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瀚高数据库企业版 V5开发手册

瀚高数据库企业版 V5

开发手册

2019-1

版本 1.0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400-708-8006

www.highgo.com

http://www.highgo.com/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I

版本历史

版本 修改描述 修改日期 备注

1.0 手册编写完毕 2019.1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I

目 录

目 录................................................................................................. I

1 SQL语言...........................................................................................1

1.1 SQL语法...................................................................................... 1

1.1.1 词法结构............................................................................................1

1.1.1.1 标识符和关键词....................................................................... 1

1.1.1.2 常量........................................................................................... 3

1.1.1.2 操作符....................................................................................... 8

1.1.1.3 特殊字符................................................................................... 8

1.1.1.4 注释........................................................................................... 9

1.1.1.5 词法优先级............................................................................... 9

1.1.2 值表达式..........................................................................................10

1.1.2.1 字段引用..................................................................................11

1.1.2.2 位置参数..................................................................................11

1.1.2.3 下标..........................................................................................11

1.1.2.4 域选择..................................................................................... 12

1.1.2.5 操作符调用............................................................................. 12

1.1.2.6 函数调用................................................................................. 12

1.1.2.7 聚集表达式............................................................................. 13

1.1.2.8 窗口调用函数......................................................................... 15

1.1.2.9 类型转换................................................................................. 18

1.1.2.10 排序规则表达式................................................................... 18

1.1.2.11 标量子查询............................................................................19

1.1.2.12 数组构造器........................................................................... 19

1.1.2.13 行构造器............................................................................... 21

1.1.2.14 表达式计算规则................................................................... 23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II

1.1.3 调用函数..........................................................................................24

1.1.3.1 使用位置记号......................................................................... 25

1.1.3.2 使用命名记号......................................................................... 25

1.1.3.3 使用混合记号......................................................................... 26

1.2 数据定义.................................................................................... 27

1.2.1 表的基本概念..................................................................................27

1.2.2 缺省值..............................................................................................28

1.2.3 约束..................................................................................................29

1.2.3.1 检查约束................................................................................. 29

1.2.3.2 非空约束................................................................................. 32

1.2.3.3 唯一约束................................................................................. 32

1.2.3.4 主键......................................................................................... 34

1.2.3.5 外键......................................................................................... 34

1.2.3.6 排他约束................................................................................. 38

1.2.4 系统列..............................................................................................38

1.2.5 修改表..............................................................................................39

1.2.5.1 增加字段................................................................................. 40

1.2.5.2 删除字段................................................................................. 40

1.2.5.3 增加约束................................................................................. 41

1.2.5.4 删除约束................................................................................. 41

1.2.5.5 改变字段的缺省值................................................................. 41

1.2.5.6 修改字段的数据类型............................................................. 42

1.2.5.7 重命名称段............................................................................. 42

1.2.5.8 重命名表................................................................................. 42

1.2.6 权限..................................................................................................42

1.2.7 行安全策略......................................................................................43

1.2.8 模式..................................................................................................50

1.2.8.1 创建模式................................................................................. 50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III

1.2.8.2public模式............................................................................... 51

1.2.8.3 模式搜索路径......................................................................... 51

1.2.8.4 模式和权限............................................................................. 53

1.2.8.5 系统目录模式......................................................................... 53

1.2.8.6 惯用法..................................................................................... 53

1.2.8.7 移植性..................................................................................... 54

1.2.9 继承..................................................................................................54

1.2.9.1 注意事项................................................................................. 58

1.2.10 分区..............................................................................................58

1.2.10.1 概述....................................................................................... 58

1.2.10.2 实现分区............................................................................... 59

1.2.10.3 管理分区............................................................................... 63

1.2.10.4 分区和约束排除................................................................... 64

1.2.10.5 可选划分分区方法............................................................... 66

1.2.10.6 警告....................................................................................... 67

1.2.11 外部数据......................................................................................68

1.2.12 其它数据库对象..........................................................................68

1.2.13 依赖性跟踪..................................................................................68

1.3 数据操作.................................................................................... 69

1.3.1 插入数据..........................................................................................69

1.3.2 更新数据..........................................................................................70

1.3.3 删除数据..........................................................................................71

1.4 查询........................................................................................... 72

1.4.1 概述..................................................................................................72

1.4.2 表表达式..........................................................................................73

1.4.2.1FROM 子句............................................................................. 73

1.4.2.2WHERE 子句.......................................................................... 82

1.4.2.3GROUP BY 和 HAVING 子句............................................. 83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IV

1.4.2.4GROUPING SETS、CUBE和 ROLLUP............................... 86

1.4.2.5 窗口函数处理......................................................................... 89

1.4.3 选择列表..........................................................................................89

1.4.3.1 选择列表项............................................................................. 89

1.4.3.2 列标签..................................................................................... 90

1.4.3.3DISTINCT................................................................................ 90

1.4.4 组合查询..........................................................................................91

1.4.5 行排序..............................................................................................91

1.4.6 LIMIT 和 OFFSET........................................................................ 92

1.4.7 VALUES 列表.................................................................................93

1.4.8 WITH 查询 (通用表表达式).........................................................94

1.4.8.1WITH中的 SELECT............................................................... 94

1.4.8.2WITH中的数据修改语句.......................................................98

1.5 数据类型.................................................................................. 100

1.5.1 数字类型........................................................................................102

1.5.1.1 整数类型............................................................................... 103

1.5.1.2 任意精度数字....................................................................... 103

1.5.1.3 浮点数类型........................................................................... 104

1.5.1.4 序数类型............................................................................... 105

1.5.2 货币类型........................................................................................106

1.5.3 字符类型........................................................................................107

1.5.4 二进制数据类型............................................................................109

1.5.4.1bytea 十六进制格式..............................................................110

1.5.4.2bytea 逃逸格式......................................................................110

1.5.5 日期/时间类型...............................................................................112

1.5.5.1 日期/时间输入...................................................................... 113

1.5.5.2 日期/时间输出...................................................................... 117

1.5.5.3 时区........................................................................................118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V

1.5.5.4 间隔输入............................................................................... 120

1.5.5.5 间隔输出............................................................................... 122

1.5.6 布尔类型........................................................................................123

1.5.7 枚举类型........................................................................................124

1.5.7.1 枚举类型的声明................................................................... 124

1.5.7.2 排序....................................................................................... 124

1.5.7.3 类型安全性........................................................................... 125

1.5.7.4 实现细节............................................................................... 126

1.5.8 几何类型........................................................................................126

1.5.8.1 点........................................................................................... 126

1.5.8.2 线........................................................................................... 127

1.5.8.3 线段....................................................................................... 127

1.5.8.4 矩形....................................................................................... 127

1.5.8.5 路径....................................................................................... 127

1.5.8.6 多边形................................................................................... 128

1.5.8.7 圆........................................................................................... 128

1.5.9 网络地址类型................................................................................128

1.5.9.1 inet.......................................................................................... 129

1.5.9.2cidr.......................................................................................... 129

1.5.9.3 inet 与 cidr 对比.................................................................. 130

1.5.9.4macaddr...................................................................................130

1.5.10 位串类型....................................................................................131

1.5.11 文本搜索类型............................................................................131

1.5.11.1 tsvector..................................................................................132

1.5.11.2 tsquery...................................................................................133

1.5.12 UUID类型.....................................................................................135

1.5.13 XML类型...................................................................................... 135

1.5.13.1 创建 XML 值.....................................................................136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VI

1.5.13.2 编码处理............................................................................. 136

1.5.13.3 访问 XML 值.....................................................................137

1.5.14 JSON 类型.................................................................................... 138

1.5.14.1JSON输入和输出语法........................................................139

1.5.14.2 设计有效的 JSON文档......................................................140

1.5.14.3 jsonb包含和存在.................................................................141

1.5.14.4 jsonb索引.............................................................................143

1.5.15 数组............................................................................................145

1.5.15.1 数组类型的声明................................................................. 145

1.5.15.2 数组值输入......................................................................... 146

1.5.15.3 访问数组............................................................................. 148

1.5.15.4 修改数组............................................................................. 150

1.5.15.5 在数组中检索..................................................................... 153

1.5.15.6 数组的输入和输出语法..................................................... 154

1.5.16 复合类型....................................................................................155

1.5.16.1 声明复合类型..................................................................... 155

1.5.16.2 复合类型值输入................................................................. 157

1.5.16.3 访问复合类型..................................................................... 157

1.5.16.4 修改复合类型..................................................................... 158

1.5.16.5 复合类型输入和输出语法................................................. 158

1.5.17 范围类型....................................................................................159

1.5.17.1 内建范围类型..................................................................... 160

1.5.17.2 范例..................................................................................... 160

1.5.17.3 包含和排除边界................................................................. 161

1.5.17.4 无限（无界）范围............................................................. 161

1.5.17.5 范围输入/输出.................................................................... 161

1.5.17.6 构造范围............................................................................. 162

1.5.17.7 离散范围类型..................................................................... 163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VII

1.5.17.8 定义新的范围类型............................................................. 163

1.5.17.9 索引..................................................................................... 165

1.5.17.10 范围上的约束................................................................... 165

1.5.18 对象标识符类型........................................................................166

1.5.19 pg_lsn 类型................................................................................... 168

1.5.20 伪类型........................................................................................168

1.6 函数和操作符........................................................................... 170

1.6.1 逻辑操作符....................................................................................170

1.6.2 比较操作符....................................................................................170

1.6.3 数学函数和操作符........................................................................173

1.6.4 字符串函数和操作符....................................................................176

1.6.4.1 格式化................................................................................... 187

1.6.5 二进制字符串函数和操作符........................................................189

1.6.6 位串函数和操作符........................................................................191

1.6.7 模式匹配........................................................................................192

1.6.7.1LIKE....................................................................................... 192

1.6.7.2SIMILAR TO 正则表达式....................................................193

1.6.7.3POSIX 正则表达式...............................................................194

1.6.8 数据类型格式化函数....................................................................209

1.6.9 时间/日期函数和操作符...............................................................217

1.6.9.1EXTRACT，date_part........................................................... 223

1.6.9.2date_trunc................................................................................227

1.6.9.3AT TIME ZONE..................................................................... 228

1.6.9.4 当前日期/时间...................................................................... 229

1.6.9.5 延时执行............................................................................... 231

1.6.10 支持枚举函数............................................................................231

1.6.11 几何函数和操作符....................................................................232

1.6.12 网络地址函数和操作符............................................................236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VIII

1.6.13 文本检索函数和操作符............................................................238

1.6.14 XML函数...................................................................................... 241

1.6.14.1 生成 XML内容.................................................................. 241

1.6.14.2XML 谓词............................................................................246

1.6.14.3 处理 XML........................................................................... 248

1.6.14.4 将表映射到 XML............................................................... 253

1.6.15 JSON 函数和操作符.................................................................... 258

1.6.16 序列操作函数............................................................................266

1.6.17 条件表达式................................................................................268

1.6.17.1CASE.................................................................................... 268

1.6.17.2COALESCE..........................................................................270

1.6.17.3NULLIF................................................................................ 270

1.6.17.4GREATEST和 LEAST........................................................270

1.6.18 数组函数和操作符....................................................................270

1.6.19 范围函数和操作符....................................................................273

1.6.20 聚集函数....................................................................................275

1.6.21 窗口函数....................................................................................282

1.6.22 子查询表达式............................................................................283

1.6.22.1EXISTS.................................................................................283

1.6.22.2 IN.......................................................................................... 284

1.6.22.3NOT IN.............................................................................. 285

1.6.22.4ANY/SOME......................................................................... 285

1.6.22.5ALL.......................................................................................286

1.6.22.6 逐行比较............................................................................. 286

1.6.23 行和数组比较............................................................................287

1.6.23.1 IN.......................................................................................... 287

1.6.23.2NOT IN................................................................................. 287

1.6.23.3ANY/SOME(array数组)......................................................288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IX

1.6.23.4ALL(array数组)...................................................................288

1.6.23.5 行构造器比较..................................................................... 288

1.6.23.6 复合类型比较..................................................................... 289

1.6.24 返回集合的函数........................................................................290

1.6.25 系统信息函数............................................................................294

1.6.26 系统管理函数............................................................................310

1.6.26.1 配置设定函数..................................................................... 310

1.6.26.2 服务器信号函数..................................................................311

1.6.26.3 备份控制函数..................................................................... 312

1.6.26.4 恢复控制函数..................................................................... 314

1.6.26.5 快照同步函数..................................................................... 316

1.6.26.6 复制函数............................................................................. 317

1.6.26.7 数据库对象管理函数......................................................... 319

1.6.26.8 索引维护函数..................................................................... 321

1.6.26.9 通用文件访问函数............................................................. 322

1.6.26.10 咨询锁函数....................................................................... 323

1.6.27 触发器函数................................................................................325

1.6.28 事件触发器函数........................................................................326

1.6.28.1 捕获命令结尾的改变......................................................... 326

1.6.28.2 通过 DDL命令删除处理的对象....................................... 326

1.6.28.3 处理表重写事件................................................................. 328

1.7 类型转换.................................................................................. 329

1.7.1 概述................................................................................................329

1.7.2 操作符............................................................................................331

1.7.3 函数................................................................................................335

1.7.4 值存储............................................................................................338

1.7.5 UNION,CASE和关联构造...........................................................339

1.8 索引......................................................................................... 341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

1.8.1 介绍................................................................................................341

1.8.2 多字段索引....................................................................................345

1.8.3 索引和 ORDER BY.......................................................................346

1.8.4 组合多个索引................................................................................347

1.8.5 唯一索引........................................................................................348

1.8.6 表达式上的索引............................................................................348

1.8.7 部分索引........................................................................................349

1.8.8 操作类和操作簇............................................................................352

1.8.9 索引和排序....................................................................................353

1.8.10 检查索引的使用........................................................................354

1.9 并发控制.................................................................................. 355

1.9.1 介绍................................................................................................355

1.9.2 事务隔离........................................................................................356

1.9.2.1 读已提交隔离级别............................................................... 357

1.9.2.2 可重复读隔离级别............................................................... 358

1.9.2.3 可串行化隔离级别............................................................... 359

1.9.3 显式锁定........................................................................................362

1.9.3.1 表级锁................................................................................... 362

1.9.3.2 行级锁................................................................................... 365

1.9.3.3 页面级锁............................................................................... 366

1.9.3.4 死锁....................................................................................... 366

1.9.3.5 咨询锁................................................................................... 367

1.9.4 应用层数据完整性检查................................................................368

1.9.5 警告................................................................................................369

1.9.6 锁和索引........................................................................................370

1.10 性能提示.................................................................................. 370

1.10.1 使用 EXPLAIN..........................................................................370

1.10.1.1EXPLAIN 基础.................................................................... 371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I

1.10.1.2EXPLAIN ANALYZE.......................................................... 379

1.10.1.3 警告..................................................................................... 384

1.10.2 规划器使用的统计信息............................................................386

1.10.3 用明确的 JOIN语句控制规划器............................................. 388

1.10.4 向数据库中添加记录................................................................390

1.10.4.1 关闭自动提交..................................................................... 390

1.10.4.2 使用 COPY..........................................................................390

1.10.4.3 数据加载工具 pg_bulkload................................................ 391

1.10.4.4 删除索引............................................................................. 401

1.10.4.5 删除外键约束..................................................................... 401

1.10.4.6 增大 maintenance_work_mem............................................401

1.10.4.7 增大 max_wal_size..............................................................402

1.10.4.8 禁用WAL归档和流复制...................................................402

1.10.4.9 运行 ANALYZE..................................................................402

1.10.4.10pg_dump的一些注意事项................................................ 402

1.10.5 非持久性设置............................................................................403

2 开发编程.....................................................................................404

2.1 过程语言.................................................................................. 404

2.2 PL/pgSQL - SQL过程语言......................................................... 404

2.2.1 概述................................................................................................404

2.2.1.1 使用 PL/pgSQL的优点........................................................ 405

2.2.1.2 支持的参数和结果数据类型............................................... 405

2.2.2 PL/pgSQL的结构..........................................................................406

2.2.3 声明................................................................................................407

2.2.3.1 声明函数参数....................................................................... 408

2.2.3.2 别名........................................................................................411

2.2.3.3 拷贝类型................................................................................411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II

2.2.3.4 行类型....................................................................................411

2.2.3.5 记录类型............................................................................... 412

2.2.3.6PL/pgSQL变量的排序规则.................................................. 413

2.2.4 表达式............................................................................................414

2.2.5 基本语句........................................................................................414

2.2.5.1 赋值....................................................................................... 414

2.2.5.2 执行一个没有结果的命令................................................... 415

2.2.5.3 执行一个仅有单行结果的查询........................................... 415

2.2.5.4 执行动态命令....................................................................... 417

2.2.5.5 获取结果状态....................................................................... 421

2.2.5.6 什么也不做........................................................................... 422

2.2.6 控制结构........................................................................................422

2.2.6.1 从函数返回........................................................................... 422

2.2.6.2 条件....................................................................................... 425

2.2.6.3 简单循环............................................................................... 429

2.2.6.4 遍历命令结果....................................................................... 431

2.2.6.5 遍历数组............................................................................... 433

2.2.6.6 捕获错误............................................................................... 434

2.2.6.7 获取执行位置信息............................................................... 438

2.2.7 游标................................................................................................439

2.2.7.1 声明游标变量....................................................................... 439

2.2.7.2 打开游标............................................................................... 440

2.2.7.3 使用游标............................................................................... 441

2.2.7.4 通过游标结果进行循环....................................................... 445

2.2.8 错误和消息....................................................................................445

2.2.8.1 报告错误和消息................................................................... 445

2.2.8.2 检查断言............................................................................... 447

2.2.9 触发器过程....................................................................................448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III

2.2.9.1 对数据变化的触发............................................................... 448

2.2.9.2 事件触发器........................................................................... 457

2.2.10 PL/pgSQL的内部..........................................................................458

2.2.10.1 变量替换............................................................................. 458

2.2.10.2 计划缓存............................................................................. 460

2.2.11 PL/pgSQL开发提示......................................................................462

2.2.11.1 引号标记处理......................................................................462

2.2.11.2 额外的编译时检查..............................................................464

2.2.12 从 Oracle PL/SQL 进行移植.................................................... 465

2.2.12.1 移植样例............................................................................. 465

2.2.12.2 注意事项............................................................................. 472

2.2.12.3 优化 PL/pgSQL函数.......................................................... 473

2.2.12.4 附录..................................................................................... 473

2.3 PL/Python - Python 过程语言..................................................... 477

2.3.1 Python 2 vs. Python 3.....................................................................477

2.3.2 PL/Python 函数.............................................................................478

2.3.3 数据值............................................................................................480

2.3.3.1 数据类型映射....................................................................... 480

2.3.3.2Null, None...............................................................................481

2.3.3.3Arrays, Lists............................................................................481

2.3.3.4 复合类型............................................................................... 482

2.3.3.5 集合返回函数....................................................................... 484

2.3.4 共享数据........................................................................................486

2.3.5 匿名代码块....................................................................................486

2.3.6 触发器函数....................................................................................486

2.3.7 数据库访问....................................................................................487

2.3.7.1 数据库访问函数................................................................... 487

2.3.7.2 捕获错误............................................................................... 491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IV

2.3.8 显式子事务....................................................................................492

2.3.8.1 子事务内容管理器............................................................... 492

2.3.8.2 旧的 Python版本.................................................................. 493

2.3.9 实用函数........................................................................................494

2.3.10 环境变量....................................................................................495

2.4 服务器编程接口........................................................................ 495

2.4.1 接口函数........................................................................................496

2.4.1.1SPI_connect............................................................................ 496

2.4.1.2SPI_finish............................................................................... 496

2.4.1.3SPI_push................................................................................. 497

2.4.1.4SPI_pop...................................................................................497

2.4.1.5SPI_execute............................................................................ 498

2.4.1.6SPI_exec................................................................................. 501

2.4.1.7SPI_execute_with_args...........................................................501

2.4.1.8SPI_prepare.............................................................................503

2.4.1.9SPI_prepare_cursor.................................................................504

2.4.1.10SPI_prepare_params............................................................. 505

2.4.1.11SPI_getargcount....................................................................506

2.4.1.12SPI_getargtypeid...................................................................506

2.4.1.13SPI_is_cursor_plan............................................................... 506

2.4.1.14SPI_execute_plan..................................................................507

2.4.1.15SPI_execute_plan_with_paramlist........................................508

2.4.1.16SPI_execp............................................................................. 509

2.4.1.17SPI_cursor_open...................................................................510

2.4.1.18SPI_cursor_open_with_args................................................. 511

2.4.1.19SPI_cursor_open_with_paramlist.........................................512

2.4.1.20SPI_cursor_find.................................................................... 513

2.4.1.21SPI_cursor_fetch...................................................................513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V

2.4.1.22SPI_cursor_move..................................................................514

2.4.1.23SPI_scroll_cursor_fetch........................................................514

2.4.1.24SPI_scroll_cursor_move.......................................................515

2.4.1.25SPI_cursor_close.................................................................. 516

2.4.1.26SPI_keepplan........................................................................ 516

2.4.1.27SPI_saveplan.........................................................................517

2.4.2 接口支持函数................................................................................518

2.4.2.1SPI_fname...............................................................................518

2.4.2.2SPI_fnumber........................................................................... 518

2.4.2.3SPI_getvalue........................................................................... 519

2.4.2.4SPI_getbinval..........................................................................519

2.4.2.5SPI_gettype.............................................................................520

2.4.2.6SPI_gettypeid..........................................................................521

2.4.2.7SPI_getrelname.......................................................................521

2.4.2.8SPI_getnspname..................................................................... 522

2.4.3 内存管理........................................................................................522

2.4.3.1SPI_palloc...............................................................................523

2.4.3.2SPI_repalloc............................................................................523

2.4.3.3SPI_pfree................................................................................ 524

2.4.3.4SPI_copytuple.........................................................................524

2.4.3.5SPI_returntuple....................................................................... 524

2.4.3.6SPI_modifytuple..................................................................... 525

2.4.3.7SPI_freetuple.......................................................................... 526

2.4.3.8SPI_freetuptable......................................................................526

2.4.3.9SPI_freeplan............................................................................527

2.4.4 数据改变的可视性........................................................................527

2.4.5 例子................................................................................................528

2.5 libpq - C库................................................................................532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VI

2.5.1 参数关键词....................................................................................532

2.5.2 数据库连接控制功能....................................................................532

2.6 Java访问 HighGo DB.................................................................533

2.6.1 jdk的安装......................................................................................533

2.6.2 Eclipse环境的搭配....................................................................... 535

2.6.3 HighGo DB数据库 JDBC驱动配置............................................537

2.6.4 编写程序、连接 HighGo DB数据库.......................................... 539

2.7 hibernate与 HighGo DB整合..................................................... 543

2.7.1 HighGo DB中创建新库及表....................................................... 543

2.7.2 Eclipse中创建新项目................................................................... 544

2.7.3 下载 hibernate jar包，并进行配置..............................................546

2.7.4 编 写 持 久 类 Student.java, 并 创 建 hibernate 映 射 文 件

student.hbm.xml......................................................................................... 548

2.7.5 编写取得 session的类 HibernateUtil.java....................................550

2.7.6 编写操作数据库的 java文件 DAOImp.java............................... 551

2.7.7 配置 hibernate 的描述文件 hibernate.cfg.xml及 log4j 初始化文件

553

2.7.8 编写业务逻辑处理文件 BM.java................................................. 554

2.7.9 测试运行 BM.java 并查看 HighGo DB数据库中的结果..........555

2.8 Oracle数据迁移至 HighGo DB................................................... 556

2.8.1 数据移植........................................................................................556

2.8.1.1HighGo DB数据库的安装、配置及初始化........................556

2.8.1.2 创建登录角色....................................................................... 557

2.8.1.3 创建表空间........................................................................... 557

2.8.1.4 创建数据库........................................................................... 558

2.8.1.5 整理 SQL脚本......................................................................560

2.8.2 程序移植........................................................................................562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VII

2.8.2.1JDBC的调整..........................................................................562

2.8.2.2 数据分页的调整................................................................... 565

2.8.2.3 外连接的调整....................................................................... 569

2.8.2.4 子查询的调整....................................................................... 571

2.8.2.5 序列、触发器的调整........................................................... 573

3 错误代码.....................................................................................575

4 SQL命令.......................................................................................581

4.1 ABORT.....................................................................................581

4.2 ALTERAGGREGATE................................................................582

4.3 ALTER COLLATION................................................................. 584

4.4 ALTER CONVERSION.............................................................. 585

4.5 ALTER DATABASE...................................................................586

4.6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588

4.7 ALTER DOMAIN...................................................................... 591

4.8 ALTER EVENT TRIGGER......................................................... 594

4.9 ALTER EXTENSION................................................................. 595

4.10 ALTER FOREIGN DATAWRAPPER...........................................598

4.11 ALTER FOREIGN TABLE..........................................................599

4.12 ALTER FUNCTION................................................................... 605

4.13 ALTER GROUP.........................................................................608

4.14 ALTER INDEX..........................................................................609

4.15 ALTER LANGUAGE................................................................. 611

4.16 ALTER LARGE OBJECT............................................................611

4.17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612

4.18 ALTER OPERATOR...................................................................614

4.19 ALTER OPERATOR CLASS....................................................... 615

4.20 ALTER OPERATOR FAMILY..................................................... 616

4.21 ALTER POLICY........................................................................ 620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VIII

4.22 ALTER ROLE............................................................................621

4.23 ALTER RULE............................................................................625

4.24 ALTER SCHEMA...................................................................... 625

4.25 ALTER SEQUENCE.................................................................. 626

4.26 ALTER SERVER........................................................................629

4.27 ALTER SYSTEM.......................................................................630

4.28 ALTER TABLE..........................................................................631

4.29 ALTER TABLESPACE............................................................... 645

4.30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646

4.31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648

4.32 ALTER TEXT SEARCH PARSER................................................649

4.33 ALTER TEXT SEARCH TEMPLATE...........................................650

4.34 ALTER TRIGGER......................................................................650

4.35 ALTER TYPE............................................................................651

4.36 ALTER USER............................................................................654

4.37 ALTER USER MAPPING........................................................... 655

4.38 ALTER VIEW............................................................................656

4.39 ALTER STATISTICS..................................................................658

4.40 ANALYZE................................................................................ 659

4.41 BEGIN......................................................................................661

4.42 CHECKPOINT.......................................................................... 662

4.43 CLOSE..................................................................................... 663

4.44 CLUSTER.................................................................................664

4.45 COMMENT...............................................................................665

4.46 COMMIT.................................................................................. 670

4.47 COMMIT PREPARED................................................................671

4.48 COPY....................................................................................... 672

4.49 CREATEAGGREGATE..............................................................683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IX

4.50 CREATE CAST......................................................................... 690

4.51 CREATE COLLATION...............................................................694

4.52 CREATE CONVERSION............................................................696

4.53 CREATE DATABASE................................................................ 697

4.54 CREATE DOMAIN.................................................................... 700

4.55 CREATE EVENT TRIGGER....................................................... 703

4.56 CREATE EXTENSION...............................................................704

4.57 CREATE FOREIGN DATAWRAPPER........................................ 706

4.58 CREATE FOREIGN TABLE........................................................707

4.59 CREATE FUNCTION.................................................................711

4.60 CREATE GROUP.......................................................................719

4.61 CREATE INDEX........................................................................720

4.62 CREATE LANGUAGE............................................................... 727

4.63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730

4.64 CREATE OPERATOR................................................................ 731

4.65 CREATE OPERATOR CLASS.....................................................734

4.66 CREATE OPERATOR FAMILY...................................................737

4.67 CREATE POLICY......................................................................738

4.68 CREATE ROLE......................................................................... 742

4.69 CREATE RULE......................................................................... 747

4.70 CREATE SCHEMA....................................................................750

4.71 CREATE SEQUENCE................................................................ 752

4.72 CREATE SERVER..................................................................... 756

4.73 CREATE TABLE....................................................................... 757

4.74 CREATE TABLE AS.................................................................. 784

4.75 CREATE TABLESPACE.............................................................787

4.76 CREATE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788

4.77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789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

4.78 CREATE TEXT SEARCH PARSER............................................. 791

4.79 CREATE TEXT SEARCH TEMPLATE........................................ 792

4.80 CREATE TRANSFORM............................................................. 793

4.81 CREATE TRIGGER................................................................... 795

4.82 CREATE TYPE..........................................................................801

4.83 CREATE USER..........................................................................811

4.84 CREATE USER MAPPING.........................................................812

4.85 CREATE VIEW......................................................................... 813

4.86 CREATE STATISTICS................................................................818

4.87 DEALLOCATE..........................................................................820

4.88 DECLARE................................................................................ 820

4.89 DELETE................................................................................... 824

4.90 DISCARD................................................................................. 826

4.91 DO........................................................................................... 827

4.92 DROPAGGREGATE..................................................................828

4.93 DROP CAST............................................................................. 829

4.94 DROP COLLATION...................................................................830

4.95 DROP CONVERSION................................................................831

4.96 DROP DATABASE.................................................................... 832

4.97 DROP DOMAIN........................................................................ 832

4.98 DROP EVENT TRIGGER........................................................... 833

4.99 DROP EXTENSION...................................................................834

4.100 DROP FOREIGN DATAWRAPPER.........................................835

4.101 DROP FOREIGN TABLE........................................................ 835

4.102 DROP FUNCTION................................................................. 836

4.103 DROP GROUP....................................................................... 837

4.104 DROP INDEX........................................................................ 838

4.105 DROP LANGUAGE................................................................839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I

4.106 DROPMATERIALIZED VIEW............................................... 839

4.107 DROP OPERATOR.................................................................840

4.108 DROP OPERATOR CLASS..................................................... 841

4.109 DROP OPERATOR FAMILY................................................... 842

4.110 DROP OWNED......................................................................843

4.111 DROP POLICY...................................................................... 844

4.112 DROP ROLE..........................................................................845

4.113 DROP RULE..........................................................................845

4.114 DROP SCHEMA.................................................................... 846

4.115 DROP SEQUENCE.................................................................847

4.116 DROP SERVER......................................................................848

4.117 DROP TABLE........................................................................ 848

4.118 DROP TABLESPACE............................................................. 849

4.119 DROP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850

4.120 DROP TEXT SEARCH DICTIONARY..................................... 851

4.121 DROP TEXT SEARCH PARSER..............................................851

4.122 DROP TEXT SEARCH TEMPLATE.........................................852

4.123 DROP TRANSFORM..............................................................853

4.124 DROP TRIGGER....................................................................854

4.125 DROP TYPE.......................................................................... 854

4.126 DROP USER..........................................................................855

4.127 DROP USER MAPPING......................................................... 855

4.128 DROPVIEW..........................................................................856

4.129 DROP STATISTICS................................................................ 857

4.130 END......................................................................................858

4.131 EXECUTE............................................................................. 858

4.132 EXPLAIN.............................................................................. 859

4.133 FETCH..................................................................................865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II

4.134 GRANT.................................................................................869

4.135 IMPORT FOREIGN SCHEMA.................................................877

4.136 INSERT.................................................................................879

4.137 LISTEN.................................................................................886

4.138 LOAD................................................................................... 887

4.139 LOCK................................................................................... 887

4.140 MOVE...................................................................................890

4.141 NOTIFY................................................................................ 892

4.142 PREPARE..............................................................................894

4.143 PREPARE TRANSACTION.....................................................896

4.144 REASSIGN OWNED.............................................................. 898

4.145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 899

4.146 REINDEX..............................................................................900

4.147 RELEASE SAVEPOINT..........................................................903

4.148 RESET.................................................................................. 904

4.149 REVOKE...............................................................................904

4.150 ROLLBACK.......................................................................... 909

4.151 ROLLBACK PREPARED........................................................910

4.152 ROLLBACK TO SAVEPOINT................................................. 910

4.153 SAVEPOINT.......................................................................... 912

4.154 SECURITY LABEL................................................................913

4.155 SELECT................................................................................ 915

4.156 SELECT INTO....................................................................... 940

4.157 SET.......................................................................................941

4.158 SET CONSTRAINTS..............................................................944

4.159 SET ROLE.............................................................................945

4.160 SET SESSIONAUTHORIZATION...........................................947

4.161 SET TRANSACTION............................................................. 948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III

4.162 SHOW...................................................................................951

4.163 START TRANSACTION......................................................... 952

4.164 TRUNCATE...........................................................................953

4.165 UNLISTEN............................................................................955

4.166 UPDATE................................................................................956

4.167 VACUUM..............................................................................960

4.168 VALUES................................................................................964

5 函数用法.....................................................................................966

5.1 通用函数.......................................................................................966

5.1.1 timestamptz_pl_int32..................................................................... 966

5.1.2 timestamptz_pl_int64..................................................................... 967

5.1.3 timestamptz_mi_int32....................................................................968

5.1.4 timestamptz_mi_int64....................................................................968

5.1.5 timestamptz_pl_float4....................................................................969

5.1.6 timestamptz_pl_float8....................................................................970

5.1.7 timestamptz_mi_float4...................................................................970

5.1.8 timestamptz_mi_float8...................................................................971

5.1.9 timestamp_pl_int32........................................................................972

5.1.10 timestamp_pl_int64........................................................................972

5.1.11 timestamp_mi_int32.......................................................................973

5.1.12 timestamp_mi_int64.......................................................................974

5.1.13 timestamp_pl_float4.......................................................................975

5.1.14 timestamp_pl_float8.......................................................................975

5.1.15 timestamp_mi_float4......................................................................976

5.1.16 timestamp_mi_float8......................................................................977

5.1.17 int32_pl_timestamp........................................................................977

5.1.18 int64_pl_timestamp........................................................................978

5.1.19 float4_pl_timestamp.......................................................................979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IV

5.1.20 float8_pl_timestamp.......................................................................980

5.1.21 int32_pl_timestamptz..................................................................... 980

5.1.22 int64_pl_timestamptz..................................................................... 981

5.1.23 float4_pl_timestamptz....................................................................982

5.1.24 float8_pl_timestamptz....................................................................983

5.1.25 text_to_int16...................................................................................983

5.1.26 text_to_int32...................................................................................984

5.1.27 text_to_int64...................................................................................985

5.1.28 text_to_numeric..............................................................................985

5.1.29 sys_guid..........................................................................................986

5.1.30 tz_offset..........................................................................................987

5.2 日期/时间函数...........................................................................988

5.2.1 trunc...................................................................................................988

5.2.2 round..................................................................................................994

5.2.3 next_day............................................................................................ 999

5.2.4 last_day............................................................................................1002

5.2.5 months_between..............................................................................1003

5.2.6 add_months..................................................................................... 1004

5.2.7 new_time......................................................................................... 1006

5.2.8 numtodsinterval...............................................................................1006

5.2.9 numtoyminterval............................................................................. 1007

5.2.10 systimestamp................................................................................. 1008

5.2.11 sys_extract_utc.............................................................................. 1009

5.2.12 sessiontimezone.............................................................................1009

5.2.13 sysdate........................................................................................... 1010

5.2.14. dbtimezone................................................................................... 1010

5.2.15. from_tz......................................................................................... 1011

5.2.16. days_between............................................................................... 1012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V

5.2.17. days_between_tmtz...................................................................... 1012

5.3 字符[串]函数...........................................................................1013

5.3.1 nlssort........................................................................................... 1013

5.3.2 set_nls_sort...................................................................................1014

5.3.3 unistr.............................................................................................1015

5.3.4 instr...............................................................................................1015

5.3.5 regexp_instr..................................................................................1018

5.3.6 regexp_count................................................................................ 1020

5.3.7 regexp_substr............................................................................... 1021

5.3.8 soundex.........................................................................................1023

5.3.9 instrb.............................................................................................1023

5.3.10 ascii...............................................................................................1024

5.3.11 vsize..............................................................................................1025

5.3.12 dump.............................................................................................1026

5.3.13 substr............................................................................................ 1028

5.3.14 lpad............................................................................................... 1030

5.3.15 rpad...............................................................................................1033

5.3.16 rtrim..............................................................................................1036

5.3.17 btrim............................................................................................. 1040

5.3.18 length............................................................................................1043

5.3.19 substrb.......................................................................................... 1045

5.3.20 ltrim.............................................................................................. 1047

5.4 转化函数................................................................................ 1049

5.4.1 to_date.......................................................................................... 1049

5.4.2 to_char..........................................................................................1051

5.4.3 to_number.....................................................................................1052

5.4.4 bin_to_num...................................................................................1054

5.4.5 interval_to_seconds......................................................................1054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VI

5.4.6 hex_to_decimal............................................................................ 1055

5.4.7 to_binary_double..........................................................................1056

5.4.8 to_binary_float............................................................................. 1057

5.4.9 to_yminterval............................................................................... 1059

5.4.10 to_dsinterval................................................................................. 1059

5.4.11 to_multi_byte............................................................................... 1060

5.4.12 to_single_byte.............................................................................. 1060

5.4.13 bitand............................................................................................1061

5.4.14 to_timestamp_tz........................................................................... 1063

5.5 NULL 相关函数......................................................................1063

5.5.1 nvl.................................................................................................1063

5.5.2 nvl2...............................................................................................1065

5.5.3 lnnvl..............................................................................................1065

5.6 数学函数................................................................................ 1066

5.6.1 remainder......................................................................................1066

5.6.2 sinh............................................................................................... 1067

5.6.3 Cosh..............................................................................................1068

5.6.4 Tanh..............................................................................................1068

5.6.5 Nanvl............................................................................................ 1069

5.7 其他函数................................................................................ 1072

5.7.1 1sys_context................................................................................. 1072

5.7.2 userenv......................................................................................... 1073

5.7.3 set................................................................................................. 1074

5.7.4 uid.................................................................................................1075

5.7.5 decode...........................................................................................1075

5.8 聚集函数................................................................................ 1090

5.8.1 listagg........................................................................................... 1090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VII

5.8.2 listagg_finalfn...............................................................................1092

5.8.3 Listagg1_transfn...........................................................................1092

5.8.4 Listagg2_transfn...........................................................................1092

5.8.5 Wm_concat...................................................................................1092

5.8.6 median.......................................................................................... 1093

5.8.7 median4_transfn，median8_transfn............................................ 1094

5.8.8 median4_finalfn, median8_finalfn............................................... 1094

5.9 操作符相关的函数.................................................................. 1094

5.9.1 add_days_to_timestamp............................................................... 1094

5.9.2 subtract......................................................................................... 1097

5.10 plvdate.................................................................................... 1099

5.10.1 plvdate.add_bizdays..................................................................... 1099

5.10.2 plvdate.nearest_bizday................................................................. 1100

5.10.3 plvdate.next_bizday......................................................................1101

5.10.4 plvdate.bizdays_between..............................................................1101

5.10.5 plvdate.prev_bizday..................................................................... 1102

5.10.6 plvdate.isbizday............................................................................1102

5.10.7 plvdate.set_nonbizday.................................................................. 1103

5.10.8 plvdate.unset_nonbizday.............................................................. 1105

5.10.9 plvdate.use_easter.........................................................................1106

5.10.10 plvdate.unuse_easter.................................................................1107

5.10.11 plvdate.using_easter................................................................. 1108

5.10.12 plvdate.use_great_friday.......................................................... 1108

5.10.13 plvdate.unuse_great_friday.......................................................1110

5.10.14 plvdate.using_great_friday....................................................... 1110

5.10.15 plvdate.include_start.................................................................1111

5.10.16 plvdate.noinclude_start.............................................................1112

5.10.17 plvdate.version..........................................................................1113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VIII

5.10.18 plvdate. default_holidays..........................................................1113

5.10.19 plvdate.days_inmonth...............................................................1114

5.10.20 plvdate.isleapyear..................................................................... 1115

5.11 plvstr.......................................................................................1115

5.11.1 plvstr.rvrs...................................................................................... 1115

5.11.2 plvstr.normalize............................................................................ 1117

5.11.3 plvstr.is_prefix.............................................................................. 1117

5.11.4 plvstr.lpart.....................................................................................1120

5.11.5 plvstr.rpart.....................................................................................1122

5.11.6 plvstr.lstrip....................................................................................1124

5.11.7 plvstr.rstrip....................................................................................1125

5.11.8 plvstr.swap....................................................................................1126

5.11.9 plvstr.betwn.................................................................................. 1127

5.11.10 plvstr.left...................................................................................1130

5.11.11 plvstr.right.................................................................................1131

5.11.12 plvstr.instr................................................................................. 1132

5.12 plvchr......................................................................................1132

5.12.1 plvchr.nth......................................................................................1132

5.12.2 plvchr.first.....................................................................................1133

5.12.3 plvchr.last..................................................................................... 1133

5.12.4 plvchr.is_kind............................................................................... 1134

5.12.5 plvchr.is_blank............................................................................. 1135

5.12.6 plvchr.is_digit............................................................................... 1136

5.12.7 plvchr.is_quote............................................................................. 1137

5.12.8 plvchr.is_other.............................................................................. 1138

5.12.9 plvchr.is_letter.............................................................................. 1139

5.12.10 plvchr.char_name..................................................................... 1140

5.12.11 plvchr.quoted1.......................................................................... 1141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IX

5.12.12 plvchr.stripped.......................................................................... 1141

5.13 plvsubst...................................................................................1142

5.13.1 plvsubst.string...............................................................................1143

5.13.2 plvsubst.setsubst........................................................................... 1146

5.13.3 plvsubst.subst............................................................................... 1147

5.14 plvlex......................................................................................1148

5.14.1 plvlex.tokens.................................................................................1148

5.15 utl_file.................................................................................... 1150

5.15.1 utl_file.fopen................................................................................ 1150

5.15.2 utl_file.is_open............................................................................. 1151

5.15.3 utl_file.get_line.............................................................................1152

5.15.4 utl_file.get_nextline......................................................................1153

5.15.5 utl_file.put.................................................................................... 1153

5.15.6 utl_file.new_line...........................................................................1154

5.15.7 utl_file.put_line............................................................................ 1154

5.15.8 utl_file.putf................................................................................... 1156

5.15.9 utl_file.fflush................................................................................ 1157

5.15.10 utl_file.fclose............................................................................1158

5.15.11 utl_file.fclose_all......................................................................1158

5.15.12 utl_file.fremove........................................................................ 1158

5.15.13 utl_file.frename........................................................................ 1159

5.15.14 utl_file_fcopy........................................................................... 1160

5.15.15 utl_file.fgetattr..........................................................................1161

5.15.16 utl_file.tmpdir...........................................................................1162

5.15.17 package utl_file中函数的举例：........................................... 1162

5.16 plunit...................................................................................... 1165

5.16.1 plunit.assert_true.......................................................................... 1165

5.16.2 plunit.assert_false......................................................................... 1166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X

5.16.3 plunit.assert_null.......................................................................... 1167

5.16.4 plunit.assert_not_null................................................................... 1168

5.16.5 plunit_assert_equals..................................................................... 1170

5.16.6 plunit.assert_not_equals............................................................... 1172

5.16.7 plunit.fail...................................................................................... 1175

5.17 dbms_output............................................................................ 1176

5.17.1 dbms_output.enable......................................................................1176

5.17.2 dbms_output.disable.....................................................................1177

5.17.3 dbms_output.put........................................................................... 1177

5.17.4 dbms_output.new_line................................................................. 1177

5.17.5 dbms_output.put_line................................................................... 1178

5.17.6 dbms_output.get_line................................................................... 1178

5.17.7 dbms_output.get_lines..................................................................1179

5.17.8 dbms_output.serveroutput............................................................ 1179

5.17.9 dbms_output中的函数示例：.................................................... 1180

5.18 dbms_pipe............................................................................... 1184

5.18.1 dbms_pipe.create_pipe................................................................. 1184

5.18.2 dbms_pipe.pack_message............................................................ 1185

5.18.3 dbms_pipe.unpack_message_XXX..............................................1188

5.18.4 dbms_pipe.send_message.............................................................1191

5.18.5 dbms_pipe.receive_message........................................................ 1193

5.18.6 dbms_pipe.unique_session_name................................................ 1194

5.18.7 dbms_pipe.list_pipes.................................................................... 1194

5.18.8 dbms_pipe.next_item_type...........................................................1195

5.18.9 dbms_pipe.reset_buffer................................................................ 1195

5.18.10 dbms_pipe.purge...................................................................... 1196

5.18.11 dbms_pipe.remove_pipe...........................................................1196

5.18.12 dbms_pipe中函数的示例....................................................... 1197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XI

5.19 dbms_alert...............................................................................1200

5.19.1 dbms_alert.register....................................................................... 1200

5.19.2 dbms_alert.remove....................................................................... 1200

5.19.3 dbms_alert.removeall................................................................... 1201

5.19.4 dbms_alert.signal..........................................................................1202

5.19.5 dbms_alert.waitany...................................................................... 1203

5.19.6 dbms_alert.waitone...................................................................... 1204

5.19.7 dbms_alert.set_defaults................................................................ 1205

5.19.8 dbms_alert.defered_signal............................................................1206

5.19.9 dbms_alert._signal........................................................................1207

5.20 dbms_utility.............................................................................1208

5.20.1 dbms_utility.format_call_stack.................................................... 1208

5.21 dbms_assert............................................................................. 1210

5.21.1 dbms_assert.enquote_literal......................................................... 1210

5.21.2 dbms_assert.enquote_name..........................................................1211

5.21.3 dbms_assert.noop......................................................................... 1211

5.21.4 dbms_assert.schema_name.......................................................... 1212

5.21.5 dbms_assert.object_name.............................................................1213

5.21.6 dbms_assert.simple_sql_name..................................................... 1213

5.21.7 dbms_assert.qualified_sql_name..................................................1214

5.22 dbms_random.......................................................................... 1215

5.22.1 dbms_random.initialize................................................................ 1215

5.22.2 dbms_random.normal...................................................................1215

5.22.3 dbms_random.random..................................................................1216

5.22.4 dbms_random.seed.......................................................................1216

5.22.5 dbms_random.string.....................................................................1218

5.22.6 dbms_random.terminate...............................................................1218

5.22.7 dbms_random.value..................................................................... 1219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XII

5.23 oracle.varchar2 type support.......................................................1220

5.23.1 varchar2in.....................................................................................1220

5.23.2 varchar2out...................................................................................1221

5.23.3 varchar2_transform...................................................................... 1222

5.23.4 varchar2typmodout.......................................................................1223

5.23.5 varchar2typmodin.........................................................................1223

5.23.6 varchar2send.................................................................................1224

5.23.7 nvarchar2recv............................................................................... 1225

5.23.8 nvarchar2in...................................................................................1225

5.23.9 nvarchar2out.................................................................................1226

5.23.10 nvarchar2_transform................................................................ 1227

5.23.11 nvarchar2send...........................................................................1227

5.23.12 nvarchar2typmodin...................................................................1228

5.23.13 nvarchar2typmodout.................................................................1228

5.23.14 varchar2....................................................................................1228

5.23.15 nvarchar2..................................................................................1229

5.24 text and integer.........................................................................1230

5.24.1 textinteq........................................................................................1230

5.24.2 extint4ge....................................................................................... 1231

5.24.3 textint4gt.......................................................................................1231

5.24.4 textint4le.......................................................................................1232

5.24.5 textint4lt....................................................................................... 1233

5.24.6 textint4ne......................................................................................1233

5.25 version.................................................................................... 1234

5.25.1 get_major_version........................................................................1234

5.25.2 get_major_version_num...............................................................1234

5.25.3 get_full_version_num...................................................................1235

5.25.4 get_platform................................................................................. 1235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XXXIII

5.25.5 get_status......................................................................................1236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

1 SQL语言

本章描述SQL的语法。它构成了理解后续具体介绍如何使用SQL定义和修改

数据的章节的基础。

我们也建议那些已经很熟悉SQL的用户仔细阅读本章，因为本章包含一些同

SQL数据库实现的以及HighGo DB中特有的规则和概念。

1.1 SQL语法

1.1.1 词法结构

SQL输入由一系列命令序列组成。一条命令由一个记号序列构成，用一个分号

(";")结尾。输入流的末端也会标志一个命令的结束。哪些记号是合法的取决于特

定命令的语法。

记号可以是一个关键词,一个 标识符、一个带引号的标识符、一个,literal(或
常量),或特殊的字符符号。记号通常由空白分隔(空格/tab/换行符)，但如果不存

在混淆的时候也可以不用(通常只是一个特殊字符与一些其它记号类型相连的时

候)。
例如，下列命令是(语法上)合法的 SQL 输入：

SELECT* FROMMY_TABLE;
UPDATE MY_TABLE SETA=6;
INSERT INTO MY_TABLEVALUES(3, 'hithere');
这里是三条命令组成的序列，每条一行(尽管并不要求这么做；多条命令可以

在一行里，单条命令也可以合理地分裂成多行)。

另外，注释可以出现在SQL输入中，它们不是标记，但实际上它们等效于空

白。

根据标识命令、操作符、参数的记号不同，SQL语法并不是非常一致。通常

头几个记号是命令名称名称，因此上面的例子我们通常可以说是一个"SELECT",
一个 "UPDATE",和一个"INSERT"命令。不过，UPDATE命令总是要求一个SET
记号出现在一个特定位置，并且这个特定的 INSERT还要求有一个VALUES才
完整。

1.1.1.1标识符和关键词

像上面例子里的SELECT,UPDATE或VALUES这样的记号都是关键字，即

SQL语言中具有特定意义的词。记号 MY_TABLE 和 A 也是标识符。它们标识

表、列或者其他数据库对象的名称名称，取决于使用它们的命令。因此它们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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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简称为"名称名称"。关键词和标识符具有相同的词法结构，这意味着我们无

法在没有语言知识的前提下区分一个标识符和关键词。

SQL标识符和关键字必须以一个字母(a-z 以及带变音符的字母和非拉丁字

母)或下划线(_)开头，随后的字符可以是字母、下划线、数字(0-9)、美元符号($)。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SQL标准，美元符号不允许出现在标识符中，因此它们的使

用可能会降低应用的可移植性。SQL标准不会定义包含数字或者以下划线开头或

结尾的关键字，因此按照这里的格式定义的标识符是安全的，不会和将来标准的

扩展特性冲突。

系统中一个标识符的长度不能超过 NAMEDATALEN-1 字节，在命令中可以写

超过此长度的标识符，但是它们会被截断。NAMEDATALEN的缺省值是 64，
因此标识符最大长度是 63。如果觉得这个限制有问题，那么您可以在

src/include/pg_config_manual.h 里修改 NAMEDATALEN 来改变它。

关键词和不被引号修饰的标识符是大小写不敏感的。因此UPDATE
MY_TABLE SET A=5; 也可以等效地写成 uPDaTE my_TabLE SeT a=5;一种常

见的习惯是把关键字写成大写，而名称名称等用小写：

UPDATE my_table SET a=5;
有第二种标识符：受限标识符或被引号修饰的标识符。它是通过在引号（"）

中包围任意字符序列形成的。受限标识符总是一个标识符，而不是关键字。因此，

您可以用"select"表示一个字段或者表的名称名称，而一个没有引号的"select"将
被当做一个关键词，从而在本应使用表或列名的地方引起解析错误。上面的例子

可以用引号包围的标识符这么写：

UPDATE "my_table" SET "a"=5;

受限标识符可以包含任何字符，除了代码为 0的字符（如果要包含一个双引

号，则写两个双引号）。这使得可以构建原本不被允许的表或列的名称，例如包

含空格或花号的名称名称。但是长度限制依然有效。

一种受限标识符的变体允许包括转义的用代码点标识的 Unicode字符。这种

变体以 U&（大写或小写 U跟上一个花号）开始，后面紧跟双引号修饰的名称，

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空白，如 U&"foo"（注意这里与操作符&似乎有一些混淆，但

是在&操作符周围使用空白避免了这个问题）。在引号内，Unicode 字符可以以

转义的形式指定：反斜线接上 4位 16进制代码点号码或者反斜线和加号接上 6

位 16进制代码点号码。例如，标识符"data"可以写成：

U&"d\0061t\+000061"
下例用斯拉夫语字母写俄文"slon"（象）。

U&"\0441\043B\043E\043D"

如果希望使用其他转义字符来代替反斜线，可以在字符串后使用 UESCAPE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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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例如：

U&"d!0061t!+000061" UESCAPE '!'

转义字符可以是除了 16进制位、加号、单引号、双引号、空白字符之外的

任意单个字符。注意转义字符是被写在单引号而不是双引号内。

为了在标识符中包括转义字符本身，将其写两次即可。

Unicode转义语法只有在服务器编码为 UTF8时才起效。当使用其他服务器

编码时，只有在 ASCII 范围内（最高到\007F）的编码点才能被使用。4 位和 6

位形式都可以被用来定义 UTF-16代理对来组成代码点大于 U+FFFF的字符，尽

管 6位形式的存在使得这种做法变得不必要（代理对并不被直接存储，而是被绑

定到一个单独的代码点然后被编码到 UTF-8）。

将一个标识符变得受限同时也使它变成大小写敏感的，反之非受限名称总是

被转换成小写形式。例如，标识符 FOO、foo和"foo"被认为是相同的，而"Foo"

和"FOO"则互不相同且也不同于前面三个标识符（将非受限名称名称转换为小写

形式与 SQL标准是不兼容的，SQL标准中要求将非受限名称转换为大写形式。

这样根据标准，foo应该和 "FOO"而不是"foo"相同。如果希望写一个可移植的应

用，我们应该总是用引号修饰一个特定名称名称或者 从不使用 引号修饰）。

1.1.1.2常量

在 HighGo DB里有三种隐式常量：字符串、位串、数值。常量也可以声明

为明确的类型，这样就可以使用更准确的表现形式以及可以通过系统更有效地处

理。这些将在后面的小节描述。

字符串常量

在 SQL中，一个字符串常量是一个由单引号（'）包围的任意字符序列，例

如'This is a string'。为了在一个字符串中包括一个单引号，可以写两个相连的单

引号，例如'Dianne''s horse'。注意这和一个双引号（"）不同。

两个只由空白及至少一个新行分隔的字符串常量会被连接在一起，并且将作

为一个写在一起的字符串常量来对待。例如：

SELECT 'foo'

'bar';

等同于：

SELECT 'foobar';

但是：

SELECT 'foo'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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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是合法的语法。

C风格转义的字符串常量

HighGo DB也接受"转义"字符串常量，这也是SQL标准的一个扩展。一个转

义字符串常量可以通过在开单引号前面写一个字母E（大写或小写形式）来指定，

例如E'foo'（当一个转义字符串常量跨行时，只在第一个开引号之前写E）。在

一个转义字符串内部，一个反斜线字符（\）会开始一个 C 风格的反斜线转义

序列，在其中反斜线和后续字符的组合表示一个特殊的字节值可参阅表1.1。
表 1.1 反斜杠逃逸序列

反斜杠逃逸序列 解释

\b 退格

\f 换页

\n 换行

\r 回车

\t 水平制表符

\o, \oo, \ooo (o = 0 - 7) 八进制字节值

\xh, \xhh (h = 0 - 9, A - F) 十六进制值

\uxxxx, \Uxxxxxxxx (x = 0 - 9, A - F) 16 或 32位十六进制 Unicode 字符值

跟随在一个反斜线后面的任何其他字符被当做其字面意思。因此，要包括一

个反斜线字符，请写两个反斜线（\\）。在一个转义字符串中包括一个单引号除

了普通方法''之外，还可以写成\'。

你要负责保证你创建的字节序列由服务器字符集编码中合法的字符组成，特

别是在使用八进制或十六进制转义时。如果服务器编码为 UTF-8，那么应该使

用 Unicode 转义或替代的 Unicode 转义语法。替代方案可能是手工写出 UTF-8

编码字节，这可能会非常麻烦。

只有当服务器编码是 UTF8 时，Unicode 转义语法才能完全工作。当使用其

他服务器编码时，只有在 ASCII 范围（低于\u007F）内的代码点能够被指定。4

位和 8 位形式都能被用来指定 UTF-16 代理对，用来组成代码点超过 U+FFFF

的字符，不过 8 位形式的可用从技术上使得这种做法不再是必须的（当服务器

编码为 UTF8 并使用代理对时，它们首先被结合到一个单一代码点，然后会被用

UTF-8 编码）。

警示：如果配置参数 standard_conforming_strings 的值是 off，那么 High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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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将能够识别所有(无论有无前导 E)字符串常量中的反斜杠逃逸，不过，之前

版本中该参数的默认值为 on，意味着只在转义字符串常量中识别反斜线转义。

这种行为更兼容标准，但是可能打断依赖于历史行为（反斜线转义总是会被识别）

的应用。作为一种变通，你可以设置该参数为 off，但是最好迁移到符合新的行

为。如果你需要使用一个反斜线转义来表示一个特殊字符，为该字符串常量写上

一 个 E 。 除 standard_conforming_strings 之 外 ， escape_string_warning 和

backslash_quote配置参数也影响字符串常量中反斜杠的处理。

编码为零的字符不允许出现在字符串常量中。

Unicode 逃逸的字符串常量

HighGo DB也支持另一种类型的字符串转义语法，它允许用代码点指定任意

Unicode 字符。一个 Unicode 转义字符串常量开始于 U&（大写或小写形式的字

母 U，后跟花号），后面紧跟着开引号，之间没有任何空白，例如 U&'foo'（注

意这产生了与操作符&的混淆。在操作符周围使用空白来避免这个问题）。在引

号内，Unicode 字符可以通过写一个后跟 4 位十六进制代码点编号或者一个前

面有加号的 6 位十六进制代码点编号的反斜线来指定。例如，字符串'data'可以

被写为

U&'d\0061t\+000061'
下例用斯拉夫字母写俄文"slon"（象）。

U&'\0441\043B\043E\043D'
如果需要一个非反斜杠的不同的逃逸，可以通过在字符串之后使用

UESCAPE语句来进行声明，如：

U&"d!0061t!+000061"UESCAPE'!'

转义字符可以是出一个十六进制位、加号、单引号、双引号或空白字符之外

的任何单一字符。

只有当服务器编码是 UTF8时，Unicode 转义语法才能完全工作。当使用其

他服务器编码时，只有在 ASCII 范围（低于\u007F）内的代码点能够被指定。4

位和 8 位形式都能被用来指定 UTF-16 代理对，用来组成代码点超过 U+FFFF

的字符，不过 8 位形式的可用从技术上使得这种做法不再是必须的（当服务器

编码为 UTF8并使用代理对时，它们首先被结合到一个单一代码点，然后会被用

UTF-8 编码）。

还有，只有当配置参数 standard_conforming_strings 被打开时，用于字符串

常量的 Unicode 转义语法才能工作。这是因为否则这种语法将迷惑客户端中肯

地解析 SQL 语句，进而会导致 SQL 注入以及类似的安全性问题。如果这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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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被设置为关闭，这种语法将被拒绝并且报告一个错误消息。

要在一个字符串中包括一个表示其字面意思的转义字符，可以将它写两次。

美元引用的字符串常量

虽然用于指定字符串常量的标准语法通常都很方便，但是当字符串中包含了

很多单引号或反斜线时很难理解它，因为每一个都需要被双写。要在这种情形下

允许可读性更好的查询，HighGo DB 允许另外一种称作"美元符界定"的字符串常

量书写办法。一个美元引用的字符串常量由一个美元符号（$）、一个可选的另

个或更多字符的"标签"、另一个美元符号、一个构成字符串内容的任意字符序列、

一个美元符号、开始这个美元引用的相同标签和一个美元符号组成。比如，下面

是两个不同的用美元符界定的方法声明"Dianne'shorse"的例子：

$$Dianne'shorse$$
$SomeTag$Dianne'shorse$SomeTag$

注意在美元引用字符串中，单引号可以在不被转义的情况下使用。事实上，

在一个美元引用字符串中不需要对字符进行转义：字符串内容总是按其字面意思

写出。反斜线不是特殊的，并且美元符号也不是特殊的，除非它们是匹配开标签

的一个序列的一部分。

可以通过在每一个嵌套级别上选择不同的标签来嵌套美元引用字符串常量。

这最常被用在编写函数定义上。例如：

$function
$BEGIN

RETURN($1~$q$[\t\r\n\v\\]$q$);
END;
$function$
这 里，序列 $q$[\t\r\n\v\\]$q$ 表示一 个 美 元 符 界 定 的字 符 串 文本

[\t\r\n\v\\]，在函数体被 HighGo DB 执行的时候，它将被识别出来。但是因

为这个序列不匹配外层的界定符 $function$，所以只要考虑了外层字符串，它

就只是常量里面的普通字符而已。

如果有标签的话，一个美元符界定的字符串遵循和无引号包围的标识符相同

的 规 则 ， 只 是 它 不 能 包 含 美 元 符 。 标 签 是 大 小 写 相 关 的 ， 因 此

$tag$Stringcontent$tag$ 是正确的，而 $TAG$Stringcontent$tag$ 则是错误的。

一个后面紧跟着关键字或者标识符的美元符界定字符串必须用空白与其后

的关键字或者标识符隔开；否则美元符界定符将会被当作标识符的开头部分(否
则，美元界定符会被看成其前面的标识符)。

美元引用不是 SQL 标准的一部分，但是在书写复杂字符串文字方面，它常

常是一种比兼容标准的单引号语法更方便的方法。当要表示的字符串常量位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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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量中时它特别有用，这种情况常常在过程函数定义中出现。如果用单引号语

法，上一个例子中的每个反斜线将必须被写成四个反斜线，这在解析原始字符串

常量时会被缩减到两个反斜线，并且接着在函数执行期间重新解析内层字符串常

量时变成一个。

位串常量

位串常量看起来很像在开引号前面有一个 B(大写或小写)的普通字符串(它
们之间没有空白)，比如 B'1001'。位串常量里可以用的字符只有0和 1。另外，

位串常量可以用十六进制表示法声明，方法是使用前缀 X(大写或者小写)，比如

X'1FF'，其中的每个十六进制位等效于四个二进制位。两种形式的位串常量都可

以像普通字符串常量那样跨行连续。位串常量不能用美元符界定。

数值常量

数值常量接受下列通用的形式：

digits.[digits][e[+-]digits][digits].digits[e[+-]digits]digitse[+-]digits
这里的digits是一个或多个十进制数字(0-9)。如果有小数点，那么至少有一

位数字在小数点前面或后面。

如果出现了指数分隔符(e)那么至少有一个数字跟在它后面。在常量里不能有

空格或者其它字符。请注意任何前导加号或减号实际上都不认为是常量的一部

分；它是施加于常量的一个操作符。

这里是一些合法的数值常量的例子：

42
3.6
4.
.001
6e2
1.926e-3
如果一个数值常量既不包含小数点，也不包含指数操作符，那么如果它的数

值可以放在 integer类型中(32 位)，则认为它是 integer类型；如果它的数值可以

放在 bigint中(64 位)，则认为它是 bigint，否则认为它是 numeric类型。包含小

数点和/或指数操作符的常量总是被认为是 numeric类型。

给一个数值常量赋予初始数据类型只是类型转换算法的开端。在大多数情况

下该常量会根据环境被自动强制转换成最合适的类型。必要时，您可以通过强制

类型转换把一个数值转换成特定的数据类型。比如，您可以强制要求把一个数值

当作 real(float4)类型来看，方法是这么写：

REAL'1.23'--字符串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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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REAL--HighGo DB(历史的)风格

这些实际上只是下面讨论的通用转换的特例。

其它类型的常量

任意类型的常量都可以用下列表示法中的任何一种来输入：

type'string'
'string'::type
CAST('string' AS type)

字符串常量的文本被传递到名为 type 的类型的输入转换例程中。其结果是

指定类型的一个常量。如果对该常量的类型没有歧义（例如，当它被直接指派给

一个表列时），显式类型造型可以被忽略，在那种情况下它会被自动强制。

字符串常量可以使用常规 SQL 记号或美元引用书写。

我们还可以用函数风格的语法来声明类型转换： typename('string') ，不过

并非所有类型名都可以这样使用。::、CAST()和函数调用语法也可以用于声明任

意表达式的运行时类型转换。但是为了避免语句歧义，type'string'的形式只能用于

声明一个字面常量的类型。type'string’的另外一个限制是它不能用于数组类型(要

用::或 CAST()声明一个数组常量的类型)。
CAST()语法遵循 SQL 标准。type'string'语法是标准的一般化：SQL 只是给

少数几种数据类型声明了这个语法，但 HighGo DB 允许将其用于所有类型。

1.1.1.2 操作符

一个操作符是最多 NAMEDATALEN-1(缺省 63 个)下列字符的序列：

+ - * / < > = ~ ! @ #% ^& | ` ?
不过，有几个限制：

--和/*不能出现在操作符中的任何地方，因为它们将被作为一段注释的开始。

多字符操作符不能以+或-结束，除非其中至少还包含下列操作符之一：

~ ! @# % ^& | ` ?
比如，@- 是允许的操作符，但*-不是。这个限制允许 HighGo DB 在不要

求记号之间有空白的情况下分析 SQL 兼容的查询。当您使用非 SQL 标准的操

作符的时候，您通常需要用空白分隔相邻的操作符以避免歧义。比如，如果您定

义了一个叫@的左单目操作符，那么您就不能写成 X*@Y；而是要写成 X* @Y
以确保 HighGo DB 把它读成两个操作符。

1.1.1.3特殊字符

有些非字母数字字符有一些特殊含义，因此不能用做操作符。它们的用法细

节可以在相应的描述语法元素的地方找到。本节只是描述它们的存在和概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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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字符的作用。

 美元符号($)后面跟着数字用于在一个函数体定义或者预备语句中表示

参数的位置。在其它环境里美元符号可能是一个标识符名称名称或者是

一个美元符界定的字符串常量的一部分。

 圆括弧(())用于分组和强制优先级的时候含义与平常一样。有些场合里圆

括弧被要求的作为一个特定 SQL 命令的固定语法的一部分。

 方括弧([])用于选取数组元素。

 逗号(,)在一些语法构造里用于分隔一个列表的元素。

 分号(;)结束一条 SQL 命令。它不能出现在一条命令里的任何地方，除

了在引号包围的字符串常量或者标识符中。

 冒号(:)用于从数组中选取"切片"。在一些 SQL 语言里(比如嵌入 SQL)，
冒号用于变量名的前缀。

 星号(*)在某些环境里表示一个表的全部字段或者一个复合类型的值。在

用作聚集函数的参数时还表示该聚集并不需要明确的参数。

 句点(.)用在数字常量里，并用于分隔模式、表、字段名。

1.1.1.4注释

注释是任意以双破折号开头并延伸到行尾的任意字符序列，比如：

--This is a standard SQL comment
另外，还可以使用 C-结构的块注释：

/*multiline comment
*with nesting:/*nested block comment*/
*/
这里注释以/*开头并扩展到对应的*/。这些块注释可以嵌套，就像 SQL 标准

里说的那样(但和 C 不一样)，因此我们可以注释掉一大块已经包含块注释的代

码。注释在进一步的语法分析之前被从输入流中删除并用空白代替。

1.1.1.5词法优先级

表1.2显示了 HighGo DB 里面的操作符的优先级和关联性。大多数操作符都

有相同的优先级并且都是左关联的。 操作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被硬写在解析器

中。同样，当您把双目和单目操作符组合使用的时候，有时候也需要加圆括弧。

比如：

SELECT5!-6;
会被分析成：

SELECT5!(-6);
因为分析器不知道!被定义成了后缀操作符，而不是中缀操作符(知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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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太晚了)。要在本例中获得您需要的特性，您要写成 SELECT(5!)-6;这是我

们为扩展性付出的代价。

表 1.2 操作符优先级(递减)

操作符 /元素 关联性 描述

. 左 表/字段名分隔符

:: 左 HighGo DB 特有的类型转换操作符

[ ] 左 数组元素选择

- 右 单目负号

^ 左 幂

*/% 左 乘，除，模

+ - 左 加，减

（任意其他操作符） 左 所有其他本地以及用户定义的操作符

BETWEEN IN LIKE ILIK
E SIMILAR

范围包含，设置成员，字符串匹配

< > = <= >= <> 比较操作符

IS ISNULL NOTNULL
IS TRUE、IS FALSE、IS NULL、IS DISTINCT
FROM等

NOT 右 逻辑否定

AND 左 逻辑合取

OR 左 逻辑析取

请注意操作符优先级也适用于和上面提到的同名的内置操作符和用户定义

操作符。比如，如果您为一些客户数据类型定义一个"+"操作符，那么它和内置的

"+"操作符有同样的优先级，不管用它来干什么。如果在 OPERATOR 语法里使

用了模式修饰的操作符名，比如：

SELECT3 OPERATOR(pg_catalog.+)4;
那么 OPERATOR 构造就会有为"任意其他操作符"缺省优先级。不管出现

在 OPERATOR()中的是哪个指定操作符，这都是真的。

1.1.2 值表达式

值表达式用在各种语法环境中，比如在 SELECT命令的目标列表中，在

INSERT或者 UPDATE中用作新的列值，或者在许多命令的搜索条件中使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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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区别于一个表表达式（是一个表）的结果，一个值表达式的结果有时候被称为

一个标量。值表达式因此也被称为标量表达式（或者甚至简称为表达式）。表达

式语法允许使用算数、逻辑、集合和其他操作从原始部分计算值。

值表达式是下列内容之一：一个常量或者文字值、一个字段引用、一个函数

定义体或预备语句中的一个位置参数引用、一个下标表达式、一个字段选择表达

式、一个操作符调用、一个函数调用、一个聚集表达式、一个窗口函数调用、一

个类型转换、一个排序规则表达式、一个标量子查询、一个数组构造器、一个行

构造器、一个在圆括弧里面的值表达式(可用于子表达式分组和覆盖优先级)。
除了这个列表以外，还有许多构造可以归类为表达式，但是不遵循任何通用

的语法规则。它们通常有函数或操作符的语义。

1.1.2.1字段引用

字段可以以下述格式被引用：

correlation.columnname
correlation 是一个表的名称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或者是用 FROM 子句

这样的方法定义的表的别名，如果在当前查询所使用的所有表中，该字段名称名

称是唯一的，那么这个相关名称名称和分隔用的点就可以省略。

1.1.2.2位置参数

位置参数引用用于标识从外部给 SQL 语句的参数。参数用于SQL函数定义

语句和预备查询中。有些客户端库还支持在 SQL 命令字符串声明数据值，这种

情况下参数用于引用 SQL 字符串外部的数据。一个参数的形式如下：

$number
比如下面这个 dept 函数的定义

CREATE FUNCTION dept(text) RETURN Sdept AS $$ SELECT * FROM
dept WHEREname = $1 $$ LANGUAGE SQL;

在函数被调用的时候这里的$1将引用第一个参数。

1.1.2.3下标

如果一个表达式生成一个数组类型的数值，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样的表

达式来提取数组中的元素 expression[subscript]，如果是多个相邻的元素可以用

下面的方法抽取：

expression[lower_subscript:upper_subscript]
每个 subscript 自己都是一个表达式，它必须生成一个整数值。通常，数组

expression 必须用圆括弧包围，但如果只是一个字段引用或者一个位置参数，那

么圆括弧可以省略。同样，如果原始数组是多维的，那么多个下标可以连接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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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比如：

mytable.arraycolumn[4]
mytable.two_d_column[17][34]
$1[10:42](arrayfunction(a,b))[42]
最后一个例子里的圆括弧是必须的。

1.1.2.4域选择

如果一个表达式生成一个复合类型(行类型)，那么用下面的方法可以抽取一

个指定的字段expression.fieldname。
通常，行 expression 必须用圆括弧包围，但是如果要选取的表达式只是一

个表引用或者位置参数，可以省略圆括弧。比如：

mytable.mycolumn
$1.somecolumn
(rowfunction(a,b)).col3
因此，一个全称的字段引用实际上只是一个字段选择语法的特例。一个重要

的特殊情形是提取的表列是一个复合型的字段：

(compositecol).somefield
(mytable.compositecol).somefield

这里需要圆括号来显示 compositecol 是一个列名而不是一个表名，在第二

种情况中则是显示 mytable 是一个表名而不是一个模式名。

在一个选择列表中，你可以通过书写.*来请求一个组合值的所有域：

(compositecol).*

1.1.2.5操作符调用

操作符调用有三种语法：

表达式 操作符 表达式(双目中缀操作符)
操作符 表达式(单目前缀操作符)
表达式 操作符(单目后缀操作符)
这里的操作符 记号遵循章节 1.1.1.3 的语法规则，或者是关键词

AND,OR,NOT 之 一 ， 或 者 是 一 个 被 修 饰 的 操 作 符 名 ：

OPERATOR(schema.operatorname)。
具体存在哪个操作符以及它们是单目还是双目取决于系统或用户定义了什

么操作符。

1.1.2.6函数调用

函数调用的语法是合法函数名(可能有模式名修饰)后面跟着包含参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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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圆括弧：

function_name([expression[,expression...]])
比如，下面的代码计算 2 的平方根：sqrt(2)，其它函数可由用户添加。

参数可以有选择地被附加名称。

注意: 一个采用单一组合类型参数的函数可以被有选择地称为域选择语法，

并且反过来域选择可以被写成函数的风格。也就是说，记号 col(table)和

table.col 是可以互换的。这种行为是非 SQL 标准的，因为它允许函数的使用

来模拟"计算域"。

1.1.2.7聚集表达式

一个聚集表达式 代表一个聚集函数对查询选出的行的处理。一个聚集函数

把多个输入缩减为一个输出值，比如给输入求和或求平均。一个聚集表达式的语

法是下列之一：

aggregate_name (expression [ , ... ] [ order_by_clause ] ) [ FILTER ( WHERE

filter_clause ) ]

aggregate_name (ALL expression [ , ... ] [ order_by_clause ] ) [ FILTER

( WHERE filter_clause ) ]

aggregate_name (DISTINCT expression [ , ... ] [ order_by_clause ] ) [ FILTER

( WHERE filter_clause ) ]

aggregate_name ( * ) [ FILTER ( WHERE filter_clause ) ]

aggregate_name ( [ expression [ , ... ] ] ) WITHIN GROUP ( order_by_clause )

[ FILTER ( WHERE filter_clause ) ]
这里的 aggregate_name 是前面定义的聚集(可能是带有模式的全称)，而

expression 是一个本身不包含聚集表达式或窗口调用函数的任意值表达式。

order_by_clause 是 ORDERBY子句的一个选项，下面会有描述。

第一种形式的聚集表达式为每个输入行调用聚集。第二种形式与第一种等价

(因为 ALL是缺省值)。第三种形式为所有输入行中所有唯一的非 NULL 值调用

聚集。第四种形式为每个输入行调用一次聚集，因为没有声明特定的输入值。通

常它只用于 count(*)聚集函数。最后一种形式被用于有序聚集函数。

大多数的聚集函数在输入时忽略了 NULL，这样其中一个或多个表达式得到

空值的行将被丢弃。除非另有说明，对于所有内建聚集都是这样。

比如，count(*)生成输入行的总数；count(f1)生成f1不为NULL的输入行数：

因为count忽略空值，count(distinct f1)生成f1唯一且非 NULL 的行数。

一般情况下，输入行会以非特定顺序放入到聚集函数中，在许多情况下，这

样做是没有影响的；如，无论以什么顺序输入，min输出相同的结果。然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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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函数（如 array_agg 和 string_agg）并非如此。当使用这种聚集函数时，可以

用 order_by_clause 选项指定输入的顺序。除了它的表达式仅仅只是表达式，不

能输出列名或列数之外，order_by_clause 与 ORDER BY查询子句有相同的语法

结构，如：

SELECT array_agg(a ORDER BYb DESC) FROM table;
在处理多参数聚集函数时需要注意，ORDER BY子句得在所有的聚集函数

之后，如：

SELECT string_agg(a, ',' ORDER BYa) FROM table;
而不能这样写:
SELECTstring_agg(aORDER BY a, ',') FROM table; --不正确

后者在语法上是有效的，但它表示的是，通过两个ORDER BY关键字调用

一个单参数的聚集函数（第二个是无用的，因为它是一个常量）。

如果 order_by_clause 中声明了DISTINCT，那么所有的ORDER BY表达式

必须匹配常用的聚集参数，也就是说，不能对没有包含在DISTINCT列表中的表

达式进行排序。

注意：HighGo DB 扩展可以在一个聚集函数中声明 DISTINCT和 ORDER
BY。

按照到目前为止的描述，如果一个"normal"聚集中排序是可选的，在要为它

排序输入行时可以在该聚集的常规参数列表中放置 ORDER BY。有一个聚集函

数的子集叫做有序集聚集，它要求一个 order_by_clause，通常是因为该聚集的计

算只对其输入行的特定顺序有意义。有序集聚集的典型例子包括排名和百分位计

算。按照上文的最后一种语法，对于一个有序集聚集，order_by_clause 被写

在 WITHIN GROUP (...)中。 order_by_clause 中的表达式会像普通聚集参数一样

对每一个输入行计算一次，按照每个 order_by_clause的要求排序并且交给该聚集

函数作为输入参数（这和非WITHIN GROUP order_by_clause 的情况不同，在其

中表达式的结果不会被作为聚集函数的参数）。如果有在WITHIN GROUP之前

的参数表达式，会把它们称为直接参数以便与列在 order_by_clause 中的 聚集参

数相区分。与普通聚集参数不同，针对每次聚集调用只会计算一次直接参数，而

不是为每一个输入行计算一次。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变量被 GROUP BY 分组时，

它们才能包含这些变量。这个限制同样适用于根本不在一个聚集表达式内部的直

接参数。直接参数通常被用于百分数之类的东西，它们只有作为每次聚集计算用

一次的单一值才有意义。直接参数列表可以为空，在这种情况下，写成()而不是

(*)（实际上接受两种拼写，但是只有第一种符合 SQL 标准）。有序集聚集的调

用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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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percentile_disc(0.5) WITHIN GROUP (ORDER BY income) FROM

households;

percentile_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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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89

它获取来自表 households的 income字段的百分之 50或者说中位数。这里的

0.5是一个直接参数；它对于在不同行之间变化的百分比分数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指定了 FILTER，那么仅有 filter_clause 计算为真的输入行供给聚合函

数；丢弃其他行。例如：

SELECT

count(*) AS unfiltered,

count(*) FILTER (WHERE i < 5) AS filtered

FROM generate_series(1,10) AS s(i);

unfiltered | filtered

------------+----------

10 | 4

(1 row)
其它聚集函数可以由用户增加。

一个聚集表达式只能在SELECT命令的结果列表或者HAVING子句里出现。

禁止在其它子句里出现(比如 WHERE 子句)，因为这些子句逻辑上在生成聚集

结果之前计算。

如果一个聚集表达式出现在一个子查询里，聚集通常是在子查询中进行计

算。但是如果聚集的参数只包含外层查询的变量则例外：这个聚集会属于离他最

近的外层查询，并且在该查询上进行计算。该聚集表达式整体上属于它出现的子

查询对外层查询的引用，其作用相当于子查询每一次计算中的一个常量。前述限

制(聚集表达式只能出现在结果列或者HAVING子句中)只适用于聚集所属的查

询层。

1.1.2.8窗口调用函数

一个窗口函数调用表示在一个查询选择的行的某个部分上应用一个聚集

类的函数。和常规聚集函数调用不同，这不会被约束为将被选择的行分组为

一个单一的输出行—在查询输出中每一个行仍保持独立。不过，窗口函数能

够根据窗口函数调用的分组声明（PARTITION BY 列表）扫描属于当前行所

在分组中的所有行。一个窗口函数调用的语法是下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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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_name ([expression [, expression ... ]]) [ FILTER ( WHERE

filter_clause ) ] OVER window_name

function_name ([expression [, expression ... ]]) [ FILTER ( WHERE

filter_clause ) ] OVER ( window_definition )

function_name ( * ) [ FILTER ( WHERE filter_clause ) ] OVER window_name

function_name ( * ) [ FILTER ( WHERE filter_clause ) ] OVER

( window_definition )

其中 window_definition的语法是

[ existing_window_name ]

[ PARTITION BY expression [, ...] ]

[ ORDER BY expression [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 [ NULLS { FIRST |

LAST } ] [, ...] ]

[ frame_clause ]

而可选的 frame_clause是下列之一

{ RANGE | ROWS } frame_start

{ RANGE | ROWS } BETWEEN frame_start AND frame_end

其中 frame_start和 frame_end可以是下面形式中的一种

UNBOUNDED PRECEDING

value PRECEDING

CURRENT ROW

value FOLLOWING

UNBOUNDED FOLLOWING

在这里，expression 表示的是任何自己不含窗口调用函数的值表达式。

window_name 是对定义在查询的 WINDOW 子句中的一个命名窗口声明的

引用。还可以使用在WINDOW子句中定义命名窗口的相同语法在圆括号内给定

一个完整的 window_definition。值得指出的是，OVER wname 并不严格地等价于

OVER (wname)，后者表示复制并修改窗口定义，并且在被引用窗口声明包括一

个帧子句时会被拒绝。

PARTITION BY 选项将查询的行分组成为分区，窗口函数会独立地处理它

们。PARTITION BY工作起来类似于一个查询级别的 GROUP BY 子句，不过它

的表达式总是只是表达式并且不能是输出列的名称或编号。如果没有

PARTITION BY，该查询产生的所有行被当作一个单一分区来处理。ORDER BY

选项决定被窗口函数处理的一个分区中的行的顺序。它工作起来类似于一个查询

级别的 ORDER BY 子句，但是同样不能使用输出列的名称或编号。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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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BY，行将被以未指定的顺序被处理。

frame_clause指定构成窗口帧的行集合，它是当前分区的一个子集，窗口函

数将作用在该帧而不是整个分区。 帧可以被指定为 RANGE或 ROWS模式，在

两种情况中它都从 frame_start运行到 frame_end。如果 frame_end被忽略，它默

认运行到 CURRENT ROW。

UNBOUNDED PRECEDING 的一个 frame_start表示该帧开始于分区的第一

行，类似地 UNBOUNDED FOLLOWING 的一个 frame_end表示该帧结束于分区

的最后一行。

在 RANGE模式下，CURRENT ROW的一个 frame_start表示该帧开始于当

前行的第一个平级行（一个被ORDER BY认为与当前行等效的行），而CURRENT

ROW的一个 frame_end表示该帧结束于最后一个等效的 ORDER BY平级行。在

ROWS模式下，CURRENT ROW仅表示当前行。

value PRECEDING 和 value FOLLOWING 情况当前只在 ROWS模式中被允

许。它们指示帧开始或结束于当前行之前或之后的指定数量的行。value必须是

一个不包含任何变量、聚集函数或窗口函数的整数表达式。该值不能为空或负，

但是可以为零，零表示只选择当前行。

默认的帧选项是 RANGE UNBOUNDED PRECEDING，它和 RANGE

BETWEEN UNBOUNDED PRECEDING AND CURRENT ROW 相同。如果使用

ORDER BY，这会把该帧设置为从分区开始一直到当前行的最后一个 ORDER

BY平级行的所有行。如果不使用 ORDER BY，分区中所有的行都被包括在窗口

帧中，因为所有行都成为了当前行的平级行。

限制是 frame_start不能为 UNBOUNDED FOLLOWING、frame_end不能为

UNBOUNDED PRECEDING 并且在上述列表中 frame_end 的选择不能早于

frame_start 的 选 择 出 现 — 例 如 RANGE BETWEEN CURRENT ROW

AND value PRECEDING是不被允许的。

如果指定了 FILTER，那么只有对 filter_clause计算为真的输入行会被交给该

窗口函数，其他行会被丢弃。只有是聚集的窗口函数才接受 FILTER。

用户可以增加其他的窗口函数。还有，任何内建或用户定义的普通聚集 函

数可以被用作窗口函数。不过，有序集聚集当前不能被用作窗口函数。

使用*的语法被用来把参数较少的聚集函数当作窗口函数调用，例如 count(*)

OVER (PARTITION BY x ORDER BY y)。星号（*）通常不被用于非聚集窗口函

数。与通常的聚集函数不同，聚集窗口函数不允许在函数参数列表中使用

DISTINCT或 ORDER BY。

只有在 SELECT列表和查询的 ORDER BY子句中才允许窗口函数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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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类型转换

一个类型转换声明一个从一种数据类型到另外一种数据类型的转换。HighGo
DB 接受两种等效的类型转换语法：

CAST (expression AS type)
expression::type
CAST 语法遵循 SQL 标准：

语法是 HighGo DB 历史用法。如果对一个已知类型的值表达式应用转换，

它代表一个运行时类型转换。只有在已经定义了合适的类型转换操作的情况下，

该转换才能成功。请注意这一点和用于常量的转换略有区别。一个应用于字符串

文本的转换表示给该字符串文本的值赋予一个初始类型，因此它对于任何类型都

会成功(如果字符串文本的内容符合该数据类型的输入语法)。

如果一个值表达式必须产生的类型没有歧义（例如当它被指派给一个表列），

通常可以省略显式类型造型，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会自动应用一个类型造型。但是，

只有对在系统目录中被标记为"OK to apply implicitly"的造型才会执行自动造型。

其他造型必须使用显式造型语法调用。这种限制是为了防止出人意料的转换被无

声无息地应用。

还可以用像函数的语法来指定一次类型造型：

Typename ( expression )
不过，这个方法只能用于那些类型名同时也是有效函数名的类型。比如，

double precision就不能这么用，但是等效的 float8可以。同样，interval,time和
timestamp如果加了双引号也只能这么用，因为存在语法冲突。因此，函数风格的

类型转换会导致不一致，所以应该避免这么使用。

注意：函数风格的语法事实上只是一次函数调用。当两种标准造型语法之一

被用来做一次运行时转换时，它将在内部调用一个已注册的函数来执行该转换。

简而言之，这些转换函数具有和它们的输出类型相同的名称名称，并且因此"函
数风格的语法"无非是对底层转换函数的一次直接调用。显然，一个可移植的应

用不应当依赖于它。

1.1.2.10 排序规则表达式

COLLATE子句会重载一个表达式的排序规则。它被追加到它适用的表达式：

expr COLLATE collation

这里 collation可能是一个受模式限定的标识符。COLLATE子句比操作符绑

得更紧，需要时可以使用圆括号。

如果没有显式指定排序规则，数据库系统会从表达式所涉及的列中得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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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规则，如果该表达式没有涉及列，则会默认采用数据库的默认排序规则。

COLLATE子句的两种常见使用是重载 ORDER BY 子句中的排序顺序，例

如：

SELECT a, b, c FROM tbl WHERE ... ORDER BY a COLLATE "C";

以及重载具有区域敏感结果的函数或操作符调用的排序规则，例如：

SELECT * FROM tbl WHERE a > 'foo' COLLATE "C";

注意在后一种情况中，COLLATE子句被附加到我们希望影响的操作符的一

个输入参数上。COLLATE子句被附加到该操作符或函数调用的哪个参数上无关

紧要，因为被操作符或函数应用的排序规则是考虑所有参数得来的，并且一个显

式的 COLLATE 子句将重载所有其他参数的排序规则（不过，附加非匹配

COLLATE子句到多于一个参数是一种错误）。因此，这会给出和前一个例子相

同的结果：

SELECT * FROM tbl WHERE a COLLATE "C" > 'foo';

但是这是一个错误：

SELECT * FROM tbl WHERE (a > 'foo') COLLATE "C";

因为它尝试把一个排序规则应用到>操作符的结果，而它的数据类型是非可

排序数据类型 boolean。

1.1.2.11 标量子查询

一个标量子查询是一种圆括号内的普通 SELECT 查询，它刚好返回一行一

列。SELECT查询被执行并且该单一返回值被使用在周围的值表达式中。将一个

返回超过一行或一列的查询作为一个标量子查询使用是一种错误（但是如果在一

次特定执行期间该子查询没有返回行则不是错误，该标量结果被当做为空）。该

子查询可以从周围的查询中引用变量，这些变量在该子查询的任何一次计算中都

将作为常量。

比如，下面的查询找出每个州中的最大人口数量的城市：

SELECT name,(SELECT max(pop) FROM cities WHERE cities.state =
states.name) FROM states;

1.1.2.12 数组构造器

一个数组构造器是一个能构建一个数组值并且将值用于它的成员元素的表

达式。一个简单的数组构造器由关键词 ARRAY、一个左方括号[、一个用于数组

元素值的表达式列表（用逗号分隔）以及最后的一个右方括号]组成。例如：

SELECTARRAY[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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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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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1 row)

默认情况下，数组元素类型是成员表达式的公共类型，使用和 UNION 或

CASE结构相同的规则决定。你可以通过显式将数组构造器造型为想要的类型来

重载，例如：

SELECTARRAY[1,2,22.7]::integer[];

array

----------

{1,2,23}

(1 row)

这和把每一个表达式单独地造型为数组元素类型的效果相同。

多维数组值可以通过嵌套数组构造器来构建。在内层的构造器中，关键词

ARRAY可以被忽略。例如，这些语句产生相同的结果：

SELECTARRAY[ARRAY[1,2], ARRAY[3,4]];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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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1 row)

SELECTARRAY[[1,2],[3,4]];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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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1 row)

因为多维数组必须是矩形的，处于同一层次的内层构造器必须产生相同维度

的子数组。任何被应用于外层 ARRAY构造器的造型会自动传播到所有的内层构

造器。

多维数组构造器元素可以是任何得到一个正确种类数组的任何东西，而不仅

仅是一个子-ARRAY结构。例如：

CREATE TABLE arr(f1 int[], f2 int[]);

INSERT INTO arr VALUES (ARRAY[[1,2],[3,4]], ARRAY[[5,6],[7,8]]);

SELECTARRAY[f1, f2, '{{9,10},{11,12}}'::int[]] FROM 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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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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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7,8}},{{9,10},{11,12}}}

(1 row)

你可以构造一个空数组，但是因为无法得到一个无类型的数组，你必须显式

地把你的空数组造型成想要的类型。例如：

SELECTARRAY[]::integer[];

array

-------

{}

(1 row)

也可以从一个子查询的结果构建一个数组。在这种形式中，数组构造器被写

为关键词 ARRAY后跟着一个加了圆括号（不是方括号）的子查询。例如：

SELECT ARRAY(SELECT oid FROM pg_proc WHERE proname LIKE

'bytea%');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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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954,1948,1952,1951,1244,1950,2005,1949,1953,2006,31,2412,2413}

(1 row)

SELECT ARRAY(SELECT ARRAY[i, i*2] FROM generate_series(1,5) AS

a(i));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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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3,6},{4,8},{5,10}}

(1 row)

子查询必须返回一个单一列。如果子查询的输出列是非数组类型，结果的一

维数组将为该子查询结果中的每一行有一个元素，并且有一个与子查询的输出列

匹配的元素类型。如果子查询的输出列是一种数组类型，结果将是同类型的一个

数组，但是要高一个维度。在这种情况下，该子查询的所有行必须产生同样维度

的数组，否则结果就不会是矩形形式。

用 ARRAY构建的一个数组值的下标总是从一开始。

1.1.2.13 行构造器

一个行构造器是能够构建一个行值（也称作一个组合类型）并用值作为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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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域的表达式。一个行构造器由关键词 ROW、一个左圆括号、用于行的域值的

零个或多个表达式（用逗号分隔）以及最后的一个右圆括号组成。例如：

SELECT ROW(1,2.5,'this is a test');

当在列表中有超过一个表达式时，关键词 ROW是可选的。

一个行构造器可以包括语法 rowvalue.*，它将被扩展为该行值的元素的一个

列表，就像在一个顶层 SELECT列表中使用.*时发生的事情一样。例如，如果表

t有列 f1和 f2，那么这些是相同的：

SELECT ROW(t.*, 42) FROM t;

SELECT ROW(t.f1, t.f2, 42) FROM t;

默认情况下，由一个 ROW表达式创建的值是一种匿名记录类型。如果必要，

它可以被造型为一种命名的组合类型 — 或者是一个表的行类型，或者是一种用

CREATE TYPE AS创建的组合类型。为了避免歧义，可能需要一个显式造型。

例如：

CREATE TABLE mytable(f1 int, f2 float, f3 text);

CREATE FUNCTION getf1(mytable) RETURNS int AS 'SELECT $1.f1'

LANGUAGE SQL;

-- 不需要造型因为只有一个 getf1() 存在

SELECT getf1(ROW(1,2.5,'this is a test'));

getf1

-------

1

(1 row)

CREATE TYPE myrowtype AS (f1 int, f2 text, f3 numeric);

CREATE FUNCTION getf1(myrowtype) RETURNS int AS 'SELECT $1.f1'

LANGUAGE SQL;

--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造型来指示要调用哪个函数：

SELECT getf1(ROW(1,2.5,'this is a test'));

ERROR: function getf1(record) is not unique

SELECT getf1(ROW(1,2.5,'this is a test')::mytable);

get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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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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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getf1(CAST(ROW(11,'this is a test',2.5) AS myrowtype));

get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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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 row)

行构造器可以被用来构建存储在一个组合类型表列中的组合值，或者被传递

给一个接受组合参数的函数。还有，可以比较两个行值，或者用 IS NULL 或 IS

NOT NULL 测试一个行，例如：

SELECT ROW(1,2.5,'this is a test') = ROW(1, 3, 'not the same');

SELECT ROW(table.*) IS NULL FROM table; -- detect all-null rows

行构造器也可以被用来与子查询相连接。

1.1.2.14 表达式计算规则

子表达式的计算顺序没有被定义。特别地，一个操作符或函数的输入不必按

照从左至右或其他任何固定顺序进行计算。

此外，如果一个表达式的结果可以通过只计算其一部分来决定，那么其他子

表达式可能完全不需要被计算。例如，如果我们写：

SELECT true OR somefunc();

那么 somefunc()将（可能）完全不被调用。如果我们写成下面这样也是一样：

SELECT somefunc() OR true;

注意这和一些编程语言中布尔操作符从左至右的"短路"不同。

因此，在复杂表达式中使用带有副作用的函数是不明智的。在WHERE 和

HAVING子句中依赖副作用或计算顺序尤其危险，因为在建立一个执行计划时这

些子句会被广泛地重新处理。这些子句中布尔表达式（AND/OR/NOT的组合）

可能会以布尔代数定律所允许的任何方式被重组。

当有必要强制计算顺序时，可以使用一个 CASE结构。例如，在一个WHERE

子句中使用下面的方法尝试避免除零是不可靠的：

SELECT ... WHERE x > 0 AND y/x > 1.5;

但是这是安全的：

SELECT ... WHERE CASEWHEN x > 0 THEN y/x > 1.5 ELSE false END;

一个以这种风格使用的 CASE结构将使得优化尝试失败，因此只有必要时才

这样做（在这个特别的例子中，最好通过写 y > 1.5*x来回避这个问题）。

不过，CASE不是这类问题的万灵药。上述技术的一个限制是，它无法阻止

常量子表达式的提早计算。当查询被规划而不是被执行时，被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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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IMMUTABLE的函数和操作符可以被计算。因此

SELECT CASEWHEN x > 0 THEN x ELSE 1/0 END FROM tab;

很可能会导致一次除零失败，因为规划器尝试简化常量子表达式。即便是表

中的每一行都有 x > 0（这样运行时永远不会进入到 ELSE分支）也是这样。

虽然这个特别的例子可能看起来愚蠢，没有明显涉及常量的情况可能会发生

在函数内执行的查询中，因为函数参数的值和本地变量可以作为常量被插入到查

询中用于规划目的。例如，在 PL/pgSQL函数中，使用一个 IF-THEN-ELSE语句

来 保护一种有风险的计算比把它嵌在一个 CASE表达式中要安全得多。

另一个同类型的限制是，一个 CASE无法阻止其所包含的聚集表达式 的计

算，因为在考虑 SELECT列表或 HAVING 子句中的其他表达式之前，会先计算

聚集表达式。例如，下面的查询会导致一个除零错误，虽然看起来好像已经这种

情况加以了保护：

SELECT CASEWHEN min(employees) > 0

THEN avg(expenses / employees)

END

FROM departments;

min()和 avg()聚集会在所有输入行上并行地计算，因此如果任何行有

employees等于零，在有机会测试 min()的结果之前，就会发生除零错误。取而代

之的是，可以使用一个WHERE或 FILTER子句来首先阻止有问题的输入行到达

一个聚集函数。

1.1.3 调用函数

HighGo DB允许带有命名参数的函数被使用位置或命名记号法调用。命名记

号法对于有大量参数的函数特别有用，因为它让参数和实际参数之间的关联更明

显和可靠。在位置记号法中，书写一个函数调用时，其参数值要按照它们在函数

声明中被定义的顺序书写。在命名记号法中，参数根据名称匹配函数参数，并且

可以以任何顺序书写。

在任意一种记号法中，在函数声明中给出了默认值的参数根本不需要在调用

中写出。但是这在命名记号法中特别有用，因为任何参数的组合都可以被忽略。

而在位置记号法中参数只能从右往左忽略。

HighGo DB也支持混合记号法，它组合了位置和命名记号法。在这种情况中，

位置参数被首先写出并且命名参数出现在其后。

下列例子将展示所有三种记号法的用法：

CREATE FUNCTION concat_lower_or_upper(a text, b text, uppercase 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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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false)

RETURNS text

AS

$$

SELECT CASE

WHEN $3 THEN UPPER($1 || ' ' || $2)

ELSE LOWER($1 || ' ' || $2)

END;

$$

LANGUAGE SQL IMMUTABLE STRICT;

函数 concat_lower_or_upper 有两个强制参数，a和 b。此外，有一个可选的

参数 uppercase，其默认值为 false。a和 b输入将被串接，并且根据 uppercase参

数被强制为大写或小写形式。这个函数的剩余细节对这里并不重要。

1.1.3.1使用位置记号

在 HighGo DB中，位置记号法是给函数传递参数的传统机制。一个例子：

SELECT concat_lower_or_upper('Hello', 'World', true);

concat_lower_or_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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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WORLD

(1 row)

所有参数被按照顺序指定。结果是大写形式，因为 uppercase被指定为 true。

另一个例子：

SELECT concat_lower_or_upper('Hello', 'World');

concat_lower_or_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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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world

(1 row)

这里，uppercase参数被忽略，因此它接收它的默认值 false，并导致小写形

式的输出。在位置记号法中，参数可以按照从右往左被忽略并且因此而得到默认

值。

1.1.3.2使用命名记号

在命名记号法中，每一个参数名都用=>指定来把它与参数表达式分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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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SELECT concat_lower_or_upper(a => 'Hello', b => 'World');

concat_lower_or_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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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world

(1 row)

再次，参数 uppercase被忽略，因此它被隐式地设置为 false。使用命名记号

法的一个优点是参数可以用任何顺序指定，例如：

SELECT concat_lower_or_upper(a => 'Hello', b => 'World', uppercase => true);

concat_lower_or_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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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WORLD

(1 row)

SELECT concat_lower_or_upper(a => 'Hello', uppercase => true, b => 'World');

concat_lower_or_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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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WORLD

(1 row)

为了向后兼容性，基于 ":=" 的旧语法仍被支持：

SELECT concat_lower_or_upper(a := 'Hello', uppercase := true, b := 'World');

concat_lower_or_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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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WORLD

(1 row)

1.1.3.3使用混合记号

混合记号法组合了位置和命名记号法。不过，正如已经提到过的，命名参数

不能超越位置参数。例如：

SELECT concat_lower_or_upper('Hello', 'World', uppercase => true);

concat_lower_or_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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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WORLD

(1 row)

在上述查询中，参数 a和 b被以位置指定，而 uppercase通过名称名称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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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除了文档之外，它增加了一些。在一个具有大量带默认值参数的

复杂函数中，命名的或混合的记号法可以节省大量的书写并且减少出错的机会。

注意:命名的和混合的调用记号法当前不能在调用聚集函数时使用（但是当

聚集函数被用作窗口函数时它们可以被使用）。

1.2 数据定义

本章介绍如何创建一个保存数据的数据库结构。在关系型数据库里，原始数

据被存储在表中，因此本章的主要工作就是解释如何创建和修改表，以及哪些特

性可以控制何种数据会被存储在表中。接着，我们讨论表如何被组织成模式，以

及如何将权限分配给表。最后，我们将简短地介绍其他一些影响数据存储的特性，

例如继承、视图、函数和触发器。

1.2.1 表的基本概念

关系型数据库中的一个表非常像纸上的一张表：它由行和列组成。列的数量

和顺序是固定的，并且每一列拥有一个名称名称。行的数目是变化的，它反映了

在一个给定时刻表中存储的数据量。SQL并不保证表中行的顺序。当一个表被

读取时，表中的行将以非特定顺序出现，除非明确地指定需要排序。此外，SQL

不会为行分配唯一的标识符，因此在一个表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完全相同的行。这

是 SQL之下的数学模型导致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期望的。

每一列都有一个数据类型。数据类型约束着一组可以分配给列的可能值，并

且它为列中存储的数据赋予了语义，这样它可以用于计算。例如，一个被声明为

数字类型的列将不会接受任何文本串，而存储在这样一列中的数据可以用来进行

数学计算。反过来，一个被声明为字符串类型的列将接受几乎任何一种的数据，

它可以进行如字符串连接的操作但不允许进行数学计算。

HighGo DB包括了相当多的内建数据类型，可以适用于很多应用。用户也可

以定义他们自己的数据类型。大部分内建数据类型有着显而易见的名称和语义，

一些常用的数据类型是：用于整数的 integer；可以用于分数的 numeric；用于字

符串的 text，用于日期的 date，用于一天内时间的 time以及可以同时包含日期和

时间的 timestamp。

要创建一个表，我们要用到 CREATE TABLE命令。在这个命令中我们需要

为新表至少指定一个名称名称、列的名称名称及数据类型。例如：

CREATE TABLE my_first_table (

first_column text,

second_column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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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将创建一个名为 my_first_table 的表，它拥有两个列。第一个列名为

first_column 且数据类型为 text；第二个列名为 second_column 且数据类型为

integer。表和列的名称遵循标识符语法。类型名称通常也是标识符，但是也有些

例外。注意列的列表由逗号分隔并被圆括号包围。

当然，前面的例子是非常不自然的。通常，我们为表和列赋予的名称都会表

明它们存储着什么类别的数据。因此让我们再看一个更现实的例子：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

（numeric类型能够存储小数部分，典型的例子是金额。）

提示:当我们创建很多相关的表时，最好为表和列选择一致的命名模式。例

如，一种选择是用单数或复数名词作为表名，每一种都受到一些理论家支持。

一个表能够拥有的列的数据是有限的，根据列的类型，这个限制介于 250和

1600之间。但是，极少会定义一个接近这个限制的表，即便有也是一个值的商

榷的设计。

如果我们不再需要一个表，我们可以通过使用 DROP TABLE命令来移除它。

例如：

DROP TABLE my_first_table;

DROP TABLE products;

尝试移除一个不存在的表会引起错误。然而，在 SQL脚本中在创建每个表

之前无条件地尝试移除它的做法是很常见的，即使发生错误也会忽略，因此这样

的脚本可以在表存在和不存在时都工作得很好（如果你喜欢，可以使用 DROP

TABLE IF EXISTS变体来防止出现错误消息，但这并非标准 SQL）。

利用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工具，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全功能的表。本章的后续

部分将集中于为表定义增加特性来保证数据完整性、安全性或方便。

1.2.2 缺省值

一个列可以被分配一个默认值。当一个新行被创建且没有为某些列指定值

时，这些列将会被它们相应的默认值填充。一个数据操纵命令也可以显式地要求

一个列被置为它的默认值，而不需要知道这个值到底是什么。

如果没有显式指定默认值，则默认值是空值。这是合理的，因为空值表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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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数据。

在一个表定义中，默认值被列在列的数据类型之后。例如：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DEFAULT 9.99

);

默认值可以是一个表达式，它将在任何需要插入默认值的时候被实时计算

（不是表创建时）。一个常见的例子是为一个 timestamp 列指定默认值为

CURRENT_TIMESTAMP，这样它将得到行被插入时的时间。另一个常见的例子

是为每一行生成一个"序列号"。可以按照如下方式实现：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DEFAULT nextval('products_product_no_seq'),

...

);

这里 nextval()函数从一个序列对象中提供连续值。还有一种特别的速写：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SERIAL,

...

);

1.2.3 约束

数据类型是一种限制能够存储在表中数据类别的方法。但是对于很多应用来

说，它们提供的约束太粗糙。例如，一个包含产品价格的列应该只接受正值。但

是没有任何一种标准数据类型只接受正值。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可能需要根据其他

列或行来约束一个列中的数据。例如，在一个包含产品信息的表中，对于每个产

品编号应该只有一行。

到目前为止，SQL允许我们在列和表上定义约束。约束让我们能够根据我

们的愿望来控制表中的数据。如果一个用户试图在一个列中保存违反一个约束的

数据，一个错误会被抛出。即便是这个值来自于默认值定义，这个规则也同样适

用。

1.2.3.1检查约束

一个检查约束是最普通的约束类型。它允许我们指定一个特定列中的值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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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一个布尔表达式。例如，为了要求正值的产品价格，我们可以使用：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CHECK (price > 0)

);

如你所见，约束定义就和默认值定义一样跟在数据类型之后。默认值和约束

之间的顺序没有影响。一个检查约束有关键字 CHECK以及其后的包围在圆括号

中的表达式组成。检查约束表达式应该涉及到被约束的列，否则该约束也没什么

实际意义。

我们也可以给与约束一个独立的名称。这会使得错误消息更为清晰，同时也

允许我们在需要更改约束时能引用它。语法为：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CONSTRAINT positive_price CHECK (price > 0)

);

要指定一个命名的约束，请在约束名称标识符前使用关键词 CONSTRAINT，

然后把约束定义放在标识符之后（如果没有以这种方式指定一个约束名称，系统

将会为我们选择一个）。

一个检查约束也可以引用多个列。例如我们存储一个普通价格和一个打折后

的价格，而我们希望保证打折后的价格低于普通价格：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CHECK (price > 0),

discounted_price numeric CHECK (discounted_price > 0),

CHECK (price > discounted_price)

);

前两个约束看起来很相似。第三个则使用了一种新语法。它并没有依附在一

个特定的列，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项出现在逗号分隔的列列表中。列定义和这种

约束定义可以以混合的顺序出现在列表中。

我们将前两个约束称为列约束，而第三个约束为表约束，因为它独立于任何

一个列定义。列约束也可以写成表约束，但反过来不行，因为一个列约束只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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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所依附的那一个列（并不强制要求这个规则，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表定义能够

在其他数据库系统中工作，那就应该遵循它）。上述例子也可以写成：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CHECK (price > 0),

discounted_price numeric,

CHECK (discounted_price > 0),

CHECK (price > discounted_price)

);

甚至是：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CHECK (price > 0),

discounted_price numeric,

CHECK (discounted_price > 0 AND price > discounted_price)

);

这只是口味的问题。

表约束也可以用列约束相同的方法来指定名称：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CHECK (price > 0),

discounted_price numeric,

CHECK (discounted_price > 0),

CONSTRAINT valid_discount CHECK (price > discounted_price)

);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检查约束在其检查表达式值为真或空值时被满足。因为

当任何操作数为空时大部分表达式将计算为空值，所以它们不会阻止被约束列中

的控制。为了保证一个列不包含控制，可以使用下一节中的非空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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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非空约束

一个非空约束仅仅指定一个列中不会有空值。语法例子：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OT NULL,

name text NOT NULL,

price numeric

);

一个非空约束总是被写成一个列约束。一个非空约束等价于创建一个检查约

束 CHECK (column_name IS NOT NULL)，但创建一个显式的非空约束更高效。

这种方式创建的非空约束的缺点是我们无法为它给予一个显式的名称。

当然，一个列可以有多于一个的约束，只需要将这些约束一个接一个写出：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OT NULL,

name text NOT NULL,

price numeric NOT NULL CHECK (price > 0)

);

约束的顺序没有关系，因为并不需要决定约束被检查的顺序。

NOT NULL 约束有一个相反的情况：NULL约束。这并不意味着该列必须为

空，进而肯定是无用的。相反，它仅仅选择了列可能为空的默认行为。SQL标

准中并不存在 NULL 约束，因此它不能被用于可移植的应用中。但是某些用户

喜欢它，因为它使得在一个脚本文件中可以很容易的进行约束切换。例如，初始

时我们可以：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ULL,

name text NULL,

price numeric NULL

);

然后可以在需要的地方插入 NOT关键词。

提示:在大部分数据库中多数列应该被标记为非空。

1.2.3.3唯一约束

唯一约束保证表中所有行在一列中或者一组列中保存的数据是唯一的。写成

一个列约束的语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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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UNIQUE,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

写成一个表约束的语法是：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UNIQUE (product_no)

);

为一组列定义一个唯一约束，将它看做使用逗号分隔列名的表约束：

CREATE TABLE example (

a integer,

b integer,

c integer,

UNIQUE (a, c)

);

这指定这些列的组合值在整个表的范围内是唯一的，但其中任意一列的值并

不需要是（一般也不是）唯一的。

我们可以通常的方式为一个唯一索引命名：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CONSTRAINT must_be_different UNIQUE,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

增加一个唯一约束会在约束中的列或列组上自动创建一个唯一 B-tree索引。

在某些行上的唯一约束不能看做唯一约束，但是可能通过创建一个唯一部分索引

执行这个约束。

通常，当表中有超过一行在约束所包括列上的值相同时，将会违反唯一约束。

但是在这种比较中，两个空值被认为是不同的。这意味着即便存在一个唯一约束，

也可以存储多个在至少一个被约束列中包含空值的行。这种行为符合 SQL标准，

但我们听说一些其他 SQL数据库可能不遵循这个规则。所以在开发需要可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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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时应注意这一点。

1.2.3.4主键

主键约束表示列，或者列组，可以作为表中行唯一标识符使用。需要该值是

唯一的而且非空。因此，下面的两个表定义接受相同的数据：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UNIQUE NOT NULL,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PRIMARYKEY,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

主键也可以包含多于一个列，其语法和唯一约束相似：

CREATE TABLE example (

a integer,

b integer,

c integer,

PRIMARYKEY (a, c)

);

添加主键将在主键列出的列上或者列组中自动创建唯一 B树索引，并且强

制列被标记为非空。

一个表最多只能有一个主键（可以有任意数量的唯一和非空约束，它们可以

达到和主键一样的功能，但只能有一个被标识为主键）。关系数据库理论要求每

一个表都要有一个主键。

主键对于建立文档的目的和客户端应用都有用。例如，一个允许修改行值的

GUI应用可能需要知道一个表的主键，这样它才能唯一地区分行。在数据库系统

中有各种方法，如果已声明，则使用主键；例如，主键定义了用于外键参照表的

缺省目标列(s)。

1.2.3.5外键

一个外键约束指定一列（或一组列）中的值必须匹配出现在另一个表中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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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值。我们说这维持了两个关联表之间的引用完整性。

例如我们有一个使用过多次的产品表：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PRIMARYKEY,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

让我们假设我们还有一个存储这些产品订单的表。我们希望保证订单表中只

包含真正存在的产品的订单。因此我们在订单表中定义一个引用产品表的外键约

束：

CREATE TABLE orders (

order_id integer PRIMARYKEY,

product_no integer REFERENCES products (product_no),

quantity integer

);

现在就不可能创建包含不存在于产品表中的 product_no值（非空）的订单。

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订单表是引用表而产品表是被引用表。相应地，也有

引用和被引用列的说法。

我们也可以把上述命令简写为：

CREATE TABLE orders (

order_id integer PRIMARYKEY,

product_no integer REFERENCES products,

quantity integer

);

因为如果缺少列的列表，则被引用表的主键将被用作被引用列。

一个外键也可以约束和引用一组列。照例，它需要被写成表约束的形式。下

面是一个例子：

CREATE TABLE t1 (

a integer PRIMARYKEY,

b integer,

c integer,

FOREIGN KEY (b, c) REFERENCES other_table (c1, c2)

);

当然，被约束列的数量和类型应该匹配被引用列的数量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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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面的方式，我们可以为一个外键约束命名。

一个表可以有超过一个的外键约束。这被用于实现表之间的多对多关系。例

如我们有关于产品和订单的表，但我们现在希望一个订单能包含多种产品（这在

上面的结构中是不允许的）。我们可以使用这种表结构：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PRIMARYKEY,

name text,

price numeric

);

CREATE TABLE orders (

order_id integer PRIMARYKEY,

shipping_address text,

...

);

CREATE TABLE order_items (

product_no integer REFERENCES products,

order_id integer REFERENCES orders,

quantity integer,

PRIMARYKEY (product_no, order_id)

);

注意在最后一个表中主键和外键之间有重叠。

我们知道外键不允许创建与任何产品都不相关的订单。但如果一个产品在一

个引用它的订单创建之后被移除会发生什么？SQL允许我们处理这种情况。直

观上，我们有几种选项：

 不允许删除一个被引用的产品

 同时也删除引用产品的订单

 其他？

为了说明这些，让我们在上面的多对多关系例子中实现下面的策略：当某人

希望移除一个仍然被一个订单引用（通过 order_items）的产品时 ，我们组织它。

如果某人移除一个订单，订单项也同时被移除：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PRIMARY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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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text,

price numeric

);

CREATE TABLE orders (

order_id integer PRIMARYKEY,

shipping_address text,

...

);

CREATE TABLE order_items (

product_no integer REFERENCES products ON DELETE RESTRICT,

order_id integer REFERENCES orders ON DELETE CASCADE,

quantity integer,

PRIMARYKEY (product_no, order_id)

);

限制删除或者级联删除是两种最常见的选项。RESTRICT阻止删除一个被引

用的行。NOACTION表示在约束被检察时如果有任何引用行存在，则会抛出一

个错误，这是我们没有指定任何东西时的默认行为（这两种选择的本质不同在于

NOACTION允许检查被推迟到事务的最后，而 RESTRICT则不会）。CASCADE

指定当一个被引用行被删除后，引用它的行也应该被自动删除。还有其他两种选

项：SET NULL 和 SET DEFAULT。这些将导致在被引用行被删除后，引用行中

的引用列被置为空值或它们的默认值。注意这些并不会是我们免于遵守任何约

束。例如，如果一个动作指定了 SET DEFAULT，但是默认值不满足外键约束，

操作将会失败。

与ON DELETE相似，同样有ON UPDATE可以用在一个被引用列被修改（更

新）的情况，可选的动作相同。在这种情况下，CASCADE意味着被引用列的更

新值应该被复制到引用行中。

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引用行的任意一个引用列都为空，则它不需要满足外

键约束。如果在外键定义中加入了MATCH FULL，一个引用行只有在它的所有

引用列为空时才不需要满足外键约束（因此空和非空值的混合肯定会导致

MATCH FULL 约束失败）。如果不希望引用行能够避开外键约束，将引用行声

明为 NOT NULL。

一个外键所引用的列必须是一个主键或者被唯一约束所限制。这意味着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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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列总是拥有一个索引（位于主键或唯一约束之下的索引），因此在其上进行的

一个引用行是否匹配的检查将会很高效。由于从被引用表中 DELETE 一行或者

UPDATE一个被引用列将要求对引用表进行扫描以得到匹配旧值的行，在引用列

上建立合适的索引也会大有益处。由于这种做法并不是必须的，而且创建索引也

有很多种选择，所以外键约束的定义并不会自动在引用列上创建索引。

1.2.3.6排他约束

排他约束保证如果将任何两行的指定列或表达式使用指定操作符进行比较，

至少其中一个操作符比较将会返回否或空值。语法是：

CREATE TABLE circles(

c circle,

EXCLUDE USING gist(c WITH &&));

增加一个排他约束将在约束声明所指定的类型上自动创建索引。

1.2.4 系统列

每一个表都拥有一些由系统隐式定义的系统列。因此，这些列的名称不能像

用户定义的列一样使用（注意这种限制与名称是否为关键词没有关系，即便用引

号限定一个名称也无法绕过这种限制）。 事实上用户不需要关心这些列，只需

要知道它们存在即可。

oid

一行的对象标识符（对象 ID）。该列只有在表使用WITH OIDS创建时或者

default_with_oids配置变量被设置时才存在。该列的类型为 oid（与列名一致）。

tableoid

包含这一行的表的 OID。该列是特别为从继承层次中选择的查询而准备，因

为如果没有它将很难知道一行来自于哪个表。tableoid 可以与 pg_class 的 oid 列

进行连接来获得表的名称。

xmin

插入该行版本的事务身份（事务 ID）。一个行版本是一个行的一个特别版

本，对一个逻辑行的每一次更新都将创建一个新的行版本。

cmin

插入事务中的命令标识符（从 0开始）。

xmax

删除事务的身份（事务 ID），对于未删除的行版本为 0。对于一个可见的行

版本，该列值也可能为非零。这通常表示删除事务还没有提交，或者一个删除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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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被回滚。

cmax

删除事务中的命令标识符，或者为 0。

ctid

行版本在其表中的物理位置。注意尽管 ctid可以被用来非常快速地定位行版

本，但是一个行的 ctid会在被更新或者被 VACUUM FULL 移动时改变。因此，

ctid不能作为一个长期行标识符。OID或者最好是一个用户定义的序列号才应该

被用来标识逻辑行。

OID 是 32位量，它从一个服务于整个集簇的计数器分配而来。在一个大型

的或者历时长久的数据库中，该计数器有可能会出现绕回。因此，不要总是假设

OID是唯一的，除非你采取了措施来保证。如果需要在一个表中标识行，推荐使

用一个序列生成器。然而，OID也可以被使用，但是是要采取一些额外的预防措

施：

如果要将 OID 用来标识行，应该在 OID 列上创建一个唯一约束。当这样一

个唯一约束（或唯一索引）存在时，系统会注意不生成匹配现有行的 OID（当然，

这只有在表的航数目少于 232（40亿）时才成立。并且在实践中表的尺寸最好远

比这个值小，否则将会牺牲性能）。

绝不要认为 OID 在表之间也是唯一的，使用 tableoid和行 OID 的组合来作

为数据库范围内的标识符。

当然，问题中的表都必须是用WITH OIDS创建。

事务标识符也是 32位量。在一个历时长久的数据库中事务 ID 同样会绕回。

但如果采取适当的维护过程，这不会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长期（超过 10

亿个事务）依赖事务 ID的唯一性是不明智的。

命令标识符也是 32位量。这对一个事务中包含的 SQL命令设置了一个硬极

限： 232（40 亿）。在实践中，该限制并不是问题—注意该限制只是针对 SQL

命令的数目而不是被处理的行数。同样，只有真正修改了数据库内容的命令才会

消耗一个命令标识符。

1.2.5 修改表

当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表并意识到犯了一个错误或者应用需求发生改变时，

我们可以移除表并重新创建它。但如果表中已经被填充数据或者被其他数据库对

象引用（例如有一个外键约束），这种做法就显得很不方便。因此，提供了一族

命令来对已有的表进行修改。注意这和修改表中所包含的数据是不同的，这里要

做的是对表的定义或者说结构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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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些命令，我们可以：

 增加字段

 删除字段

 增加约束

 删除约束

 改变缺省值

 修改字段数据类型

 重命名称段

 重命名表

所有这些动作都是用ALTER TABLE命令执行的。

1.2.5.1增加字段

要增加一个字段，使用下面这样的命令：

ALTER TABLE productsADDCOLUMN description text;

新列将被默认值所填充（如果没有指定 DEFAULT子句，则会填充空值）。

也可以同时为列定义约束，语法：

ALTER TABLE products ADD COLUMN description text CHECK (description

<> '');

事实上 CREATE TABLE中关于一列的描述都可以应用在这里。记住不管怎

样，默认值必须满足给定的约束，否则 ADD将会失败。也可以先将新列正确地

填充好，然后再增加约束。

提示 :添加一个字段并填充缺省值将会导致更新表中的所有行(为了存储新

字段的值)，但如果没有声明缺省值，HighGo DB 就可以避免物理更新。所以如

果您将要在新字段中填充的值大多数都不等于缺省值， 那么最好添加一个没有

缺省值的字段，然后再使用 UPDATE 更新数据，最后使用下面的方法添加缺省

值。

1.2.5.2删除字段

要删除一个字段，使用下面这样的命令：

ALTER TABLE productsDROP COLUMN description;

列中的数据都会消失。涉及到该列的表约束也会被删除。不过，如果这个字

段被另一个表的外键所引用，HighGo DB 则不会隐含地删除该约束。您可以通

过使用 CASCADE指明删除任何依赖该字段的东西：

ALTER TABLE productsDROP COLUMN description CAS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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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增加约束

要增加一个约束，必须使用表约束语法。比如：

ALTER TABLE products ADD CHECK(name<>'');

ALTER TABLE products ADD CONSTRAINT some_name

UNIQUE(product_no);

ALTER TABLE products ADD FOREIGN KEY(product_group_id )

REFERENCES product_groups;

要增加一个不能写成表约束的非空约束，使用下面的语法：

ALTER TABLE products ALTER COLUMN product_no SET NOT NULL;

这个约束将立即进行检查，所以表在添加约束之前必须符合约束条件。

1.2.5.4删除约束

要删除一个约束，您需要知道它的名称。如果在创建时已经给它指定了名称，

那么事情就很简单。否则您就需要找出系统自动分配的名称。psql 的命令\d

tablename 可以这个帮忙；其它接口可能也提供了检查表的细节的方法。然后就

是这条命令：

ALTER TABLE products DROP CONSTRAINT some_name;

如果您在处理一个生成的约束名，比如$2，别忘了您需要给它添加双引号，

让它成为一个有效的标识符。和删除字段一样，如果您想删除被依赖的约束，您

需要用 CASCADE。一个例子是某个外键约束依赖被引用字段上的唯一约束或者

主键约束。除了非空约束外，所有约束类型都这么用。要删除非空约束，可以这

样：

ALTER TABLE products ALTER COLUMN product_no DROP NOT

NULL;

要记得非空约束没有名称。所以不能用第一种方式。

1.2.5.5改变字段的缺省值

要给一个字段设置缺省值，可以使用一个像下面这样的命令：

ALTER TABLE products ALTER COLUMN price SET DEFAULT 7.77;

注意这么做不会影响任何表中现有的数据行，它只是为将来的 INSERT 命

令改变缺省值要删除缺省值，可以用：

ALTER TABLE products ALTER COLUMN price DROP DEFAULT;

这等同于将默认值设置为空值。相应的，试图删除一个未被定义的默认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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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引发错误，因为默认值已经被隐式地设置为空值。

1.2.5.6 修改字段的数据类型

把一个字段转换成另外一种数据类型，使用下面的命令：

ALTER TABLE products ALTER COLUMN price TYPE numeric(10,2);

只有在字段里现有的每个项都可以隐含的转换成新类型时才可能成功。如果

需要更复杂的转换，您可以增加一个 USING 子句，它声明如何从旧值里计算新

值。

HighGo DB 将试图把字段的缺省值(如果存在)转换成新的类型，还有涉及该

字段的任何约束。但是这些转换可能失败，或者可能生成奇怪的结果。因此在修

改某字段类型之前，您最好删除该列上所有的约束，然后在修改完类型后重新加

上相应修改过的约束。

1.2.5.7 重命名称段

重命名一个字段

ALTER TABLE products RENAME COLUMN product_no TO

product_number;

1.2.5.8 重命名表

重命名一个表：

ALTER TABLE products RENAME TO items;

1.2.6 权限

一旦一个对象被创建，它会被分配一个所有者。所有者通常是执行创建语句

的角色。对于大部分类型的对象，初始状态下只有所有者（或者超级用户）能够

对该对象做任何事情。为了允许其他角色使用它，必须分配权限。

有多种不同的权限：SELECT、INSERT、UPDATE、DELETE、TRUNCATE、

REFERENCES、TRIGGER、CREATE、CONNECT、TEMPORARY、EXECUTE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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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支持的不同类型的完整权限信息请参考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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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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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

要分配权限，可以使用 GRANT命令。例如，如果 joe是一个已有用户，而

accounts是一个已有表，更新该表的权限可以按如下方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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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特殊的名为PUBLIC的"用户"可以用来向系统中的每一个用户授予一个

权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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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撤销一个权限，使用 REVOKE命令：

REVOKEALL ON accounts FROM PUBLIC;

对象拥有者的特殊权限（即执行 DROP、GRANT、REVOKE等的权力）总

是隐式地属于拥有者，并且不能被授予或撤销。但是对象拥有者可以选择撤销他

自己的普通权限，例如把一个表变得对他自己和其他人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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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行安全策略

除了 SQL标准通过 GRANT 权限系统可用之外，表可以有行安全策略，每

个用户基础上，限制通过正常查询或者插入，更新，或者数据修改命令删除的返

回行。该功能看做行级安全。缺省情况下，表没有任何策略，因此如果用户按照

SQL权限系统有对表的访问权限，在它内的所有行同样 可以用于查询或者更新。

当表上（使用 ALTER TABLE ... ENABLE ROW LEVEL SECURITY）启用行

安全时，通过行安全策略允许正常访问表进行选择行或者修改行。（然而，表的

所有者通常不受限于行安全策略。）如果没有策略存在于表中，使用缺省拒绝策

略，意味着没有行可见或者被修改。适用整个表的操作， 比如 TRUNCATE和

REFERENCES不受行安全限制。

行安全策略特定于命令，或者角色，或者两者。指定策略适用于 ALL命令，

或者 SELECT，INSERT，UPDATE， 或者 DELETE。分配多个角色给特定策略，

适用正常角色从属关系和继承规则。

指定哪些行按政策可见或者可修改，表达式是必需的，它返回一个布尔结果。

表达式将对先于任何条件或者来自用户查询的任何函数之前的每一行进行评估。

（这个规则的唯一例外是 leakproof 函数，它保证不泄露信息；该优化器可能选

择行安全检查前应用这个函数。）不处理那些表达式不返回 true的行。可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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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表达式，用以提供对可见的行和允许进行修改的行的独立控制。策略表达

式作为查询部分运行，并具有用户运行查询权限， 尽管安全定义函数可用于访

问对主叫用户不可见的数据。

当访问表的时候，超级用户以及具有 BYPASSRLS属性的角色总是避开行安

全系统。表的所有者通常也绕过行安全，尽管表所有者可以选择从属于具

有 ALTER TABLE ... FORCE ROW LEVEL SECURITY 的行安全。

启用和禁用行安全，以及增加表策略，总是表所有者的特权。

使用 CREATE POLICY命令创建策略，使用 ALTER POLICY命令修改策略，

使用 DROP POLICY 命令删除策略。为了启用和禁用特定表的行安全性，使用

ALTER TABLE 命令。

每个策略都有一个名称并且可以为表定义多个策略。由于策略是表特定的，

每一个表策略必须有唯一的名称。不同的表可能有相同名称的策略。

当多个策略应用于特定查询时，使用 OR结合，因此如果任何策略允许的话，

行是可访问的。这类似于特定角色是所有角色成员权限的规则。

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这里是如何创建关于 account关系允许 managers角色

成员访问行的策略，并且只有他们账户里面的行：

CREATE TABLE accounts (manager text, company text, contact_email text);

ALTER TABLE accounts ENABLE ROW LEVEL SECURITY;

CREATE POLICY account_managers ON accounts TO managers

USING (manager = current_user);

如果不指定任何角色，或者使用特定用户名 PUBLIC，那么策略应用于系统

上的所有用户。允许所有用户访问用户表中的行，可以使用简单策略：

CREATE POLICY user_policy ON users

USING (user = current_user);

相比较那些可见行是被增加到表中的行使用一条不同的策略，可以使用

WITH CHECK子句。 这个策略允许所有用户查看 users表中的所有行，但是只

能修改它们自己的行：

CREATE POLICY user_policy ON users

USING (true)

WITH CHECK (user = current_user);

使用 ALTER TABLE命令禁用行安全性。禁用行安全性不移除在表上定义的

任何策略；他们只是忽略。然后表上所有的行是可见的并且可修改的，属于标准

的 SQL权限系统。

下面是一个在生产环境中如何使用这个功能的例子。表 passwd 模拟 U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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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文件：

-- 简单密码文件基本例子

CREATE TABLE passwd (

username text UNIQUE NOT NULL,

pwhash text,

uid int PRIMARYKEY,

gid int NOT NULL,

real_name text NOT NULL,

home_phone text,

extra_info text,

home_dir text NOT NULL,

shell text NOT NULL

);

CREATE ROLE admin; -- Administrator

CREATE ROLE bob; -- Normal user

CREATE ROLE alice; -- Normal user

-- 填充表

INSERT INTO passwd VALUES

('admin','xxx',0,0,'Admin','111-222-3333',null,'/root','/bin/dash');

INSERT INTO passwd VALUES

('bob','xxx',1,1,'Bob','123-456-7890',null,'/home/bob','/bin/zsh');

INSERT INTO passwd VALUES

('alice','xxx',2,1,'Alice','098-765-4321',null,'/home/alice','/bin/zsh');

-- 一定启用表上行级安全性

ALTER TABLE passwd ENABLE ROW LEVEL SECURITY;

-- 创建策略

-- 管理员可以查看所有行并且添加行

CREATE POLICY admin_all ON passwd TO admin USING (true) WITH

CHECK (true);

-- 普通用户可以查看所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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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POLICY all_view ON passwd FOR SELECT USING (true);

-- 普通用户可以更新自己的记录，但是限制普通用户设置哪个脚本

CREATE POLICY user_mod ON passwd FOR UPDATE

USING (current_user = username)

WITH CHECK (

current_user = username AND

shell IN ('/bin/bash','/bin/sh','/bin/dash','/bin/zsh','/bin/tcsh')

);

-- 允许管理所有普通权限

GRANT SELECT, INSERT, UPDATE, DELETE ON passwd TO admin;

-- 用户只在 public列上获取 select访问

GRANT SELECT

(username, uid, gid, real_name, home_phone, extra_info, home_dir, shell)

ON passwd TO public;

-- 允许用户更新某些列

GRANT UPDATE

(pwhash, real_name, home_phone, extra_info, shell)

ON passwd TO public;

正如任何安全设置，重要的是要测试，并确保该系统的行为如预期。 使用

上面的例子，这演示了权限系统正常工作。

-- 管理员可以查看所有行和字段

postgres=> set role admin;

SET

postgres=> table passwd;

username | pwhash | uid | gid | real_name | home_phone | extra_info |

home_dir | shell

----------+--------+-----+-----+-----------+--------------+------------+-------------+------

admin | xxx | 0 | 0 | Admin | 111-222-3333 | | /root | /bin/dash

bob | xxx | 1 | 1 | Bob | 123-456-7890 | | /home/bob | /bin/zsh

alice | xxx | 2 | 1 | Alice | 098-765-4321 | | /home/alice | /bin/zsh

(3 rows)

-- 测试 Alice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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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 set role alice;

SET

postgres=> table passwd;

ERROR: permission denied for relation passwd

postgres=> select username,real_name,home_phone,extra_info,home_dir,shell

from passwd;

username | real_name | home_phone | extra_info | home_dir | shell

----------+-----------+--------------+------------+-------------+--------------------------

admin | Admin | 111-222-3333 | | /root | /bin/dash

bob | Bob | 123-456-7890 | | /home/bob | /bin/zsh

alice | Alice | 098-765-4321 | | /home/alice | /bin/zsh

(3 rows)

highgo=> update passwd set username = 'joe';

ERROR: permission denied for relation passwd

-- Alice可以修改她的 real_name，但是没有其他人

highgo=> update passwd set real_name = 'Alice Doe';

UPDATE 1

highgo=> update passwd set real_name = 'John Doe' where username = 'admin';

UPDATE 0

highgo=> update passwd set shell = '/bin/xx';

ERROR: new row violates WITH CHECK OPTION for "passwd"

highgo=> delete from passwd;

ERROR: permission denied for relation passwd

highgo=> insert into passwd (username) values ('xxx');

ERROR: permission denied for relation passwd

-- Alice can change her own password; RLS silently prevents updating other

rows

highgo=> update passwd set pwhash = 'abc';

UPDATE 1

引用完整性检查，比如唯一或者主键约束和外键引用，总是绕开行安全性确

保 维持数据完整性。当开发模式时必须小心， 并且行级策略通过引用完整性检

查避开"隐蔽通道"泄露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重要的是要确保行安全不被应用。 例如，当备份时，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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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灾难性的，如果行安全默默地导致从备份中省略了一些行。 在这种情况下,你

可以设置 row_security配置参数为 off。这本身不绕开行安全；如果任何 查询的

结果可以过滤策略，那么它会抛出一个错误。错误的原因可以调查并且修复。

在上面的例子中，策略表达式只考虑当前被访问或者被更新行中的值。 这

是最简单和表现最好的情况下；如果可能，最好设计行安全应用程序以这种方式

工作。 如果有必要咨询其它行或其它表采取策略决定，可以通过策略表达式中

使用子-SELECT, 或包含 SELECT的函数完成。然而要注意这样的访问可以创建

竞态条件，如果不小心可能造成信息泄漏。作为一个例子，考虑下面的表设计：

-- 权限组定义

CREATE TABLE groups (group_id int PRIMARYKEY,

group_name text NOT NULL);

INSERT INTO groups VALUES

(1, 'low'),

(2, 'medium'),

(5, 'high');

GRANTALL ON groups TO alice; -- alice is the administrator

GRANT SELECT ON groups TO public;

-- 用户的权限级别定义

CREATE TABLE users (user_name text PRIMARYKEY,

group_id int NOT NULL REFERENCES groups);

INSERT INTO users VALUES

('alice', 5),

('bob', 2),

('mallory', 2);

GRANTALL ON users TO alice;

GRANT SELECT ON users TO public;

-- 保持受保护信息的表

CREATE TABLE information (info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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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_id int NOT NULL REFERENCES

groups);

INSERT INTO information VALUES

('barely secret', 1),

('slightly secret', 2),

('very secret', 5);

ALTER TABLE information ENABLE ROW LEVEL SECURITY;

-- 行对于安全 group_id大于或者等于行的 group_id的用户是可见的/可更新

的

CREATE POLICY fp_s ON information FOR SELECT

USING (group_id <= (SELECT group_id FROM users WHERE user_name =

current_user));

CREATE POLICY fp_u ON information FOR UPDATE

USING (group_id <= (SELECT group_id FROM users WHERE user_name =

current_user));

-- 我们只依赖 RLS保护信息表

GRANTALL ON information TO public;

现在假设 alice 想要改变"秘密"信息， 但是觉得 mallory不应该看到该行中

的新内容，因此：

BEGIN;

UPDATE users SET group_id = 1 WHERE user_name = 'mallory';

UPDATE information SET info = 'secret from mallory' WHERE group_id = 2;

COMMIT;

看起来安全；没有窗口可供 mallory看到 "对 mallory 保密"的字符串。 然

而，这有个竞态条件。如果 mallory是同时执行的，即

SELECT * FROM information WHERE group_id = 2 FOR UPDATE;

并且事务是 READ COMMITTED模式，对于她有可能看到"来自 mallory的

秘密"。 如果她的事务在 alice之后到达 information行，则会发生。 他阻塞等待

alice 事务提交， 那么获取由于 FOR UPDATE 子句更新的行内容。然而，它确

实没有从 users 为隐含的 SELECT 抓取更新行， 因为子-SELECT 没有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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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相反 users 行读取查询开始时采取的快照。 因此，策略表达式测试

mallory权限级别的旧值，并且允许她查看更新的行。

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在子查询行安全策略中使

用 SELECT ... FOR SHARE。然而，这需要授予引用表（这里 users）的 受影响

用户 UPDATE权限，这可能是不可取的。（但是可以应用另一个行安全策略以

防止它们实际上行使这一 特权；或子查询可以嵌入到一个安全定义函数中。）

同时，行共享锁在引用表上大并发使用可能会造成性能问题，尤其是如果更新它

是频繁的。如果引用表更新不频繁，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当更新时在引用表上采取

排它锁。所以没有并发事务会检查旧的行值。 或者提交引用表的更新之后，并

在修改依赖于新安全方法之前只是等待所有并发事务结束。

1.2.8 模式

一个数据库集簇中包含一个或更多命名的数据库。用户和用户组被整个集簇

共享，但没有其他数据在数据库之间共享。任何给定客户端连接只能访问在连接

中指定的数据库中的数据。

注意:一个集簇的用户并不必拥有访问集簇中每一个数据库的权限。用户名

的共享意味着不可能在同一个集簇中出现重名的不同用户，例如两个数据库中都

有叫 joe的用户。但系统可以被配置为只允许 joe访问某些数据库。

一个数据库包含一个或多个命名模式，模式中包含着表。模式还包含其他类

型的命名对象，包括数据类型、函数和操作符。相同的对象名称可以被用于不同

的模式中二不会出现冲突，例如 schema1 和 myschema 都可以包含名为 mytable

的表。和数据库不同，模式并不是被严格地隔离：一个用户可以访问他所连接的

数据库中的所有模式内的对象，只要他有足够的权限。

下面是一些使用模式的原因：

 允许多个用户使用一个数据库并且不会互相干扰。

 将数据库对象组织成逻辑组以便更容易管理。

 第三方应用的对象可以放在独立的模式中，这样它们就不会与其他对象

的名称发生冲突。

模式类似于操作系统层的目录，但是模式不能嵌套。

1.2.8.1 创建模式

要创建一个模式，使用 CREATE SCHEMA命令。给出您选择的模式名称。

比如：

CREATE SCHEMA my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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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或者访问在模式中的对象，写出一个受修饰的名称，这个名称包含模

式名以及表名，它们之间用一个句点分开：

schema.table

这个方式在任何需要表名称的地方都可用，包括后面章节讨论的表修改命令

和数据访问命令。出于简化，我们将只讨论表，这个概念适用于所有其它已命名

对象类型，比如数据类型和函数。

实际上，更一般的语法是：

database.schema.table

这个语法也可以使用，但目前它只是为了和 SQL 标准形式上兼容。如果您

写了一个数据库名，那么它必须和您当前连接的数据库同名。要在新模式里创建

一个表，用

CREATE TABLE myschema.mytable(

...

);

如果一个模式是空的(所有它里面的对象都已经删除)，那么删除一个模式的

命令如下：

DROP SCHEMA myschema;

要删除一个模式及其包含的所有对象，可以使用：

DROP SCHEMA myschema CASCADE;

通常您想创建一个他人拥有的模式(因为这是一种限制用户在定义良好的模

式中的活动的方法)。其语法如下：

CREATE SCHEMAschema nameAUTHORIZATION username;

您甚至可以省略模式名称，这时模式名将和用户名同名。以 pg_开头的模式

名是保留给系统使用的，用户不能创建这样的名称。

1.2.8.2public模式

在前面的小节里，我们没有声明任何模式名称就创建了表。缺省时，这样的

表(以及其它对象)都自动放到一个叫做"public"的模式中去了。每个新数据库都

包含一个这样的模式。因此，下面的命令是等效的：

CREATE TABLE products(...);

和:

CREATE TABLE public.products(...);

1.2.8.3模式搜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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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名写起来很冗长，通常最好不要把一个特定模式名拉到应用中。因此，

表名通常被使用非限定名来引用，它只由表名构成。系统将沿着一条搜索路径来

决定该名称指的是哪个表，搜索路径是一个进行查看的模式列表。搜索路径中第

一个匹配的表将被认为是所需要的。如果在搜索路径中没有任何匹配，即使在数

据库的其他模式中存在匹配的表名也将会报告一个错误。

搜索路径中的第一个模式被称为当前模式。除了是第一个被搜索的模式外，

如果 CREATE TABLE 命令没有指定模式名，它将是新创建表所在的模式。

要显示当前搜索路径，使用下面的命令：

SHOW search_path;

在默认设置下这将返回：

search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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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public

第一个元素说明一个和当前用户同名的模式会被搜索。如果不存在这个模

式，该项将被忽略。第二个元素指向我们已经见过的公共模式。

搜索路径中的第一个模式是创建新对象的默认存储位置。这就是默认情况下

对象会被创建在公共模式中的原因。当对象在任何其他没有模式限定的环境中被

引用（表修改、数据修改或查询命令）时，搜索路径将被遍历直到一个匹配对象

被找到。因此，在默认配置中，任何非限定访问将只能指向公共模式。

要把新模式放在搜索路径中，我们可以使用：

SET search_path TO myschema,public;

（我们在这里省略了$user，因为我们并不立即需要它）。然后我们可以该

表而无需使用模式限定：

DROP TABLE mytable;

同样，由于 myschema是路径中的第一个元素，新对象会被默认创建在其中。

我们也可以这样写：

SET search_path TO myschema;

这样我们在没有显式限定时再也不必去访问公共模式了。公共模式没有什么

特别之处，它只是默认存在而已，它也可以被删除。

搜索路径对于数据类型名称、函数名称和操作符名称的作用与表名一样。数

据类型和函数名称可以使用和表名完全相同的限定方式。如果我们需要在一个表

达式中写一个限定的操作符名称，我们必须写成一种特殊的形式：

OPERATOR(schema.operator)

这是为了避免句法歧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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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3 OPERATOR(pg_catalog.+) 4;

实际上我们通常都会依赖于搜索路径来查找操作符，因此没有必要去写如此

“丑陋”的东西。

1.2.8.4模式和权限

缺省时，用户无法访问模式中不属于他们所有的对象。为了让他们能够访问，

模式的所有者需要在模式上赋予他们 USAGE 权限。为了让用户使用模式中的

对象，我们可能需要赋予适合该对象的额外权限。

用户也可以在别人的模式里创建对象。要允许这么做，需要被赋予在该模式

上的 CREATE权限。请注意，缺省时每个人都在 public 模式上有 CREATE和

USAGE 权限。这样就允许所有可以连接到声明数据库上的用户在这里创建对象。

如果您不打算这么做，可以撤销这个权限：

REVOKECREATE ON SCHEMA public FROM PUBLIC;

第一个"public"是模式，第二个"public"意思是"每一个用户"。第一句里它是

个标识符，而第二句里是个关键字，所以有不同的大小写。

1.2.8.5系统目录模式

除了 public和用户创建的模式之外，每个数据库都包含一个 pg_catalog 模

式，它包含系统表和所有内置数据类型、函数、操作符。pg_catalog总是搜索路

径的一个有效部分。如果没有在路径中显式地包括该模式，它将在路径中的模式

之前被搜索。这保证了内建的名称总是能被找到。然而，如果我们希望用用户定

义的名称重载内建的名称，可以显式的将 pg_catalog放在搜索路径的末尾。

由于系统表名称以 pg_开头，最好还是避免使用这样的名称，以避免和未来

新版本中 可能出现的系统表名发生冲突。系统表将继续采用以 pg_开头的方式，

这样它们不会与非限制的用户表名称冲突。

1.2.8.6惯用法

模式可以被用来以多种方式组织我们的数据。在默认配置下，一些常见的用

法是：

 如果我们不创建任何模式则所有用户会隐式地访问公共模式。这就像根

本不存在模式一样。当数据库中只有一个用户或者少量合作用户时，推

荐使用这种配置。这种配置使得我们很容易从没有模式的环境中转换过

来。

 我们可以为每一个用户创建与它同名的模式。回想一下，默认的搜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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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以$user 开始，它将会被解析成用户名。因此，如果每一个用户有一

个独立的模式，它们将会默认访问自己的模式。

 如果我们使用这种配置，则我们可能也希望撤销到公共模式的访问（或

者把它也一起删除），这样用户被真正地限制在他们自己的模式中。

 要安装共享的应用（任何人都可以用的表、由第三方提供的附加函数等），

将它们放在独立的模式中。记住要授予适当的权限以允许其他用户访问

它们。然后用户就可以使用带模式名的限定名称来引用这些附加对象，

或者他们可以把附加模式放入到他们的搜索路径中。

1.2.8.7移植性

在 SQL 标准里，在同一个模式里的对象被不同的用户所有的概念是不存在

的。而且，有些实现不允许您创建和它们的所有者不同名的模式。实际上，模式

和用户的概念在那些只实现了标准中规定的基本模式支持的数据库系统里几乎

是一样的。因此，许多用户考虑对名称加以修饰，使它们真正由

username.tablename 组成。如果您为每个用户都创建了一个模式，这实际上就是

HighGo DB 的行为。

同样，在 SQL 标准里也没有 public模式的概念。为了最大限度地遵循标准，

您不应该使用(可能甚至是应该删除)public模式。当然，有些数据库系统可能根

本没有模式，或者是通过允许跨数据库访问来提供模式的功能。如果您需要在这

些系统上干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移植性，最好不要使用模式。

1.2.9 继承

HighGo DB 实现了表继承，这对数据库设计者来说是一种有用的工具

（SQL:1999 及其后的版本定义了一种类型继承特性，但和这里介绍的继承有很

大的不同）。

让我们从一个例子开始：假设我们要为城市建立一个数据模型。每一个州有

很多城市，但是只有一个首府。我们希望能够快速地检索任何特定州的首府城市。

这可以通过创建两个表来实现：一个用于州首府，另一个用于不是首府的城市。

然而，当我们想要查看一个城市的数据（不管它是不是一个首府）时会发生什么？

继承特性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 capitals表定义为继承自 cities表：

CREATE TABLE cities (

name text,

population float,

altitude int -- in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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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TABLE capitals (

state char(2)

) INHERITS (cities);

在这种情况下，capitals表继承了它的父表 cities的所有列。州首府还有一个

额外的列 state用来表示它所属的州。

在 HighGo DB中，一个表可以从 0个或者多个其他表继承，而对一个表的

查询则可以引用一个表的所有行或者该表的所有行加上它所有的后代表。默认情

况是后一种行为。例如，下面的查询将查找所有海拔高于 500尺的城市的名称，

包括州首府：

SELECT name, altitude

FROM cities

WHERE altitude > 500;

它将返回：

name | altitude

-----------+----------

Las Vegas | 2174

Mariposa | 1953

Madison | 845

在另一方面，下面的查询将找到海拔超过 500尺且不是州首府的所有城市：

SELECT name, altitude

FROM ONLY cities

WHERE altitude > 500;

name | altitude

-----------+----------

Las Vegas | 2174

Mariposa | 1953

这里的 ONLY关键词指示查询只被应用于 cities上，而其他在继承层次中位

于 cities 之下的其他表都不会被该查询涉及。很多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命令（如

SELECT、UPDATE和 DELETE）都支持 ONLY关键词。

我们也可以在表名后写上一个*来显式地将后代表包括在查询范围内：

SELECT name, al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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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ities*

WHERE altitude > 500;

*并不是必须的，因为它对应的行为是默认的（除非改变 sql_inheritance配置

选项的设置）。但是书写*有助于强调会有附加表被搜索。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希望知道一个特定行来自于哪个表。每个表中的系

统列 tableoid可以告诉我们行来自于哪个表：

SELECT c.tableoid, c.name, c.altitude

FROM cities c

WHERE c.altitude > 500;

将会返回：

tableoid | name | altitude

----------+-----------+----------------------

139793 | Las Vegas | 2174

139793 | Mariposa | 1953

139798 | Madison | 845

（如果重新生成这个结果，可能会得到不同的 OID 数字。）通过与 pg_class

进行连接可以看到实际的表名：

SELECT p.relname, c.name, c.altitude

FROM cities c, pg_class p

WHERE c.altitude > 500 AND c.tableoid = p.oid;

将会返回：

relname | name | altitude

----------+-----------+----------------------

cities | Las Vegas | 2174

cities | Mariposa | 1953

capitals | Madison | 845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 regclass伪类型获得相同效果，这将象征性地输出表OID：

SELECT c.tableoid::regclass, c.name, c.altitude

FROM cities c

WHERE c.altitude > 500;

继承不会自动地将来自 INSERT或COPY命令的数据传播到继承层次中的其

他表中。在我们的例子中，下面的 INSERT语句将会失败：

INSERT INTO cities (name, population, altitude, state)

VALUES ('Albany', NULL, NULL, 'NY');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57

我们也许希望数据能被以某种方式被引入到 capitals表中，但是这不会发生：

INSERT总是向指定的表中插入。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使用一个规则来将插

入动作重定向。但是这对上面的情况并没有帮助，因为 cities表根本就不包含 state

列，因而这个命令将在触发规则之前就被拒绝。

父表上的所有检查约束和非空约束都将自动被它的后代所继承。其他类型的

约束（唯一、主键和外键约束）则不会被继承。

一个表可以从超过一个的父表继承，在这种情况下它拥有父表们所定义的列

的并集。任何定义在子表上的列也会被加入到其中。如果在这个集合中出现重名

列，那么这些列将被"合并"，这样在子表中只会有一个这样的列。重名列能被合

并的前提是这些列必须具有相同的数据类型，否则会导致错误。合并后的列将会

从被合并的列中复制所有的检查约束，并且如果其中一个被合并的列上有非空约

束，合并后的列也会被标记为非空。

表继承通常是在子表被创建时建立，使用CREATE TABLE语句的 INHERITS

子句。一个已经被创建的表也可以另外一种方式增加一个新的父亲关系，使用

ALTER TABLE 的 INHERIT 变体。要这样做，新的子表必须已经包括和父表相

同名称和数据类型的列。子表还必须包括和父表相同的检查约束和检查表达式。

相似地，一个继承链接也可以使用 ALTER TABLE 的 NO INHERIT 变体从一个

子表中移除。动态增加和移除继承链接可以用于实现表划分。

一种创建一个未来将被用做子女的新表的方法是在 CREATE TABLE中使用

LIKE 子句。这将创建一个和源表具有相同列的新表。如果源表上定义有任何

CHECK约束，LIKE 的 INCLUDING CONSTRAINTS 选项可以用来让新的子表

也包含和父表相同的约束。

当有任何一个子表存在时，父表不能被删除。当子表的列或者检查约束继承

于父表时，它们也不能被删除或修改。如果希望移除一个表和它的所有后代，一

种简单的方法是使用 CASCADE选项删除父表。

ALTER TABLE将会把列的数据定义或检查约束上的任何变化沿着继承层次

向下传播。同样，删除被其他表依赖的列只能使用 CASCADE 选项。ALTER

TABLE对于重名列的合并和拒绝遵循与 CREATE TABLE同样的规则。

请注意表访问权限的处理方式。查询一个父表将自动地访问子表中的数据而

不需要进一步的访问权限检查。这体现了子表的数据（也）在父表里存在。但是，

访问子表并不是自动被允许的且可能需要进一步被授予权限。

外表也可以作为继承层次结构的一部分， 无论是作为父表或者子表，正如

普通表一样。 如果外表是继承层次结构的一部分，那么任何外表不支持的操作

在整个层次结构中也不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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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注意事项

注意并非所有的 SQL命令都能工作在继承层次上。用于数据查询、数据修

改或模式修改（例如 SELECT、UPDATE、DELETE、大部分 ALTER TABLE 的

变体，但 INSERT或 ALTER TABLE ... RENAME不在此列）的命令会默认将子

表包含在内并且支持 ONLY记号来排除子表。负责数据库维护和调整的命令（如

REINDEX、VACUUM）只工作在独立的、物理的表上并且不支持在继承层次上

的递归。

继承特性的一个严肃的限制是索引（包括唯一约束）和外键约束值应用在单

个表上而非它们的继承子女。在外键约束的引用端和被引用端都是这样。因此，

按照上面的例子：

 如果我们声明 cities.name为 UNIQUE或者 PRIMARY KEY，这将不会阻

止 capitals表中拥有和 cities中城市同名的行。而且这些重复的行将会默

认显示在 cities的查询中。事实上，capitals在默认情况下是根本不能拥

有唯一约束的，并且因此能够包含多个同名的行。我们可以为 capitals

增加一个唯一约束，但这无法阻止相对于 cities的重复。

 相似地，如果我们指定 cities.name REFERENCES某个其他表，该约束不

会自动地传播到 capitals。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变通地在 capitals上

手工创建一个相同的 REFERENCES约束。

 指定另一个表的列 REFERENCES cities(name)将允许其他表包含城市名

称，但不会包含首府名称。这对于这个例子不是一个好的变通方案。

这些不足可能还将存在于某些未来的发布中，但是同时在决定继承是否对我

们的应用有用时需要相当小心。

1.2.10 分区

HighGo DB 支持基本的表分区功能。本节描述为什么需要表分区以及如何

在数据库设计中使用表分区。

1.2.10.1 概述

分区指的是将逻辑上的一个大表分成一些小的物理上的片。分区有很多益

处：

 在某些情况下查询性能能够显著提升，特别是当那些访问压力大的行在

一个分区或者少数几个分区时。分区可以取代索引的主导列、减小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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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以及使索引中访问压力大的部分更有可能被放在内存中。

 当查询或更新访问一个分区的大部分行时，可以通过该分区上的一个顺

序扫描来取代分散到整个表上的索引和随机访问，这样可以改善性能。

 如果需求计划使用分区设计，可以通过增加或移除分区来完成批量载入

和删除。ALTER TABLE NO INHERIT 和 DROP TABLE 都远快于一个批

量操作。这些命令也完全避免了由批量DELETE造成的VACUUM负载。

 很少使用的数据可以被迁移到便宜且较慢的存储介质上。

当一个表非常大时，分区所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值得的。一个表何种情况下会

从分区获益取决于应用，一个经验法则是当表的尺寸超过了数据库服务器物理内

存时，分区会为表带来好处。

目前，支持通过表继承来进行分区。每一个分区被创建为父表的一个子表。

父表本身通常是空的，它的存在仅仅为了表示整个数据集。在尝试建立分区之前，

应该先熟悉继承。

在 HighGo DB中可以实现下列形式的分区：

范围分区

表被根据一个关键列或一组列划分为"范围"，不同的分区的范围之间没

有重叠。例如，我们可以根据日期范围划分，或者根据特定业务对象的

标识符划分。

列表分区

通过显式地列出每一个分区中出现的键值来分区表。

1.2.10.2 实现分区

要设置一个分区的表，做下面的步骤：

1.创建"主表"，所有分区都从它继承，这个表中没有数据，不要在这个表上

定义任何检查约束，除非您希望约束同样也适用于所有分区。同样，在其上定义

任何索引或者唯一约束也没有意义。

2.创建几个"子表"，每个都从主表上继承。通常，这些表不会增加任何字段。

我们将把子表称作分区，尽管它们就是普通的 HighGo DB 表（或者可能外表）。

3.为分区表增加表约束，定义每个分区允许的键值。典型的例子是：

CHECK ( x = 1 )

CHECK ( county IN ( 'Oxfordshire', 'Buckinghamshire', 'Warwickshire' ))

CHECK ( outletID >= 100 AND outletID < 200 )

确保这些约束能够保证在不同的分区里不会有重叠的键值。设置范围约束时

一个常见的错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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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 outlet ID BETWEEN 100 AND 200 )

CHECK ( outlet ID BETWEEN 200 AND 300 )

这是错误的，因为键值 200并没有被清楚地分配到某一个分区。

请注意在范围和列表分区的语法方面没有什么区别；这些术语只是用于描述

的。

4.对于每个分区，在关键字字段上创建一个索引，以及其它您想创建的索引。

关键字字段索引并非严格必需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您

希望关键字值是唯一的，那么您应该总是给每个分区创建一个唯一或者主键约

束。

5.还可以有选择地定义一个规则或者触发器，把对主表的数据插入重定向到

合适的分区表。

6.确保 postgresql.conf 中 constraint_exclusion 配置参数 没有被禁用。如果它

被禁用，查询不会按照需要进行优化。

比如，假设我们为一个巨大的冰激凌公司构造数据库。该公司每天都测量最

高温度，以及每个地区的冰激凌销售。概念上，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表：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 (

city_id int not null,

logdate date not null,

peaktemp int,

unitsales int

);

由于该表的主要用途是为管理层提供在线报告，我们知道大部分查询将只会

访问上周、上月或者上季度的数据。为了减少需要保存的旧数据的量，我们决定

只保留最近 3年的数据。在每一个月的开始，我们将删除最老的一个月的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分区来帮助我们满足对于测量表的所有不同需

求。按照上面所勾勒的步骤，分区可以这样来建立：

1.主表是 measurement 表，就像上面那样声明。

2.然后我们为每个月创建一个分区：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06m02 ( ) INHERITS (measurement);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06m03 ( ) INHERITS (measurement);

...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07m11 ( ) INHERITS (measurement);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07m12 ( ) INHERITS (measurement);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08m01 ( ) INHERITS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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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分区都是拥有自己内容的完整的表，只是它们从 measurement表继承定

义。

这样就解决了我们的一个问题：删除旧数据。每个月，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

最旧的子表上执行一个 DROP TABLE，然后为新月份创建一个新的子表。

3.我们必须证明非重叠的表约束。而不是像上面一样只是创建分区表，实际

的表创建脚本应该是：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06m02 (

CHECK ( logdate >= DATE '2006-02-01' AND logdate < DATE '2006-03-01' )

) INHERITS (measurement);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06m03 (

CHECK ( logdate >= DATE '2006-03-01' AND logdate < DATE '2006-04-01' )

) INHERITS (measurement);

...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07m11 (

CHECK ( logdate >= DATE '2007-11-01' AND logdate < DATE '2007-12-01' )

) INHERITS (measurement);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07m12 (

CHECK ( logdate >= DATE '2007-12-01' AND logdate < DATE '2008-01-01' )

) INHERITS (measurement);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08m01 (

CHECK ( logdate >= DATE '2008-01-01' AND logdate < DATE '2008-02-01' )

) INHERITS (measurement);

4.我们可能还需要在关键字字段上有索引：

CREATE INDEX measurement_y2006m02_logdate ON

measurement_y2006m02 (logdate);

CREATE INDEX measurement_y2006m03_logdate ON

measurement_y2006m03 (logdate);

...

CREATE INDEX measurement_y2007m11_logdate ON

measurement_y2007m11 (logdate);

CREATE INDEX measurement_y2007m12_logdate ON

measurement_y2007m12 (logdate);

CREATE INDEX measurement_y2008m01_logdate ON

measurement_y2008m01 (log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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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先不建立更多的索引。

5.我们想让我们的应用可以说 INSERT INTOmeasurement...数据被重定向到

相应的分区表。我们可以安排给主表附上一个合适的触发器。如果数据只进入最

新的分区，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触发器：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measurement_insert_trigger()

RETURNS TRIGGERAS $$

BEGIN

INSERT INTO measurement_y2008m01 VALUES (NEW.*);

RETURN NULL;

END;

$$

LANGUAGE plpgsql;

创建完函数后，我们将创建一个调用触发器函数的触发器：

CREATE TRIGGER insert_measurement_trigger

BEFORE INSERT ON measurement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measurement_insert_trigger();

我们必须每月重新定义触发器，以便指向当前分区。然而，触发定义不需要

更新。我们可能想插入数据并且想让服务器自动定位应该向哪个分区插入数据。

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复杂的触发器来实现这个目标，比如：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measurement_insert_trigger()

RETURNS TRIGGERAS $$

BEGIN

IF ( NEW.logdate >= DATE '2006-02-01' AND

NEW.logdate < DATE '2006-03-01' ) THEN

INSERT INTO measurement_y2006m02 VALUES (NEW.*);

ELSIF ( NEW.logdate >= DATE '2006-03-01' AND

NEW.logdate < DATE '2006-04-01' ) THEN

INSERT INTO measurement_y2006m03 VALUES (NEW.*);

...

ELSIF ( NEW.logdate >= DATE '2008-01-01' AND

NEW.logdate < DATE '2008-02-01' ) THEN

INSERT INTO measurement_y2008m01 VALUES (NEW.*);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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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SE EXCEPTION 'Date out of range. Fix the

measurement_insert_trigger() function!';

END IF;

RETURN NULL;

END;

$$

LANGUAGE plpgsql;

每一个触发器跟以前一样。注意，每一个 IF测试必须匹配其分区的 CHECK

约束。当这个函数比单月的情况更复杂时，它不需要经常的更新，因为分支可以

在需要之前被添加。

注意:在实践中，如果大部分插入该分区，它可能是最好首先检查好最新分区

的。为简单起见，我们为触发器的检查采用了和本例中其他部分一致的顺序。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复杂的分区方案可能要求相当多的 DDL 语句。在上面

的例子里我们需要每个月创建一次新分区，因此写一个脚本自动生成需要的

DDL 是明智的。

1.2.10.3 管理分区

通常当初始定义的表倾向于动态变化时，一组分区会被创建。删除旧的分区

并周期性地为新数据增加新分区是很常见的。分区的一个最重要的优点是可以通

过操纵分区结构来使得这种痛苦的任务几乎是自发地完成，而不需要去物理地移

除大量的数据。

移除旧数据的最简单的选项是直接删除不再需要的分区：

DROP TABLE measurement_y2006m02;

这可以非常快地删除百万级别的记录，因为它不需要逐一地删除记录。

另一个经常使用的选项是将分区从被分区的表中移除，但是把它作为一个独

立的表保留下来：

ALTER TABLE measurement_y2006m02 NO INHERIT measurement;

这允许在数据被删除前执行更进一步的操作。例如，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时机

通过 COPY、pg_dump或类似的工具来备份数据。这也是进行数据聚集、执行其

他数据操作或运行报表的好时机。

相似地我们也可以增加新分区来处理新数据。我们可以在被分区的表中创建

一个新的空分区：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08m02 (

CHECK ( logdate >= DATE '2008-02-01' AND logdate < DATE '2008-0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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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HERITS (measurement);

作为一种选择方案，有时创建一个在分区结构之外的新表更方便，并且在以

后才将它作为一个合适的分区。这使得数据可以在出现于被分区表中之前被载

入、检查和转换：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08m02

(LIKE measurement INCLUDING DEFAULTS INCLUDING

CONSTRAINTS);

ALTER TABLE measurement_y2008m02 ADD CONSTRAINT y2008m02

CHECK ( logdate >= DATE '2008-02-01' AND logdate < DATE

'2008-03-01' );

\copy measurement_y2008m02 from 'measurement_y2008m02'

-- 可能做一些其他数据准备工作

ALTER TABLE measurement_y2008m02 INHERIT measurement;

1.2.10.4 分区和约束排除

约束排除是一种查询优化技术，它可以为按照以上方式定义的被分区表提高

性能。例如：

SET constraint_exclusion = on;

SELECT count(*) FROM measurement WHERE logdate >= DATE

'2008-01-01';

如果没有约束排除，上述查询将扫描 measurement表的每一个分区。在启用

约束排除后，规划器将检查每一个分区的约束来确定该分区需不需要被扫描，因

为分区中可能不包含满足查询WHERE子句的行。如果规划器能够证实这一点，

则它将会把该分区排除在查询计划之外。

可以使用 EXPLAIN 命令来显示开启了 constraint_exclusion的计划和没有开

启该选项的计划之间的区别。一个典型的未优化的计划是：

SET constraint_exclusion = off;

EXPLAIN SELECT count(*) FROM measurement WHERE logdate >= DATE

'2008-01-01';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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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gregate (cost=158.66..158.68 rows=1 width=0)

-> Append (cost=0.00..151.88 rows=2715 width=0)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65

-> Seq Scan on measurement (cost=0.00..30.38 rows=543

width=0)

Filter: (logdate >= '2008-01-01'::date)

-> Seq Scan on measurement_y2006m02 measurement

(cost=0.00..30.38 rows=543 width=0)

Filter: (logdate >= '2008-01-01'::date)

-> Seq Scan on measurement_y2006m03 measurement

(cost=0.00..30.38 rows=543 width=0)

Filter: (logdate >= '2008-01-01'::date)

...

-> Seq Scan on measurement_y2007m12 measurement

(cost=0.00..30.38 rows=543 width=0)

Filter: (logdate >= '2008-01-01'::date)

-> Seq Scan on measurement_y2008m01 measurement

(cost=0.00..30.38 rows=543 width=0)

Filter: (logdate >= '2008-01-01'::date)

其中的某些或者全部分区将会使用索引扫描而不是全表顺序扫描，但是关键

在于根本不需要扫描旧分区来回答这个查询。当我们开启约束排除后，对于同一

个查询我们会得到一个更加廉价的计划：

SET constraint_exclusion = on;

EXPLAIN SELECT count(*) FROM measurement WHERE logdate >= DATE

'2008-01-01';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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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gregate (cost=63.47..63.48 rows=1 width=0)

-> Append (cost=0.00..60.75 rows=1086 width=0)

-> Seq Scan on measurement (cost=0.00..30.38 rows=543

width=0)

Filter: (logdate >= '2008-01-01'::date)

-> Seq Scan on measurement_y2008m01 measurement

(cost=0.00..30.38 rows=543 width=0)

Filter: (logdate >= '2008-01-01'::date)

注意约束排除只由 CHECK约束驱动，而非索引的存在。因此，没有必要在

关键列上定义索引。是否在给定分区上定义索引取决于我们希望查询经常扫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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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部分还是小部分。在后一种情况中索引将会发挥作用。

constraint_exclusion的默认（也是推荐）设置实际上既不是 on也不是 off，

而是一个被称为 partition的中间设置，这使得该技术只被应用于将要在被分区表

上工作的查询。设置 on将使得规划器在所有的查询中检查 CHECK约束，即使

简单查询不会从中受益。

1.2.10.5 可选划分分区方法

另一种将插入重定向到合适的分区表的方法是在主表上建立规则而不是触

发器，例如：

CREATE RULE measurement_insert_y2006m02 AS

ON INSERT TO measurement WHERE

( logdate >= DATE '2006-02-01' AND logdate < DATE '2006-03-01' )

DO INSTEAD

INSERT INTO measurement_y2006m02 VALUES (NEW.*);

...

CREATE RULE measurement_insert_y2008m01 AS

ON INSERT TO measurement WHERE

( logdate >= DATE '2008-01-01' AND logdate < DATE '2008-02-01' )

DO INSTEAD

INSERT INTO measurement_y2008m01 VALUES (NEW.*);

一个规则比一个触发器具有明显更高的负荷，但是该负荷是由每个查询承担

而不是每一个行，因此这种方法可能对于批量插入的情况有益。但是，在大部分

情况下触发器方法能提供更好的性能。

注意 COPY会忽略规则。如果希望使用 COPY来插入数据，我们将希望将

数据复制到正确的分区表而不是主表。COPY会引发触发器，因此如果使用触发

器方法就可以正常地使用它。

规则方法的另一个缺点是如果一组规则没有覆盖被插入的数据，则该数据将

被插入到主表中而不会发出任何错误。

分区也可以使用一个 UNIONALL 视图来组织。例如：

CREATE VIEW measurement AS

SELECT * FROM measurement_y2006m02

UNIONALL SELECT * FROM measurement_y2006m03

...

UNIONALL SELECT * FROM measurement_y2007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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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ALL SELECT * FROM measurement_y2007m12

UNIONALL SELECT * FROM measurement_y2008m01;

但是，如果要增加或者删除单独的分区，就需要重新地创建视图。在实践中，

相对于使用继承，这种方法很少被推荐。

1.2.10.6 警告

下面的警告适用于被分区表：

 没有自动的方法来验证所有的 CHECK约束是互斥的。创建代码来生成

分区并创建或修改相关对象比手工写命令要更安全。

 这里展示的模式都假设分区的关键列从不改变，或者是其改变不足以导

致它被移到另一个分区。一个尝试将行移到另一个分区的 UPDATE会失

败，因为 CHECK约束的存在。如果我们需要处理这类情况，我们可以

在分区表上放置合适的更新触发器，但是它会使得结构的管理更加复

杂。

 如果我们在使用手工的 VACUUM或 ANALYZE命令，别忘了需要在每

一个分区上都运行一次。以下的命令：

ANALYZE measurement;

只会处理主表。

 具有 ON CONFLICT子句的 INSERT语句不太可能像预期那样工作，正

如特定目标关系中而非子关系的独特侵权情况下采取ON CONFLICT操

作。

 下面的警告适用于约束排除：

 只有在查询的WHERE子句包含常量（或者外部提供的参数）时，约束

排 除 才 会 起 效 。 例 如 ， 一 个 与 非 不 变 函 数 （ 例 如

CURRENT_TIMESTAMP）的比较不能被优化，因为规划器不知道该函

数的值在运行时会落到哪个分区内。

 保持分区约束简单，否则规划器可能没有办法验证无需访问的分区。按

前面的例子所示，为列表分区使用简单相等条件或者为范围分区使用简

单范围测试。一个好的经验法则是分区约束应该只包含使用 B-tree可索

引操作符的比较，比较的双方应该是分区列和常量。

 在约束排除期间，主表所有的分区上的所有约束都会被检查，所以大量

的分区将会显著地增加查询规划时间。使用这些技术的分区在大约最多

100个分区的情况下工作得很好，但是不要尝试使用成千个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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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外部数据

HighGo DB实现了部分的 SQL/MED 规定，允许我们使用普通 SQL查询来

访问位于数据库之外的数据。这种数据被称为外部数据（注意这种用法不要和外

键混淆，后者是数据库中的一种约束）。

外部数据可以在一个外部数据包装器的帮助下被访问。一个外部数据包装器

是一个库，它可以与一个外部数据源通讯，并隐藏连接到数据源和从它获取数据

的细节。在 contrib模块中有一些外部数据包装器。其他类型的外部数据包装器

可以在第三方产品中找到。如果这些现有的外部数据包装器都不能满足你的需

要，可以自己编写一个。

要访问外部数据，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外部服务器对象，它根据它所支持的外

部数据包装器所使用的一组选项定义了如何连接到一个特定的外部数据源。接着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或多个外部表，它们定义了外部数据的结构。一个外部表可以

在查询中像一个普通表一样地使用，但是在服务器中外部表没有存储数据。不管

使用什么外部数据包装器，HighGo DB会要求外部数据包装器从外部数据源获取

数据，或者在更新命令的情况下传送数据到外部数据源。

访问远程数据可能需要在外部数据源的授权。这些信息通过一个用户映射提

供，它基于当前的角色提供了附加的数据例如用户名和密码。

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参阅 CREATE FOREIGN DATA WRAPPER，

CREATE SERVER，CREATE USER MAPPING和 CREATE FOREIGN TABLE。

1.2.12 其它数据库对象

表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结构中的核心对象，因为它们承载了我们的数据。但

是它们并不是数据库中的唯一一种对象。有很多其他种类的对象可以被创建来使

得数据的使用和管理更加方便或高效。在本章中不会讨论它们，但是我们在会给

出一个列表:

1.视图

2.函数和操作符

3.数据类型和域

4.触发器和重写规则

1.2.13 依赖性跟踪

如果您创建了一个包含许多表，并且带有外键约束、视图、触发器、函数等

复杂的数据库结构。那么您就会在对象之间隐含地创建了一个依赖性的网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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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个带有外键约束的表依赖于它所引用的表。

为了保证整个数据库结构的完整性，HighGo DB 保证您无法删除那些还被

其它对象依赖的对象。比如，试图删除在上文例子中被订单表所依赖的产品表是

不能成功的，会有类似下面的错误信息出现：

DROP TABLE products;

NOTICE: constraint orders_product_no_fkey on table orders depends on

table products

ERROR: cannot drop table products because other objects depend on it

HINT: Use DROP ... CASCADE to drop the dependent objects too.

这个错误信息包含一个有用的提示：如果您不想麻烦的分别删除所有依赖对

象，您可以运行：

DROP TABLE products CASCADE;

然后所有被依赖的对象都将被删除(并不删除订单表，只是删除外键约束)。

如果您想检查 DROP CASCADE会干什么，运行不带 CASCADE的 DROP然后

阅读 NOTICE信息。

HighGo DB 里的所有删除命令都支持声明 CASCADE。当然，具体的依赖

性实体取决于对象的类型。您也可以写 RESTRICT 而不是 CASCADE以获取缺

省的行为(仅限于删除那些其它对象所依赖的对象)。

注意:根据 SQL 标准，要求至少声明 RESTRICT 或 CASCADE中的一个。

实际上没有哪种数据库系统强制这一点，但是缺省的行为是 RESTRICT 还是

CASCADE则因系统而异。

1.3 数据操作

1.3.1 插入数据

当一个表被创建后，它不包含数据。在数据库可以有点用之前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向里面插入数据。数据在概念上是以每次一行地方式被插入的。你当然可

以每次插入多行，但是却没有办法一次插入少于一行的数据。即使你只知道几个

列的值，那么你也必须创建一个完整的行。

要创建一个新行，使用 INSERT命令。这条命令要求提供表的名称和其中列

的值。例如，考虑上文中的产品表：

CREATE TABLE products (

product_no integer,

nam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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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numeric

);

一个插入一行的命令将是：

INSERT INTO products VALUES (1, 'Cheese', 9.99);

数据的值是按照这些列在表中出现的顺序列出的，并且用逗号分隔。通常，

数据的值是文字（常量），但也允许使用标量表达式。

上面的语法的缺点是你必须知道表中列的顺序。要避免这个问题，你也可以

显式地列出列。例如，下面的两条命令都有和上文那条 命令一样的效果：

INSERT INTO products (product_no, name, price) VALUES (1, 'Cheese', 9.99);

INSERT INTO products (name, price, product_no) VALUES ('Cheese', 9.99, 1);

许多用户认为明确列出列的名称是个好习惯。

如果你没有获得所有列的值，那么你可以省略其中的一些。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列将被填充为它们的缺省值。例如：

INSERT INTO products (product_no, name) VALUES (1, 'Cheese');

INSERT INTO products VALUES (1, 'Cheese');

第二种形式它从使用给出的值从左开始填充列，有多少个给出的列值就填充

多少个列，其他列的将使用缺省值。

为了保持清晰，你也可以显式地要求缺省值，用于单个的列或者用于整个行：

INSERT INTO products (product_no, name, price) VALUES (1, 'Cheese',

DEFAULT);

INSERT INTO products DEFAULTVALUES;

你可以在一个命令中插入多行：

INSERT INTO products (product_no, name, price) VALUES

(1, 'Cheese', 9.99),

(2, 'Bread', 1.99),

(3, 'Milk', 2.99);

提示 :要一次插入大量数据，可以看看 COPY命令。它不像 INSERT命令

那么灵活，但是更高效。

1.3.2 更新数据

修改已经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数据的行为叫做更新。您可以更新单独的一行，

也可以更新表中所有的行，还可以更新其中的一部分行。我们可以独立地更新每

个字段，而其它的字段则不受影响。更新现有行，使用命令 UPDATE，这需要三

种信息：表的名称和要更新的字段名，字段的新值，要更新哪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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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通常并不为数据行提供唯一标识。因此我们无法直接声明需要更新哪一

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声明一个被更新的行必须满足的条件。只有在表里存在

主键的时候(不管您叫它什么)，我们才能通过选取主键可靠地指定一个独立的

行。图形化的数据库访问工具依赖这个东西来让我们可以独立地更新某些行。比

如，这条命令将所有价格为 5 的产品重定价为 10：

UPDATE products SET price = 10 WHERE price = 5;

这样做可能导致零行、一行或者更多行被更新。如果我们试图做一个不匹配

任何行的更新，那也不算错误。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个命令。首先是关键字 UPDATE，然后跟着表名称。和平

常一样，表名称也可以是用模式限定的，否则会从路径中查找它。然后是关键字

SET， 后面跟着列名、一个等号以及新的列值。新的列值可以是任意标量表达

式， 而不仅仅是常量。例如，如果你想把所有产品的价格提高 10%，你可以用：

UPDATE products SET price = price * 1.10;

如您所见，新值的表达式也可以引用行中现有的数值。我们还忽略了

WHERE 子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子句，那么表中所有的行都要被更新。如果

出现了 WHERE 子句，那么只有匹配其条件的行才会被更新。请注意在 SET子

句中的等号是一个赋值，而在WHERE 子句中的等号是比较，不过这样并不会

导致任何歧义。当然WHERE 条件不一定非得是相等测试。许多其它操作符也

都可以使用。但是表达式必须得出一个布尔结果。

你还可以在一个 UPDATE命令中更新更多的字段，方法是在 SET子句中列

出更多赋值。比如：

UPDATE mytable SET a = 5, b = 3, c = 1 WHERE a > 0;

Pg10 开始 Update 语句增强可以使用 ROW关键字同时更新多列值，如下：

postgres=> UPDATE pgbench_tellers SET (bid, tbalance) = ROW (2, 1) WHERE

tid = 10;

UPDATE 1

1.3.3 删除数据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释了如何向表中增加数据以及如何改变数据。剩下的

是讨论如何删除不再需要的数据。和前面增加数据一样，删除数据也必须是从表

中整行整行地删除。在上一节里我们提到 SQL不提供直接访问独立行的方法。

因此，删除行只能是通过声明被删除行必须匹配的条件进行。如果您在表上有一

个主键，那么您可以声明准确的行。当然，您也可以删除匹配条件的一组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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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次删除表中的所有行。

我们使用 DELETE命令删除行。它的语法和 UPDATE 命令非常类似。比

如，要从产品表中删除所有价格为 10 的产品，用:

DELETE FROM products WHERE price = 10;

如果您只是写

DELETE FROM products;

那么表中所有行都会被删除！程序员一定要注意。

1.4 查询

本节讨论如何从数据库中检索数据。

1.4.1 概述

从数据库中检索数据的过程或命令叫做查询。SELECT命令用于声明查询。

SELECT命令的通用语法如下：

[WITH with_queries]SELECT select_list FROM table_expression

[sort_specification]

随后的几节将描述选择列表、表表达式、排序声明的细节。WITH查询被视

为最后的，因为它们是一种先进的功能。

简单的查询的形式如下：

SELECT* FROM table1;

假设有一个 table1表，这条命令将从 table1中检索所有行和所有字段。检索

的方法取决于客户端的应用程序。比如，psql 程序将在屏幕上显示一个 ASCII-art

表格，客户端库将提供检索独立行和字段的函数。选择列表声明为 * 表示表表

达式提供的所有可用字段。一个选择列表也可以选择可用字段的一个子集或者在

检索它们之前对字段进行计算；比如，如果 table1有名为 a，b和 c的字段(可能

还有其它)，那么您可以用下面的语句进行查询(假设 b和 c都是数字数据类型)：

SELECT a，b+c FROM table1;

FROM table1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表表达式：它只读取了一个表。通常，表表达

式可以是基本表、连接、子查询的复杂构造。但您也可以省略表表达式而只用

SELECT命令当做一个计算器：

SELECT3*4;

如果选择列表里的表达式返回变化的结果，那么这就更有用了。比如，您可

以用这个方法调用函数：

SELECTrandom();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73

1.4.2 表表达式

一个表表达式计算一个表，它包含一个 FROM 子句，该子句可以根据需要选

用 WHERE，GROUP BY和 HAVING 子句。最简单的表表达式只是指向磁盘上

的一个所谓的基本表，但是我们可以用更复杂的表表达式以各种法修改或组合基

本表。

表表达式里的 WHERE，GROUPBY和 HAVING子句声明一系列对源自

FROM 子句的表的转换操作。所有这些转换最后生成一个虚拟表，传递给选择列

表计算输出行。

1.4.2.1FROM 子句

FROM CLAUSE 从一个逗号分隔的表引用列表中生成一个或更多个其它表

中生产一个表:

FROM table_reference[，table_reference[，...]]

表引用可以是一个表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或者是一个生成的表，比如子

查询、表连接，或它们的复杂组合。如果在 FROM 子句中列出了多于一个表，

那么它们被交叉连接(见下文)形成一个派生表，FROM列表的结果是一个中间的

虚拟表，该表可以进行 WHERE，GROUP BY和 HAVING子句的转换处理，并

最后生成表表达式的结果。

如果一个表引用的是一个简单的父表的名称，那么将包括其所有子表的行，

除非您在该表名称前面加 ONLY关键字。但是，这种引用只会产生出现在该命

名表中的列 — 在子表中增加的列都会被忽略。

除了在表名前写 ONLY，你可以在表名后面写上*来显式地指定要包括所有

的后代表。书写*并不是必需的，因为该行为是默认值（除非你修改 sql_inheritance

配置选项的设置）。不过对于强调附加表也应该被搜索，书写*是有用的。

1.1.1.2.1 连接表

一个连接表是根据特定的连接规则从两个其它表(真实表或生成表)中派生

的表。我们支持内连接、外连接、交叉连接。一个连接表的一般语法是：

T1 join_type T2 [ join_condition ]

所有类型的连接都可以被链在一起或者嵌套：T1和 T2都可以是连接表。在

JOIN子句周围可以使用圆括号来控制连接顺序。如果不使用圆括号，JOIN子句

会从左至右嵌套。

连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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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连接

T1 CROSS JOINT2

对每个来自 T1和 T2的行进行组合(即笛卡尔积)，生成的表将包含这样的

行：所有 T1里面的字段后面跟着所有 T2里面的字段。如果两表分别有 N 和 M

行，连接成的表将有 N*M行。

FROM T1 CROSS JOIN T2 等效于 FROM T1,T2。它还等效于 FROM T1

INNERJOIN T2 ON TRUE(见下文)。

注意:当多于两个表出现时，后一种等效并不严格成立，因为 JOIN 比逗号

绑得更紧。例如 FROM T1 CROSS JOIN T2 INNER JOIN T3 ON condition

和 FROM T1, T2 INNER JOIN T3 ON condition并不完全相同， 因为第一种情况

中的 condition可以引用 T1，但在第二种情况中却不行。

条件连接

T1{[INNER]|{LEFT|RIGHT|FULL}[OUTER]}JOIN T2 ON

boolean_expression

T1{[INNER]|{LEFT|RIGHT|FULL}[OUTER]}JOIN T2 USING(join column

list)

T1 NATURAL{[INNER]|{LEFT|RIGHT|FULL}[OUTER]}JOIN T2

INNER 和 OUTER 对所有连接类型都是可选的。 INNER 为缺省。

LEFT,RIGHT 和 FULL 隐含外连接。

连接条件在 ON或 USING 子句里声明，或者用关键字 NATURAL 隐含地

声明。连接条件判断来自两个源表中的哪些行是"匹配"的，这些我们将在下面详

细解释。

可能的条件连接类型是：

INNER JOIN

对于 T1 的每一行 R1，生成的连接表都有一行对应 T2 中的每一个满足和

R1 的连接条件的行。

LEFT OUTER JOIN

首先，执行一次内连接。然后，为 T1 中每一个无法在连接条件上匹配 T2

里任何一行的行返回一个连接行，该连接行中 T2 的列用空值补齐。因此，生成

的连接表里为来自 T1 的每一行都至少包含一行。

RIGHT OUTER JOIN

首先，执行一次内连接。然后，为 T2 中每一个无法在连接条件上匹配 T1

里任何一行的行返回一个连接行，该连接行中 T1 的列用空值补齐。因此，生成

的连接表里为来自 T2 的每一行都至少包含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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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OUTER JOIN

首先，执行一次内连接。然后，为 T1 中每一个无法在连接条件上匹配 T2

里任何一行的行返回一个连接行，该连接行中 T2 的列用空值补齐。同样，为 T2

中每一个无法在连接条件上匹配 T1 里任何一行的行返回一个连接行，该连接行

中 T1 的列用空值补齐。

ON 子句是最常见的连接条件的类型：它接收一个和 WHERE 子句相同的

布尔表达式。如果两个分别来自 T1 和 T2 的行在 ON表达式上运算的结果为

真，那么它们就算是匹配的行。

USING是个缩写符号，它允许你利用特殊的情况：连接的两端都具有相同

的连接列名。它接受共享列名的一个逗号分隔列表，并且为其中每一个共享列构

造一个包含等值比较的连接条件。例如用 USING (a, b)连接 T1和 T2会产生连接

条件 ON T1.a = T2.a AND T1.b = T2.b。

更进一步，JOIN USING的输出会废除冗余列：不需要把匹配上的列都打印

出来，因为它们必须具有相等的值。不过 JOIN ON会先产生来自 T1的所有列，

后面跟上所有来自 T2的列；而 JOIN USING会先为列出的每一个列对产生一个

输出列，然后先跟上来自 T1的剩余列，最后跟上来自 T2的剩余列。

最后，NATURAL是 USING的缩写形式：它形成一个 USING列表，该列表

由那些在两个表里都出现了的列名组成。和 USING一样，这些列只在输出表里

出现一次。如果不存在公共列，NATURAL的行为将和 CROSS JOIN 一样。

注意: USING对于连接关系中的列改变是相当安全的，因为只有被列出的列

会被组合成连接条件。NATURAL的风险更大，因为如果其中一个关系的模式改

变会导致出现一个新的匹配列名，就会导致连接将新列也组合成连接条件。

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假设我们有一个表 t1:

num|name

-----+------

1|a

2|b

3|c

和 t2:

num|value

-----+-------

1|xxx

3|yyy

5|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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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用不同的连接方式可以获得各种结果：

=> SELECT * FROM t1 CROSS JOIN t2;

num | name | num | value

-----+------+-----+-------

1 | a | 1 | xxx

1 | a | 3 | yyy

1 | a | 5 | zzz

2 | b | 1 | xxx

2 | b | 3 | yyy

2 | b | 5 | zzz

3 | c | 1 | xxx

3 | c | 3 | yyy

3 | c | 5 | zzz

(9 rows)

=> SELECT * FROM t1 INNER JOIN t2 ON t1.num = t2.num;

num | name | num | value

-----+------+-----+-------

1 | a | 1 | xxx

3 | c | 3 | yyy

(2 rows)

=> SELECT * FROM t1 INNER JOIN t2 USING (num);

num | name | value

-----+------+-------

1 | a | xxx

3 | c | yyy

(2 rows)

=> SELECT * FROM t1 NATURAL INNER JOIN t2;

num | name | value

-----+------+-------

1 | a | xxx

3 | c | yyy

(2 rows)

=> SELECT * FROM t1 LEFT JOIN t2 ON t1.num = t2.num;

num | name | num |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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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a | 1 | xxx

2 | b | |

3 | c | 3 | yyy

(3 rows)

=> SELECT * FROM t1 LEFT JOIN t2 USING (num);

num | name | value

-----+------+-------

1 | a | xxx

2 | b |

3 | c | yyy

(3 rows)

=> SELECT * FROM t1 RIGHT JOIN t2 ON t1.num = t2.num;

num | name | num | value

-----+------+-----+-------

1 | a | 1 | xxx

3 | c | 3 | yyy

| | 5 | zzz

(3 rows)

=> SELECT * FROM t1 FULL JOIN t2 ON t1.num = t2.num;

num | name | num | value

-----+------+-----+-------

1 | a | 1 | xxx

2 | b | |

3 | c | 3 | yyy

| | 5 | zzz

(4 rows)

用 ON声明的连接条件也可以包含与连接不直接相关的条件。这种功能可能

对某些查询很有用，但是需要我们仔细想清楚。比如：

=> SELECT * FROM t1 LEFT JOIN t2 ON t1.num = t2.num AND t2.value =

'xxx';

num | name | num | value

-----+------+-----+-------

1 | a | 1 |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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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b | |

3 | c | |

(3 rows)

请注意，放置在 WHERE 条款的限制产生不同的结果：

=>SELECT * FROM t1 LEFT JOIN t2 ON t1.num=t2.num WHERE

t2.value='xxx';

num| name| num |value

-----+------+-----+-------

1| a | 1 |xxx

(1row)

这是因为在 ON子句中的限制在连接之前处理，而 WHERE 子句中的限制在

连接之后处理。这对内连接没有关系，但是对于外连接会带来麻烦。

1.1.1.2.2 表和列别名

您可以给表或复杂的表引用起一个临时的表别名，以便被其余的查询引用，

称为表别名。要创建一个表别名，可以这样：

FROM table_reference AS alias

或

FROM table_reference alias

AS关键字是可选的。alias 可以是任意标识符。表别名的典型应用是给长表

名赋予比较短的标识，好让连接子句更易读一些。比如：

SELECT * FROM some_very_long_table_name s JOIN

another_fairly_long_name a ON s.id=a.num;

别名变成了与当前查询有关的表的名称，之后就不允许再用最初的名称了。

因此这是无效的：

SELECT * FROM my_table AS mWHERE my_table.a > 5; -- 错误

表别名主要用于简化符号，但是当把一个表连接到它自身时必须使用别名，

例如：

SELECT * FROM people AS mother JOIN people AS child ON mother.id =

child.mother_id;

此外，如果一个表引用是一个子查询，则必须要使用一个别名。

圆括弧用于解决歧义。在下面的例子中，第一个语句将把别名b赋给my_table

的第二个实例，但是第二个语句把别名赋给连接的结果：

SELECT * FROM my_table AS a CROSS JOIN my_table AS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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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my_table AS a CROSS JOIN my_table) AS b ...

另外一种给表指定别名的形式是给表的列赋予临时名称，就像给表本身指定

别名一样：

FROM table_reference [AS] alias ( column1 [, column2 [, ...]] )

如果指定的列别名比表里实际的列少，那么剩下的列就没有被重命名。这种

语法对于自连接或子查询特别有用。

如果用这些形式中的任何一种给一个 JOIN子句的输出附加了一个别名，那

么该别名就在 JOIN的作用下隐去了其原始的名称。例如：

SELECT a.* FROM my_table AS a JOIN your_table AS b ON ...

是合法 SQL，但是：

SELECT a.* FROM (my_table AS a JOIN your_table AS b ON ...) AS c

是不合法的：表别名 a在别名 c外面是看不到的。

1.1.1.2.3 子查询

子查询指定了一个派生表，它必须被包围在圆括弧里并且必须被赋予一个表

别名。比如：

FROM (SELECT * FROM table1) AS alias_name

这个例子等效于 FROM table1AS alias_name。更有趣的例子是在子查询里

面有分组或聚集的时候，这个时候子查询不能归纳成一个简单的连接。

子查询也可以是一个 VALUES列表：

FROM(VALUES('anne'，'smith')，('bob'，'jones')，('joe'，'blow'))AS names(first，

last)

这种情况同样也必须要取一个别名。还可以为 VALUES列表中的字段取别

名，并且被认为是一个好习惯。

1.1.1.2.4 表函数

表函数是那些生成一个行集合的函数，这个集合可以是由基本数据类型(标

量类型)组成，也可以是由复合数据类型(表的行)组成。他们的用法类似一个表、

视图或 FROM 子句里的子查询。表函数返回的字段可以像一个表、视图、或者

子查询字段那样包含在 SELECT，JOIN 或者 WHERE 子句里。

也可以使用 ROWS FROM语法将平行列返回的结果组合成表函数；这种情

况下结果行的数量是最大一个函数结果的数量，较小的结果会用空值来填充。

function_call [WITH ORDINALITY] [[AS] table_alias [(column_alias [, ... ])]]

ROWS FROM( function_call [, ... ] ) [WITH ORDINALITY] [[AS] table_al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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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_alias [, ... ])]]

如果指定了WITH ORDINALITY 子句，一个额外的 bigint类型的列将会被

增加到函数的结果列中。这个列对 函数结果集的行进行编号，编号从 1 开始（这

是对 SQL 标准语法 UNNEST ... WITH ORDINALITY的一般化）。默认情 况下，

序数列被称为 ordinality，但也可以通过使用一个 AS子句给它分配一个不同的列

名。

调用特殊的表函数 UNNEST可以使用任意数量的数组参数，它会返回对应

的列数，就好像在每一个参数上单独调用 UNNEST并且使用 ROWS FROM结构

把它们组合起来。

UNNEST( array_expression [, ... ] ) [WITH ORDINALITY] [[AS] table_alias

[(column_alias [, ... ])]]

如果没有指定 table_alias，该函数名将被用作表名。在 ROWS FROM()结构

的情况中，会使用第一个函数名。

如果没有提供列的别名，那么对于一个返回基数据类型的函数，列名也与该

函数名相同。对于一个返回组合类型的函数，结果列会从该类型的属性得到名称。

一些例子：

CREATE TABLE foo(fooid int，foosubid int，fooname text);

CREATE FUNCTION getfoo(int) RETURNS SETOF foo AS $$ SELECT *

FROM foo WHERE fooid=$1;

$$ LANGUAGE SQL;

SELECT* FROMgetfoo(1) ASt1;

SELECT * FROM foo WHERE foosubid IN( SELECT foosubid FROM

getfoo(foo.fooid) z WHERE z.fooid=foo.fooid);

CREATEVIEW vw_getfoo ASSELECT * FROM getfoo(1);

SELECT* FROMvw_getfoo;

有时侯，把一个函数定义成根据不同的调用方法可以返回不同的字段是很有

用的。为了支持这个，表函数可以声明为返回伪类型 record。如果在查询里使用

这样的函数，那么我们必须在查询中声明预期的行结构，这样系统才知道如何分

析和规划该查询。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子：

function_call [AS] alias (column_definition [, ... ])

function_callAS [alias] (column_definition [, ... ])

ROWS FROM( ... function_callAS (column_definition [, ... ]) [, ... ] )

在没有使用 ROWS FROM()语法时， column_definition列表会取代无法附着

在 FROM 项上的列别名列表，列定义中的名称就起到列别名的作用。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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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S FROM()语法时，可以为每一个成员函数单独附着一个 column_definition

列表；或者在只有一个成员函数并且没有WITH ORDINALITY 子句的情况下，

可以在 ROWS FROM()后面写一个 column_definition列表来取代一个列别名列

表。

考虑下面的例子：

SELECT *

FROM dblink('dbname=mydb', 'SELECT proname, prosrc FROM pg_proc')

AS t1(proname name, prosrc text)

WHERE proname LIKE 'bytea%';

dblink函数（dblink模块的一部分）执行一个远程的查询。它被声明为返回

record，因为它可能会被用于任何类型的查询。 实际的列集必须在调用它的查询

中指定，这样分析器才知道类似*这样的东西应该扩展成什么样子。

1.1.1.2.5 LATERAL子查询

可以在出现于 FROM中的子查询前放置关键词 LATERAL。这允许它们引用

前面的 FROM项提供的列（如果没有 LATERAL，每一个子查询将被独立计算，

并且因此不能被其他 FROM项交叉引用）。

出现在 FROM中的表函数的前面也可以被放上关键词 LATERAL，但对于函

数该关键词是可选的，在任何情况下函数的参数都可以包含对前面的 FROM项

提供的列的引用。

一个 LATERAL项可以出现在 FROM列表顶层，或者出现在一个 JOIN树中。

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它出现在 JOIN 的右部，那么它也可以引用在 JOIN 左部

的任何项。

如果一个 FROM 项包含 LATERAL交叉引用，计算过程如下：对于提供交

叉引用列的 FROM项的每一行，或者多个提供这些列的多个 FROM项的行集合，

LATERAL项将被使用该行或者行集中的列值进行计算。得到的结果行将和它们

被计算出来的行进行正常的连接。对于来自这些列的源表的每一行或行集，该过

程将重复。

LATERAL的一个简单例子：

SELECT * FROM foo, LATERAL (SELECT * FROM bar WHERE bar.id =

foo.bar_id) ss;

这不是非常有用，因为它和一种更简单的形式得到的结果完全一样：

SELECT * FROM foo, bar WHERE bar.id = foo.bar_id;

在必须要使用交叉引用列来计算那些即将要被连接的行时，LATERAL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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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一种常用的应用是为一个返回集合的函数提供一个参数值。例如，假设

vertices(polygon)返回一个多边形的顶点集合，我们可以这样标识存储在一个表中

的多边形中靠近的顶点：

SELECT p1.id, p2.id, v1, v2

FROM polygons p1, polygons p2,

LATERAL vertices(p1.poly) v1,

LATERAL vertices(p2.poly) v2

WHERE (v1 <-> v2) < 10 AND p1.id != p2.id;

这个查询也可以被写成：

SELECT p1.id, p2.id, v1, v2

FROM polygons p1 CROSS JOIN LATERAL vertices(p1.poly) v1,

polygons p2 CROSS JOIN LATERAL vertices(p2.poly) v2

WHERE (v1 <-> v2) < 10 AND p1.id != p2.id;

或者写成其他几种等价的公式（正如以上提到的，LATERAL关键词在这个

例子中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使用它是为了使表述更清晰）。

有时候也会很特别地把 LEFT JOIN 放在一个 LATERAL子查询的前面，这

样即使 LATERAL子查询对源行不产生行，源行也会出现在结果中。例如，如果

get_product_names()返回一个制造商制造的产品的名称，但是某些制造商在我们

的表中目前没有制造产品，我们可以找出哪些制造商是这样：

SELECT m.name

FROM manufacturers m LEFT JOIN LATERAL get_product_names(m.id)

pname ON true

WHERE pname IS NULL;

1.4.2.2 WHERE 子句

WHERE 子句的语法是：

WHERE search_condition

这里的 search_condition 是一个返回类型为 boolean 的值表达式。

在 完 成 对 FROM 子 句 的 处 理 之 后 ， 生 成 的 每 一 行 都 会 按 照

search_condition 进行检查。如果结果是真，那么该行保留在输出表中，否则(结

果是假或 NULL)就把它抛弃。搜索条件通常至少要引用一列在 FROM 子句里

生成的列，这不是必须的，但如果不这样的话，WHERE 子句就没什么意义了。

注意:内连接的连接条件既可以写在 WHERE 子句里也可以写在 JOIN 子句

里。比如，下面的表表达式是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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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b WHERE a.id=b.id AND b.val>5

和：

FROM a INNER JOIN b ON (a.id=b.id) WHERE b.val>5

或者可能还有：

FROM a NATURAL JOIN b WHERE b.val>5

您想用哪个只是风格问题。FROM 子句里的 JOIN 语法可能不那么容易移植

到其它产品中。即使它是在 SQL 标准对于外连接而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

有选择：连接条件必须在 FROM 子句中完成。外连接的 ON或 USING 子句不

等于 WHERE条件，因为它判断最终结果中行的增(那些不匹配的输入行)和删。

这里是一些 WHERE 子句的例子：

SELECT...FROM fdtWHERE c1>5

SELECT...FROM fdt WHERE c1 IN(1，2，3)

SELECT...FROM fdtWHERE c1 IN(SELECT c1 FROM t2)

SELECT...FROM fdt WHERE c1 IN(SELECT c3 FROM t2 WHERE

c2=fdt.c1+10)

SELECT...FROM fdt WHERE c1 BETWEEN (SELECT c3 FROM t2 WHERE

c2=fdt.c1+10) AND 100

SELECT...FROM fdt WHERE EXISTS (SELECT c1 FROM t2 WHERE

c2>fdt.c1)

在上面的例子里，fdt是从 FROM 子句中派生的表。那些不符合 WHERE 子

句的搜索条件的行将从 fdt中删除。请注意我们把标量子查询当做一个值表达式

来用。就像其它查询一样，子查询里也可以使用复杂的表表达式。同时还请注意

fdt是如何引用子查询的。把 c1修饰成 fdt.c1只有在 c1是该子查询生成的列名称

时才是必须的，但修饰列名称可以增加语句的准确性(即使有时不是必须的)。这

个例子就演示了字段名称范围如何从外层查询扩展到它的内层查询。

1.4.2.3 GROUP BY 和 HAVING 子句

在通过了 WHERE 过滤器之后，生成的输入表可以继续用 GROUPBY子句

进行分组，然后用 HAVING子句选取一些分组行

SELECT select_list FROM ...[WHERE...] GROUP BY

grouping_column_reference[，grouping_column_reference]...
GROUP BY 子句被用来把表中在所列出的列上具有相同值的行分组在一

起。 这些列的列出顺序并没有什么关系。其效果是把每组具有相同值的行组合

为一个组行，它代表该组里的所有行。这样就可以删除输出里的重复和/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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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这些组的聚集。例如：

=>SELECT* FROM test1;

x|y

---+---

a|3

c|2

b|6

a|1 (4rows)

=>SELECTx FROM test1GROUP BY x;

X

---

a

b

c (3rows)

在第二个查询里，我们不能写成 SELECT * FROM test1 GROUP BY x，因为

字段 y里没有哪个值可以和每个组关联起来。被分组的字段可以在选择列表中引

用是因为它们每个组都有单一的数值。

如果一个表被分了组，不在 GROUP BY列中除了在总表达式不能被引用，

那么就只能引用聚集表达式中的字段和分组中的字段。一个带聚集表达式的例子

是：

=>SELECT x，sum(y) FROM test1 GROUP BY x;

x|sum

---+-----

a|4

b|6

c|2

(3rows)

这里的 sum是一个聚集函数，它在组上计算总和。提示:没有有效的聚合表

达式分组可以计算一列中不同值的设置。这个可以通过 DISTINCT 子句来实现。

这里是另外一个例子：它计算每种产品的总销售额(而不是所有产品的总销售

额)。

SELECT product_id，p.name，(sum(s.units) * p.price)AS sales

FROM products p LEFT JOIN salesUSING(product_id)

GROUP BY product_id，p.name，p.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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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里，字段 product_id，p.name和 p.price必须在 GROUP BY子句

里，因为它们都在查询选择列表里被引用了。根据产品表具体设置的不同，名称

和价格可能和产品 ID 完全无关，因此理论上额外的分组可能是不必要的，但是

这些尚未实现。s.units字段不必在 GROUP BY列表里，因为它只是在一个聚集表

达式(sum(...))里使用，它代表一组产品的销售总额。对于每种产品，这个查询都

返回一个该产品的总销售额。

如果产品表被建立起来，例如 product_id 是主键，那么在上面的例子中用

product_id来分组就够了，因为名称和价格都是函数依赖于产品 ID，并且关于为

每个产品 ID分组返回哪个名称和价格值就不会有歧义。

在严格的 SQL 里，GROUP BY 只能对源表的列进行分组，但 HighGo DB

把这个扩展为既允许 GROUP BY对选择列表中的字段进行分组，也允许对值表

达式进行分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字段。

如果一个表已经用 GROUP BY子句分了组，然后您又只对其中的某些组感

兴趣，那么就可以用 HAVING子句筛选分组。必须像 WHERE 子句，从结果中

消除组，语法是

SELECT select_list FROM...[WHERE...] GROUP BY...HAVING

boolean_expression

在 HAVING子句中的表达式可以引用分组的表达式和未分组的表达式(后

者必须涉及一个聚集函数)。例子:

=>SELECT x，sum(y) FROM test1 GROUP BY x HAVING sum(y)>3;

x|sum

---+-----

a|4

b|5(2rows)

=>SELECT x，sum(y) FROM test1 GROUP BY x HAVING x<'c';

x|sum

---+-----

a|4

b|5(2rows)

然后是一个更现实的例子：

SELECT product_id，p.name，(sum(s.units) * (p.price-p.cost)) AS profit

FROM products p LEFT JOIN sales USING (product_id)

WHERE s.date > CURRENT_DATE – INTERVAL '4weeks'

GROUP BY product_id，p.name，p.price，p.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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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sum(p.price*s.units) > 5000;

在上面的例子里，WHERE 子句在尚未分组之前根据 s.date 字段选择数据

行(表达式只是对那些最近四周发生的销售为真)。而 HAVING子句在分组之后选

择那些销售总额超过 5000 的组。请注意聚集表达式不需要在查询中的所有地方

都一样。

如果一个查询调用了聚合函数，但没有 GROUP BY子句，分组仍然发生：

结果是单一组行（或者如果单一行被 HAVING所淘汰，那么也许没有行）。同

样，它包含一个 HAVING子句，甚至没有任何聚合函数的调用或 GROUP BY子

句。

1.4.2.4GROUPING SETS、CUBE和 ROLLUP

使用分组集合的概念，可以进行比上述那些更复杂的分组操作。由 FROM

和WHERE子句选择的数据由每个指定的分组集合单独分组，为每个组计算聚合

就像简单的 GROUP BY那样，然后返回结果。例如：

=> SELECT * FROM items_sold;

brand | size | sales

-------+------+-------

Foo | L | 10

Foo | M | 20

Bar | M | 15

Bar | L | 5

(4 rows)

=> SELECT brand, size, sum(sales) FROM items_sold GROUP BY

GROUPING SETS ((brand), (size), ());

brand | size | sum

-------+------+-----

Foo | | 30

Bar | | 20

| L | 15

| M | 35

| | 50

(5 rows)

GROUPING SETS的每个子列表可以指定零个或多个列或表达式，并且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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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和直接在 GROUP BY子句中相同。空分组集意味着所有行被聚合到单个

组（即使没有输入行存在也被输出），如上针对没有 GROUP BY子句的聚合函

数的情况所述。

对分组列或表达式的引用在不显示这些列的分组集的结果行中的将替换为

空值。

提供了一个简化符号用于指定两种常见类型的分组集。下面形式的子句

ROLLUP ( e1, e2, e3, ... )

表示给定的表达式列表以及列表的所有前缀，包括空列表；因此它等效于

GROUPING SETS (

( e1, e2, e3, ... ),

...

