正在关闭
..2018-04-11 10:43:31.618 CST [20635] 致命错误:

数据库系统停止中

.2018-04-11 10:43:31.796 CST [20614] 日志: 数据库系统已关闭完成
服务器进程已经关闭

此时，显示集群状态，主节点状态显示不可达。
$repmgr cluster show
ID | Name

| Role

| Status

| Upstream | Location | Replication lag |

Last replayed L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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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node1 | primary | ? unreachable |

| default

| n/a

| none
2

| node2 | standby |

running

| node1

| default

| 0 bytes

running

| node1

| default

| 0 bytes

| 0/9000098
3

| node3 | standby |

| 0/9000098
提升 node2 为主节点：
$repmgr standby promote
NOTICE: promoting standby to primary
DETAIL: promoting server "node2" (ID: 2) using "pg_ctl

-w -D

'/opt/hgdb/data' promote"
waiting for server to promote....2018-04-11 10:44:28.626 CST [1788] 日志:
接收到提或请求
2018-04-11 10:44:28.627 CST [1788] 日志:

redo 在 0/9000028 完成

2018-04-11 10:44:28.627 CST [1788] 日志:

上一次完成事务是在日志时间

2018-04-11 10:40:41.885161+08 完成的.
2018-04-11 10:44:28.628 CST [1788] 日志:

已选择的新时间线 ID：2

2018-04-11 10:44:28.659 CST [1788] 日志:

归档恢复完毕

2018-04-11 10:44:28.954 CST [1787] 日志:

数据库系统准备接受连接

done
server promoted
NOTICE: STANDBY PROMOTE successful
DETAIL: server "node2" (ID: 2) w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to primary
node2 节点提升为主库成功后，再显示集群状态：
$ repmgr cluster show
ID | Name

| Role

| Status

| Upstream | Location | Replication lag |

Last replayed LSN
----+-------+---------+-----------+----------+----------+-----------------+-----------------1

| node1 | primary | - failed

|

| default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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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node2 | primary | * running |

| default

| n/a

|

none
3

| node3 | standby | running | node1

| default

| 0 seconds

|

0/9000D08
可以看出 node2 已经变成新的主节点，但是 node3 还是尝试从 node1 进行复
制。

Follow 备库

8.4.5

复制集群中，现有的主节点出现故障或被删除后，在提升合适的备库升级到
主节点后，其他备节点还在从原来的主节点进行流复制，如同上小节中 node3
节点，此时需要执行 repmgr standby follow 使其他备节点追随新的主节点。
$ repmgr standby follow
NOTICE: setting node 3's primary to node 2
NOTICE: stopping server using "pg_ctl

-D '/opt/hgdb/data' -w -m

fast stop"
NOTICE: starting server using "pg_ctl

-w -D '/opt/hgdb/data'

start"
NOTICE: STANDBY FOLLOW successful
DETAIL: node 3 is now attached to node 2
node3 节点 Follow 新主节点成功后，再显示集群状态：
$ repmgr cluster show
ID | Name

| Role

| Status

| Upstream | Location | Replication lag |

Last replayed LSN
----+-------+---------+-----------+----------+----------+-----------------+-----------------1

| node1 | primary | - failed

|

| default

| n/a

| node2 | primary | * running |

| default

| n/a

| node3 | standby |

| default

| 0 seconds

|

none
2

|

none
3

running | node2

|

0/6000B60
结果显示，node3 上游节点是 node2，已经从新主节点开始流复制。在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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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中，repmgr standby follow 操作还可以使当前备节点从其上游节点分离，
然后去 Follow 主节点。

Switchover 操作

8.4.6

上面所说的 failover 是流复制集群中非计划情况下，主节点服务器出现故障
后，被动的去提升合适的备节点为主节点，然后再使其他的备节点 follow
新主节点。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基于维护主节点或删除主节点等要求，需要
有计划的去提升合适的备节点。这种操作可以通过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
来实现。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 操作不同于其他的 repmgr 操作，它需要在其他服
务器上去执行命令，这就意味着要提升的候选备节点需要能够 SSH 无密码
访问其他服务器。

Switchover 前的准备工作
⚫

正如前面所说，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 需要在其他服务器上操作命令，
所以首先保证，当前提升的候选备节点能够 SSH 无密码访问当前主节

点；如果指定参数--siblings-follow，还需要保证当前提升的候选备节点
能够无密码访问其他所有的备节点。此外，由于是在其他节点执行命令，
所以要提前设置好相关的环境变量。
⚫

检查当前提升的候选备节点和当前主节点是否有严重的 WAL 记录延迟。

⚫

检查是否关闭 coredump 功能。执行 switchover 过程需要关闭 coredump，
即设置参数‘hg_diag=disable’。

⚫

如果设置了 WAL 文件归档，请检查是否有积压的文件等待归档，因为
HighGo Database 会等待所有的 WAL 文件完成归档后才会关闭数据库。
如果超过 hg_repmgr.conf 中配置参数 archive_ready_warning 所设置的
值，hg_repmgr 将在尝试 switchover 之前发出警告。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repmgr node check --archive-ready;来手动检查一下。

最后，考虑使用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 --dry-run 执行 switchover 操作，
--dry-run 参数不会真正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 操作，它会进行一些必要
的检查并指出执行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 是否存在问题。
例如：
$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 --siblings-follow --dry-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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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checking switchover on node "node2" (ID: 2) in --dry-run mode
INFO: SSH connection to host "node1" succeeded
INFO: archive mode is "off"
INFO: replication lag on this standby is 0 seconds
INFO: all sibling nodes are reachable via SSH
NOTICE: local node "node2" (ID: 2) will be promoted to primary; current
primary "node1" (ID: 1) will be demoted to standby
INFO: following shutdown command would be run on node "node1":
"pg_ctl -l /var/log/postgresql/startup.log -D '/var/lib/postgresql/data' -m fast -W
stop"
需要注意的是，repmgr.conf 中的以下参数与 switchover 有关：
➢ reconnect_attempts
执行 shutdown 命令后，在中止前检查原主节点是否进行干净关闭的次数。
➢ reconnect_interval
执行 shutdown 命令后，在中止前检查原主节点是否进行干净关闭的间隔
（以秒为单位）。
➢ replication_lag_critical
如果备用节点服务器的复制延迟（以秒为单位）超过此值，则 switchover
将被中止。

Switchover 的操作
为了演示 switchover，我们设定一个复制集群包含一个主节点（node1）和一
个备节点（node2）; 在 switchover 之后，node2 应该成为新的主节点，node1
降级为备节点并 follow node2。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 命令必须在要提升的备节点候选者端执行，其执
行步骤如下：
$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
NOTICE: executing switchover on node "node2" (ID: 2)
INFO: searching for primary node
INFO: checking if node 1 is primary
INFO: current primary node is 1
INFO: SSH connection to host "node1" succ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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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archive mode is "off"
INFO: replication lag on this standby is 0 seconds
NOTICE: local node "node2" (ID: 2) will be promoted to primary; current
primary "node1" (ID: 1) will be demoted to standby
NOTICE: stopping current primary node "node1" (ID: 1)
NOTICE: issuing CHECKPOINT
DETAIL: executing server command "pg_ctl -l /var/log/postgres/startup.log -D
'/var/lib/pgsql/data' -m fast -W stop"
INFO: checking primary status; 1 of 6 attempts
NOTICE: current primary has been cleanly shut down at location 0/3001460
NOTICE: promoting standby to primary
DETAIL: promoting server "node2" (ID: 2) using "pg_ctl -l
/var/log/postgres/startup.log -w -D '/var/lib/pgsql/data' promote"
server promoting
NOTICE: STANDBY PROMOTE successful
DETAIL: server "node2" (ID: 2) w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to primary
INFO: setting node 1's primary to node 2
NOTICE: starting server using

"pg_ctl -l /var/log/postgres/startup.log -w -D

'/var/lib/pgsql/data' restart"
NOTICE: NODE REJOIN successful
DETAIL: node 1 is now attached to node 2
NOTICE: switchover was successful
DETAIL: node "node2" is now primary
NOTICE: STANDBY SWITCHOVER is complete
执行 repmgr cluster show；看看集群状态：
$ repmgr cluster show
ID | Name

| Role

| Status

| Upstream | Location | Connection string

----+-------+---------+-----------+----------+----------+------------------------------------1

| node1 | standby |

running | node2

| default

| host=node1

| default

| host=node2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2

| node2 | primary | * running |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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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node1 降级为备节点，node2 已经升级为主节点。

Switchover 的注意事项
⚫

在进行 switchover 时，repmgrd 不应该在 repmgr.conf 中设置为 failover =
automatic 的情况下运行，否则 repmgrd 守护进程可能在主节点数据库停
掉后尝试提升备用数据库。同样，在 switchover 过程中，不应启动 repmgrd
守护进程。（实际上在 switchover 过程前，HG_Repmgr 会检查是否开启
repmgrd 进程，如果开启，系统会提示关闭）

⚫

由于 switchover 操作是在两台或者更多的节点服务器上执行的一系列操
作，所以在做 switchover 时先确保网络环境的可靠稳定。

⚫

Switchover 过程中主库关闭前，这时主库变成只读属性，不能再进行写
操作。

8.5

Repmgrd 守护进程

8.5.1

利用 repmgrd 进行自动 failover

Repmgrd 是运行在复制集群中每个节点的守护进程，用于管理和监控节点状
态。它可以在主节点服务器出现故障后，自动的去提升合适的备节点服务器，
并且自动的使其他的备节点去 follow 新的主节点。此外，repmgrd 还可以提
供每个节点服务器的监控信息。

repmgrd 配置
要是用 repmgrd 进程，hg_repmgr 相关的库函数必须在 postgresql.conf 中配
置：
shared_preload_libraries = 'repmgr'
此外，以下 repmgrd 选项*必须*在 repmgr.conf 中设置：
failover=automatic
promote_command='repmgr standby promote -f /etc/repmgr.conf --log-to-file'
follow_command='repmgr standby follow -f /etc/repmgr.conf --log-to-file
--upstream-node-id=%n'
⚫

当 failover 设置成 automatic 时，一旦检测到当前主节点出现故障，repmgrd
守护进程就会根据当前备节点是否是要提升的候选备节点来执行
promote_command 或 follow_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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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_command 参数在配置 repmgr standby follow 时应加上参数选项
--upstream-node-id=%n，repmgrd 在执行该命令时会用新的主节点 ID
替代%n 如果没有指定该参数，就会自己判断出新的主节点。但是如果在
新的主节点 提升后，原来的主节点也重启启动服务了，那么这就会存在
备节点去 follow 原来主节点的风险。

此外，为了防止复制集群中个别节点因为网络问题造成的不可访问而影
响 repmgrd 的运行，需要在 conninfo 配置参数指定 connect_timeout 选项。

利用 repmgrd 进行自动 failover 示例
为了演示自动 failover，需要设置三个节点（一个主节点，两个备节点），
其 repmgr cluster show 显示如下：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show
ID | Name

| Role

| Status

| Upstream | Location | Connection string

----+-------+---------+-----------+----------+----------+------------------------------------1

| node1 | primary | * running |

| default

| host=node1

| default

| host=node2

| default

| host=node3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2

| node2 | standby |

running | node1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3

| node3 | standby |

running | node1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在每个节点服务器上启动 repmgrd，并通过检查日志级别 INFO 中的日志输
出来验证它是否正在运行，如下所示：
[2017-08-24 17:31:00] [NOTICE] using configuration file "/etc/repmgr.conf"
[2017-08-24 17:31:00] [INFO] connecting to database "host=node2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2017-08-24 17:31:00] [NOTICE] starting monitoring of node node2 (ID: 2)
[2017-08-24 17:31:00] [INFO] monitoring connection to upstream node "node1"
(node ID: 1)
可以通过事件记录查看每个节点 repmgrd 的开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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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event --event=repmgrd_start
Node ID | Name

| Event

| OK | Timestamp

| Details

---------+-------+---------------+----+---------------------+-----------------------------------------------------------3

| node3 | repmgrd_start | t

| 2017-08-24 17:35:54 | monitoring

connection to upstream node "node1" (node ID: 1)
2

| node2 | repmgrd_start | t

| 2017-08-24 17:35:50 | monitoring

connection to upstream node "node1" (node ID: 1)
1

| node1 | repmgrd_start | t

| 2017-08-24 17:35:46 | monitoring

cluster primary "node1" (node ID: 1)
现在停掉主库模拟主节点出现故障：
pg_ctl stop -m immediate
immediate 模式会导致主节点直接关闭，终止所有的服务器进程和事务。这
会在 repmgrd 日志文件中引起一系列活动，因为每个 repmgrd 都会检测到主
节点的故障并作出 failover 决策。下面是从原主节点故障后，提升候选备节
点的日志记录：
[2017-08-24 23:32:01] [INFO] node "node2" (node ID: 2) monitoring upstream
node "node1" (node ID: 1) in normal state
[2017-08-24 23:32:08] [WARNING] unable to connect to upstream node
"node1" (node ID: 1)
[2017-08-24 23:32:08] [INFO] checking state of node 1, 1 of 5 attempts
[2017-08-24 23:32:08] [INFO] sleeping 1 seconds until next reconnection
attempt
[2017-08-24 23:32:09] [INFO] checking state of node 1, 2 of 5 attempts
[2017-08-24 23:32:09] [INFO] sleeping 1 seconds until next reconnection
attempt
[2017-08-24 23:32:10] [INFO] checking state of node 1, 3 of 5 attempts
[2017-08-24 23:32:10] [INFO] sleeping 1 seconds until next reconnection
attempt
[2017-08-24 23:32:11] [INFO] checking state of node 1, 4 of 5 attempts
[2017-08-24 23:32:11] [INFO] sleeping 1 seconds until next reconnection
attempt
[2017-08-24 23:32:12] [INFO] checking state of node 1, 5 of 5 attem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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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4 23:32:12] [WARNING] unable to reconnect to node 1 after 5
attempts
INFO: setting voting term to 1
INFO: node 2 is candidate
INFO: node 3 has received request from node 2 for electoral term 1 (our term:
0)
[2017-08-24 23:32:12] [NOTICE] this node is the winner, will now promote self
and inform other nodes
INFO: connecting to standby database
NOTICE: promoting standby
DETAIL: promoting server using 'pg_ctl -l /var/log/postgres/startup.log -w -D
'/var/lib/pgsql/data' promote'
INFO: reconnecting to promoted server
NOTICE: STANDBY PROMOTE successful
DETAIL: node 2 w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to primary
INFO: node 3 received notification to follow node 2
[2017-08-24 23:32:13] [INFO] switching to primary monitoring mode
现在，群集状态如下所示，原始主节点（node1）标记为非活动状态，备
节点 node3 现在 follow 新的主节点 node2：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show
ID | Name

| Role

| Status

| Upstream | Location | Connection string

----+-------+---------+-----------+----------+----------+--------------------------------------------------1

| node1 | primary | - failed

|

| default

| host=node1

| node2 | primary | * running |

| default

| host=node2

| default

| host=node3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2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3

| node3 | standby |

running | node2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repmgr 集群事件元数据表也会显示自动 failover 期间每个节点发生的事件记
录情况：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event
Node ID | Name

| Event

| OK | 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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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ils
---------+-------+--------------------------+----+---------------------+----------------------------------------------------------3

| node3 | repmgrd_failover_follow

|t

| 2017-08-24 23:32:16 | node

3 now following new upstream node 2
3

| node3 | standby_follow

|t

| 2017-08-24 23:32:16 |

node 3 is now attached to node 2
2

| node2 | repmgrd_failover_promote | t

| 2017-08-24 23:32:13 | node

2 promoted to primary; old primary 1 marked as failed
2

| node2 | standby_promote

|t

| 2017-08-24 23:32:13 |

node 2 w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to primary

8.5.2

repmgrd 和级联复制

repmgrd 和 repmgr 一样也支持级联复制。它是通过追踪 nodes 元数据表里的
记录确定节点间的级联关系。
在 failover 情况下，主节点故障，上级备节点被选为候选备节点并提升为主
节点，其下级备节点继续 follow 其上级节点，将会继续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但是一旦上级备节点出现故障，其下级备节点将会尝试连接其上级节点的上
游节点。

8.5.3

repmgrd 和 witness 仲裁

witness 仲裁原理
witness 节点服务器也是一个 HighGo Database 实例，但它不是流复制集群的
一部分，其目的是在 failover 发生时，用来判断主节点故障是数据库本身出
现的问题还是由于网络造成的。
witness 服务器典型的用法是两个节点的复制集群，并且主节点和备节点处
于不同的 Location 上（不同的网络上）。创建 witness 服务器必须和主节点
服务器在同一个 Location 上才能起到仲裁作用，在主节点出现故障后，备节
点就可以通过 witness 是否可连接来决定是否进行提升，从而避免了“脑裂”
的风险。如果 witness 也不可连接，则有可能是网络问题造成的主节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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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故障，这时就不需要备节点提升自己；如果备节点可以连接 witness 服
务器，但是不能连接主节点服务器，这时候可以断定是主节点服务器出现的
故障，这时候备节点可以提升自己。

注意：witness 服务器只有在 repmgrd 守护进程开启后，才会变得有用。
复制集群通常是将节点服务器分布到不同的 Location（数据中心）。这样有
容灾恢复能力的好处。但是这也意味着各个数据中心之间有断开网络的风
险，一旦发生，其他数据中心的备节点由于连不到主节点，会自行的提升自
己从而导致“脑裂”的情况发生。
HG_Repmgr 引入了 location 的概念，该 location 是 hg_repmgr.conf 的一个配
置参数，每个节点都可以给该参数配置一个参数值，用来表名自己的位置。
一般处于同一 location 的节点配置相同的参数值。
node_id=1
node_name=node1
conninfo='host=node1 user=repmgr dbname=repmgr connect_timeout=2'
data_directory='/var/lib/postgresql/data'
location='dc1'
在 failover 情况下，repmgrd 守护进程会检查和主节点相同 location 的备节点
是否是可连接状态。如果不可连接，repmgrd 可以断定是网络问题，不会去
提升任意一个备节点。

创建 witness 服务器
为了创建 witness 服务器，需要在和主节点相同 Location 的另外的节点上
创建一个 HighGo Database 实例。
然后 witness 服务器也需要和其他节点上配置相同的 hg_repmgr.conf 文件。
具体参考主/备节点的配置选项。
接下来就可以注册 witness 服务器了，注册 witness 需要使用 repmgr witness
register 命令。其执行步骤如下：
repmgr witness register -h node1
这将会在 witness 服务器上创建 repmgr 扩展并从主节点上同步 hg_repmgr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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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
需要说明的是，注册 witness 时，需要通过-h 指定主节点。
注册 witness 成功后，可以通过 repmgr cluster show 查看 witness 服务器信息：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show
ID | Name

| Role

| Status

| Upstream | Location | Replication lag |

Last replayed LSN
----+-------+---------+-----------+----------+----------+-----------------+-----------------1

| node1 | primary | * running |

| default

| n/a

|

| node2 | standby |

| default

| 0 seconds

|

none
2

running | node1

0/30007A0
3

| node3 | witness | * running | node1

| default

| n/a

|

none

8.5.4

repmgrd 监控管理

当 repmgrd 守护进程开启并且 monitoring_history=true 时，repmgrd 就会不间
断的把备节点的状态信息写到 monitorying_history 表中，以提供复制集群各
节点的一个实时状态。与 replication_status 不同，视图 replication_status 提供
的是各节点的一个最新状态。
监控历史写入的间隔时间是通过参数 monitor_interval_secs 设置，默认是 2
秒。开启 monitoring_history 后，会在 repmgr.monitorying_history 表中写入大
量数据，建议使用 repmgr cluster cleanup 命令定期清理这些历史数据，可以
使用-k/--keep-history 参数来指定要保留多少天的数据。
在一些或所有节点的 hg_repmgr.conf 设置 failover=manual，可以使用 repmgrd
进程（不能进行自动 failover）以监控模式运行。如果节点上游发生故障，
则不会执行故障切换操作，并且节点需要手动干预才能重新连接到复制。如
果发生这种情况，将创建一个事件通知 standby_disconnect_manual。
请注意，当备节点不直接从其上游节点进行流式传输时，例如从存档中恢复
WAL 时，apply_lag 将始终显示为 0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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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如果开启监控历史，repmgr.monitorying_history 表的数据会持续不断
的以流复制的形式传送给备节点，这将会增加带宽传输的负担。为了阻止这
种情况发生，可以把 repmgr.monitoring_history 设置成 UNLOGGED，这样向
表中写数据时不会再产生 WAL 记录。
ALTER TABLE repmgr.monitoring_history SET UNLOGGED;
这样做也会有问题，在 failover 发生时，其他节点将会看不到监控历史信息，
并且 repmgr.replication_status 视图也不会在备节点上看到。

8.5.5

降级模式

在某些情况下，repmgrd 不能完成监视节点上游服务器的主要任务。这时，
将会进入"degraded monitoring"模式，即 repmgrd 是活跃的，但是会一直等待
这种情况得到解决。
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场景：
⚫

出现 failover 场景，primary locationi 没有 nodes 可见。

⚫ 出现 failover 场景，没有可行的 promotion 的候选者。
⚫

出现 failover 场景，promotion 候选者不能进行 promoted。

⚫

出现 failover 场景，node 不能 follow 新的 primary server。

⚫

出现 failover 场景，没有 primary server 变得可行。

⚫

出现 failover 场景，但是 automatic failover 在该节点是不可行的。

⚫

repmgrd 检测的 primary 节点是不可行的。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可以设置 degraded_monitoring_timeout 来终止“degraded
monitoring”模式。

8.6

HG_Repmgr 其他操作

8.6.1

事件通知

每次 repmgr 或 repmgrd 执行重要事件时，都会将该事件的记录与时间戳一
起写入 repmgr.events 表中，标识失败或成功，并在适当的情况下显示更多
详细信息。这对于获取整个复制集群的事件很有用，如果将该事件记录结合
repmgr 或 HighGo Database 日志可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主节点和备节点注册后会在事件记录中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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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mgr=# SELECT * from repmgr.events ;
node_id |

event

| successful |

|

event_timestamp
details

---------+------------------+------------+-------------------------------+-----------------------------------------------------------------------------------1 | primary_register | t
2 | standby_clone

| 2016-01-08 15:04:39.781733+09 |
|t

| 2016-01-08 15:04:49.530001+09 |

Cloned from host 'repmgr_node1', port 5432; backup method: pg_basebackup;
--force: N
2 | standby_register | t

| 2016-01-08 15:04:50.621292+09 |

(3 rows)
也可以通过 repmgr cluster event 来输出事件列表记录。
此外，事件通知可以传递给用户自定义的程序或脚本，或者还可以采取进一
步的行动，例如发送邮件通知。这可以通过在 repmgr.conf 中设置
event_notification_command 参数完成的。
所有事件通知可以通过以下占位符设定：
✓ %n

节点 ID

✓ %e

事件类型

✓ %s

成功 (1) 或 失败 (0)

✓ %t

时间戳

✓ %d

说明

为％t 和％d 提供的值可能包含空格，所以应该在提供的命令配置中加入引
号，例如：
event_notification_command='/path/to/some/script %n %e %s "%t" "%d"'
为事件通知的子集提供以下参数：
%p
当前主节点的 ID(repmgr standby register and repmgr standby follow)
候选主节点的 ID(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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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节点的连接串（repmgr standby register and repmgr standby follow）
下一个可用节点的连接串(bdr_failover and bdr_recovery)
%a
当前主节点的名称(repmgr standby register and repmgr standby follow)
下一个可用节点的名称(bdr_failover and bdr_recovery)
为％c 和％a 提供的值可能包含空格，因此应始终加入引号引用。
默认情况下，所有通知类型都将传递给指定的脚本; 可以使用
event_notifications 参数将通知类型过滤为明确命名的类型：
❖ primary_register
❖ primary_unregister
❖ standby_register
❖ standby_register_sync
❖ standby_unregister
❖ standby_clone
❖ standby_promote
❖ standby_follow
❖ standby_disconnect_manual
❖ standby_failure
❖ standby_recovery
❖ witness_register
❖ witness_unregister
❖ node_rejoin
❖ repmgrd_start
❖ repmgrd_shutdown
❖ repmgrd_failover_promote
❖ repmgrd_failover_follow
❖ repmgrd_upstream_disconnect
❖ repmgrd_upstream_reconnect
❖ repmgrd_promote_error
❖ repmgrd_failover_promote
❖ bdr_fai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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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dr_reconnect
❖ bdr_recovery
❖ bdr_register
❖ bdr_unregister
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找不到复制集群主节点时），将无法向
repmgr.events 中写入数据，这时，通过 event_notification_command 执行脚本
可以生成某种形式的通知。

8.7

HG_Repmgr 命令参数

8.7.1
⚫

repmgr primary register

名称
repmgr primary register -- 初始化 repmgr 安装并注册主节点

⚫

描述
repmgr primary register 在一个流复制集群中注册一个主节点，并配置它
以便与 repmgr 一起使用，包括安装 repmgr 扩展。此命令需要在任何备
用节点注册之前执行。

⚫

执行
使用--dry-run 选项执行，检查会发生什么，而不实际注册主节点。
repmgr master register 以用作别名 repmgr primary register。
注意： 如果使用-f /--config-file 提供配置文件位置，请避免使用相对路
径，因为 repmgr 将配置文件位置存储在 repmgr 元数据中，以便在远程
执行 repmgr 时（例如在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使用。repmgr 会尝
试将相对路径转换为绝对路径，但这可能与您明确提供的路径不同（例
如./repmgr.conf 可能会转换为/path/to/./repmgr.conf，而你通常会写
/path/to/repmgr.conf）。

⚫

参数选项
❖ --dry-run
检查先决条件但不实际注册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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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orce
覆盖现有的节点记录
⚫

事件通知
将生成 primary_register 事件类型通知。

8.7.2
⚫

repmgr primary unregister

名称
repmgr primary unregister -- 注销一个不活动的主节点

⚫

描述
repmgr primary unregister 从 repmgr 元数据注销非活动主节点。这通常是
在主节点出现故障并且在新主升级之后从群集中删除的情况。

⚫

执行
repmgr primary unregister 可以在任何活动的 repmgr 节点上运行，使用
--node-id 指定将要注销的节点的 ID。
执行--dry-run 选项来检查会发生什么，而不实际注销节点。
repmgr master unregister 可以用作别名 repmgr primary unregister。

⚫

参数选项
❖ --dry-run
检查先决条件但不实际注销主节点。
❖ --node-ID
要注销的非活动主节点的 ID。

⚫

事件通知
将生成 primary_unregister 类型事件通知。

8.7.3
⚫

repmgr standby clone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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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mgr standby clone -- 从另一个 PostgreSQL 节点克隆 PostgreSQL 备用
节点
⚫

描述
repmgr standby clone 从另一个 HighGo Database 节点（通常是主节点，但
可选地从集群中的任何其他节点或从 Barman）克隆 HighGo Database 节
点。它会创建将克隆节点附加到主节点（或另一个备用节点，如果使用
级联复制）所需的 recovery.conf 文件。

⚫

处理配置文件
请注意，默认情况下，源节点数据目录中的所有配置文件都将被复制到
克隆节点。通常这些将是 postgresql.conf，postgresql.auto.conf，
pg_hba.conf 和 pg_ident.conf。这些可能需要在待机启动之前进行修改。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 Debian 或 Ubuntu Linux 安装上），PostgreSQL
的配置文件位于数据目录之外，默认情况下不会被复制。repmgr 可以将
这些文件复制到备用服务器上的相同位置（提供适当的目录和文件权限）
或备用数据目录中。这需要对主服务器进行无密码 SSH 访问。将选项
--copy-external-config-files 添加 到 repmgr standby clone 命令; 默认情况
下，文件将被复制到与上游服务器上相同的路径中。请注意，执行 repmgr
的用户必须具有对这些目录的写入权限。
要将配置文件放置在备用数据目录中，请指定 --copy-external-config-files
= pgdata，但请注意，可能需要更新复制文件中的任何包含指令。

⚫

克隆过程处理 WAL
当开始克隆一个备库时，需要先保证克隆时所需要的 WAL 文件。为了
确保这种情况，使用默认的 pg_basebackup 进行备份时，hg_repmgr 会添
加 pg_basebackup 的参数选项‘--wal-method’，设置其值为‘stream’，
这会保证所有的在克隆产生的 wal 文件能够以并行的方式传送到备节
点。注意这需要两条复制连接。
hg_repmgr.conf 配置文件中重新定了该方法：
pg_basebackup_options='--wal-method=f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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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需要保证 wal_keep_segments 参数要被设成足够高的值。
⚫

使用其他方法克隆备节点数据库
hg_repmgr 还支持备节点以其他的方式进行克隆。要将备节点集成到
hg_repmgr 节点里，确保该节点创建了 hg_repmgr.conf 配置文件，然后可
以执行 repmgr standby clone --recovery-conf-only。
这将创建将节点连接到其上游所需的 recovery.conf 文件，并且还会在需
要时在上游节点上创建复制插槽。请注意，上游节点必须正在运行。 除
非提供-F / - force 选项，否则现有的 recovery.conf 将不会被覆盖。执行
repmgr standby clone --recovery-conf-only --dry-run 检查创建 recovery.conf
文件的先决条件，并显示文件的内容而不实际创建它。

⚫

参数选项
❖ --dry-run
检查先决条件，但不实际克隆备节点。
如果仅指定--recovery-conf-only，将显示生成的 recovery.conf 文件的
内容，但文件本身未写入。
❖ -c，--fast-checkpoint
强制快速检查点（从 Barman 克隆时无效）
❖ --copy-external-config-files[={samepath|pgdata}]
将位于源节点数据目录外的配置文件复制到备用数据库（缺省值）
上的相同路径或 PostgreSQL 数据目录中。
❖ --no-upstream-connection
使用 Barman 时，请勿连接到上游节点
❖ -R，--remote-user = USERNAME
用于 SSH 操作的远程系统用户名（默认：当前本地系统用户名）
❖ -r, --auto-register
克隆时自动启动数据库服务并注册 repm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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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auto-start

克隆时自动启动数据库服务
❖ --recovery-conf-only
为先前克隆的实例 创建 recovery.conf 文件
❖ --replication-user
用户使用复制连接（可选，通常不需要）
❖ --superuser
如果 repmgr 用户不是超级用户，则必须提供此选项才能提供有效超
级用户的名称
❖ --upstream-conninfo
当 目 标 上 游 服 务 器 尚 不 存 在 时 ， 在 recovery.conf 中 写 入
primary_conninfo 值
❖ --upstream-node-id
要复制的上游节点的 ID（可选，默认为主节点）
❖ --without-barman
即使配置，也不要使用 Barman
⚫

事件通知
将生成 standby_clone 事件通知。

8.7.4
⚫

repmgr standby register

名称
repmgr standby register -- 将备节点信息添加到 repmgr 元数据中

⚫

描述
repmgr standby register 将备用信息添加到 repmgr 元数据中。该命令需
要执行以启用/ 关闭操作并允许 repmgrd 与节点一起工作。可以使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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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注册现有的备用数据库。使用--dry-run 选项执行以检查会发生什
么，而不实际注册备节点。
注意： 如果使用-f/--config-file 提供配置文件位置，请避免使用相对路
径，因为 repmgr 将配置文件位置存储在 repmgr 元数据中，以便在远程
执行 repmgr 时（例如在 repmgr 备用切换期间 ）使用。repmgr 会尝试
将相对路径转换为绝对路径，但这可能与您明确提供的路径不同（例
如 ./repmgr.conf 可 能 会 转 换 为 /path/to/./repmgr.conf ， 而 你 通 常 会 写
/path/to/repmgr.conf）。
⚫

等待备库启动
默认情况下，repmgr 将等待 30 秒，以便在出现连接错误之前中止备节
点。这在从脚本设置备用数据库时很有用，因为备节点在执行 repmgr
standby register 时可能尚未完全启动。
要更改超时，请使用--wait-start 选项传递所需的值。值为 0 将禁用超时。
如果提供-F/--force，超时将被忽略。

⚫

等待注册同步到备库
根据您的环境和工作负载，备节点记录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从主节点
复制到备节点。某些操作（例如启动 repmgrd）要求备节点记录存在且
最新才能正常运行。
repmgr standby register 命令通过提供选项--wait-sync，repmgr 会等到
记录被退出之前同步。可选的超时（以秒为单位）可以添加到此选项（例
如--wait-sync = 60）。

⚫

注册一个不活动的节点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希望注册尚未运行的待机状态; 使用配置工具创
建复杂的复制群集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使用
-F/--force 选项并向主节点提供连接参数，可以注册备节点。
类似地，通过级联复制，可能需要注册其上游节点尚未注册的备用数据
库，在这种情况下，使用-F/--force 将导致为上游节点创建非活动的占位
符记录，这将会不过后来还需要使用-F/--force 选项进行注册。
与 repmgr standby register 一起使用时，应注意使用 -F/--force 选项不
会导致配置不正确的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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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一个没有经过 repmgr 克隆的节点
如果你已经使用另一种方法克隆备节点（如 Barman 的 barman 命令），
首先执行 repmgr standby register --recovery-conf 添加 recovery.conf 文件 ，

然后注册备节点如常。
⚫

参数选项
❖ --dry-run
检查先决条件但不实际注册待机。
❖ -F --force
覆盖现有的节点记录
❖ --upstream-node-id
要复制的上游节点的 ID（可选）
❖ --wait-start
等待待机启动（以秒为单位的超时时间，默认为 30 秒）
❖ --wait-sync
等待节点记录同步到备用数据库（可选超时值以秒为单位）

⚫

事件通知
在主节点更新节点记录后，立即生成 standby_register 事件通知。如果提
供了--wait-sync 选项， 则会在节点记录已同步到备用数据库后立即生成
standby_register_sync 事件通知。如果提供，repmgr 将使用主节点的节点
标识替代占位符％p，使用其 conninfo 字符串替换％c，并 使用节点名称
替换％a。

8.7.5
⚫

repmgr standby unregister

名称
repmgr standby unregister -- 从 repmgr 元数据中删除备节点信息

⚫

描述
用 repmgr 注销备节点。该命令不会影响实际的复制，只是从 repmgr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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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删除备节点的条目。
⚫

执行
要注销正在运行的备用数据库，请执行：
repmgr standby unregister -f /etc/repmgr.conf
这将从 repmgr 的内部元数据表（repmgr.nodes）中删除备节点记录。一
个 standby_unregister 事件通知将被记录在 repmgr.events 表。
如果备用服务器未运行，则可以通过使用命令行参数--node-id 提供要注
销的节点的 ID 来在另一个节点上执行该命令，例如，在主服务器上执行
以下命令将取消注册备用服务器 ID 3：
repmgr standby unregister -f /etc/repmgr.conf --node-id = 3

⚫

参数选项
❖ --node-id
要注销的节点的 node_id（可选）

⚫

事件通知
将生成 standby_unregister 事件通知。

8.7.6

repmgr standby promote

⚫ 名称
repmgr standby promote - 将备节点升级为主节点
⚫ 描述
如果当前的主节点宕机，则提升备节点。该命令需要备节点的有效
repmgr.conf 文件，可以使用-f / - config-file 显式指定或位于默认位置;
不需要额外的参数。
如果备节点升级成功，服务器将不需要重新启动。然而，任何其他备节
点将需要遵循新的主节点，通过使用 repmgr standby follow ; 如果
repmgrd 处于活动状态，它将自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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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repmgr 将等待 promote_check_timeout 秒（默认值：60 秒）以
验证备节点是否已升级，并且每检查一次 promotion_check_interval 秒
数（默认值：1 秒）。这两个值都可以在 repmgr.conf 中定义。
⚫ 示例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standby promote
NOTICE: promoting standby to primary
DETAIL: promoting server "node2" (ID: 2) using "pg_ctl -l
/var/log/postgres/startup.log -w -D '/var/lib/postgres/data' promote"
server promoting
DEBUG: setting node 2 as primary and marking existing primary as
failed
NOTICE: STANDBY PROMOTE successful
DETAIL: server "node2" (ID: 2) w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to primary
⚫ 事件通知
将生成 standby_promote 事件通知。

8.7.7
⚫

repmgr standby follow

名称
repmgr standby follow -- 将备用数据库附加到新的主数据库

⚫

描述
将备节点附加到新的主节点。该命令需要备节点的有效 repmgr.conf 文
件，可以使用-f /--config-file 显式指定或位于默认位置; 不需要额外的参
数。
该命令将强制重启运行的备节点。它只能用于将活动备用数据库附加到
当前主节点（而不是另一个备用数据库）。
要将非活动节点重新添加到复制群集，请参阅 repmgr node rejoin

⚫

示例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standby follow
INFO: setting node 3's primary to node 2
NOTICE: restarting server using "pg_ctl -l /var/log/postgres/startup.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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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D '/var/lib/postgres/data' restart"
waiting for server to shut down........ done
server stopped
waiting for server to start.... done
server started
NOTICE: STANDBY FOLLOW successful
DETAIL: node 3 is now attached to node 2
⚫

参数选项
❖ --dry-run
检查先决条件，但不实际遵循新的主节点。
重要提示： 这并不保证备节点可以遵循主节点; 特别是主节点和备
基恩点时间线是否已经发生分歧，目前只能通过实际尝试将备节点
连接到主节点来确定。
❖ -W / --wait
等待主节点出现。repmgr 将等待 primary_follow_timeout 秒（默认
值：60 秒），以验证备节点是否遵循新的主节点。这个值可以在
repmgr.conf 中定义。

⚫

事件通知
将生成 一个 standby_follow 事件通知。
如果提供，repmgr 将使用主节点被追随的节点 ID 替换占位符％p，使
用其 conninfo 字符串替换％c，并使用其节点名称替换％a。

8.7.8
⚫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

名称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 -- 将备节点升级为主节点并将现有主节点降级
为备节点

⚫

描述
将备节点升级为主节点，并将现有主节点降级为备节点。该命令必须在
待升级的备节点上运行，并且需要无密码的 SSH 连接到当前的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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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他备节点连接到降级候选节点，repmgr 可以指示这些节点遵循新
的主节点进行注册，如果指定了--siblings-follow 选项。这要求待提升备
节点（新主节点）和追随于降级主节点（旧主节点）的备节点之间使用
无密码 SSH 连接。
注意： 执行切换是非平凡的操作。特别是它依靠当前的主节点能够干净
而快速地关闭。 repmgr 将尝试检查潜在的问题，但不能保证成功切换。
⚫

参数选项
❖ --always-promote
将备节点提升为主节点，即使它落后于原来的主节点（旧主节点将
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关闭）。
❖ --dry-run
检查先决条件但不实际执行切换。
重要提示： -- dry-run 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切换将成功完成，只会满足
执行操作的先决条件。
❖ -F / --force
无视警告并继续，强制执行。
具体来说，如果在关闭当前主节点时遇到问题，使用-F/--force 将通
过提升备节点成为新的主节点来继续 repmgr，并且如果指定了 -siblings-follow，则附加任何其他备节点到新的主节点。
❖ --force-rewind
如果有必要， 使用 pg_rewind 重新集成旧的主节点（PostgreSQL 9.5
和更高版本）。
❖ -R / --remote-user
远程 SSH 操作的系统用户名（默认为本地系统用户）。
❖ --siblings-follow
追随旧主节点的所有备节点遵循新的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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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
使用--dry-run 选项执行以尽可能测试切换，而不实际更改任一节点的状
态。在执行切换时，repmgrd 不应在任何节点上处于活动状态。此限制
可能会在更高版本中解除。外部数据库连接，例如来自应用程序的连接，
切换时不应该被允许。特别是，主节点上的活动事务可能会中断关闭进
程。

⚫

事件通知
将为新主节点生成 standby_switchover 和 standby_promote 事件通知，并
为旧主节点（新备节点）生成 node_rejoin 事件通知。
如果使用事件通知脚本，则 standby_switchover 将使用前一个主节点的
节点 ID 填充占位符参数％p。

⚫

退出码
以下退出代码可以通过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 发出：
SUCCESS（0）
切换成功完成。
ERR_SWITCHOVER_FAIL（18）
切换无法执行。
ERR_SWITCHOVER_INCOMPLETE（22）
切换已执行但遇到问题。通常这意味着旧主节点不能作为备节点重新连
接。

8.7.9
⚫

repmgr witness register

名称
repmgr witness register -- 将仲裁节点的信息添加到 repmgr 元数据中

⚫

描述
repmgr witness register 会将仲裁节点记录添加到 repmgr 元数据中，并且
如果有必要，通过安装 repmgr 扩展并将 repmgr 元数据复制到仲裁节点
来初始化仲裁节点。需要执行此命令才能使用带有 repmgrd 的仲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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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repmgr witness register 时，还必须提供集群主节点的连接信息。
repmgr 将自动使用在仲裁节点 repmgr.conf 中定义的 conninfo 字符串中
定
义的用户和 dbname 值（如果未明确提供）。
执行--dry-run 选项来检查会发生什么，而不实际注册仲裁节点。
⚫

示例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witness register -h node1
INFO: connecting to witness node "node3" (ID: 3)
INFO: connecting to primary node
NOTICE: attempting to install extension "repmgr"
NOTICE: "repmgr" extension successfully installed
INFO: witness registration complete
NOTICE: witness node "node3" (ID: 3) successfully registered

⚫

事件通知
将生成 一个 witness_register 事件通知。

8.7.10 repmgr witness unregister
⚫

名称
repmgr witness unregister -- 将仲裁节点的信息从 repmgr 元数据表中移除

⚫

描述
repmgr witness unregister 从 repmgr 元数据中删除仲裁节点的节点记录。
节点不一定要运行才能注销，但如果是这种情况，则必须提供主节点的
连接信息。执行--dry-run 选项来检查会发生什么，而不实际注册仲裁节
点。

⚫

示例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witness unregister
INFO: connecting to witness node "node3" (ID: 3)
INFO: unregistering witness node 3
INFO: witness unregistration complete
DETAIL: witness node with id 3 (conninfo: host=node3 dbname=repm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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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repmgr port=5499) successfully unregistered
取消注册非运行仲裁节点：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witness unregister -h node1 -p 5501

-F

INFO: connecting to witness node "node3" (ID: 3)
NOTICE: unable to connect to witness node "node3" (ID: 3), removing node
record on cluster primary only
INFO: unregistering witness node 3
INFO: witness unregistration complete
DETAIL: witness node with id 3 (conninfo: host=node3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port=5499) successfully unregistered
⚫

注意
该命令不会对仲裁节点本身进行任何更改，也不会从冲裁节点中删除任
何数据，也不会停止 HighGo Database 实例。一个未注册的仲裁节点可
以通过 repmgr witness register --force 重新注册。

⚫

事件通知
将生成 一个 witness_unregister 事件通知。

8.7.11 repmgr node status
⚫

名称
repmgr node status -- 显示节点基本信息和复制状态的概述

⚫

描述
显示节点基本信息和复制状态的概述。该命令必须在本地节点上运行。

⚫

示例
$ repmgr -f /etc/repmgr.comf node status
Node "node1":
PostgreSQL version: 10beta1
Total data size: 30 MB
Conninfo: host=node1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connect_timeout=2
Role: primary
WAL archiving: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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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command: (none)
Replication connections: 2 (of maximal 10)
Replication slots: 0 (of maximal 10)
Replication lag: n/a

8.7.12 repmgr node check
⚫

名称
repmgr node check -- 从复制角度对节点执行一些运行状况检查

⚫

描述
从复制的角度对节点执行一些运行状况检查。该命令必须在本地节点上
运行。

⚫

示例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node check
Node "node1":
Server role: OK (node is primary)
Replication lag: OK (N/A - node is primary)
WAL archiving: OK (0 pending files)
Downstream servers: OK (2 of 2 downstream nodes attached)
Replication slots: OK (node has no replication slots)

⚫

个别检查
每个检查可以通过提供一个额外的命令行参数单独执行，例如：
$ repmgr node check --role
OK (node is primary)
个别检查的参数如下：
❖ --role
检查节点是否具有预期的角色
❖ --replication-lag
检查节点是否落后于 replication_lag_warning 或
replication_lag_critical
❖ --archive-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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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尚未归档的 WAL 文件
❖ --downstream
检查预期的下游节点是否已连接
❖ --slot
检查没有不活动的复制插槽个别检查也可以通过另外提供选项
❖ --nagios
以 Nagios 兼容格式输出。

8.7.13 repmgr node service
⚫

名称
repmgr node service -- 执行系统服务命令

⚫

描述
执行系统服务命令来对节点进行 stop、start、restart 或 reload 等操作或可
选地显示执行命令的具体操作。

⚫

参数选项
❖ --dry-run
检查命令先决条件，并不实际执行
❖ --action
执行系统服务的操作行为（stop、start、restart 或 reload）
❖ --list-actions
显示每种行为的具体操作

8.7.14 repmgr node rejoin
⚫

名称
repmgr node rejoin -- 将休眠（已停止）节点重新加入到复制群集

⚫

描述
启用休眠（已停止）节点以重新加入复制群集。这可以选择使用 pg_rewind
来重新集成与集群其余部分分离的节点，通常是发生故障的主节点。
提示： 如果节点正在运行并且需要连接到当前的主节点，请使用 repmgr
standby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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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法
repmgr node rejoin -d '$conninfo'
其中$ conninfo 是集群中任何可访问节点的 conninfo 字符串。 如果没有
其他可用，停止节点*的 repmgr.conf 必须*明确提供。

⚫

事件通知
将生成 node_rejoin 事件通知。

⚫

注意
目前，repmgr node rejoin 只能用于将备节点附加到当前主节点，而不是
另一个备节点。节点必须已经关闭干净; 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则需要手
动启动（先删除任何现有的 recovery.conf 文件），直到它达到一致的恢
复点，然后彻底关闭。
提示： 如果 PostgreSQL 以单用户模式启动并且输入来自/ dev / null /，
它将执行恢复，然后立即退出，然后处于适合 pg_rewind 使用的状态。
rm -f /var/lib/pgsql/data/recovery.conf
postgres --single -D / var / lib / pgsql / data / </ dev / null

⚫

使用 pg_rewind
repmgr node rejoin 可以选择使用 pg_rewind 重新集成与集群其余部分分
离的节点，通常是失败的主节点。 pg_rewind 在 PostgreSQL 9.5 和更高
版本中可用。
注： pg_rewind 要求，要么 wal_log_hints 启用，或当群集被初始化启
用的数据校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g_rewind 文档。
repmgr node rejoin ，如果需要使用 pg_rewind，请传递命令行选项
--force-rewind，它将告诉 repmgr 执行 pg_rewind 以确保节点可以成功重
新加入。
请注意，如果执行 pg_rewind 并实际执行回滚操作，PostgreSQL 数据目
录中的所有配置文件将被来自源服务器的配置文件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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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发生这种情况，请使用--config-file 命令行选项提供逗号分隔的文
件列表以保留该列表; 指定的文件将被归档到一个临时目录（其父目录
可以使用--config-archive-dir 指定 ）并在完成倒带操作后恢复。
例如，首先使用--dry-run，然后实际执行 节点重新加入命令。
$ repmgr node rejoin -f /etc/repmgr.conf -d 'host=node1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
--force-rewind --config-files=postgresql.local.conf,postgresql.conf
--verbose --dry-run
NOTICE: using provided configuration file "/etc/repmgr.conf"
INFO: prerequisites for using pg_rewind are met
INFO: file "postgresql.local.conf" would be copied to
"/tmp/repmgr-config-archive-node1/postgresql.local.conf"
INFO: file "postgresql.conf" would be copied to
"/tmp/repmgr-config-archive-node1/postgresql.local.conf"
INFO: 2 files would have been copied to
"/tmp/repmgr-config-archive-node1"
INFO: directory "/tmp/repmgr-config-archive-node1" deleted
INFO: pg_rewind would now be executed
DETAIL: pg_rewind command is:
pg_rewind -D '/var/lib/postgresql/data' --source-server='host=node1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 repmgr node rejoin -f /etc/repmgr.conf -d 'host=node1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
--force-rewind --config-files=postgresql.local.conf,postgresql.conf
--verbose
NOTICE: using provided configuration file "/etc/repmgr.conf"
INFO: prerequisites for using pg_rewind are met
INFO: 2 files copied to "/tmp/repmgr-config-archive-node1"
NOTICE: executing pg_rewind
NOTICE: 2 files copied to /var/lib/pgsql/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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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directory "/tmp/repmgr-config-archive-node1" deleted
INFO: deleting "recovery.done"
INFO: setting node 1's primary to node 2
NOTICE: starting server using "pg_ctl-l /var/log/postgres/startup.log -w -D
'/var/lib/pgsql/data' start"
waiting for server to start.... done
server started
NOTICE: NODE REJOIN successful
DETAIL: node 1 is now attached to node 2

8.7.15 repmgr cluster show
⚫

名称
repmgr cluster show -- 显示有关复制群集中每个已注册节点的信息

⚫

描述
显示有关复制群集中每个注册节点的信息。此命令轮询每个注册的节点
并显示其角色（primary/standby/bdr）和状态。它直接轮询每个节点，并
可以在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运行; 这在分析来自特定节点的连接时也很
有用。

⚫

执行
该命令需要一个有效的 repmgr.conf 文件或数据库连接字符串到其中一
个注册节点; 不需要额外的参数。要在轮询节点时显示数据库连接错误，
请在--verbose 模式下运行该命令 。

⚫

示例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show
ID | Name

| Role

| Status

| Upstream | Location | Connection

string
----+-------+---------+-----------+----------+----------+---------------------------------------1

| node1 | primary | * running |

| default

| host=db_node1

| default

| host=db_node2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2

| node2 | standby |

running | no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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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name=repmgr user=repmgr
3

| node3 | standby |

running | node1

| default

| host=db_node3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

注意
列角色根据 repmgr 元数据显示预期的节点角色 。状态显示节点是否正
在运行或无法访问。如果节点具有未反映在 repmgr 元数据中的意外角
色，例如，节点已手动升级为主节点，则该节点将突出显示一个感叹号，
例如：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show
ID | Name

| Role

| Status

| Upstream | Location |

Connection string
----+-------+---------+----------------------+----------+----------+---------------------------------------1

| node1 | primary | ? unreachable

|

| default

|

host=db_node1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2

| node2 | standby | ! running as primary | node1

| default

|

host=db_node2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3

| node3 | standby |

running

| node1

| default

|

host=db_node3 dbname=repmgr user=repmgr
WARNING: following issues were detected
node "node1" (ID: 1) is registered as an active primary but is unreachable
node "node2" (ID: 2) is registered as standby but running as primary
通过从执行 repmgr cluster show 的节点进行连接来测试节点可用性 ，并
且不一定意味着该节点已关闭。请参阅 repmgr cluster matrix 和 repmgr
cluster crosscheck 以获得节点间连接的更好概览。
⚫

参数选项
repmgr cluster show 接受可选参数--csv，该参数以简单的 CSV 格式输出
复制群集的状态，适合脚本解析：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show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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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0,0
3,0,1
这些列具有以下含义：
❖ 节点 ID
❖ 可用性（0 =可用，-1 =不可用）
❖ 恢复状态（0 =未恢复，1 =恢复中，-1 =未知）

8.7.16 repmgr cluster matrix
⚫

名称
repmgr cluster matrix -- 在每个节点上运行 repmgr 集群显示并汇总输出

⚫

描述
repmgr cluster matrix 在每个节点上运行 repmgr cluster show 并将结果排
列在矩阵中，记录成功或失败。
repmgr cluster matrix 需要 在每个节点上有一个有效的 repmgr.conf 文件。
另外，所有节点之间都需要无密码的 ssh 连接。

⚫

示例
示例 1（所有节点上）：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matrix
Name

| Id | 1 | 2 | 3

-------+----+----+----+---node1 | 1 | * | * | *
node2 | 2 | * | * | *
node3 | 3 | * | * | *
示例 2（node1 和 node2 向上，node3 向下）：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matrix
Name

| Id | 1 | 2 | 3

-------+----+----+----+---node1 | 1 | * | * | x
node2 | 2 | * | * | x
node3 | 3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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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对应一个节点，并指示测试来自该节点的出站连接的结果。由于
node3 已关闭，其行中的所有条目都被填充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测试
出站连接。另外两个节点已经启动; 相应的排有 X 在对应于列节点 3，
这意味着该节点的入站连接都失败了，并且*对应于列 节点 1 和节点 2，
这意味着这些节点的入站连接成功。实施例 3（所有节点时，防火墙丢
弃源自分组节点 1 和引导到端口 5432 上的节点 3） -运行 repmgr 簇矩阵
从节点 1 给出以下输出：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matrix
Name

| Id | 1 | 2 | 3

-------+----+----+----+---node1 | 1 | * | * | x
node2 | 2 | * | * | *
node3 | 3 | ? | ? | ?
请注意，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取决于 节点 conninfo 字符串中的
connect_timeout 设置; 默认为 1 分钟，这意味着不用修改上述命令大约
需要 2 分钟才能运行; 请参阅有关设置 connect_timeout 的其他地方的注
释 ）。该矩阵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从节点 1 连接到节点 3，并且（因此）
我们不知道来自节点 3 的任何出站连接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repmgr
cluster crosscheck 命令将产生更有用的结果。

8.7.17 repmgr cluster crosscheck
⚫

名称
repmgr cluster crosscheck -- 交叉检查每个节点组合之间的连接

⚫

描述
repmgr cluster crosscheck 与 repmgr cluster matrix 类似，但会交叉检
查每个节点组合之间的连接。在 repmgr cluster matrix 的 “例子 3”中，
我们没有关于 node3 状态的信息。但是，通过运行 repmgr cluster
crosscheck，可以更好地了解集群情况：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crosscheck
Name

| Id | 1 | 2 | 3

-------+----+----+----+---node1 | 1 | * | * | x
node2 | 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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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3 | 3 | * | * | *
发生了什么事是 repmgr cluster crosscheck 将自己的 repmgr cluster
matrix 与 node2 的 repmgr cluster matrix 输出合并 ; 后者是能够连接
到节点 3 并因此确定从该节点的出站连接的状态。

8.7.18 repmgr cluster event
⚫

名称
repmgr cluster event -- 输出集群事件的格式化列表

⚫

描述
输出存储在 repmgr.events 表中的集群事件的格式化列表。

⚫

用法
输出按逆时间顺序排列，可以使用以下选项进行过滤：
❖ --all：输出所有条目
❖ --limit：设置要输出的最大条目数（默认值：20）
❖ --node-id：将条目限制到具有此 ID 的节点
❖ --node-name：将条目限制为具有该名称的节点
❖ --event：过滤特定事件（请参阅完整列表的事件通知）
❖ 提供--terse 可以省略“details”列。

⚫

示例
$ repmgr -f /etc/repmgr.conf cluster event --event=standby_register
Node ID | Name

| Event

| OK | Timestamp

|

Details
---------+-------+------------------+----+---------------------+------------------------------3

| node3 | standby_register | t

| 2017-08-17 10:28:55 | standby

registration succeeded
2

| node2 | standby_register | t

registration succ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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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9 repmgr cluster cleanup
⚫

名称
repmgr cluster cleanup -- 清除监视历史记录

⚫

描述
清除 repmgr.monitoring_history 表中的监视历史记录以防止表过度增长。
使用-k/-- keep-history 可以指定要保留的监视历史记录的天数。该命令可
以手动使用或作为 cronjob 使用。

⚫

用法
该命令需要一个有效的 repmgr.conf 文件用于执行它的节点; 不需要额外
的参数。

⚫

注意
仅当 repmgrd 处于活动状态并且 在 repmgr.conf 中将 monitoring_history
设置为 true 时， 才会写入监控历史记录。

8.7.20 repmgd
⚫

名称
repmgrd -- 监控流复制集群节点状态并执行自动 failover

⚫

描述
repmgrd 工具主要用来开启 repmgrd 守护进程，该守护进程用来监控
复制集群节点状态，并在检测到主节点故障后，自动执行 failover 的相
关操作。

⚫

参数选项
❖ -d / --daemonize
从前端分离出该进程
❖ -p / --pid-file=PATH
写一个 PI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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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HG_Repmgr 配置文件

一些配置项将被设置为默认值，这会在每个选项中标明，如果没有显示默认
值，则参数将被视为空值或为假。

8.8.1

基础必要配置

repmgr 和 repmgrd 需要显式配置以下参数选项。
⚫

node_id
一个大于零的唯一整数

⚫

node_name
任意(唯一)字符串；我们建议使用服务器的主机名或与服务器明确关联
的另一个标识符，以避免混淆。避免选择反映节点当前角色的名称，例
如“primary”或“standby1”，因为角色可以更改，如果当前的主节点
名称为“standby1”，则会引起混淆。

⚫

conninfo
数据库连接信息作为 conninfo 字符串。 集群中的所有服务器都必须能够
使用此字符串连接到本地节点。
有关 conninfo 字符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www.postgresql.org/docs/current/static/libpq-connect.html#LIBPQ-C
ONNSTRING
如果正在使用 repmgrd，请考虑在 conninfo 字符串中明确设置
“connect_timeout”以确定放弃网络连接尝试之前所经过的时间长度; 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www.postgresql.org/docs/current/static/libpq-connect.html#LIBPQ-C
ONNECT-CONNECT-TIMEOUT

⚫

data_directory
节点的数据目录。 在 PostgreSQL 实例未运行时，repmgr 执行操作时需
要设置，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来确定数据目录。

⚫

replication_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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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复制连接用户，如果没有设置，将默认设置为“conninfo”中定义的
用户。

8.8.2
⚫

复制配置

replication_type
必须是“physical”和“bdr”之一。

⚫

location
定义节点位置的任意字符串; 这用于故障转移期间检查当前主节点的可
见性。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README.md 中的'repmgrd'文档。

⚫

use_replication_slots
是否使用复制槽，注意：使用复制插槽时，max_replication_slots 配置至
少为连接到主节点的备节点数量。

⚫

recovery_min_apply_delay
如果提供，recovery.conf 中的“recovery_min_apply_delay”将被设置为
该值。

8.8.3
⚫

仲裁服务器配置

witness_sync_interval
间隔（以秒为单位）将节点记录同步到仲裁节点

8.8.4

日志配置

请注意，默认情况下，日志记录设置只适用于“repmgrd”；`repmgr‘将始
终写入 STDERR，除非设置`--log-to-file’，在这种情况下，它将记录到与
`repmgrd‘相同的目的地。这主要是针对`repmgrd‘直接执行`repmgr’的情
况。
⚫

log_level
日志级别：可能的值是 DEBUG，INFO，NOTICE，WARNING，ERROR，
ALERT，CRIT 或 EM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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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_facility
日志记录工具：可能的值是 STDERR，或者用于 syslog 集成，LOCAL0，
LOCAL1，...，LOCAL7，USER 之一