( e1, e2 ),

( e1 ),

( )

)

这通常用于分层数据的分析；例如 按部门、科和公司范围的总工资。

下面形式的子句

CUBE ( e1, e2, ... )

表示给定列表及其所有可能的子集（即幂集）。因此

CUBE ( a, b, c )

等效于

GROUPING SETS (

( a, b, c ),

( a, b ),

( a, c ),

( a ),

( b, c ),

( b ),

( c ),

( )

)

CUBE 或 ROLLUP子句的各个元素可以是单个表达式，也可以是括号中元

素的子列表。在后一种情况下，子列表被视为单个单元，用于生成各个分组集。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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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E ( (a, b), (c, d) )

等效于

GROUPING SETS (

( a, b, c, d ),

( a, b ),

( c, d ),

( )

)

和

ROLLUP ( a, (b, c), d )

等效于

GROUPING SETS (

( a, b, c, d ),

( a, b, c ),

( a ),

( )

)

CUBE和 ROLLUP构造可以直接在 GROUP BY 子句中使用，也可以嵌套在

GROUPING SETS子句中。如果一个 GROUPING SETS 子句嵌套在另一个子句

中，效果与内部子句的所有元素都直接写在外部子句中的效果相同。

如果在单个 GROUP BY 子句中指定多个分组项目，则分组集合的最终列表

是单个项目的交叉积。例如：

GROUP BY a, CUBE (b, c), GROUPING SETS ((d), (e))

等效于

GROUP BY GROUPING SETS (

(a, b, c, d), (a, b, c, e),

(a, b, d), (a, b, e),

(a, c, d), (a, c, e),

(a, d), (a, e)

)

注意：构造 (a, b)通常在表达式中被识别为行构造函数。在 GROUP BY子句

中，这不适用于表达式的顶层，并且 (a, b)被解析为如上所述的表达式列表。如

果由于某种原因，在分组表达式中你需要一个行构造函数，请使用 ROW(a, b)。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89

1.4.2.5窗口函数处理

如果查询包含窗口函数，这些函数在执行了分组、聚合和 HAVING过滤之

后被评估。也就是说，如果查询使用任何的聚合、GROUP BY或 HAVING，那么

由窗口函数发现的行是该组行而不是从 FROM/WHERE得到的原始表行。

当多个窗口函数被使用的时候，所有的窗口函数依照语法等效于在它们的窗

口定义被单一数据所评估的 PARTITION BY和 ORDER BY子句中。因此它们将

看到同样的排序，即使 ORDERBY不唯一确定一个排序。然而，不确保所做出的

关于评价的功能有不同的 PARTITION BY或 ORDER BY规范。（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排序步骤通常需要在窗口函数评价和排序不被保证保存看似跟 ORDER

BY等效的行命令。）

目前，窗口函数总是需要分类数据，所以查询输出将按照一个或另一个窗口

函数 PARTITIONBY/ORDER BY 子句。它不是说依赖于此。如果您想要确保结

果是按特定的方式分类那么使用显式的顶级 ORDER BY子句。

1.4.3 选择列表

如前面的小节说明的那样，在 SELECT 命令中的表表达式通过组合表、视图、

删除行、分组等构造了一个中介性的虚拟表。这个表最后传递给选择列表处理。

选择列表判断最终实际输出虚拟表的哪些字段。

1.4.3.1选择列表项

最简单的选择列表是*，它输出表表达式生成的所有字段。否则，一个选择列

表是一个逗号分隔的值表达式的列表。比如，它可能是一个字段名列表：

SELECT a，b，c FROM...

字段名 a，b和 c要么是在 FROM 子句里引用的表中字段的实际名称，要

么是章节 7.2.1.2 里解释的别名。选择列表中的命名空间和 WHERE 子句中的

命名空间是一样的，除非您使用了分组，否则它和 HAVING 子句中的命名空间

也一样。

如果多个表有重复的字段名，那么您还必须给出表名，例如：

SELECT tbl1.a，tbl2.a，tbl1.b FROM...

当使用多个表时，给出表名还有助于引用该表的所有字段：SELECT tbl1.*，

tbl2.a FROM... 如果将值表达式用于选择列表，那么它在概念上向返回的表中增

加了一个新的虚拟字段。值表达式为结果中的每一行进行一次计算，计算之前用

该行的数值替换任何表达式里引用的字段。不过选择列表中的这个表达式并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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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引用来自 FROM 子句中表表达式里面的字段，比如，它也可以是任意常量

算术表达式。

1.4.3.2列标签

选择列表中的项可以被赋予名称，用于进一步的处理。 例如为了在一个

ORDER BY子句中使用或者为了客户端应用显示。例如：

SELECT a AS value，b+c AS sum FROM...

如果没有使用 AS声明字段名，那么系统将赋予一个缺省值。对于简单的字

段引用，它是该字段名。对于函数调用，它是该函数名。对于复杂表达式，系统

会生成一个通用的名称。

只有当新列名与任何 HighGo DB 关键字不匹配时 AS关键字是可选的，为

了避免一个关键字的意外匹配，你可以使用双引号来修饰列名。例如，VALUE 是

一个关键字，所以这样是不起作用的：

SELECT a value，b+c AS sum FROM...

但这样可以:

SELECT a "value"，b+cAS sumFROM...

为了防止和未来补充的关键字发生冲突，建议您要么写 AS，要么为输出列

名加双引号标记。

注意:输出字段的命名和在 FROM 子句里的命名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允许您

对同一个字段命名两次，FROM 子句里的名称将被选择列表使用，而选择列表

中新取的名称将被最终输出。

1.4.3.3DISTINCT

在处理完选择列表之后，生成的表可以删除重复行。直接在 SELECT后面

写上 DISTINCT关键字即可：

SELECTDISTINCT select_list...

（如果不用 DISTINCT 您可以用 ALL声明保留所有行的缺省行为）显然，

如果两行里至少有一个字段值不同，那么我们认为这两行是独立的。NULL在这

里被认为是相同的。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表达式来判断什么样的行可以认为是独

立的：

SELECT DISTINCTON (expression[，expression...]) select_list...

这里的 expression 是一个值表达式，它为每一行计算。如果一组行计算出的

该表达式的值都相同，那么就认为这些行是重复的，并只输出第一行。请注意这

里的"第一行"是不可预料的，除非您在足够多的字段上对该查询进行了排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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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到达 DISTINCT 过滤器时行的顺序是唯一的(DISTINCT ON 处理是发生在

ORDER BY排序后面的)。

DISTINCTON子句不是 SQL 标准的一部分，有时候是一个糟糕的风格，因

为它的结果是不可判定的。如果有可选的 GROUP BY和在 FROM 中的子查询

可以达到目的，那么我们可以避免使用这个构造，但是通常它是更方便的方法。

1.4.4 组合查询

可以对两个查询的结果进行集合操作(并、交、差)。语法是：

query1UNION [ALL] query2

query1 INTERSECT [ALL] query2

query1 EXCEPT [ALL] query2

query1和 query2都是可以使用以上所有特性的查询。集合操作也可以嵌套

和级连，例如：

query1UNIONquery2 UNION query3

它实际上等价于：

(query1 UNION query2)UNION query3

UNION 把 query2的结果附加到 query1的结果上(不过我们不能保证这就

是这些行实际的返回顺序)，并且像 DISTINCT那样删除结果中所有重复的行(除

非声明了 UNIONALL)。

INTERSECT返回那些同时存在于 query1和 query2结果中的行。除非声明

了 INTERSECT ALL，否则所有重复行都被删除。

EXCEPT返回所有在 query1结果中但是不在 query2结果中的行(有时侯这

叫做两个查询的差)。除非声明了 EXCEPT ALL，否则所有重复行都被删除。

为了能够计算两个查询的并、交、差，这两个查询必须是"并集兼容的"，也

就是它们都返回同样数量的列，并且对应的列有兼容的数据类型。

1.4.5 行排序

在一个查询生成一个输出表之后（在处理完选择列表之后），还可以选择性

地对它进行排序。如果没有选择排序，那么行将以未指定的顺序返回。这时候的

实际顺序将取决于扫描和连接计划类型以及行在磁盘上的顺序，但是肯定不能依

赖这些东西。一种特定的顺序只能在显式地选择了排序步骤之后才能被保证。

ORDER BY子句用于声明排序顺序：

SELECTselect_list FROM table_expression

ORDER BY sort_expression1 [ASC|DESC][NULLS{FIRST|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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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_expression2[ASC|DESC][NULLS{FIRST|LAST}]...]

排序表达式可以是任何在查询的选择列表中合法的表达式。一个例子是：

SELECT a，b FROM table1 ORDER BY a+b，c;

如果指定了多个排序表达式，那么仅在前面的表达式排序相等的情况下才使

用后面的表达式做进一步排序。每个表达式都可以跟一个可选的 ASC(升序，默

认)或 DESC(降序)以设置排序方向。升序先输出小的数值，这里的"小"是以<操

作符的角度定义的。类似的是，降序是以>操作符来判断的。

NULLS FIRST 和 NULLS LAST 选项可以决定在排序操作中在 non-null

值之前还是之后。默认情况下，空值大于任何非空值；也就是说，DESC 排序默

认是 NULLS FIRST，否则为 NULLS LAST。

注意，排序选项对于每个排序列是相对独立的。例如 ORDER BY x，y DESC

意思是说 ORDER BYx ASC，y DESC， 不同于 ORDER BY x DESC，yDESC。

一个 sort_expression 也可以是列标签或数输出列，如：

SELECT a+bAS sum，c FROM table1ORDERBY sum;

SELECT a，max(b) FROM table1GROUP BY aORDERBY 1;

都按照第一个字段进行排序。需要注意的是，输出字段名必须是独立的(不允

许作为排序表达式的一部 分)。比如，下面的语句是 not 正确的。

SELECT a+bAS sum，cFROM table1ORDERBY sum+c; --wrong

该限制是为了减少混淆。如果一个 ORDER BY项是一个单一名称并且匹配

一个输出列名或者一个表表达式的列，仍然会出现混淆。在这种情况中输出列将

被使用。只有在你使用 AS来重命名一个输出列来匹配某些其他表列的名称时，

这才会导致混淆。

ORDER BY可以被应用于 UNION、INTERSECT或 EXCEPT组合的结果，

但是在这种情况中它只被允许根据输出列名或编号排序，而不能根据表达式排

序。

1.4.6 LIMIT 和 OFFSET

LIMIT 和 OFFSET子句允许您只取出查询结果中的一部分数据行：

SELECTselect_list FROM table_expression [ORDERBY...]

[LIMIT{number|ALL}][OFFSETnumber]

如果给出了一个 LIMIT 计数，那么将返回不超过该数字的行(也可能更少

些，因为可能查询本身生成的总行数就比较少)。LIMIT ALL和省略 LIMIT子句

是一样的。

OFFSET指明在开始返回行之前忽略多少行。OFFSET 0和省略 OFFSET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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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 NULL 子句是一样的。如果 OFFSET和 LIMIT 都出现了，那么在计算

OFFSET之前先忽略 LIMIT指定的行数。

使用 LIMIT 的同时使用 ORDER BY子句把结果行约束成一个唯一的顺序

是一个好主意。否则您就会得到一个不可预料的子集。您要的可能是第十到二十

行，但以什么顺序的十到二十？除非您声明了 ORDER BY，否则顺序是未知的。

查询优化器在生成查询规划的时候会考虑 LIMIT，因此如果您给 LIMIT和

OFFSET的值不同，那么您很可能得到不同的规划(产生不同的行顺序)。因此，

使用不同的 LIMIT/OFFSET值选择不同的子集将得到不一致的结果，除非您用

ORDER BY强制一个可预料的顺序。这可不是臭虫，而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因为 SQL 没有许诺把查询的结果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发出，除非用了 ORDER

BY来约束顺序。

OFFSET子句忽略的行仍然需要在服务器内部计算；因此，一个很大的

OFFSET可能还是不够有效率。

1.4.7 VALUES 列表

VALUES提供了一种生成"常量表"的方法，它可以被使用在一个查询中而不

需要实际在磁盘上创建一个表。语法如下： VALUES(expression[，...])[，...] 每

个括号中的表达式列表生成表中的一行。每个列表中的项数(也就是字段数)必须

相等，并且对应的数据类型必须兼容。最终表中每个字段的数据类型将使用与

UNION 相同的规则确定。例如:

VALUES(1，'one')，(2，'two')，(3，'three');

将得到 2 列和 3 行的表。并且与下面的语句等价：

SELECT 1 AS column1，'one' AS column2

UNION ALL

SELECT 2，'two'

UNION ALL

SELECT 3，'three';

HighGo DB 将 column1、column2等名称分配给一个 VALUES表的列。这些

列名不是由 SQL标准指定的，并且不同的数据库系统的做法也不同，因此通常

最好使用表别名列表来重写这些默认的名称，像这样：

=> SELECT * FROM (VALUES (1, 'one'), (2, 'two'), (3, 'three')) AS t

(num,letter);

num | l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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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one

2 | two

3 | three

(3 rows)

语法上，带有表达式列表的 VALUES和下面的语句等价：

SELECTselect_list FROM table_expression

并且可以出现在任何 SELECT可以出现的地方。例如，您可以把它用于

UNION的一侧，或者在其上附加一个 sort_specification(ORDER BY，LIMIT 或

OFFSET)。VALUES通常用作 INSERT命令的数据源或者子查询。

1.4.8 WITH 查询 (通用表表达式)

WITH提供了一种方式来书写在一个大型查询中使用的辅助语句。这些语句

通常被称为公共表表达式或 CTE，它们可以被看成是定义只在一个查询中存在

的临时表。在WITH 子句中的每一个辅助语句可以是一个 SELECT、INSERT、

UPDATE或 DELETE，并且WITH 子句本身也可以被附加到一个主语句，主语

句也可以是 SELECT、INSERT、UPDATE或 DELETE。

1.4.8.1WITH中的 SELECT

WITH 中 SELECT 的本意是为了将复杂的查询分解为更简单的部分。一个

例子是：

WITH regional_sales AS (

SELECT region, SUM(amount) AS total_sales

FROM orders

GROUP BY region

), top_regions AS (

SELECT region

FROM regional_sales

WHERE total_sales > (SELECT SUM(total_sales)/10 FROM

regional_sales)

)

SELECT region,

product,

SUM(quantity) AS product_units,

SUM(amount) AS product_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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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rders

WHERE region IN (SELECT region FROM top_regions)

GROUP BY region, product;

它显示了每个产品仅在销售区域的销售总额。WITH 子句定义了两个名为

regional_sales 和 top_regions 的 辅 助 语 句 ， regional_sales 的 输 出 用 于

top_regions，而 top_regions 的输出用于初级的 SELECT 查询。这个例子也可以

不用 WITH 来写，但是需要两级嵌套的子 SELECT 查询。用这种方法更容易理

解。

可选的 RECURSIVE 修饰符将 WITH 从一个单纯的语法方便改变为在

SQL 标准中不可能实现的功能。使用 RECURSIVE，一个 WITH 查询可以引用

它自己的输出。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是查询 1 到 100 的和：

WITH RECURSIVE t(n) AS (

VALUES (1)

UNION ALL

SELECT n+1 FROM t WHERE n < 100

)

SELECT sum(n) FROM t;

一个递归WITH查询的一般形式总是一个 non-recursive term，然后 UNION

（或者 UNION ALL），然后一个 recursive term，其中只有递归的术语可以包

含一个对查询自己输出的引用。这样一个查询像下面那样执行：

递归查询求值

1. 计算非递归项。对 UNION（但不对 UNIONALL），抛弃重复行。把所

有剩余的行包括在递归查询的结果中，并且也把它们放在一个临时的工作

表中。

2. 只要工作表不为空，重复下列步骤：

a) 计算递归项，用当前工作表的内容替换递归自引用。对 UNION（不

是 UNIONALL），抛弃重复行以及那些与之前结果行重复的行。

将剩下的所有行包括在递归查询的结果中，并且也把它们放在一

个临时的中间表中。

b) 用中间表的内容替换工作表的内容，然后清空中间表。

注意: 严格的说，该过程是迭代而不是递归，但是 RECURSIVE 是通过

SQL 标准委员会选择的术语。

在上面的例子中，在每一步中仅有一个工作表行，并且在后续的步骤中它

的值将从 1 升至 100。在第 100 步，因为 WHERE 子句的原因没有任何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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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查询终止。

递归查询通常用于处理分层或树状结构数据。一个有用的示例查询是查找

所有直接或间接的产品的附带部分，仅提供一个表来显示即时的包含：

WITH RECURSIVE included_parts(sub_part, part, quantity) AS (

SELECT sub_part, part, quantity FROM parts WHERE part =

'our_product'

UNION ALL

SELECT p.sub_part, p.part, p.quantity

FROM included_parts pr, parts p

WHERE p.part = pr.sub_part

)

SELECT sub_part, SUM(quantity) as total_quantity

FROM included_parts

GROUP BY sub_part

在使用递归查询时，确保查询的递归部分最终将不返回元组非常重要，否则

查询将会无限循环。在某些时候，使用 UNION 替代 UNIONALL 可以通过抛弃

与之前输出行重复的行来达到这个目的。不过，经常有循环不涉及到完全重复的

输出行：它可能只需要检查一个或几个域来看相同点之前是否达到过。处理这种

情况的标准方法是计算一个已经访问过值的数组。例如，考虑下面这个使用 link

域搜索表 graph的查询：

WITH RECURSIVE search_graph(id, link, data, depth) AS (

SELECT g.id, g.link, g.data, 1

FROM graph g

UNIONALL

SELECT g.id, g.link, g.data, sg.depth + 1

FROM graph g, search_graph sg

WHERE g.id = sg.link

)

SELECT * FROM search_graph;

如果 link关系包含环，这个查询将会循环。因为我们要求一个"depth"输出，

仅仅将 UNIONALL 改为 UNION不会消除循环。反过来在我们顺着一个特定链

接路径搜索时，我们需要识别我们是否再次到达了一个相同的行。我们可以向这

个有循环倾向的查询增加两个列 path和 cycle：

WITH RECURSIVE search_graph(id, link, data, depth, path, cycle) 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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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g.id, g.link, g.data, 1,

ARRAY[g.id],

false

FROM graph g

UNIONALL

SELECT g.id, g.link, g.data, sg.depth + 1,

path || g.id,

g.id = ANY(path)

FROM graph g, search_graph sg

WHERE g.id = sg.link AND NOT cycle

)

SELECT * FROM search_graph;

除了阻止环，数组值对于它们自己的工作显示到达任何特定行的"path"也有

用。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需要检查多于一个域来识别一个环，请用行数组。例如，

如果我们需要比较域 f1和 f2：

WITH RECURSIVE search_graph(id, link, data, depth, path, cycle) AS (

SELECT g.id, g.link, g.data, 1,

ARRAY[ROW(g.f1, g.f2)],

false

FROM graph g

UNIONALL

SELECT g.id, g.link, g.data, sg.depth + 1,

path || ROW(g.f1, g.f2),

ROW(g.f1, g.f2) = ANY(path)

FROM graph g, search_graph sg

WHERE g.id = sg.link AND NOT cycle

)

SELECT * FROM search_graph;

提示:在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个域需要被检查来识别一个环，可以省略 ROW()

语法。这允许使用一个简单的数组而不是一个组合类型数组，可以获得效率。

提示:递归查询计算算法使用宽度优先搜索顺序产生它的输出。你可以通过

让外部查询 ORDER BY一个以这种方法构建的"path"，用来以深度优先搜索顺序

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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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不确定查询是否可能循环时，一个测试查询的有用技巧是在父查询中放

一个 LIMIT。例如，这个查询没有 LIMIT 时会永远循环：

WITH RECURSIVE t(n) AS (

SELECT 1

UNIONALL

SELECT n+1 FROM t

)

SELECT n FROM t LIMIT 100;

这会起作用，因为 HighGo DB的实现只计算WITH查询中被父查询实际取

到的行。不推荐在生产中使用这个技巧，因为其他系统可能以不同方式工作。同

样，如果你让外层查询排序递归查询的结果或者把它们连接成某种其他表，这个

技巧将不会起作用，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外层查询通常将尝试取得WITH查询的所

有输出。

WITH 查询的一个有用的特性是在每一次父查询的执行中它们只被计算一

次，即使它们被父查询或兄弟WITH 查询引用了超过一次。因此，在多个地方需

要的昂贵计算可以被放在一个WITH查询中来避免冗余工作。另一种可能的应用

是阻止不希望的多个函数计算产生副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优化器不能

将来自父查询的约束下推到WITH查询中而不是一个普通子查询。WITH查询通

常将会被按照所写的方式计算，而不抑制父查询以后可能会抛弃的行（但是，如

上所述，如果对查询的引用只请求有限数目的行，计算可能会提前停止）。

以上的例子只展示了和 SELECT一起使用的WITH，但是它可以被以相同的

方式附加在 INSERT、UPDATE或 DELETE上。在每一种情况中，它实际上提供

了可在主命令中引用的临时表。

1.4.8.2WITH中的数据修改语句

你可以在 WITH 中使用数据修改语句(INSERT、UPDATE 或 DELETE)。

这允许你在相同的查询中执行几个不同的操作，一个例子是：

WITH moved_rows AS (

DELETE FROM products

WHERE

"date" >= '2010-10-01' AND

"date" < '2010-11-01'

RETURN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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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 INTO products_log

SELECT * FROM moved_rows;

这个查询有效的移动 products中的行到 products_log。WITH中的DELETE

从 products 中删除指定的行，并且通过 RETURNING 子句返回它们的内容；然

后主查询读取那个输出并且插入到 products_log 中。

上面例子的一个优点是 WITH 子句是附加到 INSERT，而不是 INSERT中

的子查询。这是必须的，因为数据修改语句只允许在附加到顶级语句的 WITH

子句中使用。然而，因为正常的 WITH 可见性规则的应用，所以从子查询中引

用 WITH 语句的输出是可能的。

在 WITH 中的数据修改语句通常都有 RETURNING 子句，就像上面的例

子一样。它是 RETURNING 子句的输出，不是数据修改语句的目标表，形成的

临时表可以被其他的查询引用。如果 WITH 中的数据修改语句缺少了

RETURNING 子句，那么将没有临时表生成，也就不能被其他的查询引用。这

样的语句将仍然被执行。一个不是特别有用的例子是：

WITH t AS (

DELETE FROM foo

)

DELETE FROM bar;

这个例子将删除表 foo 和 bar 中的所有行。报告给客户端的受影响行的数

量将只包含从 bar 中删除的行。

数据修改语句中不允许递归的自引用。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引用递归的

WITH 输出，可能绕开这个限制，例如：

WITH RECURSIVE included_parts(sub_part, part) AS (

SELECT sub_part, part FROM parts WHERE part = 'our_product'

UNION ALL

SELECT p.sub_part, p.part

FROM included_parts pr, parts p

WHERE p.part = pr.sub_part

)

DELETE FROM parts

WHERE part IN (SELECT part FROM included_parts);

这个查询将删除一个产品所有直接或非直接的 subparts。

WITH 中的数据修改语句被直接执行一次，并且总是完成，独立的主查询

读取所有（或者实际上是任意）它们的输出。注意，这和在 WITH 中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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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不同：就像前一节规定的那样，SELECT 的执行直到首级查询需要它的

输出时才实施。

WITH 中的子语句被和每一个其他子语句以及主查询并发执行。因此，当

在 WITH 中使用数据修改语句时，其他的指定的更新实际上是不可预知发生

的。所有的语句都在相同的快照中执行（见并发控制），所以他们不能"看见"

彼此对目标表的影响。这样减轻了实际行更新的不可预知的影响，并且意味着

RETURNING 数据是唯一在不同的 WITH 子语句和主查询间交流变化的方式。

一个例子是：

WITH t AS (

UPDATE products SET price = price * 1.05

RETURNING *

)

SELECT * FROM products;

外层的 SELECT 将在 UPDATE 动作之前返回原价，而在：

WITH t AS (

UPDATE products SET price = price * 1.05

RETURNING *

)

SELECT * FROM t;

中，外层 SELECT 将返回更新了的数据。

在一个语句中试图两次更新同一行是不被支持的。只会发生一次修改，但是

该办法不能很容易地（有时是不可能）可靠地预测哪一个会被执行。这也应用于

删除一个已经在同一个语句中被更新过的行：只有更新被执行。因此你通常应该

避免尝试在一个语句中尝试两次修改同一个行。尤其是防止书写可能影响被主语

句或兄弟子语句修改的相同行。这样一个语句的效果将是不可预测的。

当前，在WITH 中一个数据修改语句中被用作目标的任何表不能有条件规

则、ALSO规则或 INSTEAD规则，这些规则会扩展成为多个语句。

1.5 数据类型

HighGo DB 有着丰富的内置数据类型可用。用户还可以使用CREATE TYPE

命令增加新的数据类型。表1.3显示了所有内置的普通数据类型。在"别名"列里列

出的大多数可选名称都是因历史原因HighGo DB 在内部使用的名称。另外，还

有一些内部使用的或者废弃的类型也可以使用，但没有在这里列出。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01

表 1.3 数据类型

名称 别名 描述

bigint int8 有符号 8字节整数

bigserial serial8 自增 8字节整数

bit [ (n) ] 定长位串

bit varying [ (n) ] varbit 变长位串

boolean bool 逻辑布尔值（真/假）

box 平面中的矩形

bytea 二进制数据（"字节数组"）

character varying [ (n) ] varchar [ (n) ] 变长字符串

character [ (n) ] char [ (n) ] 定长字符串

cidr IPv4或 IPv6网络地址

circle 平面中的圆

date 日历日期（年，月，日）

double precision float8 (8 bytes)双精度浮点数字（8字节）

inet IPv4或 IPv6网络地址

integer int, int4 有符号 4字节整数

interval [ fields ] [ (p) ] 时间间隔

json 文本的 JSON数据

jsonb 二进制 JSON数据，已分解的

line 平面中的无限长直线

lseg 平面中的线段

macaddr MAC地址

money 货币金额

numeric [ (p, s) ] decimal

[ (p, s) ]

可选精度的准确数字

path 平面中的几何路径

pg_lsn 日志序列号

point 平面中的点

polygon 平面中的封闭几何路径

real float4 (4 bytes)单精度浮点数（4字节）

smallint int2 有符号 2字节整数

smallserial serial2 自动增长的 2字节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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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 serial4 自增 4字节整数

text 变长字符串

time [ (p) ] [ without time zone ] 一天中的时间（没有时区）

time [ (p) ] with time zone timetz 一天里的时间，包括时区

timestamp [ (p) ] [ without time zone ] 日期和时间（没有时区）

timestamp [ (p) ] with time zone timestamptz 日期和时间，包括时区

tsquery 全文检索查询

tsvector 全文检索文件

txid_snapshot 用户级事务 ID快照

uuid 通用唯一标识符

xml XML数据

兼容性：

下列类型(或者那样拼写的)是 SQL 声明的：bigint，bit，bit varying，boolean，

char，character varying，character，varchar，date，double precision，integer，interval，

numeric，decimal，real，smallint，time(有时区和无时区)，timestamp(有时区和

无时区 )，xml。

每种数据类型都有一个由其输入和输出函数决定的外部表现形式。许多内建

的类型有明显的格式。不过，许多类型要么是 HighGo DB 所特有的，比如几何

路径，要么是有几种可能的格式，比如日期和时间类型。有些输入和输出函数是

不可逆的。也就是说，输出函数的输出结果和原始的输入比较的时候可能丢失精

度。

1.5.1 数字类型

数字类型由 2，4 或 8 字节的整数以及 4 或 8 字节的浮点数和可选精度的

小数组成。表 1.4 列出了所有可用类型。

表 1.4 数字类型

名称 存储空间 描述 范围

smallint 2字节 小范围整数 -32768到+32768

integer 4字节 常用的整数 -2147483648到+2147483647

bigint 8字节 大范围的整数 -9223372036854775808 到

9223372036854775807

decimal 变长 用户声明精度，精确 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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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 变长 用户声明精度，精确 无限制

real 4字节 变精度，不精确 6位十进制数字精度

double

precision

8字节 变精度，不精确 15位十进制数字精度

smallserial 2字节 自动增加的小整数 1到 32767

serial 4字节 自增整数 1到 2147483647

bigserial 8字节 大范围的自增整数 1到 9223372036854775807

数值类型常量的语法在章节1.1.1.2里描述。数值类型对应有一套完整的数学

操作符和函数。相关信息请参考1.6。 下面的几节详细描述这些类型。

1.5.1.1整数类型

smallint，integer，bigint 类型存储各种范围的全部是数字的数，也就是没有

小数部分的数字。试图存储超出范围以外的数值将导致一个错误。

常用的类型是 integer，因为它在取值范围、存储空间、性能之间最为平衡。

一般只有在磁盘空间紧张的时候才使用 smallint。当 integer 的取值范围不够用

的时候才使用 bigint。

SQL 只声明了整数类型 integer(或 int)和 smallint，bigint。类型别名 int2，

int4，int8 都是扩展，并且也在许多其它 SQL 数据库系统中使用。

1.5.1.2任意精度数字

类型 numeric可以存储非常多位的数字。我们特别建议将它用于货币金额和

其它要求计算准确的数量。numeric值的计算产生准确结果，比如加法，减法，

乘法。不过，numeric类型上的算术运算比整数类型或者下一节描述的浮点数类

型要慢很多。

在随后的内容里，我们使用了下述术语：一个 numeric的比例是到小数部分

的位数，numeric的精度是整个数字里全部位的数目，也就是小数点两边的位数

目。因此数字 23.5141 的精度为 6而比例为 4。你可以认为整数的比例为零。

numeric 列的最大精度和最大比例都是可以配置的。要声明一个类型为

numeric的列，你可以用下面的语法：

NUMERIC(precision, scale)

精度必须为正数，比例可以为零或者正数。另外：

NUMERIC(precision)

选择比例为 0 。如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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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

创建一个列时不使用精度或比例，则该列可以存储任何精度和比例的数字

值，并且值的范围最多可以到实现精度的上限。一个这种列将不会把输入值转化

成任何特定的比例，而带有比例声明的 numeric列将把输入值转化为该比例（SQL

标准要求缺省的比例是 0，即转化成整数精度。我们觉得这样做有点没用。如果

你关心移植性，那你最好总是显式声明精度和比例）。

注意: 显式指定类型精度时的最大允许精度为 1000，没有指定精度的

NUMERIC受到表 1.4中描述的限制所控制。

如果一个要存储的值的比例比列声明的比例高，那么系统将尝试圆整（四舍

五入）该值到指定的分数位数。然后，如果小数点左边的位数超过了声明的精度

减去声明的比例，那么抛出一个错误。

数字值在物理上是以不带任何前导或者后缀零的形式存储。因此，列上声明

的精度和比例都是最大值，而不是固定分配的 （在这个方面，numeric类型更类

似于 varchar(n)， 而不像 char(n)）。 实际存储要求是每四个十进制位组用两个

字节，以及 3到 8字节开销。

除了普通的数字值之外，numeric类型允许特殊值 NaN， 表示"不是一个数

字"。任何在 NaN 上面的操作都生成另外一个 NaN。 如果在 SQL 命令里把这

些值当作一个常量写，你必须在其周围放上单引号，例如 UPDATE table SET x =

'NaN'。在输入时，字串 NaN被识别为大小写无关。

注意:在"不是一个数字"概念的大部分实现中，NaN被认为不等于任何其他

数字值（包括 NaN）。为了允许 numeric值可以被排序和使用基于树的索引，把

NaN值视为相等，并且比所有非 NaN值都要大。

类型 decimal和 numeric是等效的。两种类型都是 SQL标准的一部分。

1.5.1.3浮点数类型

数据类型 real 和 double precision 是不精确的、变精度的数字类型。实际上，

这些类型是 IEEE 764 标准二进制浮点数算术(分别对应单和双精度)的一般实

现，外加下层处理器、操作系统和编译器对它的支持。

不精确意味着一些数值不能精确地转换成内部格式并且是以近似值存储的，

因此存储后再把数据打印出来可能有一些差异。处理这些错误以及这些错误是如

何在计算中传播的属于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完整的分支，我们不会在这里进

一步讨论它，这里的讨论仅限于如下几点：

如果您要求精确的计算(比如计算货币金额)，应使用 numeric类型。如果您

想用这些类型做任何重要的复杂计算，尤其是那些您对范围情况(无穷/下溢)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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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的事情，那您应该仔细评诂您的实现。拿两个浮点数值进行相等性比较不

可能总是按照期望地进行。

在大多数平台上，real 类型的范围是至少 1E-37 到 1E+37，精度至少是 6

位小数。Double precision 的范围通常是-1E+308 到 1E+308，精度是至少 15 位

数字。太大或者太小的值都会导致错误。 如果输入数字的精度太高，那么可能

发生四舍五入。太接近零的数字，如果无法与零值的表现形式相区分就会产生下

溢错误。

除了普通的数字值之外，浮点类型还有几个特殊值：

Infinity

-Infinity

NaN

这些值分别表示 IEEE 754 特殊值"正无穷大"、"负无穷大"以及"不是一个数

字"（在不遵循 IEEE 754 浮点算术的机器上，这些值的含义可能不是预期的）。

如果在 SQL 命令里把这些数值当作常量写，你必须在它们周围放上单引号，例

如 UPDATE table SET x = 'Infinity'。 在输入时，这些串是以大小写无关的方式识

别的。

注意: IEEE754指定 NaN不应该与任何其他浮点值（包括 NaN）相等。为了

允许浮点值被排序或者在基于树的索引中使用，将 NaN值视为相等，并且比所

有非 NaN值要更大。

还支持 SQL 标准表示法 float 和 float(p)用于声明非精确的数字类型。在这

里，p指定以二进制位表示的最低可接受精度。在选取 real 类型的时候，接受

float(1)到 float(24)，在选取 double precision 的时候，接受 float(25)到 float(53)。

在允许范围之外的 p值将导致一个错误。没有指定精度的 float将被当作是 double

precision。

注意: 认为 real 和 double precision 分别有 24 和 53 个二进制位的假设对

IEEE 标准的浮点实现来说是正确的。在非 IEEE 平台上，这个数值可能略有偏

差，但是为了简化，我们在所有平台上都用了同样的 p值范围。

1.5.1.4序数类型

smallserial、serial和 bigserial类型不是真正的类型，它们只是为了创建唯一

标 识 符 列 而 存 在 的 方 便 符 号 （ 类 似 其 它 一 些 数 据 库 中 支 持 的

AUTO_INCREMENT属性）。 在目前的实现中，下面一个语句：

CREATE TABLE tablename (

colname S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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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价于以下语句：

CREATE SEQUENCE tablename_colname_seq;

CREATE TABLE tablename (

colname integer NOT NULL DEFAULT nextval('tablename_colname_seq')

);

ALTER SEQUENCE tablename_colname_seq OWNED BY

tablename.colname;

因此，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整数列并且把它的缺省值安排为从一个序列发生器

取值。应用了一个 NOT NULL 约束以确保空值不会被插入（在大多数情况下你

可能还希望附加一个 UNIQUE或者 PRIMARYKEY约束避免意外地插入重复的

值，但这个不是自动发生的）。最后，该序列被标记为"属于"该列，这样当列或

表被删除时该序列也会被删除。

注意:因为 smallserial、serial和 bigserial是用序列实现的，所以即使没有删

除过行，在出现在列中的序列值可能有“空洞”或者间隙。如果一个从序列中分配

的值被用在一行中，即使该行最终没有被成功地插入到表中，该值也被“用掉”

了。例如，当插入事务回滚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要使用 serial 列插入序列的下一个数值到表中，请指定 serial 列应该被赋予

其缺省值。我们可以通过在 INSERT语句中把该列排除在列列表之外来实现，也

可以通过使用 DEFAULT关键字来实现。

类型名 serial 和 serial4 是等效的：两个都创建 integer 列。类型名 bigserial

和 serial8也一样，只不过它们创建一个 bigint列。如果你预计在表的生存期中使

用的标识符数目超过 231 个，那么你应该使用 bigserial。类型名 smallserial 和

serial2也以相同方式工作，只不过它们创建一个 smallint列。

为一个 serial列创建的序列在所属的列被删除的时候自动删除。你可以在不

删除列的情况下删除序列，但是这会强制删除该列的默认值表达式。

1.5.2 货币类型

money 类型存储带有固定小数精度的货币金额，可查阅表 1.5。小数精度由

lc_monetary 的设置来决定。可以以任意格式输入，包括整型，浮点型，或者典

型的货币格式，如'$1,000.00'。根据区域字符集，输出一般是最后一种形式，但

和区域有关。

表 1.5 货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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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存储容量 描述 范围

货币 8字节 货币金额 -92233720368547758.08到+92233720368547758.07

由于这种数据类型的输出是区域敏感的，因此将 money数据装入到一个具

有不同 lc_monetary设置的数据库是不起作用的。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在恢复一

个转储到一个新数据库中之前，应确保新数据库的 lc_monetary设置和被转储数

据库的相同或者具有等效值。

数据类型 numeric、int和 bigint的值可以被造型成 money。从数据类型 real

和 double precision的转换可以通过先造型成 numeric来实现，例如：

SELECT '12.34'::float8::numeric::money;

但是，我们不推荐这样做。浮点数不应该被用来处理货币，因为浮点数可能

会有圆整错误。

一个 money值可以在不损失精度的情况下被造型成 numeric。转换到其他类

型可能会丢失精度，并且必须采用两个阶段完成：

SELECT '52093.89'::money::numeric::float8;

当一个 money 值被另一个 money 值除时，结果是 double precision（即一个

纯数字，而不是金额），在除法中货币单位被约掉了。

1.5.3 字符类型

表 1.6 字符类型

名称 描述

character varying(n), varchar(n) 变长，有长度限制

character(n), char(n) 定长，不足补空白

text 变长，无长度限制

表 1.6 显示了在 HighGo DB 里可用于一般用途的字符类型。

SQL定义了两种基本的字符类型： character varying(n)和 character(n)，其中

n是一个正整数。两种类型都可以存储最多 n个字符长的串。试图存储更长的串

到这些类型的列里会产生一个错误，除非超出长度的字符都是空白，这种情况下

该串将被截断为最大长度（这个看上去有点怪异的例外是 SQL标准要求的）。如

果要存储的串比声明的长度短，类型为 character 的值将会用空白填满；而类型

为 character varying的值将只是存储短些的串。

如果我们明确地把一个值造型成 character varying(n)或者 character(n)，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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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的值将被截断成 n个字符，而不会抛出错误（这也是 SQL标准的要求）。

varchar(n)和 char(n)的概念分别是 character varying(n)和 character(n)的别名。

没有长度声明词的 character 等效于 character(1)。如果不带长度说明词使用

character varying，那么该类型接受任何长度的串。

另外，提供 text类型，它可以存储任何长度的串。尽管类型 text不是 SQL

标准，但是许多其它 SQL 数据库系统也有它。

类型 character的值物理上都用空白填充到指定的长度 n，并且以这种方式存

储和显示。不过，拖尾的空白被当作是没有意义的，并且在比较两个 character

类型值时不会考虑它们。在空白有意义的排序规则中，这种行为可能会产生意料

之外的结果，例如 SELECT 'a '::CHAR(2) collate "C" < 'a\n'::CHAR(2)会返回真。

尽管 C语言认为空格大于换行符。当把一个 character 值转换成其他字符串类型

之一时，拖尾的空白会被移除。请注意，在 character varying和 text值里，结尾

的空白语意上是有含义的，并且在使用模式匹配（如 LIKE）正则表达式时也会

被考虑。

这些类型的存储需求是 4 字节加上实际的字串，如果是 character 的话再

加上填充的字节。长的字串将会自动被系统压缩，因此在磁盘上的物理需求可能

会更少些。长的数值也会存储在后台表里面，这样它们就不会干扰对短字段值的

快速访问。不管怎样，允许存储的最长字串大概是 1 GB。（允许在数据类型声

明中出现的的 n 的最大值比这还小。修改这个行为没有甚么意义，因为在多字

节编码下字符和字节的数目可能差别很大。 如果你想存储没有特定上限的长字

串，那么使用 text 或者没有长度声明词的 character varying，而不要选择一个任

意长度限制。） 一个短串（最长 126字节）的存储要求是 1个字节外加实际的

串，该串在 character 情况下包含填充的空白。长一些的串在前面需要 4 个字节

而不是 1个字节。长串会被系统自动压缩，这样在磁盘上的物理需求可能会更少。

非常长的值也会被存储在背景表中，这样它们不会干扰对较短的列值的快速访

问。在任何情况下，能被存储的最长的字符串是 1GB（数据类型定义中 n能允

许的最大值比这个值要小。修改它没有用处，因为对于多字节字符编码来说，字

符的数量和字节数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想要存储没有指定上限的长串，使用 text

或没有长度声明的 character varying，而不是给出一个任意长度限制）。

提示:这三种类型之间没有性能差别，只不过是在使用填充空白的类型的时

候需要更多存储尺寸，以及在存储到一个有长度约束的列时需要少量额外 CPU

周期来检查长度。事实上，character(n)通常是这三种类型之中最慢的一个，因为

它需要额外的存储开销以及较慢排序。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使用 text 或者

character va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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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5.1. 使用字符类型

CREATE TABLE test1 (a character(4));

INSERT INTO test1 VALUES ('ok');

SELECT a, char_length(a) FROM test1; -- (1)

a | char_length

------+-------------

ok | 2

CREATE TABLE test2 (b varchar(5));

INSERT INTO test2 VALUES ('ok');

INSERT INTO test2 VALUES ('good ');

INSERT INTO test2 VALUES ('too long');

ERROR: value too long for type character varying(5)

INSERT INTO test2 VALUES ('too long'::varchar(5)); -- explicit truncation

SELECT b, char_length(b) FROM test2;

b | char_length

-------+-------------

ok | 2

good | 5

too l | 5

char_length函数在章节 1.6.4中讨论。

在HighGo DB 里另外还有两种定长字符类型，在下边表里显示。name 类型

只用于在内部系统表中存储标识符并且不是给一般用户使用的。该类型长度当前

定为 64 字节 (63 可用字符加结束符 )，但应该在C的源代码中使用常量

NAMEDATALEN引用。这个长度是在编译的时候设置的，因而可以为特殊用途

调整，缺省的最大长度在以后的版本可能会改变。类型"char"(注意引号)和 char(1)
是不一样的，它只用了一个字节的存储空间。它在系统内部用于系统表当做穷人

的枚举类型用。

名称 存储空间 描述

"char" 1字节 单字节内部类型

name 64字节 用于对象名的内部类型

1.5.4 二进制数据类型

bytea 数据类型允许存储二进制字符串。参阅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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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二进制数据类型

名称 存储空间 描述

bytea 1或 4字节加上实际的二进制字符串 变长的二进制字符串

二进制串是一个八位位组（或字节）的序列。 二进制串和字符串的区别有

两个：首先，二进制串明确允许存储零值的字节以及其它"不可打印的"字节（通

常是位于范围 32 到 126 之外的字节）。字符串不允许零字节，并且也不允许

那些对于数据库的选定字符集编码是非法的任何其它字节值或者字节值序列。第

二，对二进制串的操作会处理实际上的字节，而字符串的处理和取决于区域设置。

简单说，二进制字串适用于存储那些程序员认为是"裸字节"的数据，而字符串适

合存储文本。

bytea类型支持两种用于输入和输出的外部格式：历史的"逃逸"格式和"十六

进制"格式。在输入时这两种格式总是会被接受。输出格式则取决于配置参数

bytea_output，其默认值为十六进制。

SQL 标准定义了一种不同的二进制串类型，叫做 BLOB 或者 BINARY

LARGE OBJECT。其输入格式和 bytea不同，但是提供的函数和操作符大多一样。

1.5.4.1bytea 十六进制格式

"十六进制"格式将二进制数据编码为每个字节 2个十六进制位，最高有效位

在前。整个串以序列\x开头（用以和逃逸格式区分）。在某些情景中，开头的反

斜线可能需要通过双写来逃逸，在相同的情况中逃逸格式必须要双写反斜线，下

文描述了细节。十六进制位可以是大写也可以是小写，在位对之间可以有空白（但

是在位对内部以及开头的\x序列中不能有空白）。十六进制格式和很多外部应用

及协议相兼容，并且其转换速度要比逃逸格式更快，因此人们更愿意用它。

例子：

SELECT E'\\xDEADBEEF';

1.5.4.2bytea 逃逸格式

对于 bytea 格式来说，"escape"格式是一种传统的格式。它采用以 ASCII 字

符序列来表示二进制串的方法，同时将那些无法表示成 ASCII 字符的二进制串

转换成特殊的逃逸序列。从应用的角度看，如果代表字节的字符有意义，那么

这种表示方法会很方便。但实际上，这样做会模糊二进制字符串和字符字符串之

间的关系，从而造成困扰，同时筛选出的逃逸机制会显得很臃肿。因此对一些新

应用应该恰当的避免这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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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逸模式下输入 bytea值时，某些值的字节必须被逃逸，而所有的字节值

都可以被逃逸。通常，要逃逸一个字节，需要把它转换成与它的三位八进制值，

并且前导一个反斜线（或者两个反斜线，如果使用逃逸串语法将值写成一个字面

含义）。反斜线本身（字节值 92）也可以用双写的反斜线表示。表 1.8显示了必

须被逃逸的字符，并给出了可以使用的替代逃逸序列。

表1.8 bytea文本逃逸字节

十进制字节值 描述 逃逸的输入形式 例子 输出结果

0 八进制的零 E'\\000' SELECT

E'\\000'::bytea;

\000

39 单引号 '''' 或 E'\\047' SELECT E'\''::bytea; '

92 反斜杠 E'\\\\' 或 E'\\134' SELECT E'\\\\'::bytea; \\

0 到 31和 127

到 255

"不可打印"字

节

E'\\xxx' (八进制值) SELECT

E'\\001'::bytea;

\001

逃逸不可打印字节的要求因区域设置而异。在某些场合下，您可以不逃逸它

们。请注意表 1.8 里的每个例子都是刚好一个字节长，虽然字节零和反斜杠输出

形式比一个字符要长。

您必须写这么多反斜杠的原因，如表 1.8所示，是因为一个写成字符串文本

的输入字符串必须通过 HighGo DB 服务器里的两个分析阶段。每一对反斜杠中

的第一个会被字符串文本分析器理解成一个逃逸字符而消耗掉，于是剩下的第二

个反斜杠被 bytea 输入函数当作一个三位八进制值或者是逃逸另外一个反斜杠

的开始。比如，一个传递给服务器的字符串文本 E'\\001'在通过字符串分析器之后

会当作\001 发送给 bytea 输入函数，在这里它被转换成一个十进制值为 1 的单

个字节。请注意，单引号字符(')不会被 bytea 特殊对待，它遵循字符串文本的普

通规则。

Bytea 字节也在输出中逃逸。通常，每个"不可打印"的字节值都转化成对应

的前导反斜杠的三位八进制数值。大多数"可打印"字节值是以客户端字符集的标

准表现形式出现的。十进制值为 92(反斜杠)的字节在输出形式增加一倍。

表1.9 bytea 输出逃逸字节

十进制字节值 描述 逃逸的输出形式 例子 输出结果

92 反斜杠 \\ SELECT E'\\134'::bytea; \\

0 到 31 和 127

到 255

"不可打印"

字节

\xxx (八进制值) SELECT E'\\001'::bytea; \001

32 到 126 "可打印"字

节

客户端字符集表

现形式

SELECT E'\\176'::byt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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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您使用的前端不同，在是否逃逸 bytea 字符串的问题上您可能有一些额

外的工作要做。比如，如果您的接口自动转换换行和回车，那您可能还要逃逸它

们。

1.5.5 日期/时间类型

表 1.10 显示了 HighGo DB 支持的 SQL 中所有日期和时间类型。

表 1.10 日期/时间类型

名称 存储空间 描述 最低值 最高值 分辨率

timestamp [ (p) ]

[ without time zone ]
8字节

包括日期和时

间（无时区）
4713 BC 294276 AD 1毫秒 / 14位

timestamp [ (p) ] with

time zone
8字节

包括日期和时

间，有时区
4713 BC 294276 AD 1毫秒 / 14位

date 4字节
日期（没有一

天中的时间）
4713 BC 5874897 AD 1日

time [ (p) ] [ without time

zone ]
8字节

一天中的时间

（无日期）
00:00:00 24:00:00 1毫秒 / 14位

time [ (p) ] with time

zone
12字节

仅仅是一天中

的时间，带有

时区

00:00:00

+1459

24:00:00-145

9
1毫秒 / 14位

interval [ fields ] [ (p) ] 16字节 时间间隔
-178000

000年
178000000年 1毫秒 / 14位

注意 :SQL 标准要求仅仅将 timestamp 类型等于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类型， time，timestamp 和 interval 接受一个可选的精度值 p 以指明秒

域中小数部分的位数。没有明确的缺省精度，p 的范围对 timestamp 和 interval

类型是从 0 到 大约 6。

注意:当 timestamp 值被存储为八字节整数（目前是默认情况）时，在整个

值的范围上微妙精度是可用的。当 timestamp值被存储为双精度浮点数（一个已

被启用的编译时选项）时，那么精度的有效限制会小于 6。timestamp 值是以

2000-01-01 午夜之前或之后以来的秒数存储的。当 timestamp值被用浮点数实现

时，在 2000-01-01 前后几年的日期可以达到微秒的精度，但是对于远一些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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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精度会下降。注意使用浮点日期时间允许显示比上文所述更大范围的

timestamp值：从 4713 BC 到 5874897 AD。

同一个编译时选项也决定了 time 和 interval 值被存储为浮点数或八字节整

数。在浮点数的情况中，当间隔的尺寸增长时，大 interval值在精度上会下降。

对于 time类型，如果使用了八字节的整数存储，允许的 p的范围是从 0 到

6，如果使用的是浮点数存储，那么这个范围是 0 到 10。

interval类型有一个附加选项，它可以通过写下面之一的短语来限制存储的

fields的集合：

YEAR

MONTH

DAY

HOUR

MINUTE

SECOND

YEAR TO MONTH

DAYTO HOUR

DAYTO MINUTE

DAYTO SECOND

HOUR TO MINUTE

HOUR TO SECOND

MINUTE TO SECOND

注意如果 fields和 p被指定，fields必须包括 SECOND，因为精度只应用于

秒。

类型 time with time zone 是 SQL 标准定义的，但是该定义显示出了一些会

影响可用性的性质。在大多数情况下， date、time、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和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的组合就应该能提供任何应用所需的全范围的日期/

时间功能。

类型 abstime和 reltime是低精度类型，它们被用于系统内部。我们不鼓励你

在应用里面使用这些类型，这些内部类型可能会在未来的版本里消失。

1.5.5.1日期/时间输入

日期和时间的输入几乎可以是任何合理的格式，包括 ISO-8601 格式、SQL-

兼容格式、传统 POSTGRES格式、其它的形式。对于一些格式，日期输入里的

月和日可能会让人迷惑，因此系统支持自定义这些字段的顺序。把 DateStyle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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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设置为 MDY就按照"月-日-年"解析，设置为 DMY就按照"日-月-年"解析，设

置为 YMD 就按照"年-月-日"解析。

HighGo DB 在处理日期/时间输入上比 SQL 标准要求的更灵活。请记住任何

日期或者时间的文本输入需要由单引号包围，就像一个文本字符串一样。SQL 要

求使用下面的语法：

type [ (p) ] 'value'

可选精度声明中的 p是一个整数，表示在秒域中小数部分的位数，我们可以

对 time,timestamp,和 interval 类型声明精度。允许的精度在上面已经说明。如

果在常量声明中没有声明精度，缺省是文本值的精度。

1.1.1.2.6 日期

表 1.11显示了 date 类型可能的输入方式。

表 1.11 日期输入

例子 描述

1999-01-08 ISO 8601格式(建议格式)，任何方式下都是 1999年 1月 8号

January 8, 1999 在任何 datestyle输入模式下都无歧义

1/8/1999 在MDY下是一月八号；在 DMY模式下是八月一日

1/18/1999 MDY 模式下是一月十八日，其它模式下被拒绝

01/02/03 MDY模式下的 2003年 1月 2日；DMY模式下的 2003年 2月 1

日；YMD模式下的 2001年 2月 3日

1999-Jan-08 任何模式下都是 1月 8日

Jan-08-1999 任何模式下都是 1月 8日

08-Jan-1999 任何模式下都是 1月 8日

99-Jan-08 YMD模式下是 1月 8日，否则错误

08-Jan-99 一月八日，除了在 YMD 模式下是错误的之外

Jan-08-99 一月八日，除了在 YMD 模式下是错误的之外

19990108 ISO 8601；任何模式下都是 1999年 1月 8日

990108 ISO 8601；任何模式下都是 1999年 1月 8日

1999.008 年和年里的第几天

J2451187 儒略日

January 8, 99 BC 公元前 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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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7 时间

当日时间类型是 time [ (p) ] without time zone和 time [ (p) ] with time zone。

只写 time等效于 time without time zone。

这些类型的有效输入由当日时间后面跟着可选的时区组成。如果在 time

without timezone 类型的输入中声明了时区，那么它会被悄悄地忽略。同样指定

的日期也会被忽略，除非使用了一个包括夏令时规则的时区名，比如

America/New_York，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指定日期以确定这个时间是标准时间

还是夏令时。时区偏移将记录在 time with timezone 中。

表 1.12 时间输入

例子 描述

04:05:06.789 ISO 8601

04:05:06 ISO 8601

04:05 ISO 8601

040506 ISO 8601

04:05 AM 与 04:05一样；AM不影响数值

04:05 PM 与 16:05一样；输入小时数必须<=12

04:05:06.789-8 ISO 8601

04:05:06-08:00 ISO 8601

04:05-08:00 ISO 8601

040506-08 ISO 8601

04:05:06 PST 缩写的时区

2003-04-12 04:05:06

America/New_York

用名称声明的时区

表 1.13 时区输入

例子 描述

PST 太平洋标准时间(Pacific Standard Time)

America/New_York 完整时区名称

PST8PDT POSIX风格的时区

-8:00 ISO-8601与 PST的偏移

-800 ISO-8601与 PST的偏移

-8 ISO-8601与 PST的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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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lu 军方对 UTC 的缩写

z zulu 的缩写

参考章节 1.5.5.3 以获取如何指定时区的更多信息。

1.1.1.2.8 时间戳

时间戳类型的有效输入由一个日期和时间的连接组成，后面跟着一个可选的

时区，一个可选的 AD或 BC。另外，AD/BC可以出现在时区前面，但这个顺序

并非最佳的。因此 1999-01-08 04:06:06 和 1999-01-08 04:06:06 -8:00 都是有效的

数值，它是兼容 ISO-8601 的。另外，也支持下面这种使用广泛的格式：January

8 04:06:06 1999 PST。

SQL 标准通过"+"或者"-"是否存在来区分 timestamp without timezone 和

timestampwith timezone 文本。因此，根据标准，TIMESTAMP '2004-10-19 10:23:54'

是一个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而

TIMESTAMP '2004-10-19 10:23:54+02'

是一个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HighGo DB 从来不会在确定文本的类型之

前检查文本内容，因此会把上面两个都看做是 timestamp without timezone。因此

要保证把上面的第二个当作 timestamp without timezone 看待，就要给它明确的

类型：

TIMESTAMPWITHTIMEZONE '2004-10-19 10:23:54+02'

如果一个文本已被确定是 timestamp without timezone,HighGoDB 将悄悄忽

略任何文本中指出的时区。因此，生成的日期/时间值是从输入值的日期/时间字

段衍生出来的，并且没有就时区进行调整。

对于 timestamp with timezone，内部存储的数值总是 UTC(全球统一时间，

以前也叫格林威治时间 GMT)。如果一个输入值有明确的时区声明，那么它将用

该时区合适的偏移量转换成 UTC。如果在输入字符串里没有时区声明，那么它就

假设是在系统的 timezone参数里的那个时区，然后使用这个 timezone时区转换

成 UTC。

如果输出一个 timestamp with timezone，那么它总是从 UTC 转换成当前的

timezone时区，并且显示为该时区的本地时间。要看其它时区的该时间，要么修

改 timezone，要么使用 AT TIMEZONE 构造。在 timestamp without timezone 和

timestampwith timezone 之间的转换通常假设 timestampwithout timezone 数值应

该以 timezone本地时间的形式接受或者写出。其它的时区引用可以用 AT TIME

ZONE 的方式为转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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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9 特殊值

HighGo DB 为方便起见支持在表 1.14 里面显示的几个特殊输入值。值

infinity 和-infinity 是特别在系统内部表示的，并且将按照同样的方式显示；

但是其它的都只是符号缩写，在读取的时候将被转换成普通的日期/时间值。特

别是 now和相关的字符串在读取的时候就被转换成对应的数值。所有这些值在

SQL 命令里当作普通常量对待时，都需要写在单引号里面。

表 1.14 特殊日期/时间输入

输入字符串 适用类型 描述

epoch date, timestamp 1970-01-01 00:00:00+00 (UNIX系统零时)

infinity date, timestamp 比任何其它时间戳都晚

-infinity date, timestamp 比任何其它时间戳都早

now date, time, timestamp 当前事务的开始时间

today date, timestamp 今日午夜

tomorrow date, timestamp 明日午夜

yesterday date, timestamp 昨日午夜

allballs time 00:00:00.00 UTC

下列 SQL 兼容函数也可以用于获取对应数据类型的当前时间值：

CURRENT_DATE, CURRENT_TIME, CURRENT_TIMESTAMP, LOCALTIME,

LOCALTIMESTAMP。后四个接受一个可选的精度声明。不过，请注意这些 SQL

函数不是被当作数据输入字符串识别的。

1.5.5.2日期/时间输出

日期 /时间类型的输出格式设成 ISO8601(默认 )、 SQL(Ingres)、传统的

POSTGRES(Unixdate 格式 )、German 四种风格之一。 SQL 标准要求使用

ISO8601 格式。"SQL"输出格式的名称是历史偶然。表 1.15 显示了每种输出风

格的例子。date 和 time 类型的输出当然只是给出的例子里面的日期和时间部

分。

表1.15 日期/时间输入

风格 描述 例子

ISO ISO 8601/SQL标准 1997-12-17 07:37:16-08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datatype-datetime.html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datatype-dateti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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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传统风格 12/17/1997 07:37:16.00 PST

POSTGRES 原始风格 Wed Dec 17 07:37:16 1997 PST

German 地区风格 17.12.1997 07:37:16.00 PST

如果声明了 DMY顺序，那么在 SQL和 POSTGRES风格里，日期在月份之

前出现，否则月份出现在日期之前(参阅章节 1.5.5.1看看这个设置如何影响对输

入值的解释)。表 1.16里有一个例子。

表 1.16 日期顺序习惯

datestyle设置 输入顺序 输入样例

SQL, DMY 日/月/年 17/12/1997 15:37:16.00 CET

SQL, MDY 月/日/年 12/17/1997 07:37:16.00 PST

Postgres, DMY 日/月/年 Wed 17 Dec 07:37:16 1997 PST

用户可以用 SET datestyle 命令选取日期/时间的风格，也可以在配置文件

Postgresql.conf 中的 DateStyle参数中设置，或者在服务器或客户端的

PGDATESTYLE环境变量中设置。我们也可以用格式化函数 to_char 来更灵活地

控制时间/日期地输出。

1.5.5.3时区

时区和时区习惯不仅仅受地球几何形状的影响，还受到政治决定的影响。到

了 19 世纪，全球的时区变得稍微标准化了些，但是还是易于遭受随意的修改，

部分是因为夏时制规则。HighGo DB 使用广泛使用的 IANA (Olson) 时区信息数

据库有关历史的时区规则。在未来，假设是已知的对于一个给定的时区的最新规

则会被继续无限期的遵守。

HighGo DB 在典型应用中尽可能与 SQL 的定义相兼容。但 SQL 标准在日

期/时间类型和功能上有一些奇怪的混淆。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

date 类型与时区没有联系，而 time 类型却有或可以有。然而，现实世界的时

区只有在与时间和日期都关联时才有意义，因为时间偏移量(时差)可能因为实行

类似夏时制这样的制度而在一年里有所变化。

缺省的时区用一个数字常量表示与 UTC 的偏移(时差)。因此，当跨 DST(夏

时制)界限做日期/时间算术时，我们根本不可能把夏时制这样的因素计算进去。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建议在使用时区的时候，使用那些同时包含日期和

时间的日期/时间类型。我们建议不使用 time with time zone 类型(尽管 High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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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出于合理应用以及为了与其它 RDBMS兼容的考虑支持这个类型)。HighGo

DB 假设您用于任何类型的本地时区都只包含日期或时间(而不包含时区)。

在系统内部，所有日期和时间都用全球统一时间 UTC 格式存储，时间在发

给客户前端前由数据库服务器根据 timezone配置参数声明的时区转换成本地时

间。

HighGo DB 允许使用三种方法指定时区：

完整的时区名。例如 America/New_York。所有可以识别的时区名在

pg_timezone_names 视图中列出。HighGo DB 使用广泛使用的 zoneinfo 时区数

据，所以这些时区名在其它软件里也能被轻松的识别。

时区缩写。例如 PST。这种缩写名通常只是定义了相对于 UTC 的偏移量，

而前一种完整的时区名可能还隐含着一组夏时制转换规则。所有可以识别的时区

缩写在 pg_timezone_abbrevs 视图中列出。您不能使用时区缩写来设置 timezone

或 log_timezone配置参数，但是您可以在日期/时间输入值中结合 AT TIME

ZONE 操作符使用时区缩写。

除了时区名和缩写，将接受 POSIX-风格的时区声明，形式为 STDoffset

或 STDoffsetDST，其中 STD是一个区域缩写、offset是从 UTC 西起的以小时计

的数字偏移量、DST是一个可选的夏令时区域缩写（被假定为给定偏移量提前一

小时）。例如，如果 EST5EDT还不是一个被识别的区域名，它可以被接受并且

可能和美国东海岸时间的功效相同。在这种语法中，一个时区缩写可以是一个字

母的字符串或者由尖括号（<>）包围 的任意字符串。当一个夏令时区域缩写出

现时，会假定根据 IANA 时区数据库的 posixrules条目中使用的同一个夏令时转

换规则使用它。在一个标准的安装中，posixrules和 US/Eastern相同，因此 POSIX-

风格的时区声明遵循美国的夏令时规则。如果需要，你可以通过替换 posixrules

文件来调整这种行为。

简而言之，在缩写和全称之间是有不同的：缩写表示从 UTC开始的一个特

定偏移量，而很多全称表示一个本地夏令时规则并且因此具有两种可能的 UTC

偏移量。例如， 2014-06-04 12:00 America/New_York表示纽约本地时间的中午，

这个特殊的日期是东部夏令时间（UTC-4）。因此 2014-06-04 12:00 EDT指定的

是同一个时间点。但是 2014-06-04 12:00 EST 指定东部标准时间的 中午

（UTC-5），不管在那个日期夏令时是否生效。

更要命的是，某些行政区已经使用相同的时区缩写在不同的时间表示不同的

UTC 偏移量。例如，在莫斯科MSK 在某些年份表示 UTC+3 而在另一些年份

表示 UTC+4。HighGo DB会根据在指定的日期它们到底表示什么（或者最近表

示什么）来解释这种缩写。但是，正如上面的 EST例子所示，这并不是必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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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的本地标准时间相同。

你应该注意到 POSIX-风格的时区特性可能导致伪造的输入被接受，因为它

没有对区域缩写合理性的检查。例如 SET TIMEZONE TO FOOBAR0将会正常工

作，让系统实际使用一个相当奇怪的 UTC 缩写。另一个需要记住的问题是在

POSIX 时区名中，正值的偏移量被用于格林威治以西的位置。在其他情况下，

将遵循 ISO-8601 惯例，认为正值的时区偏移量是格林威治以东。

在所有情况下，时区名及其缩写都是大小写不敏感的。

时区名和缩写都不是硬写在服务器中的，它们是从存储在安装目录下

的.../share/timezone/和.../share/timezonesets/子目录中获取的。

TimeZone配置参数可以在文件 postgresql.conf中被设置，同时也有一些特殊

的方法来设置它：

SQL 命令 SET TIME ZONE 为会话设置时区。它是 SET TIMEZONE TO 的

另一种拼写，它更加符合 SQL的语法。

libpq客户端使用 PGTZ 环境变量来通过连接发送一个 SET TIME ZONE 命

令给服务器。

1.5.5.4间隔输入

interval 类型值可以用下面的详细语法写：

[@] quantity unit[quantity unit...][direction]

其中 quantity 是一个数字（可能已标记）； unit 是毫秒、 millisecond、

second、minute、hour、day、week、month、year、decade、century、millennium或

者缩写或者这些单位的复数； direction可以是 ago 或者为空。At 符号（@）是

一个可选的噪声。不同单位的数量通过合适的符号计数被隐式地添加。ago对所

有域求反。如果 IntervalStyle被设置为 postgres_verbose，该语法也被用于间隔输

出。

日、小时、分钟和秒的数量可以不适用显式的单位标记指定。例如， '1

12:59:10'被读作'1 day 12 hours 59 min 10 sec'。同样，一个年和月的组合可以使用

一个横线指定，例如'200-10'被读作'200年 10个月'（这些较短的形式事实上是 SQL

标准唯一许可的形式，并且在 IntervalStyle被设置为 sql_standard时用于输出）。

间隔值也可以被写成 ISO 8601 时间间隔，带标志符的格式看起来像这样：

P quantity unit [ quantity unit ...] [ T [ quantity unit ...]]

字符串必须以 P 开始，并且可以含有一个 T 用以指明一天中时间的格式。

可用单位的缩写在表 1.17有说明。可以忽略单位，也可以以任意顺序声明，但

单位小于一天时必须在 T 之后。尤其 M 的含义依赖于它在 T 之前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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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 ISO 8601间隔单位的缩写含义

缩写 含义

Y 年

M 月（日期部分）

W 周

D 日

H 小时

M 分钟（时间部分）

S 秒

缩写格式：

P [ years-months-days ] [ T hours:minutes:seconds ]

串必须以 P开始，并且一个 T 分隔间隔的日期和时间部分。其值按照类似

于 ISO 8601日期的数字给出。

在用一个域声明书写一个间隔常量时，或者为一个用域声明定义的间隔列赋

予一个串时，对于为标记的量的解释依赖于域。例如 INTERVAL '1' YEAR被解

读成 1年，而 INTERVAL '1'表示 1秒。同样，域声明允许的最后一个有效域"右

边"的域值会被无声地丢弃掉。例如书写 INTERVAL '1 day 2:03:04' HOUR TO

MINUTE将会导致丢弃秒域，而不是日域。

根据 SQL标准，一个间隔值的所有域都必须由相同的符号，这样一个领头

的负号将会应用到所有域；例如在间隔文字'-1 2:03:04'中的负号会被应用于日、

小时、分钟和秒部分。允许域具有不同的符号，并且在习惯上认为以文本表示的

每个域具有独立的符号，因此在这个例子中小时、分钟和秒部分被认为是正值。

如果 IntervalStyle被设置为 sql_standard，则一个领头的符号将被认为是应用于所

有域（但是仅当没有额外符号出现）。否则将使用传统的解释。为了避免混淆，

我们推荐在任何域为负值时为每一个域都附加一个显式的符号。

内部的 interval值被存储为月、日和秒。这是因为一个月中的天数是变化的，

并且在涉及到夏令时调整时一天可以有 23或 25小时。月和日域是整数，而秒域

可以存储分数。因为间隔通常都是从常数字符串或 timestamp减法创建而来，这

种存储方法在大部分情况都工作良好。函数 justify_days 和 justify_hours 可用于

调整超过其常见范围的日数和小时数。

在冗长的输入格式中，以及在更紧凑输入格式的某些域中，域值可以有分数

部分；例如'1.5 week'或'01:02:03.45'。这样的输入被转换为合适的月数、日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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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数用于存储。当这样会导致月和日中的分数时，分数被加到低序域中，使用的

转换因子是 1月=30日和 1日=24小时。例如，'1.5 month'会变成 1月和 15日。

只有秒总是在输出时被显示为分数。

表 1.18 中有一些有效的 interval输入的例子。

表 1.18 间隔输入

示例 说明

1-2 SQL标准格式：一年两个月

3 4:05:06 SQL标准格式：3天 4小时 5分 6秒

1 year 2 months 3 days 4 hours 5

minutes 6 seconds

传统 Postgres 格式: 1 年 2 个月 3 天 4 小时 5

分钟 6秒

P1Y2M3DT4H5M6S ISO 8601 "带标识符格式":与上面相同含义

P0001-02-03T04:05:06 ISO 8601 "缩写格式":与上面相同含义

1.5.5.5间隔输出

间隔类型的输出格式可以用命令 SET intervalstyle 设置为下面四种类型：

sql_standard，postgres，postgres_verbose 或 iso_8601 默认是 postgres 格式，表

1.19中有每种格式的示例。

如果间隔值符合 SQL标准的限制（仅年-月或仅日-时间，没有正负值部分的

混合），sql_standard风格为间隔文字串产生符合 SQL标准规范的输出。否则输

出将看起来像一个标准的年-月文字串跟着一个日-时间文字串，并且带有显式添

加的符号以区分混合符号的间隔。

表1.19 间隔输出格式示例

格式 年-月区间 天-时间区间 混合区间

sql_standard 1-2 3 4:05:06 -1-2 +3 -4:05:06

postgres 1年 2个月 3天 04:05:06 -1年-2个月+3天-04:05:06

postgres_verbose @1年 2个月 @3天 4小时 5分 6

秒

@1年 2个月-3天 4小时 5分 6

秒以前

iso_8601 P1Y2M P3DT4H5M6S P-1Y-2M3DT-4H-5M-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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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布尔类型

HighGo DB 支持 SQL 标准的 boolean数据类型。查阅表 1.20。boolean只

能有"true"(真)或 false"(假)两个状态之一，第三种"unknown"(未知)状态，用

NULL 表示。

表1.20 布尔数据类型

名称 存储格式 描述

boolean 1字节 真/假

"真"值的有效文本值是：

TRUE

't'

'true'

'y'

'yes'

'on'

'1'

"假"的有效文本是：

FALSE

'f'

'false'

'n'

'no'

'off'

'0'

前导或尾随空白将被忽略，大小写无关紧要。 使用 TRUE和 FALSE这样的

关键词比较好(也是 SQL兼容的用法)。

示例 1.5.3显示了用字母 t和 f输出 boolean值的例子。

示例 1.5.3. 使用 boolean类型

CREATE TABLE test1 (a boolean, b text);

INSERT INTO test1 VALUES (TRUE, 'sic est');

INSERT INTO test1 VALUES (FALSE, 'non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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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test1;

a | b

---+---------

t | sic est

f | non est

SELECT * FROM test1 WHERE a;

a | b

---+---------

t | sic est

1.5.7 枚举类型

枚举类型是一个包含静态和值的有序集合的数据类型。等于某些编程语言中

的 enum 类型。一个枚举类型可以是一周中的天，或者一块数据的状态值的集合。

1.5.7.1枚举类型的声明

用 CREATE TYPE 创建枚举类型，如：

CREATETYPE mood ASENUM('sad','ok','happy');

就像其他类型一样，一旦创建，枚举类型可以用于表和函数定义。

CREATETYPE mood ASENUM('sad','ok','happy');

CREATETABLEperson(

Name text,current_mood mood

);

INSERTINTO personVALUES('Moe','happy');

SELECT* FROMperson WHERE current_mood='happy';

name|current_mood

----+------------

Moe|happy

(1row)

1.5.7.2 排序

一个枚举类型的值的排序是该类型被创建时所列出的值的顺序。枚举类型的

所有标准的比较操作符以及相关聚集函数都被支持。例如：

INSERT INTO personVALUES('Larry','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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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 INTO personVALUES('Curly','ok');

SELECT* FROMperson WHERE current_mood > 'sad';

name |current_mood

----+------------

Moe |happy

Curly|ok (2rows)

SELECT * FROM person WHERE current_mood > 'sad' ORDER BY

current_mood;

name | current_mood

----+--------------

Curly|ok

Moe |happy (2rows)

SELECTname FROM person

WHERE current_mood = (SELECT MIN(current_mood) FROM person);

name

-------

Larry (1row)

1.5.7.3类型安全性

每个枚举类型都是独立的，不能与其他枚举类型相比较，如：

CREATE TYPE happiness AS ENUM('happy','veryhappy','ecstatic');

CREATE TABLE holidays(

num_weeks integer,happiness happiness

);

INSERT INTO holidays(num_weeks,happiness) VALUES(4,'happy');

INSERT INTO holidays(num_weeks,happiness) VALUES(6,'veryhappy');

INSERT INTO holidays(num_weeks,happiness) VALUES(8,'ecstatic');

INSERT INTO holidays(num_weeks,happiness) VALUES(2,'sad');

ERROR: invalid input value for enum happiness:"sad"

SELECT person.name, holidays.num_weeks FROM person, holidays

WHERE person.current_mood = holidays.happiness;

ERROR:operator does not exist: mood = happiness

如果真的需要那么做，可以要么自定义运算符，要么为查询添加显式转换：

SELECT person.name,holidays.num_weeks FROM person,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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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person.current_mood::text=holidays.happiness::text;

name|num_weeks

-------+-----------

Moe | 4 (1row)

1.5.7.4实现细节

一个枚举值在磁盘上占 4 字节。一个枚举值的文本标签长度由

NAMEDATALEN设置并编译到 HighGoDB中，以标准编译方式进行，也就意味

着至少是 63 字节。 枚举标签对大小写是敏感的，因此'happy'不等于'HAPPY'。

标签中的空格也是一样。从内部枚举值到文本标签的翻译是保存在系统目录

pg_enum中。可以直接查询这个目录。

1.5.8 几何类型

几何数据类型表示二维的平面物体。表 1.21 显示了 HighGo DB 里面可用

的几何类型。

表 1.21 几何类型

名称 存储空间 说明 表现形式

point 16字节 平面中的点 (x,y)

line 32字节 (无穷)直线(未完全实现) ((x1,y1),(x2,y2))

lseg 32字节 (有限)线段 ((x1,y1),(x2,y2))

box 32字节 矩形 ((x1,y1),(x2,y2))

path 16+16n字节 闭合路径(与多边形类似) ((x1,y1),...)

path 16+16n字节 开放路径 [(x1,y1),...]

polygon 40+16n字节 多边形(与闭合路径相似） ((x1,y1),...)

circle 24字节 圆 <(x,y),r> (圆心和半径)

我们有一系列丰富的函数和操作符可用来进行各种几何计算，如拉伸、转换、

旋转、计算相交等。

1.5.8.1点

点是几何类型的基本二维构造单位。使用下面任一语法描述 point 的数值：

(x,y)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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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x和 y是用浮点数表示的点的坐标。点输出使用第一种语法。

1.5.8.2 线

线是由线的方程式 Ax + By + C = 0 表示的，这里的 A 和 B都不是 0。 类

型 line的值以下列的形式输入和输出：

{ A, B, C }

作为选择，下列的任意一种格式都可以用作输入：

[ ( x1 , y1 ) , ( x2 , y2 ) ]

( ( x1 , y1 ) , ( x2 , y2 ) )

( x1 , y1 ) , ( x2 , y2 )

x1 , y1 , x2 , y2

这里的(x1,y1)和(x2,y2)是线上的两个不同的点。

1.5.8.3线段

线段用一对线段的端点来表示。lseg 的值用下面语法声明：

[ ( x1 , y1 ) , ( x2 , y2 ) ]

( ( x1 , y1 ) , ( x2 , y2 ) )

( x1 , y1 ) , ( x2 , y2 )

x1 , y1 , x2 , y2

x1,y1, x2,y2 这里的(x1,y1)和(x2,y2)是线段的端点。线段输出使用第一种语

法。

1.5.8.4矩形

矩形是用一对对角点来表示的。box的值用下面语法声明：

( ( x1 , y1 ) , ( x2 , y2 ) )

( x1 , y1 ) , ( x2 , y2 )

x1 , y1 , x2 , y2

这里的(x1,y1)和(x2,y2)是矩形的一对对角点。通过第二种语法输出矩形。任

何两个对角都可以出现在输入中，但按照那样的顺序，右上角和左下角的值会被

重新排序以存储。

1.5.8.5路径

路径由一系列连接的点组成。路径可能是开放的，也就是认为列表中第一个

点和最后一个点没有连接，也可能是闭合的，这时认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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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path的数值用下面语法声明：

[ ( x1 , y1 ) , ... , ( xn , yn ) ]

( ( x1 , y1 ) , ... , ( xn , yn ) )

( x1 , y1 ) , ... , ( xn , yn )

( x1 , y1 , ... , xn , yn )

x1 , y1 , ... , xn , yn

这里的点是组成路径的线段的端点。方括弧([])表明一个开放的路径 ，圆括

弧(())表明一个闭合的路径。当最外层的括号被省略，如在第三至第五语法，会

假定一个封闭的路径。

路径的输出在适当的时候使用第一种或第二种语法输出。

1.5.8.6多边形

多边形由一系列点代表(多边形的顶点)。多边形可以认为与闭合路径一样，

但是存储方式不一样而且有自己的一套支持函数。

polygon的数值用下列任一语法声明：

( ( x1 , y1 ) , ... , ( xn , yn ) )

( x1 , y1 ) , ... , ( xn , yn )

( x1 , y1 , ... , xn , yn )

x1 , y1 , ... , xn , yn

这里的点是多边形的端点。多边形输出使用第一种语法。

1.5.8.7圆

圆由一个圆心和一个半径标识。circle的数值用任一下面语法表示：

< ( x , y ) , r >

( ( x , y ) , r )

( x , y ) , r

x , y , r

这里的（x，y)是圆心，r 是半径。圆的输出用第一种格式。

1.5.9 网络地址类型

HighGoDB 提供用于存储 IPv4、IPv6、MAC 地址的数据类型，在表 1.22

里显示。用这些数据类型存储网络地址比用纯文本类型好，因为这些类型提供输

入错误检查和好些种特殊的操作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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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 网络地址类型

名称 存储空间 描述

cidr 7或 19字节 IPv4或 IPv6网络

inet 7或 19字节 IPv4 或 IPv6 网络和主机

macaddr 6字节 MAC 地址

在对 inet 或 cidr 数据类型进行排序的时候，IPv4地址总是排在 IPv6 地

址前面，包括那些封装或者是映射在 IPv6 地址里的 IPv4 地址，比如::10.2.3.4

或 ::ffff::10.4.3.2。

1.5.9.1inet

inet 在一个数据域里保存主机的 IPv4 或 IPv6 地址，以及一个可选的等

效子网。子网的等效是通过计算主机地址中有多少位表示网络地址的方法来表示

的("子网掩码")。如果子网掩码是 32 并且地址是 IPv4，那么不表示任何子网，

只是一台主机。在 IPv6 里，地址长度是 128 位，因此 128 位表明一个唯一

的主机地址。请注意如果您想只接受网络地址，您应该使用 cidr 类型而不是

inet 类型。

该类型的输入格式是地址/y，其中地址是一个 IPv4 或者 IPv6 地址，y是

网络掩码的位数。如果/y部分缺失，则网络掩码对 IPv4 而言是 32，对 IPv6 而

言是 128，所以该值表示只有一台主机。在显示时，如果/y部分指定一个单台主

机，它将不会被显示出来。

1.5.9.2cidr

cidr 保存一个 IPv4 或 IPv6 网络地址。其输入和输出遵循无类别的互联

网域路由习惯。声明一个网络的格式是地址/y，其中 address是 IPv4 或 IPv6 网

络地址而 y是网络掩码的位数。如果省略 y， 那么掩码部分用旧的有类的网络

编号系统进行计算，否则它将至少大到足以包括写在输入中的所有字节。声明一

个在其指定的掩码右边置了位的网络地址会导致错误。表 1.23 是些例子。

表1.23 cidr类型输入举例

cidr输入 cidr输出 abbrev(cidr)

192.168.100.128/25 192.168.100.128/25 192.168.100.128/25

192.168/24 192.168.0.0/24 192.16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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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68/25 192.168.0.0/25 192.168.0.0/25

192.168.1 192.168.1.0/24 192.168.1/24

192.168 192.168.0.0/24 192.168.0/24

128.1 128.1.0.0/16 128.1/16

128 128.0.0.0/16 128.0/16

128.1.2 128.1.2.0/24 128.1.2/24

10.1.2 10.1.2.0/24 10.1.2/24

10.1 10.1.0.0/16 10.1/16

10 10.0.0.0/8 10/8

10.1.2.3/32 10.1.2.3/32 10.1.2.3/32

2001:4f8:3:ba::/64 2001:4f8:3:ba::/64 2001:4f8:3:ba::/64

2001:4f8:3:ba:2e0:81ff:fe2

2:d1f1/128

2001:4f8:3:ba:2e0:81ff:fe2

2:d1f1/128

2001:4f8:3:ba:2e0:81ff:fe22:

d1f1

::ffff:1.2.3.0/120 ::ffff:1.2.3.0/120 ::ffff:1.2.3/120

::ffff:1.2.3.0/128 ::ffff:1.2.3.0/128 ::ffff:1.2.3.0/128

1.5.9.3inet 与 cidr 对比

inet 和 cidr 类型之间的基本区别是 inet 接受子网掩码，而 cidr 不接受。

提示：如果您不喜欢 inet或 cidr值的输出格式，请试一下 host，text 和 abbrev

函数。

1.5.9.4macaddr

macaddr 类型存储 MAC 地址，也就是以太网卡硬件地址(尽管 MAC 地

址还用于其它用途)。可以接受多种自定义的格式，包括

'08:00:2b:01:02:03'

'08-00-2b-01-02-03'

'08002b:010203'

'08002b-010203'

'0800.2b01.0203'

'08002b010203'

它们声明的都是同一个地址。对于数据位 a 到 f，大小写都行。输出总是

我们上面给出的最后一种形式。

IEEE 标准 802-2001 指定第二种形式（带连字符）为 MAC地址的标准格式，

并指定的第一种形式（用冒号）为位反转符号，因此 08-00-2b-01-02-0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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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08:04:0C。这个条约现在已很少使用，它至于过时的网络协议（如令牌环）

有关。HighGo DB 对位反转没有规定，并且所有接受的格式使用 LSB 协议顺

序。

1.5.10 位串类型

位串就是一串 1 和 0 的字符串。它们可以用于存储和直观化位掩码。我们有

两种 SQL 位类型：bit(n)和 bit varying(n)，这里的 n是一个正整数。

bit类型的数据必须准确匹配长度 n，试图存储短些或者长一些的数据都是

错误的。Bit varying类型数据是最长 n的变长类型：更长的串会被拒绝。写一个

没有长度的 bit等效于 bit(1)，没有长度的 bit varying 意思是没有长度限制。

注意:如果我们明确地把一个位串值转换成 bit(n)，那么它的右边将被截断或

者在右边补齐零，直到刚好 n位，而不会抛出任何错误。类似地，如果我们明确地

把一个位串数值转换成 bit varying(n)，如果它超过了 n位，那么它的右边将被截

断。

示例 1.5.4.使用位串类型

CREATETABLE test(a BIT(3),b BIT VARYING(6));

INSERT INTO test VALUES(B'101',B'00');

INSERT INTO test VALUES(B'10',B'101');

ERROR:bit string length 2 does not match type bit(3)

INSERT INTO test VALUES(B'10'::bit(3),B'101');

SELECT* FROM test;

a | b

--+-----

101|00

100|101

一个位串值对于每 8位的组需要一个字节，外加总共 5个或 8个字节，这取

决于串的长度（但是长值可能被压缩或者移到线外）。

1.5.11 文本搜索类型

HighGo DB提供两种数据类型，它们被设计用来支持全文搜索，全文搜索是

一种在自然语言的文档集合中搜索以定位那些最匹配一个查询的文档的活动。

tsvector类型表示一个为文本搜索优化的形式下的文档，tsquery类型表示一个文

本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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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1 tsvector

一个 tsvector值是一个排序的可区分词位的列表，词位是被正规化合并了同

一个词的不同变种的词。排序和去重是在输入期间自动完成的，如下例所示：

SELECT 'a fat cat sat on a mat and ate a fat rat'::tsvector;

ts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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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nd' 'ate' 'cat' 'fat' 'mat' 'on' 'rat' 'sat'

要表示包含空白或标点的词位，将它们用引号包围：

SELECT $$the lexeme ' ' contains spaces$$::tsvector;

ts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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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ontains' 'lexeme' 'spaces' 'the'

（我们在这个例子中使用美元符号包围的串文字并且下一个用来避免在文

字中包含双引号记号产生的混淆）。嵌入的引号和反斜线必须被双写：

SELECT $$the lexeme 'Joe''s' contains a quote$$::tsvector;

ts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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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s' 'a' 'contains' 'lexeme' 'quote' 'the'

可选的，整数位置可以被附加给词位：

SELECT 'a:1 fat:2 cat:3 sat:4 on:5 a:6 mat:7 and:8 ate:9 a:10 fat:11

rat:12'::tsvector;

ts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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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6,10 'and':8 'ate':9 'cat':3 'fat':2,11 'mat':7 'on':5 'rat':12 'sat':4

一个位置通常表示源词在文档中的定位。位置信息可以被用于邻近排名。位

置值可以从 1 到 16383，更大的数字会被 16383。对于相同的词位出现的重复

位置将被丢弃。

具有位置的词位可以进一步地被标注一个权重，它可以是 A、B、C或 D。D

是默认值并且因此在输出中不会显示：

SELECT 'a:1A fat:2B,4C cat:5D'::tsvector;

ts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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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A 'cat':5 'fat':2B,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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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通常被用来反映文档结构，例如将主题词标记成与正文词不同。文本搜

索排名函数可以为不同的权重标记器分配不同的优先级。

了解 tsvector类型本身并不执行任何正规化这一点很重要，它假定给它的词

已经被恰当地为应用正规化过。例如，

select 'The Fat Rats'::tsvector;

ts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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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 'Rats' 'The'

对于大部分英语文本搜索应用，上面的词将会被认为是非正规化的，但是

tsvector并不在乎这一点。原始文档文本通常应该经过 to_tsvector 以恰当地为搜

索正规化其中的词：

SELECT to_tsvector('english', 'The Fat Rats');

to_ts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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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2 'rat':3

1.5.11.2 tsquery

一个 tsquery值存储要用于搜索的词位，并且使用布尔操作符&（AND）、|

（OR）和!（NOT）来组合它们。圆括号可以被用来强制对操作符分组：

SELECT 'fat & rat'::tsquery;

ts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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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 & 'rat'

SELECT 'fat & (rat | cat)'::tsquery;

ts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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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 & ( 'rat' | 'cat' )

SELECT 'fat & rat & ! cat'::tsquery;

ts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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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 & 'rat' & !'cat'

如果没有圆括号，则!（NOT）优先级最高，&（AND）次之，|（OR）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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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地，一个 tsquery 中的词位可以被标注一个或多个权重字母，这将限制

它们只能和具有匹配权重的 tsvector词位相匹配：

SELECT 'fat:ab & cat'::tsquery;

ts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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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AB & 'cat'

此外，一个 tsquery中的词位可以被标注为*来指定前缀匹配：

SELECT 'super:*'::tsquery;

tsquery

-----------

'super':*

这个查询将匹配一个 tsvector中以"super"开头的任意词。注意前缀首先会被

文本搜索配置所处理，它意味着这个比较返回真值：

SELECT to_tsvector( 'postgraduate' ) @@ to_tsquery( 'postgres:*' );

?column?

----------

t

(1 row)

因为 postgres起源于 postgr：

SELECT to_tsquery('postgres:*');

to_ts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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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gr':*

(1 row)

则匹配 postgraduate。

词位的引号规则和之前描述的 tsvector中的词位相同；并且，正如 tsvector，

任何请求的词正规化必须在转换到 tsquery类型之前完成。to_tsquery函数可以方

便地执行这种正规化：

SELECT to_tsquery('Fat:ab & Cats');

to_ts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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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AB &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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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UUID类型

数据类型 uuid存储由 RFC 4122、ISO/IEC 9834-8:2005以及相关标准定义的

通用唯一标识符（UUID）（某些系统将这种数据类型引用为全局唯一标识符

GUID）。这种标识符是一个 128位的量，它由一个精心选择的算法产生，该算

法能保证在已知空间中任何其他使用相同算法的人能够产生同一个标识符的可

能性非常非常小。因此，对于分布式系统，这些标识符相比序列生成器而言提供

了一种很好的唯一性保障，序列生成器只能在一个数据库中保证唯一。

一个 UUID 被写成一个小写十六进制位的序列，该序列被连字符分隔成多个

组：首先是一个 8位组，接下来是三个 4位组，最后是一个 12位组。总共的 32

位（十六进制位）表示了 128个二进制位。一个标准形式的 UUID类似于：

a0eebc99-9c0b-4ef8-bb6d-6bb9bd380a11

也接受另一种输入形式：使用大写位、标准格式被花括号包围、忽略某些或

者全部连字符、在任意 4位组后面增加一个连字符。例如：

A0EEBC99-9C0B-4EF8-BB6D-6BB9BD380A11

{a0eebc99-9c0b-4ef8-bb6d-6bb9bd380a11}

a0eebc999c0b4ef8bb6d6bb9bd380a11

a0ee-bc99-9c0b-4ef8-bb6d-6bb9-bd38-0a11

{a0eebc99-9c0b4ef8-bb6d6bb9-bd380a11}

输出总是采用标准形式。

HighGo DB为 UUID 提供了存储和比较函数，但是核心数据库不包含任何用

于产生 UUID 的函数，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算法能够很好地适应每一个应用。

uuid-ossp模块提供了实现一些标准算法的函数。 pgcrypto 模块也为随机 UUID

提供了一个生成函数。 此外，UUID 可以由客户端应用产生，或者由通过服务

器端函数调用的其他库生成。

1.5.13 XML类型

xml 数据类型可以被用来存储 XML 数据。它比直接在一个 text 域中存储

XML数据的优势在于，它会检查输入值的结构是不是良好，并且有支持函数用

于在其上执行类型安全的操作。使用这种数据类型要求在安装时用 configure

--with-libxml选项编译。

xml类型可以存储结构良好（如 XML 标准所定义）的"文档"，以及"内容"

片段，它们由 XML标准中的 XMLDecl? content产品所定义。粗略地看，这意味

着内容片段中可以有多于一个的顶层元素或字符节点。表达式 xmlvalu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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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可以被用来评估一个特定的xml值是一个完整文档或者仅仅是一个

文档片段。

1.5.13.1 创建 XML 值

要从字符数据中生成一个 xml类型的值，可以使用函数 xmlparse:

XMLPARSE ( { DOCUMENT | CONTENT } value)

例子：

XMLPARSE (DOCUMENT '<?xml

version="1.0"?><book><title>Manual</title><chapter>...</chapter></book>')

XMLPARSE (CONTENT 'abc<foo>bar</foo><bar>foo</bar>')

然而根据 SQL标准这是唯一将字符串转换为 XML值的方法，特有的语法：

xml '<foo>bar</foo>'

'<foo>bar</foo>'::xml

也可以被使用。

即便输入值指定了一个文档类型声明（DTD），xml类型也不根据 DTD来

验证输入值。目前也没有内建的支持用于根据其他 XML模式语言（如 XML模

式）来进行验证。

作为一个逆操作，从 xml产生一个字符串可以使用函数 xmlserialize:

XMLSERIALIZE ( { DOCUMENT | CONTENT } valueAS type )

type可以是 character、character varying或 text（或者其中之一的一个别名）。

再次地，根据 SQL标准，这也是在 xml类型和字符类型间做转换的唯一方法，

但是也允许你简单地造型这些值。

当 一 个 字 符 串 不 是 使 用 XMLPARSE 造 型 成 xml 或 者 不 是 使 用

XMLSERIALIZE 从 xml造型得到，对于 DOCUMENT和 CONTENT两者的选择

是根据"XML option"会话配置参数决定的，它可以使用标准命令来设置：

SET XMLOPTION { DOCUMENT | CONTENT };

或者

SET xmloption TO { DOCUMENT | CONTENT };

默认值是 CONTENT，因此所有形式的 XML数据都被允许。

注意:在使用默认 XML option设置时，如果字符串包含一个文档类型声明，

你就不能直接将字符串造型成类型 xml，因为 XML内容片断的定义不接受它们。

如果你需要这样做，要么使用 XMLPARSE，要么修改 XML option。

1.5.13.2 编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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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端、服务器以及其中流过的 XML数据上处理多字符编码时必须要注

意。在使用文本模式向服务器传递查询以及向客户端传递查询结果（在普通模式）

时，将所有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递的字符数据转换为目标端的字符编码，这

也包括了表示 XML值的串，正如上面的例子所述。这也通常意味着由于字符数

据会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递时被转换成其他编码，包含在 XML数据中的编

码声明可能是无效的，因为内嵌的编码声明没有被改变。为了处理这种行为，包

含在表示 xml类型输入的字符串中包含的编码声明会被忽略，并且其内容被假定

为当前服务器的编码。接着，为了正确处理，XML数据的字符串必须以当前客

户端编码从客户端发出。客户端负责在把文档发送给服务器之前将它们转换为当

前客户端编码，或者适当地调整客户端编码。在输出时，xml类型的值将不会有

一个编码声明，并且客户端将会假设所有数据都是当前客户端编码。

在使用二进制模式传送查询参数给服务器以及传回查询结果给客户端时，不

会执行字符集转换，因此情况就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XML数据中的编码

声明将被注意到，并且如果缺少编码声明时该数据会被假定为 UTF-8（由于 XML

标准的要求，注意不支持 UTF-16）。在输出时，数据将会有一个编码声明来指

定客户端编码，除非客户端编码为 UTF-8（这种情况下编码声明会被忽略）。

处理 XML数据产生错误的可能性更小，并且在 XML数据编码、客户端编

码和服务器编码三者相同时效率更高。因为XML数据在内部是以UTF-8处理的，

如果服务器编码也是 UTF-8时，计算效率将会最高。

注意：当服务器编码不是 UTF-8时，某些 XML相关的函数可能在非 ASCII

数据上完全无法工作。尤其在 xpath()上，这是一个已知的问题。

1.5.13.3 访问 XML 值

xml数据类型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它不提供任何比较操作符。这是因为对于

XML数据不存在良定义的和通用的比较算法。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就是，你无

法通过比较一个 xml和一个搜索值来检索行。XML值因此通常应该伴随着一个

独立键值域，如一个 ID。另一种比较 XML值的方案是将它们先转换为字符串，

但注意字符串比较对于 XML比较方法没有什么帮助。

由于没有可以用于 xml数据类型的比较操作符，因此无法直接在这种类型上

创建索引。如果需要在 XML中快速的搜索，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将表达式造型

为一个字符串类型然后索引之，或者在一个 XPath表达式上索引。当然，实际的

查询必须被调整为使用被索引的表达式。

文本搜索功能也可以被用来加速 XML数据的全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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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 JSON 类型

JSON数据类型可以用来存储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数据，这样

的数据也可以存储为 text，但是 JSON数据类型更有利于检查每个存储的数值是

可用的 JSON值。这里也有相关的 JSON特定函数和操作符用于存储在这些数据

类型中的数据。

有两个 JSON数据类型：json和 jsonb。它们接受几乎相同的值组作为输入。

它们实际的主要差别是效率。json数据类型存储输入文本的精确拷贝，处理函数

必须在每个执行上重新解析；而 jsonb数据以分解的二进制格式存储，这使得它

由于添加了转换机制而在输入上稍微慢些，但是在处理上明显更快，因为不需要

重新解析。jsonb也支持索引，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优势。

因为 json类型存储输入文本的精确拷贝，它将保存令牌间语义上无关紧要

的空格，和 JSON对象中键的顺序。另外，如果值中的一个 JSON对象多次包含

相同的键，那么保存所有的键/值对。（处理函数将最后一个值当做操作值。）

相比之下，jsonb不保存空格，也不保存对象键的顺序，并且不保存重复对象键。

如果在输入中指定了重复的键，那么只保存最后一个值。

通常，大多数应用更喜欢存储 JSON数据为 jsonb，除非有很专业的需要，比

如传统假设对象键的顺序。

只允许每个数据库用一种字符集编码。因此，使 JSON严格符合规范是不可

能的，除非数据库编码是 UTF8。试图直接包含不能在数据库编码中表示的字符

将会失败；相反的， 能在数据库编码中表示但是不在 UTF8 中的字符是被允许

的。

RFC 7159 允许 JSON 字符串包含以\uXXXX 表示的 Unicode 逃逸序列。在

json类型的输入函数中，允许 Unicode逃逸，无视服务器编码，并且只检查语法

的正确性（也就是，跟随\u 的四个十六进制位）。不过，jsonb的输入函数更加

严格：它不允许非 ASCII 字符（那些在 U+007F之上的）的 Unicode逃逸，除非

数据库编码是 UTF8。jsonb 类型也拒绝\u0000 （因为\u0000 不能以 HighGo DB

的 text类型表示），并且它坚持任何在 Unicode Basic Multilingual Plane之外使用

Unicode代理对指定字符的都是正确的。有效的 Unicode逃逸为了存储被转换为

相等的 ASCII或 UTF8字符；这包括折叠代理对为单个字符。

注意:函数和操作符章节描述的 JSON处理函数将转换 Unicode逃逸为普通

字符，并且将因此抛出刚刚描述的相同类型的错误，即使它们的输入是 json类

型而不是 jsonb类型。json输入函数并不做这些检查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历

史遗留，尽管它确实允许在非 UTF8 数据库编码中简单的存储（不处理）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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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ode逃逸。通常，如果可以，最好避免在非 UTF8的数据库编码中混合 Unicode

逃逸到 JSON。

当转换文本 JSON 输入到 jsonb时，RFC 7159 描述的基本类型有效的映射

到本地 HighGo DB类型，就如表 1.24中显示的那样。因此，在没有应用到 json

类型、也没有应用到抽象的 JSON的组成有效的 jsonb数据上有一些小的额外的

约束，相当于限制可以通过底层数据类型表示的数据。特别的， jsonb拒绝超出

numeric数据类型范围的数字，而 json不拒绝。这样的实现定义限制是 RFC 7159

允许的。不过，在实际中，这样的问题更有可能在其他实现中发生，因为它通常

代表 JSON的number原始类型，就是 IEEE 754双精度浮点数那样（这是RFC 7159

明确预期和允许的）。当使用 JSON 作为这样系统的交换格式时，应该考虑和

HighGo DB原始存储的数据相比，丢失数值精度的风险。

相反的，就像在表中指出的那样，在 JSON原始类型的输入格式上有一些小

的限制，没有应用到相应的 HighGo DB类型。

表 1.24 JSON原始类型和相应的 HighGo DB类型

JSON原始类型 HighGo DB类型 说明

string text
\u0000是不允许的，如果数据库编码不是 UTF8，

那么非 ASCII Unicode逃逸也一样

number numeric 不允许 NaN和 infinity值

boolean boolean 只接受小写的 true和 false

null (none) SQL NULL是一个不同的概念

1.5.14.1 JSON输入和输出语法

RFC 7159 中定义了 JSON 数据类型的输入/输出语法。

下列都是有效的 json（或 jsonb）表达式：

-- 简单的标量/原始值

-- 原始值可以是数字、加引号的字符串、true、false 或 null

SELECT '5'::json;

-- 零个或者多个元素的数组 (元素不需要是相同的类型)

SELECT '[1, 2, "foo", null]'::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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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键/值对的对象

-- 注意对象的键必须总是加双引号的字符串

SELECT '{"bar": "baz", "balance": 7.77, "active": false}'::json;

--数组和对象可以任意的嵌套

SELECT '{"foo": [true, "bar"], "tags": {"a": 1, "b": null}}'::json;

如前所述，当一个 JSON 值被输入并且接着不做任何附加处理就输出

时， json会输出和输入完全相同的文本，而 jsonb则不会保留语义上没有意义的

细节（例如空格）。例如，注意下面的不同：

SELECT '{"bar": "baz", "balance": 7.77, "active":false}'::json;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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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 "baz", "balance": 7.77, "active":false}

(1 row)

SELECT '{"bar": "baz", "balance": 7.77, "active":false}'::jsonb;

jso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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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 "baz", "active": false, "balance": 7.77}

(1 row)

值得一提的一种语义上无意义的细节是，在 jsonb 中数据会被按照底

层 numeric类型的行为来打印。实际上，这意味着用 E记号输入的数字被打印出

来时就不会有该记号，例如：

SELECT '{"reading": 1.230e-5}'::json, '{"reading": 1.230e-5}'::jsonb;

json | jsonb

-----------------------+-------------------------

{"reading": 1.230e-5} | {"reading": 0.00001230}

(1 row)

不过，如这个例子所示，jsonb将会保留拖尾的小数点后的零，即便这对于

等值检查等目的来说是语义上无意义的。

1.5.14.2 设计有效的 JSON文档

将数据表示为 JSON 比传统关系数据模型要灵活得多，在需求不固定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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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优势更加令人感兴趣。在同一个应用里非常有可能有两种方法共存并且互补。

不过，即便是在要求最大灵活性的应用中，我们还是推荐 JSON 文档有固定的

结构。该结构通常是非强制的（尽管可能会强制一些业务规则），但是有一个可

预测的结构会使书写概括一个表中的 "文档"（数据）集合的查询更容易。

当被存储在表中时，JSON 数据也像其他数据类型一样服从相同的并发控制

考虑。尽管存储大型文档是可行的，但是要记住任何更新都在整行上要求一个行

级锁。为了在更新事务之间减少锁争夺，可考虑把 JSON 文档限制到一个可管

理的尺寸。理想情况下，JSON 文档应该每个表示一个原子数据，业务规则命令

不会进一步把它们划分成更小的可独立修改的数据。

1.5.14.3 jsonb包含和存在

测试包含是 jsonb的一个重要能力。对 json类型没有平行的功能集。包含测

试会测试一个 jsonb文档是否被包含在另一个文档中。除了特别注解之外，这些

例子都会返回真：

-- 简单的标量/原始值只包含相同的值：

SELECT '"foo"'::jsonb @> '"foo"'::jsonb;

-- 右侧的数组包含在左侧的数组当中：

SELECT '[1, 2, 3]'::jsonb @> '[1, 3]'::jsonb;

-- 数组元素的顺序不重要，所以这个也为真：

SELECT '[1, 2, 3]'::jsonb @> '[3, 1]'::jsonb;

-- 重复的数组元素也不重要：

SELECT '[1, 2, 3]'::jsonb @> '[1, 2, 2]'::jsonb;

-- 右侧只包含一对值的对象包含在左侧的对象中：

SELECT '{"product": "PostgreSQL", "version": 9.4, "jsonb":true}'::jsonb @>

'{"version":9.4}'::jsonb;

-- 不认为右侧的数组包含在左侧的数组中，尽管一个相似的数组嵌套在它

里面

SELECT '[1, 2, [1, 3]]'::jsonb @> '[1, 3]'::jsonb; -- 产生假

-- 但是有一个嵌套，它就被包含了：

SELECT '[1, 2, [1, 3]]'::jsonb @> '[[1, 3]]'::jsonb;

-- 相似的，包含在这里也不报告

SELECT '{"foo": {"bar": "baz"}}'::jsonb @> '{"bar": "baz"}'::jsonb; -- 产生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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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一个顶级键和一个空对象

SELECT '{"foo": {"bar": "baz"}}'::jsonb @> '{"foo": {}}'::jsonb;

一般原理是被包含的对象必须在结构和数据内容上匹配包含对象，可能是在

包含对象中丢弃一些不匹配的数组元素或对象键/值对之后。但是要记住，当做

一个包含匹配时，数组元素的顺序是不重要的，并且重复的数组元素实际上只考

虑一次。

作为一般原则中结构必须匹配的一个特别例外，一个数组可以包含一个原始

值：

-- 这个数组包含这个原始字符串值：

SELECT '["foo", "bar"]'::jsonb @> '"bar"'::jsonb;

-- 这个例外反过来不可以 -- 在这里没有报告包含：

SELECT '"bar"'::jsonb @> '["bar"]'::jsonb; -- 产生假

jsonb还有一个存在操作符，它是包含的一个变种：它测试一个字符串（作

为 text值给出）是否作为一个对象键或者数组元素中顶级的 jsonb值出现。这些

示例除了注释为假的之外都返回真：

-- 字符串作为数组元素存在：

SELECT '["foo", "bar", "baz"]'::jsonb ? 'bar';

-- 字符串作为对象键存在：

SELECT '{"foo": "bar"}'::jsonb ? 'foo';

-- 不考虑对象值：

SELECT '{"foo": "bar"}'::jsonb ? 'bar'; -- 产生假

-- 和包含一样，存在必须在顶级匹配：

SELECT '{"foo": {"bar": "baz"}}'::jsonb ? 'bar'; -- 产生假

-- 如果字符串匹配一个原始 JSON字符串，那么认为它存在：

SELECT '"foo"'::jsonb ? 'foo';

当包含许多键或元素时，JSON 对象比数组更适合测试包含或存在，因为

JSON对象不像数组那样为了查找而内部优化，并且不需要线性搜索。

因为 JSON包含是嵌套的，所以适当的查询可以跳过对子对象的显式选择。

例如，假设我们有一个包含顶级对象的 doc列，大多数对象包含 tags字段，其中

包含子对象数组。此查询查找其中子对象同时包含"term":"paris"和"term":"food"

出现的项，而忽略 tags数组之外的这样的键：

SELECT doc->'site_name' FROM websites

WHERE doc @> '{"tags":[{"term":"paris"}, {"term":"food"}]}';

下面语句可以完成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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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doc->'site_name' FROM websites

WHERE doc->'tags' @> '[{"term":"paris"}, {"term":"food"}]';

但这种方法是不灵活的，而且经常效率较低。

另一方面，JSON存在运算符不是嵌套的：它将仅在 JSON值的顶级查找指

定的键或数组元素。

1.5.14.4 jsonb索引

GIN 索引可以用来有效的搜索出现在大量 jsonb文档（datums）中的键或者

键/值对。提供了两个 GIN"操作符类"，提供了不同的性能和灵活性取舍。

jsonb的默认 GIN 操作符类支持使用顶层键存在运算符?、 ?&以及?|操作符

和路径/值存在运算符@>的查询。用这个操作符类创建一个索引的示例是：

CREATE INDEX idxgin ON api USING GIN (jdoc);

非缺省的 GIN 操作符类 jsonb_path_ops只支持索引@>操作符。用这个操作

符类创建一个索引的示例是：

CREATE INDEX idxginp ON api USING GIN (jdoc jsonb_path_ops);

考虑一个存储从第三方web服务器上检索出来的 JSON文档的表的例子，该

表带有文档模式定义。一个典型的文档是：

{

"guid": "9c36adc1-7fb5-4d5b-83b4-90356a46061a",

"name": "Angela Barton",

"is_active": true,

"company": "Magnafone",

"address": "178 Howard Place, Gulf, Washington, 702",

"registered": "2009-11-07T08:53:22 +08:00",

"latitude": 19.793713,

"longitude": 86.513373,

"tags": [

"enim",

"aliquip",

"qui"

]

}

我们在一个名为 api的表中存储这些文档，在一个名为 jdoc的 jsonb字段中。

如果在这个字段上创建了一个 GIN 索引，那么像下面这样的查询可以利用该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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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在键"company"有值"Magnafone"的地方找到文档

SELECT jdoc->'guid', jdoc->'name' FROM api WHERE jdoc @> '{"company":

"Magnafone"}';

不过，该索引不能用于像下面这样的查询，因为虽然操作符?是可索引的，但

是它没有直接应用到索引的字段 jdoc上：

--在键"tags"包含键或数组元素"qui"的地方找到文档

SELECT jdoc->'guid', jdoc->'name' FROM api WHERE jdoc -> 'tags' ? 'qui';

尽管如此，适当的使用表达式索引，以上的查询也是可以使用索引的。如果

查询特殊的条目都有共同的"tags"键，那么像这样定义一个索引可能是值得的：

CREATE INDEX idxgintags ON api USING GIN ((jdoc -> 'tags'));

现在，WHERE子句 jdoc -> 'tags' ? 'qui'将被看做可索引的操作符?到索引的

表达式 jdoc -> 'tags'的一个应用。

另外一个查询的方式是利用包含，例如：

--在键 "tags" 包含数组元素 "qui" 的地方查找文档

SELECT jdoc->'guid', jdoc->'name' FROM api WHERE jdoc @> '{"tags":

["qui"]}';

在 jdoc字段上的一个简单 GIN 索引可以支持这个查询。但是请注意，这样

一个索引将存储 jdoc 字段中的每个键和值的拷贝，而前一个示例中的表达式索

引只存储在 tags键下找到的数据。然而简单索引方法更加灵活（因为它支持查询

任意键），有针对的表达式索引可能比简单索引更小并且更快的搜索。

虽然 jsonb_path_ops操作符类只支持带有@>操作符的查询，但是它有比缺

省的操作符类 jsonb_ops值的注意的性能优势。jsonb_path_ops索引在相同的数据

上通常比 jsonb_ops索引小的多，并且搜索的特异性更好，尤其是当查询包含在

数据中频繁出现的键时。因此搜索操作通常比用缺省的操作符类执行的更好。

jsonb_ops 和 jsonb_path_ops 索引之间技术上的不同是前者为数据中的每个

键和值创建独立的索引项，而后者只为数据中的每个值创建索引项。从根本上来

说，每个 jsonb_path_ops索引项是一个值和通往值的键的散列；例如，索引{"foo":

{"bar": "baz"}}，一个索引项将被创建，合并所有的三个值：foo、bar和 baz到散

列值中。 因此一个包含查询查找这个结构将导致一个非常特定的索引搜索；但

是没有办法找出 foo是否作为一个键出现。在另一方面， jsonb_ops索引将创建

三个索引项分别表示 foo、bar和 baz；然后做包含查询，将查找包含所有三个项

的行。而 GIN 索引可以相当有效的执行这样一个 AND 搜索，它将仍然比等价

的 jsonb_path_ops搜索缺少针对性并且更慢，特别是当有非常多的行包含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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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项中的一个时。

jsonb_path_ops方法的一个缺点是它不为不包含任何值的 JSON构造，如{"a":

{}}，生成任何索引项。如果要求搜索包含这样一个构造的文档，它将需要一个

完整的索引扫描，这样是相当慢的。因此 jsonb_path_ops不适合经常执行这样的

搜索的应用。

jsonb还支持 btree 和 hash 索引。这些只在检查完整 JSON 文档的等价性重

要时通常有用。很少关心 jsonb datums的 btree顺序，但是为了完整它是：

Object > Array > Boolean > Number > String > Null

Object with n pairs > object with n - 1 pairs

Array with n elements > array with n - 1 elements

有相同对数的对象以下面的顺序比较：

key-1, value-1, key-2 ...

请注意，对象的键是以他们的存储顺序比较的；特别的，因为较短的键存储

在较长的键的前面，这会导致结果可能是非直观的，比如：

{ "aa": 1, "c": 1} > {"b": 1, "d": 1}

相似的，带有相同数量元素的数组是以这个顺序来比较的：

element-1, element-2 ...

原始的 JSON值是使用和底层 HighGo DB数据类型一样的比较规则比较的。

字符串使用默认的数据库排序规则比较。

备注：

为了这个目的，术语"value"包括数组元素，尽管 JSON术语有时认为数组元

组和对象中的值不同。

1.5.15 数组

允许一个表中的列定义为变长多维数组。可以创建任何内建或用户定义的基

类、枚举类型或组合类型的数组。域的数组目前还不支持。

1.5.15.1 数组类型的声明

为了展示数组类型的使用，我们创建这样一个表：

CREATE TABLE sal_emp (

name text,

pay_by_quarter integer[],

schedule 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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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一个数组数据类型可以通过在数组元素的数据类型名称后面加上

方括号（[]）来命名。上述命令将创建一个名为 sal_emp的表，它有一个类型为

text 的列（ name），一个表示雇员的季度工资的一维 integer 类型数组

（pay_by_quarter），以及一个表示雇员每周日程表的二维 text 类型数组

（schedule）。

CREATE TABLE 的语法允许指定数组的确切大小，例如：

CREATE TABLE tictactoe (

squares integer[3][3]

);

然而，当前的实现忽略任何提供的数组尺寸限制，即其行为与未指定长度的

数组相同。

当前的实现也不会强制所声明的维度数。一个特定元素类型的数组全部被当

作是相同的类型，而不论其尺寸或维度数。因此，在 CREATE TABLE 中声明数

组的尺寸或维度数仅仅只是文档而已，它并不影响运行时的行为。

另一种符合 SQL 标准的语法是使用关键词 ARRAY，可以用来定义一维数

组。pay_by_quarter可以这样定义：

pay_by_quarter integer ARRAY[4],

或者，不指定数组尺寸：

pay_by_quarter integer ARRAY,

但是和前面一样，HighGo DB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强制尺寸限制。

1.5.15.2 数组值输入

要把一个数组值写成一个文字常数，将元素值用花括号包围并用逗号分隔

（如果你懂 C，这和初始化结构的 C语法没什么两样）。在任意元素值周围可以

使用双引号，并且在元素值包含逗号或花括号时必须这样做（更多细节如下所

示）。因此，一个数组常量的一般格式如下：

'{ val1 delim val2 delim ... }'

这里 delim是类型的定界符，记录在类型的 pg_type 项中。在发行提供的标

准数据类型中，所有的都使用一个逗号（,），除了类型 box使用一个分号（;）。

每个 val可以是数组元素类型的一个常量，也可以是一个子数组。一个数组常量

的例子是：

'{{1,2,3},{4,5,6},{7,8,9}}'

该常量是一个二维的，3乘 3数组，它由 3个整数子数组构成。

要设置一个数组常量的一个元素为 NULL，在该元素值处写 NULL（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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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LL 的大写或小写变体都有效）。如果你需要一个真正的字符串值"NULL"，

你必须在它两边放上双引号。

常数最初被当做一个字符串，然后被传给数组的输入转换例程。有必要时可

能需要一个显式的类型指定。

现在我们可以展示一些 INSERT语句：

INSERT INTO sal_emp

VALUES ('Bill',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meeting", "lunch"}, {"training", "presentation"}}');

INSERT INTO sal_emp

VALUES ('Carol',

'{20000, 25000, 25000, 25000}',

'{{"breakfast", "consulting"}, {"meeting", "lunch"}}');

前两个插入的结果看起来像这样：

SELECT * FROM sal_emp;

name | pay_by_quarter | schedule

-------+---------------------------+------------------------------------------------------------

Bill | {10000,10000,10000,10000} |

{{meeting,lunch},{training,presentation}}

Carol | {20000,25000,25000,25000} |

{{breakfast,consulting},{meeting,lunch}}

(2 rows)

多维数组的每一维都必须有相匹配的长度。不匹配会造成错误，例如：

INSERT INTO sal_emp

VALUES ('Bill',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meeting", "lunch"}, {"meeting"}}');

ERROR: multidimensional arrays must have array expressions with matching

dimensions

ARRAY构造器语法也可以被用于：

INSERT INTO sal_emp

VALUES ('Bill',

ARRAY[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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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meeting', 'lunch'], ['training', 'presentation']]);

INSERT INTO sal_emp

VALUES ('Carol',

ARRAY[20000, 25000, 25000, 25000],

ARRAY[['breakfast', 'consulting'], ['meeting', 'lunch']]);

注意数组元素是普通 SQL常数或表达式，例如，字符串文字使用单引号而

不是双引号包围，因为双引号可以出现在一个数组文字中。

1.5.15.3 访问数组

现在，我们可以在该表上运行一些查询。首先，我们展示如何访问一个数组

中的一个元素。下面的查询检索在第二季度工资发生变化的雇员的名称：

SELECT name FROM sal_emp WHERE pay_by_quarter[1] <>

pay_by_quarter[2];

name

-------

Carol

(1 row)

数组下标写在方括号内。默认情况下，为数组使用了一种从 1开始的编号习

惯，即一个具有 n个元素的数组从 array[1]开始，结束于 array[n]。

下面的查询检索所有员工第三季度的工资：

SELECT pay_by_quarter[3] FROM sal_emp;

pay_by_qu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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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25000

(2 rows)

我们也可以访问一个数组的任意矩形切片或者子数组。一个数组切片可以通

过在一个或多个数组维度上指定下界:上界来定义例如，下面的查询检索 Bill在

本周头两天日程中的第一项：

SELECT schedule[1:2][1:1] FROM sal_emp WHERE name = 'Bill';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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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training}}

(1 row)

如果任何维度被写成一个切片，即包含一个冒号，那么所有的维度都被看成

是切片对待。其中任何只有一个数字（无冒号）的维度被视作是从 1到指定的数

字。例如，下面例子中的[2]被认为是[1:2]：

SELECT schedule[1:2][2] FROM sal_emp WHERE name = 'Bill';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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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lunch},{training,presentation}}

(1 row)

为了避免和非切片情况搞混，最好在所有的维度上都使用切片语法，例如

[1:2][1:1]而不是[2][1:1]。

如果数组本身为空或者任何一个下标表达式为空，访问数组下标表达式将会

返回空值。如果下标超过了数组边界，下标表达式也会返回空值（这种情况不会

抛出错误）。例如，如果 schedule 目前具有的维度是 [1:3][1:2]，那么引用

schedule[3][3]将得到 NULL。相似地，使用错误的下标号引用一个数组会得到空

值而不是错误。

如果数组本身或者任何一个下标表达式为空，则一个数组切片表达式也会得

到空值。但是，在其他情况例如选择一个完全位于当前数组边界之外的切片时，

一个切片表达式会得到一个空（零维）数组而不是空值（由于历史原因，这并不

符合非切片行为）。 如果所请求的切片和数组边界重叠，那么它会被缩减为重

叠的区域而不是返回空。

任何数组值的当前维度可以使用 array_dims函数获得：

SELECT array_dims(schedule) FROM sal_emp WHERE name = 'Carol';

array_d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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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1 row)

array_dims产生一个 text结果，它便于人类阅读但是不便于程序读取。也可

以通过 array_upper和 array_lower 来获得维度，它们将分别返回一个指定数组的

上界和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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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array_upper(schedule, 1) FROM sal_emp WHERE name = 'Carol';

array_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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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row)

array_length将返回一个指定数组维度的长度：

SELECT array_length(schedule, 1) FROM sal_emp WHERE name = 'Carol';

array_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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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row)

cardinality 返回一个数组中在所有维度上的元素总数。这实际上是调用

unnest将会得到的行数：

SELECT cardinality(schedule) FROM sal_emp WHERE name = 'Carol';

cardi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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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row)

1.5.15.4 修改数组

一个数组值可以被整个替换：

UPDATE sal_emp SET pay_by_quarter = '{25000,25000,27000,27000}'

WHERE name = 'Carol';

或者使用 ARRAY表达式语法：

UPDATE sal_emp SET pay_by_quarter = ARRAY[25000,25000,27000,27000]

WHERE name = 'Carol';

一个数组也可以在一个元素上被更新：

UPDATE sal_emp SET pay_by_quarter[4] = 15000

WHERE name = 'Bill';

或者在一个切片上被更新：

UPDATE sal_emp SET pay_by_quarter[1:2] = '{27000,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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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name = 'Carol';

一个已存储的数组值可以被通过为其还不存在的元素赋值来扩大之。任何位

于之前已存在的元素和新元素之间的位置都将被空值填充。例如，如果数组

myarray 目前有 4个元素，在用一个更新对 myarray[6]赋值后它将有 6 个元素，

其中 myarray[5]为空值。目前，采用这种方式扩大数组只允许使用在一维数组上。

带下标的赋值方式允许创建下标不是从 1 开始的数组。例如，我们可以为

myarray[-2:7]赋值来创建一个下标值从-2到 7的数组。

新的数组值也可以通过串接操作符||构建：

SELECTARRAY[1,2] || ARRAY[3,4];

?column?

-----------

{1,2,3,4}

(1 row)

SELECTARRAY[5,6] || ARRAY[[1,2],[3,4]];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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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2},{3,4}}

(1 row)

串接操作符允许把一个单独的元素加入到一个一维数组的开头或末尾。它也

能接受两个 N维数组，或者一个 N维数组和一个 N+1维数组。

当一个单独的元素被加入到一个一维数组的开头或末尾时，其结果是一个和

数组操作数具有相同下界下标的新数组。例如：

SELECT array_dims(1 || '[0:1]={2,3}'::int[]);

array_d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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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1 row)

SELECT array_dims(ARRAY[1,2] || 3);

array_d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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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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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具有相同维度数的数组被串接时，其结果保留左操作数的外维度的下

界下标。结果将是一个数组，它由左操作数的每一个元素以及紧接着的右操作数

的每一个元素。例如：

SELECT array_dims(ARRAY[1,2] || ARRAY[3,4,5]);

array_d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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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 row)

SELECT array_dims(ARRAY[[1,2],[3,4]] || ARRAY[[5,6],[7,8],[9,0]]);

array_d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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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

(1 row)

当一个 N维数组被放在另一个 N+1维数组的前面或者后面时，结果和上面

的例子相似。每一个 N维子数组实际上是 N+1维数组外维度的一个元素。例如：

SELECT array_dims(ARRAY[1,2] || ARRAY[[3,4],[5,6]]);

array_d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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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

(1 row)

一个数组也可以通过使用函数 array_prepend、array_append或 array_cat构建。

前两个函数仅支持一维数组，但 array_cat 支持多维数组。注意上面讨论的串接

操作符要优先于直接使用这些函数。实际上，这些函数的存在主要就是用于实现

串接操作符。但是，它们也能被用于用户定义聚集的创建。一些例子：

SELECT array_prepend(1, ARRAY[2,3]);

array_pre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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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1 row)

SELECT array_append(ARRAY[1,2], 3);

array_app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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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1 row)

SELECT array_cat(ARRAY[1,2], ARRAY[3,4]);

array_cat

-----------

{1,2,3,4}

(1 row)

SELECT array_cat(ARRAY[[1,2],[3,4]], ARRAY[5,6]);

array_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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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

(1 row)

SELECT array_cat(ARRAY[5,6], ARRAY[[1,2],[3,4]]);

array_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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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2},{3,4}}

1.5.15.5 在数组中检索

要在一个数组中搜索一个值，每一个值都必须被检查。这可以手动完成，但

是我们必须知道数组的尺寸。例如：

SELECT * FROM sal_emp WHERE pay_by_quarter[1] = 10000 OR

pay_by_quarter[2] = 10000 OR

pay_by_quarter[3] = 10000 OR

pay_by_quarter[4] = 10000;

不过，对于大数组而言，这个方法会让人觉得很无聊，并且，如果您不知道

数组的尺寸，也是没什么用的。上面的查询可以用下面的代替：

SELECT * FROM sal_emp WHERE 10000=ANY(pay_by_quarter);

此外，您可以找到数组的中所有等于 10000 的值的行：

SELECT * FROM sal_emp WHERE 10000=ALL(pay_by_quarter);

另外，也可以使用 generate_subscripts 函数，如：

SELECT * FROM (SELECT pay_by_qu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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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_subscripts(pay_by_quarter, 1) AS s

FROM sal_emp) AS foo

WHERE pay_by_quarter[s] = 10000;

我们也可以使用&&操作符来搜索一个数组，它会检查左操作数是否与右操

作数重叠。例如：

SELECT * FROM sal_emp WHERE pay_by_quarter &&ARRAY[10000];

提示 :数组不是集合；搜索数组中的特定元素通常表明您的数据库设计有问

题。数组字段通常是可以分裂成独立的表。很明显表要容易搜索得多，并且在元

素数目非常庞大的时候也可以更好地伸展。

1.5.15.6 数组的输入和输出语法

一个数组值的外部文本表现由根据数组元素类型的 I/O转换规则解释的项构

成，并在其上加上修饰用于指示数组结构。修饰包括数组值周围的花括号（{和}）

以及相邻项之间的定界字符。定界字符通常是一个逗号（,），但是也可能是别

的：它由数组元素类型的 typdelim 设置决定。在提供的标准数据类型中，除了

box类型使用分号（;）之外，其他都是用逗号。在一个多维数组中，每一个维度

（行、平面、方体等）都有其自己的花括号层次，且同层的被花括号限定的相邻

实体之间也必须有定界符。

如果元素值是空字符串、包含花括号、包含定界字符、包含双引号、包含反

斜线、包含空白或者匹配词 NULL，数组输出例程将在元素值周围放上双引号。

嵌在元素值中的双引号以及反斜线将被反斜线转义。对于数字数据类型可以安全

地假设双引号绝不会出现，但是对于文本数据类型我们必须准备好处理可能出现

亦可能不出现的引号。

默认情况下，一个数组的一个维度的下界索引值被设置为 1。要表示具有其

他下界的数组，数组下标的范围应在填充数组内容之前被显式地指定好。这种修

饰包括在每个数组维度上下界周围的方括号（[]），以及上下界之间的一个冒号

（:）定界符。数组维度修饰后面要跟一个等号（=）。例如：

SELECT f1[1][-2][3] AS e1, f1[1][-1][5] AS e2

FROM (SELECT '[1:1][-2:-1][3:5]={{{1,2,3},{4,5,6}}}'::int[] AS f1) AS ss;

e1 | e2

----+----

1 | 6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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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数组的维度中有一个或多个的下界不为 1时，数组输出例程才会在结

果中包括维度。

如果为一个元素给定的值是 NULL（或者是任何变体），该元素将被设置为

NULL。任何引号或反斜线的存在将阻止这种行为，而允许为元素值输入"NULL"

的字面意思。

如前所示，在写一个数组值时我们可以在任何单独数组元素周围使用引号。

如果元素值可能混淆数组值分析器时，我们必须 这样做。例如，包含花括号、

逗号（或者数据类型的定界符）、双引号、反斜线或首尾有空白的元素必须使用

双引号。空字符串和匹配单词 NULL 的字符串也必须使用双引号。要把一个双

引号或反斜线放在一个使用了双引号的数组元素值中，需要使用转义字符串语法

并在其前面使用一个反斜线。作为一种选择，我们可以免去使用引号而使用反斜

线转义的方式来保护可能被认为是数组语法的所有数据字符。

我们可以在左括号前面或右括号后面增加空白。我们也可以在任何单独的项

之前或之后加上空白。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空白将被忽略。但是，在被使用了双引

号的元素中的空白以及周围有其他非空白字符的空白不会被忽略。

注意:要记住我们在一个 SQL 命令中写的东西首先会被解释为一个字面上

的字符串，然后再被解释为一个数组。这使得我们需要的反斜线加倍。例如，要

插入一个包含一个反斜线和一个双引号的 text数组值，我们需要写：

INSERT ... VALUES (E'{"\\\\","\\""}');

转义字符串处理器会移除第一层反斜线，这样到达数组值分析器的值看起来

将是{"\\","\""}。接着，字符串被交给 text数据类型的输入例程，从而分别成为\

和"（如果我们使用的数据类型的输入例程会特殊对待反斜线，例如 bytea，我们

可能需要在命令中写更多的反斜线来得到存储在数组元素中的一个反斜线）。美

元符号引用可以被用来避免使用双反斜线。

提示:在 SQL命令中写数组值时，ARRAY构造器语法常常比数组文字语法

要更容易使用。在 ARRAY中，单独的元素值可以使用不属于数组成员时的方式

来书写。

1.5.16 复合类型

复合类型表示一行或者一条记录的结构；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字段名和它们的

数据类型的列表。HighGo DB允许像简单数据类型那样使用复合类型。比如，一

个表的某个字段可以声明为一个复合类型。

1.5.16.1 声明复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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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两个定义复合类型的简单例子：

CREATE TYPE complex AS (

r double precision,

i double precision

);

CREATE TYPE inventory_item AS (

name text,

supplier_id integer,

price numeric

);

语法类似于 CREATE TABLE，只是这里只可以声明字段名称和类型；目前

不能声明约束(比如 NOT NULL)。请注意 AS关键字是很重要的；没有它，系统

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同的 CREATE TYPE命令，因此你会看到奇怪的语法错误。

定义了类型，我们就可以用它创建表：

CREATE TABLE on_hand (

item inventory_item,

count integer

);

INSERT INTO on_hand VALUES (ROW('fuzzy dice', 42, 1.99), 1000);

或者函数：

CREATE FUNCTION price_extension(inventory_item, integer) RETURNS

numeric

AS 'SELECT $1.price * $2' LANGUAGE SQL;

SELECT price_extension(item, 10) FROM on_hand;

在你创建表的时候，也会自动创建一个复合类型，名称与表名称相同，表示

该表的行类型。比如，如果我们说过:

CREATE TABLE inventory_item (

name text,

supplier_id integer REFERENCES suppliers,

price numeric CHECK (price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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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和前面相同的 inventory_item复合类型也会作为副产品创建，并且可

以和上面一样使用。不过，需要注意当前实现的一个重要限制：因为现在还没有

对复合类型实现约束，所以在表定义中显示的约束并不适用 于表之外的复合类

型值。（一个部分绕开的办法是使用域类型作为复合类型的成员。）

1.5.16.2 复合类型值输入

要把一个组合值写作一个文字常量，将该域值封闭在圆括号中并且用逗号分

隔它们。你可以在任何域值周围放上双引号，并且如果该域值包含逗号或圆括号

则必须这样做（更多细节见下文）。这样，一个组合常量的一般格式是下面这样

的：

'( val1 , val2 , ... )'

一个例子是：

'("fuzzy dice",42,1.99)'

这将是上文定义的 inventory_item类型的一个合法值。要让一个域为 NULL，

在列表中它的位置上根本不写字符。例如，这个常量指定其第三个域为 NULL：

'("fuzzy dice",42,)'

如果你写一个空字符串而不是 NULL，写上两个引号：

'("",42,)'

这里第一个域是一个非 NULL 空字符串，第三个是 NULL。

（这些常量实际上只是 1.1.1.2.7中讨论的一般类型常量的特殊类型。该常量

最初被当做一个字符串并且被传递给组合类型输入转换例程。一次显式类型说明

可能是必要的）。

ROW表达式也能被用来构建组合值。在大部分情况下，比起使用字符串语

法，这相当简单易用，因为你不必担心多层引用。我们已经在上文用过这种方法：

ROW('fuzzy dice', 42, 1.99)

ROW('', 42, NULL)

只要在表达式中有多于一个域，ROW 关键词实际上就是可选的，因此这些

可以简化成：

('fuzzy dice', 42, 1.99)

('', 42, NULL)

1.1.2.13行构造器中更加详细地讨论了 ROW表达式语法。

1.5.16.3 访问复合类型

要访问一个组合列的一个域，可以写成一个点和域的名称，更像从一个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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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一个域。事实上，它太像从一个表名中选择，这样我们不得不使用圆括号

来避免让解析器混淆。例如，你可能尝试从例子表 on_hand中选取一些子域：

SELECT item.name FROM on_hand WHERE item.price > 9.99;

这不会有用，因为名称 item 会被当成是一个表名，而不是 on_hand 的一个

列名。你必须写成这样：

SELECT (item).name FROM on_hand WHERE (item).price > 9.99;

或者你还需要使用表名（例如在一个多表查询中），像这样：

SELECT (on_hand.item).name FROM on_hand WHERE (on_hand.item).price >

9.99;

现在加上括号的对象就被正确地解释为对 item 列的引用，然后可以从中选

出子域。

只要你从一个组合值中选择一个域，相似的语法问题就适用。例如，要从一

个返回组合值的函数的结果中选取一个域，你需要这样写：

SELECT (my_func(...)).field FROM ...

如果没有额外的圆括号，这将生成一个语法错误。

1.5.16.4 修改复合类型

这里有一些插入和更新组合列的正确语法的例子。首先，插入或者更新一整

个列：

INSERT INTO mytab (complex_col) VALUES((1.1,2.2));

UPDATE mytab SET complex_col = ROW(1.1,2.2) WHERE ...;

第一个例子忽略 ROW，第二个例子使用它，我们可以用两者之一完成。

我们能够更新一个组合列的单个子域：

UPDATE mytab SET complex_col.r = (complex_col).r + 1 WHERE ...;

注意这里我们不需要（事实上也不能）把圆括号放在正好出现在 SET之后

的列名周围，但是当在等号右边的表达式中引用同一列时确实需要圆括号。

并且我们也可以指定子域作为 INSERT的目标：

INSERT INTO mytab (complex_col.r, complex_col.i) VALUES(1.1, 2.2);

如果我们没有为该列的所有子域提供值，剩下的子域将用空值填充。

1.5.16.5 复合类型输入和输出语法

一个组合值的外部文本表达由根据域类型的 I/O 转换规则解释的项，外加

指示组合结构的装饰组成。装饰由整个值周围的圆括号（(和)），外加相邻项之

间的逗号（,）组成。圆括号之外的空格会被忽略，但是在圆括号之内空格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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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域值的一部分，并且根据域数据类型的输入转换规则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

有意义。例如，在

'( 42)'

中，如果域类型是整数则空格会被忽略，而如果是文本则空格不会被忽略。

如前所示，在写一个组合值时，你可以在任意域值周围写上双引号。如果不

这样做会让域值迷惑组合值解析器，你就必须这么做。特别地，包含圆括号、逗

号、双引号或反斜线的域必须用双引号引用。要把一个双引号或者反斜线放在一

个被引用的组合域值中，需要在它前面放上一个反斜线（还有，一个双引号引用

的域值中的一对双引号被认为是表示一个双引号字符，这和 SQL 字符串中单引

号的规则类似）。另一种办法是，你可以避免引用以及使用反斜线转义来保护所

有可能被当作组合语法的数据字符。

一个全空的域值（在逗号或圆括号之间完全没有字符）表示一个 NULL。

要写一个空字符串值而不是 NULL，可以写成""。

如果域值是空串或者包含圆括号、逗号、双引号、反斜线或空格，组合输出

例程将在域值周围放上双引号（对空格这样处理并不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可以提

高可读性）。嵌入在域值中的双引号及反斜线将被双写。

注意:记住你在一个 SQL 命令中写的东西将首先被解释为一个字符串，然

后才会被解释为一个组合。这就让你所需要的反斜线数量翻倍（假定使用了转义

字符串语法）。例如，要在组合值中插入一个含有一个双引号和一个反斜线的 text

域，你需要写成：

INSERT ... VALUES (E'("\\"\\\\")');

字符串处理器会移除一层反斜线，这样在组合值解析器那里看到的就会是

("\"\\")。接着，字符串被交给 text数据类型的输入例程并且变成"\（如果我们使

用的数据类型的输入例程也会特别处理反斜线，例如 bytea，在命令中我们可能

需要八个反斜线用来在组合域中存储一个反斜线）。美元引用（见 1.1.1.2.4美元

引用的字符串常量）可以被用来避免双写反斜线。

提示:当在 SQL 命令中书写组合值时，ROW构造器语法通常比组合文字语

法更容易使用。在 ROW中，单个域值可以按照平时不是组合值成员的写法来写。

1.5.17 范围类型

范围数据类型是表示某种元素类型(称为该范围的子类型)的值的范围的数

据类型。例如，timestamp的范围可以被用来表示一间会议室被保留的时间范围。

这种情况下，数据类型为 tsrange ("timestamp range"的简写)，并且 timestamp 是

子类型。子类型必须具有一种总体的排序，以便明确定义元素值是在值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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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还是之后。

范围类型非常有用。因为他们代表了在单一范围值中的多个元素值，并且可

以很清晰地表达诸如重叠范围等概念。出于计划目的的时间和日期范围的使用是

最清晰的例子；但是价格范围、仪器测量的范围等也都有用。

1.5.17.1 内建范围类型

HighGo DB提供下列内建范围类型：

 int4range — integer的范围

 int8range —bigint的范围

 numrange —numeric的范围

 tsrang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的范围

 tstzrang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的范围

 daterange —date的范围

此外，你可以定义你自己的范围类型；更多信息见 CREATE TYPE。

1.5.17.2 范例

CREATE TABLE reservation (room int, during tsrange);

INSERT INTO reservation VALUES

(1108, '[2010-01-01 14:30, 2010-01-01 15:30)');

-- 包含

SELECT int4range(10, 20) @> 3;

-- 重叠

SELECT numrange(11.1, 22.2) && numrange(20.0, 30.0);

-- 提取上边界

SELECT upper(int8range(15, 25));

-- 计算交集

SELECT int4range(10, 20) * int4range(15, 25);

-- 范围是否为空

SELECT isempty(numrange(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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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3 包含和排除边界

每个非空范围都有两个边界，下界和上界。这两个值之间的所有点都包含在

范围内。包含边界意味着边界点本身包含在范围内，而排除边界意味着边界点不

包含在范围内。

在一个范围的文本形式中，包含下界由"["代表，而排除下界由 "("代表。同

样，包含上界由 "]"代表，而排除上界由")" 代表。

函数 lower_inc和 upper_inc分别检测一个范围值的上下边界是否包含。

1.5.17.4 无限（无界）范围

一个范围的下界可以被省略，意味着小于上界的所有点都包含在范围内。同

样，如果范围的上界被省略，那么所有大于下界的点都包含在范围内。如果上下

界都被省略，那么该元素类型的所有值都被认为在该范围内。

相当于分别认为下界是"负无穷大"，或者上界是"正无穷大"。但是注意这些

无穷大值绝不是范围元素类型的值，而且绝不是范围的一部分。（所以没有包含

无穷边界之类的东西 — 如果你尝试写一个，它会被自动转换成一个排除边界。）

某些元素类型还有一个"无限"的概念，但是那只是范围类型机制所涉及的另

一个值。例如，在时间戳范围中，[today,]意味着与[today,)相同的东西。但是

[today,infinity]意味着与 [today,infinity) 不同的东西— 后者排除了特殊的

timestamp值 infinity。

函数 lower_inf和 upper_inf分别检测一个范围的无限下界和无限上界。

1.5.17.5 范围输入/输出

范围值的输入必须遵循下面的模式之一：

(lower-bound,upper-bound)

(lower-bound,upper-bound]

[lower-bound,upper-bound)

[lower-bound,upper-bound]

empty

如前所述，圆括号或者方括号显示下界和上界是排除还是包含的。注意最后

的模式是空，代表着一个空范围（一个不包含点的范围）。

lower-bound可以是子类型有效输入的一个字符串，或者是空以表示没有下

界。同样，upper-bound可以是子类型有效输入的一个字符串，或者是空表示没

有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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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边界值可以用"（双引号）字符引用。如果边界值包含圆括号、方括号、

逗号、双引号或者反斜杠，这就很有必要。因为否则那些字符会被当作范围语法

的一部分。要想把双引号或反斜杠放入一个被引用的边界值，就在它前面加一个

反斜杠。（另外，在一个双引号引用的边界值内的两个连续的双引号表示一个双

引号字符，类似于 SQL文字串内的单引号规则。）或者，你可以避免引用并使

用反斜杠转义来保护所有数据字符不被认为是范围语法。而且，要写一个空字符

串边界值，写成""。这是因为什么也不写意味着无限边界。

在范围值前后可以有空格，但是在圆括号和方括号之间的任何空格都被认为

是上界或下界的一部分。（重要还是不重要取决于元素类型。）

注意：这些规则很类似于在复合类型常量中写入字段值。

例子：

-- 包括 3，不包括 7，并且包括二者之间的所有点

SELECT '[3,7)'::int4range;

-- 不包括 3和 7，但是包括二者之间所有点

SELECT '(3,7)'::int4range;

-- 只包括单一点 4

SELECT '[4,4]'::int4range;

-- 不包括点（并且将被标准化为‘空’）

SELECT '[4,4)'::int4range;

1.5.17.6 构造范围

每个范围类型都有一个与其同名的构造函数。使用构造函数往往比写一个范

围文本常量更方便，因为它避免了额外引用边界值的需要。构造函数接受两个或

三个参数。两参数形式以标准的形式构造一个范围（包含下界，不包含上界），

而三参数形式用第三个参数指定的边界形式来构造范围。第三个参数必须是下面

的字符串之一 "()"、"(]"、"[)" 或 "[]"。例如：

-- 完整形式为：下界、上界和指示包含还是不包含边界的文本参数

SELECT numrange(1.0, 14.0, '(]');

-- 如果省略第三个参数，则假定为‘[)’。

SELECT numrange(1.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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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在这里指定了‘(]’，显示时该值将被转换成标准形式。因为 int8range

是一个离散范围类型（见下文）。

SELECT int8range(1, 14, '(]');

-- 使用 NULL 作任一边界会导致范围在那一边没有边界。

SELECT numrange(NULL, 2.2);

1.5.17.7 离散范围类型

离散范围的元素类型有一个良定义的"步长"，例如 integer 或者 date。当在

这些类型中两个元素中间没有有效值时，它们可被称为是相邻的。这与连续范围

相反，连续范围中总是（或者几乎总是）可以在两个给定值之间标识其它元素值。

例如，numeric 类型的范围是连续的，timestamp的范围也是。（即使 timestamp

精度有限，并且理论上可以被当做是离散的，最好还是把它当做是连续的，因为

通常并不关心步长大小。)

考虑一个离散范围的另一种方式是每一个元素值都清晰知道它的"下一个"

或者"上一个"值。知道了这个，通过选择下一个或者上一个元素值而不是开始给

定的值，就可以在一个范围边界的包含和不包含表达之间进行转换。例如，在一

个整数范围类型中[4,8]和(3,9) 提供相同的值集合；但是对于数值上的范围就不

是这样。

离散范围应当有一个标准化函数，该函数知道元素类型想要的步长。这个标

准化函数负责把该范围类型的等效值转换成同一表达方式，尤其是包含或排除边

界。如果没有指定一个标准化函数，不同格式的范围会被认为是不相等的，即使

它们实际上可能代表相同的值集合。

内建的范围类型 int4range、int8range 和 daterange都使用包括下界排除上界

的标准格式；即，[)。不过用户定义的范围类型可以使用其他规则。

1.5.17.8 定义新的范围类型

用户可以定义他们自己的范围类型。这么做通常是为了使用内建范围类型所

不提供的子类型范围。例如，要定义一个子类型 float8的新范围类型：

CREATE TYPE floatrange AS RANGE (

subtype = float8,

subtype_diff = float8m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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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1.234, 5.678]'::floatrange;

因为 float8没有有意义的"步长"，我们在此例中没有定义一个标准化函数。

定义你自己的范围类型也允许你指定一个要使用的不同的子类型 B-tree 操

作符类或排序规则，以便改变排序次序来决定哪些值落入一个给定的范围。

如果子类型被认为含有离散的而不是连续的值， CREATE TYPE 命令应当

指定一个 canonical(标准化)函数。标准化函数接收一个输入范围值，并且必须返

回一个可能含有不同边界和格式的等价的范围值。代表相同值集合的两个范围的

标准输出必须相同，比如整数范围[1, 7]和[1,8)。你选择哪个表达方式作为标准没

有关系，只要两个不同格式的等效值总是映射到相同格式的相同值。除了调整包

含/不包含边界格式以外，一旦想要的步长大于子类型能够储存的值，标准化函

数可能取整边界值。例如，timestamp范围类型可以被定义为以一个小时作为步

长。这种情况下标准化函数需要把不是一小时的整数倍的值化成一小时的整数

倍，或者可能抛出一个错误。

此外，任何打算要和 GiST或 SP-GiST索引一起使用的范围类型应当定义一

个子类型差异，或者 subtype_diff函数。（没有 subtype_diff时索引仍然可能工

作，但是可能效率不如提供了差异函数时高。）子类型差异函数采用子类型的两

个输入值，并返回它们之间表示为一个 float8值的差（就是说，X减去 Y）。在

我们上面的例子中，可以使用常规 float8减法操作符之下的 float8mi函数；但是

对其它子类型，可能需要某种类型转换。还可能需要一些关于如何把差异表示为

数字的创新型想法。为了最大的可扩展性， subtype_diff函数应该与所选操作符

类和排序规则所蕴含的排序次序一致；即，根据排序顺序，当它的第一个参数大

于第二个参数时，结果应当是正数。

subtype_diff函数的一个简单例子是:

CREATE FUNCTION time_subtype_diff(x time, y time) RETURNS float8 AS

'SELECT EXTRACT(EPOCH FROM (x - y))' LANGUAGE sql STRICT

IMMUTABLE;

CREATE TYPE timerange AS RANGE (

subtype = time,

subtype_diff = time_subtype_diff

);

SELECT '[11:10, 23:00]'::time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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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创建范围类型的信息见 CREATE TYPE。

1.5.17.9 索引

可以对范围类型的表列创建 GiST和 SP-GiST索引。例如，要创建一个 GiST

索引：

CREATE INDEX reservation_idx ON reservation USING GIST (during);

一个 GiST或 SP-GiST索引可以加速包含这些范围操作符的查询：=、&&、

<@、 @>、 <<、 >>、-|-、 &< 和 &>。

此外，对范围类型的表列可以创建 B-tree和哈希索引。对这些索引类型，基

本上唯一可用的范围操作是等于。用相应的<和>操作符可以为范围值定义一个

B-tree排序顺序，但是这个顺序相当任意，在现实世界中通常没有用。范围类型

的 B-tree和哈希支持主要是为了允许查询内部进行排序和哈希，而不是实际索引

的创建。

1.5.17.10 范围上的约束

虽然 UNIQUE是标量值的自然约束，但它通常不适合于范围类型。反而，

一种排除约束往往更合适。排除约束允许在一个范围类型上指定约束，比如 "

非重叠"。例如：

CREATE TABLE reservation (

during tsrange,

EXCLUDE USING GIST (during WITH &&)

);

这个约束将会防止任何重叠的值同时存在于表中：

INSERT INTO reservation VALUES

('[2010-01-01 11:30, 2010-01-01 15:00)');

INSERT 0 1

INSERT INTO reservation VALUES

('[2010-01-01 14:45, 2010-01-01 15:45)');

ERROR: conflicting key value violates exclusion constraint

"reservation_during_excl"

DETAIL: Key (during)=(["2010-01-01 14:45:00","2010-01-01 15:45:00"))

conflicts

with existing key (during)=(["2010-01-01 11:30:00","2010-01-01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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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使用 btree_gist扩展对纯标量数据类型定义排除约束。然后把它和范

围排除结合来获得最大的灵活性。例如，在安装 btree_gist之后，下列的约束将

仅在会议室房间号相等时拒绝重叠的范围：

CREATE EXTENSION btree_gist;

CREATE TABLE room_reservation (

room text,

during tsrange,

EXCLUDE USING GIST (room WITH =, during WITH &&)

);

INSERT INTO room_reservation VALUES

('123A', '[2010-01-01 14:00, 2010-01-01 15:00)');

INSERT 0 1

INSERT INTO room_reservation VALUES

('123A', '[2010-01-01 14:30, 2010-01-01 15:30)');

ERROR: conflicting key value violates exclusion constraint

"room_reservation_room_during_excl"

DETAIL: Key (room, during)=(123A, ["2010-01-01 14:30:00","2010-01-01

15:30:00")) conflicts

with existing key (room, during)=(123A, ["2010-01-01 14:00:00","2010-01-01

15:00:00")).

INSERT INTO room_reservation VALUES

('123B', '[2010-01-01 14:30, 2010-01-01 15:30)');

INSERT 0 1

1.5.18 对象标识符类型

HighGo DB 在内部使用对象标识符(OID)作为各种系统表的主键。OID不会

被添加到用户创建的表中，除非在创建表时指定了WITH OIDS或者

default_with_oids配置变量被启用。类型oid表示一个对象标识符。也有多个oid的
别名类型：regproc、regprocedure、regoper、regoperator、regclass、regtype，regrole，
regnamespace， regconfig和regdictionary。表1.25 显示了概览。

oid类型目前被实现为一个无符号 4字节整数。因此，在大型数据库中它并

http://postgres.cn/docs/9.5/runtime-config-compatib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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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提供数据库范围内的唯一性，甚至在一些大型的表中也无法提供表范围内

的唯一性。于是，我们不鼓励使用一个用户定义表的 OID 列作为主键。OID 最

好只被用于引用系统表。

oid类型本身除了比较之外只有很少的操作。不过，它可以被转换成整数，

并且接着可以使用标准的整数操作符进行操纵（这样做时要注意有符号和无符号

之间可能出现的混乱）。

OID的别名类型除了特定的输入和输出例程之外没有别的操作。这些例程可

以接受并显示系统对象的符号名，而不是类型 oid使用的原始数字值。别名类型

使查找对象的OID值变得简单。例如，要检查与一个表mytable有关的 pg_attribute

行，你可以写：

SELECT * FROM pg_attribute WHERE attrelid = 'mytable'::regclass;

而不是：

SELECT * FROM pg_attribute

WHERE attrelid = (SELECT oid FROM pg_class WHERE relname =

'mytable');

虽然从它本身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糟，它仍然被过度简化了。如果有多个名为

mytable的表存在于不同的模式中，就可能需要一个更复杂的子选择来选择右边

的 OID。regclass输入转换器会根据模式路径设置处理表查找，并且因此它会自

动地完成这种"右边的事情"。类似地，对于一个数字 OID 的符号化显示可以很方

便地通过将表 OID造型成 regclass来实现。

表 1.25 对象标识符类型

类型名 引用 描述 数值例子

oid 任意 数字的对象标识符 564182

regproc pg_proc 函数名称 sum

regprocedure pg_proc 带参数类型的函数 sum(int4)

regoper pg_operator 操作符名 +

regoperator pg_operator 带参数类型的操作符 *(integer,integer) 或 者

-(NONE,integer)

regclass pg_class 关系名 pg_type

regtype pg_type 类型名 integer

regrole pg_authid 角色名 smithee

regnamespace pg_namespace 表空间名称 pg_catalog

regconfig pg_ts_config 文本搜索配置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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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dictionary pg_ts_dict 文本搜索字典 simple

所有的通过表空间分组对象的 OID 别名类型都接受模式限定的名称，如果

没有被限定的对象在当前搜索路径中无法找到时，将会在输出时显示模式限定的

名称。regproc 和 regoper别名类型将只接受唯一的（非重载的）输入名称，因此

它们的使用是受限的；对于大多数使用，regprocedure或 regoperator更合适。对

于 regoperator，通过使用 NONE来替代未使用的操作数可以标识一元操作符。

OID别名类型的一个附加性质是依赖性的创建。如果这些类型之一的一个常

量出现在一个存储的表达式（如一个列默认值表达式或视图）中，它会在被引用

的对象上创建一个依赖。例如，如果一个列有一个默认值表达式

nextval('my_seq'::regclass)，该默认值表达式是依赖于序列 my_seq的，在删除该

默认值表达式之前系统将不允许删除该序列。 regrole 是唯一例外的属性。这种

类型的常量不允许这种表达式。

注意: OID 别名类型不完全遵循事务隔离规则。规划器也将它们视为简单的

常数，这可能优化规划结果。

另一种系统中使用的标识符类型是 xid，或者称为事务（简写为 xact）标识

符。这是系统列 xmin和 xmax使用的数据类型。事务标识符是 32位量。

系统使用的第三种标识符类型是 cid，或者称为命令标识符。这是系统列 cmin

和 cmax使用的数据类型。命令标识符也是 32位量。

系统使用的最后一种标识符类型是 tid，或者称为元组标识符（行标识符）。

这是系统列 ctid使用的数据类型。一个元组 ID 是一个（块号，块内元组索引）

对，它标识了行在它的表中的物理位置。

1.5.19 pg_lsn 类型

pg_lsn数据类型可以用来存储 LSN（Log Sequencce Number日志序列数字）

数据，它是一个指向WAL中的位置的指针。这个类型是WalRecPtr的表示，是

HighGo DB的一种内部系统类型。

在内部，一个 LSN是一个 64位整数，表示预写式日志流中的一个字节位置。

它打印出来是两个 8位的十六进制数，由斜线隔开；例如 16/B374D848。pg_lsn

类型支持标准比较运算符，比如=和 >。两个 LSN可以使用-操作符进行减法；结

果是分离那些预写式日志位置的字节数。

1.5.20 伪类型

类型系统包含一系列特殊用途的条目，它们按照类别来说叫做伪类型。一个

伪类型不能被用作一个列的数据类型，但是它可以被用来定义一个函数的参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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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结果类型。每一种可用的伪类型都有其可以发挥作用的情况，这些情况的特点

是一个函数的行为并不能符合于简单使用或者返回一种特定 SQL 数据类型的

值。表 1.26列出了所有的伪类型。

表 1.26 伪类型

名称 描述

any 表示一个函数可以接受任意输入数据类型。

anyelement 表示一个函数可以接受任意数据类型。

anyarray 表示一个函数可以接受任意数组数据类型

anynonarray 表示一个函数可以接受任意非数组数据类型

anyenum 表示一个函数可以接受任意枚举数据类型

anyrange 表示一个函数可以接受任意范围数据类型

cstring 表示一个函数接受或者返回一个非空结尾的C字符串。

internal 表示一个函数接受或返回一个服务器内部数据类型。

language_handler 一个被声明为返回language_handler的过程语言调用处理器。

fdw_handler 一个被声明为返回fdw_handler的外部数据包装器处理器。

tsm_handler 声明tablesample方法处理程序返回tsm_handler。

record 标识一个函数抓取或者返回一个未指定的行类型。

trigger 一个被声明为返回trigger的触发器函数。

event_trigger 声明事件触发函数返回event_trigger。

pg_ddl_command 确定用于事件触发器的DDL命令表示形式。

void 表示一个函数不返回值。

opaque 一种已被废弃的类型名称，以前它用于实现所有以上的目的。

用 C编写的函数（不管是内建的还是动态载入的）可以被声明为接受或返

回这些为数据类型的任意一种。函数的作者应当保证当一个伪类型被用作一个参

数类型时函数的行为是安全的。

用过程语言编写的函数只有在其实现语言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伪类型。目

前所有的过程语言都禁止使用伪类型作为参数类型，并且只允许使用 void 和

record作为结果类型（如果函数被用于一个触发器或者事件触发器，trigger或者

event_trigger也被允许作为结果类型）。某些过程语言也支持在多态函数中使用

类型 anyelement、anyarray、anynonarray、anyenum和 anyrange。

internal伪类型用于定义只在数据库系统内部调用的函数，这些函数不会被

SQL直接调用。如果一个函数拥有至少一个 internal类型的参数，则它不能从 SQL

中被调用。为了保持这种限制的类型安全性，遵循以下编码规则非常重要：不要

创建任何被声明要返回 internal的函数，除非它有至少一个 internal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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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函数和操作符

HighGo DB 为内建的数据类型提供了大量的函数和操作符。用户也可以定义

它们自己的函数和操作符。\df和\do可以分别用于显示所有可用的函数和操作符

列表。如果您关心移植性，那么请注意，我们在本章描述的大多数函数和操作符，

除了最简单的算术和比较操作符以及一些做了明确标记的函数以外，都没有在

SQL 标准里声明。许多其它 SQL实现也有这些扩展的功能，并且很多时候不同

的数据库产品中这些函数是相互兼容的，各种实现保持一致。本章也并没有穷尽

一切信息。

1.6.1 逻辑操作符

常用的逻辑操作符有:

AND OR NOT

SQL 使用三值的布尔逻辑，包括真、假和 null，null表示"未知"。观察下面

的真值表：

a b a AND b a OR b

TRUE TRUE TRUE TRUE

TRUE FALSE FALSE TRUE

TRUE NULL NULL TRU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NULL FALSE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a NOTa

TRUE FALSE

FALSE TRUE

NULL NULL

操作符 AND和 OR都是可交换的，也就是说，您可以交换左右操作数而不

影响结果。

1.6.2 比较操作符

可用的比较操作符，在表 1.27 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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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7 比较操作符

操作符 描述

< 小于

> 大于

<= 小于等于

>= 大于等于

= 等于

<>或!= 不等于

注意：!=操作符在分析器阶段被转换成<>。!=和<>操作符是完全等价的。

比较操作符可以用于所有可以比较的数据类型。所有比较操作符都是二元操作

符，返回 boolean类型数值；像 1<2<3这样的表达式是非法的(因为布尔值和 3之

间不能做比较)。

除了比较操作符以外，我们还可以使用 BETWEEN结构。a BETWEEN x

AND y等效于 a>=x AND a<=y。请注意 BETWEEN处理范围包含端点的值。

NOT BETWEEN做相反的比较:

A NOTBETWEEN x AND y

等效于 a<x OR a>y

BETWEEN SYMMETRIC 和 BETWEEN 相 同 ， 不 过 BETWEEN

SYMMETRIC不要求 AND左边的参数小于或等于右边的参数。如果左参数不是

小于等于右参数，这两个参数会自动被交换，这样总是会应用一个非空范围。要

检查一个值是否为 NULL，使用下面的构造：

expression IS NULL

expression IS NOT NULL

或者等效，但并不是标准的构造 expression ISNULL expression NOTNULL

不要写 expression = NULL，因为 NULL 是不"等于"NULL 的（控制代表一个

未知的值，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两个未知的数值是否相等）。这种行为符合 SQL 标

准。

提示 :有些应用可能要求表达式 expression=NULL 在 expression 为 NULL

时返回真。我们强烈建议这样的应用修改成遵循 SQL 标准。然而，如果不可能，

那么可以使用 transform_null_equals配置参数。此时 HighGo DB 可以将 x=NULL

语句转换成 x ISNULL。

注意：如果 expression 是行值，那么当行表达式本身为 NULL 或该行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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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字段都为 NULL 时，IS NULL 将为真；当行表达式本身不为 NULL 并且该

行的所有字段都不为 NULL 时，IS NOT NULL 也将为真。由于这个习惯，IS

NULL 和 IS NOT NULL 不会返回行值表达式的逆结果，一个同时包内含

NULL 和 NON-NULL 值的行值表达式对二者都会返回假。

如果有任何一个输入是 NULL，那么普通的比较操作符生成 NULL(表示"

未知")。例如，7=NULL 生成 NULL。当这种方式不合适时，可以用 IS [NOT]

DISTINCT FROM构造。

expression IS DISTINCT FROM expression

expression IS NOT DISTINCT FROM expression

对于非 NULL 的输入 IS DISTINCT FROM 与<>操作符相同。但是，如果

两个输入都是 NULL，那么它将返回假；如果只有一个输入是 NULL，那么它

将返回真。类似的，对于非 NULL 的输入 IS NOT DISTINCT FROM 与=操作

符相同。但是，如果两个输入都是 NULL，那么它将返回真；如果只有一个输

入是 NULL，那么它将返回假。这样就很有效地把 NULL 当作一个普通数据值

看待，而不是"未知"。

布尔数值可以用下面的构造进行测试：

expression IS TRUE

expression IS NOT TRUE

expression IS FALSE

expression IS NOT FALSE

expression IS UNKNOWN

expression IS NOT UNKNOWN

这些构造将总是返回真或假，从来不返回 NULL，即使操作数是 NULL 也

如此。NULL 输入被当做逻辑数值"未知"。请注意实际上 IS UNKNOWN 和 IS

NOT UNKNOWN 分别与 IS NULL 和 IS NOT NULL 相同，只是输入表达式必

须是布尔类型。

比较函数

函数 描述 示例 示例结果

num_nonnulls(VARIADIC

"any")

返回非空参数

的数量

num_nonnulls(1,

NULL, 2)

2

num_nulls(VARIADIC

"any")

返回空参数的

数量

num_nulls(1,

NULL,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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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数学函数和操作符

HighGo DB 为许多类型提供了数学操作符。对于那些在所有可能的组合中

都没有一般的数学传统的类型(比如日期/时间类型)，我们在随后的章节里描述实

际的行为。表 1.28显示了可用的数学操作符。

表1.28 数学操作符

操作符 描述 示例 结果

+ 加 2 + 3 5

- 减 2 - 3 -1

* 乘 2 * 3 6

/ 除(整数除法将截断结果) 4 / 2 2

% 模(求余) 5 % 4 1

^ 幂(指数运算) 2.0 ^ 3.0 8

|/ 平方根 |/ 25.0 5

||/ 立方根 ||/ 27.0 3

! 阶乘 5 ! 120

!! 阶乘(前缀操作符) !! 5 120

@ 绝对值 @ -5.0 5

& 二进制 AND 91 & 15 11

| 二进制 OR 32 | 3 35

# 二进制 XOR 17 # 5 20

~ 二进制 NOT ~1 -2

<< 二进制左移 1 << 4 16

>> 二进制右移 8 >> 2 2

位操作符只能用于整数类型，而其它的操作符可以用于全部数值类型。位操

作符还可以用于位串类型 bit 和 bit varying。

表 1.29显示了可用的数学函数。在该表中，dp 表示 double precision。这

些函数中有许多都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区别是参数不同。除非特别指明，任何特定

形式的函数都返回和它的参数相同的数据类型。处理 double precision 数据的函

数大多数是在宿主系统的 C 库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精度和数值范围方面的

行为是根据宿主系统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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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9 数学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结果

abs(x) （与输入相同） 绝对值 abs(-17.4) 17.4

cbrt(dp) dp 立方根 cbrt(27.0) 3

ceil(dp或 numeric) （与输入相同） 不小于参数的最小

整数

ceil(-42.8) -42

ceiling(dp或numeric) （与输入相同） 不小于参数的最小

整数（ceil的别名）

ceiling(-95.3) -95

degrees(dp) dp 把弧度转为角度 degrees(0.5) 28.64788975

65412

div(y numeric， x

numeric)

numeric y/x的整数商 div(9，4) 2

exp(dp或 numeric) （与输入相同） 自然指数 exp(1.0) 2.718281828

45905

floor(dp或 numeric) （与输入相同） 不大于参数的最大

整数

floor(-42.8) -43

ln(dp或 numeric) （与输入相同） 自然对数 ln(2.0) 0.693147180

559945

log(dp或 numeric) （与输入相同） 以 10为底的对数 log(100.0) 2

log(b numeric， x

numeric)

numeric 以 b为底数的对数 log(2.0， 64.0) 6.000000000

0

mod(y， x) （与参数类型

相同）

y/x的余数（模） mod(9，4) 1

pi() dp "π"常量 pi() 3.141592653

58979

power(a dp， b dp) dp a的 b次幂 power(9.0， 3.0) 729

power(a numeric， b

numeric)

numeric aa的 b次幂 power(9.0， 3.0) 729

radians(dp) dp 把角度转为弧度 radians(45.0) 0.785398163

397448

round(dp或 numeric) （与输入相同） 四舍五入到最接近

的整数

round(42.4) 42

round(vnumeric，sint) numeric 四舍五入保留 s位小 round(42.4382， 2)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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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scale(numeric) numeric 参数的精度（小数点

后的位数）

scale(8.41) 2

sign(dp或 numeric) （与输入相同） 参数的符号（-1，0，

+1）

sign(-8.4) -1

sqrt(dp或 numeric) （与输入相同） 平方根 sqrt(2.0) 1.414213562

3731

trunc(dp或 numeric) （与输入相同) 截断数字的小数部

分

trunc(42.8) 42

trunc(v numeric，s

int)

numeric 截断为 s位小数 trunc(42.4382， 2) 42.43

width_bucket(operan

d dp, b1 dp, b2 dp, co

unt int)

int

返回一个桶，这个桶

是在一个有 count个

桶， 上界为 b1，下

界为 b2的柱图中

operand将被赋予的

那个桶。为外部范围

输入返回 0或者

count+1

width_bucket(5.35,

0.024, 10.06, 5)
3

width_bucket(operan

d numeric, b1 numeri

c, b2numeric, count i

nt)

int

返回一个桶，这个桶

是在一个有 count个

桶，上界为 b1，下界

为 b2的柱图中

operand将被赋予的

那个桶； 为范围外

的输入返回 0或者

count+1

width_bucket(5.35,

0.024, 10.06, 5)
3

width_bucket(operan

d anyelement, thresho

ldsanyarray)

int

返回一个桶，它是给

定数组列出桶的下

限 operand将被赋予

的那个桶，为了输入

低于第一下界返回

0；thresholds数组必

须被存储， 首先最

width_bucket(now(),

array['yesterday',

'today',

'tomorrow']::timestam

ptz[])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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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值，或者获取意想

不到的结果

下表展示了用于产生随机数的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random() dp 范围 0.0 <= x < 1.0 中的随机值

setseed(dp) void
为后续的 random()调用设置种子（值为于 -1.0 和 1.0

之间，包括边界值）

random()返回的值的特征取决于系统实现。 它不适合用于加密应用，如果

需要用于加密应用请参考 pgcrypto模块。

最后，表 1.30显示了可用的三角函数。所有三角函数都使用类型为 double

precision 的参数和返回类型。三角函数参数用弧度表示，反函数返回值用弧度

表示。查看下边的单位转化函数 radians()和 degrees()。

表1.30 三角函数

函数 (弧度) 函数 (角度) 描述

acos(x) acosd(x) 反余弦

asin(x) asind(x) 反正弦

atan(x) atand(x) 反正切

atan2(y, x) atan2d(y, x) y/x的反正切

cos(x) cosd(x) 余弦

cot(x) cotd(x) 余切

sin(x) sind(x) 正弦

tan(x) tand(x) 正切

1.6.4 字符串函数和操作符

本节描述了用于检查和操作字符串数值的函数和操作符。在这个环境中的字

符串包括所有 character，character varying 和 text类型的值。除非另外说明，所

有下面列出的函数都可以处理这些类型，不过要小心的是，在使用 character 类

型的时候，它有自动填充空白的潜在影响。有些函数还可以处理位串类型。

SQL 定义了一些字符串函数，它们有指定的语法(用特定的关键字而不是逗

号来分隔参数)。HighGo DB 也提供了这些函数的版本，它们使用普通的函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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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法。

注意: 由于存在从那些数据类型到 text的隐式强制措施，这些函数也可以接

受多种非字符串数据类型。这些强制措施在目前的版本中已经被删除，因为它们

常常导致令人惊讶的行为。不过，字符串串接操作符（||）仍然接受非字符串输

入，只要至少一个输入是一种字符串类型，如表 1.31所示。对于其他情况，如

果你需要复制之前的行为，可以为 text插入一个显式强制措施。

表1.31 SQL字符串函数和操作符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结果

string|| string text 字符串连接 'Post' || 'greSQL' PostgreSQL

string|| non-string或
non-string|| string

text 一个带有非字符串输

入的字符串串联

'Value: ' || 42 Value: 42

bit_length(string) int 字符串的位 bit_length('jose') 32

char_length(string)
或

character_length(stri
ng)

int 字符串中的字符个数 char_length('jose'
)

4

lower(string) text 把字符串转化为小写 lower('TOM') tom

octet_length(string) int 字符串中的字节数 octet_length('jose
')

4

overlay(string
placing string from
int[forint])

text 替换子字符串 overlay('Txxxxas
' placing 'hom'
from 2 for 4)

Thomas

position(substring in
string)

int 指定子字符串的位置 position('om' in
'Thomas')

3

substring(string[from
int][forint])

text 截取子字符串 substring('Thoma
s' from 2 for 3)

hom

substring(string from
pattern)

text 截取匹配 POSIX正

则表达式的子字符

串。

substring('Thoma
s' from '...$')

mas

substring(string from
pattern for escape)

text 截取匹配 SQL正则

表达式的子字符串。

substring('Thoma
s' from
'%#"o_a#"_' for
'#')

oma

trim([leading | text 从字符串 string的开 trim(both 'x'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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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ling | both]
[characters] from
string)

头/结尾/两边删除只

包含 characters中字

符 (缺省是空白)的
最长的字符串

from 'xTomxx')

trim([leading |
trailing | both]
[from] string [,
characters] )

text trim()的非标准版本
trim(both from
'xTomxx', 'x')

Tom

upper(string) text 把字符串转化为大写 upper('tom') TOM

还有额外的字符串操作函数可以用，它们在表 1.32列出。它们有些在内部用

于实现表 1.31列出的 SQL标准字符串函数。

表1.32 其它字符串函数

函数
返回类

型
描述 例子 结果

ascii(string) int

参数第一个字符的ASCII代码。

对于UTF8返回该字符的Unicode
代码点。对于其他多字节编码，

该参数必须是一个ASCII字符。

ascii('x') 120

btrim(string text
[, characters text]
)

text
从string的开头或结尾删除最长

的只包含characters（默认是一个

空格）的串

btrim('xyxtrimy
yx', 'xy')

trim

chr(int) text

给定代码的字符。对于UTF8该
参数被视作一个Unicode代码

点。对于其他多字节编码该参数

必须指定一个ASCII字符。NULL
(0) 字符不被允许，因为文本数

据类型不能存储这种字节。

chr(65) A

concat(str "any" [
, str "any" [, ...] ]
)

text
串接所有参数的文本表示。

NULL 参数被忽略。

concat('abcde',
2, NULL, 22)

abcde222

concat_ws(sep te
xt, str "any" [, str
"any"[, ...] ])

text

将除了第一个参数外的其他参

数用分隔符串接在一起。第一个

参数被用作分隔符字符串。

NULL 参数被忽略。

concat_ws(',',
'abcde', 2,
NULL, 22)

abcde,2,22

convert(string by
tea, src_encoding
name,dest_enco

ding name)

bytea

将字符串转换为dest_encoding。
原始编码由src_encoding指定。

string在这个编码中必须可用。转

换 可 以 使 用 CREATE

convert('text_in
_utf8', 'UTF8',
'LATIN1')

用 Latin-1
encoding
(ISO
8859-1)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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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ION定义。也有一些

预定义的转换。

示 的

text_in_utf8

convert_from(str
ing bytea, src_en
codingname)

text
将字符串转换为数据库编码。原

始编码由 src_encoding指定。

string在这个编码中必须可用。

convert_from('t
ext_in_utf8',
'UTF8')

用当前数据

库编码表示

的

text_in_utf8
convert_to(string
text, dest_encodi
ng name)

bytea 将字符串转换为dest_encoding。
convert_to('so
me text',
'UTF8')

用 UTF8 编

码 表 达 的

some text

decode(string tex
t, format text)

bytea
从string中的文本表达解码二进

制数据。format的选项和encode
中的一样。

decode('MTIzA
AE=', 'base64')

\x31323300
01

encode(data byte
a, format text)

text

将二进制数据编码成一个文本

表达。支持的格式有：base64、
hex、escape。escape将零字节和

高位组字节转换为八进制序列

（\nnn）和双写的反斜线。

encode(E'123\\
000\\001',
'base64')

MTIzAAE=

format(formatstr
text [, formatarg
"any" [, ...] ])

text
根据一个格式字符串格式化参

数。该函数和C函数sprintf相似。

format('Hello
%s, %1$s',
'World')

Hello World,
World

initcap(string) text

将每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转换

为大写形式并把剩下的字母转

换为小写形式。词是由非字母数

字字符分隔的字母数字字符的

序列。

initcap('hi
THOMAS')

Hi Thomas

left(str text, n int
)

text
返回字符串中的前n个字符。当n
为负时，将返回除了最后|n|个字

符之外的所有字符。

left('abcde', 2) ab

length(string) int string中的字符数 length('jose') 4
length(string byt
ea, encoding nam
e )

int
string在给定编码中的字符数。

string必须在这个编码中有效。

length('jose',
'UTF8')

4

lpad(string text, l
ength int [, fill te
xt])

text

将string通过前置字符fill（默认

是一个空格）填充到长度length。
如果string已经长于length，则它

被（从右边）截断。

lpad('hi', 5, 'xy') xyxhi

ltrim(string text [
, characters text])

text
从string的开头删除最长的只包

含characters（默认是一个空格）

的串

ltrim('zzzytrim',
'xyz')

trim

md5(string) text
计算string的 MD5 哈希，返回

十六进制的结果
md5('abc')

900150983c
d24fb0
d6963f7d28

http://postgres.cn/docs/9.5/functions-string.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functions-str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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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f72

parse_ident(quali
fied_identifier
text [, strictmode
boolean
DEFAULT
true ] )

text[]

把qualified_identifier分成一个标

识符数组， 移除单个标识符上

的任何引号。默认情况下， 最

后一个标识符后面的多余字符

会被当做错误。但是如果第二个

参数为false， 那么这一类多余

的字符会被忽略（这种行为对于

解析函数之类的对象名称有用）。

注意这个函数不会截断超长标

识符。如果想要进行截断，可以

把结果转换成name[]。

parse_ident('"S
omeSchema".s
omeTable')

{SomeSche
ma,sometabl
e}

pg_client_encodi
ng()

name 当前的客户端编码名称
pg_client_enco
ding()

SQL_ASCII

quote_ident(strin
g text)

text

将给定字符串返回成合适的引

用形式，使它可以在一个SQL语
句字符串中被用作一个标识符。

只有需要时才会加上引号（即，

如果字符串包含非标识符字符

或可能是大小写折叠的）。嵌入

的引号会被正确地双写。

quote_ident('Fo
o bar')

"Foo bar"

quote_literal(stri
ng text)

text

将给定字符串返回成合适的引

用形式，使它可以在一个SQL语
句字符串中被用作一个字符串

文字。嵌入的引号会被正确地双

写。注意quote_literal对空输入返

回空；如果参数可能为空，

quote_nullable通常更合适。

quote_literal(E'
O\'Reilly')

'O''Reilly'

quote_literal(val
ue anyelement)

text

强迫给定值为文本并且接着将

它用引号包围作为一个文本。嵌

入的单引号和反斜线被正确的

双写。

quote_literal(42
.5)

'42.5'

quote_nullable(st
ring text)

text

将给定字符串返回成合适的引

用形式，使它可以在一个SQL语
句字符串中被用作一个字符串

文字；或者，如果参数为空，返

回NULL。嵌入的引号会被正确

地双写。

quote_nullable(
NULL)

NULL

quote_nullable(v
alue anyelement)

text
强迫给定值为文本并且接着将

它用引号包围作为一个文本；或

者，如果参数为空，返回NULL。

quote_nullable(
42.5)

'42.5'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plpgsql-stat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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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的单引号和反斜线被正确

的双写。

regexp_matches(
string text, patter
n text [,flags text
])

setof
text[]

返回对string匹配一个POSIX正

则表达式得到的所有子串。

regexp_matche
s('foobarbequeb
az',
'(bar)(beque)')

{bar,beque}

regexp_replace(s
tring text, pattern
text,replacement
text [, flags text]
)

text
替换匹配一个POSIX正则表达

式的子串。

regexp_replace
('Thomas',
'.[mN]a.', 'M')

ThM

regexp_split_to_
array(string text,
patterntext [, flag
s text ])

text[]
使用一个POSIX正则表达式作

为分隔符划分string。

regexp_split_to
_array('hello
world', E'\\s+')

{hello,world
}

regexp_split_to_t
able(string text, p
atterntext [, flags
text])

setof
text

使用一个POSIX正则表达式作

为分隔符划分string。

regexp_split_to
_table('hello
world', E'\\s+')

hello
world
(2 rows)

repeat(string text
, number int)

text 重复string指定的number次 repeat('Pg', 4) PgPgPgPg

replace(string tex
t, from text, to te
xt)

text
将string中出现的所有子串from
替换为子串to

replace('abcdef
abcdef', 'cd',
'XX')

abXXefabX
Xef

reverse(str) text 返回反转的字符串。 reverse('abcde') edcba

right(str text, n in
t)

text
返回字符串中的最后n个字符。

如果n为负，返回除最前面的|n|
个字符外的所有字符。

right('abcde', 2) de

rpad(string text, l
ength int [, fill te
xt])

text

将string通过增加字符fill（默认

为一个空格）填充到长度length。
如果string已经长于length则它会

被截断。

rpad('hi', 5,
'xy')

hixyx

rtrim(string text [
, characters text])

text
从string的结尾删除最长的只包

含characters（默认是一个空格）

的串

rtrim('trimxxxx'
, 'x')

trim

split_part(string t
ext, delimiter tex
t,field int)

text
按delimiter划分 string并返回给

定域（从1开始计算）

split_part('abc~
@~def~@~ghi'
, '~@~', 2)

def

strpos(string, sub
string)

int
指 定 子 串 的 位 置 （ 和

position(substring in string)相同，

但是注意相反的参数顺序）

strpos('high',
'ig')

2

substr(string, fro text 提 取 子 串 （ 与 substr('alphabet ph

http://postgres.cn/docs/9.5/functions-matching.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functions-matching.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functions-matching.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functions-matching.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functions-matching.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functions-matching.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functions-matching.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functions-match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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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count]) substring(string from from for cou
nt)相同）

', 3, 2)

to_ascii(string te
xt [, encoding tex
t])

text

将 string从另一个编码转换到

ASCII（ 只 支 持 从 LATIN1 、

LATIN2、LATIN9和WIN1250编
码的转换）

to_ascii('Karel') Karel

to_hex(number i
nt or bigint)

text
将number转换到它等效的十六

进制表示

to_hex(214748
3647)

7fffffff

translate(string te
xt, from text, to t
ext)

text

string中任何匹配from集合中一

个字符的字符会被替换成to集合

中的相应字符。如果from比to长，

from中的额外字符会被删除。

translate('1234
5', '143', 'ax')

a2x5

concat, concat_ws和 format函数是可变的，因此可以把要串接或格式化的值

作为一个标记了 VARIADIC 关键字的数组进行传递。数组的元素对函数来说是

单独的普通参数。如果可变数组的元素是 NULL，那么 concat和 concat_ws返回

NULL，但是 format把 NULL作为零元素数组对待。

表1.33 内置的转换

转换名 [a] 源编码 目标编码

ascii_to_mic SQL_ASCII MULE_INTERNAL

ascii_to_utf8 SQL_ASCII UTF8

big5_to_euc_tw BIG5 EUC_TW

big5_to_mic BIG5 MULE_INTERNAL

big5_to_utf8 BIG5 UTF8

euc_cn_to_mic EUC_CN MULE_INTERNAL

euc_cn_to_utf8 EUC_CN UTF8

euc_jp_to_mic EUC_JP MULE_INTERNAL

euc_jp_to_sjis EUC_JP SJIS

euc_jp_to_utf8 EUC_JP UTF8

euc_kr_to_mic EUC_KR MULE_INTERNAL

euc_kr_to_utf8 EUC_KR UTF8

euc_tw_to_big5 EUC_TW BIG5

euc_tw_to_mic EUC_TW MULE_INTERNAL

euc_tw_to_utf8 EUC_TW 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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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030_to_utf8 GB18030 UTF8

gbk_to_utf8 GBK UTF8

iso_8859_10_to_utf8 LATIN6 UTF8

iso_8859_13_to_utf8 LATIN7 UTF8

iso_8859_14_to_utf8 LATIN8 UTF8

iso_8859_15_to_utf8 LATIN9 UTF8

iso_8859_16_to_utf8 LATIN10 UTF8

iso_8859_1_to_mic LATIN1 MULE_INTERNAL

iso_8859_1_to_utf8 LATIN1 UTF8

iso_8859_2_to_mic LATIN2 MULE_INTERNAL

iso_8859_2_to_utf8 LATIN2 UTF8

iso_8859_2_to_windows_1250 LATIN2 WIN1250

iso_8859_3_to_mic LATIN3 MULE_INTERNAL

iso_8859_3_to_utf8 LATIN3 UTF8

iso_8859_4_to_mic LATIN4 MULE_INTERNAL

iso_8859_4_to_utf8 LATIN4 UTF8

iso_8859_5_to_koi8_r ISO_8859_5 KOI8R

iso_8859_5_to_mic ISO_8859_5 MULE_INTERNAL

iso_8859_5_to_utf8 ISO_8859_5 UTF8

iso_8859_5_to_windows_1251 ISO_8859_5 WIN1251

iso_8859_5_to_windows_866 ISO_8859_5 WIN866

iso_8859_6_to_utf8 ISO_8859_6 UTF8

iso_8859_7_to_utf8 ISO_8859_7 UTF8

iso_8859_8_to_utf8 ISO_8859_8 UTF8

iso_8859_9_to_utf8 LATIN5 UTF8

johab_to_utf8 JOHAB UTF8

koi8_r_to_iso_8859_5 KOI8R ISO_8859_5

koi8_r_to_mic KOI8R MULE_INTERNAL

koi8_r_to_utf8 KOI8R 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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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i8_r_to_windows_1251 KOI8R WIN1251

koi8_r_to_windows_866 KOI8R WIN866

koi8_u_to_utf8 KOI8U UTF8

mic_to_ascii MULE_INTERNAL SQL_ASCII

mic_to_big5 MULE_INTERNAL BIG5

mic_to_euc_cn MULE_INTERNAL EUC_CN

mic_to_euc_jp MULE_INTERNAL EUC_JP

mic_to_euc_kr MULE_INTERNAL EUC_KR

mic_to_euc_tw MULE_INTERNAL EUC_TW

mic_to_iso_8859_1 MULE_INTERNAL LATIN1

mic_to_iso_8859_2 MULE_INTERNAL LATIN2

mic_to_iso_8859_3 MULE_INTERNAL LATIN3

mic_to_iso_8859_4 MULE_INTERNAL LATIN4

mic_to_iso_8859_5 MULE_INTERNAL ISO_8859_5

mic_to_koi8_r MULE_INTERNAL KOI8R

mic_to_sjis MULE_INTERNAL SJIS

mic_to_windows_1250 MULE_INTERNAL WIN1250

mic_to_windows_1251 MULE_INTERNAL WIN1251

mic_to_windows_866 MULE_INTERNAL WIN866

sjis_to_euc_jp SJIS EUC_JP

sjis_to_mic SJIS MULE_INTERNAL

sjis_to_utf8 SJIS UTF8

tcvn_to_utf8 WIN1258 UTF8

uhc_to_utf8 UHC UTF8

utf8_to_ascii UTF8 SQL_ASCII

utf8_to_big5 UTF8 BIG5

utf8_to_euc_cn UTF8 EUC_CN

utf8_to_euc_jp UTF8 EUC_JP

utf8_to_euc_kr UTF8 EUC_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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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f8_to_euc_tw UTF8 EUC_TW

utf8_to_gb18030 UTF8 GB18030

utf8_to_gbk UTF8 GBK

utf8_to_iso_8859_1 UTF8 LATIN1

utf8_to_iso_8859_10 UTF8 LATIN6

utf8_to_iso_8859_13 UTF8 LATIN7

utf8_to_iso_8859_14 UTF8 LATIN8

utf8_to_iso_8859_15 UTF8 LATIN9

utf8_to_iso_8859_16 UTF8 LATIN10

utf8_to_iso_8859_2 UTF8 LATIN2

utf8_to_iso_8859_3 UTF8 LATIN3

utf8_to_iso_8859_4 UTF8 LATIN4

utf8_to_iso_8859_5 UTF8 ISO_8859_5

utf8_to_iso_8859_6 UTF8 ISO_8859_6

utf8_to_iso_8859_7 UTF8 ISO_8859_7

utf8_to_iso_8859_8 UTF8 ISO_8859_8

utf8_to_iso_8859_9 UTF8 LATIN5

utf8_to_johab UTF8 JOHAB

utf8_to_koi8_r UTF8 KOI8R

utf8_to_koi8_u UTF8 KOI8U

utf8_to_sjis UTF8 SJIS

utf8_to_tcvn UTF8 WIN1258

utf8_to_uhc UTF8 UHC

utf8_to_windows_1250 UTF8 WIN1250

utf8_to_windows_1251 UTF8 WIN1251

utf8_to_windows_1252 UTF8 WIN1252

utf8_to_windows_1253 UTF8 WIN1253

utf8_to_windows_1254 UTF8 WIN1254

utf8_to_windows_1255 UTF8 WIN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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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f8_to_windows_1256 UTF8 WIN1256

utf8_to_windows_1257 UTF8 WIN1257

utf8_to_windows_866 UTF8 WIN866

utf8_to_windows_874 UTF8 WIN874

windows_1250_to_iso_8859_2 WIN1250 LATIN2

windows_1250_to_mic WIN1250 MULE_INTERNAL

windows_1250_to_utf8 WIN1250 UTF8

windows_1251_to_iso_8859_5 WIN1251 ISO_8859_5

windows_1251_to_koi8_r WIN1251 KOI8R

windows_1251_to_mic WIN1251 MULE_INTERNAL

windows_1251_to_utf8 WIN1251 UTF8

windows_1251_to_windows_866 WIN1251 WIN866

windows_1252_to_utf8 WIN1252 UTF8

windows_1256_to_utf8 WIN1256 UTF8

windows_866_to_iso_8859_5 WIN866 ISO_8859_5

windows_866_to_koi8_r WIN866 KOI8R

windows_866_to_mic WIN866 MULE_INTERNAL

windows_866_to_utf8 WIN866 UTF8

windows_866_to_windows_1251 WIN866 WIN

windows_874_to_utf8 WIN874 UTF8

euc_jis_2004_to_utf8 EUC_JIS_2004 UTF8

utf8_to_euc_jis_2004 UTF8 EUC_JIS_2004

shift_jis_2004_to_utf8 SHIFT_JIS_2004 UTF8

utf8_to_shift_jis_2004 UTF8 SHIFT_JIS_2004

euc_jis_2004_to_shift_jis_2004 EUC_JIS_2004 SHIFT_JIS_2004

shift_jis_2004_to_euc_jis_2004 SHIFT_JIS_2004 EUC_JIS_2004

表注:
a.转换名遵循一种标准命名模式：将全部非字母数字字符替换为下划线的源编码的官方名

称，后面跟上_to_，最后是按照相似方式处理过的目标编码名称。因此，名称可能会不同

于习惯的编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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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格式化

函数 format生成根据格式字符串格式化了的输出，风格类似于C函数 sprintf。

format(formatstr text [, formatarg "any" [, ...] ])

formatstr是一个格式字符串，它指定了结果应该如何被格式化。格式字符串

中的文本被直接复制到结果中，除了使用格式说明符的地方。格式说明符在字符

串中扮演着占位符的角色，它定义后续的函数参数如何被格式化及插入到结果

中。每一个 formatarg参数会被根据其数据类型的常规输出规则转换为文本，并

接着根据格式说明符被格式化和插入到结果字符串中。

格式说明符由一个%字符开始并且有这样的形式

%[position][flags][width]type

组件的字段有：

position (可选)

一个形式为n$的字符串，其中 n是要打印的参数的索引。索引 1表示 formatstr

之后的第一个参数。如果 position被忽略，默认会使用序列中的下一个参数。

flags (可选)

控制格式说明符的输出如何被格式化的附加选项。当前唯一支持的标志是一

个负号（-），它将导致格式说明符的输出会被左对齐（left-justified）。除非 width

域也被指定，否者这个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width (可选)

指定用于显示格式说明符输出的最小字符数。输出将被在左部或右部（取决

于-标志）用空格填充以保证充满该宽度。太小的宽度设置不会导致输出被截断，

但是会被简单地忽略。宽度可以使用下列形式之一指定：一个正整数；一个星号

（*）表示使用下一个函数参数作为宽度；或者一个形式为*n$的字符串表示使用

第 n个函数参数作为宽度。

如果宽度来自于一个函数参数，则参数在被格式说明符的值使用之前就被消

耗掉了。如果宽度参数是负值，结果会在长度为 abs(width)的域中被左对齐（如

果-标志被指定）。

type (必需)

格式转换的类型用来产生格式说明符的输出。支持下列的类型：

 s格式参数值为简单的字符串。空值作为空字符串对待。

 I将参数值作为 SQL标识符对待，并在必要时用双写引号包围它。如果参

数为空，将会是一个错误（等同于 quote_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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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引用参数值作为SQL文字。一个空值将被显示为不带引号的字符串NULL

（等同于 quote_nullable）。

除了上述的格式说明符，要输出一个文字形式的%字符，可以使用特殊序

列%%。

这里有一些基本的格式转换的例子：

SELECT format('Hello %s', 'World');

结果: Hello World

SELECT format('Testing %s, %s, %s, %%', 'one', 'two', 'three');

结果: Testing one, two, three, %

SELECT format('INSERT INTO %I VALUES(%L)', 'Foo bar', E'O\'Reilly');

结果: INSERT INTO "Foo bar" VALUES('O''Reilly')

SELECT format('INSERT INTO %I VALUES(%L)', 'locations', E'C:\\Program

Files');

结果: INSERT INTO locations VALUES(E'C:\\Program Files')

这里是使用 width字段和-标志的例子：

SELECT format('|%10s|', 'foo');

Result: | foo|

SELECT format('|%-10s|', 'foo');

Result: |foo |

SELECT format('|%*s|', 10, 'foo');

Result: | foo|

SELECT format('|%*s|', -10, 'foo');

Result: |foo |

SELECT format('|%-*s|', 10, 'foo');

Result: |foo |

SELECT format('|%-*s|', -10, 'foo');

Result: |foo |

下面是使用 position字段的例子：

SELECT format('Testing %3$s, %2$s, %1$s', 'one', 'two', 'three');

Result: Testing three, two, one

SELECT format('|%*2$s|', 'foo', 10, 'bar');

Result: | bar|

SELECT format('|%1$*2$s|', 'foo', 10, 'bar');

Result: | 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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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标准的 C 函数 sprintf，format 函数允许将带有或者不带有 position

域的格式说明符被混在同一个格式字符串中。一个不带有 position域的格式说明

符总是使用最后一个被消耗的参数的下一个参数。另外，format函数不要求所有

函数参数都被用在格式字符串中。例如：

SELECT format('Testing %3$s, %2$s, %s', 'one', 'two', 'three');

Result: Testing three, two, three

%I和%L格式说明符对于安全构造动态 SQL语句尤其有用。

1.6.5 二进制字符串函数和操作符

本节描述那些检查和操作类型为bytea数值的函数和操作符。SQL定义了一些

使用关键字而不是逗号来分割参数的字符串函数。详情参阅表1.34。HighGo DB

也提供了这些函数使用常规函数调用语法的版本(参阅表1.35)。

表1.34 SQL二进制字符串函数和操作符

函数
返回类

型
描述 例子 结果

string || string bytea 串连接
E'\\\\Post'::bytea ||
E'\\047gres\\000'::bytea

\\Post'gr
es\000

octet_length(string) int
二进制串中

的字节数
octet_length(E'jo\\000se'::bytea) 5

overlay(string placing st
ring from int [for int])

bytea 替换子串

overlay(E'Th\\000omas'::bytea
placing E'\\002\\003'::bytea from
2 for 3)

T\\002\\
003mas

position(substring in str
ing)

int
指定子串的

位置

position(E'\\000om'::bytea in
E'Th\\000omas'::bytea)

3

substring(string [from i
nt] [for int])

bytea 提取子串
substring(E'Th\\000omas'::bytea
from 2 for 3)

h\000o

trim([both] bytes from s
tring)

bytea

从string的
开头或结尾

删除只包含

bytes中字节

的最长串

trim(E'\\000'::bytea from
E'\\000Tom\\000'::bytea)

Tom

还有一些二进制字符串操作函数可以用，它们在表 1.35列出。它们有些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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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用于实现表 1.35列出的 SQL标准字符串函数。

表1.35 其它二进制字符串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例子 结果

btrim(string bytea,
bytesbytea)

bytea

从string的开头或

结尾删除只由

bytes中字节组成

的最长串

btrim(E'\\000trim\\000':
:bytea, E'\\000'::bytea)

trim

decode(string text,
formattext)

bytea

从string中的文本

表示解码二进制

数据。format的参

数和在encode中
一样。

decode(E'123\\000456',
'escape')

123\000456

encode(data bytea,
format text)

text

将二进制数据编

码为一个文本表

示。支持的格式

有：base64、hex、
escape。escape将
零字节和高位组

字节转换为八进

制序列（\nnn）和

双反斜线。

encode(E'123\\000456'::
bytea, 'escape')

123\000456

get_bit(string, offs
et)

int 从串中抽取位
get_bit(E'Th\\000omas':
:bytea, 45)

1

get_byte(string, off
set)

int 从串中抽取字节
get_byte(E'Th\\000oma
s'::bytea, 4)

109

length(string) int 二进制串的长度
length(E'jo\\000se'::byte
a)

5

md5(string) text
计算string的MD5
哈希码，以十六进

制形式返回结果

md5(E'Th\\000omas'::b
ytea)

8ab2d3c9689
aaf18
b4958c334c8
2d8b1

set_bit(string, offs
et,newvalue)

bytea 设置串中的位
set_bit(E'Th\\000omas':
:bytea, 45, 0)

Th\000omAs

set_byte(string, off
set,newvalue)

bytea 设置串中的字节
set_byte(E'Th\\000omas
'::bytea, 4, 64)

Th\000o@as

get_byte和 set_byte 把一个二进制串中的一个字节计数为字节 0。get_bit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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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bit在每一个字节中从右边起计数位；例如位 0 是第一个字节的最低有效位，

而位 15 是第二个字节的最高有效位。

1.6.6 位串函数和操作符

本节描述用于检查和操作位串的函数和操作符，也就是操作类型为 bit和

bit varying值的函数和操作符。除了常用的比较操作符之外，还可以使用表 1.36

显示的操作符。&，|和#的位串操作数必须等长。在移位的时候，保留原始的位

串长度(并以 0 填充)，如例所示。

表1.36 位串操作符

操作符 描述 示例 结果

|| 连接 B'10001'||B'011' 10001011

& 位与 B'10001'&B'01101' 00001

| 位或 B'10001'|B'01101' 11101

# 位异或 B'10001'#B'01101' 11100

~ 位非 ~B'10001' 01110

<< 位左移 B'10001'<<3 01000

>> 位右移 B'10001' >> 2 00100

下面的 SQL标准函数除了可以用于字符串之外，也可以用于位串：length，

bit_length，octet_length，position，substring，overlay。下面的函数使用位串以

及二进制字符串：get_bit，set_bit。当用于位串时，这些函数位数从字符串（最

左边）的第一位作为 0位。

另外，我们可以在整数和 bit之间来回转换。一些例子:

44::bit(10) 0000101100

44::bit(3) 100

cast(-44 as bit(12)) 111111010100

'1110'::bit(4)::integer 14

请注意，只是转换为"bit"的意思是转换成 bit(1)，因此只会转换成整数的最

低位。

注意:把一个整数转换成 bit(n)将拷贝整数的最右边的 n位。 把一个整数转

换成比整数本身长的位串，就会在最左边扩展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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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模式匹配

HighGo DB 提供了三种独立的实现模式匹配的方法：SQL LIKE操作符、更

近一些的 SIMILAR TO操作符（SQL:1999 里添加进来的）和 POSIX-风格的正

则表达式。除了这些基本的"这个串匹配这个模式吗？"操作符外，还有一些函数

可用于提取或替换匹配子串并在匹配位置分离一个串。

提示:如果你的模式匹配的要求超出了这些，请考虑用 Perl 或 Tcl 写一个

用户定义的函数。

警告：当大多数正则表达式搜索可以很快执行时， 正则表达式可以被设计，

采取时间和存储过程的任意数量。警惕接受来自敌对来源的正则表达式搜索模

式。如果你必须这样做，那么建议强加语句超时。

使用 SIMILAR TO模式的搜索具有相同的安全隐患，因为 SIMILAR TO提

供了许多诸如 POSIX风格的规则表达式相同的能力。

LIKE搜索，比其它两个选项更简单，安全使用可能的敌对模式源。

1.6.7.1LIKE

string LIKE pattern [ESCAPE escape-character]

string NOT LIKE pattern [ESCAPE escape-character]

如果该 string匹配了提供的 pattern，那么 LIKE表达式返回真（和预期的一

样，如果 LIKE返回真，那么 NOT LIKE表达式返回假，反之亦然。一个等效的

表达式是 NOT (string LIKE pattern)）。

如果 pattern不包含百分号或者下划线，那么该模式只代表它本身的串；这

时候 LIKE的行为就象等号操作符。在 pattern里的下划线（_）代表（匹配）任

何单个字符；而一个百分号（%）匹配任何零或更多个字符的序列。

一些例子：

'abc' LIKE 'abc' true

'abc' LIKE 'a%' true

'abc' LIKE '_b_' true

'abc' LIKE 'c' false

LIKE模式匹配总是覆盖整个串。因此，要匹配在串内任何位置的序列，该

模式必须以百分号开头和结尾。

要匹配文本的下划线或者百分号，而不是匹配其它字符，在 pattern里相应

的字符必须前导逃逸字符。缺省的逃逸字符是反斜线，但是你可以用 ESCAPE

子句指定一个不同的逃逸字符。要匹配逃逸字符本身，写两个逃逸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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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你关掉了 standard_conforming_strings，你在文串常量中写的任何

反斜线都需要被双写。

请注意反斜线在串文本里已经有特殊含义了，所以如果你写一个包含反斜线

的模式常量，那你就要在 SQL 语句里写两个反斜线。 因此，写一个匹配单个反

斜线的模式实际上要在语句里写四个反斜线。你可以通过用 ESCAPE 选择一个

不同的逃逸字符来避免这样；这样反斜线就不再是 LIKE 的特殊字符了。但仍

然是字符文本分析器的特殊字符，所以你还是需要两个反斜线。我们也可以通过

写 ESCAPE ''的方式不选择逃逸字符，这样可以有效地禁用逃逸机制，但是没有

办法关闭下划线和百分号在模式中的特殊含义。

关键字 ILIKE可以用于替换 LIKE，它令该匹配根据活动区域成为大小写无

关。

操作符~~等效于 LIKE，而~~*对应 ILIKE。还有 !~~和!~~*操作符分别代表

NOT LIKE和 NOT ILIKE。

1.6.7.2SIMILAR TO 正则表达式

string SIMILAR TO pattern [ESCAPE escape-character]

string NOT SIMILAR TO pattern [ESCAPE escape-character]

SIMILAR TO操作符根据自己的模式是否匹配给定串而返回真或者假。它和

LIKE非常类似，只不过它使用 SQL 标准定义的正则表达式理解模式。SQL正

则表达式是在 LIKE标记和普通的正则表达式标记的奇怪的交错。

类似 LIKE，SIMILAR TO操作符只有在它的模式匹配整个串的时候才能成

功；这一点和普通的正则表达式的行为不同，在普通的正则表达式里，模式匹配

串的任意部分。和 LIKE类似的地方还有，SIMILAR TO使用_和%作为分别代表

任意单个字符和任意串的通配符（这些可以比得上 POSIX 正则表达式里的.

和.*）。

除了这些从 LIKE 借用的功能之外，SIMILAR TO 支持下面这些从 POSIX

正则表达式借用的模式匹配元字符：

 |表示选择（两个候选之一）。

 *表示重复前面的项零次或更多次。

 +表示重复前面的项一次或更多次。

 ?表示重复前面的项零次或一次。

 {m}表示重复前面的项刚好 m次。

 {m,}表示重复前面的项 m次或更多次。

 {m,n}表示重复前面的项至少 m次并且不超过 n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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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圆括号()把多个项组合成一个逻辑项。

 一个方括号表达式[...]声明一个字符类，就像 POSIX 正则表达式一样。

注意点号（.）不是 SIMILAR TO的一个元字符。

和 LIKE一样，反斜线禁用所有这些元字符的特殊含义；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ESCAPE指定一个不同的逃逸字符。

一些例子：

'abc' SIMILAR TO 'abc' true

'abc' SIMILAR TO 'a' false

'abc' SIMILAR TO '%(b|d)%' true

'abc' SIMILAR TO '(b|c)%' false

带三个参数的 substring，即 substring(string from pattern for escape-character)，

提供了抽取一个匹配 SQL 正则表达式的子串的方法。和 SIMILAR TO一样，声

明的模式必须匹配整个数据串，否则函数失败并返回空值。为了标识在成功的时

候应该返回的模式部分，模式必须包含逃逸字符的两次出现，并且后面要跟上双

引号（"）。匹配这两个标记之间的模式的文本将被返回。

一些例子，使用#"定界返回串：

substring('foobar' from '%#"o_b#"%' for '#') oob

substring('foobar' from '#"o_b#"%' for '#') NULL

1.6.7.3POSIX 正则表达式

表 1.37 列出了可用的 POSIX 正则表达式的模式匹配操作符。

表 1.37 正则表达式匹配操作符

操作符 描述 示例

~ 匹配正则表达式，区分大小写 'thomas'~'.*thomas.*'

~* 匹配正则表达式，不分大小写 'thomas'~*'.*Thomas.*'

!~ 不匹配正则表达式，区分大小写 'thomas'!~'.*Thomas.*'

!~* 不匹配正则表达式，不分大小写 'thomas' !~* '.*vadim.*'

POSIX 正则表达式提供了比 LIKE 和 SIMILARTO操作符更强大的模式匹

配的方法。许多 Unix工具，比如 egrep，sed，awk 使用类似的模式匹配语言。

正则表达式是一个字符序列，它是定义一个字符串集合(一个正则集合)的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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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如果一个字符串是正则表达式描述的正则集合中的一员时，我们就说这个字

符串匹配该正则表达式。和 LIKE 一样，模式字符准确地匹配字符串字符，除非

在正则表达式语言里有特殊字符(不过正则表达式用的特殊字符和 LIKE 用的不

同)。和 LIKE 不一样的是，正则表达式可以匹配字符串里的任何位置，除非该

正则表达式明确地锚定在字符串的开头或者结尾。

一些例子:

'abc' ~ 'abc' true

'abc' ~ '^a' true

'abc' ~ '(b|d)' true

'abc' ~ '^(b|c)' false

下面更详细描述 POSIX 模式匹配语言。

带两个参数的 substring函数，即 substring(string from pattern)，提供了抽取

一个匹配 POSIX 正则表达式模式的子串的方法。如果没有匹配它返回空值，否

则就是文本中匹配模式的那部分。但是如果该模式包含任何圆括号，那么将返回

匹配第一对子表达式（对应第一个左圆括号的）的文本。如果你想在表达式里使

用圆括号而又不想导致这个例外，那么你可以在整个表达式外边放上一对圆括

号。如果你需要在想抽取的子表达式前有圆括号，参阅后文描述的非捕获性圆括

号。

一些例子:

substring('foobar' from 'o.b') oob

substring('foobar' from 'o(.)b') o

regexp_replace 函数提供了将匹配 POSIX 正则表达式模式的子串替换为新

文本的功能。它的语法是 regexp_replace(source, pattern, replacement [, flags ])。如

果没有匹配 pattern，那么返回不加修改的 source串。如果有匹配，则返回的 source

串里面的匹配子串将被 replacement串替换掉。replacement串可以包含\n，其中\n

是 1 到 9，表明源串里匹配模式里第 n个圆括号子表达式的子串应该被插入，

并且它可以包含\&表示应该插入匹配整个模式的子串。如果你需要放一个文字形

式的反斜线在替换文本里，那么写\\。flags参数是一个可选的文本串，它包含另

个或更多单字母标志，这些标志可以改变函数的行为。标志 i指定大小写无关的

匹配，而标志 g指定替换每一个匹配的子串而不仅仅是第一个。支持的标志（但

不是 g）在表 1.45中描述。

一些例子：

regexp_replace('foobarbaz', 'b..', 'X')

fooXb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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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xp_replace('foobarbaz', 'b..', 'X', 'g')

fooXX

regexp_replace('foobarbaz', 'b(..)', E'X\\1Y', 'g')

fooXarYXazY

regexp_match 函数返回从 POSIX 正则表达式模式首次匹配到字符串后捕获

的子字符串的文本数组。 其语法是 regexp_match(string, pattern [, flags ])。 如果

没有匹配，结果是 NULL。如果找到匹配， 并且 pattern不包含括起来的子表达

式， 那么结果是包含匹配整个模式的子串的单元素文本数组。 如果找到匹配，

并且 pattern包含带括号的子表达式， 那么结果是一个文本数组，其中的第 n个

元素是匹配 pattern的括号括起来的第 n 个子表达式的子字符串（不包括“非捕

获”括号；详见下文）。 flags 参数是一个可选的文本字符串， 包含零个或多

个单字母标志，用于更改函数的行为。支持的标志在 表 9.22中描述。

一些例子：

SELECT regexp_match('foobarbequebaz', 'bar.*que');

regexp_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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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eque}

(1 row)

SELECT regexp_match('foobarbequebaz', '(bar)(beque)');

regexp_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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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eque}

(1 row)

在通常情况下，您只需要匹配的整个子字符串或 NULL 来匹配，请写下类

似的内容

SELECT (regexp_match('foobarbequebaz', 'bar.*que'))[1];

regexp_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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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eque

(1 row)

regexp_matches 函数返回一组捕获的字符串的文本数组， 该字符串是通过

将 POSIX正则表达式模式匹配到字符串而得到的。它具有与 regexp_match相同

的语法。如果没有匹配， 则此函数不返回任何行，如果有一个匹配且没有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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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标志，则返回一行； 如果有 N个匹配，并给出 g 标志，则返回 N 行。 每个

返回的行都是一个文本数组，它包含整个匹配的子字符串或匹配 pattern的括号

子表达式的子字符串，就像上面针对 regexp_match 所描述的一样。

regexp_matches 接受表 9.22中显示的所有标志，再加上命令它返回所有匹配而

不仅仅是第一个匹配的 g标志。

一些例子：

SELECT regexp_matches('foobarbequebaz', '(bar)(beque)');

regexp_m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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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eque}

(1 row)

SELECT regexp_matches('foobarbequebazilbarfbonk', '(b[^b]+)(b[^b]+)', 'g');

regexp_m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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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eque}

{bazil,barf}

(2 rows)

SELECT regexp_matches('foobarbequebaz', 'barbeque');

regexp_m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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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eque}

(1 row)

也可以强制 regexp_matches()通过使用一个子选择来总是返回一行。当你希

望所有行都被返回（甚至是不能匹配的行）时，把它用在一个 SELECT 目标列

表中会特别有用：

SELECT col1, (SELECT regexp_matches(col2, '(bar)(beque)')) FROM tab;

regexp_split_to_table 把一个 POSIX 正则表达式模式当作一个定界符来分

离一个串。它的语法形式是 regexp_split_to_table(string, pattern [, flags ])。如果没

有与 pattern的匹配，该函数返回 string。如果有至少有一个匹配，对每一个匹配

它都返回从上一个匹配的末尾（或者串的开头）到这次匹配开头之间的文本。当

没有更多匹配时，它返回从上一次匹配的末尾到串末尾之间的文本。flags参数

是一个可选的文本串，它包含零个或更多单字母标志，这些标识可以改变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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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regexp_split_to_table能支持的标志在表 1.45中描述。

regexp_split_to_array 函 数 的 行 为 和 regexp_split_to_table 相 同 ， 不 过

regexp_split_to_array 会把它的结果以一个 text 数组的形式返回。它的语法是

regexp_split_to_array(string, pattern [, flags ])。这些参数和 regexp_split_to_table的

相同。

一些例子：

SELECT foo FROM regexp_split_to_table('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 E'\\s+') AS foo;

foo

-------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

(9 rows)

SELECT regexp_split_to_array('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

E'\\s+');

regexp_split_to_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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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quick,brown,fox,jumps,over,the,lazy,dog}

(1 row)

SELECT foo FROM regexp_split_to_table('the quick brown fox', E'\\s*') AS foo;

foo

-----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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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u

i

c

k

b

r

o

w

n

f

o

x

(16 rows)

正如上一个例子所示，正则表达式分离函数会忽略零长度的匹配，这种匹配

发生在串的开头或结尾或者正好发生在前一个匹配之后。这和正则表达式匹配的

严格定义是相悖的，后者由 regexp_matches实现，但是通常前者是实际中最常用

的行为。

1.1.1.2.10 正则表达式细节

HighGo DB的正则表达式使用 Henry Spencer 写的一个包来实现。下面的大

部分描述都是从他的手册页里逐字拷贝过来的。

正则表达式（RE），在 POSIX 1003.2 中定义，它有两种形式：扩展的 RE

或者是 ERE（大概地说就是那些在 egrep里的），基本的 RE或者是 BRE（大概

地说就是那些在 ed里的）。支持两种形式，并且还实现了一些 POSIX标准中没

有但是在类似 Perl 或者 Tcl 这样的语言中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些扩展。使用了那

些非 POSIX 扩展的 RE叫高级 RE，或者本文档里说的 ARE。ARE几乎完全是

ERE 的超集，但是 BRE 有几个符号上的不兼容（以及更多的限制）。我们首

先描述 ARE 和 ERE 形式，描述那些只适用于 ARE 的特性，然后描述 BRE 的

区别是什么。

注意: HighGo DB 总是初始化一个遵循 ARE 规则的正则表达式。然而对于

RE模式，可以在更多限制的 ERE或 BRE 规则前面，选择一个嵌入选项。这对

于兼容期望完全 POSIX 1003.2规则的应用程序，是有用的。

一个正则表达式被定义为一个或更多分支，它们之间被|分隔。只要能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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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分支的东西都能匹配正则表达式。

一个分支是一个或多个量化原子或者约束连接而成。一个原子匹配第一个，

然后后面的原子匹配第二个，以此类推；一个空分支匹配空串。

一个量化原子是一个原子，后面可能跟着一个量词。没有量词的时候，它匹

配一个原子，有量词的时候，它可以匹配若干个原子。一个原子可以是在表 1.38

里面显示的任何可能。可能的量词和它们的含义在表 1.39里显示。

一个约束匹配一个空串，但只是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才匹配。约束可以在能够

使用原子的地方使用，只是它不能跟着量词。简单的约束在表 1.40里显示；更

多的约束稍后描述。

表 1.38 正则表达式原子

原 子 描 述

(re) (re是任意正则表达式)匹配一个对 re 的匹配，有可报告的匹配信息。

(?:re) 同上，但是不会报告匹配信息(一个"非捕获"括号)，只在 ARE 中有。

. 匹配任意单个字符

[chars] 一个方括弧表达式，匹配任意字符

\k (k是非字母数字字符)匹配一个当作普通字符看待的特定字符，比如\\匹配一个

反斜杠。

\c c是一个字母数字(可能跟着其它字符)，首项是逃逸符。（仅在 ARE 中；在 ERE
和 BRE 中，它匹配 c）。

{ 如果后面跟着一个非数字字符，那么就匹配左花括弧{；如果跟着一个数字，

那么它是范围的开始(见下面)

x 这里的 x是一个没有其它特征的单个字符，则匹配该字符。

RE不能以\结尾。

注意: 如果你关掉了 standard_conforming_strings，任何你写在文字串常量中

的反斜线都需要被双写。

表 1.39 正则表达式界定符

界定符 匹配

* 一个匹配 0或更多个原子的序列

+ 一个匹配 1或更多个原子的序列

? 一个匹配 0或 1个原子的序列

{m} 一个正好匹配m 个原子的序列

http://postgres.cn/docs/9.5/runtime-config-compatib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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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一个匹配m 个或者更多原子的序列

{m，n} 一个匹配m 到 n 个(包含两端)原子的序列；m 不能比 n 大

*? *的非贪婪模式

+? +的非贪婪模式

?? ?的非贪婪模式

{m}? {m}的非贪婪模式

{m，}? {m，}的非贪婪模式

{m，n}? {m，n}的非贪婪模式

{...}的形式被称作范围。一个范围内的数字m和n都是无符号十进制整数，

允许的数值从 0 到 255 (闭区间)。

非贪婪量词(只在 ARE 中可用)匹配对应的正常(贪婪)模式，区别是它寻找

最少的匹配，而不是最多的匹配。

注意:一个界定符不能紧跟在另外一个界定符后面。例如，**是无效的。界

定符不能是表达式或者子表达式的开头，也不能跟在^或|后面。

表 1.40 正则表达式约束

约束 描述

^ 匹配字符串的开头

$ 匹配字符串的结尾

(?=re) 正前瞻匹配任何匹配 re 的子字符串起始点(只在 ARE 中有)

(?!re) 负前瞻匹配任何不匹配 re 的子字符串的起始点(只在 ARE 中有)

前瞻约束不能包含后引用，并且在其中的所有圆括号都被认为是非捕获的。

1.1.1.2.11 方括弧表达式

方括号表达式是一个[]括起来的字符列表。它通常匹配任意单个列表中的字

符(又见下文)。如果列表以^开头，它匹配任意单个不在该列表中的字符。如果该

列表中两个字符用-隔开，那它就是那两个字符(包括在内)之间的所有字符范围的

缩写，比如，在 ASCII 里[0-9]匹配查找任何十进制数字。两个范围共享一个终点

是非法的，比如 a-c-e。这个范围与序列顺序关系密切，可移植的程序不应该依

靠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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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列表中包含文本]，可以让它做列表的首字符（如果使用了^，需要放在

其后）。 想在列表中包含文本-，可以让它做列表的首字符或者尾字符，或者一

个范围的第二个端点。想在列表中把文本-当做范围的起点， 把它用[.和.]包围起

来，这样它就成为一个排序元素（见下文）。 除了这些字符本身、一些用[的组

合（见下段）以及逃逸（只在 ARE 中有效）以外，所有其它特殊字符在方括号

表达式里都失去它们的特殊含义。特别是，在 ERE 和 BRE 规则下\不是特殊的，

但在 ARE 里，它是特殊的（引入一个逃逸）。

在一个方括号表达式里，一个排序元素（一个字符、一个被当做一个单一字

符排序的多字符序列或者一个表示上面两种情况的排序序列名称）包含在[.和.]

里面的时候表示该排序元素的字符序列。该序列被当做该方括号列表的一个单一

元素。这允许一个包含多字符排序元素的方括号表达式去匹配多于一个字符，例

如，如果排序序列包含一个 ch排序元素，那么 RE [[.ch.]]*c匹配 chchcc的头五

个字符。

注意:当前不支持多字符排序元素。这些信息描述了将来可能有的行为。

在方括号表达式里，包围在[=和=]里的排序元素是一个等价类， 代表等效

于那一个的所有排序元素的字符序列，包括它本身（如果没有其它等效排序元素，

那么就好象封装定界符是[.和 .]）。例如，如果 o和^是一个等价类的成员，那么

[[=o=]]、[[=^=]]和[o^]都是同义的。一个等价类不能是一个范围的端点。

在方括号表达式里，在[:和:]里面封装的字符类的名称代表属于该类的所有

字符的列表。 标准的字符类名称是：alnum、alpha、blank、cntrl、digit、graph、

lower、print、punct、space、upper、xdigit。 它们代表在 ctype中定义的字符类。

一个区域可以会提供其他的类。字符类不能用做一个范围的端点。

方括号表达式里有两个特例：方括号表达式[[:<:]]和[[:>:]]是约束，分别匹配

一个单词开头和结束的空串。单词定义为一个单词字符序列，前面和后面都没有

其它单词字符。单词字符是一个 alnum字符（和 ctype 中定义的一样） 或者一

个下划线。

1.1.1.2.12 正则表达式逃逸

逃逸是以\开头，后面跟着一个字母数字字符得特殊序列。逃逸有好几种变

体：字符项、类缩写、约束逃逸以及后引用。在 ARE 里，如果一个\后面跟着

一个字母数字，但是并未组成一个合法的逃逸， 那么它是非法的。在 ERE 中

没有逃逸：在方括号表达式之外，一个后面跟着字母数字字符的\只是表示该字

符是一个普通的字符，而且在一个方括号表达式里，\是一个普通的字符（后者

实际上在 ERE 和 ARE 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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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项逃逸用于方便我们声明正则表达式里那些不可打印和在RE里其它不

方便的字符。它们在表 1.41 里列出。

类缩写逃逸用来提供一些常用的字符类缩写。他们在表 1.42 里列出。

约束逃逸是一个约束，如果满足特定的条件，它匹配该空字符串，作为逃逸

编写。它们在表 1.43 里列出。

后引用 (\n)匹配数字 n 指定前面圆括弧子表达式匹配的同一个字符串(参阅

表 1.44)。例如，(([bc])\1 匹配 bb 或 cc 但是不匹配 bc 或 cb。正则表达式里的

子表达式必须完全在后引用前面。非捕获圆括弧并不定义子表达式。

表 1.41 正则表达式字符项逃逸

逃逸 描述

\a 警笛(铃声)字符，和 C 里一样

\b 退格，和 C 里一样

\B \的同义词，用于减少反斜杠加倍的需要

\cX (这里 X是任意字符)字符的低 5位和 X里的相同，其它位都是 0。

\e 集合序列名称是 ESC的字符，如果不是，则是八进制值为 033的字符

\f 进纸，和 C里一样

\n 新行，和 C里一样

\r 回车，和 C里一样

\t 水平制表符，和 C里一样

\uwxyz (这里的 wxyz 是恰好四个十六进制数字)本机字节序的 UTF-16（宽字符，16
位）字符 U+wxyz。

\Ustuvwx
yz

(这里的 stuvwxyz 是恰好八个十六进制数字)为 Unicode 32 位扩展预留的。

\v 垂直制表符，和 C 里一样

\xhhh (这里的 hhh是一个十六进制序列)十六进制 值为 0xhhh的字符(不管用了几个

十六进制位，都是一个字符)。

\0 值为 0的字符(空字节)

\xy (这里的 xy是恰好两个八进制数字，并且不是一个 back reference后引用)八进

制值为 0xy的字符

\xyz (这里的 xyz 是恰好三位八进制位，并且不是一个后引用)八进制值为 0xyz 的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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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进制数字是 0-9，a-f，A-F。八进制数字是 0-7。

指定 ASCII范围以外的值（0-127）数字字符输入逃逸依赖于数据库编码。当

编码是UTF-8的时候，逃避值相当于Unicode代码点，例如\u1234即字符U+1234。

对于其它多字节编码，字符输入转义通常只指定字符的字节值的连接。 如果逃

逸值不与数据库编码中的任何合法字符相对应，不会抛出错误，但它永远不会匹

配任何数据。

字符项逃逸总是被当作普通字符。例如，\135是 ASCII 中的]，但\135并不

结束一个方括弧表达式。

表 1.42 正则表达式类缩写逃逸

逃逸 描述

\d [[:digit:]]

\s [[:space:]]

\w [[:alnum:]_](注意，这里是包含下划线的)

\D [^[:digit:]]

\S [^[:space:]]

\W [^[:alnum:]_] (注意，这里是包含下划线的)

在方括号表达式里，\d，\s，\w会失去他们的外层方括号，而\D，\S，\W是

非法的。比如[a-c\d]等效于[a-c[:digit:]]。 同样[a-c\D]原来等效于[a-c^[:digit:]]的，

也是非法的。

表 1.43 正则表达式约束逃逸

逃逸 描 述

\A 只匹配字符串开头

\m 只匹配一个词的开头

\M 只匹配一个词的结尾

\y 只匹配一个词的开头或者结尾

\Y 只匹配那些既不是词的开头也不是词的结尾的点

\Z 只匹配一个字符串的结尾

一个词的定义是上面[[:<:]]和[[:>:]]的声明。在方括弧表达式里，约束逃逸是

非法的。

表 1.44 正则表达式后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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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 描述

\m （这里的 m是一个非零数字)一个指向第 m个子表达式的后引用

\mnn (这里的 m是一个非零数字，nn是更多的数字，并且十进制数值 mnn不
能大于到这个位置为止的闭合捕获圆括号的个数)一个指向第 mnn 个子

表达式的后引用。

注意:在八进制字符项逃逸和后引用之间有一个历史继承的歧义存在，这个

歧义是通过启发分析解决的，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前导零总是表示这是一个八进

制逃逸。而单个非零数字，如果没有跟着任何其它数字，那么总是认为是后引用。

一个多数据位的非零开头的序列也认为是后引用(只要它在合适的子表达式后

面，也就是说，数值在后引用的合法范围内)，否则就认为是一个八进制。

1.1.1.2.13 正则表达式元语法

除了上面描述的主要语法之外，还有几种特殊形式和杂项语法。

如果一个 RE 以***:开头，那么剩下的 RE 都被当作 ARE。如果一个 RE 以

***=开头，那么剩下的 RE 被当作一个文本串，所有的字符都被认为是一个普

通字符。

一个 ARE 可以以嵌入选项开头：一个序列(?xyz)（这里的 xyz是一个或多个

字母字符）声明影响剩余 RE 的选项。这些选项覆盖任何前面判断的选项—特

别地，它们可以覆盖一个正则表达式操作符隐含的大小写敏感的行为，或者覆盖

flags参数中的正则表达式函数。可用的选项字母在表 1.45中显示。注意这些同

样的选项字母也被用在正则表达式函数的 flags参数中。

表 1.45 ARE 嵌入选项字母

选项 描述

b 正则表达式的其余部分是 BRE

c 大小写敏感匹配(覆盖操作符类型)

e 正则表达式的其余部分是 ERE

i 大小写不敏感匹配 (覆盖操作符类型)

m n的历史同义词

n 换行敏感匹配

p 部分换行敏感匹配

q 正则表达式的其余部分为一个文本("引用")字符串，所有都是普通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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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非换行敏感匹配(缺省)

t 严格的语法(缺省，见下文)

w 反部分换行敏感("怪异")匹配

x 扩展的语法(见下文)

嵌入选项在)终止序列时发生作用。它们只在 ARE 的开始处起作用 （在任

何可能存在的***:控制器后面）。

除了通常的（紧）RE 语法（这种情况下所有字符都有效），还有一种扩展

语法，可以通过声明嵌入的 x选项获得。在扩展语法里，RE 中的空白字符被忽

略，就像那些在#和其后的新行（或 RE 的末尾）之间的字符一样。这样就允许

我们给一个复杂的 RE 分段和注释。不过这个基本规则有三种例外：

 空白字符或前置了\的#将被保留

 方括号表达式里的空白或者#将被保留

 在多字符符号里面不能出现空白和注释，例如(?:

为了这个目的，空白是空格、制表符、新行和任何属于空白字符类的字符。

最后，在 ARE 里，方括号表达式外面，序列(?#ttt)（其中 ttt是任意不包含

一个))的文本）是一个注释，它被完全忽略。同样，这样的东西是不允许出现在

多字符符号的字符中间的，例如 (?:。这种注释更像是一种历史产物而不是一种

有用的设施，并且它们的使用已经被废弃；请使用扩展语法来替代。

如果声明了一个初始的***=控制器，那么所有这些元语法扩展都不能使用，

因为这样表示把用户输入当作一个文字串而不是 RE 对待。

1.1.1.2.14 正则表达式匹配规则

在正则表达式可以在给定串中匹配多于一个子串的情况下，正则表达式 匹

配串中最靠前的那个子串。如果正则表达式可以匹配在那个位置开始的多个子

串，要么是取最长的子串，要么是最短的，具体哪种，取决于正则表达式是贪婪

的还是非贪婪的。

一个正则表达式是否贪婪取决于下面规则：

 大多数原子以及所有约束，都没有贪婪属性（因为它们毕竟无法匹配个

数变化的文本）。

 在一个正则表达式周围加上圆括号并不会改变其贪婪性。

 带一个固定重复次数量词（{m}或者{m}?） 的量化原子和原子自身具有

同样的贪婪性（可能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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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带其他普通的量词（包括{m,n}中 m等于 n的情况）的量化原子是

贪婪的（首选最长匹配）。

 一个带非贪婪量词（包括{m,n}?中 m等于 n的情况）的量化原子是非贪

婪的（首选最短匹配）。

 一个分支—也就是说，一个没有顶级|操作符的正则表达式—和它里面的

第一个有贪婪属性的量化原子有着同样的贪婪性。

 一个由|操作符连接起来的两个或者更多分支组成的正则表达式总是贪

婪的。

上面的规则所描述的贪婪属性不仅仅适用于独立的量化原子，而且也适用于

包含量化原子的分支和整个正则表达式。这里的意思是，匹配是按照分支或者整

个正则表达式作为一个整体匹配最长或者最短的可能子串。一旦整个匹配的长度

确定，那么匹配任意特定子表达式的部分就基于该子表达式的贪婪属性进行判

断，在正则表达式里面靠前的子表达式的优先级高于靠后的子表达式。

一个相应的例子：

SELECT SUBSTRING('XY1234Z', 'Y*([0-9]{1,3})');

结果：123

SELECT SUBSTRING('XY1234Z', 'Y*?([0-9]{1,3})');

结果：1

在第一个例子里，正则表达式作为整体是贪婪的，因为 Y*是贪婪的。它可

以匹配从 Y开始的东西，并且它匹配从这个位置开始的最长的串，也就是，Y123。

输出是这里的圆括号包围的部分，或者说是 123。在第二个例子里，正则表达式

总体上是一个非贪婪的正则表达式，因为 Y*?是非贪婪的。它可以匹配从 Y开

始的最短的子串，也就是说 Y1。子表达式[0-9]{1,3}是贪婪的，但是它不能修改

总体匹配长度的决定；因此它被迫只匹配 1。

简而言之，如果一个正则表达式同时包含贪婪和非贪婪的子表达式，那么总

的匹配长度要么是尽可能长，要么是尽可能短，这取决于给整个正则表达式赋予

的属性。给子表达式赋予的属性只影响在这个匹配里，各个子表达式之间相互允

许"吃掉"的多少。

量词{1,1}和{1,1}?可以分别用于在一个子表达式或者整个正则表达式上强

制贪婪或者非贪婪。当你需要整个正则表达式具有不同于从它的元素推导出的贪

婪属性，这是非常有用的。作为一个例子，假设我们正在尝试分隔包含一些数字

到它们之前和之后的数字和部分的字符串。我们可能会尝试这样做：

SELECT regexp_matches('abc01234xyz', '(.*)(\d+)(.*)');

Result: {abc0123,4,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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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工作：第一个.*是贪婪的，因此它可以尽可能多的"吃"，剩下的\d+在最

后可能的位置上匹配最后一个数字。我们可能会通过使它不贪婪尝试修复：

SELECT regexp_matches('abc01234xyz', '(.*?)(\d+)(.*)');

Result: {abc,0,""}

这也不能工作，因为现在正则表达式作为一个整体是非贪婪的，并且它尽快

结束了整体匹配。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想要通过迫使正则表达式作为一个整体是贪

婪的东西：

SELECT regexp_matches('abc01234xyz', '(?:(.*?)(\d+)(.*)){1,1}');

Result: {abc,01234,xyz}

控制从组件贪婪中分离出正则表达式整体贪婪允许处理可变长度的模式更

加灵活。

当决定什么是较长或较短匹配的时候，匹配长度是以字符衡量的，而不是排

序元素。一个空串会被认为比什么都不匹配长。例如：bb*匹配 abbbc 的中间三

个字符；(week|wee)(night|knights)匹配 weeknights的所有十个字符；而(.*).*匹配

abc 的时候，圆括号包围的子表达式匹配所有三个字符；当(a*)*被拿来匹配 bc

时，整个正则表达式和圆括号子表达式都匹配一个空串。

如果声明了大小写无关的匹配，那么效果就好像所有大小写区别在字母表中

消失了。如果在多个情况中一个字母以一个普通字符的形式出现在方括号表达式

外面，那么它实际上被转换成一个包含大小写的方括号表达式，也就是说，x变

成[xX]。如果它出现在一个方括号表达式里面，那么它的所有大小写的同族都被

加入方括号表达式中，也就是说，x变成[xX]。当它出现在一个方括号表达式内

时，它的所有大小写副本都被加入到方括号表达式中，例如，[x]会变成[xX]，而

[^x]会变成[^xX]。

如果指定了新行敏感的匹配，.和使用^的方括号表达式将永远不会匹配新行

字符（这样，匹配就绝对不会跨越新行，除非正则表达式显式地安排了这样的情

况）并且^和$除了分别匹配串开头和结尾之外，还将分别匹配新行后面和前面的

空串。但是 ARE逃逸\A和\Z仍然只匹配串的开头和结尾。

如果指定了部分新行敏感的匹配，那么它影响.和方括号表达式，这个时候

和新行敏感的匹配一样，但是不影响^和$。

如果指定了逆新行敏感匹配，那么它影响^和$，其作用和在新行敏感的匹配

里一样，但是不影响.和方括号表达式。这个并不是很有用，只是为了满足对称

性而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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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5 限制和兼容性

在这个实现里，对正则表达式的长度没有特别的限制，但是，那些希望能够

有很好移植行的程序应该避免写超过 256字节的正则表达式，因为 POSIX 兼容

的实现可以拒绝接受这样的正则表达式。

ARE实际上和 POSIX ERE不兼容的唯一的特性是在方括号表达式里\并不

失去它特殊的含义。所有其它 ARE特性都使用在 POSIX ERE里面是非法或者是

未定义、未声明效果的语法；引导符的***就是在 POSIX的 BRE和 ERE之外的

语法。

许多 ARE 扩展都是从 Perl 那里借来的（但是有些被做了修改来清理它

们），以及一些 Perl里没有出现的扩展。要注意的不兼容性包括\b、\B、对结尾

的新行缺乏特别的处理、对那些被新行敏感匹配的东西附加的补齐方括号表达

式、在 lookahead 约束里对圆括号和后引用的限制以及最长/最短匹配（而不是

第一匹配）的语义。

1.1.1.2.16 基本正则表达式

BRE 在几个方面和 ERE 不太一样。在 BRE 中，|、+和?都是普通字符并

且没有与它们功能等价的东西。范围的定界符是\{和\}， 因为 {和}本身是普通

字符。嵌套的子表达式的圆括号是\(和\)，因为(和)自身是普通字符。除非在 RE

开头或者是圆括号子表达式开头，^都是一个普通字符。除非在 RE 结尾或者是

圆括号子表达式的结尾，$是一个普通字符。如果*出现在 RE 开头或者是圆括

号封装的子表达式开头（前面可能有^），那么它是个普通字符。最后，可以用

单数字的后引用，\<和\>分别是[[:<:]]和[[:>:]]的同义词；在 BRE中没有其它可用

的逃逸。

1.6.8 数据类型格式化函数

HighGo DB 格式化函数提供一套有效的工具用于把各种数据类型(日期/时

间， 整数，浮点，数字)转换成格式化的字符串以及反过来从格式化的字符串转

换成指定的数据类型。表 1.46 列出了这些函数。这些函数都遵循一个公共的调

用约定：第一个参数是待格式化的值，而第二个是定义输出或输入格式的模板。

一个参数的 to_timestamp函数也是可用的。它接受一个double precision参数，

把它从 Unix 纪元（自 1970-01-01 00:00:00+00起的秒数）转换为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Integer类型的 Unix 纪元隐含地转换成了 double precision。）

表 1.46 格式化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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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to_char(timestamp，text) text 将时间戳转换

成字符串

to_char(current_timestamp，
'HH12:MI:SS')

to_char(interval，text) text 把时间间隔转

为字符串

to_char(interval
'15h 2m 12s'，
'HH24:MI:SS')

to_char(int，text) text 将整数转换成

字符串

to_char(125， '999')

to_char(double precision，text) text 将实数/双精度

数转换成字符

串

to_char(125.8::real，
'999D9')

to_char(numeric，text) text 将数字转换成

字符串

to_char(-125.8， '999D99S')

to_date(text，text) date 将字符串转换

成日期

to_date('05 Dec 2000'，
'DD Mon YYYY')

to_number(text，text) numeric 将字符串转换

成数字

to_number('12，454.8-'，
'99G999D9S')

to_timestamp(text，text)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将字符串转换

成带时区的时

间戳

to_timestamp('05 Dec 2000'，
'DD Mon YYYY')

to_timestamp(double precision)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将 UNIX 纪

元转换成时间

戳

to_timestamp(1284352323)

对于 to_date 与 to_timestamp不符合日期格式的将返回错误值；

在 to_char 的输出模板字符串里，一些特定的模式可以被识别并且被替换成

基于给定值的被恰当地格式化的数据。任何不属于模板模式的文本都简单地照字

面拷贝。同样，在一个输入模板串里（对其他函数），模板模式标识由输入数据

串提供的值。

表 1.47显示了可以用于格式化日期和时间值的模版。

表 1.47 用于日期/时间格式化的模式

模式 描述

HH 一天的小时(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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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2 一天的小时(01-12)

HH24 一天的小时(00-23)

MI 分钟(00-59)

SS 秒(00-59)

MS 毫秒(000-999)

US 微秒(000000-999999)

SSSS 午夜后的秒(0-86399)

AM，am， PMorpm下

午标识(大写)
正午标识（没有间隔符）

A.M.，a.m.， P.M.orp.m.
上下午标识(小写)

正午标识 (有间隔符)

Y，YYY 带逗号的年(4 和更多位)

YYYY 年(4 和更多位)

YYY 年的后三位

YY 年的后两位

Y 年的最后一位

IYYY ISO年(4 位或更多位)

IYY ISO年的后三位

IY ISO年的后两位

I ISO年的后一位

BC，bc， AD或者 ad 纪元标识（没有间隔符）

B.C.，b.c.， A.D.或者

a.d.
纪元标（有间隔符）

MONTH 大写的月份全名（空白填充为 9个字符）

Month 首字母大写的月份全名（空白填充为 9个字符）

month 小写的月份全名（空白填充为 9个字符）

MON 大写的月份缩写名（英文为 3个字符，本地化长度不定)

Mon 首字母大写的月份缩写名（英文为 3个字符，本地化长度不定）

mon 小写的月份缩写名（英文为 3个字符，本地化长度不定）

MM 月数(01-12)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212

DAY 大写的天全名（空白填充为 9个字符）

Day 首字母大写的天全名（空白填充为 9个字符）

day 小写的天全名（空白填充为 9个字符）

DY 大写天的缩写名（英文为 3个字符，本地化长度不定）

Dy 首字母大写的天缩写名（英文为 3个字符，本地化长度不定）

dy 小写天的缩写名（英文为 3个字符，本地化长度不定）

DDD 年中天数（001-366）

IDDD ISO 年中天数 （001-371; 年中的第 1天为 ISO第一周的星期

一）

DD 月里的天数（01-31）

D 周中天数，一周里的日（1-7 ；星期天是 1，星期六是 7）

ID ISO 周中天数，（1-7：星期一是 1，星期天是 7）

W 月中周数（1-5）（第一周从该月第一天开始）

WW 年中周数（1-53）（第一周从该年的第一天开始）

IW ISO 年中周数（01 - 53; 第一个星期四所在周为第 1周）

CC 世纪(2 位)（20 世纪从 2001-01-01 开始）

J 儒略日（自公元前 4712 年 1 月 1 日来的天数）

Q 季度（to_date和 to_timestamp忽略）

RM 罗马数字的月份（I-XII ；I=JAN）（大写）

rm 罗马数字的月份（I-XII ；I=JAN）（小写）

TZ 时区名（大写）

tz 时区名（小写）

OF 时区偏移量

有一些修饰词可以应用于模板来修改它们的行为。例如，FMMonth 就是带

着 FM前缀的Month模式。表 1.48显示了用于日期/时间格式化的修饰词模式。

表 1.48 日期/时间格式化的模板模式修饰词

修饰符 描述 示例

FM前缀 填充模式(支持填充空白和零) FM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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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后缀 大写序号后缀 DDTH， 例如，12TH

th后缀 小写序号后缀 DDth， 例如，12th

FX前缀 固定格式的全局选项 FX Month DD Day

TM前缀 翻译模式(基于 lc_time 显示本地化的日期和月份

名)
TMMonth

SP后缀 拼写模式(还未实现) DDSP

日期/时间格式化的用法说明：

 FM 抑制前导的零或尾跟的空白，否则会把它们增加到输入从而把一个

模式的输出变成固定宽度。在 HighGo DB中，FM仅修改下一个声明，

当在 Oracle中，FM会影响后续的所有规范，而且反复 FM修饰词切换

填充模式的开关。

 TM不包括结尾空白。 to_timestamp和 to_date忽略 TM修饰符。

 如果没有使用 FX 选项，to_timestamp和 to_date会跳过输入字符串中的

多个空白。例如，to_timestamp('2000 JUN', 'YYYY MON')是正确的，

但 to_timestamp('2000 JUN', 'FXYYYY MON')会返回一个错误，因为

to_timestamp只期望一个空白。FX必须被指定为模板中的第一个项。

 to_timestamp和 to_date的存在是为了处理无法被简单转换的输入格式。

这些函数会从字面上解释输入，并做一点点错误检查。当它们产生有效

输出时，该转换可能得到意料之外的结果。例如，这些函数的输入没有

被限制在正常的范围内，因此 to_date('20096040','YYYYMMDD')会返

回 2014-01-17而不是报错。而转换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在 to_char模板里可以有普通文本，并且它们会被照字面输出。你可以把

一个子串放到双引号里强迫它被解释成一个文本，即使它里面包含模式

关键字也如此。例如，在 '"Hello Year "YYYY'中，YYYY将被年份数据

代替，但是 Year中单独的 Y不会。在 to_date、to_number和 to_timestamp

中，双引号字符串会跳过包含在字符串中字符个数的字符，例如"XX"

跳过两个输入字符。

 如果你想在输出里有双引号，那么你必须在它们前面放反斜线，例

如 '\"YYYY Month\"'。

 如果年份格式声明少于四位（如 YYY）并且提供的年份少于四位，年份

将被调整为最接近于 2020年，例如 95会变成 1995。

 在处理长于 4 位的年份时，从字串向 timestamp或者 date 的 YYYY 转

换有一个限制。你必须在 YYYY后面使用一些非数字字符或者模板，否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runtime-config-cli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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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年份总是被解释为 4 位数字。例如（对于 20000 年）：

to_date('200001131', 'YYYYMMDD')将会被解释成一个 4 位数字的年

份，而不是在年份后使用一个非数字分隔符，像 to_date('20000-1131',

'YYYY-MMDD')或 to_date('20000Nov31', 'YYYYMonDD')。

 在从字符串向 timestamp 或 date 的转换中，如果有 YYY、YYYY 或者

Y,YYY域，那么 CC（世纪）域会被忽略。如果 CC和 YY或 Y一起使

用，那么年份被计算时会认为年份位于指定的世纪中。如果该世纪被指

定但是年份没有被指定，将假定用该世纪的第一年。

 一个 ISO 8601 周编号的日期（与一个格里高利日期相区别）可以用两

种方法之一被指定为 to_timestamp和 to_date：
o 年，周编号和工作日: 例如 to_date('2006-42-4'， 'IYYY-IW-ID')返

回日期为 2006-10-19。如果忽略了工作日，将默认为 1（星期一）。

o 年和一年中的日: 例如 to_date('2006-291'， 'IYYY-IDDD')也返回

2006-10-19。

 在从字符串到 timestamp的转换中，毫秒（MS）和微秒（US）值都被用

作小数点后的秒位。例如 to_timestamp('12:3', 'SS:MS')不是 3 毫秒, 而

是 300，因为该转换把它看做 12 + 0.3 秒。这意味着对于格式 SS:MS

而言，输入值 12:3、12:30和 12:300指定了相同数目的毫秒。要得到三

毫秒，你必须使用 12:003，转换会把它看做 12 + 0.003 = 12.003 秒。

尝试使用一个混合了 ISO 8601 周编号和格里高利日期的域来输入一个日

期是无意义的，并且将导致一个错误。在一个 ISO 周编号的年的环境下，一个"

月"或"月中的日"的概念没有意义。在一个格里高利年的环境下，ISO 周没有意

义。用户应当避免混合格里高利和 ISO 日期声明。

小心：虽然 to_date 将会拒绝混合使用格里高利和 ISO 周编号日期的

域，to_char却不会，因为 YYYY-MM-DD (IYYY-IDDD)这种输出格式也会有用。

但是避免写类似 IYYY-MM-DD 的东西，那会得到在起始年附近令人惊讶的结

果。

下 面 是 一 个 更 复 杂 的 例 子 ∶ to_timestamp('15:12:02.020.001230',

'HH:MI:SS.MS.US')是 15 小时、12 分钟和 2 秒 + 20 毫秒 + 1230 微秒 =

2.021230 秒。

 to_char(..., 'ID')的一周中日的编号匹配 extract(isodow from ...)函数，但是

to_char(..., 'D')不匹配 extract(dow from ...)的日编号。

 to_char(interval)格式化 HH和 HH12为显示在一个 12 小时的时钟上，即

零小时和 36 小时输出为 12，而 HH24会输出完整的小时值，对于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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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超过 23.

在表 1.49 中显示可用于数值格式化的模板模式。

表 1.49 数值格式化的模版模式。

模式 描述

9 带有指定数值位数的值

0 带前导零的值

.(period) 小数点

，(comma) 分组(千)分隔符

PR 尖括号内负值

S 带符号的数值(使用区域设置)

L 货币符号(使用区域设置)

D 小数点(使用区域设置)

G 分组分隔符(使用区域设置)

MI 在指明位置的负号(如果数字< 0)

PL 在指明位置的正号(如果数字 >0)

SG 在指明位置的正/负号

RN 罗马数字(输入在 1 和 3999 之间)

TH或者 th 序数后缀

V 移动指定位数(参阅注解)

EEEE 指数为科学记数法科学记数(尚未实现)

数字格式化的用法须知：

 使用 SG，PL，MI生成的符号并不挂在数字上面；比 如，to_char(-12，

'MI9999')生成'- 12'，to_char(-12， 'S9999')生 成' -12'。Oracle里的实现不允许在

9前面使用MI，而是要求 9在MI前面。

 9声明和 9的个数相同的数字位数的数值。如果某个数值位没有数字，则

输出一个空白。

 TH不会转换小于零的数值，也不会转换小数。

 PL，SG，TH是 HighGo DB扩展

 V方便地把输入值乘以 10^n ，这里 n是跟在 V后面的数字。to_char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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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把 V与一个小数点组合在一起使用(也就是说 99.9V99 是不允许的)。

 EEEE（科学记数）不能被用来在与任何其它格式模式组合或数字和小数

点模式之外的修饰符，必须在格式字符串的末尾（例如，9.99EEEE的是一个有

效的模式）。

某些修饰符可以应用于模板来改变其行为。例如，FM9999是带有 FM修饰

符的模式。在表 1.50 中数字格式的模式修饰符。

表 1.50 用于数值格式化的模板模式修饰词

修饰符 描述 示例

FM prefix 填充模式 （禁止填充空白和零） FM9999

TH suffix 大写序号后缀 999TH

th suffix 小写序号后缀 999th

表 1.51 显示了一些 to_char函数的用法。

表 1.51 to_char示例

表达式 结果

to_char(current_timestamp，
'Day， DD HH12:MI:SS')

'Tuesday，06 05:39:18'

to_char(current_timestamp，
'FMDay， FMDD HH12:MI:SS')

'Tuesday，6 05:39:18'

to_char(-0.1， '99.99') '-.10'

to_char(-0.1， 'FM9.99') '-.1'

to_char(0.1， '0.9') '0.1'

to_char(12， '9990999.9') '0012.0'

to_char(12， 'FM9990999.9') '0012.'

to_char(485， '999') '485'

to_char(-485， '999') '-485'

to_char(485， '9 9 9') '485'

to_char(1485， '9，999') '1，485'

to_char(1485， '9G999') '1，485'

to_char(148.5， '999.999') '14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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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_char(148.5， 'FM999.999') '148.5'

to_char(148.5， 'FM999.990') '148.500'

to_char(148.5， '999D999') '148，500'

to_char(3148.5， '9G999D999') '3，148，500'

to_char(-485， '999S') '485-'

to_char(-485， '999MI') '485-'

to_char(485， '999MI') '485 '

to_char(485， 'FM999MI') '485'

to_char(485， 'PL999') '+485'

to_char(485， 'SG999') '+485'

to_char(-485， 'SG999') '-485'

to_char(-485， '9SG99') '4-85'

to_char(-485， '999PR') '<485>'

to_char(485， 'L999') 'DM 485

to_char(485， 'RN') 'CDLXXXV'

to_char(485， 'FMRN') 'CDLXXXV'

to_char(5.2， 'FMRN') 'V'

to_char(482， '999th') '482nd'

to_char(485， '"Good number:"999') 'Good number: 485'

to_char(485.8， '"Pre:"999" Post:" .999') 'Pre:485 Post:.800'

to_char(12， '99V999') '12000'

to_char(12.4， '99V999') '12400'

to_char(12.45， '99V9') '125'

to_char(0.0004859， '9.99EEEE') '4.86e-04'

1.6.9 时间/日期函数和操作符

表 1.53 显示了 HighGo DB 里可以用于处理日期/时间数值的函数，随后一

节里描述了细节。表 1.52 演示了基本算术操作符的行为。

所有下述函数和操作符接收的 time 或 timestamp 输入实际上都来自两种可

能：一种是接收 time with time zone或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另外一种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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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time without time zone或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出于简化考虑，这些变

种没有独立显示出来。还有，+和*操作符都是以可交换的操作符对(比如，date +

integer 和 integer + date)；我们只显示了这样的交换操作符对中的一个。

表 1.52 日期/时间操作符

操作符 示例 结果

+ date '2001-09-28' + integer '7' date '2001-10-05'

+ date '2001-09-28' + interval '1 hour' timestamp '2001-09-28 01:00:00'

+ date '2001-09-28' + time '03:00' timestamp '2001-09-28 03:00:00'

+ interval '1 day' + interval '1 hour' interval '1 day 01:00:00'

+ timestamp '2001-09-28 01:00' +
interval '23 hours'

timestamp '2001-09-29 00:00:00'

+ time '01:00' + interval '3 hours' time '04:00:00'

- - interval '23 hours' interval '-23:00:00'

- date '2001-10-01' - date '2001-09-28' integer '3'(days)

- date '2001-10-01' - integer '7' date '2001-09-24'

- date '2001-09-28' - interval '1 hour' timestamp '2001-09-27 23:00:00'

- time '05:00' - time '03:00' interval '02:00:00'

- time '05:00' - interval '2 hours' time '03:00:00'

- timestamp '2001-09-28 23:00' -
interval '23 hours'

timestamp '2001-09-28 00:00:00'

- interval '1 day' - interval '1 hour' interval '1 day -01:00:00'

- timestamp '2001-09-29 03:00' -
timestamp '2001-09-27 12:00'

interval '1 day 15:00:00'

* 900 * interval '1 second' interval '00:15:00'

* 21 * interval '1 day' interval '21 days'

* double precision '3.5' * interval '1
hour'

interval '03:30:00'

/ interval '1 hour' / double precision
'1.5'

interval '00:40:00'

表 1.53 日期/时间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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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结果

age(timestamp，timestamp) interval 参数相减，返回一

个使用年数和月

份数的"符号"表
示的结果；

age(timestam
p
'2001-04-10'，
timestamp
'1957-06-13')

43 years 9
mons 27
days

age(timestamp) interval 从 current_date（午

夜）减去参数后的

结果；

age(timestam
p
'1957-06-13')

43 years 8
mons 3
days

clock_timestamp()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实时时钟的当前

时间戳（在语句执

行中值会改变）；

current_date date 当前日期；

current_time time with
time zone

当前时间；

current_timestamp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当前事务开始时

的时间戳；

date_part(text，timestamp) double
precision

获取子域(等效于

extract)；
date_part('hou
r'，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20

date_part(text，interval) double
precision

获取子域(等效于

extract)；
date_part('mo
nth'， interval
'2 years 3
months')

3

date_trunc(text, interval) interval 截取指定的精度

date_trunc('ho
ur', interval '2
days 3 hours
40 minutes')

2 days
03:00:00

date_trunc(text，
timestamp)

timestamp 截断成指定的精

度；

date_trunc('ho
ur'，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2001-02-1
6 20:00:00

extract(field from
timestamp)

double
precision

获取子域； extract(hour
from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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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extract(field from interval) double
precision

获取子域； extract(month
from interval
'2 years 3
months')

3

isfinite(date) boolean 测试是否为有穷

日期；

isfinite(date
'2001-02-16')

true

isfinite(timestamp) boolean 测试是否为有穷

时间戳；

isfinite(timest
amp
'2001-02-16
21:28:30')

true

isfinite(interval) boolean 测试是否为有穷

时间间隔；

isfinite(interv
al '4 hours')

true

justify_days(interval) interval 按照每月 30 天

计算时间间隔；

justify_days(i
nterval '35
days')

1 mon 5
days

justify_hours(interval) interval 按照每天 24 小

时计算时间间隔；

justify_hours(
interval '27
hours')

1 day
03:00:00

justify_interval(interval) interval 用 justify_days和
justify_hours计算

时间间隔的，加上

相应的正负号；

justify_interv
al(interval '1
mon -1 hour')

29 days
23:00:00

localtime time 当前时间；

localtimestamp timestamp 当前事务开始时

的时间戳；

make_date(year int, month
int, day int)

date
为年、月和日字段

创建日期

make_date(20
13, 7, 15)

2013-07-1
5

make_interval(years int D
EFAULT
0, months intDEFAULT
0, weeks int DEFAULT
0, days intDEFAULT
0, hours int DEFAULT
0, mins intDEFAULT
0, secs double

interval
从年、月、周、天、

小时、分钟和秒字

段中创建间隔

make_interval
(days := 10)

1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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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 DEFAULT 0.0)

make_time(hour int, min in
t, sec double precision)

time
从小时、分钟和秒

字段中创建时间

make_time(8,
15, 23.5)

08:15:23.5

make_timestamp(year int,
month int, day int,hour int,
min int, sec double
precision)

timestamp
从年、月、日、小

时、分钟和秒字段

中创建时间戳

make_timesta
mp(2013, 7,
15, 8, 15,
23.5)

2013-07-1
5
08:15:23.5

make_timestamptz(year int
, month int, dayint, hour int
, min int, sec double
precision,
[ timezone text ])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从年、月、日、小

时、分钟和秒字段

中创建带有时区

的时间戳。 没有

指定 timezone时，

使用当前的时区。

make_timesta
mptz(2013, 7,
15, 8, 15,
23.5)

2013-07-1
5
08:15:23.5
+01

now()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当前事务开始时

的时间戳；

statement_timestamp()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当前语句开始的

时间戳；

timeofday() text 当前日期时间，与

clock_timestamp
相同，但结果是一

个 text字符串；

transaction_timestamp()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当前事务开始时

的时间戳；

Make_date 函数在 PG10 可以支持年份为负数(原来会报错)，示例如下：

postgres=> SELECT make_date(-2000, 4, 30) ;

make_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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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4-30 BC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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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函数以外，还支持 SQL的 OVERLAPS操作符:

(start1，end1) OVERLAPS (start2，end2)

(start1，length1) OVERLAPS (start2，length2)

这个表达式在两个时间域(用它们的终点定义)重叠的时候生成真值，否则为

假。终点可以用一对日期、时间、时间戳来声明；或者是一个后面跟着时间间隔

的日期、时间、时间戳。当提供一对值，起点或终点都可以被写在前面，

OVERLAPS 自动将这对值较早的作为开始。每段时间取值为半开的间隔

start <= time < end，除非开始和结束相等，表示单一的时刻。这意味着两个时间

段只有一个共同的端点没有重叠。

SELECT (DATE '2001-02-16'， DATE '2001-12-21') OVERLAPS

(DATE '2001-10-30'， DATE '2002-10-30');

Result:true

SELECT (DATE '2001-02-16'， INTERVAL '100 days') OVERLAPS

(DATE '2001-10-30'， DATE '2002-10-30');

Result:false

SELECT (DATE '2001-10-29'， DATE '2001-10-30') OVERLAPS

(DATE '2001-10-30'， DATE '2001-10-31');

Result:false

SELECT (DATE '2001-10-30'， DATE '2001-10-30') OVERLAPS

(DATE '2001-10-30'， DATE '2001-10-31');

Result:true

当把一个 interval值添加到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上（或从中减去）时，

days 部分会按照指定的天数增加或减少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的日期。对于

横跨夏令时的变化（当会话的时区被设置为可识别 DST的时区时），这意味着

interval '1 day'并 不一定等于 interval '24 hours'。例如，当会话的时区设置为

CST7CDT 时，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2005-04-02 12:00-07' + interval '1 day' 的

结果是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2005-04-03 12:00-06'，而将 interval '24 hours'增加

到相同的初始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的结果则是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2005-04-03 13:00-06'，因为 CST7CDT时区在 2005-04-03 02:00有一个夏令时变

更。

注意 age 返回的月数域可能有歧义，因为不同的月份有不同的天数。 方法

是当计算部分月数时，采用两个日期中较早的月。例如：age('2004-06-01',

'2004-04-30')使用 4 月份得到 1 mon 1 day，而用 5月分时会得到 1 mon 2 days，

因为 5月有 31天，而 4月只有 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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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和时间戳的减法也可能会很复杂。执行减法的一种概念上很简单的方法

是，使用 EXTRACT(EPOCH FROM ...)把每个值都转换成秒数，然后执行减法，

这样会得到两个值之间的秒数。这种方法将会适应每个月中天数、 时区改变和

夏令时调整。使用"-"操作符的日期或时间 戳减法会返回值之间的天数（24小时）

以及时/分/秒，也会做同样的调整。 age函数会返回年、月、日以及时/分/秒，执

行按域的减法，然后对负值域进行调整。下面的查询展示了这些方法的不同。例

子中的结果由 timezone = 'US/Eastern'产生，这使得两个使用的日期之间存在着夏

令时的变化：

SELECT EXTRACT(EPOCH FROM timestamptz '2013-07-01 12:00:00') -

EXTRACT(EPOCH FROM timestamptz '2013-03-01 12:00:00');

Result: 10537200

SELECT (EXTRACT(EPOCH FROM timestamptz '2013-07-01 12:00:00') -

EXTRACT(EPOCH FROM timestamptz '2013-03-01 12:00:00'))

/ 60 / 60 / 24;

Result: 121.958333333333

SELECT timestamptz '2013-07-01 12:00:00' - timestamptz '2013-03-01

12:00:00';

Result: 121 days 23:00:00

SELECT age(timestamptz '2013-07-01 12:00:00', timestamptz '2013-03-01

12:00:00');

Result: 4 mons

1.6.9.1EXTRACT，date_part

EXTRACT(field FROM source)

extract函数从日期/时间数值里抽取子域，比如年、小时等。source 必须是一

个 timestamp，time，interval 类型的值(表达式类型为 date 的表达式将转换为

timestamp，因此也可以用)。field是一个标识符或者字符串，它指定从源数据中

抽取的域。extract函数返回类型为 double precision 的数值。下列数值是有效数

据域的名称：

century

世纪

SELECT EXTRACT(CENTURY FROM TIMESTAMP '2000-12-16 12:21:13');

结果:20

SELECT EXTRACT(CENTURY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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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21

第一个世纪从 0001-01-01 00:00:00 AD 开始，尽管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这

是第一个世纪。这个定义适用于所有使用阳历的国家。没有 0 世纪，我们直接

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 世纪。

day

对于 timestamp值，是(月份)里的天(1-31)；对于 interval值，是日数

SELECT EXTRACT(DAY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16

SELECT EXTRACT(DAY FROM INTERVAL '40 days 1 minute');

结果：40

decade

年份除以 10

SELECT EXTRACT(DECADE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200

dow

一周中的日，从周日（0）到周六（6）

SELECT EXTRACT(DOW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5

请注意，extract的周中天编号和 to_char(...， 'D')函数不同。

doy

一年的第几天(1-365/366)

SELECT EXTRACT(DOY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47

epoch

对于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值，是自 1970-01-01 00:00:00 UTC以来的秒数

（结果可能是负数）；对于 date和 timestamp值而言，是自 1970-01-01 00:00:00-00

以来的秒数 (结果可能是负数)；对于 interval值而言，它是时间间隔的总秒数。

SELECT EXTRACT(EPOCH FROM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2001-02-16 20:38:40.12-08');

结果:982384720.12

SELECT EXTRACT(EPOCH FROM INTERVAL '5 days 3 hours');

结果:442800

下面是把 epoch 值转换回时间戳的方法：

SELECT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epoch' + 9823847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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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AL '1 second';

hour

小时域(0-23)

SELECT EXTRACT(HOUR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20

isodow

一周中的日，从周一（1）到周日（7）

SELECT EXTRACT(ISODOW FROM TIMESTAMP '2001-02-18 20:38:40');

结果:7

dow除了星期天外，都相同。这与 ISO 8601标准周中的第几天编码相匹配。

isoyear

日期中的 ISO8601标准年（不适用于间隔）。

SELECT EXTRACT(ISOYEAR FROM DATE '2006-01-01');

结果:2005

SELECT EXTRACT(ISOYEAR FROM DATE '2006-01-02');

结果:2006

ISO 8601 周编号年以带有包含 1 月 4 日的周的周一开始，所以在年初的 1

月或 12月下旬的 ISO年可能会不同于阳历的年。

microseconds

秒域(包括小数部分)乘以 1，000，000。请注意它包括全部的秒。

SELECT EXTRACT(MICROSECONDS FROM TIME '17:12:28.5');

结果:28500000

millennium

千年

SELECT EXTRACT(MILLENNIUM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3

20 世纪(19xx 年)里面的年份在第二个千年里。第三个千年从 2001 年 1

月 1 日零时开始。

milliseconds

秒域(包括小数部分)乘以 1000 。请注意它包括完整的秒。

SELECT EXTRACT(MILLISECONDS FROM TIME '17:12:28.5');

结果:28500

mi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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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域(0-59)

SELECT EXTRACT(MINUTE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38

month

对于 timestamp 值，它是一年里的月份数(1-12)； 对于 interval 值，它是月

的编号，然后对 12 取模(0-11)。

SELECT EXTRACT(MONTH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2

SELECT EXTRACT(MONTH FROM INTERVAL '2 years 3 months');

结果:3

SELECT EXTRACT(MONTH FROM INTERVAL '2 years 13 months');

结果:1

quarter

日期中年所在季度(1-4)(仅用于 timestamp 值)。

SELECT EXTRACT(QUARTER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1

second

秒域，包括小数部分(0-59)。

SELECT EXTRACT(SECOND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40

SELECT EXTRACT(SECOND FROM TIME '17:12:28.5');

结果:28.5

timezone

与 UTC的时区偏移量，以秒记。正数对应 UTC 东边的时区，负数对应 UTC

西边的时区。

timezone_hour

时区偏移量的小时部分。

timezone_minute

时区偏移量的分钟部分。

week

该天在所在的 ISO 8601 周编号的年份里是第几周。根据定义， 一年的第一

周包含该年的 1月 4 日并且 ISO 周从星期一开始。换句话说，一年的第一个

星期四在第一周。

在 ISO 周编号系统中，早的 1 月的日期可能位于前一年的第五十二或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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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周，而迟的 12 月的日期可能位于下一年的第一周。例如， 2005-01-01

位于 2004 年的第五十三周，并且 2006-01-01 位于 2005 年的第五十二周，而

2012-12-31位于 2013 年的第一周。我们推荐把 isoyear域和 week一起使用来得

到一致的结果。

SELECT EXTRACT(WEEK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7

year

年份域。要记住这里没有 0 AD，所以从 AD年里抽取 BC年应该小心些。

SELECT EXTRACT(YEAR FROM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2001

extract函数主要的用途是运算。

在传统的 Ingres上建模的 date_part函数等效于 SQL标准函数 extract：

date_part('field'，source)

请注意这里的 field 参数必须是一个字符串值，而不是一个名称。date_part

的有效域名参数和 extract的一样。

SELECT date_part('day'，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16

SELECT date_part('hour'， INTERVAL '4 hours 3 minutes');

Result:4

1.6.9.2 date_trunc

date_trunc函数在概念上和用于数字的 trunc函数类似。

date_trunc('field'，source)

source是 timestamp或 interval类型的值表达式 (date和 time类型的值都分别

自动转换成 timestamp或 interval)。用 field选择对该时间戳值用什么样的精度进

行截断。返回的数值是 timestamp或所有小于选定的精度的域都设置为零(日期和

月份域则为 1)的 interval。

field的有效数值是：

microseconds

milliseconds

second

minute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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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week

month

quarter

year

decade

century

millennium

例如：

SELECT date_trunc('hour'，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2001-02-16 20:00:00

SELECT date_trunc('year'，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结果:2001-01-01 00:00:00

1.6.9.3AT TIME ZONE

AT TIME ZONE 构造允许把时间戳转换成不同的时区。表 1.54 显示了其变

体。

表 1.54 AT TIME ZONE变体

表达式 返回类型 描述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AT
TIME ZONE zon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将不带时区的时间戳转换成给定

时区的时间戳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AT
TIME ZONE zon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将带时区的时间戳转换为不带时

区的时间。

time with time zone AT TIME
ZONE zone

time with time zone 将带时区的时间转换成到新时区

在这些表达式里，zone可以声明为文本串(比如'PST')或者一个时间间隔(比

如 INTERVAL '-08:00')。在文本的情况下，可用的时区名称在章节 1.5.5.3有详细

描述。

例子(假设本地时区是 PST8PDT)：

SELECT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AT TIME ZONE 'MST';

结果:2001-02-16 19:38: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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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2001-02-16 20:38:40-05' AT

TIME ZONE 'MST';

结果:2001-02-16 18:38:40

第一个例子接受一个无时区的时间戳然后把它解释成 MST(UTC-7) ，然后

把这个时间转换为 PST(UTC-8) 显示。第二个例子接受一个声明为 EST(UTC-5)

的时间戳，然后把它转换成 MST(UTC-7) 的当地时间。

timezone(zone，timestamp)函数等效于 SQL兼容的构造 timestamp AT TIME

ZONE zone。

1.6.9.4当前日期/时间

HighGo DB提供许多返回当前日期和时间的函数。这些符合 SQL标准的函

数全部都按照当前事务的开始时刻返回结果：

CURRENT_DATE

CURRENT_TIME

CURRENT_TIMESTAMP

CURRENT_TIME(precision)

CURRENT_TIMESTAMP(precision)

LOCALTIME

LOCALTIMESTAMP

LOCALTIME(precision)

LOCALTIMESTAMP(precision)

CURRENT_TIME 和 CURRENT_TIMESTAMP 返 回 带 有 时 区 的 值 ；

LOCALTIME和 LOCALTIMESTAMP返回不带时区的值。

CURRENT_TIME ， CURRENT_TIMESTAMP ， LOCALTIME 和

LOCALTIMESTAMP可以有选择地给予一个精度参数，该精度导致结果的秒数

域四舍五入到指定小数位。如果没有精度参数，将给予所能得到的全部精度。

一些示例:

SELECT CURRENT_TIME;

结果:14:39:53.662522-05

SELECT CURRENT_DATE;

结果:2001-12-23

SELECT CURRENT_TIMESTAMP;

结果:2001-12-23 14:39:53.662522-05

SELECT CURRENT_TIMESTAM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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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2001-12-23 14:39:53.66-05

SELECT LOCALTIMESTAMP;

结果:2001-12-23 14:39:53.662522

因为这些函数全部都按照当前事务的开始时刻返回结果，所以它们的值在事

务运行的整个期间内都不改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特性：目的是为了允许一个事

务在"当前时间"上有连贯的概念，这样在同一个事务里的多个修改可以保持同样

的时间戳。

注意:许多其它数据库系统更频繁地更新这些数值。

HighGo DB同样也提供了返回实时时间值的函数，它们的返回值会在事务中

随时间的前进而变化。这些非 SQL 标准的函数列表如下:

transaction_timestamp()

statement_timestamp()

clock_timestamp()

timeofday()

now()

transaction_timestamp()等价于 CURRENT_TIMESTAMP，但是其命名清楚地

反映了它的返回值。statement_timestamp()返回当前语句的开始时刻（更准确的

说 是 收 到 客 户 端 最 后 一 条 命 令 的 时 间 ） 。 statement_timestamp() 和

transaction_timestamp()在一个事务的第一条命令期间返回值相同，但是在随后的

命令中却不一定相同。 clock_timestamp()返回真正的当前时间，因此它的值甚至

在同一条 SQL 命令中都会变化。timeofday()是一个有历史原因的函数。和

clock_timestamp()相似，timeofday()也返回真实的当前时间，但是它的结果是一

个格式化的 text 串，而不是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值。 now()等效于

transaction_timestamp()。

所有日期/时间类型还接受特殊的文字值 now，用于指定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重申，被解释为当前事务的开始时刻）。 因此，下面三个都返回相同的结果：

SELECT CURRENT_TIMESTAMP;

SELECT now();

SELECT TIMESTAMP 'now'; -- 对于和 DEFAULT一起使用是不正确的

提示:在创建表的时候您不应该用第三种形式声明一个 DEFAULT值。系统

将在分析这个常量的时候把 now转换为一个 timestamp，因此这个缺省值就会变

成创建表的时间！而前两种形式要到实际使用缺省值的时候才计算，因为它们是

函数调用。因此它们可以给出每次插入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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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延时执行

下面的这个函数可以用于让服务器进程延时执行：

pg_sleep(seconds)

pg_sleep_for(interval)

pg_sleep_until(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pg_sleep 让当前的会话进程休眠 seconds 秒以后再执行。seconds 是一个

double precision类型的值，所以可以指定带小数的秒数。pg_sleep_for 对于指定

为 interval的较长睡眠时间是一个便利函数。pg_sleep_until在需要特定唤醒时间

时比较便利。例如：

SELECT pg_sleep(1.5);

SELECT pg_sleep_for('5 minutes');

SELECT pg_sleep_until('tomorrow 03:00');

注意:有效的休眠时间间隔精度是平台相关的，通常 0.01 秒是通用的。休

眠的时间将至少等于指定的时间，也有可能由于服务器荷载较重等原因而比指定

的时间长。特别的，pg_sleep_until 并不保证能准确的在指定的时间唤醒，但是

它不会提早唤醒。

警告

请确保调用 pg_sleep的会话没有持有不必要的锁。否则其它会话可能必须

等待这个休眠的会话释放所持有的锁，从而减慢系统速度。

1.6.10 支持枚举函数

对于枚举类型(描述在章节 1.5.7)，有一些函数允许简洁的编写没有特定的

硬编码值的枚举类型。这些列在表 1.55。像下面的创建枚举类型的例子：

CREATE TYPE rainbow AS ENUM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purple');

表 1.55 支持枚举函数

函数 描述 示例 结果

enum_first(anye
num)

返回输入枚举类型的第一个值 enum_first(null::
rainbow)

red

enum_last(anye
num)

返回输入枚举类型的最后一个值 enum_last(null::r
ainbow)

purple

enum_range(an
yenum)

以一个有序的数组的形式返回输入

枚举类型的所有值

enum_range(null
::rainbow)

{red，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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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green，blue，
purple}

enum_range(an
yenum，

anyenum)

返回在给定两个枚举值之间的范围，

作为一个数组。该值必须是相同的枚

举类型。如果第一个参数为空，其结

果将从枚举类型的第一个值开始。如

果第二参数为空，其结果将以枚举类

型的最后一个值结束。

enum_range('ora
nge'::rainbow，
'green'::rainbow)

{orange，
yellow，
green}

enum_range(NU
LL，
'green'::rainbow)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enum_range('ora
nge'::rainbow，
NULL)

{orange，
yellow，
green，blue，
purple}

请注意，除了两个参数形式的 enum_range 外，这些函数忽略传递给他们的

具体值，他们只关心声明的数据类型。空值或类型的一个特定值可以通过，得到

相同的结果。这些功能用于表列或函数的参数比作为例子建议的那样用于一个硬

性的类型名称更常见。

1.6.11 几何函数和操作符

有许多内置函数和操作符支持几何类型 point，box，lseg，line，path，polygon，

和 circle，在表 1.56，表 1.57 和表 1.58中展示。

警告

请注意"same as"操作符~=表示 point，box，polygon，circle 类型在一般意义上相同。

这些类型有些还有一个=操作符，不过它只是比较相同的面积。其它的标量比较操作符(<=

等)也是为这些类型比较面积。

表 1.56 几何操作符

操作符 描述 示例

+ 平移 box '((0，0)，(1，1))' + point '(2.0，0)'

- 平移 box '((0，0)，(1，1))' - point '(2.0，0)'

* 缩放/旋转 box '((0，0)，(1，1))' * point '(2.0，0)'

/ 缩放/旋转 box '((0，0)，(2，2))' / poin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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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点或交面 '((1，-1)，(-1，1))' # '((1，1)，(-1，-1))'

# 路径或多边形顶点

数

# '((1，0)，(0，1)，(-1，0))'

@-@ 长度或周长 @-@ path '((0，0)，(1，0))'

@@ 中心 @@ circle '((0，0)，10)'

## 离第一个操作数和

第二个操作数的最

近点

point '(0，0)' ## lseg '((2，0)，(0，2))'

<-> 间距 circle '((0，0)，1)' <-> circle '((5，0)，1)'

&& 重叠？（有一个共同

点为真。）

box '((0，0)，(1，1))' && box '((0，0)，(2，2))'

<< 严格在左? circle '((0，0)，1)' << circle '((5，0)，1)'

>> 严格在右? circle '((5，0)，1)' >> circle '((0，0)，1)'

&< 没有延展到右边? box '((0，0)，(1，1))' &< box '((0，0)，(2，2))'

&> 没有延展到左边? box '((0，0)，(3，3))' &> box '((0，0)，(2，2))'

<<| 严格在下? box '((0，0)，(3，3))' <<| box '((3，4)，(5，5))'

|>> 严格在上? box '((3，4)，(5，5))' |>> box '((0，0)，(3，3))'

&<| 没有延展到上面? box '((0，0)，(1，1))' &<| box '((0，0)，(2，2))'

|&> 没有延展到下面? box '((0，0)，(3，3))' |&> box '((0，0)，(2，2))'

<^ 在下面(允许相切)? circle '((0，0)，1)' <^ circle '((0，5)，1)'

>^ 在上面(允许相切)? circle '((0，5)，1)' >^ circle '((0，0)，1)'

?# 相交？ lseg '((-1，0)，(1，0))' ?# box '((-2，-2)，(2，2))'

?- 水平？ ?- lseg '((-1，0)，(1，0))'

?- 水平对齐？ point '(1，0)' ?- point '(0，0)'

?| 垂直？ ?| lseg '((-1，0)，(1，0))'

?| 垂直对齐? point '(0，1)' ?| point '(0，0)'

?-| 垂直？ lseg '((0，0)，(0，1))' ?-| lseg '((0，0)，(1，0))'

?|| 平行？ lseg '((-1，0)，(1，0))' ?|| lseg '((-1，2)，(1，2))'

@> 包含？ circle '((0，0)，2)' @> point '(1，1)'

<@ 包含或在...上? point '(1，1)' <@ circle '((0，0)，2)'

~= 与...相同? polygon '((0，0)，(1，1))' ~= polygon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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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7 几何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area(object) double precision 面积 area(box '((0，0)，(1，1))')

center(object) point 中心 center(box '((0，0)，(1，2))')

diameter(circle) double precision 圆直径 diameter(circle '((0，0)，2.0)')

height(box) double precision 矩形的竖直高

度

height(box '((0，0)，(1，1))')

isclosed(path) boolean 闭合路径? isclosed(path '((0，0)，(1，1)，(2，
0))')

isopen(path) boolean 开路径? isopen(path '[(0，0)，(1，1)，(2，
0)]')

length(object) double precision 长度 length(path '((-1，0)，(1，0))')

npoints(path) int 点数 npoints(path '[(0，0)，(1，1)，(2，
0)]')

npoints(polygon) int 点数 npoints(polygon '((1，1)，(0，0))')

pclose(path) path 将路径转换为

闭合

pclose(path '[(0，0)，(1，1)，(2，
0)]')

popen(path) path 把路径转换为

开放

popen(path '((0，0)，(1，1)，(2，
0))')

radius(circle) double precision 圆半径 radius(circle '((0，0)，2.0)')

width(box) double precision 矩形的水平宽

度

width(box '((0，0)，(1，1))')

表 1.58 几何类型转换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box(circle) box 将圆转换成矩形 box(circle '((0，0)，2.0)')

box(point) box 点到空方框 box(point '(0,0)')

box(point，point) box 将点转换成矩形 box(point '(0，0)'， point '(1，1)')

box(polygon) box 将多边形转换成

矩形

box(polygon '((0，0)，(1，1)，(2，
0))')

bound_box(box, box) box 盒到边界框
bound_box(box '((0,0),(1,1))', box
'((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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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le(box) circle 将矩形转换成圆 circle(box '((0，0)，(1，1))')

circle(point，double
precision)

circle 将圆心和半径转

换成圆

circle(point '(0，0)'， 2.0)

circle(polygon) circle 将多边形转换成

圆

circle(polygon '((0，0)，(1，1)，(2，
0))')

line(point, point) line 两点成线 line(point '(-1,0)', point '(1,0)')

lseg(box) lseg 将矩形对角线转

化成线段

lseg(box '((-1，0)，(1，0))')

lseg(point，point) lseg 将点转换成线段 lseg(point '(-1，0)'， point '(1，0)')

path(polygon) point 将多边形转换成

路径

path(polygon '((0，0)，(1，1)，(2，
0))')

point(double
precision，double
precision)

point 构建一个点 point(23.4， -44.5)

point(box) point 矩形的中心 point(box '((-1，0)，(1，0))')

point(circle) point 圆心 point(circle '((0，0)，2.0)')

point(lseg) point 线段的中心 point(lseg '((-1，0)，(1，0))')

point(polygon) point 多边形的中心 point(polygon '((0，0)，(1，1)，(2，
0))')

polygon(box) polygon 将矩形转换成 4
个点多边形

polygon(box '((0，0)，(1，1))')

polygon(circle) polygon 将圆转换成 12
个点多边形

polygon(circle '((0，0)，2.0)')

polygon(npts，circle) polygon 将圆转换成 npts
个点的多边形

polygon(12， circle '((0，0)，2.0)')

polygon(path) polygon 将路径转换成多

边形

polygon(path '((0，0)，(1，1)，(2，
0))')

我们可以把一个 point 的两个组成部分当作索引分别为 0 和 1 的数组元

素进行访问。比如，如果 t.p是一个 point字段，那么 SELECT p[0] FROM t 检索

X 坐标而 UPDATE t SET p[1] = ... 改变 Y 座标。同样，box或 lseg的值可以当

作两个 point的数组值看待。

area函数可以用于 box，circle，path类型。area函数操作 path数据类型的时

候 ， 只 有 在 path 的 点 没 有 交 叉 的 情 况 下 才 可 用 。 例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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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0,0),(0,1),(2,1),(2,2),(1,2),(1,0),(0,0))'::PATH是不行的，而下面的视觉上相同

的 path '((0,0),(0,1),(1,1),(1,2),(2,2),(2,1),(1,1),(1,0),(0,0))'::PATH就可以。如果交叉

和不交叉的 path概念让您糊涂，那么把上面两个 path都画在纸上，您就明白了。

1.6.12 网络地址函数和操作符

表 1.59显示了可以用于 cidr和 inet的操作符。操作符<<，<<=，>>，>>=用

于测试子网包含：它们只考虑两个地址的网络部分，忽略任何主机部分，然后判

断其中一个网络部分是等于另外一个还是另外一个的子网。

表 1.59 cidr和 inet操作符

操作符 描述 示例

< 小于 inet '192.168.1.5' < inet '192.168.1.6'

<= 小于或等于 inet '192.168.1.5' <= inet '192.168.1.5'

= 等于 inet '192.168.1.5' = inet '192.168.1.5'

>= 大于或等于 inet '192.168.1.5' >= inet '192.168.1.5'

> 大于 inet '192.168.1.5' > inet '192.168.1.4'

<> 不等于 inet '192.168.1.5' <> inet '192.168.1.4'

<< 包含于 inet '192.168.1.5' << inet '192.168.1/24'

<<= 包含于或不等于 inet '192.168.1/24' <<= inet '192.168.1/24'

>> 包含 inet '192.168.1/24' >> inet '192.168.1.5'

>>= 包含或等于 inet '192.168.1/24' >>= inet '192.168.1/24'

&& 包含或包含于 inet '192.168.1/24' && inet '192.168.1.80/28'

~ 位非 ~ inet '192.168.1.6'

& 位与 inet '192.168.1.6' & inet '0.0.0.255'

| 位或 inet '192.168.1.6' | inet '0.0.0.255'

+ 加 inet '192.168.1.6' + 25

- 减 inet '192.168.1.43' - 36

- 减 inet '192.168.1.43' - inet '192.168.1.19'

表 1.60 显示了所有可以用于 cidr和 inet的函数。函数 abbrev，host，text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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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为了提供可选的显示格式用的。

表 1.60 cidr和 inet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结果

abbrev(inet) text 缩写显示格式文本 abbrev(inet
'10.1.0.0/16')

10.1.0.0/16

abbrev(cidr) text 缩写显示格式文本 abbrev(cidr
'10.1.0.0/16')

10.1/16

broadcast(inet
)

inet 网络广播地址 broadcast('192.16
8.1.5/24')

192.168.1.255/2
4

family(inet) int 抽取地址族(4为 IPv4，6为
IPv6)

family('::1') 6

host(inet) text 抽取主机 IP地址为文本 host('192.168.1.5/
24')

192.168.1.5

hostmask(inet
)

inet 为主机构造网络掩码 hostmask('192.16
8.23.20/30')

0.0.0.3

masklen(inet) int 抽取子网掩码长度 masklen('192.168.
1.5/24')

24

netmask(inet) inet 为网络构造子网掩码 netmask('192.168.
1.5/24')

255.255.255.0

network(inet) cidr 抽取地址的网络部分 network('192.168.
1.5/24')

192.168.1.0/24

set_masklen(i
net，int)

inet 给 inet数值设置子网掩码

长度

set_masklen('192.
168.1.5/24'， 16)

192.168.1.5/16

set_masklen(c
idr，int)

cidr 给 cidr数值设置子网掩码

长度

set_masklen('192.
168.1.0/24'::cidr，
16)

192.168.0.0/16

text(inet) text 抽取 IP 地址和掩码长度为

文本

text(inet
'192.168.1.5')

192.168.1.5/32

inet_same_fa
mily(inet, inet
)

boolean 地址来自同一个网段吗？ inet_same_family
('192.168.1.5/24',
'::1')

false

inet_merge(in
et, inet)

cidr 最小的网络包括给定的两

个网络

inet_merge('192.1
68.1.5/24',
'192.168.2.5/24')

192.168.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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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cidr 值都能够被隐含或明确的转换为 inet 值，因此上述能够操作 inet

值的函数也同样能够操作 cidr值。而将某些操作 inet和 cidr的函数单独分隔开是

因为它们的行为不同。inet值也可以转换为 cidr值，此时子网掩码右侧的所有位

都将无声的转换为零以获得一个有效的 cidr值。另外，您还可以使用常规的类型

转换语法将一个文本字符串转换为 inet 或 cidr 值。例如： inet(expression)或

colname::cidr.。

表 1.61 显示了可以用于 macaddr类型的函数。函数 trunc(macaddr)返回一个

MAC 地址，该地址的最后三个字节设置为零。这样可以把剩下的前缀与一个制

造商相关联。

表 1.61 macaddr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结果

trunc(macaddr) macaddr 把后三个字

节置为零

trunc(macaddr
'12:34:56:78:90:ab')

12:34:56:00:00:00

macaddr类型还支持标准关系操作符(>，<=等)用于词法排序，并且按位算术

操作符（~、&和|）用于 NOT、AND 和 OR。

1.6.13 文本检索函数和操作符

表 1.62，表 1.63和表 1.64概述了提供全文检索函数和操作符。

表 1.62 文本检索操作符

操作符 描述 示例 结果

@@ tsvector匹配

tsquery?
to_tsvector('fat cats ate rats') @@
to_tsquery('cat & rat')

t

@@@ @@废弃的同义词 to_tsvector('fat cats ate rats') @@@
to_tsquery('cat & rat')

t

|| 连接 tsvectors 'a:1 b:2'::tsvector || 'c:1 d:2
b:3'::tsvector

'a':1 'b':2，5
'c':3 'd':4

&& 和 tsquerys 一起来

与

'fat | rat'::tsquery && 'cat'::tsquery ( 'fat' | 'rat' ) &
'cat'

|| 和 tsquerys一起来或 'fat | rat'::tsquery || 'cat'::tsquery ( 'fat' | 'rat' ) |
'cat'

!! tsquery取反 !! 'cat'::tsquery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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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query包含另一

个 ?
'cat'::tsquery @> 'cat & rat'::tsquery f

<@ tsquery包含于 ? 'cat'::tsquery <@ 'cat & rat'::tsquery t

注意:tsquery的操作符只考虑两个的查询情况，忽略组合的操作符。

除了显示在表中的操作符，还定义了 tsvector和 tsquery类型的普通的 B-tree

比较操作符（=，<等）。它们对于文本检索不是很有用，但是允许使用。例如，

建在这些类型列上的唯一索引。

表 1.63 文本检索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例子 结果

get_current_ts_confi
g()

regconfig
获得默认文本搜

索配置
get_current_ts_config() english

length(tsvector) integer
tsvector中的词

位数

length('fat:2,4 cat:3
rat:5A'::tsvector)

3

numnode(tsquery) integer
tsquery中词位外

加操作符的数目

numnode('(fat & rat) |
cat'::tsquery)

5

plainto_tsquery([ co
nfig regconfig , ] qu
ery text)

tsquery
产生 tsquery但
忽略标点符号

plainto_tsquery('english
', 'The Fat Rats')

'fat' & 'rat'

querytree(query tsqu
ery)

text
获得一个 tsquery
的可索引部分

querytree('foo & !
bar'::tsquery)

'foo'

setweight(tsvector, "
char")

tsvector
为 tsvector的每

一个元素分配权

重

setweight('fat:2,4 cat:3
rat:5B'::tsvector, 'A')

'cat':3A
'fat':2A,4A
'rat':5A

strip(tsvector) tsvector
从 tsvector中移

除位置和权重

strip('fat:2,4 cat:3
rat:5A'::tsvector)

'cat' 'fat' 'rat'

to_tsquery([ config r
egconfig , ] query te
xt)

tsquery
规范化词并转换

成 tsquery
to_tsquery('english',
'The & Fat & Rats')

'fat' & 'rat'

to_tsvector([ config
regconfig , ] docume
nt text)

tsvector
缩减文档文本成

tsvector
to_tsvector('english',
'The Fat Rats')

'fat':2 'rat':3

ts_headline([ config text 显示一个查询匹 ts_headline('x y z', x y <b>z</b>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240

regconfig, ] docume
nt text, query tsquer
y [, options text ])

配 'z'::tsquery)

ts_rank([ weights flo
at4[], ] vector tsvect
or, query tsquery [, n
ormalizationinteger
])

float4 为查询排名文档
ts_rank(textsearch,
query)

0.818

ts_rank_cd([ weights
float4[], ] vector tsv
ector, query tsquery
[, normalizationinte
ger ])

float4
使用覆盖密度为

查询排名文档

ts_rank_cd('{0.1, 0.2,
0.4, 1.0}', textsearch,
query)

2.01317

ts_rewrite(query tsq
uery, target tsquery,
substitute tsquery)

tsquery
在查询内用

substitute 替换

target

ts_rewrite('a &
b'::tsquery, 'a'::tsquery,
'foo|bar'::tsquery)

'b' & ( 'foo' |
'bar' )

ts_rewrite(query tsq
uery, select text)

tsquery

使用来自一个

SELECT的目标

和替换者进行替

换

SELECT ts_rewrite('a
& b'::tsquery, 'SELECT
t,s FROM aliases')

'b' & ( 'foo' |
'bar' )

tsvector_update_trig
ger()

trigger
用于自动

tsvector列更新

的触发器函数

CREATE TRIGGER ...
tsvector_update_trigger
(tsvcol,
'pg_catalog.swedish',
title, body)

tsvector_update_trig
ger_column()

trigger
用于自动

tsvector列更新

的触发器函数

CREATE TRIGGER ...
tsvector_update_trigger
_column(tsvcol,
configcol, title, body)

注意:所有的文本检索函数，接受一个选项 regconfig参数。当这个参数忽略，

使用由 default_text_search_config指定的配置。

表 1.64 单独列出的函数，因为他们通常不用于日常文本检索操作。它们有

助于开发调试新文本检索配置。

表 1.64 文本检索调试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例子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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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_debug([ config regconfig, ] doc
ument text, OUT alias text,
OUT description text,
OUT token text,
OUT dictionariesregdictionary[],
OUT dictionary regdictionary,
OUT lexemes text[])

setof
record

测试一个

配置

ts_debug('engli
sh', 'The
Brightest
supernovaes')

(asciiword,"
Word, all
ASCII",The,
{english_ste
m},english_s
tem,{}) ...

ts_lexize(dict regdictionary, token
text)

text[]
测试一个

字典

ts_lexize('engli
sh_stem',
'stars')

{star}

ts_parse(parser_name text, docu
ment text, OUT tokid integer,
OUT token text)

setof
record

测试一个

解析器

ts_parse('defaul
t', 'foo - bar')

(1,foo) ...

ts_parse(parser_oid oid, documen
t text, OUT tokid integer,
OUT token text)

setof
record

测试一个

解析器

ts_parse(3722,
'foo - bar')

(1,foo) ...

ts_token_type(parser_name text,
OUT tokid integer,
OUT alias text,
OUT description text)

setof
record

获得解析

器定义的

记号类型

ts_token_type('
default')

(1,asciiword,
"Word, all
ASCII") ...

ts_token_type(parser_oid oid,
OUT tokid integer,
OUT alias text,
OUT description text)

setof
record

获得解析

器定义的

记号类型

ts_token_type(
3722)

(1,asciiword,
"Word, all
ASCII") ...

ts_stat(sqlquery text,
[ weights text, ] OUT word text,
OUT ndoc integer,
OUT nentry integer)

setof
record

获得一个

tsvector列
的统计

ts_stat('SELEC
T vector from
apod')

(foo,10,15) ..
.

1.6.14 XML函数

在本节描述的函数和像函数的表达式都是操作基于 xml类型的值。查看章节

1.5.13获取关于 xml类型的信息。用于在值和类型 xml之间转换的类函数的表达

式 xmlparse和 xmlserialize就不在这里重复介绍。使用大部分这些函数要求安装

时使用了 configure --with-libxml进行编译。

1.6.14.1 生成 XML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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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函数和像函数的表达式可用于从 SQL数据生成 XML内容。所以它们特

别适合于查询结果格式化成在客户端应用程序处理的 XML文件。

1.1.1.2.17 xmlcomment
xmlcomment(text)

函数 xmlcomment创建了一个 XML 值，它包含一个使用指定文本作为内容

的 XML 注释。该文本不包含"--"或者也不会以一个"-"结尾，这样结果的结构是

一个合法的 XML 注释。如果参数为空，结果也为空。

例子:

SELECT xmlcomment('hello');

xml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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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1.1.1.2.18 xmlconcat
xmlconcat(xml[， ...])

函数 xmlconcat将由单个 XML 值组成的列表串接成一个单独的值，这个值

包含一个 XML 内容片断。空值会被忽略，只有当没有参数为非空时结果才为

空。

示例：

SELECT xmlconcat('<abc/>'， '<bar>foo</bar>');

xmlcon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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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bar>foo</bar>

如果 XML 声明存在，它们会按照下面的方式被组合。如果所有的参数值

都有相同的 XML 版本声明，该版本将被用在结果中，否则将不使用版本。如

果所有参数值有独立声明值"yes"，那么该值将被用在结果中。如果所有参数值

都有一个独立声明值并且至少有一个为"no"，则"no"被用在结果中。否则结果中

将没有独立声明。如果结果被决定要要求一个独立声明但是没有版本声明，将会

使用一个版本 1.0 的版本声明，因为 XML 要求一个 XML 声明要包含一个版

本声明。编码声明会被忽略并且在所有情况中都会被移除。

例子:

SELECT xmlconcat('<?xml version="1.1"?><foo/>' ， '<?xml versio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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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lone="no"?><bar/>');

xmlcon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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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version="1.1"?><foo/><bar/>

1.1.1.2.19 xmlelement
xmlelement(name name[ ， xmlattributes(value[AS attname][ ， ...])][ ，

content， ...])

表达式 xmlelement使用给定名称、属性和内容产生一个 XML 元素。

示例：

SELECT xmlelement(name foo);

xml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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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

SELECT xmlelement(name foo， xmlattributes('xyz' as bar));

xml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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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 bar="xyz"/>

SELECT xmlelement(name foo， xmlattributes(current_date as bar)， 'cont'，

'ent');

xml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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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 bar="2007-01-26">content</foo>

不是合法 XML 名称的元素名和属性名将被逃逸，逃逸的方法是将违反的

字符用序列_xHHHH_替换，其中 HHHH是被替换字符的 Unicode 代码点的十

六进制表示。例如：

SELECT xmlelement(name "foo$bar", xmlattributes('xyz' as "a&b"));

xml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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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_x0024_bar a_x0026_b="xyz"/>

如果属性值是一个列引用，则不需要指定一个显式的属性名，在这种情况下

列的名称将被默认用于属性的名称。在其他情况下，属性必须被给定一个显式名

称。因此这个例子是合法的：

CREATE TABLE test (a xml, b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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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xmlelement(name test, xmlattributes(a, b)) FROM test;

但是下面这些不合法：

SELECT xmlelement(name test, xmlattributes('constant'), a, b) FROM test;

SELECT xmlelement(name test, xmlattributes(func(a, b))) FROM test;

如果指定了元素内容，它们将被根据其数据类型格式化。如果内容本身也是

类型 xml，就可以构建复杂的 XML 文档。例如：

SELECT xmlelement(name foo, xmlattributes('xyz' as bar),

xmlelement(name abc),

xmlcomment('test'),

xmlelement(name xyz));

xml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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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 bar="xyz"><abc/><!--test--><xyz/></foo>

其他类型的内容将被格式化为合法的 XML 字符数据。这意味着字符 <, >,

和 & 将被转换为实体。二进制数据（数据类型 bytea）将被表示成 base64 或十

六进制编码，具体取决于配置参数 xmlbinary的设置。为了将 SQL和数据类型和

XML 模式声明对齐，我们期待单独数据类型的特定行为能够改进，到那时将会

出现一个更为精确的描述。

1.1.1.2.20 xmlforest
xmlforest(content[AS name][， ...])

表达式 xmlforest使用给定名称和内容产生一个元素的 XML 森林（序列）。

例子：

SELECT xmlforest('abc' AS foo, 123 AS bar);

xml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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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abc</foo><bar>123</bar>

SELECT xmlforest(table_name, column_name)

FROM information_schema.columns

WHERE table_schema = 'pg_catalog';

xmlfor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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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name>pg_authid</table_name><column_name>rolname</column_name>

<table_name>pg_authid</table_name><column_name>rolsuper</column_name>

...

如我们在第二个例子中所见，如果内容值是一个列引用，元素名称可以被忽

略，这种情况下默认使用列名。否则，必须指定一个名称。

如上文 xmlelement所示，非法 XML 名称的元素名会被逃逸。相似地，内

容数据也会被逃逸来产生合法的 XML 内容，除非它已经是一个 xml类型。

注意如果 XML 森林由多于一个元素组成，那么它不是合法的 XML 文档，

因此在 xmlelement中包装 xmlforest表达式会有用处。

1.1.1.2.21 xmlpi
xmlpi(nametarget[，content])

xmlpi表达式创建一条 XML处理指令。如果存在，内容必须不能包含字符

序列?>。

示例:

SELECT xmlpi(name php， 'echo "hello world";');

xml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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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 echo "hello world";?>

1.1.1.2.22 xmlroot
xmlroot(xml， version text| no value[， standalone yes|no|no value])

表达式 xmlroot修改一个 XML 值的根结点的属性。如果指定了一个版本，

它会替换根节点的版本声明中的值；如果指定了一个独立设置，它会替换根节点

的独立声明中的值。

SELECT xmlroot(xmlparse(document '<?xml version="1.1"?>

<content>abc</content>')，version '1.0'，standalone yes);

xml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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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version="1.0" standalone="yes"?>

<content>abc</content>

1.1.1.2.23 xmlagg
xmlagg(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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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里描述的其他函数不同，函数 xmlagg是一个聚集函数。它将聚集函数

调用的输入值串接起来，非常像 xmlconcat所做的事情，除了串接是跨行发生的

而不是在单一行的多个表达式上发生。请参阅章节 1.6.20获取关于聚合函数的

更多信息。

示例：

CREATE TABLE test (y int， x xml);

INSERT INTO test VALUES (1， '<foo>abc</foo>');

INSERT INTO test VALUES (2， '<bar/>');

SELECT xmlagg(x) FROM test;

xmla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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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abc</foo><bar/>

为了确定连接顺序，一个 ORDER BY 子句要添加到聚合调用，描述在章节

1.1.2.7。 示例：

SELECT xmlagg(x ORDER BY y DESC) FROM test;

xmla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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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foo>abc</foo>

我们推荐在以前的版本中使用下列非标准方法，并且它们在特定情况下仍然

有用：

SELECT xmlagg(x) FROM (SELECT * FROM test ORDER BY y DESC) AS

tab;

xmla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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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foo>abc</foo>

1.6.14.2 XML 谓词

这节描述的表达式检查 xml值的属性。

1.1.1.2.24 IS DOCUMENT
xml IS DOCUMENT

如果参数 XML值是一个合法的 XML文档，表达式 IS DOCUMENT返回真。

否则返回假（例如，内容片段）或如果参数为空则返回空。请参阅 XML类型获

取关于文档和内容片段之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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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25 XMLEXISTS
XMLEXISTS(text PASSING [BY REF] xml [BY REF])

如果第一个参数中的 XPath表达式返回任何节点，那么函数 xmlexists返回

真，否则返回假。（如果其他参数是 null，结果是 null。）

示例：

SELECT xmlexists('//town[text() = ''Toronto'']' PASSING BY REF

'<towns><town>Toronto</town><town>Ottawa</town></towns>');

xml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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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row)

在 HighGo DB中，BY REF子句没有影响，但是为了与 SQL的一致性和其

他实现的兼容性是允许的。SQL标准中，第一个 BY REF是必须的，第二个 BY

REF是可选的。也请注意，SQL 标准声明 xmlexists构造接受 XQuery 表达式作

为第一个参数，但是 HighGo DB目前只接受 XQuery的一个子集 XPath。

1.1.1.2.26 xml_is_well_formed
xml_is_well_formed(text)

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text)

xml_is_well_formed_content(text)

这些函数检查 text 字符串是不是格式良好的 XML，返回布尔结果。

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 检 查 格 式 良 好 的 文 档 ，

xml_is_well_formed_content检查格式良好的内容。如果 xmloption配置参数被设

置为 DOCUMENT，xml_is_well_formed会做第一个函数的工作；如果配置参数

被设置为 CONTENT，xml_is_well_formed 会做第二个函数的工作。这意味着

xml_is_well_formed对于检查一个到类型 xml的简单造型是否会成功非常有用，

而其他两个函数对于检查 XMLPARSE的对应变体是否会成功有用。

示例：

SET xmloption TO DOCUMENT;

SELECT xml_is_well_formed('<>');

xml_is_well_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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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 row)

http://postgres.cn/docs/9.5/runtime-config-cli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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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xml_is_well_formed('<abc/>');

xml_is_well_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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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row)

SET xmloption TO CONTENT;

SELECT xml_is_well_formed('abc');

xml_is_well_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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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row)

SELECT 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pg:foo

xmlns:pg="http://postgresql.org/stuff">bar</pg:foo>');

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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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row)

SELECT 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pg:foo

xmlns:pg="http://postgresql.org/stuff">bar</my:foo>');

xml_is_well_formed_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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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 row)

最后一个示例显示了检查包括命名空间是否正确匹配。

1.6.14.3 处理 XML

HighGo DB提供了 xpath和 xpath_exists函数处理 xml数据类型的值。计算

XPath 1.0表达式的结果。

xpath(xpath，xml[，nsarray])

函数 xpath在 XML 值 xml上计算 XPath 表达式 xpath (a text value)。它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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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一个 XML 值的数组，该数组对应于该 XPath 表达式产生的结点集合。如果

该 XPath 表达式返回一个标量值而不是一个结点集合，将会返回一个单一元素

的数组。

第二个参数必须是一个良构的 XML 文档。特殊地，它必须有一个单一根

结点元素。

该函数可选的第三个参数是一个命名空间映射的数组。这个数组应该是一个

二维 text数组，其第二轴长度等于 2（即它应该是一个数组的数组，其中每一个

都由刚好 2 个元素组成）。每个数组项的第一个元素是命名空间的名称（别名），

第二个元素是命名空间的 URI。并不要求在这个数组中提供的别名和在 XML

文档本身中使用的那些命名空间相同（换句话说，在 XML文档中和在 xpath函

数环境中，别名都是本地的）。

例子：

SELECT xpath('/my:a/text()', '<my:a

xmlns:my="http://example.com">test</my:a>',

ARRAY[ARRAY['my', 'http://example.com']]);

xpath

--------

{test}

(1 row)

要处理默认（匿名）命名空间，做这样的事情：

SELECT xpath('//mydefns:b/text()', '<a

xmlns="http://example.com"><b>test</b></a>',

ARRAY[ARRAY['mydefns', 'http://example.com']]);

xpath

--------

{test}

(1 row)

xpath_exists(xpath, xml [, nsarray])

函数 xpath_exists 是 xpath 函数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个函数不是返回满足

XPath 的单一 XML 值，它返回一个布尔值表示查询是否被满足。这个函数等价

于标准的 XMLEXISTS谓词，不过它还提供了对一个命名空间映射参数的支持。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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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xpath_exists('/my:a/text()', '<my:a

xmlns:my="http://example.com">test</my:a>',

ARRAY[ARRAY['my', 'http://example.com']]);

xpath_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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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row)

xmltable

xmltable( [XMLNAMESPACES(namespace uri AS namespace name[, ...]), ]

row_expression PASSING [BY REF] document_expression [BY REF]

COLUMNS name { type [PATH column_expression] [DEFAULT

default_expression] [NOT

NULL | NULL]

| FOR ORDINALITY }

[, ...]

)

xmltable函数根据给定的 XML值、提取行的 XPath过滤器以及一组可选的

列定义生成一个表。可选的 XMLNAMESPACES子句是一个逗号分隔的名称空

间列表。 它指定了在文档中使用的 XML的名称空间和它们的别名。当前不支

持默认的名称空间声明。所需的 row_expression 参数是一个 XPath表达式， 该

表达式根据提供的 XML文档进行评估以获取有序的 XML节点序列。这个顺序

是 xmltable转换成输出行的顺序。document_expression提供了 XML文档进行操

作。 BY REF子句在 PostgreSQL 中不起作用， 但允许 SQL符合性和与其他实

现的兼容性。参数必须是格式良好的 XML文档； 不接受片段/格式混乱的大量

文档。必需的 COLUMNS子句指定输出表中的字段列表。 如果省略 COLUMNS

子句，那么结果集中的行包含一个包含匹配 row_expression 的数据的 xml类型

的字段。 如果指定了 COLUMNS，每个项描述一个字段。 格式参阅上面的语

法摘要。字段名称和类型都是必需的；路径、默认和是否为空子句是可选的。函

数和操作符

一个标记为 FOR ORDINALITY的字段将填充行号， 行号匹配输出行在原

始输入 XML 文档中出现的顺序。 最多只有一个字段可以标记为 FOR

ORDINALITY。一个列的 column_expression是一个 XPath表达式， 针对每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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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相对于 row_expression 的结果的值， 来找到该列的值。如果没有给出

column_expression， 那么字段名用作隐式路径。如果一个字段的 XPath 表达式

返回多个元素，则引发一个错误。 如果表达式匹配空标签，结果是一个空字符

串(不是 NULL)。 忽略任何 xsi:nil属性。与 column_expression匹配的 XML的文

本内容用作字段的值。 一个元素中的多个 text()节点按顺序连接起来。忽略任何

子元素、 处理指令和注释，但是子元素的文本内容连接到结果中。请注意， 保

留两个非文本元素之间只有空格的 text()节点， 并且不会压缩 text()节点上的前

导空白。如果路径表达式与给定行不匹配，但指定了 default_expression， 则使

用评估该表达式得到的值。如果没有为列指定 DEFAULT子句， 则该字段将设

置为 NULL。一个 default_expression 可能引用列列表中出现在其之前的输出列

的值，因此一列的缺省值可能基于另一列的值。列可能被标记为 NOT NULL。

如果 NOT NULL 列的 column_expression不匹配任何内容，并且没有 DEFAULT

或者 default_expression也计算为 null，报告错误。与普通 PostgreSQL函数不同，

在调用函数之前，column_expression 和 default_expression不会被评估为简单的

值。 通常每个输入行对 column_expression进行一次评估， 每当字段需要缺省

值时对 default_expression进行评估。 如果表达式符合稳定或不可变，重复评估

可能会被忽略。 有效地 xmltable的行为更像是一个子查询而不是函数调用。 这

意味着您可以在 default_expression中使用诸如 nextval之类的易失性函数，并且

column_expression 可能依赖于 XML文档的其他部分。

示例:

CREATE TABLE xmldata AS SELECT

xml $$

<ROWS>

<ROW id="1">

<COUNTRY_ID>AU</COUNTRY_ID>

<COUNTRY_NAME>Australia</COUNTRY_NAME>

</ROW>

<ROW id="5">

<COUNTRY_ID>JP</COUNTRY_ID>

<COUNTRY_NAME>Japan</COUNTRY_NAME>

<PREMIER_NAME>Shinzo Abe</PREMIER_NAME>

<SIZE unit="sq_mi">145935</SIZE>

</ROW>

<ROW id="6">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252

<COUNTRY_ID>SG</COUNTRY_ID>

<COUNTRY_NAME>Singapore</COUNTRY_NAME>

<SIZE unit="sq_km">697</SIZE>

</ROW>

</ROWS>

$$ AS data;

SELECT xmltable.*

FROM xmldata,

XMLTABLE('//ROWS/ROW'

PASSING data

COLUMNS id int PATH '@id',

ordinality FOR ORDINALITY,

"COUNTRY_NAME" text,

country_id text PATH 'COUNTRY_ID',

size_sq_km float PATH 'SIZE[@unit = "sq_km"]',

size_other text PATH

'concat(SIZE[@unit!="sq_km"], " ", SIZE[@unit!="sq_km"]/@unit)',

premier_name text PATH 'PREMIER_NAME' DEFAULT 'not specified') ;

id | ordinality | COUNTRY_NAME | country_id | size_sq_km | size_other |

premier_name

----+------------+--------------+------------+------------+--------------+---------------

1 | 1 | Australia | AU | | | not specified

5 | 2 | Japan | JP | | 145935 sq_mi | Shinzo Abe

6 | 3 | Singapore | SG | 697 | | not specified

以下示例显示了多个 text()节点的连接，列名的用法作为 XPath过滤器， 以

及处理空白、XML注释和处理指令：

CREATE TABLE xmlelements AS SELECT

xml $$

<root>

<element> Hello<!-- xyxxz -->2a2<?aaaaa?> <!--x--> bbb<x>xxx</x>CC

</element>

</root>

$$ A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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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xmltable.*

FROM xmlelements, XMLTABLE('/root' PASSING data COLUMNS

element text);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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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2a2 bbbCC

以下示例说明了如何使用 XMLNAMESPACES 子句指定默认名称空间以及

XML文档以及 XPath表达式中使用的其他名称空间的列表：

WITH xmldata(data) AS (VALUES ('

<example xmlns="http://example.com/myns" xmlns:B="http://example.com/b">

<item foo="1" B:bar="2"/>

<item foo="3" B:bar="4"/>

<item foo="4" B:bar="5"/>

</example>'::xml)

)

SELECT xmltable.*

FROM XMLTABLE(XMLNAMESPACES('http://example.com/myns' AS x,

'http://example.com/b' AS "B"),

'/x:example/x:item'

PASSING (SELECT data FROM xmldata)

COLUMNS foo int PATH '@foo',

bar int PATH '@B:bar');

foo | bar

-----+-----

1 | 2

3 | 4

4 | 5

(3 rows)

1.6.14.4 将表映射到 XML

下面的函数将会把关系表的内容映射成 XML 值。它们可以被看成是 XML

导出功能：

table_to_xml(tbl regclass,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query_to_xml(query text,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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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sor_to_xml(cursor refcursor, count int,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每一个函数的返回值都是 xml。

table_to_xml映射由参数 tbl传递的命名表的内容。regclass类型接受使用常

见标记标识表的字符串，包括可选的模式限定和双引号。query_to_xml执行由参

数 query传递的查询并且映射结果集。cursor_to_xml从 cursor指定的游标中取出

指定数量的行。如果需要映射一个大型的表，我们推荐这种变体，因为每一个函

数都是在内存中构建结果值的。

如果 tableforest为假，则结果的 XML 文档看起来像这样：

<tablename>

<row>

<columnname1>data</columnname1>

<columnname2>data</columnname2>

</row>

<row>

...

</row>

...

</tablename>

如果 tableforest为真，结果是一个看起来像这样的 XML 内容片断：

<tablename>

<columnname1>data</columnname1>

<columnname2>data</columnname2>

</tablename>

<tablename>

...

</tablename>

...

如果没有表名可用，在映射一个查询或一个游标时，在第一种格式中使用串

table，在第二种格式中使用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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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种格式的选择由用户决定。第一种格式是一个正确的 XML 文档，它

在很多应用中都很重要。如果结果值要被重组为一个文档，第二种格式在

cursor_to_xml 函数中更有用。前文讨论的产生 XML 内容的函数（特别是

xmlelement）可以被用来把结果修改成符合用户的要求。

数据值会被以前文的函数 xmlelement中描述的相同方法映射。

参数 nulls决定空值是否会被包含在输出中。如果为真，列中的空值被表示

为：

<columnname xsi:nil="true"/>

其中 xsi是 XML 模式实例的 XML 命名空间前缀。一个合适的命名空间声

明将被加入到结果值中。如果为假，包含空值的列将被从输出中忽略掉。

参数 targetns指定想要的结果的 XML命名空间。如果没有想要的特定命名

空间，将会传递一个空串。

下面的函数返回XML模式文档，这些文档描述上述对应函数所执行的映射：

table_to_xmlschema(tbl regclass,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query_to_xmlschema(query text,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cursor_to_xmlschema(cursor refcursor,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最重要的是相同的参数被传递来获得匹配的 XML 数据映射和 XML 模式

文档。

下面的函数产生 XML 数据映射和对应的 XML 模式，并把产生的结果链

接在一起放在一个文档（或森林）中。在要求自包含和自描述的结果是它们非常

有用：

table_to_xml_and_xmlschema(tbl regclass,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query_to_xml_and_xmlschema(query text,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另外，下面的函数可用于产生相似的整个模式或整个当前数据库的映射：

schema_to_xml(schema name,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schema_to_xmlschema(schema name,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schema_to_xml_and_xmlschema(schema name, 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256

database_to_xml(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database_to_xmlschema(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database_to_xml_and_xmlschema(nulls boolean, tableforest boolean, targetns

text)

注意这些函数可能产生很多数据，它们都需要在内存中被构建。在请求大型

模式或数据库的内容映射时，可以考虑分别映射每一个表，甚至通过一个游标来

映射。

一个模式内容映射的结果看起来像这样：

<schemaname>

table1-mapping

table2-mapping

...

</schemaname>

其中一个表映射的格式取决于上文解释的 tableforest参数。

一个数据库内容映射的结果看起来像这样：

<dbname>

<schema1name>

...

</schema1name>

<schema2name>

...

</schema2name>

...

</dbname>

其中的模式映射如上所述。

使用这些函数产生的输出作为例子，Figure 1-1 显示一个 XSLT 样式表转

换 table_to_xml_and_xmlschema到 HTML的输出，该文档中包含了一个表格再现

表数据。 以类似的方式，可以从这些函数转换成其它基于 XML格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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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转换 SQL/XML 输出到 HTML的 XSLT样式表：

<?xml version="1.0"?>

<xsl:stylesheet version="1.0"

xmlns:xsl="http://www.w3.org/1999/XSL/Transform"

xmlns:xsd="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

<xsl:output method="xml"

doctype-system="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strict.dtd"

doctype-public="-//W3C/DTD XHTML 1.0 Strict//EN"

indent="yes"/>

<xsl:template match="/*">

<xsl:variable name="schema" select="//xsd:schema"/>

<xsl:variable name="tabletypename"

select="$schema/xsd:element[@name=name(current())]/@type"/>

<xsl:variable name="rowtypename"

select="$schema/xsd:complexType[@name=$tabletypename]/xsd:sequence/xsd:

element[@name='row']/@type"/>

<html>

<head>

<title><xsl:value-of select="name(current())"/></title>

</head>

<body>

<table>

<tr>

<xsl:for-each

select="$schema/xsd:complexType[@name=$rowtypename]/xsd:sequence/xsd:eleme

nt/@name">

<th><xsl:value-of select="."/></th>

</xsl:for-each>

</tr>

<xsl:for-each select="row">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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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l:for-each select="*">

<td><xsl:value-of select="."/></td>

</xsl:for-each>

</tr>

</xsl:for-each>

</table>

</body>

</html>

</xsl:template>

</xsl:stylesheet>

1.6.15 JSON 函数和操作符

表 1.65显示了可以用于这两个 JSON（参阅 JSON类型）数据类型的操作符。

表 1.65 json和 jsonb操作符

操作符
右操作数

的类型
描述 示例 示例结果

-> int
获取 JSON数组元素（索引从

0开始，负整数结束）

'[{"a":"foo"},{"b":"bar"},{"c
":"baz"}]'::json->2

{"c":"baz"}

-> text 通过键获取 JSON对象字段 '{"a": {"b":"foo"}}'::json->'a' {"b":"foo"}

->> int 获取 JSON数组元素为 text '[1,2,3]'::json->>2 3

->> text 获取 JSON对象字段为 text '{"a":1,"b":2}'::json->>'b' 2

#> text[]
在指定的路径获取 JSON对

象

'{"a": {"b":{"c":
"foo"}}}'::json#>'{a,b}'

{"c": "foo"}

#>> text[]
在指定的路径获取 JSON对

象为 text
'{"a":[1,2,3],"b":[4,5,6]}'::jso
n#>>'{a,2}'

3

注意:有 json和 jsonb类型的这些操作符的并行变体。字段/元素/路径提取操

作符返回和它们的左侧输入相同的类型（不管是 json还是 jsonb）， 除了那些指

定返回 text类型的操作符，它们强制值为文本类型。如果 JSON输入的结构没有

正确匹配要求，那么字段/元素/路径提取操作符返回 NULL， 而不是失败；接受

整数 JSON数组下标的域/元素/路径提取操作符支持数组末尾的负下标。

在节 1.6.2中显示的标准比较操作符可以用于 jsonb，但是不能用于 json。如

表 1.66 中所示，还存在一些只适合 jsonb 的操作符。这些操作符中的很多可以

用 jsonb操作符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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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6 额外的 jsonb操作符

操作符 右操作数类型 描述 例子

@> jsonb
左边的 JSON 值是否包含顶层右边

JSON路径/值项?
'{"a":1, "b":2}'::jsonb
@> '{"b":2}'::jsonb

<@ jsonb
左边的 JSON路径/值是否包含在顶层右

边 JSON值中？

'{"b":2}'::jsonb <@
'{"a":1, "b":2}'::jsonb

? text
字符串是否作为顶层键值存在于 JSON
值中？

'{"a":1,
"b":2}'::jsonb ? 'b'

?| text[]
这些数组字符串中的任何一个是否作为

顶层键值存在？

'{"a":1, "b":2,
"c":3}'::jsonb ?|
array['b', 'c']

?& text[]
这些数组字符串是否作为顶层键值存

在？

'["a", "b"]'::jsonb ?&
array['a', 'b']

|| jsonb 连接两个 jsonb值到新的 jsonb值
'["a", "b"]'::jsonb ||
'["c", "d"]'::jsonb

- text
从左操作数中删除键/值对或字符串元

素。基于键值匹配键/值对。
'{"a": "b"}'::jsonb - 'a'

- integer
删除指定索引的数组元素（负整数结

尾）。如果顶层容器不是一个数组，那

么抛出错误。

'["a", "b"]'::jsonb - 1

#- text[]
删除指定路径的域或元素（JSON数组，

负整数结尾）

'["a", {"b":1}]'::jsonb
#- '{1,b}'

注意: ||操作符连接每个操作数顶层的元素。它不递归操作。比如，如果两个

操作数都是具有共同键字段名称的对象，则结果中字段值只会是从右边操作数的

值。

JSONB数组可以说删除元素：

postgres=> SELECT '{"a":1 , "b":2, "c":3}'::jsonb - '{a,c}'::text[] ;

?column?

----------

{"b": 2}

(1 row)

表 1.67 显示了能用来创建 json 和 jsonb 值的函数 （当前，没有用于

jsonb， row_to_json以及 array_to_json的等效函数， 然而，to_jsonb函数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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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诸如这些函数的相同功能）。

表 1.67 JSON创建函数

函数 描述 示例 示例结果

to_json(anyelem
ent)

to_jsonb(anyele
ment)

把值返回为 json或者 jsonb。数组

和组合被（递归地）转换成数组和

对象；否则，如果有从该类型到 json
的投影，将使用该投影函数来执行

转换；否则将产生一个标量值。对

任何一个数值、布尔量或空值的标

量类型， 将使用其文本表达，以

这样一种方式使其成为有效的 json
或者 jsonb值。

to_json('Fred
said
"Hi."'::text)

"Fred said \"Hi.\""

array_to_json(an
yarray [,
pretty_bool])

把数组作为一个 JSON 数组返

回。一个多维数组会成为一个数组

的 JSON 数组。如果 pretty_bool
为真，将在第 1 维度的元素之间

增加换行。

array_to_json('
{{1,5},{99,100
}}'::int[])

[[1,5],[99,100]]

row_to_json(rec
ord [,
pretty_bool])

把行作为一个 JSON 对象返回。

如果 pretty_bool为真，将在第 1层
元素之间增加换行。

row_to_json(ro
w(1,'foo'))

{"f1":1,"f2":"foo"}

json_build_array
(VARIADIC
"any")

jsonb_build_arra
y(VARIADIC
"any")

从一个可变参数列表构造一个可

能包含异质类型的 JSON 数组。

json_build_arra
y(1,2,'3',4,5)

[1, 2, "3", 4, 5]

json_build_objec
t(VARIADIC
"any")

jsonb_build_obj
ect(VARIADIC
"any")

从一个可变参数列表构造一个

JSON 对象。通过转换，该参数列

表由交替 出现的键和值构成。

json_build_obj
ect('foo',1,'bar',
2)

{"foo": 1, "bar":
2}

json_object(text[
])

jsonb_object(tex
t[])

从一个文本数组构造一个 JSON
对象。该数组必须可以是具有偶数

个成员的 一维数组（成员被当做

交替出现的键/值对），或者是一个

二维数组（每一个 内部数组刚好

有 2 个元素，可以被看做是键/值

json_object('{a,
1, b, "def", c,
3.5}')

json_object('{{
a, 1},{b,
"def"},{c,

{"a": "1", "b":
"def", "c":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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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3.5}}')

json_object(keys
text[], values
text[])

jsonb_object(key
s text[], values
text[])

json_object的这种形式从两个独立

的数组得到键/值对。在其 他方面

和一个参数的形式相同。

json_object('{a,
b}', '{1,2}')

{"a": "1", "b": "2"}

注意: array_to_json和 row_to_json的行为与 to_json相同，除了提供了一个 g

更好的打印的选项。针对 to_json所描述 的行为同样也适用于由其他 JSON 创

建函数转换的每个值。

注意: hstore扩展从 hstore转换到 json，所以通过 JSON创建函数转换的 hstore

值将表示为 JSON对象，而不是作为原始的字符串值。

下表显示了可以用于处理 json和 jsonb值的函数。

表 1.68 JSON 处理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示例结果

json_array_length(js
on)

jsonb_array_length(j
sonb)

int
返回最外层的

JSON数组元素的

数量。

json_array_length('
[1,2,3,{"f1":1,"f2":
[5,6]},4]')

5

json_each(json)

jsonb_each(jsonb)

setof key
text, value
json

setof key
text, value
jsonb

扩展最外层的

JSON对象为一组

键/值对。

select * from
json_each('{"a":"fo
o", "b":"bar"}')

key | value

-----+-------

a | "foo"

b | "bar"

json_each_text(json)

jsonb_each_text(json
b)

setof key
text, value
text

扩展最外层的

JSON对象为一组

键/值对。返回值为

text类型。

select * from
json_each_text('{"a
":"foo",
"b":"bar"}')

key | value

-----+-------

a | foo

b | bar

json_extract_path(fro
m_json json,

json

jsonb
返回由 path_elems
指出的 JSON对象

json_extract_path('
{"f2":{"f3":1},"f4"

{"f5":99,"f6":"f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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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示例结果

VARIADIC
path_elems text[])

jsonb_extract_path(fr
om_json jsonb,
VARIADIC
path_elems text[])

（等效于#>操作

符）。

:{"f5":99,"f6":"foo
"}}','f4')

json_extract_path_te
xt(from_json json,
VARIADIC
path_elems text[])

jsonb_extract_path_t
ext(from_json jsonb,
VARIADIC
path_elems text[])

text

作为 text返回由

path_elems指出的

JSON值（等效于

#>>操作符）。

json_extract_path_
text('{"f2":{"f3":1}
,"f4":{"f5":99,"f6":
"foo"}}','f4', 'f6')

foo

json_object_keys(jso
n)

jsonb_object_keys(js
onb)

setof text
返回 JSON对象中

最外面的一组键。

json_object_keys('
{"f1":"abc","f2":{"
f3":"a",
"f4":"b"}}')

json_object_ke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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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f2

json_populate_record
(base anyelement,
from_json json)

jsonb_populate_recor
d(base anyelement,
from_json jsonb)

anyelement

扩展 from_json 中

的对象成一个行，

它 的 列 匹 配 由

base 定义的记录

类型。

select * from
json_populate_reco
rd(null::myrowtype
, '{"a":1,"b":2}')

a | b

---+---

1 | 2

json_populate_record
set(base anyelement,
from_json json)

jsonb_populate_recor
dset(base
anyelement,
from_json jsonb)

setof
anyelement

扩展 from_json里
面最外层的对象

数组到一个行的

集合， 这个集合

的字段匹配 base
定义的记录类型

select * from
json_populate_reco
rdset(null::myrowt
ype,
'[{"a":1,"b":2},{"a"
:3,"b":4}]')

a | b

---+---

1 | 2

3 | 4

json_array_elements( setof json 扩展一个 JSON数

组到一组 JSON值

select * from
json_array_eleme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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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示例结果

json)

jsonb_array_element
s(jsonb)

setof jsonb 的集合。 ts('[1,true,
[2,false]]')

-----------

1

true

[2,false]

json_array_elements
_text(json)

jsonb_array_element
s_text(jsonb)

setof text
扩展一个 JSON数

组到一组 text值的

集合。

select * from
json_array_elemen
ts_text('["foo",
"bar"]')

value

-----------

foo

bar

json_typeof(json)

jsonb_typeof(jsonb)
text

作为文本字符串

返回最外面的

JSON值的类型。

可能的类型有

array、string、
number、boolean
和 null。

json_typeof('-123.4
')

number

json_to_record(json)

jsonb_to_record(json
b)

record

从一个 JSON对象

中建立一个任意

的记录（参见下面

的注意）。 因为

所有函数都返回

record，调用者必

须用 AS子句明确

的定义记录的结

构。

select * from
json_to_record('{"a
":1,"b":[1,2,3],"c":
"bar"}') as x(a int,
b text, d text)

a | b | d

---+---------+---

1 | [1,2,3] |

json_to_recordset(jso
n)

jsonb_to_recordset(js
onb)

setof record

从一个 JSON的对

象数组中建立一

个任意的记录集

（参见下面的注

意）。 因为所有

函数都返回

record，调用者必

须用 AS子句明确

的定义记录的结

构。

select * from
json_to_recordset('
[{"a":1,"b":"foo"},
{"a":"2","c":"bar"}
]') as x(a int, b
text);

a | b

---+-----

1 | foo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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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示例结果

json_strip_nulls(from
_json json)

jsonb_strip_nulls(fro
m_json jsonb)

json

jsonb

返回具有空值对

象域的 from_json。
其它空值不变。

json_strip_nulls('[{
"f1":1,"f2":null},2,
null,3]')

[{"f1":1},2,null,
3]

jsonb_set(target
jsonb, path text[],
new_value
jsonb[, create_missin
gboolean])

jsonb

如 果

create_missing 是

真的 （缺省是

true ） 并 且 通 过

path 指定部分不

存在，那么返回

target， 它具有

path 指 定 部

分， new_value替
换部分， 或者

new_value 添加部

分。 正如路径导

向的操作符，负整

数出现在 JSON数

组结尾的 path>计
数中。

jsonb_set('[{"f1":1,
"f2":null},2,null,3]'
, '{0,f1}','[2,3,4]',
false)

jsonb_set('[{"f1":1,
"f2":null},2]',
'{0,f3}','[2,3,4]')

[{"f1":[2,3,4],"f
2":null},2,null,3
]

[{"f1": 1, "f2":
null, "f3": [2, 3,
4]}, 2]

jsonb_insert(targ

et jsonb, path

text[], new_value

jsonb,

[insert_after

boolean])

jsonb

返 回 被 插 入 了

new_value 的

target。 如果 path
指定的 target 节

在 一 个 JSONB
数组中，new_value
将被插入到目标

之前 （insert_after
为 false，默认情

况） 或者之后

（ insert_after 为

真）。 如果 path
指定的 target 节

在 一 个 JSONB
对象内，则只有当

target 不存在时才

插入 new_value。
对于面向路径的

jsonb_insert('{"a":
[0,1,2]}', '{a, 1}',
'"new_value"')

jsonb_insert('{"a":
[0,1,2]}', '{a, 1}',
'"new_value"',
true)

{"a": [0,
"new_value", 1,
2]}

{"a": [0, 1,
"new_val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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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示例结果

操作符来说， 出

现在 path 中的负

整 数 表 示 从

JSON 数 组 的 末

尾开始计数。

jsonb_pretty(from_js
on jsonb)

text
作为缩进 JSON文

本返回 from_json。

jsonb_pretty('[{"f1
":1,"f2":null},2,nul
l,3]')

[
{

"f1": 1,
"f2": null

},
2,
null,
3

]

注意:很多这些函数和操作符将把 JSON 字符串中的 Unicode 转义转换成

合适的单一字符。如果输入类型是 jsonb，这就没有问题，因为该转换已经完成

了。但是对于 json输入，这可能会导致抛出一个错误。

注意: 在 json_populate_record、 json_populate_recordset、 json_to_record 和

json_to_recordset中，来自 JSON的类型强制是"尽力而为"并且对于某些类型可能

得不到想要的值。JSON 键会被匹配目标行类型中相同的列名。没有出现在目标

行类型中的 JSON域将会被从输出中忽略，并且不匹配任何 JSON域的目标列将

被简单地作为 NULL。

注意:所有 jsonb_set的 path参数项必须存在于 target中，除非 create_missing

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最后一项都存在。如果这些条件未满足 target返回

不变。

如果最后路径项是对象键，如果它不存在并且给予新值，则被创建。如果最

后路径项是一个数组索引，如果通过从左边计数发现设置项是正数，如果从右边

--1计数负数指定右边的元素，等等。 如果项超出-array_length .. array_length -1

范围，并且 create_missing是真，如果项是负数，则在数组开头添加新值，如果

是正数，则添加到数组末尾。

注意:不要把 json_typeof函数的 null返回值与 SQL的 NULL 弄混。虽然调

用 json_typeof('null'::json)将会返回 null，但调用 json_typeof(NULL::json)将会返回

一个 SQL的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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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参数到 json_strip_nulls包含任何对象的复制字段名，其结果可能

是语义上不同，依赖于它们所产生的顺序。这不是 jsonb_strip_nulls的问题，因

为 jsonb值从不复制对象字段名。

1.6.16 序列操作函数

本节描述 HighGo DB用于操作序列对象的函数。序列对象(也叫序列生成器

或者就叫序列)都是用 CREATE SEQUENCE创建的特殊的单行表。一个序列对象

通常用于为行或者表生成唯一的标识符。在表 1.69 中列出的序列函数为我们从

序列对象中获取后续的序列值提供了简单的、多用户安全的方法。

表 1.69 序列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currval(regclass) bigint 返回最近一次用 nextval获取的指定序列的数值

lastval() bigint 返回最近一次用 nextval获取任何序列的数值

nextval(regclass) bigint 递增序列并返回新值

setval(regclass，bigint) bigint S设置序列的当前数值

setval(regclass，bigint，
boolean)

bigint 设置序列的当前数值以及 is_called标志

用 regclass 参数指定序列函数操作的序列，它只是序列在系统表空间的

pg_class表里的 OID。不过，您不需要手工查找 OID，因为 regclass数据类型的

输入转换器会帮您做这件事。只要写出单引号包围的序列名称即可，因此它看上

去像文本常量。要达到和处理普通 SQL名称的兼容性，这个字符串将转换成小

写，除非在序列名称周围包含双引号，因此：

nextval('foo') 操作序列 foo

nextval('FOO') 操作序列 foo

nextval('"Foo"') 操作序列 Foo

必要时序列名可以用模式修饰：

nextval('myschema.foo') 操作 myschema.foo

nextval('"myschema".foo') 同上

nextval('foo') 在搜索路径中查 foo

当然，序列函数的参数也可以是表达式。如果它是一个文本表达式，那么隐

含的转换将导致运行时的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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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序列函数有：

nextval

递增序列对象到它的下一个数值并且返回该值。这个动作是自动完成的：即

使多个会话并发运行 nextval，每个进程也会安全地收到一个唯一的序列值。

如果一个序列对象是用默认参数创建的，连续的 nextval调用将会返回从 1

开始的连续的值。其他的行为可以通过在 CREATE SEQUENCE命令中使用特殊

参数来获得。

重要:为了避免从同一个序列获取值的并发事务被阻塞，nextval操作决不会

回滚；也就是说，一旦一个值已经被抓取，那么就认为它已经被用过了，并且不

会再被返回。即使周围的事务之后中断，或者如果调用查询结束不使用该值，那

么为真。例如，带有 ON CONFLICT的 INSERT子句将计算被插入的元组，包括

执行任何所需的 nextval 调用，相反检测任何冲突之前将导致它遵循 ON

CONFLICT规则。这种情况将在指定值的顺序中留下未使用的"空洞"。因此，序

列对象不能用于获得"无间隙"序列。

currval

在当前会话中获取最近一次 nextval序列的数值。（如果在本会话中从未在

该序列上调用过 nextval，那么会报告一个错误。）请注意，因为此函数返回一

个本会话范围的数值，不论其它会话是否在当前会话之后执行过 nextval，它都

能给出一个可预测的回答。

lastval

返回当前会话里最近一次 nextval返回的数值。这个函数等效于 currval，只

是它不用序列名作为参数，它指的是哪个序列 nextval被应用到当前会话。如果

当前会话还没有调用过 nextval，那么调用 lastval是会报错的。

setval

重置序列对象的计数器数值。2个参数的形式设置序列的 last_value字段为

声明数值并且将其 is_called字段设置为 true，表示下一次 nextval将在返回数值

之前递增该序列。currval 报告的值也设定为指定的值。在 3 个参数形式里，

is_called可以设置为 true或 false。true具有和双参数形式相同的效果。如果您把

它设置为 false，那么下一次 nextval将返回这里声明的数值，而随后 nextval才开

始递增该序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currval报告的值没有改变，比如，

SELECT setval('foo'， 42); 下一次 nextval将返回 43

SELECT setval('foo'， 42， true); 同上

SELECT setval('foo'， 42， false); 下一次 nextval将返回 42

setval返回的结果就是它的第二个参数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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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为序列是非事务的，setval造成的改变不会由于事务的回滚而撤销。

1.6.17 条件表达式

本节描述在 HighGo DB里可用的 SQL兼容的条件表达式。

提示:如果您的需求超过这些条件表达式的能力，您可能会希望用一种更富

表现力的编程语言写一个存储过程。

1.6.17.1 CASE

SQL CASE 表达式是一种通用的条件表达式，类似于其它语言中的 if/else

语句。

CASEWHEN condition THEN result

[WHEN ...]

[ELSE result]

END

CASE子句可以用于任何表达式可以存在的地方。每一个 condition是一个返

回 boolean结果的表达式。如果条件真，那么 CASE表达式的结果就是符合条件

的 result，并且剩下的 CASE表达式不会被处理。如果结果为假，那么以相同方

式搜寻任何随后的 WHEN 子句。 如果没有WHEN condition为真，那么 CASE

表达式的结果就是在 ELSE 子句里的 result。如果省略了 ELSE 子句且没有匹配

的条件，结果为 NULL 。

一个示例:

SELECT * FROM test;

a

---

1

2

3

SELECT a，

CASEWHEN a=1 THEN 'one'

WHEN a=2 THEN 'two'

ELSE 'other'

END

FROM test;

a |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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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one

2 | two

3 | other

所有 result表达式的数据类型都必须可以转换成单一的输出类型。参阅章节

1.7.5获取细节，下面这个简单的 CASE表达式，是上面一般形式的一个变种：

CASE expression

WHEN value THEN result

[WHEN ...]

[ELSE result]

END

先计算 expression的值，然后与所有WHEN子句里声明的 value对比，直到

找到一个相等的。如果没有找到匹配的，则返回在 ELSE 子句里的 result(或者

NULL)。这个类似于 C 里的 switch语句，上面的例子可以用简单 CASE语法来

写:

SELECT a，

CASE a WHEN 1 THEN 'one'

WHEN 2 THEN 'two'

ELSE 'other'

END

FROM test;

a | case

---+-------

1 | one

2 | two

3 | other

CASE表达式并不计算任何对于判断结果并不需要的子表达式。比如，下面

是一个可以避免被零除错误的方法:

SELECT ... WHERE CASEWHEN x <> 0 THEN y/x > 1.5 ELSE false END;

注意: 在有几种情况中一个表达式的子表达式会被计算多次，因此"CASE只

计算必要的表达式"这一原则并非不可打破。例如一个常量子表达式 1/0通常将

会在规划时导致一次除零错误，即便它位于一个执行时永远也不会进入的 CASE

分支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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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2 COALESCE

COALESCE(value[， ...])

COALESCE 返回它的第一个非 NULL 的参数值。仅当所有参数为 NULL

时返回 NULL。常用在检索显示数据时用缺省值替换 NULL。例如：

SELECT COALESCE(description， short_description， '(none)') ...

和 CASE表达式一样，COALESCE不会计算不需要用来判断结果的参数；

也就是说，在第一个非空参数右边的参数不会被计算。这个符合 SQL标准的函

数提供了与某些其它数据库系统中的 NVL和 IFNULL 类似的功能。

1.6.17.3 NULLIF

NULLIF(value1，value2)

当且仅当value1和value2相等时，NULLIF才返回NULL。否则它返回value1。

这些可以用于执行上面给出的 COALESCE例子的反例：

SELECT NULLIF(value， '(none)') ...

在这个例子中，如果 value是(none)那么返回 NULL，否则返回 value。

1.6.17.4 GREATEST和 LEAST

GREATEST(value[， ...])

LEAST(value[， ...])

GREATEST和LEAST函数从一个任意数字表达式的列表里选取最大或最小

的数值。这些表达式必须都可以转换成一个普通的数据类型，它将会是结果类型

(见章节 1.7.5获取细节)。列表中的 NULL 值将被忽略。只有所有表达式的结果

都是 NULL 的时候，结果才会是 NULL。

请注意 GREATEST和 LEAST都不是 SQL标准，但却是很常见的扩展。在

一些其它数据库中，只要任何参数为 NULL，它们结果返回 NULL，而不是仅当

所有结果为 NULL。

1.6.18 数组函数和操作符

表 1.70 显示了可以用于 array类型的操作符。

表 1.70 操作符

操作符 描述 示例 结果

= 等于 ARRAY[1.1，2.1，3.1]::int[] = ARRAY[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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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不等于 ARRAY[1，2，3] <> ARRAY[1，2，4] t

< 小于 ARRAY[1，2，3] < ARRAY[1，2，4] t

> 大于 ARRAY[1，4，3] > ARRAY[1，2，4] t

<= 小于或等于 ARRAY[1，2，3] <= ARRAY[1，2，3] t

>= 大于或等于 ARRAY[1，4，3] >= ARRAY[1，4，3] t

@> 包含 ARRAY[1，4，3] @>ARRAY[3，1] t

<@ 被包含于 ARRAY[2，7] <@ARRAY[1，7，4，2，
6]

t

&& 重叠(有共同元素) ARRAY[1，4，3] &&ARRAY[2，1] t

|| 数组与数组连接 ARRAY[1，2，3] || ARRAY[4，5，6] {1，2，3，4，
5，6}

|| 数组与数组连接 ARRAY[1，2，3] || ARRAY[[4，5，6]，[7，
8，9]]

{{1，2，3}，
{4，5，6}，{7，
8，9}}

|| 元素与数组连接 3 || ARRAY[4，5，6] {3，4，5，6}

|| 数组与元素连接 ARRAY[4，5，6] || 7 {4，5，6，7}

数组比较是使用默认的 B-Tree在元素数据类型类型上的比较函数对数组内

容按元素逐一进行。多维数组的元素按照行顺序进行访问(最后的下标变化最

快)。如果两个数组的内容相同但维数不等，那么维度信息中的第一个不同将决

定排序顺序。

参阅章节 1.5.15获取有关数组操作符行为的更多细节。

表 1.71 显示了可以用于数组类型的函数，参阅章节 1.5.15获取更多信息，

以及使用这些函数的例子。

表 1.71 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结果

array_append(any
array，
anyelement)

anyarray 向数组末尾添加元

素

array_append(ARRAY[1，
2]， 3)

{1，2，3}

array_cat(anyarra
y，anyarray)

anyarray 连接两个数组 array_cat(ARRAY[1，2，
3]， ARRAY[4，5])

{1，2，3，4，5}

array_ndims(anya int 返回数组的维数 array_ndims(ARRAY[[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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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ay) 2，3]， [4，5，6]])

array_dims(anyar
ray)

text 返回数组维数的文

本表示

array_dims(ARRAY[[1，2，
3]， [4，5，6]])

[1:2][1:3]

array_fill(anyele
ment，int[]， [，
int[]])

anyarray 返回数组初始化提

供的值和维度，可

选下界大于 1

array_fill(7， ARRAY[3]，
ARRAY[2])

[2:4]={7，7，7}

array_length(any
array，int)

int 返回所要求的数组

维度的长度

array_length(array[1，2，
3]， 1)

3

array_lower(anya
rray，int)

int 返回数组维数的下

界

array_lower('[0:2]={1，2，
3}'::int[]， 1)

0

array_position(an
yarray, anyeleme
nt [,int])

int

返回数组中第二个

参数第一次出现的

下标。 起始于第三

个参数或第一个元

素指示的元素位置

（数组必须是一维

的)

array_position(ARRAY['su
n','mon','tue','wed','thu','fri','
sat'], 'mon')

2

array_positions(a
nyarray, anyelem
ent)

int[]

返回作为第一个参

数的数组中第二个

参数出现的数组下

标（数组必须是一

维的)

array_positions(ARRAY['
A','A','B','A'], 'A')

{1,2,4}

array_prepend(an
yelement，
anyarray)

anyarray 追加一个元素在数

组开头

array_prepend(1，
ARRAY[2，3])

{1，2，3}

array_remove(an
yarray,anyelemen
t)

anyarray

从数组中删除所有

等于给定值的元素

（数组必须是一维

的）

array_remove(ARRAY[1,2
,3,2], 2)

{1,3}

array_replace(any
array,anyelement,
anyelement)

anyarray
用新值替换每个等

于给定值的数组元

素

array_replace(ARRAY[1,2,
5,4], 5, 3)

{1,2,3,4}

array_to_string(a
nyarray，text)

text 使用分隔符将数组

元素连接为字符串

array_to_string(ARRAY[1
， 2， 3]， '~^~')

1~^~2~^~3

array_upper(anya
rray，int)

int 返回数组维数的上

界

array_upper(ARRAY[1，2，
3，4]， 1)

4

cardinality(anyarr int 返回数组中的总元 cardinality(ARRAY[[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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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素数量，或者如果

数组是空的则为 0
3,4]])

string_to_array(te
xt，text)

text[] 使用指定的分隔符

把字符串分裂成数

组元素

string_to_array('xx~^~yy~
^~zz'， '~^~')

{xx，yy，zz}

unnest(anyarray) setof
anyeleme
nt

扩大阵列的行集 unnest(ARRAY[1，2]) 1

2

(2 rows)

unnest(anyarray,
anyarray[, ...])

setof
anyeleme
nt,
anyeleme
nt [, ...]

扩展多个数组（可

能是不同的类型）

到一组行。 仅在

FROM子句中允许

这样做；

unnest(ARRAY[1,2],ARR
AY['foo','bar','baz'])

1 foo

2 bar

NULL baz

(3 rows)

在 array_position 和 array_positions 中，每个数组元素与使用 IS NOT

DISTINCT FROM语法的搜索值进行比较。

在 array_position中，如果没有找到该值，则返回 NULL。

在 array_positions中，如果数组是 NULL，则返回 NULL； 如果数组中没有

找到该值，相反返回空数组。

在 string_to_array 中，如果分隔符参数是 NULL，输入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

将在结果数组中变成一个独立的元素。如果分隔符是一个空白字符串，那么整个

输入字符串将变为一个单一元素的数组。否则输入字符串将在每个分隔字符串处

分裂。

在 string_to_array中，如果省略 null字符串参数或为 NULL，输入中的子串

不会被替换成 NULL。在 array_to_string 中，如果空值串参数被忽略或者为

NULL，该数组中的任何空值元素会被简单地跳过并且不会在输出串中被表示。

注意: 在之前的版本中 string_to_array 有两个行为上的不同。第一，当输入

字符串长度为零时，它将返回一个空（零元素）数组而不是 NULL。第二，如果

分隔字符串是 NULL 时，函数分隔输入为单独的字符，而不是和以前一样返回

NULL。

也可以参阅章节 1.6.20获取关于 array_agg聚合函数使用数组的信息。

1.6.19 范围函数和操作符

参阅章节 1.5.17获取范围类型的概述。

表 1.72显示了范围类型可用的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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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2 范围操作符

操作符 描述 示例 结果

= 等于 int4range(1,5) = '[1,4]'::int4range t

<> 不等于 numrange(1.1,2.2) <> numrange(1.1,2.3) t

< 小于 int4range(1,10) < int4range(2,3) t

> 大于 int4range(1,10) > int4range(1,5) t

<= 小于或等于 numrange(1.1,2.2) <= numrange(1.1,2.2) t

>= 大于或等于 numrange(1.1,2.2) >= numrange(1.1,2.0) t

@> 包含范围 int4range(2,4) @> int4range(2,3) t

@> 包含元素 '[2011-01-01,2011-03-01)'::tsrange @>

'2011-01-10'::timestamp

t

<@ 范围包含于 int4range(2,4) <@ int4range(1,7) t

<@ 元素包含于 42 <@ int4range(1,7) f

&& 重叠 (有共同点) int8range(3,7) && int8range(4,12) t

<< 严格在左 int8range(1,10) << int8range(100,110) t

>> 严格在右 int8range(50,60) >> int8range(20,30) t

&< 没有延伸到右边 int8range(1,20) &< int8range(18,20) t

&> 没有延伸到左边 int8range(7,20) &> int8range(5,10) t

-|- 相邻 numrange(1.1,2.2) -|- numrange(2.2,3.3) t

+ 并集 numrange(5,15) + numrange(10,20) [5,20)

* 交集 int8range(5,15) * int8range(10,20) [10,15)

- 差集 int8range(5,15) - int8range(10,20) [5,10)

简单比较操作符<、 >、<=和 >=首先比较下界，并且只有在下界相等时才比

较上界。这些比较通常对范围不怎么有用，但是还是提供它们以便能够在范围上

构建 B树索引。

当涉及一个空范围时，左部/右部/相邻操作符总是返回假；即一个空范围被

认为不在任何其他范围前面或者后面。

如果结果范围可能需要包含两个分离的子范围，并和差操作符将会失败，因

为这样的范围无法被表示。

表 1.73显示了可以和范围一起使用的函数。

表 1.73 范围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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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anyrange

)

范围元素类型 范围的下界 lower(numrange(1.1,2.2)) 1.1

upper(anyrange

)

范围元素类型 范围的上界 upper(numrange(1.1,2.2)) 2.2

isempty(anyran

ge)

boolean 范围是空的? isempty(numrange(1.1,2.2)) false

lower_inc(anyr

ange)

boolean 包涵下界? lower_inc(numrange(1.1,2.2)) true

upper_inc(anyr

ange)

boolean 包含上界? upper_inc(numrange(1.1,2.2)) false

lower_inf(anyr

ange)

boolean 下界无穷? lower_inf('(,)'::daterange) true

upper_inf(anyr

ange)

boolean 上界无穷? upper_inf('(,)'::daterange) true

range_merge(a
nyrange, anyra
nge)

anyrange
最小范围其

中包含两个

给定范围

range_merge('[1,2)'::int4range,
'[3,4)'::int4range)

[1,4)

如果范围是空或者需要的界限是无穷的，lower 和 upper 函数返回 null。

lower_inc, upper_inc, lower_inf和 upper_inf函数均对空范围返回 false。

1.6.20 聚集函数

从一组输入值里计算一个结果。表 1.74 和表 1.75 显示了内建的聚集函数。

聚集函数的特殊语法在章节 1.1.2.7里解释。

表 1.74 通用聚合函数

函数 参数类型 返回类型 描述

array_agg(expres
sion)

any non-array type 参数类型的数组 输入值，包括空，连接到一

个数组

array_agg(expres
sion)

any array type
和参数数据类型

一样

级联到更高维数组的输入

数组（输入必须都具有相同

的维度，不能为空或

NULL）

avg(expression) smallint，int，bigint，
real，double
precision，numeric，

对于任何整数类

型输入，结果都是

numeric 类型。 对

所有输入值的均值(算术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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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nterval 于任何浮点输入，

结果都是 double
precision类型。否

则和输入数据类

型相同。

bit_and(expressi
on)

smallint，int，bigint，
or bit

与参数数据类型

相同

所有非 NULL 输入值的

按位与(AND)，如果全部输

入值皆为 NULL ，那么结

果也为 NULL

bit_or(expression
)

smallint，int，bigint，
or bit

与参数数据类型

相同

所有非 NULL 输入值的

按位或(OR)，如果全部输入

值皆为 NULL ，那么结果

也为 NULL

bool_and(expres
sion)

bool bool 如果所有输入值都是真，则

为真，否则为假。

bool_or(expressi
on)

bool bool 如果至少有一个输入值为

真，则为真，否则为假。

count(*) bigint 输入行数

count(expression
)

any bigint 计算所有输入行中满足

expression 不为 NULL 的

行数

every(expression
)

bool bool 等效于 bool_and

json_agg(express
ion)

any json 聚合值作为 JSON数组

jsonb_agg(expre
ssion)

any jsonb
将值聚集成一个 JSON 数

组

json_object_agg(
name,value)

(any, any) json
聚合名称/值对作为 JSON
对象

jsonb_object_ag
g(name,value)

(any, any) jsonb
将名称 /值对聚集成一个

JSON对象

max(expression) any numeric, string,
date/time, network, or
enum type, or arrays
of these types

和参数数据类型

相同

所有输入行中 expression的

最大值

min(expression) any numeric, string,
date/time, network, or
enum type, or arrays

和参数数据类型

相同

所有输入行中 expression的

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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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se types

string_agg(expre
ssion，delimiter)

(text, text) 或

(bytea, bytea)
text 输入串联成一个字符串值，

由分隔符分隔

sum(expression) smallint，int，bigint，

real ， double

precision，numeric，

or interval

对于 smallint或 int

输入，输出类型为

bigint。对于 bigint

输入， 输出类型

为 numeric， 对于

浮点数输入，输出

类 型 为 double

precision。否则和

输入数据类型相

同。

所有输入行的 expression总

和。

xmlagg(expressi
on)

xml xml 连接 XML值

请注意，除了 count以外，这些函数在没有输入行时返回 NULL 。尤其要

指出的是 sum 函数在没有输入行时返回 NULL ，而不是零。必要时可以用

coalesce把 NULL 替换成零。

注意:bool_and 和 bool_or 布尔聚合对应标准的 SQL 聚合 every 和 any 或

some。对于 any和 some，标准语法里面似乎有些内置的歧义：

SELECT b1 = ANY((SELECT b2 FROM t2 ...)) FROM t1 ...;

如果子查询返回一行有一个布尔值的结果，这里的 ANY可以被认为是引入

一个子查询，或者是作为一个聚集函数。因而标准的名称不能指定给这些聚集。

注意:在把 count 聚集应用到整个表上时，习惯于使用其他 SQL 数据管理

系统的用户可能会对它的性能感到失望。一个如下的查询：

SELECT count(*) FROM sometable;

将会要求与整个表大小成比例的工作：将需要扫描整个表或者整个包含表中

所有行的索引。

与相似的用户定义的聚集函数一样，聚集函数 array_agg、 json_agg、

jsonb_agg、 json_object_agg、jsonb_object_agg、string_agg和 xmlagg 会依赖输入

值的顺序产生有意义的不同结果值。这个顺序默认是不用指定的，但是可以在聚

集调用时使用 ORDER BY子句进行控制，显示在章节 1.1.2.7。另外，从一个排

序号的子查询来提供输入值通常会有帮助。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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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xmlagg(x) FROM (SELECT x FROM test ORDER BY y DESC) AS

tab;

但此语法在 SQL标准里不允许，不能移植到其它数据库系统。

表 1.75显示了用于统计分析的聚合函数。（这些被隔离出来是为了不和常

用聚集混淆）。其中描述提到了 N，它表示对应于所有非空输入表达式的输入行

的数目。在所有情况中，如果计算是无意义的，将会返回空值，例如当 N为零。

表 1.75 统计聚合函数

函数 参数类型 返回类型 描述

corr(Y，X)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相关系数

covar_pop(Y，X)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总体协方差

covar_samp(Y，X)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样本协方差

regr_avgx(Y，X)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自变量的平均值 (sum(X)/N)

regr_avgy(Y，X)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因变量的平均值

(sum(X)/N)。

regr_count(Y，X) double precision bigint 两个表达式都不为 NULL
的输入行数

regr_intercept(Y，
X)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根据所有输入的点(X，Y)按
照最小二乘法拟合成一个线

性方程， 然后返回该直线的

Y 轴截距

regr_r2(Y，X)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相关系数的平方

regr_slope(Y，X)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根据所有输入的点(X，Y) 按

照最小二乘法拟合成一个线

性方程，然后返回该直线的斜

率。

regr_sxx(Y，X)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sum(X^2) - sum(X)^2/N（自变

量的平方和）

regr_sxy(Y，X)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sum(X*Y) - sum(X) *
sum(Y)/N（自变量和因变量

的乘积和）

regr_syy(Y，X)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sum(Y^2) - sum(Y)^2/N（因变

量的平方和）

stddev(expression) smallint，int， 对于浮点类型的输 stddev_samp 的别名(历史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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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int，real，
double
precision， 或

numeric

入返回 double
precision，其它输入

返回 numeric。

因)

stddev_pop(expres
sion)

smallint，int，
bigint，real，
double
precision， 或

numeric

对于浮点类型的输

入返回 double
precision，其它输入

返回 numeric。

总体标准差

stddev_samp(expre
ssion)

smallint，int，
bigint，real，
double
precision， 或

numeric

对于浮点类型的输

入返回 double
precision，其它输入

返回 numeric。

样本标准差

variance(expressio
n)

smallint，int，
bigint，real，
double
precision， 或

numeric

对于浮点类型的输

入返回 double
precision，其它输入

返回 numeric。

var_samp的别名(历史原因)

var_pop(expressio
n)

smallint，int，
bigint，real，
double
precision， 或

numeric

对于浮点类型的输

入返回 double
precision，其它输入

返回 numeric。

总体方差(总体标准差的平

方)

var_samp(expressi
on)

smallint，int，
bigint，real，
double
precision， 或

numeric

对于浮点类型的输

入返回 double
precision，其它输入

返回 numeric。

样本方差(样本标准差的平

方)

下表 1.76中显示了一些使用 顺序集聚合语法的聚合函数。这些函数有时被

称为 "逆分布"函数。

表 1.76 顺序集聚合函数

函数
直接参数

类型

聚合的参数

类型

返回类

型
描述

mode() WITHIN GROUP
(ORDER BYsort_expression)

任意可排序

类型

和排序

表达式

返回最频繁的输入值（如

果有多个相同频繁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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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直接参数

类型

聚合的参数

类型

返回类

型
描述

相同 果，则返回第一个）

percentile_cont(fraction)
WITHIN GROUP (ORDER
BY sort_expression)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或
interval

和排序

表达式

相同

连续的百分位：返回一个

值对应于排序中指定的

分数， 如果需要，插入

到临近的输入项之间。

percentile_cont(fractions)
WITHIN GROUP (ORDER
BYsort_expression)

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或
interval

排序表

达式的

数组的

类型

多个连续的百分位：返回

结果的数组，匹配

fractions参数的模型，每

个非空元素被对应于该

百分位的值替代

percentile_disc(fraction)
WITHIN GROUP (ORDER
BY sort_expression)

double
precision

任意可排序

类型

和排序

表达式

相同

不连续的百分位：返回第

一个在排序位置中等于

或超过指定分数的输入

值

percentile_disc(fractions)
WITHIN GROUP (ORDER
BYsort_expression)

double
precision[]

任意可排序

类型

排序表

达式数

组的类

型

多个不连续的百分位：返

回一个结果数组，匹配

fractions参数的模型，每

个非空元素被对应于该

分数的输入值替代

所有在上表中的聚集会忽略它们的已排序输入中的空值。对那些有一个

fraction参数的聚集来说，该分数值必须位于 0和 1之间，否则会抛出错误。不

过，一个空分数值会产生一个空结果。

下面表 1.77列出的每个聚合都和 1.6.20中定义的相同名称的窗口函数关联。

在每种情况中，聚集结果的计算方法是：假设根据 args构建的"假想"行已经被增

加到从 sorted_args计算得到的已排序行分组中，然后用相关联的窗口函数针对该

行返回的值就是聚集的结果。

表 1.77 假想集聚合函数

函数 直接参数类型 聚合的参数类型 返回类型 描述

rank(args) WITHIN GROUP
(ORDER BY sorted_args)

VARIADIC "any" VARIADIC "any" bigint 假 设 行 的

排列，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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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直接参数类型 聚合的参数类型 返回类型 描述

的 行 为 空

白

dense_rank(args) WITHIN
GROUP (ORDER
BYsorted_args)

VARIADIC "any" VARIADIC "any" bigint
假设行的

排列，没有

空白

percent_rank(args) WITHIN
GROUP (ORDER
BYsorted_args)

VARIADIC "any" VARIADIC "any"
double
precision

假设行的

相对排列，

从 0到 1

cume_dist(args) WITHIN
GROUP (ORDER
BYsorted_args)

VARIADIC "any" VARIADIC "any"
double
precision

假设行的

相对排列，

从 1/N到 1

对于每个这些假想集聚合， args 中给出的直接参数列表必须匹配

sorted_args中给出的聚合参数的数量和类型。与大部分的内建聚集不同，这些聚

集并不严格，即它们不会丢弃包含空值 的输入行。空值的排序根据 ORDER BY

子句中指定的规则进行。

如下表分组操作。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GROUPING(args...) integer 整数位掩码表示当前分组集中不包含的参数

分组操作与分组集合一起区分结果行。这个 GROUPING操作的参数实际上

并没有进行评估，但它们必须完全匹配关联查询级别的 GROUP BY子句中的表

达式。Bit连同最右边参数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如果对应的表达式被包含在分组

集生成的结果行的分组条件中，那么每位是 0，如果不是，则为 1。比如：

=> SELECT * FROM items_sold;

make | model | sales

-------+-------+--------------

Foo | GT | 10

Foo | Tour | 20

Bar | City | 15

Bar | Sport | 5

(4 rows)

=> SELECT make, model, GROUPING(make,model), sum(sal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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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_sold GROUP BY ROLLUP(make,model);

make | model | grouping | sum

-------+-------+----------+---------------

Foo | GT | 0 | 10

Foo | Tour | 0 | 20

Bar | City | 0 | 15

Bar | Sport | 0 | 5

Foo | | 1 | 30

Bar | | 1 | 20

| | 3 | 50

(7 rows)

1.6.21 窗口函数

窗口函数提供在与当前查询行相关的行集合上执行计算的能力。

表 1.78列出了内建的窗口函数。注意必须使用窗口函数的语法调用这些函

数；一个 OVER子句是必需的。

除了这些函数外，任何内建的或用户定义的聚合函数都可以作为窗口函数

（见章节 1.6.20关于内建聚合函数的列表）。仅当调用跟着 OVER子句的聚合

函数，作为窗口函数；否则它们作为常规的聚合。

表 1.78 通用窗口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row_number() bigint 在其分区中的当前行号，从 1计

rank() bigint 有间隔的当前行排名；与 row_number同行之首相同

dense_rank() bigint 没有间隔的当前行排名；这个函数计数对等组。

percent_rank() double
precision

当前行的相对排名：(rank- 1) / (总行数 - 1)

cume_dist() double
precision

当前行的相对排名：(前面的行数或与当前行同行)/(总行

数)

ntile(num_buck
etsinteger)

integer 从 1到参数值的整数范围，划分尽可能相等段。

lag(valueany [，
offsetinteger[，
defaultany]])

和 value 类型

相同

返回 value，它在分区内当前行的之前 offset个位置的行

上计算；如果没有这样的行，返回 default替代。 (作为

value必须是相同类型)。offset和 default都是当前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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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如果忽略了，则 offset默认是 1，default默认是

null。

lead(valueany [
，offsetinteger[，
defaultany]])

和 value 类型

相同

返回 value，它在分区内当前行的之后 offset个位置的行

上计算；如果没有这样的行，返回 default替代。(作为

value必须是相同类型)。offset和 default都是当前行计算

的结果。如果忽略了，则 offset默认是 1，default默认是

null。

first_value(valu
eany)

和 value 类型

相同

返回窗口第一行的 value 字段值。

last_value(value
any)

和 value 类型

相同

返回窗口最后一行的 value字段值。

nth_value(value
any，nthinteger)

和 value 类型

相同

返回窗口第 nth行的 value 字段值（行从 1计数）；没有

这样的行则 null。

在表 1.78列出的所有函数都依赖于相关窗口定义的 ORDER BY子句指定的

排序顺序。在 ORDER BY排序中不能区分的行被称为是同等行。定义的这四个

排名函数，对于任何两个同等行的答案相同。

注意 first_value、last_value和 nth_value只考虑"窗口帧"内的行，它默认情况

下包含从分区的开始行直到当前行的最后一个同等行。这对 last_value可能不会

给出有用的结果，有时对 nth_value也一样。你可以通过向 OVER子句增加一个

合适的帧声明（RANGE或 ROWS）来重定义帧。

当一个聚集函数被用作窗口函数时，它将在当前行的窗口帧内的行上聚集。

一个使用 ORDER BY 和默认窗口帧定义的聚集产生一种"运行时求和"类型的行

为，这可能是或者不是想要的结果。为了获取在整个分区上的聚集，忽略 ORDER

BY 或 者 使 用 ROWS BETWEEN UNBOUNDED PRECEDING AND

UNBOUNDED FOLLOWING。其它窗口帧声明可以用来获得其它的效果。

注意: SQL 标准为 lead、lag、first_value、last_value 和 nth_value 定义了 一

个 RESPECT NULLS或 IGNORE NULLS选项。

1.6.22 子查询表达式

本节描述 HighGo DB 里与 SQL 兼容的子查询表达式。所有本节中的表达式都

返回布尔值(真/假)结果。

1.6.22.1 EXISTS

EXISTS (sub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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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S的参数是一个任意的 SELECT语句，或者说子查询。系统对子查询

进行运算以判断它是否返回行。如果它至少返回一行，那么 EXISTS的结果就为

"真"；如果子查询没有返回行，那么 EXISTS的结果是"假"。

子查询可以引用来自周围的查询的变量，这些变量在该子查询的任何一次计

算中都起常量的作用。

这个子查询通常只是运行到能判断它是否可以返回至少一行为止，而不是等

到全部结束。在这里写任何有副作用的子查询都是不明智的（例如调用序列函

数）；这些副作用是否发生是很难判断的。

因为结果只取决于是否会返回行，而不取决于这些行的内容，所以这个子查

询的输出列表通常是无关紧要的。一个常用的编码习惯是用 EXISTS(SELECT 1

WHERE ...)的形式写所有的 EXISTS测试。不过这条规则有例外，例如那些使用

INTERSECT的子查询。

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类似在 col2上的一次内联接，但是它为每个 tab1的行

生成最多一个输出，即使存在多个匹配 tab2的行也如此∶

SELECT col1

FROM tab1

WHERE EXISTS (SELECT 1 FROM tab2 WHERE col2 = tab1.col2);

1.6.22.2 IN

expression IN (subquery)

右边是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子查询，它必须只返回一个字段。左边表达式对

子查询结果的每一行进行一次计算和比较。如果找到任何相等的子查询行，则 IN

结果为“真”。如果没有找到任何相等行，则结果为“假”(包括子查询没有返

回任何行的情况)。

请注意，如果左边表达式的值为 NULL ，或者没有相等的右边值并且至少

有一个右边行生成 NULL ，那么 IN的结果将是 NULL ，而不是假。这个行为

遵照 SQL 处理布尔值和 NULL 组合时的规则。

和 EXISTS一样，假设完全运行子查询是不明智的。

row_constructor IN (subquery)

这种形式的 IN的左边是一个行构造器，右边是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子查询，

它必须返回和左边行构造器一样多的字段。左边表达式对子查询结果的每一行进

行一次计算和比较。如果找到任意相等的子查询行，则 IN 结果为"真"。如果没

有找到任何相等行，则结果为"假"(包括子查询没有返回任何行的情况)。

通常，表达式或者子查询行里的空值是按照 SQL布尔表达式的一般规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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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组合的。如果两个行对应的成员都非空并且相等，那么认为这两行相等；如果

任意对应成员为非空且不等，那么这两行不等；否则这样的行比较的结果是未知

（空值）。如果所有行的结果要么是不等，要么是空值，并且至少有一个空值，

那么 IN的结果是空值。

1.6.22.3 NOT IN

expression NOT IN (subquery)

右边是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子查询，它必须只返回一个字段。左边表达式对

子查询结果的每一行进行一次计算和比较。 如果只找到不相等的子查询行(包括

子查询没有返回任何行的情况)，则 NOT IN结果为"真"。如果找到任何相等行，

则结果为"假"。

请注意，如果左边表达式的值为 NULL ，或者没有相等的右边值并且至少

有一个右边行生成 NULL ，那么 NOT IN 的结果将是 NULL ，而不是真。这个

行为遵照 SQL 处理布尔值和 NULL 组合时的规则

和 EXISTS一样，假设完全运行子查询是不明智的。

row_constructor NOT IN (subquery)

这种形式的 NOT IN 左边是一个行构造器，右边是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子查

询，它必须返回和左边行构造器一样多的字段。左边表达式对子查询结果的每一

行进行一次计算和比较。如果只出现不相等的子查询行，则NOT IN结果为"true"。

(包括子查询没有返回任何行的情况)。如果找到相等的子查询行，则结果为

"false"。

通常，表达式或者子查询行里的空值是按照 SQL 布尔表达式的一般规则进

行组合的。如果两个行对应的成员都非空并且相等，那么认为这两行相等；如果

任意对应成员为非空且不等，那么这两行不等；否则这样的行比较的结果是未知

（空值）。如果所有行的结果要么是不等，要么是空值，并且至少有一个空值，

那么 NOT IN 的结果是空值。

1.6.22.4 ANY/SOME

expression operator ANY (subquery)

expression operator SOME (subquery)

右边是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子查询，它必须只返回一个字段。左边表达式使

用 operator对子查询结果的每一行进行一次计算和比较，其结果必须是布尔值。

如果至少获得一个真值，则 ANY结果为"true"。如果没有找到真值结果，则结果

是"false"(包括子查询没有返回任何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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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是 ANY的同义词。IN 等效于 =ANY。

请注意如果没有任何成功并且至少有一个右手边行为该操作符结果生成空

值，那么 ANY结构的结果将是空值，而不是假。这个行为是遵照 SQL 处理空

值布尔组合的一般规则制定的。

和 EXISTS一样，假设完全运行子查询是不明智的。

row_constructor operator ANY (subquery)

row_constructor operator SOME (subquery)

左边是一个行构造器(如章节 1.1.2.12所述)，右边是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子

查询，它必须返回和左边行构造器一样多的字段。左手边表达式将被计算并使用

给出的操作符对子查询结果逐行进行比较。如果比较为任何子查询行返回真，则

ANY的结果为"真"。如果比较对每一个子查询行都返回假，则结果为"假"（包括

子查询不返回行的情况）。如果比较不对任何行返回真并且至少对一行返回

NULL，则结果为 NULL。

1.6.22.5 ALL

expression operator ALL (subquery)

ALL 的这种形式的右手边是一个圆括弧括起来的子查询，它必须只返回一

列。左手边表达式将被计算并使用给出的 操作符对子查询结果逐行进行比较。

该操作符必须生成布尔结果。如果所有行得到真（包括子查询没有返回任何行的

情况），ALL的结果就是"真"。如果没有存在任何假值结果，那么结果是"假"。

如果比较为任何行都不返回假并且对至少一行返回 NULL，则结果为 NULL。

NOT IN 等效于<> ALL。

和 EXISTS一样，假设完全运行子查询是不明智的。

row_constructor operator ALL (subquery)

ALL 的这种形式的左边是一个行构造器，右边是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子查

询，它必须返回和左边行构造器一样多的字段。左手边表达式将被计算并使用给

出的操作符对子查询结果逐行进行比较。如果对所有子查询行该比较都返回真，

那么 ALL 的结果就是"真"（包括子查询没有返回任何行的情况）。如果对任何

子查询行比较返回假，则结果为"假"。如果比较对任何子查询行都不返回假并且

对至少一行返回 NULL，则结果为 NULL。

1.6.22.6 逐行比较

row_constructor operator (subquery)

左边是一个行构造器，右边是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子查询，它必须返回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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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行构造器一样多的字段。而且，该子查询不能返回超过 1 行结果(返回零行相

当于 NULL)。左手边被计算并逐行与右手边的子查询结果行比较。

1.6.23 行和数组比较

本节描述几个特殊的结构，用于在多组值之间进行多重比较。这些形式语法

上和上一节的子查询形式相关，但是不涉及子查询。这种形式涉及的数组子表达

式是 HighGo DB的扩展； 其它的是 SQL兼容的。所有本节记录的表达式形式

都返回布尔值(真/假)。

1.6.23.1 IN

expression IN (value[， ...])

右边是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标量列表。如果左边的表达式结果等于任何右边

表达式中的一个，结果为真"true"。它是下面这种方式的缩写：

expression=value1

OR

expression=value2

OR

...

请注意，如果左边表达式的值为 NULL ，或者没有相等的右边值并且至少

有一个右边表达式的值为 NULL ，那么 IN的结果将是 NULL ，而不是假。这

个行为遵照 SQL 处理空值的布尔组合的一般规则。

1.6.23.2 NOT IN

expression NOT IN (value[， ...])

右边是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标量列表。如果左边的表达式结果不等于任何右

边表达式， 结果为真"true"。它是下面这种方式的缩写：

expression<>value1

AND

expression<>value2

AND

...

请注意如果左边表达式得到空值，或者没有相等的右边值并且至少有一个右

边的表达式得到空值，那么 NOT IN 结构的结果将为空值，而不是我们可能天真

地认为的真值。这符合 SQL 处理空值的布尔组合的一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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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x NOT IN y在所有情况下都等效于 NOT (x IN y)。但是，在处理空值

的时候，用 NOT IN 比用 IN 更可能迷惑新手。最好尽可能用正逻辑来表达你的

条件。

1.6.23.3 ANY/SOME(array数组)

expression operator ANY (array expression)

expression operator SOME (array expression)

右手边是一个圆括弧包围的表达式，它必须得到一个数组值。左手边表达式

被计算并且使用给出的操作符对数组的每个元素进行比较，这个操作符必须得到

布尔结果。如果得到了任何真值结果，那么 ANY的结果是"真"。 如果没有找到

真值结果（包括数组只有零个元素的情况），那么结果是"假"。

如果数组表达式得到一个空数组，ANY的结果将为空值。如果左边的表达

式得到空值，ANY 通常是空值（尽管一个非严格比较操作符可能得到一个不同

的结果）。另外，如果右边的数组包含任何空值元素或者没有得到真值比较结果，

ANY的结果将是空值而不是假（再次，假设是一个严格的比较操作符）。这符

合 SQL 对空值的布尔组合的一般规则。

SOME是 ANY的同义词。

1.6.23.4 ALL(array数组)

Expression operator ALL (array expression)

右边是一个圆括弧包围的表达式，它必须得到一个数组值。左边表达式将被

计算并使用给出的操作符与数组的每个元素进行比较，这个操作符必须得到一个

布尔结果。如果所有比较都得到真值结果，那么 ALL 的结果是 "真"（包括数组

只有零个元素的情况）。如果有任何假值结果，那么结果是"假"。

如果数组表达式得到一个空数组，ALL 的结果将为空值。如果左边的表达

式得到空值，ALL 通常是空值（尽管一个非严格比较操作符可能得到一个不同

的结果）。另外，如果右边的数组包含任何空值元素或者没有得到假值比较结果，

ALL 的结果将是空值而不是真（再次，假设是一个严格的比较操作符）。这符

合 SQL 对空值的布尔组合的一般规则。

1.6.23.5 行构造器比较

row_constructor operator row_constructor

两边都是一个章节 1.1.2.12所述的行构造器； 两个行的字段数必须相同。

两边都被计算并且逐行比较。当操作符是 =、 <>、 < <=、 >、 >=时，允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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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构造器比较。每个行元素必须是有缺省 B-tree操作符类的类型，否则尝试比

较可能会产生错误。

注意:如果比较使用较早的字段解决，那么与元素的数量或类型相关的错误

可能不会发生。

=和<>情况略有不同。如果两行的所有对应成员都是非空且相等则这两行被

认为相等；如果任何对应成员是非空但是不相等则这两行不相等；否则行比较的

结果为未知（空值）。

对于<、<=、>和>=情况，行元素被从左至右比较，在找到一处不等的或为

空的元素对就立刻停下来。如果这一对元素都为空值，则行比较的结果为未知（空

值）；否则这一对元素的比较结果决定行比较的结果。例如，ROW(1,2,NULL) <

ROW(1,3,0)得到真，而不是空值，因为第三对元素并没有被考虑。

row_constructor IS DISTINCT FROM row_constructor

这个构造类似于<>行比较，但是它对 NULL 输入不生成 NULL ，任何空

值被认为和任何非空值不相等（有区别），并且任意两个空值被认为相等（无区

别）。因此结果将总是为真或为假，永远不会是空值。

row_constructor IS NOT DISTINCT FROM row_constructor

这个构造类似于=行比较，但是它对于空值输入不会得到空值。任何空值被

认为和任何非空值不相等（有区别），并且任意两个空值被认为相等（无区别）。

因此结果将总是为真或为假，永远不会是空值。

1.6.23.6复合类型比较

record operator record

SQL 规范要求在结果依赖于比较两个 NULL 值或者一个 NULL 与一个非

NULL 时逐行比较返回 NULL。只有在比较两个行构造器的结果或者比较一个

行构造器与一个子查询的输出时才这样做。在其他比较两个组合类型值的环境

中，两个 NULL 域值被认为相等，并且一个 NULL 被认为大于一个非 NULL。

为了得到组合类型的一致的排序和索引行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每一边都会被计算并且它们会被逐行比较。当操作符是 =、<>、<、<=、>

或者 >=时或者具有与这些类似的语义时，允许组合类型的比较（更准确地说，

如果一个操作符是一个 B 树操作符类的成员，或者是一个 B 树操作符类的=成

员的否定词，它就可以是一个行比较操作符）。上述操作符的行为与用于行构造

器的 IS [ NOT ] DISTINCT FROM相同。

为了支持包含无默认 B 树操作符类的元素的行匹配，为组合类型比较定义

了下列操作符： *=, *<>, *<, *<=, *>, and *>=. 这些操作符比较两行的内部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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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达。即使两行用相等操作符的比较为真，两行也可能具有不同的二进制表达。

行在这些比较操作符之下的排序是决定性的，其他倒没什么意义。这些操作符在

内部被用于物化视图并且可能对其他如复制之类的特殊功能有用，但是它们并不

打算用在书写查询这类普通用途中。

1.6.24 返回集合的函数

本节描述那些可能返回多于一行的函数。目前这个类型的函数只有序列号生

成函数，如表 1.79所述。

表 1.79 序列号生成函数

函数 参数类型 返回类型 描述

generate_series(sta
rt，stop)

Int，bigint或者

numeric
setof int或 setof bigint或
者 setof numeric (与参数

类型相同)

生成一个数值序列，从

start到 stop，步长为

1 。

generate_series(sta
rt，stop，step)

Int,bigint或者

numeric
setof int或 setof bigint或
者 setof numeric (与参

数类型相同))

生成一个数值序列，从

start到 stop，步长为

step。

generate_series(sta
rt，stop，step
interval)

timestamp或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setof timestamp或 setof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与参数类型相同)

生成一个数值序列，从

start到 stop，步长为

step。

如果 step是正数且 start大于 stop， 那么返回零行。相反，如果 step是负数

且 start小于 stop，那么也返回零行。如果输入是 NULL，同样产生零行。step为

零则是一个错误。下面是一些例子：

SELECT * FROM generate_series(2，4);

generate_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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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3 rows)

SELECT * FROM generate_series(5，1，-2);

generate_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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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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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rows)

SELECT * FROM generate_series(4，3);

generate_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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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rows)

SELECT generate_series(1.1, 4, 1.3);

generate_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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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4

3.7

(3 rows)

-- 这个例子依赖于日期+整数操作符

SELECT current_date + s.a AS dates FROM generate_series(0，14，7) AS s(a);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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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2-05

2004-02-12

2004-02-19

(3 rows)

SELECT * FROM generate_series('2008-03-01 00:00'::timestamp，

'2008-03-04 12:00'， '10 hours');

generate_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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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01 00:00:00

2008-03-01 10:00:00

2008-03-01 20:00:00

2008-03-02 06:00:00

2008-03-02 16:00:00

2008-03-03 02:00:00

2008-03-03 12:00:00

2008-03-03 22:00:00

2008-03-04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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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ows)

表 1.80 下标生成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generate_subscripts(array
anyarray，dim int)

setof int 生成一个级数组成给定数组的下标

generate_subscripts(array
anyarray，dim int，reverse boolean)

setof int 生成一个级数组成给定数组的下标。当

reverse为真，级数以逆序返回

generate_subscripts 是一个快捷函数，它为给定数组的指定维度生成一组合

法的下标。对于不具有请求维度的数组返回零行，对于 NULL 数组也返回零行

（但是会对 NULL数组元素返回合法的下标）。下面是一些例子：

-- 基本使用

SELECT generate_subscripts('{NULL,1,NULL,2}'::int[], 1) AS s;

s

---

1

2

3

4

(4 rows)

-- 表示一个数组，下标和被下标的值需要一个子查询

SELECT * FROM array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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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00,200,300}

(2 rows)

SELECT a AS array, s AS subscript, a[s] AS value

FROM (SELECT generate_subscripts(a, 1) AS s, a FROM arrays) foo;

array | subscript | 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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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1 | -1

{-1,-2} | 2 | -2

{100,200,300} | 1 | 100

{100,200,300} | 2 | 200

{100,200,300} | 3 | 300

(5 rows)

-- 平面化一个 2D 数组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unnest2(anyarray)

RETURNS SETOF anyelement AS $$

select $1[i][j]

from generate_subscripts($1,1) g1(i),

generate_subscripts($1,2) g2(j);

$$ LANGUAGE sql IMMUTABLE;

CREATE FUNCTION

SELECT * FROM unnest2(ARRAY[[1,2],[3,4]]);

unnest2

---------

1

2

3

4

(4 rows)

当 FROM子句中的一个函数带有WITH ORDINALITY前缀时，一个 bigint

字段添加到输出中，该字段从 1开始增长，步长为 1。 这在设置返回函数比如

unnest()的情况下非常有用。

-- set returning function WITH ORDINALITY

SELECT * FROM pg_ls_dir('.') WITH ORDINALITY AS t(ls,n);

ls | n

-----------------+----

pg_serial | 1

pg_twophase | 2

postmaster.opts | 3

pg_notify | 4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294

postgresql.conf | 5

pg_tblspc | 6

logfile | 7

base | 8

postmaster.pid | 9

pg_ident.conf | 10

global | 11

pg_xact | 12

pg_snapshots | 13

pg_multixact | 14

PG_VERSION | 15

pg_wal | 16

pg_hba.conf | 17

pg_stat_tmp | 18

pg_subtrans | 19

(19 rows)

1.6.25 系统信息函数

表 1.81显示了几个提取会话及系统信息的函数

另外在本节所列出的函数，有一些函数有关统计系统，也提供系统信息。

表 1.81 会话信息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current_catalog name 当前数据库名（在SQL标准里叫"catalog"）

current_database() name 当前数据库名

current_query() text
当前正在执行的查询的文本，和客户端提

交的一样（可能包含多于一个语句）

current_schema[()] name 当前模式名

current_schemas(boolean) name[] 搜索路径中的模式名称，包括可选的隐式

模式

current_user name 当前执行环境下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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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t_client_addr() inet 连接的远端地址

inet_client_port() int 连接的远端端口

inet_server_addr() inet 连接的本地地址

inet_server_port() int 连接的本地端口

pg_backend_pid() int 与当前会话关联的服务器进程的进程 ID

pg_blocking_pids(int) int[] 阻塞指定服务器进程 ID 的进程 ID

pg_conf_load_tim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配置加载时间

pg_is_other_temp_schema(oid) boolean 模式是另一个会话的临时模式吗？

pg_listening_channels() setof text 会话当前正在监听的频道名称

pg_notification_queue_usage() double 异步通知队列当前被占用的分数（0-1）

pg_my_temp_schema() oid 会话的临时模式的 OID，如果没有则为 0

pg_postmaster_start_tim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服务器启动时间

pg_trigger_depth() int
触发器的当前嵌套层次（如果没有调用则

为 0，直接或间接，从一个触发器内部开

始）

session_user name 会话用户名

user name 等价于 current_user

version() text HighGo DB版本信息

注意:current_catalog，current_schema，current_user，session_user 和 user 在

SQL 有特殊的语法：调用他们后面必须不加括号。（在 HighGo DB，

current_schema括号是可选的，但是其它的不是。）

session_user通常是连接当前数据库的初始用户，不过超级用户可以用 SET

SESSIONAUTHORIZATION 修改这个设置。current_user是用于权限检查的用户

标识。通常，它总是等于会话用户，但是可以通过 SET ROLE改变它。在函数执

行的过程中随着属性 SECURITY DEFINER的改变，其值也会改变。用 Unix 术

语来说，会话用户是“真实用户”，而当前用户是“有效用户”。

current_schema 返回在搜索路径前端的模式名称(如果搜索路径为空则返回

NULL)。 如果创建表或者其它命名对象时没有声明目标模式，那么它将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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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象的模式。current_schemas(boolean)返回一个搜索路径中所有模式名称的

数组。布尔选项决定像 pg_catalog这样隐含包含的系统模式是否包含在返回的搜

索路径中。

注意:搜索路径可以通过运行时设置更改。命令是：

SET search_path TO schema[，schema， ...]

pg_listening_channels返回当前会话正在监听的一组信道名称。

inet_client_addr返回当前客户端的 IP地址，而 inet_client_port则返回当前客

户端的端口号。inet_server_addr 返回服务器接收当前连接用的 IP 地址，而

inet_server_port返回接收当前连接的端口号。如果是通过 Unix域套接字连接的，

那么所有这些函数都返回 NULL 。

pg_blocking_pids返回一个进程 ID 的数组，数组中的进程中的会话阻塞了

指定进程 ID 所代表的服务器进程， 如果指定的服务器进程不存在或者没有被

阻塞则返回空数组。如果一个进程持有与另一个进程加锁请求冲突的锁（硬锁），

或者前者正在等待一个与后者加锁请求冲突的锁并且前者在该锁的等待队列中

位于后者的前面（软锁），则前者会阻塞后者。在使用并行查询时， 这个函数

的结果总是会列出客户端可见的进程 ID（即 pg_backend_pid 的结果），即便实

际的锁是由工作者进程所持有或者等待也是如此。 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结果中

可能会有很多重复的 PID。 还要注意当一个预备事务持有一个冲突锁时， 这个

函数的结果中它将被表示为一个为零的进程 ID。对这个函数的频繁调用可能对

数据库性能有一些影响， 因为它需要短时间地独占访问锁管理器的共享状态。

pg_my_temp_schema返回当前会话的临时模式 OID ，如果没有使用临时模

式（因为它没有创建任何临时表）则返回零。如果给定的 OID 是另一个会话的

临时模式的 OID，则 pg_is_other_temp_schema 返回真（这是有用的，例如，要

将其他会话的临时表从一个目录显示中排除）。

pg_postmaster_start_time返回服务器启动时的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pg_conf_load_time返回最后载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时间戳。（如果当前会话时

还活动，将是当前会话本身重新读取配置文件的时间，所以读取的时间会在不同

的会话中稍微有所不同。否则，它是 postmaster进程重新读取配置文件的时间。）

version返回一个描述 HighGo DB服务器版本信息的字符串。

表 1.82列出那些允许用户在程序里查询对象访问权限的函数。

表 1.82 访问权限查询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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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_any_column_privilege(user, table, privilege) boolean 用户有没有表中任意列上的权限

has_any_column_privilege(table, privileg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表中任意列上的

权限

has_column_privilege(user, table, column, privil
ege)

boolean 用户有没有列的权限

has_column_privilege(table, column, privileg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列的权限

has_database_privilege(user, database, privilege) boolean 用户有没有数据库的权限

has_database_privilege(database, privileg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数据库的权限

has_foreign_data_wrapper_privilege(user, fdw, p
rivilege)

boolean
用户有没有外部数据包装器上的

权限

has_foreign_data_wrapper_privilege(fdw, privile
g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外部数据包装器

上的权限

has_function_privilege(user, function, privilege) boolean 用户有没有函数上的权限

has_function_privilege(function, privileg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函数上的权限

has_language_privilege(user, language, privilege
)

boolean 用户有没有语言上的权限

has_language_privilege(language, privileg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语言上的权限

has_schema_privilege(user, schema, privilege) boolean 用户有没有模式上的权限

has_schema_privilege(schema, privileg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模式上的权限

has_sequence_privilege(user, sequence, privilege
)

boolean 用户有没有序列上的权限

has_sequence_privilege(sequence, privileg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序列上的权限

has_server_privilege(user, server, privilege) boolean 用户有没有外部服务器上的权限

has_server_privilege(server, privileg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外部服务器上的

权限

has_table_privilege(user, table, privilege) boolean 用户有没有表上的权限

has_table_privilege(table, privileg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表上的权限

has_tablespace_privilege(user, tablespace, privile
ge)

boolean 用户有没有表空间上的权限

has_tablespace_privilege(tablespace, privileg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表空间上的权限

pg_has_role(user, role, privilege) boolean 用户有没有角色上的权限

pg_has_role(role, privileg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角色上的权限

row_security_active(table) boolean
当前用户有没有表上的行级安全

性

has_table_privilege 判断一个用户是否可以用某种特定的方式访问一个表。

该用户可以通过名称或者 OID（pg_authid.oid） 来指定，也可以用 public 表示

PUBLIC 伪角色。如果省略该参数，则使用 current_user。该表可以通过名称或

者 OID 指定（因此，实际上有六种 has_table_privilege的变体，我们可以通过它

们的参数数目和类型来区分它们）。如果用名称指定，那么在必要时该名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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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模式限定的。所希望的权限类型是用一个文本串来指定的，它必须是下面的几

个值之一：SELECT、INSERT、UPDATE、DELETE、TRUNCATE、REFERENCES

或 TRIGGER。WITH GRANT OPTION可以被选择增加到一个权限类型来测试是

否该权限是使用转授选项得到。另外，可以使用逗号分隔来列出多个权限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具有其中之一的权限则结果为真（权限字符串的大小写并不重

要，可以在权限名称之间出现额外的空白，但是在权限名内部不能有空白）。一

些例子：

SELECT has_table_privilege('myschema.mytable'， 'select');

SELECT has_table_privilege('joe'， 'mytable'， 'INSERT， SELECT WITH

GRANT OPTION');

has_sequence_privilege检查一个用户是否能以某种特定方式访问一个序列。

它的参数可能性和 has_table_privilege 相似。所希望测试的访问权限类型必须是

下列之一：USAGE、SELECT或 UPDATE。

has_any_column_privilege 检查一个用户是否能以特定方式访问一个表的任

意列。其参数可能性和 has_table_privilege 类似，除了所希望的访问权限类型必

须是下面值的某种组合：SELECT、INSERT、UPDATE或 REFERENCES。注意

在表层面上具有这些权限的任意一个都会隐式地把它授权给表中的每一列，因此

如果 has_table_privilege对同样的参数返回真则 has_any_column_privilege将总是

返 回 真 。 但 是 如 果 在 至 少 一 列 上 有 一 个 该 权 限 的 列 级 授 权 ，

has_any_column_privilege也会成功。

has_column_privilege 检查一个用户是否能以特定方式访问一个列。它的参

数可能性与 has_table_privilege类似，并且列还可以使用名称或者属性号来指定。

希望的访问权限类型必须是下列值的某种组合：SELECT、INSERT、UPDATE

或 REFERENCES。注意在表级别上具有这些权限中的任意一种将会隐式地把它

授予给表上的每一列。

has_database_privilege检查一个用户是否能以特定方式访问一个数据库。它

的参数可能性类似 has_table_privilege。希望的访问权限类型必须是以下值的某种

组合：CREATE、CONNECT、TEMPORARY或 TEMP（等价于 TEMPORARY）。

has_function_privilege检查一个用户是否能以特定方式访问一个函数。其参

数可能性类似 has_table_privilege。在用一个文本串而不是 OID 指定一个函数

时，允许的输入和 regprocedure 数据类型一样。希望的访问权限类型必须是

EXECUTE。一个例子：

SELECT has_function_privilege('joeuser', 'myfunc(int, text)', 'execute');

has_foreign_data_wrapper_privilege 检查一个用户是否能以特定方式访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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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外部数据包装器。它的参数可能性类似于 has_table_privilege。希望的访问权限

类型必须是 USAGE。

has_language_privilege检查一个用户是否可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访问一个过

程语言。其参数可能性类似 has_table_privilege。希望的访问权限类型必须是

USAGE。

has_schema_privilege 检查一个用户是否可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访问一个模

式。其参数可能性类似 has_table_privilege。希望的访问权限类型必须是 CREATE

或 USAGE。

has_server_privilege检查一个用户是否可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访问一个外部

服务器。其参数可能性类似 has_table_privilege。希望的访问权限类型必须是

USAGE。

has_tablespace_privilege 检查一个用户是否可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访问一个

表空间。其参数可能性类似 has_table_privilege。希望的访问权限类型必须是

CREATE。

pg_has_role 检查一个用户是否可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访问一个角色。其参

数可能性类似 has_table_privilege，除了 public不能被允许作为一个用户名。希望

的访问权限类型必须是下列值的某种组合：MEMBER或 USAGE。MEMBER表

示该角色中的直接或间接成员关系（即使用 SET ROLE 的权力），而 USAGE表

示不做 SET ROLE的情况下该角色的权限是否立即可用。

row_security_active检查行级安全是否对 current_user以及环境上下文中的指

定表是活跃的。通过名称或者 OID指定表。

表 1.83显示了那些判断一个对象是否在当前模式搜索路径中可见的函数。

例如，如果一个表所在的模式在当前搜索路径中并且在它之前没有出现过相同的

名称，这个表就被说是可见的。这等价于在语句中表可以被用名称引用但不加显

式的模式限定。要列出所有可见表的名称：

SELECT relname FROM pg_class WHERE pg_table_is_visible(oid);

表 1.83 模式可见性查询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collation_is_visible(collation_oid) boolean 排序规则在搜索路径中可见吗？

pg_conversion_is_visible(conversion_oid) boolean 该转换是否在搜索路径中可见

pg_function_is_visible(function_oid) boolean 该函数是否在搜索路径中可见

pg_opclass_is_visible(opclass_oid) boolean 操作符类在搜索路径中可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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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opfamily_is_visible(opclass_oid) boolean 操作符族在搜索路径中可见吗？

pg_table_is_visible(table_oid) boolean 该表是否在搜索路径中可见

pg_ts_config_is_visible(config_oid) boolean 该文本检索配置是否在搜索路径中

可见

pg_ts_dict_is_visible(dict_oid) boolean 该文本检索词典是否在搜索路径中

可见

pg_ts_parser_is_visible(parser_oid) boolean 该文本解析是否在搜索路径中可见

pg_ts_template_is_visible(template_oid) boolean 该文本检索模板是否在搜索路径中

可见

pg_type_is_visible(type_oid) boolean 该类型（或域)是否在搜索路径中可

见

每一个函数对一种数据库对象执行可见性检查。注意 pg_table_is_visible 也

可被用于视图、索引和序列以及外表，pg_type_is_visible也可以被用于域。对于

函数和操作符，如果在路径中更早的地方没有出现具有相同名称和参数数据类型

的对象，该对象在搜索路径中是可见的。对于操作符类，名称和相关的索引访问

方法都要考虑。

所有这些函数都要求用对象 OID 来标识将被检查的对象。如果你想用名称

来测试一个对象，使用 OID 别名类型（regclass、regtype、regprocedure、regoperator、

regconfig或 regdictionary）将会很方便。例如：

SELECT pg_type_is_visible('myschema.widget'::regtype);

注意以这种方式测试一个非模式限定的类型名没什么意义—如果该名称完

全能被识别，它必须是可见的。

表 1.84列出了从系统表中提取信息的函数。

表 1.84 系统表信息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format_type(type_oid, typemod) text 获得一个数据类型的 SQL 名称

pg_get_constraintdef(constraint_oid) text 获得一个约束的定义

pg_get_constraintdef(constraint_oid, prett
y_bool)

text 获得一个约束的定义

pg_get_expr(pg_node_tree, relation_oid) text
反编译一个表达式的内部形式，假

定其中的任何 Var 指向由第二个

参数指示的关系

pg_get_expr(pg_node_tree, relation_oid, p text 反编译一个表达式的内部形式，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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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ty_bool) 定其中的任何 Var 指向由第二个

参数指示的关系

pg_get_functiondef(func_oid) text 获得一个函数的定义

pg_get_function_arguments(func_oid) text
获得一个函数定义的参数列表（带

有默认值）

pg_get_function_identity_arguments(func
_oid)

text
获得标识一个函数的参数列表（不

带默认值）

pg_get_function_result(func_oid) text 获得函数的 RETURNS 子句

pg_get_indexdef(index_oid) text 获得索引的 CREATE INDEX 命令

pg_get_indexdef(index_oid, column_no, p
retty_bool)

text
获得索引的 CREATE INDEX 命

令，或者当 column_no为非零时只

得到一个索引列的定义

pg_get_keywords()
setof
record

获得 SQL 关键字的列表及其分类

pg_get_ruledef(rule_oid) text 获得规则的 CREATE RULE 命令

pg_get_ruledef(rule_oid, pretty_bool) text 获得规则的 CREATE RULE 命令

pg_get_serial_sequence(table_name, colu
mn_name)

text
获 得 一 个 serial 、 smallserial 或

bigserial列使用的序列的名称

pg_get_triggerdef(trigger_oid) text
获 得 触 发 器 的 CREATE
[ CONSTRAINT ] TRIGGER命令

pg_get_triggerdef(trigger_oid, pretty_bool
)

text
获 得 触 发 器 的 CREATE
[ CONSTRAINT ] TRIGGER命令

pg_get_userbyid(role_oid) name 获得给定 OID 指定的角色名

pg_get_viewdef(view_name) text
获 得 视 图 或 物 化 视 图 的 底 层

SELECT命令（已废弃）

pg_get_viewdef(view_name, pretty_bool) text
获 得 视 图 或 物 化 视 图 的 底 层

SELECT命令（已废弃）

pg_get_viewdef(view_oid) text
获 得 视 图 或 物 化 视 图 的 底 层

SELECT命令

pg_get_viewdef(view_oid, pretty_bool) text
获 得 视 图 或 物 化 视 图 的 底 层

SELECT命令

pg_get_viewdef(view_oid, wrap_column_
int)

text
获 得 视 图 或 物 化 视 图 的 底 层

SELECT命令；带域的行被包装成

指定的列数，并隐含了优质打印

pg_options_to_table(reloptions)
setof
record

获得存储选项的名称/值对的集合

pg_tablespace_databases(tablespace_oid) setof oid
获得在该表空间中有对象的数据

库的 OID 的集合

pg_tablespace_lsn(tablespace_oid) text
获得这个表空间所在的文件系统

的路径

pg_typeof(any) regtype 获得任意值的数据类型

collation for (any) text 获得该参数的排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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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_regclass(rel_name) regclass 获得命名关系的 OID
to_regproc(func_name) regproc 获得命名函数的 OID

to_regprocedure(func_name)
regproced
ure

获得命名函数的 OID

to_regoper(operator_name) regoper 获得命名操作符的 OID

to_regoperator(operator_name)
regoperato
r

获得命名操作符的 OID

to_regtype(type_name) regtype 获得命名类型的 OID

to_regnamespace(schema_name)
regnamesp
ace

获得命名模式的 OID

to_regrole(role_name) regrole 获得命名角色的 OID

format_type返回一个数据类型的 SQL 名称，它由它的类型 OID 标识并且

可能是一个类型修饰符。如果不知道相关的修饰符，则为类型修饰符传递

NULL。

pg_get_keywords返回一组记录描述服务器识别的 SQL 关键字。word 列包

含关键字。catcode 列包含一个分类码：U为未被预定，C为列名，T类型或函数

名，R为预留。catdesc 列包含一个可能本地化的描述分类的字符串。

pg_get_constraintdef、pg_get_indexdef、pg_get_ruledef 和 pg_get_triggerdef

分别重建一个约束、索引、规则或触发器的创建命令（注意这是一个反编译的重

构，而不是命令的原始文本）。pg_get_expr 反编译一个表达式的内部形式，例

如一个列的默认值。在检查系统目录内容时有用。如果表达式可能包含 Var，在

第二个参数中指定它们引用的关系的 OID；如果不会出现 Var，第二个参数设

置为 0 即可。pg_get_viewdef 重构定义一个视图的 SELECT 查询。这些函数的

大部分都有两种变体，一种可以可选地"优质打印"结果。在转出目的中避免使用

优质打印输出。为优质打印参数传递假将得到和不带该参数的变体相同的结果。

pg_get_functiondef 为一个函数返回一个完整的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语句。pg_get_function_arguments返回一个函数的参数列表，形式按

照它们出现在 CREATE FUNCTION 中的那样。pg_get_function_result类似地返回

函数的合适的 RETURNS子句。pg_get_function_identity_arguments返回标识一个

函数必要的参数列表，形式和它们出现在 ALTER FUNCTION中的一样。这种形

式忽略默认值。

pg_get_serial_sequence返回与一个列相关联的序列的名称，如果与列相关联

的序列则返回 NULL。第一个输入参数是一个带可选模式的表名，第二个参数

是一个列名。因为第一个参数可能是一个模式和表，它不能按照一个双引号包围

的标识符来对待，意味着它默认情况下是小写的。而第二个参数只是一个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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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当作一个双引号包围的来处理并且会保留其大小写。函数返回的值会被适当

地格式化以便传递给序列函数。这种关联可以使用 ALTER SEQUENCE OWNED

BY来改变或移除（该函数应该曾经被称作 pg_get_owned_sequence，它目前的名

称反映了它通常和 serial或 bigserial列一起使用）。

pg_get_userbyid抽取给定 OID 的角色的名称。

当传入 pg_class.reloptions 或 pg_attribute.attoptions 时，pg_options_to_table

返回存储选项名称/值对（option_name/option_value）的集合。

pg_tablespace_databases允许一个表空间被检查。它返回一组数据库的 OID，

这些数据库都有对象存储在该表空间中。如果这个函数返回任何行，则该表空间

为非空并且不能被删除。为了显示该表空间中的指定对象，你将需要连接到

pg_tablespace_databases标识的数据库并且查询它们的 pg_class目录。

pg_typeof 返回传递给它的值的数据类型的 OID。这在检修或者动态构建

SQL 查询时有用。函数被声明为返回 regtype，它是一个 OID 别名类型；这表

明它和一个用于比较目的的 OID 相同，但是作为一个类型名称显示。例如：

SELECT pg_typeof(33);

pg_typeof

-----------

integer

(1 row)

SELECT typlen FROM pg_type WHERE oid = pg_typeof(33);

typlen

--------

4

(1 row)

表达式 collation for返回传递给它的值的排序规则。例子：

SELECT collation for (description) FROM pg_description LIMIT 1;

pg_collation_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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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1 row)

SELECT collation for ('foo' COLLATE "de_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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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collation_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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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_DE"

(1 row)

值可能被加上引号并且变成模式限定的。如果从参数表达式得不到排序规

则，则返回一个空值。如果参数不是一个可排序的数据类型，则抛出一个错误。

to_regclass， to_regproc， to_regprocedure， to_regoper， to_regoperator，

to_regtype， to_regnamespace 以及 to_regrole 函数各自转换关系，函数，操作符，

类型，模式以及角色名称为 regclass，regproc，regprocedure，regoper，regoperator，

regtype，regnamespace 以及 regrole 类型对象。这些函数不同于来自不接受数字

OID 的文本映射，并返回空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如果没有找到名称（或

to_regproc和 to_regoper， 如果给定的名称匹配多个对象）。

如下表列出与数据库对象标识和寻址有关的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describe_object(catalog_id, object_
id, object_sub_id)

text 获取数据库对象的描述

pg_identify_object(catalog_id oid, obj
ect_id oid, object_sub_id integer)

type text, schema text, na
me text, identity text

获取数据库对象标识

pg_identify_object_as_address(catalog
_id oid, object_id oid, object_sub_id in
teger)

type text, name text[], ar
gs text[]

获取数据库对象地址的

外部表征

pg_get_object_address(type text, name
text[], args text[])

catalog_id oid, object_id
oid, object_sub_id int32

从外部表征中获取数据

库对象地址

pg_describe_object 返回一个数据库对象的文本描述，该数据库对象由目录

OID、对象 OID 和一个（可能为零）子对象 ID 指定。 这个描述会是人类可读

的，并且可能是被翻译过的，具体情况取决于服务器配置。这在判断存储在

pg_depend目录中的一个对象的身份有用。

pg_identify_object返回一行， 其中包含足够的信息来唯一地标识数据库对

象，该数据库对象由目录 OID、对象 OID 和一个（可能为零）子对象 ID 指定。

这个信息是机器可读的，并且永远不会被翻译。type 标识数据库对象的类

型； schema 是对象所属的模式的名称，如果对象类型不属于模式则为

NULL； name 是对象的名称，必要时要加上引号，只在能被用作对象的唯一标

识符时出现（和模式名称一起，如果相关），否则为 NULL；identity 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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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身份，确切格式取决于对象类型，并且格式中的每一部分都是模式限定的并

且按照需要被加上了引号。

pg_identify_object_as_address 返回一行， 其中包含足够的信息来唯一地标

识数据库对象，该数据库对象由目录 OID、对象 OID 和一个（可能为零）子对

象 ID 指定。返回的信息是独立于当前服务器的，也就是说，它可以用于标识另

一个服务器中同一个命名对象。type标识数据库对象的类型；name和 args是形

成对象引用的文本数组。 传递三列到 pg_get_object_address 获取对象的外部地

址。 这个函数是 pg_get_object_address的逆函数。

pg_get_object_address返回行，包含足够信息来唯一地标识数据库对象，该

数据库对象由类型和对象名称以及参数数组指定。返回值是在系统目录中使用的

比如 pg_depend，并且可以传递给其它系统函数 比如 pg_identify_object 或者

pg_describe_object。 catalog_id是包含对象的系统目录 OID； object_id是对象本

身的 OID，object_sub_id 是对象的子 ID，如果没有则为零。这个函数是

pg_identify_object_as_address的逆函数。

表 1.85显示的函数将原来用 COMMENT命令存储的注释抽取出来。如果没

有找到，则返回 NULL。

表 1.85 注释信息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col_description(table_oid，column_number) text 获取一个表字段注释

obj_description(object_oid，catalog_name) text 获取一个数据库对象的注释

obj_description(object_oid) text 获取一个数据库对象的注释（已

废弃的）

shobj_description(object_oid，catalog_name) text 获取一个共享数据库对象的注释

col_description 为一个表列返回注释，该表列由所在表的 OID 和它的列号

指定（obj_description不能被用在表列，因为表列没有自己的 OID）。

obj_description的双参数形式返回一个由其 OID 和所在系统目录名称指定

的数据库对象的注释。例如，obj_description(123456,'pg_class')将会检索出 OID

为 123456 的表的注释。obj_description的单参数形式只要求对象 OID。它已经

被废弃，因为无法保证 OID 在不同系统目录之间是唯一的；这样可能会返回错

误的注释。

shobj_description用起来就像 obj_description，但是前者是用于检索共享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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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注释。某些系统目录对于一个集簇中的所有数据库是全局的，并且其中的对

象的描述也是全局存储的。

在表 1.86中显示的函数提供可输出形式的服务器事务信息。这些函数的主

要用途是在两个快照之间提交确定哪些事务。

表 1.86 事务 ID和快照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txid_current() bigint 获取当前事务 ID，如果当前事务

没有则分配一个新的

txid_current_snapshot() txid_snapshot 获取当前快照

txid_snapshot_xip(txid_snapshot) setof bigint 获取在快照的进行中的事务 ID

txid_snapshot_xmax(txid_snapshot) bigint 获取快照的 xmax

txid_snapshot_xmin(txid_snapshot) setof bigint 获取快照的 xmin

txid_visible_in_snapshot(bigint，
txid_snapshot)

boolean 在快照事务 ID是否可见？(不使

用子事务 ID)

txid_status(bigint) Txid_status 报告给定事务的状

态:committed、aborted、inprogress
或者如果事务 ID太老则是 null

内部事务 ID 类型(xid)是 32位，每 40亿事务循环。尽管这些函数导出一个

64位格式，一个"epoch"计数器扩展，所以在安装过程中不会循环。这些函数使

用的数据类型 txid_snapshot，存储在某时刻可见的关于事物 ID 的信息。其组件

描述在表 1.87。

表 1.87 快照构成

名称 描述

xmin 仍然活动的最早的事务 ID （txid）。所有更早的事务要么已经被提交并且可见，

要么已经被回滚并且死亡。

xmax 第一个还未分配的 txid。所有大于等于它的 txid 在快照的时刻还没有开始，并

且因此是不可见的。

xip_list 在快照时刻活动的 txid。这个列表只包括那些位于 xmin 和 xmax 之间的活动

txid；可能有活动的超过 xmax 的 txid。一个满足 xmin <= txid < xmax 并且不在

这个列表中的 txid 在快照时刻已经结束，并且因此根据其提交状态要么可见要

么死亡。该列表不包括子事务的 tx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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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id_snapshot 的文本表示为：xmin:xmax:xip_list。 例如 10:20:10，14，15

意思为：xmin=10，xmax=20，xip_list=10，14，15。

下表中显示的函数提供了已提交事务的信息。这些函数主要提供关于事务提

交的信息。当 track_commit_timestamp配置选项启用的时候，并且只有启用后提

交的事务，它们只提供有用的数据。

txid_status(bigint)报告最近事务的提交状态。 当 COMMIT正在进行时， 应

用程序可以使用它来确定当应用程序和数据库服务器断开连接时事务是否提交

或中止。 事务的状态将被报告为 in progress、committed或 aborted，只要事务

足够近，系统保留了该事务的提交状态。 如果太老旧以至于在系统中不存在对

该事务的引用，并且提交状态信息已被丢弃， 则该函数将返回 NULL。请注意，

准备好的事务报告为 in progress； 如果他们需要确定 txid是否为准备好的事务，

则应用程序必须检查 pg_prepared_xacts。在下面表中显示的函数 提供了已提交

事务的信息。这些函数主要提供关于事务提交的信息。当 track_commit_timestamp

配置选项启用的时候， 并且只有启用后提交的事务，它们只提供有用的数据。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xact_commit_timestamp(xid)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事务提交的时间戳

pg_last_committed_xact()
xid xid, timestamp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最近提交事务的事务 ID 以及

提交时间戳

控制信息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control_checkpoint() record

pg_control_system() record 返回有关当前控制文件

状态的信息。

pg_control_init() record 返回有关集簇初始化状

态的信息

pg_control_recovery() record 返回有关恢复状态的信

息。

pg_control_checkpoint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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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名 数据类型

checkpoint_lsn pg_lsn

prior_lsn pg_lsn

redo_lsn pg_lsn

redo_wal_file text

timeline_id integer

prev_timeline_id integer

full_page_writes boolean

next_xid text

next_oid oid

next_multixact_id xid

next_multi_offset xid

oldest_xid xid

oldest_xid_dbid oid

oldest_active_xid xid

oldest_multi_xid xid

oldest_multi_dbid oid

oldest_commit_ts_xid xid

newest_commit_ts_xid xid

checkpoint_tim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pg_control_system返回一个 表 9-73中所示的记录。

表 9-73. pg_control_system列

列名 数据类型

pg_control_version integer

catalog_version_no integer

http://www.postgres.cn/docs/9.6/functions-info.html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309

system_identifier bigint

pg_control_last_modified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pg_control_init返回一个表 9-74中所示的记录。

表 9-74. pg_control_init列

列名 数据类型

max_data_alignment integer

database_block_size integer

blocks_per_segment integer

wal_block_size integer

bytes_per_wal_segment integer

max_identifier_length integer

max_index_columns integer

max_toast_chunk_size integer

large_object_chunk_size integer

bigint_timestamps boolean

float4_pass_by_value boolean

float8_pass_by_value boolean

data_page_checksum_version integer

pg_control_recovery返回一个表 9-75中所示的记录。

表 9-75. pg_control_recovery列

列名 数据类型

min_recovery_end_lsn pg_lsn

min_recovery_end_timeline integer

backup_start_lsn pg_lsn

backup_end_lsn pg_lsn

http://www.postgres.cn/docs/9.6/functions-info.html
http://www.postgres.cn/docs/9.6/functions-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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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_of_backup_record_required boolean

1.6.26 系统管理函数

这节描述的函数用来控制和监视 HighGo DB安装。

1.6.26.1 配置设定函数

表 1.88显示了用于查询和修改运行时配置参数的函数。

表 1.88 配置设定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current_setting(setting_name [, missing_ok ]) text 获取当前的设置值

set_config(setting_name, new_value, is_local) text 设置参数并返回新值

current_setting用于以查询形式获取 setting_name 设置的当前值。它和 SQL

命令 SHOW是等效的。比如：

SELECT current_setting('datestyle');

current_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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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MDY

(1 row)

第二个参数，如果指定不存在的参数，则不会发生错误。例：

highgo=> \pset null null

Null display is "null".

highgo => SELECT current_setting('module1.param1') ;

ERROR: unrecognized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module1.param1"

highgo =>

highgo => SELECT current_setting('module1.param1', true) ;

current_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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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ll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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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config将参数 setting_name 设置为 new_value。如果 is_local 为 true，那

么新值将只应用于当前事务。如果你希望新值应用于当前会话，那么应该使用

false。它等效于 SQL 命令 SET。比如：

SELECT set_config('log_statement_stats', 'off', false);

set_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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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

(1 row)

1.6.26.2 服务器信号函数

表 1.89里的函数向其他服务器进程发送控制信号。 通常这些函数的使用限

制为超级用户，除了提到的例外。

表 1.89 服务器信号函数

名称 返回类

型

描述

pg_cancel_backend(pid int) boolean 取消一个后端的当前查询。 如果调用角色是其后端

正在被取消的角色的成员， 然而只有超级用户可以

取消超级用户的后端。这也是允许的。

pg_reload_conf() boolean 导致所有服务器进程重新装载它们的配置文件

pg_rotate_logfile() boolean 切换服务器的日志文件

pg_terminate_backend(pid

int)

boolean 终止一个后端。如果调用角色是其后端被终止的角色

成员， 然而只有超级用户可以终止超级用户的后端。

这也是允许的。

如果成功，这些函数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pg_cancel_backend和 pg_terminate_backend向由进程 ID 标识的后端进程发

送信号（分别是 SIGINT 或 SIGTERM）。一个活动后端的进程 ID 可以从

pg_stat_activity视图的 pid列中找到，或者通过在服务器上列出 postgres进程（在

Unix 上使用 ps 或者在 Windows 上使用任务管理器）得到。一个活动后端的角

色可以在 pg_stat_activity视图的 usename列中找到。

pg_reload_conf给服务器发送一个 SIGHUP信号，导致所有服务器进程重新

装载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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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rotate_logfile 给日志文件管理器发送信号，告诉它立即切换到一个新的

输出文件。这个函数只有在内建的日志收集器运行的时候才有用，否则根本不存

在日志文件管理器子进程。

1.6.26.3 备份控制函数

表 1.90里的函数帮助我们进行在线备份。这些函数不能在恢复时执行（除

了 pg_is_in_backup, pg_backup_start_time和 pg_wal_lsn_diff）

表 1.90 备份控制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create_restore_point(name text) pg_lsn 为执行恢复创建一个命名点 (限制为

超级用户)

pg_current_wal_flush_lsn() pg_lsn 获取当前的事务日志刷写位置

pg_current_wal_insert_lsn() pg_lsn 获取当前事务日志的插入位置

pg_current_wal_lsn() pg_lsn 获取当前事务日志的写入位置

pg_start_backup(label text [, fast

boolean [, exclusive boolean ]])

pg_lsn 准备执行在线备份（默认情况下仅限

于超级用户，但可以授予其他用户

EXECUTE以运行该功能）

pg_stop_backup() pg_lsn 完成执行在线备份 (限制为超级用户

或复制的角色 ， 但是可以授予其他

用户 EXECUTE 特权来执行该函数)

pg_stop_backup(exclusive boolean) setof record 结束执行排他或者非排他的在线备

份 （默认只限于超级用户， 但是可

以授予其他用户 EXECUTE 特权来

执行该函数）

pg_stop_backup() pg_lsn 完成执行在线备份 (限制为超级用户

或复制的角色)，可以赋予其他用户

execute权限来执行

pg_is_in_backup() bool 如果在线专属备份仍在进行中则为

真。

pg_backup_start_tim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获取进行中的在线专属备份的开始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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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switch_wal() pg_lsn 强制转向一个新的事务日志文件(限

制为超级用户)

pg_walfile_name(lsn text) pg_lsn 将事务日志的位置字符串转换为文

件名

pg_walfile_name_offset(lsn text) pg_lsn , integer 将事务日志的位置字符串转换为文

件名并返回在文件中的字节偏移量

pg_wal_lsn_diff(lsn pg_lsn , lsn

pg_lsn )

numeric 计算两个事务日志位置之间的区别

pg_start_backup接受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可以是备份的任意用户定义的标

签 （通常这是备份转储文件将被存储的名称）。 该函数写入一个备份标签文件

（backup_label）， 如果在 pg_tblspc/目录中有任何链接， 表空间映射文件

(tablespace_map)到数据库集群的数据目录中， 执行一个检查点，然后以文本方

式返回备份的起始事务日志位置。 用户可以忽略这个结果值，但是为了可能需

要的场合我们还是提供该值。

postgres=# select pg_start_backup('label_goes_here');

pg_start_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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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D4445B8

(1 row)

这个函数有第二个可选的类型为 boolean 的参数。如果为 true，那么指定尽

可能快的执行 pg_start_backup。这强制一个立即执行的检查点，将导致 I/O操作

的峰值，减缓任何当前执行的查询。

函数 pg_current_wal_flush_lsn 返回指示写入位置的 LSN WA L 文件已添

加。一般用户可以执行此功能，但不能在从属实例中执行 复制环境

postgres=> SELECT pg_current_wal_flush_lsn() ;

pg_current_wal_flush_l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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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00060

(1 row)

pg_stop_backup删除 pg_start_backup创建的标签文件，并且在事务日志归档

区里创建一个备份历史文件。这个历史文件包含给予 pg_start_backup 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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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的事务日志起始与终止位置、备份的起始和终止时间。返回值是备份的终止

事务日志位置(同样也可以忽略)。在记录结束位置之后，当前事务日志的插入点

将自动前进到下一个事务日志文件，这样，结束的事务日志文件可以被立即归档

从而完成备份。

pg_switch_wal移动到下一个事务日志文件，以允许将当前日志文件归档 (假

定你使用连续归档)。返回值是刚刚完成的事务日志文件的事务日志结束位置 +

1。如果从上一次事务日志切换依赖没有事务日志活动，pg_switch_wal不会做任

何事情并且返回当前正在使用的事务日志文件的开始位置。

pg_create_restore_point创建一个可以用作恢复目标的命名的事务日志记录，

并返回相应的事务日志位置。给定的名称可以被 recovery_target_name 使用以指

定恢复将进行到的点。避免使用相同的名称创建多个恢复点，因为恢复会停止在

第一个匹配名称的恢复目标。

pg_current_wal_lsn 使用与前面那些函数相同的格式显示当前事务日志的写

入位置。类似的，pg_current_wal_insert_lsn显示当前事务日志的插入位置。插入

点是事务日志在某个瞬间的"逻辑终点"，而实际的写入位置则是从服务器内部缓

冲区写出时的终点。写出位置是哪些可以从服务器外部检查的东西的重点，并且

通常是你所需要的，如果你对归档部分完成的事务日志文件感兴趣。插入点主要

是为服务器调试目的创造的。这些都是只读操作并且不需要超级用户权限。

可以使用 pg_walfile_name_offset 从前述函数的返回结果中抽取相应的事务

日志文件名称和字节偏移量。例如：

postgres=# SELECT * FROM pg_walfile_name_offset(pg_stop_backup());

file_name | file_offset

--------------------------+-------------

00000001000000000000000D | 4039624

(1 row)

类似的，pg_walfile_name 仅仅抽取事务日志文件名称。如果给定的事务日

志位置恰好位于事务日志文件的交界上，这两个函数都返回前一个事务日志文件

的名称。这对于管理事务日志归档来说通常是期望的行为，因为前一个文件是当

前最后一个需要归档的文件。

pg_wal_lsn_diff 以字节数计算两个事务日志位置之间的差别。它可以和

pg_stat_replication或表 1.85里面的一些函数一起使用以获取复制滞后。

1.6.26.4 恢复控制函数

表 1.91里显示的函数提供了当前备机状态的信息。这些函数可能在恢复期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315

间或正常运行中执行。

表 1.91 恢复信息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is_in_recovery() bool 如果恢复仍然在进行中则返回 true。

pg_last_wal_receive_lsn() pg_lsn 获得最后一个收到并由流复制同步到磁

盘的事务日志位置。当流复制在进行中

时，这将单调增加。如果恢复已经完成，

这将保持静止在恢复过程中收到并同步

到磁盘的最后一个 WAL 记录。如果流复

制被禁用，或者还没有被启动，该函数返

回 NULL。

pg_last_wal_replay_lsn() pg_lsn 获得恢复过程中被重放的最后一个事务

日志位置。当流复制在进行中时，这将单

调增加。如果恢复已经完成，这将保持静

止在恢复过程中被应用的最后一个 WAL

记录。如果服务器被正常启动而没有恢

复，该函数返回 NULL。

pg_last_xact_replay_timestamp()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获得恢复过程中被重放的最后一个事务