⚫

log_file
stderr 可以被重定向到任意文件：

⚫

log_status_interval
repmgrd 记录状态消息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8.8.5

事件通知配置

事件通知可以用以下参数一起传递给任意外部程序：
%n - 节点 ID
%e - 事件类型
%s - 成功与否(1 or 0)
%t - 时间戳
%d - 详细信息
为“％t”和“％d”提供的值可能包含空格，所以应该在提供的命令配置中
引用，例如：
event_notification_command='/path/to/some/script %n %e %s "%t" "%d"'
默认情况下，所有通知都会通过; 通知类型可以被过滤为明确命名的，例如：
event_notifications=primary_register,standby_register
⚫

event_notification_command
外部程序或脚本，可由运行 repmgr / repmgrd 的用户执行。

⚫

event_notifications
通知类型的逗号分隔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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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命令配置

8.8.6
⚫

pg_bindir
PostgreSQL 二进制目录的路径（pg_ctl，pg_basebackup 等的位置）。 仅
当这些文件不在系统$ PATH 中时才需要。Debian / Ubuntu 用户：您可能
需要将其设置为“pg_ctl”所在的目录，例如，/usr/lib/postgresql/9.6/bin/

⚫

use_primary_conninfo_password
使用环境变量 PGPASSWORD 中包含的值在 recovery.conf 的
“primary_conninfo”参数中显式设置“password”

⚫

passfile
.pgpass 文件的路径包含在“primary_conninfo”中

外部命令选项

8.8.7

可以传递给由 repmgr / repmgrd 调用的外部命令的选项。
例如：
pg_ctl_options='-s'
pg_basebackup_options='--label=repmgr_backup
rsync_options=--archive --checksum --compress --progress --rsh="ssh -o
\"StrictHostKeyChecking no\""
ssh_options=-o "StrictHostKeyChecking no"
⚫

pg_ctl_options
附加到“pg_ctl”的选项

⚫

pg_basebackup_options
附加到“pg_basebackup”的选项

⚫

rsync_options
附加到“rsync”的选项

⚫

ssh_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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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到“ssh”的选项

8.8.8

克隆备库配置

这些设置适用于克隆备节点（“repmgr standby clone”）。
例如：
tablespace_mapping=/path/to/original/tablespace=/path/to/new/tablespace
restore_command = 'cp /path/to/archived/wals/%f %p'
⚫

tablespace_mapping
表空间可以从一个文件系统位置重新映射到另一个文件系统位置。 该参
数可以提供多次。

⚫

restore_command
这将放置在 repmgr 生成的 Recply.conf 文件中。

8.8.9

提升备库配置

这些设置适用于指示备节点将其自身升级到新的主节点时（“repmgr standby
promote”）。
⚫

promote_check_timeout
等待新主节点完成提升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

promote_check_interval
检查新主节点是否完成升级的间隔（以秒为单位）

8.8.10 追随主库配置
这些设置在指示备节点遵循新的主节点时适用（“repmgr standby follow”）。
⚫

primary_follow_timeout

等待新主节点可用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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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1 Barman 选项
⚫

barman_server
Barman 配置部分

⚫

barman_host
Barman 服务器的主机名

⚫

barman_config
Barman 服务器上的 Barman 配置文件（如果文件位于非标准位置，则需
要）

8.8.12 Failover 和监控配置
这些设置仅在 repmgrd 进程运行时应用。
⚫

failover
参数值是“automatic”或“manual”
决定在上游节点出现故障后所采取的措施。
automatic：repmgrd 守护进程会自动的尝试去提升备节点或使其他备
节点 follow 上游节点。
manual：repmrd 不会采取任何措施。节点需要手动执行应对 failover 情
况。

⚫

priority
指示提升节点的优选优先级; 值为零会阻止将节点提升为主节点（默认
值：100）

⚫

reconnect_attempts
将尝试重新连接到不可访问的主节点的次数（或其他上游节点）

⚫

reconnect_interval
尝试重新连接到不可访问的主节点的间隔（或其他上游节点）

⚫

promote_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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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新的主节点时执行命令; 使用类似于：repmgr standby promote -f
/etc/repmgr.conf
⚫

follow_command
命令在指示备节点遵循新的主节点时执行; 使用类似于：repmgr standby
follow -f /etc/repmgr.conf -W --upstream-node-id =％n

⚫

primary_notification_timeout
间隔（以秒为单位）备节点状态下的 repmgrd 将等待来自新主节点的通
知，然后返回到降级监视

⚫

standby_reconnect_timeout
在执行“follow_command”之后，待命中的 repmgrd 将等待重新连接到
本地节点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

monitoring_history
是否将监控数据写入“montoring_history”表

⚫

monitor_interval_secs
监控数据写入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

degraded_monitoring_timeout
如果被监控的服务器不再可用，repmgrd 将终止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
位）。 -1（默认）完全禁用超时。

⚫

async_query_timeout
repmgrd 将在取消异步查询之前等待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8.8.13 服务控制命令
repmgr 提供了用于覆盖用于停止，启动，重新启动，重新加载和提升
PostgreSQL 集群的默认 pg_ctl 命令的选项。注意这些命令必须可以在远程节
点上运行，以便切换正常运行。
如果使用 sudo，则用户 repmgr 运行（通常为'postgres'）必须具有无密码 su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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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权才能执行该命令。
例如，要使用 systemd，您可以设置
service_start_command = 'sudo systemctl start postgresql-9.6'
(...)
然后使用下面的 sudoers 配置：
＃这是在不使用-t 的情况下通过 ssh 运行 sudo 时所必需的：
Defaults:postgres !requiretty
postgres ALL = NOPASSWD: /usr/bin/systemctl stop postgresql-9.6, \
/usr/bin/systemctl start postgresql-9.6, \
/usr/bin/systemctl restart postgresql-9.6
⚫

service_start_command

⚫

service_stop_command

⚫

service_restart_command

⚫

service_reload_command

⚫

service_promote_command

注意：这将覆盖设置“promote_command”中包含的任何值。 这适用于提供
包级别升级命令的系统，例如 Debian 的“pg_ctl cluster”

8.8.14 状态检查阈值
“repmgr node check”使用的各种警告/关键阈值。
⚫

archive_ready_warning
执行 repmgr node check --archive-ready 显示的警告。

⚫

archive_ready_critical
通过 PostgreSQL 的“archive_directory”配置参数进行归档的文件数量。
如果文件无法足够快地归档，或者归档命令失败，则文件累积可能导致
各种问题，如服务器关闭延迟到所有文件归档或者未归档文件占用过多
空间。请注意，执行“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时会检查这些值，以
警告关闭降级候选项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

replication_lag_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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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repmgr node check --replication-lag 显示的警告。
⚫

replication_lag_critical
请注意，执行“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时会检查这些值，以警告关
闭降级候选项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8.8.15 BDR 监控选项 BDR monitoring options
⚫

bdr_local_monitoring_only
只监视本地节点; 不会在其他节点上执行检查

⚫

bdr_recovery_timeout
如果 BDR 节点脱机并且已达到最大时间（以秒为单位）以等待节点重新
连接到群集

第九章 zhfts 扩展
9.1

zhfts 扩展

zhfts 扩展提供了支持 UTF-8 编码的中文全文检索方案。被查询的数据类型
是 text 或 varchar 类型等。
zhfts 扩展包含了一个 zhfts 索引，一个操作符集合 zhfts_text_ops，这些用于
对中文内容建立索引和通过索引搜索关键字。

9.2

zhfts 快速入门

首先要启动扩展：
CREATE EXTENSION zhfts;
其次，在 text 类型的列上建立 zhfts 索引：
CREATE TABLE test_rum(id int, message text);
CREATE INDEX rumidx ON test_rum USING zhfts (message zhfts_text_ops);
或者
CREATE INDEX rumidx ON test_rum USING zhfts (message);
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test_rum VALUES (1,'我在青岛');
INSERT INTO test_rum VALUES (2,'我在济南大明湖');
查询数据：
set enable_seqsca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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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test_rum WHERE message % '青岛';
select * from test_rum WHERE message % '我在青岛';

9.3

大济南漂亮

功能详解

9.3.1

二元分词

对于 text 类型的数据，使用二元分词的方式，拆解成多个分词。
例如：'我在青岛'的拆解结果为：'我在’, '在青', '青岛'。
在 zhfts 索引中，记录每一个分词及其行 id。在索引中，每一个分词作为 key，
用于在索引里检索，检索的结果是该 key 存在于哪些行。

9.3.2

zhfts 索引

zhfts 索引是在 gin 索引基础上的改造。
已有的 gin 索引，记录了一个词出现的所有数据行。例如：<'我在’，1>, <'
在青',1>, <'青岛',1>。
zhfts 索引除了记录了一个词出现在哪些行之外，还记录了每一行数据中所
出现的各个位置。
下面的语句： INSERT INTO test_rum VALUES (1,'我在青岛我在');
生成的 zhfts 索引应该是这样的： <'我在’,(1,(1,5))>, <'在青',(1,(2))>, <'青岛
',(1,(3))>，<’岛我’,(1,(4)>。
其中，<'我在’,(1,(1,5))>，表示词”我在“出现在第一行数据的第 1 和第 5
位置。

9.3.3

匹配符号:%

当要在表中的某一列搜索某个词时，需要使用百分号%来表示该搜索。百分
号前面指定一个数据列，后面指定一个查询条件。
例如：select * from test_rum WHERE message % '青岛';
百分号后面的查询条件可以是多个词，词与词之间可以是：与关系(&)，或
关系(|)。
例如：
select * from test_rum WHERE message % '青岛 | 济南';
select * from test_rum WHERE message % '济南 & 大明湖';
如果需要查询多个词，必须使用逻辑符号（ “|”，”&”）来关联多个词。

9.3.4

LIKE 符号

LIKE 的引入，主要是为了在语法上支持非索引情况下的 LIKE。
select * from test_rum WHERE message LIKE '青岛';
select * from test_rum WHERE message LIKE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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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相似度和 order by <->

搜索中，搜索条件和某行的列数据匹配，则该行数据符合条件，会出现在搜
索结果中。有些情况下，需要对搜索结果排序，相似度高的数据排列在前面，则
需要使用：order by <->。
例如：
select * from test_rum WHERE message % '我在青岛' order by message <->'我
在青岛';

其中，message <->'我在青岛'，会调用内置函数，计算 2 个参数之间的相似
度，返回一个浮点数。数值越小，越相似。默认情况下，越相似的匹配就会排到
前面。

9.4

该版本注意事项

鉴于中文分词没有需求文档，测试过程中发现，该版本有部分功能待完善，
包含但不仅限于如下情况。使用过程中，如有其他问题，请及时与项目经理沟通。
1、%不支持单个字查询，但是 like 可以查询单个字。
2、对于 char, name,bpchar 等类型，不允许创建中文分词索引，但是可以使
用中文分词的语法%，like 进行查询。
3、相似度查询不支持多列/组合查询，
4、相似度查询，并非字面意义的完全匹配的相似度最高。而是会按照二元
分词拆分算法进行计算
5、Select count(*)暂不支持。【与创建索引的顺序有关】
6、当查询条件中出现\或者空格等部分特殊字符时会导致查询结果不确定。
7、中分词索引，并非只有%和 like 的情况下会走，在普通查询的情况也可
以走中分词索引。
8、查询条件中出现特殊符号，比如括弧，小于号、引号等，会出现错误提
示 syntax error in tsquery。
9、性能测试效率较低，暂不解决。
将 150W 条数据导入表中，再在指定字段上创建 zhfts 索引。
创建索引的时间为 45mins 左右，表大小 1057MB，索引大小 6504MB。性能
较之前版本有所下降。该 feature 暂不解决。
针对先创建索引再导入数据的情况，性能更差，此次 FT 测试不进行测试，
待改善后再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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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性能诊断报告
10.1 简介
瀚高数据库 V5 提供了类似 Oracle 数据库 AWR 报告的性能诊断报告
（Performance Diagnosis Report），以下简称 PDR。

10.2 PDR 的安装
Hgdb V5 版本自带 PDR 插件，并会在启动数据库时自动安装到配置文件中
的 napdb 库。

10.3 PDR 的配置
shared_preload_libraries

=

'worker_pg_pdr,pg_stat_statements,pg_wait_sampling'
PDR 的正常使用需要加载这三个库文件
pg_pdr.naptime = 60
PDR 快照的产生间隔，
单位为分钟，默认为 60 分钟产生一次快照。Naptime=0
时，代表不启用 PDR 功能。
pg_pdr.naplife = 7
PDR 快照的保存时间，单位为天，默认保存最近 7 天的快照。超过 naplife
的快照，会自动删除。
pg_pdr.napdb = 'highgo'
用于保存 PDR 快照数据表的数据库，默认设置为 highgo 数据库。
注意事项：
PDR 的相关参数发生修改，需要重启数据库才生效。
PDR 快照数据表保存的数据库如果为新创建的库，需要 dba 手动连接一次
新创建的库。

10.4 PDR 的使用
初次安装和使用 PDR 功能时，采集的第一个快照 id 是 0，用户可以用于生
成性能分析报告的快照 id 是从 1 开始的。每拍一次快照，id 加 1。生成快照的时
机有两种，一是计划时间到期（默认 1 小时），自动拍摄快照。二是用户使用
pg_pdr_new_snap()函数手工拍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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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快照
在数据库启动 1 分钟后自动产生一次快照，然后根据配置文件中的
pg_pdr.naptime 自动产生后续快照，无需操作。

手动快照
在 psql 中输入 select pg_pdr_new_snap() 即可产生一次快照。
Psql 返回 t，表示生成快照成功。
Psql 返回 f，表示生成快照失败。

注意事项：
手动生成快照不影响自动快照的生成时间间隔。
若用户修改了系统时间，将时间改为了比已有快照时间更早的时间，此时会
带来时间上的混乱，PDR 会停止快照的采集，直到系统时间因流逝或被人为调整
到合理时间，PDR 才会继续工作。
若用户修改了系统时间，将时间增大，使得生成快照时的时间距上次采集快
照的时间大于 naptime+60 分钟，此时 PDR 会停止快照的采集，直到重启数据库
或人为调整时间，PDR 才会继续工作。
若用户修改了系统时间，将时间稍微减小但并不比已有快照时间更早，并且
立即使用了手动生成快照，此时会出现一次自动快照的时间间隔略有差异，但并
不影响后续的自动快照。
PDR 保存快照的数据表为_pg_pdr_.pdrdb _pg_pdr_.pdrtable _pg_pdr_.pdrsql
_pg_pdr_.pdrwait。
这四个数据表不可修改表结构，不可修改删除数据，否则将导致无法生成性
能分析报告或者生成的性能分析报告不准确。如果因意外情况导致这四个数据表
的数据被修改，无法生成准确的性能分析报告，可删除这四张数据表并重启数据
库，由快照 id=0 开始生新生成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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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生成性能分析报告
使用 pdr_report 命令，可以生成 PDR 报告
PDR 生成的快照存储在 napdb 配置的数据库中，快照包含整个数据集簇中
所有数据库的性能信息。
生成 PDR 报告时，需要选择集簇中的一个数据库作为报告目标数据库名，
只生成一个数据库的报告。
按照提示，依次输入数据库用户名，数据库用户密码，快照存储数据库名，
报告目标数据库名，开始快照 id，结束快照 id，报告文件名。
完成以上输入，即可生成报告。
性能分析报告为 html 网页格式，可在浏览器中打开和使用。

注意事项：
若开始快照与结束快照期间发生过数据库重启，将无法生成性能分析报告。
使用 pdr_report 命令时，会分屏列出当前快照存储数据库和报告目标数据库
拥有的所有快照 id，此时可使用 Enter 键显示下一行快照 id，可使用空格键显示
下一屏快照 id，可使用 q 键停止显示剩余的快照 id。

第十一章 客户端应用程序
该章包含客户端应用程序和工具的参考信息。这里的命令并非全部是通用的，
有些可能需要特殊的权限。这些应用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可以在任何主机上运行，
与数据库服务器所处的位置无关。
当在命令行上指定用户和数据库名时，它们的大小写会被保留 — 空格或特
殊字符的出现可能需要使用引号。表名和其他标识符的大小写不会被保留并且可
能需要使用引号。

11.1 clusterdb
▪

语法
clusterdb [connection-option...] [--verbose | -v] [--table | -t table ] ... [db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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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db [connection-option...] [--verbose | -v] --all | -a
▪

描述
clusterdb 用于对数据库中的表进行重新群集。它寻找以前群集过的表，然后
在上次用过的同一个索引上再次群集。它不会动那些从未群集的表。
clusterdb 是对 SQL 命令 CLUSTER 的封装。通过此实用程序和通过访问服
务器的其他方法聚集数据库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

选项
clusterdb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a
--all
对所有数据库进行群集。
[-d] dbname
[--dbname=] dbname
声明要群集的数据库名称。如果没有声明这个参数并且没有使用-a (或
者--all) ，那么数据库名将从环境变量 PGDATABASE 中读取。如果这
个环境变量也没有设置，那么使用用于连接的用户名。
-e
--echo
回显 clusterdb 生成并发送给服务器的命令。
-q
--quiet
不显示进度消息。
-t table
--table=table
只对 table 表进行群集。可以通过写多个-t 来聚簇多个表。
-v
--verbose
在处理期间打印详细信息。
-V
--version
打印 clusterdb 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关于 clusterdb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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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db 还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用于连接参数：
-h host
--host=host
指定服务器所在的主机名。如果数值以斜杠开头，那么就用作 Unix 域
套接字的目录。
-p port
--port=port
声明服务器监听的 TCP 端口或者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的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进行连接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不能通过其他方式
（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口令，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没
有用户来输入口令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
-W
--password
连接数据库之前强制 clusterdb 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这个选项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clusterdb 将会自
动提示要求一个口令。然而，clusterdb 将会浪费一次连接尝试发现服务
器想要一个口令。某些情况下可以键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maintenance-db=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的数据库，来发现哪些其他数据库应该被聚簇。如果没有
指定，将使用 highgo 数据库。而如果它也不存在，将使用 template1。
▪

环境
PGDATABASE
PGHOST
PGPORT
PGUSER
缺省连接参数。
和大多数其他 Highgo DB 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境变
量。

▪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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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困难的时候，参阅 CLUSTER 和 psql 获取有关可能的错误和错误信息
的讨论。数据库服务器必须在目标主机上运行。此外，任何 libpq 前端库使
用的缺省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都适用于此。
▪

例子
对数据库 test 进行群集：
$ clusterdb test
对 xyzzy 数据库中的 foo 表进行集群：
$ clusterdb --table foo xyzzy

11.2 createdb
▪

语法
create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dbname [description]]

▪

描述
createdb 创建一个新数据库。
通常，执行这个命令的数据库用户将成为新数据库的所有者。不过，如果执
行用户拥有合适的权限，可以通过-O 选项指定一个不同的所有者。
createdb 是一个 SQL 命令 CREATE DATABASE 的封装。通过此实用程序和
通过访问服务器的其他方法创建数据库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

选项
createdb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dbname
要创建的数据库名。该名称在这个集群的所有数据库中必须是唯一的。
默认是创建一个与当前系统用户同名的数据库。
description
声明一个与新创建的数据库相关的注释。
-D tablespace
--tablespace=tablespace
指定数据库的缺省表空间。（这个名称被当做一个双引号引用的标识符
处理。）
-e
--echo
回显 createdb 生成并发送到服务器的命令。
-E encoding
--encoding=en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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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要在这个数据库中使用的字符编码模式。
-l locale
--locale=locale
指定在此数据库中要使用的环境。这等效于指定--lc-collate 和--lc-ctype。
--lc-collate=locale
声明要在数据库中使用的 LC_COLLATE 设置。
--lc-ctype=locale
声明要在数据库中使用的 LC_CTYPE 设置。
-O owner
--owner=owner
指定将拥有新数据库的用户。（这个名称被当做一个双引号引用的标识
符处理。）
-T template
--template=template
声明创建此数据库的模板数据库。（这个名称被当做一个双引号引用的
标识符处理。）
-V
--version
打印 createdb 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关于 createdb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选项-D，-l，-E，-O 和-T 对应底层 SQL 命令 CREATE DATABASE 的选项，
更多信息可以参考该命令的手册页。
createdb 还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用于连接参数：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数值以斜杠开头，则被用作 Unix 域套
接字的目录。
-p port
--port=port
服务器监听的 TCP 端口或一个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的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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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连接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不能通过其他方
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获得口令，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这个选项
对于没有用户来输入口令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
-W
--password
连接数据库之前强制 createdb 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该选项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createdb 会自动提示
要求一个口令。然而，createdb 将浪费一个连接尝试发现服务器想要一
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maintenance-db=dbname
指定创建新数据库时要连接到的数据库名。如果没有指定，将使用
highgo 数据库。而如果它也不存在（或者如果它就是要创建的新数据库
的名称），将使用 template1。
▪

环境
PGDATABASE
如果设置了，那么设置值就是要创建的数据库名称，该选项可以在命令
行上进行覆盖。
PGHOST
PGPORT
PGUSER
缺省连接参数。如果没有在命令行或通过 PGDATABASE 声明数据库名
称，PGUSER 也决定要创建的数据库名。
和大多数其他 Highgo DB 实用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境
变量。

▪

诊断
出现困难的时候，参阅 CLUSTER 和 psql 获取有关可能的错误和错误信息
的讨论。数据库服务器必须在目标服务器上运行。此外，任何 libpq 前端库
使用的缺省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都将适用于此。

▪

例子
用缺省数据库服务创建数据库 demo：
$ createdb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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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机 eden、端口 5000 上，使用 LATIN1 编码方式创建数据库 demo，看看
下面的命令：
$ createdb -p 5000 -h eden -E LATIN1 -e demo
CREATE DATABASE demo ENCODING 'LATIN1';

11.3 createlang
▪

语法
createlang [connection-option...] langname [dbname]
createlang [connection-option...] --list | -l [dbname]

▪

描述
createlang 是一个用于向数据库中增加新编程语言的工具。createlang 只是
CREATE LANGUAGE 命令的一个封装。

▪

选项
createlang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langname
指定要被安装的过程语言的名称（名称为小写形式）。
[-d] dbname
[--dbname=]dbname
指定要向哪个数据库增加该语言。缺省使用和当前系统用户同名的数据
库。
-e
--echo
在执行 SQL 命令时显示它们。
-l
--list
显示在目标数据库中已经安装的语言的列表。
-V
--version
打印 createlang 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关于 createlang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且退出。
createlang 还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作为连接参数：
-h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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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数值以斜杠开头，则被用作到 Unix 域
套接字的路径。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监听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的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进行连接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不能通过其他方
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口令，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这个选项对于
没有用户来输入口令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
-W
--password
连接到数据库之前，强制 createlang 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该选项从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 createlang 会自
动提示要求一个口令。然而，createlang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
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

环境
PGDATABASE
PGHOST
PGPORT
PGUSER
缺省连接参数。
和大多数其他 Highgo DB 实用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
境变量。

▪

诊断
多数错误信息都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如果不是，运行带--ech 选项的 createlang，
并且查看相应的 SQL 命令细节。此外，任何 libpq 前端库使用的缺省连接设
置和环境变量都将适用于此。

▪

注意
使用 droplang 删除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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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把 pltcl 语言安装到数据库 template1 中：
$ createlang pltcl template1
注意，安装到 template1 中的语言将自动安装到随后创建的其他数据库中。

11.4 createuser
▪

语法
createuser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username]

▪

描述
createuser 创建一个新的用户(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角色)。只有超级用户和有
CREATEROLE 权限的用户可以创建新的用户。因此，createuser 必须由超级
用户或者是有 CREATEROLE 权限的用户执行。
如果你希望创建一个新的超级用户，你必须以超级用户身份连接，而不仅仅
是一个有 CREATEROLE 权限的用户。成为超级用户就意味着将在数据库中
绕开所有访问权限检查，因此，不要轻易赋予超级用户权限。
createuser 是 SQL 命令 CREATE ROLE 的封装。通过此实用程序和通过访问
服务器的其他方法创建用户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

选项
createuser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username
指定要创建的用户名称。该名称必须与该数据库安装的所有角色名称都
不同。
-c number
--connection-limit=number
为新用户设置一个最大连接数。缺省为无限制。
-d
--createdb
允许该新建用户创建数据库。
-D
--no-createdb
禁止该新建用户创建数据库。这是默认值。
-e
--echo
回显 createuser 生成并发送到服务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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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ncrypted
加密存储在数据库中的用户口令。如果没有声明，使用缺省的口令行为。
-g role
--role=role
指定一个角色，新创建的角色将立即加入其中成为其成员。如果要把这
个角色加入到多个角色中作为成员，可以写多个-g 参数。
-i
--inherit
新角色将自动继承其所属角色组的权限。这个是缺省。
-I
--no-inherit
新角色将不会自动继承它所属角色组的权限。
--interactive
如果在命令行中没有指定用户名，则提示要求输入用户名，并且在命令
行上没有指定-d/-D、-r/-R、-s/-S 中的任一选项时也会提示。
-l
--login
将允许新用户登录，也就是说，用户名可以用作初始会话的用户标识符。
这个是缺省。
-L
--no-login
将不允许新用户登录。一个没有登录权限的角色仍然可以作为管理数据
库权限的方式而存在。
-P
--pwprompt
如果给出，createuser 将发出一个提示要求输入新用户的口令。如果你
不打算使用口令认证，这就不是必需的。
-r
--createrole
允许新用户创建新角色，也就是说，这个用户将有 CREATEROLE 权限。
-R
--no-createrole
不允许新用户创建新角色。这是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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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uperuser
新用户将是超级用户。
-S
--no-superuser
新用户将不是超级用户。这是默认值。
-V
--version
输出 createuser 版本并退出。
--replication
新用户将具有 REPLICATION 特权。
--no-replication
新用户将不具有 REPLICATION 特权。
-?
--help
显示关于 createuser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createuser 还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作为连接参数：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数值以斜杠开头，则被用作 Unix 域套
接字的路径。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的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连接的用户名(不是要创建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不能通过其他方
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口令，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这个选项对于
没有用户来输入口令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
-W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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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数据库之前，强制 createuser 提示要求一个口令（用来连接到服
务器，而不是作为新用户的口令）。
该选项从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createuser 会自
动提示要求一个口令。然而，createuser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
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

环境
PGHOST
PGPORT
PGUSER
缺省连接参数。
和大多数其他 Highgo DB 实用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
境变量。

▪

诊断
出现困难的时候，参阅 CREATE ROLE 和 psql 获取潜在问题和错误信息的
讨论。数据库服务器必须在目标主机上运行。此外，将应用 libpq 前端库使
用的任何缺省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

▪

例子
在缺省数据库服务器上创建一个用户 joe：
$ createuser joe
要在默认数据库服务器上创建一个用户 joe 并提示要求一些额外属性：
$ createuser --interactive joe
Shall the new role be a superuser? (y/n) n
Shall the new role be allowed to create databases? (y/n) n
Shall the new role be allowed to create more new roles？(y/n)n
在主机 eden、端口 5000 的服务器上创建用户 joe，明确指定属性，看看下面
的命令：
$ createuser -h eden -p 5000 -S -D -R -e joe
CREATE ROLE joe NOSUPERUSER NOCREATEDB NOCREATEROLE
INHERIT LOGIN;
把用户 joe 创建为超级用户，并且立即赋予口令：
$ createuser -P -s -e joe
Enter password for new role: xyzzy
Enter it again: xyzzy
CREATE

ROLE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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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5b5f5ba1a423792b526f799ae4eb3d59e'

SUPERUSER

CREATEDB

CREATEROLE INHERIT LOGIN;
在上面例子中，虽然在输入新口令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出来，但是为了
清晰，我们明确的把它显示出来了。正如你所看到的，口令在发送给客户端
之前会加密。如果使用了选项--unencrypted，口令将会出现在回显的命令中
（并且还可能出现在服务器日志或其他地方），因此如果别人可以看见你的
屏幕，不建议使用 -e 选项。

11.5 dropdb
▪

语法
drop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dbname

▪

描述
dropdb 删除一个现有的数据库。执行这条命令的用户必须是数据库超级用户
或者该数据库的所有者。
dropdb 是对 SQL 命令 DROP DATABASE 的封装。通过此实用程序和通过
访问服务器的其他方法删除数据库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

选项
dropdb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dbname
要删除的数据库名。
-e
--echo
回显 dropdb 生成并发送到服务器的命令。
-i
--interactive
在做任何破坏性动作前发出验证提示。
-V
--version
输出 dropdb 版本信息并退出。
--if-exists
如果数据库不存在也不抛出一个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提醒。
-?
--help
显示关于 dropdb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信息，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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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db 还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作为连接参数：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数值以斜杠开头，则被用作 Unix 域套
接字的路径。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的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连接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不能通过其他方
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口令，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这个选项对于
没有用户来输入口令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
-W
--password
连接到数据库之前，强制 dropdb 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该选项从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dropdb 会自动提
示要求一个口令。然而，dropdb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
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maintenance-db=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的数据库，来发现哪些其他数据库应该被删除。如果没有
指定，将使用 highgo 数据库。而如果它也不存在，将使用 template1。
▪

环境
PGHOST
PGPORT
PGUSER
缺省连接参数。
和大多数其他 Highgo DB 实用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
境变量。

▪

诊断
如果遇到困难，请参阅 DROP DATABASE 和 psql 获取可能的问题和错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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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描述。数据库服务器必须在目标主机上运行。此外，任何 libpq 前端库使
用的缺省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都将适用于此。
▪

示例
删除缺省数据库服务器上的数据库 demo：
$ dropdb demo
在主机 eden、端口 5000 的服务器上删除数据库 demo，需要验证和回显，看
看下面的命令：
$ dropdb -p 5000 -h eden -i -e demo
Database "demo" will be permanently deleted.
Are you sure? (y/n) y
DROP DATABASE demo;

11.6 droplang
▪

语法
droplang [connection-option...] langname [dbname]
droplang [connection-option...] --list | -l [dbname]

▪

描述
droplang 是一个从数据库中删除一种现有过程语言的工具。
droplang 是对 SQL 命令 DROP EXTENSION 的封装。
注意：droplang 已经被废弃并且将来可能会移除。我们推荐直接使用 DROP
EXTENSION 命令。

▪

选项
droplang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langname
即将被删除的后端过程语言的名称。（这个名称是小写形式的。）
[-d] dbname
[--dbname=]dbname
指定从哪个数据库删除该语言。缺省使用和当前系统用户同名的数据库。
-e
--echo
执行 SQL 命令时显示它们。
-l
--list
显示在目标数据库中已经安装的语言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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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ersion
输出 droplang 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关于 droplang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droplang 还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作为连接参数：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数值以斜杠开头，则被用作 Unix 域套
接字的路径。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的 Internet TCP/I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
的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连接的用户名称。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不能通过其他方
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口令，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这个选项对于
没有用户来输入口令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
-W
--password
连接到数据库之前，强制 droplang 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该选项从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droplang 会自动
提示要求一个口令。然而，droplang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
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

环境
PGDATABASE
PGHOST
PGPORT
PG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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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连接参数。
和大多数其他 Highgo DB 实用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
境变量。
▪

诊断
多数错误信息都是自解释的。如果不是，运行带--echo 选项的 droplang，并
且查看相应的 SQL 命令细节。此外，任何 libpq 前端库使用的缺省连接设置
和环境变量都将适用于此。

▪

注意
使用 createlang 增加一种语言。

▪

例子
删除 pltcl 语言：
$ droplang pltcl dbname

11.7 dropuser
▪

用法
dropuser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username]

▪

描述
dropuser 删除一个已存在的用户。只有超级用户和拥有 CREATEROLE 权限
的用户可以删除用户。要删除一个超级用户，你必须首先是超级用户。
dropuser 是 SQL 命令 DROP ROLE 的封装。通过此实用程序和通过访问服
务器的其他方法删除用户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

选项
dropuser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username
声明要删除的用户名。如果没有在命令行指定并且使用了-i/--interactive
选项，你将被提示输入一个用户名。
-e
--echo
回显 dropuser 生成并发送给服务器的命令。
-i
--interactive
在真正删除用户前提示确认，并且如果没有在命令行上指定用户名则提
示要求一个用户名。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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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输出 dropuser 版本并退出。
--if-exists
如果用户不存在时不要抛出一个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将发出一个提示。
-?
--help
显示关于 dropuser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dropuser 还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作为连接参数：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数值以斜杠开头，则被用作 Unix 域套
接字的路径。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的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连接的用户名(不是要删除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不能通过其他方
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口令，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这个选项对于
没有用户来输入口令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
-W
--password
连接到数据库之前，强制 dropuser 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该选项从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dropuser 会自动
提示要求一个口令。然而，dropuser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
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

环境
PGHOST
PGPORT
PGUSER
缺省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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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其他 Highgo DB 实用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
境变量。
▪

诊断
出现困难的时候，参阅 DROP ROLE 和 psql 获取潜在问题和错误信息的讨
论。数据库服务器必须在目标主机上运行。此外，任何 libpq 前端库使用的
缺省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都将适用于此。

▪

例子
删除缺省数据库服务器上的用户 joe：
$ dropuser joe
在主机 eden、端口 5000 上的服务器中删除用户 joe，执行命令前验证并且回
显执行的命令：
$ dropuser -p 5000 -h eden -i -e joe
Role "joe" will be permanently removed.
Are you sure? (y/n) y
DROP ROLE joe;

11.8 ecpg
▪

语法
ecpg [option...] file...

▪

描述
ecpg 是一个用于 C 语言的嵌入式 SQL 预处理器。它通过将 SQL 调用替换
成特殊的函数调用的方法把带有嵌入式 SQL 语句的 C 程序转换成普通的 C
代码。然后可以使用任何 C 编译器工具链处理输出文件。
ecpg 将把命令行上给出的每个输入文件转换成对应的 C 输出文件。输入文
件最好有.pgc 扩展名，这样，将扩展名替换成.c 即为输出文件名。如果输入
文件的扩展不是.pgc，那么输出文件名将通过在完整文件名后面附加.c 来生
成。也可以使用-o 直接指定输出文件名。

▪

选项
ecpg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c
自动从 SQL 代码自动生成确定的 C 代码。目前，这对 EXEC SQL TYPE
起效。
-C mode
设置一个兼容模式。mode 可以是 INFORMIX 或者 INFORMIX_SE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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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D symbol
定义一个 C 预处理器符号
-i
同时也分析系统包含文件
-I directory
声明一个额外的包含路径。用于寻找通过 EXEC SQL INCLUDE 包含的
文件。缺省是：.(当前目录)、 /usr/local/include、在编译时定义的包含路
径(缺省为 /usr/local/pgsql/include)和/usr/include。
-o filename
指定 ecpg 应该把它的所有输出写到给出的 filename。
-r option
选择一个运行时行为。目前，option 可以是下列之一：
no_indicator
不使用指示器而使用特殊值来表示空值。历史上曾有数据库使用这
种方法。
prepare
在使用所有语句之前准备它们。libecpg 将保持一个预备语句的缓
存并当语句再被执行时重用该语句。如果缓存满了，libecpg 将释
放最少使用的语句。
questionmarks
出于兼容性原因允许使用问号作为占位符。在很久以前这被用作默
认值。
-t
打开事务的自动提交。在这种模式下，每个 SQL 命令都自动提交，除
非它位于一个显式的事务块中。在缺省模式下，命令只有在发出 EXEC
SQL COMMIT 的时候才提交。
-v
打印额外的信息，包括版本和"包含"路径。
--version
打印 ecpg 版本，然后退出。
-?
--help
显示 ecpg 命令行参数帮助，然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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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在编译预处理的 C 代码文件时，编译器需要能够找到包含目录里面的 ECPG
头 文 件 。 因 此 ， 在 调 用 编 译 器 时 可 能 需 要 使 用 -I 选 项 ( 比 如 I/usr/local/pgsql/include)。
使用了带有嵌入式 SQL 的 C 代码必须和 libecpg 库链接，比如，使用链接器
选项：-L/usr/local/pgsql/lib -lecpg。

▪

例子
如果你有一个名为 prog1.pgc 的嵌入式 SQL 的 C 源代码，你可以用下面的
命令创建一个可执行程序：
ecpg prog1.pgc
cc -I/usr/local/pgsql/include -c prog1.c
cc -o prog1 prog1.o -L/usr/local/pgsql/lib -lecpg

11.9 pg_basebackup
获得一个 PostgreSQL 集簇的一个基础备份
大纲
pg_basebackup [option...]
描述
pg_basebackup 被用于获得一个正在运行的 PostgreSQL 数据库集簇的基础备
份。获得这些备份不会影响连接到该数据库的其他客户端，并且可以被用于时间
点恢复（见第 25.3 节）以及用作一个日志传送或流复制后备服务器的开始点（见
第 26.2 节）。pg_basebackup 建立数据库集簇文件的一份二进制副本，同时保证
系统进入和退出备份模式。备份总是从整个数据库集簇获得，不可能备份单个数
据库或数据库对象。关于个体数据库备份，必须使用一个像 pg_dump 的工具。
备份通过一个常规 PostgreSQL 连接制作，并且使用复制协议。该连接必须由一
个超级用户或者一个具有 REPLICATION 权限（第 21.2 节）的用户建立，并且
pg_hba.conf 必 须 显 式 地 允 许 该 复 制 连 接 。 该 服 务 器 还 必 须 被 配 置 ， 使
max_wal_senders 设置得足够高以留出至少一个会话用于备份，一个用于 WAL
流（如果使用）。在同一时间可以有多个 pg_basebackup 运行，但是从性能的角
度来说最好只做一个备份并且复
制结果。
pg_basebackup 不仅能从主控机也能从后备机创建一个基础备份。要从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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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获得一个备份，设置后备机让它能接受复制连接（也就是，设置
max_wal_senders 和 hot_standby，并且配置基于主机的认证）。你将也需要在主
控机上启用 full_page_writes。注意在来自后备机的在线备份中有一些限制：
• 不会在被备份的数据库集簇中创建备份历史文件。
• 如果正在使用-X none，不保证备份所需的所有 WAL 文件在备份结束时被归
档。
• 如果在在线备份期间后备机被提升为主控机，备份会失败。
• 备份所需的所有 WAL 记录必须包含足够的全页写，这要求你在主控机上启
用 full_page_writes 并 且 不 使 用 一 个 类 似 pg_compresslog 的 工 具 以
archive_direcotry 从 WAL 文件中移除全页写。
选项
下列命令行选项控制输出的位置和格式。
-D directory
--pgdata=directory
将输出写到哪个目录。如果必要，pg_basebackup 将创建该目录及任何父目
录。该目录可能已经存在，但是如果该目录已经存在并且非空就是一个错误。
当备份处于 tar 模式中并且目录被指定为（破折号）时，tar 文件将被写到 stdout。
这个选项是必需的。
-F format
--format=format
为输出选择格式。format 可以是下列之一：
p
plain
把输出写成平面文件，使用和当前数据目录和表空间相同的布局。当集簇没
有额外表空间时，整个数据库将被放在目标目录中。如果集簇包含额外的表空间，
主数据目录将被放置在目标目录中，但是所有其他表空间将被放在它们位于服务
器上的相同的绝对路径中。这是默认格式。
t
tar
将输出写成目标目录中的 tar 文件。主数据目录将被写入到一个名为
base.tar 的文件中，并且其他表空间将被以其 OID 命名。如果值-（破折号）被
指定为目标目录，tar 内容将被写到标准输出，适合于管道输出到其他程序，例
如 gzip。 只有当集簇没有额外表空间并且没有使用 WAL 流时这才是可能的。
-r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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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rate=rate
从该服务器传输数据的最大传输率。值的单位是千字节每秒。加上一个后缀
M 表示兆字节每秒。也接受后缀 k，但是没有效果。合法的值在 32 千字节每秒
到 1024 兆字节每秒之间。其目标是限制在运行服务器上的 pg_basebackup 产生
的影响。这个选项总是会影响数据目录的传输。如果收集方法是 fetch 时，只有
WAL 文件受到影响。
-R
--write-recovery-conf
在输出目录中（或者当使用 tar 格式时再基础归档文件中）写一个最小的
recovery.conf 来简化设置一个后备服务器。recovery.conf 文件将记录连接设置（如
果有）以及 pg_basebackup 所使用的复制槽，这样流复制后面就会使用相同的设
置。
-S slotname
--slot=slotname
这个选项只能和-X stream 一起使用。它导致 WAL 流使用指定的复制槽。
如果该基础备份意图用作一个使用复制槽的流复制后备服务器，它应该使用
recovery.conf 中相同的复制槽名称。那样就可以确保服务器不会移除基础备份结
束和流复制开始之前任何必要的 WAL 数据。如果未指定此选项并且服务器支持
临时复制插槽（版本 10 及更高版本）， 则自动使用临时复制插槽进行 WAL 流
式传输。
--no-slot
此选项可防止在备份过程中创建临时复制插槽，即使它受服务器支持。如果在
使用日志流时未使用选项-S 给出插槽名称， 则会默认创建临时复制插槽。
此选项的主要目的是在服务器没有空闲复制插槽时允许进行基本备份。 使用
复制插槽几乎总是首选，因为它可以防止备份期间服务器删除所需的 WAL。
-T olddir=newdir
--tablespace-mapping=olddir=newdir
在备份期间将目录 olddir 中的表空间重定位到 newdir 中。为使之有效，olddir
必须正好匹配表空间所在的路径（但如果备份中没有包含 olddir 中的表空间也不
是错误）。olddir 和 newdir 必须是绝对路径。如果一个路径凑巧包含了一个=符
号，可用反斜线对它转义。对于多个表空间可以多次使用这个选项。例子见下文。
如果以这种方法重定位一个表空间，主数据目录中的符号链接会被更新成指向新
位置。因此新数据目录已经可以被一个所有表空间位于更新后位置的新服务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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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使用。
--waldir=waldir
指定用于预写日志目录的位置。waldir 必须是绝对路径。只有当备份是平面文
件模式时才能指定预写日志目录。
-X method
--wal-method=method
在备份中包括所需的预写日志文件（WAL 文件）。这将包括所有在备份期
间产生的预写日志。 除非指定了方法 none，可以在抽取出的目录中直接启动一
个 postmaster，而不需要参考日志归档，因此使得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备份。我
们支持下列收集预写日志的方法：
n
none
不要在备份中包含预写日志。
f
fetch
在备份末尾收集预写日志文件。因此，有必要把 wal_keep_segments 参数设
置得足够高，这样在备份末尾之前日志不会被移除。如果在要传输日志时它已经
被轮转，备份将失败并且是不可用的。预写日志文件将写入 base.tar 文件。
s
stream
在备份被创建时流传送预写日志。这将开启一个到服务器的第二连接并且在
运行备份时并行开始流传输预写日志。 因此，它将使用最多两个由
max_wal_senders 参数配置的连接。 只要客户端能保持接收预写日志，使用这种
模式不需要在主控机上保存额外的预写日志。预写日志文件被写入一个名为
pg_wal.tar 的单独文件 （如果服务器版本早于 10，该文件的名称为 pg_wal.tar）。
该值是默认值。
-z
--gzip
启用对 tar 文件输出的 gzip 压缩，使用默认的压缩级别。只有使用 tar 格
式时压缩才可
用， 并且后缀.gz 将自动添加到所有 tar 文件名。
-Z level
--compress=level
启用对 tar 文件输出的 gzip 压缩，并且制定压缩机别（0 到 9，0 是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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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9 是最佳压缩）。只有使用 tar 格式时压缩才可用， 并且后缀.gz 将自动添
加到所有 tar 文件名。
下列命令行选项控制备份的生成和程序的运行。
-c fast|spread
--checkpoint=fast|spread
将检查点模式设置为 fast （立即）或 spread（默认）。
-l label
--label=label
为备份设置标签。如果没有指定，将使用一个默认值“pg_basebackup base backup”。
-n
--no-clean
默认情况下，当 pg_basebackup 中止并出现错误时， 它会在发现它无法完成
作业（例如，数据目录和预写日志目录） 之前删除它可能创建的所有目录。该
选项禁止整理，因此对于调试非常有用。请注意，表空间目录不会以任何方式清
理。
-P
--progress
启用进度报告。启用这个选项将在备份期间发表一个大致的进度报告。由于
数据库可能在备份期间改变，这仅仅是一种近似并且可能不会刚好在 100%结束。
特别地，当 WAL 日志被包括在备份中时，总数据量无法预先估计，并且在这种
情况中估计的目标尺寸会在它经过不带 WAL 的总估计后增加。当这个选项被
启用时，备份开始时会列举整个数据库的尺寸，并且接着回头开始发送实际的内
容。这可能使备份需要多花一点点时间，并且它在发送第一个数据之前花费的时
间更长。
-N
--no-sync
默认情况下，pg_basebackup 将等待所有文件安全
写入磁盘。
致 pg_basebackup 无需等待而返回，这更快， 但
意味着后续的操作系统崩溃可能会导致基
础备份损坏。通常， 此选项对测试非常有用，但
在创建生产安装时不应使用此选项。
-v
--ver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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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冗长模式。将在启动和关闭期间输出一些额
外步骤，并且如果进度报告也被启用，
还会显示当前正在被处理的确切文件名。
下列命令行选项控制数据库连接参数。
-d connstr
--dbname=connstr
以一个连接字符串的形式指定用于连接到服务器
的参数。详见第 33.1.1 节。
为了和其他客户端应用一致，该选项被称为-dbname。但是因为 pg_basebackup 并不连接
到集簇中的任何特定数据库，连接字符串中的数
据库名将被忽略。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
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 Unix 域套接字
的目录。默认值取自 PGHOST 环境变量（如果设
置），否则会尝试一个 Unix 域套接字连
接。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扩展。默
认用 PGPORT 环
境变量中的值（如果设置），或者一个编译在程序中的默认值。
-s interval
--status-interval=interval
指定发送回服务器的状态包之间的秒数。这允许我们更容易地监控服务器的
进度。一个零值完全禁用这种周期性的状态更新，不过当服务器需要时还是会有
一个更新会被发送来避免超时导致的断开连接。默认值是 10 秒。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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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例如一个.pgpass 文件），那儿连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务和
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口令。
-W
--password
强制 pg_basebackup 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这个选项
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pg_basebackup 将自动提示要
求一个口令。但是，pg_basebackup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
口令。在某些情况下值得用-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其他选项也可用：
-V
--version
打印 pg_basebackup 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 示 有 关 pg_basebackup 命 令 行 参 数 的 帮 助 并 退 出 。 环 境 和 大 部 分 其 他
PostgreSQL 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见第 33.14 节）支持的环境变量。
注解
在备份开始时，需要在获取备份的服务器上写入一个检查点。特别是如果未
使 用 选 项 --checkpoint=fast ， 则 可 能 需 要 一 些 时 间 ， 在 这 段 时 间 内 ，
pg_basebackup 将显示为空闲状态。备份将包括数据目录和表空间中的所有文件，
包括配置文件以及第三方放置在该目录中的任何附加文件，除了由 PostgreSQL
管理的某些临时文件。 但是只复制常规文件和目录，除了保留用于表空间的符
号链接。 指向 PostgreSQL 已知的某些目录的符号链接被复制为空目录。 其他
符号链接和特殊的设备文件会被跳过。表空间默认将以普通格式备份到与它们在
服务器上相同的路径中，除非使用了--tablespacemapping 选项。如果没有这个选
项并且表空间正在使用，在同一台服务器上进行普通格式的基础备份将无法工作，
因为备份必须要写入到与原始表空间相同的目录位置。在使用 tar 格式模式时，
用户应负责在启动 PostgreSQL 服务器前解压每一个 tar 文件。如果有额外的表
空间，用于它们的 tar 文件需要被解压到正确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服务器将
根据包含在 base.tar 文件中的 tablespace_map 文件的内容为那些表空间创建符号
链接。pg_basebackup 可以和具有相同或较低主版本的服务器一起工作，最低是
9.1。但是，WAL 流
模式（-X 流）只能和版本为 9.3 及以上版本的服务器一起工作。当前版本的 tar
格式模式（--format=tar）只能用于版本 9.5 及以上的服务器。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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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创 建 服 务 器 mydbserver 的 一 个 基 础 备 份 并 将 它 存 储 在 本 地 目 录
/usr/local/pgsql/data 中：
$ pg_basebackup -h mydbserver -D /usr/local/pgsql/data
要创建本地服务器的一个备份，为其中每一个表空间产生一个压缩过的 tar 文件，
并且将它存储在目录 backup 中，在运行期间显示一个进度报告：
$ pg_basebackup -D backup -Ft -z -P
要创建一个单一表空间本地数据库的备份并且使用 bzip2 压缩它：
$ pg_basebackup -D - -Ft -X fetch | bzip2 > backup.tar.bz2
（如果在该数据库中有多个表空间，这个命令将失败）。
要创建一个本地数据库的备份，其中/opt/ts 中的表空间被重定位到./backup/ts：
$ pg_basebackup -D backup/data -T /opt/ts=$(pwd)/backup/ts

11.10

Pgbench

语法
pgbench -i [option...] [dbname]
pgbench [option...] [dbname]
▪ 描述
pgbench 是一种运行基准测试的简单程序。它可能在并发的数据库会话中一
遍一遍地运行相同的 SQL 命令序列，并且计算平均事务率（每秒的事务数）。
默认情况下，pgbench 会测试一种基于 TPC-B 但是要更宽松的场景，其中在每
个事务中涉及五个 SELECT、UPDATE 以及 INSERT 命令。可以通过编写自己的
事务脚本文件来测试其他情况。
pgbench 的典型输出像这样：
transaction type: TPC-B (sort of)
scaling factor: 10
query mode: simple
number of clients: 10
number of threads: 1
number of transactions per client: 1000
number of transactions actually processed: 10000/10000
tps = 85.184871 (including connections esta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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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s = 85.296346 (excluding connections establishing)
前六行报告一些最重要的参数设置。第七行报告完成的事务数以及预期的事
务数（后者就是客户端数量与每个客户端事务数的乘积），只要运行不失败，这
两个值应该是相等的（在-T 模式中，只有实际的事务数会被打印出来）。最后两
行报告每秒的事务数，分别代表包括和不包括启动数据库会话所花时间的情况。
默认的类 TPC-B 事务测试要求预先设置好特定的表。可以使用-i（初始化）
选项调用 pgbench 来创建并且填充这些表（当你在测试一个自定义脚本时，你不
需要这一步，但是需要按你自己的测试需要做一些设置工作）。初始化类似这样：
pgbench -i [ other-options ] dbname
其中 dbname 是要在其中进行测试的预先创建好的数据库的名称（你可能还
需要-h、-p 或-U 选项来指定如何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
小心
pgbench -i 会 创 建 四 个 表 pgbench_accounts 、 pgbench_branches 、
pgbench_history 以及 pgbench_tellers，如果同名表已经存在会被先删除。如果你
已经有同名表，一定注意要使用另一个数据库！
在默认的情况下"比例因子"为 1，这些表初始包含的行数为：
table

# of rows

--------------------------------pgbench_branches
pgbench_tellers

1
10

pgbench_accounts

100000

pgbench_history

0

你可以使用-s（比例因子）选项增加行的数量。-F（填充因子）选项也可以
在这里使用。
一旦你完成了必要的设置，你就可以用不包括-i 的命令运行基准，也就是：
pgbench [ options ] dbname
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中，你都需要一些选项来做一次有用的测试。最重要的选
项是-c（客户端数量）、 -t（事务数量）、-T（时间限制）以及-f（指定一个自定
义脚本文件）。完整的列表见下文。
▪ 选项
下面分成三个部分：数据库初始化期间使用的选项、运行基准时使用的选项、
两种情况都有的选项。
▪ 初始化选项

488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pgbench 接受下列命令行初始化参数：
-i
--initialize
要求调用初始化模式。
-F fillfactor
--fillfactor=fillfactor
用 给 定 的 填 充 因 子 创 建 pgbench_accounts 、 pgbench_tellers
和 pgbench_branches 表。默认值是 100。
-n
--no-vacuum
初始化以后不执行清理。
-q
--quiet
把记录切换到安静模式，只是每 5 秒产生一个进度消息。默认的记录
会每 100000 行打印一个消息，这经常会在每秒钟输出很多行（特别是
在有良好硬件的服务器上）。
-s scale_factor
--scale=scale_factor
将生成的行数乘以比例因子。例如，-s 100 将在 pgbench_accounts 表中
创建 10,000,000 行。默认为 1。当比例为 20,000 或更高时，用来保存
账号标识符的列（aid 列）将切换到使用更大的整数（bigint），这样才
能足以保存账号标识符。
--foreign-keys
在标准的表之间创建外键约束。
--index-tablespace=index_tablespace
在指定的表空间而不是默认表空间中创建索引。
--tablespace=tablespace
在指定的表空间而不是默认表空间中创建表。
--unlogged-tables
把所有的表创建为非日志记录表而不是永久表。
▪ 基准选项
pgbench 接受下列命令行基准参数：
-b scriptname[@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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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tin=scriptname[@weight]
把指定的内建脚本加入到要执行的脚本列表中。@之后是一个可选的整
数权重，它允许调节抽取该脚本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指定，它会被设置
为 1。可用的内建脚本有：tpcb-like、simple-update 和 select-only。这里
也接受内建名称无歧义的前缀缩写。如果用上特殊的名字 list，将会显
示内建脚本的列表并且立刻退出。
-c clients
--client=clients
模拟的客户端数量，也就是并发数据库会话数量。默认为 1。
-C
--connect
为每一个事务建立一个新连接，而不是只为每个客户端会话建立一个连
接。这对于度量连接开销有用。
-d
--debug
打印调试输出。
-D varname=value
--define=varname=value
定义一个由自定义脚本（见下文）使用的变量。允许多个-D 选项。
-f filename
--file=filename
从 filename 读取事务脚本。详见下文。 -N、-S 和-f 是互斥的。
-j threads
--jobs=threads
pgbench 中的工作线程数量。在多 CPU 机器上可以使用多个线程。客
户端数量必须是线程数的一个倍数，因为每一个线程会被给予相同数量
的客户端会话进行管理。默认为 1。
-l
--log
把每一个事务花费的时间写到一个日志文件中。详见下文。
-L limit
--latency-limit=limit
对持续超过 limit 毫秒的事务进行单独的计数和报告，这些事务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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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持续（late）事务。
在使用限流措施时（--rate=...），滞后于计划超过 limit 毫秒并且因此没
有希望满足延迟限制的事务根本不会被发送给服务器。这些事务被认为
是被跳过（skipped）的事务，它们会被单独计数并且报告。
-M querymode
--protocol=querymode
用于将查询提交到服务器的协议：
•

simple：使用简单查询协议。

•

extended：使用扩展查询协议。

•

prepared：使用带预备语句的扩展查询语句。

默认是简单查询协议。
-n
--no-vacuum
在运行测试前不进行清理。如果你在运行一个不包括标准的表
pgbench_accounts、pgbench_branches、pgbench_history 和 pgbench_tellers
的自定义测试场景时，这个选项是必需的。
-N
--skip-some-updates
不要更新 pgbench_tellers 和 pgbench_branches。这将避免在这些表上的
更新争夺，但是它会让测试案例更不像 TPC-B。
-P sec
--progress=sec
每 sec 秒显示进度报告。该报告包括运行了多长时间、从上次报告以来
的 tps 以及从上次报告以来事务延迟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如果低于
节流阀（-R），延迟会相对于事务预定的开始时间（而不是实际的事务
开始时间）计算，因此其中也包括了平均调度延迟时间。
-r
--report-latencies
在基准测试结束后，报告每个命令的每条语句的平均等待时间（从客户
端的角度来说是执行时间）。详见下文。
-R rate
--rate=rate
按照指定的速率执行事务而不是尽可能快地执行（默认行为）。该速率
以 tps（每秒事务数）形式给定。如果目标速率高于最大可能速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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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速率限制不会影响结果。
该速率的目标是按照一条泊松分布的调度时间线开始事务。期望的开始
时间表会基于客户端第一次启动的时间（而不是上一个事务结束的时间）
前移。这种方法意味着当事务超过它们的原定结束时间时，后面的事务
有机会再次追赶上来。
当节流阀被激活时，运行结束时报告的事务延迟是从预定的开始时间计
算而来的，因此它包括每一个事务不得不等待前一个事务结束所花的时
间。该等待时间被称作调度延迟时间，并且它的平均值和最大值也会被
单独报告。关于实际事务开始时间的事务延迟（即在数据库中执行事务
所花的时间）可以用报告的延迟减去调度延迟时间计算得到。
如果把--latency-limit 和--rate 一起使用，当一个事务在前一个事务结束
时已经超过了延迟限制时，它可能会滞后非常多，因为延迟是从计划的
开始时间计算得来。这类事务不会被发送给服务器，而是一起被跳过并
且被单独计数。
一个高的调度延迟时间表示系统无法用选定的客户端和线程数按照指
定的速率处理事务。当平均的事务执行时间超过每个事务之间的调度间
隔时，每一个后续事务将会落后更多，并且随着测试运行时间越长，调
度延迟时间将持续增加。发生这种情况时，你必须降低指定的事务速率。
-s scale_factor
--scale=scale_factor
在 pgbench 的输出中报告指定的比例因子。对于内置测试，这并非必需；
正确的比例因子将通过对 pgbench_branches 表中的行计数来检测。不过，
当测试自定义基准（-f 选项）时，比例因子将被报告为 1（除非使用了
这个选项）。
-S
--select-only
执行只选择的事务而不是类 TPC-B 测试。
-t transactions
--transactions=transactions
每个客户端运行的事务数量。默认为 10。
-T seconds
--time=seconds
运行测试 seconds 秒，而不是为每个客户端运行固定数量的事务。-t 和
-T 是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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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acuum-all
在运行测试前清理四个标准表。在不使用-n 以及-v 时，pgbench 将清理
pgbench_tellers 和 pgbench_branches 表，并且截断 pgbench_history。
--log-prefix=prefix
为由--log 创建的日志文件设置文件名前缀。 默认值是 pgbench_log。
--aggregate-interval=seconds
聚集区间的时间长度（以秒计）。只能与-l 一起使用—指定这个选项，
日志会包含每个区间的总结（事务数、最小/最大等待时间以及用于方差
估计的两个额外字段）。
当前在 Windows 上不支持这个选项。
--progress-timestamp
当显示进度（选项-P）时，使用一个时间戳（Unix 时间）取代从运行开
始的秒数。单位是秒，在小数点后是毫秒精度。这可以有助于比较多种
工具生成的日志。
--sampling-rate=rate
采样率，在将数据写入到日志时使用，以减少产生的日志量。如果给出
这个选项，只有指定比例的事务被记录。1.0 表示所有事务都将被记录，
0.05 表示只有 5% 的事务会被记录。
在处理日志文件时，记得要考虑这个采样率。例如，当计算 tps 值时，
你需要相应地乘以这个数字（例如，采样率是 0.01，你将只能得到实际
tps 的 1/100）。
▪ 普通选项
pgbench 接受下列命令行普通参数：
-h hostname
--host=hostname
数据库服务器的主机名
-p port
--port=port
数据库服务器的端口号
-U login
--usernam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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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
-V
--version
打印 pgbench 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有关 pgbench 命令行参数的信息，并且退出。
▪ 注解
在 pgbench 中实际执行的"事务"是什么？
默认的事务脚本在每个事务中执行七个命令：
1.

BEGIN;

2.

UPDATE pgbench_accounts SET abalance = abalance + :delta

WHERE aid = :aid;
3.

SELECT abalance FROM pgbench_accounts WHERE aid = :aid;

4.

UPDATE pgbench_tellers SET tbalance = tbalance + :delta WHERE

tid = :tid;
5.

UPDATE pgbench_branches SET bbalance = bbalance + :delta

WHERE bid = :bid;
6.

INSERT INTO pgbench_history (tid, bid, aid, delta, mtime) VALUES

(:tid, :bid, :aid, :delta, CURRENT_TIMESTAMP);
7.

END;

如果你指定-N，步骤 4 和 5 不会被包括在事务中。如果你指定-S，只会执
行 SELECT。
▪ 自定义脚本
pgbench 支持通过从一个文件中（-f 选项指定）读取事务脚本替换默认的事
务脚本（如上文所述）来运行自定义的基准测试场景。在这种情况中，一个"事
务"就是一个脚本文件的一次执行。你甚至可以指定多个脚本（多个-f 选项），那
样每次客户端会话开始一个新事务时会从中随机选取一个脚本。
脚本文件的格式是每行一个 SQL 命令，不支持跨多行的 SQL 命令。空行
以及--开始的行会被忽略。脚本文件中的行也可以是由 pgbench 自己解释的"元命
令"，它们在下文中描述。
对于脚本文件有一种简单的变量替换功能。如上所述，变量可以用命令行的 D 选项设置，或者按下文所说的使用元命令设置。除了用-D 命令行选项预先设
置的变量之外，还有一些被自动预先设置的变量，它们被列在下表中。使用-D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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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量指定的值会优先于自动的预设值。一旦被设置，可以在 SQL 命令中
写:variablename 来插入一个变量的值。当运行多个客户端会话时，每一个会话拥
有它自己的变量集合。
表 . 自动变量
变量

描述

sca

当前的比例因子

le
clie
nt_id

标识该客户端会话的唯一编号（从零开
始）

脚本文件元命令以一个斜线（\）开头。元命令和它的参数用空白分隔。支持
的元命令有：
\set varname expression
将变量 varname 设置成一个从 expression 计算出来的整数值。该表达式
可能会包含整数常量（例如 5432）、对变量: variablename 的引用以及
由一元(-)或者二元操作符(+、-、*、/、%)和圆括号组成的表达式。
例子：
\set ntellers 10 * :scale
\set aid (1021 * :aid) % (100000 * :scale) + 1
\setrandom varname min max [ uniform | { gaussian | exponential } parameter ]
将变量 varname 设置成界线 min 和 max 之间的一个随机整数值。min 和
max 要 么 是 一 个 整 数 常 量 ， 要 么 是 一 个 引 用 了 具 有 整 数 值 的 变
量:variablename。
默认情况，或当指定 uniform 时，范围中的所有值都以相等的概率绘制。
指定 gaussian 或 exponential 选项会修改此行为；这两个选项都需要一
个强制性参数来确定分布的精确形状。
对于高斯分布，将间隔映射到在左边的-parameter 和右边的+parameter
处截断的标准正态分布（经典的钟形高斯曲线）。更可能绘制间隔中间
的值。更准确地说，如果 PHI(x)是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其中
平均值 mu 定义为(max + min) / 2.0，则：
f(x) = PHI(2.0 * parameter * (x - mu) / (max - min + 1)) /
(2.0 * PHI(parameter) - 1.0)
min 和 max（包含）之间的值 i 被绘制的概率为 f(i + 0.5) - f(i - 0.5)。直
观地说，parameter 越大，接近于间隔中间的值会越频繁的绘制，并且接
495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近 min 和 max 边界的值越低频率的绘制。大约 67％的值来自中间的 1.0
/ parameter，即围绕平均值的相对 0.5 / parameter，而 95%在中间 2.0 /
parameter，这是围绕平均值的相对 1.0 / parameter；例如，如果 parameter
是 4.0，67％的值来自间隔的中间四分之一（1.0 / 4.0）（即从 3.0 / 8.0
到 5.0 / 8.0），并且 95%来自间隔的中间一半(2.0 / 4.0)（第二和第三四
分位数）。对于 Box-Muller 变换的性能，最小的 parameter 是 2.0。
对于指数分布， parameter 通过在 parameter 上截断快速递减的指数分
布，然后投影到边界之间的整数上来控制分布。确切地说，用
f(x) = exp(-parameter * (x - min) / (max - min + 1)) / (1.0 - exp(-parameter))
然后 min 和 max（包含）之间的值 i 被绘制的概率为：f(x) - f(x + 1)。
直观地，parameter 越大，越接近 min 的值被越频繁的访问，并且接近
max 的值被较低频繁的访问。越接近 0 parameter，访问分布越平坦（更
公平）。分布的粗略近似是，在接近 min 的范围内的最频繁的 1％值被
绘制为 parameter %的频率。parameter 值必须严格为正。
例子：
\setrandom aid 1 :naccounts gaussian 5.0
\sleep number [ us | ms | s ]
脚本执行休眠指定的时间，时间的单位可以是微妙（us）、毫秒（ms）
或者秒（s）。如果单位被忽略，则秒是默认值。number 要么是一个整
数常量，要么是一个引用了具有整数值的变量的:variablename。
例子：
\sleep 10 ms
\setshell varname command [ argument ... ]
将变量 varname 设置为 shell 命令 command 的结果。该命令必须通过
它的标准输出返回一个整数值。
argument 要么是一个文本常量，要么是一个引用了任意类型变量
的:variablename。如果你想要使用以冒号开始的 argument，你需要在
argument 的开头增加一个额外的冒号。
例子：
\setshell

variable_to_be_assigned

literal_argument :variable ::literal_starting_with_colon
\shell command [ argument ... ]
与\setshell 相同，但是结果被忽略。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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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command literal_argument :variable ::literal_starting_with_colon
作为一个例子，内建的类 TPC-B 事务的全部定义是：
\set nbranches :scale
\set ntellers 10 * :scale
\set naccounts 100000 * :scale
\setrandom aid 1 :naccounts
\setrandom bid 1 :nbranches
\setrandom tid 1 :ntellers
\setrandom delta -5000 5000
BEGIN;
UPDATE pgbench_accounts SET abalance = abalance + :delta WHERE aid = :aid;
SELECT abalance FROM pgbench_accounts WHERE aid = :aid;
UPDATE pgbench_tellers SET tbalance = tbalance + :delta WHERE tid = :tid;
UPDATE pgbench_branches SET bbalance = bbalance + :delta WHERE bid = :bid;
INSERT INTO pgbench_history (tid, bid, aid, delta, mtime) VALUES
(:tid, :bid, :aid, :delta, CURRENT_TIMESTAMP);
END;
这个脚本允许该事务的每一次迭代能够引用不同的、被随机选择的行（这个
例子也展示了为什么让每一个客户端会话有其自己的变量很重要 — 否则它们
不会独立地接触不同的行）。
▪ 为每个事务记录日志
使用-l 选项但是不使用--aggregate-interval 时，pgbench 会把每一个事务花费
的时间写入到一个日志文件。该日志文件被命名为 pgbench_log.nnn，其中 nnn 是
pgbench 进程的 PID。如果-j 选项是 2 或更高，会创建多个工作线程，每一个
将有自己的日志文件。第一个工作线程将使用与标准的单一进程情形中相同的名
称作为它的日志文件名。其他工作线程的日志文件将被命名为
pgbench_log.nnn.mmm，其中 mmm 是用于每一个工作线程的序号，序号从 1 开
始。
日志的格式是：
client_id transaction_no time file_no time_epoch time_us [schedule_lag]
其中 time 是以微秒计的总共用掉的事务时间，file_no 标识了要使用哪个脚
本文件（当用-f 指定多个脚本时有用），而 time_epoch/time_us 是一个 Unix 纪
元格式的时间戳以及一个显示事务完成时间的以微秒计的偏移量（适合于创建一
个带有小数秒的 ISO 8601 时间戳）。字段 schedule_lag 是事务的预定开始时间
497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和实际开始时间之间的差，以微秒计。只有使用--rate 选项时它才存在。当--rate
和--latency-limit 同时使用时，一个被跳过的事务的 time 会被报告为 skipped。
这是生成的日志文件中的一部分：
0 199 2241 0 1175850568 995598
0 200 2465 0 1175850568 998079
0 201 2513 0 1175850569 608
0 202 2038 0 1175850569 2663
另 一 个 例 子 使 用 的 是 --rate=100 以 及 --latency-limit=5 （ 注 意 额 外 的
schedule_lag 列）：
0 81 4621 0 1412881037 912698 3005
0 82 6173 0 1412881037 914578 4304
0 83 skipped 0 1412881037 914578 5217
0 83 skipped 0 1412881037 914578 5099
0 83 4722 0 1412881037 916203 3108
0 84 4142 0 1412881037 918023 2333
0 85 2465 0 1412881037 919759 740
在这个例子中，事务 82 迟到了，因为它的延迟（6.173 ms）超过了 5 ms 限
制。接下来的两个事务被跳过，因为它们在开始之前就已经迟到了。
在能够处理大量事务的硬件上运行一次长时间的测试时，日志文件可能变得
非常大。指定--sampling-rate 选项可以只记录事务的一个随机采样。
▪ 聚合的日志记录
通过--aggregate-interval 选项，日志可以使用一种不太一样的格式：
interval_start num_of_transactions latency_sum latency_2_sum min_latency
max_latency [lag_sum lag_2_sum min_lag max_lag [skipped_transactions]]
其 中 interval_start 是 区 间 的 开 始 时 间 （ Unix 纪 元 格 式 时 间 戳 ） ，
num_of_transactions 是在区间内的事务数，latency_sum 是延迟总量（这样你能很
容易地计算平均延迟）。下面的两个字段用于方差估计 - latency_sum 是延迟总
计而 latency_2_sum 是延迟的二次方的总计。再后面两个字段是 min_latency - 区
间中的最小延迟，以及 max_latency - 区间中的最大延迟。一个事务会被计入它
被提交时所在的那个区间。字段 lag_sum、lag_2_sum、min_lag 和 max_lag 只有
使用了 --rate 选项时才存在。最后一个字段 skipped_transactions 只有存在-latency-limit 选项时才存在。它们从每个事务必须等待前一个事务结束所花的时
间（即每个事务的预定开始时间和实际开始时间的差）计算而来。
这里是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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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828501 5601 1542744 483552416 61 2573
1345828503 7884 1979812 565806736 60 1479
1345828505 7208 1979422 567277552 59 1391
1345828507 7685 1980268 569784714 60 1398
1345828509 7073 1979779 573489941 236 1411
注意虽然普通的（未聚合的）日志文件包含自定义脚本文件的引用，但聚合
日志不包含。因此如果你需要每个脚本的数据，需要自行聚合。
▪ 每个语句的延迟
通过-r 选项，pgbench 收集每一个客户端执行的每一个语句花费的事务时间。
然后在基准测试完成后，它会报告这些值的平均值，作为每个语句的延迟。
对于默认脚本，输出看起来会像这样：
starting vacuum...end.
transaction type: TPC-B (sort of)
scaling factor: 1
query mode: simple
number of clients: 10
number of threads: 1
number of transactions per client: 1000
number of transactions actually processed: 10000/10000
tps = 618.764555 (including connections establishing)
tps = 622.977698 (excluding connections establishing)
statement latencies in milliseconds:
0.004386

\set nbranches 1 * :scale

0.001343

\set ntellers 10 * :scale

0.001212

\set naccounts 100000 * :scale

0.001310

\setrandom aid 1 :naccounts

0.001073

\setrandom bid 1 :nbranches

0.001005

\setrandom tid 1 :ntellers

0.001078

\setrandom delta -5000 5000

0.326152

BEGIN;

0.603376

UPDATE pgbench_accounts SET abalance =

abalance + :delta WHERE aid = :aid;
0.454643

SELECT abalance FROM pgbench_accounts

WHERE aid =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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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8491

UPDATE pgbench_tellers SET tbalance = tbalance

+ :delta WHERE tid = :tid;
7.335435

UPDATE pgbench_branches SET bbalance =

bbalance + :delta WHERE bid = :bid;
0.371851

INSERT INTO pgbench_history (tid, bid, aid, delta,

mtime) VALUES (:tid, :bid, :aid, :delta, CURRENT_TIMESTAMP);
1.212976

END;

如果指定了多个脚本文件，会为每一个脚本文件单独报告平均值。
注意为每个语句的延迟计算收集额外的时间信息会增加一些负荷。这将拖慢
平均执行速度并且降低计算出的 TPS。降低的总量主要依赖于平台和硬件。对比
启用和不启用延迟报告得出的平均 TPS 值是评估时间开销是否明显的好方法。
▪ 良好的做法
使用 pgbench 非常容易产生完全没有意义的数字。这里有一些指导可以帮你
得到有用的结果。
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相信任何只运行了几秒的测试。使用-t 或-T 选项让运
行持续至少几分钟，这样可以用平均值去掉噪声。在一些情况中，你可能需要数
小时来得到能重现的数字。多运行几次测试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可以看看你的数
字是不是可以重现。
对于默认的类 TPC-B 测试场景，初始化的比例因子（-s）应该至少和你想
要测试的最大客户端数量一样大（-c），否则你将主要在度量更新争夺。在
pgbench_branches 表中只有-s 行，并且每个事务都想更新其中之一，因此-c 值超
过-s 无疑会导致大量事务被阻塞来等待其他事务。
默认的测试场景也对表被初始化了多久非常敏感：表中死行和死空间的累积
会改变结果。要更好地了解结果，你必须跟踪更新的总数以及何时发生清理。如
果开启了自动清理，它可能会导致无法预测的性能变化。
pgbench 的一个限制是在尝试测试大量客户端会话时，它自身可能成为瓶颈。
这可以通过在数据库服务器之外的一台机器上运行 pgbench 来缓解，不过必须是
具有低网络延迟的机器。甚至可以在多个客户端机器上针对同一个数据库服务器
并发地运行多个 pgbench 实例。

11.11
▪

pg_config

语法
pg_config [option...]

▪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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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config 工具打印当前安装的 Highgo DB 配置参数。它可以用于那些希望
与 Highgo DB 相连接的软件包，这样可以通过它找到相对应的头文件和库。
▪

选项
要使用 pg_config，提供一个或多个下列选项：
--bindir
打印用户可执行文件的位置。比如，可以用这个找 psql 程序。通常这也
是 pg_config 程序所在的位置。
--docdir
打印文档文件的位置。
--htmldir
打印 HTML 文档文件的位置。
--includedir
打印客户端接口的 C 头文件的位置。
--pkgincludedir
打印其它 C 头文件的位置。
--includedir-server
打印用于服务器编程的 C 头文件的位置。
--libdir
打印对象代码库的位置。
--pkglibdir
打印动态加载模块的位置，或者服务器可能搜索他们的位置。其它依赖
于架构的数据文件可能也放在这个目录里。
--localedir
打印区域支持文件的位置。如果在编译 Highgo DB 的时候没有配置区
域支持，那么这个就是空字符串。
--mandir
打印手册页的位置。
--sharedir
打印不依赖于架构的支持文件的位置。
--sysconfdir
打印系统范围的配置文件位置。
--pgxs
打印扩展 makefiles 文件的位置。
--con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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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配置和编译 Highgo DB 时给 configure 脚本传递的选项，这可以用
来重新得到相同的配置，或者找出二进制包是用哪些选项编译的。不过
请注意二进制包通常包含供应商提供的补丁。参见下面的例子。
--cc
打印用于编译 Highgo DB 的 CC 变量值。这个选项显示使用的 C 编译
器。
--cppflags
打印用于编译 Highgo DB 的 CPPFLAGS 变量值。这个选项显示在预处
理的时候所需要的 C 编译器开关(通常是-I 开关)。
--cflags
打印编译 Highgo DB 时使用的 CFLAGS 变量值。这个选项显示 C 编译
器开关。
--cflags_sl
打印编译 Highgo DB 时使用的 CFLAGS_SL 变量值。这个选项显示了
编译共享库的额外的 C 编译器开关。
--ldflags
打印编译 Highgo DB 时使用的 LDFLAGS 变量值。它显示了链接器的
开关。
--ldflags_ex
打印用于创建 Highgo DB 的 LDFLAGS_EX 变量值。这显示仅用于编译
可执行文件的链接器开关。
--ldflags_sl
打印编译 Highgo DB 时使用的 LDFLAGS_SL 变量值。它显示仅用于编
译共享库的链接器的开关。
--libs
打印编译 Highgo DB 时使用的 LIBS 变量值。其内容通常包含连接到
Highgo DB 的外部库的-l 开关。
--version
打印 Highgo DB 的版本。
-?
--help
显示有关 pg_config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如果给出多个选项，将按照选项顺序打印信息，每行一项。如果没有给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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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则打印所有可用信息，并带有标签。
▪

例子
要重现当前 Highgo DB 安装的的编译配置，运行下面的命令：
eval ./configure `pg_config --configure`
pg_config --configure 的输出包含 shell 的单引号，这样带空格的参数就可以
正确表示出来。因此，为了得到正确的结果需要使用 eval。

11.12
▪

pg_dump

语法
pg_dump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dbname]

▪

描述
pg_dump 是一个用于备份 Highgo DB 数据库的工具。它甚至可以在数据库
正在使用的时候进行完整一致的备份。pg_dump 并不阻塞其它用户对数据库
的访问(读或者写)。
pg_dump 只转储单个数据库。要备份一个集簇中所有数据库通用的全局对象
（例如角色和表空间），应使用 pg_dumpall。
转储格式可以是一个脚本或者归档文件。脚本转储的格式是纯文本，它包含
许多 SQL 命令，这些 SQL 命令可以用于重建该数据库并将之恢复到保存成
脚本的时候的状态。使用 psql 命令从这样的脚本中恢复。这些脚本文件甚
至可以用于在其它机器和其他架构上重建该数据库，通过对脚本进行一些修
改，甚至可以在其它 SQL 数据库产品上重建该数据库。
另一种归档文件格式必须和 pg_restore 一起使用来重建数据库。它们允许
pg_restore 对要进行恢复的东西进行选择，或者甚至是在恢复之前对需要恢
复的条目进行重新排序。归档文件格式在架构之间可移植。
当使用归档文件格式之一并与 pg_restore 组合时，pg_dump 提供了一种灵活
的归档和传输机制。pg_dump 可以用于备份整个数据库，然后就可以使用
pg_restore 检查这个归档和/或选择要恢复的数据库哪些部分。最灵活的输出
文件格式是"custom"(自定义)格式(-Fc) 和"directory"（目录）格式（-Fd）。
它允许对所有已归档项进行选择和重新排列，支持并行恢复，并且缺省时是
压缩的。"目录"格式是唯一一种支持并行转储的格式。
在运行 pg_dump 的时候，应该检查输出中是否有警告信息 (打印在标准错
误上)，特别是下面列出的限制。

▪

选项
下面的命令行选项控制输出的内容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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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name
将要转储的数据库名。如果没有声明这个参数，那么使用环境变量
PGDATABASE。如果环境变量也没声明，那么使用发起连接的用户名。
-a
--data-only
只转储数据，不转储模式(数据定义)。表数据、大对象和序列值都会被
转储。
这个选项类似于指定--section=data。
-b
--blobs
在转储中包含大对象。除非指定了--schema,--table,--schema-only 开关，
否则这是默认行为。因此-b 开关仅用于将大对象添加到请求特定 schema
或 table 的转储中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大对象被认为是数据，因此
当指定--data-only 选项时，大对象也会被包括到转储中，但是当指定-schema-only 时不被包括在内。
-B
--no-blobs

排除转储中的大对象。
当给定-b 和-B 时，行为是当数据被转储时输出大对象， 请参阅-b 文档。
-c
--clean
在输出创建数据库对象的命令之前先输出清理(drop)它们的命令。（若
指定该选项时未指定--if-exists，当目标数据库中不存在这些对象时，恢
复可能会产生一些无害的错误消息）。
这个选项只对纯文本格式有意义。对于归档格式，可以在调用 pg_restore
时声明该选项。
-C
--create
以一条创建该数据库本身并且重新连接到这个数据库的命令开头进行
输出。如果是这种形式的脚本，那么你在运行脚本之前和哪个数据库连
接就不重要了。如果也指定了--clean，脚本会在重新连接到目标数据库
之前先删除它然后再重建。
这个选项只对纯文本格式有意义。对于归档格式，可以在调用 pg_restore
时声明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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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ncoding
--encoding=encoding
以指定的字符集编码创建转储。缺省时，转储是按照数据库编码创建的。
另外一个可以获得同样结果的方法是将 PGCLIENTENCODING 环境变
量设置为期望的转储编码。
-f file
--file=file
将输出发送到指定的文件。对于基于文件的输出格式这个参数可以被忽
略，在这种情况下将使用标准输出。不过对于目录输出格式必须给定这
个参数，在目录输出格式中指定的是目标目录而不是一个文件。在这种
情况中，该目录会由 pg_dump 创建并且必须是以前不存在的。
-F format
--format=format
选择输出的格式。format 可以是下列之一：
p
plain
输出纯文本 SQL 脚本文件(缺省)。
c
custom
输出一个适合输入到 pg_restore 的自定义格式存档。和目录输出格
式一起，这是最灵活的输出格式，它允许在恢复时手动选择和排序
已归档的项。该格式缺省是压缩的。
d
directory
输出一个适合输入到 pg_restore 的目录格式归档。这将创建一个目
录，其中每个被转储的表和大对象都有一个文件，外加一个所谓的
目录文件，该文件以一种 pg_restore 能读取的机器可读格式描述被
转储的对象。一个目录格式归档能用标准 Unix 工具操纵，例如一
个未压缩归档中的文件可以使用 gzip 工具压缩。这种格式默认情
况下是被压缩的并且也支持并行转储。
t
tar
输出一个适合输入到 pg_restore 的 tar 格式的归档。tar 格式可以兼
容目录格式：抽取一个 tar 格式的归档会产生一个合法的目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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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不过 tar 格式不支持压缩。另外，使用 tar 格式时表数据项的
相对顺序在恢复时不能更改。
-j njobs
--jobs=njobs
通过同时转储 njobs 个表运行并行转储。该选项减少了转储的时间，但
是也增加了数据库服务器的负载。该选项只能与目录输出格式一起使用，
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多个进程同时写入其数据的输出格式。
pg_dump 将 打 开 njobs + 1 个 到 数 据 库 的 连 接 ， 所 以 确 保 你 的
max_connections 设置足够高以容纳所有的连接。
运行并行转储时在数据库对象上请求排他锁会导致转储失败。原因是
pg_dump 主进程在工作进程稍后转储的对象上请求共享锁，这样做是为
了确保在转储运行时没有人删除它们或移走它们。如果另一个客户端接
着在一个表上请求一个排他锁，该锁将不被授予，但是将会排队等候主
进程的共享锁释放。因此，任意其他访问表的请求也将不被授予，并且
会在排他锁请求后排队。这其中包含尝试转储这个表的工作进程。如果
没有防范措施这将是一个经典的死锁情况。要检测这种冲突， pg_dump
工作进程使用 NOWAIT 选项请求另外一个共享锁。如果没有授予工作
进程这个共享锁，那么肯定是另外一个人在此期间请求了一个排他锁，
并且没有办法继续进行转储了，所以 pg_dump 只能退出转储。
对于一个一致的备份，数据库服务器需要支持同步的快照。有了这个特
性，数据库客户端可以保证他们看到相同的数据集，即使它们使用不同
的连接。pg_dump -j 使用多个数据库连接；它用主进程连接到数据库一
次，然后为每个 worker 工作再次连接。如果没有同步快照特性，在每
个连接中不同的 worker 工作将不能保证看到相同的数据，这将导致一
个不一致的备份。
-n schema
--schema=schema
只转储匹配 schema 的模式内容，包括模式本身以及其中包含的所有对
象。如果没有声明这个选项，目标数据库中的所有非系统模式都会被转
储。可以使用多个-n 选项选择多个模式。此外，schema 参数的取值与
psql 的\d 命令使用的模式（pattern）规则相同（详见 psql 中的 pattern），
这样可以通过在 pattern 中书写通配字符来选择多个模式。在使用通配
符的时候，如果不想让 shell 展开通配符需要将该 pattern 用引号引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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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指定了-n，那么 pg_dump 将不会转储所选模式所依赖的
其他数据库对象。因此，无法保证转储出来的内容一定能够在另一
个干净的数据库中恢复成功。
注意: 非模式对象(比如大对象)不会在指定-n 的时候被转储。你可
以使用 --blobs 明确要求转储大对象。
-N schema
--exclude-schema=schema
不转储匹配 schema 的任何模式。pattern 与上文-n 所述的规则相同。可
以指定多个-N 以排除多种匹配的模式。
如果同时指定了-n 和-N，那么将只转储匹配至少一个-n 但不匹配-N 的
模式。如果出现-N 但是不出现-n，那么匹配-N 的模式会被从一个正常
转储中排除。
-o
--oids
转储对象标识符（OID）作为每个表数据的一部分。如果你的应用以某
种方式引用 OID 列（例如在一个外键约束中），应使用这个选项。否
则，不应该使用这个选项。
-O
--no-owner
不要输出命令来设置对象的所有权以匹配原始数据库。pg_dump 默认发
出 ALTER OWNER 或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语句以设置创
建的数据库对象的所有权。如果这些脚本将来不是被超级用户(或者拥
有脚本中全部对象的相同用户)运行的话将会失败。要让该脚本可以被
任何用户恢复并且将脚本中对象的所有权赋予该用户，使用-O 选项。
这个选项只对纯文本格式有意义。对于归档格式，在调用 pg_restore 时
可以声明该选项。
-R
--no-reconnect
这个选项已经过时，但是出于向后兼容的考虑，仍然接受这个选项。
-s
--schema-only
只转储对象定义(模式)，不转储数据。
这个选项与--data-only 相反。类似于（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不等于）声明 -section=pre-data --section=pos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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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与--schema 选项混淆，--schema 在"schema"的使用上有不同的含义。
为数据库排除表数据，参阅--exclude-table-data。
-S username
--superuser=username
指定关闭触发器时需要用到的超级用户名。它只有使用了--disabletriggers 的时候才有影响。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输入这个参数，而是用
超级用户启动生成的脚本。
-t table
--table=table
只转储匹配 table 的表（或视图、序列、外部表）。可以使用多个-t 选
项选择多个表。同样，table 参数的取值与 psql 的\d 命令使用的 pattern
规则相同，这样可以通过在该模式中书写通配字符来选择多个表。在使
用通配符的时候，如果不希望 shell 展开通配符需要将该 pattern 用引
号引起来。
使用了-t 之后，-n 和-N 选项就失效了。因为被-t 选中的表将被转储而无
视-n 和-N 选项，同时除了表之外的其他对象不会被转储。
注意: 如果指定了-t，那么 pg_dump 将不会转储任何选中的表所依赖
的其它数据库对象。因此，无法保证转储出来的表能在一个干净的数
据库中成功恢复。
-T table
--exclude-table=table
不要转储任何匹配 table 模式的表。模式匹配规则与-t 完全相同。可以
指定多个-T 以排除多种匹配的表。
如果同时指定了-t 和-T，那么将只转储至少匹配一个-t 但不匹配 -T 的
表。如果出现-T 但是不出现-t，那么匹配-T 的表会被从一个正常转储中
排除。
-v
--verbose
指定冗余模式。这将导致 pg_dump 向标准错误输出详细的对象注释以
及转储文件的启停时间和进度信息。
-V
--version
输出 pg_dump 版本并退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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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rivileges
--no-acl
禁止转储访问权限(grant/revoke 命令)
-Z 0..9
--compress=0..9
指定要使用的压缩级别。0 表示不压缩。对于自定义归档格式，这会指
定单个表数据段的压缩，并且默认是进行中等级别压缩。对于纯文本输
出，设置一个非零的压缩级别会导致整个输出文件被压缩，就好像它被
gzip 处理过一样；但默认是不压缩。tar 归档格式目前完全不支持压缩。
--binary-upgrade
这个选项用于就地升级工具。不建议也不支持将其用于其他目的。该选
项的行为可能会在将来的版本中有所改变，而不另行通知。
--column-inserts
--attribute-inserts
将数据转储为带有显式列名的 INSERT 命令（ INSERT INTO table
(column, ...) VALUES ...）。这将使得恢复过程非常慢，这主要用于使转
储能够被载入到非 HighGo DB 数据库中。不过，由于这个选项为每一
行都产生一个单独的命令，重载一行时的一个错误只会导致那一行被丢
失而不是整个表内容丢失。
--disable-dollar-quoting
这个选项禁止使用美元符引用函数体，并且强制使用 SQL 标准字符串
语法引用它们。
--disable-triggers
只有在创建一个仅数据的转储时，这个选项才相关。它指示 pg_dump 包
括数据重载时能够临时禁用目标表上的触发器的命令。如果在表上有参
照完整性检查或其他触发器，并且你在数据重载期间不想调用它们，请
使用这个选项。
当前，为--disable-triggers 发出的命令必须作为超级用户来执行。因此，
你还应当使用-S 指定一个超级用户名，或者最好是用一个超级用户的
身份启动结果脚本。
这个选项只对纯文本格式有意义。对于归档格式，可以在调用 pg_restore
时指定这个选项。
--enable-row-security
只有在转储具有行安全性的表的内容时，这个选项才相关。默认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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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dump 将把 row_security 设置为 off 来确保从该表中转储出所有的
数据。如果用户不具有足够能绕过行安全性的特权，那么会抛出一个错
误。这个参数指示 pg_dump 将 row_security 设置为 on，允许用户只转
储该表中它们能够访问到的部分内容。
--exclude-table-data=table
不转储匹配 table 模式的任何表中的数据。pattern 的规则与-t 相同。可
通过指定多个--exclude-table-data 来排除多个表中的数据。当你需要一
个特定表的定义（即使不想要其中的数据）时，该选项是有用的。
要排除数据库中所有表的数据，见--schema-only。
--if-exists
当清理数据库对象时使用条件命令（即增加一个 IF EXISTS 子句）。只
有同时指定了--clean 时，这个选项才有效。
--inserts
将数据转储为 INSERT 命令(而不是 COPY)。这将使恢复非常缓慢；主
要用于使转储可以加载到非 Highgo DB 数据库中。然而，因为该选项为
每一行生成一个单独的命令，重载一行时的错误仅导致那一行丢失而不
是全部表内容。请注意如果已重新安排了列顺序，恢复可能会完全失败。
--column-inserts 选项对于列顺序变化而言是安全的，但是会更慢。
--lock-wait-timeout=timeout
在开始转储时从不等待共享表锁的获得。如果不能在指定的 timeout 时
间内锁住一个表则失败。超时时长可以用 SET statement_timeout 能够接
受的任何格式指定。
--no-security-labels
不转储安全标签。
--no-publications
不转储发布。
--no-subscriptions
不转储订阅。
--no-sync
默认情况下，pg_dump 将等待所有文件安全写入磁盘。 这个选项会
导致 pg_dump 无需等待而返回，这更快， 但意味着后续的操作系统崩溃可
能会导致转储损坏。通常， 此选项对于测试非常有用，但在从生产安装中
转储数据时不应使用此选项。
--no-synchronized-snapsh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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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选项允许在以前的服务器上运行 pg_dump -j，详见-j 参数的文档。
--no-tablespaces
不输出选择表空间的命令。通过这个选项，在恢复期间所有的对象都会
被创建在默认的表空间中。
这个选项只对纯文本格式有意义。对于归档格式，可以在调用 pg_restore
时声明这个选项。
--no-unlogged-table-data
不转储 unlogged 表的内容。这个选项对于表定义（模式）是否被转储没
有影响，它只会限制转储表数据。当从一个后备服务器转储时，在
unlogged 表中的数据总是会被排除。
--quote-all-identifiers
强制引用所有标识符。当为了迁移到一个可能会引入额外关键词的未来
版本进行转储时，这个选项很有用。
--section=sectionname
只转储命名的部分。sectionname 可以是 pre-data、data 或 post-data。这
个选项可以被指定多次来选择多个节。默认是转储所有节。
data 部分包含实际的表数据、大对象内容和序列值。post-data 包括索引、
触发器、规则和除了验证检查约束之外的约束的定义。pre-data 包括所
有其他数据定义项。
--serializable-deferrable
为转储使用一个可序列化事务，以保证所使用的快照与后来的数据库状
态一致。但是这样做是在事务流中等待一个点，在该点上不能存在异常，
这样就不会有转储失败或者导致其他事务带着 serialization_failure 回滚
的风险。
对于一个只为灾难恢复存在的转储，这个选项没什么益处。如果一个转
储被用来在原始数据库持续被更新期间载入一份用于报表或其他只读
负载的数据库拷贝时，这个选项就有所帮助。如果没有这个选项，转储
可能会反映一个与最终提交事务的任何执行序列都不一致的状态。例如，
如果使用了批处理技术，一个批处理在转储中可以显示为关闭，而其中
的所有项都不出现。
如果 pg_dump 被启动时没有读写事务在活动，则这个选项没有什么影
响。如果有读写事务在活动，该转储的启动可能会被延迟一段不确定的
时间。一旦开始运行，有没有这个选项的性能都是相同的。
--snapshot=snapsho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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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一个数据库的转储时使用指定的同步快照。
在需要把转储和一个逻辑复制槽或者一个并发会话同步时可以用上这
个选项。
在并行转储的情况下，将使用这个选项指定的快照名而不是取一个新快
照。
--strict-names
要求每一个模式（-n/--schema）以及表（-t/--table）限定词匹配备份文件
中至少一个模式/表。
--use-set-session-authorization
输出 SQL 标准的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命令而不是 ALTER
OWNER 命令来确定对象的所属关系。这样令转储更加符合标准，但是
如果转储文件中的对象的历史有些问题，那么可能不能正确恢复。并且，
使用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的转储需要数据库超级用户的权
限才能正确恢复，而 ALTER OWNER 需要的权限则低得多。
-?
--help
显示关于 pg_dump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下面的命令行选项控制数据库的连接参数。
-d dbname
--dbname=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的数据库名。这等效于指定 dbname 为命令行上的第一个
非选项参数。
如果这个参数包含一个=符号或者以一个合法的 URI 前缀（highgo://）
开始，它将被视作一个 conninfo 字符串。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数值以斜杠开头，则被用作 Unix 域套
接字的路径。缺省从 PGHOST 环境变量中获取(如果设置了的话)，否
则，尝试一次 Unix 域套接字连接。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的扩展。
缺省使用 PGPORT 环境变量(如果设置了的话)，否则，使用编译时的缺
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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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连接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不能通过其他方
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口令，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这个选项对于
没有用户来输入口令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
-W
--password
强制 pg_dump 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该选项从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pg_dump 会自动
提示要求一个口令。然而，pg_dump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
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role=rolename
指定一个用于创建转储的角色名。该选项会导致 pg_dump 在连接到数
据库之后发出一个 SET ROLE rolename 命令。当已认证的用户(通过-U
指定的)缺少 pg_dump 需要的权限，但是可以切换到一个具有所需权限
的角色时，该选项是有效的。有一些安装有阻止直接作为超级用户登录
的策略，使用该选项允许在不违法策略的情况下转储。
▪

环境
PGDATABASE
PGHOST
PGOPTIONS
PGPORT
PGUSER
默认连接参数。
和大多数其他 Highgo DB 实用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境
变量。

▪

诊断
pg_dump 在内部执行 SELECT 语句。如果您在运行 pg_dump 时出现问题，
确保您可以从正在使用的数据库中选择信息，例如：psql。此外，任何 libpq
前端库使用的缺省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都将适用于此。
pg_dump 的数据库活动通常由统计数据收集器收集。如果不想这样，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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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PGOPTIONS 或者 ALTER USER 命令将 track_counts 设置为 false。
▪

注意
如果你的数据库给 template1 数据库增加了任何你自己的东西，那么请注意
将 pg_dump 的输出恢复到一个真正的空数据库中；否则你可能会收到因为
重复定义所追加的对象而造成的错误信息。要创建一个没有任何本地添加的
空数据库，可以从 template0 而不是 template1 拷贝，比如：
CREATE DATABASE foo WITH TEMPLATE template0;
在进行纯数据转储并且使用了选项--disable-triggers 时，pg_dump 发出一些
查询先关闭用户表上的触发器，然后插入数据，插入完成后再打开触发器。
如果恢复动作中途停止，那么系统表可能就会处于一种错误状态。
pg_dump 产生的转储文件不包括优化器用于查询计划决策的统计数据。所
以，从一个转储文件中恢复数据后运行 ANALYZE 来确保最佳性能是明智
的；转储文件也不包括任何 ALTER DATABASE ... SET 命令；这些设置和
数据库用户以及其他安装设置可以通过 pg_dumpall 转储。

▪

示例
将 mydb 数据库转储到一个 SQL 脚本文件：
$ pg_dump mydb > db.sql
将上述脚本导入一个(新建的)数据库 newdb：
$ psql -d newdb -f db.sql
将数据库转储为自定义格式的归档文件：
$ pg_dump -Fc mydb > db.dump
要数据库转储为目录格式的归档：
$ pg_dump -Fd mydb -f dumpdir
要用 5 个并行的工作者任务转储一个数据库到一个目录格式的归档：
$ pg_dump -Fd mydb -j 5 -f dumpdir
将归档文件导入一个(新建的)数据库 newdb：
$ pg_restore -d newdb db.dump
转储一个名为 mytab 的表：
$ pg_dump -t mytab mydb > db.sql
转储 detroit 模式中所有名称以 emp 开头的表，但是不包括 employee_log 表：
$ pg_dump -t 'detroit.emp*' -T detroit.employee_log mydb > db.sql
转储所有名称以 east 或 west 开头并以 gsm 结尾的模式，但是不包括名字中
含有 test 的模式：
$ pg_dump -n 'east*gsm' -n 'west*gsm' -N '*test*' mydb > db.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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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不过这一次使用正则表达式的方法：
$ pg_dump -n '(east|west)*gsm' -N '*test*' mydb > db.sql
转储所有数据库对象，但是不包括名字以 ts_开头的表：
$ pg_dump -T 'ts_*' mydb > db.sql
在-t 和相关开关中指定大写形式或大小写混合形式的名字必须用双引号界
定，否则将被自动转换为小写。但是因为双引号在 shell 中有特殊含义，所
以必须再次引用。这样一来，要转储一个大小写混合的表名，你就需要像下
面这样：
$ pg_dump -t "\"MixedCaseName\"" mydb > mytab.sql

pg_dumpall

11.13
▪

语法
pg_dumpall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

描述
pg_dumpall 可以转储一个数据库集群里的所有数据库到一个脚本文件。该脚
本文件包含可以用于作为 psql 输入的 SQL 命令，从而恢复数据库。它通过
对数据库集群里的每个数据库调用 pg_dump 实现这个功能。pg_dumpall 还
转储出所有数据库公用的全局对象。而 pg_dump 并不保存这些对象。这些
信息包括数据库用户和组，表空间以及适用于整个数据库访问权限的属性。
因为 pg_dumpall 从所有数据库中读取表，所以你很可能需要以数据库超级
用户的身份连接，以便生成完整的转储。同样，你也需要超级用户的权限执
行保存下来的脚本，这样才能增加用户和组，以及创建数据库。
SQL 脚本将写出到标准输出。使用[-f|file]选项或者 shell 操作符可以把它重
定向到一个文件。
pg_dumpall 需要和 Highgo DB 服务器连接多次(每个数据库一次)。如果你
使用口令认证，可能每次都会询问口令。这种情况下写一个~/.pgpass 可能会
比较方便。

▪

选项
下列命令行选项用于控制输出的内容和格式。
-a
--data-only
只转储数据，不转储模式(数据定义)。
-c
--clean
515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包含那些在重建之前清理(drop)数据库对象的 SQL 命令。对角色和表空
间的 DROP 命令也会添加进来。
-f filename
--file=filename
发送输出到指定的文件中。如果省略，使用标准输出。
-g
--globals-only
只转储全局对象(角色和表空间)，而不转储数据库。
-o
--oids
将对象标识符（OID）作为每个表的数据的一部分转储。如果你的应用
需要 OID 字段的话(比如在外键约束中用到)，那么使用这个选项。否则，
不应该使用这个选项。
-O
--no-owner
不输出用于设置对象所有权以符合原始数据库的命令。pg_dumpall 默认
发出 ALTER OWNER 或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语句来设置
创建的模式元素的所有权。如果这些脚本将来不是被超级用户(或者拥
有脚本中全部对象的用户)运行的话将会失败。要让该脚本可以被任意
用户恢复并且将脚本中对象的所有权赋予该用户，使用-O 选项。
-r
--roles-only
只转储角色，不转储数据库和表空间。
-s
--schema-only
只转储对象定义（模式），不转储数据。
-S username
--superuser=username
指定禁用触发器时需要使用的超级用户名。只有使用--disable-triggers 时，
这个选项才相关（通常，最好省去这个选项，而作为超级用户来启动生
成的脚本）。
-t
--tablespaces-only
只转储表空间，不转储数据库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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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erbose
指定冗余模式。这将导致 pg_dumpall 向标准错误输出转储文件的开始/
停止时间和进度信息还有进度消息。它将同时启用 pg_dump 的冗余输
出。
-V
--version
打印 pg_dumpall 的版本并退出。
-x
--no-privileges
--no-acl
防止转储访问权限（grant/revoke 命令）。
--binary-upgrade
这个选项用于就地升级功能。我们不推荐也不支持把它用于其他目的。
这个选项在未来的发行中可能被改变而不做通知。
--column-inserts
--attribute-inserts
将 数 据 转 储 为 带 有 显 式 列 名 的 INSERT 命 令 （ INSERT
INTO table(column, ...) VALUES ...）。这将使得恢复过程非常慢，这主
要用于使转储能够被载入到非 HighGo DB 数据库中。
--disable-dollar-quoting
这个选项关闭使用美元符引用函数体，并且强制使用 SQL 标准字符串
语法引用它们。
--disable-triggers
只有在创建一个只转储数据的转储时，这个选项才相关。它指示
pg_dumpall 包括数据被重新载入时能够临时禁用目标表上的触发器的
命令。如果你在表上有参照完整性检查或其他触发器，并且你在数据重
新载入期间不想调用它们，请使用这个选项。
当前，为--disable-triggers 发出的命令必须作为超级用户来执行。因此，
你还应当使用-S 指定一个超级用户名，或者最好是作为一个超级用户
启动结果脚本。
--if-exists
使用条件命令（即增加一个 IF EXISTS 子句）来清除数据库和其他对
象。只有同时指定了--clean 时，这个选项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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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s
将数据转储为 INSERT 命令（而不是 COPY）。这将使得恢复非常慢，
这主要用于使转储能够被载入到非 HighGo DB 数据库中。注意如果你
已经重新安排了列序，该恢复可能会完全失败。--column-inserts 选项对
于列序改变是安全的，但是会更慢。
--lock-wait-timeout=timeout
在开始转储时从不等待共享表锁的获得。而是在指定的 timeout 内不能
锁住一个表时失败。超时时长可以用 SET statement_timeout 能够接受的
任何格式指定。
--no-security-labels
不转储安全标签。
--no-tablespaces
不要输出为对象创建表空间或选择表空间的命令。使用这个选项，所有
对象在恢复期间将在默认表空间下创建。
--no-unlogged-table-data
不转储 unlogged 表的内容。这个选项对于表定义（模式）是否被转储没
有影响，它只会限制转储表数据。
--quote-all-identifiers
强制引用所有标识符。当为了迁移到一个可能会引入额外关键词的未来
版本进行转储时，这个选项很有用。
--use-set-session-authorization
输出 SQL 标准的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命令而不是 ALTER
OWNER 命令来确定对象所有权。这样令转储更加符合标准，但是如果
转储文件中的对象的历史有些问题，那么可能不能正确恢复。
--no-sync
默认情况下，pg_dumpall 将等待所有文件安全写入磁盘。 这个选项会
导致 pg_dumpall 无需等待而返回，这更快， 但意味着后续的操作系统
崩溃可能会导致转储损坏。通常，此选项对于测试非常有用， 但在从
生产安装中转储数据时不应使用此选项。
--no-subscriptions
不转储订阅
--no-publications
不转储发布。
--no-role-pass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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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为角色转储密码。恢复时，角色将具有空密码，并且在设置密码之
前密码验证将始终失败。 由于指定此选项时不需要密码值，因此将从
目录视图 pg_roles 中读取角色信息，而不是从 pg_authid 中读取角色信
息。 因此，如果访问 pg_authid 受到某些安全策略的限制， 该选项也
会有所帮助
-?
--help
显示关于 pg_dumpall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下面的命令行选项控制数据库的连接参数：
-d connstr
--dbname=connstr
以一个连接字符串的形式，指定用来连接到服务器的参数。
这个选项被称为--dbname 是为了和其他客户端应用一致，但是因为
pg_dumpall 需要连接多个数据库，所以连接字符串中的数据库名将被忽
略。使用-l 选项指定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被用来转储全局对象并且发
现需要转储哪些其他数据库。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数值以斜杠开头，则被用作 Unix 域套
接字的路径。缺省从 PGHOST 环境变量中获取(如果设置了的话)，否
则，尝试一次 Unix 域套接字连接。
-l dbname
--database=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哪个数据库转储全局对象以及发现要转储哪些其他数据
库。若未指定，将会使用 highgo 数据库，如果 highgo 不存在，就使用
template1。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的扩展。
缺省使用 PGPORT 环境变量(如果设置了的话)，否则，使用编译时的缺
省值。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连接的数据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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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口令是不能通过
其他方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的，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这个选项
对于没有用户来输入口令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有用。
-W
--password
强制 pg_dumpall 在连接到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该选项从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pg_dumpall 会自
动提示要求一个口令。然而，pg_dumpall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
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请注意对于每个要转储的数据库，口令提示都会再次出现。通常，最好
设置一个~/.pgpass 文件而不是依靠手动输入口令。
--role=rolename
指定一个用于创建转储的角色名。该选项会导致 pg_dumpall 在连接到
数据库之后发出一个 SET ROLE rolename 命令。当已认证的用户(通过
-U 指定的)缺少 pg_dumpall 需要的权限，但是可以切换到一个具有所需
权限的角色时，该选项是有效的。有一些安装有阻止直接作为超级用户
登录的策略，并且使用该选项允许在不违法策略的情况下转储。
▪

环境
PGHOST
PGOPTIONS
PGPORT
PGUSER
缺省连接参数。
和大多数其他 Highgo DB 实用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
境变量。

▪

注意
因为 pg_dumpall 在内部调用 pg_dump，所以一些诊断信息可以参考 pg_dump。
恢复完之后，建议在每个数据库上运行 ANALYZE。这样优化器就可以得到
有用的统计。你也可以用 vacuumdb -a -z 清理所有数据库。
pg_dumpall 要求所有需要的表空间目录在进行恢复之前就必须存在；否则，
在非默认位置创建数据库将会失败。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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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储所有数据库:
$ pg_dumpall > db.out
从这个文件里重载数据库，你可以用：
$ psql -f db.out highgo
（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连接到哪个数据库无关紧要，因为 pg_dumpall 创建
的脚本将会包含合适的命令创建和连接到被保存的数据库。）

pg_isready

11.14
▪

语法
pg_isready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

描述
pg_isready 是检查数据库服务器连接状态的一个实用工具。其退出状态指定
了连接检查的结果。

▪

选项
-d dbname
--dbname=dbname
声明要连接的数据库名。
如果该参数包含一个=号或者以一个有效的 URI 前缀(highgo://)开头，那
么将它看做一个 conninfo 字符串。
-h hostname
--host=hostname
声明正在运行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以一个斜线开头，那么用作 Unix
域套接字的目录。
-p port
--port=port
声明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缺省是 PGPORT 环境变量的值，或者，如果没有设置，是在编译时指定
的端口，通常是 5866。
-q
--quiet
不显示状态信息。这在脚本编写时很有用。
-t seconds
--timeout=seconds
在返回服务器没有响应之前尝试连接等待的最大秒数。设置为 0 禁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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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缺省是 3 秒。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作为用户 username 而不是缺省用户连接到数据库。
-V
--version
输出 pg_isready 的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关于 pg_isready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然后退出。
▪

退出状态
如果服务器正常接受连接，那么 pg_isready 返回 0 到 shell；如果服务器
拒绝连接（例如在启动期间），那么返回 1；如果连接尝试没有响应，
那么返回 2；如果没有做任何尝试 （例如由于无效的参数）则返回 3。

▪

环境
pg_isready 像大多数其他工具一样，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境变量。

▪

注意
没有必要提供正确的用户名、密码或数据库名来获取服务器状态；不过，
如果提供了不正确的值，那么服务器将记录一个失败的连接尝试。

▪

例子
标准用法：
$ pg_isready
/tmp:5866 - accepting connections
$ echo $?
0
使用连接参数运行到一个正在启动的集群：
$ pg_isready -h localhost -p 5433
localhost:5433 - rejecting connections
$ echo $?
1
使用连接参数运行到一个无响应的集群：
$ pg_isready -h someremotehost
someremotehost:5866 - no response
$ echo $?
522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2

11.15

pg_receivewal

pg_receivewal — 以流的方式从一个 PostgreSQL 服务器得到预写日志
大纲
pg_receivewal [option...]
描述
pg_receivewal 被用来从一个运行着的 PostgreSQL 集簇以流的方式得到
预写日志。预写日志会被使用流复制协议以流的方式传送，并且被写入到文件的
一个本地目录。这个目录可以被用作归档位置来做一次使用时间点恢复的恢复
（见第 25.3 节）。当预写日志在服务器上被产生时，pg_receivewal 实时以流的
方式传输预写日志，并且不像 archive_directory 那样等待段完成。由于这个原因，
在使用 pg_receivewal 时不必设置 archive_timeout。与 PostgreSQL 后备服务器上
的 WAL 接收进程不同， pg_receivewal 默认只在一个 WAL 文件被关闭时 才
刷入 WAL 数据。要实时刷入 WAL 数据，必须指定选项 --synchronous。
预写日志在一个常规 PostgreSQL 连接上被以流式传送，并且使用复制协议。连
接必须由一个超级用户或一个具有 REPLICATION 权限（见第 21.2 节）的用户
建立，并且 pg_hba.conf 必须允许复制连接。服务器也必须被配置一个足够高的
max_wal_senders 来至少留出一个可用会话
给流。如果该连接丢失，或者它一开始就由于一个非致命错误而没有被建立，
pg_receivewal 将无限期地重试连接并且尽可能重新建立流。为了避免这种行为，
使用-n 参数。
选项
-D directory
--directory=directory
要把输出写到哪个目录。这个参数是必需的。
--if-not-exists
当指定--create-slot 并且具有指定名称 的槽已经存在时不要抛出错误。
-n
--no-loop
不要在连接错误上循环。相反，碰到一个错误时立刻退出。
-s interval
--status-interval=interval
指定发送回服务器的状态包之间的秒数。这允许我们更容易地监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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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进度。 一个零值完全禁用这种周期性的状态更新，不过当服务器需要时还
是会有一个更新 会被发送来避免超时导致的断开连接。默认值是 10 秒。
-S slotname
--slot=slotname
要求 pg_receivewal 使用一个已有的复制槽（见 第 26.2.6 节）。在使用
这个选项时，pg_receivewal 将会报告给服务器一个刷写位置，指示每一个 段是
何时被同步到磁盘的，这样服务器可以在不需要该段时移除它。当 pg_receivewal
的复制客户端在服务器 上被配置为一个同步后备时，那么使用一个复制槽将会
向服务器报告刷写 位置，但只在一个 WAL 文件被关闭时报告。因此，该配置
将导致主服务 器上的事务等待很长的时间并且无法令人满意地工作。要让这种
配置工作 正确，还必须制定选项--synchronous（见下文）。
--synchronous
在 WAL 数据被收到后立即刷入到磁盘。还要在刷写后立即向服务器回
送 一个状态包（不考虑--status-interval）。如果 pg_receivewal 的复制客户端在服
务器 上被配置为一个同步后备，应该指定这个选项来确保向服务器发送及时的
反馈。
-v
--verbose
启用冗长模式。
-Z level
--compress=level
启用预写日志的 gzip 压缩，并指定压缩级别（0 到 9，0 是不压缩，9 是
最佳压缩）。 后缀.gz 将自动添加到所有文件名。
下列命令行选项控制数据库连接参数。
-d connstr
--dbname=connstr
指定用于连接到服务器的参数为一个连接字符串。详见第 33.1.1 节。为
了和其他客户端应用一致，该选项被称为--dbname。但是因为 pg_receivewal 并不
连接到集簇中的任何特定数据库，连接字符串中的数据库名将被忽略。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它被用作
Unix 域套接字的目录。默认值取自 PGHOST 环境变量（如果设置），否则会尝
试一个 Unix 域套接字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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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默认用 PGPORT 环境变量中的值（如果设置），或者一个编译在程序中的默认
值。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作为哪个用户连接。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没有其他方式提
供口令（例如一个.pgpass 文件），那儿连接尝试将失败。这个选项对于批处理任
务和脚本有用，因为在其中没有一个用户来输入口令。
-W
--password
强制 pg_receivewal 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这个选
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pg_receivewal 将自动提示要
求一个口令。但是，pg_receivewal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
令。在某些情况下值得用-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为了控制物理复制槽，
pg_receivewal 可以执行下列两种动作之一：
--create-slot
用--slot 中指定的名称创建一个新的物理复制槽， 然后退出。
--drop-slot
删除--slot 中指定的复制槽，然后退出。其他选项也可用：
-V
--version
打印 pg_receivewal 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有关 pg_receivewal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环境和大部分其他
PostgreSQL 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见第 33.14 节）支持的环境变量。
注解
在使用 pg_receivewal 替代 archive_directory 作为主要的 WAL 备份方法时，
强烈建议使用复制槽。否则，服务器可能会在预写日志文件被备份好之前重用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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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移除它们，因为没有任何信息（不管是来自 archive_directory 或是复制槽）能
够指示 WAL 流已 经被归档到什么程度。不过要注意，如果接收者没有持续地
取走 WAL 数据， 一个复制槽将会填满服务器的磁盘空间。
例子
要从位于 mydbserver 的服务器流式传送预写日志并且将它存储在本地目录
/usr/local/pgsql/
archive：
$ pg_receivewal -h mydbserver -D /usr/local/pgsql/archive

pg_recvlogical

11.16
▪

大纲
pg_recvlogical [option...]