的时间戳。这是在主机上产生的事务的提

交或中止 WAL 记录的时间。如果在恢复

过程中没有事务被重放，这个函数返回

NULL。否则，如果恢复仍在进行这将单

调增加。如果恢复已经完成，则这个值会

保持静止在恢复过程中最后一个被应用

的事务。如果服务器被正常启动而没有恢

复，该函数返回 NULL。

表 1.92里的函数控制恢复的进程。这些函数可能只在恢复时被执行。

表 1.92 恢复控制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is_wal_replay_paused() bool 如果恢复暂停则返回 true。

pg_wal_replay_pause() void 立即暂停恢复。(仅限于超级用户)

pg_wal_replay_resume() void 如果恢复暂停了那么重新启动。（仅限于超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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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恢复暂停时，没有进一步的数据库更改。如果是在热备里，所有新的查询

将看到相同一致的数据库快照，并且不会有更多的查询冲突产生，直到恢复继续。

如果流复制被禁用，暂停状态可以无限制地继续而不出问题。在流复制进行

时，WAL 记录将继续被接收，最后将会填满可用的磁盘空间，取决于暂停的持

续时间、WAL 的产生率和可用的磁盘空间。

1.6.26.5 快照同步函数

HighGo DB允许数据库会话同步它们的快照。一个快照决定对于正在使用

该快照的事务哪些数据是可见的。当两个或者更多个会话需要看到数据库中的相

同内容时，就需要同步快照。如果两个会话独立开始其事务，就总是有可能有某

个第三事务在两个 START TRANSACTION 命令的执行之间提交，这样其中一个会话

就可以看到该事务的效果而另一个则看不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允许一个事务导出它正在使用的快照。只要导出的事务

仍然保持打开，其他事务可以导入它的快照，并且因此可以保证它们可以看到和

第一个事务看到的完全一样的数据库视图。但是注意这些事务中的任何一个对数

据库所作的更改对其他事务仍然保持不可见，和未提交事务所作的修改一样。因

此这些事务是针对以前存在的数据同步，而对由它们自己所作的更改则采取正常

的动作。

快照是由 pg_export_snapshot函数输出的，在表 1.93里面显示，并且是由 SET

TRANSACTION命令输入的。

表 1.93 快照同步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export_snapshot() text 保存当前的快照并返回它的标识符

函数 pg_export_snapshot保存当前的快照并返回一个 text字符串标识这个快

照。这个字符串必须传递（在数据库外面）给想要导入快照的客户端。这个快照

只在事务结束输出它之前是可以导入的。如果需要的话，一个事务可以输出多个

快照。请注意，这样做只在 READ COMMITTED 事务中有用，因为在

REPEATABLE READ和更高的隔离级别，事务在他们的生存周期中使用相同的

快照。一旦一个事务已经输出了任何的快照，它就不能使用 PREPARE

TRANSACTION。

参阅 SET TRANSACTION获取如何使用一个输出的快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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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6复制函数

表 1.94中显示的函数是为了控制和与复制功能交互的。

第 1.6.26.5 节、第 1.6.26.4 节和第 1.6.26.3 节中描述的函数也是与复制

相关的。

表 1.94 复制 SQL函数

函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create_physical_replicatio
n_slot(slot_name name [,

immediately_reserve boolean,
temporary boolean])

(slot_name name,
lsn pg_lsn)

创建一个名为 slot_name的新物理复制槽。

只有用流复制协议才能从一个物理槽流

式 传送 变化 。 可 选的 第三 个参 数

temporary设置为 true时， 该参数指定该

插槽不应永久存储到磁盘，仅供当前会话

使用。 临时插槽在发生任何错误时也会

被释放。 该函数对应于复制协议命令

CREATE_REPLICATION_SLOT ...
PHYSICAL。

pg_drop_replication_slot(slot_
name name)

void
丢弃名为 slot_name的物理或逻辑复制槽。

和 复 制 协 议 命 令

DROP_REPLICATION_SLOT相同。

pg_create_logical_replication_
slot(slot_namename, plugin na

me)

(slot_name name,
wal_positionpg_ls

n)

使用输出插件 plugin 创建一个名为

slot_name的新逻辑（解码）复制槽。 可

选的第三个参数 temporary设置为 true时，

该参数指定该插槽不应永久存储到磁盘，

仅供当前会话使用。 临时插槽在发生任

何错误时也会被释放。 对这个函数的调

用 与 复 制 协 议 命 令

CREATE_REPLICATION_SLOT ...
LOGICAL具有相同的效果。

pg_logical_slot_get_changes(s
lot_name name,upto_lsn pg_ls

n, upto_nchanges int,
VARIADICoptions text[])

(lsn
pg_lsn, xid xid,dat

a text)

返回槽 slot_name 中的改变，从上一次已

经被消费的点开始返回。 如果 upto_lsn
和 upto_nchanges 为 NULL，逻辑解码将

一 直继续到 WAL 的末尾。如果 upto_lsn
为非 NULL，解码将只包括那些在指定

LSN 之 前 提 交 的 事 务 。 如 果

upto_nchanges 为非 NULL，解码将在其

产生的行数超过指定值后停止。不过要注

意， 被返回的实际行数可能更大，因为

对这个限制的检查只会在增加了解码每

个新的提交事务产生 的行之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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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logical_slot_peek_changes
(slot_name name,upto_lsn pg_

lsn, upto_nchanges int,
VARIADICoptions text[])

(lsn text,xid xid,
datatext)

行为就像 pg_logical_slot_get_changes()函
数，不过改变不会被消费， 即在未来的

调用中还会返回这些改变。

pg_logical_slot_get_binary_ch
anges(slot_namename, upto_ls
n pg_lsn, upto_nchanges int,
VARIADIC options text[])

(lsn
pg_lsn, xid xid,dat

a bytea)

行为就像 pg_logical_slot_get_changes()函
数，不过改变会以 bytea 返回。

pg_logical_slot_peek_binary_
changes(slot_namename, upto
_lsn pg_lsn, upto_nchanges int
, VARIADIC options text[])

(lsn
pg_lsn, xid xid,dat

a bytea)

行为就像 pg_logical_slot_get_changes()函
数，不过改变会以 bytea返回并且这些改

变不会被消费，即在未来的调用中还会返

回这些改变。

pg_replication_origin_create(n
ode_name text)

oid
创建具有给定外部名称的复制源，并返回

分配给它的内部标识。

pg_replication_origin_drop(no
de_name text)

void
删除之前创建的复制源，包含任何相关的

回放进程。

pg_replication_origin_oid(nod
e_name text)

oid
通过名称查找复制源并返回内部标识。

如果没有发现相应的复制源，则抛出一个

错误。

pg_replication_origin_session
_setup(node_nametext)

void

标记当前会话从给定源开始回放，允许跟

踪重播进度。如果没有配置之前的源，使

用 pg_replication_origin_session_reset 恢

复。

pg_replication_origin_session
_reset()

void
取消 pg_replication_origin_session_setup()
的影响。

pg_replication_origin_session
_is_setup()

bool 在当前会话中已经配置复制源吗？

pg_replication_origin_session
_progress(flushbool)

pg_lsn
返回当前会话中配置的复制源的重播位

置。参数 flush 决定是否相应的本地事务

将被刷新到磁盘或者不刷新。

pg_replication_origin_xact_set
up(origin_lsnpg_lsn, origin_ti

mestamp timestamptz)
void

标记当前事务为回放给定 LSN 和时间戳

点 提 交 的 事 务 。 当 使 用

pg_replication_origin_session_setup() 配 置

复制源时，调用它。

pg_replication_origin_xact_re
set()

void
取消 pg_replication_origin_xact_setup()的
影响。

pg_replication_origin_advance void 为给定节点到给定位置设置复制进度。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319

(node_name text, pospg_lsn) 这主要是用于设置配置更改后的初始位

置或新位置。 要知道这个函数使用不当

会导致不一致的复制数据。

pg_replication_origin_progres
s(node_name text,flush bool)

pg_lsn
返回给定复制源的重放位置。参数 flush
确定是 否相应的本地事务将被保证刷新

到磁盘或不刷新。

1.6.26.7 数据库对象管理函数

表 1.95里显示的函数计算数据库对象使用的磁盘空间。

表 1.95 数据库对象尺寸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column_size(any) int 存储一个指定的数值需要的字节数(可能压缩

过)

pg_database_size(oid) bigint 指定 OID 代表的数据库使用的磁盘空间

pg_database_size(name) bigint 指定名称的数据库使用的磁盘空间

pg_indexes_size(regclass) bigint 附加到指定表的索引使用的总磁盘空间

pg_relation_size(relation

regclass, fork text)

bigint 指定表或索引的指定分叉树('main', 'fsm'、'vm'

或‘init’) 使用的磁盘空间

pg_relation_size(relation

regclass)

bigint pg_relation_size(..., 'main')的简写

pg_size_bytes(text) bigint 把人类可读格式的带有单位的尺寸转换成字

节数

pg_size_pretty(bigint) text 将表示成一个 64 位整数的字节尺寸转换为

带尺寸单位的人类可读格式

pg_size_pretty(numeric) text 将表示成一个数字值的字节尺寸转换为带尺

寸单位的人类可读格式

pg_table_size(regclass) bigint 指定的表使用的磁盘空间，不计索引（但是

包含 TOAST，自由空间映射和可见性映射）

pg_tablespace_size(oid) bigint 指定 OID 代表的表空间使用的磁盘空间

pg_tablespace_size(name) bigint 指定名称的表空间使用的磁盘空间

pg_total_relation_size(regclass) bigint 指定的表使用的总磁盘空间，包括所有的索

引和 TOAST数据

pg_column_size显示用于存储某个独立数据值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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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total_relation_size接受一个表或压缩表的 OID 或名称，并且返回那个表

使用的总的在磁盘上的空间，包括所有相关的索引。这个函数相当于pg_table_size

+ pg_indexes_size。

pg_table_size接受一个表的 OID 或名称，并且返回那个表需要的磁盘空间，

不包括索引。（包含 TOAST空间，自由空间映射和可见性映射）

pg_indexes_size 接受一个表的 OID 或名称，并且返回所有附加到这个表上

的索引使用的总的磁盘空间。

pg_database_size和 pg_tablespace_size 接受一个数据库或表空间的OID或名

称，并且返回该对象使用的总的磁盘空间。为了使用 pg_database_size，你必须

具有指定数据库上的 CONNECT 权限（缺省是被授权的）。为了使用

pg_tablespace_size，你必须拥有指定表空间上的 CREATE权限，除非是当前数据

库的缺省表空间。

pg_relation_size接受一个表、索引或 TOAST 表的 OID 或者名称，并且返

回那个关系的一个分叉所占的磁盘空间的字节尺寸（注意 对于大部分目的，使

用更高层的函数 pg_total_relation_size 或者 pg_table_size会更方便，它们会合计

所有分叉的尺寸）。 如果只得到一个参数，它会返回该关系的主数据分叉的尺

寸。提供第二个参数可以指定要检查哪个分叉：

• ’main’返回该关系主数据分叉的尺寸。

• ’fsm’返回与该关系相关的空闲空间映射的尺寸。

• ’vm’返回与该关系相关的可见性映射的尺寸。

• ’init’返回与该关系相关的初始化分叉（如果有）的尺寸。

pg_size_pretty 用于把其它函数的结果格式化成一种人类易读的格式，可以

根据情况使用 KB 、MB 、GB 、TB 。

pg_size_bytes 可以被用来从人类可读格式的字符串得到其中所表示的字节

数。 其输入可能带有的单位包括字节、kB、MB、GB 或者 TB， 并且对输入

进行解析时是区分大小写的。如果没有指定单位，会假定单位为字节。

注意: 函数 pg_size_pretty和 pg_size_bytes 所使用的单位 kB、MB、GB 和

TB 是用 2 的幂而不是 10 的幂来定义，因此 1kB 是 1024 字节， 1MB 是

10242 = 1048576字节，以此类推。

以上操作在表或索引上的函数接受一个 regclass 参数，它是该表或索引在

pg_class系统目录中的 OID。你不需要手动的去查看 OID，因为 regclass数据类

型的输入转换将为你做这件事。只需要写下包含在单引号中的表名，这样看起来

像是一个字符串常量。为了与普通的 SQL名称的处理兼容，这个字符串将被转

换成小写，除非表名用双引号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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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 OID 不表示一个已有的对象并且被作为参数传递给了上述函数，

将会返回 NULL。

表 1.96里显示的函数帮助标识指定的与数据库对象有关的磁盘文件。

表 1.96 数据库对象定位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relation_filenode(relation regclass) oid 指定关系的文件节点数

pg_relation_filepath(relation regclass) text 指定关系的文件路径名

pg_filenode_relation(tablespace oid, filenode oid)
regclass

找出与一个给定表空间和节

点相关的关系

pg_relation_filenode接受一个表、索引、序列或 TOAST 表的 OID 或名称，

并且返回当前分配给它的"filenode"数。文件节点是关系使用的文件名称的基本组

件。对大多数表来说，结果和 pg_class.relfilenode 相同，但对确定的系统目录来

说， relfilenode为 0，并且必须使用这个函数获取正确的值。如果传递一个没有

存储的关系，比如一个视图，那么这个函数返回 NULL。

pg_relation_filepath类似于 pg_relation_filenode，但是它返回关系的整个文件

路径名（相对于数据库集群的数据目录 PGDATA）。

pg_filenode_relation是 pg_relation_filenode的逆反。给出一个"tablespace" OID

和"filenode"，它返回相关关系的 OID。对于一个数据库的缺省表空间中的表，该

表空间可以指定为 0。

1.6.26.8 索引维护函数

下表显示可用于索引维护功能的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brin_summarize_new_values(index_oid regclass) integer 总结尚未汇总的页面范围

pg_import_system_collations(schemaregnamespace) Integer 导入操作系统顺序规则

brin_summarize_new_values接收 BRIN 索引 OID 作为参数， 并检查索引以

查找基表中的页范围，它不是目前所总结的索引； 对于任何这样的范围，它通

过扫描表页创建一个新的汇总索引元组。 它返回插入索引的新页范围汇总的数

量。

pg_import_system_collations基于它在操作系统中找到的所有语言环境，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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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规则添加到系统目录 pg_collation。 这是 initdb使用的内容。如果稍后将其

他语言环境安装到操作系统中， 则可以再次运行此函数以添加新语言环境

的排序规则。匹配 pg_collation 中现有条目的语言环境将被跳过。（但是， 基

于不再存在于操作系统中的语言环境的排序规则对象不会被此函数删除。）

schema参数通常是 pg_catalog， 但这不是必需的；排序规则也可以安装到其他

模式中。该函数返回它创建的新排序规则对象的数量。

1.6.26.9 通用文件访问函数

表 1.97里的函数提供了对数据库服务器所在机器上的文件的本地访问接口。

只有那些在数据库集群目录和 log_directory目录里面的文件可以访问。使用相对

路径访问集群目录里面的文件，以及匹配 log_directory 配置设置的路径访问日

志文件。只有超级用户才能使用这些函数。

表 1.97 通用文件访问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ls_dir(dirname text [, missing_ok boolean, include_dot_dirs boolean]) setof text 列出目录中的文件

pg_read_file(filename text [, offset bigint, length bigint [, missing_ok boolean]

])

text 返回一个文本文件的内

容

pg_ls_logdir() setofrecord 列出日志目录中文件的

名称、大小和最后修改时

间 。 访 问 权 限 授 予

pg_monitor角色的成员并

且可以授予其他非超级

用户角色

Pg_ls_waldir() setofrecord 列出 WAL 目录中文件的

名称、大小和最后修改时

间 。 访 问 权 限 授 予

pg_monitor角色的成员，

并且可以授予其他非超

级用户角色。

pg_read_binary_file(filename text [, offset bigint, length bigint [, missing_ok b

oolean] ])

bytea 返回一个文件的内容

pg_stat_file(filename text[, missing_ok boolean]) record 返回一个文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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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函数接受可选的 missing_ok参数，当文件或目录不存在时，指定操

作。如果 true，那么函数返回 NULL 除了 pg_ls_dir，将返回空结果集）。如果

false，则抛出错误。默认为 false。

pg_ls_dir 返回所有指定目录中的文件名称（目录以及其它指定文

件）。include_dot_dirs显示"."和".."是否包含在结果集中。 缺省排除它们(false)，

但是当 missing_ok 是 true 时，包含它们从非存在目录中区分空目录是非常有用

的。

pg_ls_logdir 返回日志目录中每个文件的名称、大小和最后修改时间

（mtime）。 默认情况下，只有超级用户和 pg_monitor 角色的成员才能使用此

函数。 可以使用 GRANT授予其他用户访问权限。

pg_ls_waldir返回预写日志(WAL)目录中每个文件的名称、大小和最后修改

时间（mtime）。默认情况下，只有超级用户和 pg_monitor角色的成员才能使用

此函数。 可以使用 GRANT授予其他用户访问权限。

pg_read_file 返回一个文本文件的一部分，从给定的 offset 开始，返回最多

length字节（如果先到达文件末尾则会稍短）。如果 offset为负，它相对于文件

的末尾。如果 offset和 length被忽略，整个文件都被返回。从文件中读的字节被

使用服务器编码解释成一个字符串；如果它们在编码中不合法则抛出一个错误。

pg_read_binary_file与 pg_read_file 相似，除了前者的结果是一个 bytea 值；

相应地，不会执行编码检查。通过与 convert_from函数结合，这个函数可以用来

读取一个指定编码的文件：

SELECT convert_from(pg_read_binary_file('file_in_utf8.txt'), 'UTF8');

pg_stat_file返回一个记录，其中包含文件尺寸、最后访问时间戳、最后修改

时间戳、最后文件状态改变时间戳（只支持 Unix 平台）、文件创建时间戳（只

支持 Windows）和一个 boolean指示它是否为目录。通常的用法包括：

SELECT * FROM pg_stat_file('filename');

SELECT (pg_stat_file('filename')).modification;

1.6.26.10 咨询锁函数

表 1.98中的函数用于管理咨询锁(Advisory Lock)。
表 1.98 咨询锁函数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advisory_lock(key bigint) void 获取排他会话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lock(key1 int, key2 int) void 获取排他会话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lock_shared(key bigint) void 获取共享会话级别咨询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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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advisory_lock_shared(key1 int, key2 int) void 获取共享会话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unlock(key bigint) boolean 释放一个排他会话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unlock(key1 int, key2 int) boolean 释放一个排他会话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unlock_all() void 释放所有当前会话持有的会话

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unlock_shared(key bigint) boolean 释放一个共享会话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unlock_shared(key1 int, key2

int)

boolean 释放一个共享会话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xact_lock(key bigint) void 获取排他事务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xact_lock(key1 int, key2 int) void 获取排他事务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xact_lock_shared(key bigint) void 获取共享事务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xact_lock_shared(key1 int, key2

int)

void 获取共享事务级别咨询锁

pg_try_advisory_lock(key bigint) boolean 尝试获取排他会话级别咨询锁

pg_try_advisory_lock(key1 int, key2 int) boolean 尝试获取排他会话级别咨询锁

pg_try_advisory_lock_shared(key bigint) boolean 尝试获取共享会话级别咨询锁

pg_try_advisory_lock_shared(key1 int, key2

int)

boolean 尝试获取共享会话级别咨询锁

pg_try_advisory_xact_lock(key bigint) boolean 尝试获取排他事务级别咨询锁

pg_try_advisory_xact_lock(key1 int, key2

int)

boolean 尝试获取排他事务级别咨询锁

pg_try_advisory_xact_lock_shared(key

bigint)

boolean 尝试获取共享事务级别咨询锁

pg_try_advisory_xact_lock_shared(key1 int,

key2 int)

boolean 尝试获取共享事务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lock锁住一个应用定义的资源，可以使用一个单一 64位键值或

两个 32位键值标识（注意这些两个键空间不重叠）。如果另一个会话已经在同

一个资源标识符上持有了一个锁，这个函数将等待直到该资源变成可用。该锁是

排他的。多个锁请求会入栈，因此如果同一个资源被锁住三次，则它必须被解锁

三次来被释放给其他会话使用。

pg_advisory_lock_shared 的工作和 pg_advisory_lock 相同，不过该锁可以与

其他请求共享锁的会话共享。只有想要排他的锁请求会被排除。

pg_try_advisory_lock与 pg_advisory_lock相似，不过该函数将不会等待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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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用。它要么立刻获得锁并返回 true，要么不能立即获得锁并返回 false。

pg_try_advisory_lock_shared 的工作和 pg_try_advisory_lock 相同，不过它尝

试获得一个共享锁而不是一个排他锁。

pg_advisory_unlock将会释放之前获得的排他会话级别咨询锁。如果锁被成

功释放，它返回 true。如果锁没有被持有，它将返回 false 并且额外由服务器报

告一个 SQL 警告。

pg_advisory_unlock_shared 的工作和 pg_advisory_unlock 相同，除了它释放

一个共享的会话级别咨询锁。

pg_advisory_unlock_all将释放当前会话所持有的所有会话级别咨询锁（这个

函数隐式地在会话末尾被调用，即使客户端已经断开）。

pg_advisory_xact_lock 的工作和 pg_advisory_lock 相同，不过锁是在当前事

务的末尾被自动释放的并且不能被显式释放。

pg_advisory_xact_lock_shared 的工作和 pg_advisory_lock_shared 相同，除了

锁是在当前事务的末尾自动被释放的并且不能被显式释放。

pg_try_advisory_xact_lock 的工作和 pg_try_advisory_lock 相同，不过锁（如

果获得）是在当前事务的末尾被自动释放的并且不能被显式释放。

pg_try_advisory_xact_lock_shared 的工作和 pg_try_advisory_lock_shared 相

同，不过锁（如果获得）是在当前事务的末尾被自动释放的并且不能被显式释放。

1.6.27 触发器函数

当 前 HighGo DB 提 供 一 个 构 建 的 触 发 器 函 数

suppress_redundant_updates_trigger， 它将阻止任何不会实际更改行中数据的更

新发生，这与正常的行为不管数据是否改变始终执行更新相反（这是正常的行为，

使得更新运行速度更快，因为不需要检查，并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有用的）。

理想的情况下，你通常应该避免运行实际上并没有改变记录中数据的更新。

冗余更新会花费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尤其是如果有大量索引要改变，并将最终不

得不清理被死亡行占用的空间。但是，在客户端代码中检测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容

易的，甚至不可能做到。而写表达式来检测它们容易产生错误。作为替代，使用

suppress_redundant_updates_trigger可以跳过不改变数据的更新。但是，你需要小

心使用它。触发器需要很短但不能忽略的时间来处理每条记录，所以如果大多数

被一个更新影响的记录确实被更改，此触发器的使用将实际上使更新运行得更

慢。

suppress_redundant_updates_trigger函数可以像这样被加到一个表：

CREATE TRIGGER z_min_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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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UPDATE ON tablename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suppress_redundant_updates_trigger();

在大部分情况下，你可能希望在最后为每行触发这个触发器。考虑到触发器

是按照名称顺序被触发，你需要选择一个位于该表所有其他触发器之后的触发器

名称。

获取更多关于创建触发器的信息，见 CREATE TRIGGER。

1.6.28 事件触发器函数

提供下面帮助函数用以从事件触发器中检索信息。

1.6.28.1 捕获命令结尾的改变

pg_event_trigger_ddl_commands 返回通过每个用户操作执行的 DDL 命令列

表， 当调用函数中 ddl_command_end事件触发器，如果在任何其它上下文中调

用，则抛出一个错误。pg_event_trigger_ddl_commands返回每个基本执行命令的

每一行；单独 SQL语句的命令可能返回多个行。此函数返回以下列：

名称 类型 描述

classid Oid 对象从属的系统 OID

objid Oid 系统中对象的 OID

objsubid integer 对象子 ID(比如列的属性数)

command_tag text 命令标签

object_type text 对象类型

schema_name text 对象从属模式名，如果没有；否则为 NULL。没有应用引用。

object_identity text
对象身份的文本表现，模式限定的。每一个以及所有身份中

出现的标识符在必要时加引号。

in_extension bool 命令是否是扩展脚本的一部分

command
pg_ddl_com
mand

内部格式中命令的完整表示。这不能直接输出， 但它可以传

递给其它函数用来获取该命令的不同信息。

1.6.28.2 通过 DDL命令删除处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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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event_trigger_dropped_objects 返回其 sql_drop 事件中命令所删除的所有

对象的列表。如果在任何其他环境中被调用，pg_event_trigger_dropped_objects

将抛出一个错误。pg_event_trigger_dropped_objects返回下列列：

名称 类型 描述

classid Oid 对象所属的目录的 OID

objid Oid 在目录中的对象的 OID

objsubid int32 对象的子 ID（如列的属性号）

original bool 用于标识删除的根对象的标志

normal bool
标志表明在导致这个对象的依赖关系图中有一个正常的依赖

关系

is_temporary bool 标志表明该对象是临时对象。

object_type text 对象的类型

schema_name text
对象所属模式的名称（如果存在）；否则为 NULL。不应用引

用。

object_name text
如果模式和名称的组合能被用于对象的一个唯一标识符，则是

对象的名称；否则是 NULL。不应用引用，并且名称不是模式

限定的。

object_identity text
对象身份的文本表现，模式限定的。每一个以及所有身份中出

现的标识符在必要时加引号。

address_names text[]
一个数组，连同 object_type和 address_args，可以用于

pg_get_object_address()在包含相同命名对象的远程服务器中

重新创建对象地址。

address_args text[] address_names的补充。

pg_event_trigger_dropped_objects可以被这样用在一个事件触发器中：

CREATE FUNCTION test_event_trigger_for_drops()

RETURNS event_trigger LANGUAGE plpgsql AS $$

DECLARE

obj record;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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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bj IN SELECT * FROM pg_event_trigger_dropped_objects()

LOOP

RAISE NOTICE '% dropped object: % %.% %',

tg_tag,

obj.object_type,

obj.schema_name,

obj.object_name,

obj.object_identity;

END LOOP;

END

$$;

CREATE EVENT TRIGGER test_event_trigger_for_drops

ON sql_drop

EXECUTE PROCEDURE test_event_trigger_for_drops();

1.6.28.3 处理表重写事件

下表中的函数提供关于表的信息，其中 table_rewrite事件刚刚被调用。如果

在任何其它上下文中调用，则抛出错误。

名称 返回类型 描述

pg_event_trigger_table_rewrite_oid() Oid 关于被改写的表的 OID。

pg_event_trigger_table_rewrite_reason() int
原因代码解释重写的原因。代码的确

切意义是释放依赖。

在下面这样的事件触发器中使用 pg_event_trigger_table_rewrite_oid函数：

CREATE FUNCTION test_event_trigger_table_rewrite_oid()

RETURNS event_trigger

LANGUAGE plpgsql AS

$$

BEGIN

RAISE NOTICE 'rewriting table % for reason %',

pg_event_trigger_table_rewrite_oid()::regclass,

pg_event_trigger_table_rewrite_reason();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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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EVENT TRIGGER test_table_rewrite_oid

ON table_rewrite

EXECUTE PROCEDURE test_event_trigger_table_rewrite_oid();

1.7 类型转换

SQL 语句可能(有意无意地)要求在同一表达式里混合不同的数据类型。

HighGo DB在计算混合类型表达式方面有许多扩展性很强的功能。

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不需要明白类型转换机制的细节。但是，由 HighGo DB

所进行的隐含类型转换会对查询的结果产生影响，必要时这些影响又可以用显式

类型转换来调整。

本章介绍 HighGo DB类型转换的传统和机制。

1.7.1 概述

SQL是一种强类型语言。也就是说，每个数据项都有一个相关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决定其行为和允许的用法。HighGo DB有一个可扩展的数据类型系统，

该系统比其它 SQL实现更具通用性和灵活性。因而，HighGo DB中大多数类型

转换是由通用规则来管理的，而不是由专门的试探法分析的，这种做法允许使用

混合类型表达式，即便是其中包含用户定义的类型。

HighGo DB扫描器/解析器只将词法元素分解成五个基本种类：整数、非整

数数字、字符串、标识符、关键字。大多数非数字类型常量首先被分类为字符串。

SQL语言定义允许将类型名指定为字符串，这个机制被用于保证解析器沿着正

确的方向运行。例如，查询：

SELECT text 'Origin' AS "label", point '(0,0)' AS "value";

label | value

--------+-------

Origin | (0,0)

(1 row)

有两个文本常量，类型分别为 text和 point。如果没有为字符串文本声明类

型，初始将被分配一个占位符类型 unknown，该类型将在后面描述的晚期阶段分

析。

在HighGo DB分析器里，有四种基本的 SQL元素需要独立的类型转换规则：

函数调用

多数 HighGo DB类型系统是建筑在一套丰富的函数上的。函数调用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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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多个参数。因为 HighGo DB允许函数重载，所以函数名自身并不唯一地

标识将要调用的函数，分析器必须根据函数提供的参数类型选择正确的函数。

操作符

HighGo DB允许在表达式上使用前缀或后缀(单目)操作符，也允许表达式内

部使用双目操作符(两个参数)。像函数一样，操作符也可以被重载，因此操作符

的选择也和函数一样取决于参数类型。

值存储

SQL INSERT和 UPDATE语句将表达式结果放入表中。语句中的表达式类型

必须和目标字段的类型一致或者可以转换为一致。

UNION, CASE，和相关构造

因为来自一个联合的 SELECT 语句中的所有查询结果必须在一个列集中显

示，所以每个 SELECT 子句的结果类型必须能相互匹配并被转换成一个统一的

集合。类似地，一个 CASE结构的结果表达式必须被转换成一种公共的类型，这

样 CASE 表达式作为整体才有一种已知的输出类型。同样的要求也存在于

ARRAY结构以及 GREATEST和 LEAST函数中。

系统目录存储有关哪些数据类型之间存在哪种转换（或造型）以及如何执行

这些转换的相关信息。额外的转换可以由用户通过 CREATE CAST 命令增加。

这个通常和定义一种新的数据类型一起完成。内置的类型转换集已经经过仔细的

雕琢了，因此最好不要去更改它们。

解析器提供了一种额外的启发式规则，它允许在具有隐式造型的类型组中恰

当造型行为的改进决定。 数据类型被分为几个基本的类型分类，包括 boolean、

numeric、string、bitstring、datetime、timespan、geometric、network 和用户自定

义。在每个分类中，可以有一个或多个首选类型，当存在类型选择时，这个是更

好的选择。利用精心选择的首选类型和可用的隐式造型，我们可以确保有歧义的

表达式（那些有多个候选解析方案的表达式）可以用一种有用的方式来处理。

所有类型转换规则都是建立在下面几个基本原则上的：

 隐式转换决不能有意外的或不可预见的输出。

 如果一个查询不需要隐式类型转换，解析器或执行器不应该有额外的开

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查询是结构良好的并且类型已经匹配，则查询

不应该在解析器里耗费额外的时间执行，也不会在查询中引入不必要的

隐式类型转换调用。

 另外，如果一个查询通常要求为某个函数进行隐式类型转换，而用户定

义了一个有正确参数类型的新函数，解析器应该使用新函数并不再做隐

式转换来使用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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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操作符

被一个操作符表达式引用的特定操作符由下列过程决定。注意这个过程会被

所涉及的操作符的优先级间接地影响，因为这将决定哪些子表达式被用作哪个操

作符的输入。

操作符类型解析

1.从系统表 pg_operator 中选出要考虑的操作符。如果使用了一个不带模式

限定的操作符名(常见的状况)，那么操作符被认为是那些在当前搜索路径中可见

并有匹配的名称和参数个数的操作符。如果给出一个带修饰的操作符名，那么只

考虑指定模式中的操作符。

a．如果搜索路径中找到了多个相同参数类型的操作符，那么只考虑最早

出现在路径中的那一个。但是不同参数类型的操作符将被平等看待，而不

管它们在路径中的位置如何。

2.查找一个正好接受输入参数类型的操作符。如果找到一个(在一组被考虑

的操作符中，可能只存在一个精确匹配的)，则用之。

a．如果一个双目操作符调用中的一个参数是 unknown类型，则在本次检

查中假设其与另一个参数类型相同。对于涉及两个 unknown 输入的调

用或者带有一个 unknown 输入的一元操作符，在这一步将永远找不到

一个匹配。

b． 如果二进制操作符调用的一个参数是 unknown 类型的，其他参数是

域类型，下一步检查看看是否有一个操作符正好两侧都接受域的基本

类型；如果有，则使用它。

3.寻找最优匹配。

a. 抛弃那些输入类型不匹配并且也不能隐式转换成匹配的候选操作符。

unknown文本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转换成任何东西。如果只剩下一个候

选项，则用之，否则继续下一步。

b. 如果任意输入参数是域类型的，那么在随后的步骤中将其看做是域的

基本类型。这确保在做有歧义的操作符解析时，域的举止像它们的基

类型。

c. 遍历所有候选操作符，保留那些输入类型匹配最准确的。如果没有一

个操作符能被保留，则保留所有候选。如果只剩下一个候选项，则用之，

否则继续下一步。

d. 遍历所有候选操作符，保留那些在最多个需要类型转换的位置上接受

首选类型（属于输入数据类型的类型分类）的操作符。如果没有接受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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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操作符，则保留所有候选。如果只剩下一个候选操作符，则使用之，

否则继续下一步。

e. 如果有任何输入参数是 unknown类型，检查被剩余候选操作符在那些

参数位置上接受的类型分类。在每一个位置，如果任何候选接受该分类，

则选择 string分类（这种对字符串的偏爱是合适的，因为未知类型的文本

确实像字符串)。否则，如果所有剩下的候选操作符都接受相同的类型分

类，则选择该分类；否则抛出一个错误（因为在没有更多线索的条件下无

法作出正确的推断）。现在抛弃不接受选定的类型分类的候选操作符。然

后，如果任意候选操作符接受那个分类中的首选类型，则抛弃那些在该参

数位置接受非首选类型的候选操作符。如果没有候选操作符能通过这些测

试则保留全部候选者。如果只剩下一个候选者，则使用之；否则继续下一

步。

f. 如果既有 unknown 参数也有已知类型的参数，并且所有已知类型参数

具有相同的类型，则假定该 unknown参数也是那种类型的，并且检查哪

些候选操作符可以在该 unknown参数的位置上接受那个类型。如果正好

有一个候选者通过了这个测试，则使用之；否则失败。

下面是一些例子。

示例 1.7.1. 指数操作符类型解析

只有一个在标准目录里被指定阶乘的操作符（后缀！），它接受一个参数类

型 bigint。扫描器为在查询表达式中的参数指定一个初始类型 integer：

SELECT 40 ! AS "40 factorial";

40 fac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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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915283247897734345611269596115894272000000000

(1 row)

因此，解析器在操作数上做了一个类型转换，该查询相当于：

SELECT CAST(40 AS bigint) ! AS "40 factorial";

示例 1.7.2. 字符串连接操作符类型解析

一个类字符串性的语法用来处理字符串类型和处理复杂的扩展类型。未指定

类型的字符串与可能的候选操作符进行匹配。

一个未指定参数的例子：

SELECT text 'abc' || 'def' AS "text and unknown";

text and unkn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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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f

(1 row)

在这种情况下，解析器查看是否有一个操作符的两个参数都使用 text。既然

有，那么它假设第二个参数应被解释为 text类型。

下面是两个未指定类型的值的连接：

SELECT 'abc' || 'def' AS "unspecified";

unspec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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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ef

(1 row)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对于所使用的类型的初始提示，因为没有在查询中指定

类型。因此，解析器查找所有的候选操作符并找到同时接受字符串类别和比特串

类别的输入。因为当可用时字符串类型是首选的，该分类会被选中，并且接下来

字符串的首选类型（text）会被用作解决未知类型文字的指定类型。

示例 1.7.3. 绝对值与否定操作符类型解析

HighGo DB操作符目录中有几个对于前缀操作符@的条目，这些都实现了针

对各种数字数据类型的绝对值操作符。其中有一条为 float8类型，它是在数字类

型中首选的类型。因此，HighGo DB将在遇到一个未知类型的输入时使用它：

SELECT@ '-4.5' AS "abs";

abs

-----

4.5

(1 row)

在这里，系统在应用所选操作符之前已经隐式地解决了将未知类型文字作为

float8类型。我们可以验证我们使用的是 float8而不是别的类型：

SELECT@ '-4.5e500' AS "abs";

ERROR: "-4.5e500" is out of range for type double precision

另一方面，前缀符~（按位取反）只为整数数据类型定义，而没有为 float8

定义。因此，如果我们尝试一个与使用~类似的情况，我们会得到：

SELECT ~ '20' AS "negation";

ERROR: operator is not unique: ~ "unknown"

HINT: Could not choose a best candidate operator. You might need to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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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icit type casts.

这是因为系统不能决定在几个可能的~符号中应该选择哪一个。我们可以用

一个显式转换来帮助它：

SELECT ~ CAST('20' AS int8) AS "negation";

negation

----------

-21

(1 row)

示例 1.7.4数组包含操作符类型决定

这里是另一个决定带有一个已知和一个未知输入的操作符的例子：

SELECT array[1,2] <@ '{1,2,3}' as "is subset";

is subset

-----------

t

(1 row)

操作符目录有一些条目用于中缀操作符<@，但是仅有的两个可以在左手边

接受一个整数数组的是数组包含（ anyarray <@ anyarray）和范围包含

（anyelement <@ anyrange）。因为这些多态伪类型中没有一个被认为是首选的，

解析器不能以此为基础来解决歧义。不过，步骤 3.f告诉它假定位置类型的文字

和其他输入的类型相同，即整数数组。现在这两个操作符中只有一个可以匹配，

因此数组包含被选择（如果选择范围包含，我们将得到一个错误，因为该字符串

没有成为一个范围文字的正确格式）。

示例 1.7.5. 在域类型上自定义操作符

用户有时尝试声明只作用于域类型的操作符。这是可能的，但是没看上去那

么有用，因为操作符解析规则的设计是选择应用于域的基本类型的操作符。考虑

一个例子：

CREATE DOMAIN mytext AS text CHECK(...);

CREATE FUNCTION mytext_eq_text (mytext, text) RETURNS boolean AS ...;

CREATE OPERATOR = (procedure=mytext_eq_text, leftarg=mytext,

rightarg=text);

CREATE TABLE mytable (val mytext);

SELECT * FROM mytable WHERE val = '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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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查询将不会使用自定义操作符。解析器首先查看是否有 mytext = mytext

操作符(步骤 2.a)，这里没有；然后它将考虑域的基本类型 text，并查看是否

有 text = text 操作符(步骤 2.b)，这里有；所以它将 unknown 类型文字看做 text

并使用 text = text操作符。使用自定义操作符的唯一方式是明确转换文字：

SELECT * FROM mytable WHERE val = text 'foo';

所以，根据正好匹配的规则，立刻就找到了 mytext = text操作符。如果达到

了最佳匹配的规则，那么它们积极的排斥域类型上的操作符。 如果没有的达到，

那么这样一个操作符将会创建太多歧义操作符失败，因为转换规则总是认为域是

可以和它的基本类型相互转换的，所以在所有相同的情况下，作为在基本类型上

同样命名的操作符，域操作符将被认为是可用的。

1.7.3 函数

被一个函数调用引用的特定函数使用下面步骤来决定。

函数类型解析

1.从 pg_proc系统目录中选择考虑的函数。如果使用一个非模式限定的函数

名称，那么函数被认为是那些在当前搜索路径中可见并有匹配的名称和参数个数

的函数。如果给出一个被限定的函数名，那么只考虑指定模式中的函数。

a.如果搜索路径里发现多个参数类型相同的函数，那么只考虑最早在搜索路

径中出现的那个。不同参数类型的函数被平等对待，不受搜索路径位置的影响。

b.如果使用一个 VARIADIC数组参数声明一个函数，并且调用不使用关键字

VARIADIC，那么该函数被作为是否数组参数被一个或更多它元素类型的事件，

根据需要去匹配调用。这样的扩展函数之后，函数可能会有和非可变函数相同的

参数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在搜索路径中出现比较早的函数将被使用，或者如果

两个函数在相同的模式中时首选非可变的那一个。

c.考虑使用有默认参数值的函数来匹配任何省略了零或者多个默认表参数

位置的调用。如果有更多的超出一个的函数匹配一个调用，那么使用最早出现在

搜索路径中的那个。如果在同一个相同的在非默认位置的参数类型的模式中有两

个或者更多的这样的函数（他们有不同的默认参数设置或许是可能的），系统将

不能确定去选择哪个，并且如此一个"模糊的函数调用"错误导致是否可以发现更

匹配的调用。

2.检查函数正确地接受了输入参数类型。如果存在一个（在所考虑的函数的

设置中可以仅有一个精确匹配），那么使用它。（在该步骤中，涉及 unknown 的

情况将永远找不到一个匹配）。

3.如果没有发现精确匹配，那么查看调用函数是否作为一个特定的转换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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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出现。如果函数调用仅有一个参数并且函数名和一些数据类型名相同，那么

该情况将会发生。并且，函数参数不能是一个未知类型的文字，或者是一个可以

被二进制强制转换到命名数据类型的类型，或者是一个可以通过应用其 I/O 函数

被转换为命名数据类型的类型（也就是，转换是转到标准字符串类型或者从标准

字符串类型转来）。当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函数调用被当做 CAST 声明的一种

形式来对待。[备注]

4.查找最佳匹配。

a.如果候选函数的输入类型不匹配并且不能通过转换（使用一个隐式转

换）达到匹配，则丢弃它。为了这个目的，unknown文字是假定的转换

为任何形式。如果仅有一个候选项，那么使用它；或者继续下一步。

b.如果任何输入参数是一种域类型，在所有后续步骤中都把它当做该域

的基类型。这确保在做有歧义的操作符解析时，域的举止像它们的基类

型。

c.遍历所有候选函数并保留那些最匹配输入类型的。如果没有准确匹配，

则保留所有候选项。如果仅有一个候选项，则使用之；否则继续下一步。

d.遍历所有候选函数并保留那些在最多要求类型转换的位置上接受首选

类型（属于输入数据类型的类型分类）的候选项。如果没有接受首选类

型的候选项，则保留所有候选项。如果仅有一个候选项，则使用之；否

则继续下一步。

e.如果任何输入参数是 unknown，那么检查那些被剩余候选项在那些参

数位置上接受的类型分类。在每一个位置上，如果任何候选项接受该分

类则选择 string分类 （这个偏向于字符串是恰当的，因为一个未知类型

文字看起来像字符）。 否则，如果所有剩余的候选项接受相同的类型分

类，那么选择那个分类； 否则将失败，因为缺乏更多线索来推断出正确

的选择。现在，丢弃不接受被选中类型分类的候选项。此外，如果任何

候选项接受那个分类中的一个首选类型，则丢弃对该参数接受非首选类

型的候选项。如果没有候选项能通过这些测试，则保留所有候选项。如

果只剩下一个候选项，则使用之；否则继续下一步。

f.如果既有 unknown 参数也有已知类型的参数，并且所有已知类型参数

具有相同的类型，则假定该 unknown参数也是那种类型的，并且检查哪

些候选函数可以在该 unknown参数的位置上接受那个类型。如果正好有

一个候选者通过了这个测试，则使用之；否则失败。

注意，对于操作符和函数类型解析来说"最佳匹配"规则是完全相同的。下面

是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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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7.6. 取整函数参数类型解析

只有一个带有两个参数的取整函数；它采用第一个参数类型为 numeric和第

二个参数类型为 integer。所以下面的语句将自动地将第一个 integer 类型参数转

换为 numeric类型：

SELECT round(4, 4);

round

--------

4.0000

(1 row)

该查询实际上是由解析器转换为：

SELECT round(CAST (4 AS numeric), 4);

因为包含小数点的数字常数首选指定为 numeric格式，所以下面的查询语句

将不需要格式转换，因此这样会稍微更有效：

SELECT round(4.0, 4);

示例 1.7.7. 子字符串函数类型解析

有几个 substr 函数，其中一个为 text和 integer 类型。如果为未指定类型的

字符常量调用，那么系统选择接受一个首选类型为 string（也就是 text类型）的

参数的候选函数。

SELECT substr('1234', 3);

substr

--------

34

(1 row)

如果字符串被声明为类型 varchar（如果它来自于一个表就会这样），那么

解析器将尝试转换它为 text：

SELECT substr(varchar '1234', 3);

sub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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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 row)

解析器所作的转换：

SELECT substr(CAST (varchar '1234' AS text), 3);

注意:解析器从 pg_cast目录中知道 text和 varchar是二进制可兼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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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一个可以被传递给接受另一种类型的函数而不需要做任何物理转换。因

此，在这种情况下不会真正使用类型转换调用。

并且，如果该函数使用一个 integer 类型的参数调用，那么解析器将尝试将

它转换为 text：

SELECT substr(1234, 3);

ERROR: function substr(integer, integer) does not exist

HINT: No function matches the given name and argument types. You might

need

to add explicit type casts.

由于 integer 类型没有到 text的一个隐式造型，这将不会工作。但是一次显

式造型则可以工作：

SELECT substr(CAST (1234 AS text), 3);

sub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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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 row)

备注：这一步的原因是在没有一个实际的造型函数的情况下支持函数风格的

造型声明。如果有一个造型函数，它被按惯例以其输出类型命名，并且不需要有

特殊情况。查阅 CREATE CAST获取更多的说明。

1.7.4 值存储

按照下面的步骤将插入到一个表中的值转换为目的列的数据类型。

值存储类型转换

1.检查一个与目标的准确匹配。

2.否则，试着转换表达式为目标类型格式。如果在两种类型之间的一个赋值

转换 已经被注册在 pg_cast 目录中，这是可能的。或者，如果所表达的是一个

未知类型的文字，那么该文字字符内容将被提供给目标类型的输入转换例程。

3.检查是否有一个用于目标类型的尺寸调整造型。尺寸调整造型是一个从该

类型到其自身的造型。如果在 pg_cast目录中找到一个，那么把表达式存储到目

标列中之前把它应用到表达式。这样一个造型的实现函数总是采用一个额外的

integer类型的参数，它接收目标列的 atttypmod值（通常是它被声明的长度，尽

管对于不同数据类型 atttypmod有不同的解释），并且它可能采用第三个 boolean

参数来说明造型是显式的还是隐式的。该造型函数负责应用任何长度相关的语

义，例如尺寸检查或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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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7.8.character存储类型转换

对于一个声明为 character(20)的目标列，下面的语句展示了被存储的值如

何被正确地调整尺寸：

CREATE TABLE vv (v character(20));

INSERT INTO vv SELECT 'abc' || 'def';

SELECT v, length(v) FROM vv;

v | length

----------------------+-----------------------

abcdef | 20

(1 row)

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两个未知文字被默认决定为 text，允许||操作符被决定为

text连接。然后操作符的 text结果被转换成 bpchar（"blank-padded char"空白填充

字符，character数据类型的内部名称）来匹配目标列类型（由于从 text到 bpchar

的转换是二进制强制的，这个转换不会插入任何实际的函数调用）。最后，尺寸

调整函数 bpchar(bpchar, integer, boolean)被从系统目录中找到并应用到操作符的

结果和存储的列长度上。这个类型相关的函数执行必要的长度检查并增加填充的

空间。

1.7.5 UNION,CASE和关联构造

SQL UNION 结构必须使可能不相似的类型匹配成为一个单一的结果集。该

决定算法被独立地应用到一个联合查询的每个输出列。INTERSECT和 EXCEPT

采用和 UNION 相同的方法来决定不相似的类型。CASE、ARRAY、VALUES、

GREATEST和LEAST结构使用相同的算法来使它们的组成表达式匹配并选择一

种结果数据类型。

UNION，CASE和相关构造的类型分析：

1. 如果所有的输入为相同格式，并且不是 unknown，那么解决该类型。

2. 如果任意输入是域类型，那么在所有随后的步骤中都将其看做是域的基

本类型。[备注]

3. 如果所有的输入为 unknown类型，决定作为 text（字符分类的优先格式）

类型。否则，未知输入是被忽略的。

4. 如果非未知输入不全是所有的相同类型分类，那么将失败。

5. 如果有的话，选择第一个在分类中作为首选类型的非未知输入类型。

6. 否则，选择最后的非未知输入类型，它允许所有在前面的非未知输入被

隐含地转换为它。（总有这样的一种类型，因为至少在列表中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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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必须满足该条件。）

7. 转换所有的输入为选定的类型。如果没有一个从所给输入到选定类型的

转换将会失败。

下面是一些例子。

示例 1.7.9. 在一个关联中使用规定中的类型的类型解析

SELECT text 'a' AS "text" UNION SELECT 'b';

text

------

a

b

(2 rows)

这里，未知类型文字'b'将被作为 text类型来处理。

示例 1.7.10. 在一个简单关联中的类型解析

SELECT 1.2 AS "numeric" UNION SELECT 1;

numeric

---------

1

1.2

(2 rows)

文字 1.2是 numeric 类型，且 integer 值 1 可以隐含地转换为 numeric，因此

使用 numeric类型。

示例 1.7.11. 在一个可换位关联中的类型解析

SELECT 1 AS "real" UNION SELECT CAST('2.2' AS REAL);

real

------

1

2.2

(2 rows)

这里，由于类型 real 被能被隐式地造型为 integer，而 integer 可以被隐式地

造型为 real，联合结果类型被决定为 real。

备注：多少有些类似于对待用于操作符和函数的域输入的方式，这种行为允

许一种域类型能通过一个 UNION或相似的结构保留下来，只要用户小心地确保

所有的输入都是（显式地或隐式地）准确类型。否 则会优先选择该域的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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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索引

索引是提高数据库性能的常用方法。索引可以令数据库服务器以比没有索引

快得多的速度查找和检索特定的行。不过索引也在总体上增加了数据库系统的负

荷，因此我们应该恰当地使用它们。

1.8.1 介绍

假设有像下面这样一个表：

CREATE TABLE test1 (

id integer,

content varchar

);

并且进行大量的类似下面这样的语句进行查询：

SELECT content FROM test1 WHERE id = constant;

通常，数据库系统不得不一行一行地扫描整个 test1表以寻找所有匹配的记

录。如果在 test1里面有许多行，但是只返回少数几行(可能是零行或一行)，那么

上面这个方法可就很差劲了。如果我们让数据库系统在 id列上维护一个索引用

于定位匹配的行。这样，数据库系统只需要在搜索树中走少数的几层就可以找到

匹配行。

在大多数非小说的书籍里面都使用了类似这样的方法：在书的背后收集着读

者会经常查找的术语和概念的索引，并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快

速地扫描该索引并且切换到合适的页，因此不用阅读整本书就能查找到感兴趣的

位置。作者的任务之一就是预计哪些项是读者最需要查找的东西，与之类似，预

计哪些索引可以带来便利也是数据库程序员的任务。

下面的命令可以用于在 id列上创建前面讨论过的索引：

CREATE INDEX test1_id_index ON test1 (id);

索引名称 test1_id_index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应该选那些稍后可以让您回忆

起索引含义的名称。

要删除一个索引，使用 DROP INDEX 命令。可以在任何时候向表里增加索

引或者从表中删除索引。

一旦您创建了索引，那么就不需要更多干涉了：当该表被修改后，系统会自

动更新索引，并且当对表进行查询时，如果系统认为使用索引比进行顺序的表扫

描更有效时，系统会选择使用索引进行查询。不过您可能必须经常性地运行

ANALYZE命令以更新统计信息，好让查询规划器能够做出有训练有素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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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对带搜索条件的 UPDATE和 DELETE命令也有好处。索引更可以用于

表链接查询。因此，如果您定义了索引的列是链接条件的一部分，那么它可以显

著提高链接的查询速度。

在一个巨大的表上创建索引可能会消耗大量的时间。缺省时，HighGo DB

允 许 在 创 建 索 引 的 同 时 读 取 表 (SELECT) ， 但 是 写 入 表

(INSERT,UPDATE,DELETE)的动作将被阻塞到索引创建完毕。在生产环境下这

种阻塞通常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也允许在创建索引的同时写入表，但是有一些警

告需要注意，更多信息参见 Building Indexes Concurrently。

创建索引之后，它必须和表保持同步。这些操作增加了数据操作的负荷。因

此我们应该把那些非关键或者根本用不上的索引索引类型

HighGo DB提供了多种索引类型：B-tree、Hash、GiST、SP-GiST、GIN 和

BRIN 。每一种索引类型使用了一种不同的算法来适应不同类型的查询。缺省时，

CREATE INDEX命令将创建适合于大部分情况的 B-tree索引。

B-tree索引适合处理那些能够按顺序存储的数据之上的等于和范围查询。特

别是在一个建立了索引的字段涉及到使用：

<

<=

=

>=

>

操作符之一进行比较的时候，HighGo DB的查询规划器都会考虑使用 B-tree

索引。等效于这些操作符组合的构造，比如 BETWEEN和 IN可以用 B-tree索引

实现。同时，索引列上的 IS NULL 或者 IS NOT NULL条件也可以用 B-tree索引

实现。

仅当模式是一个常量，并且锚定在字符串开头的时候，优化器才会把 B-tree

索引用于模式匹配操作符 LIKE 和~， 比如：col LIKE 'foo%'或 col ~ '^foo' ，但

是 col LIKE '%bar'就不行。同时，如果您的服务器未使用 C区域设置，那么您需

要用一个特殊的操作符类创建索引来支持模式匹配查询上的索引。还有可能将

B-tree索引用于 ILIKE和~*， 但是仅当模式以非字母字符(不受大小写影响的字

符)开头才可以。

B-tree索引也可以用来按照排序顺序检索数据。这并不总是比一个简单的扫

描和排序快， 但通常是有帮助的。

Hash 索引只能处理简单等值比较。不论何时当一个索引列涉及到一个使用

了=操作符的比较时，查询规划器将考虑使用一个 Hash 索引。下面的命令将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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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Hash 索引：

postgres=> CREATE INDEX idx1_hash1 ON hash1 USING hash (c1) ;

CREATE INDEX

GiST索引不是单独一种索引类型，而是一种架构，可以在这种架构上实现

很多不同的索引策略。因此，可以使用 GiST索引的特定操作符类型高度依赖于

索引策略(操作符类)。 作为示例，HighGo DB的标准发布中包含用于二维几何

数据类型的 GiST 操作符类，它支持：

<<

&<

&>

>>

<<|

&<|

|&>

|>>

@>

<@

~=

&&

操作符的索引查询。

GiST索引也可最优化"nearest-neighbor"检索，例如

SELECT * FROM places ORDER BY location <-> point '(101,456)' LIMIT 10;

找出距离给出目标点最近的十个地点。能这样做也是依赖于使用特定的操作

符类。

SP-GiST 索引类似于 GiST 索引，提供一个支持不同类型检索的架构。

SP-GiST允许实现许多各种不同的非平衡的基于磁盘的数据结构，例如四叉树，

k-d树和基数树(字典树)。 作为示例，HighGo DB的标准发布中包含用于二维点

的 SP-GiST操作符类，它支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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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操作符的索引查询。

GIST索引新增支持 type 类型 UUID、type 类型 ENUM，GIN 索引支持 type

类型为 ENUM；

以下为为 GIST索引在 UUID、ENUM类型的应用示例：

postgres=# CREATE EXTENSION btree_gist ;

CREATE EXTENSION

postgres=> CREATE TYPE type1 AS ENUM ('typ1', 'typ2', 'typ3') ;

CREATE TYPE

postgres=> CREATE TABLE gist1(c1 UUID, c2 type1) ;

CREATE TABLE

postgres=> CREATE INDEX idx1_gist1 ON gist1 USING gist (c1) ;

CREATE INDEX

postgres=> CREATE INDEX idx2_gist1 ON gist1 USING gist (c2) ;

CREATE INDEX

GIN索引是反转索引，它可以处理包含多个键的值(比如数组)。与 GiST和

SP-GiST 类似，GIN 支持用户定义的索引策略，可以使用 GIN 索引的操作符根

据索引策略的不同而不同。作为示例，标准发布中包含用于一维数组的 GIN 操

作符类，它支持

<@

@>

=

&&

操作符的索引查询。

BRIN 索引（Block Range indexes块范围索引的缩写）存储关于存储在连续

表物理块范围中的值的摘要。类似于 GiST、SP-GiST和 GIN，BRIN 可以支持许

多不同的索引策略，以及可以使用 BRIN 索引的特定运算符取决于索引策略。对

于具有线性排序顺序的数据类型，索引数据对应于每个块范围的列中的值的最小

值和最大值，这些值支持使用这些运算符的索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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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8.2 多字段索引

一个索引可以定义在表中多个字段上。比如，如果有以下格式的表：

CREATE TABLE test2 (

major int,

minor int,

name varchar

);

显而易见，/dev目录被保存在一个数据库里，并且您经常做下面这样的查询：

SELECT name FROM test2 WHERE major = constant AND minor = constant;

那么在字段major和minor上联合定义一个索引是比较合适的做法，也就是：

CREATE INDEX test2_mm_idx ON test2 (major, minor);

目前，只有 B-tree、GiST、GIN和 BRIN 索引类型支持多列索引。最多可以

指定32个列(该限制可以在编译HighGo DB时改变，见pg_config_manual.h文件)。

一个多字段的 B-tree索引可以用在包含索引字段子集的查询条件里，不过，

如果在前导字段(最左边)上有约束条件，那么效率最高。准确的规则是前导字段

上的等于约束，加上第一个没有等于约束的非等于约束字段，将用于限制所扫描

的索引范围。将检查这两个字段右边字段上的索引以减少对表的访问，但是并不

减少需要扫描的索引。比如，假如我们有一个在(a, b, c)上的索引，查询条件是

WHERE a = 5 AND b >= 42 AND c < 77，那么索引就需要先扫描所有 a = 5且 b =

42 ，直到所有 a = 5的记录扫描完毕。那些 c >= 77 的索引条目将被忽略，但是

他们仍然会被扫描。这个索引原则上仍然会被用于那些在 b和/或 c上有约束，

但是在 a上没有约束的查询，就必须扫描整个索引了。因此，在大多数这种情况

下，优化器会选择顺序扫描表，而不使用索引。

一个多字段的 GiST索引只能用于那些在前导字段上有查询条件的查询中。

附加字段上的条件会限制索引返回的条目，但是第一个字段上的条件是决定需要

扫描多少索引内容的最重要的字段。如果在第一个字段上只有很少的一些唯一的

数值，那么 GiST就相对来说不那么高效了，即使在附加字段上有许多独立的数

值也如此。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346

多字段 GIN 索引可用于涉及任何索引列子集的查询条件。与 B-tree或 GIST

不同，不管使用的索引列的查询条件，索引搜索的有效性是相同的。

一个多列 BRIN 索引可以用于条件中涉及到索引列的任意子集的查询。像

GIN，不像 B-tree和 GiST，GRIN的搜索效率与查询条件中使用哪些索引列无关。

在单个表上具有多个 BRIN索引而不是一个多列 BRIN索引的唯一原因是具有不

同的 pages_per_range 存储参数。

当然，每个字段都必须和适合该索引类型的操作符一起使用；包含其它操作

符的子句将不会被考虑。

使用多字段索引应该谨慎。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单字段上的索引就足够了，

并且还节约时间和空间。除非表的使用模式非常固定，否则超过三个字段的索引

几乎没什么用处。

1.8.3 索引和 ORDER BY

除了简单地找到被查询返回的行，索引也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排序中提供它

们。这使得查询的 ORDER BY规范在没有一个单独的排序步骤下能够实现。目

前 HighGo DB支持的索引类型中，只有 B-tree 能产生排序输出——其他索引类

型返回未指定的匹配行，依赖于实现秩序。

规划器在通过扫描匹配规范的可用索引，或对表进行物理顺序扫描，做一个

明确的排序时会考虑满足 ORDER BY规范。当对表进行的查询需要大范围扫描

时，一个明确的排序很可能比使用索引要快。因为对于顺序访问模式，它需要减

少磁盘 I/O。当只有几行需要获取时，索引更有用。一个重要的特殊情况是ORDER

BY连接 LIMIT n组合:显式排序将必须处理所有数据以识别前 n行，但如果存在

与 ORDER BY 匹配的索引，则可以直接检索前 n行， 而不扫描其余部分。缺省

情况下，B-tree索引将它的项以升序方式存储（空记录在最后）。这意味着，向

前索引扫描在列 x产生满足 ORDER BY x的输出（或更冗长，ORDER BY x ASC

NULLS LAST）。 索引也可以向后扫描，产生满足 ORDER BY x DESC的输出

（或更冗长，ORDER BY x DESC NULLS FIRST,因为 NULLS FIRST是 ORDER

BY DESC的缺省值）。

当创建索引时，您可以通过选项 ASC,DESC,NULLS FIRST和 NULLS LAST

调整 B-tree索引的排序，比如：

CREATE INDEX test2_info_nulls_low ON test2 (info NULLS FIRST);

CREATE INDEX test3_desc_index ON test3 (id DESC NULLS LAST);

不论是对 ORDER BY x ASC NULLS FIRST 还是 ORDER BY x DESC

NULLS LAST，索引可以以升序存储空值，这取决于在哪个方向上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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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会问，当两个选项一起向后扫描的可能性将涵盖 ORDER BY 的所有

变化时，为什么还要提供四个选项。 在单列索引中，选项确实是多余的，但在

多字段索引中却是有用。思考一个关于(x, y)的两字段索引：如果我们向前扫描，

这可以满足ORDER BY x, y，或如果我们向后扫描，可以满足ORDER BY x DESC,

y DESC。但可能应用程序经常需要使用 ORDER BY x ASC, y DESC。没有办法

得到一个普通索引的排序，但如果该指数被定义为(x ASC, y DESC)或者(x DESC,

y ASC)，那么就可能得到该排序。

显然，非缺省排序的索引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功能，但有时却可以提高某些查

询的速度。是否值得维护这样一个索引取决于您经常使用需要一个特殊排序的查

询。

1.8.4 组合多个索引

一个单独的索引扫描只能用于这样的条件子句：使用被索引字段和索引操作

符类中操作符，并且这些条件以 AND连接。假设在(a, b)上有一个索引，那么类

似WHERE a = 5 AND b = 6的条件可以使用索引，但是像WHERE a = 5 OR b = 6

的条件就不能直接使用索引。

幸运的是，HighGo DB能够组合多个索引(包括同一索引的多次使用)来处理

单个索引扫描不能实现的情况。系统可以在多个索引扫描之间组成 AND和 OR

条件。比如，一个类似WHERE x = 42 OR x = 47 OR x = 53 OR x = 99 这样的查

询可以分解成四个在 x上的独立扫描，每个扫描使用一个条件，最后将这些扫描

的结果 OR在一起，生成最终结果。另外一个例子是，如果我们在 x和 y上有独

立的索引，一个类似WHERE x = 5 AND y = 6这样的查询可以分解为几个使用独

立索引的子句，然后把这几个结果 AND在一起，生成最终结果。

为了组合多个索引，系统扫描每个需要的索引，然后在内存里组织一个位图，

它给出索引扫描报告中符合索引条件的表数据行位置。 然后，根据查询的需要，

把这个位图使用 AND和 OR合并在一起。最后，访问实际的表检索并返回数据

行。表的数据行是按照物理顺序进行访问的，因为那就是位图的布局；这就意味

着任何原来的索引排序都将消失，而如果查询有一个 ORDER BY子句，那么还

需要一个额外的排序步骤。因为这个原因，以及每个额外的索引扫描都增加了额

外的时间，规划器有时候会选择使用简单的索引扫描，即使有多个索引可用也如

此。

在所有最简单的应用里，可能有多种索引组合都是有用的，数据库开发人员

必须在使用哪个索引之间作出平衡。有时候多字段索引是最好的，但有时候创建

一个独立索引并依靠索引组合是最好的。比如，假如您的查询有时候只涉及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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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有时候只涉及字段 y，有时候两个字段都涉及，那么您可能会选择在 x 和 y

上创建两个独立的索引，然后依靠索引组合来处理同时使用两个字段的查询。您

也可以在(x, y)上创建一个多字段索引，这样索引通常会比索引组合更高效，但

是，它对那些只包含 y的查询几乎没有用，因此它不能是唯一一个索引。一个多

字段索引和 y上的独立索引可能会更好。因为对那些只涉及 x的查询，可以使用

多字段索引，尽管它会更大，会比只在 x上的索引更慢。最后一个选择是创建三

个索引，但是这种方法只有在表的更新远比查询少得多，并且所有三种查询都很

普遍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如果其中一种查询比其它的少很多，那么您可能更愿

意仅仅创建两种匹配更常见查询的索引。

1.8.5 唯一索引

索引还可以用于强制规定一个字段数值的唯一性，或者是多个字段组合值的

唯一性。

CREATE UNIQUE INDEX name ON table (column [, ...]);

目前，只有 B-tree索引可以声明为唯一。

如果索引声明为唯一的，那么就不允许出现多个索引值相同的行。NULL 值

被认为互不相等。一个多字段唯一索引认为只有多行数据里所有被索引字段都相

同才是相同的，这种数据才被拒。

如果一个表声明了唯一约束或者主键，那么 HighGo DB自动在组成主键或

唯一约束的字段上创建唯一索引(可能是多字段索引)，以强制规定这些约束。

注意:不需要手工在唯一列上创建索引，那样做只会重复建立自动创建的索

引。

1.8.6 表达式上的索引

索引并非一定要是一个底层表的字段，还可以是一个函数或者从一个或多个

字段计算出来的标量表达式。这个特性对于快速访问那些基于计算结果的表非常

有用。

比如，做大小写无关比较的常用方法是使用 lower函数：

SELECT * FROM test1 WHERE lower(col1) = 'value';

如果已经在 lower(col1)函数的结果上定义了索引，那么这个查询可以使用索

引：

CREATE INDEX test1_lower_col1_idx ON test1 (lower(col1));

如果我们把这个索引声明为 UNIQUE，那么它会禁止创建那种 col1 数值只

是大小写有别或完全相同的数据行。因此，在表达式上的索引可以用于强制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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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定义为简单唯一约束的约束。

另外一个例子是，如果我们经常使用下面这样的查询：

SELECT * FROM people WHERE (first_name || ' ' || last_name) = 'John Smith';

那么我们就值得创建下面这样的索引：

CREATE INDEX people_names ON people ((first_name || ' ' || last_name));

CREATE INDEX 命令的语法通常要求在索引表达式周围书写圆括弧，就像

我们在第二个例子里显示的那样。如果表达式只是一个函数调用，那么可以省略，

就像我们在第一个例子里显示的那样。

从维护角度来看，索引表达式相对费劲一些，因为在插入数据行或者更新数

据行的时候，都必须为每一行计算生成的表达式。 不过，索引表达式不是在索

引查找的时候进行计算的，因为它们已经存储在索引里了。在上面的两个例子里，

系统都把查询看做只是WHERE indexedcolumn = 'constant'，所以搜索的速度等效

于任何其它简单的索引查询。因此，表达式上的索引在检索速度比插入和更新速

度更重要的场合下是有用的。

1.8.7 部分索引

部分索引是建立在一个表的子集上的索引；该子集是由一个条件表达式定义

的(叫做部分索引的谓词)。该索引只包含表中那些满足这个谓词的行。部分索引

是一个特殊的特性，但是在某些场合很有用。

部分索引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避免对普通数值(大量重复的数值)建立索引。因

为在普通数值上的查询就算使用索引也没什么好处，那么还不如从索引中剔除这

些大量重复的行。这样可以减小索引尺寸，提高那些真正使用索引的查询的速度。

同时它也能提高更新操作的速度，因为不是所有情况都需要更新索引。

示例 1.8.1. 设置一个部分索引以排除普通数值

假设您在数据库中存储 web 服务器的访问日志。大多数访问是从您的组织

内部的 IP地址范围发起的，但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其它地方(比如那些通过拨号进

行连接的雇员)。如果您主要搜索来自外部访问的 IP，那么您就不需要对组织子

网的 IP范围进行索引。

假设表像下面这样：

CREATE TABLE access_log (

url varchar,

client_ip ine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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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符合例子的索引，使用像下面这样的命令：

CREATE INDEX access_log_client_ip_ix ON access_log (client_ip)

WHERE NOT (client_ip > inet '192.168.100.0' AND

client_ip < inet '192.168.100.255');

一个可以使用这个索引的典型查询如下：

SELECT *

FROM access_log

WHERE url = '/index.html' AND client_ip = inet '212.78.10.32';

一个不能使用这个索引的查询是：

SELECT *

FROM access_log

WHERE client_ip = inet '192.168.100.23';

我们通过观察可以看出，这种类型的部分索引要求普通数值是可以预计的。

所以部分指标最适合用于不改变的数据分布。索引可以重新重建偶尔调整新的数

据分布，但是这会增加维护工作。

下面示例 1.8.2显示，它把不感兴趣的数值排除在索引之外。这个结果有与

上面列出的同样的优点，但是它完全拒绝了通过索引访问"不感兴趣"的数值，即

使索引扫描可能对那些数据也有利。显然，为这种情况设置部分索引需要非常仔

细并且需要大量试验。

示例 1.8.2. 设置一个部分索引以排除不感兴趣的数值

如果您有一个表，包含已付款和未付款的定单，而未付款的定单只占总表的

一小部分并且是经常使用的部分，那么您可以通过只在未付款定单上创建一个索

引来改善性能。创建索引的命令看起来会像这样：

CREATE INDEX orders_unbilled_index ON orders (order_nr)

WHERE billed is not true;

可能用到这个索引的查询看起来像：

SELECT * FROM orders WHERE billed is not true AND order_nr < 10000;

不过，该索引也可以用于那些完全不涉及 order_nr查询，比如：

SELECT * FROM orders WHERE billed is not true AND amount > 5000.00;

这个查询不像在 amount字段上的部分索引那么有效，因为系统必须扫描整

个索引。但是，如果未付款的定单相对较少，那么用这个部分索引找出未付款的

定单将会更快些。

请注意下面这个查询无法使用这个索引：

SELECT * FROM orders WHERE order_nr =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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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 3501可能是已付款也可能是未付款。

上面示例还说明了建立索引的字段和谓词中的字段不必相配。HighGo DB

支持带任意谓词的部分索引，只要只涉及被索引表的字段就行。不过，我们要记

住的是谓词必须和那些希望从该索引中获益的查询条件相匹配。准确说，只有在

系统能够识别出该查询的WHERE条件在数学上蕴涵了该索引的谓词时，这个部

分索引才能用于该查询。HighGo DB还没有智能到可以完全识别那些形式不同但

数学上相等的谓词。做到这样不仅非常困难，而且在实际使用中也可能非常慢。

系统可以识别简单的不相等蕴涵，比如"x < 1"蕴涵"x < 2"； 否则，谓词条件必

须准确匹配查询的WHERE条件，不然系统将无法识别该索引是可用的。匹配发

生在查询规划期间，而不是运行期间。因此，参数化的查询子句必定不会使用部

分索引。 例如，一个预先写好的、带有参数的查询可能指定了"x < ?"，它不可

能对所有可能的参数值都蕴涵"x < 2"。

部分索引的第三种用途是禁止在查询中使用索引。 如下面示例所示，这里

的概念是在表的子集里创建唯一索引。这样就强制在满足谓词的行中保持唯一

性，而并不约束那些不需要唯一的行。

示例 1.8.3. 设置一个部分唯一索引

假设我们有一个记录测试输出的表。我们希望确保在每个目标和课题的组合

中只有一个"成功"记录，但是可以有任意数量的"不成功"记录。下面是实现方法：

CREATE TABLE tests (

subject text,

target text,

success boolean,

...

);

CREATE UNIQUE INDEX tests_success_constraint ON tests (subject, target)

WHERE success;

如果只有少数成功测试而有很多不成功测试，那么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实现

方法。

最后，部分索引也可以用于取代系统选择的查询规划。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如果数据集的分布是比较特定的形状，那么会导致系统在不该使用索引的时

候使用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索引设置为在违反规律的查询中不可用。

通常 HighGo DB对索引的使用会做出合理的选择(比如，它在检索普通数值的时

候避免使用它，因此前面的例子实际上只是节约了索引的尺寸，它并不要求避免

索引的使用)，但是如果出现了错误的规划选择那么请提交一个臭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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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一件事：设置一个部分索引表示您至少和查询规划器知道的一样多，

特别是您知道什么场合下索引是有效的。要形成这些知识要求您经验丰富并且理

解 HighGo DB的索引是如何运作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部分索引对普通索引的

优势并不太明显。

更多有关部分索引的信息可以在 Partial indexing in POSTGRES: research

project, 和 Generalized Partial Indexes (cached version)获得。

1.8.8 操作类和操作簇

定义索引的同时可以为索引的每个字段声明一个操作符类 operator class。

CREATE INDEX name ON table (column opclass [sort options] [, ...]);

这个操作符类指明该索引用于该字段时要使用的操作符。例如，一个在 int4

上的 B-tree索引将使用 int4_ops类；这个操作符类包括用于 int4的比较函数。实

际上，字段类型的缺省操作符通常就足够了。拥有操作符类的主要原因是：对于

某些数据类型，可能存在多个有意义的索引行为。例如，我们可能想排序两个复

数，既可能通过绝对值，也可能通过实部。我们可以通过为该数据类型定义两个

操作符类，然后在建立索引时选择合适的那个。操作符类决定基本的排序顺序（通

过添加排序选项 ASC/DESC和（或者）NULLS FIRST/NULLS LAST然后进行修

改）。

除了缺省的以外，还有一些有内置的操作符类：

 text_pattern_ops,varchar_pattern_ops, 和 bpchar_pattern_ops 操作符类分别

支持在 text,varchar,和 char 类型上的 B-tree 索引。他们与缺省操作符类的区别在

于数值是严格地逐个字节比较的，而不是根据区域相关的集合规则进行比较。这

样，如果数据库不使用标准的"C"区域设置，那么这些操作符类适用于那些涉及

模式匹配表达式(LIKE或者 POSIX正则表达式)的查询。举一个例子，您可以像

下面这样对一个 varchar字段进行索引：

CREATE INDEX test_index ON test_table (col varchar_pattern_ops);

请注意，相比较使用索引而言，如果您希望包含普通<,<=,>或>=，那么您还

应该创建一个使用缺省操作符类的索引。这样的查询不能使用 xxx_pattern_ops

操作符类。（然而，普通等价的比较，可以使用这些操作符类。）允许在同一个

字段上创建多个使用不同操作符类的索引。如果您确实使用了标准的"C"区域设

置，那么您就不需要 xxx_pattern_ops 操作符类，因为使用缺省操作符类的索引

可以用于 C区域里面的模式匹配查询。

下面的查询显示所有已定义的操作符类：

SELECT am.amname AS index_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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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c.opcname AS opclass_name,

opc.opcintype::regtype AS indexed_type,

opc.opcdefault AS is_default

FROM pg_am am, pg_opclass opc

WHERE opc.opcmethod = am.oid

ORDER BY index_method, opclass_name;

一个操作符类实际上是一个称为 operator family的更大结构的子集。当几个

数据类型的作用类似时，可以定义 cross-data-type类型操作符并且与索引一起使

用。要做到这一点，每个类型的操作符类必须分成相同的操作符组。cross-type

型的操作符是组成员，但不与组内的任何单个类连接。

这个以前查询的扩展版本显示了每个操作符类所属的操作符族：

SELECT am.amname AS index_method,

opc.opcname AS opclass_name,

opf.opfname AS opfamily_name,

opc.opcintype::regtype AS indexed_type,

opc.opcdefault AS is_default

FROM pg_am am, pg_opclass opc, pg_opfamily opf

WHERE opc.opcmethod = am.oid AND

opc.opcfamily = opf.oid

ORDER BY index_method, opclass_name;

这个查询显示所有已定义的操作符组和所有包含在每个组中的所有操作符：

SELECT am.amname AS index_method,

opf.opfname AS opfamily_name,

amop.amopopr::regoperator AS opfamily_operator

FROM pg_am am, pg_opfamily opf, pg_amop amop

WHERE opf.opfmethod = am.oid AND

amop.amopfamily = opf.oid

ORDER BY index_method, opfamily_name, opfamily_operator;

1.8.9 索引和排序

一个索引只能支持一个索引字段的排序。如果多个排序参与，就需要多个索

引。

考虑这些语句：

CREATE TABLE test1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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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integer,

content varchar COLLATE "x"

);

CREATE INDEX test1c_content_index ON test1c (content);

索引自动使用底层字段的排序。所以一个下列格式的查询

SELECT * FROM test1c WHERE content > constant;

可以使用这个索引，因为这个比较会默认使用这个字段的排序。然而，这个

索引不能使涉及到一些其他排序的查询加速。所以如果查询是下列格式，那么，

SELECT * FROM test1c WHERE content > constant COLLATE "y";

一个额外的索引将会建立，以支持"y"排序，像这样：

CREATE INDEX test1c_content_y_index ON test1c (content COLLATE "y");

1.8.10 检查索引的使用

尽管在 HighGo DB里的索引并不需要维护或调节，但是检查一下哪些索引

在实际查询中被使用了仍然非常重要。检查索引的使用是通过 EXPLAIN命令进

行的。我们也可以在一个运行的服务器上收集有关索引使用的统计信息。

对判断需要设置哪些索引，进行归纳，制定一个通用过程是很难的。在前面

的章节中已经列出了许多典型的例子。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需要许多试验。本

节的剩余部分就是给出一些这方面的窍门:

 总是先运行 ANALYZE 命令收集关于表中数值分布的统计信息。猜测一

个查询返回的行数需要这个信息，而规划器需要这个行数以便给每个可能的查询

规划赋予真实开销值。如果缺乏任何真实的统计信息，那么就会假设一些缺省数

值，那肯定是不准确的。因此，如果还没有运行 ANALYZE 就检查一个应用的

索引使用状况，那实际上就是一次失败的检查。

 使用真实的数据做实验。用测试数据设置索引将告诉您在测试数据中需要

什么索引，而不是在真实数据中。

最要命的是用很小的数据集。如果从 100000行中选 1000行是使用索引的好

时机，那么从 100行中选 1行很难说也需要索引，因为 100行很可能是装在一个

磁盘页里面的，因此没有任何查询规划能比通过顺序访问抓取一个磁盘页面更有

效。

做测试数据的时候也要小心，如果应用还不能在生产环境中使用，那么这也

是不可避免的。那些非常相似的数据、完全随机的数据、或者按照排序顺序插入

的数据会令统计信息偏离实际数据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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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索引没有得到使用，那么在测试中强制它的使用也许有些价值。有一

些运行时参数可以关闭各种各样的查询规划。比如，关闭顺序扫描(enable_seqscan)

和嵌套循环连接(enable_nestloop)将强迫系统使用不同的规划。如果系统仍然选

择顺序扫描或者嵌套循环连接，那么在为何索引没有得到使用的问题中可能有更

基本的问题，比如，查询条件和索引不匹配等(前面的章节中介绍了什么样的查

询可以使用什么样的索引)。

 如果强制索引用法确实使用了索引，那么就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系统选

择是正确的：使用索引实际上并不合适，要么是查询计划的开销计算并不反映现

实情况。这样您就应该对使用和不使用索引的查询进行计时。这个时候 EXPLAIN

ANALYZE命令就很有用了。

 如果实际情况说明开销计算是错误的，那么仍然有两种可能。总开销是从

每行的每个规划节点乘以每个规划节点的选择性估计的开销计算出来的。规划节

点的开销可以用一些运行时参数进行调节。不准确的选择性估计是因为统计信息

不够充分。我们可以通过调节统计收集参数(参阅 ALTER TABLE)提高选择性估

计的精度。

如果您没能通过将开销调整得更准确而实现索引的使用，那么您可能不得不

求助于明确地强制索引使用。并且与 HighGo DB开发人员联系并讨论您的情况。

1.9 并发控制

本章描述 HighGo DB 数据库系统在多个会话试图同时访问同一数据时的

表现。并发控制的目标是为所有会话提供高效的访问，同时还要维护严格的数据

完整性。每个数据库应用开发人员都应该熟悉本章讨论的话题。

1.9.1 介绍

HighGo DB 为开发者提供了丰富的对数据并发访问进行管理的工具。在内

部，HighGo DB 利用多版本并发控制(MVCC)来维护数据的一致性。这就意味着

当检索数据时，每个事务看到的都只是一小段时间之前的数据快照(一个数据库

版本)，而不是数据的当前状态。这样，如果对每个数据库会话进行事务隔离，

就可以避免一个事务看到其它并发事务的更新而导致不一致的数据。MVCC 规避

传统的数据库系统的显式锁定方法，减少锁争用，允许多用户环境中的合理性能。

使用多版本并发控制比锁定模型的主要优点是在 MVCC 里，对检索（读）数

据的锁请求与写数据的锁请求不冲突，所以读不会阻塞写，而写也从不阻塞读。

在 HighGo DB 里也有表和行级别的锁定机制，用于给那些无法轻松接受

MVCC 行为的应用。不过，恰当地使用 MVCC 总会提供比锁更好的性能。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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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应用定义的咨询锁提供了一个获得不依赖于单独事务的锁的机制。

1.9.2 事务隔离

SQL标准定义了四个级别的事务隔离。最严格的是串行化，它是通过标准

来定义的，也就是说，保证一组可序列化事务的并发执行以产生同样顺序依次运

行它们的同一效果。其他三个层次是通过现象术语被定义，导致并发事务之间的

相互作用，这不应该发生在每个级别中。标准定义归因于序列化的定义，这些现

象不可能在这一水平上（这毫不奇怪--如果事务的影响必须与已运行的一个保持

一致，你怎么能看到通过相互作用引起的现象呢？

各个级别不希望发生的现象是：

脏读

一个事务读取了另一个未提交事务写入的数据。

不可重复读

一个事务重新读取前面读取过的数据，发现该数据已经被另一个已提交

事务修改。

幻读

一个事务重新执行一个查询，返回一套符合查询条件的行，发现这些行

因为其它最近提交的事务而发生了改变。

序列化异常

成功提交一组事务的结果与一次运行这些事务的所有可能顺序不一致。

SQL标准和 HighGo DB实现的事务隔离级别在表 1.99中描述。

表 1.99事务隔离级别

隔离级别 脏读 不可重复读 幻读 序列化异常

读未提交 允 许 ， 但 不 是 在

HighGo DB中

可能 可能 可能

读已提交 不可能 可能 可能 可能

可重复读 不可能 不可能 允 许 ， 但 不 是 在

HighGo DB中

可能

可串行化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在 HighGo DB里，你可以请求四种标准事务隔离级别中的任意一种。但是

在内部，只实现了三种不同的隔离级别，即：读未提交模式的行为类似于读已提

交。这是因为这是把标准的隔离级别映射到多版本并发控制架构的唯一合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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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该表还显示了重复读不允许幻读。SQL 标准允许更严格的行为：四种隔离

级别只定义了哪种现像不能发生，没有定义哪种现像一定发生。可用的隔离级别

的行为在下面小节中详细描述。

要设置一个事务的隔离级别，使用 SET TRANSACTION命令。

重要：一些 HighGo DB数据类型和函数关于事务行为有特定的规则。尤其

是，序列变化（因此列数通过 serial声明）对于所有其他的事务是立即可见的，

如果事务改变终止，则不进行回退。

1.9.2.1读已提交隔离级别

读已提交是 HighGo DB里的缺省隔离级别。当一个事务运行在这个隔离级

别时，SELECT查询(没有 FOR UPDATE/SHARE子句)只能看到查询开始之前已

提交的数据而无法看到未提交的数据或者在查询执行期间其它事务已提交的数

据。实际上，SELECT 查询看到一个在查询开始运行的瞬间该数据库的一个快

照。不过，SELECT看得见其自身所在事务中前面更新执行结果。即使它们尚未

提交。请注意，在同一个事务里两个相邻的 SELECT命令可能看到不同的快照，

因为其它事务会在第一个 SELECT执行期间提交。

UPDATE, DELETE, SELECT FOR UPDATE和 SELECT FOR SHARE命令在

搜索目标行时的行为和 SELECT 一样：它们只能找到在命令开始的时候已经提

交的行。不过，这样的目标行在被找到的时候可能已经被其它并发事务更新、删

除、锁住。在这种情况下，即将进行的更新将等待第一个事务提交或者回滚(如

果它还在处理)。如果第一个事务回滚，那么它的作用将被忽略，而第二个事务

将继续更新最初发现的行。如果第一个事务提交，那么如果第一个事务删除了该

行，则第二个事务将忽略该行，否则它将试图在该行的已更新的版本上施加它的

操作。系统将重新计算命令搜索条件(WHERE子句)，看看该行已更新的版本是

否仍然符合搜索条件。如果符合，则第二个事务从该行的已更新版本开始继续其

操作。如果是 SELECT FOR UPDATE 和 SELECT FOR SHARE 则意味着把已更

新的行版本锁住并返回给客户端。

带有 ON CONFLICT DO UPDATE子句的 INSERT的行为类似。在读已提交

模式下，建议插入的每一行都将插入或更新。除非有无关的错误，否则这两个结

果中的一个是有保证的。如果冲突源于另一个其影响对于 INSERT 不可见的事

务，则将对该行使用 UPDATE子句，即使可能没有命令常规可见的该行的版本。

带有 ON CONFLICT DO NOTHING 子句的 INSERT 可能由于其影响对

INSERT快照不可见的另一事务的结果而不插入行。同样，只有在读已提交模式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358

下才是这种情况。

因为上面的规则，正在更新的命令可能会看到不一致的快照：它们可以看到

并发更新命令在它尝试更新的相同行上的作用，但是却看不到那些命令对数据库

里其它行的作用。这样的行为令读已提交模式不适合用于涉及复杂搜索条件的命

令。不过，它对于更简单的情况是正确的。比如，考虑用这样的命令更新银行余

额：

BEGIN;

UPDATE accounts SET balance = balance + 100.00 WHERE acctnum = 12345;

UPDATE accounts SET balance = balance - 100.00 WHERE acctnum = 7534;

COMMIT;

如果两个并发事务试图同时修改帐号 12345的余额，那我们很明显希望第二

个事务是从已更新过的行版本上进行更新。因为每个命令只是影响一个已经决定

了的行，因此让它看到更新后的版本不会导致任何不一致的问题。

更复杂的用法可以在读已提交模式下产生不需要的结果。比如，考虑

DELETE命令数据操作通过另外一个命令的限制标准中被添加或者删除等，假设

website是 website.hits 等同于 9和 10的两行表格。

BEGIN;

UPDATE website SET hits = hits + 1;

-- run from another session: DELETE FROM website WHERE hits = 10;

COMMIT;

DELETE不会产生影响，即使在 UPDATE之前和之后有 website.hits = 10。

这发生是因为先前更新的行值 9被忽略，并且当 UPDATE完成而且 DELETE获

得锁时，新的行值不再是 10而是 11，它不再符合标准。

因为在读已提交模式里，每个新的命令都是从一个新的快照开始的，而这个

快照包含所有到该时刻为止已提交的事务，因此同一事务中后面的命令将看到任

何已提交的其它事务的效果。这里关心的问题是在单个命令里是否看到数据库里

绝对一致的视图。

读已提交模式提供的部分事务隔离对于许多应用而言是足够的，并且这个模

式速度快，使用简单。不过，对于做复杂查询和更新的应用，可能需要保证数据

库有比读已提交模式更加严格的一致性视图。

1.9.2.2可重复读隔离级别

可重复读隔离级别仅仅看到事务开始之前提交的数据，它不能看到在并发事

务执行期间未提交的数据和已提交的改变。（然而，查询看到在自身事务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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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前更新的效果，即使它们没有被提交）。比为这一隔离级别的 SQL标准需

求来说，这是一个更强烈的保证。正如上述所提及的，这是通过标准允许的， 这

仅仅描述必须提供的每个隔离级别的最低限度保护。

这个级别与读已提交不同之处在于，可重复读事务中的查询看到事务中第一

个非事务控制语句开始时的快照，而不是该事务中当前语句开始时的快照。因此，

同一个事务内部后面的 SELECT 命令总是看到相同的数据，即它们看不到其他

事务在本事务启动后提交的修改。

使用这个级别的应用必须准备好重试事务，因为串行化失败。

UPDATE, DELETE, SELECT FOR UPDATE和 SELECT FOR SHARE在搜索

目标行时的行为和 SELECT 一样：它们将只寻找在事务开始的时候已经提交的

目标行。但是，这样的目标行在被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被另外一个并发的事务更

新、删除、锁住。在这种情况下，可串行化的事务将等待第一个正在更新的事务

提交或者回滚(如果它仍然在处理中)。如果第一个事务回滚，那么它的影响将被

忽略，而这个可串行化的就可以继续更新它最初发现的行。但是如果第一个事务

被提交了(并且实际上更新或者删除了该行，而不只是锁住它)那么可串行化事务

将回滚，并返回下面信息：

ERROR: could not serialize access due to concurrent update

因为一个可串行化的事务在开始之后不能更改或者锁住被其它事务更改过

的行。

当应用收到这样的错误信息时，它应该退出当前的事务然后从新开始进行整

个事务。第二次运行时，该事务看到的快照将包含前一次已提交的修改，所以不

会有逻辑冲突。

请注意只有更新事务才需要重试，只读事务从来没有串行化冲突。

可重复读事务级别提供了严格的保证：每个事务都看到一个完全一致的数据

库视图。然而，这种观点也不一定总是与（一次一个）同一级别的并发事务连续

执行一致。例如，即使在这个级别上的一个只读事务可以看到控制记录更新显示

一批已经完成，但不能看到一批逻辑部分的详细记录，因为它读取较早版本的控

制记录。如果不仔细使用显式锁来阻止冲突事务，通过运行在这个隔离级别上的

事务尝试执行业务规则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1.9.2.3可串行化隔离级别

可串行化级别提供最严格的事务隔离。这个级别为所有已提交事务模拟串行

的事务执行，就好像事务将被一个接着一个那样串行(而不是并行)的执行。不过，

正如可重复读隔离级别一样，使用这个级别的应用必须准备在串行化失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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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动事务。事实上，该隔离级别和可重复读希望的完全一样，它只是监视这

些条件，以所有事务的可能的序列不一致的（一次一个）的方式执行并行的可序

列化事务执行的行为。这种监测不引入任何阻止可重复读出现的行为，但有一些

开销的监测，检测条件这可能会导致序列化异常 将触发序列化失败。

举例来说，假设一个表 mytab，最初包含:

class | value

-------+-------

1 | 10

1 | 20

2 | 100

2 | 200

假设可串行化事务 A 计算:

SELECT SUM(value) FROM mytab WHERE class = 1;

然后把结果(30)作为 value字段值插入到表中，并令新行的 class = 2 。同时，

另一个并发的可串行化的事务 B进行下面计算

SELECT SUM(value) FROM mytab WHERE class = 2;

然后把结果(300)作为 class = 1 字段值插入到表中。然后两个事务都提交。

如果事务都在可重复读隔离级别上运行，两者都不允许提交；但是因为没有执行

一致性结果的序列顺序，使用可串行化事务将允许一个事务被提交，并且回滚到

该消息的其他块中。

ERROR: could not serialize access due to read/write dependencies among

transactions

这是因为如果 A 在 B 之前执行，B 应该计算出总和 330 ，而不是 300，

如果 B在 A之前执行，那么 A 计算出的总和也会不同。

当依赖于可串行化事务阻止异常时，来自永久用户表读取的任何数据不被认

为是有效的，直到事务读取的成功提交为止。这对于只读事务是真的，除了在可

延期的只读事务中的数据读是有效的。因为这样一个事务等待直到它可以在开始

读取任何数据之前获得一个快照保证这些问题是自由的。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应

用不依赖于结果读，期间事务之后被停止；相反，他们应该重启事务直到成功为

止。

为了保证 HighGo DB真正可串行化使用谓词判断。这意味着当写对于并发

事务的先前读结果有重大影响时，它使锁决定首先运行。在 HighGo DB这些锁

不造成任何阻塞，因此可以不导致僵局。它们被用来识别和标记并发序列化事务

中的依赖关系，其中一定的组合可导致序列化异常。相反，读已提交或者可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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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的事务要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可能需要获取整个表锁，它可以阻止其他尝试使

用该表的用户，也可以使用 SELECT FOR UPDATE或者 SELECT FOR SHARE，

这不仅可以阻止其他事务而且可能导致磁盘访问。

HighGo DB中的谓词锁，像其他大多数数据库系统一样，基于通过事务实际

访问的数据，这些显示在 pg_locks 系统视图中，并带有 SIReadLock的模式。 查

询执行期间特定的锁的获得将取决于使用的查询计划。以及事务进程防止用于跟

踪锁定的内存耗尽期间的多个细粒度锁（例如，元组锁）可以组合成较少的粗粒

度的锁（例如，页锁）。只读事务可以在完成之前释放 SIRead锁，如果它检测

到没有冲突仍然发生，这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异常。事实上，只读事务会经常建

立启动事实，并且避免采取任何谓词锁。如果你明确要求 SERIALIZABLE READ

ONLYDEFERRABLE事务，这将阻塞直到它可以建立这一事实。（这是唯一情

况，可序列化事务块可以但可重复读事务不行。）另一方面，SIRead 锁经常需

要保持过去的事务提交，直到重叠读写事务完成。

可序列化事务一致性的使用可以简化开发。如果他们每次运行一个，保证任

何一组并发序列化事务会具有相同的效果。这意味着如果你能证明单一事务，作

为书面的，当自己运行时将做正确事情，你可以有信心它会在任何组合可序列化

事务中做正确的事，即使没有任何有关那些其他事务的消息。使用这种技术的环

境中有一个处理序列化失败的方法是很重要的（它总是返回'40001'的 SQLSTATE

值）， 因为它很难准确预测，事务可能有助于读/写依赖并且需要回滚防止序列

化异常。读/写依赖的监控是有成本的，正如序列化失败而终止之后进行事务重

新启动，但权衡成本和使用显式锁以及 SELECT FOR UPDATE 或者 SELECT

FOR SHARE涉及到的阻断，可序列化事务在这种环境下是性能最好的选择。

为了最佳性能，当为并发控制依赖于可串行化事务时，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可能时作为只读声明事务。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连接池，控制活动连接数。这是一个重要性能的考

虑，但是在使用可串行化 事务的繁忙系统中尤其重要。

 比起需要完整性目的来说不要将更多的东西放到单一事务中。

 不要让连接在"闲置的事务"中停留超过需要的时间。

 消除显示锁，SELECT FOR UPDATE 和 SELECT FOR SHARE 不再需

要，因为通过可串行化事务自动提供保护。

 当系统强制连接多个页级别谓词锁到单一关系级别谓词锁，因为谓词锁

表是短期存储， 可能产生可串行化失败率的增加。你可以通过增加

max_pred_locks_per_transaction 来避免。

 顺序扫描总是需要一个关系级别谓词锁。这可能会导致序列化失败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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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这可能有助于鼓励减少 random_page_cost 和/或增加 cpu_tuple_cost的索引扫

描使用。一定要权衡任何事务回滚的减少，并且重新启动查询执行时间内的任何

整体变化。

1.9.3 显式锁定

HighGo DB提供了多种锁模式用于控制对表中数据的并发访问。这些模式可

以用于在MVCC无法给出期望行为的场合。同样，大多数 HighGo DB命令自动

施加恰当的锁以保证被引用的表在命令的执行过程中不会以一种不兼容的方式

删除或修改。（例如，ALTER TABLE无法安全地执行与同一表中上的其他操作

以便获取独占锁的表执行的。）

要检查的数据库服务器中的当前未解除锁定的列表，可以使用 pg_locks系统

视图。

1.9.3.1表级锁

下面的列表显示了可用的锁模式和 HighGo DB自动使用它们的场合。您也

可以用 LOCK 命令明确获取这些锁。请注意所有这些锁模式都是表级锁，即使

它们的名称包含"row"单词(这些名称是历史遗产)。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名称反

应了每种锁模式的典型用法，但是语意却都是一样的。两种锁模式之间真正的区

别是它们有着不同的冲突锁集合。两个事务在同一时刻不能在同一个表上持有相

互冲突的锁。不过，一个事务决不会和自身冲突。比如，它可以在一个表上请求

ACCESS EXCLUSIVE然后接着请求 ACCESS SHAREE。非冲突锁模式许多事务

可以同时持有。请特别注意有些锁模式是自冲突的(比如，在任意时刻 ACCESS

EXCLUSIVE模式就不能够被多个事务拥有)，但其它锁模式都不是自冲突的(比

如，ACCESS SHARE可以由多个事务持有)。

表级锁模式

ACCESS SHARE

只与 ACCESS EXCLUSIVE模式冲突。

SELECT命令获取此模式被引用表上的锁。通常，任何查询只读取表而

不修改它的命令都请求这种锁模式。

ROW SHARE

与 EXCLUSIVE和 ACCESS EXCLUSIVE锁模式冲突。

SELECT FOR UPDATE 和 SELECT FOR SHARE 命令在目标表上需要

一个这样模式的锁（加上在所有被引用但没有 ACCESS SHARE的表上

的 FOR UPDATE/FOR SHARE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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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EXCLUSIVE

与 SHARE， SHARE ROW EXCLUSIVE， EXCLUSIVE， ACCESS

EXCLUSIVE锁模式冲突。

UPDATE，DELETE，INSERT命令自动请求这个锁模式（加上所有其

它被引用的表上的 ACCESS SHARE 锁）。通常，这种锁将用来请求

任何修改表中数据的命令。

SHARE UPDATE EXCLUSIVE

与 SHARE UPDATE EXCLUSIVE,SHARE,SHARE ROW

EXCLUSIVE,EXCLUSIVE,ACCESS EXCLUSIVE 锁模式冲突。模式改

变和运行 VACUUM并发的情况下，这个模式保护一个表。

VACUUM( 不 带 FULL 选 项 ),ANALYZE,CREATE INDEX

CONCURRENTLY命令请求这样的锁。

SHARE

与 ROW EXCLUSIVE，SHARE UPDATE EXCLUSIVE，SHARE ROW

EXCLUSIVE，EXCLUSIVE，ACCESS EXCLUSIVE冲突。这个模式避

免表的并发数据修改。

CREATE INDEX(不带 CONCURRENTLY 选项)语句要求这样的锁模

式。

SHARE ROW EXCLUSIVE

与 ROW EXCLUSIVE，SHARE UPDATE EXCLUSIVE，SHARE，SHARE

ROW EXCLUSIVE，EXCLUSIVE，ACCESS EXCLUSIVE冲突。

通过 CREATE TRIGGER和许多形式的 ALTER TABLE获得。

EXCLUSIVE

与 ROW SHARE，ROW EXCLUSIVE，SHARE UPDATE EXCLUSIVE，

SHARE ， SHARE ROW EXCLUSIVE ， EXCLUSIVE ， ACCESS

EXCLUSIVE冲突。这个模式只允许并发 ACCESS SHARE 锁，也就是

说，只有对表的读动作可以和持有这个锁模式的事务并发执行。

任何 HighGo DB命令都不会在用户表上自动请求这个锁模式。不过，

在某些操作的时候，会在某些系统表上请求它。

ACCESS EXCLUSIVE

与所有模式冲突(ACCESS SHARE，ROW SHARE，ROW EXCLUSIVE，

SHARE UPDATE EXCLUSIVE，SHARE，SHARE ROW EXCLUSIVE，

EXCLUSIVE，ACCESS EXCLUSIVE)。这个模式保证其所有者(事务)

是可以访问该表的唯一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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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LTER TABLE、DROP TABLE、TRUNCATE、REINDEX、CLUSTER、

VACUUM FULL 和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 （ 不 带

CONCUTTENTLY）命令获取。ALTER TABLE 的很多形式也在这个级

别上获得锁。在 LOCK TABLE命令没有明确声明锁模式时，它是缺省

锁模式。

提 示 ： 只 有 ACCESS EXCLUSIVE 阻 塞 SELECT( 不 包 含 FOR

UPDATE/SHARE语句)。

一旦请求已获得某种锁，那么该锁模式将持续到事务结束。但是如果在建立

保存点之后才获得锁，那么在回滚到这个保存点的时候将立即释放所有该保存点

之后获得的锁。这与 ROLLBACK取消所有保存点之后对表的影响的原则一致。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 PL/pgSQL异常块中获得的锁：一个跳出块的错误将释放在

块中获得的锁。

表 1.100 冲突锁模式

请求的锁

模式

当前锁模式

ACCESS

SHARE

ROW

SHAR

E

ROW

EXCL

USIVE

SHARE

UPDAT

E

EXCLU

SIVE

SHA

RE

SHARE

ROW

EXCLU

SIVE

EXCLU

SIVE

ACCESS

EXCLU

SIVE

ACCESS
SHARE

X

ROW
SHARE

X X

ROW
EXCLUS
IVE

X X X X

SHARE
UPDATE
EXCLUS
IVE

X X X X X

SHARE X X X X X

SHARE
ROW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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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
IVE

EXCLUS
IVE

X X X X X X X

ACCESS
EXCLUS
IVE

X X X X X X X X

1.9.3.2行级锁

除了表级锁以外，还有行级锁，它们在下面列出，请注意，一个事务可以在

相同的行上持有冲突的锁，即使是在不同的子事务中； 但是除此之外，两个事

务在同一行上永远不能持有冲突的锁。行级锁不影响对数据的查询，它们只阻塞

对同一行的写入和锁定。

行级锁模式

FOR UPDATE

FOR UPDATE导致由 SELECT语句检索的行就像要更新那样被锁定。这阻

止了其他事务锁定、修改或删除这些行，直到当前事务结束。也就是说，其他尝

试 UPDATE、 DELETE、 SELECT FOR UPDATE、 SELECT FOR NO KEY

UPDATE、SELECT FOR SHARE或 SELECT FOR KEY SHARE这些行的事务将

被阻塞，直到当前事务结束；相反的，SELECT FOR UPDATE 将等待在相同行

上运行任意这些命令的并发事务，并且将锁定并返回更新了的行（或零行，如果

行被删除了）。在一个 REPEATABLE READ或 SERIALIZABLE 事务中，然而，

如果一个要被锁定的行在事务开始以来已经发生了改变，将抛出一个错误。

行上的任意DELETE和UPDATE修改特定字段上的值也请求 FOR UPDATE

锁模式。当前，UPDATE 考虑的字段集是那些有一个唯一索引、可以用作外键

的字段（因此没有考虑部分索引和表达式索引），但是这个在将来可能会改变。

FOR NO KEY UPDATE

行为类似于 FOR UPDATE，除了锁请求较弱一些：这个锁将不会阻塞在相

同行上请求锁的 SELECT FOR KEY SHARE命令。任何不请求 FOR UPDATE锁

的 UPDATE也请求这个锁模式。

FOR SHARE

行为类似于 FOR NO KEY UPDATE，除了它在每个检索的行上请求一个共

享锁，而不是排他锁。一个共享锁阻塞其他事务在这些行上执行 UPDATE、

DELETE、 SELECT FOR UPDATE或 SELECT FOR NO KEY UPDATE，但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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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阻止它们执行 SELECT FOR SHARE或 SELECT FOR KEY SHARE。

FOR KEY SHARE

行为类似于 FOR SHARE，除了这个锁稍弱些： SELECT FOR UPDATE 是

阻塞的，但是 SELECT FOR NO KEY UPDATE不是。一个共享键锁定阻塞其他

事务执行 DELETE或任何修改该键值的 UPDATE， 但是不阻塞其他 UPDATE，

也不阻止 SELECT FOR NO KEY UPDATE、SELECT FOR SHARE、 或 SELECT

FOR KEY SHARE。

数据库不会在内存里保存任何关于已修改行的信息，因此对一次封锁的行数

没有限制。不过，锁住一行会导致一次磁盘写；因为 SELECT FOR UPDATE将

修改选中的行以标记它们被锁住了，所以会导致磁盘写。

表 1.101 冲突的行级锁

请求的锁模式

当前锁模式

FOR KEY
SHARE

FOR SHARE FOR NO KEY UPDATE FOR UPDATE

FOR KEY SHARE X

FOR SHARE X X

FOR NO KEY UPDATE X X X

FOR UPDATE X X X X

1.9.3.3页面级锁

除了表级别和行级别的锁以外，页面级别的共享/排他锁也用于控制共享缓

冲池中表页面的读/写。这些锁在抓取或者更新一行后马上被释放。应用程序员

通常不需要关心页级锁，我们在这里提到它们只是为了完整。

1.9.3.4死锁

显式锁定的使用可能会增加死锁的可能性，死锁是指两个(或多个)事务相互

持有对方期待的锁。比如，如果事务 1 在表 A 上持有一个排斥锁，同时试图请

求一个在表 B 上的排斥锁，而事务 2 已经持有表 B 的排斥锁，而却正在请求

在表 A 上的一个排斥锁，那么两个事务就都不能执行。HighGo DB能够自动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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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死锁条件并且会通过退出其中一个事务从而允许其它事务完成来解决这个问

题。具体哪个事务会被退出是很难预计的，而且也不应该依靠这样的预计。

要注意的是死锁也可能会因为行级锁而发生(即使是没有使用显式的锁定)。

考虑如下情况，两个并发事务在修改一个表。第一个事务执行了：

UPDATE accounts SET balance = balance + 100.00 WHERE acctnum = 11111;

这样就在指定帐号的行上请求了一个行级锁。然后，第二个事务执行：

UPDATE accounts SET balance = balance + 100.00 WHERE acctnum = 22222;

UPDATE accounts SET balance = balance - 100.00 WHERE acctnum = 11111;

第一个 UPDATE语句成功地在指定行上请求到了一个行级锁，因此它成功

更新了该行。 但是第二个 UPDATE语句发现它试图更新的行已经被锁住了，因

此它等待持有该锁的事务结束。事务二现在就在等待事务一结束，然后再继续执

行。现在，事务一执行：

UPDATE accounts SET balance = balance - 100.00 WHERE acctnum = 22222;

事务一企图在指定行上请求一个行级锁，但是它得不到：事务二已经持有这

样的锁了。 所以它等待事务二完成。因此，事务一被事务二阻塞住了，而事务

二也被事务一阻塞住了：这就是一个死锁条件。HighGo DB将侦测这样的条件并

退出其中一个事务。

防止死锁的最好方法通常是保证所有使用一个数据库的应用都以一致的顺

序在多个对象上请求锁定。在上面的例子里，如果两个事务以同样的顺序更新那

些行，那么就不会发生死锁。我们也要保证在一个对象上请求的第一个锁是该对

象需要的最高的锁模式。如果我们无法提前核实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在

现场重新尝试因死锁而退出的事务的方法来处理。

只要没有检测到死锁条件，事务将一直等待表级锁或行级锁的释放。这意味

着一个事务持续的时间太长不是什么好事(比如等待用户输入)。

1.9.3.5咨询锁

HighGo DB允许创建由应用定义其含义的锁，这种锁被称为咨询锁，因为系

统并不强迫其使用，而是由应用来保证其正确的使用。咨询锁可用于 MVCC 难

以实现的锁定策略。一旦持有咨询锁就将持续到明确释放或会话结束。不同于各

种标准的锁，咨询锁并不考虑事务的语意：在一个回滚的事务中获得的咨询锁并

不会被自动释放，同样的，在一个失败的事务中释放的咨询锁仍将保持释放。同

一个咨询锁可以被它自己的进程多次获得：对于每一个锁定请求必须有一个相应

的释放请求，这样才能最终真正释放该锁。如果某个会话已经持有一个咨询锁，

那么对该锁的额外请求将总会成功，即使其它会话正在等候该锁的释放也是如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368

此。 与 HighGo DB中其它锁一样，可以在 pg_locks系统视图中查看当前被会话

持有的所有咨询锁。

咨 询 锁 是 从 共 享 内 存 池 中 分 配 的 ， 共 享 内 存 池 的 大 小 由

max_locks_per_transaction和 max_connections配置参数决定。千万不要耗尽这些

内存，否则服务器将不能再获取任何新锁。因此服务器可以获得的咨询锁数量是

有上限的，根据服务器的配置不同，这个限制可能是几万到几十万个。

咨询锁一般用于模拟常见于"平面文件"数据管理系统的悲观锁策略。虽然可

以用存储在表中的一个特定标志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使用咨询锁更快，还可以

避免 MVCC 臃肿，更可以在会话结束的时候由系统自动执行清理工作。在某些

特定情况下，特别是查询包括明确的排序或 LIMIT 子句的时候，由于 SQL 表达

式求值顺序的影响，必须注意控制咨询锁的获取。 例如：

SELECT pg_advisory_lock(id) FROM foo WHERE id = 12345; -- ok

SELECT pg_advisory_lock(id) FROM foo WHERE id > 12345 LIMIT 100; --

danger!

SELECT pg_advisory_lock(q.id) FROM

(

SELECT id FROM foo WHERE id > 12345 LIMIT 100

) q; -- ok

在上述查询中，第二种形式是危险的，因为并不一定在锁定函数执行之前应

用 LIMIT。 这可能导致获得某些应用不期望的锁，并因此在会话结束之前无法

释放。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将挂起这样的锁，虽然它们仍然在 pg_locks中可见。

1.9.4 应用层数据完整性检查

因为不管哪种隔离级别，对 HighGo DB的读动作都不会锁定数据，所以一

个事务读取的数据可能被另一个事务覆盖。换句话说，如果一条 SELECT 返回

了一行，这并不意味着在返回该行时该行还存在，也就是说在语句完成或事务开

始后的某时该行可能已经被一个在此事务开始之后提交的事务更新或者删除。即

使该行"现在"仍然有效，它也可能在当前事务提交或者回滚之前被改变或者删

除。

另外一个认识它的方法是每个事务都看到一个数据库内容的快照，而并发执

行的事务很可能看到不同的快照。因此不管怎样，整个"现在"的概念都是含混不

清的。不过如果客户端应用相互隔离，那么这就不是个大问题，但是如果客户端

之间在数据库外部相互通讯，那就可能有严重的歧义。

要保证一行当前实际存在和避免其被同时更新，我们必须使用 SELEC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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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SELECT FOR SHARE,LOCK TABLE 。 SELECT FOR UPDATE 和

SELECT FOR SHARE 只是对其它的并发更新锁住返回的行，而 LOCK TABLE

保护整个表。当从其它环境向 HighGo DB里用可串行化模式移植应用时一定要

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

在MVCC环境下，全局有效性检查需要一些额外的考虑。比如，一个银行

应用可能会希望检查一个表中的所有扣款总和等于另外一个表中的加款总和，同

时两个表还会被活跃地更新。在读已提交模式下比较两个连续的SELECT sum(...)

命令的结果是不可靠的，因为第二个查询很可能会包含第一个没计算的事务提交

的结果。在一个可串行化的事务里进行两个求和则给出在可串行化事务开始之前

提交的所有事务产生精确的结果，但我们还是会合理地置疑在结果提交的时候，

它们是否还相关。如果可串行化事务本身在试图做一致性检查之前进行了某些变

更，那么检查的有用性就更加值得讨论了，因为现在它包含了一些(但不是全部)

事务开始后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仔细的人会希望锁住所有需要检查的表，

这样才能获得一个无可置疑的当前现状的图像。一个 SHARE模式(或者更高级)

的锁保证在被锁定表中除了当前事务之外，没有未提交的更新。

还要注意如果我们依赖明确锁定来避免并发更新，那么我们应该使用读已提

交模式， 或者是在可串行化模式里在执行命令之前小心地获取锁。在可串行化

事务里获取的锁保证了不会有其它正在运行的修改该表的事务存在，但是如果事

务看到的快照提前获取了锁，那么它可能提前把一些现在已经提交的改变放到表

中。一个可串行化事务的快照实际上是在它的第一个查询或者数据修改命令

(SELECT,INSERT,UPDATE,DELETE)开始的时候冻结的，因此我们可以在快照冻

结之前明确获取锁。

1.9.5 警告

一些 DDL命令（目前只有 TRUNCATE和表重写形式 ALTER TABLE）不是

MVCC安全的。这意味着如果并发事务使用在提交 DDL命令之前创建的快照，

则在截断或重写提交后，表对于并发事务将显示为空。这将只是在 DDL命令启

动之前没有访问所讨论的表的事务的问题;任何已经这样做的事务将至少保持一

个 ACCESS SHARE表锁，这将阻塞 DDL 命令直到该事务完成。因此，这些命

令将不会导致目标表上的连续查询的表内容中的任何明显不一致，但是它们可能

导致目标表的内容和数据库中的其他表之间的可见不一致。

对可序列化事务隔离级别的支持还没有添加到热备复制目标中。当前在热备

用模式下支持的最严格的隔离级别是可重复读。当在主机上的可序列化事务内执

行所有永久性数据库写入操作时，将确保所有备用数据库最终将达到一致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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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在备用数据库上运行的可重复读事务有时可以看到与主数据库上的事务的任

何序列执行不一致的瞬时状态。

1.9.6 锁和索引

尽管 HighGo DB提供对表数据访问的非阻塞读/写，但并非所有 HighGo DB

里实现的索引访问模式都能够进行非阻塞读/写。不同的索引类型按照下面方法

操作：

B-tree 和 GiST索引

短期的页面级共享/排斥锁用于读/写访问。锁在索引行被插入/抓取后立即释

放。这种索引类型提供了无死锁条件的最高级的并发性。

Hash索引

Hash 桶级别的共享/排斥锁用于读/写访问。锁在整个 Hash 桶处理完成后

释放。Hash 桶级锁比索引级的锁提供了更好的并发性但是可能产生死锁，因为

锁持有的时间比一次索引操作时间长。

GIN索引

短期的页面级共享/排斥锁用于读/写访问。锁在索引行插入/抓取后立即释

放。但要注意的是一个 GIN 索引值的插入通常导致几个每行几个索引键的插

入，因此 GIN 可能为了插入一个值而做大量的工作。

目前，B-tree 索引为并发应用提供了最好的性能。因为它还有比 Hash 索引

更多的特性，在那些需要对标量数据进行索引的并发应用中，我们建议使用

B-tree 索引类型。在处理非标量类型数据的时候，B-tree 就没什么用了，应该使

用 GiST 或 GIN 索引替代。

1.10 性能提示

查询的性能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一些因素可以由用户控制，而其它的

则属于系统下层设计的基本原理。本章我们提供一些有关理解和调节 HighGo DB

性能的提示。

1.10.1 使用 EXPLAIN

HighGo DB为每个收到的查询产生一个查询规划。选择正确的计划来匹配查

询结构和数据的属性对于好的性能来说绝对是关键的。因此系统包含了一个复杂

的规划器来尝试选择好的计划。您可以使用 EXPLAIN 命令察看规划器为每个查

询生成的查询规划是什么。阅读查询规划是一门需要掌握一些经验的艺术，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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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只试图覆盖基础。

本节的例子是执行 VACUUMANALYZE之后从数据库回归测试中提取出来

的，如果你尝试自己的例子，你应该可以得到类似结果，但你的估计成本及行数

可能会略有不同，因为 ANALYZE的统计信息是随机采样而不是精确值，并且因

为成本本质上是平台相关的。

这些例子使用 EXPLAIN 的默认"文本"输出格式，这种格式紧凑并且便于人

们阅读。如果你想把 EXPLAIN 的输出交给程序做进一步分析，你应该使用它的

某种机器可读的输出格式 (XML、JSON或 YAML)。

1.10.1.1 EXPLAIN基础

查询规划的结构是一个计划节点的树。最底层的节点是表扫描节点：它们从

表中返回未经处理的行。不同的表访问模式有不同的扫描节点类型：顺序扫描、

索引扫描、位图索引扫描。还有非表行来源，例如 VALUES子句和 FROM中返

回集合的函数，它们有自己的扫描结点类型。如果查询需要连接、聚集、排序、

或者对原始行的其它操作，那么就会在扫描节点之上有其它额外的节点来执行这

些操作。并且，做这些操作通常都有多种方法，因此在这些位置也有可能出现不

同的节点类型。EXPLAIN 给规划树中每个节点都输出一行，显示基本的节点类

型和规划器为该计划节点的执行所做的开销估计。可能会显示其他行，从节点的

摘要行缩进，以显示该节点的其他属性。第一行(最顶层节点的摘要行)是对该规

划的总执行开销的估计；规划器试图最小化的就是这个数字。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只是用来显示输出的样子：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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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 Scan on tenk1 (cost=0.00..458.00 rows=10000 width=244)

由于这个查询没有WHERE子句，它必须扫描表中的所有行，因此规划器只

能选择使用一个简单的顺序扫描计划。括号中引用的数值是（从左至右）：

 估计的启动开销。在输出阶段可以开始之前消耗的时间，也就是在一个排

序节点里执行排序的时间。

 估计的总开销。这个估计值基于的假设是计划节点会被运行到完成，即所

有可用的行都被检索。不过实际上一个节点的父节点可能很快停止读取所

有可用的行（见下面的 LIMIT例子）。

 这个计划节点输出行数的估计值。同样，假定该节点能运行到完成。

 预计这个计划节点输出的行平均宽度(以字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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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销是用规划器的成本参数决定的任意的单位来衡量的，传统上以磁盘页面

抓取为单位来度量开销。也就是 seq_page_cost将被按照习惯设为 1.0，其它开销

参数将参照它来设置。本节的例子都假定这些参数使用默认值。

有一点很重要：一个上层节点的开销包括它的所有子节点的开销。还有一点

也很重要：这个开销只反映规划器关心的东西，尤其是没有把结果行传递给客户

端的时间考虑进去，这个时间可能在实际的总时间里占据相当重要的分量，但是

被规划器忽略了，因为它无法通过修改规划来改变：我们相信，每个正确的规划

都将输出同样的记录集。

行数值有一些小技巧，因为它不是计划节点处理或扫描过的行数，而是该节

点发出的行数。这通常会少于扫描的行数，因为有些被扫描的行会被应用于此节

点上的任意WHERE子句条件过滤掉。理想中顶层的行估计会接近于查询实际返

回、更新、删除的行数。

回到我们的例子：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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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 Scan on tenk1 (cost=0.00..458.00 rows=10000 width=244)

这些数字的产生非常直接。如果你执行：

SELECT relpages，reltuples FROM pg_class WHERE relname = 'tenk1';

您会发现 tenk1有 358磁盘页面和 10000行。估计成本计算为（页面读取数

*seq_page_cost）+（扫描的行数*cpu_tuple_cost）。默认情况下，seq_page_cost

是 1.0，cpu_tuple_cost 是 0.01，因此估计的开销是(358 * 1.0) + (10000 * 0.01) =

458。

现在让我们修改查询并增加一个WHERE条件：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WHERE unique1 < 7000;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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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 Scan on tenk1 (cost=0.00..483.00 rows=7033 width=244)

Filter: (unique1 < 7000)

请注意 EXPLAIN输出显示WHERE子句被当作一个"过滤器"条件附加到顺

序扫描计划节点。这意味着该计划节点为它扫描的每一行检查该条件，并且只输

出符合条件的行。因为WHERE子句的存在，预计的输出行数降低了。不过，扫

描仍将必须访问所有 10000 行，因此开销没有降低；实际上它还增加了一些（准

确来说，上升了 10000*cpu_operator_cost）以反映检查WHERE条件所花费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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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CPU 时间。

这条查询实际选择的行数是 7000，但是估计的行数只是个近似值。如果您

试图重复这个试验，那么您很可能得到不同的预计。还有，这个预计会在每次

ANALYZE命令之后改变，因为 ANALYZE生成的统计是从该表中随机抽取的样

本计算的。

现在，让我们把条件变得更严格：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WHERE unique1 < 100;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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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map Heap Scan on tenk1 (cost=5.07..229.20 rows=101 width=244)

Recheck Cond: (unique1 < 100)

-> Bitmap Index Scan on tenk1_unique1 (cost=0.00..5.04 rows=101

width=0)

Index Cond: (unique1 < 100)

这里，规划器决定使用一个两步的规划：子规划节点访问一个索引，找出匹

配索引条件的行的位置，然后上层规划节点实际地从表中取出那些行。独立地抓

取行比顺序地读取它们的开销高很多，但是因为并非所有表的页面都被访问了，

这么做实际上仍然比一次顺序扫描开销要少。使用两层规划的原因是因为上层规

划节点把索引标识出来的行位置在读取它们之前按照物理位置排序，这样可以最

小化独立抓取的开销。节点名称里面提到的"bit位图 map"是执行排序的机制。

现在让我们添加另外一个条件到WHERE子句：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WHERE unique1 < 100 AND stringu1 =

'xxx';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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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map Heap Scan on tenk1 (cost=5.04..229.43 rows=1 width=244)

Recheck Cond: (unique1 < 100)

Filter: (stringu1 = 'xxx'::name)

-> Bitmap Index Scan on tenk1_unique1 (cost=0.00..5.04 rows=101

width=0)

Index Cond: (unique1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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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条件 stringu1 = 'xxx'减少了预计的输出行计数，但是没有减少开销，

因为我们仍然需要访问相同的行集合。请注意，stringu1 子句不能当做一个索引

条件使用，因为这个索引只在 unique1列上。它作为过滤器应用于从索引中检索

出的行。因此开销实际上略微增加了一些以反映这个额外的检查。

在某些情况下规划器更加喜欢"简单的"索引扫描规划：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WHERE unique1 = 42;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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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Scan using tenk1_unique1 on tenk1 (cost=0.29..8.30 rows=1

width=244)

Index Cond: (unique1 = 42)

在这种规划类型中，表行是以索引顺序抓取的，这样就令读取它们的开销更

大，但是这里的行少得可怜，因此对行位置的额外排序并不值得。你很多时候将

在只取得一个单一行的查询中看到这种计划类型。它也经常被用于拥有匹配索引

顺序的 ORDER BY 子句的查询中。因为那样就不需要额外的排序步骤去满足

ORDER BY。

如果在WHERE引用的多个列上有独立的索引，规划器可能会选择使用这些

索引的一个 AND 或 OR 组合：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WHERE unique1 < 100 AND unique2 >

9000;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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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map Heap Scan on tenk1 (cost=25.08..60.21 rows=10 width=244)

Recheck Cond: ((unique1 < 100) AND (unique2 > 9000))

-> BitmapAnd (cost=25.08..25.08 rows=10 width=0)

-> Bitmap Index Scan on tenk1_unique1 (cost=0.00..5.04

rows=101 width=0)

Index Cond: (unique1 < 100)

-> Bitmap Index Scan on tenk1_unique2 (cost=0.00..19.78

rows=999 width=0)

Index Cond: (unique2 >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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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要求访问两个索引，所以与只使用一个索引并把其他条件作为过滤器

相比，它不一定能胜出。如果你变动涉及到的范围，你将看到计划也会相应改变。

下面是一个例子，显示 LIMIT的效果：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WHERE unique1 < 100 AND unique2 >

9000 LIMIT 2;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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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cost=0.29..14.48 rows=2 width=244)

-> Index Scan using tenk1_unique2 on tenk1 (cost=0.29..71.27 rows=10

width=244)

Index Cond: (unique2 > 9000)

Filter: (unique1 < 100)

这是和上面相同的查询，但是我们增加了一个 LIMIT 这样不是所有的行都

需要被检索，因此规划器关于该怎么做也改变了主意。注意索引扫描节点的总开

销和行计数显示出好像它会被运行到完成。但是，Limit节点预计在检索到这些

行的五分之一后就会停止，因此它的总开销只有五分之一，并且这是查询的实际

估计开销。该计划优于增加一个 Limit节点到先前的计划,因为 Limit无法避免支

付位图扫描的启动开销，因此总开销会是超过那种方法（25个单位）的某个值。

让我们尝试使用我们上面讨论的字段连接两个表：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t1, tenk2 t2

WHERE t1.unique1 < 10 AND t1.unique2 = t2.unique2;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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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ted Loop (cost=4.65..118.62 rows=10 width=488)

-> Bitmap Heap Scan on tenk1 t1 (cost=4.36..39.47 rows=10 width=244)

Recheck Cond: (unique1 < 10)

-> Bitmap Index Scan on tenk1_unique1 (cost=0.00..4.36

rows=10 width=0)

Index Cond: (unique1 < 10)

-> Index Scan using tenk2_unique2 on tenk2 t2 (cost=0.29..7.91 rows=1

width=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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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Cond: (unique2 = t1.unique2)

在这个计划中，我们有一个嵌套循环连接节点，它以两个表扫描作为输入或

子节点。该节点的摘要行的缩进反映了计划树的结构。连接的第一个（或“外层”）

子节点是一个与前面见到的相似的位图扫描。它的开销和行计数与我们从

SELECT ... WHERE unique1 < 10得到的相同，因为我们将WHERE子句 unique1

< 10用在了那个节点上。t1.unique2 = t2.unique2子句现在还不相关，因此它不影

响外层扫描的行计数。嵌套循环连接节点将为从外层子节点得到的每一行运行它

的第二个（或“内层”）子节点。当前外层行的列值可以被插入到内层扫描。这

里，来自外层行的 t1.unique2值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得到一个计划，其开销与前

面见到的简单 SELECT ... WHERE t2.unique2 = constant情况相似（估计的开销实

际上比前面看到的略低，是因为在 t2上的重复索引扫描会利用到高速缓存）。

然后，以外层扫描的开销为基础设置循环节点的开销，加上对每个外层行的一个

重复的内层扫描（10 * 7.87），再加上用于连接处理的一点 CPU 时间。

在这个例子里，连接的输出行数与两个扫描的行数的乘积相同，但通常并不

是所有的情况中都如此，因为可能会有同时涉及两个表的额外WHERE子句，因

此它只能应用于连接(join)点而不能是任何一个输入扫描。 这里有一个例子：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t1, tenk2 t2

WHERE t1.unique1 < 10 AND t2.unique2 < 10 AND t1.hundred < t2.hundred;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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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ted Loop (cost=4.65..49.46 rows=33 width=488)

Join Filter: (t1.hundred < t2.hundred)

-> Bitmap Heap Scan on tenk1 t1 (cost=4.36..39.47 rows=10 width=244)

Recheck Cond: (unique1 < 10)

-> Bitmap Index Scan on tenk1_unique1 (cost=0.00..4.36

rows=10 width=0)

Index Cond: (unique1 < 10)

-> Materialize (cost=0.29..8.51 rows=10 width=244)

-> Index Scan using tenk2_unique2 on tenk2 t2 (cost=0.29..8.46

rows=10 width=244)

Index Cond: (unique2 < 10)

条件 t1.hundred < t2.hundred不能在 tenk2_unique2索引中被测试，因此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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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在连接节点。这减少了连接节点的预计输出行数，但不改变任何一个输入扫

描。

注意，这里规划器选择了"物化"连接的内层关系，通过在它的上方放一个

Materialize计划节点。这意味着 t2索引扫描将只执行一次，即使嵌套循环连接节

点需要读取其数据十次（每个来自外层关系的行都要读一次）。 Materialize 节

点在读取数据时将它保存在内存中，然后在每一次后续执行时从内存返回数据。

当处理外连接时，你可能会看到连接计划节点同时附属了"连接过滤器"和普

通"过滤器"条件。连接过滤器条件来自于外连接的 ON子句，因此一个无法通过

连接过滤器条件的行也能够作为一个空值扩展的行被发出。但一个普通过滤器条

件在外连接规则之后被应用，因此无条件地删除行。在内连接中这些过滤器类型

之间没有语义差异。

如果我们把查询的选择度改变一点，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非常不同的连接计

划: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t1, tenk2 t2

WHERE t1.unique1 < 100 AND t1.unique2 = t2.unique2;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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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 Join (cost=230.47..713.98 rows=101 width=488)

Hash Cond: (t2.unique2 = t1.unique2)

-> Seq Scan on tenk2 t2 (cost=0.00..445.00 rows=10000 width=244)

-> Hash (cost=229.20..229.20 rows=101 width=244)

-> Bitmap Heap Scan on tenk1 t1 (cost=5.07..229.20 rows=101

width=244)

Recheck Cond: (unique1 < 100)

-> Bitmap Index Scan on tenk1_unique1 (cost=0.00..5.04

rows=101 width=0)

Index Cond: (unique1 < 100)

这里规划器选择了使用一个哈希连接，在其中一个表的行被放入一个内存哈

希表中，在这之后扫描其他表并且为每一行查找哈希表来寻找匹配。同样要注意

缩进是如何反映计划结构的：tenk1上的位图扫描是哈希节点的输入，哈希节点

会构造哈希表。然后哈希表会返回给哈希连接节点，哈希连接节点将从它的外层

子计划读取行，并为每一行搜索哈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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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可能的连接类型是合并连接，在这里说明：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t1, onek t2

WHERE t1.unique1 < 100 AND t1.unique2 = t2.unique2;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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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ge Join (cost=198.11..268.19 rows=10 width=488)

Merge Cond: (t1.unique2 = t2.unique2)

-> Index Scan using tenk1_unique2 on tenk1 t1 (cost=0.29..656.28

rows=101 width=244)

Filter: (unique1 < 100)

-> Sort (cost=197.83..200.33 rows=1000 width=244)

Sort Key: t2.unique2

-> Seq Scan on onek t2 (cost=0.00..148.00 rows=1000

width=244)

合并连接要求它的输入数据在连接键上进行排序。在这个规划中，tenk1数

据是通过使用索引扫描以正确的顺序访问行来进行排序的。但是对于 onek则更

倾向于一个顺序扫描和排序，因为在那个表中有更多行需要被访问。（对于大量

行的排序，顺序扫描加排序经常打败索引扫描，因为索引扫描需要非顺序的磁盘

访问。）

一种查看变体计划的方法使用启用/禁用标志，强制规划器丢弃它认为开销

最低的任何策略。这是一个野蛮的工具，但很有用。例如，如果我们并不认同在

前面的例子中顺序扫描加排序是处理表 onek的最佳方法，我们可以尝试：

SET enable_sort = off;

EXPLAIN SELECT *

FROM tenk1 t1, onek t2

WHERE t1.unique1 < 100 AND t1.unique2 = t2.unique2;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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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ge Join (cost=0.56..292.65 rows=10 width=488)

Merge Cond: (t1.unique2 = t2.uniqu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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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Scan using tenk1_unique2 on tenk1 t1 (cost=0.29..656.28

rows=101 width=244)

Filter: (unique1 < 100)

-> Index Scan using onek_unique2 on onek t2 (cost=0.28..224.79

rows=1000 width=244)

这显示规划器认为用索引扫描排序 onek的开销比顺序扫描加排序的方式高

大约 12％。当然，接下来的问题是它是否是对的。我们可以使用 EXPLAIN

ANALYZE调查，如下文所述。

1.10.1.2 EXPLAINANALYZE

可以通过使用 EXPLAIN 的 ANALYZE 选项来检查规划器估计值的准确性。通过

使用这个选项， EXPLAIN会实际执行该查询，然后显示真实的行计数和在每个

计划节点中累计的真实运行时间，还会有一个普通 EXPLAIN 显示的估计值。例

如，我们可能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EXPLAIN ANALYZE SELECT *

FROM tenk1 t1, tenk2 t2

WHERE t1.unique1 < 10 AND t1.unique2 = t2.unique2;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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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ted Loop (cost=4.65..118.62 rows=10 width=488) (actual

time=0.128..0.377 rows=10 loops=1)

-> Bitmap Heap Scan on tenk1 t1 (cost=4.36..39.47 rows=10 width=244)

(actual time=0.057..0.121 rows=10 loops=1)

Recheck Cond: (unique1 < 10)

-> Bitmap Index Scan on tenk1_unique1 (cost=0.00..4.36

rows=10 width=0) (actual time=0.024..0.024 rows=10 loops=1)

Index Cond: (unique1 < 10)

-> Index Scan using tenk2_unique2 on tenk2 t2 (cost=0.29..7.91 rows=1

width=244) (actual time=0.021..0.022 rows=1 loops=10)

Index Cond: (unique2 = t1.uniqu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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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time: 0.181 ms

Execution time: 0.501 ms

请注意"actual time"数值是以毫秒计的真实时间，而 cost估计值则以任意的

单位表示； 因此它们不大可能匹配上。在这里面要查看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估计

的行计数是否合理地接近实际值。在这个例子中，估计值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

在实际中非常少见。

在某些查询规划种，一个子规划节点很可能运行多次。比如，内层索引扫描

将在上述嵌套循环计划中的每一个外层行执行一次。在这种情况下，loops值报

告了该节点执行的总次数，而显示的实际时间和行数值是这些执行的平均值。这

么做的原因是令这些数字与开销预计显示的数字具有可比性。将这些值乘上

loops值可以得到在该节点中实际消耗的总时间。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共需要

0.220毫秒来执行 tenk2的索引扫描。

在某些情况下 EXPLAIN ANALYZE会显示计划节点执行时间和行计数之外

的额外执行统计信息。例如，排序和哈希节点提供额外的信息：

EXPLAIN ANALYZE SELECT *

FROM tenk1 t1, tenk2 t2

WHERE t1.unique1 < 100 AND t1.unique2 = t2.unique2 ORDER BY

t1.fivethous;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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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t (cost=717.34..717.59 rows=101 width=488) (actual time=7.761..7.774

rows=100 loops=1)

Sort Key: t1.fivethous

Sort Method: quicksort Memory: 77kB

-> Hash Join (cost=230.47..713.98 rows=101 width=488) (actual

time=0.711..7.427 rows=100 loops=1)

Hash Cond: (t2.unique2 = t1.unique2)

-> Seq Scan on tenk2 t2 (cost=0.00..445.00 rows=10000

width=244) (actual time=0.007..2.583 rows=10000 loops=1)

-> Hash (cost=229.20..229.20 rows=101 width=244) (actual

time=0.659..0.659 rows=100 loops=1)

Buckets: 1024 Batches: 1 Memory Usage: 28kB

-> Bitmap Heap Scan on tenk1 t1 (cost=5.07..229.20

rows=101 width=244) (actual time=0.080..0.526 rows=100 loop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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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eck Cond: (unique1 < 100)

-> Bitmap Index Scan on tenk1_unique1

(cost=0.00..5.04 rows=101 width=0) (actual time=0.049..0.049 rows=100 loops=1)

Index Cond: (unique1 < 100)

Planning time: 0.194 ms

Execution time: 8.008 ms

排序节点显示使用的排序方法（特别是，排序是在内存中还是磁盘上进行）

和需要的内存或磁盘空间量。哈希节点显示了哈希桶的数量、批处理数以及用于

哈希表的内存峰值数。（如果批处理数大于 1，还将涉及到磁盘空间使用，但是

没有被显示。）

另一种类型的额外信息是通过过滤器条件删除的行数：

EXPLAIN ANALYZE SELECT * FROM tenk1 WHERE ten < 7;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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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 Scan on tenk1 (cost=0.00..483.00 rows=7000 width=244) (actual

time=0.016..5.107 rows=7000 loops=1)

Filter: (ten < 7)

Rows Removed by Filter: 3000

Planning time: 0.083 ms

Execution time: 5.905 ms

这些计数对于应用在连接节点上的过滤器条件特别有价值。只有在至少有一

个被扫描行或者在连接节点中一个可能的连接对被过滤器条件拒绝时， "Rows

Removed"行才会出现。

一个与过滤器条件相似的情况出现在"有损"索引扫描中。例如，考虑这个查

询，它搜索包含一个指定点的多边形：

EXPLAIN ANALYZE SELECT * FROM polygon_tbl WHERE f1 @> polygon

'(0.5,2.0)';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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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 Scan on polygon_tbl (cost=0.00..1.05 rows=1 width=32) (actual

time=0.044..0.044 rows=0 loops=1)

Filter: (f1 @> '((0.5,2))'::polygon)

Rows Removed by Filter: 4

Planning time: 0.04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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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on time: 0.083 ms

规划器认为（很正确）这个取样表太小了不值得费心地使用索引扫描，所以

我们得到了一个普通的顺序扫描，其中所有行都被过滤器条件拒绝。但是，如果

我们强制使用索引扫描，我们看到：

SET enable_seqscan TO off;

EXPLAIN ANALYZE SELECT * FROM polygon_tbl WHERE f1 @> polygon

'(0.5,2.0)';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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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Scan using gpolygonind on polygon_tbl (cost=0.13..8.15 rows=1

width=32) (actual time=0.062..0.062 rows=0 loops=1)

Index Cond: (f1 @> '((0.5,2))'::polygon)

Rows Removed by Index Recheck: 1

Planning time: 0.034 ms

Execution time: 0.144 ms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索引返回一个候选行，然后它会被索引条件的重新

检查拒绝。这是因为 GiST索引对于多边形包含测试是"有损的"：它实际上返回

覆盖目标的多边形的行，然后我们必须在那些行上做精确的包含测试。

EXPLAIN 有一个 BUFFERS选项可以和 ANALYZE 一起使用来得到更多的

运行时统计信息：

EXPLAIN (ANALYZE, BUFFERS) SELECT * FROM tenk1 WHERE unique1

< 100 AND unique2 > 9000;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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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map Heap Scan on tenk1 (cost=25.08..60.21 rows=10 width=244) (actual

time=0.323..0.342 rows=10 loops=1)

Recheck Cond: ((unique1 < 100) AND (unique2 > 9000))

Buffers: shared hit=15

-> BitmapAnd (cost=25.08..25.08 rows=10 width=0) (actual

time=0.309..0.309 rows=0 loops=1)

Buffers: shared hit=7

-> Bitmap Index Scan on tenk1_unique1 (cost=0.00..5.04

rows=101 width=0) (actual time=0.043..0.043 rows=100 loops=1)

Index Cond: (unique1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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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s: shared hit=2

-> Bitmap Index Scan on tenk1_unique2 (cost=0.00..19.78

rows=999 width=0) (actual time=0.227..0.227 rows=999 loops=1)

Index Cond: (unique2 > 9000)

Buffers: shared hit=5

Planning time: 0.088 ms

Execution time: 0.423 ms

BUFFERS提供的数值有助于识别查询的哪些部分是最 I/O密集型的。

请记住，因为 EXPLAIN ANALYZE 实际运行查询， 任何副作用都将照常

发生，即使查询可能输出的任何结果被丢弃来支持打印 EXPLAIN 数据。如果你

想要分析一个数据修改查询而不想改变你的表，你可以在分析完之后回滚命令，

例如：

BEGIN;

EXPLAIN ANALYZE UPDATE tenk1 SET hundred = hundred + 1 WHERE

unique1 < 100;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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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 on tenk1 (cost=5.07..229.46 rows=101 width=250) (actual

time=14.628..14.628 rows=0 loops=1)

-> Bitmap Heap Scan on tenk1 (cost=5.07..229.46 rows=101 width=250)

(actual time=0.101..0.439 rows=100 loops=1)

Recheck Cond: (unique1 < 100)

-> Bitmap Index Scan on tenk1_unique1 (cost=0.00..5.04

rows=101 width=0) (actual time=0.043..0.043 rows=100 loops=1)

Index Cond: (unique1 < 100)

Planning time: 0.079 ms

Execution time: 14.727 ms

ROLLBACK;

如该示例中，当查询是 INSERT、UPDATE 或者 DELETE 命令时，应用表

更改的实际工作由顶层插入、更新或删除计划节点完成。这个节点下的规划节点

执行定位旧行和/或计算新数据的工作。所以在上面，我们看到了在前面已经见

到过位图表扫描，并且其输出被传递给存储被更新行的更新节点。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数据修改节点可能花费大量的运行时间（在这里，它消耗了运行时间中的绝

大部分），规划器当前并没有对开销估计增加任何东西来说明这些工作。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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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工作对每一个正确的查询计划都得做，所以它不影响规划的选择。

当 UPDATE或 DELETE命令影响继承层次结构时，输出可能如下所示：

EXPLAIN UPDATE parent SET f2 = f2 + 1 WHERE f1 = 101;
QUERY PLAN

-----------------------------------------------------------------------------------
Update on parent (cost=0.00..24.53 rows=4 width=14)
Update on parent
Update on child1
Update on child2
Update on child3
-> Seq Scan on parent (cost=0.00..0.00 rows=1 width=14)

Filter: (f1 = 101)
-> Index Scan using child1_f1_key on child1 (cost=0.15..8.17 rows=1

width=14)
Index Cond: (f1 = 101)

-> Index Scan using child2_f1_key on child2 (cost=0.15..8.17 rows=1
width=14)

Index Cond: (f1 = 101)
-> Index Scan using child3_f1_key on child3 (cost=0.15..8.17 rows=1

width=14)
Index Cond: (f1 = 101)

在此示例中，更新节点需要考虑三个子表以及最初提到的父表。因此，有四

个输入扫描子计划，每个表一个。为了清楚起见，注释了更新节点以与相应子计

划相同的顺序显示将被更新的特定目标表。

EXPLAIN ANALYZE 显示的 Planning time是从一个已解析的查询生成查询

计划并进行优化所花费的时间。它并不包括解析或重写的时间。

EXPLAIN ANALYZE显示的 Execution time包括执行器启动和关闭的时间，

以及运行被触发的任何触发器的时间。但它不包括解析、重写或规划的时间。如

果有执行 BEFORE 触发器花费的时间，它将被包含在相关的插入、更新或删除

节点的时间里，但执行 AFTER 触发器的时间花费并不计算在内，因为 AFTER

触发器是在整个规划完成之后被触发的。还单独显示每个触发器花费的总时间

（BEFORE或者 AFTER）。需要注意的是延迟约束触发器将不会执行，直到事

务结束，因而不会被 EXPLAIN ANALYZE考虑。

1.10.1.3 警告

在两种有效的方法中 EXPLAIN ANALYZE测量出的运行时间可能偏离同一

个查询正常执行时所花费的时间。首先，由于没有输出行被传递到客户端，所以

没有包含网络传输成本和 I/O转换成本。其次，由 EXPLAIN ANALYZE 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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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开销可能是巨大的，特别是在那些 gettimeofday()操作系统调用很慢的机器

上。你可以使用 pg_test_timing工具来测量你系统上的计时开销。

EXPLAIN 的结果不应该被外推到与你实际测试的场景非常不同的情况。比

如，在一个很小的表上的结果不能被假定成适用于大表。规划器的开销计算不是

线性的，因此它很可能为一个大些或者小些的表选择不同的规划。一个极端的例

子是，在一个只占据一个磁盘页面的表上，你将几乎总是得到一个顺序扫描计划，

而不管索引是否可用。规划器认识到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将采用一次磁盘页面读取

来处理该表，所以再花费额外的磁盘页面读取去查找索引是没有价值的。

在一些情况种，实际值与估计值不能很好的匹配，但这并非是错误。比如，

当规划节点的执行被 LIMIT 或类似效果的东西突然停止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

况。例如，我们以前曾经使用过的 LIMIT查询。

EXPLAIN ANALYZE SELECT * FROM tenk1 WHERE unique1 < 100 AND

unique2 > 9000 LIMIT 2;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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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cost=0.29..14.71 rows=2 width=244) (actual time=0.177..0.249

rows=2 loops=1)

-> Index Scan using tenk1_unique2 on tenk1 (cost=0.29..72.42 rows=10

width=244) (actual time=0.174..0.244 rows=2 loops=1)

Index Cond: (unique2 > 9000)

Filter: (unique1 < 100)

Rows Removed by Filter: 287

Planning time: 0.096 ms

Execution time: 0.336 ms

索引扫描节点的估计成本和行计数显示为运行完成。但实际上，在获得了 2

行之后，Limit节点停止了行请求，所以实际的行计数只有 2，并且运行时间低

于成本估算所建议的时间。这不是估计错误，仅仅是估计值和真实值显示方式上

的不同。

合并连接中也有可能导致混淆的测量部分。合并连接将停止读取一个输入，

如果它用尽了其他输入，并且一个输入中的下一个键值大于另一个输入的最后一

个键值；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更多的匹配，所以不需要扫描第一个输入的剩余

部分。这会导致不读取一个子节点的所有内容，结果就像在 LIMIT 中所提到的。

此外，如果外层（第一个）子节点包含键值重复的行，内层（第二个）子节点被

备份并重新扫描其行中与该键值匹配的部分。EXPLAIN ANALYZE会统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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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层行的重复发出，就好像它们是真实的额外行。当有很多外层节点重复时，对

内层子计划节点所报告的实际行计数会显著大于在内层关系中的实际行数。

由于实现上的限制，BitmapAnd和 BitmapOr节点总是报告自己的实际行数

为零。

1.10.2 规划器使用的统计信息

就像我们在上一节里展示的那样，查询规划器需要估计一个查询检索的行

数，这样才能选择正确的查询规划。本节就系统用于这些估计的统计进行一些描

述。

统计的一个部分就是每个表和索引中的记录总数，以及每个表和索引占据的

磁盘块数。这个信息保存在 pg_class 表的 reltuples 和 relpages 字段中。 我们

可以用类似下面的查询检索这些信息：

SELECT relname，relkind，reltuples，relpages

FROM pg_class

WHERE relname LIKE 'tenk1%';

relname | relkind | reltuples | relpages

----------------------+---------+-----------+-----------------------------

tenk1 | r | 10000 | 358

tenk1_hundred | i | 10000 | 30

tenk1_thous_tenthous | i | 10000 | 30

tenk1_unique1 | i | 10000 | 30

tenk1_unique2 | i | 10000 | 30

(5 rows)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tenk1有 10000 行，它的索引也有这么多行，但是索

引远比表小得多(很正常)。

出于效率考虑，reltuples和 relpages不是实时更新的，因此它们通常包含可

能有些过时的数值。它们被 VACUUM，ANALYZE 和几个 DDL 命令 (比如

CREATE INDEX)更新。一个独立的 ANALYZE(没有和 VACUUM 在一起)生成一

个 reltuples的近似数值，因为它并没有读取表里的每一行。规划器将把 pg_class

表里面的数值调整为和当前的物理表尺寸匹配，以此获取一个更接近的近似值。

大多数查询只是检索表中行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有限制待查行的WHERE子

句。因此规划器需要对 WHERE 子句的选择性进行评估，选择性也就是符合

WHERE子句中每个条件的部分。用于这个目的的信息存储在 pg_statistic系统表

中。在 pg_statistic中的记录是由 ANALYZE和 VACUUMANALYZE命令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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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总是近似值，即使刚刚更新完也不例外。

除了直接查看 pg_statistic之外，我们手工检查统计的时候最好查看它更具可

读性的 pg_stats视图。而且，pg_statistic是所有人都可以读取的，而 pg_statistic 只

能由超级用户读取。这样就可以避免非特权用户从统计信息中获取一些和其他人

的表内容相关的信息。pg_statistic视图是受约束的，只显示当前用户可读的表。

比如，我们可以：

SELECT attname，inherited，n_distinct，

array_to_string(most_common_vals，E'\n') as most_common_vals

FROM pg_stats

WHERE tablename = 'road';

attname | inherited | n_distinct | most_common_vals

---------+-----------+------------+------------------------------------------------------------

name | f | -0.363388 | I- 580 Ramp+

| | | I- 880 Ramp+

| | | Sp Railroad +

| | | I- 580 +

| | | I- 680 Ramp

name | t | -0.284859 | I- 880 Ramp+

| | | I- 580 Ramp+

| | | I- 680 Ramp+

| | | I- 580 +

| | | State Hwy 13 Ramp

(2 rows)

注意，这两行用的是相同的列，一个对应开始于 road 表的完整继承层次结

构(inherited=t)，另一个只包括 road表本身(inherited=f)。

在 pg_statistic 中 存 储 的 信 息 的 数 量 ， 特 别 是 给 每 个 字 段 用 的

most_common_vals 和 histogram_bounds 数组上的最大记录数目可以用 ALTER

TABLE SET STATISTICS命令设置，或者是用运行时参数 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

进行全局设置。目前缺省的限制是 10 个记录。提升该限制应该可以做出更准确

的规划器估计，特别是对那些有不规则数据分布的字段而言，代价是在

pg_statistic里使用了更多空间，并且需要略微多一些的时间计算估计数值。相比

之下，比较低的限制可能更适合那些数据分布比较简单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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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用明确的 JOIN语句控制规划器

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明确的 JOIN 语法控制查询规划器。要明白为什

么有这茬事，我们首先需要一些背景知识。

在简单的连接查询里，比如

SELECT * FROM a，b，c WHERE a.id = b.id AND b.ref = c.id;

规划器可以按照任何顺序自由地连接给出的表。比如，它可以生成一个查询

规划先用WHERE条件 a.id = b.id把 A 连接到 B，然后用另外一个WHERE条

件把 C 连接到这个表上来，或者也可以先连接 B 和 C 然后再连接 A，同样

得到这个结果。或者也可以连接 A 到 C 然后把结果与 B 连接，不过这么做效

率比较差，因为必须生成完整的 A 和 C 的迪卡尔积而在查询里没有可用的

WHERE子句可以优化该连接(HighGo DB执行器里的所有连接都发生在两个输

入表之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先得出一个结果)。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连接

方式给出语义上相同的结果，但在执行开销上却可能有巨大的差别。因此，规划

器会对它们进行检查并找出最高效的查询规划。

如果查询只涉及两或三个表，那么在查询里不会有太多需要考虑的连接。但

是潜在的连接顺序的数目随着表数目的增加呈指数增加的趋势。当超过十个左右

的表以后，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对所有可能做一次穷举搜索，甚至对六七个表都需

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规划。如果有太多输入的表，HighGo DB规划器将从穷举搜

索切换为基因概率搜索，以减少可能性数目(样本空间)。切换的阈值是用运行时

参数 geqo_threshold设置的。基因搜索花的时间少，但是并不一定能找到最好的

规划。

当查询涉及外部连接时，规划器就不像对付普通(内部)连接那么自由了。比

如，看看下面这个查询：

SELECT * FROM a LEFT JOIN (b JOIN c ON (b.ref = c.id)) ON (a.id = b.id);

尽管这个查询的约束和前面一个非常相似，但它们的语义却不同，因为如果

A 里有任何一行不能匹配 B和 C的连接里的行，那么该行都必须输出。因此这

里规划器对连接顺序没有什么选择：它必须先连接 B 到 C，然后把 A 连接到

该结果上。因此，这个查询比前面一个花在规划上的时间少。在其它情况下，规

划器就有可能确定多种连接顺序都是安全的。比如，对于：

SELECT * FROM a LEFT JOIN b ON (a.bid = b.id) LEFT JOIN c ON (a.cid =

c.id);

将 A 首先连接到 B 或 C 都是有效的。当前，只有 FULL JOIN 完全强制

连接顺序。大多数 LEFT JOIN 或 RIGHT JOIN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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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连接语法(INNER JOIN，CROSS JOIN，或无修饰的 JOIN)语义上和

FROM中列出输入关系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约束连接顺序。

即使大多数 JOIN 并不完全强迫连接顺序，但仍然可以明确的告诉 HighGo

DB查询规划器 JOIN 子句的连接顺序。比如，下面三个查询逻辑上是等效的：

SELECT * FROM a，b，c WHERE a.id = b.id AND b.ref = c.id;

SELECT * FROM a CROSS JOIN b CROSS JOIN c WHERE a.id = b.id AND

b.ref = c.id;

SELECT * FROM a JOIN (b JOIN c ON (b.ref = c.id)) ON (a.id = b.id);

但如果我们告诉规划器遵循 JOIN的顺序，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还是要比第

一个花在规划上的时间少。这个作用对于只有三个表的连接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但对于数目众多的表，可能帮助就很大了。

要强制规划器遵循准确的 JOIN 连接顺序，我们可以把运行时参数

join_collapse_limit设置为 1(其它可能的数值在下面讨论)。

您完全不必为了缩短搜索时间来约束连接顺序，因为在一个简单的 FROM

列表里使用 JOIN操作符就很好了。比如考虑：

SELECT * FROM a CROSS JOIN b，c，d，e WHERE ...;

如果设置 join_collapse_limit= 1，那么这句话就相当于强迫规划器先把 A连

接到 B， 然后再连接到其它的表上，但并不约束其它的选择。在本例中，可能

的连接顺序的数目减少了 5 倍。

按照上面的想法考虑规划器的搜索问题是一个很有用的技巧，不管是对减少

规划时间还是对引导规划器生成好的规划都很有帮助。如果缺省时规划器选择了

一个糟糕的连接顺序，您可以用 JOIN 语法强迫它选择一个更好的(假设知道一

个更好的顺序)。所以我们建议多试验。

一个非常相近的影响规划时间的问题是把子查询压缩到它们的父查询里面。

比如，考虑下面的查询：

SELECT *

FROM x，y，

(SELECT * FROM a，b，c WHERE something) AS ss

WHERE somethingelse;

这个情况可能在那种包含连接的视图中出现；该视图的 SELECT 规则将被

插入到引用视图的场合，生成非常类似上面的查询。通常，规划器会试图把子查

询压缩到父查询里，生成：

SELECT * FROM x，y，a，b，c WHERE something AND somethingelse;

这样通常会生成一个比独立的子查询更好些的规划比如，外层的WHERE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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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可能先把 X连接到 A 上，这样就消除了 A 中的许多行，因此避免了形成全

部子查询逻辑输出的需要。但是同时，我们增加了规划的时间；在这里，我们有

一个用五路连接代替两个独立的三路连接的问题，这样的差距是巨大的，因为可

能 的 规 划 数 的 是 按 照 指 数 增 长 的 。 规 划 器 将 在 父 查 询 可 能 超 过

from_collapse_limit个 FROM项的时候，不再压缩子查询，以此来避免巨大的连

接搜索数。您可以通过调整这个运行时参数来在规划时间和规划质量之间作出平

衡。

from_collapse_limit和 join_collapse_limit名称类似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几乎

相同：一个控制规划器何时把子查询"平面化"，另外一个控制何时把明确的连接

平面化。通常，您要么把 join_collapse_limit设置成和 from_collapse_limit一样(明

确连接和子查询的行为类似)， 要么把 join_collapse_limit设置为 1(如果您想用

明确连接控制连接顺序)。但是您可以把它们设置成不同的值，这样您就可以在

规划时间和运行时间之间进行仔细的调节。

1.10.4 向数据库中添加记录

第一次填充数据库时可能需要做大量的表插入。下面是一些建议，可以尽可

能高效地处理这些事情。

1.10.4.1 关闭自动提交

关闭自动提交，并且只在每次(数据拷贝)结束的时候做一次提交。在纯 SQL

里，这就意味着在开始的时候发出 BEGIN 并且在结束的时候执行 COMMIT。有

些客户端的库可能背着您干这些事情，这种情况下您必须确信只有在您确实要那

些库干这些事情的时候它才做。如果您允许每个插入都独立地提交，那么 HighGo

DB会为所增加的每行记录做大量的处理。在一个事务里完成所有插入的动作的

最大的好处就是，如果有一条记录插入失败，那么，到该点为止的所有已插入记

录都将被回滚，这样您就不会很难受地面对一个只装载了一部分数据的表。

1.10.4.2 使用 COPY

使用 COPY 在一条命令里装载所有记录，而不是一连串的 INSERT命令。

COPY命令是为装载数量巨大的数据行优化过的；它没 INSERT那么灵活，但是

在大量装载数据的情况下，导致的荷载也少很多。因为 COPY是单条命令，因

此填充表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关闭自动提交了。

如果您不能使用 COPY，那么使用 PREPARE来创建一个预备 INSERT，然

后使用EXECUTE多次效率更高。这样就避免了重复分析和规划 INSERT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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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接口以不同的方式提供该功能。

请注意，在装载大量数据行的时候，COPY几乎总是比 INSERT快，即使使

用了 PREPARE并且把多个 INSERT命令绑在一个事务中也是这样。

同样的事务中，COPY 命令比 CREATE TABLE 或 TRUNCATE 更快。这这

些情况下，不需要写WAL，因为在一个错误的情况下，文件中新增的数据会被

删掉。然而，只有当 wal_level 设置为 minimal（此时所有的命令必须写WAL）

才会考虑这种情况。

1.10.4.3 数据加载工具 pg_bulkload

1.1.1.2.27 简介

pg_bulkload是批量导入数据的工具，类似于 HighGo DB里的 COPY，但是

支持的功能比 COPY多，pg_bulkload 支持多种工作模式，不仅支持写日志的方

式，还支持绕过日志的方式，性能高，同时，pg_bulkload 在遇到错误的时候可

以选择忽略当前错误继续加载后面的数据，使用方式如下：

pg_bulkload [options] [controlfile]

1.1.1.2.28 命令行参数

表 1.102 pg_bulkload 命令行参数列表

参数选项 参数的值 说明

-i/--input INPUT 数据源的位置

-O/--output OUTPUT 导入的表名

-l/--logfile LOGFILE 日志文件的位置

-o “key=value” 其他可用选项

-d/--dbnmae dbname 连接的数据库

-h/--host host 连接的主机

-p/--port port 连接的端口

-P PARSE_BADFILE 保存坏元组的路径

pg_bulkload有以下命令行选项：

-i INPUT

--input=INPUT

--infile=INPUT

数据源的位置，与控制文件的 INPUT一样。命令行必需写，没写会报

“INPUT option required”错误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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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UTPUT

--output=OUTPUT

数据加载的目的地，与控制文件的 OUTPUT一样。命令行必需写，没

写会报“OUTPUT option required”错误日志。

-l LOGFILE

--logfile=LOGFILE

写日志的路径，与控制文件的 LOGFILE 一样。默认的路径是

$PGDATA/pg_bulkload/<timestamp>_<dbname>_<schema>_<table>.log。

-o “key=value”

--option=”key=velue”

控制文件可用的选项可以 key=value的方式在命令行使用。

-d dbname

--dbname dbname

指定连接的数据库，如果没有指定，从环境变量 PGDATABASE获取，

如果 PGDATABASE没有指定，用户名作为连接的数据库。

-h host

--host host

指定连接的数据库主机，如果是本机，可以设成 localhost。

-p port

--port port

指定连接的 TCP端口，HighGo DB默认端口是 5866。

-P PARSE_BADFILE

解析失败的元组保存路径，与控制文件里的 PARSE_BADFILE 一样。

上面介绍的是命令行参数，下面介绍在控制文件里用到的参数。

1.1.1.2.29 控制文件

控制文件可以指定绝对路径或者相对路径，如果指定了相对路径，将相对于

pg_bulkload命令所在目录，如果没有指定控制文件，需要通过命令行传递参数。

以下参数可以在控制文件里使用，#之后的内容会被忽略。

表 1.103 控制文件参数列表

TYPE CSV|BINARY|FIXED|FUNCTION 数据源文件的格式

SKIP|OFFSET n 跳过的行数

LIMIT|LOAD n 限制加载的行数

MULTI_PROCESS YES|NO 是否开启多线程

WRITER DIRECT|BUFFERED|PARALLEL 加载数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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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MITER delimiter_character 分隔符

QUOTE quote_character 引号符号

ESCAPE escape_character 转义符号

NULL null_string 表示空值

PARSE_ERRORS n 可忽略的错误行数

PARSE_BADFILE path 存放脏数据的位置

LOGFILE path 日志文件路径

TYPE = CSV|BINARY|FIXED|FUNCTION

输入数据的类型，默认是 CSV。

 CSV：从 CSV格式的文件加载数据

BINARY|FIXED：从二进制文件加载数据，需要在控制文件里指定

每列的数据类型，该 binary类型的文件只能由 pg_bulkload转换 csv

所得，不能用 copy导出的 binary文件。pg_bulkload把 csv转成 binary

格式的文件，需要指定WRITER=BINARY，OUTPUT=输出的 binary

文件，转换工作由 pg_bulkload完成。

 FUNCTION：加载的数据是 function返回的结果，如果使用这种

方式，INPUT必须是一个函数调用。

INPUT|INFILE = path|stdin|[schemaname]function_name(argvalue,…)

导入数据的来源，必须项，这个值的处理方式依赖于 TYPE。

文件：指定文件路径，如果是相对路径，必须相对控制文件或者当

前工作目录，用户必须具有读权限，TYPE 必须是 CSV 或者

BINARY。如果是加载到远程数据库，这里需要指明数据文件非本

地。

 标准输入：“input=stdin”意味着 pg_bulkload 从标准输入加载数

据。

SQL FUNCTION：只有 TYPE=FUNCTION 时才可用，可以是内建

函数，也可以是用户自定义函数，函数的返回类型必须是行类型。

WRITER|LOADER = DIRECT|BUFFERED|BINARY|PARALLEL

加载数据的方式，默认工作方式是 BUFFERED。

DIRECT：数据直接写入表，这种方式绕过共享内存，不写日志，

但是需要使用 pg_bulkload自带的恢复程序。pg_bulkload安装完成

后，在 bin目录下产生一个 postgresql 的命令，这个命令用来启动

或者关闭 HighGo DB服务器，它是 pg_ctl的封装，postgresql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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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 pg_bulkload的恢复程序。恢复程序的工作是把 pg_bulkload 加

载的数据页清空。如果使用 DIERECT 模式，建议使用 postgresql

命令启动关闭数据库，使用这个命令前需要把数据库安装目录/bin

导入到环境变量 PATH中，启动或者关闭数据库的方式与 pg_ctl一

样：

启动数据库： ./postgresql –D ../data start

关闭数据库： ./postgresql –D ../data stop

使用这种方式加载数据后，为了避免无法恢复的情况，应立即做一

次基础备份。如果使用 DIRECT模式加载数据，加载过程中出现崩

溃，若不使用 postgresql脚本启动数据库而是使用 pg_ctl启动数据

库，pg_bulkload会无法使用，但不会影响数据库其他的操作。

BUFFERED：通过共享内存加载数据，写日志，利用 HighGo DB

自身的恢复程序。

BINARY：将 CSV 格式的文件转换成 binary 格式文件，这种模式

只能输出到文件，OUTPUT 需指定文件的路径，转换的工作由

pg_bulkload 完成。这种格式的转换，用户需要在控制文件里指定

每一列的数据类型，转换的类型只有 pg_bulkload 支持的类型才可

以，pg_bulkload支持的类型如下：

1. CHAR|CHARACTER

2. VARCHAR|HARACTER VARYING

3. INTEGER|INT

4. BIGINT|LONG

5. UNSIGNED SMALLINT|SHORT

6. UNSIGNED INTEGER|INT

7. FLOAT|REAL

8. DOUBLE

书写的格式如下：

OUT_COL = type[(size)] [NULLIF{‘null_string’|null_hex}]。如果

将这个转换后的二进制文件当做数据源导入数据表，在控制文

件里还要标记每列的数据类型，写法如下：

COL = type[(size)] [NULLIF{‘null_string’|null_hex}]。

PARALLEL：与WRITER=DIRECT MULTI_PROCESS=YES效果一

样，如果指定了 PARALLEL，MULTI_PROCESS可以忽略。使用

这种方式由于也没有写日志，所以在加载完后，应立即做一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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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

OUTPUT|TABLE = {[schema_name.]table_name | outfile}

数据导出的路径，总是必需的。

表：把数据导入到表中，如果模式名没有指定，匹配第一个发现的

模式，只有当WRITER是 DIRECT BUFFERED PARALLEL时才能

导入表中。

文件：指定文件的路径，如果是相对路径，参考 INPUT，用户必须

有写权限。只有当WRITER=BINARY时才能导入到文件。

SKIP|OFFSET = n

跳过的行数。默认是 0，不能同时指定 TYPE=FUNCTION和 SKIP。

LIMIT|LOAD = n

加载的行数，默认是 INFINITE，也就是所有的数据都会加载，这个选

项只有当 TYPE=FUNCTION时才可用。

MULTI_PROCESS=YES|NO

如果指定了 YES，读取数据、解析数据和写入数据都是在多线程模式

下工作，如果指定了 NO，在单线程下工作。默认是 NO，如果

WRITER=PARALLEL，MULTI_PROCESS被忽略。

DELIMITER=delimiter_character

分隔每行列字段的符号，默认是逗号，如果你加载的数据是用 tab分隔

的，你可以指定 DELIMITER=“ ”。

QUOTE=quote_character

指定引号符号，默认是双引号。

ESCAPE=eacape_character

指定转义符号，默认是双引号。

NULL=null_string

表示空值的符号，默认值是一个没有引号的空值。

PARSE_ERRORS = n

错误行数的上限，默认是 0，即解析到错误的行就停止，已经解析的提

交，剩下未解析的不加载，-1或者 INFINTE表示忽略所有的错误行。

PARSE_BADFILE = path

存 放 解 析 中 遇 到 的 错 误 行 ， 默 认 的 路 径 是

$PGDATA/pg_bulkload/<timestamp>_<dbname>_<table>.bad.<extension-

of-infile>。

下图是一个控制文件的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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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30 pg_bulkload实现原理

pg_bulkload的内部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

pg_bulkload 命令获取必要的参数，比如：数据源、输出源等。在内部调用

libpq库把参数传给内部处理函数 pg_bulkload，pg_bulkload函数是拓展函数，读

取数据源，解析出元组，插入到数据库表。插入到数据库表的处理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利用共享内存并且写日志，另一种是在本地内存构建 page，把 page刷写

到磁盘，这种方式不写日志，并且可以并行实现，因为不写日志，性能比写日志

要优越，但是会影响数据恢复、流复制等功能。如果遇到错误的元组，将错误的

元组写入到 bad file里。

1.1.1.2.31 pg_bulkload使用实例

下面是 pg_bulkload的实际使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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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前已经有一个 csv格式的数据源，操作的数据库是 test，表名也是

test，表的结构如下图：

语句：create table test(id int, info text, crt_time timestamp);

随机产生了 5千万条数据，语句如下:

insert into test select

generate_series(1,50000000),md5(random()::text),clock_timestamp();

利用 COPY把数据导出到 CSV文件：

copy test to ‘/Users/wanggang/test.sql’with(format csv, delimiter ‘,’,null

‘\N’,quote ‘”’,force_quote *);

因为 test表里已经有数据，先清除掉。

（2）使用 pg_bulkload导入数据。

注：使用前先导入了三个环境变量，libpq需要使用这三个环境变量，-i、-O

是必须项，没有指定会报以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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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控制文件的方式导入数据，控制文件内容如下：

导入数据与输入命令行参数类似：

如果数据源存在错误的数据，比如数据类型不匹配，pg_bulkload 有两种处

理方式，一是已经解析的提交，剩下的不再加载，二是忽略这些错误，继续解析。

如果 PARSE_ERRORS 没有指定，使用默认值 0，这是第一种工作方式，如果

PARSE_ERRORS指定了-1或者 INFINITE 则会忽略所有错误的行，并且把错误

的行数据写入到 PARSE_BADFILE指定的路径下。在 test表里第一个字段是 int

型的，我把数据源的第一行的第一个字段改成 char 型的，并且设置

PARSE_ERRORS=INFINITE ，

PARSE_BADFILE=/Users/wanggang/pg9.5/error.log。

执行解析，解析的日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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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 有 一 行 数 据 是 解 析 错 误 的 ， 因 为 设 置 了

PARSE_ERRORS=INFINITE，会忽略错误的行继续加载数据，并且会把错误的

行写入到 PARSE_BADFILE 指定的文件里。20行成功加载，我设置了 LIMIT=20，

所以只加载了 20行数据。查看一下 PARSE_BADFILE中记录的错误的行，如下：

这行数据跟我手动改的是一样的。如果 PARSE_ERROR没有指定错误上限，

遇到错误的行就停止，因为我改动的是第一行数据，所以不会有成功加载的数据，

如下图所示。如果我改动第十行数据，会成功加载 9行数据，剩下的数据不再加

载。

改动第十行的数据，只加载前九行数据，剩下的数据不会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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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日志内容，日志里记录了以下内容：

日志里记录了已经解析的行数，遇到错误的行数，错误的原因，图中显示类

型不匹配。

（4）导入 binary格式的文件

需要特别注意，这个 binary的文件需要由 pg_bulkload 把 csv格式的文件转

成 binary才行，其他方式获取的 binary文件无法加载，下面演示把 CSV格式的

文件转成 BINARY格式，控制文件如下：

OUTPUT指定 BINARY文件输出路径，INPUT是 CSV文件路径，OUT_COL

指定了列的数据类型，pg_bulkload 会完成转换工作。得到 BINARY格式的文件

后，可以导入表里。把 BINARY格式的文件导入表里的控制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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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定导入的列的数据类型，BINARY格式的文件通常导入速度快，因为

不需要解析字段，如果数据量特别大，导入 BINARY格式的文件速度比 CSV格

式要快，但是引入了中间过程，需要把 CSV格式转成 BINARY格式。

1.10.4.4 删除索引

如果您正在装载一个新创建的表，最快的方法是创建表，用 COPY批量装

载，然后创建表需要的任何索引。在已存在数据的表上创建索引要比递增地更新

所装载的每一行记录要快。

如果您对现有表增加大量的数据，可能先删除索引，装载表，然后重新创建

索引更快些。当然，在缺少索引的期间，其它数据库用户的数据库性能将有负面

的影响。并且我们在删除唯一索引之前还需要仔细考虑清楚，因为唯一约束提供

的错误检查在缺少索引的时候会消失。

1.10.4.5 删除外键约束

和索引一样，"批量地"检查外键约束比一行行检查更高效。因此，也许我们

先删除外键约束，装载数据，然后重建约束会更高效。同样，装载数据和缺少约

束而失去错误检查之间也有一个平衡。

更重要的是，当用已经存在的外键向表中导入数据时，每个新行需要一个在

服务器的待触发事件列表中的条目。载入中几百万行会导致触发事件队列溢出可

用内存，造成不能接受的交换，甚至是彻底失败的命令。因此在录入大量数据时，

可能需要删除并重建外键。如果不想临时移除约束，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事务分

解成一个个更小的事务。

1.10.4.6 增大 maintenance_work_mem

在装载大量的数据的时候，临时增大 maintenance_work_mem 配置变量可以

改进性能。 这个参数也可以帮助加速 CREATE INDEX 和 ALTER TABLE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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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KEY命令。它不会对 COPY本身有多大作用，所以这个建议只有在您

使用上面的两个技巧时才有效。

1.10.4.7 增大 max_wal_size

临时增大 max_wal_size 配置变量也可以让大量数据装载得更快。这是因为

向 HighGo DB 里面装载大量的数据可以导致检查点操作 (由配置变量

checkpoint_timeout声明)比平常更加频繁发生。在发生一个检查点的时候，所有

脏数据都必须刷新到磁盘上。通过在大量数据装载的时候临时增加

max_wal_size，所要求的检查点的数目可以减少。

1.10.4.8 禁用WAL归档和流复制

在将大量数据加载到使用WAL归档或流式复制的安装中时，在加载完成后

进行新的基本备份可能会比处理大量增量WAL数据更快。 要在加载时防止增

量 WAL 日志记录，请禁用归档和流复制，通过将 wal_level 设置为 minimal，

archive_mode 设置为 off，将 max_wal_senders 设置为零。 但请注意，更改这些

设置需要重新启动服务器。除了避免归档或处理WAL数据的 WAL发送的时间

之外，这样做，实际上使某些命令更快， 因为他们这时完全不需要写WAL（如

果 wal_level为 minimal）。（在最后时，相比较写WAL，运行 fsync可以保证故

障安全性的开销更低。）命令如下：

 CREATE TABLE AS SELECT

 CREATE INDEX(以及类似 ALTER TABLE ADD PRIMARY KEY的变体)

 ALTER TABLE SET TABLESPACE

 CLUSTER

 COPY FROM，当目的表已经创建在同一个事务的早期被截断

1.10.4.9 运行 ANALYZE

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您在增加或者更新了大量数据之后，运行 ANALYZE

都是个好习惯。运行 ANALYZE或者 VACUUMANALYZE可以保证规划器有表

数据的最新统计。如果没有统计数据或者统计数据太陈旧，那么规划器可能选择

很差劲的查询规划，导致表的查询性能恶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启用了

autovacuum守护进程，也会自动运行 ANALYZE。

1.10.4.10 pg_dump的一些注意事项

pg_dump生成的转储脚本自动使用上面的若干个技巧，但不是全部。要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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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快地装载 pg_dump转储，我们需要手工做几个事情。请注意，这些要点适用

于恢复一个转储，而不是创建一个转储的时候。同样的要点也适用于使用 psql

或 pg_restore从 pg_dump归档文件装载数据的时候。

缺省的时候，pg_dump使用 COPY，在它生成一个完整的模式和数据的转储

的时候，它会很小心地先装载数据，然后创建索引和外键。因此，在这个情况下，

头几条技巧是自动处理的。您需要做的只是：

 设置比正常状况大的 maintenance_work_mem和 max_wal_size值。

如果使用WAL归档或流复制，可以考虑在恢复过程中禁用他们。要做到

这一点，在加载前设置 archive_mode 为 off，wal_level 为 minimal，并且

设置 max_wal_senders为零。随后，把它们设置回正确的值，并采取新的

基础备份。

尝试使用 pg_dump和 pg_restore的并行转储和恢复模式，并找到最佳的作

业数。通过-j选项设置的转储和恢复的并行模式应该会给你一个比串行模

式更高的性能。

考虑整个转储是否应作为单个事务进行恢复。要做到这一点，传入-1 或

者 -single-transaction命令行选项给psql或者pg_restore。当使用此模式时，

即使是最小的误差将回滚整个恢复，可能丢弃几个小时的处理。取决于数

据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可能最好是手动清理也可能不是。如果你使用单一

事务并且WAL归档关闭，则 COPY命令将运行速度最快。

如果在数据库服务器中有多个 CPU，可以考虑使用 pg_restore 的-jobs 选

项。这允许并发的数据加载和索引创建。

之后运行 ANALYZE。

只保存数据的转储仍然会使用 COPY，但是它不会删除或者重建索引，并且

它不会自动修改外键。因此，在装载只有数据的转储的时候，是否使用删除以及

重建索引和外键等技巧完全取决于您。装载数据的时候，增大 max_wal_size 仍

然是有用的，但是增大 maintenance_work_mem就没什么必要了；您只是应该在

事后手工创建索引和外键的事后增大它。最后结束时不要忘记 ANALYZE命令。

注意：您可以通过使用--disable-triggers 选项的方法获取关闭外键的效果。

不过要意识到这么做是消除，而不只是推迟违反外键约束，因此如果您使用这个

选项，将有可能插入坏数据。

1.10.5 非持久性设置

持久性是数据库的特性，它保证已提交事务的记录，即使是在服务器崩溃或

断电的时候。然而，持久性显著增加了数据库的开销，所以如果你的网站并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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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样的保证，可以被配置为运行得更快。以下是配置变化，可以在这种情况下

提高性能。除下文所述外，持久性仍然可以在数据库软件的崩溃的情况下得到保

证，当使用这些设置时,只有突然的操作系统停止会带来数据丢失或损坏的风险。

将数据库集群的数据目录放在内存支持的文件系统中（即 RAM磁盘）。

这消除了所有数据库磁盘 I/O，但限制可用内存（也许是页交换）的数据

存储量。

关闭 fsync；没有必要刷新数据到磁盘。

关闭 synchronous_commit；可能没有必要在每次提交时强制将WAL写入

磁盘。这个设置确实在 database崩溃的情况下增加了事务丢失的风险（尽

管没有数据损坏）。

关闭 full_page_writes；没有必要防护部分页面写入。

 增加 max_wal_size和 checkpoint_timeout；这减少了检查点频率，但是增

加了/pg_wal的存储需求。

创建非日志表，以避免WAL写入，尽管它使得表是非崩溃安全的。

2 开发编程

2.1 过程语言

HighGo DB允许使用 SQL 和 C 之外的语言编写用户自定义函数。通常这

些额外的语言叫过程语言(P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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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Go DB 和一种现有的编程语言实现

之间的"粘合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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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 HighGo里有两种过程语言可用：PL/pgSQL, PL/Python，还有几种额

外的过程语言没有包含在核心发布里。用户可以定义其它语言。

2.2 PL/pgSQL - SQL过程语言

2.2.1 概述

PL/pgSQL 是一种用于数据库系统的可载入的过程语言。PL/pgSQL 的设计

目标是创建一种这样的可载入过程语言。

 可以被用来创建函数和触发器过程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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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SQL语言增加控制结构

 可以执行复杂计算

 继承所有用户定义类型、函数和操作符

 可以被定义为受服务器信任

 便于使用

用 PL/pgSQL创建的函数可以被用在任何可以使用内建函数的地方。例如，

可以创建复杂条件的计算函数并且后面用它们来定义操作符或把它们用于索引

表达式。

2.2.1.1使用 PL/pgSQL的优点

SQL是瀚高数据库和大多数其它关系型数据库的命令语言。它是可移植的，

并且容易学习使用。但是所有 SQL语句都必须由数据库服务器独立地执行。

这就意味着您的客户端应用必须把每条命令发送到数据库服务器，等待它处

理这个命令，接收结果，对结果进行一些处理，然后再给服务器发送另外一条命

令。所有这些东西都会产生进程间通讯，并且如果您的客户端在另外一台机器上

甚至还会产生网络开销。

通过 PL/pgSQL，可以把运算块和一系列命令在数据库服务器内部组成一个

块，这样就拥有了过程语言的能力并且可以简化 SQL的使用，因而节约了大量

的时间，因为不需要进行客户端/服务器通讯。

 消除了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的往返通信。

 客户端不需要的中间结果无需在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来回传递。

 不需要额外的语法分析步骤。

比起不使用存储函数来，这样做能够产生明显的性能提升。

同样，在 PL/pgSQL里，仍然可以使用 SQL 的所有数据类型、操作符和函

数。

2.2.1.2支持的参数和结果数据类型

使用PL/pgSQL所写的函数能够接受服务器支持的任何标量或数组数据类型

作为参数，并且同样能够返回这些类型的结果，它们还可以接受或者返回任意用

名称声明的复合类型(行类型)。还可以将一个 PL/pgSQL 函数声明为一个返回

record类型(行类型)，表明该结果是一个行类型，这个行的字段是在调用它的查

询中指定的。

与声明 SQL函数一样，通过使用 VARIADIC 可以对 PL/pgSQL 进行声明为

能接受可变数目的参数。

PL/pgSQL 函数还可以声明为接受并返回多态的 anyelement, anyarray,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overview.html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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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nonarray 和 anyenum类型。一个多态函数实际操作的数据类型可以在不同的

调用环境中变化。

PL/pgSQL还可以声明为返回一个任意（可作为一个单一实例返回的）数据

类型"set（集）"，或者表。这样的函数通过为每个结果集的期望元素执行一个

RETURN NEXT 生成它的输出，或者通过使用 RETURN QUERY来输出评估查

询的结果。

最后，如果返回的结果没有太大的价值，PL/pgSQL 函数可以声明为返回

void。
PL/pgSQL 函数也可以被声明为使用输出参数代替返回类型的一个显示声

明。这么做并未给该语言增加任何基础功能，只是通常更方便些，特别是返回多

行数值的时候。同时，也可以用 RETURNS TABLE 来代替 RETURNS SETOF。

2.2.2 PL/pgSQL的结构

PL/pgSQL 是一种块结构的语言。函数定义的所有文本都必须是一个块

（block）。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定义一个块：

[ <<label>> ]
[ DECLARE
declarations ]
BEGIN

statements
END [ label ];
块中的每个声明和每条语句都是用一个分号终止的，如上所示，出现在另一

个块中的块必须有一个分号在 END 之后。不过最后一个结束函数体的 END 不需要

一个分号。

提示：一个常见的错误是紧跟在 BEGIN 之后使用一个分号，这是不正确的，

并且会返回一个语法错误。

如果您想标记出在 EXIT 声明中的 block，或者描述在 block中所声明的变量

名称，此时，可以选择使用标签（label）。如果是在 END 之后给出一个标签，

那么，它必须与 block开始时定义的标签相匹配。

所有的关键字都是不区分大小写的，正如在 SQL命令中一样，会隐式的将

其转换成小写，除非是使用双引号。

如同在普通的 SQL 语句中一样，在 PL/pgSQL 代码中，用同样的方式定义

注释：在语句的最后，通过一个双破折号(--)来开始一条行注释。而块注释是成

对出现的，通过/*和*/来定义。

块语句段里的任何语句都可以是一个子块（subblock）。子块可以用于逻辑

分组或者把变量局部化为作用于一个比较小的语句组。在一个子块中声明的变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struct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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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子块范围内，会覆盖任何外部块中同样命名的变量。但是只要通过块的标

签来限定外部变量的名称，您仍然可以访问它们。例如：

CREATE FUNCTION somefunc() RETURNS integer AS $$
<< outerblock >>
DECLARE

quantity integer := 30;
BEGIN

RAISE NOTICE 'Quantity here is %', quantity; -- Prints 30
quantity := 50;
--
-- 创建一个子块

--
DECLARE

quantity integer := 80;
BEGIN

RAISE NOTICE 'Quantity here is %', quantity; -- Prints 80
RAISE NOTICE 'Outer quantity here is %', outerblock.quantity; --

Prints 50
END;
RAISE NOTICE 'Quantity here is %', quantity; -- Prints 50
RETURN quantity;

END;
$$ LANGUAGE plpgsql;
注意：在任何 PL/pgSQL函数体的外部确实有一个隐藏的"外层块"包围着。

这个块提供了该函数参数（如果有）的声明，以及某些诸如 FOUND之类的特殊

变量。外层块被标上函数的名称，这意味着参数和特殊变量可以用该函数的名称

限定。

一定不要把 PL/pgSQL里用于语句分组的 BEGIN/END和用于事务控制的数

据库命令搞混了。PL/pgSQL的 BEGIN/END只是用于分组；它们不会开始和结

束一个事务。函数和触发器过程总是在一个由外层命令建立起来的事务里执行，

它们无法开始或者提交事务，因为没有环境给它们执行。不过，一个包含

EXCEPTION子句的块实际上形成一个子事务，它可以在不影响外层事务的情况

下回滚。

2.2.3 声明

所有在块里使用的变量都必须在一个块的声明段里声明。（唯一的例外是在

一个整数范围上迭代的 FOR 循环变量会被自动声明为一个整数变量，并且相似地

在一个游标结果上迭代的 FOR 循环变量会被自动地声明为一个记录变量）。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declar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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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pgSQL 变量可以使用任意的 SQL 数据类型，比如 integer, varchar, char
等等。

下面是一些变量声明的例子：

user_id integer;
quantity numeric(5);
url varchar;
myrow tablename%ROWTYPE;
myfield tablename.columnname%TYPE;
arow RECORD;
一个变量声明的一般性语法是：

name [ CONSTANT ] type [ COLLATE collation_name][ NOT NULL ]
[ { DEFAULT | := | = } expression ];

如果给出了 DEFAULT子句，那么它声明了在进入该块的时候赋予该变量的

初始值。如果没有给出 DEFAULT 子句，那么该变量初始化为 SQL NULL。
CONSTANT选项阻止了该变量在初始化之后被赋值，这样其数值在该块的持续

期内保持不变。COLLATE 选项指定用于该变量的一个排序规则。如果声明了

NOT NULL，那么对该变量赋值为空值将导致运行时错误。所以所有声明为 NOT
NULL的变量还必须声明一个非空的缺省值。等号（=）可以被用来代替 PL/SQL-
兼容的 :=。

缺省值是在每次进入该块的时候计算的，而不是每次调用函数时。因此，如

果把 now() 赋予一个类型为 timestamp 的变量会令变量拥有函数实际调用的时

间，而不是函数预编译的时间。

例如：

quantity integer DEFAULT 32;
url varchar := 'http://mysite.com';
user_id CONSTANT integer := 10;

2.2.3.1声明函数参数

传递给函数的参数都是用 $1、$2等等这样的标识符。为了增加可读性，可

以为 $n 参数名声明别名。然后别名或者数字标识符都可以指向参数值。

有两种创建别名的方法，比较好的是在 CREATE FUNCTION命令里给出参

数名，比如：

CREATE FUNCTION sales_tax(subtotal real) RETURNS real AS $$
BEGIN

RETURN subtotal * 0.06;
END;
$$ LANGUAGE plpg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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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方法（也是 HighGo DB以前的唯一的方法），是使用声明语法明

确的声明：

nameALIAS FOR $n;
这个风格的同一个例子看起来像下面这样：

CREATE FUNCTION sales_tax(real) RETURNS real AS $$
DECLARE

subtotal ALIAS FOR $1;
BEGIN

RETURN subtotal * 0.06;
END;
$$ LANGUAGE plpgsql;
注意：这两个例子并非完全等效。在第一种情况中，subtotal可以被引用为

sales_tax.subtotal，但在第二种情况中它不能这样引用（如果我们为内层块附加了

一个标签，subtotal则可以用那个标签限定）。

更多例子:
CREATE FUNCTION instr(varchar, integer) RETURNS integer AS $$
DECLARE

v_string ALIAS FOR $1;
index ALIAS FOR $2;

BEGIN
—这里放一些使用 v_string 和 index 的计算

END;
$$ LANGUAGE plpgsql;
CREATE FUNCTION concat_selected_fields(in_t sometablename) RETURNS

text AS $$
BEGIN

RETURN in_t.f1 || in_t.f3 || in_t.f5 || in_t.f7;
END;
$$ LANGUAGE plpgsql;
当一个 PL/pgSQL函数被声明为带有输出参数时，输出参数可以用普通输入

参数相同的方式被给定$n 名称以及可选的别名。一个输出参数实际上是一个最

初为 NULL 的变量，它应当在函数的执行期间被赋值。该参数的最终值就是要

被返回的东西。例如，sales-tax 例子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CREATE FUNCTION sales_tax(subtotal real, OUT tax real) AS $$
BEGIN

tax := subtotal * 0.06;
END;
$$ LANGUAGE plpgsql;
请注意，忽略了 RETURNS real，当然也可以包含它，不过这样就显得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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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输出参数在返回多个数值的时候非常有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是：

CREATE FUNCTION sum_n_product(x int, y int, OUT sum int, OUT prod int)
AS $$

BEGIN
sum := x + y;
prod := x * y;

END;
$$ LANGUAGE plpgsql;
这样做实际上为函数的结果创建了一个匿名的记录类型。如果给出一个

RETURNS子句， 那么它就必须使用 RETURNS record。
另一个声明 PL/pgSQL函数的方法是使用 RETURNS TABLE，例如：

CREATE FUNCTION extended_sales(p_itemno int)
RETURNS TABLE(quantity int, total numeric) AS $$
BEGIN

RETURN QUERY SELECT quantity, quantity * price FROM sales
WHERE itemno = p_itemno;

END;
$$ LANGUAGE plpgsql;
这完全等价于声明一个或多个 OUT 参数，并且声明 RETURNS SETOF

sometype。
如果将 PL/pgSQL 函数的返回类型声明为多态类型 (anyelement, anyarray,

anynonarray或 anyenum), 那么就会创建一个特殊的$0参数，它的数据类型是函

数的实际返回类型，从实际输入类型推断出来。这样就允许函数访问它的实际返

回类型。$0被初始化为空并且不能被该函数修改，因此它能够被用来保持可能

需要的返回值，不过这不是必须的。$0也可以被给定一个别名。例如，这个函

数工作在任何具有一个+操作符的数据类型上：

CREATE FUNCTION add_three_values(v1 anyelement, v2 anyelement, v3
anyelement)

RETURNS anyelement AS $$
DECLARE

result ALIAS FOR $0;
BEGIN

result := v1 + v2 + v3;
RETURN result;

END;
$$ LANGUAGE plpgsql;
通过将一个或多个 output参数声明为多态类型，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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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特殊的参数$0不会使用；输出参数自己起这个作用。比如：

CREATE FUNCTION add_three_values(v1 anyelement, v2 anyelement, v3
anyelement, OUT sum anyelement)

AS $$
BEGIN

sum := v1 + v2 + v3;
END;
$$ LANGUAGE plpgsql;

2.2.3.2别名

newnameALIAS FOR oldname;
别名（ALIAS）语法比在之前章节提到的更普遍：可以为任何一个参数声明

别名，而不仅仅只是对函数。其主要实际用途是为预先决定了名称的变量分配一

个不同的名称，例如触发器中的 NEW或 OLD。
例如：

DECLARE
prior ALIAS FOR old;
updated ALIAS FOR new;

由于 ALIAS创建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命名相同的对象，如果对其使用不加

限制就会导致混淆。最好只把它用来覆盖预先决定的名称。

2.2.3.3拷贝类型

variable%TYPE
%TYPE提供一个变量或者表字段的数据类型。您可以用这个声明将要保存

数据库数值的变量。比如，假如您在 users表里面有一个 user_id字段。要声明一

个和 users.user_id类型相同的变量：

user_id users.user_id%TYPE;
通过使用%TYPE，您无需知道引用的结构的数据类型，并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被引用项的数据类型在未来被改变(比如把 user_id 的类型从 integer 改成

real)，也不需要修改函数定义。

%TYPE对多态函数特别有用，因为内部变量的数据类型可能在两次调用时

改变。可以把%TYPE 应用在函数的参数或结果占位符上来创建合适的变量。

2.2.3.4行类型

name table_name%ROWTYPE;
name composite_type_name;
一个复合类型变量叫做行变量(或者 row-type变量)。这样的一个变量可以保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declarations.html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declarations.html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declar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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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一次 SELECT或 FOR查询结果的完整一行，前提是查询的列集合匹配该变量

被声明的类型。该行值的各个字段可以使用通常的点号标记访问，例如

rowvar.field。

行变量可以声明为具有和一个现有的表或者视图的行相同的类型，方法是使

用 table_name%ROWTYPE表示法；它也可以通过给定一个组合类型名称来声明

（因为每一个表都有一个相关联的具有相同名称的组合类型，在 HighGo DB里

不管您写不写%ROWTYPE 都没有关系。但是有%ROWTYPE 的形式移植性更

好）。

函数的参数可以是复合类型(完整的表行)。这个时候，对应的标识符$n将是

一个行变量，并且可以从中选取字段，比如$1.user_id。
一个表行中只有用户定义的列是通过行类型变量可以访问的，OID列或其他

系统列是不能通过行类型变量访问的（因为行可能来自于一个视图）。行类型的

字段继承了表的字段大小或数据类型的精度，如 char(n)。

这里是一个使用复合类型的例子。table1和 table2是现有的表，至少包含代

码中提到的字段：

CREATE FUNCTION merge_fields(t_row table1) RETURNS text AS $$
DECLARE

t2_row table2%ROWTYPE;
BEGIN

SELECT * INTO t2_row FROM table2 WHERE ... ;
RETURN t_row.f1 || t2_row.f3 || t_row.f5 || t2_row.f7;

END;
$$ LANGUAGE plpgsql;
SELECT merge_fields(t.*) FROM table1 t WHERE ... ;

2.2.3.5记录类型

name RECORD;
记录变量类似行类型变量，但是它们没有预定义的结构。它们在 SELECT

或 FOR命令中获取实际的行结构。一个行变量的子结构可以在每次赋值的时候

改变。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在一个记录变量被赋予数值之前，它没有子结构，

并且任何对其中的数据字段进行访问的企图都将产生一个运行时错误。

请注意，RECORD不是真正的数据类型，只是一个占位符。还应该意识到

在把一个 PL/pgSQL函数声明为返回 record类型的时候，它和一个记录变量的概

念并不完全相同，即使这个函数可能使用一个记录变量保存它的结果也如此。在

这两种情况下书写函数的时候，实际的行结构都是未知的，但是对于返回 record
的函数来说，实际的结构是在调用它的查询被分析的时候决定的，而行变量可以

在运行中改变其行结构。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declar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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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6PL/pgSQL变量的排序规则

当 PL/pgSQL函数有一个或多个可排序数据类型的参数时，对于每一次函数

调用都会基于赋值给实参的排序规则来确定出一个排序规则，如果排序规则成功

被识别（比如，在这些参数之间没有隐式排序规则冲突），那么所有可排序参数

都被当作隐式具有那个排序规则。这将影响函数中影响行为受到排序规则影响的

操作。比如，考虑：

CREATE FUNCTION less_than(a text, b text) RETURNS boolean AS $$
BEGIN

RETURN a < b;
END;
$$ LANGUAGE plpgsql;

SELECT less_than(text_field_1, text_field_2) FROM table1;
SELECT less_than(text_field_1, text_field_2 COLLATE "C") FROM table1;
less_than的第一次使用出于比较将使用 text_field_1和 text_field_2的通用排

序规则，然而第二次使用将使用 C 排序规则。

此外，被确定的排序规则也被假定为任何可排序数据类型本地变量的排序规

则。因此，当这个函数被写为以下形式时，它工作将不会有什么不同

CREATE FUNCTION less_than(a text, b text) RETURNS boolean AS $$
DECLARE

local_a text := a;
local_b text := b;

BEGIN
RETURN local_a < local_b;

END;
$$ LANGUAGE plpgsql;
如果没有可排序数据类型的参数，或者不能为它们确定共同的排序规则，那

么参数和本地变量使用数据类型的缺省排序规则（这往往是数据库的缺省排序规

则，但是对于域类型变量可能不同）。

通过在一个可排序数据类型的本地变量的声明中包括 COLLATE 选项，可以为

它指定一个不同的排序规则，比如，

DECLARE
local_a text COLLATE "en_US";

这个选项覆盖根据上述规则被给予该变量的排序规则。

还有，如果一个函数想要强制在一个特定操作中使用一个特定排序规则，当

然可以在该函数内部写一个显式的 COLLATE子句。例如：

CREATE FUNCTION less_than_c(a text, b text) RETURNS boolean 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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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RETURN a < b COLLATE "C";

END;
$$ LANGUAGE plpgsql;
这将重写与表列、参数或者表达式中使用的本地变量相关联的排序规则，正

如在纯 SQL命令中一样。

2.2.4 表达式

所有在 PL/pgSQL 语句里使用的表达式都是用服务器的普通 SQL 执行器进

行处理的。例如，当要写一个如下的 PL/pgSQL声明时：

IF expression THEN ...
PL/pgSQL会通过在 SQL引擎中输入类似下面的查询来计算表达式：

SELECT expression
在构造该 SELECT 命令时，PL/pgSQL变量名的每一次出现会被参数所替换。

这允许 SELECT 的查询计划仅被准备一次并且被重用于之后的对于该变量不同值

的计算。因此，在一个表达式第一次被使用时实际发生的本质上是一个 PREPARE

命令。例如，如果我们已经声明了两个整数变量 x和 y，并且我们写了

IF x < y THEN ...
后台实际执行的是：

PREPARE statement_name(integer, integer) AS SELECT $1 < $2;
并且以后每一次执行 IF 语句时该预备语句都会被执行，执行时将当前

PL/pgSQL变量的值作为参数值。通常情况下，对于 PL/pgSQL用户来说，这样

做并不是特别重要，不过，当在进行错误诊断时，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会很有用。

2.2.5 基本语句

本节以及随后的一节里，描述所有 PL/pgSQL可以明确理解的语句类型。任

何无法识别为这样类型的语句将被做为 SQL 命令看待，并且被发送到主数据库

引擎执行。

2.2.5.1赋值

给一个 PL/pgSQL变量的赋值如下：

variable := expression;
如上所述，这样一个语句中的表达式被以一个 SQL SELECT 命令被发送到主

数据库引擎的方式计算。该表达式必须生成单一的数值（如果变量为一个行或者

record，那么该值可能是一个行）。目标变量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变量（可以用一

个 block的名称来描述）、行或 record变量的字段，或者是一个简单变量或字段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expressions.html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statements.html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stat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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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组元素。等号（=）可以被用来代替 PL/SQL-兼容的 :=。
如果该表达式的结果数据类型不匹配变量的数据类型，该值将被强制为变量

的类型，就好像做了赋值造型一样。如果没有用于所涉及到的数据类型的赋值造

型可用，PL/pgSQL解释器将尝试以文本的方式转换结果值，也就是在应用结果

类型的输出函数之后再应用变量类型的输入函数。注意如果结果值的字符串形式

无法被输入函数所接受，这可能会导致由输入函数产生的运行时错误。

例子：

tax := subtotal * 0.06;
my_record.user_id := 20;

2.2.5.2执行一个没有结果的命令

对于不返回任何行的 SQL 命令，例如没有 RETURNING 子句的 INSERT，
您可以简单的在 PL/pgSQL函数内写上该语句，然后执行该函数即可。

任何出现在该命令文本中的 PL/pgSQL变量名被当作一个参数，并且接着该

变量的当前值被提供为运行时该参数的值。这与早前描述的对表达式的处理完全

相似。

当以这种方式执行一条 SQL 命令，PL/pgSQL会为该命令缓存并重用执行

计划。

有时评估一个表达式或 SELECT 查询但是丢弃其结果也是有用的，例如，

例如调用一个有副作用但是没有有用的结果值的函数。要在PL/pgSQL中这样做，

可以使用 PERFORM语句

PERFORM query;
这将执行 query并丢弃其结果。以写一个 SQL SELECT命令相同的方式写该

query，并将 SELECT替换为 PERFORM，对于 WITH 查询，使用 PERFORM 并且接

着把该查询放在圆括号中（在这种情况中，该查询只能返回一行）。PL/pgSQL
变量将被替换到该查询中，正像对不返回结果的命令所作的那样，并且计划被以

相同的方式被缓存。还有，如果该查询产生至少一行，特殊变量 FOUND 会被设置

为真，而如果它不产生行则设置为假。

注意：有些人可能期望直接写 SELECT 就能同样达到此目的，但目前确实

只有 PERFORM一种方法。一个能返回行的 SQL 命令（例如 SELECT）将被当

成一个错误拒绝，除非它有一个 INTO子句。

例如：

PERFORM create_mv('cs_session_page_requests_mv', my_query);

2.2.5.3执行一个仅有单行结果的查询

一个产生单一行（可能有多个列）的 SQL 命令的结果可以被赋值给一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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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变量、行类型变量或标量变量列表。这通过书写基础 SQL 命令并增加一个

INTO 子句来达成。例如：

SELECT select_expressions INTO [STRICT] target FROM ...;
INSERT ... RETURNING expressions INTO [STRICT] target;
UPDATE ... RETURNING expressions INTO [STRICT] target;
DELETE ... RETURNING expressions INTO [STRICT] target;
这里的 target可以是一个记录变量、行变量、逗号分隔的简单变量列表、逗

号分隔记录/行字段列表。PL/pgSQL变量将被替换到该查询的剩余部分中，并且

计划会被缓存，正如之前描述的对不返回行的命令所做的。这对 SELECT、带有

RETURNING的 INSERT/UPDATE/DELETE以及返回行集结果的工具命令（例如

EXPLAIN）。除 INTO子句外，SQL 命令与其在 PL/pgSQL之外的写法一样。

提示：请注意，上面带有 INTO 的 SELECT 和 HighGo DB普通的 SELECT
INTO 命令是不一样的，后者的 INTO 目标是一个新创建的表。如果您想在

PL/pgSQL函数里从一个 SELECT结果中创建表，那么请使用 CREATE TABLE ...
AS SELECT语法。

如果将一行或者一个变量列表用做目标，那么查询的结果必需精确匹配目标

的结构，包括数量和数据类型，否则就会产生运行时错误。如果目标是一个记录

变量，那么它自动将自己配置成查询结果列组成的行类型。

INTO 子句几乎可以出现在 SQL 命令的任何位置。习惯上把它写在

SELECT命令的 select_expressions列表的之前或之后，对于其它命令则位于结尾。

我们建议您遵守这个约定，以防万一 PL/pgSQL分析器在未来的版本中变得更加

严格。

如果没有在 INTO 指定 STRICT，那么 target 将被设为查询返回结果的第一

行，或者在该查询不返回行时设置为空。请注意，除非用 ORDER BY进行排序，

否则"第一行"的界定并不清楚。第一行之后的所有结果都将被丢弃。您可以检查

特殊变量 FOUND变量来判断查询是否至少返回一行。

SELECT * INTO myrec FROM empWHERE empname = myname;
IF NOT FOUND THEN

RAISE EXCEPTION 'employee % not found', myname;
END IF;
如果指定了 STRICT选项，那么查询必须返回恰好一个行或者报告运行时的

错误，该错误可能是 NO_DATA_FOUND(没有行)或 TOO_MANY_ROWS(多于一

行)。可以使用异常块来捕获这些错误。例如：

BEGIN
SELECT * INTO STRICT myrec FROM emp WHERE empname =

myname;
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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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NO_DATA_FOUND THEN
RAISE EXCEPTION 'employee % not found', myname;

WHEN TOO_MANY_ROWS THEN
RAISE EXCEPTION 'employee % not unique', myname;

END;
成功执行了一个带有 STRICT的命令之后，FOUND将总是被设为真。

对于带有 RETURNING 的 INSERT/UPDATE/DELETE，即使没有指定

STRICT，PL/pgSQL也会在返回多行时报错。这是因为没有 ORDER BY之类的

选项用于确定究竟返回哪一行。

如果为该函数启用了 print_strict_params，那么当由于不满足 STRICT的要求

而抛出错误时，该错误消息的 DETAIL 部分将包括传递到该查询中的参数的信

息 。 你 可 以 通 过 设 置 plpgsql.print_strict_params 修 改 所 有 函 数

的 print_strict_params设置，但是只有修改后被编译的函数才会生效。 也可以通

过使用一个编译器选项在每个函数的底部启用它，例如：

CREATE FUNCTION get_userid(username text) RETURNS int

AS $$

#print_strict_params on

DECLARE

userid int;

BEGIN

SELECT users.userid INTO STRICT userid

FROM users WHERE users.username = get_userid.username;

RETURN userid;

END

$$ LANGUAGE plpgsql;

一旦失败，这个函数会产生一个下面这样的错误消息：

ERROR: query returned no rows

DETAIL: parameters: $1 = 'nosuchuser'

CONTEXT: PL/pgSQL function get_userid(text) line 6 at SQL statement
注意：STRICT 选项月 Oracle PL/SQL 的 SELECT INTO以及相关语句的行

为相匹配。

2.2.5.4执行动态命令

很多时候你将想要在 PL/pgSQL函数中产生动态命令，也就是每次执行中会

涉及到不同表或不同数据类型的命令。PL/pgSQL通常对于命令所做的缓存计划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stat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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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在这种情境下无法工作。要处理这一类问题，需要提供 EXECUTE 语句：

EXECUTE command-string [ INTO [STRICT] target ] [ USING expression
[, ... ] ];

其中 command-string是一个能得到一个包含要被执行的命令的字符串（类型

text）的表达式。而 target是一个记录变量、行变量、逗号分隔的简单变量列表、

逗号分隔的记录/行列表，来存储命令的结果。通过使用 USING表达式，将参数

值插入到命令中。

请特别注意在该命令字符串里将不会发生任何 PL/pgSQL变量替换。任何所

需的变量值必须在命令字符串被构造的时候插入其中，或者也可以使用下面介绍

的参数。

同时，对于通过 EXECUTE执行的命令，没有预先设置缓存计划。相反，在

该语句每次运行的时候都会做一次计划。该命令字符串可以在执行不同表和列上

动作的函数中被动态创建。

INTO子句声明 SQL命令的结果应该传递到哪里。如果提供了一个行变量或

者一个变量列表，那么它必须和查询生成的结果的结构一样(如果使用了记录变

量，那么它会自动调整为匹配结果的结构)。如果返回了多行，那么只有第一行

将被赋予 INTO 变量。如果返回零行，那么将给 INTO变量赋予 NULL 。如果

没有声明 INTO子句，则抛弃查询结果。

如果使用了 STRICT选项，那么在查询没有恰好返回一个行的情况下将会报

错。

该命令可以使用参数值，它们在命令中用$1,$2 等引用。这些符号引用在

USING子句中使用的值。这样做可以很好的将数据值以文本类型插入到命令字

符串中：避免了运行期间在数据值和文本类型之间转换的开销，并且它更不容易

被 SQL注入攻击，因为没有进行引用和转义的必要。例如：

EXECUTE 'SELECT count(*) FROM mytable WHERE inserted_by = $1 AND
inserted <= $2'

INTO c
USING checked_user, checked_date;

需要注意的是，参数符号只能用于数据值，如果想要使用动态的已知的表或

列的名称，那么必须将它们以文本字符串类型插入到命令中。例如，当上面那个

查询需要在一个动态选择的表上执行时，您可以这么做：

EXECUTE 'SELECT count(*) FROM '
|| tabname::regclass
|| ' WHERE inserted_by = $1 AND inserted <= $2'
INTO c
USING checked_user, checked_date;

一个更干净的方法是为表或字段名使用 format()的%I规范（由换行符分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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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会被连接起来）：

EXECUTE format('SELECT count(*) FROM %I '

'WHERE inserted_by = $1 AND inserted <= $2', tabname)

INTO c

USING checked_user, checked_date;
另一个关于参数符号的限制是，它们只能在 SELECT、INSERT、UPDATE

和 DELETE 命令中使用。在另一种语句类型中（通常称为实用语句中），即使

值是数据值，你也必须将它们以文本形式插入。

如在上面第一个例子中的，带有一个简单常量命令字符串和 USING参数的

EXECUTE 命令，它在功能上等同于直接在 PL/pgSQL 中写命令，并且允许

PL/pgSQL变量自动替换。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EXECUTE会在每一次执行

时，根据当前的参数值重新规划该命令，在这一点上，PL/pgSQL则是创建一个

通用计划，并将其放于缓存中以待重新使用。当最佳计划对参数值的依赖性很强

时，使用 EXECUTE 来明确地保证不会选择一个通用计划是很有帮助的。

EXECUTE命令目前不支持 SELECT INTO，但是支持一个纯 SELECT命令

并且指定一个 INTO作为 EXECUTE命令本身的一部分。

注意：PL/pgSQL 中的 EXECUTE 语法与 HighGo DB服务器支持的 SQL 语

法无关。服务器支持的 EXECUTE语法不能被 PL/pgSQL函数直接使用（并且也

没有必要）。

示例：动态查询中的引用值

使用动态命令的时候经常需要逃逸单引号。建议使用美元符界定函数体内的

固定文本。

动态数值需要被小心地处理，因为他们可能包含引号字符。一个使用 format()
的例子(这里假定你使用美元符号引用了函数体，因此引号不需要被双写)：

EXECUTE format('UPDATE tbl SET %I = $1 '
'WHERE key = $2', colname) USING newvalue, keyvalue;

也可以直接调用引用函数：EXECUTE 'UPDATE tbl SET '
|| quote_ident(colname)
|| ' = '
|| quote_literal(newvalue)
|| ' WHERE key = '
|| quote_literal(keyvalue);

这个例子显示了 quote_ident和 quote_literal函数的使用。为了安全，在进行

一个动态查询中插入之前，包含字段和表标识符的变量应该通过 quote_ident被
传递。如果表达式包含在被构造出来的命令中应该是文本字符串的值时，那么它

应该通过 quote_literal被传递。它们俩都会采取合适的步骤把输入文本包围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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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双引号里并且对任何嵌入其中的特殊字符进行合适的逃逸处理。

因为 quote_literal 被标记为 STRICT，当用一个空参数调用时，往往会返回

一个 null。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 newvalue 或 keyvalue是 null，整个动态查询字

符串会变成 null，最终 EXECUTE 会报错。可以通过使用 quote_nullable函数来

避免该错误，当使用 null参数调用该函数时会返回一个字符串 null，其他情况与

quote_literal相同。例如：

EXECUTE 'UPDATE tbl SET '
|| quote_ident(colname)
|| ' = '
|| quote_nullable(newvalue)
|| ' WHERE key = '
|| quote_nullable(keyvalue);

如果处理的参数值是 null，那么应该用 quote_nullable来代替 quote_literal。
通常，应该注意确保查询中的 null值返回意料之外的结果。例如下面的WHERE

子句：

'WHERE key = ' || quote_nullable(keyvalue)
如果 keyvalue是 null，那么该 WHERE子句永远不会成功，因为当=操作符

带有 null时，操作返回的结果往往是 null。如果想让 null同普通关键字一样使用，

那么将上面的命令修改如下：

'WHERE key IS NOT DISTINCT FROM ' || quote_nullable(keyvalue)
目前，IS NOT DISTINCT FROM处理效率不如=，因此如非必要，不要这么

做。

请注意美元符界定只对包围固定文本有用。如果想像下面这样做上面的例

子，那就太糟糕了。

EXECUTE 'UPDATE tbl SET '
|| quote_ident(colname)
|| ' = $$'
|| newvalue
|| '$$ WHERE key = '
|| quote_literal(keyvalue);

因为如果 newvalue 的内容碰巧含有$$，那么这段代码就会出问题。同样的

问题可能出现在您选用的任何其他美元符界定分隔符上。因此，要想安全地包围

事先不知道地文本，必须恰当的使用 quote_literal,quote_nullable或者 quote_ident。
动态 SQL语句可以使用 format函数来安全构建。比如：

EXECUTE format('UPDATE tbl SET %I = %L '
'WHERE key = %L', colname, newvalue, keyvalue);

%I等效于 quote_ident，%L等效于 quote_nullable。format函数可以和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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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句联合使用：

EXECUTE format('UPDATE tbl SET %I = $1 WHERE key = $2', colname)
USING newvalue, keyvalue;

这种形式更好，因为变量以其原有的数据类型格式处理，而不是无条件地将

它们转换为文本并通过%L引用它们。它也更有效。

2.2.5.5 获取结果状态

有好几种方法可以判断一条命令的效果。第一个方法是使用 GET
DIAGNOSTICS，它的形式如下：

GET [ CURRENT ] DIAGNOSTICS variable { = | := } item [ , ... ];这条命令允

许检索系统状态指示符。CURRENT 是一个噪声词。每个 item是一个关键字，

它标识一个要被赋予给指定变量的状态值（变量应具有要接收的值相同的类型）。

当前可用的状态项有 ROW_COUNT（最后一个发送给 SQL引擎的 SQL命令处

理的行数）、RESULT_OID（最后一条 SQL命令插入的最后一行的 OID ）以及

PG_CONTEXT（描述当前调用栈的文本行）。请注意只有在一个向包含 OID 的

表中 INSERT之后使用 RESULT_OID 才有用。对于 GET DIAGNOSTICS，冒号-
等号（:=）可以被用来代替 SQL-标准的 =。

例如：

GET DIAGNOSTICS integer_var = ROW_COUNT;

另外一个判断命令效果的方法是检查一个 boolean类型的特殊变量 FOUND，
它在每个 PL/pgSQL函数的开始都为假。它的值会被被下列语句设置：

 一个 SELECT INTO语句如果返回一行则将 FOUND设置为真，如果没

有返回行则设置为假。

 一个 PERFORM语句如果生成(或抛弃)一行或多行，则将 FOUND设置

为真，如果没有生成行则为假。

 如果 UPDATE、INSERT以及 DELETE语句影响了至少一行，它们会把

FOUND设置为真，如果没有影响行则将之设置为假。

 一个FETCH语句如果返回行则设置FOUND为真，如果不返回行则为假。

 如果一个MOVE语句成功地重定位了游标，它将会把 FOUND设为真，

反之为假。

 如果一个 FOR 或 FOREACH 语句迭代了一次或多次，它将会把 FOUND 设置

为真，否则设置为假。当循环退出时，FOUND 用这种方式设置；在循环执行中，

尽管 FOUND 可能被循环体中的其他语句的执行所改变，但它不会被循环语句修

改。

 如果查询结果返回至少一个行，RETURN QUERY和 RETURN QUERY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stat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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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E声明将 FOUND设为真，反之如果没有返回行，则为假。

其他的 PL/pgSQL声明不会改变 FOUND的状态。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EXECUTE会修改 GET DIAGNOSTICS的输出，但不会修改 FOUND的输出。

FOUND是每个 PL/pgSQL函数里的局部变量；对它的任何修改只影响当前

的函数。

2.2.5.6什么也不做

有时一个什么也不做的占位语句也是很有用的。例如，它能够指示

if/then/else 链中故意留出的空分支。可以使用 NULL 语句达到这个目的。

NULL;
例如，下面的两段代码是相等的：

BEGIN
y := x / 0;

EXCEPTION
WHEN division_by_zero THEN

NULL; -- 忽略错误

END;

BEGIN
y := x / 0;

EXCEPTION
WHEN division_by_zero THEN -- 忽略错误

END;
究竟使用哪一种取决于各人的喜好。

注意：在 Oracle 的 PL/SQL 中，不允许出现空语句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使用 NULL语句，而 PL/pgSQL允许您什么也不写。

2.2.6 控制结构

控制结构可能是 PL/pgSQL 中最有用的 (以及最重要 )的部分了。利用

PL/pgSQL的控制结构，您可以以非常灵活而且强大的方法操纵 HighGo DB的数

据。

2.2.6.1从函数返回

有两个命令可以用来从函数中返回数据：RETURN和 RETURN NEXT。

1.1.1.2.32 RETURN
RETURN expression;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stat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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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表达式的 RETURN 用于终止函数并把 expression的值返回给调用者。这

种形式用于不返回集合的 PL/pgSQL函数。

如果函数中返回标量类型，那么表达式结果将被自动转换成函数的返回类

型，但是要返回一个复合(行)数值，你必须写一个准确提供需求列集合的表达式，

这可能需要显式转换。

如果您声明函数带输出参数，那么就只需要写无表达式的 RETURN。那么

输出参数变量的当前值将被返回。

如果您声明函数返回 void，那么一个 RETURN语句可以用于提前退出函数；

但是不要在 RETURN后面写一个表达式。

一个函数的返回值不能是未定义。如果控制到达了函数最顶层的块而没有碰

到一个 RETURN语句，那么它就会发生一个错误。不过，这个限制不适用于带

输出参数的函数以及那些返回 void的函数。在这些情况中，如果顶层的块结束，

则自动执行一个 RETURN语句。

例子：

-- 返回一个标量类型函数

RETURN 1 + 2;

RETURN scalar_var;

-- 返回复合类型函数

RETURN composite_type_var;

RETURN (1, 2, 'three'::text); -- 必须把列投影到正确类型

1.1.1.2.33 RETURN NEXT和 RETURN QUERY
RETURN NEXT expression;
RETURN QUERY query;
RETURN QUERY EXECUTE command-string [ USING expression [, ... ] ];
如果一个 PL/pgSQL 函数声明为返回 SETOF sometype，那么遵循的过程则

略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返回的独立项是在 RETURN NEXT 或 RETURN
QUERY命令里声明的，然后最后有一个不带参数的 RETURN 命令用于告诉这

个函数已经完成执行了。RETURN NEXT 可以用于标量和复合数据类型；对于

复合类型，将返回一个完整的结果"table"。RETURN QUERY命令将一条查询的

结果追加到一个函数的结果集中。在一个单一的返回集合的函数中，RETURN
NEXT和 RETURN QUERY可以被随意地混合，这样它们的结果将被串接起来。

RETURN NEXT和 RETURN QUERY实际上不会从函数中返回，它们是将 0
或者多个行追加到函数的结果集中。然后继续执行 PL/pgSQL函数里的下一条语

句。随着后继的 RETURN NEXT 和 RETURN QUERY命令的执行，结果集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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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了。最后一个 RETURN应该没有参数，它导致控制退出该函数(或者您可

以简单地让控制到达函数的结尾)。
RETURN QUERY有一种变体 RETURN QUERY EXECUTE，在一个单一的

返回集合的函数中，RETURN NEXT 和 RETURN QUERY可以被随意地混合，

这样它们的结果将被串接起来。

如果您声明函数带有输出参数，只需要写不带表达式的 RETURN NEXT。
在每一次执行时，输出参数变量的当前值将被保存下来用于最终返回为结果的一

行。注意为了创建一个带有输出参数的集合返回函数，在有多个输出参数时，你

必须声明函数为返回 SETOF record；或者如果只有一个类型为 sometype 的输出

参数时，声明函数为 SETOFsometype。
下面是一个使用 RETURN NEXT的函数例子：

CREATE TABLE foo (fooid INT, foosubid INT, fooname TEXT);
INSERT INTO foo VALUES (1, 2, 'three');
INSERT INTO foo VALUES (4, 5, 'six');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getAllFoo() RETURNS SETOF foo AS
$BODY$
DECLARE

r foo%rowtype;
BEGIN

FOR r IN SELECT * FROM foo
WHERE fooid > 0
LOOP

-- can do some processing here
RETURN NEXT r; -- return current row of SELECT

END LOOP;
RETURN;

END
$BODY$
LANGUAGE 'plpgsql' ;
SELECT * FROM getallfoo();

这是一个使用 RETURN QUERY的函数例子:

CREATE FUNCTION get_available_flightid(date) RETURNS SETOF integer

AS

$BODY$

BEGIN

RETURN QUERY SELECT flightid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425

FROM flight

WHERE flightdate >= $1

AND flightdate < ($1 + 1);

-- 由于没有完成执行，我们可以检查行是否返回，如果没有则抛出异常。

IF NOT FOUND THEN

RAISE EXCEPTION 'No flight at %.', $1;

END IF;

RETURN;

END

$BODY$

LANGUAGE plpgsql;

-- 返回可用的航班或者在没有可用航班时抛出异常。

SELECT * FROM get_available_flightid(CURRENT_DATE);
注意：目前 RETURN NEXT和 RETURN QUERY的实现在从函数返回之前

把整个结果集都保存起来。这意味着如果一个 PL/pgSQL函数生成一个非常大的

结果集，性能可能会很差：数据将被写到磁盘上以避免内存耗尽，但是函数在完

成整个结果集的生成之前不会退出。将来的 PL/pgSQL版本可能会允许用户定义

没有这样限制的返回集合的函数。目前，数据开始向磁盘里写的时刻是由配置变

量 work_mem 控制的。拥有足够内存的管理员如果想在内存里存储更大的结果

集，则可以考虑把这个参数增大一些。

2.2.6.2条件

IF和 CASE语句让您可以根据某种条件执行命令。PL/pgSQL有三种形式的

IF：
IF ... THEN
IF ... THEN ... ELSE
IF ... THEN ... ELSIF ... THEN ... ELSE

以及两种形式的 CASE：
CASE ... WHEN ... THEN ... ELSE ... END CASE
CASE WHEN ... THEN ... ELSE ... END CASE

1.1.1.2.34 IF-THEN
IF boolean-expression THEN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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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IF;
IF-THEN 语句是 IF 的最简单形式。如果条件为真，在 THEN 和 END IF 之

间的语句将被执行。否则，将忽略它们。

例子：

IF v_user_id <> 0 THEN
UPDATE users SET email = v_email WHERE user_id = v_user_id;

END IF;

1.1.1.2.35 IF-THEN-ELSE
IF boolean-expression THEN

statements
ELSE

statements
END IF;
IF-THEN-ELSE 语句对 IF-THEN 进行了增加，它让你能够指定一组在条件

不为真时应该被执行的语句（注意这也包括条件为 NULL 的情况）。

例子：

IF parentid IS NULL OR parentid = ''
THEN

RETURN fullname;
ELSE

RETURN hp_true_filename(parentid) || '/' || fullname;
END IF;
IF v_count > 0 THEN

INSERT INTO users_count (count) VALUES (v_count);
RETURN 't';

ELSE
RETURN 'f';

END IF;

1.1.1.2.36 IF-THEN-ELSIF
IF boolean-expression THEN

statements
[ ELSIF boolean-expression THEN

statements
[ ELSIF boolean-expression THEN

statements
...]]

[ ELSE
state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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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IF;
有时会有多于两种选择。IF-THEN-ELSIF 则提供了一个简便的方法来检查

多个条件。IF 条件会被一个接一个测试，直到找到第一个为真的。然后执行相

关语句，然后控制会被交给 END IF 之后的下一个语句（后续的任何 IF条件不会

被测试）。如果没有一个 IF条件为真，那么 ELSE块（如果有）将被执行。

例子：

IF number = 0 THEN
result := 'zero';

ELSIF number > 0 THEN
result := 'positive';

ELSIF number < 0 THEN
result := 'negative';

ELSE
-- hmm, the only other possibility is that number is null
result := 'NULL';

END IF;
ELSIF关键字也可以写成 ELSEIF。
另一个可以实现该目的的方法是使用嵌套 IF-THEN-ELSE声明，如下：

IF demo_row.sex = 'm' THEN
pretty_sex := 'man';

ELSE
IF demo_row.sex = 'f' THEN

pretty_sex := 'woman';
END IF;

END IF;
然而，这个方法需要为每个 IF写一个匹配的 END IF，因此当有很多选择时，

这种方法明显比 ELSIF繁琐。

1.1.1.2.37 简单 CASE
CASE search-expression

WHEN expression [, expression [ ... ]] THEN
statements

[ WHEN expression [, expression [ ... ]] THEN
statements

... ]
[ ELSE

statements ]
END CASE;
CASE的一般形式基于操作数的相等性提供条件执行。search-expression会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428

被计算（一次）并且一个接一个地与WHEN子句中的每个 expression比较。如

果找到一个匹配，那么相应的 statements会被执行，并且接着控制会被交给 END
CASE之后的下一个语句（后续的 WHEN表达式不会被计算）。如果没有找到

匹配， ELSE 语句会被执行。但是如果 ELSE 不存在，将会抛出一个

CASE_NOT_FOUND异常。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CASE x
WHEN 1, 2 THEN

msg := 'one or two';
ELSE

msg := 'other value than one or two';
END CASE;

1.1.1.2.38 搜索 CASE
CASE

WHEN boolean-expression THEN
statements

[ WHEN boolean-expression THEN
statements

... ]
[ ELSE

statements ]
END CASE;
CASE的搜索形式提供基于布尔表达式的真值的条件执行。每一个 WHEN

子句的 boolean-expression会被依次计算，直到找到一个得到真的。然后相应的

statements会被执行，并且接下来控制会被传递给 END CASE之后的下一个语句

（后续的WHEN表达式不会被计算）。如果没有找到为真的结果，ELSE statements
会被执行。但是如果 ELSE 不存在，那么将会抛出一个 CASE_NOT_FOUND 异

常。

下面是一个例子:
CASE

WHEN x BETWEEN 0 AND 10 THEN
msg := 'value is between zero and ten';

WHEN x BETWEEN 11 AND 20 THEN
msg := 'value is between eleven and twenty';

END CASE;
这种形式的 CASE完全等价于 IF-THEN-ELSIF，不同之处在于 CASE 到达一

个被忽略的 ELSE 子句时会导致一个错误而不是什么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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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3简单循环

使用 LOOP、EXIT、CONTINUE、WHILE 和 FOR语句，可以控制 PL/pgSQL
函数重复一系列命令。

1.1.1.2.39 循环

[ <<label>> ]
LOOP

statements
END LOOP [ label ];
LOOP 定义一个无条件的循环，无限循环，直到由 EXIT 或 RETURN 语句

终止。可选的 label可以被 EXIT和 CONTINUE 语句用在嵌套循环中用来指定这

些语句引用的是哪一层循环。

1.1.1.2.40 退出

EXIT [ label ] [ WHEN boolean-expression ];
如果没有给出 label，那么退出最内层的循环，然后执行跟在 END LOOP后

面的语句。如果给出 label，那么它必须是当前或者更高层的嵌套循环块或者语

句块的标签。然后该命名块或者循环就会终止，而控制落到对应循环/块的 END
语句后面的语句上。

如果声明了WHEN，循环退出只有在 boolean-expression为真的时候才发生，

否则控制会落到 EXIT后面的语句上。

EXIT可以用于在所有的循环类型中，它并不限于在无条件循环中使用。

在和 BEGIN块一起使用的时候，EXIT 把控制交给块结束后的下一个语句。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必须使用一个标签；一个没有被标记的 EXIT 永远无法与

BEGIN进行匹配。

例如：

LOOP
-- 一些计算

IF count > 0 THEN
EXIT; -- exit loop

END IF;
END LOOP;

LOOP
-- 一些计算

EXIT WHEN count > 0; -- 和前一个例子相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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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LOOP;

<<ablock>>
BEGIN

-- 一些计算

IF stocks > 100000 THEN
EXIT ablock; -- 导致从 BEGIN块中退出

END IF;
-- 当 stocks > 100000时，这里的计算将被跳过

END;

1.1.1.2.41 CONTINUE
CONTINUE [ label ] [ WHEN boolean-expression ];
如果没有给出 label，那么就开始最内层循环的下一次执行。也就是，循环

体中剩余的所有语句将被跳过，并且控制会返回到循环控制表达式（如果有）来

决定是否需要另一次循环迭代。如果 label 存在，它指定应该继续执行的循环的

标签。

如果声明了WHEN，那么循环的下一次执行只有在 boolean-expression为真

的情况下才进行。否则，控制会传递给 CONTINUE后面的语句。

CONTINUE可以用于所有类型的循环；它并不限于在无条件循环中使用。

例如：

LOOP
-- 一些计算

EXIT WHEN count > 100;
CONTINUE WHEN count < 50;
-- 一些用于 count IN [50 .. 100]的计算

END LOOP;

1.1.1.2.42 WHILE
[ <<label>> ]
WHILE boolean-expression LOOP

statements
END LOOP [ label ];
只要条件表达式（boolean-expression）为真，WHILE 语句就会重复一个语

句序列。在每次进入到循环体之前都会检查该表达式。

例如：

WHILE amount_owed > 0 AND gift_certificate_balance > 0 LOOP
-- 这里是一些计算

END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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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NOT done LOOP
--这里是一些计算

END LOOP;

1.1.1.2.43 FOR (整型变体)
[ <<label>> ]
FOR name IN [ REVERSE ] expression .. expression [ BY expression ] LOOP

statements
END LOOP [ label ];
这种形式的 FOR会创建一个迭代某个整数值次的循环。变量 name会自动定

义为 integer类型并且只在循环里存在(任何该变量名的现存定义在此循环内都将

被忽略)。给出范围上下界的两个表达式在进入循环的时候计算一次。如果没有

指定 BY子句，迭代步长为 1，否则步长是 BY中指定的值，该值也只在循环进

入时计算一次。如果指定了 REVERSE，那么在每次迭代后步长值会被减除而不

是增加。

一些整数 FOR 循环的例子：

FOR i IN 1..10 LOOP
-- 我在循环中将取值 1,2,3,4,5,6,7,8,9,10

END LOOP;

FOR i IN REVERSE 10..1 LOOP
-- 我在循环中将取值 10,9,8,7,6,5,4,3,2,1

END LOOP;

FOR i IN REVERSE 10..1 BY 2 LOOP
-- 我在循环中将取值 10,8,6,4,2

END LOOP;
如果下界大于上界(或者是在 REVERSE情况下是小于)，那么循环体将完全

不被执行。而且不会抛出任何错误。

如果 label附属到 FOR循环，那么整数循环变量可以用一个使用那个 label

的限定名引用。

2.2.6.4遍历命令结果

使用不同类型的 FOR循环，您可以遍历一个命令的结果并且对其进行相应

的操作。语法是：

[ <<lab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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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arget IN query LOOP
statements

END LOOP [ label ];
target是一个记录变量、行变量、逗号分隔的标量变量列表，target连续不断

被赋予所有来自 query的行，并且循环体将为每行执行一次。下面是一个例子：

CREATE FUNCTION cs_refresh_mviews() RETURNS integer AS $$

DECLARE

mviews RECORD;

BEGIN

RAISE NOTICE 'Refreshing materialized views...';

FOR mviews IN SELECT * FROM cs_materialized_views ORDER BY

sort_key LOOP

-- 现在"mviews" 有来自 cs_materialized_views的一个记录

RAISE NOTICE 'Refreshing materialized view %s ...',

quote_ident(mviews.mv_name);

EXECUTE format('TRUNCATE TABLE %I', mviews.mv_name);

EXECUTE format('INSERT INTO %I %s', mviews.mv_name,

mviews.mv_query);

END LOOP;

RAISE NOTICE 'Done refreshing materialized views.';

RETURN 1;

END;

$$ LANGUAGE plpgsql;
如果循环是用一个 EXIT 语句终止的，那么在循环之后您仍然可以访问最后

赋值的行。

在这类 FOR 语句中使用的 query 可以是任何返回行给调用者的 SQL 命令：

最常见的是 SELECT，但你也可以使用带有 RETURNING 子句的 INSERT、UPDATE 或

DELETE。一些 EXPLAIN 之类的功能性命令也可以用在这里。

PL/pgSQL变量被替换到查询文本中，并且查询计划被缓存以用于可能的重

复使用。

FOR-IN-EXECUTE语句是遍历所有行的另外一种方法：

[ <<label>> ]
FOR target IN EXECUTE text_expression [ USING expression [, ... ] ] LOOP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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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LOOP [ label ];
这个例子类似前面的形式，只不过源查询语句声明为一个字符串表达式，这

样它在每次进入 FOR循环的时候都会重新计算和生成执行计划。这样就允许程

序员在一个预先规划好了的命令所获得的速度和一个动态命令所获得的灵活性

(就像一个简单的 EXECUTE语句那样)之间进行选择。当使用 EXECUTE时，可

以通过 USING将参数值插入到动态命令中。

另一种指定要对其结果迭代的查询的方式是将它声明为一个游标。可参阅章

节 2.2.7.4。

2.2.6.5遍历数组

FOREACH循环类似于 FOR循环，但不是遍历 SQL查询返回的行，它遍历

数组值元素。（一般而言，FOREACH是遍历复合值表达式组成部分；用于通过

除数组之外组合类型进行循环的变体可能会在未来被加入）FOREACH语句循环

数组是：

[ <<label>> ]

FOREACH target [ SLICE number ] IN ARRAY expression LOOP

statements

END LOOP [ label ];

没有 SLICE，或者如果声明 SLICE 0，则循环遍历通过评估 expression产生

的数组的单个元素。 target变量被逐一赋予每一个元素值，并且循环体会为每一

个元素执行。这里是遍历整数数组元素的一个例子：

CREATE FUNCTION sum(int[]) RETURNS int8 AS $$

DECLARE

s int8 := 0;

x int;

BEGIN

FOREACH x IN ARRAY $1

LOOP

s := s + x;

END LOOP;

RETURN s;

END;

$$ LANGUAGE plpgsql;

元素以存储顺序进行访问，不论数组维数的数量。尽管 target 通常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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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变量，当循环复合值的数组（记录）时，它可以是一个变量列表。在这种

情况下，每个数组元素，从连续的复合值列中分配变量。

通过一个正 SLICE 值，FOREACH 通过数组的切片而不是单一元素迭代。SLICE

的值必须是不大于数组维数的整数常数。 target变量必须是一个数组，并且它接

收数组值的连续片段，而每个片段的维度是通过 SLICE 指定的。这里是遍历一

维切片的一个例子：

CREATE FUNCTION scan_rows(int[]) RETURNS void AS $$

DECLARE

x int[];

BEGIN

FOREACH x SLICE 1 IN ARRAY $1

LOOP

RAISE NOTICE 'row = %', x;

END LOOP;

END;

$$ LANGUAGE plpgsql;

SELECT scan_rows(ARRAY[[1,2,3],[4,5,6],[7,8,9],[10,11,12]]);

NOTICE: row = {1,2,3}

NOTICE: row = {4,5,6}

NOTICE: row = {7,8,9}

NOTICE: row = {10,11,12}

2.2.6.6捕获错误

缺省时，任何在 PL/pgSQL函数里发生的错误都会中止函数的执行，并且实

际上其周围的事务也会退出。您可以使用一个带有 EXCEPTION子句的 BEGIN
块捕获错误并且从中恢复。其语法是正常的 BEGIN块语法的一个扩展：

[ <<label>> ]
[ DECLARE

declarations ]
BEGIN

statements
EXCEPTION

WHEN condition [ OR condition ... ]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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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er_statements
[ WHEN condition [ OR condition ... ] THEN

handler_statements
... ]

END;
如果没有发生错误，这种形式的块只是简单地执行所有 statements，然后转

到下一个 END 之后的语句。但是如果在 statements 内部发生了一个错误，则会

放弃对 statements 的进一步处理，然后转到 EXCEPTION 列表。系统搜索这个

列表，寻找匹配错误的第一个 condition。如果找到匹配，则执行对应的

handler_statements，然后转到 END 之后的下一个语句。如果没有找到匹配，该

错误就会广播出去，就好像根本没有 EXCEPTION子句一样：该错误可以被一个

带有 EXCEPTION的闭合块捕获，如果没有 EXCEPTION，则退出函数的处理。

condition的名称可以是第 3章错误代码中显示的任何名称。一个分类名匹配

该分类中的任意错误。特殊的条件名 OTHERS匹配除了 QUERY_CANCELED和

ASSERT_FAILURE之外的所有错误类型。（通过名称捕获这两种错误类型是可

能的，但通常是不明智的。）条件名是大小写无关的。一个错误条件也可以通过

SQLSTATE代码指定，例如以下是等价的：

WHEN division_by_zero THEN ...
WHEN SQLSTATE '22012' THEN ...
如果在选中的 handler_statements 里发生了新错误，那么它不能被这个

EXCEPTION子句捕获，而是传播出去。一个外层的 EXCEPTION子句可以捕获

它。

如果一个错误被 EXCEPTION捕获，PL/pgSQL函数的局部变量保持错误发

生时的原值，但是该块中所有对持久数据库状态的更改都会被回滚。作为一个例

子，让我们看看下面的示例：

INSERT INTO mytab(firstname, lastname) VALUES('Tom', 'Jones');
BEGIN

UPDATE mytab SET firstname = 'Joe' WHERE lastname = 'Jones';
x := x + 1;
y := x / 0;

EXCEPTION
WHEN division_by_zero THEN

RAISE NOTICE 'caught division_by_zero';
RETURN x;

END;
当控制到达给 y赋值的地方时，它会带着一个 division_by_zero错误失败。

这个错误将被 EXCEPTION 子句捕获。而在 RETURN语句里返回的数值将是 x
的增量值。但是 UPDATE已经被回滚。然而，在该块之前的 INSERT将不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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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因此最终的结果是数据库包含 Tom Jones而不是 Joe Jones。
提示:进入和退出一个包含 EXCEPTION 子句的块要比不包含的块开销大的

多。因此，不必要的时候不要使用 EXCEPTION。
示例：UPDATE/INSERT异常

这个例子使用异常处理来恰当的执行 UPDATE或 INSERT。建议应用程序使

用 INSERT与 ON CONFLICT DO UPDATE，而不是实际使用此模式。此示例主

要用于说明 PL/pgSQL控制流结构的使用：

CREATE TABLE db (a INT PRIMARY KEY, b TEXT);
CREATE FUNCTION merge_db(key INT, data TEXT) RETURNS VOID AS
$$
BEGIN

LOOP
-- 首次尝试更新键

UPDATE db SET b = data WHERE a = key;
IF found THEN

RETURN;
END IF;
--不在这里，那么尝试插入该键

-- 如果其他人并发得插入同一个键

-- 我们可能得到一个唯一键失败

BEGIN
INSERT INTO db(a,b) VALUES (key, data);
RETURN;

EXCEPTION WHEN unique_violation THEN
-- 什么也不做，并且循环再次尝试 UPDATE

END;
END LOOP;

END;
$$
LANGUAGE plpgsql;
SELECT merge_db(1, 'david');
SELECT merge_db(1, 'dennis');

这段代码假定 unique_violation 错误是 INSERT 造成，并且不是由该表上一

个触发器函数中的 INSERT 导致。如果在该表上有多于一个唯一索引，也可能会

发生不正确的行为，因为不管哪个索引导致该错误它都将重试该操作。通过接下

来要讨论的特性来检查被捕获的错误是否为所预期的会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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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44 获得有关错误的信息

异常处理程序经常需要确定发生的具体错误。有两种方法来获得当前

PL/pgSQL异常的相关信息： 特殊变量和 GET STACKED DIAGNOSTICS命令。

在一个异常处理程序中，特殊变量 SQLSTATE包含对应于被抛出异常的错

误代码。特殊变量 SQLERRM 包含与异常有关的错误消息。这些变量在异常处

理外是未被定义的。

在一个异常处理程序中，也可以使用 GET STACKED DIAGNOSTICS 命令

检索当前异常信息，该命令的形式为：

GET STACKED DIAGNOSTICS variable { = | := } item [ , ... ];

每个 item是一个关键字，它识别一个被分配到指定变量（应该具有接收该

值的正确数据类型）的状态值。目前可用的状态显示在表 2.1中。

表 2.1 错误诊断值

名称 类型 描述

RETURNED_SQLSTATE text 异常的 SQLSTATE错误代码

COLUMN_NAME text 与异常相关的列名

CONSTRAINT_NAME text 与异常相关的约束名

PG_DATATYPE_NAME text 与异常相关的数据类型名

MESSAGE_TEXT text 异常的主要消息文本

TABLE_NAME text 与异常相关的表名

SCHEMA_NAME text 与异常相关的模式名

PG_EXCEPTION_DETAIL text 异常的详细消息文本，如果有的话

PG_EXCEPTION_HINT text 异常的提示消息文本，如果有的话

PG_EXCEPTION_CONTEXT text 描述产生异常时调用堆栈的文本行

如果异常没有设置某项的值，则返回空字符串。

例子：

DECLARE

text_var1 text;

text_var2 text;

text_var3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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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 某些可能引起异常的处理

...

EXCEPTION WHEN OTHERS THEN

GET STACKED DIAGNOSTICS text_var1 = MESSAGE_TEXT,

text_var2 = PG_EXCEPTION_DETAIL,

text_var3 = PG_EXCEPTION_HINT;

END;

2.2.6.7获取执行位置信息

GET DIAGNOSTICS命令检索关于当前执行状态的信息（反之上文讨论的 GET

STACKED DIAGNOSTICS 命令会把有关执行状态的信息报告成一个以前的错

误）。它的 PG_CONTEXT状态项可用于标识当前执行位置。PG_CONTEXT将

返回一个文本字符串，其中有描述该调用栈的多行文本。第一行指的是当前的函

数和正在执行的 GET DIAGNOSTICS命令。第二行和以后的行表示调用栈中更

上层的调用函数。例如：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outer_func() RETURNS integer AS $$

BEGIN

RETURN inner_func();

END;

$$ LANGUAGE plpgsql;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inner_func() RETURNS integer AS $$

DECLARE

stack text;

BEGIN

GET DIAGNOSTICS stack = PG_CONTEXT;

RAISE NOTICE E'--- Call Stack ---\n%', stack;

RETURN 1;

END;

$$ LANGUAGE plpgsql;

SELECT outer_f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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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 Call Stack ---

PL/pgSQL function inner_func() line 5 at GET DIAGNOSTICS

PL/pgSQL function outer_func() line 3 at RETURN

CONTEXT: PL/pgSQL function outer_func() line 3 at RETURN

outer_f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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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row)

2.2.7 游标

和一次执行整个查询不同，可以建立一个游标来封装该查询，然后一次读取

该查询结果的一些行。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当结果中包含大量行时避免内存不足

（不过，PL/pgSQL用户通常不需要担心这些，因为 FOR循环在内部会自动使用

一个游标来避免内存问题）。一种更有趣的用法是返回一个函数已经创建的游标

的引用，允许调用者读取行。这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从函数中返回大型行集。

2.2.7.1声明游标变量

所有在 PL/pgSQL里对游标的访问都是通过游标变量实现的，它总是特殊的

数据类型 refcursor。创建游标变量的一个方法是把它声明为一个类型为 refcursor
的变量。另外一个方法是使用游标声明语法，像下面这样：

name [ [ NO ] SCROLL ] CURSOR [ ( arguments ) ] FOR query;
（为了对 Oracle的兼容性，可以使用 IS替代 FOR）如果定义了 SCROLL，那么

游标可以向后滚动；如果定义了 NO SCROLL，那么向后取的动作会被拒绝；如

果二者都没有定义，那么是否进行向后取的动作会根据查询来判断。如果指定了

arguments，那么它是一个逗号分隔 name datatype对的列表，它们定义在给定查

询中要被参数值替换的名称。实际用于替换这些名称的值将在游标被打开之后指

定。

例如：

DECLARE
curs1 refcursor;
curs2 CURSOR FOR SELECT * FROM tenk1;
curs3 CURSOR (key integer) IS SELECT * FROM tenk1 WHERE unique1

= key;
所有这三个变量都是 refcursor类型，但是第一个可以用于任何命令，而第二

个已经被绑定（bound）了一个完全指定的查询，最后一个是绑定了一个参数化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curs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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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游标被打开时，key 将被一个整数参数值替换）。变量 curs1可以称之

为未绑定的（unbound），因为它没有和任何查询相绑定。

2.2.7.2打开游标

在您使用游标检索行之前，您必需先打开它。这是和 SQL 命令 DECLARE
CURSOR相等的操作。PL/pgSQL有三种形式的 OPEN语句，两种用于未绑定的

游标变量，另外一种用于已绑定的游标变量。

注意：可以通过章节 2.2.7.4中描述的 FOR语句，在不用打开游标的情况下

使用已绑定的游标。

1.1.1.2.45 OPEN FOR query
OPEN unbound_cursorvar [ [ NO ] SCROLL ] FOR query;
该游标变量打开并且执行给出的查询。游标不能是已经打开的，并且它必需

已经被声明为一个未绑定的游标变量(也就是声明为一个简单的 refcursor变量)。
查询必须是一条 SELECT或者其它返回行的东西(比如 EXPLAIN)。查询是和其

它在 PL/pgSQL里的 SQL命令平等对待的：先代换 PL/pgSQL的变量名，而且执

行计划被缓存起来以备重复使用。当一个PL/pgSQL变量被替换到游标查询中时，

被替换的值是在 OPEN时它所具有的值。对该变量后续的改变不会影响游标的行

为，对于一个已经绑定的游标来说，SCROLL和 NO SCROLL这两个选项具有相

同的含义。

一个例子：

OPEN curs1 FOR SELECT * FROM foo WHERE key = mykey;

1.1.1.2.46 OPEN FOR EXECUTE
OPEN unbound_cursorvar [ [ NO ] SCROLL ] FOR EXECUTE query_string

[ USING expression [, ... ] ];
打开游标变量并且执行给出的查询。游标不能是已打开的，并且必须已经被

声明为一个未绑定的游标(也就是一个简单的 refcursor 变量 )。该查询以和

EXECUTE中相同的方式被指定为一个字符串表达式，这样，就有了命令可以在

两次运行间发生变化的灵活性。这也意味着在该命令字符串上还没有完成变量替

换。正如 EXECUTE，通过使用 format()和 USING，参数值可以被插入到动态命

令中。对于一个已经绑定的游标来说，SCROLL和 NO SCROLL这两个选项具有

相同的含义。

一个例子：

OPEN curs1 FOR EXECUTE format('SELECT * FROM %I WHERE col1 =
$1',tabname) USING keyvalue;

在这个例子中，表名通过 format()被插入到该查询中。col1的比较值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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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USING参数插入，因此它不需要引用。

1.1.1.2.47 打开一个绑定的游标

OPEN bound_cursorvar [ ( [ argument_name := ] argument_value [, ...] ) ];这
种形式的 OPEN用于打开一个游标变量，该游标变量的查询是在声明的时候和它

绑定在一起的。游标不能是已经打开的。当且仅当该游标被声明为接受参数的时

候，语句中才必需出现一个实际参数值表达式的列表。这些值将被替换到命令中。

一个绑定的游标的查询计划总是被认为是可缓存的，这种情况下没有等效的

EXECUTE。需要注意的是 SCROLL 和 NO SCROLL不能在 OPEN中指定，因为

游标的滚动动作已经被确定了。

使用位置或命名记号可以传递参数值。在位置记号中，所有参数都必须按照

顺序指定。在命名记号中，每一个参数的名称被使用:=指定以将它和参数表达式

分隔开。

例子（这些例子使用上面例子中的游标声明）：

OPEN curs2;

OPEN curs3(42);

OPEN curs3(key := 42);
因为在被绑定的游标查询上已经执行了变量替换，因此有两种方式可以将变

量值传递到游标上：给 OPEN 一个显式参数，或者在查询中隐式引用一个

PL/pgSQL变量。然而，只有在绑定的游标（已声明）之前声明的变量才能替换

进去。任何情况下，被传递的值是在 OPEN时决定。例如，得到上例中 curs3相
同效果的另一种方式是

例如：

DECLARE

key integer;

curs4 CURSOR FOR SELECT * FROM tenk1 WHERE unique1 = key;

BEGIN

key := 42;

OPEN curs4;

2.2.7.3使用游标

一旦您已经打开了一个游标，那么您就可以用这里描述的语句操作它。

这些操作不需要发生在和打开该游标开始操作的同一个函数里。您可以从函

数里返回一个 refcursor值，然后让调用者操作该游标。在内部，refcursor值只是

一个包含该游标命令的活跃查询的所谓入口的字符串名。这个名称可以被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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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给其它 refcursor变量等等，也不用担心扰乱入口。

所有入口在事务的结尾都会隐含地关闭。因此一个 refcursor值只能在该事务

结束前用于引用一个打开的游标。

1.1.1.2.48 FETCH
FETCH [ direction { FROM | IN } ] cursor INTO target;
就像 SELECT INTO 里一样，FETCH从游标中检索下一行到目标中，目标

可以是一个行变量、记录变量、逗号分隔的普通变量列表。如果下一行中没有，

目标会设为 NULL。与 SELECT INTO一样，可以检查特殊变量 FOUND来看一

行是否被获得。

direction子句可以是任何一个 SQLFETCH 命令允许的变体，除了那些可以

抓取不止一行的；形如：NEXT, PRIOR, FIRST, LAST, ABSOLUTE count,
RELATIVE count, FORWARD 或者 BACKWARD。省略 direction 和指定 NEXT
是一样的。除非游标被使用 SCROLL 选项声明或打开，否则要求反向移动的

direction值很可能会失败。

cursor必须是一个指向一个打开的游标的 refcursor变量的名称。

一个例子：

FETCH curs1 INTO rowvar;
FETCH curs2 INTO foo, bar, baz;
FETCH LAST FROM curs3 INTO x, y;
FETCH RELATIVE -2 FROM curs4 INTO x;

1.1.1.2.49 MOVE
MOVE [ direction { FROM | IN } ] cursor;
MOVE重新定位一个游标，而不需要检索任何数据。MOVE的工作方式与

FETCH极其相似，除了MOVE只是重新定位游标并且不返回至移动到的行处。

与 SELECT INTO一样，可以检查特殊变量 FOUND来看要移动到的行是否存在。

direction可以是任何一个SQL FETCH命令允许的变体，如下：NEXT, PRIOR,
FIRST, LAST, ABSOLUTE count, RELATIVE count, ALL,
FORWARD [ count | ALL ] 或 BACKWARD [ count | ALL ]。省略 direction和指定

NEXT是一样的。除非游标被使用 SCROLL选项声明或打开，否则要求反向移动

的 direction值很可能会失败。

例如：

MOVE curs1;
MOVE LAST FROM curs3;
MOVE RELATIVE -2 FROM curs4;
MOVE FORWARD 2 FROM curs4;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sql-fetch.html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sql-fet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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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50 UPDATE/DELETE WHERE
CURRENT OF

UPDATE table SET ... WHERE CURRENT OF cursor;
DELETE FROM table WHERE CURRENT OF cursor;
当一个游标被定位到一个表的行上，那么通过使用该游标来识别该行，从而

进行更新或删除操作。对游标的查询是有限制的（尤其是不能有分组），并且最

好在游标中使用 FOR UPDATE。更多信息可参阅 DECLARE。
例如：

UPDATE foo SET dataval = myval WHERE CURRENT OF curs1;

1.1.1.2.51 CLOSE
CLOSE cursor;
CLOSE关闭一个已打开游标的底层入口。这样就可以在事务结束之前释放

资源，或者释放掉该游标变量，用于稍后再次打开。

一个例子：

CLOSE curs1;

1.1.1.2.52 返回游标

PL/pgSQL函数可以向调用者返回游标，这个功能用于从函数里返回多行或

多列，特别是巨大的结果集。要想这么做，该函数必须打开游标并且把该游标的

名称返回给调用者，或者简单的使用指定的入口名或调用者已知的名称打开游

标。调用者然后从游标里抓取行。游标可以由调用者关闭，或者是在事务结束的

时候自动关闭。

用于一个游标的入口名可以由编程者指定或者自动生成。要指定一个入口

名，只需要在打开 refcursor 变量之前简单地为它赋予一个字符串。OPEN 将把

refcursor变量的字符串值用作底层入口的名称。不过，如果 refcursor变量为空，

OPEN会自动生成一个与任何现有入口不冲突的名称，并且将它赋予给 refcursor
变量。

注意：一个已绑定的游标变量被初始化为表示其名称的字符串值，因此入口

的名称和游标变量名相同，除非程序员在打开游标之前通过赋值覆盖了这个名

称。但是一个未绑定的游标变量最初默认为空值，因此它会收到一个自动生成的

唯一名称，除非被覆盖。

下面的例子显示了一个调用者声明游标名称的方法：

CREATE TABLE test (col text);
INSERT INTO test VALUES ('123');

CREATE FUNCTION reffunc(refcursor) RETURNS refcursor 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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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OPEN $1 FOR SELECT col FROM test;
RETURN $1;

END;
' LANGUAGE plpgsql;

BEGIN;
SELECT reffunc('funccursor');
FETCH ALL IN funccursor;
COMMIT;
下面的例子使用了自动生成的游标名：

CREATE FUNCTION reffunc2() RETURNS refcursor AS '
DECLARE

ref refcursor;
BEGIN

OPEN ref FOR SELECT col FROM test;
RETURN ref;

END;
' LANGUAGE plpgsql;

-- 需要在一个事务中使用游标。

BEGIN;
SELECT reffunc2();

reffunc2
--------------------
<unnamed cursor 1>
(1 row)

FETCH ALL IN "<unnamed cursor 1>";
COMMIT;
下面的例子显示了从一个函数里返回多个游标的方法：

CREATE FUNCTION myfunc(refcursor, refcursor) RETURNS SETOF
refcursor AS $$

BEGIN
OPEN $1 FOR SELECT * FROM table_1;
RETURN NEXT $1;
OPEN $2 FOR SELECT * FROM table_2;
RETURN NEXT $2;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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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plpgsql;

-- 需要在事务里使用游标

BEGIN;

SELECT * FROM myfunc('a', 'b');

FETCH ALL FROM a;
FETCH ALL FROM b;
COMMIT;

2.2.7.4通过游标结果进行循环

有这么一个 FOR语法的变形，它允许通过游标返回的行进行迭代。如下：

[ <<label>> ]
FOR recordvar IN bound_cursorvar [ ( [ argument_name := ] argument_value

[, ...] ) ] LOOP statements

END LOOP [ label ];

该游标变量必须在声明时已经被绑定到某个查询，并且它不能已经被打开。

FOR 语句会自动打开游标，并且在退出循环时自动关闭游标。当且仅当游标被

声明要使用参数时，才必须出现一个实际参数值表达式的列表。这些值会被替换

到查询中，采用 OPEN期间的方式。

变量 recordvar 会被自动定义为 record 类型，并且只存在于循环内部（循环

中该变量名任何已有定义都会被忽略）。每一个由游标返回的行都会被陆续地赋

值给这个记录变量并且执行循环体。

2.2.8 错误和消息

2.2.8.1报告错误和消息

利用 RAISE语句报告信息以及抛出错误。

RAISE [ level ] 'format' [, expression [, ... ]] [ USING option = expression
[, ... ] ];

RAISE [ level ] condition_name [ USING option = expression [, ... ] ];
RAISE [ level ] SQLSTATE 'sqlstate' [ USING option = expression [, ... ] ];
RAISE [ level ] USING option = expression [, ... ];
RAISE ;
level 选项声明了错误的严重性等级。可能的级别有 DEBUG(向服务器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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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息 )、LOG(向服务器日志写信息，优先级更高 )、 INFO、NOTICE、
WARNING(把信息写到服务器日志以及转发到客户端应用，优先级逐步升高)、
EXCEPTION(抛出一个错误，通常退出当前事务)，默认的是 EXCEPTION。

EXCEPTION会抛出一个错误（强制关闭当前事务），而其他级别仅仅是产生不

同的优先级信息。无论是将优先级别的信息报告给客户端，还是写到服务器日志，

亦或是二者都是，都是由 log_min_messages 和 client_min_messages 配置变量控

制的。

如果有 level，你可以在它后面写一个 format（它必须是一个简单的字符串,
而不是表达式）。该格式字符串指定要被报告的错误消息文本。格式字符串可以

后接要插入到消息中的可选参数表达式。在格式字符串中，%会被下一个可选参

数值的字符串形式代替。要表示%字符必须双写(%%)。参数的个数必须匹配格

式字符串中%占位符的个数，否则在该函数的编译期间会生成一个错误。

在这个例子里，v_job_id的值将代替字符串中的%：

RAISE NOTICE 'Calling cs_create_job(%)', v_job_id;

你可以通过在 option = expression项后边写USING来附加额外信息到错误报

告中。每一个 expression可以是任何字符串值表达式。允许的 option关键字是：

MESSAGE

设置错误消息文本。这个选项不能用于包含 USING之前的格式字符串

的 RAISE形式中。

DETAIL

提供一个错误详细消息。

HINT

提供提示消息。

ERRCODE

指定错误代码（SQLSTATE）用来报告，通过条件名或直接作为五个

字符的 SQLSTATE代码。

COLUMN

CONSTRAINT

DATATYPE

TABLE

SCHEMA

提供一个相关对象名称。

这个例子将用给定的错误消息和提示中止事务：

RAISE EXCEPTION 'Nonexistent ID --> %', user_id
USING HINT = 'Please check your user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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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两个例子在设置 SQLSTATE方面具有相同的作用：

RAISE 'Duplicate user ID: %', user_id USING ERRCODE = 'unique_violation';
RAISE 'Duplicate user ID: %', user_id USING ERRCODE = '23505';
还有第二种 RAISE 语法，在其中主要参数是被报告的条件名称或

SQLSTATE，例如：

RAISE division_by_zero;
RAISE SQLSTATE '22012';
在这个语法中，USING能被用来提供一个自定义的错误消息、细节或提示。

前面例子的另一个方法是：

RAISE unique_violation USING MESSAGE = 'Duplicate user ID: ' || user_id;
另一个变形是写 RAISE USING 或 RAISE level USING，然后将其他的所有

东西都放在 USING列表中。

RAISE的最后一种变体根本没有参数。这种形式只能被用在一个 BEGIN 块

的 EXCEPTION子句中，它导致当前正在被处理的错误被重新抛出。

如果在一个 RAISE EXCEPTION 命令中没有指定条件名以及 SQLSTATE，

默认是使用 RAISE_EXCEPTION (P0001)。如果没有指定消息文本，默认是使用

条件名或 SQLSTATE 作为消息文本。

注意:当用 SQLSTATE 代码指定一个错误代码时，你不会受到预定义错误

代码的限制，而是可以选择任何由五位以及大写 ASCII 字母构成的错误代码，

只有 00000不能使用。我们推荐尽量避免抛出以三个零结尾的错误代码，因为这

些是分类代码并且只能用来捕获整个类别。

2.2.8.2检查断言

ASSERT语句是将调试检查插入到 PL/pgSQL函数中的一个方便的简写。

ASSERT condition [ , message ];

condition 是一个布尔表达式，期望总是计算为 true;如果结果为 true，则

ASSERT 语 句 什 么 也 不 做 。 如 果 结 果 为 false 或 null ， 则 引 发 一 个

ASSERT_FAILURE异常。（如果在计算 condition时发生错误，则报告为正常错

误。）

如果提供了可选的 message，它是一个表达式，如果 condition失败，其结果

（如果不为 null）替换默认错误消息文本 “assertion failed”。在断言成功的正

常情况下，不会计算 message。

可以通过配置参数 plpgsql.check_asserts 启用或禁用断言测试，该配置参数

采用布尔值；默认值为 on。如果此参数为 off，则 ASSERT语句什么也不做。

注意， ASSERT是用于检测程序错误，而不是用于报告普通错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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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报告普通错误，使用上面描述的 RAISE语句。

2.2.9 触发器过程

2.2.9.1对数据变化的触发

PL/pgSQL 可以用于定义触发器过程。触发器过程用 CREATE FUNCTION

命令创建，将它声明为一个不带参数并且返回类型为 trigger 的函数。注意该函

数必须被声明为不带参数，即使它希望接收在 CREATE TRIGGER中指定的参数

— 如下所述，触发器参数会通过 TG_ARGV传递。

当一个 PL/pgSQL函数当做触发器调用时，在顶层块会自动创建一些特殊变

量。它们是：

NEW

数据类型是 RECORD；该变量为行级触发器中的 INSERT/UPDATE操

作存储新数据行。在语句级别的触发器里以及对 DELETE 操作，这个

变量不被赋值。

OLD

数据类型是 RECORD；该变量为行级触发器中的 UPDATE/DELETE操

作存储旧数据行。在语句级别的触发器里以及对 INSERT操作，这个变

量不被赋值。

TG_NAME

数据类型是 name；该变量包含实际触发的触发器名。

TG_WHEN

数据类型是 text；是值为 BEFORE、AFTER或 INSTEAD OF的一个字

符串，取决于触发器的定义。

TG_LEVEL

数据类型是 text；是值为 ROW或 STATEMENT的一个字符串，取决于

触发器的定义)。
TG_OP

数据类型是 text；是值为 INSERT、UPDATE、DELETE或 TRUNCATE

的一个字符串，它说明触发器是为哪个操作引发。

TG_RELID

数据类型是 oid；是激活触发器调用的表的对象标识(OID)。
TG_RELNAME

数据类型是 name；是导致触发器调用的表的名称。现在已经被废弃，

并且可能在未来的一个发行中消失。使用 TG_TABLE_NAME替代。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trigg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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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_TABLE_NAME

数据类型是 name；是激活触发器调用的表的名称。

TG_TABLE_SCHEMA

数据类型是 name；是激活触发器调用的表的模式。

TG_NARGS

数据类型是 integer；是在 CREATE TRIGGER语句里面赋予触发器过程

的参数的个数。

TG_ARGV[]

数据类型是 text的数组；是 CREATE TRIGGER语句里的参数。下标从

0 开始记数。非法索引(小于 0 或者大于等于 tg_nargs)导致返回一个

NULL 值。

一个触发器函数必须返回 NULL 或者是一个与激活触发器运行的表的记录/
行结构完全相同的数据。

因 BEFORE触发的行级别触发器可以返回一个 NULL ，告诉触发器管理器

忽略对该行剩下的操作，也就是说，随后的触发器将不再执行，并且不会对该行

产生 INSERT/UPDATE/DELETE动作。如果返回了一个非 NULL 的行，那么将

继续对该行数值进行处理。请注意，返回一个和原来的 NEW不同的行数值将修

改那个将插入或更新的行(不过在 DELETE的情况下无效)。因此，如果想在没有

修改行值的同时成功的执行触发器动作，那么需要返回 NEW（或等价的）。可

以用一个值直接代替 NEW里的某个数值并且返回之，或者也可以构建一个全新

的记录/行再返回。对于 DELETE 上的 before-trigger，返回值没有直接影响，但

是它必须是非空的以允许触发器动作继续执行。请注意在 DELETE 触发器中

NEW是空的，所以那些返回通常是没有意义的。DELETE触发器中的常用方法

是返回 OLD。

INSTEAD OF触发器（总是行级触发器，并且可能只被用于视图）可以返回

空来表示它们没有执行任何更新，并且跳过对该行的剩余操作（即随后的触发器

不会被触发，并且该行不会被计入外围 INSERT/UPDATE/DELETE 的受影响行

状态中）。否则应该返回一个非空值，用来标记该触发器执行了所请求的操作。

对于 INSERT和 UPDATE操作，返回值应是 NEW，触发器函数可能对它进行了

修改以支持 INSERT RETURNING 和 UPDATE RETURNING （这也将影响传递

到任何后续触发器的行值，或者在具有 ON CONFLICT DO UPDATE 子句的

INSERT语句中传递到特殊的 EXCLUDED 别名引用）。对于 DELETE操作，返

回值应是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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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AFTER行级别的触发器或者 BEFORE或者 AFTER语句级别的触发器

返回值将总是被忽略；它们也可以返回 NULL 来忽略返回值。不过，任何这种

类型的触发器仍然可以通过抛出一个错误来退出整个触发器操作。

下面的示例显示了一个 PL/pgSQL写的触发器过程的例子。

示例：PL/pgSQL触发器过程

这个例子触发器保证：任何时候一个行在表中被插入或更新时，当前用户名

和时间也会被标记在该行中。并且它会检查是否给出了一个雇员的姓名以及薪水

是否是一个正值。

CREATE TABLE emp (
empname text,
salary integer,
last_date timestamp,
last_user text

);

CREATE FUNCTION emp_stamp() RETURNS trigger AS $emp_stamp$
BEGIN

-- 检查是否给出了 empname 和 salary

IF NEW.empname IS NULL THEN
RAISE EXCEPTION 'empname cannot be null';

END IF;
IF NEW.salary IS NULL THEN

RAISE EXCEPTION '% cannot have null salary',
NEW.empname;

END IF;

-- 谁的工资为负值

IF NEW.salary < 0 THEN
RAISE EXCEPTION '% cannot have a negative salary',

NEW.empname;
END IF;

-- 记住何时何人修改了薪水

NEW.last_date := current_timestamp;
NEW.last_user := current_user;
RETURN NEW;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451

END;
$emp_stamp$ LANGUAGE plpgsql;

CREATE TRIGGER emp_stamp BEFORE INSERT OR UPDATE ON emp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emp_stamp();

另一种记录对表的改变的方法涉及到创建一个新表来为每一个发生的插入、

更新或删除保持一行。这种方法可以被认为是对一个表的改变的审计。下面的示

例显示了一个 PL/pgSQL写的审计触发器过程的例子。

示例：一个用于审计的 PL/pgSQL触发器过程

这个例子触发器保证了在 emp表上的任何插入、更新、删除动作都被记录

到了 emp_audit表里(也就是审计)。当前时间和用户名会被记录到数据行里，以

及还有执行的操作。

CREATE TABLE emp (
empname text NOT NULL,
salary integer

);

CREATE TABLE emp_audit(
operation char(1) NOT NULL,
stamp timestamp NOT NULL,
userid text NOT NULL,
empname text NOT NULL,
salary integer

);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process_emp_audit() RETURNS
TRIGGERAS $emp_audit$

BEGIN
--

-- 在 emp_audit 里创建一行，反映对 emp 的操作，

-- 使用特殊变量 TG_OP 获取操作类型。

--

IF (TG_OP = 'DELETE') THEN
INSERT INTO emp_audit SELECT 'D', now(), user, OLD.*;
RETURN OLD;

ELSIF (TG_OP = 'UPDATE') THEN
INSERT INTO emp_audit SELECT 'U', now(), user, NEW.*;
RETURN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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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IF (TG_OP = 'INSERT') THEN
INSERT INTO emp_audit SELECT 'I', now(), user, NEW.*;
RETURN NEW;

END IF;
RETURN NULL; -- 因为这是一个 AFTER 触发器，结果被忽略

END;
$emp_audit$ LANGUAGE plpgsql;

CREATE TRIGGER emp_audit
AFTER INSERT OR UPDATE OR DELETE ON emp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process_emp_audit();

前一个例子的一种变体使用一个视图将主表连接到审计表来展示每一项最

后被修改是什么时间。这种方法记录了对于表修改的完整审查跟踪，但是也提供

了审查跟踪的一个简化视图，只为每一个项显示从审查跟踪生成的最后修改时间

戳。下面实例显示了 PL/pgSQL中视图上的审计触发器的例子。

示例：审计 PL/pgSQL视图触发器程序

这个例子使用视图上的一个触发器更新，并且确保任何插入、更新或删除视

图中的一行被记录（即审核）在 emp_audit 表中。 当前时间和用户名被记录，

连同执行操作类型，而且视图显示每一行的最后修改时间。

CREATE TABLE emp (
empname text PRIMARYKEY,
salary integer

);

CREATE TABLE emp_audit(
operation char(1) NOT NULL,
userid text NOT NULL,
empname text NOT NULL,
salary integer,
stamp timestamp NOT NULL

);

CREATE VIEW emp_view AS
SELECT e.empname,

e.salary,
max(ea.stamp) AS last_updated

FROM emp e
LEFT JOIN emp_audit ea ON ea.empname = e.empname
GROUP BY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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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update_emp_view() RETURNS
TRIGGERAS $$

BEGIN

--
-- 在 emp上执行所需操作，并且在 emp_audit 中创建一行以反映 emp 所做

的变化。

--
IF (TG_OP = 'DELETE') THEN

DELETE FROM empWHERE empname = OLD.empname;
IF NOT FOUND THEN RETURN NULL; END IF;

OLD.last_updated = now();
INSERT INTO emp_audit VALUES('D', user, OLD.*);
RETURN OLD;

ELSIF (TG_OP = 'UPDATE') THEN
UPDATE emp SET salary = NEW.salary WHERE empname =

OLD.empname;
IF NOT FOUND THEN RETURN NULL; END IF;

NEW.last_updated = now();
INSERT INTO emp_audit VALUES('U', user, NEW.*);
RETURN NEW;

ELSIF (TG_OP = 'INSERT') THEN
INSERT INTO emp VALUES(NEW.empname, NEW.salary);

NEW.last_updated = now();
INSERT INTO emp_audit VALUES('I', user, NEW.*);
RETURN NEW;

END IF;
END;

$$ LANGUAGE plpgsql;

CREATE TRIGGER emp_audit
INSTEAD OF INSERT OR UPDATE OR DELETE ON emp_view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update_emp_view();

触发器的一种用法是维护一个表的另一个汇总表。作为结果的汇总表可以用

来在特定查询中替代原始表—通常会大量减少运行时间。这种技术常用于数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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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在其中被度量或被观察数据的表（称为事实表）可能会极度大。下面的实

例演示了一个 PL/pgSQL触发器过程的例子，它为某个数据仓库的一个事实表维

护一个汇总表。

示例：一个维护汇总表的 PL/pgSQL触发器过程

下面的模式有一部分是基于 The Data Warehouse Toolkit里面的Grocery Store
例子。

--
--主表-时间维以及销售事实。

--
CREATE TABLE time_dimension (

time_key integer NOT NULL,
day_of_week integer NOT NULL,
day_of_month integer NOT NULL,
month integer NOT NULL,
quarter integer NOT NULL,
year integer NOT NULL

);
CREATE UNIQUE INDEX time_dimension_key ON

time_dimension(time_key);

CREATE TABLE sales_fact (
time_key integer NOT NULL,
product_key integer NOT NULL,
store_key integer NOT NULL,
amount_sold numeric(12,2) NOT NULL,
units_sold integer NOT NULL,
amount_cost numeric(12,2) NOT NULL

);
CREATE INDEX sales_fact_time ON sales_fact(time_key);

--
--汇总表-根据时间汇总销售。

--
CREATE TABLE sales_summary_bytime (

time_key integer NOT NULL,
amount_sold numeric(15,2) NOT NULL,
units_sold numeric(12) NOT NULL,
amount_cost numeric(15,2) NOT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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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UNIQUE INDEX sales_summary_bytime_key ON
sales_summary_bytime(time_key);

--
-- 在 UPDATE、 INSERT、DELETE的时候更新汇总字段的函数和触发器

--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maint_sales_summary_bytime()

RETURNS TRIGGER
AS $maint_sales_summary_bytime$

DECLARE
delta_time_key integer;
delta_amount_sold numeric(15,2);
delta_units_sold numeric(12);
delta_amount_cost numeric(15,2);

BEGIN

-- 计算增/减量

IF (TG_OP = 'DELETE') THEN

delta_time_key = OLD.time_key;
delta_amount_sold = -1 * OLD.amount_sold;
delta_units_sold = -1 * OLD.units_sold;
delta_amount_cost = -1 * OLD.amount_cost;

ELSIF (TG_OP = 'UPDATE') THEN

-- 禁止改变 time_key 的更新

-- (可能不会太麻烦，因为大部分的更改是用 DELETE + INSERT
完成的)。

IF ( OLD.time_key != NEW.time_key) THEN
RAISE EXCEPTION 'Update of time_key : % -> % not

allowed',
OLD.time_key, NEW.time_key;

END IF;

delta_time_key = OLD.time_key;
delta_amount_sold = NEW.amount_sold - OLD.amount_sold;
delta_units_sold = NEW.units_sold - OLD.units_sold;
delta_amount_cost = NEW.amount_cost - OLD.amount_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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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IF (TG_OP = 'INSERT') THEN

delta_time_key = NEW.time_key;
delta_amount_sold = NEW.amount_sold;
delta_units_sold = NEW.units_sold;
delta_amount_cost = NEW.amount_cost;

END IF;

--插入或更新带有新值的汇总行。

<<insert_update>>
LOOP

UPDATE sales_summary_bytime
SET amount_sold = amount_sold + delta_amount_sold,

units_sold = units_sold + delta_units_sold,
amount_cost = amount_cost + delta_amount_cost

WHERE time_key = delta_time_key;

EXIT insert_update WHEN found;

BEGIN
INSERT INTO sales_summary_bytime (

time_key,
amount_sold,
units_sold,
amount_cost)

VALUES (
delta_time_key,
delta_amount_sold,
delta_units_sold,
delta_amount_cost
);

EXIT insert_update;

EXCEPTION
WHEN UNIQUE_VIOLATION THEN

-- do nothing
END;

END LOOP insert_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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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NULL;

END;
$maint_sales_summary_bytime$ LANGUAGE plpgsql;

CREATE TRIGGER maint_sales_summary_bytime
AFTER INSERT OR UPDATE OR DELETE ON sales_fact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maint_sales_summary_bytime();

INSERT INTO sales_fact VALUES(1,1,1,10,3,15);
INSERT INTO sales_fact VALUES(1,2,1,20,5,35);
INSERT INTO sales_fact VALUES(2,2,1,40,15,135);
INSERT INTO sales_fact VALUES(2,3,1,10,1,13);
SELECT * FROM sales_summary_bytime;
DELETE FROM sales_fact WHERE product_key = 1;
SELECT * FROM sales_summary_bytime;
UPDATE sales_fact SET units_sold = units_sold * 2;
SELECT * FROM sales_summary_bytime;

2.2.9.2 事件触发器

PL/pgSQL用于定义事件触发器。HighGo DB要求作为事件触发器调用的程

序必须声明为无参函数，并且返回 event_trigger类型。

当 PL/pgSQL函数作为事件触发器调用时， 在顶层自动创建一些特殊变量，

它们是：

TG_EVENT

数据类型 text；表示一个触发触发器的事件的字符串。

TG_TAG

数据类型 text；它是一个变量，包含该触发器为之引发的命令标签

下面显示 PL/pgSQL中的事件触发器程序例子。

这个例子触发器在每一次执行受支持的命令时会简单地抛出一个 NOTICE

消息。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snitch() RETURNS event_trigger AS $$

BEGIN

RAISE NOTICE 'snitch: % %', tg_event, tg_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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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 LANGUAGE plpgsql;

CREATE EVENT TRIGGER snitch ON ddl_command_start EXECUTE

PROCEDURE snitch();

2.2.10 PL/pgSQL的内部

这一节讨论了一些 PL/pgSQL用户应该知道的一些重要的实现细节。

2.2.10.1 变量替换

PL/pgSQL函数中的 SQL语句和表达式可以引用变量和函数的参数。在现象

背后，PL/pgSQL会为这些引用替换查询参数。只有在语法上允许一个参数或列

引用的地方才会替换参数。作为一种极端情况，考虑这个编程风格糟糕的例子：

INSERT INTO foo (foo) VALUES (foo);
foo的第一次出现在语法上必须是一个表名，因此它将不会被替换，即使该

函数有一个名为 foo的变量。第二次出现必须是该表的一列的名称，因此它也将

不会被替换。只有第三次出现是对该函数变量的引用。

因为变量名在语法上与表列的名称没什么区别，也引用表的语句中会有歧

义：一个给定的名称意味着一个表列或一个变量？让我们把前一个例子改成：

INSERT INTO dest (col) SELECT foo + bar FROM src;
此处，dest 和 src 必须是一个表名，并且 col 必须是一个 dest 列，但是 foo

和 bar必须是函数的变量或者 src列。

缺省时，如果一个 SQL语句中的名称会涉及变量或者表列，PL/pgSQL将会

报告一个错误。您可以通过重命名变量或者列，或者对有歧义的引用加以限定来

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告诉 PL/pgSQL要引用哪种解释。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重命名变量或者列。一个常见的编码规则是对

PL/pgSQL变量使用一个不同于列名的命名约定。例如，如果您始终命名函数为

v_something，而您的任何列名都不以 v_开头，就不会有冲突发生。

另外你可以限定有歧义的引用让它们变清晰。在上面的例子中，src.foo将是

对表列的一种无歧义的引用。要创建对一个变量的无歧义引用，在一个标号块中

声明它并且使用块的标签（参见章节 2.2.2）。例如：

<<block>>
DECLARE

foo int;
BEGIN

foo := ...;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459

INSERT INTO dest (col) SELECT block.foo + bar FROM src;

这里 block.foo 表示变量，即使在 src 中有一个列 foo。函数参数以及诸如

FOUND的特殊变量，都能通过函数的名称被限定，因为它们被隐式地声明在一

个带有该函数名称的外层块中。

有时候在一个大型的 PL/pgSQL 代码体中修复所有的有歧义引用是不现实

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指定 PL/pgSQL应该将有歧义的引用作为变量或表列

（这与某些其他系统兼容，例如 Oracle）解决。

要在系统范围内改变这种行为，将配置参数 plpgsql.variable_conflict设置为

error、use_variable或者 use_column（这里 error 是出厂设置）之一。这个参数会

影响 PL/pgSQL函数中语句的后续编译，但是不会影响在当前会话中已经编译过

的语句。因为改变这个设置能够导致 PL/pgSQL函数中行为的意想不到的改变，

所以只能由一个超级用户来更改它。

你也可以对逐个函数设置该行为，做法是在函数文本的开始插入这些特殊命

令之一：

#variable_conflict error
#variable_conflict use_variable
#variable_conflict use_column
这些命令仅影响其所属的函数，并且会覆盖 plpgsql.variable_conflict的设置。

下面是一个例子：

CREATE FUNCTION stamp_user(id int, comment text) RETURNS void AS $$
#variable_conflict use_variable
DECLARE

curtime timestamp := now();
BEGIN

UPDATE users SET last_modified = curtime, comment = comment
WHERE users.id = id;

END;
$$ LANGUAGE plpgsql;
在 UPDATE命令中，curtime、comment以及 id将引用该函数的变量和参数，

不管 users有没有这些名称的列。注意，我们不得不在WHERE子句中对 users.id
的引用加以限定，以便让它引用表列。但是我们不需要在 UPDATE列表中把对

comment的引用限定为一个目标，因为语法上那必须是 users的一列。我们可以

用下面的方式写一个相同的不依赖于 variable_conflict设置的函数：

CREATE FUNCTION stamp_user(id int, comment text) RETURNS void AS $$
<<fn>>
DECLARE

curtime timestamp :=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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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UPDATE users SET last_modified = fn.curtime, comment =

stamp_user.comment
WHERE users.id = stamp_user.id;

END;
$$ LANGUAGE plpgsql;
被交给 EXECUTE或其变体的命令字符串中不会发生变量替换。如果你需要

插入一个变化值到这样一个命令中，在构建该字符串值时就这样做，或者使用

USING，正如章节 2.2.5.4中描述的一样。

当前变量替换只能在 SELECT、INSERT、UPDATE和 DELETE命令中工作，

因为主 SQL 引擎只允许查询参数在这些命令中。要在其他语句类型（通常被称

为实用语句）中使用一个非常量名称或值，你必须将实用语句构建为一个字符串

并且 EXECUTE它。

2.2.10.2计划缓存

在函数被第一次调用时（在每个会话中），PL/pgSQL解释器解析函数的源

文本并且产生一个内部的二进制指令树。该指令树完全翻译了 PL/pgSQL语句结

构，但是该函数中使用的 SQL表达式以及 SQL命令并没有被立即翻译。

作为该函数中每一个表达式和第一次被执行的 SQL命令，PL/pgSQL解释

器使用 SPI管理器的 SPI_prepare 函数解析并且分析该命令来创建一个预备语

句。对于那个表达式或命令的后续访问将会重用该预备语句。因此，一个带有很

少被访问的条件性代码路径的函数将永远不会发生分析那些在当前会话中永远

不被执行的命令的开销。一个缺点是在执行过程到达特定表达式或命令之前，无

法检测到该表达式或命令中存在的错误。（不重要的语法错误在初始的解析中就

会被检测到，但是任何更深层次的东西将只有在执行时才能检测到）。

PL/pgSQL（或者更准确地说是 SPI 管理器）能进一步尝试缓存与任何特定

预备语句相关的执行计划。如果没有使用一个已缓存的计划，那么每次访问该语

句时都会生成一个新的执行计划，并且当前的参数值（也就是 PL/pgSQL的变量

值）可以被用来优化被选中的计划。如果该语句没有参数，或者要被执行很多次，

SPI 管理器将考虑创建一个不依赖特定参数值的一般计划并且将其缓存用于重

用。通常只有在执行计划对其中引用的 PL/pgSQL变量值不那么敏感时，才会这

样做。如果这样做，每一次生成的计划就是纯利。

由于 PL/pgSQL保存预备语句并且有时候以这种方式保存执行计划，直接出

现在一个 PL/pgSQL函数中的 SQL 命令必须在每次执行时引用相同的表和列。

也就是说，你不能在一个 SQL 命令中把一个参数用作表或列的名称。要绕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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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限制，你可以构建 PL/pgSQL EXECUTE 使用的动态命令，但是会付出在每次执

行时需要执行新解析分析以及构建新执行计划的代价。

记录变量的易变性在这个关系中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当一个记录变量的字段

被用在表达式或语句中时，字段的数据类型不能在该函数的调用之间改变，因为

每一个表达式被分析时都将使用第一次到达该表达式时存在的数据类型。必要

时，可以用 EXECUTE 来绕过这个问题。

如果同一个函数被用作一个服务于多个表的触发器，PL/pgSQL会为每一个

这样的表独立地准备并缓存语句 — 也就是对每一种触发器函数和表的组合都

会有一个缓存，而不是每个函数一个缓存。这减轻了数据类型变化带来的问题。

例如，一个触发器函数将能够成功地使用一个名为 key 的列工作，即使该列正好

在不同的表中有不同的类型。

同样，具有多态参数类型的函数也会为它们已经被调用的每一种实参类型组

合都保留一个独立的缓存，这样数据类型差异不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失败。

语句缓存有时可能在解释时间敏感的值时产生令人惊讶的效果。例如这两个

函数做的事情就有区别：

CREATE FUNCTION logfunc1(logtxt text) RETURNS void AS $$
BEGIN

INSERT INTO logtable VALUES (logtxt, 'now');
END;

$$ LANGUAGE plpgsql;
和：

CREATE FUNCTION logfunc2(logtxt text) RETURNS void AS $$
DECLARE

curtime timestamp;
BEGIN

curtime := 'now';
INSERT INTO logtable VALUES (logtxt, curtime);

END;
$$ LANGUAGE plpgsql;

在 logfunc1中，HighGo DB的主解析器在分析 INSERT时就知道字符串'now'

应该被解释为 timestamp，因为 logtable的目标列是这种类型。因此，在 INSERT

被分析时'now'将被转换为一个 timestamp常量，并且在该会话的生命周期内被用

于所有对 logfunc1的调用。不用说，这不是程序员想要的。一个更好的主意是使

用 now()或 current_timestamp函数。

在 logfunc2 中，主解析器不知道'now'应该变成什么类型并且因此返回一个

text类型的包含字符串 now的数据值。在确定对本地变量 curtime的赋值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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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pgSQL 解释器通过调用 text_out 以及 timestamp_in 函数将这个字符串转换为

timestamp类型。因此，计算出来的时间戳会按照程序员的期待在每次执行时更

新。虽然这正好符合预期，但是它的效率很糟糕，因此使用 now()函数仍然是一

种更好的方案。

2.2.11 PL/pgSQL开发提示

用 PL/pgSQL做开发的一个好方法是简单地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函数，然后

在另外一个控制台里，用 psql加载这些函数。如果您用这种方法，那么用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写函数是个好主意。用那种方式你只需要重载该文件

来更新函数的定义。例如：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testfunc(integer) RETURNS integer AS
$$

....
$$ LANGUAGE plpgsql;
在运行 psql的时候，可以用下面命令加载或者重载函数定义文件：

\i filename.sql
然后马上发出 SQL命令来测试该函数。

另外一个开发 PL/pgSQL程序的好方法是使用一个 GUI 数据库访问工具，

它能简化对过程语言的开发。这种工具的一个例子是 pgAdmin。这些工具通常提

供方便的特性，例如转义单引号以及便于重新创建和调试函数。

2.2.11.1 引号标记处理

一个 PL/pgSQL 函数的代码在一个 CREATE FUNCTION 中被指定为一个字

符串。如果你用通常的方式把该字符串写在单引号中间，那么该函数体中的任何

单引号都必须被双写；同样任何反斜线也必须被双写（假定使用了转义字符串语

法）。双写引号最多有点冗长，并且在更复杂的情况中代码会变得完全无法理解，

因为你很容易发现你需要六个或者更多相邻的引号。我们推荐你把函数体写成一

个"美元引用"的字符串。在美元引用方法中，你不需要双写任何引号。但是要注

意为你需要的每一层嵌套选择一个不同的美元引用定界符。例如，你可能把

CREATE FUNCTION命令写成：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testfunc(integer) RETURNS integer AS
$PROC$

....
$PROC$ LANGUAGE plpgsql;
在这个函数体中，可以在 SQL 命令里使用单引号包围文本字符串，用$$分

隔那些 SQL 命令的片断。如果您需要对包含$$的文本进行引号包围，可以使用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development-ti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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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等等。

下表展示了不使用美元符界定的时候该如何写单引号。把美元符引用的代码

转换成某种可以理解的形式时，应该会用得上。

1个引号

开始/结束函数体，比如：

CREATE FUNCTION foo() RETURNS integer AS '
....

' LANGUAGE plpgsql;
在一个单引号引用的函数体中的任何位置，引号都必须成对出现。

2 个引号

对于函数体内的字符串文本，比如：

a_output := ''Blah'';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f_name=''foobar'';
在美元符界定的方法里，您只要写：

a_output := 'Blah';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f_name='foobar';
两种情况都是 PL/pgSQL分析器期望看到的东西。

4个引号

如果您在函数体中的字符串里面需要一个单引号，比如：

a_output := a_output || '' AND name LIKE ''''foobar'''' AND xyz''
实际会被追加到 a_output的值将是 AND name LIKE 'foobar' AND xyz。
使用美元符界定的方法应该这样写：

a_output := a_output || $$ AND name LIKE 'foobar' AND xyz$$
注意，这样的美元符界定的分隔符并不是只有$$。
6个引号

如果一个在函数体中的字符串内的单引号与该字符串常量结尾前后相连，比

如：

a_output := a_output || '' AND name LIKE ''''foobar''''''
被追加到 a_output的值将是 AND name LIKE 'foobar'。
用美元符界定的方法则为是：

a_output := a_output || $$ AND name LIKE 'foobar'$$
10个引号

当你想在一个字符串常量（占 8 个引号）中有两个单引号时并且这会挨着

该字符串常量的末尾（另外 2 个）。如果你正在写一个产生其他函数的函数，

你将很可能只需要这种。比如：

a_output := a_output || '' if v_'' ||
referrer_keys.kind || '' li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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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errer_keys.key_string || ''''''''''
then return '''''' || referrer_keys.referrer_type
|| ''''''; end if;'';

a_output的值将是：

if v_... like ''...'' then return ''...''; end if;
使用美元符界定的方法应该这样写：

a_output := a_output || $$ if v_$$ || referrer_keys.kind || $$ like '$$
|| referrer_keys.key_string || $$'
then return '$$ || referrer_keys.referrer_type
|| $$'; end if;$$;

这里假设我们只需要在 a_output里放单引号，因为在使用前它会重新被引号

包围。

2.2.11.2 额外的编译时检查

为了辅助用户在一些简单但常见的问题产生危害之前找到它们， PL/PgSQL

提供了额外的检查。当被启用时，根据配置，它们可以在一个函数的编译期间被

用来发出WARNING或者 ERROR。一个已经收到了WARNING的函数可以被继

续执行而不会产生进一步的消息，因此建议你在一个单独的开发环境中进行测

试。

这些额外的检查通过配置变量 plpgsql.extra_warnings 和 plpgsql.extra_errors

启用，其中前者用于警告而后者用于错误。两者都可以被设置为一个用逗号分隔

的检查列表、"none"或者"all"。默认值是"none"。当前列表中可用的检查只有一

种：

shadowed_variables

检查一个声明是否覆盖了以前定义的变量。

下面的示例显示了 plpgsql.extra_warnings 设置为 shadowed_variables 时的影

响：

SET plpgsql.extra_warnings TO 'shadowed_variables';

CREATE FUNCTION foo(f1 int) RETURNS int AS $$

DECLARE

f1 int;

BEGIN

RETURN f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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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plpgsql;

WARNING: variable "f1" shadows a previously defined variable

LINE 3: f1 int;

^

CREATE FUNCTION

2.2.12 从 Oracle PL/SQL 进行移植

本节解释了 Oracle的 PL/SQL和 HighGo DB的 PL/pgSQL语言之间的差别，

希望能对那些从 Oracle向 HighGo DB移植应用的人有所帮助。

PL/pgSQL与 PL/SQL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类似。它是一种块结构的、命令式

的语言并且必须声明所有变量。赋值、循环、条件等都很类似。在从 PL/SQL向

PL/pgSQL移植的时候必须记住一些事情：

如果一个 SQL命令中使用的名称是一个表中的列名，或者是一个函数中变

量的引用，那么 PL/SQL 会将它当作一个变量名。这对应的是 PL/pgSQL 的

plpgsql.variable_conflict = use_column动作（不是默认动作）。首先，最好是避免

这种模糊的方式，但如果不得不移植一个依赖于该动作的大量的代码，那么设置

variable_conflict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 HighGo DB里，函数体必须写成字符串文本，因此您需要使用美元符

界定或者逃逸函数体里面的单引号(见章节 2.2.11.1)。
 应该用模式把函数组织成不同的组，而不是用包。

 因为没有包，所以也没有包级别的变量。这一点有时候挺讨厌。您可以在

临时表里保存会话级别的状态。

 带有 REVERSE的整数的 FOR循环的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PL/SQL中是

从第二个数向第一个数倒计，而 PL/pgSQL是从第一个数向第二个数倒计，因此

在移植时，需要交换循环边界。不幸的是这种不兼容性是不太可能改变的（参阅

章节 2.2.6.3.5）。

 遍历查询的 FOR循环（而不是循环游标）同样有不同的工作模式：必须

已经声明了目标变量，在这一点上 PL/SQL通常是隐式的声明。这样做的优点是，

在退出循环后，仍然可以获得变量值。

 在使用游标变量方面，存在一些记数法差异。

2.2.12.1 移植样例

下面的示例演示了如何从 PL/SQL向 PL/pgSQL移植一个简单的函数。

示例：从 PL/SQL向 PL/pgSQL移植一个简单的函数

下面是一个 Oracle PL/SQL函数：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port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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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cs_fmt_browser_version(v_name
varchar,

v_version varchar)
RETURN varchar IS
BEGIN

IF v_version IS NULL THEN
RETURN v_name;

END IF;
RETURN v_name || '/' || v_version;

END;
/
show errors;
让我们读一遍这个函数然后看 PL/pgSQL与之的不同：

 在函数原型里的 RETURN(不是函数体里的)关键字到了 HighGo DB里就

是 RETURNS。还有，IS 变成 AS，并且您还需要增加一个 LANGUAGE子句，

因为 PL/pgSQL并非唯一可用的函数语言。

 在 HighGo DB里，函数体被认为是一个字符串文本，所以您需要使用单

引号或者美元符包围它，这个包围符代替了 Oracle 最后的那个/。
 在HighGo DB里没有 show errors命令,不需要这个命令是因为错误是自动

报告的。

下面这个是函数移植到 HighGo DB之后的样子：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cs_fmt_browser_version(v_name
varchar,

v_version varchar)
RETURNS varchar AS $$
BEGIN

IF v_version IS NULL THEN
RETURN v_name;

END IF;
RETURN v_name || '/' || v_version;

END;
$$ LANGUAGE plpgsql;

下面的示例演示了如何移植一个创建另一个函数的函数,以及演示了如何处

理引号逃逸的问题。

示例：从 PL/SQL向 PL/pgSQL移植一个创建其它函数的函数。

下面的过程从一个 SELECT 语句中抓取若干行，然后为了提高效率而构建

一个带有 IF语句中结果的大型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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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Oracle版本：

CREATE OR REPLACE PROCEDURE cs_update_referrer_type_proc IS
CURSOR referrer_keys IS

SELECT * FROM cs_referrer_keys
ORDER BY try_order;

func_cmd VARCHAR(4000);
BEGIN

func_cmd :=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cs_find_referrer_type(v_host IN VARCHAR,

v_domain IN VARCHAR, v_url IN VARCHAR) RETURN
VARCHAR IS BEGIN';

FOR referrer_key IN referrer_keys LOOP
func_cmd := func_cmd ||
' IF v_' || referrer_key.kind
|| ' LIKE ''' || referrer_key.key_string
|| ''' THEN RETURN ''' || referrer_key.referrer_type
|| '''; END IF;';

END LOOP;

func_cmd := func_cmd || ' RETURN NULL; END;';

EXECUTE IMMEDIATE func_cmd;
END;
/
show errors;
下面是这个函数在 HighGo DB里面的样子：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cs_update_referrer_type_proc()
RETURNS void AS $func$

DECLARE
referrer_keys CURSOR IS

SELECT * FROM cs_referrer_keys
ORDER BY try_order;

func_body text;
func_cmd text;

BEGIN
func_body := 'BEGIN';

FOR referrer_key IN referrer_keys LOOP
func_body := func_bo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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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v_' || referrer_key.kind
|| ' LIKE ' || quote_literal(referrer_key.key_string)
|| ' THEN RETURN ' || quote_literal(referrer_key.referrer_type)
|| '; END IF;' ;

END LOOP;

func_body := func_body || ' RETURN NULL; END;';

func_cmd :=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cs_find_referrer_type(

v_host varchar,
v_domain varchar,
v_url varchar)

RETURNS varchar AS '
|| quote_literal(func_body)
|| ' LANGUAGE plpgsql;' ;

EXECUTE func_cmd;
END;
$func$ LANGUAGE plpgsql;
请注意函数体是如何被单独构建并且通过 quote_literal被传递以双写其中的

任何引号。需要这个技术是因为无法安全地使用美元引用定义新函数：我们不确

定从 referrer_key.key_string 字段中来的什么字符串会被插入（我们这里假定

referrer_key.kind 可 以 确 信 总 是 为 host 、 domain 或 者 url ， 但 是

referrer_key.key_string可能是任何东西，特别是它可能包含美元符号）。这个函

数实际上是在 Oracle 的原版上的改进，因为当 referrer_key.key_string 或者

referrer_key.referrer_type包含引号时，它将不会生成坏掉的代码。

下面的示例演示了如何移植一个带有 OUT 参数和字符串处理的函数。

HighGo DB里面没有内置 instr函数，但是您可以用其它函数的组合来绕开它。

在章节 2.2.12.4里有一个 HighGo DB的 instr实现，您可以用它让您的移植变得

更简单些。

示例：从 PL/SQL向 PL/pgSQL移植一个字符串操作和 OUT参数的过程。

下面的 OraclePL/SQL 过程用于分析一个 URL并且返回若干个元素(主机、

路径、命令)。
下面是 Oracle版本：

CREATE OR REPLACE PROCEDURE cs_parse_url(
v_url IN VARCHAR,
v_host OUT VARCHAR, -- 这个变量是要传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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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_path OUT VARCHAR, -- 这个也是

v_query OUT VARCHAR) -- 还有这个

IS
a_pos1 INTEGER;
a_pos2 INTEGER;

BEGIN
v_host := NULL;
v_path := NULL;
v_query := NULL;
a_pos1 := instr(v_url, '//');

IF a_pos1 = 0 THEN
RETURN;

END IF;
a_pos2 := instr(v_url, '/', a_pos1 + 2);
IF a_pos2 = 0 THEN

v_host := substr(v_url, a_pos1 + 2);
v_path := '/';
RETURN;

END IF;

v_host := substr(v_url, a_pos1 + 2, a_pos2 - a_pos1 - 2);
a_pos1 := instr(v_url, '?', a_pos2 + 1);

IF a_pos1 = 0 THEN
v_path := substr(v_url, a_pos2);
RETURN;

END IF;

v_path := substr(v_url, a_pos2, a_pos1 - a_pos2);
v_query := substr(v_url, a_pos1 + 1);

END;
/
show errors;
下面就是把这个过程翻译成 PL/pgSQL的样子：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cs_parse_url(
v_url IN VARCHAR,
v_host OUT VARCHAR, -- 这个将被传回

v_path OUT VARCHAR, -- 这个也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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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_query OUT VARCHAR) -- 还有这个

AS $$
DECLARE

a_pos1 INTEGER;
a_pos2 INTEGER;

BEGIN
v_host := NULL;
v_path := NULL;
v_query := NULL;
a_pos1 := instr(v_url, '//');

IF a_pos1 = 0 THEN
RETURN;

END IF;
a_pos2 := instr(v_url, '/', a_pos1 + 2);
IF a_pos2 = 0 THEN

v_host := substr(v_url, a_pos1 + 2);
v_path := '/';
RETURN;

END IF;

v_host := substr(v_url, a_pos1 + 2, a_pos2 - a_pos1 - 2);
a_pos1 := instr(v_url, '?', a_pos2 + 1);

IF a_pos1 = 0 THEN
v_path := substr(v_url, a_pos2);
RETURN;

END IF;

v_path := substr(v_url, a_pos2, a_pos1 - a_pos2);
v_query := substr(v_url, a_pos1 + 1);

END;
$$ LANGUAGE plpgsql;
这个函数可以这么用：

SELECT * FROM cs_parse_url('http://foobar.com/query.cgi?baz');
下面的示例展示了如何移植一个使用了多种 Oracle 特性的过程。

示例：从 PL/SQL向 PL/pgSQL移植的一个过程。

Oracle版本：

CREATE OR REPLACE PROCEDURE cs_create_job(v_job_id IN INTEGE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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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running_job_count INTEGER;
PRAGMA AUTONOMOUS_TRANSACTION;(1)

BEGIN
LOCK TABLE cs_jobs IN EXCLUSIVE MODE;(2)

SELECT count(*) INTO a_running_job_count FROM cs_jobs WHERE
end_stamp IS NULL;

IF a_running_job_count > 0 THEN
COMMIT; -- free lock(3)
raise_application_error(-20000,

'Unable to create a new job: a job is currently running.');
END IF;

DELETE FROM cs_active_job;
INSERT INTO cs_active_job(job_id) VALUES (v_job_id);

BEGIN
INSERT INTO cs_jobs (job_id, start_stamp) VALUES (v_job_id,

sysdate);
EXCEPTION

WHEN dup_val_on_index THEN NULL; -- don't worry if it already
exists

END;
COMMIT;

END;
/
show errors
像这样的过程可以很容易地转换为返回 void的 HighGo DB函数。对这个过

程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它可以教一些东西：

(1)在 HighGo DB里没有 PRAGMA语句。

(2)如果您在 PL/pgSQL 里做一个 LOCK TABLE，那么这个锁在调用该命令

的事务完成之前将不会释放。

(3)您不能在 PL/pgSQL函数里发出 COMMIT。该函数是运行在某个外层事

务中的，因此 COMMIT就意味着终止函数的执行。不过，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中

它并不是必须的，因为 LOCK TABLE得到的锁在我们抛出一个错误时将会被释

放。

下面是把这个过程移植到 PL/pgSQL里的一种方法：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cs_create_job(v_job_id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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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S void AS $$
DECLARE

a_running_job_count integer;
BEGIN

LOCK TABLE cs_jobs IN EXCLUSIVE MODE;

SELECT count(*) INTO a_running_job_count FROM cs_jobs WHERE
end_stamp IS NULL;

IF a_running_job_count > 0 THEN
RAISE 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 new job: a job is currently

running';(1)
END IF;

DELETE FROM cs_active_job;
INSERT INTO cs_active_job(job_id) VALUES (v_job_id);

BEGIN
INSERT INTO cs_jobs (job_id, start_stamp) VALUES (v_job_id,

now());
EXCEPTION

WHEN unique_violation THEN (2)
-- 如果已经存在了，也不需要担心

END;
END;
$$ LANGUAGE plpgsql;
(1)RAISE 的语法和 Oracle 的类似语句差别相当明显。尽管 RAISE

exception_name运行的基本情况相似。

(2)PL/pgSQL里支持的异常的名称和 Oracle 的不同。PL/pgSQL内置的异常

名要大的多(参阅第 3章 错误代码)。目前没有办法声明用户定义的异常名称，

但是你能够抛出用户选择的 SQLSTATE 值。

整个过程和 Oracle等效程序的主要功能差别是，在 cs_jobs上持有的排他锁

将保持到调用的事务结束。同样，如果调用者后来退出(比如说因为错误)，这个

过程的效果将被回滚掉。

2.2.12.2 注意事项

本节解释几个从Oracle PL/SQL函数向HighGo DB移植的几个其它方面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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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53 异常后的隐式回滚

在 PL/pgSQL 里，如果一个异常被 EXCEPTION 子句捕获之后，从该块的

BEGIN 以来的所有数据库改变都会被自动回滚。也就是，该行为等效于你在

Oracle 中用下面的代码得到的效果：

BEGIN
SAVEPOINT s1;
... code here ...

EXCEPTION
WHEN ... THEN

ROLLBACK TO s1;
... code here ...

WHEN ... THEN
ROLLBACK TO s1;
... code here ...

END;
如果您在转换使用 SAVEPOINT和 ROLLBACK TO的 Oracle 过程，你的工

作比较简单：只要省略 SAVEPOINT和 ROLLBACK TO即可。如果你的 Oracle
过程是以不同的方法使用 SAVEPOINT 以及 ROLLBACK TO，那么就要真正地

动一番脑筋了。

1.1.1.2.54 EXECUTE
PL/pgSQL版本的 EXECUTE类似 PL/pgSQL运转，不过您必须记住要像章

节 2.2.5.4里描述的那样用 quote_literal和 quote_ident。如果您不用这些函数，那

么像 EXECUTE 'SELECT * FROM $1'; 这样的构造是不会运转的。

2.2.12.3 优化 PL/pgSQL函数

HighGo DB提供了两种函数创建修饰符来优化执行："volatility"(易变的，在

给出的参数相同时，函数总是返回相同结果)和"strictness"(严格的，如果任何参

数是 NULL ，那么函数返回 NULL)。参考 CREATE FUNCTION的手册获取细

节。

如果要使用这些优化属性，那么您的 CREATE FUNCTION语句可能看起来

像这样：

CREATE FUNCTION foo(...) RETURNS integer AS $$
...
$$ LANGUAGE plpgsql STRICT IMMUTABLE;

2.2.12.4 附录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plpgsql-port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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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包含 Oracle兼容的 instr函数，您可以用它简化您的移植过程。

-- instr 函数模仿 Oracle 的对应函数

-- 语法: instr(string1, string2, [n], [m]) 其中 [] 表示可选参数。

-- 从第 n 个字符开始搜索 string2 在 string1 中的第 m 次出现。如果 n

是负的，反向搜索。

-- 如果 m 没有被传递，假定为 1（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搜索）。

--

CREATE FUNCTION instr(varchar, varchar) RETURNS integer AS $$

DECLARE

pos integer;

BEGIN

pos:= instr($1, $2, 1);

RETURN pos;

END;

$$ LANGUAGE plpgsql STRICT IMMUTABLE;

CREATE FUNCTION instr(string varchar, string_to_search varchar,

beg_index integer)

RETURNS integer AS $$

DECLARE

pos integer NOT NULL DEFAULT 0;

temp_str varchar;

beg integer;

length integer;

ss_length integer;

BEGIN

IF beg_index > 0 THEN

temp_str := substring(string FROM beg_index);

pos := position(string_to_search IN temp_str);

IF pos = 0 THEN

RETURN 0;

ELSE

RETURN pos + beg_index - 1;

END IF;

ELSIF beg_index < 0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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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_length := char_length(string_to_search);

length := char_length(string);

beg := length + beg_index - ss_length + 2;

WHILE beg > 0 LOOP

temp_str := substring(string FROM beg FOR ss_length);

pos := position(string_to_search IN temp_str);

IF pos > 0 THEN

RETURN beg;

END IF;

beg := beg - 1;

END LOOP;

RETURN 0;

ELSE

RETURN 0;

END IF;

END;

$$ LANGUAGE plpgsql STRICT IMMUTABLE;

CREATE FUNCTION instr(string varchar, string_to_search varchar,

beg_index integer, occur_index integer)

RETURNS integer AS $$

DECLARE

pos integer NOT NULL DEFAULT 0;

occur_number integer NOT NULL DEFAULT 0;

temp_str varchar;

beg integer;

i integer;

length integer;

ss_length integer;

BEGIN

IF beg_index > 0 THEN

beg := beg_index;

temp_str := substring(string FROM beg_index);

FOR i IN 1..occur_index LOOP

pos := position(string_to_search IN temp_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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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 = 1 THEN

beg := beg + pos - 1;

ELSE

beg := beg + pos;

END IF;

temp_str := substring(string FROM beg + 1);

END LOOP;

IF pos = 0 THEN

RETURN 0;

ELSE

RETURN beg;

END IF;

ELSIF beg_index < 0 THEN

ss_length := char_length(string_to_search);

length := char_length(string);

beg := length + beg_index - ss_length + 2;

WHILE beg > 0 LOOP

temp_str := substring(string FROM beg FOR ss_length);

pos := position(string_to_search IN temp_str);

IF pos > 0 THEN

occur_number := occur_number + 1;

IF occur_number = occur_index THEN

RETURN beg;

END IF;

END IF;

beg := beg - 1;

END LOOP;

RETURN 0;

ELSE

RETURN 0;

END IF;

END;

$$ LANGUAGE plpgsql STRICT IMMU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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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L/Python - Python 过程语言

PL/Python过程语言允许用 Python语言编写 HighGo DB函数。

要在特定数据库中安装 PL/Python，使用 CREATE EXTENSION plpythonu，

或者在命令行使用 createlang plpythonu dbname。

提示：如果一门语言安装到了 template1里面，那么随后创建的数据库都将

会自动安装该语言。

PL/Python只能当作一种 "不可信"语言，意思是它没有提供任何方法来限制

用户再其中的操作。因此，它被命名为 plpythonu。如果未来开发出在 Python

中的安全执行机制，可能会出现一种可信的 plpython 变体。在不受信任的

PL/Python中函数的编写者必须注意函数不能用来做任何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

它能做可以由一个作为数据库管理员登录的用户所做的任何事情。只有超级用户

可以在不受信任的语言如 plpythonu 中创建函数。

注意： 使用源码包的用户必须在安装的过程中声明打开 PL/Python的编译。

二进制包的用户可以会在独立的子包中找到 PL/Python。

2.3.1 Python 2 vs. Python 3

PL/Python 同时支持 Python 2 和 Python 3 两种语言变体。因为 Python 2 和

Python 3语言变体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不兼容的， PL/Python使用以下命名和转

换模式，以避免混淆它们：

 命名为 plpython2u的 HighGo DB语言实现基于 Python 2语言变体的

PL/Python。

 命名为 plpython3u的 HighGo DB语言实现基于 Python 3语言变体的

PL/Python。

 命名为plpythonu的语言实现基于默认Python语言变体的PL/Python，

这是目前是 Python 2。（这个默认与本地 Python 安装所认为的"默认"

无关，例如，/usr/bin/python可能是什么。）根据 Python 社区中迁移到

Python 3 的进展， HighGo DB 未来发布中可能会将默认值更改成

Python 3。

这个模式类似于 PEP 394 中推荐的那个，关于 python命令的命名和转换。

到底是 Python 2还是 Python 3的 PL/Python可用或者两者都可用，取决于编

译配置或者被安装的包。

提示：如果是编译安装，则取决于在安装期间发现的 Python 版本或使用

PYTHON 环境变量明确设置的版本。要在一个安装让 PL/Python 的两个变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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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必须配置并编译两次源代码树。

这产生了下列用法和迁移策略：

 已经存在的用户和目前对 Python3 不感兴趣的用户都使用语言名称

plpythonu，并且不必在可预见的将来改变什么。我们建议通过迁移到

Python 2.6/2.7来简化最终迁移到 Python 3的工作。

实际中，许多的 PL/Python 函数可以用很少或者不做修改就迁移到

Python 3

有大量 Python 2相关的代码并不打算改变它的用户可以利用 plpython2u

语言。这将继续工作到遥远的将来，直到 Python 2支持完全被 HighGo

DB抛弃。

想要投入 Python 3的用户可以使用 plpython3u语言名称，这将在当前的

标准下永远工作。在遥远的未来，当 Python 3成为默认设置时，他们

可能会因为审美原因，想删除"3"。

想要建立一个只有 python-3 的操作系统环境的冒险者们，可以更改

pg_pltemplate 的内容，使 plpythonu 等效于 plpython3u，记住，这将

使他们的安装与其他大部分东西都不兼容。

不允许在同一个会话中使用基于 Python 2 的 PL/Python 和基于 Python 3 的

PL/Python，因为在动态模块中的符号会发生冲突，这可能导致 HighGo DB服务

器进程崩溃。有一个检查可以防止在一个会话中混合 Python的主要版本，如果

检测到不匹配，它将中止会话。不过，在同一个数据库中对不同的会话使用两种

PL/Python的变体是可能的。

2.3.2 PL/Python 函数

PL/Python中的函数通过标准的 CREATE FUNCTION语法声明：

CREATE FUNCTION funcname (argument-list)

RETURNS return-type

AS $$

# PL/Python函数体

$$ LANGUAGE plpythonu;

函数体是一个简单的 Python脚本，当函数被调用的时候，它的参数作为列

表 args 的元素传递；命名参数也会被当做普通的变量传递到 Python脚本中。命

名参数的使用通常更易读。结果将使用 return 或 yield（结果集语句的情况）照

常从 Python 代码中返回。如果没有提供返回值，Python 返回缺省的 None。

PL/Python将 Python的 None翻译为 SQL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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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返回两个整数中较大者的函数可以定义为：

CREATE FUNCTION pymax (a integer, b integer)

RETURNS integer

AS $$

if a > b:

return a

return b

$$ LANGUAGE plpythonu;

以函数体定义形式给出的 Python代码会被转换成 Python函数。比如，上面

的转换成：

def __plpython_procedure_pymax_23456():

if a > b:

return a

return b

这里假设 23456是 HighGo DB赋予这个函数的 OID。

参数设置为全局变量。因为 Python的作用域规则，这有些微妙的结果：参

数变量在函数内部不能分配给包含变量名本身的表达式值，除非变量在块中重新

定义为全局。例如，以下是行不通的：

CREATE FUNCTION pystrip(x text)

RETURNS text

AS $$

x = x.strip() #error

return x

$$ LANGUAGE plpythonu;

因为对 x的赋值使得 x成为了整个代码块的局部变量，所以在赋值操作右侧

的 x引用的是一个未被赋值的局部变量 x，不是 PL/Python函数参数。使用 global

声明，这可以使其运行：

CREATE FUNCTION pystrip(x text)

RETURNS text

AS $$

global x

x = x.strip() # ok now

return x

$$ LANGUAGE plpytho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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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好不要依赖 PL/Python的执行细节。最好是把函数参数当作只读的。

2.3.3 数据值

一般来说，PL/Python的目的是提供HighGo DB和 Python之间的"自然"映射。

如下面描述的数据映射规则。

2.3.3.1数据类型映射

当调用 PL/Python 函数时，它的参数从它们的 HighGo DB 数据类型转换为

相应的 Python类型：

 HighGo DB boolean转换成 Python bool。

 HighGo DB smallint和 int转换成 Python int。HighGo DB bigint和 oid

在 Python 2中转换成 long，在 Python 3中转换成 int。

HighGo DB real和 double转换成 Python float。

HighGo DB numeric转换成 Python Decimal。这个类型是从 cdecimal包中

引 入 的 ( 如 果 该 包 可 用 ) 。 否 则 将 使 用 来 自 标 准 库 的

decimal.Decimal。cdecimal比 decimal明显快的多。在 Python 3.3及更

高版本中，cdecimal 已经以 decimal 的名称合并到标准库中了，所以

不再有任何不同了。

 HighGo DB bytea在 Python 2中转换成 Python str，在 Python 3中转换

成 bytes。在 Python 2 中，字符串应被视为没有任何字符编码的字节

序列。

 所有其他数据类型，包括 HighGo DB字符串类型，转换为 Python str。

在 Python 2中，这个字符串将用 HighGo DB服务器编码；在 Python 3

中，它是一个 Unicode字符串，和所有的字符串一样。

 对于非标量数据类型，见下文。

当 PL/Python 函数返回时，其返回值将转换为函数声明的 HighGo DB 返回

数据类型，如下所示：

 当HighGo DB返回类型是boolean，按照Python 规则计算返回值真假。

也就是说，0和空字符串是假，但值得注意的是'f'是真。

 当 HighGo DB返回类型是 bytea时，返回值将使用各自的 Python内建

机制被转换成字符串（Python 2）或者字节(Python 3)，其结果被转换

成 bytea。对于所有其他 HighGo DB返回类型，返回值使用 Python内

建 str 转换成字符串，结果传递到 HighGo DB数据类型的输入函数。

（如果该 Python值是 float类型，它使用 repr内置而不是 str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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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损失精度。）

当在 Python 2 中的字符串要传递到 HighGo DB 时，要求它们是以

HighGo DB服务器编码。在当前服务器编码中无效的字符串将引发错

误，但不是所有的编码不匹配都可以被检测到，因此当做的不正确时，

仍然会产生垃圾数据。Unicode字符串自动转换为正确的编码，所以

它可以更安全，更方便的使用。在 Python 3 中，所有的字符串都是

Unicode字符串。

 对于非标量数据类型，见下文。

请注意，HighGo DB声明的返回类型和实际返回对象的 Python数据类型之

间的逻辑不匹配是不会被标记的；该值将在任何情况下被转换。

2.3.3.2Null, None

如果向函数传递了一个 SQL null值，参数值在 Python中将会显示为 None。

比如，在章节 2.3.2中显示的 pymax的函数定义对于 null输入将返回错误结果。

我们可以添加 STRICT 到函数定义，使得 HighGo DB进行更加合理的操作：如

果传入 null值，函数将根本不会被调用，而是立即自动返回 null。或者，也可以

在函数体中检查输入参数是否为 null:

CREATE FUNCTION pymax (a integer, b integer)

RETURNS integer

AS $$

if (a is None) or (b is None):

return None

if a > b:

return a

return b

$$ LANGUAGE plpythonu;

如上所示，要从 PL/Python函数中返回一个 SQL null 值，返回 None即可。

无论函数是否严格，这样做都有效。

2.3.3.3Arrays, Lists

SQL数组值作为 Python列表传递给 PL/Python。要从 PL/Python函数返回一

个 SQL数组值，只需返回一个 Python序列，例如一个列表或元组：

CREATE FUNCTION return_arr()

RETURNS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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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

return (1, 2, 3, 4, 5)

$$ LANGUAGE plpythonu;

SELECT return_arr();

return_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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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

(1 row)

注意：在 Python中，字符串是序列，这可能有不良影响，这可能是 Python

程序员熟悉的：

CREATE FUNCTION return_str_arr()

RETURNS varchar[]

AS $$

return "hello"

$$ LANGUAGE plpythonu;

SELECT return_str_arr();

return_str_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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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1 row)

2.3.3.4复合类型

复合类型参数将作为 Python映射传递给函数。映射的元素名是复合类型的

属性名。如果被传递行的某个属性是 null值，那么它在映射中的值是 None。下

面是例子：

CREATE TABLE employee (

name text,

salary integer,

age integer

);

CREATE FUNCTION overpaid (e emplo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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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S boolean

AS $$

if e["salary"] > 200000:

return True

if (e["age"] < 30) and (e["salary"] > 100000):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LANGUAGE plpythonu;

有多种从 Python函数返回行或复合类型的方法。下面的例子假定我们有：

CREATE TYPE named_value AS (

name text,

value integer

);

一个复合类型结果可以作为下列之一返回：

序列类型（一个元组或列表，但不是一个集合，因为集合是不可以被索引的）

返回的序列对象必须与复合结果类型字段数相同。索引为 0的项将被分

配给复合类型的第一个字段，索引为 1的项分配给第 2个字段，以此类

推。比如：

CREATE FUNCTION make_pair (name text, value integer)

RETURNS named_value

AS $$

return [ name, value ]

# or alternatively, as tuple: return ( name, value )

$$ LANGUAGE plpythonu;

要为任何字段返回 SQL null，就在相应的位置插入 None。

映射（字典）

每个结果类型字段的值从映射中使用字段名作为键检索，例如：

CREATE FUNCTION make_pair (name text, value integer)

RETURNS named_value

AS $$

return { "name": name, "value": value }

$$ LANGUAGE plpythonu;

任何额外的字典键/值对被忽略。丢失的键将被当作错误。要为任何字

段返回 SQL null值，就以相应的字段名作为键插入 None。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484

对象(任何提供__getattr__方法的对象)

它的工作方式和映射一样，例如：

CREATE FUNCTION make_pair (name text, value integer)

RETURNS named_value

AS $$

class named_value:

def __init__ (self, n, v):

self.name = n

self.value = v

return named_value(name, value)

# or simply

class nv: pass

nv.name = name

nv.value = value

return nv

$$ LANGUAGE plpythonu;

也支持带有 OUT参数的函数。例如：

CREATE FUNCTION multiout_simple(OUT i integer, OUT j integer) AS $$

return (1, 2)

$$ LANGUAGE plpythonu;

SELECT * FROM multiout_simple();

2.3.3.5集合返回函数

PL/Python函数也可以返回标量或者复合类型的集合。有多种方法可以达到

这个目的，因为返回对象在内部被转换成一个迭代器。下面的例子假定我们有一

个复合类型：

CREATE TYPE greeting AS (

how text,

who text

);

一个集合结果可以从下列之一返回：

序列类型（元组、列表、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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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FUNCTION greet (how text)

RETURNS SETOF greeting

AS $$

#把包含列表的元组返回为组合类型

# 所有其他组合也可以

return ( [ how, "World" ], [ how, "PostgreSQL" ], [ how, "PL/Python" ] )

$$ LANGUAGE plpythonu;

迭代器（任何提供__iter__和 next方法的对象）

CREATE FUNCTION greet (how text)

RETURNS SETOF greeting

AS $$

class producer:

def __init__ (self, how, who):

self.how = how

self.who = who

self.ndx = -1

def __iter__ (self):

return self

def next (self):

self.ndx += 1

if self.ndx == len(self.who):

raise StopIteration

return ( self.how, self.who[self.ndx] )

return producer(how, [ "World", "PostgreSQL", "PL/Python" ])

$$ LANGUAGE plpythonu;

生成器(yield)

CREATE FUNCTION greet (how text)

RETURNS SETOF greeting

AS $$

for who in [ "World", "PostgreSQL", "PL/Python" ]:

yield ( how, w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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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plpythonu;

警告

由于 Python bug #1483133的原因，一些 Python 2.4的调试版本(使用

--with-pydebug 选项配置和编译) 已知会让 HighGo DB 服务器在使用迭

代器返回集合时崩溃。没有打过补丁的 Fedora 4包含这个缺陷。但是在

生产版本的 Python或已经打过补丁的 Fedora 4上没有这个问题。

也支持带有 OUT参数的集合返回函数（使用 RETURNS SETOF记录）。例

如：

CREATE FUNCTION multiout_simple_setof(n integer, OUT integer, OUT

integer) RETURNS SETOF record AS $$

return [(1, 2)] * n

$$ LANGUAGE plpythonu;

SELECT * FROM multiout_simple_setof(3);

2.3.4 共享数据

全局字典 SD可用于存储函数调用之间的共享数据。这些变量是私有静态数

据。全局字典 GD是公共数据，对一个会话中全部的 Python 函数都可用。但在

使用时需要小心。

每个函数都在 Python 解释器里获得自己的执行环境，因此来自 myfunc 的

全局数据和函数参数是 myfunc2不可用的。这里的例外是上面提到的 GD字典中

的数据。

2.3.5 匿名代码块

PL/Python也支持 DO声明的匿名代码块：

DO $$

# PL/Python code

$$ LANGUAGE plpythonu;

一个匿名代码块不接受参数，并且任何可能返回的值都会被丢弃。否则，它

的行为就像一个函数。

2.3.6 触发器函数

当一个函数用作触发器的时候，字典 TD包含触发器相关的值：

TD["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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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作为字符串的事件：INSERT、UPDATE、DELETE 或 TRUNCATE。

TD["when"]

包含 BEFORE、AFTER或者 INSTEAD OF之一。

TD["level"]

包含 ROW或者 STATEMENT。

TD["new"]

TD["old"]

对于一个行级别触发器，这些字段的一个或两个包含各自的触发器行，

取决于触发器事件。

TD["name"]

包含触发器名称。

TD["table_name"]

包含触发器发生的表的名称。

TD["table_schema"]

包含触发器发生的表所属的模式。

TD["relid"]

包含触发器发生的表的 OID。

TD["args"]

如果 CREATE TRIGGER 命令包括参数，那么这些参数可以通过

TD["args"][0]到 TD["args"][n-1]获得。

如果 TD["when"]是 BEFORE或者 INSTEAD OF，并且 TD["level"]是 ROW，

那么你可以从 Python 函数返回 None或"OK"以表示该行没有修改，返回"SKIP"

以退出事件，或者如果 TD["event"]是 INSERT 或 UPDATE，你可以返回

"MODIFY"表示你已经修改了该行。否则忽略返回值。

2.3.7 数据库访问

PL/Python 语言模块自动输入一个叫 plpy 的 Python 模块。在这个模块里的

函数和常量可以在 Python代码里以 plpy.foo的名称方式访问。

2.3.7.1数据库访问函数

plpy模块提供几个函数执行数据库命令：

plpy.execute(query [, max-rows])

拿一个查询字符串和一个可选的行限制参数调用 plpy.execute可以运行

该查询，并且结果返回到一个结果对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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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对象仿真一个列表或者是字典对象。结果对象通过行号和字段名来

访问。例如：

rv = plpy.execute("SELECT * FROM my_table", 5)

返回来自my_table的最多 5行。如果my_table 有一个my_column字段，

那么你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访问它：

foo = rv[i]["my_column"]

返回的行数可以使用内建 len函数获得。

结果对象有下面这些额外的方法：

nrows()

返回该命令处理的行数。请注意，这与返回的行数不一定相同。例

如，UPDATE 命令将设置这个值，但是不会返回任何行（除非使

用了 RETURNING）。

status()

SPI_execute()的返回值。

colnames()

coltypes()

coltypmods()

分别返回一个字段名的列表、字段类型 OID 的列表和该字段的特

定于类型的类型修饰符的列表。

这些方式在从一个不产生结果集命令的结果对象上调用时产生异

常，比如，不带有 RETURNING的 UPDATE，或 DROP TABLE。

但是在一个包含零行的结果集上使用这些方法是可以的。

__str__()

定义了标准的__str__方法，比如，可以使用 plpy.debug(rv)调试查

询执行结果。

结果对象可以被修改。

请注意，调用 plpy.execute将导致读取整个结果集到内存中。只有在你

确定结果集将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函数。如果你不希望在抓取大

的结果集时承担过度使用内存的风险，那么使用 plpy.cursor 而不是

plpy.execute。

plpy.prepare(query [, argtypes])

plpy.execute(plan [, arguments [, max-rows]])

plpy.prepare 为查询准备执行规划。它用一个查询字符串和一个参数类

型列表调用（如果在查询中你有参数引用）。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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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 plpy.prepare("SELECT last_name FROM my_users WHERE

first_name = $1", ["text"])

text是将作为$1传递的变量类型。如果你不想传递任何参数到查询，那

么第二个参数是可选的。

在准备一个语句之后，你用函数 plpy.execute的一个变体运行它：

rv = plpy.execute(plan, ["name"], 5)

把规划作为第一个参数传递（而不是查询字符串），一个值的列表代入

查询中作为第二个参数。如果查询不希望有任何参数则第二个参数是可

选的。第三个参数和以前一样，是可选的，它用来指定行数限制。

查询参数和结果行字段会按照章节 2.3.3 所述在 HighGo DB 和 Python

数据类型之间进行转换。

在你用 PL/Python模块准备一个计划的时候，该计划是自动保存的。请

阅读 SPI 文档获取这句话的含义。为了能有效的使用这个跨函数调用，

需要使用永久存储字典 SD或 GD之一(参阅章节 2.3.4)。比如：

CREATE FUNCTION usesavedplan() RETURNS trigger AS $$

if "plan" in SD:

plan = SD["plan"]

else:

plan = plpy.prepare("SELECT 1")

SD["plan"] = plan

# rest of function

$$ LANGUAGE plpythonu;

plpy.cursor(query)

plpy.cursor(plan [, arguments])

plpy.cursor 函数接受和 plpy.execute 一样的参数（除了行限制），并返

回一个游标对象，它允许你在一个小的语块中处理大的结果集。和

plpy.execute 一样，可以使用一个查询字符串或者一个带有参数列表的

规划对象。

该游标对象提供一个 fetch 方法，接受一个整型参数并返回一个结果对

象。每次你调用 fetch，返回的对象将包含下一批行，行数从不大于参

数值。一旦所有行都获得了，fetch 开始返回一个空的结果对象。游标

对象也提供一个迭代器接口，一次生成一行直到所有行都获得。这种方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490

式获取的数据不作为结果对象返回，而是作为字典，每个字典对应于一

个结果行。

两种方式处理大表中数据的例子是：

CREATE FUNCTION count_odd_iterator() RETURNS integer AS $$

odd = 0

for row in plpy.cursor("select num from largetable"):

if row['num'] % 2:

odd += 1

return odd

$$ LANGUAGE plpythonu;

CREATE FUNCTION count_odd_fetch(batch_size integer)

RETURNS integer AS $$

odd = 0

cursor = plpy.cursor("select num from largetable")

while True:

rows = cursor.fetch(batch_size)

if not rows:

break

for row in rows:

if row['num'] % 2:

odd += 1

return odd

$$ LANGUAGE plpythonu;

CREATE FUNCTION count_odd_prepared() RETURNS integer AS

$$

odd = 0

plan = plpy.prepare("select num from largetable where num % $1 <>

0", ["integer"])

rows = list(plpy.cursor(plan, [2]))

return len(rows)

$$ LANGUAGE plpytho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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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标会自动处理。但是如果你希望明确的释放游标持有的所有资源，使

用 close方法。一旦关闭了，就再也不能从游标中获取数据。

提示：不要混淆 plpy.cursor创建的对象和 Python数据库 API说明

定义的 DB-API游标。它们除了名称相同外没有什么相同的。

2.3.7.2捕获错误

访问数据库的函数可能会遇到错误，导致它们退出并引发异常。plpy.execute

和 plpy.prepare都会引发一个 plpy.SPIError 的子类的实例，缺省将终止函数。这

个错误可以像任何其他 Python异常那样处理，通过使用 try/except构造。例如：

CREATE FUNCTION try_adding_joe() RETURNS text AS $$

try:

plpy.execute("INSERT INTO users(username) VALUES ('joe')")

except plpy.SPIError:

return "something went wrong"

else:

return "Joe added"

$$ LANGUAGE plpythonu;

引发的异常的实际类对应于导致该错误的特定条件。模块 plpy.spiexceptions

为每个 HighGo DB条件定义一个异常类，从条件名中派生它们的名称。例如，

division_by_zero 成为 DivisionByZero，unique_violation 成为 UniqueViolation，

fdw_error成为 FdwError等等。每个异常类都从 SPIError中继承。这个分离使得

它更容易处理特定的错误，例如：

CREATE FUNCTION insert_fraction(numerator int, denominator int)

RETURNS text AS $$

from plpy import spiexceptions

try:

plan = plpy.prepare("INSERT INTO fractions (frac) VALUES ($1 / $2)",

["int", "int"])

plpy.execute(plan, [numerator, denominator])

except spiexceptions.DivisionByZero:

return "denominator cannot equal zero"

except spiexceptions.UniqueViolation:

return "already have that fraction"

except plpy.SPIErro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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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other error, SQLSTATE %s" % e.sqlstate

else:

return "fraction inserted"

$$ LANGUAGE plpythonu;

请注意，因为所有来自 plpy.spiexceptions 模块的异常都从 SPIError 继承，

所以一个处理它的 except子句将捕获任何数据库访问错误。

作为处理不同错误情况的一个替换方式，你可以捕获 SPIError异常。然后在

except块中通过查看异常对象的 sqlstate 属性确定特定的错误条件。这个属性是

一个包含"SQLSTATE"错误代码的字符串值。这个方法提供了差不多相同的功能。

2.3.8 显式子事务

从章节 2.3.7.2中描述的数据库访问导致的错误中恢复可能会导致不良情况，

在一个操作失败之前已经有一些操作成功了，之后从错误中恢复使得数据停留在

一个不一致的状态。 PL/Python提供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以显式子事务的

形式。

2.3.8.1子事务内容管理器

考虑一个实现在两个账户之间转换的函数：

CREATE FUNCTION transfer_funds() RETURNS void AS $$

try:

plpy.execute("UPDATE accounts SET balance = balance - 100 WHERE

account_name = 'joe'")

plpy.execute("UPDATE accounts SET balance = balance + 100 WHERE

account_name = 'mary'")

except plpy.SPIError, e:

result = "error transferring funds: %s" % e.args

else:

result = "funds transferred correctly"

plan = plpy.prepare("INSERT INTO operations (result) VALUES ($1)", ["text"])

plpy.execute(plan, [result])

$$ LANGUAGE plpythonu;

如果第二个 UPDATE语句导致异常发生，这个函数将报告该错误，但是第

一个 UPDATE的结果将不会提交。换句话说，funds将从 Joe的账户中退出，但

是不会转换到Mary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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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将你的 plpy.execute 调用封装在一个显式子事

务中。plpy 模块提供一个帮助对象管理用 plpy.subtransaction() 函数创建的显式

子事务。这个函数创建的对象实现了内容管理接口。使用显式子事务我们可以重

写我们的函数为：

CREATE FUNCTION transfer_funds2() RETURNS void AS $$

try:

with plpy.subtransaction():

plpy.execute("UPDATE accounts SET balance = balance - 100

WHERE account_name = 'joe'")

plpy.execute("UPDATE accounts SET balance = balance + 100

WHERE account_name = 'mary'")

except plpy.SPIError, e:

result = "error transferring funds: %s" % e.args

else:

result = "funds transferred correctly"

plan = plpy.prepare("INSERT INTO operations (result) VALUES ($1)", ["text"])

plpy.execute(plan, [result])

$$ LANGUAGE plpythonu;

请注意，仍然需要 try/catch的使用。否则异常将传播到 Python堆栈的顶部，

并导致整个函数带有 HighGo DB错误退出，所以 operations表将不会有任何行

插入。子事务内容管理器并不捕获错误，它只是保证在它的范围内执行的所有数

据库操作都将自动提交或回滚。一个子事务块的回滚在任何类型的异常退出上发

生，不只是起源于数据库访问的错误导致的异常。一个显式子事务块内部发生的

普通 Python异常也会导致子事务回滚。

2.3.8.2旧的 Python版本

Python 2.6默认使用 with关键字的内容管理器语法。如果 PL/Python用的旧

的 Python 版本，仍然可能使用显式子事务，尽管不是透明的。你可以使用方便

的别名 enter和 exit 调用子事务管理器的__enter__和__exit__。转换 funds的例子

函数可以写为：

CREATE FUNCTION transfer_funds_old() RETURNS void AS $$

try:

subxact = plpy.subtransaction()

subxact.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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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plpy.execute("UPDATE accounts SET balance = balance - 100

WHERE account_name = 'joe'")

plpy.execute("UPDATE accounts SET balance = balance + 100

WHERE account_name = 'mary'")

except:

import sys

subxact.exit(*sys.exc_info())

raise

else:

subxact.exit(None, None, None)

except plpy.SPIError, e:

result = "error transferring funds: %s" % e.args

else:

result = "funds transferred correctly"

plan = plpy.prepare("INSERT INTO operations (result) VALUES ($1)", ["text"])

plpy.execute(plan, [result])

$$ LANGUAGE plpythonu;

注意：尽管文本管理器是在 Python 2.5中实现的，要在该版本中使用 with 语

法你需要使用一个 future子句。不过，由于实现的细节，你不能在 PL/Python函

数中使用 future子句。

2.3.9 实用函数

plpy 模块也提供了函数 plpy.debug(msg)、 plpy.log(msg)、plpy.info(msg)、

plpy.notice(msg)、plpy.warning(msg)、 plpy.error(msg)和 plpy.fatal(msg)。 plpy.error

和 plpy.fatal实际上会抛出一个 Python异常，如果没有捕获这个异常，则会传播

到调用的查询，导致当前事务或者子事务退出。raise plpy.Error(msg) 和 raise

plpy.Fatal(msg)分别等效于调用 plpy.error 和 plpy.fatal。其他函数只生成不同优先

级的信息。特定优先级的信息汇报给客户端、写到服务器日志、还是两件事都做，

是由 log_min_messages和 client_min_messages配置变量控制的。

另一个实用函数集是 plpy.quote_literal(string)、 plpy.quote_nullable(string)和

plpy.quote_ident(string)。它们在构造 ad-hoc查询的时候是有用的。示例 中动态

SQL的 PL/Python等效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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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py.execute("UPDATE tbl SET %s = %s WHERE key = %s" % (

plpy.quote_ident(colname),

plpy.quote_nullable(newvalue),

plpy.quote_literal(keyvalue)))

2.3.10 环境变量

Python 解释器接受的一些环境变量可以影响 PL/Python 行为，他们需要在

HighGo DB服务器主进程的环境中设置。例如，在启动脚本中。可用的环境变量

依赖于 Python的版本；细节参见 Python文档。在写这篇文章时，下列环境变量

对 PL/Python有影响（假设一个适当的 Python版本）：

 PYTHONHOME

 PYTHONPATH

 PYTHONY2K

 PYTHONOPTIMIZE

 PYTHONDEBUG

 PYTHONVERBOSE

 PYTHONCASEOK

 PYTHONDONTWRITEBYTECODE

 PYTHONIOENCODING

 PYTHONUSERBASE

 PYTHONHASHSEED

（这似乎是超出 PL/Python控制的一个 Python实现细节，在 python 手册上

列出的一些环境变量只影响一个命令行解释器，不会影响嵌入式Python解释器。）

2.4 服务器编程接口

服务器编程接口(SPI)给予用户定义的 C 函数的编写者在其函数内运行

SQL 命令的能力。SPI 是一套接口函数，用于简化对分析器、规划器、优化器、

执行器的访问。SPI 还进行一些内存管理的工作。

【注意】过程语言的存在也提供了其它的一些在过程里执行 SQL 命令的方

法。这些语言中的大部分本身就是基于 SPI 的，因此这份文档可能会对那些语

言的用户同样有帮助。

为了避免混淆，将使用"函数"(function)来代表 SPI 接口函数，用"过程

"(procedure)代表用户用 SPI 定义的 C 函数。

注意：如果一条通过 SPI 调用的命令失败，那么控制不会返回到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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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而代之的是，您的过程执行所在的事务或者子事务全部回滚。这一点看起

来可能很奇怪，因为大多数 SPI 函数都有记录错误返回的约定。不过，那些习

惯只适用于在 SPI 函数自己内部检测到的错误。可以通过在您自己的可能失败

的 SPI 调用周围建立一个子事务的方法来在错误之后恢复。目前还没有写这方

面的文档，因为所需要的机制仍然在变化。

如果执行成功了，SPI 函数返回一个非负结果(或者通过返回一个整数值或

放在全局变量 SPI_result里)。出错时，返回一个负数或 NULL结果。

使用 SPI 的源代码文件必须包含头文件 executor/spi.h。

2.4.1 接口函数

2.4.1.1SPI_connect

 名称

SPI_connect --把一个过程与 SPI 管理器连接起来

 语法

int SPI_connect(void)

 描述

SPI_connect 打开一个从过程调用到 SPI 管理器的连接。如果你需要通过

SPI 执行命令，你就必须调用这个函数。有一些功能性 SPI 函数可以从未连接

的过程中调用。

如 果 你 的 过 程 已 经 连 接 ， SPI_connect 将 返 回 错 误 代 码

SPI_ERROR_CONNECT。这可能发生在一个已经直接调用过 SPI_connect 的

过程中调用另一个调用 SPI_connect 的过程时。虽然当一个通过 SPI 调用的

SQL 命令调用另一个使用 SPI 的函数时允许对 SPI 管理器的递归调用，但对

SPI_connect 和 SPI_finish 的直接嵌套调用是被禁止的（但是可以看看

SPI_push 和 SPI_pop）。

 返回值

SPI_OK_CONNECT

成功时

SPI_ERROR_CONNECT

失败时

2.4.1.2 SPI_finish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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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_finish --把一个过程与 SPI 管理器断开

 语法

int SPI_finish(void)

 描述

SPI_finish 关闭一个到 SPI 管理器的现有连接。你必须在完成你的过程的

当前调用中所需的 SPI 操作之后调用这个函数。不过，如果你通过 elog(ERROR)

中断了事务，你无须担心这个函数的调用。在那种情况下，SPI 将自己自动进行

清理。

如 果 调 用 SPI_finish 时 没 有 一 个 可 用 的 连 接 ， 它 将 返 回

SPI_ERROR_UNCONNECTED。这没有根本性的问题，它表示 SPI 管理器无事可做。

 返回值

SPI_OK_FINISH

如果正常断开

SPI_ERROR_UNCONNECTED

如果从一个未连接的过程调用

2.4.1.3SPI_push

 名称

SPI_push -- 下推 SPI 堆栈以允许递归的 SPI 使用

 语法

void SPI_push(void)

 描述

在执行另外一个可能也使用了 SPI 的过程之前，应该调用 SPI_push。在

SPI_push之后，SPI 不再是"已连接"状态，除非再次进行 SPI_connect，否则 SPI

函数调用将被拒绝。这样就保证了你的过程的 SPI 状态和另外一个你调用的过

程的状态之间的完全隔离。在另外一个过程返回后，调用 SPI_pop以恢复对你自

己的 SPI 状态的访问。

请注意 SPI_execute 和相关的函数在把控制交回 SQL 执行引擎之前自动做

与 SPI_push相当的工作，因此你在使用这些函数的时候不用担心这些。只有在

你直接调用任意可能包含 SPI_connect 调用的代码的时候，你才需要发出

SPI_push和 SPI_pop。

2.4.1.4SPI_pop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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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_pop --从 SPI 堆栈弹出以从递归的 SPI 使用中返回

 语法

void SPI_pop(void)

 描述

SPI_pop从 SPI 调用堆栈里弹出之前的环境。参阅 SPI_push。

2.4.1.5SPI_execute

 名称

SPI_execute --执行一条命令

 语法

int SPI_execute(const char * command, bool read_only, long count)

 描述

SPI_execute 执行声明的 SQL 命令获取 count 行。如果 read_only为 true，

命令必须是只读的，并且执行的开销也会有所降低。

只能从一个已连接的过程中调用这个函数。

如果 count为零，那么该命令会为其所适用的所有行执行。如果 count大于

零，那么会检索不超过 count行，当到达该计数时执行会停止，这很像为查询增

加一个 LIMIT子句。例如：

SPI_execute("SELECT * FROM foo", true, 5);

会从表中检索至多 5 行。注意这样一个限制只有当命令真正返回行时才有

效。例如：

SPI_execute("INSERT INTO foo SELECT * FROM bar", false, 5);

插入所有来自于 bar的行，而忽略 count参数。不过，通过

SPI_execute("INSERT INTO foo SELECT * FROM bar RETURNING *", false,

5);

将插入至多 5 行，因为在第五个 RETURNING结果行被检索到后执行就会

停止。

你可以在一个字符串中传递多个命令，SPI_execute 会返回最后一个被执行

的命令的结果。 count限制单独适用于每一个命令（即便只有最后一个结果会被

实际返回）。该限制不适用于由规则产生的任何隐藏命令。

当 read_only是 false 时， SPI_execute 增加命令计数器并且在执行字符串中

每一个命令之前计算一个新的 snapshot。如果当前事务隔离级别是

SERIALIZABLE 或 REPEATABLE READ， 该快照并不会实际改变。但是在

READ COMMITTED 模式中，快照更新允许每个命令看到来自其他会话中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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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交事务的结果。当命令正在修改数据库时，这对一致性行为非常重要。

当 read_only是 true时，SPI_execute不更新快照或者命令计数器，并且它只

允许纯 SELECT 命令出现在命令字符串中。这些命令被使用之前为周围查询建

立的快照来执行。这种执行模式要比读/写模式更快，因为消除了每个命令跟新

快照的开销。它也允许建立真正 stable的函数：因为连续执行将会使用同一个快

照，因此结果不会有改变。

在一个使用 SPI 的单一函数中混合只读和读写命令通常是不明智的，这样

可能会导致非常令人困惑的行为，因为只读查询将看不到任何由读写查询完成的

数据库更新结果。

被执行的（最后一个）命令的实际行数使用全局变量 SPI_processed返回。如

果 该 函 数 的 返 回 值 是

SPI_OK_SELECT、SPI_OK_INSERT_RETURNING、SPI_OK_DELETE_RETUR

NING 或者 SPI_OK_UPDATE_RETURNING，那么你可以使用全局指针

SPITupleTable *SPI_tuptable来访问结果行。某些工具命令（例如 EXPLAIN）也

返回行集合，并且在这些情况中 SPI_tuptable 也会包含该结果。某些工具命令

（COPY、CREATE TABLE AS）不返回一个行集合，因此 SPI_tuptable为 NULL，

但是它们仍然会在 SPI_processed中返回被处理的行数。

结构 SPITupleTable被定义为：

typedef struct

{

MemoryContext tuptabcxt; /* 结果表的内存上下文 */

uint32 alloced; /* 已分配值的数量 */

uint32 free; /* 空限值的数量 */

TupleDesc tupdesc; /* 行描述符 */

HeapTuple *vals; /* 行 */

} SPITupleTable;

vals是一个行指针的数组（可用项的数量由 SPI_processed给出）。 tupdesc

是一个行描述符，你可以把它传递给 SPI 函数来处理行。tuptabcxt、 alloced和

free是不准备给 SPI 调用者使用的内部域。

SPI_finish释放在当前过程中已分配的所有 SPITupleTable。如果你已经用完

了一个结果表，你可以通过调用 SPI_freetuptable提早释放它。

 参数

const char * command

包含要执行的命令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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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 read_only

true用于只读的执行

long count

返回的最大行数，或者用 0表示没有限制

 返回值

如果命令执行成功，那么返回下列(非负数)值之一：

SPI_OK_SELECT

如果执行了一个 SELECT但不是 SELECT INTO

SPI_OK_SELINTO

如果执行了一条 SELECT INTO

SPI_OK_INSERT

如果执行了一条 INSERT

SPI_OK_DELETE

如果执行了一条 DELETE

SPI_OK_UPDATE

如果执行了一条 UPDATE

SPI_OK_INSERT_RETURNING

如果执行了一条 INSERT RETURNING

SPI_OK_DELETE_RETURNING

如果执行了一条 DELETE RETURNING

SPI_OK_UPDATE_RETURNING

如果执行了一条 UPDATE RETURNING

SPI_OK_UTILITY

如果执行了一个工具命令(比如 CREATE TABLE)

SPI_OK_REWRITTEN

如果该命令通过一个规则重新写成了另一个类型的命令（比如，

UPDATE变成一个 INSERT）

发生错误时，返回下列负数值之一：

SPI_ERROR_ARGUMENT

如果 command是 NULL 或 count小于 0

SPI_ERROR_COPY

如果企图进行 COPYTO stdout或 COPY FROM stdin

SPI_ERROR_TRANSACTION

如果尝试事务操纵命令(BEGIN, COMMIT, ROLLBACK, SAVE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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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 TRANSACTION, COMMIT PREPARED, ROLLBACK

PREPARED, 或它们的变种)

SPI_ERROR_OPUNKNOWN

命令类型未知(不应该发生)

SPI_ERROR_UNCONNECTED

如果从一个未连接的过程中调用

 注意

所有 SPI查询执行函数都会设置 SPI_processed 和 SPI_tuptable (只是一个指

针，不是结构的内容)。如果你需要跨越后面的调用访问 SPI_execute 或者另一个

查询执行函数的结果表，那么需要把这两个全局变量保存到一个局部过程变量

中。

2.4.1.6SPI_exec

 名称

SPI_exec --执行一个读/写命令

 语法

int SPI_exec(const char * command, long count)

 描述

SPI_exec和 SPI_execute一样，但后者的 read_only参数总是 false。

 参数

const char * command

包含需要执行的命令的字符串

long count

返回的最大行数，或者 0表示没有限制

 返回值

参见 SPI_execute。

2.4.1.7SPI_execute_with_args

 名称

SPI_execute_with_args --执行一个带有外部参数的命令

 语法

int SPI_execute_with_args(const char *command,

int nargs, Oid *argtypes,

Datum *values, const char *nu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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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 read_only, long count)

 描述

SPI_execute_with_args执行一个可能包含引用外部提供的参数的命令。该命

令文本作为$n引用一个参数，并且该调用为每个这样的符号指定数据类型和值。

read_only和 count的解释和在 SPI_execute中一样。

与 SPI_execute 比较，这个例程的主要优势是数据值可以插入命令，而不用

引用/逃逸，并且因此少了许多 SQL注入攻击的危险。

可以通过在 SPI_prepare后面跟上 SPI_execute_plan达到相似的结果。不过，

当使用这个函数时，该查询规划总是自定义为提供的特定的参数值。对于一次性

查询执行，这个函数应该优先执行。如果用许多不同的参数执行相同的命令，哪

种方法可能会更快，取决于重新规划的开销与自定义规划的好处的对比。

 参数

const char * command

命令字符串

int nargs

输入参数的个数 ($1, $2, 等)

Oid * argtypes

一个长度为 nargs 的数组，包含参数的数据类型的 OID
Datum * values

一个长度为 nargs 的数组，包含实际的参数值

const char * nulls

一个长度为 nargs的数组，描述哪些参数为空值

如果 nulls 为 NULL，那么 SPI_execute_with_args 会假设没有参数为空

值。否则，如果对应的参数值为非空，nulls数组的每一个项都应该是' '；

如果对应参数值为空， nulls数组的项应为'n'（在后面的情况中，对应

的 values项中的值没有关系）。注意 nulls不是一个文本字符串， 它只

是一个数组：它不需要一个'\0'终止符。

bool read_only

true用于只读的执行

long count

返回的最大行数，或者 0表示没有限制

 返回值

返回值和 SPI_execute相同。

如果成功，SPI_execute会设置 SPI_processed和 SPI_tup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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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8SPI_prepare

 名称

SPI_prepare --准备一个语句，但不立即执行它

 语法

SPIPlanPtr SPI_prepare(const char * command, int nargs, Oid * argtypes)

 描述

SPI_prepare 为指定的命令创建并且返回一个预备语句，但是并不执行该命

令。该预备语句会在稍后使用 SPI_execute_plan重复执行。

当相同的或者相似的命令要被重复执行时，通常来说只执行一次解析分析是

有利的，并且更有利的是重用该命令的执行计划。 SPI_prepare 把一个命令字符

串转换成一个预备语句，它包装了解析分析的结果。如果发现为每一次执行都生

成一个定制计划没有帮助，该预备语句也提供了一个地方缓存执行计划。

一个预备命令可以被一般化为在一个普通命令中应该出现常量的地方写上

参数（$1、$2等等）。参数的实际值在 SPI_execute_plan被调用时指定。这让该

预备语句可以比没有参数的形式用于更广泛的情况。

SPI_prepare返回的语句只能在当前过程调用中使用，因为 SPI_finish会释放

为这样一个语句分配的内存。但是可以使用函数 SPI_keepplan或 SPI_saveplan把

该语句保存更久。

 参数

const char * command

命令字符串

int nargs

输入参数的个数($1, $2等等)

Oid * argtypes

一个数组指针，指向包含参数数据类型的 OID数组

 返回值

SPI_prepare返回一个指向 SPIPlan的非空指针，它是一个表示一个预备语句

的不透明结构。发生错误时， 将会返回 NULL，并且 SPI_result将被设置为一个

也被 SPI_execute使用的错误码，不过当 command为 NULL、或者 nargs小于零、

或 者 nargs 大 于 零 但 是 argtypes 为 NULL 时 它 会 被 设 置 为

SPI_ERROR_ARGUMENT。

 注解

如果没有定义参数，在第一次使用 SPI_execute_plan时将会创建一个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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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并且把它用于所有的后续执行。如果有参数， SPI_execute_plan的前几次

使用将根据提供的参数值产生定制计划。在使用同一个预备语句足够多次

后， SPI_execute_plan将构建一个一般计划，并且如果它并不比定制计划昂贵太

多， SPI_execute_plan将开始使用一般计划来取代每次都进行重新规划。如果这

种默认的行为不合适，你可以通过传递 CURSOR_OPT_GENERIC_PLAN

或 CURSOR_OPT_CUSTOM_PLAN标志给 SPI_prepare_cursor，以分别强制使用

一般或者定制计划。

尽管一个预备语句的要点是避免对语句的重复解析分析以及规划，只要语句

中用到的数据库对象从上一次使用该预备语句以来经历过定义性（DDL）改变，将

会强制重新分析和重新规划该语句。还有，如果 search_path 的值从一个改变成

下一个，该语句将会使用新的 search_path进行重新解析。

这个函数只能从一个已连接的过程调用。

SPIPlanPtr被声明为 spi.h中的一种不透明结构类型的指针。尝试直接访问其

内容是不明智的。

SPIPlanPtr这个名称多少有点历史原因，因为该数据结构不再需要包含一个

执行计划。

2.4.1.9SPI_prepare_cursor

 名称

SPI_prepare_cursor --准备一个语句但不立即执行它

 语法

SPIPlanPtr SPI_prepare_cursor(const char * command, int nargs,

Oid * argtypes, int cursorOptions)

 描述

SPI_prepare_cursor和 SPI_prepare 相同，不过它也允许说明规划器的"游标选

项"参数。这是一个位掩码，它的值如 nodes/parsenodes.h 中 DeclareCursorStmt

的 options域所示。SPI_prepare 总是将游标选项看做零。

 参数

const char * command

命令字符串

int nargs

输入参数的个数($1, $2等等)

Oid * argtypes

一个指针，指向一个包含参数数据类型的 OID的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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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ursorOptions

整数形式的游标选项位掩码，零会导致默认行为

 返回值

SPI_prepare_cursor有和 SPI_prepare 一样的返回约定。

 注意

cursorOptions 中 的 有 效 位 包 括 CURSOR_OPT_SCROLL 、

CURSOR_OPT_NO_SCROLL 、 CURSOR_OPT_FAST_PLAN 、

CURSOR_OPT_GENERIC_PLAN和 CURSOR_OPT_CUSTOM_PLAN。特别要注

意忽略了 CURSOR_OPT_HOLD。

2.4.1.10 SPI_prepare_params

 名称

SPI_prepare_params --准备一个语句但不立即执行它

 语法

SPIPlanPtr SPI_prepare_params(const char * command,

ParserSetupHook parserSetup,

void * parserSetupArg,

int cursorOptions)

 描述

SPI_prepare_params为指定的命令创建并返回一个预备语句，但是不执行该

命令。这个函数相当于 SPI_prepare_cursor，除了调用者可以指定解析器 hook函

数来控制外部参数引用的解析。

 参数

const char * command

命令字符串

ParserSetupHook parserSetup

解析器 hook设置函数

void * parserSetupArg

为 parserSetup传递参数

int cursorOptions

游标选项的整型位标记；零表示缺省行为

 返回值

SPI_prepare_params有和 SPI_prepare 一样的返回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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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1 SPI_getargcount

 名称

SPI_getargcount --返回一个由 SPI_prepare 准备好的语句需要的参数个数

 语法

int SPI_getargcount(SPIPlanPtr plan)

 描述

SPI_getargcount返回执行一个由 SPI_prepare准备好的语句需要的参数个数

 参数

SPIPlanPtr plan

预备语句（SPI_prepare返回的）

 返回值

plan 预期参数的个数。如果 plan 是 NULL 或无效，SPI_result 设置为

SPI_ERROR_ARGUMENT并返回-1。

2.4.1.12 SPI_getargtypeid

 名称

SPI_getargtypeid --为由 SPI_prepare 准备好的一个语句的一个参数返回其数

据类型 OID

 语法

Oid SPI_getargtypeid(SPIPlanPtr plan, int argIndex)

 描述

SPI_getargtypeid返回由 SPI_prepare准备好的一个语句的第 argIndex个参数

的类型的 OID。 第一个参数的索引为零。

 参数

SPIPlanPtr plan

预备语句（SPI_prepare返回的）

int argIndex

参数的索引，从零开始

 返回值

给出索引位置的参数的类型 OID，如果 plan为 NULL 或无效，或 argIndex

小于 0 或者大于或等于为 plan 声明的参数个数，则 SPI_result 设置为

SPI_ERROR_ARGUMENT并且返回 InvalidOid。

2.4.1.13 SPI_is_cursor_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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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SPI_is_cursor_plan -- 如 果 一 个 SPI_prepare 准 备 的 语 句 可 以 和

SPI_cursor_open一起使用，则返回 true

 语法

bool SPI_is_cursor_plan(SPIPlanPtr plan)

 描述

如果一个 SPI_prepare 准备的语句可以作为参数传递给 SPI_cursor_open 则

SPI_is_cursor_plan 返回 true，如果不是这样则返回 false。原则是该 plan表示一

个单一命令并且这个命令向其调用者返回元组。例如，只要不含 INTO 子句，

SELECT就被允许，而只有包含一个 RETURNING子句时才允许 UPDATE。

 参数

SPIPlanPtr plan

预备语句（SPI_prepare返回的）

 返回值

如果该 plan 能产生一个游标则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并且把

SPI_result 设置为零。如果不可能决定答案 （例如，如果 plan 为 NULL 或无效，

或者在没有连接到 SPI 时调用）， 那么 SPI_result 会被设置为一个合适的错

误码并且返回 false。

2.4.1.14 SPI_execute_plan

 名称

SPI_execute_plan --执行一个 SPI_prepare准备的语句

 语法

int SPI_execute_plan(SPIPlanPtr plan, Datum * values, const char * nulls,

bool read_only, long count)

 描述

SPI_execute_plan 执行一个 SPI_prepare 或其它同类方法准备好的语句。

read_only和 count的含义和 SPI_execute里面的相同。

 参数

SPIPlanPtr plan

预备语句（SPI_prepare返回的）

Datum * values

一个实际的参数值的数组。必须和语句的参数个数相同。

const char * nu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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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描述哪个参数是空的数组。必须和语句的参数个数相同。

如果 nulls是 NULL，那么 SPI_execute_plan假设没有参数为空。否则，

如果对应的参数值是非空的，那么 nulls数组的每一项都应该是' '，或者

如果对应的参数值为空，那么 nulls数组的每一项都是'n'。（在后面这

种情况下，对应的 values项中的实际值无关紧要。） 请注意，nulls不

是文本字符串，只是一个数组： 它不需要'\0'终止符。

bool read_only

true用于只读的执行

long count

返回的最大行数，或者 0表示没有限制

 返回值

返回值和 SPI_execute的一样，另外还有下面几个可能的错误(负值)结果：

SPI_ERROR_ARGUMENT

如果 plan是 NULL或者无效，或者 count小于 0

SPI_ERROR_PARAM

如果 values是 NULL并且准备 plan时准备了一些参数

成功时，SPI_processed和 SPI_tuptable 的设置和 SPI_execute里一样。

2.4.1.15 SPI_execute_plan_with_paramlist

 名称

SPI_execute_plan_with_paramlist --执行一个 SPI_prepare预备好的语句

 语法

int SPI_execute_plan_with_paramlist(SPIPlanPtr plan,

ParamListInfo params,

bool read_only,

long count)

 描述

SPI_execute_plan_with_paramlist执行一个由 SPI_prepare 准备好的语句。这

个函数相当于 SPI_execute_plan，不过被传递给该查询的参数值的信息以不同的

方式呈现。ParamListInfo表现形式更方便于把这种格式的值向下传递。它也支持

通过 ParamListInfo中指定的钩子函数动态设置参数。

 参数

SPIPlanPtr plan

预备语句（SPI_prepare返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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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ListInfo params

包含参数类型和值的数据结构；如果没有则为 NULL

bool read_only

true用于只读的执行

long count

返回的最大行数，或者 0表示没有限制

 返回值

返回值和 SPI_execute_plan的相同。

如果成功，SPI_processed和 SPI_tuptable 的设置和 SPI_execute_plan里的相

同。

2.4.1.16 SPI_execp

 名称

SPI_execp --以读/写模式执行一个语句

 语法

int SPI_execp(SPIPlanPtr plan, Datum * values, const char * nulls, long count)

 描述

SPI_execp和 SPI_execute_plan一样，只是后者的 read_only参数总是为 false。

 参数

SPIPlanPtr plan

预备语句（SPI_prepare返回的）

Datum * values

实际的参数值的数组，必须和语句的参数个数一样。

const char * nulls

一个描述哪个参数是空的数组。必须和参数的个数一样。

如果 nulls 是 NULL，那么 SPI_execp 假设没有参数为空。否则，如果

对应的参数值是非空的，那么 nulls数组的每一项都应该是' '，或者如果

对应的参数值为空，那么 nulls数组的每一项都是'n'。（在后面这种情

况下，对应的 values项中的实际值无关紧要。） 请注意，nulls不是文

本字符串，只是一个数组： 它不需要'\0'终止符。

long count

返回的最大行数，或者 0表示没有限制

 返回值

参阅 SPI_execute_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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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时，SPI_processed和 SPI_tuptable 的设置和 SPI_execute里一样。

2.4.1.17 SPI_cursor_open

 名称

SPI_cursor_open --用 SPI_prepare创建的语句设置一个游标

 语法

Portal SPI_cursor_open(const char * name, SPIPlanPtr plan,

Datum * values, const char * nulls,

bool read_only)

 描述

SPI_cursor_open 设置一个游标 (内部叫 portal)，这个游标可以执行

SPI_prepare准备的语句。参数和对应的 SPI_execute_plan参数具有相同的含义。

使用游标而不是直接执行该语句有两个优点。首先，可以一次只取出一些结

果行，避免为返回很多行的查询过度使用内存。其次，一个 portal 可以比当前

查询生存更长时间（事实上，它可以生存到当前事务结束）。 把 portal 的名称

返回给该过程的调用者提供了一种将一个行集合返回为结果的方法。

被传入的参数数据将被复制到游标的 portal 中，因此在该游标仍然存在时

可以释放掉被传入的参数数据。

 参数

const char * name

portal的名称，或者设置成 NULL让系统选择一个名称

SPIPlanPtr plan

预备语句（SPI_prepare返回的）

Datum * values

一个实际参数值的数组。必须和语句的参数个数相等。

const char * nulls

一个描述哪些参数是 NULL的数组。长度必须和语句的参数个数相等。

如果 nulls是 NULL，那么 SPI_cursor_open假设没有参数为空。否则，

如果对应的参数值是非空的，那么 nulls数组的每一项都应该是' '，或者

如果对应的参数值为空，那么 nulls数组的每一项都是'n'。（在后面这

种情况下，对应的 values 项中的实际值无关紧要。）请注意，nulls不

是文本字符串，只是一个数组：它不需要'\0'终止符。

bool read_only

true用于只读的执行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511

 返回值

指向包含游标 portal的指针。请注意，这里没有错误返回约定；任何错误都

将通过 elog报告。

2.4.1.18 SPI_cursor_open_with_args

 名称

SPI_cursor_open_with_args --使用查询和参数设置一个游标

 语法

Portal SPI_cursor_open_with_args(const char *name,

const char *command,

int nargs, Oid *argtypes,

Datum *values, const char *nulls,

bool read_only, int cursorOptions)

 描述

SPI_cursor_open_with_args建立一个将执行指定查询的游标（在内部是一个

portal）。大部分参数具有和 SPI_prepare_cursor 和 SPI_cursor_open 中相应参数

相同的含义。

对于一次性的查询执行，这个函数应该比 SPI_prepare_cursor 加上其后

的 SPI_cursor_open 更好。如果相同的命令要被用很多不同的参数执行，哪种方

法更快就要取决于重做计划的代价与定制计划带来的好处之间谁更有利。

被传入的参数数据将被复制到游标的 portal 中，因此在该游标仍然存在时

可以释放掉被传入的参数数据。

 参数

const char * name

portal的名称，或者设置成 NULL让系统选择一个名称

const char * command

命令字符串

int nargs

输入参数的个数 ($1, $2等等)

Oid * argtypes

长度为 nargs的数组，包括参数数据类型的 OID

Datum * values

长度为 nargs的数组，包括实际的参数值

const char * nu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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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为 nargs的数组，描述哪个参数为空

如果 nulls 是 NULL，那么 SPI_cursor_open_with_args 假设没有参数为

空。否则，如果对应的参数值是非空的，那么 nulls数组的每一项都应

该是' '，或者如果对应的参数值为空，那么 nulls数组的每一项都是'n'。

（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对应的 values项中的实际值无关紧要。） 请注

意，nulls不是文本字符串，只是一个数组： 它不需要'\0'终止符。

bool read_only

true用于只读的执行

int cursorOptions

游标选项的整型位掩码；零表示缺省行为

 返回值

指向包含游标 portal的指针。请注意，这里没有错误返回约定；任何错误都

将通过 elog报告。

2.4.1.19 SPI_cursor_open_with_paramlist

 名称

SPI_cursor_open_with_paramlist --使用参数设置一个游标

 语法

Portal SPI_cursor_open_with_paramlist(const char *name,

SPIPlanPtr plan,

ParamListInfo params,

bool read_only)

 描述

SPI_cursor_open_with_paramlist建立一个游标（在内部是一个 portal），它

将执行一个由 SPI_prepare 准备好的语句。这个函数等效于 SPI_cursor_open，不

过被传递给该查询的参数值的信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ParamListInfo表现形式更

方便于把这种格式的值向下传递。它也支持通过 ParamListInfo 中指定的钩子函

数动态设置参数。

被传入的参数数据将被复制到游标的 portal 中，因此在该游标仍然存在时

可以释放掉被传入的参数数据。

 参数

const char * name

portal的名称，或者设置为 NULL让系统选择一个名称

SPIPlanPt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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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语句（SPI_prepare返回的）

ParamListInfo params

包含参数类型和值的数据结构；如果没有则为 NULL

bool read_only

true用于只读的执行

 返回值

指向包含游标入口的指针。请注意，这里没有错误返回约定；任何错误都将

通过 elog报告。

2.4.1.20 SPI_cursor_find

 名称

SPI_cursor_find --用名称寻找并执行一个现存的游标

 语法

Portal SPI_cursor_find(const char * name)

 描述

SPI_cursor_find通过名称寻找一个现存的 portal。主要用于解析一些其它函

数返回的文本的游标名称。

 参数

const char * name

portal的名称

 返回值

指向指定名称的 portal的指针，如果没有找到就是 NULL

2.4.1.21 SPI_cursor_fetch

 名称

SPI_cursor_fetch --从一个游标里抓取一些行

 语法

void SPI_cursor_fetch(Portal portal, bool forward, long count)

 描述

SPI_cursor_fetch 从一个游标里抓取一些行。这个函数等效于 SQL 命令

FETCH的一个子集（参阅 SPI_scroll_cursor_fetch获取更多功能性）。

 参数

Portal portal

包含游标的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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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 forward

向前抓取时为真，向后抓取时为假

long count

要抓取的最大行数

 返回值

成功时，像 SPI_execute那样设置 SPI_processed和 SPI_tuptable

 注意

如果游标的规划没有使用 CURSOR_OPT_SCROLL 选项创建，那么向后抓

取会失败。

2.4.1.22 SPI_cursor_move

 名称

SPI_cursor_move --移动一个游标

 语法

void SPI_cursor_move(Portal portal, bool forward, long count)

 描述

SPI_cursor_move忽略游标中的一些行。这个函数等效于 SQL 命令MOVE

的一个子集（参阅 SPI_scroll_cursor_move获取更多功能性）。

 参数

Portal portal

包含游标的 portal

bool forward

向前移动时为真，向后移动时为假

long count

移动的最大行数

 注意

如果游标的规划没有使用 CURSOR_OPT_SCROLL 选项创建，那么向后移

动会失败。

2.4.1.23 SPI_scroll_cursor_fetch

 名称

SPI_scroll_cursor_fetch --从一个游标中抓取一些行

 语法

void SPI_scroll_cursor_fetch(Portal portal, FetchDirection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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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count)

 描述

SPI_scroll_cursor_fetch 从一个游标中抓取一些行。这个函数等效于 SQL 命

令的 FETCH。

 参数

Portal portal

包含游标的 portal

FetchDirection direction

FETCH_FORWARD、FETCH_BACKWARD、 FETCH_ABSOLUTE 或

FETCH_RELATIVE之一

long count

FETCH_FORWARD 或 FETCH_BACKWARD 抓 取 的 最 大 行 数 ；

FETCH_ABSOLUTE抓取的绝对行数；FETCH_RELATIVE抓取的相对

行数。

 返回值

如果成功，SPI_processed和 SPI_tuptable 的设置和 SPI_execute里一样。

 注意

参阅 SQL FETCH命令获取 direction 和 count参数的解释的详细信息。

如果游标的规划没有使用有 CURSOR_OPT_SCROLL 选项创建，除

FETCH_FORWARD之外的方向值会失败。

2.4.1.24 SPI_scroll_cursor_move

 名称

SPI_scroll_cursor_move --移动一个游标

 语法

void SPI_scroll_cursor_move(Portal portal, FetchDirection direction,

long count)

 描述

SPI_scroll_cursor_move忽略游标中的一些行数。这个函数相当于 SQL命令

MOVE。

 参数

Portal portal

包含游标的 portal

FetchDirection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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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CH_FORWARD、FETCH_BACKWARD、 FETCH_ABSOLUTE 或

FETCH_RELATIVE之一

long count

FETCH_FORWARD 或 FETCH_BACKWARD 移 动 的 行 数 ；

FETCH_ABSOLUTE移动的绝对行数；FETCH_RELATIVE 移动的相对

行数

 返回值

如果成功，SPI_processed 的设置和 SPI_execute 里的一样。SPI_tuptable 设

置为 NULL，因为这个函数没有返回行。

 注意

参阅 SQL FETCH命令获取 direction 和 count参数的解释的详细信息。

如 果 游 标 的 规 划 没 有 使 用 CURSOR_OPT_SCROLL 选 项 创 建 ， 除

FETCH_FORWARD之外的方向值会失败。

2.4.1.25 SPI_cursor_close

 名称

SPI_cursor_close --关闭一个游标

 语法

void SPI_cursor_close(Portal portal)

 描述

SPI_cursor_close关闭一个前面创建的游标并且释放其 portal存储。

所有打开的游标会在事务结束时自动关闭。只有在希望更早释放资源的时候

才需要调用 SPI_cursor_close。

 参数

Portal portal

包含游标的 portal

2.4.1.26 SPI_keepplan

 名称

SPI_keepplan --保存一个预备语句

 语法

int SPI_keepplan(SPIPlanPtr plan)

 描述

SPI_keepplan 保存一个已经传递了的语句（SPI_prepare 准备的），所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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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会通过 SPI_finish或者事务管理器释放。这让你能够在当前会话的后续调用

中重新使用预备语句。

 参数

SPIPlanPtr plan

要保存的预备语句

 返回值

成 功 时 为 0 ； 如 果 plan 是 NULL 或 者 无 效 的 ， 那 么 返 回

SPI_ERROR_ARGUMENT

 注意

这个函数通过指针调整的方法（不需要数据复制）将被传入的语句重定位到

永久存储中。如果你稍后想要删除它，在其上使用 SPI_freeplan。

2.4.1.27 SPI_saveplan

 名称

SPI_saveplan --保存一个预备语句

 语法

SPIPlanPtr SPI_saveplan(SPIPlanPtr plan)

 描述

SPI_saveplan 把一个被传入的语句（由 SPI_prepare 准备好）复制到不会

被 SPI_finish或者事务管理器释放的内存中。这让你能够在当前会话的后续调用

中重用预备语句。

 参数

SPIPlanPtr plan

要保存的预备语句

 返回值

要被复制的语句的指针；如果没有成功则返回 NULL。错误时，SPI_result

会被这样设置：

SPI_ERROR_ARGUMENT

如果 plan是 NULL或者无效的

SPI_ERROR_UNCONNECTED

如果从一个未连接的过程中调用

 注意

原先传入的语句并没有释放，所以你可能希望在其上执行 SPI_freeplan，以

避免在 SPI_finish之前发生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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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SPI_keepplan更适用于执行这种功能，因为它极大程度上

达到了同样的结果而无需物理地复制该预备语句的数据结构。

2.4.2 接口支持函数

这里描述的函数提供了一个接口从 SPI_execute 及其他 SPI函数返回的结果

集中抽取信息。

所有本节描述的函数都可以用于已连接和未连接的过程。

2.4.2.1SPI_fname

 名称

SPI_fname --为指定的列号确定列名

 语法

char * SPI_fname(TupleDesc rowdesc, int colnumber)

 描述

SPI_fname返回一个指定列的列名拷贝（当你不再需要该列名拷贝后，可以

使用 pfree释放它）。

 参数

TupleDesc rowdesc

输入行描述

int colnumber

列号(从 1 开始)

 返回值

列名；如果 colnumber 超出范围则返回 NULL。错误时，SPI_result 设置为

SPI_ERROR_NOATTRIBUTE。

2.4.2.2SPI_fnumber

 名称

SPI_fnumber --为一个指定的列名确定列号

 语法

int SPI_fnumber(TupleDesc rowdesc, const char * colname)

 描述

SPI_fnumber返回指定列名的列号。

如果 colname引用的是一个系统字段(比如 oid)，那么将返回合适的负数字段

编号。调用者应该仔细测试返回值是不是正好为 SPI_ERROR_NO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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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检测错误；除非要拒绝系统字段，否则，测试结果小于或者等于 0 是不正确

的判断方法。

 参数

TupleDesc rowdesc

输入行描述

const char * colname

列名

 返回值

列 号 ( 从 1 开 始 记 ) ， 如 果 没 有 找 到 该 名 称 的 字 段 ， 返 回

SPI_ERROR_NOATTRIBUTE

2.4.2.3SPI_getvalue

 名称

SPI_getvalue --返回指定字段的字符串值

 语法

char * SPI_getvalue(HeapTuple row, TupleDesc rowdesc, int colnumber)

 描述

SPI_getvalue返回指定字段的数值的字符串表现形式。

结果在使用 palloc 分配的内存中返回。在你不需要该结果时，你可以使用

pfree释放内存。

 参数

HeapTuple row

要检查的输入行

TupleDesc rowdesc

输入行描述

int colnumber

列号(从 1 开始)

 返回值

列值，如果列是空，或者 colnumber 超出范围 (SPI_result 设置为

SPI_ERROR_NOATTRIBUTE)，或者没有可用的输出函数 (SPI_result 设置为

SPI_ERROR_NOOUTFUNC)的时候，返回 NULL。

2.4.2.4SPI_getbinval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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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_getbinval --返回指定列的二进制值

 语法

Datum SPI_getbinval(HeapTuple row, TupleDesc rowdesc, int colnumber,

bool * isnull)

 描述

SPI_getbinval以数据的内部形式(像类型 Datum) 返回声明列的数值。

这个函数并不为数据分配新的空间。如果是传递引用数据类型，那么返回值

将是指向传递的行的指针。

 参数

HeapTuple row

输入的要检查的行

TupleDesc rowdesc

输入行描述

int colnumber

列号(从 1 开始记)

bool * isnull

列里 NULL 的标志

 返回值

返回该字段的二进制值。如果字段为空，那么 isnull 指向的变量设置为真，

否则为假。

错误时，SPI_result设置为 SPI_ERROR_NOATTRIBUTE。

2.4.2.5SPI_gettype

 名称

SPI_gettype --返回指定字段的数据类型名

 语法

char * SPI_gettype(TupleDesc rowdesc, int colnumber)

 描述

SPI_gettype 返回指定字段的数据类型名称的一份拷贝。如果你不再需要它

了，你可以使用 pfree释放名称的拷贝。

 参数

TupleDesc rowdesc

输入行描述

int col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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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号(从 1 开始记)

 返回值

指定字段的数据类型名，如果错误，则为 NULL 。错误时，SPI_result设置

为 SPI_ERROR_NOATTRIBUTE。

2.4.2.6SPI_gettypeid

 名称

SPI_gettypeid --返回指定列的数据类型 OID

 语法

Oid SPI_gettypeid(TupleDesc rowdesc, int colnumber)

 描述

SPI_gettypeid返回该指定列的数据类型的 OID。

 参数

TupleDesc rowdesc

输入行描述

int colnumber

列号(从 1 开始记)

 返回值

指定列的数据类型的 OID，或者错误时是 InvalidOid。在出错的时候，

SPI_result设置为 SPI_ERROR_NOATTRIBUTE。

2.4.2.7SPI_getrelname

 名称

SPI_getrelname --返回指定关系的名称

 语法

char * SPI_getrelname(Relation rel)

 描述

SPI_getrelname返回该指定关系的名称的拷贝。如果你不再需要这个名称，

可以用 pfree释放这个拷贝。

 参数

Relation rel

输入关系

 返回值

指定关系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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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8SPI_getnspname

 名称

SPI_getnspname --返回指定关系的命名空间

 语法

char * SPI_getnspname(Relation rel)

 描述

SPI_getnspname返回指定关系所属的命名空间的名字的拷贝。这个数值等于

该关系的模式。在你使用完毕之后，应该调用 pfree释放它。

 参数

Relation rel

输入关系

 返回值

指定关系的命名空间的名称

2.4.3 内存管理

HighGo DB在内存上下文中分配内存，内存上下文为管理在多个不同位置、

具有不同生存时间需要的分配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法。销毁一个上下文会释放所

有在其中分配的内存。因此不必跟踪单个对象来避免内存泄露，而是只需要管理

数量相对较少的上下文即可。palloc和相关的函数可以从"当前"上下文中分配内

存。

SPI_connect创建一个新的内存上下文并且让它成为当前上下文。SPI_finish

恢复之前的当前上下文并且销毁由 SPI_connect创建的内存上下文。这些动作确

保在你的过程中分配的瞬态内存在过程退出时被回收，从而避免内存泄露。

不过，如果你的过程需要返回一个在已分配内存中的对象（例如一个传引用

数据类型的值），你不能使用 palloc分配内存，或者说至少不能在连接到 SPI 时

这样做。如果你试着这样做，该对象会被 SPI_finish解除分配，那么你的过程将

无法可靠地工作。要解决这个问题，应使用 SPI_palloc来为要返回的对象分配内

存。 SPI_palloc 会在 "上层执行器上下文"中分配内存，也就是当 SPI_connect被

调用时的当前内存上下文，它才是从你的过程中返回的值最适合的上下文。

如果在过程中还没有连接到 SPI 时调用 SPI_palloc，那么它的效用就和普通

的 palloc相同。在一个过程连接到 SPI 管理器之前，当前的内存上下文就是上

层的执行器上下文，所以所有由该过程通过 palloc或者 SPI 功能函数分配的内

存都在这个上下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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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SPI_connect被调用时，这个过程的私有上下文（由 SPI_connect）会被作

为 当 前 上 下 文 。 所 有 用 palloc 、 repalloc 或 者 SPI 功 能 函 数 （ 除

了 SPI_copytuple、 SPI_returntuple、 SPI_modifytuple和 SPI_palloc）分配的内存

都在这个上下文中。 当一个过程从 SPI 管理器断开连接时（通过 SPI_finish），

当前上下文被恢复到上层的执行器上下文，并且在该过程的内存上下文中分配的

内存都会被释放，之后再不能被使用。

这一节中描述的所有函数都可以在已连接和未连接的过程中使用。在一个未

连接的过程中，它们的行为和底层的普通服务器函数（ palloc等）相同。

2.4.3.1SPI_palloc
 名称

SPI_palloc --在上层执行器上下文里分配内存

 语法

void * SPI_palloc(Size size)
 描述

SPI_palloc在上层执行器上下文里分配内存。

 参数

Size size

要分配的存储空间的大小，以字节记

 返回值

指向指定大小的新存储空间的指针

2.4.3.2SPI_repalloc
 名称

SPI_repalloc --在上层执行器上下文里重新分配内存

 语法

void * SPI_repalloc(void * pointer, Size size)
 描述

SPI_repalloc改变一个前面用 SPI_palloc 分配的内存段的大小。

这个函数现在和 repalloc没什么区别。保留它只是为了向后兼容现有的代码。

 参数

void * pointer

一个指向要改变的现有存储空间的指针

Size size

分配的存储空间的大小，以字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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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值

指向具有指定大小的新存储空间的指针，现有区域的上下文会被复制到其中

2.4.3.3SPI_pfree
 名称

SPI_pfree --在上层执行器上下文里释放内存

 语法

void SPI_pfree(void * pointer)
 描述

SPI_pfree释放前面用 SPI_palloc 或 SPI_repalloc分配的内存。

这个函数和 pfree没什么不同。保留它主要是为了向下兼容现有代码。

 参数

void * pointer

一个指向要释放的现有存储的指针

2.4.3.4SPI_copytuple
 名称

SPI_copytuple --在上层执行器上下文中创建一行的拷贝

 语法

HeapTuple SPI_copytuple(HeapTuple row)
 描述

SPI_copytuple 在上层执行器上下文中为一行创建一份拷贝。这个函数通常

用于从触发器里返回一个修改过的行。在声明为返回复合类型的函数里，应该使

用 SPI_returntuple。
 参数

HeapTuple row

要拷贝的行

 返回值

被拷贝的行；只有在 tuple是 NULL 时才返回 NULL

2.4.3.5SPI_returntuple
 名称

SPI_returntuple --准备把一个行当作 Datum 返回

 语法

HeapTupleHeader SPI_returntuple(HeapTuple row, TupleDesc rowdesc)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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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_returntuple为一个行在上层执行器上下文中创建一个拷贝，把它以一种

行 类 型 Datum 的 形 式 返 回 。 被 返 回 的 指 针 只 需 要 在 返 回 前 通 过

PointerGetDatum被转换成 Datum。

注意这应该被用于声明为要返回组合类型的函数。它不能用于触发器，在触

发器中应使用 SPI_copytuple来返回一个被修改的行。

 参数

HeapTuple row

将要被拷贝的行

TupleDesc rowdesc

行的描述符(每次都传递同样的描述符可以获取最高缓冲效率)
 返回值

HeapTupleHeader指向拷贝好的行；只有在 row 或 rowdesc是 NULL的时候

才返回 NULL

2.4.3.6SPI_modifytuple
 名称

SPI_modifytuple --通过替换一个给出行的选定的字段来创建一行

 语法

HeapTuple SPI_modifytuple(Relation rel, HeapTuple row, int ncols,
int * colnum, Datum * values, const char *

nulls)
 描述

SPI_modifytuple创建一个新行，其中选定的列用新值替代，其他列则从输入

行中拷贝。输入行本身不被修改。

 参数

Relation rel

只用于该行的行描述符的源(传递一个关系而不是一个行描述符是一个

令人头疼的特性)。
HeapTuple row

要修改的行

int ncols

要修改的字段数目

int * colnum

长度为 ncols的一个数组，包含要修改的列号(列号从 1 开始记)
Datum * values

长度为 ncols的一个数组，包含指定列的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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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char * Nulls

长度为 ncols的一个数组，描述哪个新值是空

如果 nulls是 NULL，那么 SPI_modifytuple假设没有参数为空。否则，

如果对应的参数值是非空的，那么 nulls数组的每一项都应该是' '，或者

如果对应的参数值为空，那么 nulls数组的每一项都是'n'。（在后面这

种情况下，对应的 values项中的实际值无关紧要。） 请注意，nulls不

是文本字符串，只是一个数组：它不需要'\0'终止符。

 返回值

修改后的新行，在上层执行器上下文中分配；只有在 row 是 NULL 的时候

为 NULL
错误时，SPI_result的设置如下：

SPI_ERROR_ARGUMENT

如果 rel是 NULL，或者如果 row是 NULL，或者如果 ncols小于或者等

于 0 ，或者 colnum是 NULL，或者如果 values是 NULL。
SPI_ERROR_NOATTRIBUTE

如果 colnum包含一个无效的列号(小于或者等于 0 或者大于 row里的

列数)

2.4.3.7SPI_freetuple
 名称

SPI_freetuple --释放在上层执行器上下文中分配的一行

 语法

void SPI_freetuple(HeapTuple row)
 描述

SPI_freetuple释放一个前面在上层执行器上下文中分配的行。

这个函数和 heap_freetuple没什么区别。保留它主要是为了向后兼容现有代

码。

 参数

HeapTuple row

要释放的行

2.4.3.8SPI_freetuptable
 名称

SPI_freetuptable --释放一个由 SPI_execute或者类似的函数创建的行集

 语法

void SPI_freetuptable(SPITupleTable * tup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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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SPI_freetuptable释放一个由前面的 SPI 命令执行函数（比如 SPI_execute）
创建的行集。因此，这个函数调用的时候通常用全局变量 SPI_tupletable作为参

数。

如果一个 SPI 过程需要执行多个命令并且不想保留早期命令的结果，这个

函数就有用了。注意，SPI_finish会释放任何还未释放的行集合。还有，如果在

一个 SPI 过程的执行中开始了一个子事务并且后来被中止，SPI 会自动释放该

子事务运行期间创建的任何行集合。

 参数

SPITupleTable * tuptable

一个指向要释放的行集的指针，NULL表示什么也不做

2.4.3.9SPI_freeplan
 名称

SPI_freeplan -- 释放一个前面保存的预备语句

 语法

int SPI_freeplan(SPIPlanPtr plan)
 描述

SPI_freeplan 释放一个以前由 SPI_prepare 返回的或者是用 SPI_keepplan 或

SPI_saveplan 保存的预备语句。

 参数

SPIPlanPtr plan

指向要释放的语句的指针

 返回值

成功时为 0；如果 plan是 NULL或无效，返回 SPI_ERROR_ARGUMENT

2.4.4 数据改变的可视性

下面规则决定使用 SPI 的函数(或者任何其它 C 函数)中数据修改的可视

性：

 在一个 SQL 命令执行期间，该命令所作的任何数据更改对该命令本身

是不可见的。例如，在

INSERT INTO a SELECT * FROM a;
中，被插入的行是 SELECT部分不可见的。

 一个命令 C 所作的更改对所有在 C 之后开始的命令可见，不管它们

是否在 C 之中（在 C 的执行期间）开始还是在 C 完成之后开始。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823cn/spi-visibil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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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 SQL 命令（或者一个普通函数或者触发器）调用的函数内通过

SPI 执行的命令遵循以上哪条规则取决于传递给 SPI 的读/写标志。以

只读模式执行的命令遵循第一条规则：它们不能看到调用它们的命令的

改变。在读写模式中执行的命令遵循第二条规则：它们能看见目前为止

所有的改变。

 所有的标准过程语言会基于函数的易变性属性设置 SPI 读写模

式。 STABLE 和 IMMUTABLE 函数的命令会以只读模式完成，而

VOLATILE 函数的命令会以读写模式完成。虽然 C 函数的编写者可以

违反这种习惯，但是最好不要那样做。

下一节里包含一些例子，演示了这些规则的应用。

2.4.5 例子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SPI 使用的例子。过程 execq 在其第一个参数里接收

一个 SQL 命令，第二个参数接收一个行计数，用 SPI_exec 执行这个查询并且

返回该命令处理过的记录个数。您可以在 src/test/regress/regress.c 和 contrib/spi
里找更复杂的例子。

#include "postgres.h"

#include "executor/spi.h"

#include "utils/builtins.h"

#ifdef PG_MODULE_MAGIC

PG_MODULE_MAGIC;

#endif

int execq(text *sql, int cnt);

int

execq(text *sql, int cnt)

{

char *command;

int ret;

int proc;

/* 把给定的文本对象转换成一个 C 字符串 */

command = text_to_cstring(sql);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823cn/spi-examp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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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_connect();

ret = SPI_exec(command, cnt);

proc = SPI_processed;

/*

* 如果取出了一些行，通过 elog(INFO) 打印它们。

*/

if (ret > 0 && SPI_tuptable != NULL)

{

TupleDesc tupdesc = SPI_tuptable->tupdesc;

SPITupleTable *tuptable = SPI_tuptable;

char buf[8192];

int i, j;

for (j = 0; j < proc; j++)

{

HeapTuple tuple = tuptable->vals[j];

for (i = 1, buf[0] = 0; i <= tupdesc->natts; i++)

snprintf(buf + strlen (buf), sizeof(buf) - strlen(buf), " %s%s",

SPI_getvalue(tuple, tupdesc, i),

(i == tupdesc->natts) ? " " : " |");

elog(INFO, "EXECQ: %s", buf);

}

}

SPI_finish();

pfree(command);

return (proc);

}

（为了便于理解，这个函数使用了调用习惯版本 0。在实际的应用中，你应

该使用新的版本 1 接口）。

在把该函数编译到一个共享库中之后，这样声明该函数：

CREATE FUNCTION execq(text, integer) RETURNS integer

AS '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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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

下面是一个会话实例：

=> SELECT execq('CREATE TABLE a (x integer)', 0);

execq

-------

0

(1 row)

=> INSERT INTO a VALUES (execq('INSERT INTO a VALUES (0)', 0));

INSERT 0 1

=> SELECT execq('SELECT * FROM a', 0);

INFO: EXECQ: 0 -- inserted by execq

INFO: EXECQ: 1 -- returned by execq and inserted by upper INSERT

execq

-------

2

(1 row)

=> SELECT execq('INSERT INTO a SELECT x + 2 FROM a', 1);

execq

-------

1

(1 row)

=> SELECT execq('SELECT * FROM a', 10);

INFO: EXECQ: 0

INFO: EXECQ: 1

INFO: EXECQ: 2 -- 0 + 2，按照所指定的，只有一行被插入

execq

-------

3 -- 10 只是最大值，3 是实际的行数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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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TE FROM a;

DELETE 3

=> INSERT INTO a VALUES (execq('SELECT * FROM a', 0) + 1);

INSERT 0 1

=> SELECT * FROM a;

x

---

1 -- 没有行在 a (0) + 1

(1 row)

=> INSERT INTO a VALUES (execq('SELECT * FROM a', 0) + 1);

INFO: EXECQ: 1

INSERT 0 1

=> SELECT * FROM a;

x

---

1

2 -- 有一行在 in a + 1

(2 rows)

-- 这证明了数据改变可见性规则：

=> INSERT INTO a SELECT execq('SELECT * FROM a', 0) * x FROM a;

INFO: EXECQ: 1

INFO: EXECQ: 2

INFO: EXECQ: 1

INFO: EXECQ: 2

INFO: EXECQ: 2

INSERT 0 2

=> SELECT * FROM a;

x

---

1

2

2 -- 2 行 * 1 （第一行中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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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rows (2 + 1 被插入) * 2 （第二行中的 x）

(4 rows) ^^^^^^

不同调用中 execq() 的行可见性

2.5 libpq - C库

2.5.1 参数关键词

target_session_attrs

如果此参数设置为 read-write，则只有默认接受读写事务的连接才被认为是

可接受的。查询 SHOW transaction_read_only将在任何成功连接时发送;如果它返

回 on，则连接将被关闭。如果在连接字符串中指定了多个主机，则将尝试任何

剩余的服务器，就像连接尝试失败一样。此参数的默认值 any将所有连接视为可

接受。

passfile

指定用于存储密码的文件的名称（请参阅第 33.15节）。默认为~/.pgpass，

或%APPDATA%\postgresql\pgpass.conf 在 Microsoft Windows 上。（如果此文件

不存在，则不会报告错误。）

2.5.2 数据库连接控制功能

可以指定要连接的多个主机，以便按给定顺序尝试它们。在关键字/值格式，

则 host，hostaddr和 port选项接受逗号分隔值的列表。必须在指定的每个选项中

给出相同数量的元素，例如第一个 hostaddr对应于第一个主机名，第二个 hostaddr
对应于第二个主机名，依此类推。作为例外，如果只 port指定了一个，则它适用

于所有主机。

在连接 URI格式中，您可以在 URI host:port的 host组件中列出由逗号分隔

的多个对。

无论采用哪种格式，单个主机名都可以转换为多个网络地址。一个常见的例

子是同时具有 IPv4和 IPv6地址的主机。

如果指定了多个主机，或者将单个主机名转换为多个地址，则将按顺序尝试

所有主机和地址，直到成功为止。如果无法访问任何主机，则连接失败。如果连

接成功建立，但身份验证失败，则不会尝试列表中的其余主机。

如果使用密码文件，则可以为不同的主机使用不同的密码。列表中的每个主

机的所有其他连接选项都是相同的;例如，不可能为不同的主机指定不同的用户

http://www.postgresql.cn/docs/10/libpq-pgpa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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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2.6 Java访问 HighGo DB

2.6.1 jdk的安装

（1） 找到下载完成的 jdk-7u67-windows-x64.exe可执行文件，双击运行；

（2） 打开 JDK的安装向导，界面如下：

（3） 点击下一步，进行自定义安装，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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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默认安装路径，点击下一步：

（5） 安装完毕，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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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Eclipse环境的搭配

下载 Eclipse并安装，配置步骤如下：

（1）配置 jdk

打开 Eclipse，在菜单栏选择 Window—Preferences 一项，然后选择

Java—Installed JREs。最后点击 Add添加 j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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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置 tomcat

打开 Eclipse，在菜单栏选择Window—Preferences一项，然后选择 Server—

Runtime Environments，点击 Add选择安装的 tomcat的版本，并浏览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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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HighGo DB数据库 JDBC驱动配置

（1）下载驱动

根据 JDK的版本，选择合适的 HighGo DB程序驱动包进行下载。比如：

JDK6选择 hgdb-4.0-jdbc4.jar

JDK7选择 hgdb-4.0-jdbc41.jar

JDK8及以上选择 hgdb-4.0-jdbc42.jar

（2）配置驱动

选中项目，并在 Eclipse的菜单栏中找到 Project—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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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Java Build Path。在这里有两种添加 jar文件的方式，一种为 Add External

JARs，另一种为 Add JARs。第一种是选择项目内部的 jar文件进行添加（此种方

式前提为此 jar文件已经放到项目的目录下），另外一种为直接添加外部 jar文件，

选择本地计算机的 jar文件，这种方式的缺陷是，当整个项目被迁移到另外一个

环境中时，需要重新配置 jdbc。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在找到 jdbc的 jar包之后，

将 jar添加到项目中即可。

（3）JDBC连接参数如下：

String dbDriver = "com.highgo.jdbc.Driver";
String url = "jdbc:highgo://ip地址:端口号/数据库名";
String userName="用户名";
String password="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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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编写程序、连接 HighGo DB数据库

连接 HighGo DB中 highgo数据库，student表数据如下：

highgo=# select * from student;
num | name | age | addr | grade
-----+------+-----+-------------------+-------

1 | 张文 | 17 | 滨州市 | 1
2 | 张新 | 18 | 高新区 | 2
3 | 马云 | 20 | 北京市市中区 188号 | 1
4 | 王明 | 18 | 高新区丁豪广场 | 1
5 | 杨俊 | 19 | 高新区齐鲁软件园 | 2
6 | 马谭 | 20 | 高新区铭盛广场 | 3
7 | 马路 | 17 | 高新区铭顶大厦 | 1
8 | 王平 | 18 | 历下区飞跃大道 | 2
9 | 王勇 | 20 | 将军路 | 3
10 | 李潇 | 18 | 和平路 | 1
11 | 李凯 | 21 | 黄金时代广场 | 3

(11 行记录)
（1）新建连接数据库的类

选择 Eclipse的菜单栏，选择 File—New—Class

（2）填写 class类的 name名称：比如 testhigh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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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写代码

import java.sql.Connection;
import java.sql.DriverManager;
import java.sql.ResultSet;
import java.sql.Statement;

public class testhighgo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Connection ct=null;
Statement sm=null;
ResultSet rs=null;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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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HighGo DB的驱动

Class.forName("com.highgo.jdbc.Driver");
ct=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jdbc:highgo://localhost:5866/high
go", "Administrator", "");
sm=ct.createStatement();

//执行查询语句

String sql="select name,num from student order by name";
System.out.println("sql====="+sql);
rs=sm.executeQuery(sql);
//循环结果，并打印

while(rs.next()){

System.out.println("nmu===="+rs.getString(2)+"
name===="+rs.getString(1));

}
//抛出异常

}catch (Exception e){
e.printStackTrace();

}finally{
//关闭数据库连接

try {

if(rs!=null){

rs.close();
}
if(sm!=null){

sm.close();
}
if(ct!=null){

ct.close();
}

}
catch (Exception ex) {

ex.printStackTr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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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编译、运行

在项目管理栏中，选择 testhighgo，右键选择 Run As——Java Application

（5）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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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hibernate与 HighGo DB整合

2.7.1 HighGo DB中创建新库及表

连接 HighGo DB中 highgo数据库，student表数据如下：

highgo=# create table student(

highgo (# num int,

highgo (# name varchar(12),

highgo (# age int,

highgo (# addr varchar(20),

highgo (# grade varchar(1)

highgo (# );

CREATE TABLE

highgo=#\d student

数据表 ”public.studnet”

栏位 | 类型 | 修饰词

-------+-----------------------+--------

num | integer |

name | character varying(12) |

age | integer |

addr | character varying(20) |

grade | character varying(1) |

highgo=# select * fron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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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 name | age | addr | grade

-----+------+-----+------+-------

(0 行记录)

2.7.2 Eclipse中创建新项目

选择菜单栏 File---New--Project

选择 Dynamic Web Project进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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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Project name 选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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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下载 hibernate jar包，并进行配置

（1）网上下载 hibernate相关 jar包，如下：

antlr.jar
asm.jar
asm-attrs.jar
cglib-2.1.3.jar
commons-collections.jar
commons-logging.jar
dom4j-1.6.1.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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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cache.jar
jta.jar
log4j-1.2.11.jar
hibernate3.jar
hgdb-4.0-jdbc41.jar

（2）配置 hibernate jar包

将 以 上 jar 包 拷 贝 到 新 的 项 目 中 去 。 比 如 ：

F:\JavaWorkspace\testhibernate\WebContent\WEB-INF\lib 目录下面。查看一下

testhibernate项目是否加载上：

首先刷新 testhibernate 项目；然后选择 testhibernate 项目，点击右键选择

Properties：

再选择 Java Build Path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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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刚才拷贝的 jar包是否加载过来。

2.7.4 编写持久类 Student.java,并创建 hibernate 映射文件

student.hbm.xml
（1）编写一个学生对象类 Student.java,如下：

package model;
public class Student {

private Integer num;
private String name;
private Integer age;
private String addr;
private String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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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get()/set()方法

public String getAddr() {
return addr;

}
public void setAddr(String addr) {

this.addr = addr;
}
public Integer getAge() {

return age;
}
public void setAge(Integer age) {

this.age = age;
}
public String getGrade() {

return grade;
}
public void setGrade(String grade) {

this.grade = grade;
}
public String getName() {

return name;
}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name) {

this.name = name;
}
public Integer getNum() {

return num;
}
public void setNum(Integer num) {

this.num = num;
}

}
（2）编写 hibernate映射文件 student.hbm.xml

<?xml version="1.0"?>

<!DOCTYPE hibernate-mapping PUBLIC
"-//Hibernate/Hibernate Mapping DTD 2.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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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bernate.sourceforge.net/hibernate-mapping-3.0.dtd ">
<hibernate-mapping>

<class name="model.Student" table="student">
<id name="num" column="num" >

<generator class="increment"/>
</id>

<property name="name" type="string">
<column name="name" length="12" />

</property>

<property name="age" type="int">
<column name="age" />

</property>

<property name="addr" type="string">
<column name="addr" length="20" />

</property>

<property name="grade" type="string">
<column name="grade" length="1" />

</property>

</class>

</hibernate-mapping>

2.7.5 编写取得 session的类 HibernateUtil.java
package persistence;

import org.hibernate.HibernateException;
import org.hibernate.Session;
import org.hibernate.SessionFactory;
import org.hibernate.cfg.Configuration;

public class HibernateUtil {
private static final SessionFactory SessionFactory;
static{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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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Factory=new
Configuration().configure().buildSessionFactory();

}catch(HibernateException ex){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ex.getMessage());

}
}

public static Session currntSession() throws HibernateException{
Session s=sessionFactory.openSession();
return s;

}
public static void closeSession(Session s){

if(s!=null){
s.close();

}
}

}

2.7.6 编写操作数据库的 java文件 DAOImp.java
package persistence;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model.Student;

import org.hibernate.HibernateException;
import org.hibernate.Query;
import org.hibernate.Session;
import org.hibernate.Transaction;

public class DAOImp {
static Session session=null;
//创建新的学生信息

public static void createStu(Student stu){
try{

session=HibernateUtil.currntSession();
Transaction tx=session.beginTransaction();
session.save(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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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commit();
}catch(HibernateException ex){

ex.printStackTrace();
}finally{

HibernateUtil.closeSession(session);
}

}
//删除学生信息

public static void delStu(Integer num){
try{

session=HibernateUtil.currntSession();
Transaction tx=session.beginTransaction();
Student stu=(Student)session.get(Student.class, num);
session.delete(stu);
tx.commit();

}catch(HibernateException ex){
ex.printStackTrace();

}finally{
HibernateUtil.closeSession(session);

}
}

//修改学生信息

public static void mdStu(Student stu){
try{

session=HibernateUtil.currntSession();
Transaction tx=session.beginTransaction();
session.update(stu);
tx.commit();

}catch(HibernateException ex){
ex.printStackTrace();

}finally{
HibernateUtil.closeSession(session);

}
}

//显示所有学生信息

public static List getAllStu(){
List list=null;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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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HibernateUtil.currntSession();
Transaction tx=session.beginTransaction();
Query q=session.createQuery("from Student");
list=q.list();
tx.commit();

}catch(HibernateException ex){
ex.printStackTrace();

}finally{
HibernateUtil.closeSession(session);

}
return list;

}

}

2.7.7 配置 hibernate 的描述文件 hibernate.cfg.xml 及 log4j 初

始化文件

（1）配置 hibernate.cfg.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OCTYPE hibernate-configuration PUBLIC
"-//Hibernate/Hibernate Configuration DTD 3.0//EN"
"http://www.hibernate.org/dtd/hibernate-configuration-3.0.dtd" >

<hibernate-configuration>

<session-factory>
<property name="connection.username">Administrator</property>
<property name="connection.url">

jdbc:highgo://localhost:5866/highgo
</property>
<property name="dialect">

org.hibernate.dialect.PostgreSQLDialect
</property>
<property name="connection.driver_class">

com.highgo.jdbc.Driver
</property>
<mapping resource="model/Student.hbm.x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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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factory>

</hibernate-configuration>
（2）配置 log4j.properties

#log4j.rootLogger=ERROR,INFO,A1 , R
#log4j.appender.ERROR=org.apache.log4j.ConsoleAppender
#log4j.appender.ERROR.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
#log4j.appender.ERROR.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yy-MM-dd

HH:mm:ss} [%c]-[%p] %m%n%l
#log4j.appender.INFO=org.apache.log4j.ConsoleAppender
#log4j.appender.INFO.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
#log4j.appender.INFO.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yy-MM-dd HH:mm:ss}

[%c]-[%p] %m%n%l
#log4j.appender.A1=org.apache.log4j.ConsoleAppender
#log4j.appender.A1.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
#log4j.appender.A1.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yy-MM-dd HH:mm:ss}

[%c]-[%p] %m%n%l
#log4j.appender.R=org.apache.log4j.RollingFileAppender
#log4j.appender.R.File=c:/Tomcat/logs/log4j.log
#log4j.appender.R.MaxFileSize=100KB
#log4j.appender.R.MaxBackupIndex=100
#log4j.appender.R.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
#log4j.appender.R.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yy-MM-dd HH:mm:ss}

[%c]-[%p] %m%n%l

log4j.rootLogger=info,CONSOLE
log4j.appender.CONSOLE=org.apache.log4j.ConsoleAppender
log4j.appender.CONSOLE.Target=System.out
log4j.appender.CONSOLE.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
log4j.appender.CONSOLE.layout.ConversionPattern= %4p [%t] (%F:%L)

- %m%n

2.7.8 编写业务逻辑处理文件 BM.java
package BusinessManager;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persistence.DAOImp;
import model.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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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BM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创建新的学生对象

Student stu=new Student();
stu.setName("test1");
stu.setAge(10);
stu.setGrade("5");
DAOImp.createStu(stu);

//修改学生信息

/*List list=DAOImp.getAllStu();
Student stu1=(Student)list.get(0);
stu1.setName("newname");
stu1.setAge(11);
DAOImp.mdStu(stu1);*/

//删除学生信息

/*List list1=DAOImp.getAllStu();
Student stu2=(Student)list1.get(0);
DAOImp.delStu(stu2.getNum());*/

}
}

2.7.9 测试运行 BM.java 并查看 HighGo DB数据库中的结果

（1）增加学生信息

运行 BM.java文件

注意：BM.java代码

//创建新的学生对象

Student stu=new Student();
stu.setName("test1");
stu.setAge(10);
stu.setGrade("5");
DAOImp.createStu(stu);

查看 highgo数据库信息如下：

highgo=# select * from student;
num | name | age | addr |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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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test1 | 10 | | 5

（2）修改学生信息

运行 BM.java文件

注意：BM.java代码

//修改学生信息

List list=DAOImp.getAllStu();
Student stu1=(Student)list.get(0);
stu1.setName("newname");
stu1.setAge(11);
DAOImp.mdStu(stu1);
查看 highgo数据库信息如下：

highgo=# select * from student;
num | name | age | addr | grade
-----+--------+-----+------+-------
1 | newname| 11 | | 5
(1 行记录)

（3）删除学生信息

运行 BM.java文件

注意：BM.java代码

//删除学生信息

List list1=DAOImp.getAllStu();

Student stu2=(Student)list1.get(0);

DAOImp.delStu(stu2.getNum());
查看 highgo数据库信息如下：

highgo=# select * from student;
num | name | age | addr | grade
-----+------+-----+------+-------
(0 行记录)

2.8 Oracle数据迁移至 HighGo DB

2.8.1 数据移植

2.8.1.1HighGo DB数据库的安装、配置及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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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章节已详述。

注意：HighGo DB数据库初始化时候一般这样选择:

Windows下(xp sp2):

..\HighGo\Database\4.1.0\bin>initdb –U highgo –D ../data

--locale=chinese-simplified_china.936 -E UTF-8

Linux下:

[highgo@localhost bin]$ ./initdb –U highgo -D ../data --locale=zh_CN.UTF-8

-E UTF-8

2.8.1.2创建登录角色

2.8.1.3创建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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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4创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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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xnlt数据库：

D:\highgo>psql –h 127.0.0.1 –Uxnlt xnlt
测试一下数据库：

xnlt=> create table test(
xnlt(> num int,
xnlt(> name char(10)
xnlt(> );
CREATE TABEL
Xnlt=> select * from test;
num | name
-----+------
(0 行记录)
Xnlt=> \d

List of relations
Schema | Name | Type | Ow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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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 test | table |xnlt
（1 行记录）

所创建 xnlt数据库在 hgdbAdmin中的信息如下：

2.8.1.5整理 SQL脚本

（1）通过 PLSQL Developer导出 oracle 数据的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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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的 SQL脚本如下：

（2）修改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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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创建表的时候：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表空间的转换

创建序列的时候：序列最大值问题

创建存储过程的时候：使用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3）执行 sql脚本

xnlt=> \i aaa.sql

2.8.2 程序移植

2.8.2.1JDBC的调整

（1）JDBC驱动的配置

根据 JDK的版本，选择合适的 HighGo DB程序驱动包进行下载。比如：

JDK6选择 hgdb-4.0-jdbc4.jar

JDK7选择 hgdb-4.0-jdbc41.jar

JDK8及以上选择 hgdb-4.0-jdbc42.jar

Tom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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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HighGo DB程序驱动包拷贝到%Tomcat %\common\lib目录下面。

Weblogic：

将 HighGo DB 程序驱动包拷贝到%Weblogic%\server\lib 目录下面，然后打

开 %Weblogic%\common\lib 下 commEnv.cmd 文 件 ， 配 置 驱 动 路 径 set

weblogic_classpath=后边加 HighGo DB驱动的路径。

例如：set weblogic_classpath=%Weblogic%\server\lib\hgdb-4.0-jdbc41.jar

（2）配置 JDBC连接参数

配置 JDBC连接参数，根据程序不同，配置方式不太一样。下面主要讲解一

下 tomcat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在%tomcat%/conf/server.xml中<host></host>标签之间添加：

<Context path="/xnlt" docBase="D:\dzjypt\billadmin\WebRoot" debug="5"
reloadable="true" crossContext="true">

<Resource name="jdbc/xnlt"
auth="Container"
type="javax.sql.DataSource"
maxActive="10"
maxIdle="2"
maxWait="100"
username="xnlt"
password="xnlt"
driverClassName="com.highgo.jdbc.Driver"
url="jdbc:highgo://localhost:5866/xnlt"/>
</Context>

各项的配置含义如下：

Context 程序发布内容信息

path="/xnlt" 访问的虚拟目录

docBase="D:\dzjypt\billadmin\WebRoot" 实际项目程序路径

Resource name="jdbc/xnlt" 数据源的名称

随意写，但是要和 web.xml 文件中<res-ref-name>jdbc/xnlt< res-ref-name>对

应起来。

maxActive="10" 同一时刻可以从数据库连接池中分配的最大活动实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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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dle="2" 同一时刻处于非活动状态的最大连接数。

maxWait="100" 当连接池中没有可用连接时，连接池在抛出异常前等待的

最大时间，单位毫秒。

username="xnlt" 传给 JDBC驱动的数据库用户名。

password="xnlt" 传给 JDBC驱动的数据库密码。

driverClassName="com.highgo.jdbc.Driver" 所使用的 JDBC驱动类全称。

url="jdbc:highgo://localhost:5866/xnlt" 传给 JDBC驱动的连接 URL。

第二种方式：

在%tomcat%/conf/server.xml 中<host></host>标签之间添加项目程序发布信

息：

<Context path="/xnlt" docBase="D:\dzjypt\billadmin\WebRoot" debug="5"
reloadable="true" crossContext="true">

</Context>

数据源配置在 applicationContext-dao.xml文件中

此时需要在 web.xml中的配置如下信息

第三种方式：

不通过连接池，直接在程序中连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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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2数据分页的调整

（1）手动写的类，实现的分页，在程序移植的过程中需要注意

HighGo DB数据库使用 Limit x的方法；

Oracle数据库使用的 where rownum<=x的方法；

所以在该类中，要进行修改实现分页的 SQL语句。

ORACLE:

SELECT * FROM ( SELECT * FROM (SELECT * FROM T_SYSEM_MENU

ORDER BY NUM) where ROWNUM <= 50 ORDER BY NAME) WHERE

ROWNUM <= 20 ORDER BY NUM;

HighGo DB:

select name,num from student order by num limit 2 offset 3;

例如：

不分页显示所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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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结果

如果要对 HighGo DB数据库实现分页显示 student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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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tring sql="select name,num from student order by num limit 2 offset

3*2-2";就是需要调整的分页语句，表示显示第 3页，每页 2行记录。

运行结果：

（2）通过 hibernate 整合后，借助 Query 类实现的分页技术，在程序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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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不需要修改。

因为 Query类只要设置起始行和查询的行数，就可以实现分页了，不用借助

rownum和 limit。

比如：修改 DAOImp类里面的 getAllStu()方法，实现分页技术。

其中的：

q.setFirstResult(3*2-2);

q.setMaxResults(2);

表示显示第 3页的数据，每页的数据个数是 2。不设置这两条语句表示显示

所有的记录。

BM类里面增加显示按照分页显示学生信息的方法：

数据库 student所有记录情况如下;

highgo=# select * from student order by num;
num | name | age | addr | grade
-----+-------------+------+-------+-------
1 |王华 | 10 | | 5
2 |杨明明 | 10 | | 5
3 |王皓 | 10 | | 5
4 |李朋朋 | 10 | | 5
5 |张军 | 3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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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爱华 | 33 | |4
7 |李德明 | 33 | |4
8 |孙明亮 | 33 | |4
9 |王晓丽 | 33 | |4

（9 行记录）

运行 BM程序，显示第 3页的数据：

2.8.2.3外连接的调整

HighGo DB不支持（+），而 oracle支持（+）连接。所以只要出现（+），

都需要进行调整

例如：

Oracle：

SELECT COUNT(DISTINCT(A.COL1)) AS RCOUNT FROM

PREFIX_TABLE1 A, PREFIX_TABLE2 B

WHERE 1 = 1 ANDA.COL2 = B.COL2(+)

HighGo DB：

SELECT COUNT(DISTINCT(A.COL1)) AS RCOUNT FROM

PREFIX_TABLE1 A LEFT OUTER JION PREFIX_TABLE2 B

ONA.COL2 = B.C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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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项目程序中执行的 SQL语句。

例如：

该图是某个程序的一部分。

其中：

sql = "select A.name,A.point,B.cname,A.area,B.info from bill_taocan
A,bill_kefu B where A.area =B.areaid(+)";

修改为：

sql = "select A.name,A.point,B.cname,A.area,B.info from bill_taocan A LEFT
OUTER JION bill_kefu B on A.area =B.areaid";

另外需要检查 hibernate映射文件中的 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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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这些

<query name="getAllMainDataSource">

<![CDATA[from MainDataSource as maindatasource where

maindatasource.pageType=? order by maindatasource.id]]>

</query>

<query name="getMainDataSourceList">

<![CDATA[from MainDataSource as maindatasource order by

maindatasource.id]]>

</query>
语句中出现外连接，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要进行修改。

2.8.2.4子查询的调整

HighGo DB中子查询较为规范，子查询结果集必须拥有 alias。

例如：

ORACLE:

SELECT Name, Property1, registernum FROM (SELECT Name, Property1,

registernum FROM t_usermanager_posuser) WHERE NUM>100;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572

HighGo DB:

SELECT a.Name, a.Property1, a.registernum FROM (SELECT Name, Property1,

registernum FROM t_usermanager_posuser) a WHERE NUM>100;
项目程序中出现子查询的语句。

例如：

该图是某个程序的一部分。

其中

sql = "select * from (select sim,area,point,status,fee from bill_sims) where

area='1001'";

修改为：

sql = "select a.* from (select sim,area,point,status,fee from bill_sims) as a

where area='1001'";

另外需要检查 hibernate映射文件中的 SQL语句。

如：CreateRule.hbm.xml映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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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子查询，并且没有定义别名，此时程序移植就需要进行修改。

2.8.2.5序列、触发器的调整

（1）序列的调整

Oracle：

默认的序列的最大值是：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HighGo DB：

默认的序列的最大值是：9223372036854775807

两者是有区别的，移植的时候需要注意。

Oracle 有虚表 dual，现在 HighGo DB 支持具有良好的第三方数据库兼容特

性，拥有第三方数据库兼容架构，仅需要设置兼容数据库为 Oracle

（set hgdb_compatibility='Oracle';）就可以支持虚表 dual。

如果程序中通过 dual 表来查看使用序列的时候，一定要设置兼容数据库为

Oracle，并修改 select查询的格式。例如：

create sequence ACCOUNTDATE_SEQ

minvalue 1

maxvalue 9999999999999999

start with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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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ment by 1

cache 20;

在项目程序中，出现这样的调用

select ACCOUNTDATE_SEQ.NEXTVAL from dual;

select ACCOUNTDATE_SEQ.CURRVAL from dual;

程序移植的时候，首先要创建 dual虚表：

CREATE OR REPLACE VIEW dual AS

SELECT NULL::"unknown"

WHERE 1 = 1;
然后，修改 SQL语句：

select.NEXTVAL(‘ACCOUNTDATE_SEQ’) from dual;

select CURRVAL(‘ACCOUNTDATE_SEQ’) from dual;
（2）触发器的调整

Oracle：
create or replace trigger account_date_trigger

before insert on t_account_date
for each row

declare
-- 这里是本地变量

begin
select accountdate_seq.nextval into :NEW.id from dual;

end account_date_trigger;
HighGo DB：
需要先创建触发器函数，然后再创建触发器。

触发器函数：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fun1()
Returns “trigger” as
$body$
Begin
If(TG_OP=’insert’)then
Select nextval(“accountdate_seq”) from dual;
End;
$body$
Language ‘plpgsql’ volatile;

触发器：

Create trigger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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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insert on student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fun1();

3 错误代码

HighGo DB服务器发出的所有消息都赋予了五个字符的错误代码，这些代码

遵循 SQL 的"SQL STATE"代码的习惯。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错误条件的应用通

常应该测试错误代码，而不是查看文本错误信息。这些错误代码轻易不会随着

HighGo DB的版本更新而修改，并且一般也不会随着错误信息的本地化而发生修

改。请注意有些(但不是全部) HighGo DB生成的错误代码是由 SQL标准定义的；

有些标准没有定义的错误条件是HighGo DB发明的或者是从其它数据库借来的。

根据标准，错误代码的头两个字符表示错误类别，而后三个字符表示在该类

别内特定的条件。因此，那些不能识别特定错误代码的应用仍然可以从错误类别

中推断要做什么。

表 3.1里面列出了 HighGo DB定义的所有错误代码(有些实际上目前并没有

使用，但是 SQL 标准定义了)。错误类别也列出在此。对于每个错误类别都有

个"标准"的错误代码，它的最后三个字符是 000。这个代码只用于那些落在该类

别内，但是没有赋予任何更准确的代码的错误条件。

"条件名"列显示的标志是在 PL/pgSQL里面使用的条件名。条件名可以是大

写也可以是小写。（请注意 PL/pgSQL并不识别警告（这一点和错误不同）条件

名，那些是 00、01、02 类别。）

对于某些类型的错误，服务器报告与错误相关的数据库对象的名称（一个表、

表字段、数据类型或者约束）；例如，名称导致了一个 unique_violation错误的

唯一约束的名称。类似的名称在单独的错误报告字段信息中提供，这样应用程序

就不用尝试去从可本地化可读的文本消息中提取它们。

HGDB5默认在日志和命令行返回中打印错误代码。

表 3.1 HighGo DB错误代码

错误代码 条件名

Class 00 — Successful Completion
00000 successful_completion
Class 01 —Warning
01000 warning
0100C dynamic_result_sets_returned
01008 implicit_zero_bit_padding
01003 null_value_eliminated_in_set_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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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7 privilege_not_granted
01006 privilege_not_revoked
01004 string_data_right_truncation
01P01 deprecated_feature
Class 02 — No Data (this is also a warning class per the SQL standard)
02000 no_data
02001 no_additional_dynamic_result_sets_returned
Class 03 — SQL Statement Not Yet Complete
03000 sql_statement_not_yet_complete
Class 08 — Connection Exception
08000 connection_exception
08003 connection_does_not_exist
08006 connection_failure
08001 sqlclient_unable_to_establish_sqlconnection
08004 sqlserver_rejected_establishment_of_sqlconnection
08007 transaction_resolution_unknown
08P01 protocol_violation
Class 09 — Triggered Action Exception
09000 triggered_action_exception
Class 0A — Feature Not Supported
0A000 feature_not_supported
Class 0B — Invalid Transaction Initiation
0B000 invalid_transaction_initiation
Class 0F — Locator Exception
0F000 locator_exception
0F001 invalid_locator_specification
Class 0L — Invalid Grantor
0L000 invalid_grantor
0LP01 invalid_grant_operation
Class 0P — Invalid Role Specification
0P000 invalid_role_specification
Class 0Z — Diagnostics Exception
0Z000 diagnostics_exception
0Z002 stacked_diagnostics_accessed_without_active_handle
Class 20 — Case Not Found
20000 case_not_found
Class 21 — Cardinality Violation
21000 cardinality_violation
Class 22 — Data Exception
22000 data_exception
2202E array_subscript_error
22021 character_not_in_repertoire
22008 datetime_field_overflow
22012 division_by_zero
22005 error_in_assignment
2200B escape_character_conflict
22022 indicator_overflow
22015 interval_field_overflow
2201E invalid_argument_for_loga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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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 invalid_argument_for_ntile_function
22016 invalid_argument_for_nth_value_function
2201F invalid_argument_for_power_function
2201G invalid_argument_for_width_bucket_function
22018 invalid_character_value_for_cast
22007 invalid_datetime_format
22019 invalid_escape_character
2200D invalid_escape_octet
22025 invalid_escape_sequence
22P06 nonstandard_use_of_escape_character
22010 invalid_indicator_parameter_value
22023 invalid_parameter_value
2201B invalid_regular_expression
2201W invalid_row_count_in_limit_clause
2201X invalid_row_count_in_result_offset_clause
2202H invalid_tablesample_argument
2202G invalid_tablesample_repeat
22009 invalid_time_zone_displacement_value
2200C invalid_use_of_escape_character
2200G most_specific_type_mismatch
22004 null_value_not_allowed
22002 null_value_no_indicator_parameter
22003 numeric_value_out_of_range
22026 string_data_length_mismatch
22001 string_data_right_truncation
22011 substring_error
22027 trim_error
22024 unterminated_c_string
2200F zero_length_character_string
22P01 floating_point_exception
22P02 invalid_text_representation
22P03 invalid_binary_representation
22P04 bad_copy_file_format
22P05 untranslatable_character
2200L not_an_xml_document
2200M invalid_xml_document
2200N invalid_xml_content
2200S invalid_xml_comment
2200T invalid_xml_processing_instruction
Class 23 — Integrity Constraint Violation
23000 integrity_constraint_violation
23001 restrict_violation
23502 not_null_violation
23503 foreign_key_violation
23505 unique_violation
23514 check_violation
23P01 exclusion_violation
Class 24 — Invalid Cursor State
24000 invalid_cursor_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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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25 — Invalid Transaction State
25000 invalid_transaction_state
25001 active_sql_transaction
25002 branch_transaction_already_active
25008 held_cursor_requires_same_isolation_level
25003 inappropriate_access_mode_for_branch_transaction
25004 inappropriate_isolation_level_for_branch_transaction
25005 no_active_sql_transaction_for_branch_transaction
25006 read_only_sql_transaction
25007 schema_and_data_statement_mixing_not_supported
25P01 no_active_sql_transaction
25P02 in_failed_sql_transaction
Class 26 — Invalid SQL Statement Name
26000 invalid_sql_statement_name
Class 27 — Triggered Data Change Violation
27000 triggered_data_change_violation
Class 28 — Invalid Authorization Specification
28000 invalid_authorization_specification
28P01 invalid_password
Class 2B — Dependent Privilege Descriptors Still Exist
2B000 dependent_privilege_descriptors_still_exist
2BP01 dependent_objects_still_exist
Class 2D — Invalid Transaction Termination
2D000 invalid_transaction_termination
Class 2F — SQL Routine Exception
2F000 sql_routine_exception
2F005 function_executed_no_return_statement
2F002 modifying_sql_data_not_permitted
2F003 prohibited_sql_statement_attempted
2F004 reading_sql_data_not_permitted
Class 34 — Invalid Cursor Name
34000 invalid_cursor_name
Class 38 — External Routine Exception
38000 external_routine_exception
38001 containing_sql_not_permitted
38002 modifying_sql_data_not_permitted
38003 prohibited_sql_statement_attempted
38004 reading_sql_data_not_permitted
Class 39 — External Routine Invocation Exception
39000 external_routine_invocation_exception
39001 invalid_sqlstate_returned
39004 null_value_not_allowed
39P01 trigger_protocol_violated
39P02 srf_protocol_violated
39P03 event_trigger_protocol_violated
Class 3B — Savepoint Exception
3B000 savepoint_exception
3B001 invalid_savepoint_specification
Class 3D — Invalid Catalog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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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000 invalid_catalog_name
Class 3F — Invalid Schema Name
3F000 invalid_schema_name
Class 40 — Transaction Rollback
40000 transaction_rollback
40002 transaction_integrity_constraint_violation
40001 serialization_failure
40003 statement_completion_unknown
40P01 deadlock_detected
Class 42 — Syntax Error or Access Rule Violation
42000 syntax_error_or_access_rule_violation
42601 syntax_error
42501 insufficient_privilege
42846 cannot_coerce
42803 grouping_error
42P20 windowing_error
42P19 invalid_recursion
42830 invalid_foreign_key
42602 invalid_name
42622 name_too_long
42939 reserved_name
42804 datatype_mismatch
42P18 indeterminate_datatype
42P21 collation_mismatch
42P22 indeterminate_collation
42809 wrong_object_type
42703 undefined_column
42883 undefined_function
42P01 undefined_table
42P02 undefined_parameter
42704 undefined_object
42701 duplicate_column
42P03 duplicate_cursor
42P04 duplicate_database
42723 duplicate_function
42P05 duplicate_prepared_statement
42P06 duplicate_schema
42P07 duplicate_table
42712 duplicate_alias
42710 duplicate_object
42702 ambiguous_column
42725 ambiguous_function
42P08 ambiguous_parameter
42P09 ambiguous_alias
42P10 invalid_column_reference
42611 invalid_column_definition
42P11 invalid_cursor_definition
42P12 invalid_database_definition
42P13 invalid_function_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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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P14 invalid_prepared_statement_definition
42P15 invalid_schema_definition
42P16 invalid_table_definition
42P17 invalid_object_definition
Class 44 —WITH CHECK OPTION Violation
44000 with_check_option_violation
Class 53 — Insufficient Resources
53000 insufficient_resources
53100 disk_full
53200 out_of_memory
53300 too_many_connections
53400 configuration_limit_exceeded
Class 54 — Program Limit Exceeded
54000 program_limit_exceeded
54001 statement_too_complex
54011 too_many_columns
54023 too_many_arguments
Class 55 — Object Not In Prerequisite State
55000 object_not_in_prerequisite_state
55006 object_in_use
55P02 cant_change_runtime_param
55P03 lock_not_available
Class 57 — Operator Intervention
57000 operator_intervention
57014 query_canceled
57P01 admin_shutdown
57P02 crash_shutdown
57P03 cannot_connect_now
57P04 database_dropped
Class 58 — System Error (errors external to PostgreSQL itself)
58000 system_error
58030 io_error
58P01 undefined_file
58P02 duplicate_file
Class F0 — Configuration File Error
F0000 config_file_error
F0001 lock_file_exists
Class HV — Foreign Data Wrapper Error (SQL/MED)
HV000 fdw_error
HV005 fdw_column_name_not_found
HV002 fdw_dynamic_parameter_value_needed
HV010 fdw_function_sequence_error
HV021 fdw_inconsistent_descriptor_information
HV024 fdw_invalid_attribute_value
HV007 fdw_invalid_column_name
HV008 fdw_invalid_column_number
HV004 fdw_invalid_data_type
HV006 fdw_invalid_data_type_descriptors
HV091 fdw_invalid_descriptor_field_iden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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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00B fdw_invalid_handle
HV00C fdw_invalid_option_index
HV00D fdw_invalid_option_name
HV090 fdw_invalid_string_length_or_buffer_length
HV00A fdw_invalid_string_format
HV009 fdw_invalid_use_of_null_pointer
HV014 fdw_too_many_handles
HV001 fdw_out_of_memory
HV00P fdw_no_schemas
HV00J fdw_option_name_not_found
HV00K fdw_reply_handle
HV00Q fdw_schema_not_found
HV00R fdw_table_not_found
HV00L fdw_unable_to_create_execution
HV00M fdw_unable_to_create_reply
HV00N fdw_unable_to_establish_connection
Class P0 — PL/pgSQL Error
P0000 plpgsql_error
P0001 raise_exception
P0002 no_data_found
P0003 too_many_rows
P0004 assert_failure
Class XX — Internal Error
XX000 internal_error
XX001 data_corrupted
XX002 index_corrupted

4 SQL命令

这部分包含那些 HighGo DB支持的 SQL命令的信息。这里的"SQL"就是该

语言通常的含义；每条命令的标准兼容性信息可以在相关的参考页中找到。

4.1 ABORT
 语法

ABORT [ WORK | TRANSACTION ]

 描述

ABORT回滚当前事务并且撤销所有当前事务中所做的更改。这个命令和标

准 SQL命令 ROLLBACK的行为完全一样，只是由于历史原因而保留下来。

 参数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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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

可选的关键字。它们没有影响。

 注意

使用 COMMIT成功地终止一个事务。

在事务块外部发出 ABORT不会造成损害，但是会产生一个警告信息。

 例子

终止全部变更：

ABORT;

 兼容性

ROLLBACK是等价的标准 SQL命令。

 又见

BEGIN, COMMIT, ROLLBACK

4.2 ALTERAGGREGATE
 语法

ALTERAGGREGATE name (aggregate_signature )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AGGREGATE name ( aggregate_signature )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AGGREGATE name (aggregate_signature ) SET SCHEMA

new_schema

这里的 aggregate_signature 是: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ORDER BY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描述

ALTER AGGREGATE 更改一个聚集函数的定义。

要使用 ALTER AGGREGATE，您必须拥有该聚集函数。要改变一个聚集函数的

模式，您必须在新模式上有 CREATE 权限。要改变所有者，您必须是新所有

角色的一个直接或间接成员，并且该角色必须在聚集函数的模式上有CREATE

权限。（这些限制强制了修改所有者不能通过删除和重建聚集函数来做任何

不能做的事情。不过，超级用户可以更改任何聚集函数的所有权。）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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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一个现有聚合函数的名称(可以使用模式限定)。

argmode

一个参数的模式： IN或 VARIADIC。如果省略了，缺省是 IN。

argname

一个参数的名称。请注意，ALTERAGGREGATE实际上并不关心参数

名，因为只需要参数的数据类型就能确定聚合函数的身份了。

argtype

聚合函数操作的输入数据类型。要引用一个零参数聚合函数，可以写入

*代替参数声明列表。 要引用一个有序集合的聚合函数，在直接和聚合

参数声明之间写 ORDER BY。

new_name

聚合函数的新名称。

new_owner

聚合函数的新所有者。

new_schema

聚合函数的新模式。

 注意

引用有序集聚合的推荐语法是在直接和聚合参数声明之间写上 ORDER

BY，这和 CREATE AGGREGATE中的风格相同。不过，省略 ORDER BY 并且

只把直接和聚合参数声明放到一个单一列表中也是可以的。在这种简写形式中，

如果在直接和聚合参数列表中都使用了 VARIADIC "any"，那么只写一次

VARIADIC "any"就可以了。

 例子

把用于类型 integer的聚合函数 myavg重命名为 my_average：

ALTERAGGREGATE myavg(integer) RENAME TO my_average;

把用于类型 integer的聚合函数 myavg的所有者改为 joe：

ALTERAGGREGATE myavg(integer) OWNER TO joe;

把带有 float8 类型直接参数和 integer 类型聚合参数的有序集聚合

mypercentile移动到模式 myschema中：

ALTER AGGREGATE mypercentile(float8 ORDER BY integer) SET

SCHEMAmyschema;

这样也可以：

ALTER AGGREGATE mypercentile(float8, integer) SET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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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chema;

 兼容性

SQL标准中没有 ALTERAGGREGATE语句。

 又见

CREATEAGGREGATE, DROPAGGREGATE

4.3 ALTER COLLATION
 语法

ALTER COLLATION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COLLATION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COLLATION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描述

ALTER COLLATION 更改一个排序规则的定义。

你必须拥有要使用 ALTER COLLATION 的排序规则。若要更改拥有者，你

必须是这个新所有者角色的直接成员或间接成员，而且这个角色在排序规则的模

式上必须拥有 CREATE权限。(这些限制强制修改拥有者不能通过丢弃并重建该

排序规则来做任何不能做的事情。不过超级用户可以修改任何排序规则的所有

权。)

 参数

name

一个现有排序规则的名称(可以使用模式限定)。

new_name

排序规则的新名称。

new_owner

排序规则的新拥有者。

new_schema

排序规则的新模式。

 示例

重命名排序规则 de_DE为 german：

ALTER COLLATION "de_DE" RENAME TO german;

修改排序规则 en_US的拥有者为 joe：

ALTER COLLATION "en_US" OWNER TO joe;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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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QL标准中没有 ALTER COLLATION语句.