▪

描述
pg_recvlogical 控制逻辑解码复制槽和来自这些复制槽的流数据。
它创建一个复制模式的连接，所以它受制于和 pg_receivewal 一样的约
束，加上那些逻辑复制的约束。

▪

选项
必须至少声明下列的一个选项用来选择执行的动作：
--create-slot
创建一个新的逻辑复制槽，使用--slot 声明的名字、--plugin 声明的输出
插件、--dbname 声明的数据库。
--drop-slot
删除--slot 声明的复制槽，然后退出。
--start
从--slot 声明的逻辑复制槽开始流式传送更改，直到被信号终止。如果
服务器端关机或断开连接导致更改流结尾，那么会进入一个循环一直重
试，除非声明了--no-loop。
流的格式是由创建槽时声明的输出插件决定的。
必须连接到创建该槽时使用的那个数据库。
--create-slot 和--start 可以一起声明。 --drop-slot 不能和其他动作组合。
下面的命令行选项控制输出的位置和格式以及其他复制行为：
-f filename
--file=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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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接收到并且已解码的事务数据写入到这个文件中。使用-写到 stdout。
-E lsn
--endpos=lsn
在--start 模式下，当接收到达指定的 LSN 时， 自动停止复制并以正常
退出状态 0 退出。如果未在--start 模式下指定， 则会引发错误。如果有一条
记录的 LSN 完全等于 lsn，则记录将被输出。--endpos 选项不知道事务边界，
并可能在事务中途截断输出。 任何部分输出的事务都不会被使用，并且在
下一次读取插槽时将再次播放。 个人消息不会被截断.
-F interval_seconds
--fsync-interval=interval_seconds
声明 pg_recvlogical 应该多久发出一次 fsync() 调用，确保输出文件安全
的刷新到磁盘上。
服务器将偶尔请求客户端执行一次刷新，并把刷新位置报告给服务器。
此外，这个设置会更频繁的执行刷新。
声明间隔为 0 会完全禁用发出 fsync()调用，但是仍然向服务器汇报进
展。在这种情况下，崩溃会导致数据丢失。
-I lsn
--startpos=lsn
在--start 模式下，从给定的 LSN 开始复制。在其他模式下忽略这个参
数。
--if-not-exists
当指定--create-slot 并且具有指定名称的槽已经存在时不要抛出错误。
-n
--no-loop
当服务器连接断开时，不要在循环中重试，直接退出。
-o name[=value]
--option=name[=value]
把选项 name 和选项值为 value（如果声明了的话）传递给输出插件。存
在哪些选项和它们的作用取决于使用的输出插件。
-P plugin
--plugin=plugin
当创建一个槽时，使用指定的逻辑解码输出插件。如果槽已存在，那么
该选项没什么影响。
-s interval_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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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interval=interval_seconds
这个选项和 pg_receivewal 中的同名选项具有相同的效果。
-S slot_name
--slot=slot_name
在--start 模式下，使用现有的名字为 slot_name 的逻辑复制槽，在--createslot 模式下，用这个名字创建槽。在--drop-slot 模式下，删除这个名字的
槽。
-v
--verbose
启用详细模式。
下列的命令行选项控制数据库连接参数。
-d database
--dbname=database
要连接的数据库。它可以是一个 libpq 连接字符串。缺省是用户名。
-h hostname-or-ip
--host=hostname-or-ip
声明正在运行服务器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该值以一个斜线开始，那么
它用作 Unix 域套接字的路径。缺省使用 PGHOST 环境变量（如果已经
设置），否则尝试一个 Unix 域套接字连接。
-p port
--port=port
声明服务器正在监听链接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缺省是 PGPORT 环境变量（如果设置了的话），否则使用一个内部编译
的缺省值。
-U user
--username=user
要连接的用户名。缺省是当前操作系统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口令是不能通过
其他方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的，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该选项在
不存在用户输入密码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中很有帮助。
-W
--password
528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强制 pg_recvlogical 在连接到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该选项从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pg_recvlogical 会
自动提示要求一个口令。然而，pg_recvlogical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
现服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
试。
下列附加选项是可用的：
-V
--version
打印 pg_recvlogical 的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关于 pg_recvlogical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然后退出。
▪

环境
和大多数其他 Highgo DB 实用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
环境变量。

11.17
▪

pg_restore

语法
pg_restore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filename]

▪

描述
pg_restore 是一个用于从 pg_dump 创建的非文本格式归档中恢复 Highgo DB
数据库的工具。它将发出必要的命令重建数据库，并把它恢复成被保存时的
状态。归档文件还允许 pg_restore 有选择地进行恢复，甚至在恢复前对恢复
项重新排序。归档的文件可以在不同的架构之间移植。
pg_restore 可以在两种模式下操作。如果声明了数据库名称，pg_restore 会连
接到那个数据库并把归档直接恢复到该数据库中。否则，先创建一个包含重
建数据库所必须的 SQL 命令的脚本，并且写入到一个文件或者标准输出。
该脚本输出等效于 pg_dump 的纯文本输出格式。因此，一些控制输出的选
项与 pg_dump 的选项类似。
显然，pg_restore 无法恢复不在归档文件中的信息；比如，如果归档使用"把
数据转储为 INSERT 命令"选项创建，那么 pg_restore 将不能使用 COPY 语
句加载数据。

▪

选项
pg_restore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529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filename
要恢复的归档文件的位置（对于一个目录格式的归档则是目录）。如果
没有声明，则使用标准输入。
-a
--data-only
只恢复数据，而不恢复模式(数据定义)。如果在归档中存在，表数据、
大对象和序列值会被恢复。
这个选项类似于指定--section=data，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两者不完全相同。
-c
--clean
重新创建数据库对象前先清理(删除)它们。（除非使用了--if-exists，如
果有对象在目标数据库中不存在，这可能会生成一些无害的错误消息。）
-C
--create
在恢复数据库之前先创建它。如果还指定了--clean，在连接到目标数据
库之前删除并重建它。
在使用这个选项时，-d 提到的数据库名只是用于发出最初的 DROP
DATABASE 和 CREATE DATABASE 命令。所有数据都恢复到归档中出
现的数据库名称中。
-d dbname
--dbname=dbname
与数据库 dbname 连接并且直接恢复到该数据库中。
-e
--exit-on-error
在向数据库发送 SQL 命令时碰到错误就退出。缺省是继续执行并且在
恢复结束时显示一个错误计数。
-f filename
--file=filename
为生成的脚本或列表（当使用-l 时）指定输出文件。缺省是标准输出。
-F format
--format=format
指定归档的格式。并不一定要指定该格式，因为 pg_restore 会自动决定
格式，如果指定，它可以是下面之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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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
归档时 pg_dump 的自定义格式。
d
directory
归档是一个目录归档。
t
tar
归档是一个 tar 归档。
-I index
--index=index
只恢复命名索引的定义。可以通过写多个-I 开关指定多个索引。
-j number-of-jobs
--jobs=number-of-jobs
使用多个并发工作运行 pg_restore 中最耗时的部分——加载数据、创建
索引或者创建约束。该选项可以显著减少将大型数据库恢复到一个运行
在多个处理器机器上的服务器所用的时间。
根据操作系统，每个工作是一个进程或一个线程，并单独连接到服务器。
该选项的最优值取决于服务器、客户端和网络的硬件设置。因素包括
CPU 内核的数量和磁盘设置。建议将该值设为服务器上的 CPU 内核的
数量，但在许多情况下更大的数值也能导致更快的恢复时间。当然，过
高的值会因为超负荷反而降低性能。
该选项只支持自定义和目录归档格式。输入必须是一个常规文件或目录
（像 pipe 就不是）。当发出一个脚本而不是直接连接到一个数据库服
务器时，忽略这个选项。另外，多个工作不能与--single-transaction 选项
一起使用。
-l
--list
列出归档文件的内容。该操作的输出可以用作-L 选项的输入。请注意如
果过滤选项（如-n 或-t）与-l 一同使用，他们将会限制列出的项。
-L list-file
--use-list=list-file
仅恢复那些在 list-file 中列出的归档元素，并按他们在文件中出现的顺
序恢复他们。请注意，如果像-n 或者-t 这样的过滤开关与-L 一起使用，
他们将进一步限制要恢复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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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file 通常通过编辑一个先前-l 操作的输出来创建。可以移动或删除
行，并且也可以通过在行前放置一个分号(;) 注释掉该行。请看下面的
例子。
-n namespace
--schema=schema
只恢复指定名字模式里面的对象。可以用多个-n 开关来指定多个模式。
这个选项可以和-t 选项一起只恢复一个指定的表。
-O
--no-owner
不要输出将对象的所有权设置为与原始数据库匹配的命令。缺省时，
pg_restore 发出 ALTER OWNER 或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语句设置已创建的模式元素的所有者权限。如果最初的数据库连接不是
由超级用户(或者是拥有脚本中所有对象的同一个用户)发起的，那么这
些语句将失败。如果使用-O，那么任何用户都可以用于初始的连接，并
且这个用户将拥有所有创建出来的对象。
-P function-name(argtype [, ...])
--function=function-name(argtype [, ...])
只恢复指定的函数。请注意仔细拼写函数名及其参数，应该和转储的内
容列表中的完全一样。可以使用多个-P 开关指定多个函数。
-R
--no-reconnect
这个选项已经废弃了，但是为了保持向后兼容仍然接受。
-s
--schema-only
只恢复归档中的模式(数据定义)，不恢复数据。
这 个 选 项 是 --data-only 的 逆 选 项 。 它 与 指 定 --section=pre-data -section=post-data 相似，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并不完全相同。
请不要和--schema 选项混淆，那里使用了"模式"(schema)的不同含义。
-S username
--superuser=username
设置关闭触发器时要用的超级用户名。只有使用 --disable-triggers 时这
个选项才相关。
-t table
--tabl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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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恢复指定的表的定义或数据。可以用多个-t 开关指定多个表。和-n 选
项一起指定一个模式。
-T trigger
--trigger=trigger
只恢复指定的触发器。可以用多个-T 开关指定多个触发器。
-v
--verbose
声明冗余模式。
-V
--version
输出 pg_restore 版本并退出。
-x
--no-privileges
--no-acl
禁止恢复访问权限(grant/revoke 命令)。
-1
--single-transaction
将恢复作为单一事务执行（即把发出的命令包裹在 BEGIN/COMMIT
中）。这可以确保要么所有命令完全成功，要么任何改变都不被应用。
这个选项隐含了 --exit-on-error。
--disable-triggers
这个选项只有在执行仅恢复数据的时候才相关。它告诉 pg_restore 在加
载数据的时候执行一些命令临时关闭在目标表上的触发器。如果你在表
上有参照完整性检查或者其它触发器，而你又不希望在加载数据的时候
激活它们，那么可以使用这个选项。
目前，为--disable-triggers 发出的命令必须以超级用户身份发出。因此，
你还应该用-S 声明一个超级用户名，或者最好是以超级用户身份运行
pg_restore。
--enable-row-security
只有在恢复具有行安全性的表的内容时，这个选项才相关。默认情况下，
pg_restore 将把 row_security 设置为 off 来确保所有数据都被恢复到表
中。如果用户不拥有足够绕过行安全性的特权，那么会抛出一个错误。
这个参数指示 pg_restore 把 row_security 设置为 on，允许用户尝试恢复
启用了行安全性的表的内容。如果用户没有从转储向表中插入行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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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仍将失败。
注意当前这个选项还要求转储处于 INSERT 格式，因为 COPY TO 不支
持行安全性。
--if-exists
在清理数据库对象时使用条件命令（即增加一个 IF EXISTS 子句）。只
有指定了--clean 时，这个选项才有效。
--no-data-for-failed-tables
默认情况下，即便表的创建命令失败（例如因为表已经存在）， 表数
据也会被恢复。使用这个选项之后，这些表的数据就将跳过恢复操作。
当目标数据库已经包含了所需恢复的某些表的内容时，该选项就很有用
处了。比如，用于 Highgo DB 扩展的辅助表(例如 PostGIS)可能已经载
入到了目标数据库，使用该选项就可以防止把重复的或者废弃的数据载
入到这些表中。
该选项仅在直接向一个数据库中恢复的时候有效，在生成 SQL 脚本输
出时无效。
--no-tablespaces
不要输出命令选择表空间。使用该选项，所有的对象都会被创建在恢复
时的默认表空间中。
--section=sectionname
只恢复提及的小节。小节的名称可以是 pre-data、 data 或者 post-data。
可以把这个选项指定多次来选择多个小节。默认值是恢复所有小节。
Data 小节包含实际的表数据以及大对象定义。Post-data 项由索引定义、
触发器、规则和除已验证的检查约束之外的约束构成。Pre-data 项由所
有其他数据定义项构成。
--use-set-session-authorization
输出 SQL 标准的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命令，而不是 ALTER
OWNER 命令来决定对象拥有权。这样令转储与更加兼容标准，但是由
于转储中对象的历史原因，这个转储可能不能恰当地恢复。
-?
--help
显示关于 pg_restore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pg_restore 还接受下面的命令行参数做为连接参数：
-h host
--host=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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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运行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数值以斜杠开头，则被用作 Unix 域套
接字的路径。缺省从 PGHOST 环境变量中获取(如果设置了的话)，否
则，尝试一个 Unix 域套接字连接。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的扩展。
缺省使用 PGPORT 环境变量(如果设置了的话)，否则，使用编译时的缺
省值。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要连接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口令是不能通过
其他方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的，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该选项在
不存在用户输入密码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中很有帮助。
-W
--password
强制 pg_restore 在连接到一个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该选项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pg_restore 会自动
提示要求一个口令。然而，pg_restore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
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role=rolename
声明一个用于执行恢复的角色名。该选项导致 pg_restore 在连接到数据
库之后发出一个 SET ROLE rolename 命令。当已认证的用户(通过-U 指
定的)缺少 pg_restore 需要的权限，但是可以切换到一个具有所需权限的
角色时，该选项是有效的。一些安装具有直接作为超级用户登录的策略，
使用该选项允许在不违法策略的情况下恢复。
▪

环境
PGHOST
PGOPTIONS
PGPORT
PGUSER
缺省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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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其他 Highgo DB 实用工具相似，这个工具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
境变量。
▪

诊断
当使用-d 选项声明了直接数据库连接时，pg_restore 在内部执行 SQL 语句。
如果你运行 pg_restore 时出现问题，请确保你能用类似 psql 这样的命令从
正在使用的数据库中选取信息。另外，任何 libpq 前端库使用的缺省连接设
置和环境变量都将适用于此。

▪

注意
如果你的安装给 template1 数据库增加了任何你自己的东西，那么请注意把
pg_restore 的输出恢复到一个真正空的数据库中； 否则你可能会收到因为重
复定义所追加的对象而造成的错误信息。要制作一个没有任何本地附属物的
数据库，可以从 template0 而不是 template1 拷贝，比如：
CREATE DATABASE foo WITH TEMPLATE template0;
pg_restore 的局限如下：


当恢复数据到一个已经存在的表，并且还使用了--disable-triggers 选项
时，pg_restore 在插入数据前发出一些命令关闭用户表上的触发器，在
数据插入完成后重新打开它们。如果恢复中途停止，那么系统表可能处
于错误状态。



pg_restore 不能有选择地恢复大型对象；例如，只恢复特定表的大对象。
如果一个归档包含大对象，那么所有的大对象将被恢复，或者如果通过
-L、-t 或者其他选项进行了排除，那么他们中一个也不会恢复。

一旦完成恢复，最好在每个恢复的表上运行 ANALYZE，这样给优化器能得
到有用的统计。
▪

例子
假定我们已经转储了 mydb 数据库到一个自定义格式的文件中：
$ pg_dump -Fc mydb > db.dump
删除该数据库并从转储中重建：
$ dropdb mydb
$ pg_restore -C -d highgo db.dump
在-d 中指定的数据库可以是当前集群中的任意数据库；pg_restore 仅用该名
字来为 mydb 发出 CREATE DATABASE 命令。使用-C，数据总是被恢复到
名字出现在归档文件中的数据库中。
把转储重新载入到一个名为 newdb 的新数据库中：
$ createdb -T template0 new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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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_restore -d newdb db.dump
注意，这里没有使用-C 选项，而是直接链接到将要恢复的数据库上。还要注
意的是，我们从 template0 而不是 template1 创建了新数据库，以确保它最初
是空的。
要对数据项重新排序，首先必须转储归档的表内容：
$ pg_restore -l db.dump > db.list
列表文件由一个头部和一些行组成，每一行都是一个项，例如：
;
; Archive created at Mon Sep 14 13:55:39 2009
;

dbname: DBDEMOS

;

TOC Entries: 81

;

Compression: 9

;

Dump Version: 1.10-0

;

Format: CUSTOM

;

Integer: 4 bytes

;

Offset: 8 bytes

;

Dumped from database version: 8.3.5

;

Dumped by pg_dump version: 8.3.8

;
;
; Selected TOC Entries:
;
3; 2615 2200 SCHEMA - public pasha
1861; 0 0 COMMENT - SCHEMA public pasha
1862; 0 0 ACL - public pasha
317; 1247 17715 TYPE public composite pasha
319; 1247 25899 DOMAIN public domain0 pasha
这里分号是注释分隔符，而行首的数字代表赋给每个项的内部归档 ID。
文件内的行可以注释、删除和重新排列。比如：
10; 145433 TABLE map_resolutions highgo
;2; 145344 TABLE species highgo
;4; 145359 TABLE nt_header highgo
6; 145402 TABLE species_records highgo
;8; 145416 TABLE ss_old high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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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 pg_restore 的输入将只会恢复项 10 和 6，并且先恢复 10 再恢复 6：
$ pg_restore -L db.list db.dump

11.18
▪

psql

语法
psql [option...] [dbname [username]]

▪

描述
psql 是一个以终端为基础的 Highgo DB 前端。它允许你交互地键入查询，然
后把它们发给 Highgo DB，并且查看查询的结果。另外，输入可以来自一个
文件。此外，它提供了一些元命令和多种类似 shell 的特性来为编写脚本和
自动化任务提供便利。

▪

选项
-a
--echo-all
读取所有非空输入行时，将其打印到标准输出。（不适用于交互式行读
取）。这等效于把变量 ECHO 设置为 all。
-A
--no-align
切换为非对齐输出模式。缺省输出模式是对齐的。
-b
--echo-errors
把失败的 SQL 命令打印到标准错误输出。这等效于把变量 ECHO 设置
为 errors。
-c command
-c command
--command=command
指定 psql 执行一个给定的命令字符串 command。这个选项可以重复多
次并且以任何顺序与-f 选项组合在一起。当-c 或者-f 被指定时，psql 不
会从标准输入读取命令，直到它处理完序列中所有的-c 和-f 选项之后终
止。
command 必须是一个服务器完全可解析的命令字符串（即不包含 psql
相关的特性）或者单个反斜线命令。因此不能在一个-c 选项中混合 SQL
和 psql 元命令。要那样做，可以使用多个-c 选项或者把字符串用管道
输送到 psql 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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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ql -c '\x' -c 'SELECT * FROM foo;'
或者
echo '\x \\ SELECT * FROM foo;' | psql
（\\是分隔符元命令）。
每一个被传递给-c 的 SQL 命令字符串会被当做一个单独的查询发送给
服务器。因此，即便该字符串包括多个 SQL 命令，服务器也会把它当
做一个事务来执行，除非在该字符串中有显式的 BEGIN/COMMIT 命令
把它划分成多个事务。此外，psql 只会打印出该字符串中最后一个 SQL
命令的结果。这和从文件中读取同一字符串或者把同一字符串传给 psql
的标准输出时的行为不同，因为那两种情况下 psql 会独立地发送每一
个 SQL 命令。
由于这种行为，把多于一个命令放在-c 字符串中通常会得到意料之外的
结果。最好使用多个-c 命令或者把多个命令输送给 psql 的标准输入，按照
上文所说的使用 echo 或者通过一个 shell，例如：
psql <<EOF
\x
SELECT * FROM foo;
EOF
-d dbname
--dbname=dbname
指定要连接的数据库的名称。这等效于指定 dbname 作为命令行中的第
一个非选项参数。
若该参数包含一个=符号或者以一个合法的 URI 前缀（ highgo://）开始，
它会被当做 conninfo 字符串。
\d 命令查看 table 等对象的时候展示的内容由 pg9.6 的“Modifiers”
列变更为“Collation”、“Nullable”、“Default”三列；
-e
--echo-queries
把发送到服务器的所有 SQL 命令复制到标准输出。等效于把变量
ECHO 设置为 queries。
-E
--echo-hidden
回显由\d 和其它反斜杠命令生成的实际查询。你可以使用这个命令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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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ql 的内部操作。这等效于把变量 ECHO_HIDDEN 设置为 on。
-f filename
--file=filename
使用文件 filename 作为命令的来源而不是交互式读入命令。在文件被处
理后，psql 会终止。这个选项在很多方面等效于元命令 \i。
如果 filename 是-(连字符)，则从标准输入读取直到遇见一个 EOF 指示
或者\q 元命令。不过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使用 Readline（很像指定了
-n 的情况）。
使用这个选项与使用 psql < filename 有微小的区别。通常，两者都会按
照你预期那样运行，但是使用-f 启用了一些很好的特性，比如带行号的
错误消息。而且，使用这个选项还可能减小启动的开销。另一方面，使
用 shell 输入重定向的变体(理论上)能保证得到和手工输入所有内容时
相同的输出。
-F separator
--field-separator=separator
使用 separator 作为非对齐输出的字段分隔符。等效于\pset fieldsep 或\f。
-h hostname
--host=hostname
指定运行服务的机器的主机名。如果主机名以斜杠开头，则它被用作
Unix 域套接字的路径。
-H
--html
打开 HTML 表格输出。等效于\pset format html 或 \H 命令。
-l
--list
列出所有可用的数据库，然后退出。其它非连接选项将被忽略。类似于
元命令 \list。
-L filename
--log-file=filename
除了把所有查询输出写到普通输出目标之外，还写到文件 filename 中。
-n
--no-readline
不使用 Readline 做行编辑并且不使用命令历史。在剪切和粘贴时，关掉
Tab 展开会有所帮助。
540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o filename
--output=filename
将所有查询输出放到文件 filename 中。这个选项等效于\o 命令。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监听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的扩展。缺省使
用环境变量 PGPORT 的值，如果没有设置的话则使用编译时声明的端
口号(通常是 5866)。
-P assignment
--pset=assignment
以\pset 的风格设置打印选项。要注意的是你在这里必须用等号而不是
空格分隔名称和值。例如，要把输出格式设置为 LaTeX，你可以写成-P
format=latex。
-q
--quiet
指定 psql 应该安静地执行工作。缺省时 psql 将打印欢迎消息和各种信
息输出。如果使用了此选项，这些都不会出现。这在和-c 选项一起使用
时很有效。这等效于设置变量 QUIET 为 on。
-R separator
--record-separator=separator
使用 separator 作为非对齐输出的记录分隔符。等效于\pset recordsep 命
令。
-s
--single-step
以单步模式运行。意味着每个命令在发往服务器之前都要提示用户一个
可以取消执行的选项。此选项可以调试脚本。
-S
--single-line
以单行模式运行，其中新行会终止一个 SQL 命令，就像分号的作用一
样。
注意: 这个模式是给那些坚持要使用它的人保留的，不鼓励你这么用。
特别的，如果你在一行中混合使用 SQL 和元命令，执行的顺序对没有
经验的用户而言并不总是清晰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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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ples-only
关闭打印列名称和结果行计数脚注等信息。等效于\t 命令。
-T table_options
--table-attr=table_options
声明要替换 HTML table 标签的选项。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作为用户 username 而不是缺省用户与数据库连接。当然，你必须有这
么做的权限。
-v assignment
--set=assignment
--variable=assignment
像元命令\set 那样进行一次变量赋值。注意，如果有变量名和值的话，
你必须在命令行上用等号分隔它们。去掉等号则重置变量。要设置一个
空值的变量，可以保留等号但是不指定值。这些赋值是在启动的很早阶
段完成的，所以为内部使用而保留的变量可能会在后面被覆盖。
-V
--version
打印 psql 版本信息然后退出。
-w
--no-password
从不发出一个口令提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口令是不能通过
其他方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的，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该选项在
不存在用户输入密码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中很有帮助。
请注意该选项将为整个会话保留设置，所以会影响元命令 \connect，以
及初始连接尝试的使用。
-W
--password
强制 psql 在与一个数据库连接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该选项从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psql 会自动提示
要求一个口令。然而，psql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一个
口令。在某些情况下，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请注意该选项将为整个会话保留设置，所以会影响元命令\connect，以
及初始连接尝试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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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panded
打开扩展表格式模式。等效于\x 命令。
-X,
--no-psqlrc
不读取启动文件(系统范围的 psqlrc 文件或者用户的~/.psqlrc 文件都不
读取)。
-z
--field-separator-zero
设置非对齐输出的字段分隔符为零字节。
-0
--record-separator-zero
设置非对齐输出的记录分隔符为零字节。这对于接口有用，例如 xargs 0。
-1
--single-transaction
当 psql 执行脚本时，使用这个选项将在脚本的开头和结尾分别加上
BEGIN/COMMIT 来让该脚本在一个事务中执行。这将保证所有命令要
么成功完成，要么不应用任何更改。
如果脚本本身使用了 BEGIN、COMMIT 或者 ROLLBACK，那么该选
项将不会得到期望的效果。同样，如果脚本中包含任何不能在一个事务
块中执行的命令，使用这个选项将导致这样的命令失败，当然整个事务
亦将失败。
-?
--help [=topic]
显示关于 psql 的帮助然后退出。可选的 topic 参数（默认为 options）选
择要解释 psql 的哪一部分：commands 描述 psql 的反斜线命令；options
描述可以被传递给 psql 的命令行选项；而 variables 则显示有关 psql 配
置变量的帮助。
▪

退出状态
如果 psql 正常结束，它会向 shell 返回 0，如果自身发生致命错误，则返回
1(例如内存用尽，未找到文件等)，如果到服务器的连接失效而且会话不是交
互式的则返回 2， 如果脚本中发生错误并且设置了变量 ON_ERROR_STOP
则返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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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法
➢ 连接一个数据库
psql 是一个普通的 Highgo DB 客户端应用。为了与一个数据库连接，
你需要知道目标数据库的名称、服务器的主机名和端口号、以及你希望
以哪个用户的身份进行连接等信息。可以通过命令行参数-d、-h、-p、U 告诉 psql 这些信息。如果某个参数不属于任何选项，那么它会被解释
成数据库名或者是用户名(如果数据库名称已经给出了)。不是所有这些
选项都是必须的，它们都有可用的默认值。如果省略主机名，psql 将通
过 Unix 域套接字与本地主机的服务器相连接，或者在没有 Unix 域套接
字的机器上，通过 TCP/IP 与 localhost 连接。缺省的端口号是编译时确
定的。因为数据库服务器使用同样的缺省值，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你
可能不需要声明端口号。缺省的用户名是你的操作系统用户名，也会是
默认的数据库名。要注意的是你不一定能连接到任意用户名下的任何数
据库。你的数据库管理员应该告知过你有关你的访问权限。
如果缺省值不适用，那么你可以通过设置几个环境变量 PGDATABASE、
PGHOST、PGPORT 和/或者 PGUSER 来避免每次都要输入相关信息。
另外，用一个~/.pgpass 文件来避免定期输入密码也是很方便的。
声明连接参数的另一种方法是用一个 conninfo 字符串或 URI，代替一个
数据库名称。这种机制可以让我们对连接具有很广的控制权。例如：
$ psql "service=myservice sslmode=require"
$ psql highgo://dbmaster:5433/mydb?sslmode=require
如果因为任何原因 (例如权限不够、服务器在目标主机上没有运行等)
导致连接无法建立，psql 将返回一个错误并退出。
如果标准输入和标准输出都是一个终端，那么 psql 设置客户端编码为
"自动"，这将从本地设置中检测合适的客户端编码 （在 Unix 系统上是
LC_CTYPE 环境变量）。如果该 编码不适用，可以使用环境变量
PGCLIENTENCODING 覆盖客户端编码。
➢ 输入 SQL 命令
在正常操作时，psql 提供一个提示符，该提示符是 psql 当前连接到的数
据库名称后面跟上字符串=>。例如：
$ psql testdb
psql (9.5.3)
Type "help" for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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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db=>
用户可以在这个提示符下键入 SQL 命令。通常，当遇到命令终止分号
时，输入的行将在发送到服务器。一行的终止并不表示命令的结束。因
此为了清晰命令可跨越多行。如果命令发送出去而且执行没有错误，命
令结果会显示在屏幕上。
当命令正在进行时，psql 同样还轮询由 LISTEN 和 NOTIFY 生成的异
步通知信号。
当 C 风格的块注释传递到服务器进行处理和移除时，SQL 标准注释通过
psql 移除了。
➢ 元命令
你在 psql 里输入的任何以不带引号的反斜杠开头的命令都是 psql 元命
令，这些命令将由 psql 自己处理。这些命令使得 psql 更便于管理或书
写脚本。元命令通常被称为斜杠或反斜杠命令。
一个 psql 命令的格式是反斜杠后面紧跟一个命令动词，然后是任意参
数。参数与命令动词和其它参数以任意个空白字符间隔。
要在参数里面包含空白，你必须用单引号把它包围起来。要在参数里包
含单引号，在单引号包围的文本里写两个单引号。任何包含在单引号里
的东西都会被进一步进行类 C 的替换：\n(新行)、\t(制表符)、\b（退格）、
\r（回车）、 \f（换页）、\digits(八进制表示的字符)、\xdigits(十六进制
表示的字符)。在单引号包围的文本中，任何字符前的反斜杠，都表示是
引用该单个字符，不管它是什么字符。
在一个参数中，反勾号(`)包围的文本被看做是一个命令行，传递给 shell。
该命令的输出（删除结尾的新行）替换带反勾号的文本。
如果一个未加引号的冒号(:)后面跟着一个 psql 变量名，出现在一个参
数中，那么它会被变量的值取代。
有些命令以一个 SQL 标识的名称(比如一个表名)为参数。这些参数遵循
SQL 语法的规则：不带双引号的标识强制成小写，而双引号保护字母不
进行大小写转换，并且允许在标识符中使用空白。在双引号中，成对的
双引号在结果名字中分析成一个双引号。比如，FOO"BAR"BAZ 解析成
fooBARbaz；而"A weird"" name"解析成 A weird" name。
对参数的分析在行的末尾，或者找到另一个不带引号的反斜杠时停止。
不带引号的反斜杠会认为是一个新的元命令的开始。特殊的双反斜杠序
列(\\)标识参数的结尾并将继续分析后面的 SQL 命令(如果存在的话)。
这样 SQL 和 psql 命令可以自由的在一行里面混合。但是在任何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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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元命令的参数不能延续超过行尾。
下面是已定义的元命令:
\a
如果目前的表输出格式是不对齐的，则切换成对齐的。如果是对齐
的，则切换成不对齐。这条命令是为了向后兼容。
\c 或 \connect [ -reuse-previous=on|off ] [ dbname [ username ] [ host ]
[ port ] ] | conninfo
与一个 Highgo DB 服务器建立一个新的连接。要使用的连接参数
通过位置语法或者使用 conninfo 连接字符串指定。
在命令省略了数据库名、用户、主机或端口时，新的连接可以重复
使用前一个连接的值。缺省的，重复使用前一个连接的值，除非处
理了 conninfo 字符串。给出第一个参数-reuse-previous = on 或-reuseprevious = off 可以覆盖该默认值。当命令既不指定也不重复使用特
定参数时，使用 libpq 默认值。将 dbname、username、host 或 port
指定为 - 等效于省略该参数。
如果成功建立新的连接，前面的连接将关闭。如果连接失败(用户
名错、访问被拒绝等)，那么当 psql 处于交互模式时将保留前面的
连接。如果运行的是非交互的脚本，处理会马上停止并返回一个错
误。设置这样的区别一方面是为用户使用方便考虑，另一方面也为
了保证脚本不会碰巧操作了错误的数据库的安全机制考虑。
例如：
=> \c mydb myuser host.dom 6432
=> \c service=foo
=> \c "host=localhost port=5866 dbname=mydb connect_timeout=10
sslmode=disable"
=> \c highgo://tom@localhost/mydb?application_name=myapp
\C [ title ]
把正在打印的表的标题设置为一个查询的结果或者取消这样的设
置。这条命令等效于\pset title title。这条命令的名称源于"caption"，
因为以前只是用于在一个 HTML 表格里面设置标题。
\cd [ directory ]
把当前工作目录改变到 directory。没有参数则是改变到当前用户的
根目录。
提示: 使用\! pwd 打印出当前工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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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info
输出关于当前数据库连接的信息。
\copy { table [ ( column_list ) ] | ( query ) } { from | to } { 'filename' | program
'command' | stdin | stdout | pstdin | pstdout } [ [ with ] ( option [, ...] ) ]
执行前端(客户端)拷贝。这是一个运行 SQL COPY 命令的操作，不
过不是服务器读写指定的文件，而是 psql 读写文件并作为本地的
文件系统和服务器之间的跳板取出或写入数据。这意味着文件可访
问性和权限都是本地用户的，而不是服务器的，因此不需要 SQL 超
级用户权限。
当指定了 program 时，command 是通过 psql 执行的，并且来自或
到达 command 的数据在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传送。同样的，执行
权限是本地用户的，而不是服务器的，因此不需要 SQL 超级用户
权限。
对于\copy ... from stdin，数据行从发出命令的同一个源读取，直到
读到了\. 或者流达到 EOF。这个选项可以用来填充内嵌在一个
SQL 脚本文件中的表。对于\copy ... to stdout，输出发送到和 psql
命令输出相同的位置。并且 COPY count 的命令状态不会被打印
（因为它可能会和一个数据行混淆）。要从 psql 的标准输入或者
输出读/写，而不管当前命令源或\o 选项，可以使用 from pstdin 或
to pstdout。
这条命令的语法和 SQL COPY 命令类似。所有选项除了数据源/目
的地都是和 COPY 指定的一样。因此，COPY 的特殊分析规则适用
于\copy 命令，特别的，psql 的变量替换规则和反斜杠转义不适合
于此。
提示: 此操作不像 SQL COPY 命令这样高效，因为所有数据必须
通过客户端/服务器连接来传递。对于大数据量的操作，SQL 命令
的方法更可行。
\copyright
显示 Highgo DB 的版权和发布条款。
\crosstabview [ colV [ colH [ colD [ sortcolH ] ] ] ]
执行当前的查询缓冲区（像\g 那样）并且在一个交叉表格子中显示
结果。该查询必须返回至少三列。由 colV 标识的输出列会成为垂
直页眉并且 colH 所标识的输出列会成为水平页眉。colD 标识显示
在格子中的输出列。sortcolH 标识用于水平页眉的可选的排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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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列说明可以是一个列编号（从 1 开始）或者一个列名。常
用的 SQL 大小写折叠和引用规则适用于列名。如果省略，colV 被
当做列 1 并且 colH 被当做列 2。colH 必须和 colV 不同。如果没
有指定 colD，那么在查询结果中必须正好有三列，并且 colV 和 colH
之外的那一列会被当做 colD。
垂直页眉显示为最左边的列，它包含列 colV 中找到的值，值的顺
序和查询结果中的顺序相同，但是重复值会被移除。
水平页眉显示为第一行，它包含列 colH 中找到的值，其中的重复
值被移除。默认情况下，这些值会以查询结果中相同的顺序出现。
但是如果给出了可选的 sortcolH 参数，它标识一个值必须为整数编
号的列，并且来自 colH 的值将会根据相应的 sortcolH 值排序后出
现在水平页眉中。
在交叉表格子中，对于 colH 的每一个可区分的值 x 以及 colV 的每
一个可区分的值 y，位于交叉点(x,y)的单元包含 colH 值为 x 且 colV
值为 y 的查询结果行中 colD 列的值。如果没有这样的行，则该单
元为空。如果有多个这样的行，则会报告一个错误。
\d[S+] [ pattern ]
对于每个匹配 pattern 的关系(表、视图、索引、序列或外部表)或者
组合类型，显示所有列、它们的类型、表空间(如果不是缺省的)和
任何特殊属性(诸如 NOT NULL 或缺省等，只要存在)。相关的索
引、规则、约束、触发器也同样显示出来。对于外部表，也显示相
关的外部服务器。
对于某些类型的关系，\d 会为每一列显示额外的信息：对于序列会
显示列值，对于索引显示被索引的表达式，对于外部表显示外部数
据包装器选项。
命令形式\d+是一样的，只不过显示更多信息：任何与表的列关联
的注释，表中是否存在 OID，并且如果关系是一个视图，则显示视
图定义，还有非缺省的复制身份设置。
缺省时，仅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者 S 修饰符可以
包括系统对象。
注意: 如果不带任何 pattern 参数调用\d，那么等效于\dtvsE，将显
示一个所有可见的表、视图、序列和外部表的列表。这完全是出于
方便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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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 pattern ]
列出聚合函数，以及它们的返回类型和操作的数据类型。如果声明
了 pattern，那么只显示匹配模式的聚合函数。缺省时，仅显示用户
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者 S 修饰符可以包括系统对象。
\db[+] [ pattern ]
列出表空间。如果指定了 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模式的表空间。
如果在命令名称后面追加+，则与表空间相关的选项、磁盘上的尺
寸、权限以及描述也会和表空间本身一起被列出。
\dc[S+] [ pattern ]
列出字符集编码之间的转换。如果声明了 pattern，则只列出那些匹
配模式的转换。缺省时，仅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式或
者 S 修饰符可以包括系统对象。如果在命令名上附加了 +，那么
每个对象都和与之相关的描述一起列出。
\dC[+] [ pattern ]
列出类型转换。如果声明了 pattern，则只列出源或者目标类型匹配
该模式的转换。如果在命令名上附加了+，那么每个对象都和与之
相关的描述一起列出。
\dd[S] [ pattern ]
显示类型为 constraint、operator class、operator family、 rule 和 trigger
的对象的描述。所有其他的注释可以通过各自对象类型的反斜杠命
令看到。
\dd 显示匹配 pattern 的对象的描述，或者如果没有给出参数，显示
适当类型的可见对象的描述。但是不管怎样，只有那些有描述内容
的对象才显示出来。缺省的，只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模
式或 S 修饰符可以包含系统对象。
可以用 COMMENT SQL 命令创建对象的描述。
\ddp [ pattern ]
列出默认访问权限设置。为每个更改过权限设置的角色（和模式，
如果适用）显示其内置默认值。如果指定了 pattern，只列出角色名
或者模式名匹配该 pattern 的记录。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命令用来设置默认访问权限。
\dD[S] [ pattern ]
列出字段名。若声明 pattern，只显示匹配该 pattern 的字段。缺省
时，仅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 pattern 或者 S 修饰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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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系统对象。如果在命令名上附加了 +，那么每个对象都和与之
相关的权限和描述一起列出。
\dE[S+] [ pattern ]
\di[S+] [ pattern ]
\dm[S+] [ pattern ]
\ds[S+] [ pattern ]
\dt[S+] [ pattern ]
\dv[S+] [ pattern ]
在这组命令中，字母 E、i、m、s、t 和 v 分别代表外部表、索引、
物化视图、序列、表和视图。你可以以任意的顺序声明任意或所有
这些字母，获取这些类型的对象的列表。例如，\dit 列出索引和表。
如果在命令名上附加了+， 那么每个对象都和它在磁盘上的物理大
小和与之相关的描述一起列出（如果有）。如果声明了 pattern，那
么只列出匹配该 pattern 的对象。默认情况下，只显示用户创建的
对象；提供一个 pattern 或 S 修饰符可以包含系统对象。
\des[+] [ pattern ]
列出外部服务器。若指定 pattern，只列出匹配该 pattern 的服务器。
如果使用\des+形式，会显示每个服务器的一个完整描述，包括服务
器的 ACL、类型、版本、选项和描述。
\det[+] [ pattern ]
列出外部表。如果声明了 pattern，那么只列出匹配该 pattern 的表
名或模式名的记录。如果使用了\det+格式，那么也显示一般选项和
外部表描述。
\deu[+] [ pattern ]
列出用户映射（助记："外部用户"）。如果声明了 pattern，则只列
出匹配该 pattern 的映射。如果使用了\deu+形式，那么也显示关于
映射的额外信息。
警告
\deu+也会显示远程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所以应该小心以
免暴露了这些信息。
\dew[+] [ pattern ]
列出外部数据封装器。如果声明了 pattern，那么只显示名称匹配该
pattern 的外部数据封装器。如果使用了\dew+形式，也会显示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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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封装器的 ACL、选项和描述。
\df[antwS+] [ pattern ]
列出分类为"agg" (聚集)、"normal"、"trigger"或者"window"的函数
及其参数、返回类型和函数类型。要想只显示指定类型的函数，在
命令中添加相应字母 a、n、t 或者 w。如果声明了 pattern，那么只
显示名称匹配该 pattern 的函数。缺省时，仅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
提供一个模式或者 S 修饰符可以包括系统对象。如果使用了\df+格
式，则也显示关于每个函数的额外信息，包括安全分类、波动性、
所有者、语言、源码和描述。
提示: 为了查找有特定类型的参数或者返回值的函数，使用您的分
页器搜索功能来滚动\df 输出。
\dF[+] [ pattern ]
列出文本搜索配置。如果声明了 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 pattern
的配置。如果使用了\dF+形式，会显示每个配置的完整描述，包括
底层的文本搜索解析器和每个解析器标记类型的字典列表。
\dFd[+] [ pattern ]
列出文本搜索字典。如果声明了 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 pattern
的字典。如果使用了\dFd+格式，则显示每个被选中的字典的额外
信息，包括底层文本搜索模板和选项值。
\dFp[+] [ pattern ]
列出文本搜索解析器。如果声明了 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
pattern 的解析器。如果使用了\dFp+格式，则显示每个解析器的完
整描述，包括底层函数和可识别的标记类型的列表。
\dFt[+] [ pattern ]
列出文本搜索模板。如果声明了 pattern，只显示名称匹配该 pattern
的模板。如果使用了\dFt+格式，会显示关于每个模板的附加信息，
包括底层函数名称。
\dg[+] [ pattern ]
列出数据库角色。（因为"用户"和"组"的概念已经统一成"角色"，
所以这个命令现在等于\du。）如果声明了 pattern，那么只显示名
字匹配该 pattern 的角色。如果使用了\dg+格式，会显示关于每个
角色的附加信息；目前这中形式会为每个角色增加注释。
\dl
\lo_list 的别名，显示一个大对象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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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S+] [ pattern ]
列出过程语言。如果声明了 pattern，则只列出名字匹配该 pattern
的语言。缺省的，只显示用户创建的语言；提供 S 修饰符可以包含
系统对象。如果在命令名上附加了+，那么每个语言调用的处理器、
验证器、访问权限和它是否是一个系统对象也和语言一起列出。
\dn[S+] [ pattern ]
列出模式(命名空间)。如果声明了 pattern，那么只列出匹配该 pattern
的模式名。缺省的，只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 pattern 或
S 修饰符可以包含系统对象。如果在命令名上附加了+，那么每个
对象都和与之相关的权限和描述一起列出(如果有的话)。
\do[S+] [ pattern ]
列出操作符，以及它们的操作数和结果类型。如果声明了 pattern，
那么只显示匹配该 pattern 的操作符。缺省时仅显示用户创建的对
象；提供一个 pattern 或者 S 修饰符可以包含系统对象。如果命令
名后面附加了+， 那么也显示关于每个操作符的额外信息，当前只
显示底层函数的名称。
\dO[S+] [ pattern ]
列出排序规则。如果声明了 pattern，则只列出名字匹配该 pattern
的排序规则。缺省的，只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 pattern 或
S 修饰符可以包含系统对象。如果在命令名上附加了+，则每个排
序规则与和它相关的描述一起列出，如果有的话。请注意，只显示
可用于当前数据库编码的排序规则，所以相同安装下的不同数据库
的结果可能不同。
\dp [ pattern ]
列出表、视图、序列和它们相关的权限。如果声明了 pattern，那么
只列出名字匹配该 pattern 的表、视图和序列。
GRANT 和 REVOKE 命令用于设置访问权限。
\drds [ role-pattern [ database-pattern ] ]
列出已定义的配置设置。这些设置可以是特定角色、特定数据库或
者两者都是。role-pattern 和 database-pattern 分别用于选择要列出
的特定角色和数据库。如果省略，或者如果指定*，那么列出所有
的设置，包括那些不是特定角色或者特定数据库的设置。
ALTER ROLE 和 ALTER DATABASE 命令用于定义每个角色和每
个数据库的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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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S+] [ pattern ]
列出数据类型。如果声明了 pattern，那么只显示匹配该 pattern 的
类型。如果在命令名上附加了+，那么每个类型和其内部名称和长
度、它允许的数值（若是 enum 类型）和它的相关权限一起列出。
缺省时仅显示用户创建的对象；提供一个 pattern 或者 S 修饰符可
以包含系统对象。
\du[+] [ pattern ]
列出数据库角色。（因为"用户"和"组"的概念已经统一成"角色"，
所以这个命令现在等于\dg。）如果声明了 pattern，那么只显示名
称匹配该 pattern 的角色名。如果使用\du+格式，会显示关于每个
角色的附加信息；目前这为每个角色增加了注释。
\dx[+] [ pattern ]
列出安装了的扩展。如果声明了 pattern，则只列出那些名字匹配该
pattern 的扩展。如果使用了\dx+格式，则列出所有属于每个匹配的
扩展的对象。
\dy[+] [ pattern ]
列出事件触发器。如果声明了 pattern，则只列出那些名字匹配该
pattern 的事件触发器。如果在命令名上附加了+，则每个对象都和
与其相关的描述一起列出。
\e 或 \edit [ filename ] [ line_number ]
如果声明了 filename，则编辑此文件并且在编辑器退出后将其内容
拷贝回查询缓冲区。如果没有给出此参数，则把当前查询缓冲区的
内容拷贝到一个临时文件然后以相同方式编辑。
然后根据一般的 psql 规则重新分析新的查询缓冲区，这时整个缓
冲区当作一个单行处理（因此你无法用这个方法制作脚本，如果需
要制作脚本用\i)。这还意味着如果该查询以分号结尾(或者包含分
号)，它就会马上被执行。否则它只是在查询缓冲区中等待；键入分
号或\g 发送，或\r 取消。
如果声明了行号，psql 将在文件或查询缓冲区的指定行上定位游标。
请注意，如果给出了一个全是数字的参数，psql 将假设它是一个行
号，而不是文件名。
\echo text [ ... ]
向标准输出打印参数，用一个空格分隔并且最后跟着一个新行。 这
可以用来在脚本的输出中间混入信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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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ho `date`
Tue Oct 26 21:40:57 CEST 1999
如果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无引号的-n，那么不会写结尾的新行。
提示: 如果使用\o 命令重定向查询的输出， 你可以使用\qecho 取代
这条命令。
\ef [ function_description [ line_number ] ]
该命令以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命令的形式提取并
编辑命名函数的定义。编辑处理的方式和\edit 相同。退出编辑器后，
更新的命令会在查询缓冲区等待；键入分号或\g 发送它，或者\r 取
消。
目标函数可以仅通过名称来声明指定，或者通过名称和参数指定，
例如 foo(integer, text)。如果有多个相同名字的函数，则必须给出参
数类型。
如果没有指定函数，则提供一个空的 CREATE FUNCTION 模板以
供编辑。
如果声明了行号，psql 将在函数体的指定行定位游标。（请注意，
函数体通常不是在文件的第一行开始。）
\encoding [ encoding ]
设置客户端字符集编码。不带参数时，这条命令以当前的编码显示。
\errverbose
以最详细的程度重复最近的服务器错误消息，就好像 VERBOSITY
被设置为 verbose 且 SHOW_CONTEXT 被设置为 always。
\ev [ view_name [ line_number ] ]
这个命令会以一个 CREATE OR REPLACE VIEW 的形式取出并且
编辑指定函数的定义。编辑的方式与\edit 完全相同。在编辑器退出
后，更新过的命令将在查询缓冲区中等待，可以键入分号或者\g 把
它发出，也可以用\r 取消之。
如果没有指定函数，将会给出一个空白的 CREATE VIEW 模板来
编辑。
如果指定了一个行号，psql 将把游标定位在该视图定义的指定行上。
\f [ string ]
为不对齐的查询输出设置字段分隔符。缺省时是竖线(|)。
554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g [ filename ]
\g [ |command ]
把当前的查询输入缓冲区的内容发送给服务器并且根据选择把查
询 的 输 出 存 储 到 filename 或 者 把 输 出 用 管 道 导 向 shell 命 令
command。 只在查询成功返回零个或更多元组时写入文件或命令，
查询失败或者是一个非数据返回的 SQL 命令时不写入。
单独一个\g 实际上等效于一个分号。一个带有参数的\g 是\o 命令
的"一次性"的替换方案。
\gexec
把当前查询输入缓冲区发送到服务器，然后该查询输出（如果有）
中的每一行的每一列都当作一个要被执行的 SQL 语句。例如，要
在 my_table 的每一列上都创建一个索引：
=> SELECT format('create index on my_table(%I)', attname)
-> FROM pg_attribute
-> WHERE attrelid = 'my_table'::regclass AND attnum > 0
-> ORDER BY attnum
-> \gexec
CREATE INDEX
CREATE INDEX
CREATE INDEX
CREATE INDEX
产生的查询会按照其所在行被返回的顺序执行，如果有多个列，则
同一行中按照从左至右的顺序执行。NULL 域会被忽略。产生的查
询会被原样发送给服务器处理，因此它们即不能是 psql 元命令，也
不能包含 psql 变量引用。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查询失败，剩余查询的
执行将会继续，除非设置了 ON_ERROR_STOP。每个查询的执行
都遵照 ECHO 的处理（在使用\gexec 时，通常建议设置 ECHO 为
all 或者 queries）。查询日志、单步模式、计时以及其他查询执行
特性也适用于每一个生成的查询。
\gset [ prefix ]
把当前的查询输入缓冲区发送到服务器并将查询输出存储到 psql
变量。要执行的查询必须正好返回一行。该行的每个字段存储到单
独的变量中，变量名和字段的名称相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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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hello' AS var1, 10 AS var2
-> \gset
=> \echo :var1 :var2
hello 10
如果声明了 prefix，那么该字符串会被追加在该查询的输出列名称
之前用来创建要使用的变量名：
=> SELECT 'hello' AS var1, 10 AS var2
-> \gset result_
=> \echo :result_var1 :result_var2
hello 10
如果一个字段结果为 NULL，那么对应的变量不会被设置。
如果查询失败或没有返回行，那么没有变量改变。
\h 或 \help [ command ]
给出指定 SQL 命令的语法帮助。如果没有给出 command，那么 psql
将列出可获得语法帮助的所有命令。如果 command 是一个星号(*) ，
则显示所有 SQL 命令的语法帮助。
注意: 为简化输入，包含多个词的命令不需要引用。因此键入\help
alter table 是正确的。
\H 或\html
打开 HTML 查询输出格式。如果 HTML 格式已经打开，则切换回
缺省的对齐的文本格式。这个命令是为了兼容和方便。
\i 或\include filename
从文件 filename 中读取输入并把其内容当作从键盘输入的那样执
行查询。
如果 filename 是-（连字符），那么会一直读取标准输入直到碰到
一个 EOF 指示符或者\q 元命令。这可以用来把交互式输入与文件
输入混合适用。注意只有在最外层激活了 Readline 行为的情况下才
将会使用 Readline 行为。
注意: 如果你想在屏幕上看到读入的行，就必须将变量 ECHO 设
置为 all。
\ir 或 \include_relative filename
\ir 命令类似于\i，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相对路径文件名。在交互
模式中执行时，这两个命令的行为相同。不过，当在脚本中调用时，
\ir 相对于脚本所在的目录而不是根据当前工作目录来解释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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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或 \list[+] [ pattern ]
列出服务器中所有数据库的名称、所有者、字符集编码以及访问权
限。如果声明了 pattern，则只列出名字匹配该 pattern 的数据库。
如果在命令名称后面附加+，则也显示数据库大小、默认表空间和
描述。（大小信息仅对当前用户可连接的数据库是有效的。）
\lo_export loid filename
从数据库中读取 OID 为 loid 的大对象并把它写到 filename 里。注
意这个功能与服务器函数 lo_export 有些微小的区别，后者会以运
行数据库服务器的用户权限来执行并且运行在服务器的文件系统
上。
提示: 使用\lo_list 查看大对象的 OID。
\lo_import filename [ comment ]
把文件存储为一个 HighGo DB 大对象。可选的，可以为该对象添
加注释。例如：
foo=> \lo_import '/home/peter/pictures/photo.xcf' 'a picture of me'
lo_import 152801
该命令表明此大对象得到一个对象 ID 152801 ，可以用来在后面访
问新创建的大对象。建议给每个对象添加一个可读性较强的注解。
可以用\lo_list 命令查看 OID 和注解。
注意这条命令与服务器端的 lo_import 有一些区别，因为这条命令
是本地用户在本地文件系统上操作，而不是以服务器用户在服务器
文件系统上操作。
\lo_list
显示一个目前存储在该数据库中的所有 HighGo DB 大对象的列表
和为它们提供的注释。
\lo_unlink loid
从数据库中删除 OID 为 loid 的大对象。
提示: 使用\lo_list 查找大对象的 OID。
\o 或\out [ filename ]
\o 或\out [ |command ]
把后面的查询结果保存到文件 filename 中或者用管道导向到 shell
命令 command。如果没有声明参数，查询输出将被重置为标准输出。
"查询结果"包括从数据库服务器得到的所有表、命令响应和提示，
同样还有各种各样查询数据库的反斜杠命令的输出(如\d)，但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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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错误信息。
提示: 要在查询结果之间插入文本输出，用\qecho。
\p 或\print
打印当前查询缓冲区到标准输出。
\password [ username ]
更改指定用户的口令，缺省为当前用户。该命令将提示口令输入，
然后将加密过的口令作为一个 ALTER ROLE 命令发送给服务器。
这可以保证新口令不会以明文形式出现在命令历史、服务器日志或
其他地方。
\prompt [ text ] name
提示用户提供文本，分配给变量 name。可以声明一个可选的提示
字符串 text。（对于多个字的提示，用单引号包围文本）。
缺省时，\prompt 使用终端输入和输出。不过，如果使用了-f 命令
行开关，\prompt 使用标准输入和标准输出。
\pset [ option [ value ] ]
这条命令用来设置影响查询结果表输出的选项。option 表明要设置
的选项。value 的语义根据选定的选项发生变化。对于一些选项，
省略 value 会导致选项切换或者复位，正如特定选项中描述的那样。
如果没有提及此行为，那么省略 value 只会显示当前的设置。
不带任何参数的\pset 显示所有打印选项的当前状态。
可调节的打印选项有：
border
value 必须是一个数字。通常，数字越大，表格就会有更多的
边框和线条，但具体要看是哪一种格式。在 HTML 格式中，
这会直接被转换成 border=...属性。在大部分其他格式中，只有
值 0（没有边框）、1（内部分隔线）和 2（表格边框）有意
义，并且 2 以上的值会被视为与 border = 2 相同。latex 和 latexlongtable 格式会额外地允许一个值 3 表示在数据行之间增加
分隔线。
columns
为 wrapped 格式设置目标宽度，并且在自动扩展模式下宽度限
制决定输出是否太宽需要分页，或切换到垂直显示。0（缺省
值）代表目标宽度受到环境变量 COLUMNS 的控制，如果没
有设置 COLUMNS，则是受到检测到的屏幕宽度的限制。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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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columns 为 0，那么 wrapped 格式仅影响屏幕输出。如果
columns 非零，那么文件和管道输出也会包装为那个宽度。
expanded (或 x)
如果声明了 value，则必须是 on 或者 off（这将启用或者禁用
扩展模式）或者 auto。如果省略了 value ，那么命令在开启和
关闭设置之间切换。当启用扩展模式时，查询结果会在两列中
显示，列名称会在左边列显示而数据会在右边一列显示。这个
模式在数据无法放进通常的"水平" 模式的屏幕时很有用。在
自动设置模式下，如果查询输出比屏幕宽时使用扩展模式，否
则使用正常模式。自动设置只在对齐和封装格式下有效。在其
他格式下，其行为与关闭扩展模式时相同。
fieldsep
声明在非对齐模式时的字段分隔符。这样就可以创建其它程序
希望的输出，例如制表符或逗号分隔的输出。要设置制表符作
为字段分隔符，键入\pset fieldsep '\t'。缺省字段分隔符是'|'(竖
条符)。
fieldsep_zero
设置非对齐输出格式中使用的字段分隔符为 0 字节。
footer
如果声明了 value，它必须是 on 或者 off，这将启用或者禁用
表页脚的显示（(n rows)计数）。如果省略了 value，那么命令
在 on 或 off 之间进行切换。
format
设置输出格式为 unaligned、aligned、wrapped、html、asciidoc、
latex（使用 tabular）、latex-longtable 或者 troff-ms 之一。允许
使用唯一缩写，这也意味着一个字母就够了。
unaligned(不对齐)模式把一行的所有字段都输出到一行，用当
前有效的字段分隔符分隔。这主要用于生成那些要被其它程序
读取的输出(比如，制表符分隔或者逗号分隔格式)。
aligned(对齐)模式是标准的已格式化的、可读性强的文本输出；
这是缺省值。
wrapped 格式类似于 aligned，但是包装跨行的宽数据值，使其
适应目标字段的宽度输出。目标宽度的确定如 columns 选项中
的描述。请注意 psql 不会试图包装列标题；因此，如果列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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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需 的 总 宽 度 超 过 目 标 宽 度 ， 则 wrapped 格 式 的 行 为 与
aligned 相同。
html、asciidoc、latex、latex-longtable 和 troff-ms 格式分别用相
应的标记语言把要输出的表格放在文档中，不过它们的输出并
不是完整的文档。在 HTML 中这可能并不重要，但是在 LaTeX
中必须有完整的文档。 latex-longtable 还要求有 LaTeX 的
longtable 以及 booktabs 包。
linestyle
设置边界线条格式为 ascii、old-ascii 或者 unicode 中的一种。
允许唯一缩略词。（那意味着一个字母就足够了。）缺省设置
为 ascii。该选项仅影响 aligned 和 wrapped 输出格式。
ascii 格式使用纯 ASCII 字符。数据中的换行使用一个+符号在
右手边显示。当 wrapped 格式从一行到下一行封装数据而没
有换行符时，一个点(.) 会显示在第一行的右侧，下一行的左
侧。
old-ascii 格式使用纯 ASCII 字符。数据中的换行符通过使用一
个：符号来显示，代替左侧的列分隔符。当数据从一行封装到
下一行而没有换行符时，使用一个；符号，代替左侧的列分隔
符。
unicode 格式使用 Unicode box-drawing 字符。数据中的新行在
右侧使用一个回车符显示。当数据从一行封装到下一行而没有
换行符时，一个省略号会显示在第一行的右侧，下一行的左侧。
当 border 设置大于零时，linestyle 选项也决定边框线用什么字
符绘制。 纯 ASCII 字符可以在任何场景下使用，但是在识别
Unicode 字符的显示上使用 Unicode 字符会更美观。
null
设置要用来替代被打印的空值的字符串。默认是什么都不打印，
这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个空字符串。例如：有人可能会更喜欢
\pset null '(null)'。
numericlocale
如果声明了 value，那么必须是 on 或者 off，这将启用或禁用
区域相关的字符来分隔数字和左边的十进制标记。如果省略了
value，那么命令在普通和区域特定的数值输出之间切换。
p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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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查询和 psql 帮助输出的分页程序的使用。如果设置了环
境变量 PAGER，那么输出被管道输送到指定程序，否则使用
与平台相关的缺省值(比如 more)。
当 pager 选项是 off，则不使用分页器程序。当 pager 选项是
on，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分页器，如：当输出到终端并且不适合
屏幕时。也可以把 pager 选项设置为 always，这会使得对所有
的终端输出都使用分页器而不管输出是否适合屏幕。不带有
value 的\pset pager 在 on 和 off 之间切换。
pager_min_lines
如果 pager_min_lines 被设置为一个大于页面高度的数字，在
这么多输出行被显示之前都不会调用分页器程序。默认设置为
0。
recordsep
声明用在非对齐输出格式中的记录（行）分隔符。缺省是换行
符。
recordsep_zero
设置在非对齐输出格式中使用的记录分隔符为 0 字节。
tableattr (或 T)
在 HTML 格式下， 声明放在 table 标签 中的属性 。例如
cellpadding 或 bgcolor。注意，你可能不需要在这里声明 border，
因为那由\pset border 负责。如果没有给定 value，那么表的属
性是未设置的。
在 latex-longtable 格式中，它控制每个包含左对齐数据类型的
字段的宽度比例。它被指定为以空格分隔的值列表，比如'0.2
0.2 0.6'。 未指明的输出列使用最后指定的值。
title
为任何随后打印的表设置标题。这个参数可以用于给你的输出
一个描述性标记。如果不带 value，则标题是未设置的。
tuples_only (或 t)
如果声明了 value，那么必须是 on 或者 off，这将启用或禁用
tuples_only 模式。如果省略了 value，那么该命令在普通和
tuples_only 输出之间切换。普通输出包括额外的信息，如列标
题、标题和各种页脚。在 tuples_only 模式中，仅显示实际表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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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ode_border_linestyle
设置 unicode 线型的边框绘制风格为 single 或者 double。
unicode_column_linestyle
设置 unicode 线型的列绘制风格为 single 或者 double。
unicode_header_linestyle
设置 unicode 线型的页眉绘制风格为 single 或者 double。
提示: 有很多用于\pset 的快速命令。参阅\a、\C、\H、 \t、\T 和
\x。
\q 或 \quit
退出 psql 程序。在脚本文件中，只终止该脚本的执行。
\qecho text [ ... ]
这条命令和\echo 相同，不过所有输出将写入由\o 设置的查询输出
通道。
\r 或\reset
重置(清空)查询缓冲区。
\s [ filename ]
打印 psql 的命令行历史到 filename。如果省略则输出到标准输出
（适当时使用分页）。如果在没有 Readline 支持的情况下构建了
psql，则此命令不可用。
\set [ name [ value [ ... ] ] ]
设置 psql 变量 name 为 value，如果给定多个值，则设置为所有这
些值的连接。如果只给出了一个参数名，那么会用空值设置该变量。
要重置一个变量，使用\unset 命令。
不带有任何参数的\set 显示所有当前设置的 psql 变量的名字和值。
有效的变量名可以包含字符、数字和下划线。变量名是大小写敏感
的。
尽管你可以设置任何变量为任意值，但是 psql 对一些变量特殊对
待。它们在相关变量的小节中有介绍。
注意: 这条命令和 SQL 命令 SET 是没有关系的。
\setenv name [ value ]
设置环境变量 name 为 value，如果没有提供 value，则重置环境变
量。例如：
testdb=> \setenv PAGER less
testdb=> \setenv LESS -imx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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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function_description
这个命令以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命令的格式抓取
并显示命名函数的定义。定义打印到当前查询输出通道，正如\o 所
设定的那样。
目标函数可以只通过名字指定，或者通过名字和参数指定，例如
foo(integer, text)。如果有多个函数的名字相同，则必须给出参数的
类型。
如果在命令名后面附加上了+，那么输出行是经过编号的，函数体
的第一行为 1。
\sv[+] view_name
这个命令以一个 CREATE OR REPLACE VIEW 命令取出并且显示
指定视图的定义。定义会被打印到当前的查询输出渠道，就像\o 所
作的那样。
如果在命令名称上追加+，那么输出行会从 1 开始编号。
\t
切换输出的字段名标题和行计数页脚的显示。这条命令等效于\pset
tuples_only，提供它主要为了方便。
\T table_options
声明 HTML 输出格式中放在 table 标记内的属性。这条命令等效于
\pset tableattr table_options。
\timing [ on | off ]
如果指定参数，参数为 on 则打开显示每条 SQL 语句的耗时，以
毫秒为单位，参数为 off 则关闭耗时显示。 如果不指定参数，则在
on 和 off 之间进行切换。
\unset name
重置（删除）psql 变量 name。
\w 或\write filename
\w 或\write |command
将当前查询缓冲区输出到文件 filename 或者用管道导出到 shell 命
令 command。
\watch [ seconds ]
反复执行当前的查询缓冲区（就像\g 那样）直到被中止或者查询失
败。两次执行之间等待指定的秒数（默认是 2 秒）。显示每个查
询结果时带上一个由\pset title 字符串（如果有）、从查询开始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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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以及延时间隔组成的页眉。
\x [ on | off | auto ]
设置或切换扩展表格式化模式。等效于\pset expanded。
不使用扩展表格式
EXPLAIN