 请参阅

CREATE COLLATION, DROP COLLATION

4.4 ALTER CONVERSION
 语法

ALTER CONVERSION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CONVERSION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CONVERSION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描述

ALTER CONVERSION改变一个转换的定义。

您必须拥有要使用 ALTER CONVERSION 的转换。要修改其所有者，您必

须是新的所属角色的直接或者间接成员，并且该角色还必须在该转换的模式

上有 CREATE权限。（这些限制强制了修改所有者不会做任何通过删除和

重建转换来做任何不能做的事情。不过，超级用户可以修改任何转换的所有

权。）

 参数

name

现有转换的名称(可以使用模式限定)。

new_name

转换的新名称。

new_owner

转换的新所有者。

new_schema

转换的新模式。

 例子

把名为 iso_8859_1_to_utf8的转换重命名为 latin1_to_unicode：

ALTER CONVERSION iso_8859_1_to_utf8 RENAME TO

latin1_to_unicode;

把名为 iso_8859_1_to_utf8转换的所有者改为 joe :
ALTER CONVERSION iso_8859_1_to_utf8 OWNER TO joe;

 兼容性

SQL标准中没有 ALTER CONVERSION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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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

CREATE CONVERSION, DROP CONVERSION

4.5 ALTER DATABASE
 语法

ALTER DATABASE name [ [ WITH ] option [ ... ] ]

这里的 option可以是：

ALLOW_CONNECTIONS allowconn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IS_TEMPLATE istemplate

ALTER DATABASE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DATABASE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DATABASE name SET TABLESPACE new_tablespace

ALTER DATABASE name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 TO | = } { value |

DEFAULT }

ALTER DATABASE name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FROM CURRENT

ALTER DATABASE name RE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ALTER DATABASE name RESETALL

 描述

ALTER DATABASE改变一个数据库的属性。

第一种形式改变某些针对每个数据库的设置(详细情况见下文)。只有数据库

所有者或者超级用户可以改变这些设置。

第二种形式修改数据库的名称。只有数据库所有者或者超级用户可以重命名

一个数据库；非超级用户必须也有 CREATEDB权限。当前数据库不能被重

命名。（如果你需要这么做，那么请连接另外一个数据库。）

第三种形式修改数据库的所有者。要改变所有者，你必须拥有该数据库并且

还是新的所属角色的直接或者间接成员，并且你必须有 CREATEDB权限。

（请注意超级用户自动拥有所有这些权限。）

第四种形式修改数据库的缺省表空间。只有数据库所有者或者超级用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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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些；你必须也有对新表空间的创建权限。这个命令可在物理上将数据库

的旧缺省表空间中的任何表或者索引移动到新的表空间中。对于此数据库，

新的默认表空间必须为空，并且没有人可以连接到该数据库。请注意在非缺

省表空间中的表和索引是不受影响的。

剩下的形式更改一个 HighGo DB运行时配置变量的会话缺省值。随后在该

数据库上启动新会话的时候将使用此缺省值。数据库相关的缺省值将覆盖任

何在 postgresql.conf 里出现或者从 postgres命令行接收到的设置。只有数据

库所有者或者超级用户可以为数据库修改会话缺省值。有些变量不能用这种

方法设置，或者是只能由超级用户设置。

 参数

name

需要修改属性的数据库的名称。

allowconn

如果为假则没有人可以连接到该数据库。

connlimit

与这个数据库可以做建立多少个并发连接。-1表示没有限制。

istemplate

如果为真，则此数据库可以被任何具有 CREATEDB权限的用户拷贝；

如果为假，则只有超级用户或该数据库的所有者可以对其拷贝。

new_name

数据库的新名称。

new_owner

数据库的新所有者。

new_tablespace

数据库的新缺省表空间。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value

把数据库的指定配置参数的会话缺省值设置为给出的数值。如果 value

是 DEFAULT或等效的 RESET，那么与数据库相关的设置将被删除，

因此在新的会话中将继承系统范围的缺省设置。用 RESETALL 清除所

有数据库相关的设置。SET FROM CURRENT将会话的当前参数值保存

为特定数据库的值。

参见 SET获取有关允许的参数名称和数值的更多信息。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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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把一个会话缺省值绑定到一个特定角色，而不是某个数据库上；参阅

ALTER ROLE。如果存在冲突，那么角色相关的设置覆盖数据库相关的设置。

 例子

要在数据库 test上默认禁用索引扫描：

ALTER DATABASE test SET enable_indexscan TO off;

 又见

CREATE DATABASE, DROP DATABASE, SET, CREATE TABLESPACE

4.6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语法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 FOR { ROLE | USER } target_role [, ...] ]

[ IN SCHEMA schema_name [, ...] ]

abbreviated_grant_or_revoke

其中 abbreviated_grant_or_revoke是下列之一：

GRANT { { SELECT | INSERT | UPDATE | DELETE | TRUNCATE |

REFERENCES |

TRIGGER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TABLES

TO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 USAGE | SELECT | UPDATE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SEQUENCES

TO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EXECUTE | ALL [ PRIVILEGES ] }

ON FUNCTIONS

TO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USAGE | ALL [ PRIVILEGES ] }

ON TYPES

TO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USAGE | CREATE | ALL [ PRIVILEGES ] }

ON SCHEMAS

TO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WITH GRANT O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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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 SELECT | INSERT | UPDATE | DELETE | TRUNCATE | REFERENCES |

TRIGGER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TABLES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 USAGE | SELECT | UPDATE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SEQUENCES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EXECUTE | ALL [ PRIVILEGES ] }

ON FUNCTIONS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USAGE | ALL [ PRIVILEGES ] }

ON TYPES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USAGE | CREATE | ALL [ PRIVILEGES ] }

ON SCHEMAS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允许你设置将被应用于未来要创建的

对象的特权（它不会影响分配给已经存在的对象的特权）。当前，只能修改

用于模式、表（包括视图和外部表）、序列、函数和类型（包括域）的特权。

您只可以为您将亲自创建或者您所在的角色创建的对象更改默认权限。权限

可以全局设置（例如：对于在当前数据库中创建的所有对象），或者仅仅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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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定模式中的对象设置。每个模式的特定默认权限被添加到特定对象类型

的全局默认权限中。

正如 GRANT下解释的，用于任意对象类型的缺省权限通常会把所有可授予

的权限授予给对象的所有者，并且可能也会向 PUBLIC 授予一些权限。然而，

可以通过用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改变全局默认权限来改变该行

为。

 参数

target_role

一个现有角色的名称，当前角色是它的一员。如果 FOR ROLE被省去，

将假定为当前角色。

schema_name

现有模式的名称。如果被指定，以后在那个模式中创建的对象的默认特

权会被修改。如果 IN SCHEMA被忽略，全局默认特权会被修改。

role_name

要为其授予或者取消权限的现有角色的名称。这个参数以及

abbreviated_grant_or_revoke 下的所有参数，会按照 GRANT 和

REVOKE中描述的方式运作，不过这里是为一整类的对象设置权限的

而不是特定的对象。

 注解

使用 psql的\ddp 命令来获得关于默认权限的现有分配情况的信息。权限值

的意义与 GRANT下的 \dp 的解释相同。

如果您想删除一个默认权限被改变的角色，有必要撤销其缺省权限中的改变

或者使用 DROP OWNED BY来为角色去除缺省的权限记录。

 例子

将您随后在 myschema模式里创建的所有表（和视图）的 SELECT权限授予

给每一个用户，并且也允许角色 webuser往里插入：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IN SCHEMA myschema GRANT

SELECT ON TABLES TO PUBLIC;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IN SCHEMA myschema GRANT

INSERT ON TABLES TO webuser;

撤销上述动作，因此随后创建的表将不会有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权限：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IN SCHEMA myschema REVOKE

SELECT ON TABLES FROM PUBLIC;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IN SCHEMA myschema REVOKE

http://www.highgo.com.cn/docs/docs90cn/app-psq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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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 ON TABLES FROM webuser;

消除通常授权在函数上的公共 EXECUTE权限，针对随后由角色 admin创建

的所有函数：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FOR ROLE admin REVOKE

EXECUTE ON FUNCTIONS FROM PUBLIC;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语句。

 又见

GRANT, REVOKE

4.7 ALTER DOMAIN
 语法

ALTER DOMAIN name

{ SET DEFAULT expression | DROP DEFAULT }

ALTER DOMAIN name

{ SET | DROP } NOT NULL

ALTER DOMAIN name

ADD domain_constraint [ NOT VALID ]

ALTER DOMAIN name

DROP CONSTRAINT [ IF EXISTS ] constraint_name [ RESTRICT |

CASCADE ]

ALTER DOMAIN name

RENAME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TO new_constraint_name

ALTER DOMAIN name

VALIDATE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ALTER DOMAIN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DOMAIN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DOMAIN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描述

ALTER DOMAIN修改一个现有域的定义。它有几种子形式：

SET/DROP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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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形式设置或者删除一个域的默认值。请注意默认值仅适用于随后的

INSERT命令；他们并不影响已经在使用该域的已经存在于表中的行。

SET/DROP NOT NULL

这些形式改变一个域是否标记为允许 NULL 值或者是拒绝 NULL 值。

只有当使用域的字段不包含空值时才能 SET NOT NULL。

ADD domain_constraint [ NOT VALID ]

这种形式使用和 CREATE DOMAIN相同的语法向域中增加一种新的约

束。当一个新的约束增加到一个域时，所有使用该域的列都会根据新加

的约束进行检查。可以通过增加使用 NOT VALID 选项的新约束来抑制

这类检查，而该约束则可以在以后使用 ALTER DOMAIN ... VALIDATE

CONSTRAINT生效。新插入或更新的行总是会按所有约束进行检查（包

括标记为 NOT VALID 的约束）。只有 CHECK约束接受 NOT VALID。

DROP CONSTRAINT [ IF EXISTS ]

这种形式删除一个域上的约束。如果指定了 IF EXISTS 并且约束不存

在，不会抛出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提示。

RENAME CONSTRAINT

这种形式更改一个域上的一个约束的名称。

VALIDATE CONSTRAINT

这种形式验证一个之前作为 NOT VALID 增加的约束，也就是说，验证

使用该域的列中所有数据是否满足指定的约束。

OWNER

这种形式把域的所有者改变为指定用户。

RENAME

这种形式更改域的名称。

SET SCHEMA

这个形式改变域的模式。任何与该域相关的约束也都移动到新的模式

中。

要使用 ALTER DOMAIN，您必须拥有该域。要修改一个域的模式，您还必

须在新模式上拥有 CREATE权限。要修改所有者，您还必须是新的所有角

色的直接或间接成员，并且该成员必须在此域的模式上有 CREATE权限。

这些限制强制了修改该所有者不能通过删除和重建域做任何不能做的事情。

不过，超级用户可以修改任意域的所有权。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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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一个要修改的现有域的名称(可以使用模式限定)。

domain_constraint

域的新域约束。

constraint_name

要删除或重命名的一个现有约束的名称。

NOT VALID

不验证现有列数据的约束有效性。

CASCADE

自动删除依赖这个约束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依赖对象，则拒绝删除约束。这是缺省行为。

new_name

域的新名称。

new_constraint_name

约束的新名称。

new_owner

域的新所有者的用户名。

new_schema

域的新模式。

 注意

目前，如果已验证的所提及的域或者任何派生的域用于数据库任意表的一个

复合类型列中，那么 ALTER DOMAIN ADD CONSTRAINT、ALTER

DOMAIN VALIDATE CONSTRAINT 和 ALTER DOMAIN SET NOT NULL

将失败。最终，它们最终将会加以改进以便能够验证这种嵌套列的新约束。

 例子

给一个域增加一个 NOT NULL 约束：

ALTER DOMAIN zipcode SET NOT NULL;

从一个域中删除一个 NOT NULL 约束：

ALTER DOMAIN zipcode DROP NOT NULL;

向一个域中增加一个检查约束：

ALTER DOMAIN zipcode ADD CONSTRAINT zipchk CHECK

(char_length(VALUE) = 5);

从一个域中删除一个检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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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DOMAIN zipcode DROP CONSTRAINT zipchk;

要重命名一个域上的一个检查约束：

ALTER DOMAIN zipcode RENAME CONSTRAINT zipchk TO

zip_check;

把域移动到一个不同的模式：

ALTER DOMAIN zipcode SET SCHEMA customers;

 兼容性

除 OWNER、RENAME、SET SCHEMA 和 VALIDATE CONSTRAINT 变体

之外（它们是 HighGo DB的扩展），ALTER DOMAIN 符合 SQL标准。ADD

CONSTRAINT变体的 NOT VALID 子句也是一个 HighGO DB扩展。

 又见

CREATE DOMAIN, DROP DOMAIN

4.8 ALTER EVENT TRIGGER
 名称

ALTER EVENT TRIGGER --修改事件触发器的定义

 大纲

ALTER EVENT TRIGGER name DISABLE

ALTER EVENT TRIGGER name ENABLE [ REPLICA | ALWAYS ]

ALTER EVENT TRIGGER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EVENT TRIGGER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描述

ALTER EVENT TRIGGER改变现有的事件触发器的属性。

你必须是超级用户才能修改事件触发器。

 参数

name

要修改的现有触发器的名称。

new_owner

事件触发器的新所有者的用户名。

new_name

事件触发器的新名称。

DISABLE/ENABLE [ REPLICA | ALWAYS ] TRI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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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形式配置事件触发器的触发。一个被禁用的触发器仍然是系统已知

的，但是当触发事件发生时不执行。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ALTER EVENT TRIGGER语句。

 另请参见

CREATE EVENT TRIGGER, DROP EVENT TRIGGER

4.9 ALTER EXTENSION
 语法

ALTER EXTENSION name UPDATE [ TO new_version ]

ALTER EXTENSION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ALTER EXTENSION nameADD member_object

ALTER EXTENSION name DROPmember_object

这里的 member_object 是：

AGGREGATE agg_name (agg_type [, ...] ) |

CAST (source_type AS target_type) |

COLLATION object_name |

CONVERSION object_name |

DOMAIN object_name |

EVENT TRIGGER object_name |

FOREIGN DATAWRAPPER object_name |

FOREIGN TABLE object_name |

FUNCTION function_name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MATERIALIZED VIEW object_name |

OPERATOR operator_name (left_type, right_type) |

OPERATOR CLASS object_name USING index_method |

OPERATOR FAMILY object_name USING index_method |

[ PROCEDURAL ] LANGUAGE object_name |

SCHEMA object_name |

SEQUENCE object_name |

SERVER object_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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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bject_name |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object_name |

TEXT SEARCH DICTIONARY object_name |

TEXT SEARCH PARSER object_name |

TEXT SEARCH TEMPLATE object_name |

TRANSFORM FOR type_name LANGUAGE lang_name |

TYPE object_name |

VIEW object_name

aggregate_signature 是: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ORDER BY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描述

ALTER EXTENSION 修改一个已安装的扩展的定义。这里有几种方式：

UPDATE

这种形式更新这个扩展到一个新的版本。这个扩展必须提供一个适用的

更新脚本(或者一系列脚本) ，来把当前安装的版本修改成要求的版本。

SET SCHEMA

这种形式移动该扩展的对象到另一个模式。要使这个命令成功，这个扩

展必须是可重定位的。

ADD member_object

这种形式添加一个已存在对象到该扩展中。这主要在扩展更新脚本上有

用。这个对象后续会被视为扩展的成员；显而易见，该对象只能通过删

除扩展来删除。

DROPmember_object

这种形式从该扩展移除一个成员对象。主要对扩展更新脚本有用。这个

对象没有被删除，只是从扩展中取消了关联。

要使用 ALTER EXTENSION，你必须拥有该扩展。ADD/DROP 形式还要求

拥有被添加/删除对象的所有权。

 参数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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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安装扩展的名称。

new_version

想要得到的该扩展的新版本。这可以写成一个标识符或者一个字符串。

如果没有指定，ALTER EXTENSION UPDATE 会尝试更新到该扩展的

控制文件中的默认版本。

new_schema

该扩展的新模式。

object_name

agg_name

function_name

operator_name

要从该扩展添加或移除的对象的名称。表、聚集、域、外部表、函数、

操作符、操作符类、操作符族、序列、文本搜索对象、类型和视图的名

称可以被模式限定。

source_type

该转换的源数据类型的名称。

target_type

该转换的目标数据类型的名称。

argmode

一个函数或聚合参数的模式：IN、OUT、INOUT或者 VARIADIC。如

果省略的话，默认的是 IN。注意 ALTER EXTENSION 不关心 OUT参

数，因为确认函数的身份时只需要输入参数。因此列出 IN、INOUT和

VARIADIC 参数就足够了。

argname

一个函数或者聚合参数的名称。注意 ALTER EXTENSION 不关心参数

名称，因为确认函数的身份时只需要参数的数据类型。

argtype

函数或聚集参数的数据类型。

left_type

right_type

操作符参数的数据类型(可以使用模式限定)。为前缀或后缀运算符的丢

失参数写 NONE。

PROCEDURAL

这是一个干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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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更新 hstore 扩展到版本 2.0：

ALTER EXTENSION hstore UPDATE TO '2.0';

更新 hstore扩展的模式为 utils：

ALTER EXTENSION hstore SET SCHEMA utils;

添加一个已存在的函数给 hstore 扩展：

ALTER EXTENSION hstore ADD FUNCTION

populate_record(anyelement, hstore);

 参阅

CREATE EXTENSION, DROP EXTENSION

4.10 ALTER FOREIGN DATAWRAPPER
 语法

ALTER FOREIGN DATAWRAPPER name

[ HANDLER handler_function | NO HANDLER ]

[ VALIDATOR valfunction | NO VALIDATOR ]

[ OPTIONS ( [ ADD | SET | DROP ] option ['value'] [, ... ]) ]

ALTER FOREIGN DATA WRAPPER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FOREIGN DATAWRAPPER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描述

ALTER FOREIGN DATAWRAPPER更改一个外部数据包装器的定义。命令

的第一种形式改变外部数据封装器的支持函数或者一般选项（至少需要一个

子句）。命令的第二种形式改变外部数据封装器的所有者。

只有超级用户才能修改外部数据封装器。另外，只有超级用户才能拥有外部

封装器。

 参数

name

现有外部数据封装器的名称。

HANDLER handler_function

为外部数据封装器指定一个新的处理器函数。

NO HANDLER

用于指定该外部数据封装器不再拥有一个处理器函数。

注意使用没有处理器的外部数据封装器的外部表不能被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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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OR valfunction

为外部数据封装器指定一个新的验证器函数。

注意，新的验证器可能会认为该外部数据封装器或者依赖于它的独立服

务器的已有选项、用户映射、外部表无效。HighGo DB不会做这种检查。

在使用修改过的外部数据封装器之前确认这些选项正确是用户的责任。

不过，在这个 ALTER FOREIGN DATAWRAPPER命令中指定的选项将

会被使用新的验证器检查。

NO VALIDATOR

用于指定该外部数据封装器不再拥有一个验证器函数。

OPTIONS ( [ ADD | SET | DROP ] option ['value'] [, ... ] )

更改外部数据封装器的选项。ADD、SET 和 DROP 声明要执行的动作。

如果没有明确声明操作，就假定为 ADD。选项名称必须是唯一的；名

称和数值（如果有）也会使用该外部数据封装器的验证器函数来验证。

new_owner

该外部数据封装器的新拥有者的用户名。

new_name

该外部数据封装器的新名称。

 例子

改变外部数据封装器 dbi，添加选项 foo，删除 bar:

ALTER FOREIGN DATAWRAPPER dbi OPTIONS (ADD foo '1', DROP

'bar');

把外部数据封装器 dbi的验证器改为 bob.myvalidator:

ALTER FOREIGN DATAWRAPPER dbi VALIDATOR bob.myvalidator;

 兼容性

ALTER FOREIGN DATAWRAPPER符合 ISO/IEC 9075-9（SQL/MED）。不

过 HANDLER、VALIDATOR、OWNER TO和 RENAME子句是扩展。

 又见

CREATE FOREIGN DATAWRAPPER、DROP FOREIGN DATAWRAPPER

4.11ALTER FOREIGN TABLE
 语法

ALTER FOREIGN TABLE [ IF EXISTS ] [ ONLY ] name [ * ]

action [, ... ]

ALTER FOREIGN TABLE [ IF EXISTS ] [ ONLY ] na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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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ME [ COLUMN ] column_name TO new_column_name

ALTER FOREIGN TABLE [ IF EXISTS ]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FOREIGN TABLE [ IF EXISTS ]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这里 action 是下列之一:

ADD [ COLUMN ] column_name data_type [ COLLATE collation ]

[ column_constraint [ ... ] ]

DROP [ COLUMN ] [ IF EXISTS ] column_name [ RESTRICT |

CASCADE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 SET DATA ] TYPE data_type

[ COLLATE collation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SET DEFAULT expression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DROP DEFAULT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 SET | DROP } NOT NULL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SET STATISTICS integer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SET ( attribute_option = value [, ... ]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RESET ( attribute_option [, ... ]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SET STORAGE { PLAIN |

EXTERNAL | EXTENDED | MAIN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OPTIONS ( [ ADD | SET | DROP ]

option ['value'] [, ... ])

ADD table_constraint [ NOT VALID ]

VALIDATE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DROP CONSTRAINT [ IF EXISTS ] constraint_name [ RESTRICT |

CASCADE ]

DISABLE TRIGGER [ trigger_name | ALL | USER ]

ENABLE TRIGGER [ trigger_name | ALL | USER ]

ENABLE REPLICATRIGGER trigger_name

ENABLEALWAYS TRIGGER trigger_name

SETWITH OIDS

SETWITHOUT OIDS

INHERIT parent_table

NO INHERIT parent_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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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OPTIONS ( [ ADD | SET | DROP ] option ['value'] [, ... ])

 描述

ALTER FOREIGN TABLE 修改一个现有外部表的定义。这里有几种子形式:

ADD COLUMN

这种形式为外部表增加一个字段，语法同 CREATE FOREIGN TABLE。

和为普通表增加一个字段不同，这种形式并不影响底层的存储：这个动

作只是简单地声明通过该外部表可以访问某个新的列而已。

DROP COLUMN [ IF EXISTS ]

这种形式删除外部表的一个字段。如果表中的该字段被该表之外的其他

对象依赖，那就需要增加 CASCADE；比如依赖该字段的视图。如果指

定了 IF EXISTS，并且该字段不存在时，将不会抛出错误，在这种情况

下会转而发出一个提示。

SET DATATYPE

这种形式修改一个外部表的一个字段的数据类型。这种形式并不影响底

层的存储：这个动作只是简单地改变 HighGo DB认为该字段拥有的类

型。

SET/DROP DEFAULT

这些形式设置或者移除一列的默认值。默认值只会应用于后续的 INSERT

或 UPDATE命令，它们不会导致已经在表中的行被更改。

SET/DROP NOT NULL

标志一个字段是否允许为空值。

SET STATISTICS

这种形式为随后的 ANALYZE操作设置每字段的统计收集目标。更多细

节请参考 ALTER TABLE 的类似形式。

SET ( attribute_option = value [, ... ] )

RESET ( attribute_option [, ... ] )

这种形式设置或重设针对每个属性的选项，更多细节请参考 ALTER

TABLE的类似形式。

SET STORAGE

这种形式设置一个列的存储模式。详见 ALTER TABLE的类似形式。注

意存储模式不会产生效果，除非该表的外部数据封装器选择注意它。

ADD table_constraint [ NOT VALID ]

这种形式为外部表增加一个新的约束，使用的语法和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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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TABLE相同。当前只支持 CHECK约束。

和向常规表增加约束的情况不同，为外部表增加约束时不会做任何事情

来验证该约束是否正确。这个动作只是简单地声明了该外部表中所有的

行都应该保持的某种新的条件（见 CREATE FOREIGN TABLE中的讨

论）。如果该约束被标记为 NOT VALID，那么它不被假设为持有，而

只是被记录下来以备未来使用。

VALIDATE CONSTRAINT

这种形式把一个之前被标记为 NOT VALID 的约束标记为有效。不会做

任何动作来验证该约束，但是未来的查询将会假定该约束是保持的。

DROP CONSTRAINT [ IF EXISTS ]

这种形式删掉在一个外部表上的指定约束。如果指定了 IF EXISTS但

约束并不存在，则不会抛出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提示。

DISABLE/ENABLE [ REPLICA | ALWAYS ] TRIGGER

这些形式配置属于该外部表的触发器的触发情况。详见 ALTER TABLE

的类似形式。

SETWITH OIDS

这种形式为表增加一个 oid系统列。如果该表已经有 OID，则这种形

式不会做任何事情。除非该表的外部数据包装器支持 OID，否则这个

列将被简单地读作零。

注意这和 ADD COLUMN oid oid并不等效，后者将增加一个名称刚好

为 oid的普通列而不是一个系统列。

SETWITHOUT OIDS

这种形式从表中移除 oid 系统列。这正好等效于 DROP COLUMN oid

RESTRICT，不过如果表上已经没有 oid列时它不会做出提示或者报错。

INHERIT parent_table

这种形式将目标外部表作为指定父表的新子表添加。详见 ALTER

TABLE的类似形式。

NO INHERIT parent_table

这种形式将目标外部表从指定的父表的子女列表中移除。

OWNER

这种形式将外部表的所有者改变为指定的用户。

OPTIONS ( [ ADD | SET | DROP ] option ['value'] [, ... ] )

改变外部表或者外部表字段的选项。ADD、SET和 DROP 指定执行的

操作。如果没有显式指定操作，那么假设为 ADD。选项的名称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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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尽管表选项和字段选项可以有相同的名称)。选项的名称和值也会

通过外部数据封装器的库进行验证。

RENAME

RENAME形式改变一个外部表的名称或者是外部表中一个独立字段的

名称。

SET SCHEMA

这种形式把外部表移动到另一个模式。

除 RENAME 和 SET SCHEMA之外的所有动作都可以组合到一个多修改列

表中以便并行应用。例如，可以在一个命令中添加多个列和（或者）修改多

个列的类型。

如果该命令被写作 ALTER FOREIGN TABLE IF EXISTS ...，并且该外部表不

存在，则不会抛出错误。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提示。

你必须是表的所有者才能使用 ALTER FOREIGN TABLE 命令。要修改外部

表的模式，必须在被修改的新模式中拥有 CREATE权限。要改变外部表的

所有权，你必须是新角色的直接或间接成员，并且这个新角色必须在该表的

模式上具有 CREATE 权限。（这些限制强制修改拥有者不能通过丢弃并重

建该表来做任何不能做的事情。不过，超级用户可以更改任意表的所有者。）

要增加一个字段或修改一个字段类型，必须在数据类型上有 USAGE 权限

 参数

name

一个要修改的现有外部表的名称（可以被模式限定）。如果在表名前指

定了 ONLY，则只有该表被修改。如果没有指定 ONLY，则该表和它的

所有后代表（如果有）都会被修改。可选地，在表名后面指定 *可以显

式地表示将后代表包括在内。

column_name

一个现有或新的字段的名称。

new_column_name

一个现有字段的新名称

new_name

表的新名称

data_type

新字段的数据类型，或者现有字段的新数据类型。

table_con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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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表的新表约束。

constraint_name

要删除的现有约束的名称。

CASCADE

自动删除依赖于被删除字段或约束的对象（比如，引用该字段的视图）。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依赖对象，就拒绝删除该列或约束。这是缺省行为。

trigger_name

要禁用或启用的一个触发器的名称。

ALL

禁用或者启用所有属于该外部表的触发器。（如果有任何触发器是内部

生成的，那么需要超级用户权限。核心系统不会向外部表增加这类触发

器，但是附加代码会这样做。）

USER

禁用或者启用属于该外部表的除了内部生成的触发器之外的所有触发

器。

parent_table

要与这个外部表关联或者解除关联的父表。

new_owner

该表的新所有者的用户名。

new_schema

该表要被移动到其中的模式的名称。

 注意

关键字 COLUMN 是干扰词并且可以被忽略。

通过 ADD COLUMN添加字段，或通过 DROP COLUMN删除字段，或添加

NOT NULL 或 CHECK约束，或通过 SET DATATYPE修改字段的类型，都不会

检查与外部服务器的一致性。确保表定义和远端表定义相匹配是用户的责任。

参考 CREATE FOREIGN TABLE 获取关于有效参数的进一步描述。

 示例

要把一列标记为非空：

ALTER FOREIGN TABLE distributors ALTER COLUMN street SET NOT

NULL;

修改外部表的选项：

ALTER FOREIGN TABLE myschema.distributors OPTIONS (ADD opt1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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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opt2 'value2', DROP opt3 'value3');

 兼容性

ADD、DROP 和 SET DATATYPE 这三种形式符合 SQL标准。其他形式是

SQL标准的 HighGo DB扩展。另外，一个 ALTER FOREIGN TABLE 命令中设置

多个操作的功能也是扩展。

ALTER FOREIGN TABLE DROP COLUMN 可以删除外部表中仅有的唯一

一列，删除之后就是一个无字段的表。这是 SQL的一个扩展，标准 SQL不允许

零字段的外部表。

 又见

CREATE FOREIGN TABLE、DROP FOREIGN TABLE

4.12 ALTER FUNCTION
 语法

ALTER FUNCTION name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action [ ... ] [ RESTRICT ]

ALTER FUNCTION name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FUNCTION name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FUNCTION name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SET SCHEMA new_schema

这里的 action是如下之一：

CALLED ON NULL INPUT | RETURNS NULL ON NULL INPUT | STRICT

IMMUTABLE | STABLE | VOLATILE | [ NOT ] LEAKPROOF

[ EXTERNAL ] SECURITY INVOKER | [ EXTERNAL ] SECURITY

DEFINER

COST execution_cost

ROWS result_rows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 TO | = } { value | DEFAULT }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FROM CURRENT

RE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RESETALL

 描述

要使用 ALTER FUNCTION，你必须拥有该函数。要修改一个函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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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必须在新模式上拥有 CREATE权限。要修改所有者，你还必须是新的

所有角色的直接或间接成员，并且该角色必须在此函数的模式上有 CREATE

权限。这些限制强制了修改该所有者不能通过删除和重建函数做任何不能做

的事情。不过，超级用户可以修改任意函数的所有权。

 参数

name

一个现有的函数的名称(可以使用模式限定)。

argmode

参数的模式：可以是 IN、OUT、INOUT或者 VARIADIC之一。如果被

忽略，默认为 IN。请注意 ALTER FUNCTION 实际不会注意任何 OUT

参数，因为判断函数的身份只需要输入参数。因此列出 IN、INOUT和

VARIADIC参数就足够了。

argname

参数的名称。请注意 ALTER FUNCTION实际上不会注意参数的名称，

因为只有参数的数据类型用于判断函数的身份。

argtype

如果有的话，是该函数参数的数据类型(可以用模式修饰)。

new_name

函数的新名称。

new_owner

函数的新所有者。请注意如果函数标记为 SECURITY DEFINER，那么

它随后将以新的所有者执行。

new_schema

函数的新模式。

CALLED ON NULL INPUT

RETURNS NULL ON NULL INPUT

STRICT

CALLED ON NULL INPUT 把函数改成在某些或所有参数都是空值时

也可以被调用。RETURNS NULL ON NULL INPUT或者 STRICT把函

数改成如果任何一个参数是空值就根本不执行并且自动假定一个空值

结果。参阅 CREATE FUNCTION获取更多信息。

IMMUTABLE

STABLE

VOLA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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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函数的稳定性修改为指定设置。参阅 CREATE FUNCTION获取细节。

[ EXTERNAL ] SECURITY INVOKER

[ EXTERNAL ] SECURITY DEFINER

更改该函数是否为一个安全定义器。为了兼容 SQL 标准，关键字

EXTERNAL被忽略。参阅 CREATE FUNCTION获取更多有关这个功能

的信息。

LEAKPROOF

更改该函数是否被认为是防泄漏的。关于这个功能的详情请见 CREATE

FUNCTION。

COST execution_cost

更改函数的估计执行成本。参阅 CREATE FUNCTION获取更多信息。

ROWS result_rows

更改设置返回函数返回的估计行数。参阅 CREATE FUNCTION获取更

多信息。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value

当函数被调用时，添加或者更改对配置参数值的配置。如果 value 是

DEFAULT，或者，等价地，使用 RESET，该函数本地的设置将会被移

除，这样函数会使用当前环境中的数值来执行。使用 RESETALL来清

理所有函数本地的设置。SET FROM CURRENT保存会话的参数当前值

为进入该函数时要应用的值。

参阅 SET和服务器配置获取更多关于允许的参数名称和数值的信息。

RESTRICT。

为了符合 SQL标准而忽略。

 例子

把参数类型为 integer的函数 sqrt重命名为 square_root：

ALTER FUNCTION sqrt(integer) RENAME TO square_root;

把参数类型为 integer的函数 sqrt的所有者修改为 joe：

ALTER FUNCTION sqrt(integer) OWNER TO joe;

把参数类型为 integer的函数 sqrt的模式修改为 maths：

ALTER FUNCTION sqrt(integer) SET SCHEMAmaths;

要调整自动为函数设置的搜索路径：

ALTER FUNCTION check_password(text) SET search_path = admin,

pg_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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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一个函数的 search_path的自动设置：

ALTER FUNCTION check_password(text) RESET search_path;

这个函数将用其调用方使用的任何搜索路径来执行。

 兼容性

这个语句部分兼容 SQL 标准中的 ALTER FUNCTION 语句。标准允许修改

函数的更多属性，但是没有提供重命名函数、把一个函数定义为安全定义器、

为一个函数附加配置参数值或者修改函数的所有者、模式、稳定性的功能。

标准还要求 RESTRICT关键字；这在 HighGo DB里是可选的。

 又见

CREATE FUNCTION, DROP FUNCTION

4.13 ALTER GROUP
 语法

ALTER GROUP role_specificationADD USER user_name [, ... ]

ALTER GROUP role_specification DROP USER user_name [, ... ]

这里的 role_specification 可以是:

role_name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ALTER GROUP group_name RENAME TO new_name

 描述

ALTER GROUP修改一个用户组的属性。这是一条废弃的命令，不过出于向

后兼容的原因还被接受，因为组(及用户)都已经被更一般的概念：角色，给

代替了。

前两个变体添加用户到组中或者将用户从组中移出。（为此任意角色都可以

做"用户"或者 "组"之一。）这些变体实际上相当于授予或者撤销名为"组"

的角色中的成员关系；因此首选的方法是使用 GRANT或者 REVOKE。

第三种变体修改一个组的名称。它恰好等效于用 ALTER ROLE重命名角色。

 参数

group_name

要更改的组(角色)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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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_name

准备向组中增加或从组中删除的用户(角色)(必须已经存在)。ALTER

GROUP并不创建或删除用户。

new_name

组的新名称。

 例子

向组中增加用户：

ALTER GROUP staff ADD USER karl, john;

从组中删除用户：

ALTER GROUP workers DROP USER beth;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ALTER GROUP语句。

 又见

GRANT, REVOKE, ALTER ROLE

4.14 ALTER INDEX
 语法

ALTER INDEX [ IF EXISTS ]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INDEX [ IF EXISTS ] name SET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ALTER INDEX [ IF EXISTS ] name SET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ALTER INDEX [ IF EXISTS ] name RESET ( storage_parameter [, ... ] )

ALTER INDEXALL IN TABLESPACE name [ OWNED BY role_name [, ... ] ]

SET TABLESPACE new_tablespace [ NOWAIT ]

 描述

ALTER INDEX更改一个现有索引的定义。它有几种子形式：

RENAME

RENAME只改变索引的名称。对存储的数据没有影响。

SET TABLESPACE

改变索引的表空间为指定表空间，并且把索引相关的数据文件移动到新

的表空间中。要修改一个索引的表空间，你必须拥有该索引并且在新的

表空间上有 CREATE权限。当前数据库中一个表空间中的所有索引可

以通过 ALL IN TABLESPACE形式移动，这将锁定所有要移动的索引，

然后逐个移动。这个形式也支持 OWNED BY，它将只移动指定角色所

拥有的索引。如果声明了 NOWAIT 选项，那么如果不能立即获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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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锁，这条命令将失败。请注意，这条命令不会移动系统目录，如果需

要，使用 ALTER DATABASE 或明确的 ALTER INDEX 调用。 又见

CREATE TABLESPACE。

SET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改变索引的一个或多个索引方法特定的存储参数。参见 CREATE

INDEX 获取可用参数的细节。需要注意的是索引内容不会被这个命令

立即修改，根据参数的不同，你可能需要使用 REINDEX重建索引来获

得期望的效果。

RESET ( storage_parameter [, ... ] )

重置索引的一个或多个索引方法特定的存储参数为缺省值。与 SET 一

样，可能需要使用 REINDEX 来完全更新索引。

 参数

IF EXISTS

如果索引不存在，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这种情况下发出一个提示。

name

要修改的现有索引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new_name

索引的新名称。

tablespace_name

索引将移动到的表空间。

storage_parameter

索引方法特定的存储参数的名称。

value

索引方法特定的存储参数的新值。根据参数的不同，这可能是一个数字

或单词。

 注意

这些操作也可以用 ALTER TABLE进行。ALTER INDEX实际上只是 ALTER

TABLE 用于索引的形式的一个别名。

以前还有一个 ALTER INDEX OWNER变体，但是现在忽略了(带一个警告)。

一个索引不能有一个和其表的属主不同的所有者。改变该表的所有者将自动

改变索引的所有者。

不允许修改系统表索引的任何部分。

 例子

重命名一个现有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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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INDEX distributors RENAME TO suppliers;

把一个索引移动到另外一个表空间：

ALTER INDEX distributors SET TABLESPACE fasttablespace;

改变索引的填充因子(假定该索引方法支持它)：

ALTER INDEX distributors SET (fillfactor = 75);

REINDEX INDEX distributors;

 又见

CREATE INDEX, REINDEX

4.15 ALTER LANGUAGE
 语法

ALTER [ PROCEDURAL ] LANGUAGE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 PROCEDURAL ] LANGUAGE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描述

更改一种过程语言的定义。唯一的功能就是重命名语言或者分配一个新的所

有者。只有超级用户或者语言的所有者可以使用 ALTER LANGUAGE。

 参数

name

语言的名称。

new_name

语言的新名称。

new_owner

语言的新的拥有者。

 兼容性

SQL标准中没有 ALTER LANGUAGE语句。

 又见

CREATE LANGUAGE, DROP LANGUAGE

4.16 ALTER LARGE OBJECT
 语法

ALTER LARGE OBJECT large_object_oid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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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一个大对象的定义。仅有的功能是分配一个新的所有者。您必须是超级

用户或者大对象的所有者才能使用 ALTER LARGE OBJECT命令。

 参数

large_object_oid

要被修改的大对象的 OID。

new_owner

大对象的新所有者。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ALTER LARGE OBJECT语句。

4.17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名称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修改物化视图的定义

 大纲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 IF EXISTS ] name

action [, ... ]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 IF EXISTS ] name

RENAME [ COLUMN ] column_name TO new_column_name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 IF EXISTS ]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 IF EXISTS ]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ALL IN TABLESPACE name [ OWNED BY

role_name [, ... ] ]

SET TABLESPACE new_tablespace [ NOWAIT ]

这里的 action 是下列之一: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SET STATISTICS integer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SET ( attribute_option = value [, ... ]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RESET ( attribute_option [, ... ]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SET STORAGE { PLAIN |

EXTERNAL | EXTENDED | MAIN }

CLUSTER ON index_name

SET WITHOUT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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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RESET ( storage_parameter [, ... ] )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SET TABLESPACE new_tablespace

 描述

ALTER MATERIALIZED VIEW改变一个现有物化视图的各种辅助属性。

要使用 ALTER MATERIALIZED VIEW，你必须拥有该物化视图。要改变一

个物化视图的模式，也必须有在新模式上的 CREATE权限。要修改所有者，

你必须是新所有角色的直接或间接成员，并且该角色必须在该物化视图的模

式上拥有 CREATE权限。（这些限制强制修改所有者不能通过删除然后重

建物化视图做任何你不能做的事情。不过，一个超级用户可以修改任意视图

的所有权。）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可用的语句的子形式和动作是 ALTER

TABLE 可用的一个子集，当用于物化视图时有相同的含义。

 参数

name

现有物化视图的名称（可以使用模式限定）。

column_name

一个新的或现有字段的名称。

new_column_name

现有列的新名称。

new_owner

物化视图的新所有者的用户名。

new_name

物化视图的新名称。

new_schema

物化视图的新模式。

 例子

重命名物化视图 foo为 bar: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foo RENAME TO bar;

 又见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 、 DROP MATERIALIZED VIEW 、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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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ALTER OPERATOR
 语法

ALTER OPERATOR name ( { left_type | NONE } , { right_type | NONE } )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OPERATOR name ( { left_type | NONE } , { right_type | NONE } )

SET SCHEMA new_schema

ALTER OPERATOR name ( { left_type | NONE } , { right_type | NONE } )

SET ( { RESTRICT = { res_proc | NONE }

| JOIN = { join_proc | NONE }

} [, ... ] )

 描述

ALTER OPERATOR改变一个操作符的定义。目前唯一能用的功能是改变操

作符的所有者。

要使用 ALTER OPERATOR，你必须拥有该操作符。要修改所有者，你还必

须是新的所有角色的直接或间接成员，并且该成员必须在此操作符的模式上

有 CREATE权限。这些限制强制了修改该所有者不能通过删除和重建操作

符做任何不能做的事情。不过，超级用户可以以任何方式修改任意操作符的

所有权。

 参数

name

一个现有操作符的名称(可以使用模式限定)。

left_type

操作符的左操作数的数据类型；如果没有左操作数，那么写 NONE。

right_type

操作符的右操作数的数据类型；如果没有右操作数，那么写 NONE。

new_owner

操作符的新所有者。

new_schema

操作符的新模式。

res_proc

这个操作符的约束选择度估算器函数，写成 NONE 可以移除现有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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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度估算器。

join_proc

这个操作符的连接选择度估算器函数，写成 NONE 可以移除现有的选择度

估算器。

 例子

改变一个用于类型 text的自定义操作符 a @@ b的所有者：

ALTER OPERATOR @@ (text, text) OWNER TO joe;

更改类型 int[]的自定义操作符 a && b的 约束和连接选择度估算器函数：

ALTER OPERATOR && (_int4, _int4) SET (RESTRICT = _int_contsel, JOIN =

_int_contjoinsel);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ALTER OPERATOR语句。

 又见

CREATE OPERATOR, DROP OPERATOR

4.19 ALTER OPERATOR CLASS
 语法

ALTER OPERATOR CLASS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OPERATOR CLASS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OPERATOR CLASS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SET SCHEMA new_schema

 描述

要使用 ALTER OPERATOR CLASS，你必须拥有该操作符类。要修改所有

者，你还必须是新的所有角色的直接或间接成员，并且该角色必须在此操作

符类的模式上有 CREATE 权限。这些限制强制了修改该所有者不能通过删

除和重建操作符类做任何不能做的事情。不过，超级用户可以修改任意操作

符类的所有权。

 参数

name

一个现有操作符类的名称(可以使用模式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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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_method

这个操作符类的索引方法的名称。

new_name

操作符类的新名称。

new_owner

操作符类的新所有者。

new_schema

该操作符类的新模式。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ALTER OPERATOR CLASS语句。

 又见

CREATE OPERATOR CLASS, DROP OPERATOR CLASS, ALTER

OPERATOR FAMILY

4.20 ALTER OPERATOR FAMILY
 语法

ALTER OPERATOR FAMILY name USING index_methodADD

{ OPERATOR strategy_number operator_name ( op_type, op_type )

[ FOR SEARCH | FOR ORDER BY sort_family_name ]

| FUNCTION support_number [ ( op_type [ , op_type ] ) ]

function_name ( argument_type [, ...] )

} [, ... ]

ALTER OPERATOR FAMILY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DROP

{ OPERATOR strategy_number ( op_type [ , op_type ] )

| FUNCTION support_number ( op_type [ , op_type ] )

} [, ... ]

ALTER OPERATOR FAMILY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OPERATOR FAMILY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OPERATOR FAMILY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SET SCHEMA new_schema

 描述

ALTER OPERATOR FAMILY更改一个操作符族的定义。您可以添加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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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函数到族中、将它们从族中移除或者更改族的名称或者所有者。

当操作符和支持函数通过 ALTER OPERATOR FAMILY 命令被添加到族中

时，它们不是族中任何特定操作符类的组成部分，而只是“松散”地存在于

该族中。这表示这些操作符和函数与该族的语义兼容，但是没有被任何特定

索引的正确功能所要求（相反，所要求的操作符和函数应该被声明为一个操

作符类的一部分，参阅 CREATE OPERATOR CLASS。）HighGo DB 将允

许一个族的松散成员在任何时候被从该族中删除，但是一个操作符类的成

员，在没删除整个类以及依赖它的所有索引之前是不能被删除的。典型地，

单一数据类型操作符和函数是操作符类的一部分，因为需要用他们来支持那

些特定数据类型的索引，跨数据类型操作符和函数被作为该族的松散成员。

您必须是超级用户才能使用 ALTER OPERATOR FAMILY。（做这个约束是

因为一个错误的操作符族定义可能会迷惑服务器甚至让它崩溃。）

ALTER OPERATOR FAMILY不会在当前检查操作符族定义是否包含索引方

法需要的所有操作符和函数，也不会检查操作符和函数是否来自一个自我一

致的集合。定义一个有效的操作符族是用户的责任。

 参数

name

现有操作符族的名称(可以使用模式限定)。

index_method

此操作符族的索引方法的名称。

strategy_number

与该操作符族相关的一个操作符的索引方法策略号。

operator_name

与操作符族相关的操作符的名称（可使用模式限定）。

op_type

在一个 OPERATOR子句中，操作符的操作数数据类型或者用 NONE表

示左一元或者右一元操作符。与 CREATE OPERATOR CLASS 中的可

比较语法不同，操作数数据类型必须总是被指定。

在一个 ADD FUNCTION子句中，如果不同于函数的输入数据类型，则

指定函数打算支持的操作数数据类型。对于 B-tree比较函数和 Hash函

数，既然函数的输入数据类型总是正确的，因此那就没必要声明

op_type。

对于 B-tree 排序支持函数和 GiST、SP-GiST 和 GIN 操作符类中的所

有函数，有必要指定函数使用的操作数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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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 DROP FUNCTION 子句中，必须指定函数要支持的操作数数据

类型。

sort_family_name

一个现有 btree操作符族的名称（可能是模式限定的），它描述与一个

排序操作符相关的排序顺序。

如果既没有指定 FOR SEARCH也没有指定 FOR ORDER BY，默认值是

FOR SEARCH。

support_number

一个与该操作符族相关的函数的索引方法的支持过程编号。

function_name

作为该操作符族的一种索引方法支持过程的函数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

定的)。

argument_type

函数的参数数据类型。

new_name

操作符族的新名称。

new_owner

操作符族的新所有者。

new_schema

操作符族的新模式。

OPERATOR和 FUNCTION子句可以以任意顺序出现。

 注意

注意 DROP语法只通过策略或者支持号以及输入数据类型指定该操作符族

中的"slot"。占用这个槽的操作符或者函数的名称不会涉及。而且，对于

DROP FUNCTION 来说，要声明的类型是函数旨在支持的输入数据类型；

对于 GiST、SP-GiST和 GIN 索引，这可能与函数的实际输入参数类型无关。

因为索引机制在使用函数之前不检查函数上的访问权限，包括在操作符族中

的函数或操作符在内等同于授予其上的公共执行权限。这对于在操作符族中

有用的这类函数来说不是问题。

操作符不应该由 SQL函数定义。一个 SQL函数有可能被内联到调用查询中，

这将阻止优化器发现该查询匹配一个索引。

 例子

以下示例命令，将跨数据类型的操作符和支持函数添加到已包含用于 int4

和 int2数据类型的 B-tree操作符类的操作符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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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OPERATOR FAMILY integer_ops USING btree ADD

-- int4 vs int2

OPERATOR 1 < (int4, int2) ,

OPERATOR 2 <= (int4, int2) ,

OPERATOR 3 = (int4, int2) ,

OPERATOR 4 >= (int4, int2) ,

OPERATOR 5 > (int4, int2) ,

FUNCTION 1 btint42cmp(int4, int2) ,

-- int2 vs int4

OPERATOR 1 < (int2, int4) ,

OPERATOR 2 <= (int2, int4) ,

OPERATOR 3 = (int2, int4) ,

OPERATOR 4 >= (int2, int4) ,

OPERATOR 5 > (int2, int4) ,

FUNCTION 1 btint24cmp(int2, int4) ;

再次删除这些项：

ALTER OPERATOR FAMILY integer_ops USING btree DROP

-- int4 vs int2

OPERATOR 1 (int4, int2) ,

OPERATOR 2 (int4, int2) ,

OPERATOR 3 (int4, int2) ,

OPERATOR 4 (int4, int2) ,

OPERATOR 5 (int4, int2) ,

FUNCTION 1 (int4, int2) ,

-- int2 vs int4

OPERATOR 1 (int2, int4) ,

OPERATOR 2 (int2, int4) ,

OPERATOR 3 (int2, int4) ,

OPERATOR 4 (int2, int4) ,

OPERATOR 5 (int2, int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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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1 (int2, int4) ;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ALTER OPERATOR FAMILY语句。

 又见

CREATE OPERATOR FAMILY, DROP OPERATOR FAMILY, CREATE

OPERATOR CLASS, ALTER OPERATOR CLASS, DROP OPERATOR

CLASS

4.21 ALTER POLICY
 语法

ALTER POLICY name ON table_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POLICY name ON table_name

[ TO { role_name | PUBLIC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 ...] ]

[ USING ( using_expression ) ]

[ WITH CHECK ( check_expression ) ]

 描述

ALTER POLICY修改现有行级别安全策略的定义。

要使用 ALTER POLICY，你必须拥有适用该策略的表。

在 ALTER POLICY的第二种形式中，如果指定，角色列表，using_expression

和 check_expression将被独立替换。当省略其中一个子句时，策略的相应部分不

会更改。

 参数

name

要更改的现有策略的名称。

table_name

策略所在的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new_name

策略的新名称。

role_name

策略应用到的角色。可以一次指定多个角色。如果要将策略应用于所有

角色，请使用 PUBLIC。

using_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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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 USING表达式。 详细信息请参见 CREATE POLICY。

check_expression

策略的WITH CHECK表达式。 详细信息请参见 CREATE POLICY。

 又见

CREATE POLICY、DROP POLICY

4.22 ALTER ROLE
 语法

ALTER ROLE role_specification [ WITH ] option [ ... ]

这里的 option可以是：

SUPERUSER | NOSUPERUSER

| CREATEDB | NOCREATEDB

| CREATEROLE | NOCREATEROLE

| CREATEUSER | NOCREATEUSER

| INHERIT | NOINHERIT

| LOGIN | NOLOGIN

| REPLICATION | NOREPLICATION

| BYPASSRLS | NOBYPASSRLS

|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 [ ENCRYPTED | UNENCRYPTED ] PASSWORD 'password'

| VALID UNTIL 'timestamp'

ALTER ROLE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ROLE { role_specification | ALL } [ IN DATABASE database_name ]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 TO | = } { value | DEFAULT }

ALTER ROLE { role_specification | ALL } [ IN DATABASE database_name ]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FROM CURRENT

ALTER ROLE { role_specification | ALL } [ IN DATABASE database_name ]

RE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ALTER ROLE { role_specification | ALL } [ IN DATABASE database_name ]

RESETALL

这里的 role_specification可以是：

[ GROUP ] role_name

| CURRENT_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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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SION_USER

 描述

这个命令的第一个变体可以修改很多 CREATE ROLE里面声明的角色属性。

（覆盖了所有可能的属性，除了增加和删除成员关系的选项之外，要增加和

删除成员使用 GRANT和 REVOKE)。在命令中没有提到的属性维持它们以

前的设置。数据库超级用户可以给任何角色改变任何设置。拥有

CREATEROLE权限的角色可以任意修改这些设置，但是只能给非超级用户

和非复制角色设置。普通的角色只能修改它们自己的口令。

第二个变体修改角色的名称。数据库超级用户可以重命名任何角色。拥有

CREATEROLE权限的角色可以重命名任何非超级用户角色。当前会话的用

户不能被重命名。如果需要这么做，必须以另外一个用户的身份连接。因为

MD5加密的口令使用角色名称作为加盐值，所以，如果口令是MD5加密的，

那么重命名一个角色会清空其口令。

其余的变体为一个配置变量改变一个角色的会话默认值，可以为所有数据库

设置，或者只为 IN DATABASE 中指定的数据库设置。如果指定的是 ALL

而不是一个角色名，将会为所有角色更改该设置。把 ALL 和 IN DATABASE

一起使用实际上和使用命令 ALTER DATABASE ... SET ...相同。

当角色随后开启一个新会话，指定的值将成为会话的默认值，并且覆盖

postgresql.conf中存在的任何设置或者从 psql中接收到的值。这仅在登录时

发生；执行 SET ROLE 或者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不会引起新

的配置值设置。为所有数据库设置的值被附加到一个角色上的数据库相关的

设置所覆盖。特定数据库或特定角色的设置会覆盖为所有角色所作的设置。

超级用户可以更改任何一个会话默认值。有 CREATEROLE权限的角色可以

为非超级用户角色更改默认值。普通的角色只能为自己设置默认值。某些配

置变量不能以这种方式设置，或者只能由超级用户发出的命令设置。只有超

级用户可以更改所有数据库中所有角色的设置。

 参数

name

角色的名称，其属性将被更改。

CURRENT_USER

更改当前用户，而不是显式标识的角色。

SESSION_USER

更改当前会话用户，而不是显式标识的角色。

SUPER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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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UPERUSER

CREATEDB

NOCREATEDB

CREATEROLE

NOCREATEROLE

CREATEUSER

NOCREATEUSER

INHERIT

NOINHERIT

LOGIN

NOLOGIN

REPLICATION

NOREPLICATION

BYPASSRLS

NOBYPASSRLS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PASSWORD password

ENCRYPTED

UNENCRYPTED

VALID UNTIL 'timestamp'

这些子句修改原来由 CREATE ROLE 设置的属性。要获取更多详细信

息，请参阅 CREATE ROLE参考页。

new_name

角色的新名称。

database_name

要在其中设置配置变量的数据库的名称。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value

把该角色指定的配置参数缺省值设置为给定值。如果 value是DEFAULT

或等效的 RESET，则会删除特定角色的变量设置，这样该角色将在新

的会话中继承系统范围的缺省值。使用 RESETALL 清理所有角色相关

的设置。SET FROM CURRENT 将会话的当前参数值保存为特定角色

值。如果 IN DATABASE被指定，只会为给定的角色和数据库设置或者

删除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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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相关的变量设置只在登录时生效；SET ROLE 和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不能处理角色相关的变量设置。

参阅 SET获取有关允许的参数名称和数值的更多信息。

 注意

使用 CREATE ROLE增加新角色，使用 DROP ROLE 删除一个角色。

ALTER ROLE不能改变角色的成员关系。可以使用 GRANT和 REVOKE来

实现。

使用这个命令指定一个未加密的口令时必须小心，因为口令将以明文方式传

送到服务器，并且可能被记录在客户端命令历史或者服务器日志中。psql

包含一个可以用来安全修改角色密码的\password命令。

也可以把会话缺省与指定数据库绑定而不是与角色绑定；参阅 ALTER

DATABASE。如果有冲突，那么数据库角色相关的设置会覆盖角色相关的

设置，角色相关的设置又会覆盖数据库相关的设置。

 例子

改变一个角色的口令：

ALTER ROLE davide WITH PASSWORD 'hu8jmn3';

删除一个角色的口令:

ALTER ROLE davide WITH PASSWORD NULL;

改变口令失效的日期，声明口令应该在 2015年 5月 4日中午失效，时区比

UTC早一个小时：

ALTER ROLE chris VALID UNTIL 'May 4 12:00:00 2015 +1';

令一个口令永远有效：

ALTER ROLE fred VALID UNTIL 'infinity';

赋予一个角色创建其它角色和新数据库的能力：

ALTER ROLE miriam CREATEROLE CREATEDB;

给一个角色设置非缺省的 maintenance_work_mem参数值：

ALTER ROLE worker_bee SET maintenance_work_mem = 100000;

给一个角色设置非缺省的、数据库相关的 client_min_messages 参数：

ALTER ROLE fred IN DATABASE devel SET client_min_messages =

DEBUG;

 又见

CREATE ROLE, DROP ROLE,ALTER DATABASE,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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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ALTER RULE
 名称

ALTER RULE --修改一个规则的定义

 大纲

ALTER RULE name ON table_name RENAME TO new_name

 描述

ALTER RULE修改现有规则的定义。目前仅可以修改规则的名称。

要使用 ALTER RULE，你必须拥有该规则适用的表或者视图。

 参数

name

要修改规则的名称。

table_name

该规则适用的表或视图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new_name

规则的新名称。

 例子

将一个规则的名称进行重命名：

ALTER RULE notify_all ON emp RENAME TO notify_me;

 兼容性

ALTER RULE是 HighGo DB的扩展，这个语句会重写系统内容。

 参见

CREATE RULE, DROP RULE

4.24 ALTER SCHEMA
 语法

ALTER SCHEMA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SCHEMA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描述

要使用 ALTER SCHEMA，你必须拥有该模式。要给一个模式重命名，你必

须在该数据库上有 CREATE权限。要修改所有者，你还必须是新的所有角

色的直接或间接成员，并且该角色必须在此数据库上有 CREATE权限。超

级用户自动拥有全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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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name

现有模式的名称。

new_name

模式的新名称，新名称不能以 pg_开头，因为这些名称被保留用于系统

模式。

new_owner

模式的新所有者。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ALTER SCHEMA语句。

 又见

CREATE SCHEMA, DROP SCHEMA

4.25 ALTER SEQUENCE
 语法

ALTER SEQUENCE [ IF EXISTS ] name [ INCREMENT [ BY ] increment ]

[ MINVALUE minvalue | NO MINVALUE ] [ MAXVALUE maxvalue | NO

MAXVALUE ]

[ START [ WITH ] start ]

[ RESTART [ [ WITH ] restart ] ]

[ CACHE cache ] [ [ NO ] CYCLE ]

[ OWNED BY { table_name.column_name | NONE } ]

ALTER SEQUENCE [ IF EXISTS ]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SEQUENCE [ IF EXISTS ]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SEQUENCE [ IF EXISTS ]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描述

ALTER SEQUENCE命令修改一个现有的序列生成器的参数。任何没有明确

在 ALTER SEQUENCE命令里声明的参数都将保留原先的设置。

要使用 ALTER SEQUENCE，你必须拥有该序列。要改变一个序列的模式，

你必须在新模式上有 CREATE 权限。要改变属主，您必须也是新的所有角

色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成员，并且那个角色必须有序列模式上的 CREATE 权

限。（这些约束强制在改变所有者时不能通过删除或者重建序列做一些不能

做的操作。不过，一个超级用户可以以任何方式改变任意序列的成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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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name

一个要修改的序列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IF EXISTS

在序列不存在时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提示。

increment

INCREMENT BY increment 子句是可选的。一个正数将会产生一个上升

序列，负数则产生下降序列。如果没有声明，将沿用原来的增量值。

minvalue

NO MINVALUE

可选的MINVALUE minvalue 子句决定一个序列可以生成的最小的值。

如果声明了 NO MINVALUE，那么将使用缺省值，对于递增和递减的

序列分别是 1和-263-1。如果没有声明则沿用当前的最小值。

maxvalue

NO MAXVALUE

可选的MAXVALUE maxvalue子句决定一个序列可以生成的最大的值。

如果声明了 NO MAXVALUE那么将使用缺省值，对于递增和递减的序

列分别是 263-1和-1。如果没有声明则沿用当前的最大值。

start

可选的 STARTWITH，start 子句修改序列的初始值。这对当前序列值

没有影响；它仅影响到将来的 ALTER SEQUENCE RESTART 命令将会

使用的值。

restart

可选子句 RESTART [ WITH restart ] 改变序列的当前值。这相当于用

is_called = false调用 setval 函数：指定的值将会通过 nextval的next 调

用返回。不通过 restart 值来写 RESTART 相当于提供 CREATE

SEQUENCE 记录的或者由 ALTER SEQUENCE START WITH 最后设

置的初始值。

cache

子句 CACHE cache 使得序列数字被预先分配并且保存在内存中以便更

快的访问。最小值 1表示每次只能生成一个数值，即无缓存。如果没有

声明，将沿用旧的缓存值。

CYCLE

可选的关键字 CYCLE 可以用于允许序列在达到 maxvalue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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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value 的时候循环使用。如果达到了极限，那么生成的下一个数字

将分别是 minvalue 或者 maxvalue。

NO CYCLE

如果声明了可选键字 NO CYCLE，任何在序列达到其极限后对 nextval

的调用都将返回错误。如果未声明 CYCLE或者 NO CYCLE，那么将沿

用原有的循环行为。

OWNED BY table.column

OWNED BY NONE

OWNED BY选项将序列和一个表的特定字段关联，这样，如果那个字

段(或整个表)被删除了，那么序列也将被自动删除。指定的新关联将覆

盖旧有的关联。指定的表必须与序列的属主相同并且在同一个模式中。

指定 OWNED BY NONE将删除任何已经存在的关联，也就是让该序列

变成"独立"序列。

new_owner

序列新所有者的用户名。

new_name

序列的新名称。

new_schema

序列的新模式。

 注意

为避免从同一序列获取数字的并发事务，ALTER SEQUENCE对序列生成参

数的影响永远不会回；这些改变会立即生效并且是不可逆的；然而，OWNED

BY,OWNER TO, RENAME TO和SET SCHEMA子句会引起可被回滚的普通

目录更新。

ALTER SEQUENCE不会立即影响具有预分配（缓存）序列值的 nextval（而

不是当前的）后端结果。他们将在意识到变化的序列产生参数之前用完所有

缓存值。当前后台将会迅速受到影响。

ALTER SEQUENCE不影响序列的 currval状态。

由于历史原因，ALTER TABLE也可用于序列；但是仅仅允许序列的 ALTER

TABLE变量等价于以上所示的形式。

 示例

从 105重新开始一个叫 serial的序列：

ALTER SEQUENCE serial RESTARTWITH 105;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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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SEQUENCE 遵循 SQL 标准，除了 START WITH，OWNED BY，

OWNER TO，RENAME TO和 SET SCHEMA子句。

 又见

CREATE SEQUENCE, DROP SEQUENCE

4.26 ALTER SERVER
 语法

ALTER SERVER server_name [ VERSION 'new_version' ]

[ OPTIONS ( [ ADD | SET | DROP ] option ['value'] [, ... ] ) ]

ALTER SERVER server_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ALTER SERVER server_name OWNER TO new_owner

 描述

ALTER SERVER更改外服务器的定义。第一种形式改变服务器版本字符串

或者服务器的通用选项（至少需要一个子句）。第二种形式改变服务器的属

主。

要修改该服务器，你必须是它的拥有者。此外为了修改拥有者，你必须拥有

该服务器并且是新拥有角色的一个直接或者间接成员，并且你必须具有该服

务器的外部数据包装器上的 USAGE特权（注意超级用户自动满足所有这些

条件）。

 参数

name

现有服务器的名称。

new_version

新的服务器版本。

OPTIONS ( [ ADD | SET | DROP ] option ['value'] [, ... ] )

更改该服务器的选项。ADD、SET和 DROP指定要执行的动作。如果

没有显式地指定操作，将会假定为 ADD。选项名称必须唯一，名称和

值也会使用该服务器的外部数据包装器库进行验证。

new_owner

外部服务器的新所有者的用户名。

new_name

外部服务器的新名称。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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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服务器 foo，添加连接选项:

ALTER SERVER foo OPTIONS (host 'foo', dbname 'foodb');

更改服务器 foo，更改版本，更改 host选项:

ALTER SERVER foo VERSION '8.4' OPTIONS (SET host 'baz');

 兼容性

ALTER SERVER遵守 ISO/IEC 9075-9 (SQL/MED)。OWNER TO和RENAME

表单是 HighGo DB扩展。

 又见

CREATE SERVER, DROP SERVER

4.27 ALTER SYSTEM
 名称

ALTER SYSTEM --更改服务器配置参数

 大纲

ALTER SYSTEM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 TO | = } { value | 'value' |

DEFAULT }

ALTER SYSTEM RE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ALTER SYSTEM RESET ALL

 描述

ALTER SYSTEM用于在整个数据库 cluster中修改服务器配置参数。比传统

的手动编辑 postgresql.conf 文件更加方便。 ALTER SYSTEM将给出的参数

设置写到 postgresql.auto.conf文件中，该文件会随着 postgresql.conf一起被

读入。将一个参数设置为 DEFAULT或使用 RESET变量可以把该配置项从

postgresql.auto.conf文件中移除，使用 RESET ALL 删除所有这样的配置项。

用ALTER SYSTEM设置的值将在下一次重载服务器配置（SIGHUP或 pg_ctl

reload）后生效，那些只能在服务器启动时更改的参数则会在下一次服务器

重启后生效。

只有超级用户能够使用 ALTER SYSTEM。还有，由于这个命令直接作用于

文件系统并且不能被回滚，所以不允许在一个事务块或者函数中使用它。

 参数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可设置的配置参数名。

value

该参数的新值。值可以被指定为字符串常量、标识符、数字或这些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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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号分隔的列表，根据特定的参数而定。写上 DEFAULT 可以用来把该

参数及其值从 postgresql.auto.conf中移除。

 注意

不能用这个命令来设置data_directory以及 postgresql.conf中不被允许的

参数。

 例子

设置 wal_level：

ALTER SYSTEM SET wal_level = hot_standby;

取消设置，恢复 postgresql.conf中的有效设置：

ALTER SYSTEM RESET wal_level;

 兼容性

ALTER SYSTEM语句是一种 HighGo DB扩展。

 又见

SET, SHOW

4.28 ALTER TABLE
 语法

ALTER TABLE [ IF EXISTS ] [ ONLY ] name [ * ]

action [, ... ]

ALTER TABLE [ IF EXISTS ] [ ONLY ] name [ * ]

RENAME [ COLUMN ] column_name TO new_column_name

ALTER TABLE [ IF EXISTS ] [ ONLY ] name [ * ]

RENAME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TO new_constraint_name

ALTER TABLE [ IF EXISTS ]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TABLE [ IF EXISTS ]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ALTER TABLE ALL IN TABLESPACE name [ OWNED BY role_name [, ... ] ]

SET TABLESPACE new_tablespace [ NOWAIT ]

其中 action 是以下之一：

ADD [ COLUMN ] [ IF NOT EXISTS ] column_name data_type

[ COLLATE collation ] [ column_constraint [ ... ] ]

DROP [ COLUMN ] [ IF EXISTS ] column_name [ RESTRICT |

http://postgres.cn/docs/9.5/runtime-config-file-lo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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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DE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 SET DATA ] TYPE data_type

[ COLLATE collation ] [ USING expression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SET DEFAULT expression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DROP DEFAULT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 SET | DROP } NOT NULL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ADD GENERATED { ALWAYS | BY

DEFAULT }AS IDENTITY [ ( sequence_options )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 SET GENERATED { ALWAYS | BY

DEFAULT } | SET sequence_option | RESTART [ [ WITH ] restart ] }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SET STATISTICS integer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SET ( attribute_option = value [, ... ]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RESET ( attribute_option [, ... ] )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SET STORAGE { PLAIN |

EXTERNAL | EXTENDED | MAIN }

ADD table_constraint [ NOT VALID ]

ADD table_constraint_using_index

ALTER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 DEFERRABLE | NOT

DEFERRABLE ] [ INITIALLYDEFERRED | INITIALLY IMMEDIATE ]

VALIDATE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DROP CONSTRAINT [ IF EXISTS ] constraint_name [ RESTRICT |

CASCADE ]

DISABLE TRIGGER [ trigger_name | ALL | USER ]

ENABLE TRIGGER [ trigger_name | ALL | USER ]

ENABLE REPLICATRIGGER trigger_name

ENABLEALWAYS TRIGGER trigger_name

DISABLE RULE rewrite_rule_name

ENABLE RULE rewrite_rule_name

ENABLE REPLICA RULE rewrite_rule_name

ENABLEALWAYS RULE rewrite_rule_name

CLUSTER ON index_name

SETWITHOUT CLUSTER

SETWITH OIDS

SETWITHOUT 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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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RESET ( storage_parameter [, ... ] )

INHERIT parent_table

NO INHERIT parent_table

OF type_name

NOT OF

OWNER TO new_owner

SET TABLESPACE new_tablespace

REPLICA IDENTITY {DEFAULT | USING INDEX index_name | FULL |

NOTHING}

并且 table_constraint_using_index 是：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

{ UNIQUE | PRIMARYKEY } USING INDEX index_name

[ DEFERRABLE | NOT DEFERRABLE ] [ INITIALLY DEFERRED |

INITIALLY IMMEDIATE ]

 描述

ALTER TABLE更改一个现存表的定义。下文描述了几种形式。注意每一种

形式所要求的锁级别可能不同。如果没有明确说明，将会持有一个 ACCESS

EXCLUSIVE所。当列出多个子命令时，所 持有的锁将是子命令所要求的

最严格的那一个。

ADD COLUMN

这种形式向该表增加一个新列，使用与 CREATE TABLE相同的语法。如果

指定了 IF NOT EXISTS并且使用这个名字的列已经存在，则 不会抛出错

误。

DROP COLUMN [ IF EXISTS ]

这种形式从表删除一列。涉及到该列的索引和表约束也将会被自动删

除。如果在该表之外有任何东西（例如外键引用或者视图）依赖于该列，

你将需要用到 CASCADE。如果指定了 IF EXISTS但该列不存在，则不

会抛出错误。这种情况中会发出一个提示。

IF EXISTS

如果该表不存在，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这种情况中会发出一个提示。

SET DATATYPE

这种形式更改表中一列的类型。涉及到该列的索引和简单表约束将通过

重新解析最初提供的表达式被自动转换为使用新的列类型。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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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OLLATE子句为新列指定一种排序规则，如果被省略，排序规则会

是新列类型的默认排序规则。可选的 USING子句指定如何从旧的列值

计算新列值，如果被省略，默认的转换和从旧类型到新类型的赋值造型

一样。如果没有从旧类型到新类型的隐式或者赋值造型，则必须提供一

个 USING子句。

SET/DROP DEFAULT

这种形式为一个字段设置或者删除缺省值。默认值只在后续的 INSERT

或 UPDATE 命令中生效，它们不会导致已经在表中的行改变。

SET/DROP NOT NULL

这些形式更改一列是否被标记为允许空值或者拒绝空值。只有当该列

不包含空值时，你才能使用 SET NOT NULL。

ADD GENERATED { ALWAYS | BY DEFAULT }AS IDENTITY

SET GENERATED { ALWAYS | BY DEFAULT }

DROP IDENTITY [ IF EXISTS ]

这些形式会更改列是否为标识列或更改现有标识列的生成属性。 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见 CREATE TABLE。

如果指定了 DROP IDENTITY IF EXISTS，并且该列不是标识列， 则不

会抛出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一个通知。

SET sequence_option

RESTART

这些形式修改现有标识列下的序列。sequence_option 是一个由 ALTER

SEQUENCE支持的选项， 例如 INCREMENT BY。

SET STATISTICS

这种形式为后续的 ANALYZE操作设置针对每列的统计收集目标。目标

可以被设置在范围 0 到 10000 之间，还可以把它设置为-1来恢复到使

用系统默认的统计目标（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更多参见 SET。

STATISTICS 要求一个 SHARE UPDATE EXCLUSIVE锁。

SET ( attribute_option = value [, ... ] )

RESET ( attribute_option [, ... ] )

这种形式设置或者重置每个属性的选项。当前，已定义的针对每个属性

的选项只有n_distinct和n_distinct_inherited，它们会覆盖后续ANALYZE

操作所得到的可区分值数量估计。n_distinct影响该表本身的统计信息，

而 n_distinct_inherited影响为该表及其继承收集的统计信息。当被设置

为一个正值时，ANALYZE将假定该列刚好包含指定数量的可区分非空

http://postgres.cn/docs/9.5/sql-analyze.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sql-analyz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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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当被设置为一个负值（必须大于等于 -1）时， ANALYZE将假定

可区分非空值的数量与表的尺寸成线性比例，确切的计数由估计的表尺

寸乘以给定数字的绝对值计算得到。例如，值-1表示该列中所有的值都

是可区分的，而值-0.5则表示每一个值平均出现两次。当表 的尺寸随

时间变化时，这会有所帮助，因为这种计算只有在查询规划时才会被执

行。指定值 0以恢复正常估计不同值的数量。

更改针对每个属性的选项要求一个 SHARE UPDATE EXCLUSIVE锁。

SET STORAGE

这种形式为一列设置存储模式。这会控制这列是会被保持在线内还是放

在一个二级 TOAST表中，以及数据是否应被压缩。PLAIN 必须用于固

定长度值，例如整数，并且是内联的，未压缩的。MAIN 用于内联、可

压缩的数据。EXTERNAL 用于外部的、未压缩数据。而 EXTENDED

用于外部的、压缩数据。对于大部分支持非 PLAIN 存储的数据类型，

EXTENDED 是默认值。使用 EXTERNAL 将会让很大的 text 和 bytea

之上的子串操作运行得更快，但是代价是存储空间会增加。注意 SET

STORAGE本身并不改变表中的任何东西，它只是设置在未来的表更新

时要追求的策略。

ADD table_constraint [NOT VALID]

这种形式使用和 CREATE TABLE相同的语法外向表添加新约束，以及

当前仅允许外键和 CHECK约束的选项 NOT VALID。如果约束被标记

为 NOT VALID，将会跳过验证表中所有行满足该约束的初检，这种检查

可能会很漫长。该约束仍将被强制到后续的插入和删除上（也就是说，

在外键的情况下如果在被引用表中没有一个匹配的行，操作会失败；如

果新行不匹配指定的检查约束，操作也会失败）。但是数据库不会假定

约束对该表中的所有行都成立，直到通过使用 VALIDATE CONSTRAINT 选

项对它进行验证。

ADD table_constraint_using_index

这种形式基于一个已有的唯一索引为一个表增加新的 PRIMARY KEY 或

UNIQUE 约束。该索引中的所有列将被包括在约束中。

该索引不能有表达式列也不能是一个部分索引。还有，它必须是一个带

有默认排序顺序的 B-tree 索引。这些限制确保该索引等效于使用常

规 ADD PRIMARY KEY 或者 ADD UNIQUE 命令时创建的索引。

如果 PRIMARY KEY 被指定，并且该索引的列没有被标记 NOT NULL，那

么这个命令将尝试对每一个这样的列做 ALTER COLUMN SET NO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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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一次全表扫描来验证这些列不包含空值。在所有其他情况中，这

都是一种很快的操作。

如果提供了一个约束名，那么该索引将被重命名以匹配该约束名。否则

该约束将被命名成索引的名称。

这个命令被执行后，该索引被增加的约束"拥有"，这和用常规 ADD

PRIMARY KEY 或 ADD UNIQUE 命令创建的索引一样。特别地，删掉该约

束将会导致该索引也消失。

注意: 如果需要增加一个新的约束但是不希望长时间阻塞表更新，那么

使用现有索引增加约束会有所帮助。要这样做，用 CREATE INDEX

CONCURRENTLY 创建该索引，并且接着使用这种语法把它安装为一个正

式的约束。

ALTER CONSTRAINT

这种形式修改之前创建的一个约束的属性。当前只能修改外键约束。

VALIDATE CONSTRAINT

这种形式验证之前创建为 NOT VALID 的外键或检查约束，它会扫描表来

确保对于该约束没有行不满足约束。如果约束已经被标记为合法，则什

么也不会发生。

在大型表上的验证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的处理。把约束的验证和创建分离

开来让我们可以把验证过程推迟到系统闲时进行，或者可以得到额外的

时间来更正已经存在的错误从而避免新的错误。还要注意验证本身并不

会在运行时阻止对表的写命令。

验证只要求被修改表上的一个 SHARE UPDATE EXCLUSIVE 锁。如果该约

束是一个外键，则还会在被该约束引用的表上要求一个 ROW SHARE 锁。

DROP CONSTRAINT [ IF EXISTS ]

这种形式在一个表上删除指定的约束。如果 IF EXISTS 被指定并且该约

束不存在，不会抛出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提示。

DISABLE/ENABLE [ REPLICA | ALWAYS ] TRIGGER

这些形式配置属于该表的触发器的触发设置。系统仍然知道被禁用触发

器 的存在，但是即使它的触发事件发生也不会执行它。对于一个延迟

触发器，会在事件发生时而不是触发器函数真正被执行时检查其启用状

态。可以禁用或者启用用名称指定的单个触发器、表上的所有触发器、

用户拥有的触发器（这个选项会排除内部生成的约束触发器，例如用来

实现外键约束或 可延迟唯一和排除约束）。禁用或者启用内部生成的

约束触发器要求超级用户特权，这样做要小心因为如果这类触发器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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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约束的完整性将无法保证。触发器引发机制也受到配置变

量 session_replication_role的影响。当复制角色是 "origin"（默认）或者

"local"时，被简单禁用的触发器将被触发。被配置为 ENABLE REPLICA

的触发器只有在会话处于 "replica"模式时才将被触发。被配置

为 ENABLEALWAYS的触发器的触发不会考虑当前复制模式。

DISABLE/ENABLE [ REPLICA | ALWAYS ] RULE

这些形式配置属于表的重写规则的触发设置。系统仍然知道一个被禁用

规则的存在，但在查询重写时不会应用它。其语义与禁用的/启用的触

发器的一样。对于 ON SELECT 规则会忽略这个配置，即使当前会话处于

一种非默认的复制角色，这类规则总是会被应用以保持视图工作正常。

DISABLE/ENABLE ROW LEVEL SECURITY

这些形式控制属于该表的行安全性策略的应用。如果被启用并且该表上

不存在策略，则将应用默认拒绝策略。注意即使行级安全性被禁用，在

表上还是可以存在策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策略将不会被应用并且会

被忽略。参见 CREATE POLICY。

NO FORCE/FORCE ROW LEVEL SECURITY

当用户是表拥有者时，这些形式控制表上的行安全性策略的应用。如果

被启用，当用户是表拥有者时，行级安全性策略将被应用。如果被禁用

（默认），则当用户是表拥有者时，行级安全性将不会被应用。

CLUSTER ON

这种形式为未来的 CLUSTER操作选择默认的索引。它不会真正地对表

进行聚簇。

改变聚簇选项要求一个 SHARE UPDATE EXCLUSIVE 锁。

SET WITHOUT CLUSTER

它从表中删除最常用的 CLUSTER索引规范。这影响将来不声明索引的

聚集操作。

改变聚簇选项要求一个 SHARE UPDATE EXCLUSIVE锁。

SET WITH OIDS

它向表中添加一个 oid系统列。如果表已经有 OIDs则什么都不做。

请注意这并不等价于 ADD COLUMN oid oid；应当添加一个恰巧名为

oid的正常列，而不是系统列。

SET WITHOUT OIDS

它从表中删除 oid 系统字段。它和 DROP COLUMN oid RESTRICT 完

全相同，只不过是如果表上已经没有 oid 字段的时候不会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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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TABLESPACE

这种形式把该表的表空间更改为指定的表空间并且把该表相关联的数

据文件移动到新的表空间中。表上的索引（如果有）不会被移动，但是

它们可以用额外的 SET TABLESPACE命令单独移动。当前数据库在一

个表空间中的所有表可以用 ALLIN TABLESPACE形式移动，这将会首

先锁住所有将被移动的表然后逐个移动。这种形式也支持 OWNED BY，

它将只移动指定角色所拥有的表。如果指定了 NOWAIT 选项，则命令

将在无法立刻获得所有所需要的锁时失败。注意这个命令不移动系统目

录，如果想要移动系统目录，应该用 ALTER DATABASE 或者显式的

ALTER TABLE 调用。对于这种形式来说，information_schema 关系不

被认为是系统目录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将会被移动。另请参见 CREATE

TABLESPACE

SET { LOGGED | UNLOGGED }

这种形式改变表从未记录到记录或者反之亦然（参见 UNLOGGED）。

它不能被应用于临时表。

SET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这种形式为该表更改一个或者更多存储参数。可用的参数请见存储参

数。注意这个命令将不会立刻修改表内容，这取决于重写表以得到想要

的结果可能需要的 参数。可以用 VACUUM FULL、CLUSTER 或者

ALTER TABLE 的一种形式来强制一次表重写。

注意

尽管 CREATE TABLE允许OIDS在WITH (storage_parameter)语义

中声明，但 ALTER TABLE不作为 OIDS一个存储参数。相反地，要使

用 SETWITH OIDS和 SETWITHOUT OIDS形式来更改 OID 状态。

RESET ( storage_parameter [, ... ] )

它重置表的一个或多个存储参数。与 SET 一样，根据参数的不同可能需

要重写表才能获得想要的效果。

INHERIT parent_table

它将目标表添加为指定父表的新子表。之后在父表上的查询将包含目标

表中的记录。要被添加为一个子表，目标表必须已经包含所有与父表相

同的字段(除此之外，当然也可以包含一些其它字段)，这些字段的数据

类型必须匹配，并且如果父表的字段有 NOT NULL 约束的话子表的相

应字段也必须有 NOT NULL 约束。

所有父表的 CHECK 约束必须同时与子表的约束匹配。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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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PRIMARYKEY,FOREIGN KEY 约束不被考虑在内，但是将来

可能会有所改变。

NO INHERIT parent_table

这种形式从指定父表的子表列表中删除目标表。这样，在父表上的查询

将不再包含目标表中的记录。

OF type_name

这种形式把该表链接到一种组合类型，就好像 CREATE TABLE OF 所

做的那样。该表的列名和类型列表必须精确地匹配 该组合类型。oid

系统列的存在情况可以不同。该表必须不从任何其他表继承。这些限制

确保 CREATE TABLE OF能允许一个等价的表定义。

NOT OF

这种形式解除一个有类型的表和其类型之间的关联。

OWNER

这种形式将表、序列、视图、物化视图和外部表的属主改变成指定的用

户。

REPLICA IDENTITY

这种形式更改被写入到预写式日志来标识被更新或删除行的信息。除非

使用逻辑复制，这个选项将不会产生效果。DEFAULT（非系统表的默

认值）记录主键列 （如果有）的旧值。USING INDEX 记录被所提到

的索引所覆盖的列的旧值，该索引必须是唯一索引、不是部分索引、不

是可延迟索引并且只包括被标记成 NOT NULL 的列。FULL 记录行中

所有列的旧值。NOTHING不记录有关旧行的任何信息（这是系统表的

默认值）。在所有情况下，除非至少有一个要被记录的列在新旧行版本

之间发生变化，将不记录旧值。

RENAME

RENAME形式改变一个表(或者索引、序列、视图、物化视图或外部表)

的名称，或者是表中独立字段的名称或表的约束名称。它们对存储的数

据没有影响。

SET SCHEMA

这种形式把表移动到另外一个模式。相关的索引、约束、序列都跟着移

动。

除了 RENAME和 SET SCHEMA之外所有动作都可以捆绑在一个多次修改

列表中并行使用。比如，可以在一个命令里增加几个字段和/或修改几个字

段的类型。对于大表，这么做特别有用，因为只需要对该表做一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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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 ALTER TABLE，你必须拥有该表。要修改一个表的模式或表空间，

你还必须在新模式或表空间上拥有 CREATE权限。要把该表添加为一个父

表的新子表，你必须同时拥有父表。要修改所有者，你还必须是新的所有角

色的直接或间接成员，并且该成员必须在此表的模式上有 CREATE权限。

这些限制强制了修改该所有者不能通过删除和重建表做任何不能做的事情。

不过，超级用户可以以任何方式修改任意表的所有权。要添加列或更改列类

型或使用 OF子句，您还必须对数据类型具有 USAGE权限。

 参数

IF EXISTS

如果表不存在则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提示。

name

要修改的已有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若声明了 ONLY，只有

那个表被更改。若未声明 ONLY，该表及其所有子表都将会被更改。可

选

地，在表名后面可以指定 *用来显式地指示包括后代表。

column_name

现存或新的字段名称。

new_column_name

现存字段的新名称。

new_name

表的新名称。

data_type

一个新列的数据类型或者一个现有列的新数据类型。

table_constraint

新的表约束定义。

constraint_name

一个新约束或者现有约束的名称。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于被依赖字段或者约束的对象(比如引用该字段的视图)。

RESTRICT

如果字段或者约束还有任何依赖的对象，则拒绝删除该字段。这是缺省

行为。

trigger_name

要打开或者关闭的单个触发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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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开启或者关闭所有属于该表的触发器。（如果任何触发器内部产生约束

触发器，这要求超级用户权限，例如那些用于执行外键约束或者可推迟

的独特性和排除约束。）

USER

禁用或启用所有属于表的触发器，除了自创约束触发诸如那些用于实现

外键约束或延期的唯一性和排斥约束。

index_name

现有索引的名称。名称

storage_parameter

表的存储参数的名称。

value

表的存储参数的新值，根据参数的不同，可能是一个数字或单词。

parent_table

将要与该表建立/取消关联的父表。

new_owner

该表的新所有者的用户名。

new_tablespace

这个表将要移动到的表空间的名称。

new_schema

这个表将移动到的新模式的名称。

 注解

COLUMN关键字是多余的，可以省略。

在使用 ADD COLUMN增加一列时，该表中所有现有的行 会被用该列的默

认值初始化（如果没有指定DEFAULT子句就是NULL）。如果没有DEFAULT

子句，只会有一个元数据修改并且不会立刻做任何表数据的更改，而增加的

NULL 值会在读出时提供。

增加一个带有 DEFAULT子句的列或者更改一个现有列的类型将 要求重写

整个表及其索引。在更改一个现有列的类型时有一种例外：如果 USING子

句不更改列的内容并且旧类型在二进制上与新类型可强制转换或者是新类

型上的一个未约束域，则不需要重写表。但是受影响列上的任何索引仍必须

被重建。增加或者移除一个系统 oid列也要求重写整个表。对于一个大型

表，表和/或索引重建可能会消耗相当多的时间，并且会临时要求差不多两

倍的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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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一个 CHECK 或 NOT NULL 约束将会扫描该表以保证现有的行符合约

束要求，但是不要求一次表重写。

提供在一个 ALTER TABLE 里面声明多个修改的主要原因是原先需要的对

表的多次扫描和重写可以组合成一个步骤。

DROP COLUMN命令并不是物理上把字段删除，而只是简单地把它标记为

对 SQL 操作不可见。随后对该表的插入和更新将在该字段存储一个

NULL 。因此，删除一个字段是很快的，但是它不会立即释放表在磁盘上的

空间，因为被删除了的字段占据的空间还没有回收。这些空间将随着现有的

行的更新而得到回收。(在删除系统 oid列时，这些语句不会应用；这是做了

一个直接的重写。)

要强制立即回收被已删除列占据的空间，你可以执行一种能导致全表重写的

ALTER TABLE形式。这种形式会导致重新构造每一个把被删除列替换为空

值的行。

ALTER TABLE的重写形式对于 MVCC 是不安全的。 在一次表重写之后，

如果并发事务使用的是一个在重写发生前取得的快照，该表将对这些并发事

务呈现出空表的形态。

SET DATATYPE 的 USING 选项实际上可以声明涉及该行旧值的任何表达

式；也就是说，它可以引用除了正在被转换的字段之外其它的字段。这样，

就可以用 SET DATATYPE 语法做非常普遍性的转换。因为这个灵活性，

USING表达式并不适用于于该字段的缺省值(如果有的话)；结果可能不是缺

省表达式要求的常量表达式。这就意味着如果从旧类型到新类型没有隐含或

者赋值转换的话，那么即使存在 USING子句，SET DATATYPE也可能无法

把缺省值转换成新的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用 DROP DEFAULT先删除

缺省，执行 SET DATATYPE，然后使用 SET DEFAULT增加一个合适的新

缺省值。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涉及该字段的索引和约束。

如果表有任何后代表，那么如果不在后代表上做同样的修改的话，就不允许

在父表上增加、重命名、修改一个字段的类型，也就是说，ALTER TABLE

ONLY将被拒绝。这样就保证了后代表总是有和父表匹配的字段。

只有当一个后代表的列不是从任何其他父表继承而来并且没有该列的独立

定义时，一次递归的 DROP COLUMN 操作才会移除该列。一个非递归的

DROP COLUMN(也就是 ALTER TABLE ONLY ... DROP COLUMN) 从来不

会删除任何后代字段，而是把他们标记为独立定义的(而不是继承的)。

TRIGGER,CLUSTER,OWNER,TABLESPACE 行为绝不会递归到后代表；也

就是说，它们的行为就像总是声明了 ONLY 一样。添加一个约束只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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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约束上递归。

标识列的操作(ADD GENERATED、SET等，DROP IDENTITY)，还有操作

TRIGGER、CLUSTER、OWNER以及 TABLESPACE不会递归到后代表。

也就是说，它们的执行 总像是指定了 ONLY。增加一个约束只会在没有标

记成 NO INHERIT 的 CHECK约束上进行。

不允许更改系统表结构的任何部分。

请参考 CREATE TABLE部分获取更多有效参数的描述。数据定义里有更多

有关继承的信息。

 示例

向表中增加一个 varchar列：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DD COLUMN address varchar(30);

从表中删除一个字段：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DROP COLUMN address RESTRICT;

在一个操作中修改两个现有字段的类型：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LTER COLUMN address TYPE varchar(80),

ALTER COLUMN name TYPE varchar(100);

使用一个 USING 子句，把一个包含 UNIX 时间戳的 integer 字段转化成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字段：

ALTER TABLE foo

ALTER COLUMN foo_timestamp SET DATA TYP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USING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epoch' + foo_timestamp * interval '1

second';

同样地，当字段有一个不会自动转换成新类型的缺省值表达式时：

ALTER TABLE foo

ALTER COLUMN foo_timestamp DROP DEFAULT,

ALTER COLUMN foo_timestamp TYP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USING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epoch' + foo_timestamp * interval '1

second',

ALTER COLUMN foo_timestamp SET DEFAULT now();

对现存字段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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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RENAME COLUMN address TO city;

更改现存表的名称：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RENAME TO suppliers;

重命名一个现有的约束：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RENAME CONSTRAINT zipchk TO

zip_check;

给一个字段增加一个非空约束：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LTER COLUMN street SET NOT NULL;

从一个字段里删除一个非空约束：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LTER COLUMN street DROP NOT NULL;

向一个表及其所有子表增加一个检查约束：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DD CONSTRAINT zipchk CHECK

(char_length(zipcode) = 5);

只向一个表增加一个检查约束（不为其子表增加）：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DD CONSTRAINT zipchk CHECK

(char_length(zipcode) = 5) NO INHERIT;

（该检查约束也不会被未来的子表继承）。

删除一个表及其所有子表的检查约束：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DROP CONSTRAINT zipchk;

从表中删除一个检查约束只需要：

ALTER TABLE ONLY distributors DROP CONSTRAINT zipchk;

(此检查约束仅存在于子表中。)

向表中增加一个外键约束：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DD CONSTRAINT distfk FOREIGN KEY

(address) REFERENCES addresses (address) MATCH FULL;

为一个表增加一个外键约束，并且尽量不要影响其他工作：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DD CONSTRAINT distfk FOREIGN KEY

(address) REFERENCES addresses (address) NOT VALID;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VALIDATE CONSTRAINT distfk;

给表增加一个(多字段)唯一约束：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DD CONSTRAINT dist_id_zipcode_key

UNIQUE (dist_id, zipcode);

给一个表增加一个自动命名的主键约束，要注意的是一个表只能有一个主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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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DD PRIMARYKEY (dist_id);

把表移动到另外一个表空间：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SET TABLESPACE fasttablespace;

把表移动到另外一个模式：

ALTER TABLE myschema.distributors SET SCHEMA yourschema;

重建一个主键约束，并且在重建索引期间不阻塞更新：

CREATE UNIQUE INDEX CONCURRENTLY dist_id_temp_idx ON

distributors (dist_id);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DROP CONSTRAINT distributors_pkey,

ADD CONSTRAINT distributors_pkey PRIMARY KEY USING INDEX

dist_id_temp_idx;

 兼容性

形式 ADD（不带 USING INDEX）、 DROP [COLUMN]、DROP

IDENTITY 、 RESTART 、 SET DEFAULT 、 SET DATA TYPE （ 不 带

USING）、 SET GENERATED和 SET sequence_option符合 SQL 标准。其

他形式是 PostgreSQL对 SQL 标准的 扩展。还有，在一个 ALTER TABLE

命令中指定多于一个操作的能 力也是一种扩展。

ALTER TABLE DROP COLUMN 可以用于删除表中的唯一的一个字段，留

下一个零字段的表。这是对 SQL 的扩展，它不允许零字段表。

4.29 ALTER TABLESPACE
 语法

ALTER TABLESPACE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TABLESPACE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TABLESPACE name SET ( tablespace_option = value [, ... ] )

ALTER TABLESPACE name RESET ( tablespace_option [, ... ] )

 描述

ALTER TABLESPACE改变一个表空间的定义。

要使用 ALTER TABLESPACE，你必须拥有该表空间。要修改所有者，你还

必须是新的所有角色的直接或间接成员。注意，超级用户自动获得这些权限。

 参数

name

一个现有的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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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_name

表空间的新名称。新名称不能以 pg_开头，因为这样的名称保留给系统

表空间使用。

new_owner

表空间的新所有者。

tablespace_parameter

 要设置或重置的表空间参数。目前，唯一可用的参数是 seq_page_cost，

random_page_cost和 effective_io_concurrency。设置特定表空间的任一值将覆

盖计划程序通常估计从该表空间中的表读取页面的成本，这由同名的配置参

数确定（请参阅 seq_page_cost，random_page_cost，effective_io_concurrency）。

如果一个表空间位于比 I / O子系统的其余部分更快或更慢的磁盘上，这可能

很有用例子

把表空间 index_space重命名为 fast_raid：

ALTER TABLESPACE index_space RENAME TO fast_raid;

改变表空间 index_space的所有者：

ALTER TABLESPACE index_space OWNER TO mary;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ALTER TABLESPACE语句。

 又见

CREATE TABLESPACE, DROP TABLESPACE

4.30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语法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name

ADD MAPPING FOR token_type [, ... ] WITH dictionary_name [, ... ]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name

ALTER MAPPING FOR token_type [, ... ] WITH dictionary_name [, ... ]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name

ALTER MAPPING REPLACE old_dictionaryWITH new_dictionary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name

ALTER MAPPING FOR token_type [, ... ] REPLACE old_dictionary

WITH new_dictionary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name

DROP MAPPING [ IF EXISTS ] FOR token_typ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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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name OWNER TO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描述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更改文本搜索配置的定义。您可

以将映射从记号类型调整为字典，或者改变配置的名称或者所有者。

要应用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您必须是配置的所有者。

 参数

name

已有文本搜索配置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token_type

由配置的语法解析器发出的记号类型的名称。

dictionary_name

在其中查阅指定记号类型的文本搜索字典的名称。如果列出了多个字

典，会按照指定的顺序查阅它们。

old_dictionary

在映射中被替代的文本查询字典的名称。

new_dictionary

替代 old_dictionary 的文本查询字典的名称。

new_name

文本查询配置的新名称。

new_owner

文本查询配置的新所有者。

new_schema

该文本搜索配置的新模式。

ADD MAPPING FOR 形式安装一个被特定记号类型咨询的字典列表；如果

已经有一个任意记号类型的映射，那就是个错误。ADD MAPPING FOR 形

式也是如此，但是首先移除那些记号类型的映射。ALTER MAPPING

REPLACE 形式 new_dictionary代替 old_dictionary，只要后者一出现便会被

替换。这些仅仅在 FOR出现时对特定标记类型来操作，或者在不出现时对

所有配置映射来操作。DROPMAPPING 表格删除所有特定标记类型的字典，

导致那些类型的标记被文本搜索配置忽略。若无标记类型的映射则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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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非 IF EXISTS出现。

 示例

下面的例子把 my_config中任何位置上的english 字典替换为 swedish

字典。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my_config

ALTER MAPPING REPLACE english WITH swedish;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语句。

 又见

CREATE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DROP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4.31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
 语法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 name (

option [ = value ] [, ... ]

)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 name OWNER TO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描述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更改一个文本搜索字典的定义。你可

以更改该字典的与模板相关的选项，或者更改该字典的名称或者拥有者。

要使用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你必须是字典所有者。

 参数

name

已有文本搜索字典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option

为该字典设置的指定模板选项的名称。

value

用于指定模板选项的新值。如果等号和价值被省略了，那么这个选项的

任何先前的设置都将从字典中删除，允许使用默认值。

new_name

文本搜索字典的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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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_owner

文本搜索字典的新所有者。

指定模板选项可以以任意顺序出现。

 例子

以下示例命令为 Snowball-based字典改变省略词列表。其他参数保持不变。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 my_dict ( StopWords =

newrussian );

以下示例命令改变语言选项为荷兰，并删除完整的省略此选项。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 my_dict ( language = dutch,

StopWords );

接下来的示例命令"更新"字典的定义，实际上不需要任何改变。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my_dict ( dummy );

(这可以运行的原因是，如果没有这样的选项，选项删除代码不会申诉。)在

为字典修改配置文件时这个方法是很有效的。ALTER将会强制现有的数据

库会话来重读配置文件，否则如果预先已经读过，将不会对他们执行此操作。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语句。

 又见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DROP TEXT SEARCH

DICTIONARY

4.32 ALTER TEXT SEARCH PARSER
 语法

ALTER TEXT SEARCH PARSER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TEXT SEARCH PARSER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描述

ALTER TEXT SEARCH PARSER 更改文本搜索解析器的定义。目前，唯一

支持的功能就是改变解析器的名称。

要使用 ALTER TEXT SEARCH PARSER，您必须是超级用户。

 参数

name

已有文本搜索解析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new_name

文本搜索解析器的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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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_schema

文本搜索解析器的新模式。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ALTER TEXT SEARCH PARSER语句。

 又见

CREATE TEXT SEARCH PARSER, DROP TEXT SEARCH PARSER

4.33 ALTER TEXT SEARCH TEMPLATE
 语法

ALTER TEXT SEARCH TEMPLATE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TEXT SEARCH TEMPLATE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描述

ALTER TEXT SEARCH TEMPLATE更改一个文本搜索模板的定义。当前唯

一支持的功能是更改该模板的名称。

要使用 ALTER TEXT SEARCH TEMPLATE，您必须是超级用户。

 参数

name

已有文本搜索模板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new_name

文本搜索模板的新名称。

new_schema

该文本搜索模板的新模式。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并没有 ALTER TEXT SEARCH TEMPLATE语句。

 又见

CREATE TEXT SEARCH TEMPLATE, DROP TEXT SEARCH TEMPLATE

4.34 ALTER TRIGGER
 语法

ALTER TRIGGER name ON table RENAME TO new_name

 描述

ALTER TRIGGER 更改一个现有触发器的属性。 RENAME 子句更改给定触发器

的名称而不更改其定义。

要更改一个触发器的属性，你必须拥有该触发器所作用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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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name

需要修改的现有触发器的名称。

table

该触发器作用的表的名称。

new_name

现有触发器的新名称。

 注意

临时启用或者禁用触发器的能力是由 ALTER TABLE 而不是 ALTER

TRIGGER提供的，因为 ALTER TRIGGER 无法表示一次性启用或者禁用一个

表上所有触发器的选项。

 例子

重新命名一个现有触发器：

ALTER TRIGGER emp_stamp ON emp RENAME TO emp_track_chgs;

 又见

ALTER TABLE

4.35 ALTER TYPE
 语法

ALTER TYPE name action [, ... ]

ALTER TYPE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TYPE name RENAME ATTRIBUTE attribute_name TO

new_attribute_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ALTER TYPE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TYPE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ALTER TYPE name ADD VALUE [ IF NOT EXISTS ] new_enum_value

[ { BEFORE | AFTER } neighbor_enum_value ]

ALTER TYPE name RENAME VALUE existing_enum_value TO

new_enum_value

这里 action 是以下之一：

ADD ATTRIBUTE attribute_name data_type [ COLLATE collation ]

[ CASCADE | RESTRI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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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ATTRIBUTE [ IF EXISTS ] attribute_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ALTER ATTRIBUTE attribute_name [ SET DATA ] TYPE data_type

[ COLLATE collation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ALTER TYPE更改一种现有类型的定义。 它有几种形式：

ADDATTRIBUTE

这种形式为一种组合类型增加一个新属性，使用的语法和 CREATE

TYPE相同。

DROPATTRIBUTE [ IF EXISTS ]

这种形式从一种组合类型删除一个属性。如果指定了 IF EXISTS并且该属性

不存在，则不会抛出错误。 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提示。

SET DATATYPE

这种形式更改一种组合类型的一个属性类型。

OWNER

这种形式更改该类型的拥有者。

RENAME

这种形式更改该类型的名称或者一种组合类型的一个属性的名称。

SET SCHEMA

这种形式把该类型移动到另一个模式中。

ADD VALUE [ IF NOT EXISTS ] [ BEFORE | AFTER ]

这种形式为一种枚举类型增加一个新值。可以用 BEFORE或者 AFTER一个

现有值来指定新值在枚举顺序中的位置。 否则，新项会被增加在值列表的

最后。

如果指定了 IF NOT EXISTS，该类型已经包含新值时不会发生 错误：会发

出一个提示但是不采取其他行动。否则，如果新值已经存在会发生错误。

RENAME VALUE

该形式重命名枚举类型的值。该值在枚举排序中的位置不受影响。 如果指

定的值不存在或新名称已存在，则会发生错误。

ADDATTRIBUTE、DROPATTRIBUTE和 ALTERATTRIBUTE动作 可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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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到一个多个修改组成的列表中，以便被平行应用。例如， 可以在一个

命令中增加多个属性并且/或者修改多个属性的类型。

要使用 ALTER TYPE，你必须拥有该类型。要更改 一个类型的模式，你还

必须拥有新模式上的 CREATE特权。要更改拥有者，你还必须 是新拥有角

色的一个直接或者间接成员，并且该角色必须具有该类型的模式上的

CREATE特权（这些限制强制修改拥有者不能做一些通过删除和重 建该类

型做不到的事情。不过，一个超级用户怎么都能更改任何类型的所有权。）。

要增加一个属性或者修改一个属性类型，你还必须具有该数据类型上的

USAGE特权。

 参数

name

要修改的一个现有类型的名称（可能被模式限定）。

new_name

该类型的新名称。

new_owner

该类型新拥有者的用户名。

new_schema

该类型的新模式。

attribute_name

要增加、修改或者删除的属性名称。

new_attribute_name

要被重命名的属性的新名称。

data_type

要增加的属性的数据类型，或者是要修改的属性的新类型。

new_enum_value

要被增加到一个枚举类型的值列表的新值，或将赋予现有值的新名称。 和

所有枚举文本一样，它需要被引号引用。

neighbor_enum_value

一个现有枚举值，新值应该被增加在紧接着该枚举值之前或者 之后的位置

上。和所有枚举文本一样，它需要被引号引用。

existing_enum_value

现有的应该重命名的枚举值。和所有的枚举文本一样，它需要被引号引用。

CASCADE

自动将操作传播到被更改类型的类型表及其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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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

如果被更改的类型是类型表的类型，则拒绝该操作。这是默认设置。

注解

ALTER TYPE ... ADD VALUE（增加一个新值到枚举类型的形式） 不能在一

个事务块中执行。

涉及到一个新增加枚举值的比较有时会被只涉及原始枚举值的比较更慢。这

通常 只会在利用BEFORE或者AFTER来把新值的 排序位置设置为非列表结尾

的地方时发生。不过，有时候即使把新值增加到最后时 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如

果创建了该枚举类型之后出现过 OID 计数器 “回卷”，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种减速通常不明显，但是如果它确实 带来了麻烦，通过删除并且重建该枚举

类型或者转储并且重载整个数据库可以重新 得到最优性能。

示例

要重命名一个数据类型：

ALTER TYPE electronic_mail RENAME TO email;

把类型 email的拥有者改为 joe：

ALTER TYPE email OWNER TO joe;

把类型 email的模式改为 customers：

ALTER TYPE email SET SCHEMA customers;

增加一个新属性到一个类型：

ALTER TYPE compfoo ADDATTRIBUTE f3 int;

在一个特定的排序位置上为一个枚举类型增加一个新值：

ALTER TYPE colors ADD VALUE 'orange' AFTER 'red';

重命名一个枚举值：

ALTER TYPE colors RENAME VALUE 'purple' TO 'mauve';

兼容性

增加和删除属性的变体是 SQL 标准的一部分，而其他变体是 PostgreSQL

扩展。

另见

CREATE TYPE, DROP TYPE

4.36 ALTER USER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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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USER role_specification [ WITH ] option [ ... ]

其中 option 可以是:

SUPERUSER | NOSUPERUSER

| CREATEDB | NOCREATEDB

| CREATEROLE | NOCREATEROLE

| CREATEUSER | NOCREATEUSER

| INHERIT | NOINHERIT

| LOGIN | NOLOGIN

| REPLICATION | NOREPLICATION

| BYPASSRLS | NOBYPASSRLS

|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 [ ENCRYPTED | UNENCRYPTED ] PASSWORD 'password'

| VALID UNTIL 'timestamp'

ALTER USER name RENAME TO new_nam

ALTER USER role_specification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 TO | = }

{ value | DEFAULT }

ALTER USER role_specification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FROM

CURRENT

ALTER USER role_specification RE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ALTER USER role_specification RESET ALL

其中 role_specification 可以是:

[ GROUP ] role_name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描述

ALTER USER现在是 ALTER ROLE的别名。

 又见

ALTER ROLE

4.37 ALTER USER MAPPING
 语法

ALTER USER MAPPING FOR { user_name | US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PUBL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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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server_name

OPTIONS ( [ ADD | SET | DROP ] option ['value'] [, ... ] )

 描述

ALTER USER MAPPING更改一个用户映射的定义。

外服务器的所有者可以为任何用户更改那个服务器的用户映射。而且，若已

将服务器的 USAGE权限授予该用户，那么该用户可以为其自身的用户名修

改用户映射。

 参数

user_name

映射的名称。CURRENT_USER和 USER匹配当前用户的名称。PUBLIC

用于匹配系统中已有和将来创建的所有用户名。

server_name

用户映射的服务器名称。

OPTIONS ( [ ADD | SET | DROP ] option ['value'] [, ... ] )

为用户映射更改选项。重写所有先前声明的选项。ADD, SET和 DROP

声明要执行的操作。若未明确声明操作，则假定为 ADD。选项名称必

须是独一无二的；选项也要通过服务器的外数据封装包验证。

 示例

为用户 bob映射（服务器 foo）更改密码：

ALTER USER MAPPING FOR bob SERVER foo OPTIONS (user 'bob',

password 'public');

 又见

CREATE USER MAPPING, DROP USER MAPPING

4.38 ALTER VIEW
 语法

ALTER VIEW [ IF EXISTS ] name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SET

expression

ALTER VIEW [ IF EXISTS ] name ALTER [ COLUMN ] column_name DROP

DEFAULT

ALTER VIEW [ IF EXISTS ]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VIEW [ IF EXISTS ]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VIEW [ IF EXISTS ]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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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VIEW [ IF EXISTS ] name SET ( view_option_name [=

view_option_value] [, ... ] )

ALTER VIEW [ IF EXISTS ] name RESET ( view_option_name [, ... ] )

 描述

ALTER VIEW 用于更改视图的次要属性。（如果您想压迫调整视图的定义

查询，请使用 CREATE OR REPLACE VIEW。）

您必须保证视图已存在才能使用 ALTER VIEW。要改变视图的模式，您必

须要有对新模式的 CREATE权限。要改变视图的所有者，您必须是新所属

角色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成员，并且此角色必须有视图模式的 CREATE权限。

（这些限制强制更改所有者不能通过删除或者重建视图做任何不能做的操

作。但是，一个超级用户不管怎样都可以更改任何视图的所属关系。

 参数

name

一个已有视图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IF EXISTS

该视图不存在时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提示。

SET/DROP DEFAULT

它设置或删除一个列的默认值。若 INSERT没有为列声明一个值，在

视图的 ON INSERT规则被使用之前，插入一个与视图列关联的缺省值

到视图的 INSERT 语句中。因此，视图的默认值将优先于基础关系的

任何默认值。

new_owner

视图新所有者的用户名称。

new_name

视图的新名称。

new_schema

视图的新模式。

SET ( view_option_name [= view_option_value] [, ... ] )

RESET ( view_option_name [, ... ] )

设置或者重置一个视图选项。当前支持的选项有：

check_option (string)

更改该视图的检查选项。值必须是 local或者 cascaded。

security_barrier (boolean)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658

更改该视图的安全屏障属性。值必须是一个布尔值，如 true或者 false。

 注解

由于历史原因，ALTER TABLE 也可用于视图；但是允许视图的 ALTER

TABLE唯一变式等价于上述形式。

 示例

把视图 foo 重命名为 bar：

ALTER VIEW foo RENAME TO bar;

要为一个可更新视图附加一个默认列值：

CREATE TABLE base_table (id int, ts timestamptz);

CREATE VIEW a_view AS SELECT * FROM base_table;

ALTER VIEW a_view ALTER COLUMN ts SET DEFAULT now();

INSERT INTO base_table(id) VALUES(1); -- ts 将收到 NULL

INSERT INTO a_view(id) VALUES(2); -- ts将收到当前时间

 又见

CREATE VIEW, DROPVIEW

4.39 ALTER STATISTICS
ALTER STATISTICS — 更改扩展统计对象的定义

大纲

ALTER STATISTICS name OWNER TO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ALTER STATISTICS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STATISTICS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描述

ALTER STATISTICS 更改现有扩展统计对象的参数。 任何在 ALTER

STATISTICS命令中没有明确设定的参数保持它们之前的设置。

您必须拥有统计对象才能使用 ALTER STATISTICS。 要更改统计对象的模

式，还必须在新模式上具有 CREATE权限。 要更改所有者，还必须是新所有者

角色的直接或间接成员，且该角色在统计对象的模式上必须具有CREATE权限。

（这些限制强制了通过删除和重新创建统计对象来改变所有者不会做任何你不

能做的事情， 但是超级用户可以改变任何统计对象的所有权。）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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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要修改的统计对象的名称（可能有模式修饰）。

new_owner

统计对象的新所有者的用户名。

new_name

统计对象的新名称。

new_schema

统计对象的新模式。

兼容性

SQL标准中没有 ALTER STATISTICS命令。

又见

CREATE STATISTICS, DROP STATISTICS

4.40 ANALYZE
 语法

ANALYZE [ VERBOSE ] [ table_name [ ( column_name [, ...] ) ] ]

 描述

ANALYZE收集表内容的统计信息，然后把结果保存在系统表pg_statistic里。

随后，查询规划器就可以使用这些统计帮助判断查询的最佳规划。

如果没有参数，ANALYZE 检查当前数据库里的所有表。如果有参数，

ANALYZE只检查那个表。你还可以给出一列字段名称，这个时候只收集那

些字段的统计信息

 参数

VERBOSE

显示处理过程的信息。

Table_name

要分析的特定表(可以用模式名限定)的名称。缺省是当前数据库里所有

表。

Column_name

要分析的特定字段的名称。缺省是所有字段。

 输出

如果声明了 VERBOSE，那么 ANALYZE将发出进度信息，表明当前正在处

理的是哪行。同时打印有关该表的很多其它信息。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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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被显式选中时才会分析外部表。并非所有外部数据包装器都支

持 ANALYZE。如果表的包装器不支持 ANALYZE，该命令会打印一个警告

并且什么也不做。

在默认的 HighGo DB配置中，autovacuum守护进程负责在初次加载数据时

自动分析表。因为它们会改变整个常规操作。当 autovacuum关闭时，周期

性地运行 ANALYZE，或者在对表的大部分内容做了更改之后马上运行它是

个好习惯，准确的统计信息将帮助规划器选择最合适的查询规划，并因此改

善查询处理的速度。一种比较经常采用的策略是每天在低负荷的时候运行一

次 VACUUM 和 ANALYZE 。

ANALYZE只需要在目标表上有一个读取锁，因此它可以和表上的其它活动

并发地运行。

ANALYZE 收集的统计信息通常包括每个字段最常用数值的列表以及显示

每个字段里数据近似分布的包线图。如果 ANALYZE认为它们都没有什么用

(比如在一个拥有唯一约束的字段上没有共同的数值)或者是该字段数据类

型不支持相关的操作符，那么它们都可以忽略。

对于大表，ANALYZE采集表内容的一个随机抽样做统计，而不是检查每一

行。这样就保证了即使是在很大的表上也只需要很少时间就可以完成分析。

不过，要注意的是统计只是近似的结果，而且每次运行 ANALYZE都会导致

EXPLAIN 显示的规划器的预期开销有一些小变化，即使表内容实际上没有

改变也是这样。在极少的情况下，这会非决定性的导致规划器的查询计划在

ANALYZE运行后更改。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可以提高 ANALYZE收集的统

计数量，像下面描述的那样。

分析的广度可以通过调整 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配置变量，或者是以每字段

为基础通过用 ALTER TABLE ... ALTER COLUMN ... SET STATISTICS(参阅

ALTER TABLE)设置每字段的统计目标来控制。目标数值会设置最常用数值

列表中的最大数目以及直方图中的最大容器数。缺省的目标数值是 100，不

过可以调节这个数值获取规划器计算精度和 ANALYZE 运行所需要的时间

以及 pg_statistic里面占据的空间数目之间的平衡。特别是，把统计目标设置

为零就关闭了该字段的统计收集。这么做对那些从来不参与到查询的

WHERE、GROUP BY 或者 ORDER BY 子句里的字段是很有用的，因为规

划器不会使用到这样的字段上的统计。

在被分析的字段中最大的统计目标决定统计采样的行数。增大目标会导致

ANALYZE的时候成比例地增大对时间和空间的需求。

ANALYZE的一个估计值是出现在每列的不同值的数目。因为仅仅行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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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集被检查,这个估计值有时会很不准确，即使是使用最大可能的统计目标。

如果这种不精确导致了差的查询计划，可以手动确定一个更精确的值并且通

过 ALTER TABLE ... ALTER COLUMN ... SET (n_distinct = ...)设置该值。(参

阅 ALTER TABLE)。

若已分析的表有一个或者更多子表，ANALYZE将会收集统计两次：一次仅

仅在父表的行上，第二次是在父表及其所有子表的行上。不过，在决定是否

触发一个自动分析时，autovacuum 守护进程会仅仅考虑在父表上进行插入

或者更新。如果那个表几乎不插入或者更新，继承的统计数据将不再更新，

除非您手动运行 ANALYZE。

如果任何子表是外部表并且其外部数据包装器不支持 ANALYZE，在收集继

承统计信息时会忽略那些子表。

如果被分析的表不完全为空，ANALYZE将不会为该表记录新统计信息。任

何现有统计信息将会被保留。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ANALYZE语句。

 又见

VACUUM

4.41 BEGIN
 语法

BEGIN [ WORK | TRANSACTION ] [ transaction_mode [, ...] ]

其中 transaction_mode 是以下之一：

ISOLATION LEVEL { SERIALIZABLE | REPEATABLE READ | READ

COMMITTED | READ UNCOMMITTED }

READWRITE | READ ONLY

[NOT] DEFERRABLE

 描述

BEGIN开始一个事务块，也就是说所有 BEGIN 命令后的用户语句都将在一

个事务里面执行直到给出一个明确的 COMMIT或 ROLLBACK。缺省时(没

有 BEGIN)，HighGo DB 以"autocommit"模式执行事务，也就是说，每个语

句在其自身的事务中执行，并且在语句结束的时候，如果执行成功则隐含地

执行一个提交，否则执行回滚。

在事务块里语句执行的明显快得多，因为事务开始/提交需要大量的 CPU和

磁盘活动。在一个事务内部执行多条语句对于修改若干个相关的表的时候也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662

是很有用的：在所有相关的更新完成之前，其它会话看不到中间的状态。

如果声明了隔离级别或者读/写模式，那么新事务将具有那些特征。就像执

行了 SET TRANSACTION一样。

 参数

WORK

TRANSACTION

可选关键字，没什么作用。

参考 SET TRANSACTION获取这个语句的其它参数的含义。

 注解

START TRANSACTION有着和 BEGIN 一样的功能。

使用 COMMIT或 ROLLBACK结束一个事务块。

在一个现有事务块内部发出一个 BEGIN 将产生一个警告信息。事务的状态

将不会被影响。要想在一个事务块里嵌套事务，请使用保存点 (参见

SAVEPOINT)。

出于向下兼容考虑，在随后的 transaction_modes 之间的逗号可以忽略。

 例子

开始一个事务块：

BEGIN;

 兼容性

等价于 SQL 标准中的 START TRANSACTION 命令，可以参考附加的兼容

性信息。

顺便说一句，BEGIN 关键字在嵌入 SQL里用于不同目的。建议你在移植数

据库应用时仔细检查事务的语意。

 又见

COMMIT, ROLLBACK, START TRANSACTION, SAVEPOINT

4.42 CHECKPOINT
 语法

CHECKPOINT

 描述

一个检查点是事务日志序列中的一个点，在该点上所有数据文件都已经被更

新为反映日志中的信息。所有数据文件将被刷写到磁盘。

CHECKPOINT命令在发出时强制一个立即的检查点，而不用等待由系统规

划的常规检查点。 CHECKPOINT不是用来在普通操作中使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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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恢复期间执行，CHECKPOINT命令将强制一个重启点而不是写一个新

的检查点。

只有超级用户可以调用 CHECKPOINT。该命令不是设计用于常规操作的。

4.43 CLOSE
 语法

CLOSE { name | ALL }

 描述

CLOSE释放和一个游标关联的所有资源。不允许对一个已关闭的游标再做

任何操作。一个不再使用的游标应该尽早关闭。

当创建游标的事务用 COMMIT或 ROLLBACK 终止之后，每个不可保持的

已打开游标都隐式关闭。当创建游标的事务通过 ROLLBACK 退出之后，

该可保持的游标都将隐式关闭。当创建游标的事务成功提交，那么可保持的

游标保持打开，直到执行一个明确的 CLOSE或者客户端断开。

 参数

name

一个待关闭的游标的名称。

ALL

关闭所有打开的游标。

 注解

HighGo DB 没有明确打开游标的 OPEN 语句；认为一个游标在使用

DECLARE 语句声明的时候就打开了。

你可以通过查询 pg_cursors 系统视图查看所有可用的游标。

如果一个游标在一个保存点之后关闭，并且后来回滚到了该保存点，CLOSE

不会回滚；这就是说，游标仍然关闭。

 示例

关闭游标 liahona:

CLOSE liahona;

 兼容性

CLOSE与 SQL标准完全兼容。

 又见

DECLARE, FETCH,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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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CLUSTER
 语法

CLUSTER [VERBOSE] table_name [ USING index_name ]

CLUSTER [VERBOSE]

 描述

CLUSTER指示HighGo DB基于 index_name所指定的索引来群集 table_name

所指定的表。索引必须已经在表 table_name上定义。

当对一个表群集后，会基于索引信息对它进行物理上的重新排序。群集是一

次性操作：当表将来被更新之后，更改的内容不会被群集。也就是说，系统

不会试图按照索引顺序对更新过的记录重新群集。（如果需要，可以通过周

期性地手工执行该命令的方法重新群集。并且，设置表的 FILLFACTOR 存

储参数为小于 100%可以帮助保持集群在更新时排序，因为若有足够的空间

可用，更新的行可以保存在相同的页面。）

在对一个表群集之后，HighGo DB 会记忆在哪个索引上建立了群集。

CLUSTER table_name 的形式就在表以前群集的同一个索引上重新群集。

您也可以用 ALTER TABLE 的 CLUSTER 或 SET WITHOUT CLUSTER 形

式来设置索引来用于未来集群操作，或清除任何之前的设置。

不含参数的 CLUSTER 会重新聚集调用用户拥有的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先

前聚集的表（若被超级用户调用则是所有已被群集的表）。这种形式的

CLUSTER不能在一个事务或者函数里面调用。

在对一个表进行群集的时候，会在其上请求一个 ACCESS EXCLUSIVE锁。

这样就避免了在 CLUSTER 完成之前执行任何其它的数据库操作(包括读

写)。

 参数

table_name

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index_name

一个索引名称。

VERBOSE

打印一个进度报告，因为每个表都是集群的。

 注解

在随机访问一个表中的行时，表中数据的实际顺序是无关紧要的。不过，如

果你想要访问其中更多的数据，并且有一个索引把它们分组在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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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就会带来好处。如果你想从一个表中请求一系列被索引值或者匹

配多行的一个单一索引值，CLUSTER就会有所帮助，因为一旦该索引标识

出了第一个匹配行所在的表页，所有其他匹配行很可能就在同一个表页中，

因此可以节省磁盘访问并且提高查询速度。

CLUSTE 可以使用指定索引上的一次索引扫描或者遵循排序的一次顺序扫

描（如果索引是 B树）对表重新排序。它将会基于规划器代价参数以及可

用的统计信息来选择较快的方法。

在使用索引扫描时，会创建该表的一份临时拷贝，其中包含按索引顺序排列

的表数据。该表上每一个索引的临时拷贝也会被创建。因此，在磁盘上需要

至少等于表尺寸加上索引尺寸的综合的空闲空间。

在使用顺序扫描以及排序时，也会创建一个临时排序文件，因此临时空间需

求的峰值也就是表尺寸的两倍外加索引尺寸。这种方法通常比索引扫描方法

更快，但是如果磁盘空间需求是不能接受的，你可以通过临时地把

enable_sort设置为 off来禁用这种选择。

建议在聚簇前把 maintenance_work_mem设置为一个合理地比较大的值（但

是不能超过你可以用于 CLUSTER操作的 RAM 容量）。

因为规划器会记录有关表顺序的统计信息，建议在新近被聚簇的表上运行

ANALYZE。否则，规划器可能会产生很差的查询计划。

因为 CLUSTER会记住哪些索引被聚簇，我们可以第一次手动聚簇想要聚簇

的表，然后设置一个定期运行的维护脚本，其中执行不带任何参数的

CLUSTER，这样那些表就会被周期性地重新聚簇。

 例子

按照雇员的 employees_ind属性对 employees表群集：

CLUSTER employees USING employees_ind;

使用以前用过的同一个索引对 employees表群集：

CLUSTER employees;

对以前群集过的所有表进行群集：

CLUSTER;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CLUSTER语句。

4.45 COMMENT
 语法

COMME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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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GREGATE aggregate_name ( aggregate_signature ) |

CAST (source_type AS target_type) |

COLLATION object_name |

COLUMN relation_name.column_name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ON table_name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ON DOMAIN domain_name |

CONVERSION object_name |

DATABASE object_name |

DOMAIN object_name |

EXTENSION object_name |

EVENT TRIGGER object_name |

FOREIGN DATA WRAPPER object_name |

FOREIGN TABLE object_name |

FUNCTION function_name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INDEX object_name |

LARGE OBJECT large_object_oid |

MATERIALIZED VIEW object_name |

OPERATOR operator_name (left_type, right_type) |

OPERATOR CLASS object_name USING index_method |

OPERATOR FAMILY object_name USING index_method |

POLICY policy_name ON table_name |

[ PROCEDURAL ] LANGUAGE object_name |

ROLE object_name |

RULE rule_name ON table_name |

SCHEMA object_name |

SEQUENCE object_name |

SERVER object_name |

TABLE object_name |

TABLESPACE object_name |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object_name |

TEXT SEARCH DICTIONARY object_name |

TEXT SEARCH PARSER object_name |

TEXT SEARCH TEMPLATE object_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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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 FOR type_name LANGUAGE lang_name |

TRIGGER trigger_name ON table_name |

TYPE object_name |

VIEW object_name

} IS 'text'

其中 aggregate_signature 是: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ORDER BY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描述

COMMENT存储一个数据库对象的注释。

对每一个对象只保存一个注释字符串，如果希望修改一段注释，可以对同一

个对象发出一个新的 COMMENT命令。要移除一段注释，可在文本字符串

的位置上写上 NULL。当对象被删除时，其注释也会被自动删除。

对大部分类型的对象，只有对象的拥有者可以设置注释。角色没有拥有者，

因此 COMMENT ON ROLE 的规则是你必须作为一个超级用户来对一个超

级用户角色设置注释，或者具有 CREATEROLE特权来对非超级用户角色设

置注释。当然，一个超级用户可以对任何东西设置注释。

注释可以用命令 psql的 \d进行查看。其它希望查看注释的用户接口可以构

建在 psql 使用的同样的内置函数 obj_description、 col_description 和

shobj_description 上。

 参数

object_name

relation_name.column_name

aggregate_name

constraint_name

function_name

operator_name

policy_name

rul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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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_name

要加入注释的对象名称。表、聚集、域、函数、索引、操作符、操作符

类、操作符族、序列、全文搜索对象、类型、视图，名称可以是模式限

定的。

table_name

domain_name

当在一个约束、触发器、规则或者策略上创建一段注释时，这些参数指

定在其上定义该对象的表或字段的名称。

source_type

类型转换的源数据类型。

target_type

类型转换的目标数据类型。

argmode

函数参数的模式：IN、OUT、INOUT或者VARIADIC。请注意COMMENT

ON FUNCTION 实际上不会注意 OUT参数，因为只要有输入参数就可

以判断函数的身份了。因此，只要列出 IN，INOUT，和 VARIADIC参

数就足够了。

argname

函数参数的名称。请注意 COMMENT ON FUNCTION实际上并不关心

参数名，因为只要有参数的数据类型就可以判断函数的身份。

argtype

如果有的话，是函数参数的数据类型(可以用模式限定)。

large_object_oid

大对象的 OID。

left_type

right_type

操作符的参数的数据类型（可以是模式限定的）。对一个前缀后后缀操

作符的缺失参数可以写 NONE。

PROCEDURAL

这个字没有任何用处。

type_name

该转换的数据类型的名称。

lang_name

该转换的语言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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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新的注释，以字符串文本的方式写；如果是 NULL则删除注释。

 注解

目前注释没有安全机制：任何连接到某数据库上的用户都可以看到所有该数

据库对象的注释(尽管只有超级用户可以修改不属于他的对象的注释)。共享

对象(比如数据库、角色、表空间)的注释是全局存储的，链接到任何数据库

的任何用户都可以看到它们。因此，不要在注释里存放安全敏感地信息。

 例子

给表 mytable加注释：

COMMENT ON TABLE mytable IS 'This is my table.';

再删除它：

COMMENT ON TABLE mytable IS NULL;

其它一些例子：

COMMENT ON AGGREGATE my_aggregate (double precision) IS

'Computes sample variance';

COMMENT ON CAST (text AS int4) IS 'Allow casts from text to int4';

COMMENT ON COLUMN my_table.my_column IS 'Employee ID

number';

COMMENT ON CONVERSION my_conv IS 'Conversion to UTF8';

COMMENT ON DATABASE my_database IS 'Development Database';

COMMENT ON DOMAIN my_domain IS 'Email Address Domain';

COMMENT ON FUNCTION my_function (timestamp) IS 'Returns Roman

Numeral';

COMMENT ON INDEX my_index IS 'Enforces uniqueness on employee

ID';

COMMENT ON LANGUAGE plpython IS 'Python support for stored

procedures';

COMMENT ON LARGE OBJECT 346344 IS 'Planning document';

COMMENT ON OPERATOR ^ (text, text) IS 'Performs intersection of two

texts';

COMMENT ON OPERATOR - (NONE, text) IS 'This is a prefix operator

on text';

COMMENT ON OPERATOR CLASS int4ops USING btree IS '4 byte

integer operators for b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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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ON OPERATOR FAMILY integer_ops USING btree IS 'all

integer operators for btrees';

COMMENT ON POLICY my_policy ON mytable IS 'Filter rows by users';

COMMENT ON ROLE my_role IS 'Administration group for finance

tables';

COMMENT ON RULE my_rule ON my_table IS 'Logs updates of

employee records';

COMMENT ON SCHEMAmy_schema IS 'Departmental data';

COMMENT ON SEQUENCE my_sequence IS 'Used to generate primary

keys';

COMMENT ON TABLE my_schema.my_table IS 'Employee Information';

COMMENT ON TABLESPACE my_tablespace IS 'Tablespace for indexes';

COMMENT ON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my_config IS

'Special word filtering';

COMMENT ON TEXT SEARCH DICTIONARY swedish IS 'Snowball

stemmer for swedish language';

COMMENT ON TEXT SEARCH PARSER my_parser IS 'Splits text into

words';

COMMENT ON TEXT SEARCH TEMPLATE snowball IS 'Snowball

stemmer';

COMMENT ON TRANSFORM FOR hstore LANGUAGE plpythonu IS

'Transform between hstore and Python dict';

COMMENT ON TRIGGER my_trigger ON my_table IS 'Used for RI';

COMMENT ON TYPE complex IS 'Complex number data type';

COMMENT ON VIEW my_view IS 'View of departmental costs';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COMMENT命令。

4.46 COMMIT
 语法

COMMIT [ WORK | TRANSACTION ]

 描述

COMMIT 提交当前事务。所有由该事务所做的更改都对其他人可见，而且

保证当崩溃发生时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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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WORK

TRANSACTION

可选关键字，没有任何作用。

 注意

使用 ROLLBACK语句退出事务。

在一个事务外部发出 COMMIT不会有问题，但是将产生一个警告信息。

 例子

提交当前事务以让所有变更永久化：

COMMIT;

 兼容性

SQL标准只声明了 COMMIT和 COMMITWORK两种形式。除此之外这条

命令是完全兼容的。

 又见

BEGIN, ROLLBACK

4.47 COMMIT PREPARED
 语法

COMMIT PREPARED transaction_id

 描述

COMMIT PREPARED提交一个早先为两阶段提交准备好的事务。

 参数

transaction_id

要提交的事务的标识符。

 注意

要提交一个预备事务，你必须是最初执行该事务的用户或超级用户。但是不

需要处于执行该事务的同一会话中。

这条命令不能在事务块里执行。预备事务将被立即提交。

pg_prepared_xacts 系统视图中列出了所有当前可用的预备事务。

 例子

提交事务标识符 foobar标识的事务:

COMMIT PREPARED 'foobar';

 又见

PREPARE TRANSACTION, ROLLBACK PRE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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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COPY
 语法

COPY table_name [ ( column_name[,...] ) ]

FROM { 'filename' | PROGRAM 'command'| STDIN }

[ [ WITH ] ( option [, ...] ) ]

COPY { table_name [ ( column_name [, ...] ) ] | ( query ) }

TO { 'filename' | PROGRAM 'command'| STDOUT }

[ [ WITH ] ( option [, ...] ) ]

其中 option 可以是下列之一：

FORMAT format_name

OIDS [ boolean ]

FREEZE [ boolean ]

DELIMITER 'delimiter_character'

NULL 'null_string'

HEADER [ boolean ]

QUOTE 'quote_character'

ESCAPE 'escape_character'

FORCE_QUOTE { ( column_name [, ...] ) | * }

FORCE_NOT_NULL ( column_name [, ...] )

FORCE_NULL( column_name [, …] )

ENCODING ‘encoding_name’

 描述

COPY在表和文件之间拷贝数据。COPYTO 把一个表的所有内容都拷贝到

一个文件，而 COPY FROM从一个文件里拷贝数据到一个表里(把数据附加

到表中原数据)。COPYTO 还能拷贝 SELECT查询的结果。

如果声明了一个字段列表，COPY将只在文件和表之间拷贝已声明字段的数

据。如果表中有任何不在字段列表里的字段，那么 COPY FROM 将为那些

字段插入缺省值。

带文件名的 COPY指示 HighGo DB服务器直接从文件中读写数据。如果声

明了文件名，那么服务器必须可以访问该文件，而且文件名必须从服务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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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声明。如果指定了 STDIN 或 STDOUT，那么数据将在客户前端和服务

器之间流动。

 参数

table_name

现存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olumn_name

可选的待拷贝字段列表。如果没有声明字段列表，那么将使用所有字段。

query

一个必须用圆括弧包围的 SELECT或 VALUES命令，其结果将被拷贝。

filename

输入或输出文件的绝对路径。Windows用户可能需要使用 E''字符串和

双反斜线作为路径名称。

PROGRAM

一个要执行的命令。在 COPY FROM 中，输入将从该命令的标准输出读取，

而在 COPY TO 中，输出会写入到该命令的标准输入。

注意该命令是由 shell调用，因此如果你需要传递任何来自不可信来源

的参数给 shell 命令，你必须小心地剥离那些可能对 shell有特殊意义的

特殊字符。出于安全原因，最好使用一个固定的命令字符串，或者至少

避免传递任何用户输入到其中。

STDIN

声明输入是来自客户端应用。

STDOUT

声明输入前往客户端应用。

boolean

声明选的选项是否应该被开启或者关闭。您可以写 TRUE、ON或者 1

来启用这个选项，并且用 FALSE、OFF 或者 0 来关闭它。boolean 值

也可以被省略，此时假定为 TRUE。

FORMAT

选择被读或者写的数据格式：text、csv（逗号分隔值）或者 binary。默

认是 text。

OIDS

声明为每行拷贝内部对象标识(OID)。如果正在为一个 query 执行拷贝

或者为没有 OID的表声明了 OIDS选项，则抛出一个错误。

FR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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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复制已经完成了行冻结的数据，就好像在运行 VACUUM FREEZE 命令

之后复制。这是为了初始数据载入的性能而设计的。只有被载入表已经

在当前子事务中被创建或截断、该事务中没有游标打开并且该事务没有

持有更旧的快照时，行才会被冻结。

注意一旦成功地载入，所有其他会话将能立即看到该数据。这违背了普

通的MVCC可见性规则，指定该选项的用户应该注意这可能会导致的

潜在问题。

DELIMITER

指定分隔每一行(排)中的列的字符。文本格式默认是制表符，CSV格式

默认是逗号。必须有一个独立的一字节的字符。在使用 binary格式时这

个选项是不允许的。

NULL

当使用二进制格式时这个选项是不允许使用的。声明代表一个空值的字

符串。文本格式默认是\N (backslash-N)，CSV格式默认是一个未被引用

的空字符串。在你不想区分空值和空串的情况下，即使是文本格式您可

能也更偏向于空串。

注意

在使用 COPY FROM的时候，任何匹配这个字符串的字符串将被存储

为 NULL值，所以你应该确保你用的字符串和 COPY TO相同。

HEADER

指定文件包含一个标题行，即文件中每列的名称。在输出时，第一行包

含表中的列名，在输入时，第一行是被忽略的。该选项仅仅在使用 CSV

格式时是允许的。

QUOTE

在数值被引用后指定要使用的引用字符。默认的是双引号。这一定是一

个 1字节的字符。该选项仅仅在使用 CSV格式时允许。

ESCAPE

声明应该出现在一个匹配 QUOTE 值的数据字符之前的字符。默认与

QUOTE值相同（所以若它出现在数据中，则引用字符要双写）。这一

定是一个 1字节的字符。该选项只有在使用 CSV格式时允许。

FORCE_QUOTE

强制引用在每个指定列的所有非空值。NULL 输出从不被引用。如果声

明了*，所有列的非空值都将被引用。这个选项仅仅在 COPY TO中并

且仅仅在使用 CSV格式时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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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_NOT_NULL

默认情况下空字符串是空的，这意味着空值将会被读作长度为零的字符

串而不是空值（即使当他们不被引用）。这个选项仅仅在 COPY FROM

中并且仅仅在使用 CSV 格式时允许。

FORCE_NULL

将指定列的值与空值串匹配（即使它已经被加上引号），并且在找到匹

配时将该值设置为 NULL。在空值串就是空串的默认情况下，会把一个

被引用的空串转换为 NULL。只有在·中使用 CSV格式时才允许这个选

项。

ENCODING
指定文件被以 encoding_name 编码。如果省略这个选项，将使用当前的

客户端编码。详见下文的注解。

 输出

成功完成时，COPY按照如下格式返回一个命令标签：

COPY count

其中的 count 是拷贝的行数。

注意: 如果命令不是 COPY ... TO STDOUT 或者等效的 psql 元命令

\copy ... to stdout，psql将只打印这个命令标签。这是为了防止弄混命令

标签和刚刚打印的数据。

 注解

COPYTO只能被用于纯粹的表，不能用于视图。 不过你可以写 COPY

(SELECT * FROMviewname) TO ... 拷贝一个视图的当前内容。

COPY FROM 可以被用于纯粹的表和具有 INSTEAD OF INSERT 触发

器的视图。

COPY只处理提到的表，它不会从子表复制 数据或者复制数据到子表

中。例如 COPY table TO 会显示与 SELECT * FROM ONLY table相同的数

据。而 COPY (SELECT * FROM table) TO ... 可以被用来转储一个继承层次

中的所有数据。

你必须拥有被 COPY TO读取的表上的选择特权， 以及被 COPY FROM插

入的表上的插入特权。 拥有在命令中列出的列上的特权就足够了。如果对

表启用行级安全性，则相关的 SELECT 策略将应用于 COPY table TO语句。

目前，具有行级安全性的表不支持 COPY FROM。改为使用等效的 INSERT

语句。

COPY命令中提到的文件会被服务器（而不是 客户端应用）直接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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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写入。因此它们必须位于数据库服务器（不是客户 端）的机器上或者是

数据库服务器可以访问的。它们必须是 PostgreSQL用户（运行服务器的用

户 ID）可访问的并且是可读或者可写的。类似地，用 PROGRAM 指定的

命令也会由服务器（不是客户端应用）直接执行，它也必须是 PostgreSQL

用户可以执行的。 只允许数据库超级用户 COPY 一个文件或者命令， 因

为它允许读取或者写入服务器有特权访问的任何文件。

不要把 COPY 和 psql 指令 \copy 弄混。\copy 会调用 COPY FROM

STDIN 或者 COPY TO STDOUT，然后读取/存储一个 psql客户端可访问的

文件中的数据。 因此，在使用\copy时，文件的可访 问性和访问权利取决

于客户端而不是服务器。我们推荐在 COPY中使用的文件名总是 指定为一

个绝对路径。在 COPY TO的 情况下服务器会强制这一点，但是对于 COPY

FROM你可以选择从一个用相对 路径指定的文件中读取。该路径将根据服

务器进程（而不是客户端） 的工作目录（通常是集簇的数据目录）解释。

用 PROGRAM 执行一个命令可能会受到操作系统 的访问控制机制（如

SELinux）的限制。

COPY FROM将调用目标表上的任何触发器 和检查约束。但是它不会

调用规则。对于标识列，COPY FROM命令将始终写入输入数据中提供的列

值， 就像 INSERT选项 OVERRIDING SYSTEM VALUE。

COPY输入和输出受到 DateStyle的影响。为了确保到其他 可能使用非

默认 DateStyle 设置的 PostgreSQL安装的可移植性，在使用 COPY TO前应

该把 DateStyle 设置为 ISO。避免转储把 IntervalStyle 设置为 sql_standard

的数据也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负的区间值可能会 被具有不同 IntervalStyle

设置的服务器解释错误。即使数据会被服务器直接从一个文件读取或者写入

一个文件而不通过 客户端，输入数据也会被根据 ENCODING 选项或者当

前 客户端编码解释，并且输出数据会被根据 ENCODING 或者当前客户端

编码进行编码。

COPY会在第一个错误处停止操作。这在 COPY TO的情况下不会导致

问题，但是 在 COPYFROM中目标表将已经收到了一 些行。这些行将不会

变得可见或者可访问，但是它们仍然占据磁盘空间。 如果在一次大型的复

制操作中出现错误，这可能浪费相当可观的磁盘空间。你可能希望调用

VACUUM来恢复被浪费的 空间。

FORCE_NULL 和 FORCE_NOT_NULL 可以被同时 用在同一列上。这

会导致把已被引用的空值串转换为空值并且把未引用的空值 串转换为空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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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格式

 文本格式

当使用 text格式时，读写的文件是一个文本文件，每行代表表中一个行。

行中的列(字段)用分隔符分开。字段值本身是由与每个字段类型相关的

输出函数生成的字符串，或者是输入函数可接受的字符串。数据中使用

特定的 NULL 字符串表示那些值为 NULL 的字段。如果输入文件的任

意行包含比预期多或者少的字段，那么 COPY FROM将抛出一个错误。

如果声明了 OIDS，那么 OID 将作为第一个字段读写，放在所有用户字

段前面。

数据的结束可以用一个只包含反斜杠和句点(\.)的行表示。如果从文件

中读取数据，那么数据结束的标记是不必要的，因为文件结束起的作用

就很好了。

反斜杠字符 (\)可以用于 COPY数据，来引用那些否则会被当作行或列

分隔符的数据字符。尤其，以下字符若以一列值的一部分出现则必须在

前面加上反斜杠：反斜杠、换行符、回车以及当前的分隔符字符。反斜

杠字符(\)可以用在 COPY里给那些会有歧义的字符进行转义(否则那些

字符会被当做行或者字段分隔符处理)。

指定的空字符串被 COPY TO不加任何反斜杠发送；与之相反，COPY

FROM在删除反斜杠之前拿它的输入与空字符串比较。因此，像\N 这

样的空字符串不会和实际数据值\N之间混淆(因为后者会表现成\\N)。

COPY FROM能够识别下列特殊反斜杠序列：

序列 含义

\b 退格(ASCII 8)

\f 换页(ASCII 12)

\n 换行符(ASCII 10)

\r 回车符(ASCII 13)

\t 水平制表符(ASCII 9)

\v 垂直制表符(ASCII 11)

\digits 反斜杠后面跟着一到三个八进制数，表示

ASCII值为该数的字符

\xdigits 反斜杠 x 后面跟着一个或两个十六进制位

表示指定数值编码对应的字符

目前，COPY TO绝不会发出一个八进制或者十六进制反斜杠序列，但

是它的确使用了上面列出的其它字符用于控制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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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未在上表中提及的反斜杠字符将会用来表示其本身。然而，没

必要添加反斜杠。因为这可能意外地生成一个匹配数据结束标记(\.)或

者空字符串 (默认为\N）的字符串。这些字符串将在任何其他反斜杠之

前被识别。

强烈建议产生 COPY数据的应用程序将数据换行符和回车分别转换为

\n和\r序列。目前，可以由反斜杠和回车代表一个数据回车，并且由反

斜杠和换行符代表一个数据换行。然而，这些表示法在将来的版本中可

能无法接受。它们也非常容易受到破坏，若 COPY文件在不同机器之

间转移（例如：从 Unix 系统移到Windows系统，或者反过来）。

COPYTO将在每行的结尾用一个换行符(Unix上是"\n"，Windows上是

"\r\n")标记一行终止，但只是用于 COPY到服务器文件里；为了在不同

平台之间一致，COPYTO STDOUT总是发送"\n" 而不管服务器平台是

什么。COPY FROM可以处理那些以回车符、换行符、回车换行符作为

行结束的数据。为了减少在数据中出现的未加反斜杠的新行或者回车导

致的错误，如果输入的行结尾不像上面这些符号，COPY FROM会发出

警告。

 CSV 格式

这个格式用于输入和输出逗号分隔数值(CSV)文件格式，许多其它程序

都用这个文件格式，比如电子报表。这个模式下生成并识别逗号分隔的

CSV转义机制，而不是使用 HighGo DB标准文本模式的转义。

每条记录的值都是用 DELIMITER字符分隔的。如果数值本身包含分隔

字符、 QUOTE字符、NULL字符串、回车符、换行符，那么整个数值

会被加上 QUOTE字符作为前缀和后缀，并且数值里任何 QUOTE字符

或 ESCAPE 字符之前加上转义字符。你也可以使用 FORCE_QUOTE

在输出非 NULL的指定字段值时强制使用引号包围。

CSV格式没有标准的办法区分一个 NULL 值和一个空字符串。HighGo

DB的 COPY通过引号包围来处理这些。一个当作 NULL 输出的 NULL

参数值是没有引号包围的，而匹配非 NULL 字符串的参数值是用引号

包围的。比如，使用缺省设置时，一个 NULL 是写做一个无引号包围

的空字符串，而一个空字符串数值写做由双引号包围("")。读取数值也

遵循类似的规则。你可以使用 FORCE_NOT_NULL 来避免为特定字段

进行 NULL比较。

因为对于 CSV格式而言，反斜杠不是特殊字符，数据的结束标志(\.) 可

以作为数据值出现。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歧意，一个单独的\. 数据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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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中将被自动使用引号包围；在输入中，如果被引号界定，那么将不

会当作数据结束标志。如果你要加载其它程序创建的、有未用引号界定

字段的文件，并且其中含有 \.值，你就必须用引号进行界定。

注意

在 CSV模式下，所有字符都是有效的。一个被空白或者任何非

DELIMITER字符包围的引用值都会包含这些字符。如果你从使用空

白空白填充 CSV行的系统里导入数据到定长字段，那么可能会导致

错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可能需要先处理一下 CSV文件，删除

结尾空白，然后再向 HighGo DB里导入数据。

CSV模式可以识别和生成引号包围的回车和换行的 CVS文件。

因此这些文件并不像文本模式的文件那样严格地每条记录一行。

许多程序生成奇怪的并且有时候不正确的 CVS文件，所以这个

文件格式更像一种惯用格式，而不是一种标准。因此你可能碰到一些

不能使用这个机制输入的文件，而 COPY 也可能生成一些其它程序

不能处理的文件。

 二进制格式

binary 形式的选项会使得所有的数据以二进制格式存储/读作而不是文

本。这比文本和 CSV格式的要快一些，但是一个二进制格式文件在机

器架构和 HighGo DB版本之间的可移植性比较差。另外，二进制格式

是特定数据格式的；例如，不能从 smallint列中输出二进制数据并将二

进制数据读入 integer列，尽管在文本格式下那会运行良好。

binary文件格式包含一个文件头、0或更多包含行数据的元组，以及一

个尾文件。头和数据遵循网络字节顺序。

 文件头

文件头由 15个字节的固定字段组成，后面跟着一个变长的头扩展

区。固定字段是：

签名

11字节的序列 PGCOPY\n\377\r\n\0(请注意字节零是签名必须

的一部分)。使用这个签名是为了能够很容易看出文件是否已

经被一个非 8位安全的转换器给破坏了。这个签名会被行尾转

换过滤器、删除字节零、删除高位、奇偶变化而改变。

标志字段

32位整数位掩码表示该文件格式的重要方面。位是从 0(LSB)

到 31(MSB) 编码的，请注意这个字段是以网络字节顺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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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位在前)，所有该文件格式中使用的整数字段都是如此。

位 16-31是保留用做关键文件格式信息的；如果阅读器发现一

个不认识的位出现在这个范围内，那么它应该退出。位 0-15

都保留为标志向后兼容的格式使用；阅读器可以忽略这个范围

内的不认识的位。目前只定义了一个标志位，而其它的必须是

零：

Bit 16

如果为 1，那么在数据中包括了 OIDS；如果为 0，则没有。

头扩展范围长度

32位整数，以字节计的头剩余长度，不包括自身。目前，它

是零，后面紧跟第一条记录行。未来对该格式的修改可能会允

许在头中表示额外的数据。阅读器应该忽略任何它不知道该如

何处理的头扩展数据。

头扩展数据用来保存自定义数据序列块。这个标志字段无意告诉阅

读器扩展区的内容是什么。头扩展的具体设计内容留给以后的版本

使用。

这样设计就允许向后兼容的头扩展(增加头扩展块或设置低位序标

志位)以及非向后兼容的修改(设置高位标志位以标识这样的修改，

并且根据需要向扩展区域增加支持数据)。

 元组

每一个元组都以一个 16位整数计数开头，该计数是行中字段的数

目(目前，在一个表里的每行都有相同的计数，但可能不会永远这

样)。然后后面不断出现行中的各个字段，字段先是一个 32位的长

度字，后面跟着那么长的字段数据。长度字并不包括自己，并且可

以为零。一个特例是：-1表示一个 NULL 字段值。在 NULL 情况

下，后面不会跟着数值字节。

在字段之间没有对齐填充或者任何其它额外的数据。

目前，一个二进制格式文件里的所有数据值都假设是二进制格式的

(格式代码一)。预计将来的扩展可能增加一个头字段，允许为每个

字段声明格式代码。

要为实际元组数据决定合适的的二进制格式，你应该阅读 HighGo

DB 源代码，特别是这些字段数据类型的*send 和*recv 函数(典型

的函数可以在源代码的 src/backend/utils/adt/目录找到)。

如果在文件中包括了 OIDs，那么该 OID 字段立即跟在字段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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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它是一个普通的字段，只不过它没有包括在字段计数。但它

包括长度字，这样就允许方便的处理 4字节和 8字节的 OIDs，并

且如果某个家伙允许 OIDs 可选的话，那么还可以把 OIDs 显示成

空。

 文件尾

文件尾由一个包含着-1的 16位整数字组成。这样就很容易与一个

元组的字段计数字相区分。

如果一个字段计数字既不是-1也不是预期的字段的数目，那么阅读

器应该报错。这样就提供了对丢失与数据同步的额外检查。

 例子

下面的例子把一个表拷贝到客户端，使用竖直条(|)作为字段分隔符：

COPY country TO STDOUT (DELIMITER '|');

从文件中拷贝数据到 country表中：

COPY country FROM '/usr1/proj/bray/sql/country_data';

使用一个会被自动删除的临时表，把'A'开头的国家名拷贝到一个文件里：

COPY (SELECT * FROM country WHERE country_name LIKE 'A%') TO

'/usr1/proj/bray/sql/a_list_countries.copy';

要复制到一个压缩文件中，你可以用管道把输出导到一个外部压缩程序：

COPY country TO PROGRAM 'gzip > /usr1/proj/bray/sql/country_data.gz';

下面是一个可以从 STDIN中拷贝数据到表中的例子：

AF AFGHANISTAN

AL ALBANIA

DZ ALGERIA

ZM ZAMBIA

ZW ZIMBABWE

注意，每行里的空白实际上是一个水平制表符。

下面的是同样的数据，以二进制形式输出。这些数据是用 Unix 工具 od -c

过滤之后输出的。该表有三个字段；第一个是 char(2)，第二个是 text，第三

个是 integer。所有的行在第三个域都是一个 null值。

0000000 P G C O P Y \n 377 \r \n \0 \0 \0 \0

\0 \0

0000020 \0 \0 \0 \0 003 \0 \0 \0 002 A F \0 \0 \0

013 A

0000040 F G H A N I S T A N 377 377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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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0 003

0000060 \0 \0 \0 002 A L \0 \0 \0 007 A L B A

N I

0000100 A 377 377 377 377 \0 003 \0 \0 \0 002 D Z \0

\0 \0

0000120 007 A L G E R I A 377 377 377 377 \0 003

\0 \0

0000140 \0 002 Z M \0 \0 \0 006 Z A M B I

A 377 377

0000160 377 377 \0 003 \0 \0 \0 002 Z W \0 \0 \0 \b

Z I

0000200 M B A B W E 377 377 377 377 377 377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COPY语句。

下面的这种语法，现在仍然支持：

COPY table_name [ ( column_name [, ...] ) ]

FROM { 'filename' | STDIN }

[ [ WITH ]

[ BINARY ]

[ OIDS ]

[ DELIMITER [ AS ] 'delimiter' ]

[ NULL [ AS ] 'null string' ]

[ CSV [ HEADER ]

[ QUOTE [ AS ] 'quote' ]

[ ESCAPE [ AS ] 'escape' ]

[ FORCE NOT NULL column_name [, ...] ] ] ]

COPY { table_name [ ( column_name [, ...] ) ] | ( query ) }

TO { 'filename' | STDOUT }

[ [ WITH ]

[ BINARY ]

[ OIDS ]

[ DELIMITER [ AS ] 'delimiter' ]

[ NULL [ AS ] 'null string' ]

[ CSV [ HEA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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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E [ AS ] 'quote' ]

[ ESCAPE [ AS ] 'escape' ]

[ FORCE QUOTE { column_name [, ...] | * } ] ] ]

请注意：在这个语法中，BINARY和 CSV是作为独立的关键字，而不是作

为 FORMAT选项的一个参数。

下面这种的语法，现在也仍然支持：

COPY [ BINARY ] table_name [ WITH OIDS ]

FROM { 'filename' | STDIN }

[ [USING] DELIMITERS 'delimiter' ]

[ WITH NULLAS 'null string' ]

COPY [ BINARY ] table_name [ WITH OIDS ]

TO { 'filename' | STDOUT }

[ [USING] DELIMITERS 'delimiter' ]

[ WITH NULLAS 'null string' ]

4.49 CREATEAGGREGATE
 语法

CREATE AGGREGATE name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_data_type [ , ... ] )

(

SFUNC = sfunc,

STYPE = state_data_type

[ , SSPACE = state_data_size ]

[ , FINALFUNC = ffunc ]

[ , FINALFUNC_EXTRA ]

[ , INITCOND = initial_condition ]

[ , MSFUNC = msfunc ]

[ , MINVFUNC = minvfunc ]

[ , MSTYPE = mstate_data_type ]

[ , MSSPACE = mstate_data_size ]

[ , MFINALFUNC = mffunc ]

[ , MFINALFUNC_EXTRA ]

[ , MINITCOND = minitial_cond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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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RTOP = sort_operator ]

)

CREATE AGGREGATE name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_data_type

[ , ... ] ]

ORDER BY [ argmode ] [ argname ] arg_data_type [ , ... ] ) (

SFUNC = sfunc,

STYPE = state_data_type

[ , SSPACE = state_data_size ]

[ , FINALFUNC = ffunc ]

[ , FINALFUNC_EXTRA ]

[ , INITCOND = initial_condition ]

[ , HYPOTHETICAL ]

)

或者旧的语法

CREATE AGGREGATE name (

BASETYPE = base_type,

SFUNC = sfunc,

STYPE = state_data_type

[ , SSPACE = state_data_size ]

[ , FINALFUNC = ffunc ]

[ , FINALFUNC_EXTRA ]

[ , INITCOND = initial_condition ]

[ , MSFUNC = msfunc ]

[ , MINVFUNC = minvfunc ]

[ , MSTYPE = mstate_data_type ]

[ , MSSPACE = mstate_data_size ]

[ , MFINALFUNC = mffunc ]

[ , MFINALFUNC_EXTRA ]

[ , MINITCOND = minitial_condition ]

[ , SORTOP = sort_operator ]

)

 描述

CREATE AGGREGATE 定义一个新的聚集函数。一些常用的聚集函数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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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在基础软件包里了；在聚合函数里有文档记录。如果你需要定义一个新

类型或需要一个还没有提供的聚集函数，这时 CREATEAGGREGATE便可

派上用场。

如 果 给 出 了 一 个 模 式 的 名 称 ( 比 如 CREATE AGGREGATE

myschema.myagg ...)，那么该聚集函数是在指定模式中创建的。否则它是在

当前模式中创建的。

一个聚集函数是用它的名称和输入数据类型来标识的。同一模式中如果两个

聚集处理的输入数据不同，它们可以有相同的名称。一个聚集函数的输入数

据类型必须和所有同一模式中的普通函数的名称和输入类型不同。

一个聚集函数是用一个或两个普通函数做成的：一个状态转换函数 sfunc

和一个可选的最终计算函数 ffunc。它们是这样使用的：

sfunc( internal-state, next-data-values ) ---> next-internal-state

ffunc( internal-state ) ---> aggregate-value

HighGo DB创建一个类型为 stype 的临时变量。它保存这个聚集的当前内

部状态。对于每个输入行，都会计算聚集参数值并且使用当前状态值和新参

数值来计算新的内部状态值。在处理完所有数据后，调用一次最终处理函数

以计算聚集的返回值。如果没有最终处理函数，则将最后的状态值当做返回

值。

一个聚集函数还可能提供一个初始条件，也就是内部状态值的初始值。这个

值是作为一个类型为 text的字段存储在数据库里的，不过它们必须是状态值

数据类型的合法的外部表现形式的常量。如果没有提供状态，那么状态值初

始化为 NULL 。

如果该状态转换函数被定义为"strict"，那么就不能用 NULL 输入调用它。

此时，聚集的执行如下所述。带有任何 NULL 输入值的行将被忽略(不调用

此函数并且保留前一个状态值)。如果初始状态值是 NULL，那么在第一个

含有非 NULL 值的行上，使用第一个参数值替换状态值，然后状态转换函

数在随后所有的含有非 NULL 值的行上调用。这样做比较容易实现像 max

这样的聚集。请注意这种行为只是当 state_data_type 与 input_data_type

相同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如果这些类型不同，你必须提供一个非 NULL 的

初始条件或者使用一个非"strice"的状态转换函数。

如果状态转换函数不是严格(strict)的，那么它将无条件地在每个输入行上调

用，并且必须自行处理 NULL 输入和 NULL 转换值，这样就允许聚集的

作者对聚集中的 NULL 有完全的控制。

如果最终转换函数定义为"strict"，那么如果最终状态值是 NULL 时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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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它；而是自动输出一个 NULL 结果。这才是 strict 函数的正常特征。

不管是那种情况，最终处理函数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返回 NULL。比如，avg

的最终处理函数在零输入记录时就会返回 NULL。

有时候把最终函数声明成不仅采用状态值还采用对应于聚集输入值的额外

参数是有用的。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最终函数是多态的，那么状态值

的数据类型将不适合于用来确定结果类型。这些额外的参数总是以 NULL

形式传递（因此使用 FINALFUNC_EXTRA 选项时，最终函数不能是严格的），

但 尽 管 如 此 它 们 都 是 合 法 参 数 。 例 如 ， 最 终 函 数 可 以 利

用 get_fn_expr_argtype 来标识当前调用中的实际参数类型。

一个聚集可以选择支持移动聚集模式。这要求指定 MSFUNC、MINVFUNC 以

及 MSTYPE 参数，并且参数 MSPACE、 MFINALFUNC、MFINALFUNC_EXTRA 和

MINITCOND 是可选的。除了 MINVFUNC，这些参数的工作都和对应的不带 M的

简单聚集参数相似，它们定义了包括一个逆向转移函数的聚集的一种独立实

现。

在参数列表中带有 ORDER BY 的语法会创建一种被称为有序集聚集的特殊聚

集类型。如果指定了 HYPOTHETICAL，则会创建一个假想集聚集。这些聚集

以依赖排序的方法在排好序的值上操作，因此指定一个输入排序顺序是调用

过程的重要一环。还有，它们可以有直接参数，这类参数只对每次聚集计算

一次，而不是对每一个输入行计算一次。假想集聚集是有序集聚集的一个子

类，其中一些直接参数要求在数量和类型上都匹配被聚集的参数列。这允许

这些直接参数的值被当做一个附加的"假想"行被加入到聚集输入行的集合

中。

行为类似MIN 或MAX的聚集有时候可以优化为使用索引，而不用扫描每

个输入行。如果这个聚集可以如此优化，则用一个排序操作符标识它。这里

基本的要求是聚集必须以操作符归纳出来的排序顺序生成第一个元素；换句

话说：

SELECT agg(col) FROM tab;

必须等于：

SELECT col FROM tab ORDER BY col USING sortop LIMIT 1;

更多的假设是聚集忽略 NULL 输入，并且只有在输入没有非空数值的时候，

它才生成 NULL 结果。通常，数据类型的 < 操作符是 MIN 的适用排序操

作符，而 > 是MAX 的适用操作符。请注意，除非声明的操作符是 B-tree

索引操作符类的"小于"或者"大于"策略号，否则这种优化将不会生效。

要能够创建一个聚集函数，你必须具有参数类型、状态类型和返回类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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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USAGE特权，还有在转换和最终函数上的 EXECUTE特权。

 参数

name

要创建的聚集函数名(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argmode

一个参数的模式：IN 或者 VARIADIC（聚集函数不支持 OUT 参数）。如

果忽略，默认值是 IN。只有最后一个参数能被标记为 VARIADIC。

argname

一个参数的名称。当前这只用于文档的目的。如果被忽略，该参数就没

有名称。

arg_data_type

该聚集函数要处理的输入数据类型。要创建一个零参数聚集函数，可以

使用 * 代替输入数据类型列表。count(*) 就是这种聚集函数的一个实

例。

base_type

在旧式的 CREATEAGGREGATE语法中，输入数据类型是通过 basetype

参数指定的，而不是写在聚集的名称之后。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旧式语法

仅允许一个输入参数。要创建一个零参数聚集函数，可以将 basetype 指

定为"ANY"(而不是*)。

sfunc

将在每一个输入行上调用状态转换函数的名称。对于有 N 个参数的聚

集函数，sfunc 必须有 N+1 个参数，其中的第一个参数类型为

state_data_type，其余的匹配已声明的输入数据类型。函数必须返回

一个 state_data_type 类型的值。这个函数接受当前状态值和当前输

入数据，并返回下个状态值。

state_data_type

聚集的状态值的数据类型。

state_data_size

聚集的状态值的近似平均尺寸（以字节计）。如果这个参数被忽略或者

为零， 将使用一个基于 state_data_type的默认估计值。规划器使用这

个值来估计一个分组聚集查询所需的内存。只有估计哈希表能够放

在 work_mem大小的内存中时，规划器才会对这类查询使用哈希聚集。

因此，对这个参数设置大的值会阻止使用哈希聚集。

ff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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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换完所有输入行后调用的最终处理函数，它计算聚集的结果。此函

数必须接受一个类型为 state_data_type 的参数。聚集的输出数据类

型被定义为此函数的返回类型。如果没有声明 ffunc 则使用聚集结果

的状态值作为聚集的结果，且输出类型为 state_data_type。

对于有序集（包括假想集）聚集，最终函数不仅接收最终状态值，还会

接收所有直接参数的值。

如果指定了FINALFUNC_EXTRA，则除了最终状态值和任何直接参数之外，

最终函数还接收额外的对应于该聚集的常规（聚集）参数的 NULL值。

这主要用于在定义了一个多态聚集时允许正确地决定聚集的结果类型。

initial_condition

状态值的初始设置(值)。它必须是一个 state_data_type 类型可以接受

的文本常量值。如果没有声明，状态值初始为 NULL 。

msfunc

前向状态转移函数的名称，在移动聚集模式中会为每个输入行调用这个

函数。它非常像常规的转移函数，不过它的第一个参数和结果类型

是 mstate_data_type，这可能与 state_data_type 不同。

minvfunc

在移动聚集模式中用到的逆向状态转移函数的名称。这个函数

与 msfunc 具有相同的参数和结果类型，但是它被用于从当前聚集状态

中移除一个值，而不是向其中增加一个值。逆向转移函数必须具有和前

向状态转移函数相同的严格性属性。

mstate_data_type

使用移动聚集模式时，用于聚集状态值的数据类型。

mstate_data_size

使用移动聚集模式时，聚集状态值的近似平均尺寸（以字节计）。它的

作用和 state_data_size 相同。

mffunc

使用移动聚集模式时用到的最终函数名称，当所有输入行都被遍历后会

调用它来计算聚集的结果。它的工作和 ffunc 一样，但是它的第一个参

数 类 型 是 mstate_data_type 并 且 额 外 的 空 参 数 要 通 过 书 写

MFINALFUNC_EXTRA 来指定。mffunc 或者 mstate_data_type 决定的聚集

结果类型必须匹配由聚集的常规实现所确定的类型。

minitial_condition

使 用 移 动 聚 集 模 式 时 ， 状 态 值 的 初 始 设 置 。 它 的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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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initial_condition 一样。

sort_operator

用于MIN或MAX类型聚集的排序操作符。这个只是一个操作符名 (可

以是模式限定的)。这个操作符假设接受和聚集一样的输入数据类型。

CREATE AGGREGATE 的参数可以以任何顺序书写，而不只是上面显

示的顺序。

HYPOTHETICAL

只用于有序集聚集，这个标志指定聚集参数会被根据假想集聚集的要求

进行处理： 即后面的直接参数必须匹配聚集（WITHIN GROUP）参数

的数据类型。HYPOTHETICAL标志在运行时没有任何效果，它只在命

令解析期间对确定数据类型和聚集参数的排序规则有用。

CREATEAGGREGATE的参数可以用任意顺序书写， 而无需遵照以上

说明的顺序。

 注解

在指定支持函数名的参数中，如果需要你可以写一个模式名，例如 SFUNC =

public.sum。在这里不能写参数类型—支持函数的参数类型是根据其他参数

决定的。

如果一个聚集支持移动聚集模式，当该聚集被用于一个具有移动帧起点（即

帧起点模式不是 UNBOUNDED PRECEDING）的窗口函数时，它将提升计

算效率。在概念上，当从底部进入窗口帧时前向转移函数会把输入值加到聚

集的状态上，而逆向转移函数会在从顶部离开帧时再次移除输入值。因此，

当值被移除时，它们总是按照被加入的相同顺序被移除。无论何时调用逆向

转移函数，它都将因此接收最近增加但是还未被移除的参数值。逆向转移函

数可以假定在它移除最旧的行之后至少有一行保留在当前状态中（当情况不

是这样时，窗口函数机制会简单地开始一次新的聚集，而不是使用逆向转移

函数）。

用于移动聚集模式的前向转移函数不允许返回 NULL 作为新的状态值。如

果逆向转移函数返回 NULL，这表明逆向函数无法为这个特定的输入逆转状

态计算，并且该聚集计算因此必须从当前帧的开始位置“从零开始”重新被计

算。在一些少见的情况中，逆转正在计算中的状态值是不切实际的，这种习

惯可以允许在此类情形中使用移动聚集模式。

如果没有提供移动聚集实现，聚集仍然可以被用于移动帧，但是只要帧起点

移动，都将会重新计算整个聚集。注意不管聚集有没有支持移动聚集模式，

都能处理一个移动帧结束而无需重新计算，这可以通过增加新值到聚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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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有序集聚集的语法允许为最后一个直接参数以及最后一个聚集（ WITHIN

GROUP）参数指定 VARIADIC。但是，当前的实现限制只能以两种方式使

用 VARIADIC。第一种，有续集聚集只能使用 VARIADIC "any"，不能使用

其他可变数组类型。第二种，如果最后一个直接参数是 VARIADIC "any"，

那么只能有一个聚集参数并且它也必须是 VARIADIC "any"（在系统目录中

使用的表示中，这两个参数会被合并为一个单一的 VARIADIC "any"项，因

为 pg_proc无法表示具有超过一个 VARIADIC 参数的函数）。如果该聚集是

一个假想集聚集，匹配 VARIADIC "any"参数的直接参数就是假想参数。任

何在前面的参数表示额外的直接参数，它们不被约束为需要匹配聚集参数。

当前，有序集聚集无须支持移动聚集模式，因为它们不能被用作窗口函数。

 兼容性

SQL标准没有提供用户自定义聚集函数的功能。

 又见

ALTERAGGREGATE, DROPAGGREGATE

4.50 CREATE CAST
 语法

CREATE CAST (source_typeAS target_type)

WITH FUNCTION function_name (argument_type [, ...])

[ AS ASSIGNMENT | AS IMPLICIT ]

CREATE CAST (source_typeAS target_type)

WITHOUT FUNCTION

[ AS ASSIGNMENT | AS IMPLICIT ]

CREATE CAST (source_typeAS target_type)

WITH INOUT

[ AS ASSIGNMENT | AS IMPLICIT ]

 描述

CREATE CAST 定义一个新的转换。一个转换说明如何在两个类型之间进行

转换。比如：

SELECT CAST(42 AS float8);

通过调用前面指定的函数（这种情况下是 float8(int4)）将整数常量 42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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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float8类型。（如果没有定义合适的投射, 转换将失败。）

两种类型是 binary coercible（二进制可强制的），这意味着转换可以在不调

用函数的情况下自由执行。这要求相应的值使用相同的内部表示。例如，text

和 varchar 类型双向都是二进制可强制的。二进制可强制性未必是一个对称

的关系。例如：xml到 text的映射可以在当前的映射中自由执行。但相反的

方向需要一个函数来执行至少一个语法检查。（双向二进制可强迫的类型也

被称为二进制兼容。）

您可以使用 WITH INOUT语法将一个映射定义为一个 I/O转化映射。一个

I/O转化映射通过调用原数据库类型的输出函数来执行，并将结果传给目标

数据类型的输入函数。

缺省时，只有在明确要求转换的情况下才调用一个转换，也就是一个显式的

CAST(xAS typename)或 x::typename构造。

如果转换被标记为 AS ASSIGNMENT，那么在给目标数据类型的字段赋值

的时候，可以隐式调用它。比如，假设 foo.f1是一个类型为 text的字段，那

么：

INSERT INTO foo (f1) VALUES (42);

如果从 integer类型到 text类型的转换标记为 AS ASSIGNMENT，上面的这

句就被允许，否则就不允许。（通常用术语 assignment cast来描述这种转换。）

如果映射标记了 AS IMPLICIT，那么可以在任何环境下调用，不管是作业还

是在一个内部表达式中。我们通常使用术语 implicit cast 来描述这种映射。

例如，考虑下面这个查询。

SELECT 2 + 4.0;

解析器初始时把常量分别标记为 integer 和 numeric。在系统目录中没有

integer + numeric，但是有一个 numeric + numeric操作符。若 integer到 numeric

的映射是可获得的并且标记为 AS IMPLICIT —则该查询将因此获得成功。

解析器将使用隐式的映射并解决该查询，就好像它被写成：

SELECT CAST ( 2 AS numeric ) + 4.0;

现在，目录提供了一个从 numeric到 integer的映射。如果那个映射标记了 AS

IMPLICIT —实际上并没有—然后解析器会面临选择：使用上面的解释还是

选择 numeric 常量映射到 integer 以及应用 integer + integer 操作符。由于缺

乏选择优等项的能力，解析器会放弃并且声明查询有歧义。我们能告诉解析

器把一个混合了 numeric和 integer的表达式解析成一个 numeric更好的方法

就是只让这两个映射中的一个是隐式的，没有关于那方面的内置知识。

在是否将转换标记为隐式的问题上保守一些是明智的。过于丰富的隐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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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会导致 HighGo DB选择让人奇怪的命令解析，或者是由于存在多个可

能的解析导致完全不能解析命令。一个好的经验是，只有在同一个通用类型

范畴里面的那些可以保留转换信息的类型之间才标记为可隐式调用转换。比

如，从 int2到 int4可以合理地标记为隐式转换，但是从 float8到 int4也许应

该标记为赋值转换。跨类型范畴的转换，比如 text到 int4，最好只能显式转

换。

注意

有时，有必要为了可用性和标准支持的原因在一组类型中提供多个

隐式投射，这会导致上述无法避免的模棱两可的问题。解析器有一个基

于 type categories和 preferred types的撤销启发式，有助于在这种情况下

提供所期望的行为。参阅 CREATE TYPE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为了能够创建一个映射，您必须拥有源或者目标数据类型。为了创

建一个强制二进制的映射，您必须是超级用户。（做这个约束的原因是

错误的二进制可强迫映射转换可以很容易摧毁服务器。）

 参数

source_type

转换的源数据类型。

target_type

转换的目标数据类型。

function_name(argument_type [, ...])