ANALYZE 声明

\gx [ filename ]
\gx [ |command ]
\gx 等效于\g， 但是强制扩展此查询的输出模式。参阅\x。
\if expression
\elif expression
\else
\endif
这组命令实现了可嵌套的条件块。条件块必须以\if 开头， 并以
\endif 结尾。在中间可以有任意数量的\endif 子句，它们可以选择跟随
一个\else 子句。 普通查询和其他类型的反斜杠命令可能（并且通常会）
出现在形成条件块的命令之间。\if 和\elif 命令读取它们的参数并将其评
估为布尔表达式。 如果表达式产生 true 则处理正常进行；否则跳过行
直到匹配 一个\elif、\else 或者到达\endif。 一旦一个\if 或\elif 测试成
功，那么相同块中 \elif 命令的参数将不再评估并且视为假。 \else 之后
的行仅在前面的 \if 或 \elif 都未成功时 才进行。 if 或 \elif 命 令的
expression 参数受到可变插值和反引用扩展的影响，就像任何其他反斜
杠命令参数一样。 之后，它被评估为开/关选项变量的值。 所以有效值
是以下之一的任何明确的不区分大小写的匹配： true、false、1、 0、
on、off、 yes、no。例如 t、T 和 tR 都将被看做 true。不正确评估为真
或假的表达式将生成警告并被视为假。被跳过的行会被正常解析以识别
查询和反斜杠命令，但查询不会发送到服务器， 并且条件以外的反斜
杠命令（\if、\elif、 \else、\endif）将被忽略。 只有有效的嵌套才会检
查条件命令。跳过的行中的变量引用不会扩展， 并且反引用扩展也不
会执行。给定条件块的所有反斜杠命令必须出现在同一个源文件中。 如
果在所有本地\if 块被关闭之前到达了主输入文件或 \include 文件的
EOF，那么 psql 将会报错误。
这里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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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据库中是否存在两个单独的记录
-- 并将结果存储在单独的 psql 变量中
SELECT
EXISTS(SELECT

1

FROM

customer

WHERE

customer_id=123)

AS

1

FROM

employee

WHERE

employee_id=456)

AS

is_customer,
EXISTS(SELECT
is_employee ;
\gset
\if :is_customer
SELECT * FROM customer WHERE customer_id = 123 ;
\elif :is_employee
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employee_id = 456 ;
\endif

\z [ pattern ]
列出表、视图、序列和它们的相关访问权限。如果声明了 pattern，
则仅列出名称匹配该 pattern 的表、视图和序列。
这是\dp("显示权限")的别名。
\! [ command ]
跳到一个单独的 shell 或者执行 shell 命令 command。参数不会被进
一步解释；shell 将原封不动地看到参数。特别的，变量替换规则和
反斜杠转义并不适用。
\? [ topic ]
显示帮助信息。可选的 topic 参数（默认是 commands）指定解释
psql 的哪一部分：commands 表示 psql 的反斜线命令；options 表示
可以传递给 psql 的命令行选项； 而 variables 显示有关 psql 配置变
量的帮助。
➢ Patterns
各种\d 命令都接受一个 pattern 参数，声明要显示的对象名字。最简单
的情况下 pattern 正好等于对象的名字。pattern 中的字符通常会被自动
转换成小写，就像 SQL 名字一样。例如，\dt FOO 将显示名为 foo 的表。
与在 SQL 名字中相同的是双引号界定的 pattern 将保持原样(不做大小
写转换)。如果需要在双引号界定的 pattern 中使用双引号字符，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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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两个并列的双引号，这与 SQL 的引用标识符的规则相同。例如，\dt
"FOO""BAR"将会显示名为 FOO"BAR 的表，而不是显示 foo"bar 的表。
与一般的 SQL 名字规则不同的是，你可以仅用双引号界定名字的一部
分，例如\dt FOO"FOO"BAR 将显示名为 fooFOObar 的表。
如果完全省略 pattern 参数，那么\d 命令将显示在当前模式搜索路径中
可见的所有对象；等价于使用*作为匹配 pattern。（如果一个对象所在
的模式在搜索路径中，并且没有相同类型、相同名字的对象出现在搜索
路径中的更早位置，那么就说该对象是可见的。这就等于可以通过名字
引用而不需要用模式来进行限定。）要查看数据库中的所有对象而不管
它们的可见性，使用*.*用作 pattern。
pattern 中的*匹配任何字符序列，包括没有字符，而?匹配"任意单个字
符"。这个表示法和 Unix 的 shell 文件名 pattern 兼容。比如\dt int*显示
所有名字以 int 开头的表。但是在双引号内部的*和?不具有匹配的功能，
它们只代表自身。
包含点 (.)的 pattern 将 被解释成模式名 pattern 后面跟一个对象 名
pattern 。例如，\dt foo*.*bar*显示所有名字以 foo 开头的模式中的所有
名字包含 bar 的表。如果没有出现句点，那么这个模式只匹配在当前模
式搜索路径中可见的对象。同样，在双引号内的点没有这个含义，它只
代表其自身。
高级用户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语法，比如字符类等。例如用[0-9]匹配任
意数字。所有正则表达式中的特殊字符都按照 POSIX 正则表达式中描
述的规则进行解析，除了.如上所述被当做分隔符，*将被理解成.*，?将
被理解成.，$按照字面意思匹配之外。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用?代替.、
用(R+|)代替 R*、 用(R|) 代替 R?。不需要$作为正则表达式字符，因为
模式必须匹配整个名称，而不是一般理解的匹配一部分即可（换句话说，
$自动加到您的模式中）。如果你只想匹配一部分，可以在 pattern 的开
头和结尾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在双引号内部的所有正则表达式特殊字
符都将失去其特殊含义。同样，在操作符名称 pattern 中(也就是作为\do
参数的时候)，正则表达式特殊字符也将失去其特殊含义。
提示设置
现在可以在 psql 命令的提示符中设置后端进程的进程 ID。设置进程 ID，
指定变量 PROMPT1，PROMPT2，PROMPT3 的％p。
示例：指定提示
postgres => \ set PROMPT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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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 的（2619）=>
➢ 高级特性
 变量
psql 提供类似普通 Unix 命令 shell 那样的变量替换特性。变量只是
简单的名称/值对，这里的值可以是任何长度的任何值。名字必须由
字母（包括非拉丁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
要设置一个变量，使用 psql 元命令\set，例如：
testdb=> \set foo bar
把变量 foo 的值设置为 bar。要查看变量的内容，在变量名前面放
上冒号，例如：
testdb=> \echo :foo
bar
这在 SQL 命令和元命令中都能运行。
如果你不带第二个参数调用\set，那么会将该变量设为空字符串。
要重置(也就是删除)一个变量，使用\unset 命令。要显示所有变量
的值，可以直接调用\set，后边不加任何参数。
注意: \set 的参数服从和其它命令一样的替换规则。因此你可以构
造有趣的引用，像\set :foo 'something'这样，以及分别得到 Perl 或
PHP 的"软连接"或"可变变量"。不幸(或者万幸?)的是，用这些构造
不能做任何有用的事情。另一方面，\set bar :foo 是一个非常有效
的拷贝变量的方法。
有一些常用变量被 psql 特殊对待。它们代表特定的选项设置，这些
选项设置可以在运行时通过更改变量值进行改变，或者在某些情况
下代表 psql 的可变状态。尽管你可以把这些变量用于其它用途，但
是不鼓励这么做，因为程序的行为可能会变得非常奇怪。通常，所
有特殊对待的变量名都是由大写 ASCII 字母组成(可能还有数字和
下划线)。为了保证和未来的最大限度的兼容性，请避免使用这样
的变量。下面是所有特殊对待的变量列表。
AUTOCOMMIT
如果是 on(缺省)，那么每个 SQL 命令都在成功完成后自动提
交。要推迟这种模式下的提交，你必须输入一个 BEGIN 或
START TRANSACTION SQL 命令。如果是 off 或者未设置，
SQL 命令不会提交，直到你明确地发出 COMMIT 或 END。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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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交关闭的模式会为你发出一个隐式的 BEGIN，这会发生
在任何不在一个事务块中并且本身既不是 BEGIN 或其它事
务控制命令也不是那些不能在事务块里执行的命令 (比如
VACUUM)的前面。
注意: 在自动提交关闭的模式下，你必须通过执行 ABORT
或 ROLLBACK 显示地放弃任何失败的事务。还要注意，如
果你不提交就退出会话，所做的工作会丢失。
注意:自动提交打开模式是 HighGo DB 的传统行为，但是自
动提交关闭模式更接近 SQL 规范。如果你更喜欢自动提交
关闭模式，你可以在系统级的 psqlrc 或 ~/.psqlrc 文件中设
置它。
COMP_KEYWORD_CASE
确定补全一个 SQL 关键字时使用哪种大小写形式。如果设置
为 lower 或 upper，补全后的单词分别为小写或大写形式。如
果设置为 preserve-lower 或 preserve-upper（缺省），那么补全
的单词将是输入时的情况，但是之前并未有任何输入的单词，
将分别是小写或大写形式。
DBNAME
当前已连接的数据库名称。每次与一个数据库连接都会设置这
个值(包括程序启动)，但是可以重置。
ECHO
如果被设置为 all，所有非空输入行在读取时会被打印到标准
输出（不适用于交互式读取的行）。要在程序开始时选择这种
行为，可以使用开关-a。如果被设置为 queries，psql 会在发送
每个查询给服务器时将它们打印到标准输出。这种行为的开
关是-e。如果被设置为 errors，那么只有失败的查询会被显示
在标准错误输出上。它的开关是-b。如果被重置或者设置为
none（或者其他非上述值）则不会显示任何查询。
ECHO_HIDDEN
当这个变量设置为 on 并且一个反斜杠命令查询数据库时，首
先显示查询。这个特性帮助你学习 HighGo DB 内部的东西并
且在你自己的程序里提供类似功能。要在程序开始时启用这个
行为，可以使用-E 选项。如果你设置该变量的值为 noexec，那
么查询只是显示出来但是实际上不发送到服务器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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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DING
当前的客户端字符集编码。
FETCH_COUNT
如果该变量被设置为一个大于零的整数值，SELECT 查询的结
果将按此值分批返回和显示，而不是缺省的一次取出和显示所
有结果。这样就可以无论结果集有多大都只使用很少量的内存。
一般来说，设为 100 到 1000 之间的值比较合理。需要注意的
是，使用此特性时，一个查询可能在显示了一部分结果之后失
败。
提示: 虽然该特性可以用于所有输出格式。但是缺省的 aligned
格式看起来会比较糟糕，因为每一组的 FETCH_COUNT 个行
会被单独的格式化，这样每一批输出结果的列宽就可能不同。
其他的输出格式会更好。
HISTCONTROL
如果将这个变量设为 ignorespace，那么以空格开始的行将不会
进入历史列表。如果设置为值 ignoredups，那么匹配之前的历
史行的行也不会进入历史列表。值 ignoreboth 组合了上面两个
选项。如果没有设置或者被设置为 none
（或者其他非上述值），
所有在交互模式中被读入的行都被保存在历史列表中。
HISTFILE
此文件将用于存储历史列表。缺省值是~/.psql_history。比如，
在 ~/.psqlrc 里使用：
\set HISTFILE ~/.psql_history- :DBNAME
将使得 psql 为每个数据库维护一个独立的历史。
HISTSIZE
保存在命令历史中的命令的个数。缺省值是 500。
HOST
当前连接到的数据库服务器端口。每次连接到一个数据库时
(包括程序启动时)都会设置该变量，但是可以重置。
IGNOREEOF
如果没有设置，向一个交互的 psql 会话发送一个 EOF 字符(通
常是 Control+D)将终止应用。如果设置为一个数字值，那么在
应用终止前将会忽略那么多个 EOF 字符。如果设置了此变量
但是不是数字值，则缺省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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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OID
最后被影响的 OID 值，即为从一条 INSERT 或\lo_import 命令
返回的值。此变量只保证在下一条 SQL 命令的结果显示完毕
之前有效。
ON_ERROR_ROLLBACK
当设置为 on 时，如果一个事务块中的语句产生错误，这个错
误将被忽略而事务继续执行。当设置为 interactive 时，这样的
错误只在交互的会话里忽略，而读取脚本文件时不会忽略。如
果未设置或者设置为 off(缺省)，事务块中一个语句生成的错误
将会中止整个事务。错误回滚模式的工作原理是在一个事务块
的每个命令前都为你隐式地发出一个 SAVEPOINT，在命令失
败的时候回滚到该保存点。
ON_ERROR_STOP
缺省时，遇到错误后命令处理继续进行。当这个变量设置为 on
时，处理会立即停止。在交互模式下，psql 将返回到命令提示
符；否则，psql 将退出并返回错误代码 3，以示这个情况与致
命错误条件的区别，致命错误条件的错误代码为 1。不管在哪
种情况下，任何当前运行的脚本（顶级脚本，如果有，和任何
它调用的其他脚本）都将立即终止。如果顶级命令字符串包含
多个 SQL 命令，处理将在当前命令停止。
PORT
当前连接到的数据库服务器的端口。每次连接到一个数据库时
都会设置该变量(包括程序启动时)，但是可以重置。
PROMPT1
PROMPT2
PROMPT3
这些变量指明 psql 发出的提示符的模样。参阅下面的提示符。
QUIET
设置这个变量为 on，等效于命令行选项-q。在交互模式下用处
不大。
SINGLELINE
设置这个变量为 on，等效于命令行选项 -S。
SINGLESTEP
设置这个变量为 on，等效于命令行选项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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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当前连接的数据库用户。每次连接到一个数据库时都会设置该
变量（包括程序启动时），但是可以被重置。
VERBOSITY
这个变量可以设置为值 default、verbose 或 terse 以控制错误报
告的详细程度。
 SQL 中插入变量
psql 变量的关键特性是你可以把它们替换成常规的 SQL 语句，也
可以把它们作为元命令的参数。另外，psql 提供了功能来确保被用
作 SQL 文字和标识符的变量值会被正确地引用。插入一个值而不
需要引用的语法是在变量名前面加一个冒号(:)。例如：
testdb=> \set foo 'my_table'
testdb=> SELECT * FROM :foo;
将会查询表 my_table。请注意这可能是不安全的：变量的值是逐字
拷贝的，所以它可能包含不对称的引号甚至反斜杠命令。必须确保
把它放在那里是有意义的
当一个值被用作 SQL 文本或标识符时，最安全的是把它加上引用。
要引用一个变量的值作为 SQL 文本，可以把变量名称放在单引号
中并且在引号前加一个冒号。要引用一个变量值作为 SQL 标识符，
可以把变量名放在双引号中并且在引号前面写一个冒号。这种结构
可以正确地处理变量值中嵌入的引号和其他特殊字符。上面的例子
这样写更安全：
testdb=> \set foo 'my_table'
testdb=> SELECT * FROM :"foo";
在被引用的 SQL 文本和标识符中将不会执行变量插入。因此，一
个构造比如':foo'并不从变量的值中产生一个引用的文本（如果它确
实发生了，那么它是不安全的，因为它不会正确的处理嵌入在值中
的引号。）
使用这个机制的一个例子是拷贝一个文件的内容到一个表字段中。
首先加载文件到一个变量，然后把变量的值作为被引用的字符串插
入：
testdb=> \set content `cat my_file.txt`
testdb=> INSERT INTO my_table VALUES (:'content');
（请注意，如果 my_file.txt 包含 NUL 字节，这将不会运行。psql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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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在变量值中嵌入 NUL 字节。）
因为冒号可以合法地出现在 SQL 命令中，除非命名的变量就是当
前设置的，否则一个明显的插入尝试(如:name, :'name', 或 :"name")
是不会替换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反斜杠转义一个冒号以保
护它不被替换。
变量的冒号语法符合诸如 ECPG 之类的嵌入式查询语言的 SQL 标
准。将变量的值转义成 SQL 文本或者标识符的冒号引用语法是 psql
扩展。
 提示符
psql 发出的提示符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自定义。三个变量 PROMPT1、
PROMPT2、PROMPT3 包含描述提示符的外观的字符串和特殊转
义序列。PROMPT1 是 psql 请求一个新命令时发出的常规提示符。
PROMPT2 是在一个命令输入期待更多输入时(因为查询没有用一
个分号结束或者引号没有关闭)发出的提示符。PROMPT3 在你运行
COPY FROM STDIN 的 SQL 命令并且等待你在终端上键入行值时
发出。
被选中的提示符变量的值会被原样打印，除非碰到一个百分号(%)。
百分号的下一个字符会被特定的其他文本替换。已定义的替换是：
%M
数据库服务器的完整主机名(带着域名)，如果连接是通过 Unix
域套接字进行的就是[local]，如果 Unix 域套接字不是编译的
缺省位置，就是[local:/dir/name]。
%m
数据库服务器的主机名删去第一个点后面的部分剩下的东西。
如果是通过 Unix 域套接字连接，就是[local]。
%>
数据库服务器正在监听的端口号。
%n
数据库会话的用户名。这个值的扩展可能在一个数据库会话过
程中因为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命令的结果而改
变。
%/
当前数据库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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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但如果数据库是你的缺省数据库时输出是波浪线~。
%#
如果会话用户是数据库超级用户，使用#，否则用>。这个值的
扩 展 可 能 在 一 个 数 据 库 会 话 过 程 中 因 为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命令的结果而改变。
%R
对于 PROMPT1 通常是=，但是如果是单行模式则是^，而如果
会话与数据库断开(如果\connect 失败可能发生)则是!。对于
PROMPT2，根据 psql 等待输入的原因，%R 会被一个相应的
字符替换：如果命令没有终止使用-替换；如果在一个未完的
/* ... */注释内使用*替换；如果有一个未完的被引号的字符串
则使用一个单引号替换；如果是一个未完的被引用的标识符则
是一个双引号；如果有一个未完的美元引用字符串则使用一个
美元符替换；如果有一个还没有被配对的左圆括号则换成(。
对于 PROMPT3 该序列不解释成任何东西。
%x
事务状态：如果不在事务块中则是一个空字符串，如果在事务
块中则是*，如果在一个失败的事务块中则是!，或者无法判断
事务状态时为?(比如没有连接)。
%l
当前语句中的行号，从 1 开始。
%digits
带有指定的八进制码的字符被替换。
%:name:
psql 变量 name 的值。参阅变量小节获取细节。
%`command`
command 的输出，类似于通常的 "反引号"替换。
%[ ... %]
提示符可以包含终端控制字符，例如改变提示符文本的颜色、
背景或者风格以及更改终端窗口的标题。为了让 Readline 的行
编辑特性正确运行，这些不可打印的控制字符必须设计成不可
见的，方法是用%[ 和%]包围它们。在提示符中可能出现多个
这样的标识对。例如：
testdb=>\set

PROMP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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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1;33;40m%]%n@%/%R%[%033[0m%]%# '
会导致在 VT100 兼容的可显示彩色的终端上的一个粗体(1;)黑
底黄字(33;40)的提示符。
键入%%可以在提示符里插入百分号。缺省提示符为'%/%R%# '用于第
一二个提示符，'>> '用于第三个提示符。
 命令行编辑
为了方便的编辑和检索行，psql 支持 Readline 库。命令历史在 psql
退出的时候自动保存，在 psql 启动的时候重新加载。还支持 Tab 补
齐，尽管该补齐逻辑并不是一个 SQL 分析器。tab 补齐产生的查询
也 可 以 与 其 他 SQL 命 令 交 互 ， 比 如 SET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如果因某些原因你不喜欢 tab 补齐，可以把
下面几行放在你的根目录下的.inputrc 文件中关闭这个特性：
$if psql
set disable-completion on
$endif
这不是 psql 而是 Readline 的特性。
▪

环境变量
COLUMNS
如果\pset columns 为 0，该环境变量控制 wrapped 格式的宽度，以及用
来确定宽度输出是否需要分页或在扩展的自动模式下切换为垂直格式
的宽度。
PAGER
如果屏幕不能容纳查询结果，那么将通过该命令管道传递这些结果。 典
型值是 more 或者 less。默认是平台相关的，可以用\pset 命令关闭分页
器。
PGDATABASE
PGHOST
PGPORT
PGUSER
缺省的连接参数。
PSQL_EDITOR
EDITOR
VISUAL
\e 和\ef 命令使用的编辑器。这些变量是按照上面的顺序检查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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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最先使用。
在 Unix 系 统 上 内 置 的 缺 省 编 辑 器 是 vi ， 在 Windows 系 统 上 是
notepad.exe。
PSQL_EDITOR_LINENUMBER_ARG
当\e 或\ef 带有行号参数使用时，这个变量指定用于传递起始行号给用
户编辑器的命令行参数。对于 Emacs 或 vi 这样的编辑器，这是一个加
号。如果在选项名和行号之间需要空格，则在变量值中包括一个结尾的
空格。例子：
PSQL_EDITOR_LINENUMBER_ARG='+'
PSQL_EDITOR_LINENUMBER_ARG='--line '
在 Unix 系统上的缺省是+（对应于默认的编辑器 vi，并且可用于许多其
他常见的编辑器）；在 Windows 系统上没有缺省值。
PSQL_HISTORY
命令历史文件的替代位置。执行波浪符(~)扩展。
PSQLRC
用户的.psqlrc 文件的替代位置。执行波浪符(~)扩展。
SHELL
被\!命令执行的命令。
TMPDIR
存储临时文件的目录。缺省是/tmp.
该实用程序，跟大部分 HighGo DB 实用程序一样，也使用 libpq 所支持的
环境变量。
▪

文件
psqlrc 和~/.psqlrc
除非传递了-X 或者-c 选项，否则在连接到数据库之后，接受普通命令之
前，psql 尝试读取和执行来自系统级别的 psqlrc 启动文件的命令，然后
是用户 ~/.psqlrc 启动文件中的命令。这些文件可以用来按需求设置客户
端或者服务器，典型的是使用\set 和 SET 命令。
系统级的启动文件名为 psqlrc，在安装的"系统配置"目录下查找，最可靠
的方法是运行 pg_config --sysconfdir 进行查找。缺省情况下，这个目录
是 ../etc/（相对于包含 HighGo DB 可执行文件的目录）。这个目录的名
字可以通过 PGSYSCONFDIR 环境变量显式设置。
用户的启动文件名为.psqlrc，在调用用户的主目录下查找。在 Windows
上，由于没有用户主目录的概念，用户个人的启动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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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PPDATA%\highgo\psqlrc.conf。用户的启动文件的位置可以通过
PSQLRC 环境变量显式设置。
系统级的启动文件和用户自己的启动文件都可以设置成针对 psql 版本
特定的，通过在文件名后面加上一个破折号和 HighGo DB 的主要或次要
版本号，比如~/.psqlrc-1.3。版本最匹配的文件比非版本特定的文件优先
读取。
.psql_history
命 令 行 历 史 存 储 在 ~/.psql_history 文 件 中 ， 或 者 在

Windows

的%APPDATA%\highgo\psql_history 文件中。
历史文件的位置可以通过 PSQL_HISTORY 环境变量显式设置。
▪

注意
一些 psql 的早期版本允许单字母的反斜杠命令(元命令)的第一个参数
直接跟在命令后面，而不用空白间隔。现在已经不允许这样使用了。
psql 和同版本或更老的主版本服务器最为匹配。如果服务器的版本比
psql 本身要新，则反斜杠命令是特别容易失效的。运行 SQL 命令和显
示查询结果的通用功能也应该能在更新主版本的服务器上工作，但是
并不保证所有情况都没问题。
如果你想要使用 psql 连接几个不同主版本的服务器，建议你使用 psql
的最新版本。或者，你可以保存每个主版本的 psql 的拷贝，确保使用
匹配各自服务器的版本。但是在实际中，不必要弄的这么复杂。

▪

Windows 用户注意事项
psql 是一个"控制台应用"。因为 Windows 控制台窗口和系统其它部分使
用不同的编码，所以在 psql 里使用 8 位字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如果 psql
检测到一个有问题的控制台代码页，那么它在启动的时候会警告你。要修改
控制台代码页，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


通过输入 cmd.exe /c chcp 1252 设置代码页（1252 是适用于德语的
代码页；请换成合适你的数值，比如中文 GB2312 的代码页是 936）。
如果你使用 Cygwin，你可以在/etc/profile 中输入这条命令。



控制台字体设置为 Lucida Console，因为光栅字体(点阵字体)不能在
ANSI 代码页下工作。

▪

例子
第一个例子演示了如何把一个命令分成多个行进行输入。注意提示符的变化：
testdb=> CREATE TABLE my_table (
testdb(> first integer not null defaul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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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db(> second text)
testdb-> ;
CREATE TABLE
现在再看看表定义：
testdb=> \d my_table
Table "my_table"
Attribute | Type

|

Modifier

-----------+---------+-------------------first

| integer | not null default 0

second

| text

|

现在我们把提示符改成更有趣的东西：
testdb=> \set PROMPT1 '%n@%m %~%R%# '
peter@localhost testdb=>
假设你用数据填充了表并且想看一眼：
peter@localhost testdb=> SELECT * FROM my_table;
first | second
-------+-------1 | one
2 | two
3 | three
4 | four
(4 rows)
你可以用\pset 命令以不同的方法显示表：
peter@localhost testdb=> \pset border 2
Border style is 2.
peter@localhost testdb=> SELECT * FROM my_table;
+-------+--------+
| first | second |
+-------+--------+
|

1 | one

|

|

2 | two

|

|

3 | three

|

|

4 | fou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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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ws)
peter@localhost testdb=> \pset border 0
Border style is 0.
peter@localhost testdb=> SELECT * FROM my_table;
first second
----- -----1 one
2 two
3 three
4 four
(4 rows)
peter@localhost testdb=> \pset border 1
Border style is 1.
peter@localhost testdb=> \pset format unaligned
Output format is unaligned.
peter@localhost testdb=> \pset fieldsep ","
Field separator is ",".
peter@localhost testdb=> \pset tuples_only
Showing only tuples.
peter@localhost testdb=> SELECT second, first FROM my_table;
one,1
two,2
three,3
four,4
还可以用短(缩写)命令：
peter@localhost testdb=> \a \t \x
Output format is aligned.
Tuples only is off.
Expanded display is on.
peter@localhost testdb=> SELECT * FROM my_table;
-[ RECORD 1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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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 one
-[ RECORD 2 ]first

|2

second | two
-[ RECORD 3 ]first

|3

second | three
-[ RECORD 4 ]first

|4

second | four

reindexdb

11.19
▪

语法
reindex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 --schema | -S schema ] ... [--table | -t
table ] … [--index | -i index ] ... [dbname]
reindex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all | -a
reindex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system | -s [dbname]

▪

描述
reindexdb 是用于重建数据库中索引的工具。
reindexdb 是 SQL 命令 REINDEX 的封装。通过这个工具和通过其他方法访
问服务器来重索引数据库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

选项
reindexdb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a
--all
对所有数据库重建索引。
[-d] dbname
[--dbname=]dbname
声明要重建索引的数据库的名称。如果未声明名称并且没有使用-a (或
者--all)，那么数据库名称从环境变量 PGDATABASE 中读取。如果没有
设置环境变量，就使用为连接指定的用户名。
-e
--echo
回显 reindexdb 生成并发送到服务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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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dex
--index=index
只重建 index。 可以通过写多个-i 选项重建多个索引。
-q
--quiet
不显示进度信息。
-s
--system
为数据的系统表重建索引。
-S schema
--schema=schema
只对 schema 重建索引。通过写多个-S 开关可以指定多个要重建索引的
模式。
-t table
--table=table
仅对 table 表重建索引。可以通过写多个-t 选项给多个表重建索引。
-v
--verbose
在处理时打印详细信息。
-V
--version
输出 reindexdb 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关于 reindexdb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reindexdb 还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作为连接参数：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数值以斜杠开头，则被用作 Unix 域套
接字的路径。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的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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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连接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口令是不能通过
其他方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的，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该选项在
不存在用户输入密码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中很有帮助。
-W
--password
强制 reindexdb 在连接到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该选项从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reindexdb 会自
动提示要求一个口令。然而，reindexdb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
务器想要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maintenance-db=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的数据库的名字以发现其他应该重建索引的数据库。如果
没有指定，那么将使用 highgo 数据库，如果该数据库不存在，则使用
template1。
▪

环境变量
PGDATABASE
PGHOST
PGPORT
PGUSER
缺省连接参数。
该实用程序，跟大部分其他 HighGo DB 实用程序一样，也使用 libpq 所支
持的环境变量。

▪

诊断
如果遇到麻烦，参阅 REINDEX 和 psql 获取潜在问题和错误信息的讨论。数
据库服务器必须在目标主机上运行。此外，任何 libpq 前端库使用的缺省连
接设置和环境变量都将适用于此。

▪

注意
reindexdb 可能需要多次连接 HighGo DB 服务器，且每次都询问口令。此时
使用~/.pgpass 文件将会很方便。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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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索引数据库 test：
$ reindexdb test
要重索引名为 abcd 的数据库中的表 foo 和索引 bar：
$ reindexdb --table foo --index bar abcd

vacuumdb

11.20
▪

语法
vacuum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table | -t table [( column [,...] )] ] ...
[dbname]
vacuumdb [connection-option...] [option...] --all | -a

▪

描述
vacuumdb 是一个用于清理数据库的工具。vacuumdb 还将会生成用于查询优
化器的内部统计数据。
vacuumdb 是 SQL 命令 VACUUM 的封装。通过这个工具和通过其他方法访
问服务器来清理和分析数据库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

选项
vacuumdb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a
--all
清理所有数据库。
[-d] dbname
[--dbname=]dbname
声明要被清理或分析的数据库名称。如果没有声明这个参数并且没有使
用-a （或者—all），那么从将环境变量 PGDATABASE 里读取数据库
名。如果环境变量也没有设置，则使用连接的用户名。
-e
--echo
回显 vacuumdb 生成并发送给服务器的命令。
-f
--full
执行"完全"清理。
-F
--freeze
强制 "冻结" 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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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njobs
--jobs=njobs
通过同时运行 njobs 个命令来并行执行清理或者分析命令。这个选项会
减少处理的时间，但是它也会增加数据库服务器的负载。
vacuumdb 将 开 启 njobs 个 到 数 据 库 的 连 接 ， 因 此 请 确 认 你 的
max_connections 设置足够高以容纳所有的连接。
注意如果某些系统目录被并行处理，使用这种模式加上 -f（FULL）选
项可能会导致死锁失败。
-q
--quiet
不显示进度消息。
-t table [ (column [,...]) ]
--table=table [ (column [,...]) ]
只是清理或分析 table。字段名称只能和--analyze 或--analyze-only 选项
一起指定。可以通过写多个-t 选项清理多个表。
提示: 如果你指定了列，你可能不得不转义来自 shell 的圆括弧(见下面
的例子)。
-v
--verbose
在处理过程中打印详细信息
-V
--version
打印 vacuumdb 版本并退出。
-z
--analyze
也计算优化器使用的统计信息。
-Z
--analyze-only
只计算优化器使用的统计信息（不清理）。
--analyze-in-stages
与--analyze-only 相似，只计算优化器使用的统计信息（不清理）。使用
不同的配置设置运行分析的几个（当前是 3 个）阶段，以更快的产生可
用的统计信息。
这个选项对于分析一个刚从转储恢复或通过 pg_upgrade 得到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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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这个选项将尝试尽快的创建一些统计信息来让数据库可用，然后
在随后的阶段中产生完整的统计信息。
-?
--help
显示关于 vacuumdb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然后退出。
vacuumdb 还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作为连接参数：
-h host
--host=host
指定运行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数值以斜杠开头，则被用作 Unix 域套
接字的路径。
-p port
--port=port
指定服务器正在监听连接的 TC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文件扩展。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连接的用户名。
-w
--no-password
从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并且口令是不能通过
其他方式（例如.pgpass 文件）获得的，此连接尝试将会失败。该选项在
不存在用户输入密码的批处理任务和脚本中很有帮助。
-W
--password
强制 vacuumdb 在连接到数据库之前提示要求一个口令。
该选项从不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服务器要求口令认证，XXXX 会自动提
示要求一个口令。然而，XXXX 将浪费一次连接尝试来发现服务器想要
一个口令。在某些情况下，输入-W 来避免额外的连接尝试。
--maintenance-db=dbname
指定要连接到的数据库的名字以发现其他应该清理的数据库。如果没有
指定，那么将使用 highgo 数据库，如果该数据库不存在，则使用 template1。
▪

环境
PGDATABASE
PGHOST
PG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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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USER
缺省连接参数。
该实用程序，跟大部分其他 HighGo DB 实用程序一样，也是用 libpq 支持
的环境变量。
▪

诊断
在有困难时，参阅 VACUUM 和 psql 获取关于错误信息和可能问题的讨论。
数据库服务器必须在目标主机上运行。此外，任何 libpq 前端库使用的缺省
连接设置和环境变量都将适用于此。

▪

注意
vacuumdb 可能需要与 HighGo DB 服务器连接若干次，每次都询问口令。在
这种情况下，设立一个~/.pgpass 文件会很方便。

▪

例子
清理数据库 test：
$ vacuumdb test
为优化器清理和分析一个名为 bigdb 的数据库：
$ vacuumdb --analyze bigdb
清理数据库 xyzzy 中名为 foo 的表，并且为优化器分析该表的 bar 列：
$ vacuumdb --analyze --verbose --table 'foo(bar)' xyzzy

第十二章 服务器应用程序
这部分包括 HighGo DB 服务器应用和支持工具的参考信息。这些命令只在
数据库服务所在的主机上运行才有用。其它工具程序在客户端应用程序中列出。

12.1 initdb
▪

语法
initdb [option...] [--pgdata | -D] directory

▪

描述
initdb 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集群。一个数据库集群是由单个服务器实例管理
的多个数据库的集合。
创建数据库集群包括创建存放数据库数据的目录，生成共享的目录表(不属
于任何特定数据库的表)和创建 template1 和 highgo 数据库。当你以后再创
建一个新数据库时，template1 数据库里所有内容都会拷贝过来（因此，任
何在 template1 里面安装的东西都自动拷贝到之后创建的数据库中。）high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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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是便于用户、工具、第三方应用使用的缺省数据库。
尽管 initdb 会尝试创建指定的数据目录，但经常会没有权限做这件事。因
为所要创建目录的父目录通常被 root 所拥有。要在这种设置中进行初始化，
可以用 root 创建一个空数据目录，然后用 chown 把该目录的所有权交给数
据库用户帐号，然后 su 切换成数据库用户，最后以数据库用户身份运行 initdb。
initdb 必须以运行数据库服务器的用户身份运行，因为服务器需要访问 initdb
创建的目录和文件。因为服务器通常是以非 root 身份运行的，因此一般也就
不以 root 用户运行 initdb（事实上 initdb 将拒绝你以 root 用户运行它）。
initdb 初始化该数据库集群的缺省区域和字符集编码。字符集编码、字符编
码排序(LC_COLLATE)和字符集类(LC_CTYPE，也就是大写、小写、数字等)
可以在数据库创建的时候单独设置。template1 数据库的这些设置由 initdb 设
置，它们将成为所有其它（以后新建的）数据库的缺省设置。
要更改默认的排序顺序或字符集分类，使用 --lc-collate 和--lc-ctype 选项。
使用 C 或 POSIX 之外的字符编码排序还会有性能影响。因此在运行 initdb
的时候选择正确的区域是非常重要的。
余下的区域分类可以在服务器启动之后改变。你也可以使用--locale 来为所
有区域分类设置默认值，包括排序顺序和字符集类。所有服务器区域值(lc_*)
都可以用 SHOW ALL 显示。
要修改缺省编码，可以使用 --encoding 选项。
▪

选项
-A authmethod
--auth=authmethod
这个选项声明本地用户在 pg_hba.conf 里面设置的认证方法。(host 和
local 所在行)。除非你信任系统上的所有本地用户，否则不要使用 trust。
trust 是缺省值。
--auth-host=authmethod
这个选项指定 TCP/IP 连接的本地用户在 pg_hba.conf 里面设置的认证
方法。(host 所在行)。
--auth-local=authmethod
这个选项指定 Unix 域套接字连接的本地用户在 pg_hba.conf 里面设置
的认证方法。(local 所在行)。
-D directory
--pgdata=directory
这个选项声明数据库集群应该存放在哪个目录。这是 initdb 要求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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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但是你可以通过设置 PGDATA 环境变量来避免书写它，这很方
便因为稍后数据库服务器(highgo)可以通过同一个变量找到数据库目录。
-E encoding
--encoding=encoding
选择模板数据库的编码方式。这将是你以后创建的数据库的缺省编码方
式，除非你创建数据库时覆盖它。缺省是从区域设置中获得的，如果没
有区域设置，就是 SQL_ASCII。
-k
--data-checksums
在数据页面上使用校验码来帮助检测 I/O 系统造成的损坏。启用校验
码可能产生明显的性能损失。此选项只能在初始化过程中设置，并且以
后不能更改。如果设置，那么在所有数据库中会为所有对象计算校验和。
--locale=locale
为数据库集群设置缺省的区域。如果没有声明这个选项，那么区域是从
initdb 运行的环境中继承过来的。
--lc-collate=locale
--lc-ctype=locale
--lc-messages=locale
--lc-monetary=locale
--lc-numeric=locale
--lc-time=locale
类似 --locale ，但是只在指定的分类中设置区域。
--no-locale
相当于--locale=C。
-N
--no-sync
缺省情况下 initdb 会等待所有的文件被安全地写入到磁盘中。此选项会
导致 initdb 不等待写入磁盘就返回，这样更快，但意味着如果操作系统
崩溃可能让数据目录损坏。通常，这个选项对测试有用，但是不应该在
创建生产安装时使用。
--pwfile=filename
令 initdb 从一个文件读取数据库超级用户的口令。该文件的第一行被当
作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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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ync-only
安全地把所有数据库文件写入到磁盘然后退出。这不会执行任何正常的
initdb 操作。
-T CFG
--text-search-config=CFG
设置缺省的文本搜索配置。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选择数据库超级用户的用户名。缺省是运行 initdb 的用户的名称。超级
用户的名字是什么并不重要，但是可以选择习惯的名字 highgo，即使操
作系统的用户名不一样也没关系。
-W
--pwprompt
令 initdb 提示输入数据库超级用户的口令。如果你不准备使用口令认证，
这个选项就不重要。否则在你设置口令之前你将无法使用口令认证。
-X directory
--waldir=directory
此选项指定事务日志应该存放在的目录。
其它不常用的参数还有：
-d
--debug
打印来自引导程序后端的调试输出以及一些普通用户不太感兴趣的信
息。引导程序后端是 initdb 用于创建目录表的程序。这个选项生成大量
非常枯燥的输出。
-L directory
指定 initdb 初始化数据库时所需要的输入文件的位置。通常不需要。如
果需要你明确声明的话，程序会提示你输入。
-n
--no-clean
缺省时，当 initdb 创建数据库集群时出错，它将删除在它发现无法完成
任务之前创建的所有文件。这个选项禁止任何清理动作，因而对调试很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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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数：
-V
--version
输出 initdb 命令的版本信息然后退出。
-?
--help
显示 initdb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信息然后退出。
▪

环境
PGDATA
声明数据库集群存储的目录；可以用-D 选项覆盖。
TZ
指定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缺省时区。该值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时区名。
这个实用程序，像其他 HighGo DB 的大部分实用程序一样，也使用 libpq 支
持的环境变量。

▪

注意
initdb 也可以通过 pg_ctl initdb 调用。

▪

又见
pg_ctl,postgres

12.2 pg_archivecleanup
▪

语法
pg_archivecleanup [option...] archivelocation oldestkeptwalfile

▪

描述
pg_archivecleanup 被设计为后备服务器运行时用来清理 WAL 文件归档

的 archive_cleanup_command。pg_archivecleanup 也可以被用作一个独立程序来清
理 WAL 文件归档。
要 配 置 一 个 后 备 服 务 器 以 使 用 pg_archivecleanup ， 把 下 面 的 配 置 放 在
recovery.conf 配置文件中：
archive_cleanup_command = 'pg_archivecleanup archivelocation %r'
其中 archivelocation 是应该被移除的 WAL 段文件的目录。
当用于 archive_cleanup_command 时，所有逻辑上在%r 参数的值之前的
WAL 文件将被从 archivelocation 移除。这将使需要被保留的文件数最小化，并
且还能保留崩溃重启的能力。如果 archivelocation 是这个特殊的备用服务器的瞬
态暂存区域，使用这个参数是合适的。但是当 archivelocation 是作为一个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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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 归档区域时，或者多个后备服务器都从同一个归档位置恢复时，使用这个
参数就不合适了。
当用作一个独立程序时，所有逻辑上在 oldestkeptwalfile 之前的 WAL 文件
都将从 archivelocation 中移除。在这种模式中，如果你指定了一个.partial 或.backup
文件名，那么只有文件前缀被用作 oldestkeptwalfile。这样处理.backup 文件名允
许你移除所有在一个特定基础备份之前被归档的 WAL 文件而不出错。例如，下
面的例子将移除所有比名为 000000010000003700000010 的 WAL 文件老的文件：
pg_archivecleanup -d archive 000000010000003700000010.00000020.backup
pg_archivecleanup:

keep WAL file "archive/000000010000003700000010" and

pg_archivecleanup:

removing file "archive/00000001000000370000000F"

pg_archivecleanup:

removing file "archive/00000001000000370000000E"

later

pg_archivecleanup 假定 archivelocation 是一个可读的目录并且对拥有服务器
的用户可写。
▪

选项
pg_archivecleanup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d
在 stderr 上打印大量调试日志输出。
-n
在 stdout 上打印可能会被移除的文件的名称（执行一次空运行）。
-V
--version
打印 pg_archivecleanup 版本并退出。
-x extension
当把这个程序用作一个独立工具时，提供一个扩展名，在决定所有文件
是否应被删除之前，将从文件名中剥离这个扩展名。这通常对清理在存
储期间被压缩过的归档（并且因此会被压缩程序加上一个扩展）有用。
例如：-x.gz。
-?
--help
显示有关 pg_archivecleanup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信息并且退出。

▪

注解
pg_archivecleanup 是用 C 编写而成并且有一份很容易修改的源代码，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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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指定的部分。
▪

例子
在 Linux 或 Unix 系统上，你可能使用：
archive_cleanup_command = 'pg_archivecleanup -d /mnt/standby/archive %r

2>>cleanup.log'
其中归档目录在物理上位于后备服务器上，因而 archive_directory 通过 NFS
访问它，但是文件是后备服务器本地的。这将：
•

在 cleanup.log 中产生调试输出

•

从该归档目录中移除不再需要的文件

12.3 pg_controldata
▪

语法
pg_controldata [option] [[-D] datadir]

▪

描述
pg_controldata 打印那些在 initdb 过程中初始化的信息，比如目录版本。它
还显示有关预写日志和检查点处理的信息。这些信息是集群级别的，并不针
对任何一个数据库。
这个工具只能由初始化集群的用户运行，因为它要求对数据目录的读访问权
限。你可以在命令行中指定数据目录，或者使用 PGDATA 环境变量。这个
工具支持选项-V 和--version，打印 pg_controldata 版本并且退出。它还支持
选项-?和--help，输出支持的参数。

▪

环境
PGDATA
缺省数据目录位置。

12.4 pg_ctl
▪

语法
pg_ctl init[db] [-s] [-D datadir] [-o initdb-options]
pg_ctl start [-w] [-t seconds] [-s] [-D datadir] [-l filename] [-o options] [-p path]
[-c]
pg_ctl stop [-W] [-t seconds] [-s] [-D datadir] [-m s[mart] | f[ast] | i[mmediate] ]
pg_ctl restart [-w] [-t seconds] [-s] [-D datadir] [-c] [-m s[mart] | f[ast] |
i[mmediate] ] [-o options]
pg_ctl reload [-s] [-D data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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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ctl status [-D datadir]
pg_ctl promote [-s] [-D datadir]
pg_ctl kill signal_name process_id
pg_ctl register [-N servicename] [-U username] [-P password] [-D datadir] [S a[uto] | d[emand] ] [-w] [-t seconds] [-s] [-o options]
pg_ctl unregister [-N servicename]
▪

描述
pg_ctl 用于初始化数据库集群，启动、停止、重启数据库服务(highgo)，或
者显示一个运行着的服务的状态。尽管可以手动启动服务，但是 pg_ctl 封装
了重定向日志输出以及正确地从终端和进程组分离等任务，它还另外提供了
一个选项用于控制关闭。
init 或者 initdb 模式创建了一个新的数据库集群。数据库集群是通过一个单
独的服务器实例管理的多个数据库集合。这个模式调用 initdb 命令，参见
initdb 获取详情。
在 start 模式里会启动一个新的服务。服务是在后台启动的，标准输入被附
加到了/dev/null 上(或者 Windows 上的 nul)。
在 Unix 类系统中，缺省情况下，
服务器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被发送到 pg_ctl 的标准输出上（不是标准错误）。
pg_ctl 的标准输出应该重定向到一个文件或者用管道输出到类似 rotatelogs
这样的日志滚动程序，否则，highgo 将把它的输出写到控制终端(在后台)并
且将不会脱离 shell 的进程组。Windows 中，默认情况下服务器的标准输出
和标准错误被发送到终端。这些默认行为可以使用-l 进行更改，将服务的输
出追加到一个日志文件。我们推荐使用-l 或输出重定向。
在 stop 模式下，那个在指定数据目录中运行的服务将被关闭。你可以用-m
选项选择三种不同的关闭模式："Smart"模式等待所有客户端断开连接以及
任何在线备份结束。如果服务器是热备，一旦所有客户端断开连接，恢复和
流复制将终止。"Fast"模式（默认）并不等待客户端中断连接，并且终止进
行中的在线备份。所有活跃事务都被回滚并且客户端被强制断开连接。然后
服务被关闭。"Immediate"模式将立即中止所有服务进程，而不是做一次干净
的关闭。这么做将导致在重新启动时进行一次崩溃恢复。
restart 模式实际上先执行一次停止，然后执行一次启动。它允许改变 highgo
的命令行选项。如果指定的相对路径是在服务启动期间在命令行指定的，
restart 可能会失败。
reload 模式简单地给 highgo 发送一个 SIGHUP 信号，使得它重新读取配置
文件(postgresql.conf, pg_hba.conf 等)，这样就允许修改配置文件选项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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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系统即可生效。
status 模式检查一个服务是否在指定的数据目录运行，如果是，那么显示其
PID 和调用它的命令行选项。如果没有服务在运行，进程将返回退出状态 3。
如果没有指定一个可以访问的数据目录，该进程将返回退出状态 4。
在 promote 模式中，运行在指定数据目录中的后备服务器被要求退出恢复并
且开始读写操作。
kill 模式允许你给一个指定的进程发送信号。这个功能对 Microsoft Windows
特别有用，因为它没有 kill 命令。使用--help 查看支持的信号名字列表。
register 模式允许你在 Microsoft Windows 上注册一个系统服务。-S 选项允许
选择服务启动类型，可以是"auto"（随系统自动启动）或"demand"（按需启
动）。
unregister 模式允许你在 Microsoft Windows 上删除先前用 register 命令注册
的系统服务。
▪

选项
-c
--core-file
在可用的平台上尝试允许服务器崩溃时产生核心文件，方法是提升任何
软资源限制。设置该选项允许从一个失败的服务器进程中获得一个栈跟
踪，有助于调试或诊断问题。
-D datadir
--pgdata datadir
声明该数据库配置文件的文件系统位置。如果忽略则使用 PGDATA 环
境变量。
-l filename
--log filename
把服务器日志输出附加在 filename 文件上。如果该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它。umask 设置为 077，因此缺省时不允许其它用户访问该日志文件。
-m mode
--mode mode
声明关闭模式。mode 可以是 smart、fast、immediate 之一，或者是这三
个的首字母之一。默认值为 fast。
-o options
声明要直接传递给 highgo 的选项。多个选项调用会被追加在一起。
这些选项应该通常被单引号或双引号包围来确保它们被作为一个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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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
-o initdb-options
指定要直接传递给 initdb 命令的选项。
这些选项应该通常被单引号或双引号包围来确保它们被作为一个组传
递。
-p path
声明 highgo 可执行文件的位置。缺省位于 pg_ctl 自身所在目录，如果
没找到则使用硬编码的安装目录。除非数据库服务报错说没有找到
highgo 可执行程序，否则此选项不是必需的。
在 init 模式中，这个选项类似于指定了 initdb 可执行程序的位置。
-s
--silent
只打印错误，而不打印提示信息。
-t
--timeout
等待启动或关闭完成的最大秒数。默认值是环境变量 PGCTLTIMEOUT
的值，如果该环境变量未设置，则默认为 60 秒。
-V
--version
打印 pg_ctl 版本并退出。
-w
--wait

等待操作完成。 支持模式 start、stop、 restart、promote 和 register，并且是
这些模式的默认。在等待启动时，pg_ctl 会重复尝试连接到服务器。 在等待
关闭时，pg_ctl 会等待服务器移除它的 PID 文件。 pg_ctl 基于启动或关闭的
成功返回一个退出码。
如果操作在超时时间内未完成（请参阅选项-t）， 则 pg_ctl 以非零退出状态
退出。但请注意， 该操作可能会在后台继续并最终成功。

-W
--no-wait

不等待操作完成。这与选项-w 相反。
如果等待被禁用，则所请求的动作被触发，但对其成功没有反馈。在这种情
况下， 必须使用服务器日志文件或外部监视系统来检查操作的进度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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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的 PostgreSQL 版本中，除了 stop 模式外，这是默认的。
-?
--help
显示有关 pg_ctl 命令行参数的帮助并退出。
▪

Windows 选项
-e source
作为一个 Windows 服务运行时，pg_ctl 用来记录事件日志的事件源的
名称。默认是 HighGo DB。注意这只控制来自 pg_ctl 本身的日志，一旦
开始，服务器将使用 event_source 指定的事件源。如果在早期的启动阶
段服务器失败，它可能也会使用默认的事件源 HighGo DB 来记录。
-N servicename
要注册的系统服务的名字。这个名字将用于服务名和显示名。
-P password
启动服务的用户口令。
-S start-type
要注册的系统服务的启动类型。启动类型可以是 auto、demand 或者两
者之一的第一个字母。默认值为 auto。
-U username
用于启动服务的用户的用户名。对于域用户，使用 DOMAIN\username
格式。

▪

环境
PGCTLTIMEOUT
等待启动或者关闭完成时要等待的默认秒数限制。如果没有设置，默认
值是 60 秒。
PGDATA
缺省数据目录位置。
这个实用程序，和其它大部分 HighGo DB 实用程序一样，也可以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境变量。更多服务器变量请参阅 postgres。

▪

文件
postmaster.pid
这个文件存在于数据目录中是为了帮助 pg_ctl 判断服务当前是否在运
行。
postmaster.opts
如果这个文件存在于数据目录中，pg_ctl (在 restart 模式下)将把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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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当作选项传递给 highgo，除非被-o 选项覆盖。这个文件的内容也显
示在 status 模式中。
▪

例子
➢ 启动服务器
启动服务器：
$ pg_ctl start
启动服务器并且等到服务器接受连接：
$ pg_ctl -w start
使用 5433 端口启动服务器，并且运行时不使用 fsync：
$ pg_ctl -o "-F -p 5433" start
➢ 停止服务器
要停止服务器：
$ pg_ctl stop
-m 选项允许控制服务器如何关闭：
$ pg_ctl stop -m fast
➢ 重启服务器
这个命令几乎等于先停止服务器然后再启动它，只不过 pg_ctl 保存并重
新使用上一次运行服务器的命令行参数。重启服务器的最简单的方法是：
$ pg_ctl restart
重启服务器，等待其停止和重启：
$ pg_ctl -w restart
使用 5433 端口重启并且重启时禁用 fsync：
$ pg_ctl -o "-F -p 5433" restart
➢ 显示服务器状态
下面是 pg_ctl 的状态输出的例子：
$ pg_ctl status
pg_ctl: server is running (pid: 13718)
/usr/local/highgo/bin/highgo "-D" "/usr/local/highgo/data" "-p" "5433"
"-B" "128"
这是在 restart 模式中被调用的命令行。
$ pg_ctl -D data start
waiting for server to start....
LOG: listening on IPv4 address "0.0.0.0", port 5432
LOG: listening on IPv6 address "::", port 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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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listening on Unix socket "/tmp/.s.PGSQL.5432"
LOG: redirecting log output to logging collector process
HINT: Future log output will appear in directory "log".
done
server started
这是启动数据库的 log 输出
▪

又见
initdb,postgres

12.5 pg_resetwal
▪

语法
pg_resetwal [-c xid,xid] [-f] [-n] [-ooid ] [-x xid ] [-e xid_epoch ] [-m mxid,mxid ]
[-O mxoff ] [-l walfile] {[-D] datadir}

▪

描述
pg_resetwal 清理预写日志(WAL)并且可以有选择地重置存储在 pg_control
文件中的其它一些控制信息。有时候，如果这些文件已经被损坏，就需要这
个功能。当服务器由于这样的损坏而无法启动时，这只应该被用作最后的方
法。
运行这个命令之后，可能就可以启动服务器了，但是，一定要记住数据库可
能包含由于部分提交的事务而产生不一致的数据。你应该马上转储数据、运
行 initdb，然后重新加载。在重新加载之后，检查不一致的部分然后根据需
要进行修复。
这个命令只能由安装服务器的用户运行，因为它需要对数据目录的读写权限。
出于安全考虑，pg_resetwal 不使用环境变量 PGDATA，你必须在命令行上声
明数据目录。
如果 pg_resetwal 抱怨说它无法判断用于 pg_control 的有效数据，那么你可
以强制它继续处理，方法是声明-f(强制)开关。在这种情况下，丢失的数据将
被替换为看似合理的值。大多数字段都可以匹配上，但是下一个 OID 、下
一个事务 ID 、下一个事务 ID 和纪元、下一个多事务 ID 和偏移量、WAL 开
始地址字段可能需要人工协助，这些字段可以用下面讨论的选项设置。如果
你不能判断所有这些字段的正确数值，那么仍然可以使用-f，但是这样恢复
过来的数据库的正确性还是值得怀疑：立即转储和重新加载是必须的。在转
储之前不要执行任何修改数据的操作，因为任何这样的动作都可能使破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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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o、-x、-e、-m、-O、-c 和-l 选项允许下一个 OID、下一个事务 ID 、下一
个事务 ID 的纪元、下一个和最老的多事务 ID 、下一个多事务偏移量、提
交时间可以被检索到的最老和最新的事务 ID 以及 WAL 起始地址。只有在
pg_resetwal 无法通过读取 pg_control 判断合适的数值的时候才需要它们。安
全的数值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判断：
◆ 下一个事务 ID （-x）的安全值可以通过查看数据目录下 pg_xact 目
录中数字上最大的文件名来决定，把它加一后乘以 1048576。请注意
文件名是十六进制的。通常最简单的是也以十六进制的形式声明选
项值。比如，如果 0011 是 pg_xact 中最大的项，-x 0x1200000 就可
以了(后面的五个零提供了合适的乘积)。
◆ 下一个多事务 ID(-m 的第一部分)的安全值可以通过查看数据目录下
pg_multixact/offsets 子目录中数字最大的文件名，加一，然后乘以
65536 得到。相反的，最老的多事务 ID（-m 的第二部分） 的安全值
可以通过查看相同目录下数字最小的文件名，然后乘以 65536 得到。
和上面一样，文件名是十六进制的，因此最简单的方法是给选项声明
一个十六进制的值，然后在结尾加四个零。
◆ 下 一 个 多 事 务 偏 移 量 (-O) 的 安 全 值 可 以 通 过 查 看 数 据 目 录 下
pg_multixact/members 子目录中数字最大的文件名，加一， 然后乘以
65536 得到。和上面一样，文件名是十六进制的。这里没有像上面一
样添加零的简单方法。
◆ 可以检索到提交时间的最老事务 ID 的安全值(-c 的第一部分)可以通
过查找数据目录下 pg_commit_ts 目录中数字最小的文件名来确定。
相反，可以检索到提交时间的最新事务 ID 的安全值（-c 的第二部分）
可以通过查找同一目录中数字最大的文件名来确定。如上所述，文件
名为十六进制。
◆ WAL 的起始位置(-l)应该比目前存在于数据目录下 pg_wal 中的任何
WAL 段文件名都大。这些文件名也是十六进制的，并且有三部分。
第 一 部 分 是 " 时 间 线 ID" ， 通 常 应 该 保 持 相 同 。 比 如 ， 如 果
00000001000000320000004A 是 pg_wal 中最大的项，那么使用-l
00000001000000320000004B 或更高的值。
注意：pg_resetwal 自身查看 pg_wal 中的文件并且选择一个超出最
新现存文件名是缺省-1 设置。因此，只有当你知道 WAL 段文件目
前不存在于 pg_wal 中，比如离线归档中的项，或者当 pg_wal 的内
598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容完全丢失时，才需要-1 的手动调整。
◆ 没有相对容易的办法来判断比数据库中最大的 OID 大的下一个
OID，不过幸运的是获取正确的下一个 OID 并不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 除了由 pg_resetwal 设定的字段外，事务 ID 纪元实际上并未存储在
数据库中的任何地方。因此就数据库本身而言任意值都能工作。你
可能需要调整这个值以确保诸如 Slony-I 和 Skytools 之类的备份系
统能够正常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能从下游已复制的数据库
状态中获得一个合适的值。
-n(无操作)选项指示 pg_resetwal 打印从 pg_control 重新构造的数值以及即
将要改变的值，然后不修改任何值就退出。这主要是一个调试工具，但是在
pg_resetwal 真正处理前进行完整性检查的时候可能会有用。
-V 和--version 选项打印 pg_resetwal 版本并退出。-?和--help 选项显示支持的
参数并退出。
▪

注意
在服务器运行的时候一定不要运行这个命令。如果在数据文件目录中发现有
服务器锁文件，那么 pg_resetwal 将拒绝启动。如果服务器崩溃，那么可能
会留下一个锁文件；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删除该锁文件以便允许 pg_resetwal
运行。但是在你这么做之前，一定要确保没有服务器进程仍在运行。

12.6 pg_rewind
▪

语法
pg_rewind [option...]