用于执行转换的函数。这个函数名可以是用模式名限定的。如果它没有

用模式名限定，将在模式搜索路径中查找该函数。函数的结果数据类型

必须匹配转换的目标类型。它的参数在下面讨论：

WITHOUT FUNCTION

表明源类型可以二进制强制到目标类型的，所以执行此映射不需要函

数。

WITH INOUT

表明投影是 I/O转换投影，通过调用源数据类型的输出函数来执行，并

将结果传给目标数据类型的输入函数。

ASASSIGNMENT

表示转换可以在赋值环境里隐式调用。

AS IMPLICIT

表示转换可以在任何环境里隐式调用。

映射实现函数可以有一到三个参数。第一个参数的类型必须与映射的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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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或可以从映射的源类型二进制强制得到。第二个参数，如果存在，必

须是 integer 类型；它接收这些与目标类型相关联的类型修饰符，或者若什

么都没有则是-1。第三个参数，如果存在，必须是 boolean类型；若映射是

一个显式类型转换则会收到 true，否则是 false。（奇怪的是，在一些情况系

SQL标准对显式和隐式映射要求不同的行为。我们不推荐您设计自己的数

据类型,这很重要。）

一个映射函数的返回类型必须是与映射的目标类型相同或者对映射的目标

类型二进制可强制的。

通常，一个映射必须有不同的源和目标数据类型。然而，若有带多于一个参

数的映射实现函数，则允许声明一个有相同的源和目标类型的映射。这用于

表示系统目录中的特定类型的长度强制函数。命名的函数用于强制一个该类

型的值为第二个参数给出的类型修饰符值。

如果一个类型转换的源类型和目标类型不同，并且接收多于一个参数，它就

表示从一种类型转换成另外一种类型只用一个步骤，并且同时实施长度转

换。如果没有这样的项可用，那么转换成一个使用了类型修饰词的类型将涉

及两个步骤，一个是在数据类型之间转换，另外一个是施加修饰词。

 注解

使用 DROP CAST删除用户定义的映射。

请注意，如果希望能双向转换类型，那么你需要明确地定义两个方向的转换。

通常不需要创建用户定义类型与标准字符串类型之间的映射(text、varchar、

和 char(n), 以及被定义为字符串的范畴的用户定义的类型)。HighGo DB为

此提供自动 I/O转换映射。字符串类型的自动映射可以认为是分配映射，而

来自字符串的自动映射是唯一显式的。您可以通过声明自己的映射替换自动

映射来重写此性能，但是，通常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你想让转化比标准唯

一分配或者唯一显式设置更容易调用。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你想让转化表现

的不同于类型的 I/O函数；但是足够惊人的是您应该反复考虑这是否是一个

好主意。（少量内部类型确实对转换有不同的性能要求，大部分是因为 SQL

标准的要求。）

虽然不是必须的，但是还是建议你遵循旧的命名类型转换实现函数的习惯，

也就是说，函数名和目标数据类型同名。许多用户习惯于使用函数风格的表

示法 typename(x)来做数据类型转换。这种表示法恰好就是调用类型转换实

现函数的方法，这样并不会被当作一种类型转换而被特殊看待。如果你的转

换函数没有按照这种传统命名，那么你就会让用户很奇怪。因为 HighGo DB

允许同名不同参数的函数重载，因此同时存在多个从不同类型向同样类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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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同名转换函数一点问题都没有。

注意

事实上前节是过分简化的：在两种情况下函数调用结构被认为是一个映射

请求而不需要将其匹配为一个实际函数。如果函数调用 name(x) 不准确匹配任

何现有函数，但是 name 是一个数据类型的名称并且 pg_cast 从 x 类型提供了

一个二进制可强制映射到这个类型。设了该异常所以二进制可强制映射可以通

过使用功能性语法来调用，即使他们没有任何函数。同样的，若无 pg_cast条

目，但映射会到达或者来自一个字符串类型，调用将会被视为一个 I/O转换映

射。该异常允许 I/O转换映射通过使用功能性语法来调用。

注意:从组合类型到字符串类型的 I/O 转换造型不能使用函数语法调用，而

必须被写成显式造型语法（CAST或者 ::记号）。增加这种例外是因为在引

入了自动提供的 I/O 转换造型之后，在想要引用一个函数或者列时太容易

意外地调用这种造型。

 示例

为了从类型 bigint 到类型 int4 创建一个指派映射要通过使用函数

int4(bigint):

CREATE CAST (bigint AS int4) WITH FUNCTION int4(bigint) AS

ASSIGNMENT;

（这个转换在系统中已经预先定义了。）

 兼容性

CREATE CAST 指令符合 SQL标准, 不过 SQL没有为二进制可强制类型或

者实现函数的额外参数做出规定。

 又见

CREATE FUNCTION, CREATE TYPE, DROP CAST

4.51 CREATE COLLATION
 语法

CREATE COLLATION name (

[ LOCALE = locale, ]

[ LC_COLLATE = lc_collate, ]

[ LC_CTYPE = lc_ctype ]

)

CREATE COLLATION name FROM existing_co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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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CREATE COLLATION 使用指定操作系统中的编码设置定义一个新的排序

规则，或是从一个已存在的排序规则中进行复制。

要创建一个排序规则，你必须在目标模式中有 CREATE权限。

 参数

name

排序规则的名称。排序规则的名称可以使用模式限定。如果没有，则排

序规则是定义在当前模式中。另外排序规则在指定的模式中名称必须是

唯一的。（系统目录中允许含有不同内部字符编码的相同排序规则名，

如果是数据库的编码不相匹配，则它们会被忽略。）

locale

这是一次性设置 LC_COLLATE 和 LC_CTYPE 的快捷方式。如果你定

义了这个变量，就不能定义其他两个变量了。

lc_collate

使用指定操作系统中的字符编码来设置 LC_COLLATE。字符编码对当

前数据库来说必须是可使用的。（参见 CREATE DATABASE了解更精

确的信息。）

lc_ctype

使用指定操作系统中的字符编码来设置 LC_CTYPE。字符编码对当前

数据库来说必须是可使用的。（参见 CREATE DATABASE了解更精确

的信息。）

existing_collation

复制已存在的排序规则。新的排序规则将和已存在的规则有相同的属

性，但它是一个独立的对象。

 注意

使用 DROP COLLATION命令可以删除一个用户定义的排序规则。

 例子

根据操作系统中的系统字符编码 fr_FR.utf8来创建一个排序规则（假定当前

数据库的编码是 UTF8):

CREATE COLLATION french (LOCALE = 'fr_FR.utf8');

从一个已存在的排序规则中复制一个新的排序规则：

CREATE COLLATION german FROM "de_DE";

这对在应用程序中使用独立于操作系统的排序规则名是很方便的。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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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QL标准中有 CREATE COLLATION 命令，但它仅限于从已存在的排序

规则中拷贝。允许创建一个新的排序规则是 HighGo DB的扩展。

 参见

ALTER COLLATION, DROP COLLATION

4.52 CREATE CONVERSION
 语法

CREATE [ DEFAULT ] CONVERSION name

FOR source_encoding TO dest_encoding FROM function_name

 描述

CREATE CONVERSION 定义字符集之间的转换。标记为 DEFAULT的转换

可以用于在前端和后端之间的自动编码转换。出于这个原因，必须定义两种

转换，从编码 A 到 B和从编码 B到 A。

为了可以创建转换，你必须在函数上有 EXECUTE权限并且在目标模式上有

CREATE权限。

 参数

DEFAULT

DEFAULT子句表示这种转换是从这种源编码到目标编码的缺省转换。

同一个模式里每一对编码应该只有一个缺省编码转换。

name

转换的名称。转换名可以用模式限定。如果不指定模式，那么转换就在

当前模式中定义。转换名在一个模式里必须唯一。

source_encoding

源编码名。

dest_encoding

目标编码名。

function_name

用于执行转换的函数。这个函数名可以用模式名限定，如果没有，那么

将从路径中找出这个函数。

此函数必须有如下的样子：

conv_proc(

integer, -- 源编码 ID

integer, -- 目标编码 ID

cstring, -- 源字符串（空值终止的 C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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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 目标（用一个空值终止的 C字符串填充）

integer -- 源字符串长度

) RETURNS void;

 注意

用 DROP CONVERSION删除用户定义的转换。

创建转换所需要的权限可能在未来的版本中改变。

 例子

用 myfunc创建一个从 UTF8编码到 LATIN1编码的转换：

CREATE CONVERSION myconv FOR 'UTF8' TO 'LATIN1' FROM

myfunc;

 兼容性

在 SQL标准里没有 CREATE CONVERSION 语句。但有一个在语法和意义

上都很相似的 CREATE TRANSLATION语句。

 又见

ALTER CONVERSION, CREATE FUNCTION, DROP CONVERSION

4.53 CREATE DATABASE
 语法

CREATE DATABASE name

[ [ WITH ] [ OWNER [=] user_name ]

[ TEMPLATE [=] template ]

[ ENCODING [=] encoding ]

[ LC_COLLATE [=] lc_collate ]

[ LC_CTYPE [=] lc_ctype ]

[ TABLESPACE [=] tablespace_name ]

[ALLOW_CONNECTIONS [=] allowconn ]

[ CONNECTION LIMIT [=] connlimit ]

[ IS_TEMPLATE [=] istemplate]]

 描述

CREATE DATABASE创建一个新 HighGo DB数据库。

要创建一个数据库，你必须是一个超级用户或者有特殊的 CREATEDB权限。

参阅 CREATE USER。

通常，创建者将成为新数据库的管理员。超级用户可以用 OWNER子句创

建其它用户所有的数据库。甚至可以创建没有特殊权限的用户所拥有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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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有 CREATEDB权限的非超级用户只能创建自己使用的数据库。

缺省时，新数据库将通过克隆标准系统数据库 template1来创建。可以通过

TEMPLATE name指定不同的模板。尤其是，用 TEMPLATE template0创建

一个很纯净的、只包括 HighGo DB预定义的标准对象的数据库。这个方法

可以避免把任何已经加入到 template1里的本地安装对象拷贝到新数据库。

 参数

name

要创建的数据库名称。

use_name

数据库用户的名称，他将拥有新数据库，或者是写 DEFAULT使用缺省

用户(也就是执行命令的用户)。

template

模板名(从哪个模板创建新数据库)，或者用 DEFAULT 使用缺省模板

(template1)。

encoding

创建新数据库使用的字符编码。可以使用文本名称(例如'SQL_ASCII'、

整数编号、DEFAULT(模版数据库的编码)。额外的限制参见下文。

lc_collate

用于新数据库的排序规则顺序(LC_COLLATE)。这影响到应用到字符串

的排序顺序，例如：在有 ORDER BY 的查询中，以及用于文本列的索

引的顺序。在默认情况下,使用模板数据库的排序顺序。请看以下附加

的限制。

lc_ctype

用于新数据库的字符分类(LC_CTYPE)。这影响字符的分类，例如：小

写、大写和数字。默认情况下使用模板数据库的字符分类。请看以下附

加的限制。

tablespace _name

和新数据库关联的表空间名称，或者用 DEFAULT表示模版数据库的表

空间。这个表空间将成为在这个数据库里创建的对象的缺省表空间。参

阅 CREATE TABLESPACE获取更多信息。

allowconn

如果为假，则没有人能连接到这个数据库。默认为真，表示允许连接（除

了被其他机制约束以外，例如 GRANT/REVOKE CONNECT）。

conn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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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可以接受多少并发的连接。-1(缺省)意味着没有限制。可选参数

可以按任意顺序书写，而不仅仅是上面显示的顺序。

istemplate

如果为真，则任何具有 CREATEDB特权的用户都可以从这个数据库克

隆。如果为假（默认），则只有超级用户或者该数据库的拥有者可以克

隆它。

 注意

CREATE DATABASE不能在事务块里面执行。

类似"不能初始化数据库目录"这样的错误最有可能是因为数据目录的权限

不够或者磁盘满之类的文件系统问题。

使用 DROP DATABASE删除一个数据库。

程序 createdb是这个命令的封装，使用更加方便。

尽管可以通过把某数据库名声明为模板(而非 template1)，但是这不是一个通

用的"COPY DATABASE"功能。主要的限制是在从模版复制的时候不允许有

其它会话链接到模版数据库上。如果在开始执行 CREATE DATABASE的时

候有其它会话正连接在模版数据库上，那么将会失败；否则直到 CREATE

DATABASE完成之后才允许建立新的会话连接。

为一个新数据库指定的字符集编码必须兼容所选择的区域环境设置

(LC_COLLATE和 LC_CTYPE)。若区域设置为 C (或相当于 POSIX)，那么

所有的编码都允许，但是对于其他的区域设置，只有一个编码能正常工作。

（然而，在Windows系统中，UTF-8编码可用于任何区域设置。）CREATE

DATABASE 将会允许超级用户来指定 SQL_ASCII 编码而不管区域设置情

况，这种做法是不宜采用的而且会导致编码不兼容区域设置的数据被存储在

数据库中时字符串函数性能不良。

编码和区域设置必须匹配模板数据库，除了 template0 用作模板的时候。这

是因为其他数据库可能会包含不匹配指定编码的数据，或者可能包含排序顺

序受 LC_COLLATE和 LC_CTYPE 影响的索引。复制这些数据会导致数据

库被新设置破坏。然而，template0公认是不包含任何会受到影响的数据或

者索引的。

CONNECTION LIMIT选项只是近似地强制；如果两个新的连接几乎同时发

起，而只剩下一个连接"槽位"了，那么很可能两个连接都失效。同样，这个

限制对超级用户无效。

 例子

创建一个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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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DATABASE lusiadas;

创建一个由用户 salesapp拥有的数据库 sales，缺省表空间是 salesspace：

CREATE DATABASE sales OWNER salesapp TABLESPACE salesspace;

创建一个数据库 music，支持 ISO-8859-1字符集：

CREATE DATABASE music ENCODING 'LATIN1' TEMPLATE

template0;

在这个例子中，TEMPLATE template0 子句只在 template1 的编码不是

ISO-8859-1 时被请求。请注意：更改编码可能也会需要选择新的

LC_COLLATE和 LC_CTYPE设置。

 兼容性

在 SQL标准里没有 CREATE DATABASE语句。数据库等同于目录，其创建

是由实现决定的。

 又见

ALTER DATABASE, DROP DATABASE

4.54 CREATE DOMAIN
 语法

CREATE DOMAIN name [ AS ] data_type

[ COLLATE collation ]

[ DEFAULT expression ]

[ constraint [ ... ] ]

其中 constraint 是: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

{ NOT NULL | NULL | CHECK (expression) }

 描述

CREATE DOMAIN 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域。域在本质上是一个带有可选约束

的数据类型(限制允许的取值范围)。定义域的用户成为其所有者。

如果给出一个模式名称(比如 CREATE DOMAIN myschema.mydomain ...)，那

么该域是在指定的模式中创建的。否则它会在当前模式中创建。域名称必需

在其所在模式中的现有类型和域中唯一。

域可以便于把不同表之间的公共域抽取到一个固定位置进行维护。比如，几

个表可能都包含电子邮件地址列，而且都要求相同的 CHECK 约束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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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的语法。可以为此定义一个域，而不是在每个表上都单独设置一个约束。

要创建一个域，你必须在其底层类型上拥有 USAGE特权。

 参数

name

要创建的域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data_type

域的下层数据类型。它可以包含数组说明符。

collation

用于该域可选的排序规则。如果没有指定排序规则，将使用底层数据类

型的默认排序规则。如果指定了 COLLATE，底层类型必须是可排序的。

DEFAULT expression

DEFAULT子句为域数据类型的字段声明一个缺省值。该值是任何不含

变量的表达式(但不允许子查询)。缺省表达式的数据类型必需匹配域的

数据类型。如果没有声明缺省值，那么缺省值就是 NULL 。

缺省表达式将用于任何省略该字段值的插入操作。如果为特定的字段声

明了缺省值，那么它覆盖任何和该域相关联的缺省值。然后，域的缺省

值会覆盖任何与下层数据类型相关的缺省。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一个约束的可选名称。如果没有声明，系统将自动生成一个名称。

NOT NULL

域的值通常不能为空。

NULL

这个域的数值允许为 NULL。这是缺省。

这个子句只是用于和非标准的 SQL数据库兼容用。不建议在新的应用

中使用它。

CHECK (expression)

CHECK子句声明域的数值必须满足的完整性约束或测试。每个约束必

须是一个生成布尔结果的表达式。它应该使用关键字 VALUE来引用被

测试的数值。计算为 TRUE 或者 UNKNOWN 的表达式成功。如果该

表达式产生一个 FALSE 结果，会报告一个错误并且该值不允许被转换

成该域类型。

目前，CHECK表达式不能包含子查询，也不能引用除 VALUE 之外的

变量。

当一个域有多个 CHECK约束，将按照其名称的字母顺序测试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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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解

在把一个值转换成域类型时会检查域约束（特别是 NOT NULL）。即使有

一个这样的约束，有可能一个名义上属于该域类型的列也会被读成空值。例

如，如果在一次外连接查询中，属于该域的列出现在外连接的空值端。下面

是一个更精细的例子：

INSERT INTO tab (domcol) VALUES ((SELECT domcol FROM tab

WHERE false));

空的标量子-SELECT 将产生一个空值，它被认为是该域类型的值，因此不

会在其上应用任何进一步的约束检查，并且插入将会成功。

要避免这类问题很难，因为 SQL的一般假设是空值也是每一种数据类型的

合法值。因此，最好的方法是设计一个允许空值的域约束，然后根据需要在

该域类型的列上应用列的 NOTNULL 约束。

 示例

这个例子创建了 us_postal_code 数据类型并且在一个表定义中使用了该类

型。使用了一个正则表达式用来验证这些数值是否像一个美国的邮政编码：

CREATE DOMAIN us_postal_code AS TEXT

CHECK(

VALUE ~ '^\\d{5}$'

OR VALUE ~ '^\\d{5}-\\d{4}$'

);

CREATE TABLE us_snail_addy (

address_id SERIAL PRIMARYKEY,

street1 TEXT NOT NULL,

street2 TEXT,

street3 TEXT,

city TEXT NOT NULL,

postal us_postal_code NOT NULL

);

 兼容性

CREATE DOMAIN 命令符合 SQL标准。

 又见

ALTER DOMAIN, DROP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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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CREATE EVENT TRIGGER
 名称

CREATE EVENT TRIGGER --定义一个事件触发器

 大纲

CREATE EVENT TRIGGER name

ON event

[ WHEN filter_variable IN (filter_value [, ... ]) [ AND ... ] ]

EXECUTE PROCEDURE function_name()

 描述

CREATE EVENT TRIGGER创建一个新的事件触发器。只要指定的事件发生

并且与该触发器相关的WHEN条件（如果有）被满足，触发器函数将被执行。

创建事件触发器的用户将变为它的拥有者。

 参数

name

一个新的触发器的名称。这个名称必须在数据库内是唯一的.

event

触发调用一个给定函数的事件名称。

filter_variable

过滤事件的变量名称。这将限制它所支持的事件的一个子集去触发该触

发器。现在仅支持 filter_variable值为 TAG。

filter_value

可以触发该触发器的 filter_variable相关的值.对于 TAG，这意味着一个

tags的命令列表(例如.'DROP FUNCTION')

function_name

一个用户声明的不带参数的函数并且返回 event_trigger类型。

 注意

只有超级用户能创建事件触发器。

在单用户模式下事件触发器是被关闭的。如果一个错误的事件触发器关闭了

数据库导致无法删除触发器，您可以重启到单用户模式下删除事件触发器。

 例子

禁止执行任何 DDL命令: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abort_any_command()

RETURNS event_tri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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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plpgsql

AS $$

BEGIN

RAISE EXCEPTION 'command % is disabled', tg_tag;

END;

$$;

CREATE EVENT TRIGGER abort_ddl ON ddl_command_start

EXECUTE PROCEDURE abort_any_command();

 兼容性

在标准的 SQL语法中没有 CREATE EVENT TRIGGER语句。

 相关内容

ALTER EVENT TRIGGER, DROP EVENT TRIGGER, CREATE FUNCTION

4.56 CREATE EXTENSION
 语法

CREATE EXTENSION [ IF NOT EXISTS ] extension_name

[ WITH ] [ SCHEMA schema_name ]

[ VERSION version ]

[ FROM old_version ]

[ CASCADE ]

 描述

create extension 命令安装一个新的扩展到一个数据库中。必须保证没有同名

的扩展已经被安装。

安装一个扩展本质上是执行该扩展的脚本文件。这个脚本会创建一个新的

SQL 对象，例如函数、数据类型、操作符和索引支持的方法。CREATE

EXTENSION 会额外地记录所有被创建对象的标识，这样发出 DROP

EXTENSION时可以删除它们。

安装扩展需要有和创建其组件对象所要求的相同的权限。对于大多数扩展这

意味着需要超级用户或者数据库所有者的权限。为了以后特权检查的目的，运行

CREATE EXTENSION 的用户会成为该扩展的拥有者以及由该扩展的脚本创建

的任何对象的拥有者。

 参数

IF NOT 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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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系统已经存在一个同名的扩展，不会报错。这种情况下会给出一个

提示。请注意该参数不保证系统存在的扩展和现在脚本创建的扩展相

同。

extension_name

将被安装的扩展的名称。

schema_name

扩展的实例被安装在该模式下（假设扩展的内容可以被重定位）。指定

的模式必须已经存在。如果没有指定，并且扩展的控制文件也不指定一

个模式，这样将使用默认模式。

注意扩展不被认为在任何模式里面:扩展的名称是没有限定的，并且要

在整个数据库范围内唯一，但是属于扩展的对象可以在模式中。

version

安装扩展的版本。这个可以写为一个标识符或者字符串。默认的版本在

扩展的控制文件中指定。

old_version

当且仅当尝试要安装一个扩展来替代一个"老式" 的模块（它只是一组没

有被打包成扩展的对象的集合）时，你必须指定 FROM old_version。这

个选项使 CREATE EXTENSION 运行另一个安装脚本将已存在的内容

吸收到扩展中，而不是创建一个新的对象。注意 SCHEMA指定了包括

这些已存在对象的模式。

old_version的值由扩展的作者决定，如果有多个旧的版本升级到一个扩

展，这个值可能会改变。

CASCADE

自动安装这个扩展所依赖的任何还未安装的扩展。它们的依赖也会同样

被自动安装。如果给出 SCHEMA子句，它会应用于这种方式 下安装的所有

扩展。这个语句的其他选项不会被应用于自动安装的扩展。 特 别地，这些

自动安装的扩展的默认版本将被选中。

 注意

在你使用 CREATE EXTENSION去安装一个扩展到数据库之前，必须先安

装好该扩展的支持文件。安装扩展所需的信息在额外提供的模块。

当前可以用于载入的扩展可以在系统视图 pg_available_extensions 或

者 pg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中看到。

 例子

在当前数据库安装 hstore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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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EXTENSION hstore;

升级一个安装的 hstore：

CREATE EXTENSION hstore SCHEMA public FROM unpackaged;

注意指定你在哪个模式安装过 hstore 。

 相关内容

ALTER EXTENSION, DROP EXTENSION

4.57 CREATE FOREIGN DATAWRAPPER
 语法

CREATE FOREIGN DATAWRAPPER name

[ HANDLER handler_function | NO HANDLER ]

[ VALIDATOR validator_function | NO VALIDATOR ]

[ OPTIONS ( option 'value' [, ... ] ) ]

 描述

CREATE FOREIGN DATAWRAPPER创建一个新的外部数据封装器。外部

数据封装器的创建者会成为其所有者。

外部数据封装器名称必须在数据库内是唯一的。

只有超级用户可以创建外部数据封装器。

 参数

name

要创建的外部数据封装器的名称。

HANDLER handler_function

handler_function是一个以前注册好的函数的名称，它将被调用来为外

部表检索执行函数。处理器函数必须不能有参数，并且它的返回类型必

须是 fdw_handler。

可以创建一个没有处理器函数的外部数据包装器，但是使用这个包装

器的外部表只能被声明，但不能被访问。

VALIDATOR validator_function

valfunction是先前已注册函数的名称，该函数是被调用来检查给外部数

据封装器的通用选项，还有用于外部服务器的选项、用户映射以及使用

该外部数据封装器的外部表的选项。若无验证器函数或者 NO

VALIDATOR声明，那么选项将不会在创建时被检查。（外部数据封装

器将会在运行时忽略或者拒绝无效的选项规范，基于实现。）验证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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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必须带两个参数：一个是 text[]类型，它包含一系列存储在系统表中

的选项，而另一个是 oid类型，它将是包含该种选项的系统表的 OID。

返回类型将被忽略；这个函数应该表明使用 ereport()函数的无效选项。

OPTIONS ( option 'value' [, ... ] )

该子句为新外部数据封装器指定选项。允许的选项名称和值与每一个

外部数据包装器有关，并且它们会被该外部数据包装器的验证器函数验

证。选项名称必须是独一无二的。

 示例

创建一个无用的外部数据封装器 dummy:

CREATE FOREIGN DATAWRAPPER dummy;

用处理器函数 file_fdw_handler创建一个外部数据包装器 file：

CREATE FOREIGN DATAWRAPPER file HANDLER file_fdw_handler;

通过以下选项创建一个外部数据封装器 mywrapper：

CREATE FOREIGN DATAWRAPPER mywrapper

OPTIONS (debug 'true');

 兼容性

CREATE FOREIGN DATAWRAPPER符合 ISO/IEC 9075-9 (SQL/MED)，除

了VALIDATOR子句是一个扩展而且子句 LIBRARY和 LANGUAGE目前还

没有在 HighGo DB中实现。

注意：然而，SQL/MED功能总体上说尚不符合标准。

 又见

ALTER FOREIGN DATA WRAPPER, DROP FOREIGN DATA WRAPPER,

CREATE SERVER, CREATE USER MAPPING

4.58 CREATE FOREIGN TABLE
 语法

CREATE FOREIGN TABLE [ IF NOT EXISTS ] table_name ( [

{ column_name data_type [ OPTIONS ( option 'value' [, ... ] ) ] [ COLLATE

collation ] [ column_constraint [ ... ] ]

| table_constraint }

[, ... ]

] )

[ INHERITS ( parent_table [, ... ] ) ]

SERVER server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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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S ( option 'value' [, ... ] ) ]

其中 column_constraint 是: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

{ NOT NULL |

NULL |

CHECK ( expression ) [ NO INHERIT ] |

DEFAULT default_expr }

而 table_constraint 是: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

CHECK ( expression ) [ NO INHERIT ]

 描述

CREATE FOREIGN TABLE在当前数据库中创建一个外部表，该表将由发出

此命令的用户所有。

如 果 给 出 了 模 式 名 ( 比 如 ， CREATE FOREIGN TABLE

myschema.mytable ...) ，那么表是在指定模式中创建的。否则在当前模式中创建

外部表。外部表的名称必须与同一个模式中的其它外部表、表、序列、索引或视

图的名称不同。

CREATE FOREIGN TABLE还自动创建一个数据类型，该数据类型代表对应

该外部表一行的复合类型。 因此，外部表不能和同模式中的现有数据类型同名。

为了创建一个外部表，你必须具有该外部服务器上的 USAGE 特权，以及该

表中用到的所有列类型上的 USAGE特权。

 参数

IF NOT EXISTS

如果已经存在相同名称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出错误，只会产生一

个通知。请注意这并不能保证将要创建的对象与现有对象是一致的。

table_name

要创建的表的名称（可以用模式修饰）。

column_name

新表中要创建的字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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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_type

该字段的数据类型。它可以包含数组说明符。

COLLATE collation

COLLATE子句为该列（必须是一个可排序的数据类型）赋予一个排序规则。

如果没有指定，则会使用该列的数据类型的默认排序规则。

INHERITS ( parent_table [, ... ] )

可选的 INHERITS子句指定了一个表的列表，新的外部表会自动从中继承所

有列。父表可以是普通表或者外部表。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一个可选的用于列或者表约束的名称。如果该约束被违背，这个约束名称会

出现在错误消息中，这样 col must be positive这种约束名就可以被用来与客

户端应用交流有用的约束信息（指定包含空格的约束名需要使用双引号）。

如果没有指定约束名，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

NOT NULL

该字段不允许包含 null值。

NULL

该字段允许包含 null值。 这是缺省。

这个子句的存在只是为和那些非标准 SQL数据库兼容。我们不建议在新应

用中使用它。

CHECK ( expression ) [ NO INHERIT ]

CHECK子句指定一个产生布尔结果的表达式，该外部表中的每一行都应该

满足该表达式。也就是说，对于该外部表中所有的行，这个表达式应该产生

TRUE或者 UNKNOWN而不能产生 FALSE。被作为列约束指定的检查约束

应该只引用该列的值，而出现在表约束中的表达式可以引用多列。

当前，CHECK表达式不能包含子查询，也不能引用除当前行的列之外的其

他变量。可以引用系统列 tableoid，但是不能引用其他系统列。

被标记为 NO INHERIT 的约束将不会传播到子表上。

DEFAULT default_expr

DEFAULT子句为包含它的列定义赋予一个默认数据值。该值是任意不包含

变量的表达式（不允许子查询和对当前表中其他列的交叉引用）。默认值表

达式的数据类型必须匹配列的数据类型。

默认值表达式将被用在任何没有指定列值的插入操作中。如果一列没有默认

值，则默认值为空值。

server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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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表的现有服务器的名称。

OPTIONS ( option 'value' [, ...] )

选项与新外部表或外部表中的字段有关。允许的选项名称和值是与每一个外

部数据封装器相关的，并且它们会被该外部数据封装器的验证函数来验证。重复

的选项名称是不被允许的(不过表选项和表字段选项可以有相同的名称)。

 注解

HighGo DB核心系统不会强制外部表上的约束（例如 CHECK或 NOT NULL

子句），大部分外部数据包装器也不会尝试强制它们。也就是说，这类约束会被

简单地认为保持为真。这种强制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它只适用于通过该外部表

插入或者更新的行，而对通过其他方式修改的行（例如直接在远程服务器上修改）

没有作用。附着在外部表上的约束应该表示由外部服务器强制的一个约束。

有些特殊目的的外部数据包装器可能是它们所访问的数据的唯一一种访问

机制，在那种情况下让外部数据包装器自己来执行约束强制可能是合适的。

尽管不会尝试强制外部表上的约束，但它确实假定它们对于查询优化的目的

是正确的。如果在外部表中有不满足约束的行可见，在该表上的查询可能会产生

不正确的回答。确保约束定义符合实际是用户的责任。

 例子

使用服务器 film_server创建外部表 films：

CREATE FOREIGN TABLE films (

code char(5) NOT NULL,

title varchar(40) NOT NULL,

did integer NOT NULL,

date_prod date,

kind varchar(10),

len interval hour to minute

)

SERVER film_server;

 兼容性

CREATE FOREIGN TABLE 命令最大程度上符合了 SQL 标准；然而，就像

使用 CREATE TABLE，允许 NULL约束和零字段外部表。

 又见

ALTER FOREIGN TABLE, DROP FOREIGN TABLE, CREATE TABLE,

CREATE SERVER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711

4.59 CREATE FUNCTION
 语法

CREATE [ OR REPLACE ] FUNCTION

name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DEFAULT | = } default_expr ]

[, ...] ] )

[ RETURNS rettype

| RETURNS TABLE ( column_name column_type [, ...] ) ]

{ LANGUAGE lang_name

|TRANSFORM {FOR TYPE type_name} [, ...]

| WINDOW

| IMMUTABLE | STABLE | VOLATILE |[ NOT] LEAKPRO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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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描述

CREATE FUNCTION 定 义 一 个 新 的 函 数 。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将要么创建一个新函数，要么替换现有的定义。为了能够定义

一个函数，用户必须拥有 USAGE权限。

如果包含了一个模式名，那么函数就在指定的模式中创建。否则它会在当前

模式中创建。新函数的名称不能通过同一模式中的相同输入参数类型匹配任

何现有功能。然而，不同参数类型的功能可以共享一个名称(此处名为重载)。

为了替换一个已有函数的当前定义，使用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要这样改变一个函数的名称或者参数类型是不可能的（若你尝

试过，实际上您会创建一个新的不同的函数）。另外，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不会让你改变一个现有函数的返回类型。为了做到那些，你必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712

须删除并重新创建函数。（当你使用 OUT参数，那意味着除了通过删除该

函数以外您不能更改任何 OUT参数的类型。）

当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用于替换一个已有函数，函数的所

有权和权限不会改变。所有其他函数属性都会按照该命令中指定或者隐含的

来赋值。你必须拥有（这包括成为拥有角色的成员）此函数才能替换它。

如果你删除然后重建一个函数，新函数和旧函数将是不同的实体；你就需要

删除现有引用了老函数的规则、视图、触发器等等。使用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可以在不破坏引用该函数的对象的前提下修改函数

定义。另外，ALTER FUNCTION可以用于更改一个已有函数的大多数辅助

属性。

创建这个函数的用户将成为函数的所有者。

要创建一个函数，你必须拥有参数类型和返回类型上的 USAGE特权。

 参数

name

要创建的函数名称(可以用模式限定)。

argmode

一个参数的模式是：IN、OUT、INOUT或者 VARIADIC。若被遗漏，

缺省为 IN。只有 OUT 参数可以遵循一个 VARIADIC。另外，OUT 和

INOUT参数不能与 RETURNS TABLE 符号同时使用。

argname

一个参数的名称。有些语言(目前只有 PL/pgSQL)允许你在函数体里使

用参数名称。对于其他语言，一个输入参数的名称仅仅是额外的文字（就

函数本身而言）；但是你可以在调用一个函数时使用输入参数名称来提

高可读性（参阅调用函数）；总之，一个输出参数的名称是重要的，因

为它在结果行类型中定义了列名称。(如果你忽略了输出参数的名称，

系统将会选择一个缺省列名称。）

argtype

函数参数的数据类型（可以是模式限定的），若存在。参数类型可以是

基础、复合或者域类型，或者可以引用一个表列的类型。

基于实现语言，也可以允许声明“伪类型”，例如 cstring。伪类型表明

实际参数类型要么是不完全指定，要么是不属于普通 SQL数据类型集

合。

可以写 table_name.column_name%TYPE 来引用一列的类型。使用这种

特性有时可以帮助创建一个不受表定义更改影响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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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_expr

若未声明参数，表达式可用作缺省值。表达式必须是对参数的自变量类

型可强制的。只有输入（包括 INOUT) 参数可以有一个默认值。所有

跟着一个有缺省值的参数的输入参数也必须有缺省值。

rettype

返回数据类型（可以是模式限定的）。返回类型可以是一个基础、复合

或者域类型，或者可以引用表列的类型。基于实现语言，也可以允许声

明伪类型，例如 cstring。若函数没能返回一个值，则指定 void为返回

类型。

当有 OUT或者 INOUT参数时，RETURNS 子句可以忽略。如果存在，

必须与输出参数表示的结果类型相一致：若有多个输出参数则为

RECORD，或者是单一输出参数的相同类型。

SETOF修饰词表示该函数将返回一个集合，而不是单独一项。

列的类型是通过写 table_name.column_name%TYPE来引用的。

column_name

在 RETURNS TABLE 语法中的一个输出列的名称。这是另一种声明

OUT参数的方法，不过 RETURNS TABLE也隐含了 RETURNS SETOF。

column_type

RETURNS TABLE 语法中的一个输出列的数据类型。

lang_name

用以实现该函数的语言的名称。可以是 SQL、C、internal或者是一个用

户定义的过程语言的名称。不推荐使用单引号包围该名称，并且该名称

区分大小写

TRANSFORM { FOR TYPE type_name } [, ... ] }

一个由转换构成的列表，对该函数的调用适用于它们。转换在 SQL 类

型和语言相关的数据类型之间进行变换，详见 CREATE TRANSFORM。

过程语言实现通常把有关内建类型的知识硬编码在代码中，因此那些不

需要列举在这里。如果一种过程语言实现不知道如何处理一种类型并且

没有转换被提供，它将回退到一种默认的行为来转换数据类型，但是这

取决于具体实现。

WINDOW

WINDOW表明函数是 window function 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函数。当前只

用于用 C 编写的函数。在替换一个现有函数定义时，不能更改

WINDOW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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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TABLE

STABLE

VOLATILE

这些属性告知查询优化器该函数的行为。最多只能指定其中一个。如果

这些都不出现，缺省是 VOLATILE。

IMMUTABLE 表示该函数不能修改数据库并且对于给定的参数值总是

会返回相同的值。也就是说，它不会做数据库查找或者使用没有在其参

数列表中直接出现的信息。如果给定合格选项，任何用全常量参数对该

函数的调用可以立刻用该函数值替换。

STABLE表示该函数不能修改数据库，并且对于相同的参数值，它在一

次表扫描中将返回相同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在不同的 SQL语句执行

期间可能会变化。对于那些结果依赖于数据库查找、参数变量（例如当

前时区）等的函数来说，这是合适的（对希望查询被当前命令修改的行

的 AFTER触发器不适合）。还要注意 current_timestamp函数族适合被

标记为稳定，因为它们的值在一个事务内不会改变。

VOLATILE 表示该函数的值在一次表扫描中都有可能改变，因此不能做

优化。在这种意义上，相对较少的数据库函数是不稳定的，一些例子是

random()、currval()、timeofday()。但是注意任何有副作用的函数都必须

被分类为不稳定的，即便其结果是可以预测的，这是为了防止调用被优

化掉。一个例子是 setval()。

LEAKPROOF

LEAKPROOF 表示该函数没有副作用。它不会泄露有关其参数的信息

（除了通过返回值）。例如，一个只对某些参数值抛出错误消息而对另

外一些却不抛出错误的函数不是防泄漏的，一个把参数值包括在任何错

误消息中的函数也不是防泄漏的。这会影响系统如何在使

security_barrier 选项创建的视图或者开启了行级安全性的表上执行查

询。对于包含有非防泄漏函数的查询，系统将在任何来自查询本身的用

户提供条件之前强制来自安全策略或者安全屏障的条件，防止无意中的

数据暴露。被标记为防泄漏的函数和操作符被假定是可信的，并且可以

在安全性策略和安全性屏障视图的条件之前被执行。此外，没有参数的

函数或者不从安全屏障视图或表传递任何参数的函数不一定要被标记

为防泄漏的。

CALLED ON NULL INPUT

RETURNS NULL ON NULL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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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T

CALLED ON NULL INPUT（默认）表示在某些参数为空值时应正常调用该

函数。如果有必要，函数的作者应该负责检查空值并且做出适当的响应。

RETURNS NULL ON NULL INPUT 或 STRICT 表示只要其任意参数为空值，

该函数就会返回空值。如果指定了这个参数，当有空值参数时该函数不

会被执行，而是自动返回一个空值结果。

[EXTERNAL] SECURITY INVOKER

[EXTERNAL] SECURITY DEFINER

SECURITY INVOKER(缺省)表明该函数将带着调用它的用户的权限执

行。SECURITY DEFINER声明该函数将以创建它的用户的权限执行。

为了符合 SQL，允许使用关键词 EXTERNAL。但是它是可选的，因为与

SQL中不同，这个特性适用于所有函数而不仅是那些外部函数。

execution_cost

一个给出该函数的估计执行代价的正数，单位是 cpu_operator_cost。如

果该函数返回一个集合，这就是每个被返回行的代价。如果没有指定代

价，对 C 语言和内部函数会指定为 1 个单位，对其他语言的函数则

会指定为 100 单位。更大的值会导致规划器尝试避免对该函数的不必

要的过多计算。

result_rows

正数给出了规划器希望函数返回的估计行数。只有当该函数被声明为

返回一个集合时才允许这个参数。默认假设为 1000行。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value

SET子句导致进入该函数时指定配置参数将被设置为指定值。并且在该

函数退出时恢复到该参数之前的值。SET FROM CURRENT保存参数的

会话的当前值为输入函数时使用的值。

如果一个 SET子句附属于一个函数，那么一个在函数内为同一变量执

行的 SET LOCAL命令的影响限制在函数内：配置参数优先值仍然在函

数退出时存储。然而，一个普通的 SET 命令（无 LOCAL）重写 SET

子句，正如它会为一个先前 SET LOCAL命令所做的：这样一个命令的

影响将会在函数退出后继续，除非当前事务回滚。

参阅 SET和服务器配置获取更多关于允许的参数名称和数值的相关信

息。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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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符串常量定义函数；含义取决于语言。可以是一个内部函数名称、

对象文件的路径、一个 SQL命令，或者过程语言的文本。

使用美元引用（参阅美元符界定字符串常量）来写函数定义字符串通常

是很有效的，而不是普通的单引号语法。没有美元引用，任何函数定义

中的单引号或者反斜杠必须通过双写来使它们转义。

obj_file, link_symbol

当 C 语言源代码中该函数的名称与 SQL 函数的名称不同时，这种形

式的 AS 子句被用于动态可载入 C 语言函数。字符串 obj_file 是包含

动态可载入对象的文件名，并且 link_symbol 是该函数的链接符号，也

就是该函数在 C 语言源代码中的名称。如果省略链接符号，它将被假

定为要定义的 SQL 函数的名称。

当重复的 CREATE FUNCTION调用指向相同的对象文件时，该文件仅

在每次会话时加载一次。为了卸载和重新加载文件（可能在开发期间），

开始一个新会话。

attribute

指定函数的可选内容的历史方法。以下属性可以出现在这里：

isStrict

等效于 STRICT或 RETURNS NULL ON NULL INPUT

isCachable

isCachable是 IMMUTABLE 的过时的等效物；不过出于向下兼容，

仍然接受它。

属性名是大小写无关的。

 重载

HighGo DB允许函数重载；也就是说，只要有不同的输入参数类型，相同的

名称可以用于不同的函数。然而，所有函数的 C名称必须是不同的，所以

你必须给重载的 C函数不同的 C名称（例如，使用参数类型作为 C名称的

一部分）。

如果两个函数同名，并且 input参数类型也相同，那么就认为这两个函数是

一样的，忽略所有 OUT参数。因此，下面的声明是冲突的：

CREATE FUNCTION foo(int) ...

CREATE FUNCTION foo(int, out text) ...

有不同参数类型列表的函数在创建时认为是不冲突的，但是如果提供缺省值

可能会在使用时冲突。例如，考虑：

CREATE FUNCTION foo(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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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FUNCTION foo(int, int default 42) ...

一个调用 foo(10)将会失败，由于哪个函数应该被调用的歧义。

 注解

允许把完整的 SQL 类型语法用于声明一个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不过，

CREATE FUNCTION会抛弃带圆括号的类型修饰符（例如类型 numeric的精

度域）。例如CREATE FUNCTION foo (varchar(10)) ...和CREATE FUNCTION

foo (varchar) ...完全一样。

在用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替换一个现有函数时，对于更改参

数名是有限制的。不能更改已经分配给任何输入参数的名称（不过可以给之

前没有名称的参数增加名称）。如果有多于一个输出参数，不能更改输出参

数的名称，因为可能会改变描述函数结果的匿名组合类型的列名。这些限制

是为了确保函数被替换时，已有的对该函数的调用不会停止工作。

如果一个被声明为 STRICT 的函数带有一个 VARIADIC 参数，会严格检查

该可变数组作为一个整体是否为非空。如果该数组有空值元素，该函数仍将

被调用。

 示例

这里是一些简单的例子，用于帮助你开始掌握这个命令。

CREATE FUNCTION add(integer, integer) RETURNS integer

AS 'select $1 + $2;'

LANGUAGE SQL

IMMUTABLE

RETURNS NULL ON NULL INPUT;

在 PL/pgSQL中，使用一个参数名称增加一个整数：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increment(i integer) RETURNS

integer AS $$

BEGIN

RETURN i + 1;

END;

$$ LANGUAGE plpgsql;

返回一个包含多个输出参数的记录：

CREATE FUNCTION dup(in int, out f1 int, out f2 text)

AS $$ SELECT $1, CAST($1 AS text) || ' is text' $$

LANGUAGE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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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dup(42);

你可以用更复杂的方式（用一个显式命名的组合类型）来做同样的事情：

CREATE TYPE dup_result AS (f1 int, f2 text);

CREATE FUNCTION dup(int) RETURNS dup_result

AS $$ SELECT $1, CAST($1 AS text) || ' is text' $$

LANGUAGE SQL;

SELECT * FROM dup(42);

返回多个列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一个 TABLE函数：

CREATE FUNCTION dup(int) RETURNS TABLE(f1 int, f2 text)

AS $$ SELECT $1, CAST($1 AS text) || ' is text' $$

LANGUAGE SQL;

SELECT * FROM dup(42);

不过，TABLE 函数与之前的例子不同，因为它实际返回了一个记录集合而

不只是一个记录。

 安全地编写 SECURITY DEFINER函数

因为一个 SECURITY DEFINER函数执行创建它的用户的权限，因此需要谨

慎以确保该函数不被滥用。为了安全，search_path 应该被用来排除不可信

用户可写的任何模式。这可以阻止恶意用户创建伪装的函数所用的对象。在

这方面临时表模式是特别重要的，该模式在默认情况下是第一个被搜索的，

并且通常是任何人都可写的。通过强制临时模式最后被查询可以得到安全的

布置。要这样做，就要将 pg_temp写作 search_path 中的最后一条记录。下

面这个函数阐明了安全使用方法：

CREATE FUNCTION check_password(uname TEXT, pass TEXT)

RETURNS BOOLEANAS $$

DECLARE passed BOOLEAN;

BEGIN

SELECT (pwd = $2) INTO passed

FROM pwds

WHERE username = $1;

RETURN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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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 LANGUAGE plpgsql

SECURITY DEFINER

-- 设 置 一 个 安 全 的 search_path: trusted schema(s), 然 后 是

'pg_temp'.

SET search_path = admin, pg_temp;

要注意的另一点是：在默认情况下，执行权限为新创建的函数授予 PUBLIC

（参阅 GRANT获取更多信息）。你常常会希望把安全定义器函数的使用限

制在某些用户中。要那样做，您必须撤销默认 PUBLIC 权限然后选择性地授

予执行权限。为了避免有一个新函数开放访问的窗口，需要创建它并且设置

权限在单一事务中。例如：

BEGIN;

CREATE FUNCTION check_password(uname TEXT, pass TEXT) ...

SECURITY DEFINER;

REVOKE ALL ON FUNCTION check_password(uname TEXT, pass

TEXT) FROM PUBLIC;

GRANT EXECUTE ON FUNCTION check_password(uname TEXT, pass

TEXT) TO admins;

COMMIT;

 兼容性

CREATE FUNCTION 命令被定义在 SQL:1999 及其后的版本中。属性是不

可移植的，不同的可用语言也是不能移植的。

对于和一些其他数据库系统的兼容性，argmode可以被写在 argname之前或

者之后。但只有第一种方式是兼容标准的。

对于参数默认值，SQL 标准只指定带有 DEFAULT关键词的语法。带有=的

语法被用在 T-SQL和 Firebird中。

 又见

ALTER FUNCTION, DROP FUNCTION, GRANT, LOAD, REVOKE

4.60 CREATE GROUP
 语法

CREATE GROUP name [ [ WITH ] option [ ... ] ]

这里 option可以是：

SUPERUSER | NOSUPER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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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DB | NOCREATEDB

| CREATEROLE | NOCREATEROLE

| CREATEUSER | NOCREATEUSER

| INHERIT | NOINHERIT

| LOGIN | NOLOGIN

| [ ENCRYPTED | UNENCRYPTED ] PASSWORD 'password'

| VALID UNTIL 'timestamp'

| IN ROLE role_name [, ...]

| IN GROUP role_name [, ...]

| ROLE role_name [, ...]

| ADMIN role_name [, ...]

| USER role_name [, ...]

| SYSID uid

 描述

CREATE GROUP现在是 CREATE ROLE的别名。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CREATE GROUP语句。

 又见

CREATE ROLE

4.61 CREATE INDEX
 语法

CREATE [ UNIQUE ] INDEX [ CONCURRENTLY ] [ [ IF NOT

EXISTS ]name ] ON table_name [ USING method ]

( { column_name | ( expression ) }[ COLLATE collation] [ opclass ] [ ASC |

DESC ] [ NULLS { FIRST | LAST } ] [, ...] )

[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

[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 WHERE predicate ]

 描述

CREATE INDEX 在指定的表上创建一个索引。索引主要用来提高数据库性

能。但是如果不恰当的使用将导致性能的下降。

索引的键字段被指定为列名或者写在圆括号中的表达式。如果索引方法支持

多列索引，可以指定多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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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字段可以是一个使用一个或多个字段值进行计算的表达式。这个特性可

用于获取对基本数据的某种变形的快速访问。比如，一个在 upper(col)上的

函数索引将允许 WHERE upper(col) = 'JIM'子句使用索引。

HighGo DB 为从索引提供 B-tree、hash、GiST、SP-GiST、GIN 和 BRIN 索

引方法。用户也可以定义它们自己的索引方法，但这个工作相当复杂。

如果出现了WHERE子句，则创建一个部分索引。部分索引是一个只包含表

的一部分记录的索引，通常是该表中比其它部分数据更有用的部分。比如，

如果你有一个表，里面包含已付和未付的定单，未付的定单只占表的一小部

分而且这部分是最常用的部分，那么你就可以通过只在未付部分创建一个索

引来改善性能。另外一个可能的用途是使用带有 UNIQUE的WHERE 强制

一个表的某个子集的唯一性。参阅部分索引获取更多信息。

WHERE 子句中使用的表达式只能引用底层表的列，但它可以引用所有列而不

仅仅是被索引的列。当前，WHERE 中也禁止使用子查询和聚集表达式。同样

的限制也适用于表达式的索引字段。

索引定义里的所有函数和操作符都必须是“immutable”(不变的)，也就是说，

它们的结果必须只能依赖于它们的输入参数，而不能依赖任何外部的影响

(比如另外一个表的内容或者当前时间)。这个限制可以确保该索引的行为是

定义良好的。要在一个索引上或WHERE中使用用户定义函数，记住在创建

函数时把它标记为不可变。

 参数

UNIQUE

导致系统在索引被创建时（如果数据已经存在）或者加入数据时检查重

复值。会导致重复项的数据插入或者更新将会产生一个错误。

CONCURRENTLY

使用该选项后，HighGo DB在构建索引时不会取得任何会阻止该表上并

发插入、更新或者删除的锁。而标准的索引构建将会把表锁住以阻止对

表的写（但不阻塞读），这种锁定会持续到索引创建完毕。使用这个选

项时有几个注意点——参见并行创建索引。

IF NOT EXISTS

如果一个同名关系已经存在则不要抛出错误。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提

示。注意这并不保证现有的索引与将要创建的索引有任何相似。当 IF

NOT EXISTS被指定时，需要指定索引名。

name

要创建的索引名，不能包含模式名。因为索引总是被创建在其基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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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中。如果索引名称被忽略，HighGo DB会基于父表的名称和索引

列名称来选择合适的名称。

table_name

要索引的表名(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method

要使用的索引方法的名称。可选的名称是 btree(缺省)、hash、gist、

spgist,gin和 brin。缺省方法为 btree。

column_name

表的列/字段名。

expression

一个基于该表的一个或多个字段的表达式。这个表达式通常必须带着圆

括弧包围写出，如语法中显示的那样。不过，如果表达式有函数调用的

形式，那么圆括弧可以省略。

collation

要用于该索引的排序规则的名称。默认情况下，该索引使用被索引列的

排序规则或者被索引表达式的结果排序规则。当查询涉及到使用非默认

排序规则的表达式时，使用非默认排序规则的索引就能排上用场。

opclass

一个关联的操作符类。参阅下文获取细节。

ASC

指定按升序排序（这是默认的）。

DESC

指定按降序排序。

NULLS FIRST

指定空值在排序中排在非空值之前。当 DESC声明后这些是默认的。

NULLS LAST

指定空值在排序中排在非空值之后。当 DESC未声明时这是默认的。

storage_parameter

索引方法相关的存储参数的名称。参阅索引存储参数获取细节。

tablespace_name

在该表空间中创建索引。若未声明，需参考 default_tablespace 或者参

考 temp_tablespaces获取临时表索引方面的信息。

predicate

为一个部分索引定义约束表达式。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723

 索引存储参数

可选的 WITH 子句为索引声明 storage parameters。每个索引方法有自

己一套允许的存储参数。B-tree、hash 和 GiST 索引方法都接受下面这

个单独的参数：

fillfactor

索引的填充因子是一个百分数，它决定索引方法将尝试填充索引页

面的充满程度。对于 B-树，在初始的索引构建过程中，叶子页面

会被填充至该百分数，当在索引右端扩展索引（增加新的最大键值）

时也会这样处理。如果页面后来被完全填满，它们就会被分裂，导

致索引的效率逐渐退化。B-树使用了默认的填充因子 90，但是也

可以选择为 10 到 100 的任何整数值。如果表是静态的，那么填

充因子 100 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让索引的物理尺寸最小化。但

是对于更新负荷很重的表，较小的填充因子有利于最小化对页面分

裂的需求。其他索引方法以不同但是大致类似的方式使用填充因

子，不同方法的默认填充因子也不相同。

GIST索引还额外接受这个参数：

buffering

决定是否用缓冲构建技术来构建索引。OFF会禁用它，ON则启用

该特性，如果设置为 AUTO 则初始会禁用它，但是一旦索引尺寸

到达 effective_cache_size就会随时打开。默认值是 AUTO。

GIN 索引接受一个不同的参数：

fastupate

这个设置控制快速更新技术。是一个布尔型参数：ON启用快速更

新，OFF禁用它。默认是 ON。

注意

通过 ALTER INDEX关闭 FASTUPDATE可以阻止未来

的更新进入到待处理索引项列表，但它不会自己处理之前的

待处理项。VACUUM可以确保处理完待处理列表的项。

gin_pending_list_limit

自定义 gin_pending_list_limit参数。这个值要以千字节来指定。

BRIN索引接受一个不同的参数：

pages_per_range

定义用于每一个 BRIN 索引项的块范围由多少个表块组成。默认是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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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ummarize

定义每当在下一页检测到插入时，是否为前一页范围调用汇总运行。

 并行创建索引

创建索引可能会干扰数据库的常规操作。通常 HighGo DB会锁住要被

索引的表，让它不能被写入，并且用该表上的一次扫描来执行整个索引

的构建。其他事务仍然可以读取表，但是如果它们尝试在该表上进行插

入、更新或者删除，它们会被阻塞直到索引构建完成。如果系统是一个

生产数据库，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索引非常大的表可能会需要很

多个小时，而且即使是较小的表，在构建索引过程中阻塞写入者一段时

间在生产系统中也是不能接受的。

HighGo DB 支 持 构 建 索 引 时 不 阻 塞 写 入 。 这 种 方 法

通 过 指 定 CREATE INDEX的 CONCURRENTLY选项实现。当使用

这个选项时，必须执行该表的两次扫描，此外它必须等待所有现有可能

会修改或者使用该索引的事务终止。因此这种方法比起标准索引构建过

程来说要做更多工作并且需要更多时间。不过，由于它允许在构建索引

时继续普通操作，这种方式对于在生产环境中增加新索引很有用。 当

然，由索引创建带来的额外 CPU 和 I/O 开销可能会拖慢其他操作。

在并发索引构建中，索引实际上在一个事务中被录入到系统目录，然后

在两个事务中发生两次表扫描。在每一次表扫描之前，索引构建必须等

待已经修改了表的现有事务终止。在第二次扫描之后，索引构建必须等

待任何持有早于第二次扫描的快照的事务终止。然后该索引最终能被标

记为准备好使用，并且 CREATE INDEX 命令终止。不过即便那样，该

索引也不是立刻可以用于查询：在最坏的情况下，只要早于索引构建开

始时存在的事务存在，该索引就无法使用。

如果在扫描表时出现问题，例如死锁或者唯一索引中的唯一性被违背，

CREATE INDEX 将会失败，但留下一个“不可用”的索引。这个索引

会被查询所忽略，因为它可能不完整。不过它仍将消耗更新开销。psql

的\d命令将把这类索引报告为 INVALID：

postgres=# \d tab

Table "public.tab"

Column | Type | Collation | Nullable | Default

col | integer | | |

Indexes:

"idx" btree (col) IN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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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 情 况 下 推 荐 的 恢 复 方 法 是 删 除 该 索 引 并 且

尝 试 再 次 执 行 CREATE INDEX CONCURRENTLY（另一种可能

性是用 REINDEX 重建该索引。不过，由于 REINDEX 不支持并发构

建，这种选择不那么有吸引力）。

并发构建一个唯一索引时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当第二次表扫描开始

时，唯一约束已经被强制在其他事务上。这意味着在该索引变得可用之

前，其他查询中可能就会报告该约束被违背，或者甚至在索引构建最终

失败的情况中也是这样。还有，如果在第二次扫描时发生失败，“无效

的”索引也会继续强制它的唯一性约束。

表达式索引和部分索引的并发构建也被支持。在这些表达式计算过程中

发生的错误可能导致和上述唯一约束违背类似的行为。

常规索引构建允许在同一个表上并行构建其他常规索引，但是在一个表

上同时只能有一个并发索引构建发生。在两种情况下，同时都不允许在

表上有其他类型的模式修改。另一个不同是，一个常规 CREATE INDEX

命 令 可 以 在 一 个 事 务 块 中 执 行 ， 但 是 CREATE

INDEXCONCURRENTLY不行。

 注意

小心

哈希索引操作当前不被 WAL 记录，因此如果在一次数据库崩溃后有

没有写入的更改，可能需要用 REINDEX来重建哈希索引。还有，在初始的

基础备份之后，哈希索引的变化不会通过流复制或者基于文件的复制体现，

因此对后续使用它们的查询可能会给出错误的回答。在时间点恢复时 哈希

索引也不能正确地恢复。出于这些原因，现在已经不推荐使用哈希索引。

当前，只有 B-树、GiST 、GIN 和 BRIN 索引方法支持多列索引。默认最

多可以索引 32个字段。当前只有 B-树支持唯一索引。

为索引的每一列可以指定一个操作符类。该操作符类标识要被该索引用于该

列的操作符。例如，一个四字节整数上的 B-树索引会使用 int4_ops 类。这

个操作符类包括了用于四字节整数的比较函数。实际上，通常列数据类型的

默认操作符类就足够了。对某些数据类型指定操作符类的主要原因是，可能

会有多种有意义的顺序。例如，我们可能想用绝对值或者实数部分对复数类

型排序。我们可以通过为该数据类型定义两个操作符类来做到，并且在创建

索引时选择其中合适的类。

对于支持有序扫描的索引方法（当前只有 B-树），可以指定可选子句

ASC、 DESC、NULLS FIRST 以及 NULLS LAST 来修改索引的排序顺序。由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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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序索引能前向或者反向扫描，通常创建一个单列 DESC 索引没什么用处

— 一个常规索引已经提供了排序顺序。这些选项的价值是可以创建多列索

引，让它的排序顺序匹配有混合排序要求的查询，例如 SELECT ... ORDER BY

x ASC, y DESC。如果你想要在依靠索引避免排序步骤的查询中支持 "空值排

序低"这种行为，NULLS 选项就能派上用场，默认行为是"空值排序高"。
对于大多数索引方法，索引的创建速度取决于 maintenance_work_mem的设

置。较大的值将会减少索引创建所需的时间，当然不要把它设置得超过实际

可用的内存量（那会迫使机器进行交换）。对于哈希索引，effective_cache_size

的值也与索引创建时间相关： 根据估计的索引尺寸大于还是小于

effective_cache_size，将使用两种不同的哈希索引创建方法。为了得到最好

的结果，请确保这个参数也被设置为反映可用内存的值，并且确保

maintenance_work_mem 和 effective_cache_size小于机器的 RAM 减去其他

程序需要的空间。

使用 DROP INDEX可以移除一个索引。

以前也有一种 R-树索引方法。这种方法已经被移除，因为它比起 GiST方

法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如果指定了 USING rtree，CREATE INDEX将

会把它解释为 USING gist，以便把旧的数据库转换成 GiST。

 例子

在表 films上的 title字段上创建一个 B-tree索引：

CREATE UNIQUE INDEX title_idx ON films (title);

在表达式 lower(title)上创建一个索引以允许高效的大小写无关搜索：

CREATE INDEX ON films ((lower(title)));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已经选择忽略索引名称，因此系统将选择一个名称，典

型的是 films_lower_idx。）

为了创建一个空的非默认空值排序顺序索引：

CREATE INDEX title_idx_nulls_low ON films (title NULLS FIRST);

创建一个具有非默认的填充因子的索引：

CREATE UNIQUE INDEX title_idx ON films (title) WITH (fillfactor =

70);

为了创建一个禁用的快速更新 GIN索引：

CREATE INDEX gin_idx ON documents_table USING gin (locations)

WITH (fastupdate = off);

在表 films的 code字段上创建一个索引，并且让索引位于表空间 indexspace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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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INDEX code_idx ON films (code) TABLESPACE indexspace;

在一个点属性上创建一个 GiST索引，这样我们可以在转换函数的结果上有

效地使用 box操作符：

CREATE INDEX pointloc

ON points USING gist (box(location,location));

SELECT * FROM points

WHERE box(location,location) && '(0,0),(1,1)'::box;

创建一个表而不排斥对表的写操作：

CREATE INDEX CONCURRENTLY sales_quantity_index ON sales_table

(quantity);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对于索引的规定。

 又见

ALTER INDEX, DROP INDEX

4.62 CREATE LANGUAGE
 语法

CREATE [ OR REPLACE ] [ PROCEDURAL ] LANGUAGE name

CREATE [ OR REPLACE ] [ TRUSTED ] [ PROCEDURAL ] LANGUAGE

name

HANDLER call_handler [ INLINE inline_handler ] [ VALIDATOR

valfunction ]

 描述

CREATE LANGUAGE 通过一个 HighGo DB 数据库注册了一个新的程序语

言。随后，函数和触发器程序可以通过这个新语言定义。

CREATE LANGUAGE 实际上把该语言名称与负责执行用该语言编写的函

数的处理器函数关联在一起。

有两种形式的 CREATE LANGUAGE命令。第一种形式，用户只提供需要的

语言的名称，然后 HighGo DB服务器参考 pg_pltemplate系统表来判断正确

的参数。第二种形式，用户把语言参数和语言名称一起提供。第二种形式可

以用于创建没有在 pg_pltemplate 里面定义的语言，不过这种方法被认为已

经过时了。

当服务器在 pg_pltemplate 目录中为给定的语言名称找到一个项时，即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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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已经包括了语言参数，它也将使用目录中的数据。这种行为简化了旧转

储文件的载入，旧转储文件很可能包含过时的信息。

通常地，用户必须有 HighGo DB超级用户权限来注册一个新语言。然而，

数据库的所有者能在那个数据库内注册一个新语言，若该语言被列入

pg_pltemplate 目录并被标记为允许被数据库所有者创建(tmpldbacreate 为

真)。默认是信任的语言可以通过数据库所有者来创建，但这可以被超级用

户通过更改 pg_pltemplate 的内容来调整。一个语言的创建者变成其所有者

并且可以删除它、重命名它或者将它分配给一个新的所有者。

CREATE OR REPLACE LANGUAGE 将会要么创建一个新语言要么替代一

个已有定义。如果语言已经存在，它的参数会根据来自 pg_pltemplate 的值

来更新，但是语言的所属关系和许可设置不会更改，并且任何用该语言写的

程序都假定为仍然有效。除了请求创建一种语言的常规权限，要获得其他权

限用户必须是现有语言的超级用户或者所有者。REPLACE主要是用来确保

语言存在的。若语言有 pg_pltemplate 条目，那么 pg_pltemplate实际上并不

能改变任何现有的定义，除非在该语言被创建以来，pg_pltemplate条目已经

被更改过。

 参数

TRUSTED

TRUSTED指定该语言不会授予用户不该具有的数据访问。如果在注册

语言时这个关键词被省略，只有具有 HighGo DB超级用户特权的用户

才能使用该语言创建新函数。

PROCEDURAL

这是个噪声词。

name

新过程语言的名称。语言名是大小写无关的。这个名称应该在数据库的

所有语言中唯一。

出于向下兼容的原因，这个名称可以用单引号包围。

HANDLER call_handler

call_handler 是一个之前注册的函数的名称，它将被调用来执行该过程

语言的函数。一种过程语言的调用处理器必须以一种编译型语言（如

C）编写并且具有版本 1 的调用约定，它必须注册为一个没有参数并

且返回 language_handler 类型的函数。 language_handler 是一种占位符

类型， 它被用来标识该函数为一个调用处理器。

INLINE inline_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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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line_handler 是一个先前已注册的函数的名称，且该函数将会通过

该语言被调用来执行一个匿名代码块 (DO 命令 )。若未指定

inline_handler 函数，那么该语言将不支持匿名代码块。处理程序函

数必须接受一个 internal 类型参数，该参数将是 DO命令的内部表示，

并且通常会返回 void。忽略处理程序的返回值。

VALIDATOR valfunction

valfunction 是一个以前注册过的函数名称，在用该语言创建新函数的

时候将用它来校验新函数。如果没有声明校验函数，那么建立新函数的

时候就不会检查它。校验函数必须接受一个类型为 oid的参数，它是将

要创建的函数的 OID，并且通常会返回 void。

校验函数通常会检查函数体，看看有没有语法错误，但是它也可以查看

函数的其它属性，比如该语言是否不能处理某种参数类型。校验函数应

该用 ereport()函数报告错误。该函数的返回值将被忽略。

如果指定的语言名称在 pg_pltemplate 中有一项，服务器会忽

略 TRUSTED选项和支持函数的名称。

 注解

createlang程序是对 CREATE LANGUAGE 命令的一个简单封装。降低了在

shell 命令行上安装过程语言的难度。

使用 DROP LANGUAGE命令，或者更好是 droplang程序来删除一个过程语

言。

系统表 pg_language(参阅 pg_language)记录了更多有关当前安装的过程语言

的信息。createlang也有一个选项列出已安装的语言。

要使用一种过程语言创建函数，用户必须对该语言有 USAGE 权限。缺省时，

对于可信的语言，USAGE 是赋予 PUBLIC (也就是每个人)的。需要时，这

个权限可以撤销。

过程语言是对每个独立数据库本地创建的。不过，语言可以安装到 template1

里面，这样就会导致它自动在所有随后创建的数据库里可用。

如果对语言在服务器的 pg_pltemplate 中没有一项，调用处理器函数、内联

处理器函数（如果有）以及验证器函数（如果有） 必须已经存在。但是当

有一个那样的项时，这些函数不必已经存在。如果它们在数据库中不存在，

将自动定义它们（如果安装中实现该语言的共享库不可用可能会导致

CREATE LANGUAGE失败）。

 示例

创建标准的过程语言的比较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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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LANGUAGE plperl;

对于 pg_pltemplate还不知道的语言，需要下面这样的序列：

CREATE FUNCTION plsample_call_handler() RETURNS

language_handler

AS '$libdir/plsample'

LANGUAGE C;

CREATE LANGUAGE plsample

HANDLER plsample_call_handler;

 又见

ALTER LANGUAGE, CREATE FUNCTION, DROP LANGUAGE, GRANT,

REVOKE

4.63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
 名称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 --定义一个物化视图

 大纲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 [ IF NOT EXISTS ] table_name

[ (column_name [, ...] ) ]

[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

[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AS query

[ WITH [ NO ] DATA ]

 描述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定义一个查询的物化视图。在命令发出时，

该查询被执行并且用于填充视图（除非使用了WITH NO DATA），并且可

以稍后使用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来刷新。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 类似于 CREATE TABLE AS，不过它还会

记住被用来初始化该视图的查询，这样它可以在后来被命令刷新。一个物化

视图有很多和表相同的属性，但是不支持临时物化视图以及自动生成 OID。

 参数

IF NOT EXISTS

如果已经存在一个同名的物化视图时不要抛出错误。这种情况下会发出

一个提示。注意这不保证现有的物化视图与即将创建的物化视图相似。

tabl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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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的物化视图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olumn_name

新的物化视图中的字段名。如果没有提供字段名，那么使用查询的输出

字段名。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这个子句为新的物化视图指定可选的存储参数；所有 CREATE TABLE

支持的参数，CREATE MATERIALIZED VIEW也都支持，除了 OIDS。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tablespace_name是新的物化视图在其中创建的表空间的名称。如果没

有指定，则查询 default_tablespace。

query

SELECT、TABLE 或 VALUES命令。这个查询将在受到安全限制的操

作内运行；特别的，对本身会创建临时表的函数的调用将会失败。

WITH [ NO ] DATA

这个子句说明物化视图是否在创建时填充。如果不，物化视图将被标记

为不可扫描，并且在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 被使用前不能

被查询。

 兼容性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是一个 HighGo DB扩展。

 又见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CREATE TABLE AS, CREATE

VIEW, DROPMATERIALIZED VIEW,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

4.64 CREATE OPERATOR
 语法

CREATE OPERATOR name (

PROCEDURE = function_name

[, LEFTARG = left_type ] [, RIGHTARG = right_type ]

[, COMMUTATOR = com_op ] [, NEGATOR = neg_op ]

[, RESTRICT = res_proc ] [, JOIN = join_proc ]

[, HASHES ] [, MERGES ]

)

 描述

CREATE OPERATOR定义一个新的操作符 name。定义该操作符的用户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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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所有者。如果给出了一个模式名，那么该操作符将在指定的模式中创建。

否则它会在当前模式中创建。

操作符 name 是一个最多 NAMEDATALEN-1 长的(缺省为 63 个) 下列字

符组成的字符串：

+ - * / < > = ~ ! @ # % ^ & | ` ?

对名称的选择有一些限制：

 --和/*不能在操作符的任何地方出现，因为它们会被认为是一个注释的

开始。

 一个多字符的操作符不能以+或-结尾，除非该名称还包含至少下面字符

之一：

~ ! @ # % ^ & | ` ?

例如，@-是一个允许的操作符名，但*-不是。这个限制允许 HighGo DB

分析 SQL兼容的查询而不要求在符号之间有空白。

 不推荐使用=>作为操作符名称。在未来的发行中可能会被禁用。

操作符!=在输入时映射成<>，因此这两个名称总是等价的。

至少需要定义一个 LEFTARG 和 RIGHTARG。对于双元操作符来说，两者

都需要定义。对右一元操作符来说，只需要定义 LEFTARG，而对于左一元

操作符来说，只需要定义 RIGHTARG。

function_name 程序必须在之前已经用 CREATE FUNCTION 定义好并且必

须定义来接受正确数量（一个或者两个）的指定类型的参数。

其它子句声明可选的操作符优化子句。

要创建一个操作符，必须具有参数类型和返回类型上的 USAGE特权，以及

底层函数上的 EXECUTE特权。如果指定了一个交换子或者求反器操作符，

必须拥有这些操作符。

 参数

name

要定义的操作符。可用的字符见上文。其名称可以用模式修饰 (比如

CREATE OPERATOR myschema.+ (...))。如果没有模式，则在当前模式

中创建操作符。同一个模式中的两个操作符可以有一样的名称，只要他

们操作不同的数据类型。这叫做重载。

function_name

用于实现该操作符的函数。

left_type

这个操作符的左操作数（如果有）的数据类型。忽略这个选项可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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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左一元操作符。

right_type

这个操作符的右操作数（如果有）的数据类型。忽略这个选项可以表示

一个右一元操作符。

com_op

该操作符对应的交换子。

neg_op

该操作符对应的求反器。

res_proc

此操作符约束选择性评估函数。

join_proc

此操作符连接选择性评估函数。

HASHES

表明此操作符支持 Hash 连接。

MERGES

表明此操作符可以支持一个 merge连接。

要在 com_op或者其他可选参数中给出一个模式限定的操作符名称，请

使用 OPERATOR()语法，例如：

COMMUTATOR = OPERATOR(myschema.===) ,

 注意

无法在 CREATE OPERATOR中指定一个操作符的词法优先级，因为解析器

的优先级行为是硬写在代码中的。参阅词法优先级获取优先权的详细信息。

过时选项 SORT1、SORT2、LTCMP和 GTCMP以前用来指定与可拼合合并

操作符关联的排序操作符的名称。这不再是必要的，因为关于相关操作符的

信息可以通过查看 B-tree操作符类找到。如果其中的一个选项是给定的，除

了隐式地设置MERGES为真，它将被忽略。

使用 DROP OPERATOR来删除数据库中的用户定义的操作符。使用 ALTER

OPERATOR来更改数据库中的操作符。

 示例

下面命令定义一个新操作符：面积相等，用于 box 数据类型。

CREATE OPERATOR === (

LEFTARG = box,

RIGHTARG = box,

PROCEDURE = area_equal_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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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TATOR = ===,

NEGATOR = !==,

RESTRICT = area_restriction_procedure,

JOIN = area_join_procedure,

HASHES, MERGES

);

 兼容性

SQL 标准中没有该语句。

 又见

ALTER OPERATOR, CREATE OPERATOR CLASS, DROP OPERATOR

4.65 CREATE OPERATOR CLASS
 语法

CREATE OPERATOR CLASS name [ DEFAULT ] FOR TYPE data_type

USING index_method [ FAMILY family_name ] AS

{ OPERATOR strategy_number operator_name [ ( op_type, op_type ) ]

[ FOR SEARCH | FOR ORDER BY sort_family_name ]

| FUNCTION support_number [ ( op_type [ , op_type ] ) ] function_name

( argument_type [, ...] )

| STORAGE storage_type

} [, ... ]

 描述

CREATE OPERATOR CLASS定义一个新的操作符类。一个操作符类定义一

种特定的数据类型如何与一种索引一起使用。操作符类声明特定的操作符可

以为这种数据类型以及这种索引方法填充特定的角色或者“策略”。操作符

类还声明索引方法在为一个索引字段选定该操作符类的时候要使用的支持

过程。所有操作符类使用的函数和操作符都必须在创建操作符类之前定义。

如果给出了模式名称，那么操作符类就在指定的模式中创建。否则就在当前

模式中创建。在同一个模式中的两个操作符类可以有同样的名称，但它们必

须用于不同的索引方法。

定义操作符类的用户将成为其所有者。目前，创造者必须是超级用户。做这

样的限制是因为一个有问题的操作符类定义会让服务器困惑，甚至崩溃。

CREATE OPERATOR CLASS 既不检查这个类定义是否包含所有索引方法

需要的操作符以及函数，也不检查这些操作符和函数是否形成一个自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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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定义一个合法的操作符类是用户的责任。

相关的操作符类可以被划归到 operator families中。为了添加一个新的操作

符类到一个已有族类中，要在 CREATE OPERATOR CLASS中声明 FAMILY

选项。没有该选项，新的类被放入与新类同名的族类中（若不存在则创建该

族类）。

 参数

name

将要创建的操作符类的名称(可以用模式限定)。

DEFAULT

表示该操作符类将成为它的数据类型的缺省操作符类。对于某个数据类

型和访问方式而言，最多有一个操作符类是缺省的。

data_type

这个操作符类处理字段的数据类型。

index_method

这个操作符类所用于的索引方法的名称。

family_name

添加操作符类的已有操作符系列的名称。将使用一个同名操作符族（如

果还不存在则创建之）。

strategy_number

用于一个与该操作符类相关联的操作符的索引方法策略号。

operator_name

一个和该操作符类关联的操作符的名称(可以用模式限定)。

op_type

在 OPERATOR 子句里，这表示该操作符的操作数数据类型，或者是

NONE表示左一元或者右一元操作符。在操作数数据类型和该操作符类

的数据类型相同的一般情况下，操作数的数据类型可以被省略。

在一个 FUNCTION子句中，这表示该函数要支持的操作数数据类型，

如果它与该函数的输入数据类型（对于 B-树比较函数和哈希函数）或

者操作符类的数据类型（对于 B-树排序支持函数和所有 GiST、

SP-GiST、GIN 和 BRIN 操作符类中的函数）不同。这些默认值是正确

的，并且 op_type因此不必在 FUNCTION子句中被指定，对于 B-树排

序支持函数的情况来说，这表示跨数据类型比较。

sort_family_name

一个现有 btree 操作符族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它描述与一种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736

排序操作符相关联的排序顺序。

如果 FOR SEARCH 和 FOR ORDER BY 都没有被指定，那么 FOR

SEARCH是默认值。

support_number

索引方法对一个与操作符类关联的函数的支持过程编号。

function_name

一个函数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这个函数是索引方法对此操作符

类的支持过程。

argument_type

函数参数的数据类型。

storage_type

实际存储在索引里的数据类型。通常它和字段数据类型相同，但是一些

索引方法(目前 GIN、GiST和 BRIN)允许它们不同。除非索引方法允许

使用一种不同的类型，否则必须省略 STORAGE子句。

OPERATOR，FUNCTION，STORAGE子句可以按照任意顺序出现。

 注解

因为索引机制不在使用函数前检查其访问机制，在操作符类中包含操作符或

者函数等价于授权给所有人执行权限。这对于那些用于操作符类的函数通常

不会导致什么问题。

操作符不应该用 SQL函数定义。一个 SQL函数很可能是内联到调用它的查

询里面，这样将阻止优化器识别该查询匹配一个索引。

现在不再支持 OPERATOR子句可包括 RECHECK选项。因为一个索引操作

符是否为"有损的"现在是在运行时实时决定的。这允许在一个操作符可能是

或者可能不是有损的情况下有效地处理。

 例子

下面的例子命令为数据类型_int4(_int4数组) 定义了一个 GiST索引操作符

类。

CREATE OPERATOR CLASS gist__int_ops

DEFAULT FOR TYPE _int4 USING gist AS

OPERATOR 3 &&,

OPERATOR 6 = (anyarray, anyarray),

OPERATOR 7 @>,

OPERATOR 8 <@,

OPERATOR 20 @@ (_int4, query_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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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1 g_int_consistent (internal, _int4,

int, oid, internal),

FUNCTION 2 g_int_union (internal, internal),

FUNCTION 3 g_int_compress (internal),

FUNCTION 4 g_int_decompress (internal),

FUNCTION 5 g_int_penalty (internal, internal,

internal),

FUNCTION 6 g_int_picksplit (internal, internal),

FUNCTION 7 g_int_same (_int4, _int4, internal);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CREATE OPERATOR CLASS这个语句。

 又见

ALTER OPERATOR CLASS, DROP OPERATOR CLASS, CREATE

OPERATOR FAMILY, ALTER OPERATOR FAMILY

4.66 CREATE OPERATOR FAMILY
 语法

CREATE OPERATOR FAMILY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描述

CREATE OPERATOR FAMILY创建一个新的操作符族。一个操作符族定义

一个相关操作符类组成的集合，并且可能还包含一些额外的、与这些操作符

类兼容但对于任何个体索引的功能不是至关重要的操作符和支持函数（对索

引至关重要的操作符和函数应该被分组在相关的操作符类中，而不是"松散

地"在操作符族中。通常，单一数据类型操作符被限制在操作符类中，而跨

数据类型操作符可以松散地存在于一个包含用于两种数据类型的操作符类

的操作符族中）。

新的操作符族初始时为空。应该通过发出后续的 CREATE OPERATOR

CLASS 命令来增加包含在其中的操作符类，还可以用可选的 ALTER

OPERATOR FAMILY命令来增加 "松散的"操作符和它们对应的支持函数。

如果给出一个模式名称，该操作符族会被创建在指定的模式中。否则，它会

被创建在当前模式中。只有当同一个模式中的两个操作符族是用于不同的索

引方法时，它们才能拥有相同的名称。

定义一个操作符族的用户将成为它的拥有者。当前，创建用户必须是超级用

户（做出这样的限制是因为错误的操作符族会让服务器混淆甚至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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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name

要创建的操作符族的名称。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index_method

操作符族面向的索引方法的名称。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CREATE OPERATOR FAMILY 语句。

 又见

ALTER OPERATOR FAMILY, DROP OPERATOR FAMILY, CREATE

OPERATOR CLASS, ALTER OPERATOR CLASS, DROP OPERATOR

CLASS

4.67 CREATE POLICY
 语法

CREATE POLICY name ON table_name

[ FOR { ALL | SELECT | INSERT | UPDATE | DELETE } ]

[ TO { role_name | PUBLIC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 ...] ]

[ USING ( using_expression ) ]

[ WITH CHECK ( check_expression ) ]

 描述

CREATE POLICY命令为表定义新的行级安全策略。注意，必须在表上启用

行级安全性（使用 ALTER TABLE ... ENABLE ROW LEVEL SECURITY）才能应

用已创建的策略。

策略授予选择、插入、更新或删除与相关策略表达式匹配的行的权限。将根

据 USING 中指定的表达式检查现有表行，而根据WITH CHECK指定的表达式

对通过 INSERT或 UPDATE创建的新行进行检查。当 USING表达式对给定行返

回 true时，该行对用户可见， 而如果返回 false或 null，则该行不可见。当一个

WITH CHECK表达式对一个行返回 true，那么插入或更新该行，而如果返回 false

或 null，那么会发生错误。

对于 INSERT 和 UPDATE 语句， WITH CHECK 表达式是在触发 BEFORE

触发器后，在实际进行任何数据修改之前强制执行的。因此，BEFORE ROW触

发器可以修改要插入的数据，影响安全策略检查的结果。WITH CHECK表达式

在任何其他约束之前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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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名称是针对每个表的。因此，一个策略名称可用于许多不同的表，并为

不同的表呈现适合于该表的定义。

策略可以应用于特定命令或特定角色。新创建策略的缺省是应用到所有命令

和角色，除非另有指定。如果多个策略应用到一个给定的语句，则它们将使用

OR组合 (尽管 ON CONFLICT DO UPDATE和 INSERT策略不以这种方式组合，

而是强调如 ON CONFLICT执行的每个阶段中描述的那样）。

对于可以同时具有 USING和WITH CHECK策略（ALL 和 UPDATE）的命

令，如果未定义WITH CHECK 策略，那么 USING 策略将用于决定哪些行可见

（正常 USING情况）以及允许添加哪些行（WITH CHECK情况）。

如果为表启用了行级安全性，但没有适用的策略，则会采用"默认拒绝"策略，

以使任何行都不可见或不可更新。

 参数

name

要创建的策略的名称。它必须与表的任何其他策略的名称不同。

table_name

策略应用到的表的名称（可以有模式限定）。

command

策略应用的命令。有效的命令是 ALL、SELECT、INSERT、UPDATE和

DELETE。 ALL 是缺省。有关如何应用这些内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下文。

role_name

应用策略的角色。默认值为 PUBLIC， 它将策略应用于所有角色。

using_expression

任意 SQL条件表达式(返回 boolean)。该条件表达式不能包含任何聚合

或窗口函数。如果启用了行级安全，那么该表达式将添加到引用该表的

查询中。表达式返回真的行是可见的。表达式返回假或空的任何行将不

会对用户可见（在一个 SELECT中）。并且不能用于修改（在 UPDATE

或 DELETE中）。这样的行被静默地禁止，不会报告错误。

check_expression

任何 SQL条件表达式（返回 boolean）。条件表达式不能包含任何聚合

或窗口函数。如果启用了行级安全性，则此表达式将用于对表的 INSERT

和 UPDATE查询。只允许表达式计算结果为 true的行。如果由于任何

插入的记录或更新的记录导致该表达式的计算结果为 false 或 null，则

将抛出错误。注意，check_expression是针对所提出的行的新内容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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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始内容来评估的。

 针对每个命令的策略

ALL

对策略使用 ALL 意味着它将应用于所有命令，而不管命令的类型。如

果存在 ALL策略并且存在更具体的策略，则将使用 OR来组合 ALL 策

略和更具体的策略（或多个策略），如同对于重叠策略一样。 此外，

ALL策略将应用于查询的选择端和修改端，如果只定义了一个 USING

表达式， 则 USING表达式用于两种情况。

作为示例，如果发出 UPDATE，则 ALL 策略将同时影响 UPDATE能更

新哪些行 （应用 USING表达式），以及更新后的行是否被允许添加到

该表（如果已定义，则应用WITH CHECK表达式，否则应用 USING表

达式）。如果 INSERT或 UPDATE命令尝试增加行到表中，但是行没

有通过 ALL策略的WITH CHECK表达式，则整个命令将被中止。

SELECT

对策略使用 SELECT 意味着它将应用于 SELECT 查询，并且在为其定

义策略的关系上需要 SELECT 权限。结果是，只有来自通过 SELECT

策略的关系的那些记录将在 SELECT查询期间返回，并且需要 SELECT

权限的查询（例如 UPDATE）也将仅看到 SELECT 策略允许的那些记

录。SELECT策略不能有WITH CHECK表达式，因为它只适用于从关

系中检索记录的情况。

INSERT

对策略使用 INSERT意味着它将应用于 INSERT命令。如果插入的行未

通过此策略，则会导致出现策略违规错误，并且整个 INSERT命令将被

中止。INSERT策略不能具有 USING 表达式，因为它仅适用于将记录

添加到关系的情况。

注意，使用 ON CONFLICT DO UPDATE的 INSERT仅对由 INSERT路

径附加到关系的行检查 INSERT策略的WITH CHECK表达式。

UPDATE

对策略使用 UPDATE意味着它将应用于 UPDATE命令（或 INSERT命

令的 ON CONFLICT DO UPDATE 子句）。由于 UPDATE 涉及取出一

个现有记录，然后对记录的某些部分（但可能不是全部）进行更改，

UPDATE策略接受 USING表达式和WITH CHECK表达式。USING表

达式确定 UPDATE命令将对哪些记录进行操作，而WITH CHECK表达

式定义允许哪些修改的行存储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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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UPDATE命令与WHERE子句或 RETURNING子句一起使用时，在

被更新的关系上也需要 SELECT权限，并且合适的 SELECT和 ALL策

略将使用 AND与 UPDATE策略的 USING 子句组合（对于发现的任何

重叠的 SELECT相关策略，使用 OR）。因此，为了使用户能够 UPDATE

特定行，用户必须通过 SELECT或 ALL 策略访问该行，并且该行必须

通过 UPDATE策略的 USING表达式。

任何更新的值无法通过WITH CHECK表达式的行都会导致错误，整个

命令将被中止。如果只指定了 USING子句，则该子句将用于 USING和

WITH CHECK两种情况。

但是，请注意，使用 ON CONFLICT DO UPDATE 的 INSERT 要求将

UPDATE策略 的 USING表达式始终强制为WITH CHECK表达式。此

UPDATE策略必须在采取UPDATE路径时始终通过。需要采用UPDATE

路径的任何现有行必须通过（ UPDATE 或 ALL）USING 条件（使用

OR组合），这些条件在此上下文中始终作为WITH CHECK选项实施。

（UPDATE路径永远不会 默默避免；而是抛出一个错误。）最后，附

加到关系的最后一行必须通过传统 UPDATE被要求通过的任何 WITH

CHECK选项。

DELETE

对策略使用 DELETE意味着它将应用于 DELETE命令。只有通过此策

略的行才能由 DELETE 命令查看。如果没有通过 DELETE 策略的

USING表达式，则它们可以通过 SELECT看到但是不可被删除。

当 DELETE命令与WHERE子句或 RETURNING子句一起使用时，在

被更新的关系上也需要 SELECT权限，并且合适的 SELECT和 ALL策

略将使用 AND 与 DELETE策略的 USING 子句组合（对于发现的任何

重叠的 SELECT相关策略，使用 OR）。因此，为了使用户能够 DELETE

特定的行， 用户必须通过 SELECT或 ALL 策略访问该行，并且该行必

须通过 DELETE策略的 USING表达式。

DELETE策略不能有WITH CHECK表达式，因为它仅适用于从关系中

删除记录的情况，因此没有要检查的新行。

 注意

您必须是表的所有者才能为其创建或更改策略。

虽然策略将应用于针对数据库中的表的显式查询，但是当系统执行内部参照

完整性检查或验证约束时，不应用策略。这意味着有间接的方法来决定一个给定

的值是否存在。一个示例是尝试将重复值插入到作为主键或具有唯一约束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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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果插入失败，则用户可以推断该值已经存在。（此示例假设用户被策略允

许插入它们看不到的记录。）另一个示例是允许用户插入到引用另一个隐藏表的

表中。可以由用户将值插入引用表中来判断存在性，其中成功表示该值存在于引

用的表中。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仔细制定策略来解决，以防止用户能够插入、删除

或更新所有可能指示他们无法看到的值的记录，或通过使用生成的值（例如，代

理键）来代替具有外部意义的键。

通常，系统将使用出现在用户查询中的限定条件之前的安全策略强制实施过

滤条件，以便防止受保护数据无意中暴露给可能不可信的用户定义函数。然而，

由系统（或系统管理员）标记为 LEAKPROOF的函数和运算符可以在策略表达

式之前被评估，因为它们被假定为可信赖的。

由于策略表达式直接添加到用户的查询中，因此它们将使用运行整体查询的

用户的权限运行。因此，使用给定策略的用户必须能够访问表达式中引用的任何

表或函数，否则当尝试查询已启用行级安全性的表时，它们将简单地接收一条没

有权限的错误。但是，这不会改变视图的工作方式。与常规查询和视图一样，视

图引用的表的权限检查和策略将使用视图所有者的权限和适用于视图所有者的

任何策略。

 又见

ALTER POLICY、 DROP POLICY、ALTER TABLE

4.68 CREATE ROLE
 语法

CREATE ROLE name [ [ WITH ] option [ ... ] ]

这里的 option可以是：

SUPERUSER | NOSUPERUSER

| CREATEDB | NOCREATEDB

| CREATEROLE | NOCREATEROLE

| CREATEUSER | NOCREATEUSER

| INHERIT | NOINHERIT

| LOGIN | NOLOGIN

| REPLICATION | NOREPLICATION

| BYPASSRLS | NOBYPASSRLS

|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 [ ENCRYPTED | UNENCRYPTED ] PASSWORD 'password'

| VALID UNTIL '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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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ROLE role_name [, ...]

| IN GROUP role_name [, ...]

| ROLE role_name [, ...]

| ADMIN role_name [, ...]

| USER role_name [, ...]

| SYSID uid

 描述

CREATE ROLE向数据库集簇增加一个新的角色。一个角色是一个实体，它

可以拥有数据库对象并且拥有数据库特权。根据一个角色如何被使用，它可

以被考虑成一个"用户"、一个"组"或者两者。要使用这个命令，你必须具有

CREATEROLE特权或者成为一个数据库超级用户。

注意，角色是定义在数据库集簇层面上的，并且因此在集簇中的所有数据库

中都可用。

 参数

name

新角色的名称。

SUPERUSER

NOSUPERUSER

这些子句决定一个新角色是否为"超级用户"，这种用户可以超越数据库

中的所有访问权限。超级用户状态是非常危险的，除非真正需要，否则

不应该使用。你自己必须是一个超级用户才能创建一个新的超级用户。

如果没有指定，NOSUPERUSER将是缺省。

CREATEDB

NOCREATEDB

这些子句定义一个角色是否能创建数据库。如果声明了 CREATEDB，

那么被定义的角色可以创建新数据库。声明 NOCREATEDB将不会赋予

新角色创建数据库的能力。如果没有声明，那么缺省是 NOCREATEDB

CREATEROLE

NOCREATEROLE

这些子句决定一个角色是否可以创建新角色(也就是执行 CREATE

ROLE)。一个拥有 CREATEROLE权限的角色也可以修改和删除其它角

色。如果没有声明，缺省是 NOCREATEROLE。

CREATEUSER

NOCREATE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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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子句是 SUPERUSER和 NOSUPERUSER的废弃拼写，但是仍然接

受。请注意它们并不等于 CREATEROLE！人们很可能轻易地这么认为。

INHERIT

NOINHERIT

如果新的角色是其他角色的成员，这些子句决定新角色是否从那些角色

中"继承"特权，把新角色作为成员的角色称为新角色的父角色。一个带

有 INHERIT 属性的角色能够自动使用已经被授予给其直接或间接父角

色的任何数据库特权。如果没有 INHERIT，在另一个角色中的成员关

系只会把 SET ROLE的能力授予给那个其他角色，只有在这样做后那个

其他角色的特权才可用。如果没有指定，默认值是 INHERIT。

LOGIN

NOLOGIN

这些子句决定一个角色是否可以登录；也就是说，该角色在客户端连接

的时候是否可以被给予初始化会话的认证名称。一个拥有 LOGIN 属性

的角色可以认为是一个用户。没有这个属性的角色可以用于管理数据库

权限，但是却不是用户这个词的通常意义。如果没有指定，默认值是

NOLOGIN，不过当 CREATE ROLE 被通过 CREATE USER调用时默认

值会是 LOGIN。
REPLICATION
NOREPLICATION

这些子句决定一个角色是否被允许发起流复制或者把系统放入或者退

出备份模式。一个具有 REPLICATION属性的角色是一个具有非常高特

权的角色，并且只应被用于确实需要复制的角色上。如果没有指定，默

认值是 NOREPLICATION。

BYPASSRLS

NOBYPASSRLS

这 些 子 句 决 定 是 否 一 个 角 色 可 以 绕 过 每 一 条 行

级 安 全 性 （RLS） 策 略 。 默 认是 NOBYPASSRLS。注意

pg_dump 将默认把 row_security设置为 OFF， 以确保一个表的所有内

容被转储出来。如果运行 pg_dump 的用户不具有适当的权限，将会返

回一个错误。超级用户和被转储表的拥有者总是可以绕过 RLS。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如果角色可以登录，这个参数声明该角色可以使用的并发连接数量。

-1(缺省)意味着没有限制。

http://postgres.cn/docs/9.5/sql-createus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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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 password

设置角色的口令（口令只对具有 LOGIN 属性的角色有用，但是不管怎

样你还是可以为没有该属性的角色定义一个口令）。如果你没有计划使

用口令认证，你可以忽略这个选项。如果没有指定口令，口令将被设置

为空并且该用户的口令认证总是会失败。也可以用 PASSWORD NULL

显式地写出一个空口令。

ENCRYPTED

UNENCRYPTED

这些关键字控制存储在系统表里面的口令是否加密。如果没有指定，那

么缺省的行为由配置参数 password_encryption控制。因为系统无法对指

定的口令字符串进行解密，所以如果目前的口令字符串已经是用MD5

加密的格式，那么就会继续照此存放，而不管是否声明了 ENCRYPTED

或 UNENCRYPTED。这样就允许在转储/回复的时候重新加载加密口

令。

VALID UNTIL 'timestamp'

VALID UNTIL 机制设置一个日期和时间，在该时间点之后角色的口令

将会失效。如果这个子句被忽略，那么口令将总是有效。

IN ROLE role_name

IN ROLE 子句列出一个或多个现有的角色，新角色将立即加入这些角

色，成为它们的成员。请注意没有任何选项可以把新角色添加为管理员；

必须使用独立的 GRANT 命令来做这件事情。

IN GROUP role_name

IN GROUP是 IN ROLE过时的拼法。

ROLE role_name

ROLE子句列出一个或多个现有的角色，它们将自动添加为这个新角色

的成员。这个动作实际上就是把新角色做成一个"组"。

ADMIN role_name

ADMIN 子句类似 ROLE，但是被提及的角色被使用 WITH ADMIN

OPTION加入到新角色中，让它们能够把这个角色中的成员关系授予给

其他人。

USER role_name

USER子句是 ROLE子句的过时拼法。

SYSID uid

SYSID子句将被忽略，但是仍然接受之，主要为了向下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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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使用 ALTER ROLE改变一个角色的属性，使用 DROP ROLE删除一个角色。

所有在 CREATE ROLE里声明的角色都可以在随后的 ALTER ROLE命令里

修改。

给一个当作组来使用的角色添加或删除成员的比较好的方法是使用GRANT

和 REVOKE 。

VALID UNTIL 子句只是为口令定义一个失效时限，而不是角色自身的失效时

限。当使用一个非基于口令认证的方法登录时，过期时间是不会被强制的。

INHERIT 属性管理那些可赋予的权限的继承关系，也就是数据库对象的访

问权限和角色成员的关系。它并不适用于 CREATE ROLE 和 ALTER ROLE

设置的特殊角色属性。比如，作为一个带有 CREATEDB权限的角色成员，

并不直接拥有创建数据库的能力，即使设置了 INHERIT 也如此；该角色还

是需要通过 SET ROLE成为该角色，然后才能创建数据库。

INHERIT 属性是缺省的，原因是为了向下兼容。不过，NOINHERIT提供了

与 SQL标准所定义的最接近的语意。

要注意 CREATEROLE权限，因为对于 CREATEROLE权限不存在继承的概

念。拥有这个权限的角色可以很容易的创建一个与自身权限不同的非超级用

户角色。例如，如果"user"角色拥有 CREATEROLE权限而无 CREATEDB权

限，那么他可以创建带有 CREATEDB 权限的新角色。因此具有

CREATEROLE权限的角色几乎相当于一个超级用户。

HighGo DB包括一个和CREATE ROLE有一样功能的 createuser程序(实际上

就是调用这个命令)，可以从命令行 shell上运行

CONNECTION LIMIT选项只是近似地强制；如果两个新的会话几乎同时启

动，而只有该角色只剩下一个"连接槽"，那么很可能两个连接都会失败。同

样，这个限制从来不会对超级用户强制。

在这个指令中指定未加密的口令时必须小心。口令将被以明文方式传递给服

务器，同时还可能在客户端的命令历史或服务端日志中被记录。而 createuser

会将命令加密后传递给服务器。同样，psql 包含一个\password 可以用来安

全的修改口令。

 例子

创建一个可以登录的角色，但是不给他设置口令：

CREATE ROLE jonathan LOGIN;

创建一个带口令的角色：

CREATE USER davide WITH PASSWORD 'jw8s0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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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USER和 CREATE ROLE一样，只不过它隐含 LOGIN)

创建一个带口令的角色，口令有效期到 2004年底。在进入 2005 年第一秒

时，口令就不再有效。

CREATE ROLE miriam WITH LOGIN PASSWORD 'jw8s0F4' VALID

UNTIL '2005-01-01';

创建一个可以创建数据库和管理角色的角色：

CREATE ROLE admin WITH CREATEDB CREATEROLE;

 兼容性

CREATE ROLE语句在 SQL标准里存在，但是标准只要求下面的语法

CREATE ROLE name [ WITHADMIN role_name ]

SQL标准定义了用户和角色的概念，但是它认为这两个概念是完全独立的

概念，并且要求定义用户的所有命令都针对每个数据库实现。在 HighGo DB

里选择了把用户和角色统一成一类对象。因此角色比标准里的有更多的属

性。

SQL标准里声明的行为非常接近于给予用户 NOINHERIT 属性，而给予角色

INHERIT属性。

 又见

SET ROLE, ALTER ROLE, DROP ROLE, GRANT, REVOKE

4.69 CREATE RULE
 语法

CREATE [ OR REPLACE ] RULE nameAS ON event

TO table_name [ WHERE condition ]

DO [ ALSO | INSTEAD ] { NOTHING | command | ( command ;

command ... ) }

其中 event 可以是以下之一：

SELECT | INSERT | UPDATE | DELETE

 描述

CREATE RULE 定义一个适用于特定表或者视图的新规则。CREATE OR

REPLACE RULE要么是创建一个新规则，要么是替换一个表上的同名规则。

HighGo DB规则系统允许我们定义针对数据库表中更新、插入、删除动作上

的替代动作。简单的说，规则就是在指定表上执行指定动作的时候，将导致

一些额外的动作被执行。另外，一个 INSTEAD 规则可以用另外一个命令取

代特定的命令，或者完全不执行该命令。规则还可以用于实现表视图。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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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是一个命令转换机制，或者说命令宏。这种转换发生在命令开始执

行之前。如果你想要针对每个物理行独立触发一个操作，那么可能应该使用

触发器而不是规则。

目前，ON SELECT规则必须是无条件的 INSTEAD规则并且必须有一个由

单独一条 SELECT查询组成的动作。因此，一条 ON SELECT规则有效地

把表转成视图，它的可见内容是该规则的 SELECT 查询返回的记录而不是

存储在表中的内容。写一条 CREATE VIEW 命令比创建一个表然后在上面

定义一条 ON SELECT 规则的风格要好。

可以通过定义 ON INSERT、ON UPDATE以及 ON DELETE规则（或者这些

规则的任意子集）来创建可更新的视图，这些规则可以把视图上的更新动作

替换为其他表上适当的更新动作。如果想要支持 INSERT RETURNING 等

等，那么一定要在每一个这类规则中放上一个合适的 RETURNING子句。

如果你想在复杂视图上使用条件规则，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对你希望在视图

上允许的每个动作，你都必须有一个无条件的 INSTEAD规则。如果规则是

有条件的或者它不是 INSTEAD，那么系统仍将拒绝执行更新动作，因为它

认为最终会在视图的虚拟表上执行这个动作。如果你想处理条件规则上的所

有有用的情况，那只需要增加一个无条件的 DO INSTEAD NOTHING 规则

确保系统明白它决不会被调用来更新虚拟表就可以了。然后把条件规则做成

非 INSTEAD；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们被触发，那么它们就增加到缺省的

INSTEAD NOTHING动作中。不过这种方法目前不支持 RETURNING查询。

注意:足够简单的视图自动就是可更新的（见 CREATE VIEW），它们不需

要依靠用户创建的规则来变成可更新的。不过还是可以创建一条显式规则，

自动更新转换通常比显式规则效率高。

另一种值得考虑的办法是使用 INSTEAD OF 触发器（见 CREATE

TRIGGER）代替规则。

 参数

name

创建的规则名。它必须在同一个表上的所有规则名称中唯一。同一个表

上的同一个事件类型的规则是按照字母顺序运行的。

event

事件是 SELECT、 INSERT、UPDATE 或者 DELETE 之一。注意包含

ON CONFLICT子句的 INSERT不能被用在具有 INSERT或者 UPDATE

规则的表上。那种情况下请考虑使用可更新的视图。

tabl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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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适用的表或者视图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ondition

任意返回 boolean 的 SQL 条件表达式。条件表达式除了引用 NEW 和

OLD之外不能引用任何表，并且不能有聚集函数。

INSTEAD

指示使用该命令代替最初的命令。

ALSO

ALSO指示命令应该被执行，包括初始命令。该命令应该在最初的命令

执行之后一起执行。

如果既没有声明 ALSO也没有声明 INSTEAD，那么 ALSO 是缺省值。

command

命令或者组成规则操作的命令。有效命令是 SELECT、 INSERT、

UPDATE、DELETE或者 NOTIFY。

在 condition 和 command 里，特殊的表名称 NEW和 OLD 可以用于指向被引

用表里的数值。NEW 在 ON UPDATE和 ON UPDATE规则里可以指向被插

入或更新的新行。OLD在 ON UPDATE和 ON DELETE规则里可以指向现存

的被更新或删除的行。

 注解

为了在表上定义或修改规则，你必须是该表的拥有者。

在用于视图上 INSERT、UPDATE、DELETE 的规则中可以添加一个发出视

图列的 RETURNING 子句。如果规则被 INSERT RETURNING、UPDATE

RETURNING、DELETE RETURNING命令触发，这些子句将用来计算输出

结果。如果规则被不带 RETURNING的命令触发，那么规则的 RETURNING

子句将被忽略。目前仅允许无条件的 INSTEAD 规则包含 RETURNING 子

句，而且在同一个事件内的所有规则中最多只能有一个 RETURNING 子

句。这样就确保只有一个 RETURNING 子句可以用于计算结果。如果在任

何有效规则中都不存在 RETURNING子句，该视图上的 RETURNING查询

将被拒绝。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要避免循环规则。比如，尽管下面两条规则定义都是

HighGo DB可以接受的，但 SELECT命令会导致 HighGo DB报告一条错误

信息，因为会产生一条规则的递归扩展：

CREATE RULE "_RETURN" AS

ON SELECT TO t1

DO IN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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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t2;

CREATE RULE "_RETURN" AS

ON SELECT TO t2

DO INSTEAD

SELECT * FROM t1;

SELECT * FROM t1;

目前，如果一个规则包含一个 NOTIFY 命令，那么该 NOTIFY 命令将被无

条件执行，也就是说，即使规则不施加到任何行上面，该 NOTIFY 也会被

执行。比如，在：

CREATE RULE notify_me AS ON UPDATE TO mytable DO ALSO

NOTIFY mytable;

UPDATE mytable SET name = 'foo' WHERE id = 42;

里，UPDATE期间将发出一个 NOTIFY事件，不管是否有行匹配条件 id = 42。

这是一种实现限制，它可能会在未来的发行中被修复。

4.70 CREATE SCHEMA
 语法

CREATE SCHEMA schema_name [ AUTHORIZATION role_specification ]

[ schema_element [ ... ] ]

CREATE SCHEMA AUTHORIZATION role_specification [ schema_element

[ ... ] ]

CREATE SCHEMA IF NOT EXISTS schema_name [ AUTHORIZATION

role_specification ]

CREATE SCHEMA IF NOT EXISTS AUTHORIZATION role_specification

其中 role_specification 可以是:

[ GROUP ] user_name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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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SCHEMA在当前数据库里输入一个新模式。该模式名将在当前数

据库里现存的所有模式名中唯一。

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命名空间：它包含命名对象(表、数据类型、函数、操作

符)，这些名称可以和其它模式里存在的其它对象重名。命名对象要么是通

过用模式名作为前缀“限定”进行访问，要么是通过设置一个搜索路径包含

所需要的模式。一条带着无限定对象名的 CREATE 命令都是在当前模式中创

建的(在搜索路径最前面的模式；可以用 current_schema函数来判断)。

CREATE SCHEMA中可以选择包括子命令用以在新模式中创建对象。这

些子命令实际被当做独立的在创建该模式后被发出的命令一样，除非使

用 AUTHORIZATION子句，所有被创建的对象都会由该用户拥有。

 参数

schema_name

要创建的模式名称。如果省略，则使用 user_name作为模式名。这个名

称不能以 pg_开头，因为这样的名称保留给系统模式使用。

user_name

将拥有该模式的用户名。如果省略，缺省为执行该命令的用户名。只有

超级用户才能创建不属于自己的模式。

schema_element

一个 SQL语句，定义一个要在模式里创建的对象。目前，只有 CREATE

TABLE、CREATE VIEW、CREATE INDEX、CREATE SEQUENCE、

CREATE TRIGGER、GRANT是可以接受的子句。其它类型的对象可以

在创建完模式之后的独立命令里创建。

IF NOT EXISTS

如果一个具有同名的模式已经存在，则什么也不做（不过发出一个提

示）。 使用这个选项时不能包括 schema_element 子命令。

 注解

要创建模式，调用该命令的用户必需在当前数据库上有 CREATE权限。当

然，超级用户可以绕开这个检查。

 例子

创建一个模式:

CREATE SCHEMAmyschema;

为用户 joe创建模式；模式名也叫 joe:

CREATE SCHEMAAUTHORIZATION joe;

创建一个被用户 joe拥有的名为 test的模式，除非已经有一个名为 test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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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管 joe是否拥有该已经存在的模式）。

CREATE SCHEMA IF NOT EXISTS test AUTHORIZATION joe;

创建一个模式并且在里面创建一个表和视图：

CREATE SCHEMA hollywood

CREATE TABLE films (title text, release date, awards text[])

CREATE VIEW winners AS

SELECT title, release FROM films WHERE awards IS NOT

NULL;

请注意上面独立的子命令不是由分号结尾的。

下面的命令是实现同样结果的等效语句：

CREATE SCHEMA hollywood;

CREATE TABLE hollywood.films (title text, release date, awards text[]);

CREATE VIEW hollywood.winners AS

SELECT title, release FROM hollywood.films WHERE awards IS

NOT NULL;

 兼容性

SQL 标准允许在 CREATE SCHEMA 里面有一个 DEFAULT CHARACTER

SET子句以及比目前 HighGo DB可以接受更多的子命令。

SQL标准声明在 CREATE SCHEMA里的子命令可以以任意顺序出现。目前

HighGo DB里的实现还不能处理所有子命令里需要向前引用的情况；有时候

可能需要重排一下子命令的顺序以避免向前引用。

在 SQL标准里，模式的所有者总是拥有其中的所有对象。HighGo DB允许

模式包含模式所有者之外的用户所拥有的对象。只有模式所有者 将其模式

的 CREATE权限授予给了其他人或者一个超级用户选择在该模式中创建对

象时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又见

ALTER SCHEMA, DROP SCHEMA

4.71 CREATE SEQUENCE
 语法

CREATE [ TEMPORARY | TEMP ] SEQUENCE [ IF NOT EXISTS ] name

[ INCREMENT [ BY ] increment ]

[ MINVALUE minvalue | NO MINVALUE ] [ MAXVALUE maxvalue | NO

MAX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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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 [ WITH ] start ] [ CACHE cache ] [ [ NO ] CYCLE ]

[ OWNED BY { table_name.column_name | NONE } ]

 描述

CREATE SEQUENCE 创建一个新的序列号生成器。这涉及到用名称 name

创建并且初始化一个新的特殊的单行表。该生成器将由发出该命令的用户所

拥有。

如果给出一个模式名称，则该序列将被创建在指定的模式中。否则它会被 创

建在当前模式中。临时序列存在于一个特殊的模式中，因此在创建临时序列

时不能给出模式名。序列名称必须与同一模式中任何其他序列、表、索引、

视图或者外部表的名称不同。

在创建序列后，你可以使用 nextval、currval、setval函数操作序列。这些函

数在序列操作函数中有详细文档。

尽管你不能直接更新一个序列，但你可以使用：

SELECT * FROM name;

检查一个序列的参数和当前状态。特别是序列的 last_value字段显示了任意

后端进程最后分配的数值。当然，如果其它进程正积极地使用 nextval，这

些值在被打印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过时了。

 参数

TEMPORARY或 TEMP

如果指定，那么该序列对象只为这个会话创建，并且在会话结束的时候

自动删除。临时序列存在的时候，已有的同名永久序列是不可见的(在

同一会话里)，不过可以用模式限定的名称来引用同名永久序列。

IF NOT EXISTS

如果已经存在一个同名的关系时不要抛出错误。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

提示。注意这不保证现有的关系与即将创建的序列相似--它甚至可能

都不是一个序列。

name

将要创建的序列名(可以用模式限定)。

increment

可选子句 INCREMENT BY increment 指定序列的步长。一个正数将生

成一个递增的序列，一个负数将生成一个递减的序列。缺省值是 1。

minvalue

NO MINVALUE

可选的子句MINVALUE minvalue 指定序列的最小值。如果没有声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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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句或者声明了 NO MINVALUE，那么会使用默认值。对上升序列

和下降序列来说，默认值分别是 1 和 -263-1。

maxvalue

NO MAXVALUE

可选的子句MAXVALUE maxvalue 指定序列的最大值。如果没有声明

这个子句或者声明了 NO MAXVALUE，那么将会使用默认值。对上升

序列和下降序列来说，默认值分别是 263-1和-1。

start

可选的子句 STARTWITH start 允许序列从任何地方开始。对于上升

序列和下降序列来说，默认的开始值分别是 minvalue和 maxvalue。

cache

可选的子句 CACHE cache 为快速访问而在内存里预先存储多少个序列

号。最小值(也是缺省值)是 1，表示一次只能生成一个值，也就是说没

有缓存。

CYCLE

NO CYCLE

CYCLE选项可用于使序列到达 maxvalue 或 minvalue 时可循环并继续

下去。也就是如果达到极限，生成的下一个数据将分别是 minvalue 或

maxvalue。

如果声明了 NO CYCLE，那么在序列达到其最大值之后任何对 nextval

的调用强制返回一个错误。如果既没有声明 CYCLE 也没有声明 NO

CYCLE，那么 NO CYCLE是缺省值。

OWNED BY table_name.column_name

OWNED BY NONE

OWNED BY选项将序列关联到一个特定的表字段上。这样，在删除那

个字段或其所在表的时候将自动删除绑定的序列。指定的表和序列必须

被同一个用户所拥有，并且在同一个模式中。默认的 OWNED BY NONE

表示不存在这样的关联。

 注解

使用 DROP SEQUENCE删除一个序列。

序 列 是 基 于bigint算 法 的 ，因 此 范 围 是 不 能 超 过 一 个 八

字 节 整 数 的 范 围 （ -9223372036854775808 到

9223372036854775807）。

由于 nextval和 setval 调用绝不会回滚，如果需要序数的“无间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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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能使用序列对象。可以通过在一个只包含一个计数器的表上使用排他锁

来构建无间隙的分配，但是这种方案比序列对象开销更大，特别是当有很多

事务并发请求序数时。

如果对一个将由多个会话并发使用的序列对象使用了大于 1 的 cache设置，

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每个会话会在访问该序列对象时分配并且缓存

后续的序列值，并且相应地增加该序列对象的 last_value。然后，在该会话

中下一次 nextval会做 cache-1，并且简单地返回预分配的值而不修改序列

对象。因此，任何已分配但没有在会话中使用的数字将会在该会话结束时丢

失，导致该序列中的“空洞”。

进一步，尽管多个会话能分配到不同的序列值，这些值可能会在所有会话都

被考虑时生成出来。例如，cache的设置为 10，会话 A 可能储存值 1..10 并

且返回 nextval=1，然后会话 B 可能储存值 11..20 并且在 A 生成 nextval=2

之前返回 nextval=11。因此，如果 cache设置为 1，可以安全地假设 nextval

值被顺序地生成。如果 cache 设置大于 1，就只能假定 nextval值都是可区

分的，但不能保证它们被完全地顺序生成。还有，last_value将反映服务于

任意会话的最后一个值，不管它是否已经被 nextval返回过。

另一个考虑是，在这样一个序列上执行的 setval将不会通知其他会话，直到

它们用尽了任何已缓存的预分配值。

 例子

创建一个叫 serial的递增序列，从 101开始：

CREATE SEQUENCE serial START 101;

从此序列中选出下一个数字：

SELECT nextval('serial');

nextval

---------

101

从该序列中选择下一个数;

SELECT nextval('serial');

nextval

---------

102

在一个 INSERT中使用此序列：

INSERT INTO distributors VALUES (nextval('serial'), 'nothing');

在一个 COPY FROM后更新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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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COPY distributors FROM 'input_file';

SELECT setval('serial', max(id)) FROM distributors;

END;

新增创建序列可以指定类型，目前支持 smallint、integer、bigint（默认值），

sequence取决于指定类型的范围；

指定的数据类型可以使用 alter sequence改变，但是长类型不能修改为短类型

创建语法如下：

CREATE SEQUENCE sequence_name [ AS type ] [ INCREMENT… ]

示例使用 smallint类型创建序列：

postgres=> CREATE SEQUENCE seq1 AS SMALLINT ;

CREATE SEQUENCE

 兼容性

CREATE SEQUENCE遵循 SQL，不过下面的除外：

1）不支持标准中的 AS data_type 表达式。2）使用 nextval()而不是标准的

NEXT VALUE FOR 表达式获取下一个值。

3）OWNED BY子句是一种 HighGo DB扩展。

 又见

ALTER SEQUENCE, DROP SEQUENCE

4.72 CREATE SERVER
 语法

CREATE SERVER [IF NOT EXISTS] server_name [ TYPE 'server_type' ]

[ VERSION

'server_version' ]

FOREIGN DATAWRAPPER fdw_name

[ OPTIONS ( option 'value' [, ... ] ) ]

 描述

CREATE SERVER定义一个新的外部服务器。定义该服务器的用户将成为其

所有者。

一个外部服务器通常封装一个外部数据封装器用于访问一个外部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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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信息。额外的特定用户连接信息可以通过用户映射的方式来声明。

服务器名称必须是数据库内独一无二的。

创建一个服务器需要使用的外部数据封装包上的 USAGE 权限。

 参数

If not exists

如果已经存在同名的服务器，不要抛出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一个通知。

请注意，不能保证现有服务器与要创建的服务器类似。

server_name

要创建的外部服务器的名称。

server_type

可选的服务器类型。可能对外部数据包装器有用。

server_version

可选的服务器版本。可能对外部数据包装器有用。

fdw_name

管理该服务器的外部数据封装包的名称。

OPTIONS ( option 'value' [, ... ] )

该子句为服务器指定选项。这些选项通常定义服务器连接的详细情况，

但是实际的名称和值依赖于服务器的外部数据封装器。

 注解

当使用 dblink模块，外部服务器名称可以用作一个 dblink_connect函数的参

数来表示连接参数。以这种方式使用外部服务器，需要在其上具有 USAGE

特权。

 示例

创建一个使用外部数据封装器 postgres_fdw的服务器 myserver：

CREATE SERVER myserver FOREIGN DATA WRAPPER postgres_fdw

OPTIONS (host 'foo', dbname 'foodb', port '5432');

 兼容性

CREATE SERVER符合于 ISO/IEC 9075-9 (SQL/MED)。

 又见

ALTER SERVER, DROP SERVER, CREATE FOREIGN DATA WRAPPER,

CREATE USER MAPPING

4.73 CREATE TABLE
CREATE [ [ GLOBAL | LOCAL ] { TEMPORARY | TEMP } | UNLOGG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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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IF NOT EXISTS ] table_name ( [

{ column_name data_type [ COLLATE collation ] [ column_constraint [ ... ] ]

| table_constraint

| LIKE source_table [ like_option ... ] }

[, ... ]

] )

[ INHERITS ( parent_table [, ... ] ) ]

[ PARTITION BY { RANGE | LIST | HASH } ( { column_name | ( expression ) }

[ COLLATE collation ] [ opclass ] [, ... ] ) ]

[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 WITH OIDS | WITHOUT

OIDS ]

[ ON COMMIT { PRESERVE ROWS | DELETE ROWS | DROP } ]

[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CREATE [ [ GLOBAL | LOCAL ] { TEMPORARY | TEMP } | UNLOGGED ]

TABLE [ IF NOT EXISTS ] table_name

OF type_name [ (

{ column_name [ WITH OPTIONS ] [ column_constraint [ ... ] ]

| table_constraint }

[, ... ]

) ]

[ PARTITION BY { RANGE | LIST | HASH } ( { column_name | ( expression ) }

[ COLLATE collation ] [ opclass ] [, ... ] ) ]

[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 WITH OIDS | WITHOUT

OIDS ]

[ ON COMMIT { PRESERVE ROWS | DELETE ROWS | DROP } ]

[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CREATE [ [ GLOBAL | LOCAL ] { TEMPORARY | TEMP } | UNLOGGED ]

TABLE [ IF NOT EXISTS ] table_name

PARTITION OF parent_table [ (

{ column_name [ WITH OPTIONS ] [ column_constraint [ ... ] ]

| table_constrain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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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R VALUES partition_bound_spec

[ PARTITION BY { RANGE | LIST | HASH } ( { column_name | ( expression ) }

[ COLLATE collation ] [ opclass ] [, ... ] ) ]

[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 WITH OIDS | WITHOUT

OIDS ]

[ ON COMMIT { PRESERVE ROWS | DELETE ROWS | DROP } ]

[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其中 column_constraint 是：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

{ NOT NULL |

NULL |

CHECK ( expression ) [ NO INHERIT ] |

DEFAULT default_expr |

GENERATED { ALWAYS | BY DEFAULT } AS IDENTITY

[ ( sequence_options ) ] |

UNIQUE index_parameters |

PRIMARYKEY index_parameters |

REFERENCES reftable [ ( refcolumn ) ] [ MATCH FULL | MATCH

PARTIAL | MATCH SIMPLE ]

[ ON DELETE action ] [ ON UPDATE action ] }

[ DEFERRABLE | NOT DEFERRABLE ] [ INITIALLY DEFERRED |

INITIALLY IMMEDIATE ]

table_constraint 是：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

{ CHECK ( expression ) [ NO INHERIT ] |

UNIQUE ( column_name [, ... ] ) index_parameters |

PRIMARYKEY ( column_name [, ... ] ) index_parameters |

EXCLUDE [ USING index_method ] ( exclude_element WITH operator

[, ... ] ) index_parameters [ WHERE ( predicate ) ] |

FOREIGN KEY ( column_name [, ... ] ) REFERENCES reftable [ ( ref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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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MATCH FULL | MATCH PARTIAL | MATCH SIMPLE ] [ ON DELETE

action ] [ ON UPDATE action ] }

[ DEFERRABLE | NOT DEFERRABLE ] [ INITIALLY DEFERRED |

INITIALLY IMMEDIATE ]

like_option 是：

{ INCLUDING | EXCLUDING } { DEFAULTS | CONSTRAINTS | IDENTITY

| INDEXES | STORAGE | COMMENTS | ALL }

partition_bound_spec 是:

IN ( { numeric_literal | string_literal | NULL } [, ...] ) |

FROM ( { numeric_literal | string_literal | MINVALUE | MAXVALUE } [, ...] )

TO ( { numeric_literal | string_literal | MINVALUE | MAXVALUE } [, ...] )

UNIQUE、PRIMARYKEY以及 EXCLUDE约束中的 index_parameters是：

[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

[ USING INDEX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一个 EXCLUDE约束中的 exclude_element是：

{ column_name | ( expression ) } [ opclass ] [ ASC | DESC ] [ NULLS { FIRST |

LAST } ]

描述

CREATE TABLE 将在当前数据库中创建一个新的、初始为空的表。该表将

由发出该命令的用户所拥有。

如果给定了一个模式名（例如 CREATE TABLE myschema.mytable ...），那

么该表被创建在指定的模式中。否则它被创建在当前模式中。临时表存在于一个

特殊的模式中，因此在创建一个临时表时不能给定一个模式名。该表的名称必须

与同一个模式中的任何其他表、序列、索引、视图或外部表的名称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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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也会自动地创建一个数据类型来表示对应于该表一行的组

合类型。因此，表不能用同一个模式中任何已有数据类型的名称。

可选的约束子句指定一个插入或更新操作要成功，新的或更新过的行必须满

足的约束（测试）。一个约束是一个 SQL 对象，它帮助以多种方式定义表中的

合法值集合。

有两种方式来定义约束：表约束和列约束。一个列约束会作为列定义的一部

分定义。一个表约束定义不与一个特定列绑定，并且它可以包含多于一个列。每

一个列约束也可以被写作一个表约束，列约束只是一种当约束只影响一列时方便

书写的记号习惯。

要能创建一个表，你必须分别具有所有列类型或 OF子句中类型的 USAGE

特权。

参数

TEMPORARY or TEMP

如果指定，该表被创建为一个临时表。临时表会被在会话结束时自动被删除，

或者也可以选择在当前事务结束时删除（见下文的 ON COMMIT）。当临时表存

在时，已有的同名持久表将对于当前会话不可见，不过可以使用模式限定的名称

进行引用。在一个临时表上创建的任何索引也自动地变为临时的。

自动清理守护进程不能访问并且因此也不能清理或分析临时表。由于这个原

因，应该通过会话的 SQL 命令执行合适的清理和分析操作。例如，如果一个临

时表将要被用于复杂的查询，最好在把它填充完毕后在其上运行 ANALYZE。

可以选择将 GLOBAL 或 LOCAL 写在 TEMPORARY 或 TEMP 的前面。这

当前在 PostgreSQL中没有区别并且已被废弃，见兼容性。

UNLOGGED

如果指定，该表被创建为一个不受日志记录的表。被写入到不做日志的表中

的数据不会被写到预写式日志中（见第 30 章），这让它们比普通表快非常多。

不过，它们在崩溃时是不安全的：一个不做日志的表在一次崩溃或非干净关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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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被自动地截断。一个不做日志的表中的内容也不会被复制到后备服务器中。

在一个不做日志的表上创建的任何索引也会自动地不被日志记录。

IF NOT EXISTS

如果一个同名关系已经存在，不要抛出一个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

提示。注意这不保证现有的关系是和将要被创建的表相似的东西。

table_name

要被创建的表名（可以选择用模式限定）。

OF type_name

创建一个类型化的表，它的结构取自于指定的组合类型（名字可以选择用模

式限定）。一个类型化的表和它的类型绑定在一起，例如如果类型被删除，该表

也将被删除（用 DROP TYPE ... CASCADE）。

当一个类型化的表被创建时，列的数据类型由底层的组合类型决定而没有在

CREATE TABLE 命令中直接指定。但是 CREATE TABLE 命令可以对表增加默认

值和约束，并且可以指定存储参数。

PARTITION OF parent_table FOR VALUES partition_bound_spec

将表创建为指定父表的分区。

partition_bound_spec 必须对应于父表的分区方法和分区键，并且必须不能

与该父表的任何现有分区重叠。 形式用于列表分区，FROM 和 TO形式用于范

围分区。

在 partition_bound_spec 中指定的每个值都是一个文字、NULL、MINVALUE

或MAXVALUE。每个文字值必须是可对相应的分区键列类型强制的数字常量，

或者是该类型的有效输入的字符串文字。

在创建列表分区时，可以指定 NULL 来表示分区允许分区键列为空。但是，

给定父表不能有多于一个这样的列表分区。无法为范围分区指定 NULL。

创建范围分区时，由 FROM指定的下限是一个包含范围， 而用 TO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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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是排除范围。也就是说， 在 FROM列表中指定的值是该分区的相应分区键

列的有效值， 而 TO列表中的值不是。请注意， 必须根据按行比较的规则来理

解此语句（第 9.23.5 节）。 例如，给定 PARTITION BY RANGE (x,y)，分区范

围 FROM (1, 2) TO (3, 4)允许 x=1 与任何 y>=2， x=2 与任何非空 y，和 x=3 与

任何 y<4。

在创建范围分区以指示列值没有下限或上限时，可以使用特殊值

MINVALUE 和MAXVALUE。例如，使用 FROM (MINVALUE) TO (10) 定义的

分区允许任何小于 10的值，并且使用 FROM (10) TO (MAXVALUE) 定义的分区

允许任何大于或等于 10的值。

创建涉及多个列的范围分区时，将 MAXVALUE 作为下限的一部分并将

MINVALUE 作为上限的一部分也是有意义的。例如，使用 FROM (0,

MAXVALUE) TO (10, MAXVALUE) 定义的分区允许第一个分区键列大于 0 且

小于或等于 10 的任何行。类似地， 使用 FROM ('a', MINVALUE) TO ('b',

MINVALUE)定义的分区 允许第一个分区键列以"a"开头的任何行。

请注意，如果 MINVALUE或 MAXVALUE 用于分区边界的一列， 则必须

为所有后续列使用相同的值。例如，(10, MINVALUE, 0) 不是有效的边界；你应

该写(10, MINVALUE, MINVALUE)。

还要注意，某些元素类型，如 timestamp，具有“无穷”的概念， 这只是另

一个可以存储的值。这与MINVALUE 和 MAXVALUE 不同， 它们不是可以存

储的实际值，而是它们表示值无界的方式。MAXVALUE 可以被认为比任何其他

值（包括“无穷”）都大的值，MINVALUE 可以被认为是比任何其他值（包括

“负无穷”）都小的值。因此， 范围 FROM ('infinity') TO (MAXVALUE)不是空

的范围； 它只允许存储一个值— "infinity"。

分区必须与其所属的分区表的字段名和类型相同。如果父表声明为 WITH

OIDS那么所有的分区必须具有 OID；父表的 OID 字段和其他字段一样被所有分

区继承。 对分区表字段名或类型的修改，或者 OID字段的添加或删除，将自动

传播到所有分区。 CHECK 约束将自动被每一个分区继承，但是单独的分区可

以指定额外的 CHECK约束；与父表相同名称和条件的额外约束将被父表约束

合并。 可以为每个分区分别指定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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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分区表中的行将自动路由到正确的分区。如果不存在合适的分区，则会

发生错误。 另外，如果更新给定分区中的行由于新的分区键值而要求它移动到

另一分区，则会发生错误。

像 TRUNCATE这样的操作通常会影响一个表及其所有继承子级，这些操作

将级联到所有分区， 但也可能在单个分区上执行。请注意，使用 DROP TABLE

删除分区需要在父表上采用 ACCESS EXCLUSIVE锁。

column_name

要在新表中创建的一列的名称。

data_type

该列的数据类型。这可以包括数组说明符。更多关于 PostgreSQL 支持的数

据类型，请参考第 8 章。

COLLATE collation

COLLATE子句为该列（必须是一种可排序数据类型）赋予一个排序规则。

如果没有指定，将使用该列数据类型的默认排序规则。

INHERITS ( parent_table [, ... ] )

可选的 INHERITS 子句指定一个表的列表，新表将从其中自动地继承所有

列。父表可以是普通表或者外部表。

INHERITS的使用在新的子表和它的父表之间创建一种持久的关系。对于父

表的模式修改通常也会传播到子表，并且默认情况下子表的数据会被包括在对父

表的扫描中。

如果在多个父表中存在同名的列，除非父表中每一个这种列的数据类型都能

匹配，否则会报告一个错误。如果没有冲突，那么重复列会被融合来形成新表中

的一个单一列。如果新表中的列名列表包含一个也是继承而来的列名，该数据类

型必须也匹配继承的列，并且列定义会被融合成一个。如果新表显式地为列指定

了任何默认值，这个默认值将覆盖来自该列继承声明中的默认值。否则，任何父

表都必须为该列指定相同的默认值，或者会报告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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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约束本质上也采用和列相同的方式被融合：如果多个父表或者新表

定义中包含相同的命名 CHECK 约束，这些约束必须全部具有相同的检查表达

式，否则将报告一个错误。具有相同名称和表达式的约束将被融合成一份拷贝。

一个父表中的被标记为 NO INHERIT 的约束将不会被考虑。注意新表中一个未

命名的 CHECK约束将永远不会被融合，因为那样总是会为它选择一个唯一的名

字。

列的 STORAGE设置也会从父表复制过来。

如果父表中的列是标识列，那么该属性不会被继承。如果需要， 可以将子

表中的列声明为标识列。

PARTITION BY { RANGE | LIST } ( { column_name | ( expression ) }

[ opclass ] [, ...] )

可选的 PARTITION BY子句指定了对表进行分区的策略。 这样创建的表称

为分区表。 带括号的列或表达式列表形成表的分区键。 使用范围分区时，分区

键可以包含多个列或表达式（最多 32 个，但在构建 PostgreSQL 时可以更改此

限制），但对于列表分区， 分区键必须由单个列或表达式组成。如果在创建分

区表时未指定 B树操作符类， 则将使用该数据类型的默认 B树操作符类。如果

没有，则会报告错误。

分区表被分成多个子表（称为分区），它们是使用单独的 CREATE TABLE

命令创建的。 分区表本身是空的。插入到表中的数据行将根据分区键中的列或

表达式的值路由到分区。 如果没有现有的分区与新行中的值匹配，则会报告错

误。

分区表不支持 UNIQUE、 PRIMARYKEY、EXCLUDE或 FOREIGN KEY

约束；不过，可以在单个分区中定义这些约束。

LIKE source_table [ like_option ... ]

LIKE指定新表将从哪一个表自动地复制所有的列名、数据类型以及它们的

非空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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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INHERITS不同，新表和原始表在创建完成之后是完全分离的。对原始表

的更改将不会被应用到新表，并且不可能在原始表的扫描中包括新表的数据。

只有 INCLUDING DEFAULTS被指定时，被拷贝的列定义的默认表达式才

会被拷贝。默认的行为是排除默认表达式，导致新表中被拷贝过来的列的默认值

为空值。注意，如果拷贝的默认值调用了数据库修改函数（如 nextval），则可

能在原始表和新表之间创建功能联系。

仅在声明了 INCLUDING IDENTITY 的情况下拷贝复制字段定义的标识声

明。 为新表的每个标识列创建一个新的序列，与旧表相关的序列区分开。

非空约束总是会被复制到新表。 CHECK 约束只有在 INCLUDING

CONSTRAINTS被指定时才会被复制。列约束和表约束之间没有区别对待。

只有 INCLUDING INDEXES被指定时，原始表上的索引、PRIMARYKEY、

UNIQUE 以及 EXCLUDE 约束将被创建在新表上。新索引和约束的名称将根据

默认规则选定，而不管原始的名称如何（这种行为可以避免新索引重名导致的失

败）。

只有 INCLUDING STORAGE被指定时，复制而来的列定义的 STORAGE设

置才会被复制。默认行为会排除 STORAGE设置，导致新表中复制而来的列具有

与类型相关的默认设置。更多关于 STORAGE设置的信息，请见第 66.2 节。

只有 INCLUDING COMMENTS被指定时，复制而来的列、约束和索引的注

释才会被拷贝。默认行为是排除注释，这导致新表中复制而来的列和约束没有注

释。

INCLUDING ALL 是 INCLUDING DEFAULTS INCLUDING IDENTITY

INCLUDING CONSTRAINTS INCLUDING INDEXES INCLUDING STORAGE

INCLUDING COMMENTS的简写形式。

注意和 INHERITS不同，用 LIKE拷贝的列和约束不会和相似的命名列及约

束融合。如果显式指定了相同的名称或者在另一个 LIKE子句中指定了相同的名

称，将会发出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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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子句也能被用来从视图、外部表或组合类型拷贝列定义。不适合的选

项（例如来自视图的 INCLUDING INDEXES）会被忽略。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一个列约束或表约束的可选名称。如果该约束被违背，约束名将会出现在错

误消息中，这样类似列必须为正的约束名可以用来与客户端应用沟通有用的约束

信息（指定包含空格的约束名时需要用到双引号）。如果没有指定约束名，系统

将生成一个。

NOT NULL

该列不允许包含空值。

NULL

该列允许包含空值。这是默认情况。

这个子句只是提供与非标准 SQL 数据库的兼容。在新的应用中不推荐使

用。

CHECK ( expression ) [ NO INHERIT ]

CHECK指定一个产生布尔结果的表达式，一个插入或更新操作要想成功，

其中新的或被更新的行必须满足该表达式。计算出 TRUE 或 UNKNOWN 的表

达式就会成功。只要任何一个插入或更新操作的行产生了 FALSE 结果，将报告

一个错误异常并且插入或更新不会修改数据库。一个被作为列约束指定的检查约

束只应该引用该列的值，而一个出现在表约束中的表达式可以引用多列。

当前，CHECK表达式不能包含子查询，也不能引用当前行的列之外的变量。

可以引用系统列 tableoid，但不能引用其他系统列。

一个被标记为 NO INHERIT 的约束将不会传播到子表。

当一个表有多个 CHECK约束时，检查完 NOT NULL 约束后，对于每一行

会以它们名称的字母表顺序来进行检查（版本 9.5 之前的 PostgreSQL 对于

CHECK约束不遵从任何特定的引发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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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default_expr

DEFAULT子句为出现在其定义中的列赋予一个默认数据。该值是可以使用

变量的表达式（不允许用子查询和对其他列的交叉引用）。默认值表达式的数据

类型必须匹配列的数据类型。

默认值表达式将被用在任何没有为该列指定值的插入操作中。如果一列没有

默认值，那么默认值为空值。

GENERATED { ALWAYS | BY DEFAULT } AS IDENTITY

[ ( sequence_options ) ]

该子句将列创建为标识列。 它将拥有一个隐式序列附加到它，并且新行中

的列将自动从分配给它的序列中获取值。

子句 ALWAYS 和 BY DEFAULT 确定在 INSERT语句中，序列值如何优先

于用户指定的值。 如果指定了 ALWAYS，则只有在 INSERT 语句指定

OVERRIDING SYSTEM VALUE 时才接受用户指定的值。 如果指定了 BY

DEFAULT，则用户指定的值优先。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INSERT。（在 COPY

命令中，无论此设置如何，都始终使用用户指定的值。）

可选的 sequence_options子句可用于覆盖序列的选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见 CREATE SEQUENCE。

UNIQUE （列约束）

UNIQUE ( column_name [, ... ] ) （表约束）

UNIQUE约束指定一个表中的一列或多列组成的组包含唯一的值。唯一表约

束的行为与列约束的行为相同，只是表约束能够跨越多列。

对于一个唯一约束的目的来说，空值不被认为是相等的。

每一个唯一表约束必须命名一个列的集合，并且它与该表上任何其他唯一或

主键约束所命名的列集合都不相同（否则它将是一个被列举了两次的约束）。

PRIMARYKEY （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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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KEY ( column_name [, ... ] ) （表约束）

PRIMARYKEY约束指定表的一个或者多个列只能包含唯一（不重复）、非

空的值。一个表上只能指定一个主键，可以作为列约束或表约束。

主键约束所涉及的列集合应该不同于同一个表上定义的任何唯一约束的列

集合（否则，该唯一约束是多余的并且会被丢弃）。

PRIMARY KEY 强制的数据约束可以看成是 UNIQUE 和 NOT NULL 的组

合，不过把一组列标识为主键也为模式设计提供了元数据，因为主键标识其他表

可以依赖这一个列集合作为行的唯一标识符。

EXCLUDE [ USING index_method ] ( exclude_element WITH operator [, ... ] )

index_parameters [ WHERE ( predicate ) ]

EXCLUDE子句定一个排除约束，它保证如果任意两行在指定列或表达式上

使用指定操作符进行比较，不是所有的比较都将会返回 TRUE。如果所有指定的

操作符都测试相等，这就等价于一个 UNIQUE 约束，尽管一个普通的唯一约束

将更快。不过，排除约束能够指定比简单相等更通用的约束。例如，你可以使用

&&操作符指定一个约束，要求表中没有两行包含相互覆盖的圆（见 第 8.8 节）。

排除约束使用一个索引实现，这样每一个指定的操作符必须与用于索引访问

方法 index_method的一个适当的操作符类（见第 11.9 节）相关联。操作符被要

求是交换的。每一个 exclude_element 可以选择性地指定一个操作符类或者顺序

选项，这些在 CREATE INDEX中有完整描述。

访问方法必须支持 amgettuple（见第 60 章），目前这意味着 GIN 无法使用。

尽管允许，但是在一个排除约束中使用 B-树或哈希索引没有意义，因为它无法

做得比一个普通唯一索引更出色。因此在实践中访问方法将总是 GiST 或

SP-GiST。

predicate允许你在该表的一个子集上指定一个排除约束。在内部这会创建一

个部分索引。注意在为此周围的圆括号是必须的。

REFERENCES reftable [ ( refcolumn ) ] [ MATCH matchtype ] [ ON DELETE

action ] [ ON UPDATE action ] （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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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KEY ( column_name [, ... ] ) REFERENCES reftable [ ( refcolumn

[, ... ] ) ] [ MATCH matchtype ] [ ON DELETE action ] [ ON UPDATE action ] （表

约束）

这些子句指定一个外键约束，它要求新表的一列或一个列的组必须只包含能

匹配被引用表的某个行在被引用列上的值。如果 refcolumn列表被忽略，将使用

reftable 的主键。被引用列必须是被引用表中一个非可延迟唯一约束或主键约束

的列。用户必须在被引用的表（或整个表或特定的引用列）上拥有 REFERENCES

权限。 注意外键约束不能在临时表和永久表之间定义。

被插入到引用列的一个值会使用给定的匹配类型与被引用表的值进行匹配。

有三种匹配类型：MATCH FULL、MATCH PARTIAL 以及MATCH SIMPLE（这

是默认值）。 MATCH FULL 将不允许一个多列外键中的一列为空，除非所有外

键列都是空；如果它们都是空，则不要求该行在被引用表中有一个匹配。MATCH

SIMPLE允许任意外键列为空，如果任一为空，则不要求该行在被引用表中有一

个匹配。MATCH PARTIAL 现在还没有被实现（当然，NOT NULL 约束能被应

用在引用列上来组织这些情况发生）。

另外，当被引用列中的数据被改变时，在这个表的列中的数据上可以执行特

定的动作。ON DELETE指定当被引用表中一个被引用行被删除时要执行的动作。

同样，ON UPDATE指定当被引用表中一个被引用列被更新为新值时要执行的动

作。如果该行被更新，但是被引用列并没有被实际改变，不会做任何动作。除了

NOACTION检查之外的引用动作不能被延迟，即便该约束被声明为可延迟的。

对每一个子句可能有以下动作：

NOACTION

产生一个错误指示删除或更新将会导致一个外键约束违背。如果该约束被延

迟，并且仍存在引用行，这个错误将在约束检查时被产生。这是默认动作。

RESTRICT

产生一个错误指示删除或更新将会导致一个外键约束违背。这个动作与 NO

ACTION形同，不过该检查不是可延迟的。

CASCADE

删除任何引用被删除行的行，或者把引用列的值更新为被引用列的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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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NULL

将引用列设置为空。

SET DEFAULT

设置引用列为它们的默认值（如果该默认值非空，在被引用表中必须有一行

匹配该默认值，否则该操作将会失败）。

如果被引用列被频繁地更改，最好在引用列上加上一个索引，这样与外键约

束相关的引用动作能够更高效地被执行。

DEFERRABLE

NOT DEFERRABLE

这个子句控制该约束是否能被延迟。一个不可延迟的约束将在每一次命令后

立刻被检查。可延迟约束的检查将被推迟到事务结束时进行（使用 SET

CONSTRAINTS命令）。NOT DEFERRABLE 是默认值。当前，只有 UNIQUE、

PRIMARY KEY、EXCLUDE 以及 REFERENCES（外键）约束接受这个子句。

NOT NULL 以及 CHECK 约束是不可延迟的。注意在包括 ON CONFLICT DO

UPDATE子句的 INSERT语句中，可延迟约束不能被用作冲突裁判者。

INITIALLY IMMEDIATE

INITIALLYDEFERRED

如果一个约束是可延迟的，这个子句指定检查该约束的默认时间。如果该约

束是 INITIALLY IMMEDIATE，它会在每一个语句之后被检查。这是默认值。如

果该约束是 INITIALLY DEFERRED，它只会在事务结束时被检查。约束检查时

间可以用 SET CONSTRAINTS命令修改。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这个子句为一个表或索引指定可选的存储参数，详见存储参数。一个表的

WITH 子句还可以包括 OIDS=TRUE（或者只包括 OIDS）来指定新表的行应该

具有被分配的 OID（对象标识符），或者包括 OIDS=FALSE来指定新表的行不

具有 OID。如果没有指定 OIDS，默认设置取决于 default_with_oids配置参数（如

果新表是从任何具有 OID 的表继承而来，那么即使该命令要求 OIDS=FALSE

也会强制使用 OIDS=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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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定或者蕴含了 OIDS=FALSE，新表就不会存储 OID 并且对插入其中

的一个新行不会分配 OID。这通常值得考虑，因为它将减少 OID 消耗并且因而

推迟 32 为 OID 计数器的回卷。一旦计数器回卷，OID 就不再能被假定为唯一，

这就使它们不那么有用了。另外，从一个表中排除 OID 可以减少存储该表所需

的磁盘空间，减少的量是每行减少 4 字节（在大部分机器上），这也略微提高

了性能。

要在表被创建后从中移除 OID，使用 ALTER TABLE.

WITH OIDS

WITHOUT OIDS

这些语法已被荒废，它们分别等效于WITH (OIDS)和WITH (OIDS=FALSE)。

如果你希望同时给出一个 OIDS设置和存储参数，你必须使用WITH ( ... )语法，

见上文。

ON COMMIT

临时表在一个事务块结束时的行为由 ON COMMIT控制。三种选项是：

PRESERVE ROWS

在事务结束时不采取特殊的动作。这是默认行为。

DELETE ROWS

在每一个事务块结束时将删除临时表中的所有行。实质上，在每一次提交时

会完成一次自动的 TRUNCATE。

DROP

在当前事务块结束时将删除临时表。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tablespace_name是新表要创建于其中的表空间名称。如果没有指定，将参考

default_tablespace，或者如果表是临时的则参考 temp_tablespaces。

USING INDEX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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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子句允许选择与一个 UNIQUE、PRIMARY KEY 或者 EXCLUDE 约束

相关的索引将被创建在哪个表空间中。如果没有指定，将参考 default_tablespace，

或者如果表是临时的则参考 temp_tablespaces。

存储参数

WITH 子句能够为表或与一个 UNIQUE、PRIMARY KEY 或者 EXCLUDE

约束相关的索引指定存储参数。用于索引的存储参数已经在 CREATE INDEX 中

介绍过。当前可用于表的存储参数在下文中列出。如下文所示，对于很多这类参

数，都有一个名字带有 toast.前缀的附加参数，它能被用来控制该表的二级TOAST

表（如果存在）的行为（关于 TOAST 详见第 66.2 节）。如果一个表的参数值

被设置但是相应的 toast.参数没有被设置，那么 TOAST 表将使用该表的参数值。

不支持为分区表指定这些参数，但可以为单个叶子分区指定它们。

fillfactor (integer)

一个表的填充因子是一个 10 到 100 之间的百分数。100（完全填满）是默

认值。当一个较小的填充因子被指定时，INSERT操作会把表页面只填满到指定

的百分比，每个页面上剩余的空间被保留给该页上行的更新。这就让 UPDATE

有机会把一行的已更新版本放在与其原始版本相同的页面上，这比把它放在一个

不同的页面上效率更高。对于一个项从来不会被更新的表来说，完全填满是最好

的选择，但是在更新繁重的表上则较小的填充因子更合适。这个参数不能对

TOAST 表设置。

parallel_workers (integer)

这个参数设置应该被用来辅助对这个表并行扫描的工作者数量。如果没有设

置这个参数，系统将基于关系的尺寸来决定一个值。规划器实际选择的工作者数

量可能会少于这个参数，例如 max_worker_processes的设置较小就是一种可能的

原因。

autovacuum_enabled, toast.autovacuum_enabled (boolean)

为一个特定的表启用或者禁用自动清理守护进程。如果为真，自动清理守护

进程将遵照第 24.1.6 节中讨论的规则在这个表上执行自动的 VACUUM 或者

ANALYZE操作。如果为假，这个表不会被自动清理，不过为了阻止事务 ID 回

卷时还是会对它进行自动的清理。有关回卷阻止请见第 24.1.5 节。如果

autovacuum参数为假，自动清理守护进程根本就不会运行（除非为了阻止事务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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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卷），设置独立的表存储参数也不会覆盖这个设置。因此显式地将这个存储参

数设置为 true很少有大的意义，只有设置为 false才更有用。

autovacuum_vacuum_threshold, toast.autovacuum_vacuum_threshold (integer)

autovacuum_vacuum_threshold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

autovacuum_vacuum_scale_factor, toast.autovacuum_vacuum_scale_factor

(float4)

autovacuum_vacuum_scale_factor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

autovacuum_analyze_threshold (integer)

autovacuum_analyze_threshold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

autovacuum_analyze_scale_factor (float4)

autovacuum_analyze_scale_factor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

autovacuum_vacuum_cost_delay, toast.autovacuum_vacuum_cost_delay

(integer)

autovacuum_vacuum_cost_delay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

autovacuum_vacuum_cost_limit, toast.autovacuum_vacuum_cost_limit (integer)

autovacuum_vacuum_cost_limit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

autovacuum_freeze_min_age, toast.autovacuum_freeze_min_age (integer)

vacuum_freeze_min_age 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注意自动清理将忽略超过系

统 范 围 autovacuum_freeze_max_age 参 数 一 半 的 针 对 每 个 表 的

autovacuum_freeze_min_age参数。

autovacuum_freeze_max_age, toast.autovacuum_freeze_max_age (integer)

autovacuum_freeze_max_age 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注意自动清理将忽略超

过 系 统 范 围 参 数 （ 只 能 被 设 置 得 较 小 ） 一 半 的 针 对 每 个 表 的

autovacuum_freeze_max_age参数。

autovacuum_freeze_table_age, toast.autovacuum_freeze_table_age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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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m_freeze_table_age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

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in_age,

toast.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in_age (integer)

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in_age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注意自动清理将忽

略超过系统范围 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ax_age参数一半的针对每个表的

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in_age参数。

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ax_age,

toast.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ax_age (integer)

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ax_age 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注意自动清理

将忽略超过系统范围参数（只能被设置得较小）一半的针对每个表的

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max_age参数。

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table_age,

toast.autovacuum_multixact_freeze_table_age (integer)

vacuum_multixact_freeze_table_age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

log_autovacuum_min_duration, toast.log_autovacuum_min_duration (integer)

log_autovacuum_min_duration参数对于每个表的值。

user_catalog_table (boolean)

声明该表是一个用于逻辑复制目的的额外的目录表。详见第 48.6.2 节。不

能对 TOAST 表设置这个参数。

注解

我们不推荐在新应用中使用 OID：在可能要用到的地方，使用一个标识列

或者其他序列生成器作为表的主键会更好。不过，如果你的应用确实需要用到

OID 来标识一个表的特定行，我们推荐在表的 oid列上创建一个唯一约束，来确

保表中的 OID 在计数器回卷后能唯一标识行。如果你需要一个数据库范围的唯

一标识符，要避免假定 OID 在表之间也是唯一的，应该用 tableoid和行 OID 的

组合来实现该目的。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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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推荐对没有主键的表使用 OIDS=FALSE，因为没有 OID 或 唯一数

据键，就很难标识特定的行。

PostgreSQL 为每一个唯一约束和主键约束创建一个索引来强制唯一性。因

此，没有必要显式地为主键列创建一个索引（详见 CREATE INDEX）。

在当前的实现中，唯一约束和主键不会被继承。这使得继承和唯一约束的组

合相当不正常。

一个表不能有超过 1600 列（实际上，由于元组长度限制，有效的限制通常

更低）。

例子

创建表 films和表 distributors：

CREATE TABLE films (

code char(5) CONSTRAINT firstkey PRIMARYKEY,

title varchar(40) NOT NULL,

did integer NOT NULL,

date_prod date,

kind varchar(10),

len interval hour to minute

);

CREATE TABLE distributors (

did integer PRIMARY KEY GENERATED BY DEFAULT AS

IDENTITY,

name varchar(40) NOT NULL CHECK (name <> '')

);

创建有一个二维数组的表：

CREATE TABLE array_int (

vector 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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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 films定义一个唯一表约束。唯一表约束能够被定义在表的一列或多列

上：

CREATE TABLE films (

code char(5),

title varchar(40),

did integer,

date_prod date,

kind varchar(10),

len interval hour to minute,

CONSTRAINT production UNIQUE(date_prod)

);

定义一个列检查约束：

CREATE TABLE distributors (

did integer CHECK (did > 100),

name varchar(40)

);

定义一个表检查约束：

CREATE TABLE distributors (

did integer,

name varchar(40)

CONSTRAINT con1 CHECK (did > 100 AND name <> '')

);

为表 films定义一个主键表约束：

CREATE TABLE films (

code char(5),

title varchar(40),

did integer,

date_prod date,

kind varchar(10),

len interval hour to mi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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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 code_title PRIMARYKEY(code,title)

);

为表 distributors定义一个主键约束。下面的两个例子是等价的，第一个使用

表约束语法，第二个使用列约束语法：

CREATE TABLE distributors (

did integer,

name varchar(40),

PRIMARYKEY(did)

);

CREATE TABLE distributors (

did integer PRIMARYKEY,

name varchar(40)

);

为列 name赋予一个文字常量默认值，安排列 did的默认值是从一个序列对

象中选择下一个值产生，并且让 modtime的默认值是该行被插入的时间：

CREATE TABLE distributors (

name varchar(40) DEFAULT 'Luso Films',

did integer DEFAULT nextval('distributors_serial'),

modtime timestamp DEFAULT current_timestamp

);

在表 distributors上定义两个 NOT NULL 列约束，其中之一被显式给定了一

个名称：

CREATE TABLE distributors (

did integer CONSTRAINT no_null NOT NULL,

name varchar(40) NOT NULL

);

为 name列定义一个唯一约束：

CREATE TABLE distributors (

did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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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varchar(40) UNIQUE

);

同样的唯一约束用表约束指定：

CREATE TABLE distributors (

did integer,

name varchar(40),

UNIQUE(name)

);

创建相同的表，指定表和它的唯一索引指定 70% 的填充因子：

CREATE TABLE distributors (

did integer,

name varchar(40),

UNIQUE(name) WITH (fillfactor=70)

)

WITH (fillfactor=70);

创建表 circles，带有一个排除约束阻止任意两个圆重叠：

CREATE TABLE circles (

c circle,

EXCLUDE USING gist (c WITH &&)

);

在表空间 diskvol1中创建表 cinemas：

CREATE TABLE cinemas (

id serial,

name text,

lsn text

) TABLESPACE diskvol1;

创建一个组合类型以及一个类型化的表：

CREATE TYPE employee_type AS (name text, salary numeric);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780

CREATE TABLE employees OF employee_type (

PRIMARYKEY (name),

salary WITH OPTIONS DEFAULT 1000

);

创建一个范围分区表：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 (

logdate date not null,

peaktemp int,

unitsales int

) PARTITION BY RANGE (logdate);

创建在分区键中具有多个列的范围分区表：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ear_month (

logdate date not null,

peaktemp int,

unitsales int

) PARTITION BY RANGE (EXTRACT(YEAR FROM logdate),

EXTRACT(MONTH FROM logdate));

创建列表分区表：

CREATE TABLE cities (

city_id bigserial not null,

name text not null,

population bigint

) PARTITION BY LIST (left(lower(name), 1));

创建范围分区表的分区：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2016m07

PARTITION OF measurement (

unitsales DEFAULT 0

) FOR VALUES FROM ('2016-07-01') TO ('2016-08-01');

使用分区键中的多个列创建范围分区表的几个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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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m_older

PARTITION OF measurement_year_month

FOR VALUES FROM (MINVALUE, MINVALUE) TO (2016, 11);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m_y2016m11

PARTITION OF measurement_year_month

FOR VALUES FROM (2016, 11) TO (2016, 12);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m_y2016m12

PARTITION OF measurement_year_month

FOR VALUES FROM (2016, 12) TO (2017, 01);

CREATE TABLE measurement_ym_y2017m01

PARTITION OF measurement_year_month

FOR VALUES FROM (2017, 01) TO (2017, 02);

创建列表分区表的分区：

CREATE TABLE cities_ab

PARTITION OF cities (

CONSTRAINT city_id_nonzero CHECK (city_id != 0)

) FOR VALUES IN ('a', 'b');

创建本身是分区的列表分区表的分区，然后向其添加分区：

CREATE TABLE cities_ab

PARTITION OF cities (

CONSTRAINT city_id_nonzero CHECK (city_id != 0)

) FOR VALUES IN ('a', 'b') PARTITION BY RANGE (population);

CREATE TABLE cities_ab_10000_to_100000

PARTITION OF cities_ab FOR VALUES FROM (10000) TO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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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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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兼容性

CREATE TABLE 命令遵从 SQL标准，除了以下例外。

临时表

尽管 CREATE TEMPORARYTABLE 的语法很像 SQL 标准的语法，但事实

是并不相同。在标准中，临时表只需要被定义一次并且会自动地存在（从空内容

开始）于需要它们的每一个会话中。PostgreSQL 则要求每一个会话为每一个要

用的临时表发出它自己的 CREATE TEMPORARYTABLE命令。这允许不同的会

话为不同的目的使用相同的临时表名，而标准的方法约束一个给定临时表名的所

有实例都必须具有相同的表结构。

标准中对于临时表行为的定义被广泛地忽略了。PostgreSQL 在这一点上的

行为和多种其他 SQL 数据库是相似的。

SQL 标准也区分全局和局部临时表，其中一个局部临时表为每一个会话中

的每一个 SQL 模块具有一个独立的内容集合，但是它的定义仍然是多个会话共

享的。因为 PostgreSQL不支持 SQL 模块，这种区别与 PostgreSQL 无关。

为了兼容性目的，PostgreSQL 将在临时表声明中接受 GLOBAL 和 LOCAL

关键词，但是它们当前没有效果。我们不鼓励使用这些关键词，因为未来版本的

PostgreSQL可能采用一种更兼容标准的（对它们含义的）解释。

临时表的 ON COMMIT 子句也和 SQL 标准相似，但是有一些不同。如果

忽略 ON COMMIT子句，SQL 指定默认行为是 ON COMMIT DELETE ROWS。

但是，PostgreSQL 中的默认行为是 ON COMMIT PRESERVE ROWS。SQL 中不

存在 ON COMMIT DROP选项。

非延迟唯一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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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 UNIQUE或 PRIMARYKEY约束是非可延迟的，只要一个行被插入

或修改，PostgreSQL就会立即检查唯一性。SQL 标准指出只有在语句结束时才

应该强制唯一性。当一个单一命令更新多个键值时，这两者是不同的。要得到兼

容标准的行为，将该约束声明为 DEFERRABLE 但是不延迟（即 INITIALLY

IMMEDIATE）。注意这可能要显著地慢于立即唯一性检查。

列检查约束

SQL 标准指出 CHECK列约束只能引用它们应用到的列，只有 CHECK表约

束能够引用多列。PostgreSQL 并没有强制这个限制，它同样处理列检查约束和

表检查约束。

EXCLUDE 约束

EXCLUDE约束类型是一种 PostgreSQL扩展。

NULL “约束”

NULL “约束”（实际上是一个非约束）是一个 PostgreSQL 对 SQL 标准

的扩展，它也被包括（以及对称的 NOT NULL 约束）在一些其他的数据库系统

中以实现兼容性。因为它是任意列的默认值，它的存在就像噪声一样。

继承

通过 INHERITS子句的多继承是一种 PostgreSQL的语言扩展。SQL:1999 以

及之后的标准使用一种不同的语法和不同的语义定义了单继承。SQL:1999-风格

的继承还没有被 PostgreSQL。

零列表

PostgreSQL允许创建一个没有列的表（例如 CREATE TABLE foo();）。这是

一个对于 SQL 标准的扩展，它不允许零列表。零列表本身并不是很有用，但是

不允许它们会为 ALTER TABLE DROP COLUMN 带来奇怪的特殊情况，因此忽

略这种规则限制看起来更加整洁。

多个标识列

PostgreSQL允许一个表拥有多个标识列。 该标准指定一个表最多只能有一

个标识列。这主要是为了给模式更改或迁移提供更大的灵活性。请注意，INSERT

命令仅支持一个适用于整个语句的覆盖子句， 因此不支持具有不同行为的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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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列。

LIKE 子句

虽然 SQL 标准中有一个 LIKE子句，但是 PostgreSQL接受的很多 LIKE子

句选项却不在标准中，并且有些标准中的选项也没有被 PostgreSQL实现。

WITH子句

WITH子句是一个 PostgreSQL扩展，存储参数和 OID 都不在标准中。

表空间

PostgreSQL的表空间概念不是标准的一部分。因此，子句 TABLESPACE和

USING INDEX TABLESPACE是扩展。

类型化的表

类型化的表实现了 SQL 标准的一个子集。根据标准，一个类型化的表具有

与底层组合类型相对应的列，以及其他的“自引用列”。PostgreSQL 不显式支

持这些自引用列，但是可以使用 OID 特性获得相同的效果。

PARTITION BY 子句

PARTITION BY子句是 PostgreSQL的一个扩展。

PARTITION OF 子句

PARTITION OF子句 PostgreSQL的一个扩展。

 又见

ALTER TABLE, DROP TABLE, CREATE TABLESPACE, CREATE TYPE

4.74 CREATE TABLE AS
 语法

CREATE [ [ GLOBAL | LOCAL ] { TEMPORARY | TEMP } | UNLOGGED ]

TABLE [ IF NOT EXISTS ] table_name

[ (column_name [, ...] ) ]

[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 WITH OIDS | WITHOUT

OIDS ]

[ ON COMMIT { PRESERVE ROWS | DELETE ROWS | DRO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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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AS query

[ WITH [ NO ] DATA ]

 描述

CREATE TABLE AS创建一个表并且用来自 SELECT命令的结果填充该表。

该表的字段和 SELECT 输出字段的名称及类型相关。（除非通过明确地给

出一个字段名称列表来覆盖 SELECT输出字段的名称。）

CREATE TABLE AS和创建视图有点像，不过两者之间完全不同：它创建一

个新表并且只对查询计算一次来填充这个新表。新表不能跟踪源表的变化。

相比之下，每次做查询的时候，视图都重新计算定义它的 SELECT语句。

 参数

GLOBAL 或 LOCAL

为兼容性而忽略。不推荐使用这些关键词。请参考 CREATE TABLE 获

取细节。

TEMPORARY 或 TEMP

如果声明了这个选项，则该表作为临时表创建。参阅 CREATE TABLE

获取细节。

UNLOGGED
如果被指定，该表会被创建为一个不做日志的表。详见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如果已经存在一个同名的关系时不要抛出错误。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

提示。

table_name

要创建的表名(可以用模式限定)。

column_name

新表中一列的名称。如果没有提供列名，会从查询的输出列名中得到。

WITH ( storage_parameter [= value] [, ... ] )

这个子句为新表指定了可选的存储参数。WITH 子句还可以包含

OIDS=TRUE 或 OIDS 来为新表中的行分配和存储 OID(对象表示符)；

或者用 OIDS=FALSE表示不分配 OID。参见 CREATE TABLE 获取更多

信息。

WITH OIDS

WITHOUT 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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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反对使用的、分别等价于WITH (OIDS) 和WITH (OIDS=FALSE)

的语法。如果你想给定 OIDS设置和存储参数，你必须使用 WITH ( ... )

语法；见上文。

ON COMMIT

临时表在事务块结束时的行为可以用 ON COMMIT 控制。三个选项是：

PRESERVE ROWS

不采取任何特别的动作，这是缺省。

DELETE ROWS

在每一个事务块结束时临时表中的所有行都将被删除。本质上，在

每次提交时会完成一次自动的 TRUNCATE命令。

DROP

在目前事务块结尾删除临时表。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ablespace_name 是要在其中创建新表的表空间名称。如果没有声明，

将查询 default_tablespace，临时表会查询 temp_tablespaces。

query

一个 SELECT，TABLE 或者 VALUES 命令或者一个运行预备好的

SELECT，TABLE或者 VALUES查询的 EXECUTE命令。

WITH [ NO ] DATA

该语句声明查询产生的数据是否应该被复制到新表中。若没有，则仅仅

复制了标准结构。默认是复制数据。

 注解

这条命令在功能上等效于 SELECT INTO，但是更建议你用这个命令，因为

它不太可能和 SELECT INTO语法的其它方面混淆。另外，CREATE TABLE

AS提供了 SELECT INTO功能的超集。

CREATE TABLE AS命令允许用户显式地指定是否应该包括 OID。如果没有

显式地指定 OID的存在，将使用 default_with_oids配置变量来判断。

 例子

创建一个新表 films_recent，它只由表 films中最近的项组成：

CREATE TABLE films_recent AS

SELECT * FROM films WHERE date_prod >= '2002-01-01';

完全复制一个表，使用 TABLE命令的简短形式也可以被使用：

CREATE TABLE films2 AS

TABLE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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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REPARE 语句创建一个只包含表 films 中最近的记录的新临时表

films_recent，该临时表包含 OID 并且在事务结束时将被删除：

PREPARE recentfilms(date) AS

SELECT * FROM films WHERE date_prod > $1;

CREATE TEMP TABLE films_recent WITH (OIDS) ON COMMIT DROP

AS

EXECUTE recentfilms('2002-01-01');

 兼容性

CREATE TABLE AS兼容 SQL标准，以下是非标准扩展：

标准要求在子查询子句周围有圆括弧，在 HighGo DB里，这些圆括弧是可

选的。

标准定义了一个WITH [ NO ] DATA子句；在 HighGo DB里是可选的。

HighGo DB处理临时表的方法和标准相差较大；参阅 CREATE TABLE获取

细节。

WITH子句是一种扩展，标准中既没有存储参数也没有 OID 。

HighGo DB表空间的概念也不是标准的一部分。

 又见

CREATE TABLE, EXECUTE, SELECT, SELECT INTO, VALUES

4.75 CREATE TABLESPACE
 语法

CREATE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OWNER { new_owner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

LOCATION 'directory'

[ WITH ( tablespace_option = value [, ... ] ) ]

 描述

CREATE TABLESPACE注册一个新的集群范围内的表空间。表空间的名称

必须与该数据库集群中的任何现有表空间名称不同。

表空间允许超级用户在文件系统中定义一个可选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存放

代表数据库对象的数据文件(比如表和索引)。

一个具有适当特权的用户可以把 tablespace_name 传递给 CREATE

DATABASE 、 CREATE TABLE 、 CREATE INDEX 或 者 ADD

CONSTRAINT来让这些对象的数据文件存储在指定的表空间中。

警告：表空间不能独立于定义它的集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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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tablespace_name

要创建的表空间的名称。这个名称不能以 pg_开头，因为这些名称是保

留给系统表空间使用的。

user_name

将拥有这个表空间的用户名。如果省略，缺省为执行此命令的用户名。

只有超级用户可以创建表空间，但是他们可以把表空间的所有权赋予非

超级用户。

directory

用于表空间的目录。目录必须是空的，并且由运行 HighGo DB系统的

用户所有。目录必须用一个绝对路径声明。

tablespace_option

要设置或者重置的表空间参数。当前，唯一可用的参数是 seq_page_cost

和 random_page_cost。为一个特定表空间设定其中一个值将覆盖设计者

对该表空间中表页读取的常规代价估计，常规代价估计是由同名的配置

参数所建立（见 seq_page_cost、 random_page_cost）。如果一个表空间

位于一个比其他 I/O 子系统更慢或者更快的磁盘上，这些参数就能发

挥作用。

 注解

只有在那些支持符号连接的系统上才支持表空间。

CREATE TABLESPACE不允许在一个事务块内部执行。

 例子

在/data/dbs创建一个表空间 dbspace ：

CREATE TABLESPACE dbspace LOCATION '/data/dbs';

在/data/indexes创建一个 genevieve用户拥有的表空间 indexspace：

CREATE TABLESPACE indexspace OWNER genevieve LOCATION

'/data/indexes';

 又见

CREATE DATABASE, CREATE TABLE, CREATE INDEX, DROP

TABLESPACE, ALTER TABLESPACE

4.76 CREATE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语法

CREATE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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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SER = parser_name |

COPY = source_config

)

 描述

CREATE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创建新的文本搜索配置。一个

文本搜索配置声明一个能将一个字符串分成符号的文本搜索解析器，加上可

以用于确定哪些标记对搜索感兴趣的字典。

若仅声明解析器，那么新的文本搜索配置初始没有从符号类型到词典的映

射 ， 因 此 会 省 略 所 有 的 单 词 。 后 来 的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命令必须用于创建映射来使得配置是有效的。或者，现

有的文本搜索配置是可以复制的。

若模式名称已给出，那么文本搜索配置会在声明的模式中创建。否则会在当

前模式创建。

定义文本搜索配置的用户将成为其所有者。

 参数

name

要创建的文本搜索配置的名称。该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parser_name

用于该配置的文本搜索分析器的名称。

source_config

要复制的现有文本搜索配置的名称。

 注意

PARSER 和 COPY选项是互相独立的，因为当一个现有配置被复制，其分

析器配置也被复制了。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CREATE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语句。

 又见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DROP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4.77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语法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name (

TEMPLATE =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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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 = value [, ... ]]

)

 描述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创建一个新的文本搜索字典。一个

文本搜索字典指定了一个发现查询中感兴趣或者不感兴趣的词的方式。一个

基于文本搜索模板的字典，它声明了实际上执行工作的函数。通常字典提供

了一些选项，这些选项控制模板函数的详细性能。

若给出模式名称，那么文本搜索字典就会在指定模式中创建。否则会在当前

模式中创建。

创建文本搜索字典的用户将成为其所有者。

 参数

name

要创建的文本搜素字典的名称。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template

将定义这个字典基本行为的文本搜索模板的名称。

option

为该字典设置的特定模板选项的名称。

value

用于特定模板选项的值。如果该值不是一个简单的标识符或号码，它必

须被引用（如果您希望，您就可以一直引用它）。

这个选项可以以任何顺序出现。

 示例

下面的例子命令创建了一个基于 Snowball 的字典，它使用了非标准的停用

词列表。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my_russian (

template = snowball,

language = russian,

stopwords = myrussian

);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语句。

 又见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 DROP TEXT SEARCH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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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CREATE TEXT SEARCH PARSER
 语法

CREATE TEXT SEARCH PARSER name (

START = start_function ,

GETTOKEN = gettoken_function ,

END = end_function ,

LEXTYPES = lextypes_function

[, HEADLINE = headline_function ]

)

 描述

CREATE TEXT SEARCH PARSER定义一个新的文本搜索的解析器。一个文

本搜索解析器定义一个将文本字符串分解为符号的方法，并且设定类型（类）

为符号。一个解析器本身不是特别有用，但必须连同用于搜索的一些文本搜

索字典一起绑定到一个文本搜索配置中。

若给出模式名称，那么文本搜索解析器就会在特定模式中创建。否则将会在

当前模式中创建。

只有超级用户才能使用 CREATE TEXT SEARCH PARSER（这种限制因为错

误的文本搜索定义可能会让服务器混淆甚至崩溃）。

 参数

name

要创建的文本搜索解析器的名称。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start_function

用于该解析器的开始函数的名称。

gettoken_function

用于该解析器的取下一个记号的函数名称。

end_function

解析器结束函数的名称。

lextypes_function

用于该解析器的词法分析器函数（一个返回其产生的记号类型集合信息

的函数）的名称。

headline_function

用于该解析器的标题函数（一个对记号集合进行综述的函数）的名称。

如果必要的话，函数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参数类型也没有考虑，因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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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函数的参数列表已预先决定。除了标题函数所有的都是必需的。

参数可以以任何顺序出现，而不是必须按照上面所展示的顺序。

 兼容性

在 SQL中没有 CREATE TEXT SEARCH PARSER语句。

 又见

ALTER TEXT SEARCH PARSER, DROP TEXT SEARCH PARSER

4.79 CREATE TEXT SEARCH TEMPLATE
 语法

CREATE TEXT SEARCH TEMPLATE name (

[ INIT = init_function , ]

LEXIZE = lexize_function

)

 描述

CREATE TEXT SEARCH TEMPLATE定义一个新的文本搜索模板。文本搜

索模板定义执行文本搜索字典的函数。一个模板本身是无效的，必须作为一

个字典实例化才能使用。字典通常声明给定的参数到模板函数。

若给出模式名称，那么文本搜索模板会在声明的模式中创建。否则会在当前

模式创建。

必须成为超级用户以使用 CREATE TEXT SEARCH TEMPLATE。做出这种

限制是因为错误的模板定义会让服务器混淆甚至崩溃。将模板与字典分隔开

来的原因是模板中封装了定义字典的"不安全"方面。在定义字典时可以被设

置的参数对非特权用户是可以安全设置的，因此创建字典不需要拥有特权来

操作。

 参数

name

要创建的文本搜索模板的名称。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init_function

模板初始函数的名称。

lexize_function

用于模板的分词函数的名称。

如有必要，函数名称可以被模式限定。参数类型没有给出，因为每一类函数

的参数列表是预先定义好的。分词函数是必需的，但是初始化函数是可选的。

参数可以以任何顺序出现，而不是只能按照上文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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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容性

在 SQL 标准中没有 CREATE TEXT SEARCH TEMPLATE 语句。

 又见

ALTER TEXT SEARCH TEMPLATE, DROP TEXT SEARCH TEMPLATE

4.80 CREATE TRANSFORM
 语法

CREATE [ OR REPLACE ] TRANSFORM FOR type_name LANGUAGE

lang_name (

FROM SQL WITH FUNCTION from_sql_function_name (argument_type

[, ...]),

TO SQLWITH FUNCTION to_sql_function_name (argument_type [, ...])

);

 描述

CREATE TRANSFORM 定义一个新的变换。 CREATE OR REPLACE

TRANSFORM创建一个新的变换，或者替换一个现有的定义。

变换指定如何使数据类型适应过程语言。例如，在使用 hstore 类型在

PL/Python 中编写函数时，PL/Python 之前没有如何在 Python 环境中显示 hstore

值的知识。语言实现通常默认使用文本表示， 但是当例如关联数组或列表更合

适时，这是不方便的。

一个变换指定两个函数：

 "from SQL"函数，用于将类型从 SQL 环境转换为语言。此函数

将调用以该语言编写的函数的参数。

 "to SQL"函数，将类型从语言转换为 SQL环境。此函数将在用该

语言编写的函数的返回值上调用。

不必提供这两种功能。如果没有指定，如果需要，将使用特定于语言的默认

行为。 （为了防止某个方向的转换发生，你也可以编写一个总是出错的转换函

数。）

要能够创建转换，您必须拥有该类型的 USAGE特权，具有该语言的 USAGE

特权，并且拥有并具有 from-SQL和 to-SQL函数（如果指定）EXECUTE特权。

 参数

type_name

变换的数据类型的名称。

lang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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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的语言的名称。

from_sql_function_name(argument_type [, ...])

用于将类型从 SQL环境转换为语言的函数的名称。它必须接受一个类

型为 internal的参数并且返回类型为 internal。实际的参数将是变换的类

型，并且此函数应该被编码。（但是不允许声明一个 SQL级函数返回

internal，而没有至少一个类型为 internal的参数。） 实际的返回值将是

语言实现的特定内容。

to_sql_function_name(argument_type [, ...])

用于将类型从语言转换为 SQL环境的函数的名称。它必须接受一个类

型为 internal的参数，并返回作为转换类型的类型。实际的参数值将是

特定于语言实现的。

 注意

使用 DROP TRANSFORM移除转换。

 示例

要为类型 hstore和语言 plpythonu创建变换，首先设置类型和语言：

CREATE TYPE hstore ...;

CREATE LANGUAGE plpythonu ...;

然后创建必须的函数：

CREATE FUNCTION hstore_to_plpython(val internal) RETURNS internal

LANGUAGE C STRICT IMMUTABLE

AS ...;

CREATE FUNCTION plpython_to_hstore(val internal) RETURNS hstore

LANGUAGE C STRICT IMMUTABLE

AS ...;

最后创建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变换：

CREATE TRANSFORM FOR hstore LANGUAGE plpythonu (

FROM SQLWITH FUNCTION hstore_to_plpython(internal),

TO SQLWITH FUNCTION plpython_to_hstore(internal)

);

实际上，这些命令将被包装在扩展中。

contrib部分包含多个提供转换的扩展，它们可以作为实际的例子。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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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QL标准中有一个 CREATE TRANSFORM命令，但它用于将数据类型适

配为客户端语言。 HighGo DB不支持这种用法。

 又见

CREATE FUNCTION、 CREATE LANGUAGE、 CREATE TYPE、 DROP

TRANSFORM

4.81 CREATE TRIGGER
 语法

CREATE [ CONSTRAINT ] TRIGGER name { BEFORE | AFTER | INSTEAD

OF } { event

[ OR ... ] }

ON table_name

[ FROM referenced_table_name ]

[ NOT DEFERRABLE | [ DEFERRABLE ] [ INITIALLY IMMEDIATE |

INITIALLY

DEFERRED ] ]

[ REFERENCING { { OLD | NEW } TABLE [ AS ] transition_relation_name }

[ ... ] ]

[ FOR [ EACH ] { ROW | STATEMENT } ]

[ WHEN ( condition ) ]

EXECUTE PROCEDURE function_name ( arguments )

这里的 event可以是下列之一：

INSERT

UPDATE [ OF column_name [, ... ] ]

DELETE

TRUNCATE

 描述

CREATE TRIGGER创建一个新的触发器。触发器将与指定表关联并且将在

特定事件发生时执行声明的 function_name 函数。

该触发器可以被指定为在一行上尝试该操作之前触发（在约束被检查并且

INSERT、UPDATE或者 DELETE被尝试之前）；也可以在该操作完成之后

触发（在约束被检查并且 INSERT、UPDATE或者 DELETE完成之后）；或

者取代该操作（在对一个视图插入、更新或删除的情况中）。如果该触发器

在事件之前触发或者取代事件，该触发器可以跳过对当前行的操作或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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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被插入的行（只对 INSERT以及 UPDATE操作）。如果该触发器在事

件之后触发，所有更改（包括其他触发器的效果）对该触发器"可见"。

一个被标记为 FOR EACH ROW 的触发器会对该操作修改的每一行都调用

一次。例如，一个影响 10 行的 DELETE 将导致在目标关系上的任何 ON

DELETE触发器被独立调用 10 次，也就是为每一个被删除的行调用一次。

与此相反，一个被标记为 FOR EACH STATEMENT的触发器只会为任何给

定的操作执行一次，不管该操作修改多少行（特别地，一个修改零行的操作

将仍会导致任何可用的 FOR EACH STATEMENT触发器被执行）。注意对

于一个带有 ON CONFLICT DO UPDATE 子句的 INSERT， INSERT 和

UPDATE 语句级触发器都将会被触发。

被指定为要触发 INSTEAD OF 触发器事件的触发器必须被标记为 FOR

EACH ROW，并且只能被定义在视图上。一个视图上的 BEFORE和 AFTER

触发器必须被标记为 FOR EACH STATEMENT。

此外，触发器可以被定义成为 TRUNCATE 触发，但只能是 FOR EACH

STATEMENT。

下面的表格总结了哪些触发器类型可以被用在表、视图和外部表上：

何时 事件 行级 语句级

BEFORE INSERT/UPDATE/DELETE 表和外部表 表、视图和外部表

TRUNCATE —— 表

AFTER INSERT/UPDATE/DELETE 表和外部表 表、视图和外部表

TRUNCATE —— 表

INSTEAD

OF

INSERT/UPDATE/DELETE 视图 ——

TRUNCATE —— ——

还有，一个触发器定义可以指定一个布尔的WHEN条件，它将被测试来看

看该触发器是否应该被触发。在行级触发器中，WHEN条件可以检查该行

的列的新旧值。语句级触发器也可以有WHEN条件，尽管该特性对于它们

不是很有用（因为条件不能引用表中的任何值）。

如果有多个同种触发器被定义为相同事件触发，它们将按照名称的字母表顺

序被触发。

当 CONSTRAINT选项被指定，这个命令会创建一个约束触发器。这和一个

常规触发器相同，不过触发该触发器的时机可以使用 SET CONSTRAINTS

调整。约束触发器必须是表上的 AFTER ROW 触发器。它们可以在导致触

发器事件的语句末尾被引发或者在包含该语句的事务末尾被引发。在后一种

情况中，它们被称作是被延迟。一个待处理的延迟触发器的引发也可以使用

http://postgres.cn/docs/9.5/sql-set-constraints.html
http://postgres.cn/docs/9.5/sql-set-constrai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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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CONSTRAINTS 立即强制发生。当约束触发器实现的约束被违背时，

约束触发器应该抛出一个异常。

REFERENCING 选项可以收集转换关系， 它们是包含由当前 SQL 语句插

入、删除或修改的所有行的行集。 此功能可让触发器查看语句所做的操作

的全局视图，而不是一次一行。 该选项仅适用于不是约束触发器的 AFTER

触发器；另外， 如果触发器是一个 UPDATE 触发器，它不能指定一个

column_name 列表。 OLD TABLE 只能指定一次，并且只能用于触发

UPDATE或 DELETE 的触发器；它会创建一个包含由语句更新或删除的所

有行的 before-images的转换关系。同样，NEW TABLE只能指定一次， 并

且只能针对可以在 UPDATE或 INSERT上触发的触发器； 它会创建一个包

含由语句更新或插入的所有行的 after-images的转换关系。

SELECT不修改任何行，因此你无法创建 SELECT触发器。规则和视图更适

合于那种情况。

 参数

name

赋予新触发器的名称。这必须与同一个表上的任何其他触发器相区别。

名称不能通过模式限定——该触发器会继承它所在表的模式。对于一个

约束触发器，这也是使用 SET CONSTRAINTS修改触发器行为时要用

到的名称。

BEFORE

AFTER

INSTEAD OF

决定该函数是要在事件之前、之后被调用还是会取代该事件。一个约束

触发器也能被指定为 AFTER。

event

INSERT，UPDATE，DELETE或者 TRUNCATE之一；这只指定了将会

触发触发器的事件。多个事件可以通过使用 OR来声明。

对于 UPDATE触发器，可以用该语法来声明一个列的列表：

UPDATE OF column_name1 [, column_name2 ... ]

只有当至少一个被列出的列出现在 UPDATE命令的更新目标中时，该

触发器才会触发。

INSTEAD OF UPDATE事件不支持列的列表。

table_name

要使用该触发器的表、视图或外部表的名称（可能是模式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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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d_table_name

约束引用的另一个表的名称（可能是模式限定的）。这个选项被用于外

键约束并且不推荐用于一般的目的。这只能为约束触发器指定。

DEFERRABLE

NOT DEFERRABLE

INITIALLY IMMEDIATE

INITIALLYDEFERRED

该触发器的默认时机。这只能为约束触发器指定。

FOR EACH ROW

FOR EACH STATEMENT

这指定该触发器过程是应该为该触发器事件影响的每一行被引发一次，

还是只为每个 SQL 语句被引发一次。如果都没有被指定，FOR EACH

STATEMENT会是默认值。约束触发器只能被指定为 FOR EACH ROW。

condition

一个决定该触发器函数是否将被实际执行的布尔表达式。如果指定了

WHEN，只有 condition返回 true时才会调用该函数。在FOR EACH ROW

触 发 器 中 ， WHEN 条 件 可 以 分 别 写 OLD.column_name 或 者

NEW.column_name来引用列的新旧行值。当然，INSERT触发器不能引

用 OLD并且 DELETE触发器不能引用 NEW。

INSTEAD OF触发器不支持WHEN条件。

当前，WHEN表达式不能包含子查询。

注意对于约束触发器，对于WHEN条件的计算不会被延迟，而是直接

在行更新操作被执行之后立刻发生。如果该条件计算得不到真，那么该

触发器就不会被放在延迟执行的队列中。

function_name

一个用户提供的函数，它声明为不接受参数并且返回 trigger 类型，该

函数将在触发器被触发时调用。

arguments

一个可选的用逗号分隔的参数列表，它将在触发器执行的时候提供给函

数。这些参数是文本字符串常量。也可以在这里写简单的名称和数值常

量，但是它们会被转换成字符串。请检查实现语言中关于如何在触发器

函数中访问触发器参数的描述；这些参数可能和普通的函数参数不同。

 注解

要在表上创建一个触发器，用户必需在该表上有 TRIGGER权限。用户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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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具有在触发器上的 EXECUTE特权。

使用 DROP TRIGGER删除一个触发器。

当一个列相关的触发器（使用UPDATE OF column_name语法定义的触发器）

的列被列为 UPDATE命令的 SET列表目标时，它会被触发。即便该触发器

没有被引发，一个列的值也可能改变，因为 BEFORE UPDATE触发器对行

内容所作的改变不会被考虑。相反，一个诸如 UPDATE ... SET x = x ...的命

令将引发一个位于列 x上的触发器，即便该列的值没有改变。

在一个 BEFORE触发器中，WHEN条件在函数被执行时或之前被评估，所

以在触发函数开始时使用WHEN本质上等同于测试相同的条件。特别注意，

条件看到的 NEW 行是当前值，可通过早先的触发器来调整。并且，一个

BEFORE 触发器的 WHEN 条件不允许来测试 NEW 行的系统列（比如

oid），因为那些还未设置。

在一个 AFTER触发器中，WHEN条件正好在行更新发生之后被计算，并且

它决定一个事件是否要被放入队列以便在语句的末尾引发该触发器。因此当

一个 AFTER 触发器的WHEN 条件不返回真时，没有必要把一个事件放入

队列或者在语句末尾重新取得该行。如果触发器只需要为少数行被触发，就

能够显著地加快修改很多行的语句的速度。

 示例

每当表 accounts的一行要被更新时就执行函数 check_account_update。

CREATE TRIGGER check_update

BEFORE UPDATE ON accounts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check_account_update();

下面的例子与上面一个例子相同，但是只在UPDATE命令指定要更新balance

列时才执行该函数：

CREATE TRIGGER check_update

BEFORE UPDATE OF balance ON accounts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check_account_update();

这种形式只有列 balance 具有真正被改变的值时才执行该函数：

CREATE TRIGGER check_update

BEFORE UPDATE ON accounts

FOR EACH ROW

WHEN (OLD.balance IS DISTINCT FROM NEW.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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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E PROCEDURE check_account_update();

调用一个函数来记录 accounts 的更新，但是只在有东西被改变时才调用：

CREATE TRIGGER log_update

AFTER UPDATE ON accounts

FOR EACH ROW

WHEN (OLD.* IS DISTINCT FROM NEW.*)

EXECUTE PROCEDURE log_account_update();

为每一个要插入到视图底层表中的行执行函数 view_insert_row：

CREATE TRIGGER view_insert

INSTEAD OF INSERT ON my_view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view_insert_row();

 兼容性

HighGo DB里的 CREATE TRIGGER语句实现了一个 SQL 标准的子集。目

前仍然缺少下面的功能：

SQL 允许你为“old”和“new”行或者表定义别名，用于定义触发器的动

作 (也就是 CREATE TRIGGER ... ON tablename REFERENCING OLD ROW

AS somename NEW ROWAS othername ...)。因为 HighGo DB允许触发器过

程以任意数量的用户定义语言进行书写，所以访问数据的工作是用和语言相

关的方法实现的。

不允许在语句级触发器中引用旧表和新表，即包含所有新旧行的表，在 SQL

标准中用 OLD TABLE和 NEW TABLE 子句引用。

HighGo DB只允许为触发的动作执行用户预先定义好的函数。SQL标准允

许执行一些其它的命令，比如拿 CREATE TABLE 作为触发器动作。这个限

制并不难绕开，只要创建一个执行这些命令的用户预定的函数即可。

SQL要求多个触发器应该以创建的时间顺序执行。HighGo DB采用的是按

照名称顺序，并认为这样更加方便。

SQL 指定级联删除上的BEFORE DELETE触发器在级联的DELETE完成之

后引发。HighGo DB行为则是 BEFORE DELETE总是在删除动作之前引发，

即使是一个级联删除。这被认为更加一致。如果 BEFORE触发器修改行或

者在引用动作引起的更新期间阻止更新，这也是非标准行为。这能导致约束

违背或者被存储的数据不遵从引用约束。

使用 OR为一个单一触发器指定多个动作的能力是 SQL 标准的一个扩展。

为 TRUNCATE引发触发器的能力是 SQL 标准的一个扩展，在视图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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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级触发器的能力也是一样。

CREATE CONSTRAINT TRIGGER是 SQL标准的一个扩展。

 又见

CREATE FUNCTION, ALTER TRIGGER, DROP TRIGGER

4.82 CREATE TYPE
 语法

CREATE TYPE name AS

( [ attribute_name data_type [ COLLATE collation ] [, ... ] ] )

CREATE TYPE name AS ENUM

( [ 'label' [, ... ] ] )

CREATE TYPE name AS RANGE (

SUBTYPE = subtype

[ , SUBTYPE_OPCLASS = subtype_operator_class ]

[ , COLLATION = collation ]

[ , CANONICAL = canonical_function ]

[ , SUBTYPE_DIFF = subtype_diff_function ]

)

CREATE TYPE name (

INPUT = input_function,

OUTPUT = output_function

[ , RECEIVE = receive_function ]

[ , SEND = send_function ]

[ , TYPMOD_IN = type_modifier_input_function ]

[ , TYPMOD_OUT = type_modifier_output_function ]

[ , ANALYZE = analyze_function ]

[ , INTERNALLENGTH = { internallength | VARIABLE } ]

[ , PASSEDBYVALUE ]

[ , ALIGNMENT = alignment ]

[ , STORAGE = storage ]

[ , LIKE = like_type ]

[ , CATEGORY = categ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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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EFERRED = preferred ]

[ , DEFAULT = default ]

[ , ELEMENT = element ]

[ , DELIMITER = delimiter ]

[ , COLLATABLE = collatable ]

)

CREATE TYPE name

 描述

CREATE TYPE为当前数据库注册一个新的数据类型。定义该类型的用户成

为其所有者。

如果给出模式名，那么该类型是在指定模式中创建。否则它将在当前模式中

创建。类型名必需和同一模式中任何现有的类型或者域的名称不同。因为表

和数据类型有联系，所以类型名也不能和同模式中的表名称冲突。

如上面的语法所示，有五种形式的 CREATE TYPE。 它们分别创建组合类

型、枚举类型、范围类型、基础类型或者 shell 类型。下文将依次讨论前四

种形式。shell 类型仅仅是一种用于后面要定义的类型的占位符，通过发出

一个不带除类型名之外其他参数的 CREATE TYPE命令可以创建这种类型。

在创建范围类型和基础类型时，需要 shell 类型作为一种向前引用。

 复合类型

第一种形式的 CREATE TYPE创建一个复合类型。复合类型是通过一列

属性名和数据类型声明的。这样实际上和一个表的行类型一样，但是如

果只是想定义一个类型，那么使用 CREATE TYPE就可以避免直接创建

实际的表。一个独立的复合类型做一个函数的参数或者返回类型是非常

有用的。

为了能够创建组合类型，必须拥有在其所有属性类型上的 USAGE 特

权。

 枚举类型

第二种形式的 CREATE TYPE创建枚举类型。枚举类型需要由一个或者

更多带引号的标签构成的列表，每一个标签长度必须不超

过 NAMEDATALEN字节（在标准的 HighGo DB编译中是 64 字节）。

 范围类型

第三种形式的 CREATE TYPE创建范围类型。

范围类型的 subtype可以是任何带有一个相关的 B 树操作符类（用来

决定该范围类型值的顺序）的类型。通常，子类型的默认 B 树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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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被 用 来 决 定 顺 序 。 要 使 用 一 种 非 默 认 操 作 符 类 ， 可 以

用 subtype_opclass指定它 的名称。如果子类型是可排序的并且希望在

该范围的顺序中使用一种非默认的排序规则，可以用 collation选项来指

定。

可选的 canonical函数必须接受一个所定义的范围类型的参数，并且返

回同样类型的一个值。在适用时，它被用来把范围值转换成一种规范的

形式。创建一个 canonical函数有点棘手，因为必须在声明范围类型之

前定义它。要这样做，必须首先创建一种 shell 类型，它是一种没有属

性只有名称和拥有者的占位符类型。这可以通过发出不带额外参数的命

令 CREATE TYPE name来完成。然后可以使用该 shell 类型作为 参数

和结果来声明该函数，并且最终用同样的名称来声明范围类型。这会自

动用一种合法的范围类型替换 shell 类型项。

可选的 subtype_diff函数必须接受两个 subtype类型的值作为参数，并且

返回一个 double precision 值表示两个给定值之间的差别。虽然这是可

选的，但是提供这个函数会让该范围类型列上 GiST索引效率更高。

 基本类型

第四种形式的 CREATE TYPE创建一种新的基本类型（标量类型）。为

了创建一种新的基本类型，你必须是一个超级用户（做这种限制的原因

是一种错误的类型定义可能让服务器混淆甚至崩溃）。

参数可以以任意顺序出现（而不仅是按照上面所示的顺序）， 并且大

部分是可选的 。在定义类型前，必须注册两个或者更多函数（使用

CREATE FUNCTION）。支持函数 input_function 以及 output_function

是 必 需 的 ， 而 函 数 receive_function 、 send_function 、

type_modifier_input_function 、 type_modifier_output_function 和

analyze_function是可选的。通常来说这些函数必须是用 C 或者其他低

层语言编写的。

input_function将类型的外部文本表达转换成为该类型定义的操作符和

函数所使用的内部表达。output_function执行反向的转换。输入函数可

以被声明为采用 cstring 类型的参数，或者有三个类型分别为 cstring、

oid、integer 的参数。第一个参数是输入文本作为 C字符串，第二个参

数是该类型自身的 OID（对于数组类型则是其元素类型的 OID），第三

个参数是目标列的 typmod（如果知道，不知道则将传递-1）。输入函

数必须返回一个该数据类型本身的值。通常，一个输入函数应该被声明

为 STRICT。如果不是这样，在读到一个 NULL输入值时，调用它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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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参数会是 NULL。在这种情况下，该函数必须仍然返回 NULL，除

非它发生了错误（这种情况主要是想支持域输入函数，它们可能需要拒

绝 NULL 输入）。输出函数必须被声明为有一个新数据类型的参数。

输出函数必须返回类型 cstring。对于 NULL值不会调用输出函数。

可选的 receive_function会把类型的外部二进制表达转换成内部表达。如

果没有提供这个函数，该类型不能参与到二进制输入中。二进制表达转

换成内部形式代价更低，然而却更容易移植（例如，标准的整数数据类

型使用网络字节序作为外部二进制表达，而内部表达是机器本地的字节

序）。接收函数应该执行足够的检查以确保该值是有效的。接收函数可

以被声明为有一个 internal类型的参数，或者有三个类型分别为 internal、

oid、integer的参数。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指向 StringInfo缓冲区的指针，

其中保存着接收到的字节串。其余可选的参数和文本输入函数的相同。

接收函数必须返回一个该数据类型本身的值。通常，一个接收函数应该

被声明为 STRICT。如果不是这样，在读到一个 NULL 输入值时，调用

它时第一个参数会是 NULL。在这种情况下，该函数必须仍然返回

NULL，除非它发生了错误（这种情况主要是想支持域接收函数，它们

可能需要拒绝 NULL 输入）。类似地，可选的 send_function将内部表

达转换成外部二进制表达。如果没有提供这个函数，该类型将不能参与

到二进制输出中。发送函数必须被声明为有一个新数据类型的参数。发

送函数必须返回类型 bytea。对于 NULL 值不会调用发送函数。

到这里你应该在疑惑输入和输出函数是如何能被声明为具有新类型的

结果或参数的？因为必须在创建新类型之前创建这两个函数。这个问题

的答案是，新类型应该首先被定义为一种 shell type，它是一种占位符类

型，除了名称和拥有者之外它没有其他属性。这可以通过不带额外参数

的命令 CREATE TYPE name 做到。然后用 C写的 I/O 函数可以被定义

为引用这种 shell type。最后，用带有完整定义的 CREATE TYPE 把该

shell type 替换为一个完全的、合法的类型定义，之后新类型就可以正常

使用了。

如果该类型支持修饰符（附加在类型声明上的可选约束，例如 char(5)

或者 numeric(30,2)），则需要可选的 type_modifier_input_function以及

type_modifier_output_function。允许用户定义的类型有一个或者多个简

单常量或者标识符作为修饰符。不过，为了存储在系统目录中，该信息

必须能被打包到一个非负整数值中。所声明的修饰符会被以 cstring数

组的形式传递给 type_modifier_input_function。它必须检查该值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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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果值错误就抛出一个错误），如果值正确，要返回一个非负 integer

值 ， 它 将 被 存 储 在 “ typmod ” 列 中 。 如 果 类 型 没 有

type_modifier_input_function 则 类 型 修 饰 符 将 被 拒 绝 。

type_modifier_output_function把内部的整数 typmod 值转换回正确的形

式用于用户显示。它必须返回一个 cstring 值，该值就是追加到类型名

称后的字符串。例如 numeric 的函数可能会返回(30,2)。如果默认的显

示格式就是只把存储的 typmod 整数值放在圆括号内，则允许省略

type_modifier_output_function。

可选的 analyze_function为该数据类型的列执行与类型相关的统计信息

收集。默认情况下，如果该类型有一个默认的 B-tree 操作符类，

ANALYZE将尝试用类型的“equals”和“less-than”操作符来收集统计

信息。这种行为对于非标量类型并不合适，因此可以通过指定一个自定

义分析函数来覆盖这种行为。分析函数必须被声明为有一个类型为

internal的参数，并且返回一个 boolean结果。

虽然只有 I/O函数和其他为该类型创建的函数才知道新类型的内部表达

的细节。其中最重要的是 internallength。基本数据类型可以是定长的（这

种情况下 internallength是一个正整数）或者是变长的（把 internallength

设置为 VARIABLE，在内部通过把 typlen 设置为-1 表示）。所有变长

类型的内部表达都必须以一个 4字节整数开始，它给出了这个值的总长

度（长度域常常是被编码过的，直接接受它是不明智的）。

可选的标志 PASSEDBYVALUE表示这种数据类型的值需要被传值而不

是传引用。传值的类型必须是定长的，并且它们的内部表示不能超过

Datum类型（某些机器上是 4字节，某些机器上是 8字节）的尺寸。

alignment参数指定数据类型的存储对齐要求。允许的值等同于以 1、2、

4或 8字节边界对齐。注意变长类型的 alignment参数必须至少为 4，因

为它们需要包含一个 int4作为它们的第一个组成部分。

storage 参数允许为变长数据类型选择存储策略（对定长类型只允许

plain）。plain指定该类型的数据将总是被存储在线内并且不会被压缩。

extended 指定系统将首先尝试压缩一个长的数据值，并且将在数据仍然

太长的情况下把值移出主表行。external允许值被移出主表，但是系统

将不会尝试对它进行压缩。main 允许压缩，但是不鼓励把值移出主表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让行的大小变得合适，具有这种存储策略的数据项

仍将被移出主表，但比起 extended以及 external项来，这种存储策略的

数据项会被优先考虑保留在主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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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plain 之外所有的 storage 值都暗示该数据类型的函数能处理被

TOAST过的值。指定的值仅仅是决定一种可 TOAST数据类型的列的

默认 TOAST存储策略，用户可以使用 ALTER TABLE SET STORAGE

为列选取其他策略。

like_type参数提供了另一种方法来指定一种数据类型的基本表达属性：

从某种现有的类型中拷贝。internallength、 passedbyvalue、 alignment

和 storage的值会从指定的类型中复制而来（也可以通过在 LIKE子句

中指定这些属性的值来覆盖复制过来的值，不过通常并不这么做）。当

新类型的低层实现是以一种现有的类型为参考时，用这种方式指定表达

特别有用。

category和 preferred参数可以被用来帮助控制在混淆的情况下应用哪

一种隐式造型。每一种数据类型都属于一个用单个 ASCII字符命名的分

类，并且每一种类型可以是其所属分类中的“首选”。当有助于解决重

载函数或操作符时，解析器将优先转换到到首选类型（但是只能从同类

的其他类型转换）。对于没有隐式转换到任意其他类型或者从任意其他

类型转换的类型，让这些设置保持默认即可。不过，对于一组具有隐式

转换的相关类型，把它们都标记为属于同一个类别并且选择一种或两种

“最常用”的类型作为该类别的首选，通常是很有用的。在把一种用户

定义的类型增加到一个现有的内建类别（例如数字或者字符串类型）中

时，category参数特别有用。不过，也可以创建新的全部是用户定义类

型的类别。对这样的类别，可选择除大写字母之外的任何 ASCII 字符

来命名。

如果用户希望该数据类型的列被默认为某种非空值，可以指定一个默认

值。 默认值可以用 DEFAULT关键词指定（这样一个默认值可以被附

加到一个特定列的显式 DEFAULT子句覆盖）。

要指定一种类型是数组，用 ELEMENT关键词指定该数组元素 的类型。

例如，要定义一个 4字节整数的数组（int4），应指定 ELEMENT = int4。

要指定在这种类型数组的外部表达中分隔值的分隔符，可以把 delimiter

设置为一个特定字符。默认的分隔符是逗号（,）。注意分隔符是与数

组元素类型相关的，而不是数组类型本身相关。

如果可选的布尔参数 collatable为真，这种类型的列 定义和表达式可

能通过使用 COLLATE子句携带有排序规则信息。在该类型上操作的函

数的实现负责真正利用这些信息，仅把类型标记为可排序的并不会让它

们自动地去使用这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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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组类型

无论何时创建用户定义的类型，HighGo DB都会自动创建一个与之关联

的数组类型，其名称由该基本类型的名称前缀一个下划线组成，并且若

有必要，则会被截断，以使其短于 NAMEDATALEN个字节。（若如此

产生的名称与一个已存在的类型名冲突，那么将重复该过程，直到找到

不冲突的名称。）这个隐式地创建的数组类型是可变长度的，并使用内

置输入和输出函数 array_in 和 array_out。数组类型会追踪在其元素类

型的所有者或模式的任何改变，并且在元素类型被 删除时也被删除。

你很可能会问如果系统自动制作正确的数组类型，那为什么还要有个

ELEMENT 选项？使用 ELEMENT 唯一有用的情况是：当你在创建一

种定长类型，它正好在内部是一个多个相同东西的数组，并且除了计划

给该类型提供的整体操作之外，你想要允许用下标来直接访问这些东

西。例如，类型 point被表示 为两个浮点数，可以使用 point[0]以

及 point[1] 来访问它们。注意，这种功能只适用于内部形式正好是一个

相同定长域序列的定长类型。可用下标访问的变长类型必须具有

array_in以及 array_out使用的一般化的内部 表达。由于历史原因（即

很明显是错的，但现在改已经太晚了），定长数组类型的下标是从零开

始的，而不是像变长数组那样。

 参数

name

将要创建的类型名(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attribute_name

复合类型的一个属性(字段)的名称。

data_type

要成为一个复合类型的字段的现有数据类型的名称。

collation

要关联到组合类型的一列或者范围类型的现有排序规则的名称。

label

一个字符串常量代表一个与枚举类型的值相关的文本标签。

subtype

范围类型的元素类型的名称，范围类型表示的范围属于该类型。

subtype_operator_class

用于 subtype的 B树操作符类的名称。

canonical_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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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类型的规范化函数的名称。

subtype_diff_function

用于 subtype的差函数的名称。

input_function

将数据从类型的外部文本形式转换为内部形式的函数名。

output_function

将数据从类型的内部形式转换为外部文本形式的函数名。

receive_function

将数据从类型的外部二进制形式转换成内部形式的函数名。

send_function

把数据从类型的内部形式转换成外部二进制形式的函数名称。

type_modifier_input_function

一个将一个数组的修饰符(s)类型转换为内部形式的函数的名称。

type_modifier_output_function

将类型的修饰符(s)的内部形式转换为外部文本形式的函数的名称。

analyze_function

为该数据类型执行统计分析的函数名。

internallength

一个数值常量，说明新类型的内部表现形式的长度。缺省假定它是变长

的。

alignment

该数据类型的存储对齐要求。如果声明了，必须是 char，int2，int4(缺

省)，double之一。

storage

该数据类型的存储策略。如果声明了，必须是 plain(缺省)，external，

extended，main之一。

like_type

新类型将用与原有数据类型名称相同的表示法。internallength，

passedbyvalue，alignment 和 storage 的值会从哪种类型中复制出来，

除非通过 CREATE TYPE命令用明显的声明重写。

category

这个类型的分类码（一个独立的 ASCII字符）。对于“用户定义类型”

默认是‘U’。其他标准类别代码可以在 typecategory 编码中找到。为

了创建自定义类别您也可能要选择其他的 ASCII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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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red

若在其类型类别中该类型是优先类别，则为真，否则为假。默认是假。

在已有类型类别中要特别小心创建一个新的优先类型，因为这能引起性

能上的惊人变化。

default

该类型的缺省值。若省略则为 NULL。

element

被创建的类型是数组；这个声明数组元素的类型。

delimiter

数组元素之间分隔符。

collatable

如果这个类型的操作可以使用排序规则信息，则为真。默认为假。

 注意

因为一旦类型被创建之后对它的使用就没有限制，所以创建一个基本类型就

等价于授予所有用户执行类型定义中指定的各个函数的权限。这对于大多数

类型定义中指定的函数来说不会造成什么不良问题。但是如果你设计的新类

型在内部形式和外部形式之间转换的时候使用“敏感信息”，那么你仍然要

再三考虑、多加小心。

避免使用以下划线开头的类型和表名是明智的。尽管服务器将改变生成的元

组类型名称以避免与用户给定名称产生冲突，但仍然有混乱的风险，特别是

与假定以下划线开始的类型名总表示数组的老客户端软件。

 例子

这个例子创建一个复合类型并且在一个函数定义中使用它：

CREATE TYPE compfoo AS (f1 int, f2 text);

CREATE FUNCTION getfoo() RETURNS SETOF compfoo AS $$

SELECT fooid, fooname FROM foo

$$ LANGUAGE SQL;

该示例创建了一个枚举类型并将其用于表定义：

CREATE TYPE bug_status AS ENUM ('new', 'open', 'closed');

CREATE TABLE bug (

id serial,

description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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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bug_status

);

这个例子创建了一个范围类型：

CREATE TYPE float8_range AS RANGE (subtype = float8, subtype_diff =

float8mi);

这个命令创建 box数据类型，并且将这种类型用于一个表定义：

CREATE TYPE box;

CREATE FUNCTION my_box_in_function(cstring) RETURNS box

AS ... ;

CREATE FUNCTION my_box_out_function(box) RETURNS cstring

AS ... ;

CREATE TYPE box (

INTERNALLENGTH = 16,

INPUT = my_box_in_function,

OUTPUT = my_box_out_function

);

CREATE TABLE myboxes (

id integer,

description box

);

如果 box的内部结构是一个四个 float4的数组，可以使用：

CREATE TYPE box (

INTERNALLENGTH = 16,

INPUT = my_box_in_function,

OUTPUT = my_box_out_function,

ELEMENT = float4

);

来允许一个 box的数值成分成员可以用下标访问。否则该类型和前面的行为

一样。

这条命令创建一个大对象类型并将其用于一个表定义：

CREATE TYPE bigob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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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 lo_filein, OUTPUT = lo_fileout,

INTERNALLENGTH = VARIABLE

);

CREATE TABLE big_objs (

id integer,

obj bigobj

);

 兼容性

在 SQL里有一个 CREATE TYPE语句，但是细节和 HighGo DB有比较大区

别。

 又见

CREATE FUNCTION, DROP TYPE, ALTER TYPE, CREATE DOMAIN

4.83 CREATE USER
 语法

CREATE USER name [ [ WITH ] option [ ... ] ]

这里 option可以是：

SUPERUSER | NOSUPERUSER

| CREATEDB | NOCREATEDB

| CREATEROLE | NOCREATEROLE

| INHERIT | NOINHERIT

| LOGIN | NOLOGIN

| REPLICATION | NOREPLICATION

| BYPASSRLS | NOBYPASSRLS

|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 [ ENCRYPTED ] PASSWORD 'password'

| VALID UNTIL 'timestamp'

| IN ROLE role_name [, ...]

| IN GROUP role_name [, ...]

| ROLE role_name [, ...]

| ADMIN role_name [, ...]

| USER role_name [, ...]

| SYSID uid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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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USER 现在是 CREATE ROLE 的别名，唯一的区别是 CREATE

USER命令缺省假设有 LOGIN，而 CREATE ROLE缺省是 NOLOGIN。

 兼容性

SQL标准把用户的定义交给了实现来完成。

 又见

CREATE ROLE

4.84 CREATE USER MAPPING
 语法

CREATE USER MAPPING [IF NOT EXISTS] FOR { user_name | USER |

CURRENT_USER |

PUBLIC }

SERVER server_name

[ OPTIONS ( option 'value' [ , ... ] ) ]

 描述

CREATE USER MAPPING 定义一个外服务器的用户映射。一个用户映射通

常封装外数据封装与外服务器封装的信息一起使用来访问外部数据资源的

连接信息。

外部服务器的所有者可以为任意用户创建服务器的用户映射。另外，若服务

器上的 USAGE权限已被授予该用户，用户可以为其自身用户名创建一个用

户映射。

 参数

user_name

映射外服务器的已有用户的名称。CURRENT_USER 和 USER 匹配当

前用户的名称。当声明 PUBLIC，一个所谓的公共映射就创建了，当没

有特定用户的映射适用就会使用该映射。

server_name

将为其创建用户映射的现有服务器的名称。

OPTIONS ( option 'value' [, ... ] )

该子句声明用户映射的选项。该选项通常定义映射的实际的用户名和密

码。选项名称必须是唯一的。允许的选项名和值针对服务器的外数据封

装器。

 示例

为用户 bob（服务器 foo）创建一个用户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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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USER MAPPING FOR bob SERVER foo OPTIONS (user 'bob',

password 'secret');

 兼容性

CREATE USER MAPPING遵循 ISO/IEC 9075-9 (SQL/MED)。

 又见

ALTER USER MAPPING, DROP USER MAPPING, CREATE FOREIGN

DATAWRAPPER, CREATE SERVER

4.85 CREATE VIEW
 语法

CREATE [ OR REPLACE ] [ TEMP | TEMPORARY ] [ RECURSIVE ]VIEW

name [ ( column_name [, ...] ) ]

[ WITH ( view_option_name [= view_option_value] [, ... ] ) ]

AS query

[ WITH [ CASCADED | LOCAL ] CHECK OPTION ]

 描述

CREATE VIEW定义一个查询的视图。这个视图不是物理上实际存在的，并

且在该视图每次被引用的时候都会运行一次 query。

CREATE OR REPLACE VIEW 与之相似，但是如果已经存在一个同名视图，

该视图会被替换。新查询必须产生和现有试图查询相同的列（也就是相同的

列序、相同的列名、相同的数据类型），但是它可以在列表的末尾加上额外

的列。产生输出列的计算可以完全不同。

如果给定了一个模式名（例如 CREATE VIEW myschema.myview ...），那么

该视图会被创建在指定的模式中。否则，它会被创建在当前模式中。临时视

图存在于一个特殊模式中，因此创建临时视图时不能给定一个模式名。视图

的名称不能与同一模式中任何其他视图、表、序列、索引或外部表同名。

 参数

TEMPORARY 或 TEMP

如果声明了这个子句，那么视图就以临时视图的方式创建。临时视图在

当前会话结束的时候将被自动删除。当前会话中，在临时视图存在的期

间，将无法看到现有的同名关系，除非用模式修饰的名称引用它们。

如果视图引用的任何基础表是临时的，那么视图将被创建为临时的(不

管是否声明了 TEMPORARY)。

RECUR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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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递归视图。语法

CREATE RECURSIVE VIEW name (columns) AS SELECT ...;

等效于

CREATE VIEW name AS WITH RECURSIVE name (columns) AS

(SELECT ...) SELECT columns FROM name;

对于一个递归视图必须指定一个视图列列表。

name

所要创建的视图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olumn_name

一个可选的名称列表，用作视图的字段名。如果没有给出，字段名取自

查询。

WITH ( view_option_name [= view_option_value] [, ... ] )

这个子句为视图指定一些可选的参数，支持下列参数：

check_option (string)

这个参数可以是 local 或者 cascaded，并且它等效于指定 WITH

[ CASCADED | LOCAL ] CHECK OPTION（见下文）。可以使用 ALTER VIEW

在一个现有视图上修改这个选项。

security_barrier (string)
如果希望视图提供行级安全性，应该使用这个参数。

query

一个将为视图提供行和列的 SELECT或 VALUES 语句。

WITH [ CASCADED | LOCAL ] CHECK OPTION

这个选项控制自动可更新视图的行为。这个选项被指定时，将检查该视

图上的 INSERT 和 UPDATE 命令以确保新行满足 视图的定义条件（也就

是，将检查新行来确保通过视图能看到它们）。如果新行不满足条件，

更新将被拒绝。如果没有指定CHECK OPTION，会允许该视图上的INSERT

和 UPDATE 命令创建通过该视图不可见的行。支持下列检查选项：

LOCAL

只根据直接定义在该视图本身的条件检查新行。任何定义在底层基视图

上的条件都不会被检查（除非它们也指定了 CHECK OPTION）。

CASCADED

会根据该视图和所有底层基视图上的条件检查新行。如果 CHECK OPTION

被指定，并且没有指定 LOCAL 和 CASCADED，则会假定为 CASCADED。

CHECK OPTION不应该和 RECURSIVE视图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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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只有在自动可更新的、没有 INSTEAD OF 触发器或者 INSTEAD 规

则的视图上才支持 CHECK OPTION。如果一个自动可更新的视图被定义

在一个具有 INSTEAD OF 触发器的基视图之上，那么 LOCAL CHECK OPTION

可以被用来检查该自动可更新的视图之上的条件，但具有INSTEAD OF 触

发器的基视图上的条件不会被检查（一个级联检查选项将不会级联到一

个触发器可更新的视图，并且任何直接定义在一个触发器可更新视图上

的检查选项将被忽略）。如果该视图或者任何基础关系具有导致 INSERT

或 UPDATE 命令被重写的 INSTEAD 规则，那么在被重写的查询中将忽略

所有检查选项，包括任何来自于定义在带有 INSTEAD 规则的关系之上的

自动可更新视图的检查。

 注解

使用 DROPVIEW语句删除视图。

要小心视图列的名称和类型将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指定。比如，

CREATE VIEW vista AS SELECT 'Hello World';

从两个方面来说是一种不好的形式：列名默认为?column?，并且列数据类型

默认为 unknown。如果你在视图结果中想要的是一个 字符串，使用下面的

形式：

CREATE VIEW vista AS SELECT text 'Hello World' AS hello;

对视图引用的表的访问的权限由视图的所有者决定。在一些情况下，这可以

用于为基础表提供安全但受限制的访问。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视图是防止篡

改的。在视图里调用的函数当作他们直接从使用视图的查询里调用看待。因

此，视图的用户必须有使用视图调用的所有函数的权限。

当 CREATE OR REPLACE VIEW 用于现有视图，只有视图的定义 SELECT

规则更改。其他视图属性，包括所属关系、许可权限和 non-SELECT规则，

保持不变。你必须拥有视图来替换它（这包括成为所属关系的一员）。

 可更新视图

简单视图是自动可更新的：系统将允许在这类视图上以在常规表上相同的方

式使用 INSERT、UPDATE以及 DELETE语句。如果一个视图满足以下条件，

它就是自动可更新的：

在该视图的 FROM列表中刚好只有一项，并且它必须是一个表或者另一

个可更新视图。

视图定义的顶层不能包含 WITH、 DISTINCT、 GROUP BY、

HAVING、 LIMIT或者 OFFSET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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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定义的顶层不能包含集合操作（UNION、 INTERSECT 或者

EXCEPT）。

视图的选择列表不能包含任何聚集、窗口函数或者集合返回函数。

一个自动可更新的视图可以混合可更新列以及不可更新列。如果一个列是对

底层基本关系中一个可更新列的简单引用，则它是可更新的。否则该列是只

读的，并且在一个 INSERT或者 UPDATE 语句尝试对它赋值时会报出一个

错误。

如果视图是自动可更新的，系统将把视图上的任何 INSERT、UPDATE或者

DELETE语句转换成在底层基本关系上的对应语句。

如果一个自动可更新视图包含一个WHERE条件，该条件会限制基本关系的

哪些行可以被该视图上的 UPDATE以及 DELETE语句修改。不过，一个允

许被 UPDATE修改的行可能让该行不再满足WHERE条件，并且因此也不

再能从视图中可见。类似地，一个 INSERT命令可能插入不满足WHERE条

件的基本关系行，并且因此从视图中也看不到这些行。CHECK OPTION可

以被用来阻止 INSERT和 UPDATE命令创建这类从视图中无法看到的行。

如果一个自动可更新视图被标记了 security_barrier属性，那么所有该属性的

WHERE条件（以及任何使用标记为 LEAKPROOF 的操作符的条件）将在

该视图使用者的任何条件之前计算。注意正因为这样，不会被最终返回的行

（因为它们不会通过用户的WHERE条件）可能仍会结束被锁定的状态。可

以用 EXPLAIN 来查看哪些条件被应用在关系层面（并且因此不锁定行）以

及哪些不会被应用在关系层面。

一个更加复杂的不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的视图默认是只读的：系统将不允许在

该视图上的插入、更新或者删除。可以通过在该视图上创建一个 INSTEAD

OF触发器来获得可更新视图的效果，该触发器必须 把该视图上的尝试的插

入等转换成其他表上相应的操作。另一种可能性是创建规则，不过实际中触

发器更容易理解和正确使用。

注意在视图上执行插入、更新或删除的用户必须具有该视图上相应的插入、

更新或删除特权。此外，视图的拥有者必须拥有底层基本关系上的相关特权，

但是执行更新的用户并不需要底层基本关系上的任何权限。

 例子

创建一个由所有喜剧电影组成的视图：

CREATE VIEW comedies AS

SELECT *

FROM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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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kind = 'Comedy';

创建的视图包含创建时 film 表中的列。尽管* 被用来创建该视图，后来被

加入到该表中的列不会成为该视图的组成部分。

创建带有 LOCAL CHECK OPTION的视图：

CREATE VIEW universal_comedies AS

SELECT *

FROM comedies

WHERE classification = 'U'

WITH LOCAL CHECK OPTION;

这将创建一个基于 comedies 视图的视图，只显示 kind = 'Comedy'和

classification = 'U'的电影。如果新行没有 classification = 'U'，在该视图中的任

何 INSERT或 UPDATE尝试将被拒绝，但是电影的 kind将不会被检查。

用 CASCADED CHECK OPTION创建一个视图：

CREATE VIEW pg_comedies AS

SELECT *

FROM comedies

WHERE classification = 'PG'

WITH CASCADED CHECK OPTION;

这将创建一个检查新行的 kind和 classification的视图。

创建一个由可更新列和不可更新列混合而成的视图：

CREATE VIEW comedies AS

SELECT f.*,

country_code_to_name(f.country_code) AS country,

(SELECT avg(r.rating)

FROM user_ratings r

WHERE r.film_id = f.id) AS avg_rating

FROM films f

WHERE f.kind = 'Comedy';

这个视图将支持 INSERT、UPDATE 以及 DELETE。所有来自于 films表的

列都将是可更新的，而计算列 country和 avg_rating将是只读的。

创建一个由数字 1 到 100 组成的递归视图：

CREATE RECURSIVE VIEW public.nums_1_100 (n) AS

VALUES (1)

UNION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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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n+1 FROM nums_1_100 WHERE n < 100;

请注意，尽管递归视图的名称在此 CREATE 中具有模式限定，但

其内部自引用不是模式限定的。这是因为隐式创建的 CTE名称不能被

模式限定。

 又见

ALTER VIEW, DROPVIEW

4.86 CREATE STATISTICS
CREATE STATISTICS — 定义扩展统计

大纲

CREATE STATISTICS [ IF NOT EXISTS ] statistics_name

[ ( statistics_kind [, ... ] ) ]

ON column_name, column_name [, ...]

FROM table_name

描述

CREATE STATISTICS 将创建一个新的扩展统计对象， 追踪指定表、

外部表或物化视图的数据。该统计对象将在当前数据库中创建， 被发出该命令

的 用 户 所 有 。 如 果 给 定 了 模 式 名 （ 比 如 ， CREATE STATISTICS

myschema.mystat ...）， 那么在给定的模式中创建统计对象。否则在当前模式中

创建。 统计对象的名称必须与相同模式中的任何其他统计对象不同。

参数

IF NOT EXISTS

如果具有相同名称的统计对象已经存在，不会抛出一个错误，只会发出

一个提示。 请注意，这里只考虑统计对象的名称，不考虑其定义细节。

statistics_name

要创建的统计对象的名称（可以有模式限定）。

statistics_kind

在此统计对象中计算的统计种类。目前支持的种类是启用 n-distinct统

计的 ndistinct，以及启用功能依赖性统计的 dependencies。 如果省略该子句，则

统计对象中将包含所有支持的统计类型。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2.2 节和

第 68.2 节。

column_name

被计算的统计信息包含的表格列的名称。至少必须给出两个列名。

tabl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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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计算统计信息的列的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注意

你必须是表的所有者才能创建读取它的统计对象。不过，一旦创建，统

计对象的所有权与基础表无关。

示例

用两个功能相关的列创建表 t1， 即第一列中的值的信息足以确定另一列中

的值。然后， 在这些列上构建函数依赖关系统计信息：

CREATE TABLE t1 (a int,b int);

INSERT INTO t1 SELECT i/100, i/500 FROM

generate_series(1,1000000) s(i);

ANALYZE t1;

-- 匹配行的数量将被大大低估：

EXPLAIN ANALYZE SELECT * FROM t1 WHERE (a = 1) AND (b = 0);

CREATE STATISTICS s1 (dependencies) ON a, b FROM t1;

ANALYZE t1;

-- 现在行计数估计会更准确：

EXPLAIN ANALYZE SELECT * FROM t1 WHERE (a = 1) AND (b = 0);

如果没有函数依赖性统计，规划器会认为两个WHERE条件是独立的，

并且会将它们的选择性乘以一起，以致得到太小的行数估计。 通过这样的统计，

规划器认识到WHERE条件是多余的，并且不会低估行数。

通过\d 命令可以查询该对象是否有创建 statistic 对象；查询已经创建的

statistoc 可以通过系统表 pg_statistic_ext查询如下图：

postgres=> SELECT * FROM pg_statistic_ext ;

-[ RECORD 1 ]---+-----------------------------------------

stxrelid | 16575

stxname | stat1_stat1

stxnamespace | 2200

stxowner | 16454

stxkeys | 1 2

stxkind | {d,f}

stxndistinct | {"1, 2": 19982}

stxdependencies | {"1 => 2": 1.000000, "2 => 1": 0.170467}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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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标准中没有 CREATE STATISTICS命令。

又见

ALTER STATISTICS, DROP STATISTICS

4.87 DEALLOCATE
 语法

DEALLOCATE [ PREPARE ] { name | ALL }

 描述

DEALLOCATE被用来释放一个之前准备好的 SQL语句。如果不显式地释

放一个预备语句，会话结束时会释放它。

要获取更多关于预备语句的信息，请参阅 PREPARE。

 参数

PREPARE

这个关键字总被忽略。

name

要释放的预备语句的名称。

ALL

释放所有准备好的语句。

 兼容性

SQL 包括一个 DEALLOCATE语句，但它只是用于嵌入式 SQL。

 又见

EXECUTE, PREPARE

4.88 DECLARE
 语法

DECLARE name [ BINARY ] [ INSENSITIVE ] [ [ NO ] SCROLL ]

CURSOR [ { WITH | WITHOUT } HOLD ] FOR query

 描述

DECLARE允许用户创建游标，游标可以被用来在大型查询中一次检索少量

的行。游标创建以后，通过使用 FETCH可以将行抓取出来。

注意

这个页面在 SQL 命令水平描述了游标的使用方法。如果你视图使用

PL/pgSQL 函数中的游标，规则就会不一样。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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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将要创建的游标名。

BINARY

令游标以二进制而不是文本格式返回数据。

INSENSITIVE

表明从游标检索出来的数据不应该被其它进程或游标的更新动作影响。

在 HighGo DB里，所有游标都是不敏感的，这个关键字没有什么作用，

提供它只是为了和 SQL 标准兼容。

SCROLL

NO SCROLL

SCROLL 声明该游标可以用于以倒序的方式检索数据行 (也就是反向

检索)。根据查询的执行计划的不同，声明 SCROLL 可能会对查询的执

行时间有不良影响。NO SCROLL声明该游标不能用于以倒序的方式检

索数据行。缺省仅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倒序检索，这不同于指定

SCROLL。参见注意获取细节。

WITH HOLD

WITHOUT HOLD

WITH HOLD(缺省)声明该游标可以在创建它的事务成功提交后继续使

用。WITHOUT HOLD 声明该游标不能在创建它的事务提交后使用。若

WITHOUT HOLD 和 WITH HOLD 都未声明，则默认为 WITHOUT

HOLD。

query

一个 SELECT或者 VALUES命令会提供游标返回的行。

关键字 BINARY，INSENSITIVE，SCROLL可以以任何顺序出现。

 注意

正常的游标以文本格式返回数据，与 SELECT 产生的一样。BINARY选项

声明游标会返回二进制格式的数据。这减少了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转换工

作，但代价却是产生更多的处理基于平台的二进制数据格式的程序工作。例

如：如果一个查询返回一个来自整型列的一个数值，你会得到一个带有默认

游标的 1的字符串，而通过一个二进制游标您会得到一个包含值的内部表达

的 4字节字段（按大字节顺序）。

二进制游标应当谨慎使用。包括 psql 在内的许多应用，不准备处理二进制

游标并且希望数据以文本形式返回。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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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户端应用使用“扩展查询”协议来发布 FETCH命令，Bind协议

信息声明是以文本形式还是以二进制形式恢复数据。该选项重写游标定义

的方式。因此，这样一个二进制光标的使用扩展查询协议时是过时的—任

何光标可以看作是文本或二进制。

除非声明WITH HOLD，否则由该命令创建的游标只能在当前事务内使用。

因此，不带有WITH HOLD 的 DECLARE 在事物块之外是无效的：游标只

能持续到语句完成。所以，若这样一个命令在一个事务块之外使用时，

HighGo DB会报告一个错误。使用 BEGIN 和 COMMIT (或者 ROLLBACK)

来定义一个事务块。

如果声明了WITH HOLD 并且创建该游标的事务成功提交，那么游标还可

以在同一会话随后的事务里访问。但如果创建它的事务回滚，那么游标被删

除。带WITH HOLD 创建的游标是用一个明确的 CLOSE命令或者是会话终

止来关闭的。在目前的实现里，由一个游标代表的行是被拷贝到一个临时文

件或者内存区里的，这样他们就仍然可以在随后的事务中被访问。

当查询包括 FOR UPDATE或者 FOR SHARE，WITH HOLD不会被声明。

在定义一个要用来反向抓取的游标的时候，应该声明 SCROLL 选项，这是

SQL 标准要求的。不过，为了和早期的版本兼容，只要游标的查询计划简

单得不需要额外的开销，HighGo DB在没有声明 SCROLL 的时候也允许反

向抓取。不过，建议应用开发人员不要依赖于使用没有使用 SCROLL 定义

的游标的反向查找功能。如果声明了 NO SCROLL，那么不管怎样都会禁止

反向抓取的功能。

当查询包括 FOR UPDATE或者 FOR SHARE时，向后读取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会声明 SCROLL。

警告

如果可滚动和 WITH HOLD 游标调用了任何不稳定的函数，它们可能给出

预期之外的结果。当重新取得一个之前取得过的行时，那些函数会被重

新执行，这可能导致得到与第一次不同的结果。对这类情况的一种变通

方法是，声明游标为 WITH HOLD 并且在从其中读取任何行之前提交事务。

这将强制该游标的整个输出被物化在临时存储中，这样针对每一行只会

执行一次不稳定函数。

若游标的查询包括 FOR UPDATE或者 FOR SHARE，那么返回的行会在他

们首次被抓取时锁定，与带有这些选项的定期 SELECT 命令相同的方式。

另外，返回的行将是最新的版本；因此，这些选项提供 SQL 标准中称作

“sensitive cursor”的等价物。（声明带有 FOR UPDATE或者 FOR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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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NSENSITIVE是错误的。）

警告

若游标旨在与 UPDATE ... WHERE CURRENT OF 或者 DELETE ...