{-D | --target-pgdata} directory {--source-

pgdata=directory | --source-server=connstr}
▪

描述
pg_rewind 是一个工具，用于在集群的时间线分叉后，将 HighGo DB 集群与

同一集群的另一个副本进行同步。典型的方案是在故障转移后使旧主服务器重新
联机，同时有一个备用服务器跟随新主服务器。
结果等效于用源数据目录替换目标数据目录。复制所有文件，包括配置文
件。 pg_rewind 在进行新的基本备份或者像 rsync 之类的工具方面的优点是，
pg_rewind 不需要读取集群中所有未更改的文件。这使得它在数据库很大并且在
集群之间只有一小部分不同时速度很快。
pg_rewind 检查源和目标集群的时间线历史，以确定它们分叉的点，并且期
望在目标集群的 pg_wal 目录中找到 WAL，一直到达分叉点。在典型的故障切换
情况下，如果目标集群在分叉后很快关闭，这不是问题，但如果目标集群在分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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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运行了很长时间，旧的 WAL 文件可能不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它们
从 WAL 归档手动复制到 pg_wal 目录。目前不支持自动从 WAL 档案中获取缺少
的文件。
当目标服务器在运行 pg_rewind 之后第一次启动时，它将进入恢复模式，并
在发散点之后重放源服务器中生成的所有 WAL。如果在 pg_rewind 运行时，源
服务器中的某些 WAL 不可用，并且因此无法被 pg_rewind 会话复制，那么必须
在目标服务器启动时让这些 WAL 可用。
pg_rewind 要求目标服务器在 postgresql.conf 中启用 wal_log_hints 选项，或
者在使用 initdb 初始化集群时启用数据校验和。默认情况下，这两个都没有启用。
full_page_writes 也必须启用。这是默认值。
▪

选项
pg_rewind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D directory
--target-pgdata=directory
此选项指定与源数据目录同步的目标数据目录。目标服务器必须在运
行 pg_rewind 之前干净地关闭。
--source-pgdata=directory
指定源服务器的数据目录的路径，以便与目标服务器同步。当使用-source-pgdata 时，源服务器必须干净地关闭。
--source-server=connstr
指定一个 libpq 连接字符串以连接到源 HighGo DB 服务器以与目标同
步。连接必须是具有超级用户访问权限的正常（非复制）连接。服务器
必须已启动并正在运行，且不能处于恢复模式。
-n
--dry-run
执行实际修改目标目录之外的所有操作。
-P
--progress
启用进度报告。打开此选项将在从源群集复制数据时提供大致的进度报
告。
--debug
打印详细调试输出，对于调试 pg_rewind 的开发人员来说非常有用。
-V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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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版本信息，然后退出。
-?
--help
显示帮助，然后退出。
▪

环境
当使用--source-server 选项时，pg_rewind 也使用 libpq 支持的环境变量。

▪

注意
运行方法
基本思想是将所有不相同的块从新集群（源集群）复制到旧集群（目标集群）。
1.

以新集群的时间线历史从旧集群分叉出来的点之前的最后一个

检查点为起点，扫描旧集群的 WAL 日志。对于每个 WAL 记录，记下被
更改过的数据块。这将产生在新群集分叉之后在旧群集中更改的所有数据
块的列表。
2.

将所有更改的块从新集群复制到旧集群。

3.

将所有其他文件（除关系文件外的所有内容，如 clog 和配置文

件） 从新集群复制到旧集群。
4.

从在故障切换时创建的检查点开始，应用从新集群同步的 WAL。

（严格地说， pg_rewind 不应用 WAL， 它只是创建一个备份标签文件，
指示当 HighGo DB 启动时，它将从该检查点开始重放，并应用所有需要
的 WAL。）

12.7 pg_test_fsync
▪

语法
pg_test_fsync [option...]

▪

描述
pg_test_fsync 的意图是让你了解在特定系统上最快的 wal_sync_method 是什
么，以及在发生一个可标识的 I/O 问题时提供诊断信息。不过，pg_test_fsync
所展示出的不同可能不会在实际的数据库吞吐中产生明显的差异，特别是由
于很多数据库服务器没有受到它们的事务日志造成的速度限制。
pg_test_fsync 为每种 wal_sync_method 报告平均文件同步操作时间，单位为
毫秒，这也能被用来提示如何优化 commit_delay 的值。

▪

选项
pg_test_fsync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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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name
指定要写入测试数据的文件名。这个文件应该位于 pg_wal 目录所在或
者将被放置的同一个文件系统中（pg_wal 包含 WAL 文件）。默认是在
当前目录中的 pg_test_fsync.out。
-s
--secs-per-test
指定每一次测试的秒数。每次测试的时间越长，测试的精确度越高，但
是运行的时间当然也越长。默认是 5 秒，这会让整个程序在 2 分钟之
内完成。
-V
--version
打印 pg_test_fsync 版本并退出。
-?
--help
显示有关 pg_test_fsync 的命令行参数，然后退出。

12.8 pg_test_timing
▪

语法
pg_test_timing [option...]

▪

描述
pg_test_timing 是一种度量在你的系统上计时开销以及确认系统时间绝不会
回 退 的 工 具 。 收 集 计 时 数 据 很 慢 的 系 统 会 给 出 不 太 准 确 的 EXPLAIN
ANALYZE 结果。

▪

选项
pg_test_timing 接受下列命令行选项：
-d duration
--duration=duration
指定测试的持续时间，以秒计。更长的持续时间会给出更好一些的精确
度，并且更可能发现系统时钟回退的问题。默认的测试持续时间是 3 秒。
-V
--version
打印 pg_test_timing 版本并退出。
-?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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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有关 pg_test_timing 的命令行参数，然后退出。
▪

用法
结果解读
理想结果将显示大部分（>90%）的单个计时调用用时都小于 1 微妙。每次

循环的平均开销将会更低，低于 100 纳秒。下面的例子来自于一台使用了一份
TSC 时钟源码的 Intel i7-860 系统，它展示了非常好的性能：
Testing timing overhead for 3 seconds.
Per loop time including overhead: 35.96 nsec
Histogram of timing durations:
< usec

% of total

count

1

96.40465

80435604

2

3.59518

2999652

4

0.00015

126

8

0.00002

13

16

0.00000

2

注意每次循环时间和柱状图用的单位是不同的。循环的解析度可以在几个纳
秒（nsec），而单个计时调用只能解析到一个微妙（usec）。
度量执行器计时开销
当查询执行器使用 EXPLAIN ANALYZE 运行一个语句时，单个操作会被计
时，总结也会被显示。你的系统的负荷可以通过使用 psql 程序计数行来检查：
CREATE TABLE t AS SELECT * FROM generate_series(1,100000);
\timing
SELECT COUNT(*) FROM t;
EXPLAIN ANALYZE SELECT COUNT(*) FROM t;
i7-860 系统测到运行该计数查询用了 9.8 ms 而 EXPLAIN ANALYZE 版本
则需要 16.6 ms，每次处理仅超过 100,000 行。6.8 ms 的差别意味着在每行上的
计时负荷是 68 ns，大概是 pg_test_timing 估计的两倍。即使这样相对少量的负
荷也造成了带有计时的计数语句耗时多出了 70%。在更大量的查询上，计时开
销带来的问题不会有这么明显。
改变时间来源
在一些较新的 Linux 系统上，可以在任何时候更改用来收集计时数据的时
钟来源。第二个例子显示了在上述快速结果的相同系统上切换到较慢的 acpi_pm
时间源可能带来的降速：
# cat /sys/devices/system/clocksource/clocksource0/available_clock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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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 hpet acpi_pm
#

echo

acpi_pm

>

/sys/devices/system/clocksource/clocksource0/current_clocksource
# pg_test_timing
Per loop time including overhead: 722.92 nsec
Histogram of timing durations:
< usec

% of total

count

1

27.84870

1155682

2

72.05956

2990371

4

0.07810

3241

8

0.01357

563

16

0.00007

3

在这种配置中，上面的例子 EXPLAIN ANALYZE 用了 115.9 ms。其中有
1061 nsec 的计时开销，还是用这个工具直接度量结果的一个小倍数。这么多的
计时开销意味着实际的查询本身只占了时间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大部分的时间都
耗在了计时所需的管理开销上。在这种配置中，任何涉及到很多计时操作的
EXPLAIN ANALYZE 都会受到计时开销的显著影响。
FreeBSD 也允许即时更改时间源，并且它会记录在启动期间有关计时器选
择的信息：
# dmesg | grep "Timecounter"
Timecounter "ACPI-fast" frequency 3579545 Hz quality 900
Timecounter "i8254" frequency 1193182 Hz quality 0
Timecounters tick every 10.000 msec
Timecounter "TSC" frequency 2531787134 Hz quality 800
# sysctl kern.timecounter.hardware=TSC
kern.timecounter.hardware: ACPI-fast -> TSC
其他系统可能只允许在启动时设定时间源。在旧的 Linux 系统上，“clock”
内核设置是做这类更改的唯一方法。并且即使在一些更近的系统上，对于一个时
钟源你将只能看到唯一的选项 "jiffies"。Jiffies 是比较老的 Linux 软件时钟的实
现，当有足够快的计时硬件支持时，它能够具有很好的解析度，就像在这个例子
中：
$ cat /sys/devices/system/clocksource/clocksource0/available_clocksource
jiffies
$ dmesg | grep ti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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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c: Using 3.579545 MHz WALL PM GTOD PIT/TSC timer.
time.c: Detected 2400.153 MHz processor.
$ pg_test_timing
Testing timing overhead for 3 seconds.
Per timing duration including loop overhead: 97.75 ns
Histogram of timing durations:
< usec

% of total

count

1

90.23734

27694571

2

9.75277

2993204

4

0.00981

3010

8

0.00007

22

16

0.00000

1

32

0.00000

1

时钟硬件和计时准确性
收集准确的计时信息在计算机上通常是使用具有不同精度的时钟硬件完成
的。使用一些硬件，操作系统能几乎直接把系统时钟时间传递给程序。一个系统
时钟也可以得自于一块简单地提供计时中断、在某个已知时间区间内的周期性滴
答的芯片。在两种情况中，操作系统内核都提供一个隐藏这些细节的时钟源。但
是时钟源的精确度以及返回结果的速度会根据底层硬件不同而变化。
不精确的计时会导致系统不稳定。对任何时钟源的更改都要仔细地测试。操
作系统默认是有时会更倾向于可靠性而不是最好的精确性。并且如果你在使用一
个虚拟机器，应查看与之兼容的推荐时间源。在模拟计时器时虚拟硬件面临着额
外的困难，提供商常常会为每个操作系统提供设置建议。
时间戳计数器（TSC）时钟源是当前一代 CPU 上最精确的一种。当操作系
统支持 TSC 并且 TSC 可靠时，它是跟踪系统时间的首选方式。有多种方式会
使 TSC 无法提供准确的计时源，这会让它不可靠。旧的系统可能有一种基于
CPU 温度变化的 TSC 时钟，这让它不能用于计时。尝试在一些旧的多核 CPU
上使用 TSC 可能会为多个核心给出不一致的时间报告。这可能导致时间倒退，
这个程序会检查这种问题。并且即使最新的系统，在非常激进的节能配置下也可
能无法提供准确的 TSC 计时。
更新的操作系统可能检查已知的 TSC 问题并且当它们被发现时切换到一
种较慢但是更稳定的时钟源。如果你的系统支持 TSC 时间但是并不是默认设置，
很可能是由于某种充分的理由才禁用它。某些操作系统可能无法正确地检测所有
可能的问题，或者即便在知道 TSC 不精确的情况下也允许使用 T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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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系统上有高精度事件计时器（HPET）并且 TSC 不准确，该系统将会更
喜欢 HPET 计时器。计时器芯片本身是可编程的，最高允许 100 纳米的解析度，
但是在你的系统时钟中可能见不到那么高的准确度。
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ACPI）提供了一种电源管理（PM）计时器，Linux 把
它称之为 acpi_pm。得自于 acpi_pm 的时钟最好时将能提供 300 纳秒的解析度。
在旧的 PC 硬件上使用的计时器包括 8254 可编程区间计时器（PIT）、实
时时钟（RTC）、高级可编程中断控制器（APIC）计时器以及 Cyclone 计时器。
这些计时器是以毫秒解析度为目标的。

12.9 pg_waldump
▪

语法
pg_waldump [option...] [startseg [endseg] ]

▪

描述
pg_waldump 显示预写式日志（WAL）并且主要用于调试或者教育目的。
这个工具只能由安装服务的用户运行，因为它要求对数据目录的只读访问权

限。
▪

选项
下列命令行选项控制输出的位置和格式：
startseg
从指定的日志段文件开始读取。这隐式决定了要搜索文件的路径以及要
使用的时间线。
endseg
在读取指定的日志段文件之后停止。
-b
--bkp-details
输出有关备份块的详细信息。
-e end
--end=end
在指定的日志位置停止读取，而不是一直读到日志流的末尾。
-f
--follow
在到达合法 WAL 的末尾后，保持每秒都测试是否有新 WAL 出现。
-n limit
--limit=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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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指定数量的记录，然后停止。
-p path
--path=path
寻找日志段文件的目录。默认值是在当前目录的 pg_wal 子目录中搜索
日志段文件。
-r rmgr
--rmgr=rmgr
只显示由指定资源管理器生成的记录。如果 list 被作为一个名称传递，
打印一个可用的资源管理器名称的列表并且退出。
-s start
--start=start
开始读取的日志位置。默认是从找到的最早的文件的第一个合法日志记
录开始读取。
-t timeline
--timeline=timeline
要从哪个时间线读取日志记录。默认使用 startseg 中的值（如果指定了），
否则默认值为 1。
-V
--version
打印 pg_waldump 版本并退出。
-x xid
--xid=xid
只显示带有给定事务 ID 的记录。
-z --stats[=record]
显示概括统计信息（记录的数量和大小以及全页镜像）而不是显示每个
记录。可以选择针对每个记录生成统计信息，而不是针对每个资源管理
器生成。
-?
--help
显示有关 pg_waldump 的命令行参数并且退出。
▪

注解
当服务器正在运行时可能给出错误结果。
只显示指定的时间线（如果没有指定就显示默认的时间线）。其他时间线中

的记录会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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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waldump 不能读取具有后缀.partial 的 WAL 文件。如果需要读取那些文
件，需要从文件名中移除 .partial 后缀。

12.10
▪

postgres

语法
postgres [option...]

▪

描述
postgres 是 HighGo DB 数据库服务器。客户端应用程序为了能访问数据库，
它会（通过一个网络或者本地）连接到一个运行着的 postgres 实例。然后该
postgres 实例将启动一个独立的服务器进程来处理这个连接。
一个 postgres 实例总是管理正好一个数据库集群的数据。一个数据库集群
是一个数据库的集合，他们存放在同一个文件系统位置("数据区")。一个系
统上可以同时运行多个 postgres 实例，只要他们使用不同的数据区和不同
的端口号(见下文)。postgres 启动时需要知道数据区的位置，该位置必须通
过 -D 选项或 PGDATA 环境变量指定，对此是没有默认值的。通常，-D 或
PGDATA 都直接指向由 initdb 创建的数据区目录。
缺省时 postgres 在前台启动并将日志信息输出到标准错误。但在实际应用
中，postgres 应当作为后台进程启动，而且多数是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
postgres 还能在单用户模式下调用。这种模式主要用于 initdb 的初始化过程
中。有时候它也被用于调试或者灾难性恢复。不过，运行单用户模式的服务
器并不适合于调试，因为这种模式下不会发生实际的进程间通讯和锁定。当
从 shell 中调用单用户模式时，用户可以输入查询，然后结果会在屏幕上以
一种更适合开发者阅读(不适合普通用户)的格式显示出来。在单用户模式下，
将把会话用户 ID 设为 1 并赋予超级用户权限。该用户不必实际存在，因
此单用户模式运行的服务器可以用于对某些意外损坏的系统表进行手工恢
复。

▪

选项
postgres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你也可以通过设置一个配置文件来减少敲击
这些选项。有些(安全的)选项还可以以一种依赖于应用的只应用于会话的方
法从连接过来的客户端设置。比如，如果设置了 PGOPTIONS 环境变量，
那么基于 libpq 的客户端就都把那个字符串传递给服务器，并被服务器解释
成 postgres 命令行选项。

▪

通用用途
-B nbu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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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被服务器进程使用的共享内存缓冲区的大小。这个参数的缺省值是
initdb 自动选择的。指定这个选项等效于设置 shared buffers 配置参数。
-c name=value
将运行时参数 name 设置为 value。大多数其它命令行选项实际上都是
这样的参数赋值的短形式。-c 可以出现多次从而设置多个参数。
-C name
打印运行时参数 name 的值，并且退出（详见上面的-c 选项）。这可以
被用在一个正在运行的服务器上，并且从 postgresql.conf 中返回值，这
些值可能被在这次调用中的任何参数修改过。它并不反映集簇启动时提
供的参数。
这个选项用于与一个服务器实例交互的其他程序来查询配置参数值，例
如 pg_ctl。面向用户的应用应该使用 SHOW 或者 pg_settings 视图。
-d debug-level
设置调试级别。数值越高，写到服务器日志的调试输出越多。取值范围
是从 1 到 5 。还可以针对某次单独的会话使用 -d 0 来防止从父
postgres 进程继承日志级别。
-D datadir
声明数据库配置文件的文件系统位置。
-e
把缺省日期风格设置为"European"，也就是输入日期字段的顺序是
DMY，这会使得一些日期输出格式中日在月份前面打印。
-F
关闭 fsync 调用以提高性能，但是如果系统崩溃会有数据毁坏的风险。
声明这个选项等于关闭了 fsync 配置参数。在使用之前阅读详细文档！
-h hostname
指定 postgres 监听来自客户端应用 TCP/IP 连接的 IP 主机名或地址。
数值也可以是一个用逗号分隔的地址列表，或者 * 表示监听所有可用
的地址。空值表示不监听任何 IP 地址，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使用 Unix
域套接字连接到服务器。缺省只监听 localhost 。声明这个选项等效于
设置 listen_addresses 配置参数。
-i
允许远程客户端使用 TCP/IP （互联网域）连接。没有这个选项，服务
器将只接受本地连接。这个选项等效于在 postgresql.conf 中或者通过 h 选项将 listen_addresses 设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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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选项已经废弃了，因为它不允许访问 listen_addresses 的完整功能。
所以最好直接设置 listen_addresses
-k directory
指定 postgres 用来监听来自客户端应用连接的 Unix 域套接字的目录。
这个值也可以是一个逗号分隔的目录列表。一个空值指定不监听任何
Unix 域套接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 TCP/IP 套接字来连接到服务器。
缺省通常是 /tmp ，但是可以在编译的时候修改。指定这个选项等效于
设置 unix_socket_directories 配置参数。
-l
启用使用 SSL 的安全连接。要使用这个选项，编译时你必须打开了 SSL
支持。
-N max-connections
设置该服务器将接受的最大客户端连接数。该参数的默认值由 initdb 自
动选择。指定这个选项等效于设置 max_connections 配置参数。
-o extra-options
在 extra-options 中指定的命令行参数将被传递给所有由这个 postgres
派生的服务进程。
extra-options 中的空格被视作参数分隔符，除非用反斜线（\）转义。要
表示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反斜线，可以写成\\。通过多次使用-o 也可以指
定多个参数。
这个选项的使用已经被废弃。所有服务器进程的命令行选项都可以直接
在 postgres 命令行上指定。
-p port
指定 postgres 监听客户端连接的 TCP/IP 端口或本地 Unix 域套接字
文件扩展。缺省的端口号是环境变量 PGPORT 的值。如果 PGPORT 没
有设置，那么缺省是编译时指定的值(通常是 5866)。如果你声明了一个
非缺省端口，那么所有客户端应用都必须用命令行选项或者 PGPORT
声明同一个端口。
-s
在每条命令结束时打印时间信息和其它统计信息。这个选项对基准测试
和调节缓冲区数大小有用处。
-S work-mem
声明在使用临时磁盘文件之前内部排序和哈希可以使用的内存数量。
--name=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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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运行时参数 name 设置为 value；其缩写形式是 -c
--describe-config
以制表符分隔的 COPY 格式，导出服务器内部配置变量、描述、缺省
值。设计它主要是用于管理工具。
-?
--help
显示有关 postgres 的命令行参数，并且退出。
▪

半内部选项
这里描述的选项主要用于调试目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协助恢复严重受
损的数据库。在生产数据库环境中应该不会去使用它们。在这里列出它们只
是给系统开发人员使用的。另外这些选项可能在将来的版本中更改或删除而
不另行通知。
-f { s | i | o | b | t | n | m | h }
禁止某种扫描和连接方法的使用：s 和 i 分别禁用顺序和索引扫描，o、
b 和 t 分别禁用只用索引的扫描、位图扫描和 TID 扫描，而 n、m 和 h
分别禁用嵌套循环、融合(merge)和 Hash 连接。
顺序扫描和嵌套循环都不可能完全被关闭。 -fs 和 -fn 选项仅仅是在
有其他选择时不鼓励优化器使用这些计划类型。
-n
该选项主要用于调试导致服务器进程异常崩溃的问题。对付这种情况的
一般策略是通知所有其它服务器进程，让它们终止并重新初始化共享内
存和信号量。这是因为一个错误的服务器进程可能在终止之前就已经对
共享状态造成了破坏。该选项指定 postgres 不重新初始化共享数据结
构。一个有经验的系统程序员这时就可以使用调试器检查共享内存和信
号量状态。
-O
允许修改系统表的结构。这个参数用于 initdb。
-P
读取系统表时忽略系统索引(但在更改系统表时仍然更新索引)。这在从
损坏的系统索引恢复时很有用。
-t pa[rser] | pl[anner] | e[xecutor]
打印与每个主要系统模块相关的查询的时间统计。它不能和 -s 选项一
起使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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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选项主要用于调试导致服务器进程异常崩溃的问题。对付这种情况
的一般策略是通知所有其它服务器进程，让它们终止并重新初始化共享内
存和信号量。这是因为一个错误的服务器进程可能在终止之前就已经对共
享状态造成了破坏。该选项指定 postgres 通过发送 SIGSTOP 信号停止
其他所有服务器进程，但是并不让它们退出。这样就允许系统程序员手动
从所有服务器进程搜集内核转储。
-v protocol
声明这次会话使用的前/后服务器协议的版本数。该选项仅在内部使用。
-W seconds
在一个新服务器进程被启动时，它实施认证过程之后会延迟这个选项所
设置的秒数。这样就有机会把调试器附着在该服务器进程上。
▪

单用户模式的选项
下面的选项仅在单用户模式下可用。
--single
选中单用户模式。这必须是命令行中的第一个选项。
database
要访问的数据库名字。这必须是命令行中的最后一个参数。如果忽略掉
则缺省为用户名。
-E
回显所有命令。
-j
禁止使用新行作为语句分隔符。
-r filename
将所有服务器输出输出到 filename 中。只有在作为一个命令行选项提
供时，这个选项才起作用。

▪

环境
PGCLIENTENCODING
客户端使用的缺省字符编码。客户端可以独立地覆盖它。这个值也可以
在配置文件中设置。
PGDATA
缺省数据目录位置。
PGDATESTYLE
运行时参数 DateStyle 的缺省值（这个环境变量的使用已被废弃）。
PG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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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端口(最好在配置文件中设置)。
▪

诊断
一个提到了 semget 或 shmget 的错误信息可能意味着你需要重新配置你的
内核，提供足够的共享内存和信号量。你也可以通过降低 shared_buffers 值
以减少共享内存的消耗，或者降低 max_connections 值减少信号量的消耗，
这样可以推迟对内核的重新配置。
如果一个消息说另外一个服务器已经在运行，应该仔细的检查，例如根据你
的系统可以使用命令
$ ps ax | grep postgres
或
$ ps -ef | grep postgres
如果确信没有冲突的服务器正在运行，那么你可以删除消息中提到的锁文件
然后再次尝试。
指示无法绑定端口的错误信息可能表明该端口已经被其它非 HighGo DB 进
程使用。如果终止 postgres 后又马上用同一个端口运行它，也可能得到这个
错误信息；这时，你必须多等几秒，等操作系统关闭了该端口后再试。最后，
如果你使用了一个操作系统保留的端口，也可能导致这个错误信息。例如，
许多版本的 Unix 认为低于 1024 的端口号是"可信任的"，并只允许 Unix
超级用户访问它们。

▪

注意
实用命令 pg_ctl 可以用来安全方便地启动和关闭 postgres 服务器。
只要有可能，就不要使用 SIGKILL 杀死主 postgres 服务器进程。这样会阻
止 postgres 在退出前释放它持有的系统资源(例如共享内存和信号量)。这样
可能会导致启动新的 postgres 进程时出现问题。
可以使用 SIGTERM、SIGINT、SIGQUIT 信号正常终止 postgres 服务器。
第一个在退出前将等待所有客户端终止，第二个将强行断开所有客户端的连
接，而第三个将不正确关闭立刻退出，导致在重启时要进行恢复。
SIGHUP 会重新加载服务器配置文件。也可以向一个单独的服务器进程发送
SIGHUP 信号，但是这样做没什么意义。
要取消一个正在运行的查询，可以向运行该查询的进程发送 SIGINT 信号。
要干净地终止一个后端进程，可向它发送 SIGTERM。
postgres 服务器使用 SIGQUIT 告诉子服务器进程终止但不做清理工作。该
信号不应该被用户使用。向服务器进程发送 SIGKILL 信号也是不明智的：
主 postgres 进程将把这解释为一次崩溃，并且作为其标准崩溃恢复过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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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它将强制所有的兄弟进程退出。
▪

缺陷
--选项在 FreeBSD 或 OpenBSD 上无法运行，应该使用-c。这在受影响的系
统里是个缺陷

▪

用法
要启动一个单用户模式的服务器，使用这样的命令：
postgres --single -D /usr/local/pgsql/data other-options my_database
用 -D 给 服 务 器 提 供 正 确 的 数 据 库 目 录 的 路 径 ， 或 者 确 保 环 境 变 量
PGDATA 已经正确设置。同时还要指定你想在其中工作的特定数据库的名
字。
通常，单用户模式的服务器会把换行符当做命令输入的终止符；它不明白分
号的作用，因为那些东西是在 psql 里的。要想把一个命令分成多行，必需
在除最后一个换行符以外的每个换行符前面敲一个反斜杠。
但是如果使用了 -j 命令行选项，新行将不会终止命令输入。在这种情况下，
服务器将一直从标准输入读取，直到遇到文件结束（EOF）标记，然后把输
入当作一个单一命令字符串处理。这种情况下，反斜杠-换行符不会被特殊
对待。
输入 EOF(Control+D)即可退出会话。如果你已经使用了 -j 则必须连续使用
两个 EOF 才能退出。
请注意单用户模式的服务器不会提供复杂的行编辑功能(比如，没有命令历
史)。用户模式也不会做任何后台处理，例如自动检查点。

▪

例子
用缺省值在后台启动 postgres ：
$ nohup postgres >logfile 2>&1 </dev/null &
在指定的端口启动 postgres ，例如 1234：
$ postgres -p 1234
要使用 psql 连接到这个服务器，用 -p 选项指定这个端口：
$ psql -p 1234
或者设置环境变量 PGPORT ：
$ export PGPORT=1234
$ psql
设置运行时参数：
$ postgres -c work_mem=1234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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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gres --work-mem=1234
两种形式都会覆盖 postgresql.conf 中可能存在的 work_mem 设置。请注意
在参数名中的下划线在命令行上可以写成下划线或连字符。除了用于短期的
实验以外，更好的习惯是编辑 postgresql.conf 中的设置，而不是依赖命令行
开关设置参数。
▪

又见
initdb, pg_ctl

12.11

pg_upgrade

pg_upgrade — 升级 PostgreSQL 服务器实例
大纲
pg_upgrade -b oldbindir -B newbindir -d olddatadir -D newdatadir [option...]
描述
pg_upgrade（之前被称为 pg_migrator） 允许存储在 PostgreSQL 数据文件中
的数据被升级到一个较晚 的 PostgreSQL 主版本而无需进行主版本升级（例
如从 9.6.3 升级到当前的 PostgreSQL 主发行）通常所需的数据转储/重载。
对于次版本升级（例如从 9.6.2 到 9.6.3）则不需要这个程序。主 PostgreSQL
发行通常会加入新的特性，这些新特性常常会更改系统表的 布局，但是内
部数据存储格式很少会改变。pg_upgrade 使用这一事实来通过创建新系统
表并且重用旧的用户
数据文件来执行快速升级。 如果一个未来的主发行没有把数据存储格式改
得让旧数据格式不可读取，这类 升级就用不上 pg_upgrade（社区将尝试避
免这类情况）。pg_upgrade 会尽力（例如通过检查兼容的编译时设 置）确
保新旧集簇在二进制上也是兼容的，包括 32/64 位二进制。保持 外部模块
也是二进制兼容的也很重要，不过 pg_upgrade 无法检查这一点。pg_upgrade
支持从 8.4.X 及其后版本升级到当前的 PostgreSQL 主发布，包括快照和
beta 发布。
选项
pg_upgrade 接受下列命令行参数：
-b bindir
--old-bindir=bindir
旧的 PostgreSQL 可执行文件目录； 环境变量 PGBINOLD
-B bindir
615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new-bindir=bindir
新的 PostgreSQL 可执行文件目录； 环境变量 PGBINNEW
-c
--check
只检查集簇，不更改任何数据
-d datadir
--old-datadir=datadir
旧的集簇数据目录；环境变量 PGDATAOLD
-D datadir
--new-datadir=datadir
新的集簇数据目录；环境变量 PGDATANEW
-j
--jobs
要同时使用的进程或线程数
-k
--link
使用硬链接来代替将文件拷贝到新集簇
-o options
--old-options options
直接传送给旧 postgres 命令的选项，多个选项可以追加在后面
-O options
--new-options options
直接传送给新 postgres 命令的选项，多个选项可以追加在后面
-p port
--old-port=port
旧的集簇端口号；环境变量 PGPORTOLD
-P port
--new-port=port
新的集簇端口号；环境变量 PGPORTNEW
-r
--retain
即使在成功完成后也保留 SQL 和日志文件
-U username
--username=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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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簇的安装用户名；环境变量 PGUSER
-v
--verbose
启用详细的内部日志
-V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然后退出
-?
--help
显示帮助，然后退出
使用
下面是用 pg_upgrade 执行一次升级的步骤：
1. 移动旧集簇（可选）
如果你在使用一个与版本相关的安装目录（例如 /opt/PostgreSQL/10），
你就不需要移动旧的集簇。 图形化的安装程序会使用版本相关的安装目录。
如果你的安装目录不是版本相关的（例如/usr/local/pgsql）， 就有必要移动
当前的 PostgreSQL 安装目录，以免它干扰新的 PostgreSQL 安装。一旦当
前的 PostgreSQL 服务器被关闭，就可以安全地重命名 PostgreSQL 安装目
录。假设旧目录是 /usr/local/pgsql，你可以这样：
mv /usr/local/pgsql /usr/local/pgsql.old 来重命名该目录。
2. 对于源码安装，编译新版本
用兼容旧集簇的 configure 标记编译新的 PostgreSQL 源码。在开始升级
之前，pg_upgrade 将检查 pg_controldata 来确保所有设置都是兼容的。
3. 安装新的 PostgreSQL 二进制文件安装新服务器的二进制文件和支持文
件。pg_upgrade 会被包含在默认的安装中。
对于源码安装，如果你希望把新服务器安装在一个自定义的位置， 可以使
用 prefix 变量：make prefix=/usr/local/pgsql.new install
4. 初始化新的 PostgreSQL 集簇
使用 initdb 初始化新集簇。这里也要使用与 旧集簇相兼容的 initdb 标志。
许多预编译的 安装程序会自动做这个步骤。这里没有必要启动新集簇。
5. 安装自定义的共享对象文件把旧集簇使用的所有自定义共享对象文件
（或者 DLL）安装到新集簇中，例如 pgcrypto.so，不管它们是来自于 contrib
还是某些其他源码。不要安装模式定义 （例如 CREATE EXTENSION
pgcrypto），因为这些将会从旧集簇升级得到。 还有，任何自定义的全文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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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文件（词典、同义词、辞典、停用词）也必须 被复制到新集簇中。
6. 调整认证 pg_upgrade 将会多次连接到旧服务器和新服务器，因此 你可能
想要在 pg_hba.conf 中把认证设置成 peer 或者使用一个~/.pgpass 文件（见
第 33.15 节）。
7. 停止两个服务器
确认两个数据库服务器都被停止使用，例如在 Unix 上可以：
pg_ctl -D /opt/PostgreSQL/9.6 stop
pg_ctl -D /opt/PostgreSQL/10 stop
或者在 Windows 上使用正确的服务名：
NET STOP postgresql-9.6
NET STOP postgresql-10
直到后面的步骤之前，流复制和日志传送后备服务器可以保持运行。
8. 为升级备用服务器做准备
如果要使用步骤 10 中概述的方法升级备用服务器， 请通过针对旧的主
要和备用集群运行 pg_controldata 来验证旧的备用服务器是否追赶上。 验证
“最新检查点位置”值在所有群集中是否匹配。 （如果在旧主服务器之前关
闭旧备用服务器，将会出现不匹配）。另外， 在新的主要群集的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将 wal_level 更改为 replica。
9. 运行 pg_upgrade
总是应该运行新服务器而不是旧服务器的 pg_upgrade 二进制文件。
pg_upgrade 要求制定新旧集簇的数据和可执行文件（ bin）目录。你也可以
指定用户和端口值， 以及是否要链接数据文件而不是默认的复制行为。如
果你使用链接模式，升级将会快很多（不需要文件拷贝）并且将使用 更少
的磁盘空间，但是在升级后一旦启动新集簇，旧集簇就无法被访问。 链接
模式也要求新旧集簇数据目录位于同一个文件系统中（表空间和 pg_wal 可
以在不同的文件系统中）。完整的选项列表 可见 pg_upgrade --help。-jobs 选
项允许多个 CPU 核心被用来复制/链接文件以及 并行地转储和重载数据
库模式。这个选项一个比较好的值是 CPU 核心数 和表空间数的最大值。
这个选项可以显著地减少升级运行在一台多处理 器机器上的多数据库服务
器的时间。
对于 Windows 用户，你必须以一个超级账号登录，并且以 postgres 用户启
动一个 shell 并且设置正确的路径：
RUNAS /USER:postgres "CMD.EXE"
SET PATH=%PATH%;C:\Program Files\PostgreSQL\10\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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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用带引号的目录运行 pg_upgrade，例如：
pg_upgrade.exe
--old-datadir "C:/Program Files/PostgreSQL/9.6/data"
--new-datadir "C:/Program Files/PostgreSQL/10/data"
--old-bindir "C:/Program Files/PostgreSQL/9.6/bin"
--new-bindir "C:/Program Files/PostgreSQL/10/bin"
一旦启动，pg_upgrade 将验证两个集簇是否兼容并且 执行升级。你可以使
用 pg_upgrade --check 来只执行检查， 这种模式即使在旧服务器还在运行
时也能使用。 pg_upgrade --check 也将列出任何在更新后需要做的手工 调
整。如果你将要使用链接模式，你应该使用--link 选项和 --check 一起来启
用链接模式相关的检查。 pg_upgrade 要求在当前目录中的写权限。显然，
没有人可以在升级期间访问这些集簇。pg_upgrade 默认会在端口 50432 上
运行服务器来避免意外的客户端连接。在做升级时， 可以对两个集簇使用
相同的端口号，因为新旧集簇不会在同时被运行。不过， 在检查一个旧的
运行中服务器时，新旧端口号必须不同。
如果在恢复数据库模式时发生错误，pg_upgrade 将会退出 并且你必须按照
下文步骤 16 中所说的恢复 旧集簇。要再次尝试 pg_upgrade，你将需要修
改 旧集簇，这样 pg_upgrade 模式会成功恢复。如果问题是一个 contrib 模
块， 你可能需要从旧集簇中卸载该模块并且在升级后重新把它安装在新集
簇中，不过 这样做的前提是该模块没有被用来存储用户数据。
10. 升级流复制和日志传送后备服务器
如果使用连接模式并且有流复制（见第 26.2.5 节）或者日志 传送（见
第 26.2 节）后备服务器，可以遵照下面的 步骤对它们进行快速升级。你将
不用在这些后备服务器上运行 pg_upgrade，而是在主服务器上运行 rsync。
到这里还不要启动任何服务器。如果您没有使用链接模式，没有或不想使用
rsync， 或者想要更简单的解决方案，请跳过本节中的说明并在 pg_upgrade
完成且新的主服务器正在运行后简单地重新创建备用服务器。
a. 在后备服务器上安装新的 PostgreSQL 二进制文件确保新的二进制和支
持文件被安装在所有后备服务器上。
b. 确保不存在新的后备机数据目录确保新的后备机数据目录不存在或者为
空。如果 运行过 initdb，请删除后备服务器的新数据目录。
c. 安装自定义共享对象文件将相同的自定义共享对象文件安装在新主群集
中安装的新备用数据库上。
d. 停止后备服务器如果后备服务器仍在运行，现在使用上述的指令停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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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e. 保存配置文件保存您需要保留的旧备用数据目录中的所有配置文件，例
如 postgresql.conf、recovery.conf， 因为这些将在下一步被覆盖或删除。
f. 运行 rsync 使用链接模式时，可以使用 rsync 快速升级备用服务器。 为了
实现这个目标，可以从主服务器上新旧数据库集群目录之上的一个目录， 在
主服务器上为每个备用服务器运行：：
rsync --archive --delete --hard-links --size-only --no-inc-recursive old_pgdata
new_pgdataremote_dir
其中 old_pgdata 和 new_pgdata 是相对于主目录上的当前目录，而 remote_dir
是后备服务器上一个高于新旧集簇目录的目录。 主服务器和后备服务器上
指定目录下的目录结构必须匹配。 有关指定远程目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sync 手册页，例如
rsync

--archive

--delete

--hard-links

--size-only

--no-inc-recursive

/opt/PostgreSQL/9.5/data \
/opt/PostgreSQL/9.6/data standby.example.com:/opt/PostgreSQL
您可以使用 rsync 的--dry-run 选项来验证命令将执行的操作。 虽然 rsync 必
须在主服务器上至少运行一个备用服务器， 但是可以在升级的备用服务器
上运行 rsync 以升级其他备用服务器， 只要升级的备用服务器尚未开始。它
所做的就是记录由 pg_upgrade 的链接模式创建的链接， 用于连接主服务器
上旧群集和新群集中的文件。然后它在备用的旧集群中找到匹配的文件， 并
在备用的新集群中为它们创建链接。未在主节点上链接的文件将从主节点复
制到备用节点。 （它
们通常很小。）这提供了快速备机升级。不幸的是，rsync 会不必要地复制
与临时表和非日志表关联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通常不在备用服务器上。如
果有表空间，你将需要为每一个表空间目录运行一个类似的 rsync 命令，例
如
rsync --archive --delete --hard-links --size-only --no-inc-recursive /vol1/pg_tblsp/
PG_9.5_201510051 \
/vol1/pg_tblsp/PG_9.6_201608131 standby.example.com:/vol1/pg_tblsp
如果已经把 pg_wal 放在了数据目录之外，也必须在这些目录上运行 rsync。
g. 配置流复制和日志传送后备服务器为日志传送配置服务器（不需要运行
pg_start_backup() 以及 pg_stop_backup()或者做文件系统备份，因为备机 仍
在与主机同步）。
11. 恢复 pg_hba.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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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修改了 pg_hba.conf，则要将其恢复到原始的设置。 也可能需要调整
新集簇中的其他配置文件（例如 postgresql.conf）来匹配旧集簇。
12. 启动新服务器
现在可以安全地启动新的服务器，并且可以接着启动任何 rsync 过的后备服
务器。
13. 升级后处理
如果需要做任何升级后处理，pg_upgrade 将在完成后发出警告。它也将
生成必须由管理员运行的脚本文件。这些脚本文件将连接到每一个需要做
升级后处理的数据库。每一个脚本应该这样运行：psql --username=postgres -file=script.sql postgres 这些脚本可以以任何顺序运行并且在运行之后立即删
除。小心通常在重建脚本运行完成之前访问重建脚本中引用的表是不安全的，
这样做 可能会得到不正确的结果或者很差的性能。没有在重建脚本中引用
的
表可以 随时被访问。
14. 统计信息
由于 pg_upgrade 并未传输优化器统计信息，在升级的尾声 你将被指示
运行一个命令来生成这些信息。你可能需要设置连接参数来匹配你 的新集
簇。
15. 删除旧集簇
一旦你对升级表示满意，你就可以通过运行 pg_upgrade 完成时提到的
脚本来删除旧集簇的 数据目录（如果在旧数据目录中有用户定义的表空间
就不可能实现自动删除）。 你也可以删除旧安装目录（例如 bin、share）。
16. 恢复到旧集簇
在运行 pg_upgrade 之后，如果你希望恢复到 旧集簇，有几个选项：
• 如果你运行了带有--check 的 pg_upgrade，则没有对旧集簇做修改并且 可
以在任何时候重新使用它。
• 如果你运行了带有--link 的 pg_upgrade，数据文件在新旧集簇之间 共享。
如果你开启了新集簇，并且新服务器已经对这些共享文件做了写 入，那么
使用旧集簇就不安全。
• 如果你运行了不带 --link 的 pg_upgrade 或者没有启动新服务器， 旧集簇
还没有被修改，如果已经执行了链接，会在 $PGDATA/global/pg_control 后
追加一个 .old 后缀。要重用旧集簇，可以从 $PGDATA/global/pg_control 移
除 .old 后缀，然后你就能重启旧集簇了。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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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upgrade 不支持对某些数据库的升级，此类 数据库包含以下 reg*开
头 的 OID 引 用 的 系 统 数 据 类 型 ： regproc 、 regprocedure 、 regoper 、
regoperator、 regconfig 以及 regdictionary（regtype 可以被升级）。如果失败、
重建和重索引会影响你的安装，pg_upgrade 将会报告这些情况。用来重建表
和索引的升级后脚本将会自动被建立。 如果你正在尝试自动升级很多集簇，
你应该发现具有相同数据库模式的集簇 对所有集簇升级都要求同样的升级
后步骤，这是因为升级后步骤是基于数据 库模式而不是用户数据。对于部
署测试，创建一个只有模式的旧集簇副本，在其中插入假数据并且升级。如
果你在升级一个 PostgreSQL 9.2 之前的集簇，并且 它使用一个只有配置文
件的目录，你必须向 pg_upgrade 传递真正的数据目录位置，并且把配置目
录 位 置 传 递 给 服 务 器 ， 例 如 -d /realdata-directory -o '-D /configurationdirectory'。
如果正在使用的一个 9.1 之前的旧服务器用的是一个非默认 Unix 域套接
字目录 或者使用的默认值不同于新集簇的默认值，请把 PGHOST 设置为
指向旧服务器的套接字位置（这与 Windows 无关）。如果你想要使用链接
模式并且你不想让你的旧集簇在新集簇启动时被修改， 可以复制一份旧集
簇并且在副本上以链接模式进行升级。要创建旧集簇的一 份合法拷贝，可
以在服务器运行时使用 rsync 创建旧集簇的 一份脏拷贝，然后关闭旧服务
器并且再次运行 rsync --checksum 把更改更新到该拷贝以让其一致（-checksum 是必要的，因为 rsync 在判断文件修改时间的更改时的精度只能
到秒级）。如 第 25.3.3 节中所述，你可能想要排除 一些文件，例如
postmaster.pid。如果你的文件系统支持文 件系统快照或者 copy-on-write 文
件副本，你可以使用它们来创建旧集簇和 表空间的一个备份，不过快照和
副本必须被同时创建或者在数据库服务器关闭 期间被创建。
另见
initdb, pg_ctl, pg_dump, postgres

第十三章 系统表
系统表是关系型数据库存放模式元数据的地方，比如表和字段以及内部登记
信息等。系统表就是普通表。你可以删除并重建这些表、增加列、插入和更新数
值，但是这样做很可能会搞垮你的系统。通常情况下，不应该手工修改系统表，
但是可以使用相应的 SQL 命令进行操作。比如，CREATE DATABASE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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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database 表插入一行，并且实际上在磁盘上创建该数据库。有几种特别深奥的
操作例外，比如增加索引访问方法。

13.1

概述

大多数系统表都是在数据库创建的过程中从模板数据库中拷贝过来的，因此
都是数据库相关的。少数表在物理上是在一个集群的所有数据库中共享的；这些
在下文单独表的描述中进行了标注。
表 8.1 系统目录
表名

用途

pg_aggregate

聚合函数

pg_am

索引访问方法

pg_amop

访问方法操作符

pg_amproc

访问方法支持过程

pg_attrdef

字段缺省值

pg_attribute

表列("属性")

pg_authid

认证标识符（角色）

pg_auth_members

认证标识符成员关系

pg_cast

转换（数据类型转换）

pg_class

表、索引、序列、视图("关系")

pg_collation

排序规则 (本地信息)

pg_constraint

检查约束、唯一约束、主键约束、外键约束

pg_conversion

编码转换信息

pg_database

本集群内的数据库

pg_db_role_setting

每个角色和数据库的设置

pg_default_acl

对象类型的默认权限

pg_depend

数据库对象之间的依赖

pg_description

数据库对象的描述或注释

pg_enum

枚举标签和值的定义

pg_event_trigger

事件触发器

pg_extension

已安装扩展

pg_foreign_data_wrapper

外部数据包装器定义

pg_foreign_server

外部服务器定义

pg_foreign_table

附加的外部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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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index

附加的索引信息

pg_inherits

表继承层次

pg_language

编写函数的语言

pg_largeobject

大对象数据页

pg_largeobject_metadata

大对象元数据

pg_namespace

模式

pg_opclass

访问方法操作符类

pg_operator

操作符

pg_opfamily

访问方法操作符族

pg_pltemplate

过程语言的模板数据

pg_policy

行安全策略

pg_proc

函数和过程

pg_range

有关范围类型的信息

pg_replication_origin

注册复制起点

pg_rewrite

查询重写规则

pg_seclabel

数据库对象上的安全标签

pg_shdepend

共享对象上的依赖

pg_shdescription

共享对象上的注释

pg_shseclabel

共享数据库对象上的安全标签

pg_statistic

规划器统计

pg_tablespace

本数据库集群内的表空间

pg_transform

转换（数据类型到程序语言）

pg_trigger

触发器

pg_ts_config

文本检索配置

pg_ts_config_map

文本检索配置的记号映射

pg_ts_dict

文本检索辞典

pg_ts_parser

文本检索分析器

pg_ts_template

文本检索模板

pg_type

数据类型

pg_user_mapping

用户到外部服务器的映射

13.2 pg_aggregate
pg_aggregate 存储与聚集函数有关的信息。聚集函数是对一个数值集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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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匹配查询条件的行中的一个字段)进行操作的函数，它返回从这些值中计算
出的一个数值。典型的聚集函数是 sum、count 和 max 。pg_aggregate 里的每条记
录都是一条 pg_proc 记录的扩展。pg_proc 中的记录记载该聚集的名字、输入和
输出数据类型，以及其它一些和普通函数类似的信息。
表 8.2 pg_aggregate 字段
名称

类型

应用

描述

aggfnoid

regproc

pg_proc.oid

聚合函数的 pg_proc OID

aggkind

char

聚合类型: n 为"普通"聚合 o 为"顺序
集"聚合或 h 为"假想集"聚合
顺序集或假想集聚合的直接（非聚
合）参数的数量，将可变数组看做一

aggnumdirectargs

个参数。如果等于 pronargs，那么该

int2

聚合必须是可变的，并且可变数组描
述聚合的参数和最终直接参数。对普
通聚合来说总是零。

aggtransfn

regproc

pg_proc.oid

转移函数

aggfinalfn

regproc

pg_proc.oid

最终函数（如果没有则为零）

aggmtransfn

regproc

pg_proc.oid

移动聚合模式下的正向转移函数(如

aggminvtransfn

regproc

aggmfinalfn

regproc

aggfinalextra

bool

aggmfinalextra

bool

aggsortop

oid

pg_operator.oid

关联的排序操作符(如果没有则为零)

aggtranstype

oid

pg_type.oid

此聚集函数的内部转移(状态)数据的

果没有则为零)
pg_proc.oid

移动聚合模式下的反向转函数(如果
没有则为零)

pg_proc.oid

移动聚合模式下的最终函数(如果没
有则为零)
为真则向 aggfinalfn 传递额外的虚拟
参数
为真则向 aggmfinalfn 传递额外的虚
拟参数

数据类型
aggtransspace

转移状态数据的近似平均大小（以字

int4

节计），或者为零表示使用缺省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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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聚合模式下，聚合函数的内部转
aggmtranstype

oid

pg_type.oid

移（状态）数据的数据类型 （如果
没有则为零）
移动聚合模式下转移状态数据的大约

aggmtransspace

int4

平均大小（以字节计），或者为零表
示使用缺省估计

agginitval

text

转移状态的初始值。这是一个文本字
段，它包含初始值的外部字符串表现
形式。如果这个字段为空，那么转移
状态值从空值开始。
移动聚合模式下转移状态的初始值。

aggminitval

这是一个文本字段，它包含初始值的

text

外部字符串表现形式。如果这个字段
为空，那么转移状态值从空值开始。

aggcombinefn

regproc

aggserialfn

regproc

aggdeserialfn

regproc

pg_proc

组合功能（如果没有，则为零）

.oid
pg_proc

序列化功能（如果没有则为零）

.oid
pg_proc

序列化功能（如果没有则为零）

.oid

返回聚合函数序列化的数据类型
aggserialtype

13.3

OID

功能

pg_am

pg_am 表存储有关索引访问方法的信息。系统支持的每种索引访问方法都有
一行。
表 8.3 pg_am 字段
名称

类型

oid

oid

引用

描述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显式选择才会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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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ame

name

amhandler

regproc

amtype

访问方法的名称
pg_proc

理函数的 OID，负责提供有关访问方法

.oid

的信息

char

目前 i 总是指示索引访问方法; 将来可能
允许使用其他值

amstrategies

int2

这个访问方法的操作符策略的个数，或
如果访问方法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操作符
策略集合，则为 0

amsupport

int2

这个访问方法的支持例程个数

amcanorder

bool

这个访问方法是否支持按照被索引列值
排序的有序扫描？

amcanorderbyop

bool

访问方法是否支持按索引列上的运算符
的结果排序的有序扫描？

amcanbackward

bool

这种访问方式是否支持反向扫描？

amcanunique

bool

这种访问方式是否支持唯一索引？

amcanmulticol

bool

这种访问方式是否支持多字段索引？

amoptionalkey

bool

这种访问方式是否支持在第一个索引列
上没有任何约束的扫描?

amsearcharray

bool

这种访问方式是否支持
ScalarArrayOpExpr 搜索?

amsearchnulls

bool

这种访问方式是否支持 IS NULL/NOT
NULL 搜索？

amstorage

bool

是否允许索引存储的数据类型与列的数
据类型不同?

amclusterable

bool

这种类型的索引能否被聚集?

ampredlocks

bool

这种类型的索引能否管理细粒度的谓词
锁?

amkeytype

oid

pg_type.oid

在索引中存储的数据类型，如果不是固
定类型则为零

aminsert

regproc

pg_proc.oid

"插入这个元组"函数

ambeginscan

regproc

pg_proc.oid

"准备索引扫描"函数

amgettuple

regproc

pg_proc.oid

"下一个有效元组"函数，如果没有则为 0

amgetbitmap

regproc

pg_proc.oid

"获取所有有效元组"函数，如果没有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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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amrescan

regproc

pg_proc.oid

"（重新）开始索引扫描"函数

amendscan

regproc

pg_proc.oid

"索引扫描后清理"函数

ammarkpos

regproc

pg_proc.oid

"标记当前扫描位置"函数

amrestrpos

regproc

pg_proc.oid

"恢复已标记的扫描位置"函数

ambuild

regproc

pg_proc.oid

"建立新索引"函数

ambuildempty

regproc

pg_proc.oid

"建立空索引" 函数

ambulkdelete

regproc

pg_proc.oid

批量删除函数

amvacuumcleanup

regproc

pg_proc.oid

VACUUM 后的清理函数

amcanreturn

regproc

pg_proc.oid

检查索引是否支持唯一索引扫描的函
数，如果没有则为 0

amcostestimate

regproc

pg_proc.oid

估计一个索引扫描开销的函数

amoptions

regproc

pg_proc.oid

分析和验证索引的 reloptions 函数

但是，pg_index_column_has_property()添加了相关的函数以允许 SQL 查询检
查索引访问方法属性：
名称

类型

pg_index_column_has_pr

布尔

描述
测试索引列是否具有指定的

operty(index_oid,column_no,

属性

prop_name)

13.4

pg_amop

pg_amop 表存储与访问方法操作符族相关的操作符的信息。如果一个操作符
是一个操作符族中的成员，那么在这个表中会占据一行。一个族成员可以是一个
search 操作符或一个 ordering 操作符。一个操作符可以在多个族中出现，但是不
能在一个族中的多个搜索位置或多个排序位置中出现。（尽管不太可能，但允许
将操作符用于搜索和排序目的。）
表 8.4 pg_amop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amopfamily

oid

pg_opfamily.oid

这个条目所在的操作符族

amoplefttype

oid

pg_type.oid

操作符的左边输入数据类型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显式
选择才能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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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prighttype

oid

pg_type.oid

amopstrategy

int2

操作符策略号

amoppurpose

char

操作符目的，s 表示搜索，o 表

操作符的右侧输入数据类型

示排序
amopopr

oid

pg_operator.oid

该操作符的 OID

amopmethod

oid

pg_am.oid

为此操作符族使用的索引访问
方法

amopsortfamily

oid

pg_opfamily.oid

如果是一个排序操作符，该项
会根据这个 B 树操作符族排
序；如果是一个搜索操作符，
则为 0

"搜索"操作符表明这个操作符族的一个索引可以被搜索，以查找所有满足
WHERE indexed_column operator constant 的行。显然，这样的操作符必须返回布
尔值，并且它的左输入类型必须匹配索引的字段数据类型。
"排序"操作符表明这个操作符族的一个索引可以被扫描，以返回由 ORDER
BY indexed_column operator constant 顺序排列的行。这样的操作符可以返回任意
可排序的数据类型，它的左输入类型也必须匹配索引的字段数据类型。ORDER
BY 的确切的语义是由 amopsortfamily 字段指定的，该字段必须为操作符的返回
类型引用一个 btree 操作符族。
注意：目前，一个排序操作符的排序顺序被假设为操作符族引用的默认值，，
也就是 ASC NULLS LAST。这有可能通过添加额外的列来显式指定排序选项。
一个项的 amopmethod 必须匹配它包含的操作符族的 opfmethod （包括
amopmethod 是一个为了性能原因而故意对表结构做的反规范化）。同样，
amoplefttype 和 amoprighttype 必须匹配引用的 pg_operator 项的 oprleft 和 oprright。

13.5 pg_amproc
pg_amproc 存储与访问方法操作符族相关的支持过程的信息。属于某个操作
符类的每个支持过程在这个表中都有一行。
表 8.5 pg_amproc 字段
名称

类型

oid

oid

引用

描述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显式选
择才会显示)

629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amprocfamily

oid

pg_opfamily.oid

为该项使用的操作符族

amproclefttype

oid

pg_type.oid

相关操作符的左边输入数据类型

amprocrighttype

oid

pg_type.oid

相关操作符的右边输入数据类型

amprocnum

int2

amproc

regproc

支持过程编号
pg_proc.oid

过程的 OID

amproclefttype 和 amprocrighttype 字段通常的解释是它们标识了一个特定支
持过程所支持的操作符的左右输入类型。对于某些访问方法它们和支持过程本身
的输入数据类型相匹配，而对其他的则不会匹配。这里有一个概念，索引的"默
认"支持过程，这些支持过程的 amproclefttype 和 amprocrighttype 都等于索引操
作符类的 opcintype。

13.6

pg_attrdef

pg_attrdef 表存储字段缺省值。字段的主要信息存放在 pg_attribute。只有显
式指定一个缺省值(该表创建时或字段增加时)的字段在这个表里有一行。

表 8.6 pg_attrdef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adrelid

oid

pg_class.oid

这个字段所属的表

adnum

int2

pg_attribute.attnum

字段编号

adbin

text

字段缺省值的内部表示形式

adsrc

text

缺省值的可读的内部表示形式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明确选择)

adsrc 是历史遗留，最好不要使用它，因为它并未跟踪可能影响缺省值表现
形式的外部变化。反编译 adbin 字段(比如，用 pg_get_expr)是更好的显示缺省值
的方法。

13.7

pg_attribute

pg_attribute 表存储关于表的字段的信息。数据库中每个表的每个字段都在
pg_attribute 中有一行。（还将有索引的属性项，以及所有具有 pg_class 项的对
象。）
表 8.7 pg_attribute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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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attrelid

oid

pg_class.oid

此字段所属的表

attname

name

atttypid

oid

attstattarget

int4

字段名
pg_type.oid

这个字段的数据类型
attstattarget 控制 ANALYZE 为这个字段积累
的统计信息的详细程度。零值表示不收集统
计信息。负数表示使用系统缺省的统计对
象。正数值的确切含义取决于数据类型。对
于标量数据类型，attstattarget 既是要收集的"
最常用数值"的目标数量，也是要创建的柱状
图的目标数量。

attlen

int2

本字段类型的 pg_type.typlen 的副本

attnum

int2

字段编号。一般字段是从 1 开始计数的。系
统字段(比如 oid)则拥有(任意)负值编号。

attndims

int4

如果该字段是数组类型，这就是维数，否则
是 0。（目前，一个数组的维数并未强制，
因此任何非零值都表示"这是一个数组"）。

attcacheoff

int4

在存储中始终为-1，但是在加载到内存中的
行描述符时，可能会被更新为属性在行内的
偏移

atttypmod

int4

atttypmod 记录创建新表时支持的特定类型的
数据(比如一个 varchar 字段的最大长度)。它
传递给特定类型的输入函数和长度转换函
数。对那些不需要 atttypmod 的类型，该值通
常为-1。

attbyval

bool

这个字段类型的 pg_type.typbyval 的副本。

attstorage

char

这个字段的类型的 pg_type.typstorage 的副
本。对于可压缩的数据类型(TOAST)， 这个
字段可以在字段创建之后改变，以便于控制
存储策略。

attalign

char

这个字段类型的 pg_type.typalign 的副本。

attnotnull

bool

这代表一个非空约束。

atthasdef

bool

这个字段有一个缺省值，在缺省情况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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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attrdef 表中有一个对应的列来实际定义该
值。
attidentity

char

如果是零字节（''），那么不是标识列。否
则，a= always always，d=默认生成。

attisdropped

bool

已经删除了这个字段，不再有效。一个已经
删除的字段物理上仍然存在表中，但会被分
析器忽略，因此不能再通过 SQL 访问。

attislocal

bool

这个字段在关系中是本地定义的。请注意一
个字段可以同时是本地定义和继承的。

attinhcount

int4

这个字段所拥有的直接祖先的个数。如果一
个字段的祖先个数非零，那么它就不能被删
除或重命名。

attcollation

oid

pg_collation.oid

这个字段定义的排序规则，如果这个字段不
是可排序数据类型则为 0。

attacl

aclitem[]

列级访问权限（如果有任何特别授权在列上
的权限）。

attoptions

text[]

属性级别选项，如"keyword=value"形式的字
符串

attfdwoptions

text[]

属性级外部数据封装器选项，使用
"keyword=value"格式的字符串

在一个已删除字段的 pg_attribute 记录中，atttypid 将被重置为零，但是 attlen
和其它从 pg_type 拷贝的字段仍然有效。这么安排是为了应对删除的字段的数据
类型稍后也删除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不再有 pg_type 行了。attlen 和其它字段
可以用于解析表中行的内容。

13.8

pg_authid

pg_authid 包含有关数据库认证标识符(角色)的信息。一个角色体现"用户"和
"组"的概念。一个用户实际上就是一个设置了 rolcanlogin 标志的角色。任何角色
(不管是否设置了 rolcanlogin 标志)都可以有其它角色做为成员。
因为这个系统表包含口令，所以它不 能是公共可读的。 pg_roles 是在
pg_authid 上的一个公共可读视图，只是把口令域填成了空白。
因为用户标识是集群范围的，pg_authid 在一个集群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
每个集群只有一个 pg_authid 副本，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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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

pg_authid 字段

名称

类型

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显式选择才能显示)

rolname

name

角色名称

rolsuper

bool

角色是否拥有超级用户权限

rolinherit

bool

角色是否自动继承其所属角色的权限

rolcreaterole

bool

角色是否可以创建更多角色

rolcreatedb

bool

角色是否可以创建数据库

rolcanlogin

bool

角色是否可以登录。即该角色是否能够作为初始会话授
权标识符

rolreplication

bool

角色是否是一个复制的角色。也就是说，这个角色是否
可以发起流复制和使用 pg_start_backup 和
pg_stop_backup 设置/取消设置系统备份模式。

rolbypassrls

bool

该角色是否可以避开每一个行级安全策略

rolconnlimit

int4

对于可以登录的角色，限制其最大并发连接数量。-1 表
示没有限制。

rolpassword

text

口令（可能是加密的），如果没有则空。如果口令加
密，本列将以字符串 md5 开始，后接 32 字符的十六进
制 MD5 哈希值。这个值是用户口令与用户名连接在一
起的字符串的 md5 哈希值。例如，如果用户 joe 的口令
是 xyzzy，HighGO Database 将存储 xyzzyjoe 的 md5 哈
希。不遵循这一格式的口令将被假定为未加密。

rolvaliduntil

timestamptz

口令失效时间(只用于口令认证)；如果没有失效期，则
为 NULL

13.9

pg_auth_members

pg_auth_members 显示角色之间的成员关系。允许任何非循环关系。
因为用户标识是集群范围的，pg_auth_members 在一个集群的所有数据库之
间共享：每个集群中只有一个 pg_auth_members 副本，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个。
表 8.9 pg_auth_members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roleid

oid

pg_authid.oid

拥有成员的角色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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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oid

pg_authid.oid

roleid 的成员的角色 ID

grantor

oid

pg_authid.oid

赋予此成员关系的角色的 ID

admin_option

bool

如果 member 可以把 roleid 的成员关系赋
予其它角色，则为真。

13.10 pg_cast
pg_cast 表存储数据类型转换路径，包括内置路径和用户定义的路径。
应当指出，pg_cast 并不代表所有的系统知道如何执行的类型转换，只包括
那些不能从一些通用规则推导出的类型转换。例如，没有在 pg_cast 中显式表示
出来的域和其基类型之间的转换。另一个重要的例外是"自动 I/O 转换"，它们通
过数据类型自己的 I/O 函数来转换成（或者转换自）text 或其他字符串类型，没
有明确表示在 pg_cast 中。
表 8.10 pg_cast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castsource

oid

pg_type.oid

源数据类型的 OID

casttarget

oid

pg_type.oid

目标数据类型的 OID

castfunc

oid

pg_proc.oid

用于执行该转换的函数的 OID。如果这个转换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显式选择才能显示)

方法不需要函数，那么为零
castcontext

char

标识这个转换可以在什么环境里调用。e 表示只
能进行显示转换(使用 CAST 或::语法)。 a 表示
在赋值给目标字段的时候隐式调用，和显示调
用一样。i 表示在表达式中隐式调用，和其他转
换一样。

castmethod

char

说明转换是怎么运行的。 f 表明使用 castfunc 中
指定的函数。 i 表明使用输入/输出函数。b 表明
该类型是二进制可转换的，因此不需要转换。

在 pg_cast 里列出的类型转换函数必须总是以类型转换的源类型作为它的第
一个参数类型，并且返回类型转换的目标类型作为它的结果类型。一个类型转换
函数最多有三个参数。如果出现了第二个参数，必须是 integer 类型；它接受与
目标类型关联的修饰符，如果没有，就是-1。如果出现了第三个参数，那么必须
是 boolean 类型；如果该类型转换是一种显式转换，则该参数赋值为 true，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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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false。
在 pg_cast 里创建一条源类型和目标类型相同的记录是合理的，只要相关联
的函数接受多个参数。这样的记录代表"长度转换函数"，它们把该类型的数值转
换为对特定的类型修饰符数值合法的值。
如果一条 pg_cast 记录有着不同的源类型和目标类型，并且有一个接收多个
参数的函数，那么它表示从一种类型转换到另外一种类型，并在一个步骤中应用
长度转换。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可用，那么一个使用了类型修饰符的类型转换涉
及两个步骤，一个是在数据类型之间转换，另外一个是应用修饰符。

13.11 pg_class
pg_class 表记载表和几乎所有具有字段或者是那些类似表的东西。包括索引
(不过还要参阅 pg_index)、序列、视图、物化视图、复合类型和 TOAST 表。在
下面，当提及所有这些对象的时候使用"关系"。不是所有字段对所有关系类型都
有意义。
表 8.11 pg_class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显式选择才能显示)

relname

name

表、索引、视图等的名字。

rel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

描述

包含这个关系的名字空间的 OID

e.oid
reltype

oid

pg_type.oid

对应这个表的行类型的数据类型 OID(索引为
零，它们没有 pg_type 项)。

reloftype

oid

pg_type.oid

对于有类型的表，为底层复合类型的 OID，对
于所有其他关系为零。

relowner

oid

pg_authid.oid

该关系的所有者

relam

oid

pg_am.oid

如果是索引，表示索引的访问方法(B-tree, hash
等等)

relfilenode

oid

这个关系在磁盘上的文件名，零表示这是一个"
映射"关系，其磁盘文件名取决于低层状态

reltablespace

oid

pg_tablespace

存储这个关系的表空间。如果为零，则意味着

.oid

使用该数据库的缺省表空间。如果关系在磁盘
上没有文件，则这个字段没有什么意义。

relpages

int4

此表的磁盘表示的大小（以页为单位，大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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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CKSZ)。它只是一个由规划器使用的估计
值。它会被 VACUUM、ANALYZE 和几个 DDL
命令（比如 CREATE INDEX）更新。
reltuples

float4

表中的行数。只是规划器使用的一个估计值。
它会被 VACUUM、ANALYZE 和几个 DDL 命
令（比如 CREATE INDEX）更新。

relallvisible

int4

在表的可见映射中标记为全部可见的页的数
目。只是规划器使用的一个估计值。它会被
VACUUM,ANALYZE 和几个 DDL 命令（比如
CREATE INDEX）更新。

reltoastrelid

oid

pg_class.oid

与此表关联的 TOAST 表的 OID，如果没有则为
0。TOAST 表在一个从属表里"线外"存储大型属
性。

relhasindex

bool

如果它是一个表而且至少有(或者最近有过)一个
索引，则为真。

relisshared

bool

如果该表在整个集群中由所有数据库间共享则
为真。只有某些系统表(比如 pg_database)是共享
的。

relpersistence

char

p = permanent table（永久表）, u = unlogged
table（无日志的表）, t = temporary table （临时
表）

relkind

char

r = ordinary table（普通表）, i = index（索
引）, S = sequence（序列）, v = view（视
图）, m = materialized view（物化视图）, c =
composite type（复合类型）, t = TOAST table
（TOAST 表）, f = foreign table（外部表）

relnatts

int2

关系中用户字段的数目(除了系统字段以外)。在
pg_attribute 中必须有相同数目对应的行。又见
pg_attribute.attnum

relchecks

int2

表上 CHECK 约束的数目；

relhasoids

bool

如果为关系中每行都生成一个 OID 则为真

relhaspkey

bool

如果这个表有 (或曾经有)主键，则为真。

relhasrules

bool

如表有(或者曾经有)规则就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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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hastriggers

bool

如果表有(或者曾经有)触发器则为 TRUE；

relhassubclass

bool

如果有(或者曾经有)任何继承的子表则为真。

relrowsecurity

bool

如果表启用了行级安全性则为真

relforcerowsec
urity
relispopulated

bool

bool

如果行级安全（启用时）也适用于表的所有者
则为真
如果关系已被填充则为真（对所有关系为真，
除了一些物化视图）
用来形成行的"replica identity"的字段：d = 缺省

relreplident

char

(主键，如果有)，n =空，f = 所有字段，i = 设
置了 indisreplident 的索引，或缺省

relispartition

bool

如果表是分区，则为 True

relfrozenxid

xid

该表中所有在此之前的事务 ID 已经被一个永久
的("冻结")事务 ID 替换。这用于跟踪该表是否
需要为了防止事务 ID 回卷或者允许收缩
pg_xact 而进行清理。如果该关系不是表，则为
零(InvalidTransactionId)。
该表中所有在此之前的多事务 ID 已经被一个
事务 ID 替换。这用于跟踪该表是否需要为了

relminmxid

xid

防止多事务 ID 回卷或者允许收缩
pg_multixact 而进行清理。如果该关系不是表则
为零(InvalidMultiXactId)。

relacl

aclite

访问权限。

m[]
reloptions

text[]

访问方法相关的选项，使用"keyword=value"格
式的字符串

relpartbound

pg_n

如果 table 是一个分区（请参阅参考资料

ode_t

relispartition），则分区的内部表示形式

ree

pg_class 中的几个布尔标志以一种懒惰的方式维护：在正确状态时他们都保
证为真；但当条件不再为真时，可能不会立即重置为假。比如，relhasindex 通过
CREATE INDEX 设置，但是从不会因为 DROP INDEX 清除。作为替代，VACUUM
如果发现表中没有索引，则清除其 relhasindex 。这种安排避免了竞争条件并且提
高了并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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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pg_collation

pg_collation 表描述可用的排序规则，其本质是从一个 SQL 名字到操作系统
区域设置分类的映射。

表 8.12. pg_collation 的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显示）

collname

name

排序规则名字（在每一个名字空间和编码中唯一）

coll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e.oid 包含该排序规则的名字空间的 OID
排序规则的提供者：d=数据库默认值，c= libc，i=

collprovider

char

collowner

oid

collencoding

int4

collcollate

name

该排序规则对象的 LC_COLLATE

collctype

name

该排序规则对象的 LC_CTYPE

icu
pg_authid.oid

排序规则的拥有者
该排序规则可应用的编码，-1 表示它可用于任何编
码

整理的特定于提供者的版本。创建排序规则时会记
collversion

test

录此项，然后在使用它时检查它，以检测可能导致
数据损坏的排序规则定义中的更改。

注意在这个表中的主键是（collname、 collencoding、 collnamespace）， 不
仅仅是（collname，collnamespace）。所有 collencoding 不等于当前数据库编码或
-1 的编码规则通常都会被 HighGo DB 忽略，且禁止创建和 collencoding = -1 的项
重名的项。因此使用一个受限的 SQL 名字（schema.name）来标识一个排序规则
是足够的，即使根据表的定义这不是唯一的。以这种方式定义表的原因是 initdb
会在集簇初始化时使用系统上所有可用的区域设置填充它，所以必须能够为所有
可能在集簇中使用的编码保持项。
在 template0 数据库中，创建与数据库编码不匹配的编码是有用的，因为它
们可以匹配后面从 template0 克隆的数据库的编码。这在目前必须手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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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pg_constraint
pg_constraint 存储表上的检查、主键、唯一、外键和排他约束。字段约束不
会被特殊对待。每个字段约束都等效于某种表约束。非空约束记录在 pg_attribute
表中。
用户定义的约束触发器（使用 CREATE CONSTRAINT TRIGGER 创建）也
会在这个表中产生一条记录。
在域上面的检查约束也存储在这里。

表 8.13
名称

类型

oid

oid

conname

name

connamespace

oid

contype

char

pg_constraint 字段

引用

描述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显式选择才会显
示)
约束名(不必是唯一的)

pg_namespace.oid

包含这个约束的名字空间的 OID
c = 检查约束， f = 外键约束， p = 主键
约束， u = 唯一约束， t = 约束触发
器， x = 排斥约束

condeferrable

bool

这个约束可以推迟吗？

condeferred

bool

缺省时这个约束是否推迟的？

convalidated

bool

此约束是否被验证过？当前对于外键和检
查约束只能是假

conrelid

oid

pg_class.oid

这个约束所在的表；如果不是表约束则为
0

contypid

oid

pg_type.oid

这个约束所在的域；如果不是一个域约束
则为 0

conindid

oid

pg_class.oid

如果它是唯一、主键、外键或者排他约
束，表示支持此约束的索引，否则为 0

confrelid

oid

pg_class.oid

如果是外键约束，则为被引用的表；否则
为 0

confupdtype

char

外键更新动作代码： a = 无动作， r = 限
制， c = 级联， n =设置为 null， d =设置
为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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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deltype

char

外键删除动作代码： a = 无动作， r = 限
制， c = 级联， n =设置为 null， d =设置
为缺省

confmatchtype

char

外键匹配类型 f = 全部， p = 部分， s =
简单

conislocal

bool

这个约束是为关系本地定义的。请注意，
约束可以在本地同时定义和继承。

coninhcount

int4

这个约束的直接继承祖先的数目。具有非
零个祖先的约束不能删除或重命名。

connoinherit

bool

这个约束是为关系本地定义的。它是一个
非继承的约束。

conkey

confkey

int2[]

int2[]

pg_attribute.attnu

如果是一个表约束（包括外键，但不包括

m

约束触发器），则是约束控制的字段列表

pg_attribute.attnu

如果是一个外键，是被引用字段的列表

m
conpfeqop

oid[]

pg_operator.oid

如果是一个外健，PK = FK 比较的等式运
算符列表

conppeqop

oid[]

pg_operator.oid

如果是一个外健，PK = PK 比较的等式运
算符列表

conffeqop

oid[]

pg_operator.oid

如果是一个外健，FK = FK 比较的等式运
算符列表

conexclop

oid[]

pg_operator.oid

如果是一个排他约束，是每一列排他操作
符的字段列表

conbin

text

如果是检查约束，那就是其表达式的内部
形式

consrc

text

如果是检查约束，则是表达式的可读形式

在排他约束的情况下，conkey 只对约束元素是单一列引用时有用。对于其他
情况下，conkey 为 0 且必须查阅相关索引来发现被约束的表达式。（conkey 因
此和 pg_index.indkey 有相同的内容）。
注意：当引用对象改变后，不会更新 consrc。例如，它不会跟踪字段名修改。
最好还是使用 pg_get_constraintdef()来提取一个检查约束的定义，而不是依赖这
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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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pg_class.relchecks 需要和每个关系在此表中的检查约束数量保持一致。

13.14

pg_conversion

pg_conversion 描述编码转换过程。
表 8.14 pg_conversion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conname

name

con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e.oid

包含这个转换的名字空间的 OID

conowner

oid

pg_authid.oid

编码转换的拥有者

conforencoding

int4

源编码 ID

contoencoding

int4

目的编码 ID

conproc

regproc

condefault

bool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显式选择才能显
示)
转换的名字（在一个名字空间内唯一）

pg_proc.oid

转换过程
如果这是缺省转换则为真

13.15 pg_database
pg_database 表 存 储 关 于 可 用 数 据 库 的 信 息 。 数 据 库 通 过 CREATE
DATABASE 命令创建。
和大多数系统表不同，pg_database 在一个集群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每个
集群只有一份 pg_database 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
表 8.15 pg_database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被显式选择才能显示)

datname

name

数据库名字

datdba

oid

encoding

int4

pg_authid.oid

描述

数据库所有者，通常为其创建者
数据库的字符编码（pg_encoding_to_char() 能够
将这个数字转换为相应的编码名称）

datcollate

name

此数据库的 LC_COLLATE

datctype

name

此数据库的 LC_CTYPE

datistemplate

bool

如果为真，则此数据库可被任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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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B 权限的用户克隆；如果为假，则只
有超级用户或者该数据库的所有者可以克隆
它。
datallowconn

bool

如果为假，则没有人可以连接到这个数据库。
这个字段可用于保护 template0 数据库不被更
改。

datconnlimit

int4

设置该数据库上允许的最大并发连接数，-1 表
示无限制。

datlastsysoid

oid

数据库中最后一个系统 OID；对 pg_dump 特别
有用。

datfrozenxid

xid

该数据库中所有在此之前的事务 ID 已经替换为
一个永久的("冻结的")事务 ID。这用于跟踪该
数据库是否需要为了防止事务 ID 回卷或者允许
收缩 pg_xact 而进行清理。它是每个表的
pg_class.relfrozenxid 中的最小值。
该数据库中中所有在此之前的多事务 ID 已经
被一个事务 ID 替换。这用于跟踪该数据库是

datminmxid

xid

否需要为了防止多事务 ID 回卷或者允许收
缩 pg_multixact 而进行清理。它是每个表的
pg_class.relfrozenxid 中的最小值。

dattablespace

oid

pg_tablespace

该数据库的缺省表空间。在这个数据库中，所

.oid

有 pg_class.reltablespace 为零的表都将保存在这
个表空间中；尤其是所有非共享的系统表也都
存放在这里。

datacl

aclitem

访问权限；

[]

13.16 pg_db_role_setting
pg_db_role_setting 为每一个角色和数据库组合记录为运行时配置变量设置
的缺省值。
和大多数系统表不同，pg_db_role_setting 是在集群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的：
在一个集群中仅有 pg_db_role_setting 的一个副本，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
表 8.16 pg_db_role_setting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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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setdatabase

oid

pg_database.oid

此设置适用的数据库 OID，如果不与具体数据
库相关则为零

setrole

oid

pg_authid.oid

此设置可用的角色 OID，如果不与具体角色相
关则为零

setconfig

text[]

运行时配置变量的缺省值

13.17 pg_default_acl
目录 pg_default_acl 存储分配到新创建对象的初始权限。
表 8.17 pg_default_acl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defaclrole

oid

pg_authid.oid

defacl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e.oid 与此项相关的命名空间 OID，如果为空，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会
显示)
与该项相关的角色 OID

则为零
defaclobjtype

char

此项适合的对象类型是： r =关系（表、视
图）， S =序列， f=函数，T=类型

defaclacl

aclitem[]

这种类型的对象创建时拥有的访问权限

pg_default_acl 的每条记录显示分配到一个属于指定用户的对象的初始权限。
目前有两种类型的记录："全局"记录 defaclnamespace = 0，和引用一个特定的模
式的 "每模式"记录。如果一个全局项存在，则它将覆盖该对象类型的硬连线
（hard-wried）默认权限。如果一个每模式项存在，代表权限被添加到全局或硬
连接的缺省权限中。
请注意，在另一个表中的 ACL 项为空时，它代表其对象的硬连接的缺省权
限，而不是当时可能在 pg_default_acl 中的任何权限。只有在对象创建期间才会
查阅 pg_default_acl。

13.18 pg_depend
pg_depend 表记录数据库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这个信息允许 DROP 命令找
出必须由 DROP CASCADE 删除的其它对象，或者是在 DROP RESTRICT 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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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阻止删除。
这个表的功能类似 pg_shdepend，用于记录那些在数据库集群之间共享的对
象之间的依赖性关系。

表 8.18 pg_depend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classid

oid

pg_class.oid

依赖对象所在系统表的 OID

objid

oid

任何 OID 属性

指定依赖对象的 OID

objsubid

int4

对于表字段，这个是字段编号
(objid 和 classid 指表本身)。对于所有其它对象
类型，这个字段是零。

refclassid

oid

pg_class.oid

被引用对象所在的系统表的 OID

refobjid

oid

任意 OID 属性

指定的被引用对象的 OID

refobjsubid

int4

对于表字段，这个是该字段的字段号( refobjid
和 refclassid 指表本身)。对于所有其它对象类
型，这个字段是零。

deptype

char

定义这个依赖关系特定语义的代码。

在所有情况下，一个 pg_depend 记录表示被引用的对象不能在没有删除其
依赖对象的情况下被删除。不过，这里还有几种由 deptype 标识的情况：
DEPENDENCY_NORMAL (n)
独立创建的对象之间的普通关系。可以在不影响引用对象的情况下，
删除有依赖的对象。被引用对象只能通过指定 CASCADE 被删除，在这
种情况下依赖对象也会被删除。例如：一个表字段对其数据类型有普通
依赖关系。
DEPENDENCY_AUTO (a)
依赖对象可以独立于被依赖对象删除，且应该在被引用对象被删除
时自动被删除(不管是 RESTRICT 或 CASCADE 模式)。例如：一个表上
面的命名约束应该被设置为自动依赖于表，这样在表被删除后它也会消
失。
DEPENDENCY_INTERNAL (i)
依赖对象作为被引用对象创建过程的一部分被创建，并且只是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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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实现的一部分。 一个依赖对象的 DROP 会被直接拒绝(作为替代，
我们将告诉用户发出一个针对被引用对象的 DROP) 。不管是否指定了
CASCADE，一个对引用对象的 DROP 将删除其依赖对象。例如：一个用
于执行外键约束的触发器被设置为内部依赖于其约束的 pg_constraint 项。
DEPENDENCY_EXTENSION (e)
依赖对象是被依赖对象扩展的一个成员（参阅 pg_extension）。依赖
对象只可以通过在被依赖对象上 DROP EXTENSION 删除。功能上这个
依赖类型和内部依赖的作用相同，其存在只是为了清晰和简化 pg_dump。
DEPENDENCY_PIN (p)
没有依赖对象；这种类型的记录标志着系统本身依赖于引用对象，
因此这个对象决不能被删除。这种类型的记录只有在 initdb 的时候创建。
依赖对象的字段都是零。
将来可能还需要其它依赖的风格。

13.19 pg_description
pg_description 表 为 每 个 数 据 库 对 象 存 储 可 选 的 描 述 ( 注 释 ) 。 你 可 以 用
COMMENT 命令操作这些描述，并且可以用 psql 的\d 命令查看。在 pg_description
的初始内容中提供了许多内置的系统对象的描述。
pg_shdescription 提供了类似的功能，它记录了整个集群范围内共享对象的
注释。
表 8.19 pg_description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bjoid

oid

任何 OID 列

这条描述涉及的对象 OID

classoid

oid

pg_class.oid

出现这个对象的系统表的 OID

objsubid

int4

对于一个表字段的注释，它是字段号(objoid 和
classoid 指表自身)。对于所有其它对象类型，这字段
是零。

description

text

作为对该对象的描述的任意文本

13.20 pg_enum
pg_enum 表包含显示每个枚举类型的值和标签的记录。给定枚举值的内部表
示实际上是它在 pg_enum 中相关行的 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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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0 pg_enum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enumtypid

oid

enumsortorder

float4

这个枚举值在它的枚举类型中的排序位置

enumlabel

name

此枚举值的文本标签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被显式选择才
会显示)
pg_type.oid

拥有此枚举值的 pg_type 项的 OID

pg_enum 行的 OID 值遵循一种特殊规则：偶数的 OID 保证用和它们的枚举
类型一样的排序顺序排序。也就是，如果两个偶数 OID 属于相同的枚举类型，
那么较小的 OID 必须有较小 enumsortorder 值。奇数 OID 值不需要遵循排序顺
序。这个规则允许枚举比较例程在许多常见情况下避开目录查找。创建和修改枚
举类型的例程将尽可能的尝试为枚举值分配偶数 OID。
当创建了一个枚举类型时，它的成员会被分配排序顺序位置 1..n。但是随后
添加的成员可能会分配负值或分数值的 enumsortorder。对这些值的唯一要求是它
们要正确的排序和在每个枚举类型中唯一。

13.21 pg_event_trigger
pg_event_trigger 表存储事件触发器。
表 8.21 pg_event_trigger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evtname

name

触发器名字(必须是唯一的)

evtevent

name

触发器触发的事件的标识符

evtowner

oid

pg_authid.oid 事件触发器的所有者

evtfoid

oid

pg_proc.oid

要被调用的函数
控制在哪个 session_replication_role 模式中触发事件

evtenabled

char

触发器。 O = 触发器在"origin" 和 "local"模式触
发， D = 禁用触发器，R = 触发器在"replica"模式
触发， A = 触发器总是触发。

evttags

text[]

这个触发器将要触发的命令标签。如果为 NULL，

646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这个触发器的触发不受命令标签的限制。

13.22

pg_extension

pg_extension 表存储了有关已安装的扩展的信息。
表 8.22 pg_extension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被显式选择才能显示)

extname

name

扩展名

extowner

oid

pg_authid.oid

扩展的所有者

ext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e.oid

包含扩展的导出对象的模式

extrelocatable

bool

如果扩展可以重新加载到另一个模式则为真

extversion

text

扩展的版本名

extconfig

oid[]

pg_class.oid

描述

扩展的配置表的 regclass OID 的数组，如果没
有则为 NULL

extcondition

text[]

扩展的配置表的 WHERE 子句过滤条件的数
组，如果没有则为 NULL

请注意，不同于大多数有"namespace"字段的表，extnamespace 并不意味着扩
展属于哪个模式。扩展名从不用模式进行限定。extnamespace 表明该模式包含该
扩展的大多数或所有的对象。如果 extrelocatable 为真，那么这个模式必须实际上
包含属于该扩展的所有模式限定的对象。

13.23 pg_foreign_data_wrapper
pg_foreign_data_wrapper 表存储外部数据包装器定义。外部数据包装器是访
问位于外部服务器上的外部数据的机制。
表 8.23 pg_foreign_data_wrapper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被显式选择才能显示)

fdwname

name

外部数据包装器名

fdwowner

oid

pg_authid.oid

描述

外部数据包装器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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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whandler

oid

pg_proc.oid

引用一个负责为外部数据封装器提供执行例程的
处理函数。如果没有提供处理函数则为零

fdwvalidator

oid

pg_proc.oid

引用一个验证函数，负责检查给予外部数据包装
器的选项以及使用外部数据包装器的外服务器选
项和用户映射的有效性。如果没有提供验证函数
则为 0。

fdwacl

aclitem[]

访问权限

fdwoptions

text[]

外部数据包装器特定选项，以"keyword=value"字
符串形式

13.24 pg_foreign_server
目录 pg_foreign_server 存储外部服务器的定义。外部服务器描述外部数据的
来源，例如一个远程服务器。外部服务器通过外部数据包装器访问。
表 8.24 pg_foreign_server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srvname

name

srvowner

oid

pg_authid.oid

外部服务器的所有者

srvfdw

oid

pg_foreign_data_wrapper.oid

外部服务器的外部数据包装器的 OID

srvtype

text

服务器类型（可选）

srvversion

text

服务器版本（可选）

srvacl

aclitem[]

访问权限

srvoptions

text[]

外服务器特定选项，以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被显式选
择才能显示)
外部服务器名

"keyword=value"字符串形式

13.25

pg_foreign_table

pg_foreign_table 表包含关于外部表的辅助信息。一个外部表和普通表一样，
主要由一个 pg_class 项表示。它的 pg_foreign_table 项包含仅与外部表相关的信
息，而不是任何其他类型的关系。
表 8.25 pg_foreign_table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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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ftrelid

oid

pg_class.oid

外部表的 pg_class 记录的 OID

ftserver

oid

pg_foreign_server.oid

外部表的外部服务器的 OID

ftoptions

text[]

外部表选项，使用"keyword=value"格式的字符串

13.26 pg_index
pg_index 包含关于索引的一部分信息。其它信息大部分在 pg_class 中。
表 8.26 pg_index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indexrelid

oid

pg_class.oid

此索引的 pg_class 项的 OID

indrelid

oid

pg_class.oid

此索引的基表的 pg_class 项的 OID

indnatts

int2

索引中的字段数(与 pg_class.relnatts 重复)

indisunique

bool

如果为真，这是个唯一索引

indisprimary

bool

如果为真，该索引代表该表的主键。这个字段为
真的时候 indisunique 也总是为真。

indisexclusion

bool

如果为真，那么这个索引支持一个排他约束

indimmediate

bool

如果该值为真，在插入时立即执行唯一性检查
（如果 indisunique 为假，则此列无关）

indisclustered

bool

如果为真，那么该表最后在这个索引上聚簇。

indisvalid

bool

如果为真，那么该索引对于查询当前是有效的。
如果为假，那么该索引可能不完整，肯定还在被
INSERT/UPDATE 操作所修改，但它不能安全的
用于查询。如果是唯一索引，那么唯一属性也不
保证为真。

indcheckxmin

bool

如果为真，查询不能使用索引，直到 pg_index 行
的 XMIN 低于其 TransactionXmin 事件点，因为
表可能包含它们可见的不兼容行的损坏 HOT
链。

indisready

bool

如果为真，表示索引目前已准备好用于插入。为
假表示索引必须被 INSERT/UPDATE 操作忽略。

indislive

bool

indisreplident

bool

如果为假，那么该索引正在被删除，并且应该被
所有处理所忽略（包括 HOT 安全决策）
如果为真，则该索引已经使用 ALTER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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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CA IDENTITY USING INDEX ...被选作
"replica identity"
indkey

int2v

pg_attribute

这是一个包含 indnatts 值的数组，这些数组值表

ector

.attnum

示这个索引索引的表字段。比如一个值为 1 3 的
意思是第一个字段和第三个字段组成这个索引
键。这个数组中的零表示对应的索引属性是在这
个表字段上的一个表达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字
段引用。

indcollation

indclass

indoption

indexprs

oidve

pg_collation

对于索引键中的每个字段，这个字段包含用于这

ctor

.oid

个索引的排序规则的 OID。

oidve

pg_opclass.

对于索引键字中的每个字段，这个字段包含所使

ctor

oid

用的操作符类的 OID 。

int2v

这是一个存储每列标志位的 indnatts 值的数组 。

ector

位的含义由索引的访问方法定义。

text

表达式树(以 nodeToString()形式表示)用于那些非
简单字段引用的索引属性。对于 indkey 中每一个
为 0 的项，这个列表中都有一个元素。如果所有
索引属性都是简单的引用，则为空。

indpred

text

部分索引谓词的表达式树(以 nodeToString()的形
式表示)。如果不是部分索引，则为空。

13.27 pg_inherits
pg_inherits 记录关于表继承层次的信息。数据库中每个直接的子系表都有一
条记录。间接的继承可以通过追溯记录链来判断。
表 8.27 pg_inherits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inhrelid

oid

pg_class.oid

子表的 OID

inhparent

oid

pg_class.oid

父表的 OID

inhseqno

int4

如果一个子表存在多个直系父表(多继承)，这个数字
表明此继承字段的排列顺序。计数从 1 开始。

13.28 pg_language
pg_language 注册了可用于编写函数或存储过程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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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8 pg_language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能显示)

lanname

name

语言名

lanowner

oid

lanispl

bool

pg_authid.oid

语言的所有者
对于内部语言而言是假(比如 SQL)，对于用户定义
的语言则是真。目前， pg_dump 仍然使用这个字
段判断哪种语言需要转储，但是这些可能在将来用
其它机制替代。

lanpltrusted

bool

为真表示这是一种可信的语言，即它被相信不会向
普通 SQL 执行环境之外的任何东西授予权限。只
有超级用户可以在非可信语言中创建函数。

lanplcallfoid

oid

pg_proc.oid

对于非内部语言，此列引用语言处理器，语言处理
器是一个特殊函数，负责执行以特定语言写的所有
函数。

laninline

oid

pg_proc.oid

此列引用一个负责执行 "内联"匿名代码块的函数。
如果不支持内联块，则为零。

lanvalidator

oid

pg_proc.oid

这个字段引用一个负责在函数创建时检验其语法和
可用性的语言验证函数。如果没有提供验证器，则
为零。

lanacl

aclitem[]

访问权限

13.29 pg_largeobject
pg_largeobject 表保存构成"大对象"的数据。一个大对象在被创建时会分配一
个 OID 标识。每个大对象都分解成足够小的小段或者"页面"以便以行的形式存
储在 pg_largeobject 里。每页的数据量定义为 LOBLKSIZE(目前是 BLCKSZ/4 或
者通常是 2kB)。
表 8.29 pg_largeobject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loid

oid

pg_largeobject_meta

包含本页的大对象的标识符

data.oid
pageno

int4

本页在其大对象中的页码（从零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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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bytea

实际存储在大对象中的数据。这些数据绝不会超
过 LOBLKSIZE 字节，而且可能更少

pg_largeobject 的每一行保存一个大对象的一个页面，从该对象内部的字节
偏移量（pageno * LOBLKSIZE）开始。这种实现允许松散的存储：页面可能丢
失，而且可能比 LOBLKSIZE 字节少(即使它们不是对象的最后一页)。大对象内
丢失的部分读取为零。

13.30 pg_largeobject_metadata
pg_largeobject_metadata 持有大对象相关的元数据。实际的大对象数据存储
在 pg_largeobject 中。
表 8.30 pg_largeobject_metadata 字段
名称

类型

oid

oid

lomowner

oid

lomacl

aclitem[]

引用

描述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被显式选择才能显示)

pg_authid.oid

大对象的所有者
访问权限

13.31 pg_namespace
pg_namespace 存储命名空间。命名空间是 SQL 模式之下的结构：每个命名
空间有独立的关系、类型等集合，但其中没有名字冲突。
表 8.31 pg_namespace 字段
名称

类型

oid

oid

nspname

name

nspowner

oid

nspacl

aclitem[]

引用

描述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被显式选择才能显
示)
命名空间的名称

pg_authid.oid

命名空间的所有者
访问权限

13.32 pg_opclass
pg_opclass 表定义索引访问方法的操作符类。每个操作符类为一种特定数据
类型和一种特定索引访问方法的索引字段定义了语义。操作符类本质上指定一个
特定操作符族适用于一个特定可索引字段的数据类型。该族中实际可用于索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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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操作符集能够接受字段的数据类型作为它们的左边输入。
表 8.32 pg_opclass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opcmethod

oid

opcname

name

opc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e.oid

操作符类所属的命名空间

opcowner

oid

pg_authid.oid

操作符类的所有者

opcfamily

oid

pg_opfamily.oid

包含此操作符类的操作符族

opcintype

oid

pg_type.oid

操作符类索引的数据类型

opcdefault

bool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
能显示)
pg_am.oid

操作符类所属的索引访问方法
操作符类的名称

如果此操作符类是 opcintype 的缺省，
则为真

opckeytype

oid

pg_type.oid

存储在索引中的数据的类型，如果和
opcintype 相同则为零

操作符类的 opcmethod 必须匹配包含它的操作符族的 opfmethod。此外，对
于任何给定的 opcmethod 和 opcintype 组合， opcdefault 为真的 pg_opclass 行必
须不超过一个。

13.33 pg_operator
pg_operator 存储有关操作符的信息。
表 8.33 pg_operator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oprname

name

opr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e.oid

包含此操作符的命名空间的 OID

oprowner

oid

pg_authid.oid

操作符的所有者

oprkind

char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
才能显示)
操作符的名称

b = 中缀("两边")， l = 前缀("左边
")， r = 后缀("右边")

oprcanmerge

bool

此操作符是否支持合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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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rcanhash

bool

这个操作符是否支持 Hash 连接

oprleft

oid

pg_type.oid

左操作数的类型

oprright

oid

pg_type.oid

右操作数的类型

oprresult

oid

pg_type.oid

结果类型

oprcom

oid

pg_operator.oid

此操作符的交换符，如果存在

oprnegate

oid

pg_operator.oid

此操作符的否定，如果存在

oprcode

regproc

pg_proc.oid

实现这个操作符的函数

oprrest

regproc

pg_proc.oid

这个操作符的限制选择性估算函数

oprjoin

regproc

pg_proc.oid

这个操作符的连接选择性估算函数

未用的字段包含零值。比如，oprleft 对于前缀操作符而言是零。

13.34 pg_opfamily
pg_opfamily 定义操作符族。每个操作符族是一个操作符和相关支持例程的
集合，支持例程用于实现特定索引访问方法的语义。此外，按照访问方法指定的
某种方式，一个族中的操作符都是"兼容的"。操作符族概念允许在索引中使用跨
数据类型操作符，并可以使用访问方法语义的知识推导出。

表 8.34 pg_opfamily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opfmethod

oid

opfname

name

opf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e.oid

操作符族的命名空间

opfowner

oid

pg_authid.oid

操作符族的所有者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被显式选择才
能显示)
pg_am.oid

操作符族适用的索引访问方法
操作符族的名称

定义一个操作符族的主要信息不在它的 pg_opfamily 行，而是在 pg_amop，
pg_amproc 和 pg_opclass 中相关的行中。

13.35 pg_pltemplate
pg_pltemplate 为过程语言存储"模板"信息。一个语言的模板允许我们在某个
数据库里使用简单的 CREATE LANGUAGE 命令创建语言，而不需要指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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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
和许多系统表不一样，pg_pltemplate 是在集群里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的：
每个集群只有一个 pg_pltemplate 的副本，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个。这样就允许
在需要时每个数据库都可以访问这些信息。
表 8.35 pg_pltemplate 字段
名称

类型

描述

tmplname

name

这个模板所应用的语言名称

tmpltrusted

boolean

如果认为语言是可信的，则为真

tmpldbacreate

boolean

如果语言可以由一个数据库所有者创建，则为真

tmplhandler

text

调用处理器函数的名字

tmplinline

text

匿名块处理函数的名称，如果没有则为 null

tmplvalidator

text

校验器函数的名称，如果没有则为 null

tmpllibrary

text

实现语言的共享库的路径

tmplacl

aclitem[]

模板的访问权限(还未使用)

目前还没有任何命令可以操作过程语言模板；要修改内置的信息，超级用户
必须使用普通的 INSERT、DELETE 或 UPDATE 命令修改该表。

13.36

pg_policy

系统表 pg_policy 存储表的行级安全策略。 策略包含它适用于的命令种类
(可能是所有命令)、适用的角色、作为安全屏障添加到包括该表的查询的表达式
以及被作为 WITH CHECK 选项添加到尝试向表增加新记录的查询的表达式。
表 8.36. pg_policy 列
名称

类型

polname

name

polrelid

oid

引用

描述
策略名称

pg_class.oid

策略应用的表
策略应用的命令类型: r 为 SELECT a 为

polcmd

char

INSERT，w 为 UPDATE， d 为 DELETE，
或者* 为所有

polpermissive boolean

策略是宽容还是限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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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polroles

oid[]

pg_authid.oid

适用该策略的角色

polqual

pg_node_tree

作为安全屏障条件添加到使用该表的查询
的表达式树
作为 WITH CHECK 条件添加到试图向表

polwithcheck pg_node_tree

增加行的查询的表达式树

注意: 存储在 pg_policy 中的策略仅在为其表设置了 pg_class.relrowsecurity
时应用。

13.37 pg_proc
pg_proc 表存储关于函数(或过程)的信息。
该表包含聚合集函数和普通函数的数据。如果 proisagg 为真，那么在
pg_aggregate 中应该有一个匹配的行。
表 8.37 pg_proc 字段
名称

类型

oid

oid

proname

name

pronamespace

oid

引用

描述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能显
示)
函数名

pg_namespace.

包含该函数命名空间的 OID

oid
proowner

oid

pg_authid.oid

函数的所有者

prolang

oid

pg_language.oi

这个函数的实现语言或调用接口

d
procost

float4

估计执行成本（单位 cpu_operator_cost）;如
果 proretset 为真，这是每行返回的成本

prorows

float4

估计的结果行数量（如果 proretset 为假，则
为零）

provariadic

oid

pg_type.oid

可变数组参数元素的数据类型，或如果函数
没有可变参数则为零

protransform

regproc

pg_proc.oid

调用该函数时可以通过此列指定的函数来简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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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isagg

bool

函数是一个聚合函数

proiswindow

bool

函数是一个窗口函数

prosecdef

bool

函数是一个安全定义器(也就是一个"setuid"
函数)

proleakproof

bool

该函数没有副作用。没有关于该参数的信息
传递，除非通过返回值。任何可能根据其参
数的值抛出错误的函数都不是防泄漏的。

proisstrict

bool

如果任意调用参数是空，那么函数返回空。
这时函数实际上不会被调用。非严格
（“strict”）函数必须准备好处理空值输入。

proretset

bool

函数返回一个集合（也就是说，指定数据类
型的多个数值）

provolatile

char

provolatile 告诉该函数的结果是否只依赖于
它的输入参数，或者还会由外部因素影响。
对于"不变"的函数，它是 i，这样的函数对于
相同的输入总是产生相同的结果。对于"稳
定"的函数，它是 s，(对于固定输入) 其结果
在一次扫描内不变。对于"易变"函数它是
v，其结果可能在任何时候变化。v 也表示函
数具有副作用，因此对它们的调用无法得到
优化。

pronargs

int2

输入参数的个数

pronargdefaul

int2

具有默认值的参数个数

ts
prorettype

oid

pg_type.oid

返回值的数据类型

proargtypes

oidvecto

pg_type.oid

一个函数参数的数据类型的数组。数组内只

r

包括输入参数(包括 INOUT 和 VARIADIC 参
数)，因此也代表该函数的调用特征。

proallargtypes

oid[]

pg_type.oid

一个函数参数的数据类型的数组。数组内包
括所有参数(包括 OUT 和 INOUT 参数)；不
过，如果所有参数都是 IN 参数，那么这个
字段就会是空。请注意数组下标是以 1 为起
点的，而由于历史原因， proargtypes 的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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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为 0 。
proargmodes

char[]

一个函数参数的模式的数组，编码如下：i
表示 IN 参数， o 表示 OUT 参数，b 表示
INOUT 参数。v 表示 VARIADIC 参数， t 表
示 TABLE 参数，如果所有参数都是 IN 参
数，那么这个字段为空。请注意，下标对应
的是 proallargtypes，而不是 proargtypes 中的
位置。

proargnames

text[]

一个函数参数名的数组。没有名字的参数在
数组中设置为空字符串。如果没有一个参数
有名字，这个字段将是空。请注意，此数组
的下标对应 proallargtypes 而不是 proargtypes
中的位置。

proargdefault

text

s

默认值的表达式树（以 nodeToString()的表现
方式）。这是一个 pronargdefaults 元素的列
表，对应最后 N 个输入参数（即最后 N 个
proargtypes 位置）。如果没有任何参数有缺
省值，这一字段为空。

protrftypes

oid[]

应用转换的数据类型 OID。

prosrc

text

这个字段告诉函数处理器如何调用该函数。
它实际上对于解释语言来说就是函数的源代
码、一个链接符号、一个文件名或者是任何
其它的东西，具体取决于实现语言/调用习
惯。

probin

text

关于如何调用该函数的附加信息。同样，其
含义也是和语言相关的。

proconfig

text[]

对于运行时配置变量的函数的本地设置

proacl

aclitem[]

访问权限

proparallel

char

proparallel 告诉函数是否可以安全地以并行
模式运行。这是安全并行模式，不限制运行
的功能。对于可以并行模式运行的函数是
r，但它们的执行仅限于并行组长; 并行工作
进程无法调用这些函数。对于在并行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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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的功能是你的意思; 这种功能的存在
迫使系列执行计划。

对于内置和动态加载的编译函数，prosrc 包含函数的 C 语言名称(链接符号)。
对于所有其它已知的语言类型，prosrc 包含函数的源码文本。probin 除了用于动
态加载的 C 函数之外没有其它用途，这个时候它给出包含该函数的共享库文件
的名称。

13.38

pg_range

pg_range 存储关于范围类型的信息。它是类型在 pg_type 中项的补充。
表 8.38 pg_range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rngtypid

oid

pg_type.oid

范围类型的 OID

rngsubtype

oid

pg_type.oid

这个范围类型的元素类型（子类型）的 OID

rngcollation

oid

pg_collation.oid

用于范围比较的排序规则的 OID，如果没有则为
零

rngsubopc

oid

pg_opclass.oid

用于范围比较的子类型的操作符类的 OID

rngcanonical

regproc

pg_proc.oid

将范围值转换为规范格式的函数的 OID，如果没
有则为 0。

rngsubdiff

regproc

pg_proc.oid

以双精度返回两个元素值的不同的函数的 OID，
如果没有则为 0。

rngsubopc（如果元素类型是可排序的则加上 rngcollation）决定用于范围类型
的排序顺序。当元素类型是离散的时使用 rngcanonical。rngsubdiff 是可选的，但
是应该提供它以提高范围类型上的 GiST 索引的性能。

13.39 pg_replication_origin
pg_replication_origin 包含所有创建的复制源。
表 8.39 pg_replication_origin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roident Oid

一个复制源的唯一的集群级别的标识符。不应该脱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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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roname text

外部的，用户定义的，复制源名字

13.40 pg_rewrite
pg_rewrite 存储为表和视图定义的重写规则。
表 8.40 pg_rewrite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oid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被显式选择才能显示)

rulename

name

规则名称

ev_class

oid

ev_type

char

pg_class.oid

描述

使用这条规则的表
使用该规则的事件类型：1 = SELECT，2
= UPDATE，3 = INSERT，4 = DELETE

ev_enabled

char

控制规则在哪个 session_replication_role 模式中触发。
O = 规则在 "origin" 和 "local" 模式触发，D = 规则
被禁用，R = 规则在 "replica" 模式触发，A = 规则总
是被触发。

is_instead

bool

如果该规则是 INSTEAD 规则，那么为真

ev_qual

text

规则的限制条件的表达式树(以 nodeToString()形式表
示)

ev_action

text

规则动作的查询树(以 nodeToString()形式表示)

注意：如果一个表在这个系统表中有任何规则存在，那么 pg_class.relhasrules
必须为真。

13.41

pg_seclabel

pg_seclabel 表存储数据库对象上的安全标签。安全标签可以通过 SECURITY
LABEL 命令操纵。查看安全标签的简单些的方法请参阅 pg_seclabels。
同时请见 pg_shseclabel，它对集簇共享的数据库对象的安全标签执行相似的
功能。
表 8.41. pg_seclabel 的列

660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名称

类型

引用

objoid

oid

任意 OID 字段 该安全标签依附的对象的 OID

classoid oid

描述

pg_class.oid

该对象所出现的系统目录的 OID
对于一个在表列上的安全标签，这将是列号（objoid

objsubid int4

和 classoid 指表本身）。对于所有其他对象类型，本
列为 0。

provider text

与该标签相关的标签提供者。

label

应用于该对象的安全标签。

13.42

text

pg_shdepend

目录 pg_shdepend 记录数据库对象和共享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例如角色。
这些信息使得 HighGo DB 可以确保对象在被删除时没有被其他对象引用。
另请参阅 pg_depend，它对单个数据库中对象之间的依赖提供了相似的功能。
与大部分其他系统目录不同，pg_shdepend 在整个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
享：在每一个集簇中只有一个 pg_shdepend 的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
表 8.42. pg_shdepend 的列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dbid

oid

pg_database.oid

classid

oid

pg_class.oid

依赖者对象所在的系统目录的 OID

objid

oid

任意 OID 列

依赖者对象的 OID

objsubid

int4

refclassid

oid

pg_class.oid

refobjid

oid

任意 OID 列

deptype

char

依赖者对象所在的数据库 OID，如果是一个共享对
象则值为 0

对于一个表列，这将是列号（objid 和 classid 指向
表本身）。对于所有其他对象类型，该列值为 0。
被引用对象所在的系统目录的 OID（必须是一个共
享的目录）
被引用对象的 OID
定义该依赖关系的特定语义的代码，见表后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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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情况下，一个 pg_shdepend 项表明被引用对象不能在没有删除其依赖
对象的情况下被删除。但是，其中也有多种依赖类型，由 deptype 标识：
SHARED_DEPENDENCY_OWNER (o)
被引用对象（必须是一个角色）是依赖对象的拥有者。
SHARED_DEPENDENCY_ACL (a)
被引用对象（必须是一个角色）在依赖对象的 ACL（访问控制列表，即
权限列表）中被提到。

(不会为对象的拥有者创建一个

SHARED_DEPENDENCY_ACL 项 ， 因 为 拥 有 者 将 会 有 一 个
SHARED_DEPENDENCY_OWNER 项。）
SHARED_DEPENDENCY_POLICY (r)
作为一个依赖策略对象的目标被引用的对象（必须是一个角色）。
SHARED_DEPENDENCY_PIN (p)
没有依赖对象，这种类型的项是一个信号，用来指示系统本身依赖于被
引用对象，并且因此该对象必须永远不能被删除。这种类型的项只能被
initdb 创建。这种项中关于依赖对象的列值都为 0。
未来可能会需要其他的依赖类型。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当前定义中只支持角色
作为被引用对象。

13.43

pg_shdescription

目录 pg_shdescription 存储共享数据库对象的可选描述（注释）。描述可以
通过 COMMENT 命令操作，并且可以使用 psql 的\d 命令来查看。
另请参阅 pg_description，它对单个数据库中对象之间的依赖提供了相似的
功能。
与大部分其他系统目录不同，pg_shdescription 在整个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
共享：在每一个集簇中只有一个 pg_shdescription 的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
份。
表 8.43. pg_shdescription 的列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bjoid

oid

任意 OID 列 该描述所属的对象的 OID

classoid

oid

pg_class.oid 该对象所在系统目录的 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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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引用

description text

13.44

描述
作为该对象描述的任意文本

pg_shseclabel

目录 pg_shseclabel 存储共享数据库对象上的安全标签。安全标签可以通过
SECURITY LABEL 命令操纵。
另请参阅 pg_seclabel，它对单个数据库中对象的安全标签提供了相似的功能。
与大部分其他系统目录不同，pg_shseclabel 在整个集簇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
享：在每一个集簇中只有一个 pg_shseclabel 的拷贝，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份。
表 8.44. pg_shseclabel 的列
名称

类型 引用

objoid

oid

classoid oid

13.45

描述

任意 OID 列 该安全标签所属对象的 OID
pg_class.oid 对象所属系统目录的 OID

provider text

与此标签关联的标签提供者

label

应用到该对象的安全标签

text

pg_statistic

pg_statistic 表存储有关该数据库内容的统计数据。其中的项由 ANALYZE 创
建，并随后由查询规划器使用。请注意所有统计信息本质上都是近似的数值，即
使它刚刚被更新。
通常对于一个已经被分析过的表列，在本目录中存在一个 stainherit = false 的
项。如果该列所在的表中有子继承，对于该列还会创建第二个具有 stainherit = true
的项。此行代表在继承树上的列统计，即在 SELECT column FROM table*中看到
的统计数据，而 stainherit = false 行，表示 SELECT column FROM ONLY table 的
结果。
pg_statistic 还存储有关索引表达式值的统计数据。就好像它们是真正的数据
列，但在这种情况中 starelid 指索引。不过，普通的非表达式索引列不会创建项，
因为它将是底层表列的项的冗余。目前，索引表达式的记录总是有
stainherit = false。
因为不同类型的统计信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数据，pg_statistic 设计成不太在
意自己存储的是什么类型的统计。只有极为常用的统计信息(比如 NULL)才在
pg_statistic 里给予专用的字段。其它所有东西都存储在"槽位"中，而槽位是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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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字段，它们的内容用槽位中的一个字段的编码号表示。
pg_statistic 不应该是公开可读的，因为即使是表内容的统计信息也应该认为
是敏感的。例如：薪水字段的最大最小值肯定是相当让人感兴趣的。 pg_stats 是
一个在 pg_statistic 上的全局可读的视图，它只显示当前用户可读的表的信息。
表 8.45 pg_statistic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starelid

oid

pg_class.oid

所描述的字段所属的表或索引

staattnum

int2

pg_attribute.attnum

所描述的字段的编号

stainherit

bool

如果为真，统计包括继承子列，而不仅
是指定关系的值

stanullfrac

float4

该字段中为 NULL 记录的比例

stawidth

int4

非 NULL 记录的平均存储宽度，以字节
计

stadistinct

float4

字段里不同的非 NULL 数据值的数量。
一个大于零的数值是不同值的实际数
量。一个小于零的数值是表中行数的乘
数的负值(比如，一个字段中 80%的值是
非空的，并且每个非空的数值平均出现
概率为两次，那么可以表示为
stadistinct = -0.4)。零值表示不同数值的
数量是未知的。

stakindN

int2

一个编码，表示存储在 pg_statistic 行中
的第 N 个"槽位"的统计类型。

staopN

oid

pg_operator.oid

一个用于生成这些存储在第 N 个"槽位"
的统计信息的操作符。比如，一个柱面
图槽位会显示<操作符，该操作符定义了
该数据的排序顺序。

stanumbersN

float4[]

第 N 个"槽位"的类型的数值类型统计，
如果该槽位和数值类型没有关系，那么
就是 NULL

stavaluesN

anyarray

第 N 个"槽位"类型的字段数据值，如果
该槽位类型不存储任何数据值那么就是
NULL。每个数组的元素值实际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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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字段的数据类型或者是一个相关类
型（如数组元素类型），因此，除了把
这些字段的类型定义成 anyarray 之外，
没有更好的办法。

13.46 pg_tablespace
pg_tablespace 存储有关可用表空间的信息。表可以放置在特定的表空间中，
以帮助管理磁盘布局。
与大多数系统表不同，pg_tablespace 在一个集群中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
每个集群只有一份 pg_tablespace 的副本，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个。
表 8.46 pg_tablespace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spcname

name

spcowner

oid

spcacl

aclitem[]

访问权限

spcoptions

text[]

表空间级别的选项，形如"keyword=value"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被显式指定才能
显示)
表空间名
pg_authid.oid

表空间的所有者，通常是它的创建者

的字符串

13.47

pg_transform

系统表 pg_transform 存储转换信息，这是一种使数据类型适用过程语言的机
制。
表 8.47. pg_transform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trftype

oid

pg_type.oid

用于这个转换的数据类型的 OID

trflang

oid

pg_language.oid 用于这个转换的语言 OID
当为输入转换数据类型到程序语言的时候，使用该

trffromsql regproc pg_proc.oid

函数的 OID（比如，函数参数）。 如果不支持这个
操作，则存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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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程序语言的输出转换到数据类型时，使用该函
trftosql

regproc pg_proc.oid

数的 OID（比如返回值）。 如果不支持这个操作，
则存储为零。

13.48 pg_trigger
pg_trigger 存储表和视图上的触发器。
表 8.48 pg_trigger 字段
名称

类型

oid

oid

tgrelid

oid

tgname

name

引用

描述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能显
示)

pg_class.oid

触发器所在的表
触发器名称(在同一表的所有触发器中必须
唯一)

tgfoid

oid

pg_proc.oid

tgtype

int2

触发器触发条件的位掩码

tgenabled

char

控制触发器在 session_replication_role 模式

要调用的函数

中触发。O =触发器在"origin"和"local"模式
触发，D = 触发器被禁用，R = 触发器在
"replica"模式触发，A = 触发器总是触发。
tgisinternal

bool

为真表示触发器是内部生成的（通常是为了
执行由 tgconstraint 指定的约束）

tgconstrrelid

oid

pg_class.oid

一个参照完整性约束引用的表

tgconstrindid

oid

pg_class.oid

支持唯一、主键、参照完整性或排除约束的
索引

tgconstraint

oid

pg_constraint.oid

tgdeferrable

bool

如果约束触发器可推迟，则为真

tginitdeferred

bool

如果约束触发器初始可推迟，则为真

tgnargs

int2

传给触发器函数的参数字符串的个数

tgattr

int2vector

pg_attribute.attnum

如果有，是与触发器相关的 pg_constraint 项

如果触发器是列限定的则该字段存放列号;
否则是空数组

tgargs

bytea

传给触发器的参数字符串，每个都以 NULL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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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qual

text

触发的 WHEN 条件的表达式树（以
nodeToString() 形式表示），如果没有则为
NULL。

目前，列限定的触发器仅支持 UPDATE 事件，因此 tgattr 只能用于该事件类
型。tgtype 可能包含其他类型的事件所需的位，但不管 tgattr 中的是什么都假定
那些是全表范围的。
注意：当 tgconstraint 为非零值， tgconstrrelid、tgconstrindid、 tgdeferrable 和
tginitdeferred 与被引用的 pg_constraint 项有很大的冗余。然而，可以使非延迟触
发与可延迟约束相关联：外键约束可以有一些可延迟和一些不可延迟的触发器。
注意：如果一个关系在此目录中有触发器，则 pg_class.relhastriggers 必须为
真。

13.49 pg_ts_config
pg_ts_config 表包含代表文本检索配置的条目。一个配置指定了一个特定的
文本搜索分析器和一个用于分析器输出记号的字典列表。分析器在 pg_ts_config
中显示，但记号到字典的映射通过在 pg_ts_config_map 中的附属项定义。
表 8.49 pg_ts_config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cfgname

name

cfg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e.oid

包含此配置的命名空间的 OID

cfgowner

oid

pg_authid.oid

配置的所有者

cfgparser

oid

pg_ts_parser.oid

此配置的文本搜索分析器的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被显式选
择才能显示)
文本搜索配置名称

13.50 pg_ts_config_map
pg_ts_config_map 目录包含的项展示了对于每一个文本搜索配置的每一种输
出记号类型，有哪些文本搜索字典可供查询以及以何种顺序。
表 8.50 pg_ts_config_map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mapcfg

oid

pg_ts_config.oid

拥有此映射项的 pg_ts_config 项的 OID。

maptokentype

integer

由配置解析器发出的记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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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eqno

integer

查询此项（mapseqno 值小的优先）的顺
序

mapdict

oid

pg_ts_dict.oid

用于查询的文本搜索字典的 OID

13.51 pg_ts_dict
pg_ts_dict 目录包含定义文本搜索字典的条目。字典依赖于一个文本搜索模
板，它指定了所有需要的函数实现；字典本身为模板支持的用户可设置参数提供
值。这种分工允许非特权用户创建字典。参数由文本字符串 dictinitoption 指定，
其格式和含义随模板而变化。
表 8.51 pg_ts_dict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dictname

name

dict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e.oid

包含该字典的命名空间 OID

dictowner

oid

pg_authid.oid

字典的所有者

dicttemplate

oid

pg_ts_template.oid

本字典的文本搜索模板的 OID

dictinitoption

text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 必须被显式选择
才能显示)
文本搜索字典名称

模板的初始化选项字符串

13.52 pg_ts_parser
pg_ts_parser 表包含定义文本搜索分析器的条目。一个分析器负责将输入文
本分割成词位并为每一个词位分配一个记号类型。由于解析器必须由 C 语言级
别的函数实现，新的解析器的创建只限于数据库超级用户。
表 8.52 pg_ts_parser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prsname

name

prs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e.oid

包含此分析器的命名空间的 OID

prsstart

regproc

pg_proc.oid

解析器的启动函数的 OID

prstoken

regproc

pg_proc.oid

解析器的下一个记号函数的 OID

prsend

regproc

pg_proc.oid

解析器的关闭函数的 OID

prsheadline

regproc

pg_proc.oid

解析器的标题函数的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
能显示)
文本搜索分析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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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slextype

regproc

pg_proc.oid

解析器的词汇类型函数的 OID

13.53 pg_ts_template
pg_ts_template 表包含定义文本搜索模板的条目。模板是一类文本搜索字典
的实施框架。由于模板必须由 C 语言级别的函数实现，新模板的创建限制为数据
库超级用户。
表 8.53 pg_ts_template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tmplname

name

tmpl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e.oid

包含此模板的命名空间的 OID

tmplinit

regproc

pg_proc.oid

模板的初始化函数的 OID

tmpllexize

regproc

pg_proc.oid

模板的 lexize 函数的 OID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
择才能显示)
文本搜索模板的名字

13.54 pg_type
pg_type 存储有关数据类型的信息。基类和枚举类型（标度类型）使用
CREATE TYPE 创建，而域使用 CREATE DOMAIN 创建。数据库中每个表都会
有一个自动创建的复合类型，用于表示该表的行结构。还可以用 CREATE TYPE
AS 创建复合类型。
表 8.54-1 pg_type 字段
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oid

oid

typname

name

typnamespace

oid

pg_namespace.oid

包含此类型的名字空间的 OID

typowner

oid

pg_authid.oid

该类型的所有者

typlen

int2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选择才
能显示)
数据类型的名字

对于定长类型 typlen 是该类型内部表现形
式的字节数。对于变长类型 typlen 是负
数。-1 表示一种"varlena"类型(有长度字属
性的数据)，-2 表示这是一个 NULL 结尾
的 C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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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byval

bool

typbyval 判断内部过程传递这个类型的数
值时是通过传值还是传引用。如果该
typlen 类型不是 1、2 或 4（或者在 Datum
为 8 字节的机器上为 8）字节长，
typbyval 最好是假。变长类型总是按引用
传递。请注意即使长度允许传值，
typbyval 也可以为假。

typtype

char

typtype 可以是：b 表示一个基类，c 表示
一个组合类型（例如一个表的行类型），
d 表示一个域，e 表示一个枚举类型，p 表
示一个伪类型，或 r 表示一个范围类型。
另请参阅 typrelid 和 typbasetype。

typcategory

char

typcategory 是一个被分析器用来决定哪个
隐式转换"更好"的数据类型的任意分类。

typispreferred

bool

如果类型在 typcategory 中是一个更好的
转换目标则为真。

typisdefined

bool

如果此类型已被定义则为真，如果是一种
尚未定义的类型的占位符则为假。如果
typisdefined 为假，那么除了该类型名、命
名空间和 OID 之外什么都不能被依赖。

typdelim

char

当分析数组输入时，分隔两个此类型数值
的字符，请注意该分隔符是与数组元素数
据类型相关联的，而不是和数组的数据类
型关联。

typrelid

oid

pg_class.oid

如果是复合类型(参阅 typtype)那么这个字
段指向 pg_class 中定义该表的行。对于自
由存在的复合类型， pg_class 记录并不表
示一个表，但是不管怎样该类型的
pg_attribute 记录需要连接到它。对于非复
合类型为零。

typelem

oid

pg_type.oid

如果 typelem 不为 0 ，那么它标识
pg_type 里面的另外一行。当前类型可以
被加上下标得到一个值为类型 typele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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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来描述。一个"真的"数组类型是变长
的（typlen = -1），但是一些定长的
（typlen > 0）类型也拥有非零的
typelem，比如 name 和 point。如果一个定
长类型拥有一个 typelem，那么它的内部
形式必须是某个 typelem 数据类型的值，
不能有其它数据。变长数组类型有一个该
数组子例程定义的头(文件)。
typarray

oid

pg_type.oid

如果 typarray 不为 0，则它标识 pg_type
的另一行，这一行是一个将此类型作为元
素的"真的"数组类型。

typinput

regproc

pg_proc.oid

输入转换函数（文本格式）

typoutput

regproc

pg_proc.oid

输出转换函数（文本格式）

typreceive

regproc

pg_proc.oid

输入转换函数(二进制格式)，如果没有则
为0

typsend

regproc

pg_proc.oid

输出转换函数(二进制格式)，如果没有则
为0

typmodin

regproc

pg_proc.oid

类型修饰符输入函数，如果类型不支持修
饰符，则为 0

typmodout

regproc

pg_proc.oid

类型修饰符输出函数，如果使用标准格
式，则为 0

typanalyze

regproc

pg_proc.oid

自定义 ANALYZE 函数，如果使用标准函
数，则为 0

typalign

char

typalign 是当存储此类型的数值时要求的
对齐性质。它应用于磁盘存储以及该值在
HighGO Database 内部的大多数表现形
式。如果数值是连续存放的，比如在磁盘
上的完整行，那么先在此类型的数据前填
充空白，这样它就可以按照指定边界存
储。对齐引用是该序列中第一个数据的开
始。
可能的值有：
c= char 对齐，也就是不需要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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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hort 对齐(在大多数机器上是 2 字节)
i = int 对齐(在大多数机器上是 4 字节)
d = double 对齐(在大多数机器上是 8 字
节，但不一定是全部)
注意：对于在系统表中使用的类型，很关
键的是，pg_type 中定义的大小和对齐方
式必须和编译器在表示表行的结构中布局
列的方式一样。
typstorage

char

typstorage 告诉一个变长类型(typlen = -1)
说该类型是否准备好被压缩，以及对这种
类型的属性的缺省策略是什么。可能的值
有
p: 数值必须平面存储
e: 数值可以存储在一个"二级"关系中(如
果有，参阅 pg_class.reltoastrelid)
m: 数值可以压缩内联存储。
x: 数值可以压缩内联存储或者存储在"二
级"存储
请注意 m 列也可以移到二级存储，但只
能作为最后的解决方法（e 和 x 列先移
走）。

typnotnull

bool

typnotnull 表示在某类型上的一个非空约
束。只用于域。

typbasetype

oid

pg_type.oid

如果这是一个域(参阅 typtype)，那么
typbasetype 标识这个域基于的类型。如果
此类型不是一个域则为零。

typtypmod

int4

域使用 typtypmod 记录要作用到它们的基
类型上的 typmod(如果基类型不使用
typmod，则为-1)。如果这种类型不是
域，那么为-1 。

typndims

int4

对于一个数组上的域，typndims 是域的数
组维数（也就是说，typbasetype 是一个数
组类型）。除数组类型上的域之外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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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零。
typcollation

oid

pg_collation.oid

typcollation 指定类型的排序规则。如果类
型不支持排序规则，则为 0。一个支持排
序规则的基类型的此列值为
DEFAULT_COLLATION_OID。一个可排
序类型的域被指定了一个排序规则，该域
可能使用某些其他排序规则 OID。

typdefaultbin

text

如果 typdefaultbin 为非空，那么它是该类
型缺省表达式的 nodeToString()表现形
式。这个字段只用于域。

typdefault

text

如果某类型没有相关缺省值，那么
typdefault 为空。如果 typdefaultbin 不为
空，那么 typdefault 必须包含一个
typdefaultbin 代表的缺省表达式的人类可
读的版本。如果 typdefaultbin 为空，但
typdefault 不为空，那么 typdefault 是该类
型缺省值的外部表现形式，可以把它交给
该类型的输入转换器生成一个常量。

typacl

aclitem[]

访问权限

表 8.54-2 列出了 typcategory 系统定义的值。任何未来对此列表的增加都将
是大写 ASCII 字母。所有其他的 ASCII 字符都保留给用户定义的类别。
表 8.54-2

typcategory 编码

编码

类别

A

数组类型

B

布尔类型

C

复合类型

D

日期/时间类型

E

枚举类型

G

几何类型

I

网络地址类型

N

数值类型

P

伪类型

R

范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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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字符串类型

T

时间间隔类型

U

用户定义的类型

V

位字符串类型

X

未知类型

13.55 pg_user_mapping
pg_user_mapping 表存储从本地用户到远程的映射。普通用户访问这个表是
受到限制的，可使用视图 pg_user_mappings 访问。

表 8.55 pg_user_mapping 字段
名称

类型

oid

oid

umuser

oid

引用

描述
行标识符(隐藏属性；必须被显式
选择才能显示)

pg_authid.oid

将要被映射的本地角色的 OID，
如果用户映射是公共的，则为 0

umserver

oid

umoptions

text[]

pg_foreign_server.oid

包含此映射的外部服务器的 OID
用户映射相关选项，以
"keyword=value"字符串形式

13.56 pg_config
视图 pg_config 描述了当前安装的 PostgreSQL 版本的编译时配置参数。例
如，它旨在被希望与 PostgreSQL 接口的软件包使用，以便于查找所需的头文件
和库。它提供与 pg_config PostgreSQL 客户端应用程序相同的基本信息。
默认情况下，pg_config 视图只能由超级用户读取。
pg_config 列

13.57

名称

类型

描述

Name

text

参数名称

Setting

text

参数值

pg_init_privs

目录 pg_init_privs 记录有关系统中对象的初始权限的信息。数据库中的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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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都有一个条目，它具有非默认（非 NULL）初始权限集。
通 过在初始化系统时 （通过 initdb ）设置这些权限，或者在 CREATE
EXTENSION 期间创建对象并且扩展脚本使用 GRANT 系统设置初始权限时，对
象可以具有初始权限。请注意，系统将在扩展脚本期间自动处理权限的记录，并
且扩展作者只需在其脚本中使用 GRANT 和 REVOKE 语句即可记录权限。所述
privtype 列指示如果初始权限被设定在 initdb 或期间创建扩展命令。
具有由 initdb 设置的初始权限的对象将具有其中 privtype 为“i”的条目，而具
有由 CREATE EXTENSION 设置的初始权限的对象将具有其中 privtype 为“e”的
条目。
pg_init_privs 列
名称

类型

参考

描述

objoid

OID

任何 OID 列

特定对象的 OID

classoid

OID

pg_class .oid

对象所在的系统目录
的 OID
对于表列，这是列号
（objoid 和 classoid

objsubid

INT4

引用表本身）。对于
所有其他对象类型，
此列为零。
定义此对象的初始权

privtype

烧焦

限类型的代码; 看文
字
初始访问权限; 有关

initprivs

aclitem []

详细信息，请参阅
GRANT 和 REVOKE

13.58

pg_stat_wal_receiver

列

类型

描述

PID

整数

WAL 接收器进程的进程 ID

status

文本

WAL 接收器进程的活动状态

receive_start_lsn

pg_lsn

receive_start_tli

整数

WAL 接收器启动时使用的第
一个事务日志位置
WAL 接收器启动时使用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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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间轴编号
最后一个事务日志位置已经
received_lsn

接收并刷新到磁盘，该字段

pg_lsn

的初始值是 WAL 接收器启
动时使用的第一个日志位置
收到并刷新到磁盘的最后一
个事务日志位置的时间轴编

received_tli

号，该字段的初始值是 WAL

整数

接收器启动时使用的第一个
日志位置的时间轴编号
last_msg_send_time

带时区的时间戳

last_msg_receipt_time

带时区的时间戳

latest_end_lsn

pg_lsn

latest_end_time

带时区的时间戳

SLOT_NAME

文本

发送从原始 WAL 发送方接
收的最后一条消息的时间
从原始 WAL 发送方收到的
最后一条消息的接收时间
最后一个事务日志位置报告
给原始 WAL 发送者
上次事务日志位置的时间报
告给原始 WAL 发送方
此 WAL 接收器使用的复制
槽名称
此 WAL 接收器使用的连接

conninfo

文本

字符串，对安全敏感字段进
行模糊处理。

13.59

pg_hba_file_rules

该 视 图 pg_hba_file_rules 提 供 了 客 户 端 身 份 验 证 配 置 文 件 的 内 容 摘 要
pg_hba.conf。此视图中会为文件中的每个非空非注释行显示一行，并带有注释，
指示是否可以成功应用规则。
此视图有助于检查身份验证配置文件中的计划更改是否有效，或用于诊断先
前的故障。请注意，此视图报告文件的当前内容，而不是服务器上次加载的内容。
默认情况下，pg_hba_file_rules 视图只能由超级用户读取。
pg_hba_file_rules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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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line_number

integer

此规则的行号 pg_hba.conf

type

text

连接类型

database

text[]

此规则适用的数据库名称列
表

user_name

text[]

此规则适用的用户和组名称
列表

address

text

主机名或 IP 地址，或者一个
all，samehost 或者 samenet，
或者为 null，本地连接

netmask

text

IP 地址掩码，如果不适用，
则为 null

auth_method

text

身份验证方法

options

text[]

为身份验证方法指定的选项
（如果有）

error

text

如果不为 null，则显示一条
错误消息，指出无法处理此
行的原因

13.60 pg_partitioned_table
pg_partitioned_table 目录存储关于表如何分区的信息。
pg_partitioned_table 列
名称

类型

参考

描述

partrelid

oid

pg_class.oid

pg_class 此分区表的
条目的 OID

partstrat

char

分区策略; l= list
partitioned table，r=
range partitioned table

partnatts

int2

partattrs

int2vector

分区键中的列数
pg_attribute.attnum

这是一个 partnatts 值
数组，指示哪些表列
是分区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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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值 1 3 将意味
着第一个和第三个表
列构成分区键。此数
组中的零表示相应的
分区键列是表达式，
而不是简单的列引
用。
partclass

oidvector

pg_opclass.oid

对于分区键中的每一
列，它包含要使用的
运算符类的 OID。详
情 pg_opclass 请见。

partcollation

oidvector

pg_opclass.oid

对于分区键中的每一
列，它包含用于分区
的排序规则的 OID，
如果列不是可排序的
数据类型，则为零。

partexprs

pg_node_tree

表达式树（以
nodeToString()表示形
式）表示非简单列引
用的分区键列。这是
一个列表，其中包含
每个零条目的一个元
素 partattrs。如果所
有分区键列都是简单
引用，则为空。

13.61 pg_statistic_ext
目录 pg_statistic_ext 包含扩展的计划程序统计信息。此目录中的每一行对应
于使用 CREATE STATISTICS 创建的统计对象。
pg_statistic_ext 列
名称

类型

参考

描述

stxrelid

oid

pg_class.oid

包含此对象描述的列
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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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xname

name

stxnamespace

oid

统计对象的名称
pg_namespace.oid

包含此统计信息对象
的命名空间的 OID

stxowner

oid

pg_authid.oid

统计对象的所有者

stxkeys

int2vector

pg_attribute.attnum

一组属性编号，指示
此统计对象覆盖哪些
表列; 例如，值 1 3
将意味着第一个和第
三个表列被覆盖

stxkind

char[]

包含已启用统计类型
的代码的数组; 有效
值为：d 对于 ndistinct 统计，f 用于
功能依赖性统计

stxndistinct

pg_ndistinct

N-distinct 计数，序
列化为 pg_ndistinct
类型

stxdependencies

pg_dependencies

功能依赖统计信息，
序列化为
pg_dependencies 类
型

stxkind 在创建统计对象时填充该字段，指示需要哪种统计类型。它之后的字段
最初为 NULL，仅在计算了相应的统计信息时才填充 ANALYZE。

13.62 pg_publication
该目录 pg_publication 包含在数据库中创建的所有 publication。
pg_publication 列：
名称

类型

oid

oid

参考

描述
行标识符（隐藏属
性;必须明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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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name

name

pubowner

oid

puballtables

bool

publication 的名称
pg_authid.oid

publication 的所有者
如果为 true，则此发
布将自动包括数据库
中的所有表，包括将
来创建的所有表。

pubinsert

bool

如果为 true，
INSERT 则为发布中
的表复制操作。

pubupdate

bool

如果为 true，
UPDATE 则为发布中
的表复制操作。

pubdelete

bool

如果为 true，
DELETE 则为发布中
的表复制操作。

13.63 pg_publication_rel
目录 pg_publication_rel 包含数据库中关系和发布之间的映射。这是一个多对
多映射。
pg_publication_rel 列
名称

类型

参考

描述

prpubid

oid

pg_publication.oid

参考 publication

prrelid

oid

pg_class.oid

参考 relation

13.64 pg_sequence
目录 pg_sequence 包含有关序列的信息。有关序列的一些信息，例如名称和
架构，都在 pg_class。
pg_sequence 列：
名称

类型

参考

描述

seqrelid

oid

pg_class.oid

pg_class 此序列的条
目的 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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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typid

oid

pg_type.oid

seqstart

int8

序列的起始值

seqincrement

int8

增加序列的值

seqmax

int8

序列的最大值

seqmin

int8

序列的最小值

seqcache

int8

缓存大小的序列

seqcycle

bool

序列是否循环

序列的数据类型

13.65 pg_subscription
该目录 pg_subscription 包含所有现有的逻辑复制 subscription。
与大多数系统目录不同，pg_subscription 它在群集的所有数据库之间共享：
pg_subscription 每个群集只有一个副本，而不是每个数据库一个副本。
subconninfo 从普通用户撤消对该列的访问，因为它可能包含纯文本密码。
pg_subscription 列:
名称

类型

oid

oid

参考

描述
行标识符（隐藏属
性;必须明确选择）

subdbid

oid

pg_database.oid

subscription 所在的
数据库的 OID

subname

name

subowner

oid

subscription 的名称
pg_authid.oid

subscription 的所有
者

subenabled

bool

如果为 true，则启用
subscription 并应进
行复制。

subsynccommit

text

包含
synchronous_commit
的 subscription
workers 设置的值。

subconninfo

text

连接到上游数据库的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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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lotname

name

上游数据库中复制槽
的名称。也用于本地
复制源名称。

subpublications

text[]

subscription 的发布
名称数组。这些引用
了发布服务器上
的 publications。

13.66 pg_subscription_rel
目录 pg_subscription_rel 包含每个订阅中每个复制关系的状态。这是一个多
对多映射。
此 目 录 仅 包 含 在 运 行 CREATE SUBSCRIPTION 或 之 后 订 阅 已 知 的 表
ALTER SUBSCRIPTION ... REFRESH PUBLICATION。
pg_subscription_rel 列：
名称

类型

参考

描述

srsubid

oid

pg_subscription.oid

参考 subscription

srrelid

oid

pg_class.oid

参考 relation

srsubstate

char

状态代码：i=
initialize，d=data is
being copied，s=
synchronized，r=
ready（正常复制）

srsublsn

pg_lsn

结束 LSN 的 s 和 r
状态。

13.67

pg_stat_progress_vacuum

每当 VACUUM 运行时，pg_stat_progress_vacuum 视图将为当前正在 vacuum
的每个后端（包括 autovacuum 工作进程）包含一行。下表描述了将要报告的信
息，并提供了有关如何解释它的信息。VACUUM FULL 目前不支持进度报告，
并且此视图中不会列出运行 VACUUM FULL 的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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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

系统视图

除了系统表之外，HighGO Database 还提供了一系列内置的视图。一些系统
视图为系统表上一些常用查询提供了便利的访问。其他视图提供了对内部服务器
状态的访问。
信息模式提供了一组可供选择的视图，它和系统视图在功能上有所重叠。因
为信息模式是 SQL 标准，而这里描述的视图是 HighGO Database 特有的，所以
最好用信息模式来获取自己需要的所有信息。
表 8.56 列出了这里描述的系统视图。下面是每个视图更详细的信息。有些
视图提供了对统计收集器的结果的访问。
除了特别声明的，这里描述的所有视图都是只读的。
表 8.56 系统视图
视图名

用途

pg_available_extensions

可用的扩展

pg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

可用扩展的版本

pg_cursors

打开的游标

pg_file_settings

配置文件内容概要

pg_group

数据库用户的组

pg_indexes

索引

pg_locks

当前持有的锁

pg_matviews

物化视图

pg_policies

策略

pg_prepared_statements

已预备的语句

pg_prepared_xacts

已预备的事务

pg_replication_origin_status

关于复制起源的信息，包含复制进程

pg_replication_slots

复制槽信息

pg_roles

数据库角色

pg_rules

规则

pg_seclabels

安全标签

pg_settings

参数设置

pg_shadow

数据库用户

pg_stats

规划器统计

pg_tables

表

pg_timezone_abbrevs

时区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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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timezone_names

时区名

pg_user

数据库用户

pg_user_mappings

用户映射

pg_views

视图

13.69

pg_available_extensions

pg_available_extensions 视图列出了可用于安装的扩展。又见 pg_extension 表，
它显示当前已安装的扩展。
表 8.57 pg_available_extensions 字段
名字

类型

描述

name

name

扩展名

default_version

text

缺省版本的名字，如果没有指定则为 NULL

installed_version

text

当前已安装的扩展版本，如果没有安装任何版本则为 NULL

comment

text

扩展的控制文件中的注释字符串

pg_available_extensions 视图是只读的。

13.70

pg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

pg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 视图列出了可用于安装的指定扩展版本。又
见 pg_extension 表，它显示当前已安装的扩展。
表 8.58 pg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 字段
名字

类型

描述

name

name

扩展名

version

text

版本名

installed

bool

如果此版本的扩展当前已安装则为真

superuser

bool

如果只允许超级用户安装这个扩展则为真

relocatable

bool

如果扩展可以重新加载到另一个模式则为真

schema

name

扩展必须安装到的模式名，如果部分或全部可重新定位则为 NULL

requires

name[]

先决条件扩展的名字，如果没有则为 NULL

comment

text

扩展的控制文件中的注释字符串

pg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 视图是只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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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pg_cursors
pg_cursors 列出了当前可用的游标。游标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定义：
•

通过 SQL 中的 DECLARE 语句

•

通过前/后端协议中的绑定信息。

通过服务器编程接口(SPI)。
pg_cursors 显示由任何这些方式创建的游标。除非被声明为 WITH HOLD，
•

否则游标仅存在于定义它们的事务期间。因此非持久游标仅能够在创建它们的事
务结束前存在于视图中。
【注意】因为游标用于在 HighGO Database 内部实现一些比如过程语言之
类的组件。因此 pg_cursors 可能包含并非由用户明确创建的游标。
表 8.59 pg_cursors 字段
名字

类型

描述

name

text

游标名

statement

text

声明该游标的查询字符串

is_holdable

boolean

如果该游标是持久的(也就是在声明该游标的事务结束后仍
然可以访问该游标)则为 true ；否则为 false

is_binary

boolean

如果该游标被声明为 BINARY 则为 true ；否则为 false

is_scrollable

boolean

如果该游标可以滚动(也就是允许以非顺序的方式检索行)则
为 true ；否则为 false

creation_time

timestamptz

声明该游标的时间

pg_cursors 视图是只读的。

13.72

pg_file_settings

视图 pg_file_settings 提供了服务器配置文件的内容概要。该视图中的每一行
表示配置文件中的一个"名称 = 值"项，并带有注释说明该值是否可以成功应用。
如果配置文件有问题，可能会出现额外的行，这些行没有链接到"名称 = 值"项，
比如文件中有语法错误。
该视图有助于检查配置文件中计划的变化是否可行，或者用于诊断之前的错
误。请注意，此视图报告的是文件的当前内容，而不是服务器最后应用的的值。
（pg_settings 视图往往足以决定这一点）
pg_file_settings 视图只能被超级用户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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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0 pg_file_settings 列
名称

类型

sourcefile text

描述
配置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sourceline integer 该项在配置文件中出现的行数
seqno

integer 处理项的顺序(1..n)

name

text

配置参数名称

setting

text

分配给参数的值

applied

boolean 如果成功应用该值则为真

error

text

如果不为空，表示一个错误信息，说明该项为什么不能被应用

如果配置文件包含语法错误或者无效参数名，那么服务器不会试图应用任何
设置，因此所有的 applied 字段都为假。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有一个或者多个行
的 error 字段为非空，它们会说明出现问题的原因。否则，如果可能的话，将应
用每个设置。如果某个设置不能被应用（比如，无效的值，或者该设置在服务器
启动后不能被改变）则在 error 字段会有适当的信息。另外一种情况一个项的
applied = false 的原因可能是它被后面具有相同参数名的条目覆盖了。这种情况
不看作错误，因为在 error 字段中不会有错误信息。

13.73 pg_group
pg_group 的存在是为了向下兼容：它显示所有未被标记为 rolcanlogin 的角
色的名字和成员，它是近似于用作组的那些角色的集合。
表 8.61 pg_group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groname

name

pg_authid.rolname

组的名字

grosysid

oid

pg_authid.oid

组的 ID

grolist

oid[]

pg_authid.oid

一个数组，包含此组中所有角色的 ID

13.74 pg_indexes
pg_indexes 提供对数据库中每个索引的有用信息的访问。
表 8.62 pg_indexes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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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schemaname

name

pg_namespace.nspname

包含表和索引的模式的名字

tablename

name

pg_class.relname

此索引的基表的名字

indexname

name

pg_class.relname

索引的名字

tablespace

name

pg_tablespace.spcname

包含索引的表空间名字(如果是数据库缺
省，则为空)

indexdef

text

索引定义(CREATE INDEX 命令的重构)

13.75 pg_locks
pg_locks 提供有关在数据库服务器中由打开的事务持有的锁的信息。
pg_locks 对每个活跃的可锁定对象、请求的锁模式、以及相关的事务保存一
行。因此，如果多个事务持有或者等待对同一个可锁定对象的锁，那么该对象可
能出现多次。不过，一个目前没有锁在其上的对象将肯定不会出现。
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可锁定对象：一个关系(也就是一个表)、关系的独立页面、
关系的单个元组、事务 ID（包括虚拟和永久 ID）、以及普通数据库对象(由类
OID 和对象 OID 标识，以 pg_description 或 pg_depend 相同的方式)。还有，
扩展一个关系的权限也被表示为一个独立的可锁定对象。可以对具有用户定义的
意义的数字采取"咨询"锁。
表 8.63 pg_locks 字段
名字

类型

locktype

text

引用

描述
可锁定对象的类型：relation, extend, page, tuple,
transactionid, virtualxid,object, userlock, advisory
之一

database

relation

page

oid

oid

integer

pg_databa

锁目标存在的数据库的 OID，如果目标是一个共

se.oid

享对象则为 0，如果目标是一个事务 ID 则为空

pg_class.o

作为锁目标的关系的 OID ，如果对象不是关

id

系，也不是关系的一部分，则为 NULL
作为锁目标的页面在关系内部的编号，如果对象
不是关系页或元组则为空

tuple

smallint

作为锁目标的元组在页面里面的编号，如果目标
不是元组则为空

virtualxid

text

作为锁目标的事务的虚拟 ID ，如果目标不是虚
拟事务 ID 则为空

transactionid

xid

作为锁目标的事务的 ID ，如果目标不是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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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则为空
classid

objid

objsubid

oid

oid

smallint

pg_class.o

包含锁目标的系统表的 OID ，如果目标不是普

id

通数据库对象则为空

任意 oid

锁目标在其系统表内的 OID ，如果目标不是普

属性

通数据库对象则为空
作为锁目标的字段编号(classid 和 objid 指表本
身)。如果目标是某种其他普通数据库对象则此
列为 0，如果目标不是普通数据库对象，则为空

virtualtransaction

text

持有此锁或者在等待此锁的事务的虚拟 ID

pid

integer

持有或者等待这个锁的服务器进程的进程 ID 。
如果锁是被一个预备事务持有的，那么为空

mode

text

这个进程持有的或者是期望持有的锁模式

granted

boolean

如果持有锁，为真，如果等待锁，为假

fastpath

boolean

如果锁通过快速路径获得为真，如果通过主锁表
获得为假

granted 为真时表明指定事务持有一个锁。为假则表明该事务当前等待获取
这个锁，这意味着某个其它的事务正在同一个可锁定对象上持有冲突的锁。等待
的会话将一直睡眠，直到另外一个锁释放(或者侦测到一个死锁状态)。一个事务
一次最多等待一个锁。
每个事务在其生存周期内都持有一个在其虚拟事务 ID 上的排他锁。如果一
个永久 ID 被分配给事务（通常发生在事务改变数据库状态时），它也会持有一
个在其永久事务 ID 上的排他锁直到它结束。当一个事务发现它需要等待另一个
事务，它也会尝试获取其他事务 ID 上的共享锁（不管是虚拟还是永久 ID，视情
况而定）。这只有当其他进程终止并释放其锁后才会成功。
尽管元组是一种可以锁定的对象，但是有关行级锁的信息是存储在磁盘上的，
而不是在内存中，因此，行级锁通常不会在这个视图中出现。如果一个事务正在
等待一个行级锁，那么它通常会在这个视图中以等待当前持有该行锁的永久事务
ID 的方式出现。
咨询锁可以在由单独一个 bigint 值或两个 integer 值组成的键上获得。一个
bigint 键的高/低位部分分别在 classid 和 objid 字段中显示，并且 objsubid 等
于 1 。原来的 bigint 值可以使用表达式(classid::bigint << 32) | objid::bigint 重组。
integer 组成的键前半部分在 classid 字段中显示、后半部分在 objid 字段中显示，
并且 objsubid 等于 2 。键的实际含义取决于用户的定义。咨询锁对于单个数据
库来说是本地的，因此 database 字段对于咨询锁就显得很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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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locks 提供了一个数据库集群中所有锁的全局视图，而不仅仅是与当前
数据库相关的锁。尽管它的 relation 字段可以连接 pg_class.oid 以标识被锁住的
关系，但是这个方法目前只对当前数据库(那些 database 字段是当前数据库的
OID 或者零)中的关系正确工作。
pid 字段可以连接到 pg_stat_activity 视图的 pid 字段来获取持有或者等待持
有每个锁的会话的更多信息。例如：
SELECT * FROM pg_locks pl LEFT JOIN pg_stat_activity psa
ON pl.pid = psa.pid;
另 外 ， 如 果 你 正 在 使 用 预 备 事 务 ， virtualtransaction 字 段 可 以 连 接 到
pg_prepared_xacts 视图的 transaction 字段来获取持有该锁的预备事务的更多信
息。一个预备事务不可能一直正在等待一个锁，但它在运行中会一直持有已获得
的锁。例如：
SELECT * FROM pg_locks pl LEFT JOIN pg_prepared_xacts ppx
ON pl.virtualtransaction = '-1/' || ppx.transaction;
pg_locks 显示独立系统的普通锁管理器和谓词锁管理器的数据；另外，普通
锁管理器细分它的锁为普通和 fast-path 锁。这些数据不保证是完全一致的。当视
图被查询时，fast-path 锁的数据（fastpath = true）从每个后端一次性收集起来，
且并不冻结整个锁管理器的状态，所以当收集信息时，有些锁可能被获取或者释
放。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些锁已知不与当前存在的任何其他锁冲突。在所有后
端已经查询 fast-path 锁之后，普通锁管理器的剩余部分作为一个单元锁住，并且
所有剩余锁的一个一致的快照被作为原子动作收集。在解锁普通锁管理器之后，
谓词锁管理器也被类似的锁住，并且所有谓词锁作为一个原子动作收集。因此，
除了 fast-path 锁之外，每个锁管理器将给出一致的结果集，但是因为我们不同时
锁住两个锁管理器，在我们访问普通锁管理器之后、访问谓词锁管理器之前锁可
能被获取或释放。
如果对这个视图的访问非常频繁，那么锁住普通和/或谓词锁管理器可能会
对数据库性能有些影响。虽然这些锁只会在最少的时间内被保持（足以从锁管理
器获得数据），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消除可能产生的性能影响。

13.76 pg_matviews
pg_matviews 视图提供了对数据库中每个物化视图的有用信息的访问。
表 8.64 pg_matviews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schemaname

name

pg_namespace.nspname

包含物化视图的模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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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viewname

pg_class.relname

物化视图的名字

matviewowner name

pg_authid.rolname

物化视图的所有者的名字

tablespace

name

pg_tablespace.spcname

hasindexes

boolean

ispopulated

boolean

definition

text

13.77

name

包含物化视图的表空间的名字（如
果使用数据库默认表空间则为空）
如果物化视图有（或最近有过）任
何索引则为真
如果物化视图当前已被填充则为真
物化视图定义（一个重新构造的
SELECT 查询）

pg_policies

视图 pg_policies 提供访问数据库中每个行级安全策略的有用信息。
表 8.65 pg_policies 列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schemaname name

pg_namespace.nspname 包含表策略的模式名

tablename

name

pg_class.relname

表策略名称

policyname

name

pg_policy.polname

策略名

roles

name[]

该策略适用的角色

cmd

text

策略应用的命令类型

qual

text

with_check

text

作为这个策略适用的查询的安全屏障条件增
加的的表达式
作为尝试向该表增加的行的查询的 WITH
CHECK 条件增加的表达式

13.78 pg_prepared_statements
pg_prepared_statements 显示所有当前会话中可用的预备语句。
每个预备语句在 pg_prepared_statements 中都有对应的一条记录。当一条新
的预备语句创建后该视图中就会新增一条记录，同样，当一条预备语句被释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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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通过 DEALLOCATE 命令)，相应的记录也会被删除。

表 8.66 pg_prepared_statements 字段
名字

类型

描述

name

text

预备语句的标识符

statement

text

客户端提交用于创建此预备语句的查询语句。对于通过
SQL 创建的预备语句而言是客户端提交的 PREPARE 语
句。对于通过前/后端协议创建的预备语句而言是预备语
句自身的文本。

prepare_time

timestamptz

创建该预备语句的时间戳

parameter_types

regtype[]

该预备语句期望的参数类型，以 regtype 类型的数组格式
出现。与该数组元素相对应的 OID 可以通过把 regtype 值
转换为 oid 值得到。

from_sql

boolean

如果该预备语句是通过 PREPARE 语句创建的则为
true；如果是通过前/后端协议创建的则为 false

pg_prepared_statements 视图是只读的。

13.79 pg_prepared_xacts
pg_prepared_xacts 显示那些当前准备好进行两阶段提交的事务的信息。
pg_prepared_xacts 为每个预备事务包含一行。如果事务提交或者回滚，则删
除该条记录。
表 8.67 pg_prepared_xacts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transaction

xid

预备事务的数字事务标识符

gid

text

分配给该事务的全局事务标
识符

prepared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owner

name

pg_authid.rolname

执行该事务的用户的名字

database

name

pg_database.datname

执行该事务所在的数据库名

事务准备好提交的时间

在访问 pg_prepared_xacts 视图的时候，内部事务管理器数据结构被暂时锁
住，并且为显示视图制作了一份拷贝。这样就保证了视图生成一个一致的结果集，

691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而不会阻塞普通的操作太长时间。当然，即便这么做，如果过于频繁地访问这个
视图，肯定也会对数据库性能造成一定的影响。

13.80

pg_replication_origin_status

pg_replication_origin_status 视图包含关于回放某个特定源的进展信息。
表 8.68 pg_replication_origin_status 列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local_id

Oid

pg_replication_origin.roident 内部节点标识符

external_id text

pg_replication_origin.roname 外部节点标识符
源节点的 LSN，到这个位置的数据都已

remote_lsn pg_lsn

被复制。
这个节点的 LSN，remote_lsn 已经被复

local_lsn

制到这里。当使用异步提交时，将持久

pg_lsn

数据保存到磁盘之前用于刷新提交记
录。

13.81 pg_replication_slots
pg_replication_slots 视图提供当前存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复制槽的列表，
还有它们的当前状态。

表 8.69 pg_replication_slots 字段
名字

类型

slot_name

name

plugin

name

slot_type

text

datoid

oid

引用

描述
复制槽的一个唯一的、集群范围内的标识符
包含这个逻辑槽正在使用的输出插件的共享对象
的基础名，或者是物理槽时为空。
槽类型 - physical 或 logical

pg_database.oid

与该槽关联的数据库的 OID，或者为空。只有逻
辑槽有关联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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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text

temporary

boolean

active

boolean

active_pid

integer

xmin

xid

pg_database.dat 与该槽关联的数据库的名字，或者为空。只有逻
name

辑槽有关联的数据库。
如果这是一个临时复制槽，则为真。 临时槽不保
存到磁盘，并在错误或会话结束时自动丢弃
如果该槽当前正在使用中则为真
如果该槽正在被使用，则记录使用该槽的会话的
进程 ID。如果该槽不活动，则为 NULL。
该槽需要数据库保留的最老的事务。VACUUM 不
能移除被其后续事务删除的元组。
这个槽要需要数据库保留的影响系统目录的最旧

catalog_xmin xid

事务。VACUUM 不能移除被其后续事务删除的元
组。

restart_lsn

confirmed_fl
ush_lsn

该槽的客户可能仍然需要的最老的 WAL 地址

pg_lsn

(LSN)。并且因此在检查点期间不会自动被删除。
代表逻辑槽的消费者已经确认接收数据到什么位

pg_lsn

置的地址（LSN）。比这个地址更旧的数据已经
不再可用。对于物理槽这里是 NULL

13.82 pg_roles
pg_roles 视图提供了对有关数据库角色的信息的访问。它只是 pg_authid 的
一个公共可读视图，隐去了口令字段。
该视图明确的显示了底层表的 OID 字段，因为需要它与其它表连接。
表 8.70 pg_roles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rolname

name

角色名

rolsuper

bool

角色是否具有超级用户权限

rolinherit

bool

角色是否自动继承属主角色的权限

rolcreaterole

bool

角色是否可以创建更多角色

rolcreatedb

bool

角色是否可以创建数据库

rolcanlogin

bool

角色是否可以登录，也就是说，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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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作为初始会话认证标识符给出。
rolreplication

bool

角色是否是一个复制的角色。也就是说，
这个角色是否可以初始化流复制和使用
pg_start_backup 和 pg_stop_backup 设置/重
设系统备份模式。

rolconnlimit

int4

对于可以登录的角色，这里限制了该角色
允许发起的最大并发连接数。-1 表示无限
制。

rolpassword

text

不是口令(总是 ********)

rolvaliduntil

timestamptz

口令失效日期(只用于口令认证)；如果没有
失效期则为空

rolconfig

text[]

oid

oid

运行时配置变量的角色特定默认值
pg_authid.oid

角色的 ID

13.83 pg_rules
pg_rules 提供对查询重写规则的信息访问。
表 8.71 pg_rules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schemaname

name

pg_namespace.nspnam

包含表的模式的名字

tablename

name

pg_class.relname

规则适用的表的名字

rulename

name

pg_rewrite.rulename

规则的名字

definition

text

规则定义(重构的创建命令)

pg_rules 视图排除了视图和物化视图的 ON SELECT 规则；它们可以在
pg_views 和 pg_matviews 中找到。

13.84

pg_seclabels

pg_seclabels 提供关于安全标签的信息。它是 pg_seclabel 表的一个便于查询
的版本。
表 8.72 pg_seclabels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objoid

oid

任意 OID 属性

此安全标签所属对象的 OID

classoid

oid

pg_class.oid

对象出现的系统表的 OID

objsubid

int4

对于一个表字段上的安全标签，是字段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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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引用表本身的 objoid 和 classoid）。对
于所有其他对象类型，这个字段为零。
objtype

text

objnamespace

oid

该标签应用的对象类型，文本格式。
pg_namespace.oid

该对象的名字空间的 OID，如果适用；否
则为 NULL。

objname

text

provider

text

pg_seclabel.provider

与这个标签相关的标签提供者。

label

text

pg_seclabel.label

应用于该对象的安全标签。

该标签应用的对象的名字，文本格式。

13.85 pg_settings
pg_settings 提供了对服务器运行时参数的访问。它实际上是 SHOW 和 SET
命令的可替换接口。它还提供对不能直接从 SHOW 获得的每个参数的一些信息
的访问，比如最大和最小值。
表 8.73 pg_settings 字段
名字

类型

描述

name

text

运行时配置参数名

setting

text

参数的当前值

unit

text

参数的隐含单元

category

text

参数的逻辑组

short_desc

text

参数的简短描述

extra_desc

text

有关参数的额外的，更详细的描述

context

text

设置参数值所需的上下文（见下文）

vartype

text

参数类型(bool、enum、integer、real、string)

source

text

当前参数值的来源

min_val

text

该参数允许的最小值(非数字值为 null)

max_val

text

该参数允许的最大值(非数字值为 null)

enumvals

text[]

枚举参数允许的值（非枚举值为 null）

boot_val

text

如果参数没有设置则为服务器启动时设定的参数值

reset_val

text

RESET 在当前会话中将重设的参数值

sourcefile

text

当前值所在的配置文件（如果值是从配置文件之外的其他来源设
置的或当通过非超级用户检查时为 null）； 当在配置文件中使
用 include 指令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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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line

integer

当前值在配置文件中的行号 （如果值是从配置文件之外的其他
来源设置的或当通过非超级用户检查时为 null）

pending_restart

boolean

如果在配置文件中已经修改了该值，但需要重启，则为 true；
否则为 false。

对于 context 有多种可能的取值。为了降低改变设置的难度，它们是：
internal
不能直接更改这些设置；它们反映了内部确定的值。其中的一些可以通
过用不同的配置选项重建服务器，或通过改变提供给 initdb 的选项来更
改。
postmaster
这些选项只在服务器启动时使用，所以任何改变都需要重启服务器。这
些设置的值通常存储在 postgresql.conf 文件中，或者在启动服务器时通
过命令行传递。当然，具有更低 context 类型的设置也可以在服务器启
动时设置。
sighup
这些设置可以在 postgresql.conf 中改变而不用重启服务器。发送一个
SIGHUP 信号到主进程使其重新读取 postgresql.conf 并应用改变。主进
程也将 SIGHUP 信号传递给它的子进程，这样它们也都使用新值。
superuser-backend
对于这些设置的修改可以在 postgresql.conf 中完成并且不需要重启服务
器。它们也可以在连接请求包中 （例如，通过 libpq 的 PGOPTIONS 环
境变量） 中为一个特定会话设置 。但只有连接用户是超级用户的时候
才能这样做。 然而，这些设置在会话启动后永不变化。如果你在
postgresql.conf 中修改它们，可以向 postmaster 发送一个 SIGHUP 信号
让它重新读取 postgresql.conf。新值只会影响后续启动的会话。
backend
这些设置可以在 postgresql.conf 中改变而不用重启服务器；它们也可以
在连接需求包中为特定的会话设置（例如，通过 libpq 的 PGOPTIONS
环境变量）。任何用户都可以为它的会话做出这个改变。不过，这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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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会话启动后永远不会改变。如果你在 postgresql.conf 中改变了它们，
那么发送一个 SIGHUP 信号到主进程使其重读 postgresql.conf。新值将
只影响随后加载的会话。
superuser
这些值可以在 postgresql.conf 中设置，或在一个会话中通过 SET 命令
设置；但是只有超级用户可以通过 SET 改变它们。仅当没有通过 SET
设置会话本地值时，postgresql.conf 中的改变才会影响现有会话。
user
这些值可以在 postgresql.conf 中设置，或在一个会话中通过 SET 命令
设置。允许任何用户改变他们的会话本地值。仅当没有通过 SET 设置
会话本地值时，postgresql.conf 中的改变才会影响现有会话。
不能对 pg_settings 视图进行插入或者删除，但是可以更新。对 pg_settings 中
的一行进行 UPDATE 等效于在该命名参数上执行 SET 命令。这个修改只影响
当前会话使用的数值。如果在一个后来中断的事务中发出了 UPDATE 命令，那
么 UPDATE 命令的效果将在事务回滚之后消失。一旦所在的事务提交，这个效
果将一直保持到会话结束，除非有其它的 UPDATE 或 SET 命令重新修改它。
Pg_settings 中 context 列默认为 sighup 值的参数有：ssl, ssl_ca_file, ssl_cert_file,
ssl_ciphers, ssl_crl_file, ssl_ecdh_curve, ssl_key_file, ssl_perfer_server_ciphers,
bgwriter_lru_maxpages,archive_timeout,server_version_num, password_encryption;
另 bgwriter_lru_maxpagers 参数 max_val 列值为 INT_MAX/2;
Archive_timeout 参数 short_desc 值修改；
Server_version_num 参数 max_val/min_val 的值为 100000
Password_encryption 参数中 vartype 列值更改为 enum
Max_wal_size 参数 unit 列的值更改为 1MB
Min_wal_size 参数 unit 列的值更改为 1MB

13.86 pg_shadow
pg_shadow 的存在是为了向下兼容。它显示 pg_authid 中所有被标记为
rolcanlogin 的角色的属性。
由于这个表包含口令，所以不能是公众可读的，这也是采用 pg_shadow 这个
名字的原因。pg_user 是 pg_shadow 上的一个公共可读的视图，它隐藏了口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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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表 8.74 pg_shadow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usename

name

pg_authid.rolname

用户名

usesysid

oid

pg_authid.oid

用户的 ID

usecreatedb

bool

用户可以创建数据库

usesuper

bool

用户是超级用户

userepl

bool

用户可以初始化流复制和使系统处于或不
处于备份模式。

usebypassrls

bool

用户避开每个行级安全策略

passwd

text

口令(可能是加密的)，如果没有则为空。关
于加密口令如何存储请参见 pg_authid。

valuntil

abstime

口令失效的时间(只用于口令认证)

useconfig

text[]

运行时配置变量的会话缺省

13.87

pg_stats

pg_stats 提供对存储在 pg_statistic 表里面的信息的访问。这个视图允许只访
问那些在 pg_statistic 里面对应用户有权限读取的表的数据行，因此可以安全地允
许公众访问这个视图。
pg_stats 还被设计为以比底层目录更可读的格式呈现信息，代价就是如果在
pg_statistic 中定义了新的槽类型，那么必须扩展它的模式。
表 8.75 pg_stats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schemaname

name

pg_name

包含此表的模式名字

space.ns
pname
tablename

name

pg_class.

表的名字

relname
attname

name

pg_attrib

这一行描述的字段名

ute.attna
me
inherited

bool

如果为真，那么这行包含继承的子字段，不只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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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表的值。
null_frac

real

记录中字段为空的百分比

avg_width

integer

字段记录的平均字节宽度

n_distinct

real

如果大于零，表示列中可区分值的估计个数。如果
小于零，就是可区分数值的个数除以行数的负数。
（当 ANALYZE 认为可区分值的数量会随着表增长
而增加时采用负值的形式，而如果认为列具有固定
数量的可选值时采用正值的形式）。比如，-1 表
示一个唯一字段，即其中可区分数值的个数等于行
数。

most_commo

anyarray

n_vals
most_commo

一个字段中最常用数值的列表。如果看上去没有任
何数值比其它值更常见，则为 NULL

real[]

n_freqs

一个最常用数值的频率的列表，也就是说，每个常
用值出现的次数除以行数。如果
most_common_vals 为空 ，则为空

histogram_bo

anyarray

unds

一个数值的列表，它把字段的数值分成几组大致相
同的组。如果存在 most_common_vals 中的值，则
从此直方图计算中省略。如果字段数据类型没有 <
操作符或者 most_common_vals 列表考虑整个总
体，则这个字段为 NULL 。

correlation

real

物理行排序和列值的逻辑排序之间的统计相关性。
范围从-1 到+1。当值接近-1 或+1 时，由于对磁盘
的随机访问的减少，将估计列上的索引扫描比其接
近零时代价更低。（如果列数据类型没有<运算
符，则此列为 null。）

most_commo

anyarray

n_elems
most_commo

经常在字段值中出现的非空元素值的列表。（标量
类型为空。）

real[]

n_elem_freqs

最常见元素值的频率列表，也就是，至少包含一个
给定值的实例的行的分数。每个元素频率跟着两到
三个附加的值；它们是在每个元素频率之前的最小
和最大值，还有可选择的 null 元素的频率。（当
most_common_elems 为空时，此字段为空。）

elem_count_

real[]

该字段中值的可区分非空元素值的统计直方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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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gram

面跟着可区分非空元素的平均值。（对于标量类型
为空。）

在数组域中的项的最大数目可以用 ALTER TABLE SET STATISTICS 命令
一个一个字段地设置，或者通过设置 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 运行时参数全局地设
置。

13.88 pg_tables
pg_tables 提供了对数据库中每个表的有关信息地访问。
表 8.76 pg_tables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schemaname

name

pg_namespace.nspname

包含表的模式名字

tablename

name

pg_class.relname

表的名字

tableowner

name

pg_authid.rolname

表的所有者的名字

tablespace

name

pg_tablespace.spcname

包含表的表空间名字(如果是数据库缺
省表空间，则为空)

hasindexes

boolean

pg_class.relhasindex

如果表拥有(或者最近拥有)任何索引，
则为真

hasrules

boolean

pg_class.relhasrules

如果表有（或曾经有过）规则，则为真

hastriggers

boolean

pg_class.reltriggers

如果表有（或曾经有过）触发器，则为
真

rowsecurity

boolean

pg_class.relrowsecurity

如果在表上启用行级安全，则为真

13.89 pg_timezone_abbrevs
pg_timezone_abbrevs 提供了当前日期时间输入例程能够识别的所有时区缩
写的列表。当运行时参数 timezone_abbreviations 被修改，该视图的内容也会发
生改变。
表 8.77 pg_timezone_abbrevs 字段
名字

类型

描述

abbrev

text

时区缩写

utc_offset

interval

相对于 UTC 的偏移量（正值表示格林威治东部）

is_dst

boolean

如果这是一个夏令时缩写则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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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0

pg_timezone_names

pg_timezone_names 显示了所有能够被 SET TIMEZONE 识别的时区名列表
及其缩写、UTC 偏移量、是否夏令时状态。（从技术上来说，HighGo DB 使用
UT1 而不是 UTC 是因为闰秒没有被处理。）不同于在 pg_timezone_abbrevs 中显
示的缩写，许多这些名字都隐含着夏令时转换规则。因此，相关信息在本地 DST
边界间变化。显示的信息基于当前的 CURRENT_TIMESTAMP 值进行计算得到。
表 8.78 pg_timezone_names 字段
名字

类型

描述

name

text

时区名

abbrev

text

时区缩写

utc_offset

interval

相对于 UTC 的偏移量（正值表示格林威治东部）

is_dst

boolean

如果当前正处于夏令时范围则为真

13.91 pg_user
pg_user 提供了对数据库用户的相关信息的访问。这个视图只是 pg_shadow
的一个公众可读的视图，它隐藏了口令字段。
表 8.79 pg_user 字段
名字

类型

描述

usename

name

用户名

usesysid

int4

用户 ID

usecreatedb

bool

用户可以创建数据库

usesuper

bool

用户是一个超级用户

userepl

bool

用户可以初始化流复制并且使系统处于或离开备份模式。

usebypassrls

bool

用户避开每个行级安全策略

passwd

text

不是口令(总是为 ********)

valuntil

abstime

口令失效的时间(只用于口令认证)

useconfig

text[]

运行时配置参数的会话缺省值

13.92 pg_user_mappings
视图 pg_user_mappings 提供有关用户映射的信息访问。这是 pg_user_mapping
的一个公共可读视图，它对无权使用的用户省略了选项字段。
表 8.80 pg_user_mappings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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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引用

描述

umid

oid

pg_user_mapping.oid

用户映射的 OID

srvid

oid

pg_foreign_server.oid

包含此映射的外部服务器的 OID

srvname

text

pg_foreign_server.srvname

外部服务器名称

umuser

oid

pg_authid.oid

将被映射的本地角色的 OID，如果
用户映射是公共的，则为 0

usename

name

将被映射的本地用户名称

umoptions

text[]

用户映射特定选项，以
"keyword=value"字符串的形式

要保护作为用户映射选项存储的密码信息，umoptions 将被读为 null，除非出现
以下情况之一：


当前用户是被映射的用户，且拥有该服务器或对其保留 USAGE 权
限



当前用户是服务器所有者，映射是针对 PUBLIC 的



当前用户是超级用户

13.93 pg_views
pg_views 提供了对数据库中每个视图的有用信息的访问。
表 8.81 pg_views 字段
名字

类型

引用

描述

schemaname

name

pg_namespace.nspname

包含此视图的模式名字

viewname

name

pg_class.relname

视图的名字

viewowner

name

pg_authid.rolname

视图的所有者的名字

definition

text

13.94

视图定义(一个重建的 SELECT 查询)

pg_publication_tables

该视图 pg_publication_tables 提供有关出版物与其包含的表之间的映射的信
息。与基础目录不同 pg_publication_rel，此视图扩展了定义为的发布 FOR ALL
TABLES，因此对于此类发布，每个符合条件的表都将有一行。
pg_publication_tables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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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参考

描述

pubname

name

pg_publication.pubna

publication 对象名

me
schemaname

name

pg_namespace.nspna

包含表的模式的名称

me
tablename

13.95

name

pg_class.relname

表的名称

pg_sequences

该视图 pg_sequences 提供对数据库中每个序列的有用信息的访问。
表 52.85。 pg_sequences 列
名称

类型

参考

描述

schemaname

name

pg_namespace.nspna

包含序列的模式的名

me

称

sequencename

name

pg_class.relname

序列名称

sequenceowner

name

pg_authid.rolname

序列所有者的名称

data_type

regtype

pg_type.oid

序列的数据类型

start_value

bigint

序列的起始值

min_value

bigint

序列的最小值

max_value

bigint

序列的最大值

increment_by

bigint

增加序列的值

cycle

boolean

序列是否循环

cache_size

bigint

缓存大小的序列

last_value

bigint

写入磁盘的最后一个
序列值。如果使用缓
存，则此值可能大于
从序列中分配的最后
一个值。如果尚未读
取序列，则为空。此
外，如果当前用户没
有 USAGE 或
SELECT 对序列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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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该值为 null。

第十四章 常见问题列表
14.1 libzmq.so.5 文件不存在
问题详情
当数据库加载 pipelinedb 失败，遇到类似如下报错：

解决方法
进入到数据库的 lib 目录使用如下命令创建软连接：
ln -s libzmq.so.5.0.2 libzmq.so.5

14.2 libossp-uuid.so.16 库文件不存在
问题详情
创建 uuid-ossp 扩展时报错如下：

解决方法
进入到数据库的 lib 目录使用如下命令创建软连接：
ln -s libossp-uuid.so.16.0.22 libossp-uuid.so.16

14.3 hg_rman 进行块恢复后，数据库处于只读模式
问题详情
即时恢复完以后数据库处于只读模式，无法进行 dml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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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根据数据库的日志提示，在 psql 中执行如下命令：
select pg_wal_replay_resume();

14.4 repmgr switchover 命令报错
问题详情
当执行 repmgr standby switchover --siblings-follow 命令时报错如下：
ERROR: unable to execute "repmgr" on node1
HINT：check "pg_bindir" is set to the correct path in

"repmgr.conf"; current values：

“/opt/HighGODB-5.6.4/bin”

解决方法
switchover 过程会用到 ssh 进行远程操作，ssh 在 no-login shell 模式下，不会去执
行/etc/profile 文件，而会去用户的 HOME 目录检查.bashrc 并加载，所以需要将
环境变量配置到数据库安装用户的~/.bashrc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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