WHERE CURRENT OF 一起使用，那么通常建议使用 FOR UPDATE。使

用 FOR UPDATE阻止其他会话在其被抓取和更新之间的时间里改变行。没

有 FOR UPDATE，如果行在游标创建之后被改变，一个WHERE CURRENT

OF子句命令将会没有效果。

使用 FOR UPDATE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它，若游标查询不满足 SQL

标准对“simply updatable”的规则，一个随后的WHERE CURRENT OF 可

能会失败（尤其是游标必须仅参考一个表并且不使用分组或者 ORDER

BY）。不是简单可更新的游标可能会工作或者不会工作，这由计划选择的

详细情况决定；所以在最坏的情况下，一个应用程序可能测试时工作然后

在生产中失败。

不使用带有WHERE CURRENT OF的 FOR UPDATE的主要原因是：

如果您需要可卷动的游标，或者对后续更新不敏感（即继续显示旧数据）。

若这是一个要求，密切关注以上显示的警告。

SQL 标准中的游标只能在嵌入 SQL(ESQL)的应用中使用。HighGo DB服务

器没有一个明确的 OPEN语句；一个游标被认为在定义时就已经打开了。不

过，HighGo DB嵌入的 SQL 预编译器(ECPG)支持 SQL 标准的习惯，包括

那些和 DECLARE和 OPEN相关的语句。

可以通过查询 pg_cursors系统视图看到所有可用游标。

 示例

定义一个游标：

DECLARE liahona CURSOR FOR SELECT * FROM films;

参阅 FETCH获取有关游标使用的更多例子。

 兼容性

SQL标准认为游标是否对默认的底层数据的并发更新敏感是依赖实现决定

的。在 HighGo DB 中，游标是默认不敏感的，并且可以通过声明 FOR

UPDATE来使其敏感。其他产品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工作。

SQL 标准只允许在嵌入的 SQL中和模块中使用游标。HighGo DB允许交互

地使用游标。

二进制游标是 HighGo DB扩展。

 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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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FETCH, MOVE

4.89 DELETE
 语法

[ WITH [ RECURSIVE ] with_query [,…]]

DELETE FROM [ ONLY ] table _name [ * ][ [ AS ] alias ]

[ USING using_list ]

[ WHERE condition | WHERE CURRENT OF cursor_name ]

[ RETURNING * | output_expression [ [ AS ] output_name ] [, ...] ]

 描述

DELETE 从指定的表里删除满足WHERE 子句的行。如果 WHERE 子句不

存在，将删除表中所有行。结果是一个有效的空表。

提示

TRUNCATE提供一个更快的从表中删除所有行的机制。

有两种方式可以使用数据库中其他表中包含的信息来删除一个表的行：使用

子选择或者在 USING子句中指定额外的表。哪种技术更合适取决于特定的

环境。

可选的 RETURNING子句将使得 DELETE 计算并返回实际被删除了的行。

任何使用表字段的表达式和/或 USING中提到的其他表的字段，都可以用于

计算。RETURNING列表的语法和 SELECT输出列表的语法相同。

要对表进行删除，你必须对它有 DELETE权限，同样也必须有 USING子句

的表以及 condition 上读取的表的 SELECT权限。

 参数

with_query

WITH 子句允许你指定一个或者多个子查询，在 DELETE 查询中可以用子

查询的名称来引用它们。

table_name

要从其中删除行的表名（可以是模式限定的）。如果在表名前指定 ONLY，

只会从提到的表中删除匹配的行。如果没有指定 ONLY，还会删除该表

的任何继承表中的匹配行。可选地， 可以在表名后面指定*来显式指定

要包括继承表。

alias

目标表的别名。如果提供了别名，那么它将完全掩盖实际的表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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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 DELETE FROM foo AS f之后，DELETE语句的剩余部分必须使用

f而不是 foo来引用该表。

using_list

表表达式列表，允许来自其他表的列出现在WHERE条件中。这与可以

在 SELECT命令的 FROM子句中指定的表列表相似。例如，可以为该

表的名称声明一个别名。不要在 using_list 里重复目标表，除非你希

望产生一个自连接。

condition

返回一个 boolean类型值的表达式。仅仅对于表达式返回 true的行进行

删除。

cursor_name

在WHERE CURRENT OF环境下使用的游标的名称。要删除的行是一

个最近从这个游标获取的。游标必须是 DELETE 目标表上的一个非分

组查询。请注意：WHERE CURRENT OF 不能与一个布尔类型一同声

明。请参阅 DECLARE获取更多关于使用带WHERE CURRENT OF的

游标的更多详细信息。

output_expression

在每行删除后，通过 DELETE 命令来计算和返回的表达式。表达式可

以使用 table 的任意列名或者 USING 中列出的任意表。写*来返回所

有列。

output_name

用于返回列的一个名称。

 输出

成功时，DELETE 命令返回形如

DELETE count

count 是被删除的行数。如果为 0 则表示没有行匹配 condition，这个不

认为是错误。

如果 DELETE 命令包含一个 RETURNING 子句，那么其结果非常类似于

SELECT 语句基于 RETURNING 子句中包含的字段和值列表的结果，只是

基于被删除的行进行计算而已。

 注解

HighGo DB允许你在WHERE条件里引用其它表的字段，方法是在 USING

子句里声明其它表。比如，要删除给出制片商制作的所有电影，可以这样做：

DELETE FROM films USING produ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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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producer_id = producers.id AND producers.name = 'foo';

这里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在 films和 producers之间的一个连接，然后所有成功

连接的 films行都标记为删除。这个语法不是标准的，更标准的语法是这么

做：

DELETE FROM films

WHERE producer_id IN (SELECT id FROM producers WHERE name =

'foo');

在一些情况下，连接形式比子查询形式更容易书写或者执行更快。

 示例

删除所有电影(films)但不删除音乐(musicals)：

DELETE FROM films WHERE kind <> 'Musical';

清空 films表：

DELETE FROM films;

删除 tasks中已完成的行，并返回所有被删除的行：

DELETE FROM tasks WHERE status = 'DONE' RETURNING *;

删除 tasks中指针 c_tasks目前定位的行：

DELETE FROM tasks WHERE CURRENT OF c_tasks;

 兼容性

这条命令遵循 SQL 标准。除了 USING 和 RETURNING 子句是 HighGo DB

扩展。

4.90 DISCARD
 语法

DISCARD { ALL | PLANS | SEQUENCES | TEMPORARY | TEMP }

 描述

DISCARD释放与一个数据库会话相关的内部资源。这个命令有助于部分或

者完全重置该会话的状态。有几个子命令来释放不同类型的资源。DISCARD

ALL变体把所有其他形式都包含在内，并且还会重置额外的状态。

 参数

PLANS

释放所有缓存的查询计划。强制在下一次使用相关预备语句时重新做计

划。

SEQUENCES

丢弃所有已缓存的序列相关的状态，包括 currval()/lastval()信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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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任何还未被 nextval()返回的预分配的序列值；

TEMPORARY或者 TEMP

删除当前会话中创建的所有临时表。

ALL

释放所有与当前会话相关的临时资源并重置到其初始状态。当前，这与

执行以下语句序列有相同的效果:

SET SESSIONAUTHORIZATION DEFAULT;

RESETALL;

DEALLOCATEALL;

CLOSE ALL;

UNLISTEN *;

SELECT pg_advisory_unlock_all();

DISCARD PLANS;

DISCARD SEQUENCES;

DISCARD TEMP;

 注意

DISCARDALL不能在一个事务块里面执行。

4.91 DO
 语法

DO [ LANGUAGE lang_name ] code

 描述

DO执行一个匿名代码块，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个程序语言的瞬态匿名函数。

代码块被视为不带参数的函数体，返回 void。解析并执行一个单独的时间。

可以在代码块之前或者之后写可选的 LANGUAGE子句。

 参数

code

要被执行的过程语言代码。就像在 CREATE FUNCTION 中一样，必须

把它指定为一个字符串。推荐使用一个美元引用的文本。

lang_name

写代码使用的程序语言的名称。若省略，默认为 plpgsql。

 注意

要被使用的程序语言必须是已经通过 CREATE LANGUAGE 被安装到当前

数据库中。plpgsql是默认安装的，而其他语言并不是。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828

用户必须对程序语言有 USAGE权限，或者若语言是不可信的就必须是超级

用户。这与用该语言创建函数的权限要求相同。

 示例

将 public 模式下的所有视图的所有权限授予 webuser 角色：

DO $$DECLARE r record;

BEGIN

FOR r IN SELECT table_schema, table_name 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WHERE table_type = 'VIEW' AND table_schema = 'public'

LOOP

EXECUTE 'GRANT ALL ON ' || quote_ident(r.table_schema) || '.'

|| quote_ident(r.table_name) || ' TO webuser';

END LOOP;

END$$;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DO语句。

 又见

CREATE LANGUAGE

4.92 DROPAGGREGATE
 语法

DROP AGGREGATE [ IF EXISTS ] name ( aggregate_signature )

[ CASCADE | RESTRICT ]

这里 aggregate_signature是：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ORDER BY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描述

DROPAGGREGATE删除一个现存的聚合函数。执行这条命令的用户必须是

该聚集函数的所有者。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聚合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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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现存的聚合函数名(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argmode

一个参数的模式：IN 或 VARIADIC。 如果被忽略，默认值是 IN。

argname

一个参数的名称。注意 DROP AGGREGATE 并不真正关心参数名称，因为

决定聚合函数的身份时只需要参数数据类型。

argtype

该聚合函数所操作的一个输入数据类型。要引用一个零参数的聚合函

数，写 *来替代参数说明列表。要引用一个有序集聚合函数，在直接和

聚合参数说明之间写上 ORDER BY。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于这个聚合函数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依赖对象，则拒绝删除这个聚合函数。这是缺省。

 注解

ALTER AGGREGATE下描述了另一种引用有序集聚合的语法。

 示例

将 integer类型的聚合函数 myavg删除:

DROPAGGREGATE myavg(integer);

要移除假想集合函数 myrank，该函数接收一个排序列的任意列表和直接参

数的一个匹配的列表：

DROP AGGREGATE myrank(VARIADIC "any" ORDER BY VARIADIC

"any");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DROPAGGREGATE语句。

 又见

ALTERAGGREGATE, CREATEAGGREGATE

4.93 DROP CAST
 语法

DROP CAST [ IF EXISTS ] (source_type AS target_type) [ CASCADE |

RESTRICT ]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830

 描述

DROP CAST删除一个先前定义过的类型转换。

要能删除一个类型转换，你必须拥有源或者目的数据类型。这也是创建一个

类型转换所要求的权限。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转换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source_type

类型转换里的源数据类型。

target_type

类型转换里的目标数据类型。

CASCADE

RESTRICT

这些关键字没有任何效果，因为在类型转换上没有依赖关系。

 例子

删除从 text到 int的转换：

DROP CAST (text AS int);

 兼容性

DROP CAST遵循 SQL标准。

 又见

CREATE CAST

4.94 DROP COLLATION
 语法

DROP COLLATION [ IF EXISTS ] 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COLLATION删除一个已经定义的排序规则。你必须是该排序规则的

所有者才能删除它。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排序规则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 而不是抛出一个错

误。

name

排序规则名（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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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DE

自动删除依赖于这个排序规则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依赖对象，则拒绝删除这个排序规则。这是缺省处理。

 例子

要删除名为 german的排序规则：

DROP COLLATION german;

 兼容性

除了 IF EXISTS 选项之外，DROP COLLATION 命令符合 SQL标准。该选项是

一个 HighGo DB扩展。

 又见

ALTER COLLATION, CREATE COLLATION

4.95 DROP CONVERSION
 语法

DROP CONVERSION [ IF EXISTS ] 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CONVERSION删除一个先前定义过的编码转换。要想删除一个转换，

你必须拥有该转换。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转换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编码转换的名称(可以用模式限定)。

CASCADE

RESTRICT

这些关键字没有作用，因为在编码转换上没有依赖关系。

 例子

删除一个叫做 myname的编码转换：

DROP CONVERSION myname;

 兼容性

SQL 标 准 里 没 有 DROP CONVERSION 语 句 ， 但 是 有 一 个 DROP

TRANSLATION 语 句 ， DROP TRANSLATION 语 句 与 CREATE

TRANSLATION 语句对应，而 CREATE TRANSLATION 语句又与 High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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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中的 CREATE CONVERSION语句相似。

 又见

ALTER CONVERSION, CREATE CONVERSION

4.96 DROP DATABASE
 语法

DROP DATABASE [ IF EXISTS ] name

 描述

DROP DATABASE 删除一个数据库。它会删除该数据库的目录项并且删除

包含数据的目录。只有数据库所有者能够执行这条命令。还有，如果你或者

任何其他人正在与目标数据库连接，则该命令不能成功执行（连接到 HighGo

DB或者任何其它数据库来发出这条命令）。

DROP DATABASE不能撤销，小心使用！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数据库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要被删除的现有数据库名。

 注意

DROP DATABASE不能在事务块中执行。

在连接到目标数据库时，这个命令不能被执行。因此，使用程序 dropdb会

更方便，它是这个命令的一个封装。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DROP DATABASE语句。

 又见

CREATE DATABASE

4.97 DROP DOMAIN
 语法

DROP DOMAIN [ IF EXISTS ] 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DOMAIN删除一个域。只有域的所有者才能删除它。

 参数

IF 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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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定的域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一个现有的域(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该域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依赖对象存在，则拒绝删除此域。这个是缺省设置。

 例子

删除 box域：

DROP DOMAIN box;

 兼容性

除了 IF EXISTS 选项，这个命令符合 SQL 标准。

 又见

CREATE DOMAIN, ALTER DOMAIN

4.98 DROP EVENT TRIGGER
 名称

DROP EVENT TRIGGER --删除一个事件触发器

 大纲

DROP EVENT TRIGGER [ IF EXISTS ] 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EVENT TRIGGER删除一个已存在的事件触发器。当前用户是事件触

发器的所有者才能够执行这个命令。

 参数

IF EXISTS

当使用 IF EXISTS,如果事件触发器不存在时，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而是

发出一个提示。

name

待删除的事件触发器的名称。

CASCADE

自动删除依赖于事件触发器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依赖于事件触发器的对象，则不允许删除这个事件触发器。这是

缺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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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删除事件触发器 snitch:

DROP EVENT TRIGGER snitch;

 兼容性

SQL标准中不支持 DROP EVENT TRIGGER语句。

 又见

CREATE EVENT TRIGGER, ALTER EVENT TRIGGER

4.99 DROP EXTENSION
 语法

DROP EXTENSION [ IF EXISTS ] 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EXTENSION 命令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扩展。在删除扩展的过程中，

构成扩展的组件也会一起删除。

必须是扩展的拥有者才能够使用 DROP EXTENSION命令。

 参数

IF EXISTS

如果该扩展不存在则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而是发出一个提示。

name

已经安装的扩展模块的名称。

CASCADE

自动删除依赖于该扩展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依赖于扩展的对象，则不允许删除此扩展（除非它所有的成员对

象和其它扩展对象在一条 DROP命令一起删除）。这是缺省行为。

 例子

从当前数据库中删除扩展 hstore：

DROP EXTENSION hstore;

在当前数据库中，如果有使用 hstore的对象，这条命令就会失败，比如任一

表中的字段使用 hstore类型。这时增加 CASCADE选项会强制删除扩展和依

赖于该扩展的对象。

 又见

CREATE EXTENSION, ALTER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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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 DROP FOREIGN DATAWRAPPER
 语法

DROP FOREIGN DATA WRAPPER [ IF EXISTS ] 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FOREIGN DATAWRAPPER 删除一个现有的外部数据封装器。为了

执行该命令，当前用户必须是外部数据封装器的所有者。

 参数

IF EXISTS

如果该外部数据包装器不存在则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而是发出一个提

示。

name

一个现有的外部数据封装器的名称。

CASCADE

级联删除基于外部数据封装器的对象（如服务器）。

RESTRICT

若有任何对象依赖外部数据封装器就拒绝删除它。这是默认的情况。

 示例

删除外部数据封装器 dbi:

DROP FOREIGN DATAWRAPPER dbi;

 兼容性

DROP FOREIGN DATA WRAPPER 遵守 ISO/IEC 9075-9 (SQL/MED)。 IF

EXISTS是一个 HighGo DB的扩展。

 又见

CREATE FOREIGN DATAWRAPPER, ALTER FOREIGN DATAWRAPPER

4.101 DROP FOREIGN TABLE
 语法

DROP FOREIGN TABLE [ IF EXISTS ] 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FOREIGN TABLE 删除一个外部表。只有外部表的所有者才能够删除

外部表。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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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EXISTS

当使用 IF EXISTS,如果外部表不存在时，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而是发出

一个提示。

name

待删除的外部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自动删除依赖于外部表的对象（如视图）

RESTRICT

如果有依赖于外部表的对象，则不允许删除外部表。这是缺省行为。

 例子

删除外部表 films和 distributors：

DROP FOREIGN TABLE films, distributors;

 兼容性

此命令兼容 ISO/IEC 9075-9 (SQL/MED)标准。不过该标准只允许每个命令

中删除一个外部表并且没有 IF EXISTS 选项。

 又见

ALTER FOREIGN TABLE, CREATE FOREIGN TABLE

4.102 DROP FUNCTION
 语法

DROP FUNCTION [ IF EXISTS ] name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FUNCTION 将删除一个现存的函数。要执行这条命令，用户必须是

函数的所有者。必须声明函数的参数类型，因为几个不同的函数可能会有同

样的名称和不同的参数列表。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函数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现存的函数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argmode

参数的模式：IN(缺省)、OUT、INOUT 或 VARIADIC。如果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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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默认为 IN。注意 DROP FUNCTION 并不真正关心 OUT 参数，因为

决定函数的身份时只需要输入参数。因此列出 IN、INOUT和 VARIADIC

参数足以。

argname

参数的名称。请注意 DROP FUNCTION 实际上并不注意参数的名称，

因为判断函数的身份只需要输入参数的数据类型。

argtype

如果有的话，是函数参数的类型(可以用模式限定)。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于函数的对象(比如操作符或触发器)。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依赖对象存在，则拒绝删除该函数。这个是缺省行为。

 例子

这条命令删除平方根函数：

DROP FUNCTION sqrt(integer);

同时删除多个函数用逗号分隔：

DROP FUNCTION sqrt(integer), sqrt(bigint);

如果函数名称在其模式中是唯一的，则可以在不带参数列表的情况下引用它：

 兼容性

SQL标准里定义了一个 DROP FUNCTION语句。但和这条命令不兼容。

 又见

CREATE FUNCTION, ALTER FUNCTION

4.103 DROP GROUP
 语法

DROP GROUP [ IF EXISTS ] name [, ...]

 描述

DROP GROUP现在是 DROP ROLE的别名。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DROP GROUP语句。

 又见

DROP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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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DROP INDEX
 语法

DROP INDEX [ CONCURRENTLY ] [ IF EXISTS ] 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INDEX 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现存的索引。要执行这个命令，你必须

是索引的所有者。

 参数

CONCURRENTLY

删除索引并且不阻塞在索引基表上的并发查询、插入、更新和删除操作。

一个普通的 DROP INDEX 会要求该表上的排他锁，这样会阻塞其他访

问直至索引删除完成。通过这个选项，该命令会等待直至冲突事务完成。

在使用这个选项时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只能指定一个索引名称，并

且不支持 CASCADE 选项（因此，一个支持 UNIQUE 或者 PRIMARY

KEY约束的索引不能以这种方式删除）。还有，常规的 DROP INDEX

命令可以在一个事务块内执行，而 DROP INDEX CONCURRENTLY不

能。

IF EXISTS

如果该索引不存在则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而是发出一个提示。

name

要删除的索引名(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于该索引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依赖对象存在，则拒绝删除该索引。这个是缺省行为。

 例子

此命令将删除 title_idx索引：

DROP INDEX title_idx;

 兼容性

在 SQL标准里没有索引的规定。

 又见

CREAT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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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5 DROP LANGUAGE
 语法

DROP [ PROCEDURAL ] LANGUAGE [ IF EXISTS ] 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LANGUAGE删除一个以前注册的过程语言的定义。你必须作为超级

用户或过程语言的拥有者才能使用 DROP LANGUAGE。

 参数

IF EXISTS

如果该语言不存在则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而是发出一个提示。

name

一个已有过程语言的名称。为了向前兼容，这个名称可以用单引号包围。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于该语言的对象(比如使用该语言编写的函数)。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对象依赖于该语言，则拒绝删除它。这是默认值。

 例子

下面命令删除 plsample语言：

DROP LANGUAGE plsample;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DROP LANGUAGE语句。

 又见

ALTER LANGUAGE, CREATE LANGUAGE

4.106 DROPMATERIALIZED VIEW
 名称

DROPMATERIALIZED VIEW --删除一个物化视图

 大纲

DROP MATERIALIZED VIEW [ IF EXISTS ] 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MATERIALIZED VIEW删除一个现存的物化视图。要执行这个命令，

你必须是物化视图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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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IF EXISTS

如果该物化视图不存在则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而是发出一个提示。

name

要删除的物化视图（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于该物化视图的对象（例如其他物化视图或普通视图）。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对象依赖于该物化视图，则拒绝删除它。这是默认值。

 例子

此命令将删除 order_summary物化视图：

DROP MATERIALIZED VIEW order_summary;

 兼容性

DROP MATERIALIZED VIEW是 HighGo DB的一个扩展。

 又见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

4.107 DROP OPERATOR
 语法

DROP OPERATOR [ IF EXISTS ] name ( { left_type | NONE } , { right_type |

NONE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OPERATOR语句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现存的操作符。要执行这个命

令，你必须是操作符所有者。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操作符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一个现存的操作符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left_type

该操作符左操作数的类型。如果没有则写 NONE。

right_type

该操作符右操作数的类型。如果没有则写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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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于此操作符的所有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对象依赖于该操作符，则拒绝删除它。这是默认值。

 例子

将用于 integer的幂操作符 a^b删除：

DROP OPERATOR ^ (integer, integer);

为类型 bit删除左一元按位补操作符~b：

DROP OPERATOR ~ (none, bit);

为类型 bigint移除右一元阶乘操作符 x!：

DROP OPERATOR ! (bigint, none);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DROP OPERATOR语句。

 又见

CREATE OPERATOR, ALTER OPERATOR

4.108 DROP OPERATOR CLASS
 语法

DROP OPERATOR CLASS [ IF EXISTS ]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OPERATOR CLASS删除一个现有操作符类。要执行这条命令，你必

须是此操作符类的所有者。

DROP OPERATOR CLASS不会删除任何被该类引用的操作符和函数。若有

任何依赖该操作符类的索引，你将需要声明 CASCADE来完成删除操作。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操作符类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 而不是抛出一个错

误。

name

一个现存操作符类的名称(可以用模式修饰)。

index_method

操作符类所引用的索引访问方法的名称。

CAS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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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联删除依赖于该操作符类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依赖对象存在，则拒绝删除此操作符类。这个行为是缺省。

 注意

DROP OPERATOR CLASS将不会删除包含该类的操作符族，即使该族中已

经没有任何成员（特别是由 CREATE OPERATOR CLASS隐式创建的族）。

一个空操作符族是无害的，但是为了整洁你可能希望用 DROP OPERATOR

FAMILY移除该操作符族，或者一开始就使用 DROP OPERATOR FAMILY

会更好。

 例子

删除 B-tree操作符类 widget_ops：

DROP OPERATOR CLASS widget_ops USING btree;

如果有任何现存的索引使用这个操作符类，那么这条命令将不能执行。添加

参数 CASCADE以删除这样的索引以及这个操作符类。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DROP OPERATOR CLASS语句。

 又见

ALTER OPERATOR CLASS, CREATE OPERATOR CLASS, DROP

OPERATOR FAMILY

4.109 DROP OPERATOR FAMILY
 语法

DROP OPERATOR FAMILY [ IF EXISTS ]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OPERATOR FAMILY删除一个现有的操作符族。要执行该命令，您

必须是该操作符族的所有者。

DROP OPERATOR FAMILY包括删除族中含有的任何操作符类，但不删除

族引用的任何操作符或者函数。在族内若有依赖操作符类的任何索引，您将

需要声明 CASCADE来完成删除。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操作符族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 而不是抛出一个错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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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一个现有操作符族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index_method

该操作符族适用的索引访问方法的名称。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操作符族的对象。

RESTRICT

若有任何对象依赖于该操作符族，则拒绝删除它。这是默认的。

 示例

删除 B-tree操作符族 float_ops:

DROP OPERATOR FAMILY float_ops USING btree;

如果存在使用该操作符族的索引，该命令不会成功。添加参数 CASCADE

来删除使用该操作符族的此类索引。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DROP OPERATOR FAMILY语句。

 又见

ALTER OPERATOR FAMILY, CREATE OPERATOR FAMILY, ALTER

OPERATOR CLASS, CREATE OPERATOR CLASS, DROP OPERATOR

CLASS

4.110 DROP OWNED
 语法

DROP OWNED BY { name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 ...]

[ CASCADE | RESTRICT ]描述

DROP OWNED删除当前数据库中指定角色拥有的所有对象。任何已被授予

给给定角色在当前数据库中对象上以及在共享对象（数据库、表空间）上的

特权也将会被收回。

 参数

name

将要删除所拥有对象并且撤销其权限的角色名。

CASCADE

级联删除所有依赖于被删除对象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其他数据库对象依赖于一个受影响的对象，则拒绝删除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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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所拥有的对象。这是默认值。

 注解

DROP OWNED 常用来做删除角色前的准备工作。因为 DROP OWNED 只

影响当前数据库中的对象，通常需要在包含将被移除角色所拥有的对象的每

一个数据库中都执行这个命令。

使用 CASCADE选项可能导致这个命令递归去删除由其他用户所拥有的对

象。

REASSIGN OWNED命令是另一种选择，它可以把一个或多个角色所拥有的

所有数据库对象重新授予给其他角色。不过，REASSIGN OWNED不处理其

他对象的特权。

角色所拥有的数据库和表空间将会被删除。

 又见

REASSIGN OWNED, DROP ROLE

4.111 DROP POLICY
 语法

DROP POLICY [ IF EXISTS ] name ON table_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POLICY从表中删除指定的策略。请注意，如果为表删除了最后一个

策略，并且该表仍然通过 ALTER TABLE 启用了行级别安全性，则将使用默认拒

绝策略。ALTER TABLE ... DISABLE ROW LEVEL SECURITY 可用于禁用表的

行级安全性，无论该表的策略是否存在。

 参数

IF EXISTS

如果策略不存在，不要抛出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通知。

name

要删除的策略的名称。

table_name

策略所在的表的名称（可以有模式限定）。

 示例

要删除名为 my_table的表上名为 p1的策略：

DROP POLICY p1 ON my_table;

 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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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POLICY、ALTER POLICY

4.112 DROP ROLE
 语法

DROP ROLE [ IF EXISTS ] name [, ...]

 描述

DROP ROLE删除指定的角色。要删除一个超级用户角色，你自己必须也是

一个超级用户；要删除非超级用户角色，你必须有 CREATE ROLE权限。

如果一个角色仍然被集群中的任意数据库引用，它不能被移除。如果想删除

它，会抛出一个错误。在删除一个角色之前，你必须删除它拥有的所有对象

(或者重新赋予他们新的所有者 )，并且撤销赋予该角色的任何权限。

REASSIGN OWNED和 DROP OWNED命令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不过，没有必要删除涉及该角色的角色成员关系；DROP ROLE自动撤销目

标角色在任何其它角色里面的成员关系，以及其它角色在目标角色里的成员

关系。其它角色不会被删除，也不会受到其它影响。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角色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要删除的角色名称。

 注意

HighGo DB包含了一个 dropuser程序，有着和这个命令相同的功能(实际上，

它调用这个命令)，但是它可以从命令行上运行。

 示例

删除一个角色:

DROP ROLE jonathan;

 兼容性

SQL标准定义了 DROP ROLE，但它只允许每次删除一个角色，并且它声明

了和 HighGo DB使用的不同的权限要求。

 又见

CREATE ROLE, ALTER ROLE, SET ROLE

4.113 DROP RULE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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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RULE [ IF EXISTS ] name ON table_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RULE删除一个重写规则。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规则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要删除的现存规则名称。

table_name

适于用该规则的表或视图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于此规则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依赖对象，则拒绝删除此规则。这个是缺省行为。

 示例

删除重写规则 newrule:

DROP RULE newrule ON mytable;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DROP RULE 语句。

 又见

CREATE RULE

4.114 DROP SCHEMA
 语法

DROP SCHEMA [ IF EXISTS ] 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SCHEMA从数据库中删除模式。

模式只能被它的所有者或者超级用户删除。请注意，所有者即使没有拥有模

式中任何对象也可以删除模式(以及模式中的所有对象)。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模式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模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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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DE

级联删除包含在模式中的对象(表、函数等等)。

RESTRICT

如果模式包含任何对象，则拒绝删除它。这个是缺省行为。

 示例

从数据库中删除模式 mystuff以及它包含的对象：

DROP SCHEMAmystuff CASCADE;

 兼容性

DROP SCHEMA和 SQL 标准完全兼容，只不过标准只允许每条命令删除

一个模式。

 又见

ALTER SCHEMA, CREATE SCHEMA

4.115 DROP SEQUENCE
 语法

DROP SEQUENCE [ IF EXISTS ] 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SEQUENCE从数据库中删除序列号生成器。一个序列只能被其所有

者或者超级用户删除。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序列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序列名(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序列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存在任何依赖的对象，则拒绝删除序列。这个是缺省行为。

 示例

从数据库中删除序列 serial：

DROP SEQUENCE serial;

 兼容性

DROP SEQUENCE遵循 SQL标准，只是标准只允许每条命令删除一个序列。

 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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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SEQUENCE, ALTER SEQUENCE

4.116 DROP SERVER
 语法

DROP SERVER [ IF EXISTS ] 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SERVER删除一个现有外部服务器描述符。为了执行该命令，当前用

户必须是服务器的所有者。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服务器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一个现有服务器的名称。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服务器的对象（比如用户映射）。

RESTRICT

若有任何对象依赖服务器则拒绝删除它。这个是默认行为。

 示例

若存在 foo则删除服务器:

DROP SERVER IF EXISTS foo;

 兼容性

DROP SERVER遵守 ISO/IEC 9075-9 (SQL/MED)。

 又见

CREATE SERVER, ALTER SERVER

4.117 DROP TABLE
 语法

DROP TABLE [ IF EXISTS ] 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TABLE 从数据库中删除表或视图。只有其所有者才能删除一个表或

视图。要清空而不是删除表，请使用 DELETE 或 TRUNCATE。

DROP TABLE 总是删除目标表上现有的任何索引、规则、触发器、约束。

但是，要删除一个有视图或者其它用外键约束引用的表，必须声明

CASCADE。CASCADE将删除引用的视图，但是如果是外键约束，那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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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删除外键约束，不会移除另外一个表。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表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要删除的现存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于表的对象(比如视图)。

RESTRICT

如果存在依赖对象，则拒绝删除该表。这个是缺省行为。

 例子

删除 films和 distributors表：

DROP TABLE films, distributors;

 兼容性

此命令兼容 SQL标准。只不过标准只允许一条命令删除一个表。

 又见

ALTER TABLE, CREATE TABLE

4.118 DROP TABLESPACE
 语法

DROP TABLESPACE [ IF EXISTS ] name

 描述

DROP TABLESPACE从系统里删除一个表空间。

一个表空间只能由其所有者或者超级用户删除。在删除一个表空间之前，表

空间里面不能有任何数据库对象。即使当前数据库里面已经没有任何对象在

使用这个表空间了，也有可能有其它的数据库对象存留在这个表空间里。另

外，若表空间被列在任意活动会话的 temp_tablespaces设置中，DROP会因

为临时文件驻留在表空间中而失败。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表空间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表空间的名称。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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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TABLESPACE不能在一个事务块内部执行。

 例子

从系统里删除表空间 mystuff：

DROP TABLESPACE mystuff;

 又见

CREATE TABLESPACE, ALTER TABLESPACE

4.119 DROP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语法

DROP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 IF EXISTS ] 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删除现有文本搜索配置。您必须

是该配置的所有者才能执行该命令。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文本搜索配置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

错误。

name

一个现有文本搜索配置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文本搜索配置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对象依赖于该文本搜索配置，则拒绝删除它。这是默认值。

 示例

删除文本搜索配置 my_english:

DROP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my_english;

若有任何在 to_tsvector调用中引用该配置的索引存在，该命令将不会成功。

添加参数 CASCADE可以把这类索引与该文本搜索配置一起删除。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DROP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语句。

 又见

ALTER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CREATE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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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0 DROP TEXT SEARCH DICTIONARY
 语法

DROP TEXT SEARCH DICTIONARY [ IF EXISTS ] 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TEXT SEARCH DICTIONARY 删除一个文本搜索的字典，您必须是

该字典的所有者才能执行该命令。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文本搜索字典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

错误。

name

要被删除的文本搜索字典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该文本搜索字典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对象依赖于该文本搜索字典，则拒绝删除它。这是默认值。

 示例

删除文本搜索字典 english:

DROP TEXT SEARCH DICTIONARY english;

若有任何使用该字典的文本搜索配置存在，该命令将不会成功。添加

CASCADE可以把字典与文本搜索配置一起删除。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DROP TEXT SEARCH DICTIONARY语句。

 又见

ALTER TEXT SEARCH DICTIONARY, CREATE TEXT SEARCH

DICTIONARY

4.121 DROP TEXT SEARCH PARSER
 语法

DROP TEXT SEARCH PARSER [ IF EXISTS ] 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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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TEXT SEARCH PARSER删除一个既有文本搜索解析器。您必须是超

级用户才能使用该命令。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文本搜索解析器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

个错误。

name

将要删除的文本搜索解析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该文本搜索解析器的对象。

RESTRICT

若有任何对象依赖文本搜索解析器则拒绝删除它。这是默认情况。

 示例

删除文本搜索解析器 my_parser:

DROP TEXT SEARCH PARSER my_parser;

若有任何使用该解析器的文本搜索配置存在，该命令将不会成功。添加

CASCADE参数可以把这类配置连同解析器一起删除。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DROP TEXT SEARCH PARSER语句。

 又见

ALTER TEXT SEARCH PARSER, CREATE TEXT SEARCH PARSER

4.122 DROP TEXT SEARCH TEMPLATE
 语法

DROP TEXT SEARCH TEMPLATE [ IF EXISTS ] 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TEXT SEARCH TEMPLATE 删除一个已经存在的文本搜索模板。你

必须是一个超级用户才能使用这个命令。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文本搜索模板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

错误。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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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删除的文本搜索模板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该文本搜索模板的对象。

RESTRICT

若有任何对象依赖文本搜索模板则拒绝删除它。这是默认的情况。

 示例

删除文本搜索模板 thesaurus:

DROP TEXT SEARCH TEMPLATE thesaurus;

若有任何使用模板的文本搜索字典存在则该命令将不会成功。添加

CASCADE参数可以把此类字典以及模板一起删除。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DROP TEXT SEARCH TEMPLATE语句。

 又见

ALTER TEXT SEARCH TEMPLATE, CREATE TEXT SEARCH TEMPLATE

4.123 DROP TRANSFORM
 语法

DROP TRANSFORM [ IF EXISTS ] FOR type_name LANGUAGE lang_name

 描述

DROP TRANSFORM删除一个以前定义的转换。

要能够删除转换，您必须拥有类型和语言。这也是创建转换所要求的权限。

 参数

IF EXISTS

如果该转换不存在，不要抛出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通知。

type_name

要删除的数据类型的名称。

lang_name

该转换的语言的名称。

CASCADE

自动删除依赖于该转换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任何对象依赖它，则拒绝删除转换。这是默认值。

 示例

删除类型 hstore和语言 plpythonu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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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TRANSFORM FOR hstore LANGUAGE plpythonu;

 又见

CREATE TRANSFORM

4.124 DROP TRIGGER
 语法

DROP TRIGGER [ IF EXISTS ] name ON table_name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TRIGGER 将删除一个现存触发器的定义。要执行这个命令，当前用

户必须是触发器的所有者。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触发器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要删除的触发器名。

table_name

触发器定义所在的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此触发器的对象。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依赖对象存在，那么拒绝删除。这个是缺省行为。

 例子

删除 films表的 if_dist_exists触发器：

DROP TRIGGER if_dist_exists ON films;

 兼容性

HighGo DB里的 DROP TRIGGER语句和 SQL标准不兼容。在 SQL标准里，

不同表上也不能有同名的触发器，所以命令只是简单的 DROP TRIGGER

name。

 又见

CREATE TRIGGER

4.125 DROP TYPE
 语法

http://postgres.cn/docs/9.5/sql-createtransform.html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855

DROP TYPE [ IF EXISTS ] 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 TYPE将删除用户定义的数据类型。只有类型所有者才可以删除类型。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类型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要删除的类型名(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该类型的对象(比如字段、函数、操作符等等)。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对象依赖于该类型，则拒绝删除它。这是默认值。

 例子

删除 box类型:

DROP TYPE box;

 兼容性

这条命令类似于 SQL 标准里对应的命令。但是要注意，HighGo DB 里的

CREATE TYPE命令和数据类型扩展机制是和 SQL标准里不同的。

 又见

CREATE TYPE, ALTER TYPE

4.126 DROP USER
 语法

DROP USER [ IF EXISTS ] name [, ...]

 描述

DROP USER现在是 DROP ROLE的别名。

 兼容性

DROP USER是一个 HighGo DB的扩展。SQL 标准把用户的定义交给具体

实现处理。

 又见

DROP ROLE

4.127 DROP USER MAPPING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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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USER MAPPING [ IF EXISTS ] FOR { user_name | USER |

CURRENT_USER | PUBLIC } SERVER server_name

 描述

DROP USER MAPPING从外部服务器删除一个已有用户映射。

一个外部服务器的所有者可以为任何用户删除那个服务器的用户映射。另

外，若服务器的 USAGE权限已经被授予用户，一个用户可以删除其自身用

户名称的一个用户映射。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用户映射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 而不是抛出一个错

误。

user_name

映射的用户名。CURRENT_USER 和 USER 匹配当前用户的名称。

PUBLIC是用于匹配系统中的所有当前和将来的用户名称的。

server_name

用户映射的服务器名称。

 示例

若存在，则删除用户映射 bob（服务器 foo）：

DROP USER MAPPING IF EXISTS FOR bob SERVER foo;

 兼容性

DROP USER MAPPING遵守 ISO/IEC 9075-9(SQL/MED)。

 又见

CREATE USER MAPPING, ALTER USER MAPPING

4.128 DROPVIEW
 语法

DROPVIEW [ IF EXISTS ] 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DROPVIEW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现存的视图。执行这条命令必须是视图的

所有者。

 参数

IF EXISTS

如果指定的视图不存在，那么发出一个 notice而不是抛出一个错误。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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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删除的视图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CASCADE

级联删除依赖此视图的对象(比如其它视图)。

RESTRICT

如果有依赖对象存在，则拒绝删除此视图。这个是缺省。

 例子

下面命令将删除 kinds视图：

DROPVIEW kinds;

 兼容性

这条命令遵循 SQL标准。只是标准只允许一条命令删除一个视图。

 又见

ALTER VIEW, CREATE VIEW

4.129 DROP STATISTICS
DROP STATISTICS — 删除扩展统计

大纲

DROP STATISTICS [ IF EXISTS ] name [, ...]

描述

DROP STATISTICS 删除数据库中的统计对象。 只有统计对象的所有

者、模式的所有者或超级用户可以删除统计对象。

参数

IF EXISTS

name

要删除的统计对象的名称（可以有模式修饰）。

示例

删除不同模式中的两个统计对象，如果不存在时不会失败：

DROP STATISTICS IF EXISTS

accounting.users_uid_creation,

public.grants_user_role;

兼容性

SQL标准中没有 DROP STATISTICS命令。

又见

ALTER STATISTICS, CREAT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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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0 END
 语法

END [ WORK | TRANSACTION ]

 描述

END提交当前事务。所有该事务做的更改都对他人可见并且也保证发生崩

溃时仍然是持久的。等效于 COMMIT。

 参数

WORK

TRANSACTION

可选关键字，没有作用。

 注解

用 ROLLBACK退出事务。

在一个事务块之外发出 END不会有什么损害，但是它会生成一个警告信息。

 例子

提交当前事务，令所有改变生效：

END;

 兼容性

END 提供与 COMMIT相同的功能，后者是 SQL标准声明的语句。

 又见

BEGIN, COMMIT, ROLLBACK

4.131 EXECUTE
 语法

EXECUTE name [ ( parameter [, ...] ) ]

 描述

EXECUTE执行一个前面准备好的预备语句。因为一个预备语句只在会话的

生命期里存在，那么预该备语句必须是在当前会话中由一个更早的

PREPARE语句创建的。

如果创建预备语句的 PREPARE 语句声明了一些参数，那么也必须向

EXECUTE 语句传递一组兼容的参数，否则就会生成一个错误。请注意(和

函数不同)，预备语句不会基于参数的类型或者个数重载：在一次数据库会

话过程中，预备语句的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有关创建和使用预备语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PRE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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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name

要执行的预备语句的名称。

parameter

给预备语句的一个参数的具体数值。它必须是一个生成与创建这个预备

语句的 PREPARE 语句指定参数位置的参数相兼容的数据类型的表达

式。

 输出

EXECUTE返回的命令标签是预备语句的命令标签，不是 EXECUTE的。

 例子

例子在 PREPARE文档的例子小节给出。

 兼容性

SQL 标准包括一个 EXECUTE 语句，但它只用于嵌入式 SQL。HighGo DB

实现的 EXECUTE的语法也略微不同。

 又见

DEALLOCATE, PREPARE

4.132 EXPLAIN
 语法

EXPLAIN [ ( option [, ...] ) ] statement

EXPLAIN [ ANALYZE ] [ VERBOSE ] statement

这里 option 可以是:

ANALYZE [ boolean ]

VERBOSE [ boolean ]

COSTS [ boolean ]

BUFFERS [ boolean ]

TIMING [ boolean ]

FORMAT { TEXT | XML | JSON | YAML }

 描述

这条命令显示 HighGo DB规划器为所提供的语句生成的执行规划。执行规

划显示语句引用的表是如何被扫描的(简单的顺序扫描，还是索引扫描)，并

且如果引用了多个表，采用了什么样的连接算法把从每个输入的表中取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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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连接在一起。

显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估计出的语句执行代价，它是计划器对于该语句要运

行多久的猜测（以任意的代价单位度量，但是习惯上表示获取磁盘页面的次

数）。事实上会显示两个数字：返回第一行之前的启动代价，以及返回所有

行的总代价。对于大部分查询来说总代价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一些情景中（如

EXISTS中的子查询），计划器将选择更小的启动代价来代替最小的总代价

（因为执行器将在得到一行后停止）。此外，如果你用一个 LIMIT 子句限

制返回行的数量，计划器会在终端代价之间做出适当的插值来估计到底哪个

计划是真正代价最低的。

ANALYZE选项导致查询被实际执行，而不仅仅是规划。那么实际的运行时

间统计会被显示出来，包括在每个计划结点上花费的总时间（以毫秒计）以

及它实际返回的行数。这对观察计划器的估计是否与实际相近很有用。

重要：记住当使用了 ANALYZE选项时语句会被实际执行。尽管 EXPLAIN

将丢弃 SELECT 所返回的任何输出，该语句的其他副作用还是会发生。如

果你希望在 INSERT、UPDATE、DELETE、CREATE TABLE AS 或者

EXECUTE上使用 EXPLAIN ANALYZE 而不希望它们影响你的数据，可以

使用下面的方法：

BEGIN;

EXPLAIN ANALYZE ...;

ROLLBACK;

只有 ANALYZE 和 VERBOSE 选项可以被指定，并且仅仅按那个顺序，不

把该选项列在括号内。

 参数

ANALYZE

执行命令并显示实际运行时间，此参数缺省 FALSE。

VERBOSE

显示关于计划的附加信息。尤其，包括计划树中的每个节点的输出列列

表、模式限定的表和函数名称、总是把表达式中的变量标上它们的范围

表别名，以及总是输出显示统计信息的每个触发器的名称。该参数默认

为 FALSE。

COSTS

包括每个计划节点的估计启动成本和总成本的相关信息，以及估计行数

和估计的每行的宽度。该参数默认为 TRUE。

BU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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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缓冲区使用的信息。特别是：共享块命中、读取、标记为脏和写入

的次数，本地块命中、读取、标记为脏和写入的次数，以及临时块读取

和写入的次数。一次命中表示避免了一次读取，因为需要的块已经在缓

存中找到了。共享块包含着来自于常规表和索引的数据，本地块包含着

来自于临时表和索引的数据，而临时块包含着在排序、哈希、物化计划

结点和类似情况中使用的短期工作数据。脏块的数量表示被这个查询改

变的之前未被修改块的数量，而写入块的数量表示这个后台在查询处理

期间从缓存中替换出去的脏块的数量。为一个较高层结点显示的块数包

括它的所有子结点所用到的块数。在文本格式中，只会打印非零值。只

有当 ANALYZE 也被启用时，这个参数才能使用。它默认被设置为

FALSE。

TIMING

在输出中包括实际启动时间以及在每个结点中花掉的时间。反复读取系

统时钟造成的负荷在某些系统上会显著地拖慢查询，因此在只需要实际

的行计数而不是实际时间时，把这个参数设置为 FALSE可能会有用。

即便用这个选项关闭结点层的计时，整个语句的运行时间也总是会被度

量。只有当 ANALYZE也被启用时，这个参数才能使用。它默认被设置

为 TRUE。

FORMAT

指定输出格式，输出格式可以是 TEXT、 XML、JSON或者 YAML。

非文本输出包含与文本输出格式相同的信息，但更容易对程序解析。该

参数默认为 TEXT。

boolean

指定选中的选项是该开启还是关闭。你可以写 TRUE、ON或者 1来启

动该选项，并且用 FALSE、OFF 或者 0来关闭它。boolean 值也可以

被忽略，此时假定为 TRUE。

statement

你想要查看规划结果的任何 SELECT、INSERT、UPDATE、DELETE、

VALUES、EXECUTE、DECLARE、CREATE TABLE AS或者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AS语句。

 输出

这个命令的结果是为 statement 选中的计划的文本描述，可能还标注了

执行统计信息。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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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 HighGo DB查询规划器在优化查询的时候做出合理的判断，查询中

用到的所有表的 pg_statistic 数据应该能保持为最新。通常这个工作会由

autovacuum daemon自动完成。但是如果一个表最近在内容上有大量的改

变，我们可能需要做一次手动的 ANALYZE而不是等待 autovacuum 捕捉

这些改变。

为了测量在执行计划中的每个节点的运行时间成本，EXPLAIN ANALYZE

的当前实现可以添加大量剖析开销来查询执行。因此，在一个查询中运行

EXPLAIN ANALYZE有时会花费比常规执行查询的时间明显更长的时间。

开销的数量依赖于查询的性质以及使用的平台。最坏的情况会发生在那些自

身执行时间很短的结点上，以及在那些具有相对较慢的获取时刻的操作系统

调用的机器上。

 例子

显示一个对只有一个 integer列和 10000行表的简单查询的查询规划：

EXPLAIN SELECT * FROM foo;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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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 Scan on foo (cost=0.00..155.00 rows=10000 width=4)

(1 row)

这里有同一个查询的 JSON输出格式：

EXPLAIN (FORMAT JSON) SELECT * FROM foo;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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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Plan": { +

"Node Type": "Seq Scan",+

"Relation Name": "foo", +

"Alias": "foo", +

"Startup Cost": 0.00, +

"Total Cost": 155.00, +

"Plan Rows": 10000, +

"Plan Width":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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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row)

如果存在一个索引，并且使用一个可应用索引的 WHERE 条件的查询，

EXPLAIN可能会显示不同的规划：

EXPLAIN SELECT * FROM foo WHERE i = 4;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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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Scan using fi on foo (cost=0.00..5.98 rows=1 width=4)

Index Cond: (i = 4)

(2 rows)

这里是同一查询的 YAML格式：

EXPLAIN (FORMATYAML) SELECT * FROM foo WHERE i='4';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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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lan: +

Node Type: "Index Scan" +

Scan Direction: "Forward"+

Index Name: "fi" +

Relation Name: "foo" +

Alias: "foo" +

Startup Cost: 0.00 +

Total Cost: 5.98 +

Plan Rows: 1 +

Plan Width: 4 +

Index Cond: "(i = 4)"

(1 row)

这里是去掉了代价估计的同一个计划：

EXPLAIN (COSTS FALSE) SELECT * FROM foo WHERE i = 4;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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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Scan using fi on 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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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Cond: (i = 4)

(2 rows)

下面是一个使用了聚集函数的查询的查询规划：

EXPLAIN SELECT sum(i) FROM foo WHERE i < 10;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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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gregate (cost=23.93..23.93 rows=1 width=4)

-> Index Scan using fi on foo (cost=0.00..23.92 rows=6 width=4)

Index Cond: (i < 10)

(3 rows)

下面是一个使用 EXPLAIN EXECUTE 显示一个已预编写的查询规划的例

子：

PREPARE query(int, int) AS SELECT sum(bar) FROM test

WHERE id > $1 AND id < $2

GROUP BY foo;

EXPLAIN ANALYZE EXECUTE query(100, 200);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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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Aggregate (cost=9.54..9.54 rows=1 width=8) (actual

time=0.156..0.161 rows=11 loops=1)

Group Key: foo

-> Index Scan using test_pkey on test (cost=0.29..9.29 rows=50

width=8) (actual time=0.039..0.091 rows=99 loops=1)

Index Cond: ((id > $1) AND (id < $2))

Planning time: 0.197 ms

Execution time: 0.225 ms

(6 rows)

当然，这里显示的有关数字取决于表涉及到的实际内容。还要注意这些数字

甚至选中的查询策略，可能在不同版本之间变化，因为计划器可能被改进。

此外，ANALYZE 命令使用随机采样来估计数据统计。因此，在一次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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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运行之后，代价估计可能会改变，即便是表中数据的实际分布没

有改变也是如此。

 兼容性

在 SQL标准中没有 EXPLAIN 语句。

 又见

ANALYZE

4.133 FETCH
 语法

FETCH [ direction [ FROM | IN ] ] cursor_name

其中 direction 可以为空或者以下之一：:

NEXT

PRIOR

FIRST

LAST

ABSOLUTE count

RELATIVE count

count

ALL

FORWARD

FORWARD count

FORWARDALL

BACKWARD

BACKWARD count

BACKWARDALL

 描述

FETCH从之前创建的一个游标中检索行。

一个游标有一个由 FETCH使用的相关联的位置。游标的位置可以在查询结

果的第一行之前，或者在结果中的任意行，或者在结果的最后一行之后。刚

创建完之后，游标是放在第一行之前的。在抓取了一些行之后，游标放在检

索到的最后一行上。如果 FETCH抓完了所有可用行，那么它就停在最后一

行后面，如果是反向抓取的情况下则是停在第一行前面。FETCH ALL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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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CH BACKWARDALL 将总是把游标的位置放在最后一行或者在第一行

前面。

NEXT、PRIOR、FIRST、LAST、ABSOLUTE、RELATIVE形式会在恰当地

移动游标之后抓取一个行。如果没有数据行了，那么返回一个空的结果，此

时游标就会停在查询结果的最后一行之后或者第一行之前。

FORWARD 和 BACKWARD形式在向前或者向后移动的过程中抓取指定的

行数，然后把游标定位在最后返回的行上；或者是，如果 count 大于可用

的行数，则在所有行之前或之后。

RELATIVE 0、FORWARD 0、BACKWARD 0都要求在不移动游标的前提下

抓取当前行，也就是重新抓取最近刚刚抓取过的行。除非游标定位在第一行

之前或者最后一行之后，否则这个动作都应该成功，而在那两种情况下，不

返回任何行。

注意

该页面在 SQL命令级描述了游标的使用。如果您试图在一个 PL/pgSQL函

数内使用游标，规则是不同的。

 参数

direction

direction 定义抓取的方向和抓取的行数。它可以是下述之一：

NEXT

抓取下一行(缺省)。

PRIOR

抓取前面一行。

FIRST

抓取查询的第一行(和 ABSOLUTE 1相同)。

LAST

抓取查询的最后一行(和 ABSOLUTE -1相同)。

ABSOLUTE count

抓取查询中第 count 行，或者如果 count 为负就从查询结果末尾抓

取第 abs(count)行。如果 count 超出了范围，那么定位在第一行之

前和最后一行之后的位置；特别是ABSOLUTE 0定位在第一行之前。

RELATIVE count

抓取随后的第 count 行，或者如果 count 为负就抓取前面的第

abs(count)行。如果有数据的话，RELATIVE 0重新抓取当前行。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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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取随后的 count 行(和 FORWARD count 一样)。

ALL

抓取所有剩余的行(和 FORWARDALL一样)。

FORWARD

抓取下一行(和 NEXT一样)。

FORWARD count

抓取随后的 count 行。FORWARD 0重新抓取当前行。

FORWARDALL

抓取所有剩余行。

BACKWARD

抓取前面一行(和 PRIOR一样)。

BACKWARD count

抓取前面的 count 行(向后扫描)。BACKWARD 0重新抓取当前行。

BACKWARDALL

抓取所有前面的行(向后扫描)。

count

count 可能是一个有符号的整数常量，决定要抓取的行数和方向。对于

FORWARD 和 BACKWARD 的情况，声明一个带负号的 count 等效于

改变 FORWARD和 BACKWARD的方向。

cursor_name

一个打开的游标的名称。

 输出

成功完成时，一个 FETCH命令返回一个形如下面的标记

FETCH count

这里的 count 是抓取的行数(可能是零)。请注意在 psql里，命令标签实

际上不会显示，因为 psql会显示被取得的行。

 注解

如果想要使用 FETCH 的任意变体而不使用带有正计数的 FETCH NEXT 或

者 FETCH FORWARD，应该用 SCROLL声明游标。对于简单的查询，HighGo

DB会允许那些没有带 SCROLL 选项定义的游标也可以反向抓取，但是最

好不要依赖这个行为。如果游标定义了 NO SCROLL，那么不允许反向抓取。

用 ABSOLUTE取行并不比用相对移动快多少：不管怎样，底层实现都必须

遍历所有的中间行。用负绝对值获取的情况更糟：必须读到查询尾部来找到

最后一行，并且接着从那里反向开始遍历。不过，回滚到查询的开始（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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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CHABSOLUTE 0）是很快的。

DECLARE适用于定义游标。使用MOVE来改变光标位置而不检索数据。

 示例

下面的例子用一个游标遍历一个表:

BEGIN WORK;

-- 建立一个游标:

DECLARE liahona SCROLL CURSOR FOR SELECT * FROM films;

-- 在游标 liahona中取出前 5行：:

FETCH FORWARD 5 FROM liahona;

code | title | did | date_prod | kind | len

-------+-------------------------+-----+------------+----------+-------

BL101 | The Third Man | 101 | 1949-12-23 | Drama | 01:44

BL102 | The African Queen | 101 | 1951-08-11 | Romantic | 01:43

JL201 | Une Femme est une Femme | 102 | 1961-03-12 | Romantic | 01:25

P_301 | Vertigo | 103 | 1958-11-14 | Action | 02:08

P_302 | Becket | 103 | 1964-02-03 | Drama | 02:28

-- 取出前面一行：

FETCH PRIOR FROM liahona;

code | title | did | date_prod | kind | len

-------+---------+-----+------------+--------+-------

P_301 | Vertigo | 103 | 1958-11-14 | Action | 02:08

-- 关闭游标并且结束事务：

CLOSE liahona;

COMMITWORK;

 兼容性

SQL 标准定义的 FETCH只用于嵌入式环境下。这里描述的 FETCH变体是

把结果数据像 SELECT 结果那样返回，而不是把它放在属主变量里。除了

这点之外，FETCH和 SQL 标准完全向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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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 FORWARD 和 BACKWARD 的 FETCH 形式，包括 FETCH count 和

FETCHALL形式(此时 FORWARD是隐含的)都是 HighGo DB的扩展。

SQL标准仅允许 FROM在游标名之前；使用 IN 的选项或者完全省去它们是

一个扩展。

 又见

CLOSE, DECLARE, MOVE

4.134 GRANT
 语法

GRANT { { SELECT | INSERT | UPDATE | DELETE | TRUNCATE |

REFERENCES | TRIGGER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 [ TABLE ] table_name [, ...]

| ALL TABLES IN SCHEMA schema_name [,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 SELECT | INSERT | UPDATE | REFERENCES } ( column_name

[, ...] )

[, ...] | ALL [ PRIVILEGES ] ( column_name [, ...] ) }

ON [ TABLE ] table_name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 USAGE | SELECT | UPDATE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 SEQUENCE sequence_name [, ...]

| ALL SEQUENCES IN SCHEMA schema_name [,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 CREATE | CONNECT | TEMPORARY | TEMP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DATABASE database_name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USAGE | ALL [ PRIVILEG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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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OMAIN domain_name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USAGE | ALL [ PRIVILEGES ] }

ON FOREIGN DATA WRAPPER fdw_name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USAGE | ALL [ PRIVILEGES ] }

ON FOREIGN SERVER server_name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EXECUTE | ALL [ PRIVILEGES ] }

ON { FUNCTION function_name ( [ [ argmode ] [ arg_name ] arg_type

[, ...] ] ) [, ...]

| ALL FUNCTIONS IN SCHEMA schema_name [,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USAGE | ALL [ PRIVILEGES ] }

ON LANGUAGE lang_name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 SELECT | UPDATE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LARGE OBJECT loid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 CREATE | USAGE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SCHEMA schema_name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CREATE | ALL [ PRIVILEGES ] }

ON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 USAGE | ALL [ PRIVILEG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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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YPE type_name [, ...]

TO role_specification [, ...] [ WITH GRANT OPTION ]

其中 role_specification 可以是: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GRANT role_name [, ...] TO role_name [, ...] [ WITH ADMIN OPTION ]

 描述

GRANT命令有两个基本变体：一个变体是给数据库对象(表、字段、视图、

序列、数据库、外部数据封装器、外服务器、函数、过程语言、模式、表空

间)赋予权限；一个变体是赋予一个角色中的成员关系。这些变体在很多方

面都非常类似，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有足够理由来分开描述。

 在数据库对象上的 GRANT

这个 GRANT 命令的变体将一个数据库对象上的指定权限赋予给一个

或多个角色。如果有一些已经被授予，这些权限追加到已经授予的权限

上。

也有一个选项是可以授予一个或者多个模式内同种类型的所有对象上

的权限。该功能目前仅支持表、序列和函数（请注意 ALL TABLES被

认为是包括视图和外部表的）。

关键字 PUBLIC表示该权限要赋予所有角色，包括那些以后可能创建的

用户。PUBLIC 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式定义好的组，它总是包括所有角色。

任何特定的角色都将拥有直接赋予给它的权限、它作为其成员的角色所

赋予的权限，以及赋予 PUBLIC的权限的总和。

如果声明了WITH GRANT OPTION，那么权限的接收者也可以将此权

限赋予他人，否则就不能授权他人。这个选项不能赋予 PUBLIC。

没必要将权限授予一个对象的所有者（通常是创建它的用户），因为所

有者缺省就持有所有权限。（不过，所有者出于安全考虑可以选择撤回

一些它所拥有的权限。）

删除一个对象的权力，或者是任意修改它的权力都不是可赋予的权限；

它是创建者固有的，并且不能赋予或撤销。( 然而，授予或撤销拥有对

象的角色的成员关系可以获得相似的效果；请看下面。）所有者也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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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拥有该对象的所有授权选项。

HighGo DB会把某些类型的对象上的默认特权授予给 PUBLIC。默认在

表、列、模式或表空间上不会有特权会被授予给 PUBLIC。对于其他类

型，被授予给 PUBLIC的默认特权是下面这些：数据库上的 CONNECT

以及CREATE TEMP TABLE；函数上的EXECUTE特权；语言的USAGE

特权。当然，对象拥有者可以 REVOKE默认和专门授予的特权（为了

最好的安全性，应该在创建该对象的同一个事务中发出 REVOKE，这

样其他用户就没有可以使用该对象的窗口了）。同时，这些初始的默认

权限设置可以通过使用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命令来设置。

可能的权限有:

 SELECT

允许从指定表、视图或序列的任何列或者列出的特定列进行

SELECT。也允许使用 COPY TO。在 UPDATE或者 DELETE中引

用已有列值时也需要这个权限。例如，该权限也允许使用 currval

函数。对于大对象，该权限允许读取对象。

 INSERT

允许 INSERT一个新行到特定表中。如果列出特定列，则仅这些指

定的列可以在 INSERT命令中被赋值（而其他列被赋值为默认值）。

也允许 COPY FROM。

 UPDATE

允许对指定表、视图或序列的任何列或者列出的特定列进行

UPDATE（实际上，任意非平凡 UPDATE 命令也需要 SELECT 权

限，因为必须引用表列以确定更新哪些行或者为列计算新值）。

SELECT ... FOR UPDATE 和 SELECT ... FOR SHARE 除了需要

SELECT权限也需要至少一列上的该权限。对于序列，该权限允许

nextval和 setval函数的使用。对于大对象，该权限允许写或者截断

该对象。

 DELETE

允许从特定表中 DELETE 一行。（实际上，任意非平凡 DELETE

命令也需要 SELECT 权限，因为必须引用表列才能决定删除哪一

行）。

 TRUNCATE

允许特定表上的 TRUNCATE。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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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建外键约束，必须在引用列和被引用列都有该权限。该权限

可以为一个表的所有列或者仅仅是特定列授予。

 TRIGGER

允许在指定表上创建触发器(参见 CREATE TRIGGER语句)。

 CREATE

对于数据库，允许在该数据库里创建新的模式。

对于模式，允许在该模式中创建新的对象。要重命名一个现有对象，

你必需拥有该对象并且具有所在模式的这个权限。

对于表空间，允许在其中创建表、索引和临时文件，并且允许创建

使用该表空间作为其缺省表空间的数据库。请注意，撤销这个权限

不会改变现有对象的存放位置。

 CONNECT

允许用户连接到指定的数据库。该权限将在连接启动时检查(除了

检查 pg_hba.conf中的任何限制之外)。

 TEMPORARY

TEMP

允许在使用指定数据库的时候创建临时表。

 EXECUTE

允许使用指定的函数并且可以使用任何利用这些函数实现的操作

符。这是适用于函数的唯一权限。该语法同样适用于聚集函数。

 USAGE

对于过程语言，允许使用指定过程语言创建该语言的函数。这是适

用于过程语言的唯一权限。

对于模式，允许访问包含在指定模式中的对象(假设该对象的所有

权要求也满足了)。本质上这允许被授权者“查询”模式中的对象。

没有这个权限还是可以看见这些对象的名称的(比如通过查询系统

视图)。同样，撤销该权限之后，现有的后端可能有已经执行了这

种查阅的语句，因此这不是一个很安全的限制对象访问的方法。

对于序列，该权限允许使用 currval和 nextval函数。

对于类型和域，这种特权允许用该类型或域来创建表、函数和其他

模式对象（注意这不能控制类型的一般"用法"，例如出现在查询中

的该类型的值。它只阻止基于该类型创建对象。该特权的主要目的

是控制哪些用户在一个类型上创建了依赖，这能够阻止拥有者以后

更改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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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部数据封装器，这个特权让被授权者能够使用该外部数据包

装器创建新服务器。

对于服务器，这个特权让被授权者使用该服务器创建外部表，以及

创建、修改或删除与该服务器相关的属于该用户的用户映射。

 ALL PRIVILEGES

一次性给予所有可以赋予的权限。PRIVILEGES关键字在 HighGo

DB里是可选的，但是严格的 SQL要求有这个关键字。

其它命令要求的权限都在相应的命令的参考页上列出。

 角色上的 GRANT

这个变体的 GRANT 命令把一个角色的成员关系赋予一个或多个其它

角色。角色里的成员关系很重要，因为它会将赋予该角色的权限传播给

所有该角色的成员。

如果声明了WITH ADMIN OPTION，那么该成员随后就可以将角色的

成员关系赋予其它角色，以及撤销其它角色的成员关系。如果没有 admin

选项，普通用户就不能这么做。不过，数据库超级用户可以给任何人赋

予或者撤销任何角色的任何成员关系。拥有 CREATEROLE权限的角色

可以赋予或者撤销任何非超级用户角色的成员关系。

与权限不同，角色的成员关系不能被赋予 PUBLIC。需要注意的是，这

种形式的命令不允许使用无意义的 GROUP关键字。

 注意

REVOKE命令用于删除访问权限。

用户和群组的概念已经被统一到一个称作角色的单一类型的实体。因此，不

再需要使用关键字 GROUP 来确认被授权者是一个用户还是一个角色。

GROUP在命令中仍然允许，但这是一个噪音词。

如果一个用户持有特定列或者其所在的整个表的特权，该用户可以在该

列上执行 SELECT、INSERT等命令。在表层面上授予特权并且然后对一列

撤回该特权将不会按照你希望的运作：表级别的授权不会受到列级别操

作的影响。

如果非对象所有者企图在对象上 GRANT权限，而该用户没有该对象上指定

的权限，那么命令将立即失败。只要有某些可用的权限，该命令就会继续，

但是它只授予那些该用户有授权选项的权限。如果没有可用的授权选项，那

么 GRANTALL PRIVILEGES形式将发出一个警告信息，而如果不持有命

令中特别提到的任何特权的授权选项，其他形式将会发出一个警告。这

些语句原则上也适用于对象所有者，但是因为所有者总是被认为拥有所有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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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选项，所以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在所有者身上。

要注意数据库超级用户可以访问所有对象，而不会受对象的权限设置影响。

这个特点类似 Unix系统的 root的权限。和 root一样，除了必要的情况，总

是以超级用户身份进行操作是不明智的做法。

如果一个超级用户选择发出一个 GRANT或 REVOKE 命令，那么这条命令

将是以被影响对象的所有者的形式执行的。特别是，通过这种方法赋予的权

限将显得好像是由对象所有者赋予的。对于角色成员关系，成员关系的赋予

就会像是通过包含角色自己赋予的一样。

GRANT 和 REVOKE 也可以不由被影响对象的所有者来执行，而是由拥有

该对象的角色的一个成员来执行，或者是一个在该对象上持有 WITH

GRANT OPTION权限的角色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该权限将被纪录为是

由实际拥有该对象或者持有WITH GRANT OPTION 权限的对象赋予的。比

如，如果表 t1被角色 g1 拥有，并且 u1 是 g1的一个成员，然后 u1可以把

t1的权限赋予 u2，但是这些权限将表现为是由 g1 直接赋予的。任何 g1 角

色的成员都可以在之后撤销这些权限。

如果执行 GRANT 的角色所持有的所需权限是通过角色成员关系间接获得

的，那么究竟是哪个角色将被记录为赋予权限的角色就是未知的。在这种情

况下，最好的方法是使用SET ROLE成为你想执行GRANT命令的指定角色。

授予一个表上的权限不会自动扩展权限给该表使用的任何序列，包括关联到

SERIAL 列上的序列。序列上的权限必须另行设置。

使用 psql's \dp命令来获取关于对表和列的现有权限的信息。例如：

=> \dp mytable

Access privileges

Schema | Name | Type | Access privileges | Column access

privileges

--------+---------+-------+-----------------------+--------------------------

public | mytable | table | miriam=arwdDxt/miriam | col1:

: =r/miriam : miriam_rw=rw/miriam

: admin=arw/miriam

(1 row)

\dp显示的条目会被这样解释执行:

rolename=xxxx -- 被授予给一个角色的特权

=xxxx -- 被授予给 PUBLIC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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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SELECT ("read")

w -- UPDATE ("write")

a -- INSERT ("append")

d -- DELETE

D -- TRUNCATE

x -- REFERENCES

t -- TRIGGER

X -- EXECUTE

U -- USAGE

C -- CREATE

c -- CONNECT

T -- TEMPORARY

arwdDxt -- ALL PRIVILEGES (对于表，对其他对象会变化)

* -- 用于前述特权的授权选项

/yyyy -- 授予该特权的角色

用户 miriam在建完 mytable表之后再做下面的语句，就可以得到上面例子的

结果：

GRANT SELECT ON mytable TO PUBLIC;

GRANT SELECT, UPDATE, INSERT ON mytable TO admin;

GRANT SELECT (col1), UPDATE (col1) ON mytable TO miriam_rw;

对于非表对象，有其他的\d命令可显示它们的权限。

若一个给定对象的“Access privileges”列是空的，这意味着对象有默认权限

（也就是说，其权限列是空的）。默认权限总是包括对所有者的所有权限，

并且根据对象类型可以包括一些 PUBLIC 的权限，如上所述。一个对象上的

第 一个 GRANT 或 者 REVOKE 将 实例 化 默 认的 特 权 （例 如 产 生

{miriam=arwdDxt/miriam}）并且然后根据每个特定请求来更改它们。类似地，

显示"Column access privileges"的项只用于带有非默认权限的列。权限受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命令影响的对象总是显示为带有包含

ALTER影响的显式权限条目。

请注意所有者的隐式授权选项没有在显示出来的访问权限里标记出来。只有

在授权选项明确地授予某人之后，才会显示一个*。

 示例

把表 films的插入权限赋予所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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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INSERT ON films TO PUBLIC;

赋予用户 manuel对视图 kinds的所有权限：

GRANTALL PRIVILEGES ON kinds TO manuel;

请注意，如果上面的命令由超级用户或者 kinds的所有者执行，那么它实际

上会赋予所有权限，如果由其他人执行，那么它会赋予这个“其他人”拥有

授权选项的所有权限。

把角色 admins的成员关系赋予用户 joe：

GRANT admins TO joe;

 兼容性

根据 SQL标准，在 ALL PRIVILEGES里的 PRIVILEGES 关键字是必须的。

SQL标准不支持在一条命令里对多个表设置权限。

HighGo DB允许一个对象所有者撤销它自己的普通权限：比如，一个表所有

者可以让自己对这个表是只读的，方法是撤销自己的 INSERT、UPDATE、

DELETE权限。根据 SQL标准，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是 HighGo DB把所有

者的权限当作由所有者给自己赋予的；因此也可以撤销他们。在 SQL标准

里，所有者的权限是假设为 "_SYSTEM"实体赋予的。因为所有者不是

"_SYSTEM"，所以它不能撤销这些权限。

SQL 标准了其它对象类型上的 USAGE 权限：字符集、排序规则、转换。

在 SQL 标准中，序列只有一个 USAGE 特权，它控制 NEXT VALUE FOR

表达式的使用，该表达式等效于 HighGo DB中的函数 nextval。序列的权限

SELECT 和 UPDATE 是 HighGo DB 的扩展。应用序列的 USAGE 特权到

currval函数也是一个 HighGo DB的扩展（该函数本身也是）。

数据库、表空间、模式和语言上的特权都是 HighGo DB的扩展。

 又见

REVOKE,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4.135 IMPORT FOREIGN SCHEMA
 语法

IMPORT FOREIGN SCHEMA remote_schema

[ { LIMIT TO | EXCEPT } ( table_name [, ...] ) ]

FROM SERVER server_name

INTO local_schema

[ OPTIONS ( option 'value' [, ... ] ) ]

 描述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878

IMPORT FOREIGN SCHEMA创建表示存在于外部服务器上的表的外部表。

新的外表将由发出命令的用户拥有，并使用正确的列定义和选项创建，以匹配远

程表。

默认情况下，导入外部服务器上特定模式中存在的所有表和视图。 可选地，

表的列表可以限于指定的子集，或者可以排除特定的表。新的外表都是在目标模

式中创建的，目标模式必须已经存在。

要使用 IMPORT FOREIGN SCHEMA，用户必须在外部服务器上具有

USAGE特权，以及对目标模式具有 CREATE特权。

 参数

remote_schema

要从哪个远程模式导入。远程模式的具体含义取决于正在使用的外部数

据包装程序。

LIMIT TO ( table_name [, ...] )

仅导入与给定表名称匹配的外表。外部模式中存在的其他表将被忽略。

EXCEPT ( table_name [, ...] )

从导入中排除指定的外部表。除了这里列出的以外，外部模式中存在的

所有表都将被导入。

server_name

要从哪个外部服务器导入。

local_schema

被导入的外部表将创建在其中的模式。

OPTIONS ( option 'value' [, ...] )

导入期间要使用的选项。允许的选项名称和值特定于每个外部数据包装

器。

 示例

从服务器 film_server 上的远程模式 foreign_films 导入表定义，在本地模式

films中创建外表：

IMPORT FOREIGN SCHEMA foreign_films

FROM SERVER film_server INTO films;

如上所述，但只导入两个表 actors和 directors（如果存在）：

IMPORT FOREIGN SCHEMA foreign_films LIMIT TO (actors, directors)

FROM SERVER film_server INTO films;

 兼容性

IMPORT FOREIGN SCHEMA 命令符合 SQL 标准， 但 OPTIONS 子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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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Go DB扩展。

 又见

CREATE FOREIGN TABLE、CREATE SERVER

4.136 INSERT
 语法

[ WITH [ RECURSIVE ] with_query [, ...] ]

INSERT INTO table_name [ AS alias ] [ ( column_name [, ...] ) ]

{ DEFAULT VALUES | VALUES ( { expression | DEFAULT } [, ...] ) [, ...] |

query }

[ ON CONFLICT [ conflict_target ] conflict_action ]

[ RETURNING * | output_expression [ [ AS ] output_name ] [, ...] ]

其中 conflict_target 可以是以下之一:

( { index_column_name | ( index_expression ) } [ COLLATE collation ]

[ opclass ] [, ...] ) [ WHERE index_predicate ]

ON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并且 conflict_action 是以下之一:

DO NOTHING

DO UPDATE SET { column_name = { expression | DEFAULT } |

( column_name [, ...] ) = ( { expression | DEFAULT } [, ...] ) |

( column_name [, ...] ) = ( sub-SELECT )

} [, ...]

[ WHERE condition ]

 描述

INSERT向表中插入新行。我们可以插入一个或者更多由值表达式指定的行，

或者插入来自一个查询的零行或者更多行。

目标列表中的列/字段可以按任何顺序排列。如果完全没有列出任何字段名，

则有两种确定目标列的可能性。第一种是以被声明的顺序列出该表的所有

列。另一种可能性是，如果 VALUES子句或者 query 里面只提供了 N个字

段，那么以被声明的顺序列出该表的头 N个字段。VALUES子句或者 query

提供的数值是以从左到右的方式与显式或者隐式的字段列表关联的。

每个没有在显式或者隐式的字段列表中出现的字段都将填充缺省值，如果有

声明的缺省值则用声明的那个，如果没有则用 NULL 。

如果某行的表达式不是正确的数据类型，系统将试图进行自动的类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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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FLICT 可以用来指定发生唯一约束或者排除约束违背错误时的替

换动作。

可选的 RETURNING 子句将导致 INSERT 根据实际被插入如果使用了 ON

CONFLICT DO UPDATE子句，可能是被更新）的每一行来计算和返回值。

这主要用来获取由默认值提供的值，例如一个序列号。不过，允许在其中包

括使用该表列的任何表达式。RETURNING 列表的语法与 SELECT 的输出

列表的相同。只有被成功地插入或者更新的行才将被返回。例如，如果一行

被锁定但由于不满足 ON CONFLICT DO UPDATE ... WHERE clause

condition没有被更新，该行将不被返回。

为了对表执行插入操作您必须对该表有 INSERT 权限。如果存在 ON

CONFLICT DO UPDATE子句，还要求该表上的 UPDATE特权。

若一个列列表被指定，您只需要对列出的列有 INSERT权限。类似地，在指

定了 ON CONFLICT DO UPDATE 时，你只需要被列出要更新的列上的

UPDATE 特权。不过，ON CONFLICT DO UPDATE 还要求其值被 ON

CONFLICT DO UPDATE表达式或者 condition使用的列上的 SELECT特权。

 参数

这个小节介绍了在只插入新行时可以使用的参数。专门用于 ON CONFLICT

子句的参数会单独介绍。

with_query

WITH子句允许指定一个或者更多子查询，在 INSERT查询中可以用名

称引用这些子查询。

query （SELECT 语句）也可以包含一个 WITH 子句。在这种情况下

query中可以引用两组 with_query，但是第二个优先级更 高（因为它被

嵌套更近）。

table_name

要插入数据的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alias

table_name 的替补名称。当提供了一个别名时，它会完全隐藏掉表的

实际名称。当 ON CONFLICT DO UPDATE的目标是一个被排除的表时

这特别有用，因为那也是表示要被插入行的特殊表的名称。

column_name

名为 table_name的表中的一个列的名称。如有必要，列名可以用一个

子列名或者数组下标限定（只向一个组合列的某些列中插入会让其他列

为空）。当用 ON CONFLICT DO UPDATE引用一列时，不要在一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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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列的说明中包括表名。例如， INSERT INTO table_name ... ON

CONFLICT DO UPDATE SET table_name.col = 1 是非法的（这遵循

UPDATE 的一般行为）。

DEFAULTVALUES

所有字段都会用它们的缺省值填充。

expression

赋予对应的 column 的一个有效表达式或值。

DEFAULT

对应的 column 将被它的缺省值填充。

query

一个查询(SELECT语句)，它提供插入的数据行。请参考 SELECT语句

获取语法描述。

output_expression

在每一行都被插入或更新之后由 INSERT命令计算并返回的表达式。该

表达式可以使用 table_name 的任意字段。可以使用*返回被插入行的所

有字段。

output_name

返回字段的名称。

 ON CONFLICT 子句

可选的 ON CONFLICT 子句为出现唯一性违背或排除约束违背错误时提供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动作。对于每一个要插入的行，不管是插入进行下去还是

违背了由 conflict_target 指定的一个仲裁者约束或者索引，都会采取可供选

择的 conflict_action。ON CONFLICT DO NOTHING 简单地把避免插入行作

为其替代操作。ON CONFLICT DO UPDATE则会更新与要插入的行冲突的

已有行。

conflict_target 可以执行唯一索引推断。在执行推断时，它由一个或者多个

index_column_name 列或 者 index_expression 表达 式以及一 个可选 的

index_predicate 构成。所有刚好包含 conflict_target 指定的列 /表达式的

table_name唯一索引（不管顺序）都会被推断为（选择为）仲裁者索引。如

果指定了 index_predicate，它必须满足仲裁者索引（也是推断过程的一个进

一步的要求）。注意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个满足其他条件的非部分唯一索引（没

有谓词的唯一索引）可用，它将被推断为仲裁者（并且会被 ON CONFLICT

使用）。如果推断尝试不成功，则会发生一个错误。

ON CONFLICT DO UPDATE保证一个原子的 INSERT或者 UPDATE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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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独立错误的前提下，这两种结果之一可以得到保证，即使在很高的并

发度也能保证。这也可以被称作 UPSERT —“UPDATE 或 INSERT”。

conflict_target

通过选择仲裁者索引来指定哪些行与 ON CONFLICT 在其上采取可替

代动作的行相冲突。要么执行唯一索引推断，要么显式命名一个约束。

对 于 ON CONFLICT DO NOTHING 来 说 ， 它 对 于 指 定 一 个

conflict_target是可选的。在被省略时，与所有有效约束（以及唯一索引）

的冲突都会被处理。对于 ON CONFLICT DO UPDATE，必须提供一个

conflict_target。

conflict_action

conflict_action指定一个可替换的 ON CONFLICT 动作。它可以是 DO

NOTHING，也可以是一个指定在冲突情况下要被执行的 UPDATE动作

中的 DO UPDATE 子句。ON CONFLICT DO UPDATE 中的 SET 和

WHERE子句能够使用该表的名称（或者别名）访问现有的行，并且可

以用特殊的被排除表访问要插入的行。这个动作要求被排除列所在目标

表的任何列上的 SELECT特权。

注意所有行级 BEFORE INSERT触发器的效果都会反映在被排除值中，

因为那些效果可能会让该行避免被插入。

index_column_name

一个 table_name列的名称。它被用来推断仲裁者索引。它遵循 CREATE

INDEX格式。这要求 index_column_name 上的 SELECT特权。

index_expression

和 index_column_name 类似，但是被用来推断出现在索引定义中的

table_name列（非简单列）上的表达式。遵循 CREATE INDEX 格式。

这要求任何出现在 index_expression中的列上的 SELECT特权。

collation

指定时，强制相应的 index_column_name或 index_expression 使用一种

特定的排序规则以便在推断期间能被匹配上。通常会被省略，因为排序

规则通常不会影响约束违背的发生。遵循 CREATE INDEX格式。

opclass

指定时，强制相应的 index_column_name或 index_expression 使用特定

的操作符类以便在推断期间能被匹配上。通常会被省略，因为相等语义

在一种类型的操作符类之间都是等价的，或者因为值得相信已定义的唯

一索引具有适当的相等定义。遵循 CREATE INDEX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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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_predicate

用于允许部分唯一索引的推断。任何满足该谓词（不一定需要真的是部

分索引）的索引都能被推断。遵循 CREATE INDEX格式。这要求任何

出现在 index_predicate中的列上的 SELECT特权。

constraint_name

用名称显式地指定一个仲裁者约束，而不是推断一个约束或者索引。

condition

一个能返回 boolean值的表达式。只有让这个表达式返回 true的行才将

被更新，不过在采用 ON CONFLICT DO UPDATE动作时所有的行都会

被锁定。注意 condition会被最后计算，即一个冲突被标识为要更新的

候选对象之后。

注意不支持把排除约束作为 ON CONFLICT DO UPDATE的仲裁者。在所有的情

况中，只支持 NOT DEFERRABLE 约束和唯一索引作为仲裁者。

带有 ON CONFLICT DO UPDATE子句的 INSERT是一种“确定性的” 语句。

这表明不允许该命令影响任何单个现有行超过一次，如果发生则会引发一个基数

违背错误。要插入的行不应该在仲裁者索引或约束所限制的属性上重复。

Tip: 使 用 唯 一 索 引 推 断 通 常 比 使 用 ON CONFLICT ON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直接提名一个约束更好。当底层索引被以重叠方式替换成另一个

或多或少等效的索引时，推断将能继续正确地工作，例如在删除要被替换的索引

之前使用 CREATE UNIQUE INDEX ... CONCURRENTLY。

 输出

成功完成后，一条 INSERT命令返回一个下面形式的命令标签：

INSERT oid count

count 是插入的行数。如果 count 正好是一，并且目标表有 OID，那么 oid

是分配给被插入行的 OID。这个单一行必须已经被插入而不是被更新。否则

oid 是零。

如果 INSERT 命令包含 RETURNING 子句，其结果会类似于包含

RETURNING列表中定义的列和值的 SELECT 语句，这些结果是由该命令

在被插入或更新行上计算得到。

 示例

向表 films里插入单独一行：

INSERT INTO films VALUES

('UA502', 'Bananas', 105, '1971-07-13', 'Comedy', '82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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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里面省略了字段 len，因此在它被赋值为缺省值：

INSERT INTO films (code, title, did, date_prod, kind)

VALUES ('T_601', 'Yojimbo', 106, '1961-06-16', 'Drama');

在这个例子里，用 DEFAULT子句作为日期字段，而不是声明一个数值：

INSERT INTO films VALUES

('UA502', 'Bananas', 105, DEFAULT, 'Comedy', '82 minutes');

INSERT INTO films (code, title, did, date_prod, kind)

VALUES ('T_601', 'Yojimbo', 106, DEFAULT, 'Drama');

插入一行完全由缺省值组成的数据行：

INSERT INTO films DEFAULT VALUES;

使用多行 VALUES语法插入多行：

INSERT INTO films (code, title, did, date_prod, kind) VALUES

('B6717', 'Tampopo', 110, '1985-02-10', 'Comedy'),

('HG120', 'The Dinner Game', 140, DEFAULT, 'Comedy');

从表 tmp_films中插入几行到表 films中，两个表具有相同的列布局：

INSERT INTO films SELECT * FROM tmp_films WHERE date_prod <

'2004-05-07';

插入数组：

-- 为 noughts-and-crosses游戏创建一个空的 3*3棋盘

INSERT INTO tictactoe (game, board[1:3][1:3])

VALUES (1, '{{" "," "," "},{" "," "," "},{" "," "," "}}');

-- 实际上可以不用上面例子中的下标

INSERT INTO tictactoe (game, board)

VALUES (2, '{{X," "," "},{" ",O," "},{" ",X," "}}');

向 distributors 表插入一个单独的行，并返回由 DEFAULT子句生成的序列

值：

INSERT INTO distributors (did, dname) VALUES (DEFAULT, 'XYZ

Widgets')

RETURNING did;

增加为 Acme Corporation 管理账户的销售人员的销量，并且把整个被更新

的行以及当前时间记录到一个日志表中：

WITH upd AS (

UPDATE employees SET sales_count = sales_count + 1 WHERE id =

(SELECT sales_person FROM accounts WHERE name = ’A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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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RETURNING *

)

INSERT INTO employees_log SELECT *, current_timestamp FROM upd;

酌情插入或者更新新的 distributor。假设已经定义了一个唯一索引来约束出

现在 did列中的值。注意，特殊的 excluded表被用来引用原来要插入的值：

INSERT INTO distributors (did, dname)

VALUES (5, ’Gizmo Transglobal’), (6, ’Associated Computing, Inc’)

ON CONFLICT (did) DO UPDATE SET dname = EXCLUDED.dname;

插入一个 distributor，或者在一个被排除的行（具有一个匹配约束的列或者

会让行级前（或者后）插入触发器引发的列的行）存在时不处理要插入的行。

例子假设已经定义了一个唯一触发器来约束出现在 did列中的值：

INSERT INTO distributors (did, dname) VALUES (7, ’Redline GmbH’)

ON CONFLICT (did) DO NOTHING;

酌情插入或者更新新的 distributor。例子假设已经定义了一个唯一触发器来

约束出现在 did列中的值。WHERE子句被用来限制实际被更新的行（不过，

任何没有被更新的已有行仍将被锁定）：

-- 根据一个特定的 ZIP 编码更新 distributors

INSERT INTO distributors AS d (did, dname) VALUES (8, ’Anvil

Distribution’)

ON CONFLICT (did) DO UPDATE

SET dname = EXCLUDED.dname || ’ (formerly ’ || d.dname || ’)’

WHERE d.zipcode <> ’21201’;

-- 直接在语句中命名一个约束（使用相关的索引来判断是否做 DO

NOTHING 动作）

INSERT INTO distributors (did, dname) VALUES (9, ’Antwerp Design’)

ON CONFLICT ON CONSTRAINT distributors_pkey DO NOTHING;

如果可能就插入新的 distributor，否则 DO NOTHING。例子假设已经定义

了一个唯一索引，它约束让 is_active 布尔列为 true 的行子集上 did 列中的

值：

-- 这个语句可能推断出一个在 "did" 上带有谓词 "WHERE is_active"

-- 的部分唯一索引，但是它可能也只是使用了 "did" 上的一个常规唯一约

束

INSERT INTO distributors (did, dname) VALUES (10, ’Con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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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ON CONFLICT (did) WHERE is_active DO NOTHING;

 兼容性

INSERT语句与 SQL 标准兼容，不过 RETURNING子句是一种 HighGo DB

扩展，在 INSERT中使用 WITH 也是，用 ON CONFLICT 指定一个替代动

作也是扩展。还有，标准不允许省略列名列表但不通过 VALUES 子句或者

query填充所有列的情况。

可能碰到的关于 query 子句特性的限制在 SELECT语句中有相关说明。

4.137 LISTEN
 语法

LISTEN channel

 描述

LISTEN在名为 channel 的通知通道上将当前会话注册为一个监听器。若当

前会话已经注册为该通知通道的一个监听器，那么什么都不做。

当命令 NOTIFY channel 被调用后（不管是此会话还是其它连接到同一数

据库的会话）所有正在监听此通知通道的会话都将收到通知，并且接下来每

个会话将依次通知与其相连的前端应用。

使用 UNLISTEN 命令可以将一个会话内已注册的通知通道删除。同样，会

话退出时自动删除该会话注册的监听。

前端应用检测通知事件的方法取决于 HighGo DB应用使用的编程接口。如

果使用基本的 libpq库，那么应用将 LISTEN当作普通 SQL命令使用，而且

必须周期地调用 PQnotifies过程来检测是否有通知到达。其它像 libpgtcl 接

口提供了更高级的控制通知事件的方法；实际上，使用 libpgtcl的应用程序

员不应该直接使用 LISTEN 或 UNLISTEN。请参考你使用的接口的文档获

取更多细节。

NOTIFY的手册页包含更广泛的关于 LISTEN和 NOTIFY的使用的讨论。

 参数

channel

通知通道的名称，可以是任意标识符。

 注意

LISTEN 在事务提交时生效。若 LISTEN 或者 UNLISTEN 在稍后回滚的事

务中执行，被监听的通知通道的集合不会改变。

一个已经执行 LISTEN的事务不能为两阶段提交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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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在 psql里配置和执行一个监听/通知序列：

LISTEN virtual;

NOTIFY virtual;

Asynchronous notification "virtual" received from server process with PID

8448.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LISTEN语句。

 又见

NOTIFY, UNLISTEN

4.138 LOAD
 语法

LOAD 'filename'

 描述

这个命令加载一个共享库文件到 HighGo DB服务器的地址空间。如果文件

已经加载，命令什么都不做。只要调用包含 C函数的共享库文件中的一个

函数，这些共享库文件就会被自动加载。因此，一个显式的 LOAD 只在加

载一个通过“hooks”修改服务器行为的库时需要使用，而不是在提供一组函

数时使用。

文件名是用和 CREATE FUNCTION 里描写的共享库的名称相同的方法声明

的；特别要注意的是可以依赖搜索路径和系统标准共享库文件名扩展的自动

补全。

非超级用户仅可以将LOAD用于 $libdir/plugins/中的库文件—也就是说

指定的 filename 必须精确的以该字符串开头。数据库管理员有责任确保仅

将“安全”的库文件安装在那里。

 又见

CREATE FUNCTION

4.139 LOCK
 语法

LOCK [ TABLE ] [ ONLY ] name [, ...] [ IN lockmodeMODE ] [ NOWAIT ]

这里的 lockmode可以是下列之一：

ACCESS SHARE | ROW SHARE | ROW EXCLUSIVE | SHARE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888

UPDATE EXCLUSIVE

| SHARE | SHARE ROW EXCLUSIVE | EXCLUSIVE | ACCESS

EXCLUSIVE

 描述

LOCK TABLE 获取一个表级锁，必要时等待任何冲突的锁释放。如果声明

了 NOWAIT，那么 LOCK TABLE 并不等待获取需要的锁：如果无法立即获

取该锁，那么该命令退出并且发出一个错误信息。如果成功获取了这个锁，

该锁会被在当前事务中一直持有（没有 UNLOCK TABLE 命令，锁总是在事

务结束时被释放）。

在为那些引用了表的命令自动请求锁的时候，HighGo DB总是尽可能使用最

小限制的锁模式。提供 LOCK TABLE是用于想要更严格的锁定的情况。例

如，假设一个应用在“读已提交”隔离级别上运行事务，并且它需要保证在

表中的数据在事务的运行过程中保持稳定。要实现这个目的，你可以在查询

之前对表使用 SHARE锁模式进行锁定。这将阻止并发的数据更改并且确保

该表的后续读操作会看到已提交数据的一个稳定视图，因为 SHARE锁模式

与写入者所要求的 ROW EXCLUSIVE 锁有冲突，并且你的 LOCK TABLE

name IN SHARE MODE 语句将等待，直到任何并发持有 ROW EXCLUSIVE

模式锁的持有者提交或者回滚。因此，一旦得到锁，就不会有未提交的写入

还没有解决。此外，在释放该锁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开始。

要在运行在 REPEATABLE READ或 SERIALIZABLE 隔离级别的事务中得

到类似的效果，你必须在执行任何 SELECT 或者数据修改语句之前执行

LOCK TABLE 语句。一个 REPEATABLE READ或者 SERIALIZABLE 事务

的数据视图将在它的第一个 SELECT 或者数据修改语句开始时被冻结。在

该事务中稍后的一个 LOCK TABLE仍将阻止并发写—但它不会确保该事务

读到的东西对应于最新的已提交值。

如果一个此类的事务准备修改一个表中的数据，那么应该使用 SHARE ROW

EXCLUSIVE锁模式，而不是 SHARE模式。这样就保证任意时刻只有一个

此类的事务运行。不这样做就可能会死锁：当两个并发的事务可能都请求

SHARE模式，然后试图更改表中的数据时，两个事务在实际执行更新的时

候都需要 ROW EXCLUSIVE锁模式，但是它们无法再次获取这个锁。请注

意，一个事务自己的锁是从不冲突的，因此一个事务可以在持有 SHARE模

式的锁的时候请求 ROW EXCLUSIVE 模式的锁(但是不能在任何其它事务

持有 SHARE模式的时候请求)。为了避免死锁，所有事务应该保证以相同的

顺序对相同的对象请求锁，并且，如果涉及多种锁模式，那么事务应该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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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请求最严格的锁模式。

 参数

name

要锁定的现存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若已声明 ONLY，则仅仅

锁定那个表。若 ONLY未声明，表和所有后代表（若存在）将会被锁。

可选地,*可以指定表名后明确表明包括后代表。

命令 LOCK TABLE a, b;等效于 LOCK TABLE a; LOCK TABLE b;。表是

按照 LOCK TABLE命令中声明的顺序一个接一个顺序上锁的。

lockmode

锁模式声明这个锁和哪些锁冲突。锁模式在明确锁定里描述。

如果没有声明锁模式，那么使用最严格的模式 ACCESS EXCLUSIVE

模式。

NOWAIT

声明 LOCK TABLE 不去等待任何冲突的锁释放：如果无法立即获取所

要求的锁，那么事务退出。

 注意

LOCK TABLE ... IN ACCESS SHARE MODE 需要在目标表上有

SELECT权限。IN ROW EXCLUSIVE MODE要求目标表上的 INSERT、

UPDATE、DELETE或 TRUNCATE特权。所有其它形式的 LOCK至少

需要 UPDATE、DELETE或 TRUNCATE权限之一。

LOCK TABLE 在事物块之外是无效的：因为锁在事务结束的时候马上

被释放。所以若 LOCK 在一个事物块外被使用时 HighGo DB会报告一

个错误。使用 BEGIN 和 COMMIT (或者 ROLLBACK)来定义一个事物

块。

LOCK TABLE 只处理表级的锁，因此涉及到 ROW 的模式名称在这里

都是不当的。这些模式名称通常应该理解为用户视图在一个被锁定的表

中获取行级的锁。同样，ROW EXCLUSIVE 模式也是一个可共享的表

级锁。一定要记住，只要是涉及到 LOCK TABLE，那么所有锁模式都

有相同的语意，区别只是它们与哪种锁冲突的规则。

 例子

演示在往一个外键表上插入时在有主键的表上使用 SHARE的锁：

BEGIN WORK;

LOCK TABLE films IN SHARE MODE;

SELECT id FROM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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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name = 'Star Wars: Episode I - The Phantom Menace';

-- 如果记录没有被返回就做 ROLLBACK

INSERT INTO films_user_comments VALUES

(_id_, 'GREAT! I was waiting for it for so long!');

COMMITWORK;

在执行删除操作前对一个有主键的表进行 SHARE ROW EXCLUSIVE锁：

BEGIN WORK;

LOCK TABLE films IN SHARE ROW EXCLUSIVE MODE;

DELETE FROM films_user_comments WHERE id IN

(SELECT id FROM films WHERE rating < 5);

DELETE FROM films WHERE rating < 5;

COMMITWORK;

 兼容性

在 SQL标准里面没有 LOCK TABLE，可以使用 SET TRANSACTION 来声

明当前事务的级别。HighGo DB也支持这个，参阅 SET TRANSACTION获

取详细信息。

除 了 ACCESS SHARE 、 ACCESS EXCLUSIVE 和 SHARE UPDATE

EXCLUSIVE 锁模式外，HighGo DB 锁模式和 LOCK TABLE 语法都与

Oracle 中的兼容。

4.140 MOVE
 语法

MOVE [ direction [ FROM | IN ] ] cursor_name

其中 direction可以为空或者以下之一：

NEXT

PRIOR

FIRST

LAST

ABSOLUTE count

RELATIVE count

count

ALL

FORWARD

FORWARD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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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 ALL

BACKWARD

BACKWARD count

BACKWARD ALL

 描述

MOVE 在不检索数据的情况下重新定位一个游标。MOVE 的工作类似于

FETCH命令，但只是重定位游标而不返回行。

MOVE命令的参数与 FETCH命令的参数相同。请参考 FETCH命令获取语

法和参数的详细信息。

 输出

成功完成时，MOVE命令将返回一个下面形式的命令标签：

MOVE count

count 是一个具有同样参数的 FETCH命令会返回的行数(可能为零)。

 例子

BEGIN WORK;

DECLARE liahona CURSOR FOR SELECT * FROM films;

-- 忽略开头 5行:

MOVE FORWARD 5 IN liahona;

MOVE 5

-- 抓取游标 liahona里的第 6行:

FETCH 1 FROM liahona;

code | title | did | date_prod | kind | len

-------+--------+-----+------------+--------+-------

P_303 | 48 Hrs | 103 | 1982-10-22 | Action | 01:37

(1 row)

-- 关闭游标 liahona并提交事务：

CLOSE liahona;

COMMITWORK;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MOVE语句。

 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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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DECLARE, FETCH

4.141 NOTIFY
 语法

NOTIFY channel [ , payload ]

 描述

NOTIFY命令发送一个通知事件连同一个可选择的“payload”字符串到每个

正在监听的客户端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已经预先为当前数据库的指定通

道名称执行 LISTEN channel。通知对所有用户可见。

NOTIFY 为访问同一个 HighGo DB数据库的进程集合提供了一种简单的进

程间通信机制。一个有效载荷字符串可以连同通知一起发送，通过使用数据

库中的表从通知器发送额外数据到监听器，也可以构建用于传输结构化数据

的高层机制。

由一个通知事件传递给客户端的信息包括通知通道名称、发出通知的会话的

服务器进程 PID和载荷字符串，若它未被指定则是空字符串。

将在一个给定数据库以及其他数据库中使用的通道名称由数据库设计者定

义。通常，通道名称与数据库中某个表的名称相同，并且通知事件其实就意

味着："我改变了这个表，来看看改了什么吧"。但是 NOTIFY 和 LISTEN 命令

并未强制这样的关联。例如，一个数据库设计者可以使用几个不同的通道名

称来标志一个表上的不同种类的改变。另外，载荷字符串可以被用于多种不

同的情况。

当 NOTIFY 被用来标志对一个特定表的改变时，一种有用的编程技巧是把

NOTIFY 放在一个由表更新触发的规则中。在这种方式中，每当表被改变时

都将自动发生通知，应用程序员就不会忘记发出通知了。

NOTIFY 以一些重要的方式与 SQL 事务互动。首先，如果一个 NOTIFY 在一

个事务内执行，在事务被提交之前，该通知事件都不会被递送。这是合适的，

因为如果该事务被中止，所有其中的命令都将不会产生效果，包括 NOTIFY

在内。但如果期望通知事件被立即递送，那这种行为就会令人不安。其次，

如果一个监听会话收到了一个通知信号而它正在一个事务中，在该事务完成

（提交或者中止）之前，该通知事件将不会被递送给它连接的客户端。同样，

原因在于如果一个通知在一个事务内被递送且该事务后来被中止，我们会希

望该通知能以某种方式被撤销 — 但是服务器一旦把通知发送给客户端就

无法"收回它"。因此通知事件只能在事务之间递送。其中的要点是把 NOTIFY

用作实时信号的应用应该让它们事务尽可能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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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同一个事务多次用相同的载荷字符串对同一个通道名称发送通知，数

据库服务器能决定只递送一个单一的通知。另一方面，带有不同载荷字符串

的通知将总是作为不同的通知被递送。类似地，来自不同事务的通知将不会

被折叠成一个通知。除了丢弃后来生成的重复通知实例之外，NOTIFY 保证

来自同一个事务的通知按照它们被发送的顺序被递送。还可以保证的是，来

自不同事务的消息会按照其事务被提交的顺序递送。

一个执行 NOTIFY 的客户端自己也同时在监听同一个通知通道是很常见的

事。在这种情况下，和所有其他监听会话一样，它会取回一个通知事件。根

据应用的逻辑，这可能导致无用的工作，例如从自己刚刚写入的一个表中读

出相同的更新。可以通过关注发出通知的服务器进程 PID（在通知事件消息

中提供）与自己的会话 PID（可以从 libpq得到）是否相同来避免这种额外

的工作。当两者相同时，该通知事件就是当前会话自己发出的，所以可以忽

略。

 参数

channel

要表示的通知通道的名称 (任意标识符)。

payload

与通知交互的“payload”字符串。这必须被指定为一个简单的字符串。

在默认配置中它必须小于 8000字节。（若二进制数据或者更大数量的

信息需要被联系起来，最好是将它们放到一个数据库表中并发送该记录

的键。）

 注解

有一个队列，它持有被发送但是却未被所有监听会话处理的通知。如果该队

列变为空，事务调用 NOTIFY 将会提交失败。队列很大（在标准安装中是

8GB）并且应该对几乎所有用例有充足的空间。然而，若一个会话执行

LISTEN并随后很长时间进入一个事务那么不会发生清理。一旦该队列使用

过半，您将在日志文件中看到警告，它指出哪个会话阻止了清理。此时您应

该确保该会话结束其当前事务，这样清理才可以进行下去。

执行过 NOTIFY的事务无法准备两阶段提交。

 pg_notify

为了发送一个提示你也可以使用函数 pg_notify(text, text)。该函数将通

道名称作为首个参数，并且将有效负载作为第二个。如果您需要使用非

常量的通道名称和有效载荷，该函数比 NOTIFY命令更好用。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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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sql里配置和执行一个监听/通知序列：

LISTEN virtual;

NOTIFY virtual;

Asynchronous notification "virtual" received from server process with PID

8448.

NOTIFY virtual, 'This is the payload';

Asynchronous notification "virtual" with payload "This is the payload"

received from server process with PID 8448.

LISTEN foo;

SELECT pg_notify('fo' || 'o', 'pay' || 'load');

Asynchronous notification "foo" with payload "payload" received from

server process with PID 14728.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NOTIFY 语句。

 又见

LISTEN, UNLISTEN

4.142 PREPARE
 语法

PREPARE name [ ( data_type [, ...] ) ] AS statement

 描述

PREPARE创建一个预备语句。预备语句是一种服务器端的对象，可以用于

优化性能。在执行 PREPARE语句的时候，指定的查询被解析、分析和重写。

当随后发出 EXECUTE语句的时候，该预备语句被规划和执行。因此，解析、

分析、重写都只执行一次，而不是每次都要执行一次。

预备语句可以接受参数：在它执行的时候替换到查询中的数值。可以在一个

预备语句里按照位置来引用参数，比如$1，$2等。可以指定一个相应的参

数数据类型列表。如果一个参数的数据类型没有被指定或声明为 unknown，

那么其类型将根据该参数所使用的实际上下文环境进行推测(如果有可能的

话)。当执行该语句的时候，将在 EXECUTE语句中为这些参数指定实际值。

参见 EXECUTE获取更多信息。

预备语句只是在当前数据库会话的过程中存在。如果会话结束，那么预备语

句就会消失，因此必须在被重新使用之前重新创建。这也意味着一个预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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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不能被多个数据库客户端同时使用；但是，每个客户端可以创建它们自己

的预备语句来使用。预备语句可以用 DEALLOCATE命令手工清除。

如果一个会话准备用于执行大量类似的查询，那么预备语句可以获得最大限

度的性能优势。如果查询非常复杂，需要复杂的规划或者重写，那么性能差

距将更加明显。比如，如果查询涉及许多表的连接，或者有多种规则要求应

用。如果查询的规划和重写相对简单，而执行起来开销相当大，那么预备语

句的性能优势就不那么明显。

 参数

name

给予这个特定的预备语句的名称。它必须在一个会话中是唯一的，并且

用于执行或者删除一个预备语句。

data_type

预备语句的某个参数的数据类型。如果某个参数的数据类型未指定或指

定为 unknown，那么将根据该参数使用的上下文环境进行推断。可以使

用 $1、$2等等在预备语句内部引用这个参数。

statement

任何 SELECT、INSERT、UPDATE、DELETE或 VALUES语句。

 注解

如果一个预备语句被执行足够多次，服务器可能最终决定保存并且重用一个

一般计划而不是每次重新规划。如果预备语句没有参数，这将会立刻发生。

否则，只有在一般计划不比依赖于特定参数值的计划昂贵太多的时候才会发

生。通常，只有查询的性能被估计为对提供的特定参数值相当不敏感时才会

选择一般计划。

要检查被 HighGo DB用于一个预备语句的查询计划，可以使用 EXPLAIN。

如果用了一个一般计划，它将包含参数符号$n，而一个自定义计划将具有替

换到其中的当前实参。

有关查询规划和 HighGo DB为查询优化的目的收集统计的更多信息，参阅

ANALYZE文档。

尽管预备语句主要是为了避免重复对语句进行解析、分析以及规划，但是只

要上一次使用该预备语句后该语句中用到的数据库对象发生了定义性

（DDL）改变，HighGo DB 将会对该语句强制进行重新分析和重新规划。

还有，如果 search_path的值发生变化，也将使用新的 search_path重新解析

该语句。这些规则让预备语句的使用在语义上几乎等效于反复提交相同的查

询文本，但是能在性能上获利（如果没有对象定义被改变，特别是如果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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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保持不变时）。该语义等价性不完美的一个例子是：如果语句用一个未

限定的名称引用表，并且之后在 search_path 中更靠前的模式中创建了一个

新的同名表，则不会发生自动的重解析，因为该语句使用的对象没有被改变。

不过，如果某些其他更改造成了重解析，后续使用中都会引用新表。

可以通过查询 pg_prepared_statements 系统试图获得某个会话中所有可用的

预备语句。

 例子

为一个 INSERT语句创建一个预备语句然后执行它：

PREPARE fooplan (int, text, bool, numeric) AS

INSERT INTO foo VALUES($1, $2, $3, $4);

EXECUTE fooplan(1, 'Hunter Valley', 't', 200.00);

为一个 SELECT语句创建一个预备语句然后执行它：

PREPARE usrrptplan (int) AS

SELECT * FROM users u, logs l WHERE u.usrid=$1 AND

u.usrid=l.usrid

AND l.date = $2;

EXECUTE usrrptplan(1, current_date);

注意，第二个参数的数据类型并未指定。所以将从上下文环境推测$2的类

型。

 兼容性

SQL标准包含一个 PREPARE语句，但是它只用于嵌入式 SQL。HighGo DB

实现的 PREPARE语句的语法也略有不同。

 又见

DEALLOCATE, EXECUTE

4.143 PREPARE TRANSACTION
 语法

PREPARE TRANSACTION transaction_id

 描述

PREPARE TRANSACTION为当前事务的两阶段提交做准备。在命令之后，

事务就不再和当前会话关联了；它的状态完全保存在磁盘上，它提交成功有

非常高的可能性（即使是在请求提交之前数据库发生了崩溃也如此）。

一旦准备好了，一个事务就可以在稍后用 COMMIT PREPARED 或

ROLLBACK PREPARED命令分别进行提交或者回滚。这些命令可以从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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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中发出，而不光是最初执行事务的那个会话。

从发出命令的会话的角度来看， PREPARE TRANSACTION 不同于

ROLLBACK：在执行它之后，就不再有活跃的当前事务了，并且该预备事

务的效果也不再可见(在事务提交之后其效果会再次可见)。

如果 PREPARE TRANSACTION 因为某些原因失败，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

ROLLBACK，当前事务被取消。

 参数

transaction_id

一 个 任 意 的 标 识 符 ， COMMIT PREPARED 或 者 ROLLBACK

PREPARED以后将用这个标识符来标识这个事务。该标识符必须写成

一个字符串，并且长度必须小于 200 字节。它也不能与任何当前已经

准备好的事务的标识符相同。

 注解

PREPARE TRANSACTION不是为了用于应用程序或者交互会话而设计的。

其目的是允许一个内部事务管理器来跨多个数据库或其他事务性资源执行

原子的全局事务。除非你在写一个事务管理器，否则你可能不会使用

PREPARE TRANSACTION。

该命令必须在一个事物块里面使用。用 BEGIN来开始一个事务。

目前还不允许对一个已经执行包括临时表在内的任意操作、创建了带WITH

HOLD 的任何游标、或者执行了 LISTEN 或者 UNLISTEN 的事务进行

PREPARE。这些特性和当前会话绑定得太过紧密，因此在一个预备事务里

没什么可用的。

若事务用 SET（没有 LOCAL选项）修改了运行时参数，这些影响在持续到

PREPARE TRANSACTION之后，并且不会被后来的 COMMIT PREPARED

或 者 ROLLBACK PREPARED 影 响 。 因 此 ， 在 这 方 面 ， PREPARE

TRANSACTION行为更像 COMMIT而非 ROLLBACK。

所有目前可用的预备事务都在系统视图 pg_prepared_xacts里面列出。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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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事务长时间处于预备状态是不明智的。这将干扰 VACUUM回收存储的

能力，并且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数据库关闭以阻止事务 ID回卷。也请记

住事务将继续持有它持有的任何锁，这个特性的用法是一旦外部的事务管

理器核实了其它数据库也准备好提交之后，一个预备事务将被正常的提交

或者回滚。

如果您没有设置一个内部事务管理器来跟踪预备事务并确保他们得到及时

关闭，最好是通过将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设置为 0来保持预备事务功

能禁用。这可以阻止意外创建预备事务，否则该事务可能会被遗忘并最终

引发问题。

 例子

为两阶段提交准备当前事务，使用 foobar作为事务标识符：

PREPARE TRANSACTION 'foobar';

 又见

COMMIT PREPARED, ROLLBACK PREPARED

4.144 REASSIGN OWNED
 语法

REASSIGN OWNED BY { old_role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 ...]

TO { new_role | CURRENT_USER | SESSION_USER }

 描述

REASSIGN OWNED要求系统将所有old_role拥有的数据库对象的属主更改

为 new_role。

 参数

old_role

旧属主的角色名。这个角色在当前数据库中所拥有的所有对象以及所有

共享对象（数据库、表空间）的所有权都将被重新赋予给 new_role。

new_role

将作为受影响对象的新拥有者的角色名称。

 注意

REASSIGN OWNED 常用于在删除角色之前的准备工作。因为 REASSIGN

OWNED仅影响当前数据库中的对象，通常需要在包含有被删除的角色所拥

有的对象的每一个数据库中都执行这个命令。

REASSIGN OWNED需要源角色和目标角色上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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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OWNED 命令可以简单地删除一个或多个角色所拥有的所有数据库

对象。

REASSIGN OWNED并不影响授予给old_role们的在它们不拥有的对象上的

任何特权。使用 DROP OWNED来删除这些权限。

 又见

DROP OWNED, DROP ROLE, ALTER DATABASE

4.145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
 名称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 --替换物化视图的内容

 大纲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 [ CONCURRENTLY ] name

[ WITH [ NO ] DATA ]

 描述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 完全替换一个物化视图的内容。旧的内

容被丢弃。如果声明了WITH DATA（或缺省），后端查询被执行以提供新

的数据，并且使物化视图留处于可扫描的状态。如果声明了 WITH NO

DATA，那么不会产生新的数据，并且物化视图处于一个不可扫描的状态。

CONCURRENTLY和WITH NO DATA不能一起声明。

 参数

CONCURRENTLY

刷新物化视图而不锁定该物化视图上并发的选择。如果没有这个选项，

一个影响多行的刷新将尝试使用更少的资源并完成的更快，但是会锁定

其他尝试读取该物化视图的连接。这个选项在影响少量行数的情况下执

行的更快。

只有当物化视图至少有一个 UNIQUE 索引（只使用字段名并包含所有

行）时，才能使用这个选项；也就是说，不能在任何表达式上索引也不

能包括WHERE子句。

当物化视图还未填充时不能使用这个选项。

即使使用这个选项，对于任何一个物化视图一次也只能运行一个

REFRESH。

name

要刷新内容的物化视图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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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留了未来的 CLUSTER操作的缺省索引时，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不会基于这个属性对生成的行进行排序。如果你希望数据在产生时排

序，必须在支持查询中使用一个 ORDER BY子句。

 例子

这个命令将使用物化视图order_summary定义中的查询来替换该物化视图的

内容，并且让它处于一种可扫描的状态：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 order_summary;

这个命令将释放与物化视图 annual_statistics_basis相关的存储并且让它变成

一种不可扫描的状态：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 annual_statistics_basis WITH NO

DATA;

 兼容性

REFRESH MATERIALIZED VIEW是一个 HighGo DB扩展。

 又见

CREATE MATERIALIZED VIEW, ALTER MATERIALIZED VIEW, DROP

MATERIALIZED VIEW

4.146 REINDEX
 语法

REINDEX [ ( VERBOSE ) ]{ INDEX | TABLE | SCHEMA | DATABASE |

SYSTEM } name

 描述

REINDEX使用索引的表里存储的数据重建一个索引，并且替换该索引的

旧副本。有以下场景需要使用 REINDEX：

 索引崩溃，并且不再包含有效的数据。尽管理论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实际上索引会因为软件缺陷或者硬件问题而崩溃。REINDEX提供了

一个恢复方法。

 索引变得“臃肿”，包含大量的空页或接近空页。这个问题在某些罕见

访问模式时会发生在 B-tree索引上。REINDEX通过写一个不带无用索

引页的新索引提供了缩小索引空间消耗的途径。

 修改了一个索引的存储参数（例如填充因子），并且希望确保这种修改

完全生效。

使用 CONCURRENTLY选项创建索引失败，留下了一个“非法”索引。这

样的索引毫无用处，但是可以通过 REINDEX 重建新索引来覆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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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DEX不能并发创建。要构建该索引并且不干扰生产，应该先删除索引

并且重新发出 CREATE INDEX CONCURRENTLY命令。

 参数

INDEX

重新建立指定的索引。

TABLE

重新建立指定表的所有索引。如果表有从属的"TOAST"表，那么这个表

也会重新索引。

SCHEMA

重新创建指定模式下的所有索引。如果该模式下的表具有二级

“TOAST”表，即被重新索引。处理共享系统目录索引。这种形式的

REINDEX不能在事务块内执行。

DATABASE

重建当前数据库里的所有索引。共享系统表上的索引也要处理。

REINDEX的形式不能在一个事务锁内被执行。

SYSTEM

在当前数据库上重建所有系统表上的索引。共享系统表上的索引包括在

内。用户表上的索引不处理。这种形式的 REINDEX不能在事务块中执

行。

name

需要重建索引的索引、表、数据库的名称。表和索引名可以是模式限定

的。目前，REINDEX DATABASE和 REINDEX SYSTEM只能重建当前

数据库的索引，因此其参数必须与当前数据库的名称相匹配。

VERBOSE

在每个索引被重建时打印进度报告。

 注解

如果你怀疑一个用户表上的索引崩溃了，可以使用 REINDEX INDEX 或

者 REINDEX TABLE 简单地重建该索引或者表上的所有索引。

如果你需要从一个系统表上的索引损坏中恢复，就更困难一些。在这种情况

下，对系统来说重要的是没有使用过任何可疑的索引本身（实际上，这种场

景中，你可能会发现服务器进程会在启动时立刻崩溃，这是因为对于损坏的

索引的依赖）。要安全地恢复，服务器必须用 -P选项启动，这将阻止它使

用索引来进行系统目录查找。

这样做的一种方法是关闭服务器，并且启动一个单用户的 HighGo DB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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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在其命令行中包括-P 选项。然后，可以发出 REINDEX DATABASE、

REINDEX SYSTEM、REINDEX TABLE 或者 REINDEX INDEX，具体使用

哪个命令取决于你想要重构多少东西。如果有疑问，可以使用 REINDEX

SYSTEM来选择重建数据库中的所有系统索引。然后退出单用户服务器会

话并且重启常规的服务器。

在另一种方法中，可以开始一个常规的服务器会话，在其命令行选项中包括

-P。这样做的方法与客户端有关，但是在所有基于 libpq的客户端中都可以

在开始客户端之前设置 PGOPTIONS环境变量为-P。注意虽然这种方法不要

求用锁排斥其他客户端，但在修复完成之前避免其他用户连接到受损的数据

库才是更加明智的。

REINDEX类似于删除索引并且重建索引，在其中索引内容会被从头开始建

立。不过，锁定方面的考虑却相当不同。REINDEX会用锁排斥写，但不会

排斥在索引的父表上的读。它也会在被处理的索引上取得一个排他锁，该锁

将会阻止尝试对该索引的使用。相反，DROP INDEX 会暂时在附表上取得

一个排他锁，阻止写入和读取。后续的 CREATE INDEX 会排斥写但不排斥

读，由于该索引不存在，所以不会有读取它的尝试，这意味着不会有阻塞但

是读操作可能被强制成消耗高的顺序扫描。

重新创建单独一个索引或者表要求用户是该索引或表的拥有者。重索引一个

数据库要求用户是该数据库的拥有者（注意拥有者因此可以重建由其他用户

拥有的索引或者表）。当然，超级用户总是能够重索引任何东西。

 例子

重建一个单独的索引:

REINDEX INDEX my_index;

重建表 my_table上的所有索引:

REINDEX TABLE my_table;

重建一个数据库上的所有系统索引，不管系统索引是否仍然有效:

$ export PGOPTIONS="-P"

$ psql broken_db

...

broken_db=> REINDEX DATABASE broken_db;

broken_db=> \q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REINDEX命令。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903

4.147 RELEASE SAVEPOINT
 语法

RELEASE [ SAVEPOINT ] savepoint_name

 描述

RELEASE SAVEPOINT删除一个当前事务先前定义的保存点。

把一个保存点删除就令其无法作为回滚点使用，除此之外它没有其它用户可

见的行为。它并不能撤销在保存点建立起来之后执行的命令的影响。要撤销

那些命令可以使用 ROLLBACK TO SAVEPOINT。当不再需要一个保存点

时销毁它允许系统在事务结束之前回收一些资源。

RELEASE SAVEPOINT 也删除所有在指定的保存点建立之后的所有保存

点。

 参数

savepoint_name

要删除的保存点的名称。

 注意

声明一个以前没有定义的保存点名称将导致错误。

如果事务在回滚状态，则不能释放保存点。

如果多个保存点拥有同样的名称，只有最近定义的那个才被释放。

 示例

建立并稍后删除一个保存点：

BEGIN;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3);

SAVEPOINT my_savepoint;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4);

RELEASE SAVEPOINT my_savepoint;

COMMIT;

上面的事务将同时插入 3和 4 。

 兼容性

这条命令遵循 SQL标准。标准规定关键字 SAVEPOINT是必须的。但 HighGo

DB允许省略它。

 又见

BEGIN, COMMIT, ROLLBACK, ROLLBACK TO SAVEPOINT, SAVE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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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8 RESET
 语法

RE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RESETALL

 描述

RESET将运行时参数恢复为缺省值。RESET是下面语句的一个变种。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TO DEFAULT

请参考 SET命令获取详细信息。

默认值被定义为如果在当前会话中没有发出过 SET，参数必须具有的值。

这个值的实际来源可能是一个编译在内部的默认值、配置文件、命令行

选项、或者针对每个数据库或者每个用户的默认设置。这和把它定义成"
在会话开始时该参数得到的值"有细微的差别，因为如果该值来自于配置

文件，它将被重置为现在配置文件所指定的任何东西。

RESET的事务性行为与 SET相同：其影响将通过事务回滚消除。

 参数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运行时参数的名称。可用的参数被记载到服务器配置和 SET参考页。

ALL

把所有运行时参数设置为缺省值。

 例子

把 timezone 配置变量设为其缺省值：

RESET timezone;

 又见

SET, SHOW

4.149 REVOKE
 语法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 SELECT | INSERT | UPDATE | DELETE | TRUNCATE | REFERENCES

| TRIGGER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 [ TABLE ] table_name [, ...]

| ALL TABLES IN SCHEMA schema_na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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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 SELECT | INSERT | UPDATE | REFERENCES } ( column_name [, ...] )

[, ...] | ALL [ PRIVILEGES ] ( column_name [, ...] ) }

ON [ TABLE ] table_name [, ...]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 USAGE | SELECT | UPDATE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 SEQUENCE sequence_name [, ...]

| ALL SEQUENCES IN SCHEMA schema_name [, ...] }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 CREATE | CONNECT | TEMPORARY | TEMP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DATABASE database_name [, ...]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USAGE | ALL [ PRIVILEGES ] }

ON DOMAIN domain_name [, ...]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USAGE | ALL [ PRIVILEGES ] }

ON FOREIGN DATA WRAPPER fdw_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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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USAGE | ALL [ PRIVILEGES ] }

ON FOREIGN SERVER server_name [, ...]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EXECUTE | ALL [ PRIVILEGES ] }

ON { FUNCTION function_name ( [ [ argmode ] [ arg_name ] arg_type

[, ...] ] ) [, ...]

| ALL FUNCTIONS IN SCHEMA schema_name [, ...] }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USAGE | ALL [ PRIVILEGES ] }

ON LANGUAGE lang_name [, ...]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 SELECT | UPDATE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LARGE OBJECT loid [, ...]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 CREATE | USAGE } [, ...] | ALL [ PRIVILEGES ] }

ON SCHEMA schema_name [, ...]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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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CREATE | ALL [ PRIVILEGES ] }

ON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GRANT OPTION FOR ]

{ USAGE | ALL [ PRIVILEGES ] }

ON TYPE type_name [, ...]

FROM { [ GROUP ] role_name | PUBLIC } [, ...]

[ CASCADE | RESTRICT ]

REVOKE [ ADMIN OPTION FOR ]

role_name [, ...] FROM role_name [,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REVOKE撤销以前赋予一个或多个角色的权限。关键字 PUBLIC 代表隐含

定义的、拥有所有角色的组。

参阅 GRANT命令权限类型的含义的描述。

请注意，任何特定的角色都将拥有直接赋予它的权限，加上它所在组的权限，

再加上赋予 PUBLIC 的权限的总和。因此，举例来说，废止 PUBLIC 的

SELECT权限并不意味着所有角色都失去了对该对象的 SELECT权限：那些

直接得到的权限以及通过一个组得到的权限仍然有效。类似地，从一个用户

撤回 SELECT 可能不会阻止该用户使用 SELECT，如果 PUBLIC 或者其他

成员角色仍然有 SELECT权限。

如果指定了 GRANT OPTION FOR，那么只是撤销对该权限的授权的权力，

而不是撤销该权限本身。否则，权限和授权选项都被撤销。

如果一个用户持有一个带有授予选项的特权并且把它授予给了其他用户，

那么被那些其他用户持有的该特权被称为依赖特权。如果第一个用户持有的

该特权或者授予选项正在被收回且存在依赖特权，指定 CASCADE 可以连

带回收那些依赖特权，不指定则会导致回收动作失败。这种递归回收只影响

通过可追溯到该 REVOKE命令的主体的一连串用户授予的特权。因此， 如

果该特权经由其他用户授予给受影响用户，受影响用户可能实际上还保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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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特权。

在回收一个表上的特权时，也会在该表的每一个列上自动回收对应的列特权

（如果有）。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角色已经被授予一个表上的特权，那么

从个别的列上回收同一个特权将不会生效。

在撤销一个角色里的成员关系的时候，GRANT OPTION 被称为 ADMIN

OPTION，但是行为类似。不过这种形式的命令不允许出现 GROUP关键字。

 注解

使用 psql的\dp命令显示在一个现存表和列上赋予的权限。又见 GRANT获

取关于格式的信息。对于非表对象，有可以显示其特权的其他\d命令。

用户只能回收由它直接授出的特权。例如，如果用户 A 已经把一个带有

授予选项的特权授予给了用户 B，并且用户 B接着把它授予给了用户 C，
那么用户 A无法直接从 C收回该特权。反而，用户 A可以从用户 B收回

该授予选项并且使用 CASCADE选项，这样该特权会被依次从用户 C回收。

对于另一个例子，如果 A和 B都把同一个特权授予给了 C，A能够收回

它自己的授权但不能收回 B的授权，因此 C实际上仍将拥有该特权。

如果一个对象的非所有者试图 REVOKE对象上的权限，那么，如果这个用

户没有该对象上的权限，则命令马上失败。只要他有某些权限，则命令继续，

但是它只撤销那些该用户有授权选项的权限。如果没有授权选项，那么

REVOKE ALL PRIVILEGES形式将发出一个错误信息，而对于其它形式的

命令而言，如果同样是命令中指定名称的权限没有相应的授权选项，那么该

命令将发出一个警告。原则上这些语句也适用于对象所有者，但是因为所有

者总是认为持有所有授权选项，所以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

如果一个超级用户发出一个 GRANT或 REVOKE命令，那么命令是以被影

响的对象的所有者执行的。 因为所有权限最终从对象所有者(可能间接通过

赋权选项)获取，超级用户可以废除所有权限，但是这样就要求像上面说的

那样使用 CASCADE。

REVOKE也可以由一个并非被影响对象的所有者来执行，不过这个角色必

须是拥有该对象的角色的成员，或者是一个在该对象上持有WITH GRANT

OPTION的角色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该命令执行起来就好像是由实际拥

有该对象的角色，或者是在该对象上持有WITH GRANT OPTION 权限的角

色发出的一样。比如，如果表 t1 被 g1 所有，而 u1 是 g1 的成员，那么 u1

可以撤销 t1上的权限，而纪录为 g1 发出的命令。这种现象包括 u1和其它

g1角色成员发出的授权。

如果执行 REVOKE 的角色持有通过多条角色成员关系路径间接得到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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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其中哪一条包含将被用于执行该命令的角色是没有被指明的。在这种情

况中，最好使用 SET ROLE成为你想作为其身份执行 REVOKE的特定角色。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可能会导致回收超过你预期的特权，或者根本回收不了

任何东西。

 示例

从 public收回表 films上的插入权限：

REVOKE INSERT ON films FROM PUBLIC;

从用户 manuel收回视图 kinds的所有权限：

REVOKEALL PRIVILEGES ON kinds FROM manuel;

请注意这样实际上意味着“撤销所有我赋予的权限”。

从用户 joe收回角色 admins中的成员关系：

REVOKE admins FROM joe;

 兼容性

GRANT命令的兼容性信息基本上也适用于 REVOKE。标准要求 RESTRICT

或 CASCADE关键字必须出现，但是 HighGo DB假设缺省是 RESTRICT。

 又见

GRANT

4.150 ROLLBACK
 语法

ROLLBACK [ WORK | TRANSACTION ]

 描述

ROLLBACK回滚当前事务并且导致该事务所作的所有更新都被抛弃。

 参数

WORK

TRANSACTION

可选的关键字。没有作用。

 注解

使用 COMMIT可成功地终止一个事务。

在一个事务块之外发出 ROLLBACK会发出一个警告并且不会有效果。

 例子

取消所有更改：

ROLLBACK;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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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标准只声明了两种形式 ROLLBACK和 ROLLBACKWORK。否则完全

兼容。

 又见

BEGIN, COMMIT, ROLLBACK TO SAVEPOINT

4.151 ROLLBACK PREPARED
 语法

ROLLBACK PREPARED transaction_id

 描述

ROLLBACK PREPARED回滚一个处于准备好状态的事务。

 参数

transaction_id

要回滚掉的事务的事务标识符。

 注意

要想回滚掉一个预备事务，你必须是原先执行该事务的同一个用户或者是一

个超级用户。但是你不必处在执行该事务的同一个会话中。

这条命令不能在事务块里执行。预备事务将被马上回滚。

所有当前可用的预备事务都在系统视图 pg_prepared_xacts中列出。

 例子

回滚一个使用事务标识符 foobar标识的事务：

ROLLBACK PREPARED 'foobar';

 又见

PREPARE TRANSACTION, COMMIT PREPARED

4.152 ROLLBACK TO SAVEPOINT
 语法

ROLLBACK [ WORK | TRANSACTION ] TO [ SAVEPOINT ]

savepoint_name

 描述

回滚所有指定保存点建立之后执行的命令。保存点仍然有效，并且需要时可

以再次回滚到该点。

ROLLBACK TO SAVEPOINT 隐含地删除所有在该保存点之后建立的保存

点。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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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point_name

回滚截至的保存点。

 注意

使用 RELEASE SAVEPOINT删除一个保存点，而不会抛弃这个保存点建立

之后执行的命令结果。

声明一个还没有建立的保存点名称是一个错误。

在保存点方面，游标有一些非事务性的行为。在保存点被回滚时，任何在该

保存点内被打开的游标将会被关闭。如果一个先前打开的游标在一个保存点

内被 FETCH或MOVE命令所影响，而该该保存点 后来又被回滚，那么该

游标将保持 FETCH使它指向的位置（也就是说由 FETCH 导致的游标动作

不会被回滚）。回滚也不能撤销关闭一个游标。不过，其他由游标查询导致

的副作用（例如被该查询所调用的易变函数的副作用）可以被回滚，只要它

们发生在一个后来被回滚的保存点期间。如果一个游标的执行导致事务中

止，它会被置于一种不能被执行的状态，这样当事务被用 ROLLBACK TO

SAVEPOINT恢复后，该游标也不再能被使用。

 例子

撤销 my_savepoint建立之后执行的命令的影响：

ROLLBACK TO SAVEPOINT my_savepoint;

游标位置不受保存点回滚的影响：

BEGIN;

DECLARE foo CURSOR FOR SELECT 1 UNION SELECT 2;

SAVEPOINT foo;

FETCH 1 FROM foo;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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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LLBACK TO SAVEPOINT foo;

FETCH 1 FROM foo;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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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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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容性

SQL标准声明关键字 SAVEPOINT 是必须的。HighGo DB 和 Oracle 允许省

略 TRANSACTION 关键字。SQL 只允许 WORK 作为 ROLLBACK 后面的

无意义关键字。还有，SQL 有一个可选的 AND [ NO ] CHAIN 子句，目前

HighGo DB还不支持。否则，这个命令完全兼容 SQL标准。

 又见

BEGIN, COMMIT, RELEASE SAVEPOINT, ROLLBACK, SAVEPOINT

4.153 SAVEPOINT
 语法

SAVEPOINT savepoint_name

 描述

SAVEPOINT在当前事务里建立一个新的保存点。

保存点是事务中的一个特殊记号，它允许将那些在它建立后执行的命令全部

回滚，把事务的状态恢复到保存点所在的时刻。

 参数

savepoint_name

赋予新保存点的名称。

 注意

使用 ROLLBACK TO SAVEPOINT 回滚到一个保存点。使用 RELEASE

SAVEPOINT删除一个保存点，但是保留该保存点建立后执行的命令的效果。

保存点只能在一个事务块里面建立。在一个事务里面可以定义多个保存点。

 例子

建立一个保存点，稍后撤销这个保存点建立后执行的所有命令的结果：

BEGIN;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1);

SAVEPOINT my_savepoint;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2);

ROLLBACK TO SAVEPOINT my_savepoint;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3);

COMMIT;

上面的事务将插入数值 1和 3，而不会插入 2。

建立并稍后删除一个保存点：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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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3);

SAVEPOINT my_savepoint;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4);

RELEASE SAVEPOINT my_savepoint;

COMMIT;

上面的事务将插入 3和 4。

 兼容性

当建立另一个同名保存点时，SQL 要求之前的那个保存点自动被销毁。

在 HighGo DB中，旧的保存点会被保留，不过在进行回滚或释放时只能使

用最近的那一个（用 RELEASE SAVEPOINT释放较新的保存点将会导致较

旧的保存点再次变得可以被 ROLLBACK TO SAVEPOINT 和 RELEASE

SAVEPOINT访问）。在其他方面， SAVEPOINT完全符合 SQL。

 又见

BEGIN, COMMIT, RELEASE SAVEPOINT, ROLLBACK, ROLLBACK TO

SAVEPOINT

4.154 SECURITY LABEL
 语法

SECURITY LABEL [ FOR provider ] ON

{

TABLE object_name |

COLUMN table_name.column_name |

AGGREGATE aggregate_name ( aggregate_signature ) |

DATABASE object_name |

DOMAIN object_name |

EVENT TRIGGER object_name |

FOREIGN TABLE object_name

FUNCTION function_name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LARGE OBJECT large_object_oid |

MATERIALIZED VIEW object_name |

[ PROCEDURAL ] LANGUAGE object_name |

ROLE object_name |

SCHEMA object_name |

SEQUENCE object_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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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SPACE object_name |

TYPE object_name |

VIEW object_name

} IS 'label'

其中 aggregate_signature 是: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 ORDER BY [ argmode ]

[ argname ] argtype [ , ... ]

 描述

SECURITY LABEL对一个数据库对象应用一个安全标签。可以把任意数量

的安全标签（每个标签提供者对应一个）关联到一个给定的数据库对象。标签提

供者是使用函数 register_label_provider注册自己的可装载模块。

注意: register_label_provider不是 SQL函数；只能从 C代码存入后端调用。

标签提供者决定一个给定的标签是否有效，并且是否允许将那个标签分配给

一个给定的对象。给定标签的含义和标签提供者的描述相同。HighGo DB不限制

标签提供者是否或如何解释安全标签；只是提供过一个存储它们的机制。实际上，

这个便利是为了允许集成基于标签的强制访问控制（MAC）系统，如 SE-Linux。

这样的系统使得访问控制决策基于对象标签，而不是传统的自主访问控制（DAC）

概念，如用户和组。

 参数

object_name

table_name.column_name

aggregate_name

function_name

有标签的对象的名称。可以是模式来限定的表、集群、域、外部表、函

数、序列、类型和视图的名称。

provider

与这个标签相关的提供者的名称。被指名的提供者必须被加载并且必须

同意提出的标签操作。如果只加载了一个提供者，那么为了简洁会省略

提供者的名称。

argmode

函数参数的模式：IN、OUT、INOUT或 VARIADIC。如果省略，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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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IN。请注意，SECURITY LABEL ON FUNCTION 并不实际注意 OUT

参数，因为只需要输入参数判断函数的安全。所以列出 IN, INOUT, 和

VARIADIC就足够了。

argname

函数参数的名称。请注意，SECURITY LABEL ON FUNCTION 并不实

际注意参数名称，因为只需要参数数据类型判断函数的身份。

argtype

一个函数或聚集参数的数据类型。

large_object_oid

大对象的 OID。

PROCEDURAL

这是一个噪声字。

label

写成一个字符串文本的新安全标签。如果写成 NULL 表示删除原有的

安全标签。

 例子

下列例子显示了如何改变一个表的安全标签。

SECURITY LABEL FOR selinux ON TABLE mytable IS

'system_u:object_r:sepgsql_table_t:s0';

 兼容性

SQL标准中没有 SECURITY LABEL命令。

4.155 SELECT
 语法

[ WITH [ RECURSIVE ] with_query [, ...] ]

SELECT [ ALL | DISTINCT [ ON ( expression [, ...] ) ] ]

[ * | expression [ [ AS ] output_name ] [, ...] ]

[ FROM from_item [, ...] ]

[ WHERE condition ]

[ GROUP BY grouping_element [, ...] ]

[ HAVING condition [, ...] ]

[ WINDOW window_name AS ( window_definition ) [, ...] ]

[ { UNION | INTERSECT | EXCEPT } [ ALL | DISTINCT ] sel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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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 BY expression [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 [ NULLS { FIRST |

LAST } ] [, ...] ]

[ LIMIT { count | ALL } ]

[ OFFSET start [ ROW | ROWS ] ]

[ FETCH { FIRST | NEXT } [ count ] { ROW | ROWS } ONLY ]

[ FOR { UPDATE | NO KEY UPDATE | SHARE | KEY SHARE } [ OF

table_name [, ...] ] [ NOWAIT | SKIP LOCKED ] [...] ]其中 from_item 可以是

以下之一:

[ ONLY ] table_name [ * ] [ [ AS ] alias [ ( column_alias [, ...] ) ] ]

[ TABLESAMPLE sampling_method ( argument [, ...] )

[ REPEATABLE ( seed ) ] ]

[ LATERAL ] ( select ) [ AS ] alias [ ( column_alias [, ...] ) ]

with_query_name [ [ AS ] alias [ ( column_alias [, ...] ) ] ]

[ LATERAL ] function_name ( [ argument [, ...] ] )

[ WITH ORDINALITY ] [ [ AS ] alias [ ( column_alias [, ...] ) ] ]

[ LATERAL ] function_name ( [ argument [, ...] ] ) [ AS ] alias

( column_definition [, ...] )

[ LATERAL ] function_name ( [ argument [, ...] ] ) AS ( column_definition

[, ...] )

[ LATERAL ] ROWS FROM( function_name ( [ argument [, ...] ] ) [ AS

( column_definition [, ...] ) ] [, ...] )

[ WITH ORDINALITY ] [ [ AS ] alias [ ( column_alias [, ...] ) ] ]

from_item [ NATURAL ] join_type from_item [ ON join_condition | USING

( join_column [, ...] ) ]

并且 grouping_element 可以是以下之一:

( )

expression

( expression [, ...] )

ROLLUP ( { expression | ( expression [, ...] ) } [, ...] )

CUBE ( { expression | ( expression [, ...] ) } [, ...] )

GROUPING SETS ( grouping_element [, ...] )

并且 with_query 是:

with_query_name [ ( column_name [, ...] ) ] AS ( select | values | insert | update |

dele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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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ONLY ] table_name [ * ]

 描述

SELECT将从零个或更多表中返回记录行。SELECT通常的处理如下：

1. (参见 With 子句) 在 WITH 列表中的所有查询都被计算。这些可以有

效地充当在 FROM 列表中可以被参照的临时表。在 FROM 中的一个

引用多于一次的 WITH 查询仅计算一次。

2. 计算列出在FROM中的所有元素(FROM列表中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

实际的或虚拟的表)。如果在 FROM列表里声明了多个元素，那么

他们就交叉连接在一起 (参见 FROM子句)。

3. 如果声明了WHERE子句，那么在输出中消除所有不满足条件的行。

参见 WHERE子句。

4. 如果声明了 GROUP BY子句，输出就分成匹配一个或多个数值的不

同组里。如果出现 HAVING子句，那么它消除那些不满足给出条件

的组。参见 GROUP BY子句 和 HAVING子句。

5. 对于每一个被选中的行或者行组，会使用 SELECT 输出表达式计算

实际的输出行，参见 SELECT列表。

6. SELECT DISTINCT从结果中消除重复的行。SELECT DISTINCT ON

消除在所有指定表达式上匹配的行。SELECTALL（默认）将返回

所有候选行，包括重复的行。

7. 使用 UNION，INTERSECT和 EXCEPT可以把多个 SELECT语句的

输出合并成一个结果集。UNION 操作符返回两个结果集的并集。

INTERSECT操作符返回两个结果集的交集。EXCEPT操作符返回

在第一个结果集对第二个结果集的差集。不管哪种情况，重复的行

都被删除，除非声明了 ALL。可以增加噪声词 DISTINCT来显式地

消除重复行。注意虽然 ALL 是 SELECT 自身的默认行为，但这里

DISTINCT 是默认行为。参阅 UNION 子句、INTERSECT 子句、

EXCEPT子句。

8. 如果声明了ORDER BY子句，那么返回的行将按照指定的顺序排序。

如果没有给出 ORDER BY，那么数据行是按照系统认为可以最快生

成的顺序给出的。参阅 ORDER BY子句。

9. 如果给出了 LIMIT或 FETCH FIRST或 OFFSET子句，那么 SELECT

语句只返回结果行的一个子集。参阅 LIMIT子句。

10. 如果指定了 FOR UPDATE、FOR NO KEY UPDATE、FOR SHARE

或者 FOR KEY SHARE，SELECT语句会把被选中的行锁定而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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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更新访问它们（见下文的锁定子句）。

您必须有 SELECT 权限用于 SELECT 命令中每一列。 FOR NO KEY

UPDATE、

FOR UPDATE、FOR SHARE 或者 FOR KEY SHARE 还要求（对这样选中

的每一个表至少一列的）UPDATE特权。

 参数

 WITH 子句

WITH 句允许你指定一个或者多个在主查询中可以其名称引用的子查

询。在主查询期间子查询实际扮演了临时表或者视图的角色。每一个子

查询都可以是一个 SELECT、TABLE、VALUES、INSERT、UPDATE

或者 DELETE 语句。在 WITH 中书写一个数据修改语句（INSERT、

UPDATE或者 DELETE）时，通常要包括一个 RETURNING子句。构

成被主查询读取的临时表的是 RETURNING 的输出，而不是该语句修

改的底层表。如果省略 RETURNING，该语句仍会被执行，但是它不会

产生输出，因此它不能作为一个表从主查询引用。

一个名称（没有模式修饰）必须对每个WITH查询指定。根据需要，可

以指定一个列名列表；若省略了这些，列名可从主查询省略。

如果 RECURSIVE已指定，它允许一个子查询通过名称引用自身。这样

一个子查询必须按如下格式

non_recursive_term UNION [ ALL | DISTINCT]

recursive_term

其中递归自引用必须出现在 UNION的右边。每个查询中只允许一个递

归自引用。不支持递归数据修改语句，但是可以在一个数据查询语句中

使用一个递归 SELECT查询的结果。

RECURSIVE的另一个作用是WITH查询不需要被排序：一个查询可以

参照在列表后的另一个。（然而，循环引用，或者互递归，在这里没有

实现。）没有 RECURSIVE，WITH查询只能引用在WITH列表中位置

更前面的同级 WITH 查询。特别是，不管主查询读取数据修改语句的

多少输出，数据修改语句都被保证仅执行一次。

主查询以及WITH查询全部（理论上）在同一时间被执行。这意味着从

该查询的任何部分都无法看到 WITH 中的一个数据修改语句的效果，

不过可以读取其 RETURNING 输出。如果两个这样的数据修改语句尝

试修改相同的行，结果将无法确定。

 FROM 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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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子句为 SELECT声明一个或者多个源表。如果声明了多个源表，

那么结果就是所有源表的笛卡儿积(交叉连接)。但是通常会添加一些条

件，把返回行限制成笛卡儿积的一个小的子集。

FROM子句可以包括下列元素：

 table_name

一个现存的表或视图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如果声明了

ONLY，则只扫描该表；如果没有指定 ONLY，该表及其所有后代

表（如果有）都会被扫描。可选地，可以在表名后指定*来显式地

指示包括后代表。

 alias

为那些包含别名的 FROM 项目取的别名。别名用于缩写或者在自

连接中消除歧义 (自连接中同一个表将扫描多次)。如果提供了别

名，那么它就会完全隐藏表或者函数的实际名称；比如，如果给出

FROM foo AS f，那么 SELECT剩下的东西必须把这个 FROM项按

照 f而不是 foo引用。如果写了别名，也可以提供一个字段别名列

表，这样可以替换表中一个或者多个字段的名称。

 TABLESAMPLE sampling_method(argument[, ...] )[ REPEATABLE

(seed)]

table_name 之后的 TABLESAMPLE 子句表示应该用指定的

sampling_method 来检索表中行的子集。这种采样优先于任何其他

过滤器（例如 WHERE子句）。

BERNOULLI 以及 SYSTEM采样方法都接受一个参数，它表示要

采样的表的分数，表示为一个 0 到 100 之间的百分数。这个参数

可以是任意的实数值表达式（其他的采样方法可能接受更多或者不

同的参数）。这两种方法都返回一个随机选取的该表采样，其中包

含了指定百分数的表行。BERNOULLI 方法扫描整个表并且用指定

的几率选择或者忽略行。SYSTEM方法会做块层的采样，每个块

都有指定的机会能被选中，被选中块中的所有行都会被返回。在指

定较小的采样百分数时，SYSTEM方法要比 BERNOULLI 方法快

很多，但是前者可能由于聚簇效应返回随机性较差的表采样。

可选的 REPEATABLE子句指定一个用于产生采样方法中随机数的

种子数或表达式。种子值可以是任何非空浮点值。如果查询时表没

有被更改，指定相同种子和 argument值的两个查询将会选择该表

相同的采样。但是不同的种子值通常将会产生不同的采样。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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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给出 REPEATABLE，则会基于一个系统产生的种子为每一个查

询选择一个新的随机采样。注意有些扩展采样方法不接受

REPEATABLE，并且将总是为每一次使用产生新的采样。

 select

可以在 FROM 子句里出现一个子 SELECT。它的输出作用好像是

为这条 SELECT 命令在其生存期里创建一个临时表。请注意这个

子 SELECT 必须用圆括弧包围。并且必须给它一个别名。当然，

VALUES同样也可以在这里使用。

 with_query_name

一个WITH查询通过写其名称来引用，就好像该查询的名称是一个

表名。（实际上WITH查询为主查询隐藏任何具有相同名称的真实

表。必要时，您可以使用模式限定的方式以相同的名称来引用真实

表。）可以像表一样，以同样的方式来提供一个别名。

 function_name

函数调用可以出现在 FROM子句中（可以使用任何函数，对于返

回结果集合的函数尤其有用）。这就好像把该函数的输出创建为一

个存在于该 SELECT 命令期间的临时表。当为该函数调用增加可

选的 WITH ORDINALITY子句时，会在该函数的输出列之后追加

一个新的列来为每一行编号。

可以用和表一样的方式提供一个别名。如果写了一个别名，还可以

写一个列别名列表来为该函数的组合返回类型的一个或者多个属

性提供替代名称，包括由 ORDINALITY（如果有）增加的新列。

通过把多个函数调用包围在 ROWS FROM( ... )中可以把它们整合

在单个 FROM-子句项中。这样一个项的输出是把每一个函数的第

一行串接起来，然后是每个函数的第二行，以此类推。如果有些函

数产生的行比其他函数少，则在缺失数据的地方放上空值，这样

被返回的总行数总是和产生最多行的函数一样。

如果函数被定义为返回 record数据类型，那么必须出现一个别名或

者关键词 AS，后面跟上形为 ( column_name data_type [, ... ])的列

定义列表。列定义列表必须匹配该函数返回的列的实际数量和类

型。

在使用 ROWS FROM( ... )语法时，如果函数之一要求一个列定义

列表，最好把该列定义列表放在 ROWS FROM( ... )中该函数的调

用 之 后 。 当 且 仅 当 正 好 只 有 一 个 函 数 并 且 没 有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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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LITY子句时，才能把列定义列表放在 ROWS FROM( ... )

结构后面。

要把 ORDINALITY 和列定义列表一起使用，你必须使用 ROWS

FROM( ... )语法，并且把列定义列表放在 ROWS FROM( ... )里面。

 join_type

下列之一：

[ INNER ] JOIN

LEFT [ OUTER ] JOIN

RIGHT [ OUTER ] JOIN

FULL [ OUTER ] JOIN

CROSS JOIN

必须为 INNER 和 OUTER 连接类型声明一个连接条件，也就是

NATURAL、ON join_condition或 USING (join_column [, ...])之一。

它们的含义见下文，对于 CROSS JOIN 而言，这些子句都不能出现。

一个 JOIN子句组合两个 FROM项。必要时使用圆括弧以决定嵌套

的顺序。如果没有圆括弧，JOIN 从左向右嵌套。在任何情况下，

JOIN都比逗号分隔的 FROM项绑定得更紧。

CROSS JOIN 和 INNER JOIN 生成一个简单的笛卡尔积，和您在

FROM的顶层列出两个项的结果相同，但是要用连接条件（如果有）

约束该结果。CROSS JOIN 等效于 INNER JOIN ON (TRUE)，也就

是说，条件不会删除任何行。这种连接类型只是符号上的方便，因

为它们和您用简单的 FROM和WHERE的效果一样。

LEFT OUTER JOIN 返回被限制过的笛卡尔积中的所有行（即所有

通过了其连接条件的组合行），再加上左表中通过连接条件没有匹

配右表行的那些行。通过在右手列中插入空值，这种左手行会被扩

展为连接表的完整行。注意在决定哪些行匹配时，只考虑 JOIN 子

句自身的条件。之后才应用外条件。

相应的，RIGHT OUTER JOIN 返回所有内连接的结果行，加上每

个不匹配的右边行(左边用NULL扩展)。这只是一个符号上的便利，

因为总是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 LEFT OUTER JOIN，只要把左边和

右边的输入对掉一下即可。

FULL OUTER JOIN 返回所有内连接的结果行，加上每个不匹配的

左边行(右边用 NULL 扩展)，再加上每个不匹配的右边行(左边用

NULL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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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join_condition

join_condition 是一个导致 boolean 类型值的表达式（类似于一

个WHERE子句）这指定在连接中哪些行认为是匹配的。

 USING ( join_column [, ...] )

一个形如 USING ( a, b, ... )的子句，是 ON left_table.a = right_table.a

和 left_table.b = right_table.b ...的缩写。同样，USING表示每一对

相等列中只有一个会被包括在连接输出中。

 NATURAL

NATURAL是一个 USING列表的缩写，这个列表说的是两个表中

同名的字段。如果没有常用的列名，则 NATURAL 等效于 ON

TRUE 。

 LATERAL

LATERAL关键词可以放在一个子-SELECT FROM项前面。这允许

该子-SELECT引用 FROM列表中在它之前的 FROM项的列（如果

没有 LATERAL，每一个子-SELECT会被独立计算并且因此不能交

叉引用任何其他的 FROM项）。

LATERAL也可以放在一个函数调用 FROM项前面，但是在这种情

况下它只是一个噪声词，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函数表达式都可以引用

在它之前的 FROM项。

LATERAL 项可以出现在 FROM 列表 顶层，或者一个 JOIN 中。

在后一种情况中，它也可以引用其作为右侧的 JOIN左侧的任何项。

当一个 FROM 项包含 LATERAL 交叉引用时，计算会如此进行：

对提供被交叉引用列的 FROM项的每一行或者提供那些列的多个

FROM 项的每一个行集，使用该行或者行集的那些列值计算

LATERA项。结果行会与计算得到它们的行进行通常的连接。对来

自哪些列的源表的每一行或者行集都会重复这样的步骤。

列的源表必须以 INNER 或者 LEFT 的方式连接到 LATERAL项，

否则就没有用于为 LATERAL项计算每一个行集的良定行集。尽管

X RIGHT JOIN LATERALY 这样的结构在语法上是合法的，但实

际上不允许用于在 Y中引用 X。

 WHERE 子句

可选的WHERE条件有如下常见的形式：

WHERE condition

这里 condition 可以是任意生成类型为 boolean的表达式。任何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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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件的行都会从输出中删除。如果一个行的数值代入到条件中计算

出来的结果为真，那么该行就算满足条件。

 GROUP BY 子句

可选的 GROUP BY子句的一般形式

GROUP BY grouping_element[, ...]

GROUP BY 将把所有在组合表达式上拥有相同值的行压缩成一行。一

个被用在 grouping_element中的 expression可以是输入列名、输出列

（SELECT列表项）的名称或序号或者由输入列值构成的任意表达式。

在出现歧义时，GROUP BY名称将被解释为输入列名而不是输出列名。

如果任何 GROUPING SETS、ROLLUP或者 CUBE作为分组元素存在，

则 GROUP BY 子句整体上定义了数个独立的分组集。其效果等效于在

子查询间构建一个UNIONALL，子查询带有分组集作为它们的 GROUP

BY子句。

聚集函数（如果使用）会在组成每一个分组的所有行上进行计算，从而

为每一个分组产生一个单独的值（如果有聚集函数但是没有GROUP BY

子句，则查询会被当成是由所有选中行构成 的一个单一分组）。传递

给每一个聚集函数的行集合可以通过在聚集函数调用附加一个 FILTER

子句来进一步过滤。当存在一个 FILTER子句时，只有那些匹配它的行

才会被包括在该聚集函数的输入中。

当存在 GROUP BY 子句或者任何聚集函数时，SELECT 列表表达式不

能引用非分组列（除非它出现在聚集函数中或者它函数依赖于分组列），

因为这样做会导致返回非分组列的值时会有多种可能的值。如果分组列

是包含非分组列的表的主键（或者主键的子集），则存在函数依赖。

记住所有的聚集函数都是在 HAVING 子句或者 SELECT列表中的任何

“标量”表达式之前被计算。这意味着一个 CASE表达式不能被用来跳

过一个聚集表达式的计算。

当前，FOR NO KEY UPDATE、FOR UPDATE、FOR SHARE和 FOR KEY

SHARE不能和 GROUP BY一起指定。

 HAVING 子句

可选的 HAVING子句有如下形式：

HAVING condition

这里 condition 与在WHERE 子句里声明的相同。

HAVING去除了一些不满足条件的组行。它与WHERE不同：WHERE

在使用 GROUP BY 之前过滤出单独的行，而 HAVING过滤由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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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创建的行。在 condition 里引用的每个字段都必须明确地引用一个

分组的行，除非引用出现在一个聚集函数里。

即使没有 GROUP BY子句，HAVING 的存在也会把一个查询转变成一

个分组查询。这和查询中包含聚集函数但没有 GROUP BY子句时的情

况相同。所有被选择的行都被认为是一个单一分组，并且 SELECT 列

表和 HAVING子句只能引用聚集函数中的表列。如果该 HAVING条件

为真，这样一个查询将会发出一个单一行；否则不返回行。

当前，FOR NO KEY UPDATE、FOR UPDATE、FOR SHARE和 FOR KEY

SHARE不能与 HAVING一起指定。

 WINDOW 子句

可选的WINDOW子句有一般形式：

WINDOW window_nameAS ( window_definition ) [, ...]

此时 window_name 是一个可以从随后的窗口定义或者 OVER 子句引用

的名称，并且 window_definition 是：

[ existing_window_name ]

[ PARTITION BY expression [, ...] ]

[ ORDER BY expression [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

[ NULLS { FIRST | LAST } ] [, ...] ]

[ frame_clause ]

如果指定一个 existing_window_name，那么必须引用 WINDOW 列表

中的一个更早的条目；如存在，新窗口从这个条目复制其分区子句，及

其排序子句。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窗口不能声明其自身 PARTITION BY

子句，并且它可以仅在复制窗口没有一个 ORDER BY子句时指定该子

句，新窗口总是使用其自身的框架条款；复制窗口不能指定一个 frame

条款。

PARTITION BY列表的元素以与GROUP BY子句 元素相同的形式来解

译，除了他们总是简单的表达式并且从不是一个输出列的名称或者编

号。另一个不同是这些表达式包含聚集函数调用，这些在常规 GROUP

BY子句中都是不允许的。他们在此处允许是因为开窗在分组和聚集之

后发生。

同样地，ORDER BY 列表的元素以与 ORDER BY 子句 的元素相同的

形式来解译，除了这个表达式总是作为简单的表达式并且从不是一个输

出列的名称或者编号。另一个区别是这些表达式可以包含聚合函数的调

用，这在常规的 GROUP BY 子句中是不允许的。它们被允许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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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是出现在分组和聚集之后的。

类似地， ORDER BY 列表的元素与 ORDER BY 子句的元素大致相同

的方式进行解释，不过该表达式总是被当做简单表达式并且绝不会是输

出列的名称或编号。

可选的 frame_clause 为基于框架（并非全都基于此）的窗口函数定义

window frame。窗口框架是面向查询的每一行的一组相关行（称作

current row）。frame_clause 可以作为下面中的一个：

[ RANGE | ROWS ] frame_start

[ RANGE | ROWS ] BETWEEN frame_startAND frame_end

此时 frame_start 和 frame_end 是以下其一：

UNBOUNDED PRECEDING

value PRECEDING

CURRENT ROW

value FOLLOWING

UNBOUNDED FOLLOWING

若 frame_end 被省略，其默认值为 CURRENT ROW。限制条件是

frame_start 不能是 UNBOUNDED FOLLOWING，frame_end 不能是

UNBOUNDED PRECEDING，并且 frame_end 选择不能比 frame_start

选择更早出现在以上列表中—例如：不允许 RANGE BETWEEN

CURRENT ROWAND value PRECEDING。

默认框架选项是 RANGE UNBOUNDED PRECEDING，这与 RANGE

BETWEEN UNBOUNDED PRECEDING AND CURRENT ROW 相同；

它把帧设置为从分区开始直到当前行的最后一个同级行（被 ORDER

BY认为等价于当前行的行或者在没有 ORDER BY 时的所有行）的所

有行。通常，UNBOUNDED PRECEDING表示从分区第一行开始的帧，

类似地 UNBOUNDED FOLLOWING 表示以分区最后一行结束的帧

（不考虑 RANGE 或 ROWS 模式）。在 ROWS 模式中，CURRENT

ROW表示以当前行开始或者结束的帧。而在 RANGE模式中它表示当

前行在 ORDER BY排序中的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同级行开始或者结束

的帧。value PRECEDING和 value FOLLOWING情况当前只在 ROWS

模式中被允许。它们表示当前行之前或者之后相隔那么多行的那一行会

开始或者结束帧。value必须是一个不包含任何变量、聚集函数或者窗

口函数的整数表达式。该值不能是空值或者负值，但是可以是零，为零

时将会选择当前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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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ROWS选项可以产生不可预测的结果，如果 ORDER BY序列不能

唯一地排列行。RANGE 选项被设计来确保在 ORDER BY 排序中同级

的行被同样对待，所有同级行将会在同一个帧内。

一个 WINDOW 语句的目的是指定出现在 SELECT 列表或者 ORDER

BY子句中的 window functions的性能。这些函数可以通过在其 OVER

子句中的名称参照WINDOW 子句条目。WINDOW子句条目不是必须

的；若它不在查询中使用，它将被忽略。可以使用窗口程序而根本不需

要任何WINDOW，尽管一个窗口函数调用可以直接在其 OVER子句中

指定其窗口定义。然而，WINDOW子句会在多于一个窗口函数需要相

同窗口定义时保存输入。

当前，FOR NO KEY UPDATE、FOR UPDATE、FOR SHARE和 FOR KEY

SHARE不能和WINDOW一起被指定。

 SELECT 列表

SELECT 列表 (在 SELECT 和 FROM 关键字之间的部分 )声明组成

SELECT语句的输出行的表达式。这些表达式可以(并且通常也会)引用

在 FROM子句里面计算出来的字段。

就像在一个表中，一个 SELECT 的每个输出列都有一个名称。在一个

简单的 SELECT中，该名称仅用于标记显示的列，但当 SELECT是一

个较大查询的子查询时，名称被较大查询视为子查询产生的虚表的列

名。为了指定用于输出列的名称，要在列表达式后写 AS output_name。

（您可以省略 AS，但只有当所需的输出名称不匹配任何 HighGo DB关

键字时。为了防止将来可能的关键字添加，建议您要么写 AS要么用双

引号引起输出名称。）如果你不指定一个列名称，HighGo DB会自动选

择一个名称。如果列的表达式是一个简单的列参照，那么选择的名称与

列名相同；在更复杂的情况下，系统可能会生成类似?column?的名称。

一个输出列的名称可以用来参考ORDER BY和GROUP BY子句中的列

的值，但不能用于WHERE或者 HAVING 子句中；反而您必须在那里

写出表达式。

可以在输出列表中写*来取代表达式，它是被选中行的所有列的一种简

写方式。还可以写 table_name.*，它是只来自那个表的所有列的简写形

式。在这些情况中无法用 AS指定新的名称，输出行的名称将和表列的

名称相同。

 DISTINCT 子句

如果指定了 SELECT DISTINCT，所有重复的行会被从结果集中移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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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组重复的行保留一行）。SELECTALL 则指定相反的行为：所有行

都会被保留，这也是默认情况。

SELECT DISTINCT ON ( expression [, ...] ) 只保留在给定表达式上计算

相等的行集合中的第一行。DISTINCT ON表达式使用和 ORDER BY相

同的规则解释。注意，除非用 ORDER BY 来确保所期望的行出现在第

一位，否则每一个集合的“第一行”是不可预测的。例如：

SELECT DISTINCT ON (location) location, time, report

FROM weather_reports

ORDER BY location, time DESC;

为每个地点检索最近的天气报告。但是如果我们不使用 ORDER BY来

强制对每个地点的时间值进行降序排序，我们为每个地点得到的报告的

时间可能是无法预测的。

DISTINCT ON 表达式必须匹配最左边的 ORDER BY 表达式。ORDER

BY子句通常将包含额外的表达式，这些额外的表达式用于决定在每一

个 DISTINCT ON分组内行的优先级。

当前，FOR NO KEY UPDATE、FOR UPDATE、FOR SHARE和 FOR KEY

SHARE不能和 DISTINCT一起使用。

 UNION 子句

UNION子句的一般形式是：

select_statement UNION [ ALL | DISTINCT ]

select_statement

这里的 select_statement 是任意没有 ORDER BY，LIMIT，FOR

UPDATE或 FOR SHARE子句的 SELECT 语句。如果用圆括弧包围，

ORDER BY和 LIMIT 可以附着在子表达式里。如果没有圆括弧，这些

子句将交给 UNION的结果使用，而不是给它们右边的输入表达式。

UNION操作符计算那些涉及到的所有 SELECT语句返回的行的结果联

合。一个行如果至少在两个结果集中的一个里面出现，那么它就会在这

两个结果集的集合联合中。两个作为 UNION直接操作数的 SELECT 必

须生成相同数目的字段，并且对应的字段必须有兼容的数据类型。

缺省的 UNION结果不包含任何重复的行，除非声明了 ALL子句。ALL

制止了消除重复的动作。因此，UNIONALL 通常比 UNION明显要快，

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 ALL。可以写 DISTINCT 来显式地指定消除重

复行的行为。

同一个 SELECT语句中的多个 UNION操作符是从左向右计算的，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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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圆括弧进行了标识。

当前，FOR NO KEY UPDATE、FOR UPDATE、 FOR SHARE和 FOR

KEY SHARE不能用于 UNION结果或者 UNION的任何输入。

 INTERSECT 子句

INTERSECT 子句的一般形式是：

select_statement INTERSECT [ ALL | DISTINCT ]

select_statement

select_statement 是没有任何 ORDER BY, LIMIT、 FOR NO KEY

UPDATE、FOR UPDATE、FOR SHARE以及 FOR KEY SHARE子句的

SELECT语句。

INTERSECT计算涉及的 SELECT语句返回的行集合的交集。如果一个

行在两个结果集中都出现，那么它就在两个结果集的交集中。

INTERSECT 的结果不包含任何重复行，除非您声明了 ALL 选项。用了

ALL 以后，一个在左边的表里有 m个重复而在右边表里有 n个重复的行

将出现 min(m,n)次。DISTINCT可以写 DISTINCT来显式地指定消除重

复行的行为。

除非用圆括号指明顺序，同一个 SELECT 语句中的多个 INTERSECT

操作符是从左向右计算的。INTERSECT比 UNION 绑定得更紧，也就

是说 A UNION B INTERSECT C 将理解成 A UNION (B INTERSECT

C)。

目前，FOR NO KEY UPDATE、FOR UPDATE、FOR SHARE 和 FOR

KEY SHARE不能用于 INTERSECT结果或者 INTERSECT的任何输入。

 EXCEPT 子句

EXCEPT 子句有如下的通用形式：

select_statement EXCEPT [ ALL | DISTINCT]

select_statement

select_statement 是没有任何 ORDER BY、 LIMIT、 FOR NO KEY

UPDATE、FOR UPDATE、FOR SHARE以及 FOR KEY SHARE子句的

SELECT语句。

EXCEPT操作符计算存在于左边 SELECT 语句的输出而不存在于右边

SELECT语句输出的行。

EXCEPT的结果不包含任何重复的行，除非声明了 ALL选项。使用 ALL

时，一个在左边表中有 m个重复而在右边表中有 n个重复的行将在结果

中出现 max(m-n,0)次。DISTINCT可以写 DISTINCT来显式地指定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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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行的行为。

除非用圆括弧指明顺序，否则同一个 SELECT 语句中的多个 EXCEPT

操作符是从左向右计算的。EXCEPT和 UNION的绑定级别相同。

目前，FOR NO KEY UPDATE、FOR UPDATE、FOR SHARE 和 FOR

KEY SHARE不能用于 EXCEPT结果或者 EXCEPT的任何输入。

 ORDER BY 子句

可选的 ORDER BY子句有下面的一般形式：

ORDER BY expression [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

[ NULLS { FIRST | LAST } ] [, ...]

ORDER BY 子句导致结果行根据指定的表达式进行排序。如果两行按

照最左边的表达式是相等的，则会根据下一个表达式比较它们，依次类

推。如果按照所有指定的表达式它们都是相等的，则它们被返回的顺序

取决于实际。

expression 可以是一个输出字段(SELECT列表项)的名称或者序号，或

者也可以是用输入字段的数值组成的任意表达式。

序数指的是输出字段按顺序(从左到右)的位置。这个特性可以对没有唯

一名称的字段进行排序。这不是必须的，因为总是可以通过 AS子句给

一个要输出的字段赋予一个名称。

在ORDER BY里还可以使用任意表达式，包括那些没有出现在SELECT

输出列表里面的字段。因此下面的语句现在是合法的：

SELECT name FROM distributors ORDER BY code;

这个特性的一个局限就是应用于 UNION， INTERSECT或 EXCEPT查

询的 ORDER BY子句只能在一个输出字段名或者数字上声明，而不能

在一个表达式上声明。

请注意如果一个 ORDER BY表达式是一个同时匹配输出字段和输入字

段的简单名称，ORDER BY将把它解释成输出字段名称。这和 GROUP

BY 在同样情况下做的选择正相反。这样的不一致是由 SQL 标准强制

的。

可以给 ORDER BY子句里每个字段加一个可选的 ASC(升序，缺省) 或

DESC(降序)关键字。还可以在 USING子句里声明一个排序操作符来实

现排序。一个排序操作符必须是一个小于或者大于一些 B-tree操作符的

数量。ASC等效于使用 USING < 而 DESC等效于使用 USING >。但是

一个用户定义类型的创建者可以明确定义缺省的排序顺序，并且可以使

用其他名称的操作符。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930

如果指定 NULLS LAST，空值会在所有非空值之后排序；如果指定

NULLS FIRST，空值会在所有非空值之前排序。如果两者均未指定，

当指定 ASC时，默认反应时是 NULLS LAST，并且当指定 DESC时，

默认反应时是 NULLS FIRST（然而，默认地认为空是大于非空的）。

当指定 USING，默认空排序时依赖操作符是否是一个更小或者更大的

操作符。

请注意排序选项仅适用于他们遵循的表达式；例如 ORDER BY x, y

DESC 和 ORDER BY x DESC, y DESC是不同的。

 字符串数据会被根据引用到被排序列上的排序规则排序。根据需要可以

通过在 expression中包括一个 COLLATE子句来覆盖，例如 ORDER BY

mycolumn COLLATE "en_US"。LIMIT 子句

LIMIT 子句由两个独立的子句组成：

LIMIT { count | ALL }

OFFSET start

count声明返回的最大行数，而start声明开始返回行之前忽略的行数。

如果两个都指定了，那么在开始计算 count 个返回行之前将先跳过

start 行。

如果 count 表达式置为 NULL，它被当做 LIMIT ALL，也就是，没有限

制。如果 start 评估为空，它会被当作 OFFSET 0。

SQL:2008 引入了一个不同的语法来达到相同的效果，这也是 HighGo

DB 支持的。这是：

OFFSET start { ROW | ROWS }

FETCH { FIRST | NEXT } [ count ] { ROW | ROWS } ONLY

在该语法中，使用表达式而非 start 或者 count 的简单常量时，你必

须写圆括号。如果 count 在 FETCH 中省略了，它默认为 1。ROW 和

ROWS以及 FIRST和 NEXT是不影响这些子句的效果的干扰词。根据

该标准，若两个都存在则 OFFSET子句必须在 FETCH子句之前出现；

但是 HighGo DB的要求更为宽松并且允许两种顺序中的任意一种。

使用 LIMIT的一个好的习惯是使用一个ORDER BY子句把结果行限制

成一个唯一的顺序。否则您会得到无法预料的结果子集，您可能想要第

十行到第二十行，除非您声明 ORDER BY，否则您不知道什么顺序。

查询优化器在生成查询规划时会把 LIMIT 考虑进去，所以您很有可能

因给出的 LIMIT 和 OFFSET 值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规划(生成不同的行

序)。因此用不同的 LIMIT/OFFSET值选择不同的查询结果的子集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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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一致的结果，除非您用 ORDER BY 强制生成一个可预计的结果

顺序。这不是 bug；这是 SQL生来的特点，因为除非用了 ORDER BY

约束顺序，SQL不保证查询生成的结果有任何特定的顺序。

如果没有一个 ORDER BY 来强制选择一个确定的子集，重复执行同样

的 LIMIT 查询甚至可能会返回一个表中行的不同子集。同样，这也不

是 bug，再这样一种情况下也无法保证结果的确定性。

 锁定子句

FOR UPDATE、FOR NO KEY UPDATE、 FOR SHARE 和 FOR KEY

SHARE是锁定子句，它们影响 SELECT把行从表中取得时如何对它们

加锁。

锁定子句的一般形式：

FOR lock_strength [ OF table_name [, ...] ] [ NOWAIT | SKIP LOCKED ]

其中 lock_strength可以是

UPDATE

NO KEY UPDATE

SHARE

KEY SHARE

之一。

为了防止该操作等待其他事务提交，可使用 NOWAIT 或者 SKIP

LOCKED选项。使用 NOWAIT时，如果选中的行不能被立即锁定，该

语句会报告错误而不是等待。使用 SKIP LOCKED时，无法被立即锁定

的任何选中行都会被跳过。跳过已锁定行会提供数据的一个不一致的视

图，因此这不适合于一般目的的工作，但是可以被用来避免多个用户访

问一个类似队列的表时出现锁竞争。注意 NOWAIT 和 SKIP LOCKED

只适合行级锁—所要求的 ROW SHARE表级锁仍然会以常规的方式取

得。如果想要不等待的表级锁，你可以先使用带 NOWAIT的 LOCK。

如果在一个锁定子句中提到了特定的表，则只有来自于那些表的行会被

锁定，任何 SELECT 中用到的其他表还是被简单地照常读取。一个没

有表列表的锁定子句会影响该语句中用到的所有表。如果一个锁定子句

被应用到一个视图或者子查询，它会影响在该视图或子查询中用到的所

有表。不过，这些 子句不适用于主查询引用的WITH查询。如果你希

望在一个WITH 查询中发生行锁定，应该在该 WITH 查询内指定一个

锁定子句。

如果有必要对不同的表指定不同的锁定行为，可以写多个锁定子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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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同一个表在多于一个锁定子句中被提到（或者被隐式的影响到），那

么会按照所指定的最强的锁定行为来处理它。类似地，如果在任何影响

一个表的子句中指定了 NOWAIT，就会按照 NOWAIT的行为来处理该

表。否则如果 SKIP LOCKED 在任何影响该表的子句中被指定，该表

就会被按照 SKIP LOCKED来处理。

如果被返回的行无法清晰地与表中的行保持一致，则不能使用锁定子

句。 例如锁定子句不能与聚集一起使用。

当一个锁定子句出现在一个 SELECT 查询的顶层时，被锁定的行正好

就是该查询返回的行。在连接查询的情况下，被锁定的行是那些对返回

的连接行有贡献的行。此外，自该查询的快照起满足查询条件的行将被

锁定，如果它们在该快照后被更新并且不再满足查询条件，它们将不会

被返回。如果使用了 LIMIT，只要 已经返回的行数满足了限制，锁定

就会停止（但注意被 OFFSET跳过的行将被锁定）。类似地，如果在

一个游标的查询中使用锁定子句，只有被该游标实际取出或者跳过的行

才将被锁定。

当一个锁定子句出现在一个子-SELECT 中时，被锁定行是那些该子查

询返回给外层查询的行。这些被锁定的行的数量可能比从子查询自身的

角度看到的要少，因为来自外层查询的条件可能会被用来优化子查询的

执行。例如：

SELECT * FROM (SELECT * FROM mytable FOR UPDATE) ss WHERE

col1 = 5;

将只锁定具有 col1 = 5的行（虽然在子查询中并没有写上该条件）。

早前的发行无法维持一个被之后的保存点升级的锁。例如，这段代码：

BEGIN;

SELECT * FROM mytable WHERE key = 1 FOR UPDATE;

SAVEPOINT s;

UPDATE mytable SET ... WHERE key = 1;

ROLLBACK TO s;

在 ROLLBACK TO之后将无法维持 FOR UPDATE锁。

警告

一个运行在 READ COMMITTED事务隔离级别并且使用ORDER

BY 和锁定子句的 SELECT 命令有可能返回无序的行。这是因为

ORDER BY会被首先应用。该命令对结果排序，但是可能接着在尝试

获得一个或者多个行上的锁时阻塞。一旦 SELECT解除阻塞，某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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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值可能已经被修改，从而导致那些行变成无序的（尽管它们根据

原始列值是有序的）。根据需要，可以通过在子查询中放置 FOR

UPDATE/SHARE来解决之一问题，例如

SELECT * FROM (SELECT * FROM mytable FOR UPDATE) ss

ORDER BY column1;

注意这将导致锁定 mytable 的所有行，而顶层的 FOR UPDATE

只会锁定实际被返回的行。这可能会导致显著的性能差异，特别是把

ORDER BY 与 LIMIT 或者其他限制组合使用时。因此只有在并发更

新排序列并且要求严格的排序结果时才推荐使用这种技术。

在 REPEATABLE READ 或者 SERIALIZABLE 事务隔离级别上

这可能导致一个序列化失败（SQLSTATE 是’40001’），因此在这

些隔离级别下不可能收到无序行。

 TABLE 命令

命令：

TABLE name

完全等价于：

SELECT * FROM name

它可以被用作一个顶层命令，或者用在复杂查询中以节省空间。只有

WITH、UNION、INTERSECT、EXCEPT、ORDER BY、LIMIT、OFFSET、

FETCH 以及 FOR 锁定子句可以用于 TABLE。不能使用 WHERE子句

和任何形式的聚集。

 例子

将表 films和表 distributors连接在一起：

SELECT f.title, f.did, d.name, f.date_prod, f.kind

FROM distributors d, films f

WHERE f.did = d.did

title | did | name | date_prod | kind

-------------------+-----+--------------+------------+-------------------------

The Third Man | 101 | British Lion | 1949-12-23 | Drama

The African Queen | 101 | British Lion | 1951-08-11 | Romantic

...

要对所有电影的 len列求和并且用 kind对结果分组：

SELECT kind, sum(len) AS total FROM films GROUP BY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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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 total

----------+-------

Action | 07:34

Comedy | 02:58

Drama | 14:28

Musical | 06:42

Romantic | 04:38

要对所有电影的 len 列求和、对结果按照 kind分组并且显示总长小于 5小

时的分组：

SELECT kind, sum(len) AS total

FROM films

GROUP BY kind

HAVING sum(len) < interval '5 hours';

kind | total

----------+-------

Comedy | 02:58

Romantic | 04:38

下面两个例子是根据第二列(name)的内容对单独的结果排序的经典的方法：

SELECT * FROM distributors ORDER BY name;

SELECT * FROM distributors ORDER BY 2;

did | name

-----+------------------

109 | 20th Century Fox

110 | Bavaria Atelier

101 | British Lion

107 | Columbia

102 | Jean Luc Godard

113 | Luso films

104 | Mosfilm

103 | Paramount

106 | T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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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 United Artists

111 | Walt Disney

112 | Warner Bros.

108 | Westward

下面这个例子演示如何获得表 distributors 和 actors 的连接，只将每个表中

以字母W开头的取出来。因为只取了不重复的行，所以关键字 ALL被省略

了：

distributors: actors:

did | name id | name

-----+--------------- ------+-------------------

108 | Westward 1 | Woody Allen

111 | Walt Disney 2 | Warren Beatty

112 | Warner Bros. 3 | Walter Matthau

... ...

SELECT distributors.name

FROM distributors

WHERE distributors.name LIKE 'W%'

UNION

SELECT actors.name

FROM actors

WHERE actors.name LIKE 'W%';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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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t Disney

Walter Matthau

Warner Bros.

Warren Beatty

Westward

WoodyAllen

这个例子显示了如何在 FROM子句中使用函数，包括带有和不带字段定义

列表。

CREATE FUNCTION distributors(int) RETURNS SETOF distributor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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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 FROM distributors WHERE did = $1;

$$ LANGUAGE SQL;

SELECT * FROM distributors(111);

did | name

-----+-------------

111 | Walt Disney

CREATE FUNCTION distributors_2(int) RETURNS SETOF record AS $$

SELECT * FROM distributors WHERE did = $1;

$$ LANGUAGE SQL;

SELECT * FROM distributors_2(111) AS (f1 int, f2 text);

f1 | f2

-----+-------------

111 | Walt Disney

这里是带有增加的序数列的函数的例子：

SELECT * FROM unnest(ARRAY[’a’,’b’,’c’,’d’,’e’,’f’]) WITH

ORDINALITY;

unnest | ordinality

--------+----------

a | 1

b | 2

c | 3

d | 4

e | 5

f | 6

(6 rows)

这个例子展示了如何使用一个简单的WITH子句:

WITH t AS (

SELECT random() as x FROM generate_series(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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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t

UNIONALL

SELECT * FROM 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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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4150459803641

0.520092216785997

0.0735620250925422

0.534150459803641

0.520092216785997

0.0735620250925422

请注意WITH 查询仅评估一次，所以我们得到相同的三个随机值的两个集

合。

这个例子使用 WITH RECURSIVE 从一个只显示直接下属的表中寻找雇员

Mary的所有下属（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以及他们的间接层数：

WITH RECURSIVE employee_recursive(distance, employee_name,

manager_name) AS (

SELECT 1, employee_name, manager_name

FROM employee

WHERE manager_name = 'Mary'

UNIONALL

SELECT er.distance + 1, e.employee_name, e.manager_name

FROM employee_recursive er, employee e

WHERE er.employee_name = e.manager_name

)

SELECT distance, employee_name FROM employee_recursive;

注意递归查询的典型形式：一个初始条件，紧接着是 UNION，然后是查询

的递归部分。确定查询的递归部分最终将不会返回元组，否则查询将循环下

去。

这个例子使用 LATERAL 为 manufacturers 表的每一行应用一个集合返回函

数 get_product_names()：

SELECT m.name AS mname, pname

FROM manufacturers m, LATERAL get_product_names(m.id) p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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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没有任何产品的制造商不会出现在结果中，因为这是一个内连接。如果

我们希望把这类制造商的名称包括在结果中，我们可以：

SELECT m.name AS mname, pname

FROM manufacturers m LEFT JOIN LATERAL get_product_names(m.id)

pname ON true;

 兼容性

SELECT语句和 SQL标准兼容。但是还有一些扩展和一些缺少的特性。

 省略 FROM子句

HighGo DB允许在一个查询里省略 FROM子句。它的最直接用途就是

计算简单的常量表达式的结果：

SELECT 2+2;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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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某些其他 SQL 数据库需要引入一个假的单行表放在该 SELECT 的

FROM子句中才能做到这一点。

注意，如果没有指定一个 FROM子句，该查询就不能引用任何数据库

表。例如，下面的查询是非法的：

SELECT distributors.* WHERE distributors.name = 'Westward';

 空 SELECT列表

SELECT 之后的输出表达式列表可以为空，这会产生一个零列的结果

表。对 SQL标准来说这不是合法的语法。允许它是为了与允许零列表

保持一致。不过在使用 DISTINCT时不允许空列表。

 省略 AS关键字

在 SQL标准中，只要新列名是一个合法的列名（就是说与任何保留关

键词不同），就可以省略输出列名之前的可选关键词 AS。HighGo DB

要稍微严格些：只要新列名匹配任何关键词（保留或者非保留）就需要

AS。推荐的习惯是使用 AS或者带双引号的输出列名来防止与未来增加

的关键词可能的冲突。

在 FROM项中，标准和 HighGo DB 都允许 AS在一个无限制关键字别

名之前省略。但是由于语法的歧义，这无法用于输出列名。

 ONLY 和继承

在书写 ONLY时，SQL标准要求在表名周围加上圆括号，例如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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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ONLY(tab1), ONLY (tab2) WHERE ...。HighGo DB中这些圆括

号是可选的。

允许写一个拖尾的*来显式指定包括子表的非-ONLY行为。而标准则不

允许这样。（这些点同等地适用于所有支持 ONLY选项的 SQL命令）。

 TABLESAMPLE 子句限制

当前只在常规表和物化视图上接受 TABLESAMPLE子句。根据 SQL标

准，应该可以把它应用于任何 FROM项。

 FROM 中的函数调用

允许一个函数调用被直接写作 FROM列表的一个成员。在 SQL标准中，

有必要把这样一个函数调用包裹在一个子-SELECT 中。也就是说，语

法 FROM func(...) alias近似等价于 FROM LATERAL (SELECT func(...))

alias。注意该 LATERAL 被认为是隐式的，这是因为标准对于 FROM

中的一个 UNNEST()项要求 LATERAL语义。把 UNNEST()和其他集合

返回函数同样对待。

 GROUP BY 和 ORDER BY 可用的命名空间

在 SQL-92标准里，ORDER BY子句只能使用输出字段名或者编号，而

GROUP BY 子句只能用基于输入字段名的表达式。HighGo DB对这两

个子句都进行了扩展，允许另外一种选择(但是如果存在歧义，则使用

标准的解释)。HighGo DB还允许两个子句声明任意的表达式。请注意

在表达式中出现的名称总是被当作输入字段名，而不是输出字段名。

SQL:1999 以及之后的一个略微不同的定义并不能和 SQL-92 完全向前

兼容。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HighGo DB 将把一个 ORDER BY 或

GROUP BY表达式解析成为 SQL:1999制定的那样。

 函数依赖

只有当一个表的主键被包含在 GROUP BY列表中时，才能识别函数依赖

（允许从 GROUP BY中省略列）。

 WINDOW 子句限制

SQL标准提供了窗口 frame_clause 的附加选项。HighGo DB目前仅支

持上面列出的选项。

 LIMIT 和 OFFSET

语句 LIMIT 和 OFFSET 是特定的 HighGo DB语法，也是MySQL

使用的。SQL:2008标准引入了OFFSET ... FETCH {FIRST|NEXT} ...

获取相同的功能性，如 LIMIT 子句 所示。该语法也被 IBM DB2

使用。（为 Oracle 所写的应用程序通常使用一个涉及自动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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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num列的来实现这些子句的效果，这在 HighGo DB中是不可用

的。）

 FOR NO KEY UPDATE、FOR UPDATE、FOR SHARE、FOR KEY SHARE

尽管 FOR UPDATE 出现在 SQL 标准中，该标准允许它只是作为

DECLARE CURSOR 的一个选项。HighGo DB 允许它在任意

SELECT查询以及 SELECT子查询中，但这是一个扩展。FOR NO

KEY UPDATE、FOR SHARE 以及 FOR KEY SHARE 变体以及

NOWAIT 和 SKIP LOCKED选项没有在标准中出现。

 WITH中的数据修改语句

允许把 INSERT、UPDATE 以及 DELETE 用作 WITH 查询。这在 SQL

标准中是找不到的。

 非标准子句

DISTINCT ON子句都没有在 SQL标准中定义。

4.156 SELECT INTO
 语法

[ WITH [ RECURSIVE ] with_query [, ...] ]

SELECT [ ALL | DISTINCT [ ON ( expression [, ...] ) ] ]

* | expression [ [ AS ] output_name ] [, ...]

INTO [ TEMPORARY | TEMP | UNLOGGED ] [ TABLE ] new_table

[ FROM from_item [, ...] ]

[ WHERE condition ]

[ GROUP BY expression [, ...] ]

[ HAVING condition [, ...] ]

[ WINDOW window_name AS ( window_definition ) [, ...] ]

[ { UNION | INTERSECT | EXCEPT } [ ALL | DISTINCT ] select ]

[ ORDER BY expression [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 [ NULLS

{ FIRST | LAST } ] [, ...] ]

[ LIMIT { count | ALL } ]

[ OFFSET start [ ROW | ROWS ] ]

[ FETCH { FIRST | NEXT } [ count ] { ROW | ROWS } ONLY ]

[ FOR { UPDATE | SHARE } [ OF table_name [, ...] ] [ NOWAIT ] [...] ]

 描述

SELECT INTO创建一个新表并且用一个查询计算得到的数据填充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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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不会像普通的 SELECT那样被返回给客户端。新表的列具有和 SELECT

的输出列相关的名称和数据类型。

 参数

TEMPORARY 或 TEMP

如果声明了这个关键字，那么该表是作为一个临时表创建的。请参考

CREATE TABLE 获取细节。

UNLOGGED

如果被指定，该表被创建为一个不做日志的表。请参考 CREATE TABLE

获取细节。

new_table

要创建的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 。

所有其它输入的域都在 SELECT中有详细描述。

 注意

CREATE TABLE AS 的作用和 SELECT INTO 类似。建议使用 CREATE

TABLEAS语法，因为 SELECT INTO不是标准语法。实际上，它是不能在

ECPG或 PL/pgSQL 中使用的，因为它们对 INTO子句的解释是不同的。而

且，CREATE TABLE AS提供了 SELECT INTO所提供功能的超集。

要为 SELECT INTO创建的表增加 OID，可以打开 default_with_oids配置参

数或使用WITH OIDS子句。

 例子

创建一个只由来自 films的最近项构成的新表 films_recent:

SELECT * INTO films_recent FROM films WHERE date_prod >=

'2002-01-01';

 兼容性

SQL标准用 SELECT INTO表示选取数值到一个宿主程序的标量变量中，而

不是创建一个新表。这种用法实际上就是在 ECPG 和 PL/pgSQL(参阅

PL/pgSQL-SQL过程语言)里的用途。HighGo DB用 SELECT INTO创建表是

历史原因。在新代码里最好使用 CREATE TABLE AS实现这个目的。

 又见

CREATE TABLE AS

4.157 SET
 语法

SET [ SESSION | LOCAL ]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 TO | = } { value |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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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

SET [ SESSION | LOCAL ] TIME ZONE { timezone | LOCAL | DEFAULT }

 描述

SET命令修改运行时配置参数。许多在服务器配置里面列出的运行时参数可

以用 SET在运行时设置。但是有些要求使用超级用户权限来修改，而其它

有些则在服务器或者会话开始之后不能修改。请注意 SET只影响当前会话

使用的数值。

如果 SET 或 SET SESSION 是在一个稍后退出的事务里发出的，那么 SET

命令的效果将在事务回滚之后消失，一旦所在的事务被提交，那么其效果将

持续到事务的结束，除非被另外一个 SET覆盖。

不管是否提交，SET LOCAL的效果只持续到当前事务结束。一个特例是在

一个事务里面的 SET后面跟着一个 SET LOCAL：在事务结束之前只能看到

SET LOCAL的数值，但是之后(如果事务提交)，则是 SET的值生效。

SET或者 SET LOCAL也通过回滚到一个早于该命令的保存点被取消。

如果 SET LOCAL 在一个对相同变量有 SET 选项的函数内使用 (请参阅

CREATE FUNCTION)，出现在函数中的 SET LOCAL 命令的影响在函数退

出时消失；也就是说，函数调用时起作用的值不论如何都要保存。这允许

SET LOCAL用来对函数内的一个参数进行动态和反复修改，尽管仍然方便

使用 SET选项来保存和存储调用程序的值。然而，规则的 SET 命令重写任

何周围函数的 SET选项；其影响将会持续，除非回滚。

 参数

SESSION

指定该命令对当前会话有效（缺省值）。

LOCAL

声明该命令只在当前事务中有效。在 COMMIT或者 ROLLBACK之后，

会话级别的设置将再次生效。在事务块外部发出这个参数会发出一个警

告并且不会有效果。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可设置的运行时参数的名称。可用的参数在服务器配置和下面有文档。

value

参数的新值。根据特定的参数，值可以被指定为字符串常量、标识符、

数字或者以上构成的逗号分隔列表。DEFAULT可以用于把这些参数设

置为它们的缺省值。（也就是说，如果在当前会话中没有 SET执行，

无论是什么数值都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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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服务器配置里面有文档记载的配置参数之外，还有几个只能用

SET命令设置，或者是有特殊的语法的参数。

SCHEMA

SET SCHEMA 'value'是 SET search_path TO value 的一个别名。用该语

法仅可指定一个模式。

NAMES

SET NAMES value 是 SET client_encoding TO value 的别名。

SEED

为随机数生成器(函数 random)设置内部的种子。允许的值是介于-1和 1

之间的浮点数，然后它会被乘以 231-1

也可以通过调用 setseed函数来设置种子：

SELECT setseed(value);

TIME ZONE

SET TIME ZONE value 是 SET timezone TO value 的一个别名。语法

SET TIME ZONE允许为时区设置特殊的语法。下面是有效值的例子：

'PST8PDT'

加州伯克利的时区。

'Europe/Rome'

意大利时区。

-7

UTC以西 7小时的时区(等效于 PDT) 。UTC以东的是正值。

INTERVAL '-08:00' HOUR TO MINUTE

UTC以西 8小时的时区(等效于 PST)。

LOCAL

DEFAULT

将时区设置为您的本地时区（也即，服务器的 timezone默认值；）。

 注解

函数 set_config提供了等效的功能。同时，可以更新 pg_settings 系统视图来

执行 SET的等价操作。

 示例

设置模式搜索路径：

SET search_path TO my_schema, public;

把日期时间风格设置为传统的 POSTGRES风格("日在月前")：
SET datestyle TO postgres, d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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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区设置为加州伯克利：

SET TIME ZONE 'PST8PDT';

为意大利设置时区：

SET TIME ZONE 'Europe/Rome';

 兼容性

SET TIME ZONE扩展了在 SQL标准里定义的语法。标准只允许有一个数字

时区偏移，而 HighGo DB还允许完整更灵活的时区声明。

 又见

RESET, SHOW

4.158 SET CONSTRAINTS
 语法

SET CONSTRAINTS { ALL | name [, ...] } { DEFERRED | IMMEDIATE }

 描述

SET CONSTRAINTS设置当前事务里的约束检查的特性。IMMEDIATE约束

是在每条语句后面进行检查。DEFERRED约束一直到事务提交时才检查。

每个约束都有自己的 IMMEDIATE或者 DEFERRED模式。

从创建的时候开始，一个约束总是给定为 DEFERRABLE INITIALLY

DEFERRED ， DEFERRABLE INITIALLY IMMEDIATE 或 者 NOT

DEFERRABLE 三个特性之一。第三种总是 IMMEDIATE，并且不会受 SET

CONSTRAINTS 影响。头两种以指定的方式启动每个事务，但是他们的行

为可以在事务里用 SET CONSTRAINTS改变。

带着一个约束名列表的 SET CONSTRAINTS改变这些约束的模式(都必须是

可推迟的)。每个约束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如果有多个约束匹配某个名

称，那么所有都会被影响。SET CONSTRAINTS ALL 改变所有可推迟约束

的模式。

当 SET CONSTRAINTS 把一个约束从 DEFERRED 改成 IMMEDIATE 的时

候，新模式会有追溯效果：任何将在事务结束准备进行的数据修改都将在

SET CONSTRAINTS 的时候执行检查。如果违反了任何约束， SET

CONSTRAINTS 都会失败 (并且不会修改约束模式 )。因此， SET

CONSTRAINTS可以用于强制在事务中某一点进行约束检查。

目前，仅 UNIQUE，PRIMARY KEY，REFERENCES (外键)和 EXCLUDE

约束受该设置影响。NOT NULL 和 CHECK 约束总在一行被插入或者调整

时被检查（不在语句末）。未声明 DEFERRABLE 的唯一性和排斥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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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立即检查。

被声明为“约束触发器”的触发器的触发也是受该设置控制的—它们在相关

约束应被检查的相同时间触发。

 注解

因为 HighGo DB不要求约束名称在一个模式内是独一无二的（但仅是每个

表的），多于一个约束名匹配一个特定约束名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SET

CONSTRAINTS 将作用于所有的匹配。对于一个无模式修饰的名称，一旦一个

或多个匹配在搜索路径下的相同模式被找到，路径中后面的模式不会被找

到。

这个命令只在当前事务里修改约束的行为。在事务块外部发出这个命令会产

生一个 警告并且也不会有任何效果。

 兼容性

这条命令与 SQL标准里定义的行为兼容，只不过，在 HighGo DB里，它不

适用于 NOT NULL 和 CHECK约束。同时，HighGo DB立即检查不可推延

的唯一性约束，而不是像标准建议的那样在语句末检查。

4.159 SET ROLE
 语法

SET [ SESSION | LOCAL ] ROLE role_name

SET [ SESSION | LOCAL ] ROLE NONE

RESET ROLE

 描述

这条命令将当前会话的当前用户标识为 role_name。角色名可以写成标识符

或者是字符串文本。在 SET ROLE 之后，SQL 命令的权限检查就好像当初

登录的用户是此命令指定的用户那样。

当前会话的用户必须是指定的 role_name 角色的成员。但超级用户可以选择

任何角色。

SESSION和 LOCAL修饰词的作用和普通的 SET命令一样。

NONE和 RESET形式重置当前用户标识为当前会话用户标识符。任何用户

都可以执行这种形式。

 注解

使用这个命令可以增加特权或者限制特权。如果会话用户角色具

有 INHERITS 属性，则它会自动具有它能 SET ROLE 到的所有角色的全部

特权。在这种情况下 SET ROLE 实际会删除所有直接分配给会话用户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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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以及分配给会话用户作为其成员的其他角色的特权，只留下所提及角色可

用的特权。换句话说，如果会话用户没有 NOINHERITS 属性，SET ROLE

会删除直接分配给会话用户的特权而得到所提及角色可用的特权。

实际上，如果一个超级用户 SET ROLE为一个非超级用户，它会失去其超级

用户权限。

SET ROLE有和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类似的效果，但是其中涉

及的权限检查有区别。还有，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决定后来的

SET ROLE命令可以使用哪些角色，不过用 SET ROLE 更改角色并不会改变

后续 SET ROLE能够使用的角色集。

SET ROLE 不处理角色的 ALTER ROLE 设置所声明的会话变量；这仅发生

在登陆期间。

SET ROLE不能在一个 SECURITY DEFINER函数内使用。

 示例

SELECT SESSION_USER, CURRENT_USER;

session_user | current_user

-----------------+---------------

peter | peter

SET ROLE 'paul';

SELECT SESSION_USER, CURRENT_USER;

session_user | current_user

-----------------+--------------

peter | paul

 兼容性

HighGo DB允许标识符语法("rolename")，而 SQL标准要求角色名称写成字

符串文本。SQL并不允许在事务里面执行这条命令；HighGo DB 并未做此

限制，因为没有理由限制。

 又见

SET SESSIONAUTH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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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0 SET SESSIONAUTHORIZATION
 语法

SET [ SESSION | LOCAL ] SESSION AUTHORIZATION user_name

SET [ SESSION | LOCAL ] SESSION AUTHORIZATION DEFAULT

RESET SESSIONAUTHORIZATION

 描述

这条命令把当前会话环境里的会话用户标识和当前用户标识都设置为

user_name。这个用户名可以写成一个标识符或者一个字符串文本。使用这

个命令，可以临时变成一个非特权用户，稍后再切换回超级用户。

会话用户标识符一开始设置为(可能经过认证的)客户端提供的用户名。当前

用户标识符通常等于会话用户标识符，但是可能在 SECURITY DEFINER函

数和类似机制的环境中临时更改。也可以用 SET ROLE 来修改。当前用户

的身份和权限检查有关。

只有在初始会话用户(已认证用户)有超级用户权限的时候，会话用户标识符

才能改变。否则，只有在指定了被认证的用户名的情况下，系统才接受该命

令。

SESSION和 LOCAL修饰词和普通 SET命令里的作用相同。

DEFAULT和 RESET形式重置会话和当前用户标识符为初始认证的用户名。

这些形式可以为任何用户执行。

 注意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不能被用在 SECURITY DEFINER 函数

内。

 示例

SELECT SESSION_USER, CURRENT_USER;

session_user | current_user

------------------+--------------

peter | peter

SET SESSIONAUTHORIZATION 'paul';

SELECT SESSION_USER, CURRENT_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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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_user | current_user

-----------------+--------------

paul | paul

 兼容性

SQL标准允许一些其它的表达式出现在文本 user_name 的位置上，不过这

个东西实际上并不重要。HighGo DB允许标识符语法("username"),而 SQL不

允许。SQL不允许在一个事务的过程中用这条命令；HighGo DB 没有这个

限制，因为没有什么理由不允许这样用。

标准把执行这条命令所需要的权限留给具体实现来定义。

 又见

SET ROLE

4.161 SET TRANSACTION
 语法

SET TRANSACTION transaction_mode [, ...]

SET TRANSACTION SNAPSHOT snapshot_id

SET SESSION CHARACTERISTICS AS TRANSACTION transaction_mode

[, ...]

这里的 transaction_mode是下列之一：

ISOLATION LEVEL { SERIALIZABLE | REPEATABLE READ | READ

COMMITTED | READ UNCOMMITTED }

READWRITE | READ ONLY

[ NOT ] DEFERRABLE

 描述

SET TRANSACTION 命 令 为 当 前 事 务 设 置 特 性 。 SET SESSION

CHARACTERISTICS 为一个会话中随后的每个事务设置缺省的隔离级别。

在独立事务中可以使用 SET TRANSACTION覆盖这些默认值。

可用的事务特性是事务隔离级别和事务访问模式(读/写或者只读) 以及可延

迟模式。此外，可以选择一个快照，不过只能用于当前事务而不能作为会话

默认值。

一个事务的隔离级别决定当其他事务并行运行时该事务能看见什么数据：

READ COMMITTED

一条语句只能看到在它开始之前的数据。这是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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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ATABLE READ

当前事务的所有语句只能看到这个事务中执行的第一个查询或者数据

修改语句之前提交的行。

SERIALIZABLE

当前事务中的所有语句只能看到在这次事务第一条查询或者修改数据

的语句执行之前提交的行。如果并发的可序列化事务间的读写模式可能

导致一种那些事务串行（一次一个）执行时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中之

一将会被回滚并且得到一个 serialization_failure错误。

SQL标准定义了一种额外的级别：READ UNCOMMITTED。READ UNCOMMITTED

被视作 READ COMMITTED。

一个事务执行了第一个查询或者数据修改语句（ SELECT、 INSERT、

DELETE、 UPDATE、FETCH 或 COPY）之后就无法更改事务隔离级别。

事务访问模式决定事务是读/写还是只读。读/写是缺省。当一个事务为只读

时，如果 SQL 命令 INSERT、UPDATE、 DELETE 和 COPY FROM 要写的表不是

一个临时表，则它们不被允许。不允许 CREATE、ALTER 以及 DROP 命令。不

允许 COMMENT、GRANT、REVOKE、TRUNCATE。如果 EXPLAIN ANALYZE 和 EXECUTE

要执行的命令是上述命令之一，则它们也不被允许。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只读

概念，它不能阻止所有对磁盘的写入。

只有事务也是 SERIALIZABLE 以及 READ ONLY 时，DEFERRABLE 事务属性才会

有效。当一个事务的所有这三个属性都被选择时，该事务在第一次获取其快

照时可能会阻塞，在那之后它运行时就不会有 SERIALIZABLE 事务的开销并

且不会有任何牺牲或者被一次序列化失败取消的风险。这种模式很适合于长

时间运行的报表或者备份。

SET TRANSACTION SNAPSHOT 命令允许新的事务使用与一个现有事务相同的

快照运行。已经存在的事务 必须已经把它的快照用 pg_export_snapshot 函

数导出。该函数会返回一个快照标识符，SET TRANSACTION SNAPSHOT 需要

被给定一个快照标识符来指定要导入的快照。在这个命令中该标识符必须被

写成一个字符串，例如 '000003A1-1'。 SET TRANSACTION SNAPSHOT 只能在

一个事务的开始执行，并且要在该事务的第一个查询或者数据修改语句

（ SELECT、 INSERT、DELETE、 UPDATE、FETCH 或 COPY）之前执行。此外，

该事务必须已经被设置为SERIALIZABLE或者 REPEATABLE READ隔离级别（否

则，该快照将被立刻抛弃，因为 READ COMMITTED 模式会为每一个命令取一

个新快照）。如果导入事务使用了 SERIALIZABLE 隔离级别，那么导入快照

的事务必须也使用该隔离级别。还有，一个非只读可序列化事务不能导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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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只读事务的快照。

 注解

如果执行 SET TRANSACTION 之前没有执行 START TRANSACTION 或

BEGIN，它会发出一个警告并且不会有任何效果。

可 以 用 在 BEGIN 或 START TRANSACTION 里 面 声 明 所 需 要 的

transaction_modes 的方法来避免使用 SET TRANSACTION 。但是在 SET

TRANSACTION SNAPSHOT 中该选项不可用。

会 话 的 缺 省 事 务 隔 离 级 别 也 可 以 通 过 设 置 配 置 参 数

default_transaction_isolation 、 default_transaction_read_only

和 default_transaction_deferrable 的方法来设置 (实际上 SET SESSION

CHARACTERISTICS只是用 SET来设置这些参数的等效物)。这就意味着缺

省值可以通过 ALTER DATABASE或在配置文件里等方法设置。

 示例

要用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务的同一快照开始一个新事务，首先要从该现有事务

导出快照。这将会返回快照标识符，例如：

BEGIN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REPEATABLE READ;

SELECT pg_export_snapshot();

pg_export_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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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3A1-1

(1 row)

然后在一个新开始的事务的开头把该快照标识符用在一个 SET TRANSACTION

SNAPSHOT 命令中：

BEGIN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REPEATABLE READ;

SET TRANSACTION SNAPSHOT '000003A1-1';

 兼容性

两个命令都在 SQL 标准里定义了。SQL 里的缺省事务隔离级别是

SERIALIZABLE ； 但 在 HighGo DB 里 ， 缺 省 隔 离 级 别 是 READ

COMMITTED，但是你可以用上面描述的方法修改它。

在 SQL标准里还有另外一种事务特性可以用这些命令设置：诊断范围的大

小。这个概念只用于嵌入式 SQL，因此没有在 HighGo DB服务器里实现。

SQL标准要求在相连的 transaction_modes 之间使用逗号，但是因为历史

原因，HighGo DB允许省略这个逗号。

http://postgres.cn/docs/9.5/runtime-config-cli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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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2 SHOW
 语法

SHOW name

SHOWALL

 描述

SHOW将显示当前运行时参数的数值。这些变量可以通过 SET语句、编辑

postgresql.conf文件、PGOPTIONS环境变量(在使用基于 libpq的应用程序的

时候)、或者启动 postgres 服务器时通过命令行标志设置。

 参数

name

运行时参数的名称。可用参数记录在服务器配置中和 SET参考页中。

除此之外，有几个可以显示但不能设置的参数：

SERVER_VERSION

显示服务器的版本号。

SERVER_ENCODING

显示服务器端的字符集编码。目前，这个参数只能显示但不能设置，

因为编码是在创建数据库的时候决定的。

LC_COLLATE

显示数据库的排序规则（文本序列）的区域设置。目前，该参数可

以显示但不能设置，因为该设置是在数据库创建时设定的。

LC_CTYPE

显示数据库的字符分类的区域设置。目前，该参数可以显示但不能

设置，因为该设置是在数据库创建时设定的。

IS_SUPERUSER

如果当前角色拥有超级用户特权则为真。

ALL

显示所有配置参数的值以及其描述。

 注解

函数 current_setting产生等效输出。另外，pg_settings 系统视图产生相同的

信息。

 示例

显示当前 DateStyle设置：

SHOWDat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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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Style

-----------

ISO, MDY

(1 row)

显示参数 geqo的当前设置：

SHOW geqo;

geqo

------

on

(1 row)

显示所有设置：

SHOWALL;

name | setting | description

-------------------------+---------+-------------------------------------------------

allow_system_table_mods | off | Allows modifications of the structure of ...

.

.

.

xmloption | content | Sets whether XML data in implicit parsing ...

zero_damaged_pages | off | Continues processing past damaged page

headers.

(196 rows)

 又见

SET, RESET

4.163 START TRANSACTION
 语法

START TRANSACTION [ transaction_mode [, ...] ]

其中 transaction_mode 是下列之一:

ISOLATION LEVEL { SERIALIZABLE | REPEATABLE READ | READ

COMMITTED | READ UNCOMMITTED }

READWRITE | READ ONLY

[ NOT ] DEFER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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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该命令启动了一个新事物块。如果这个隔离级别或者读/写模式被指定，新

的事务有这些特性，犹如已经执行了 SET TRANSACTION。这与 BEGIN 命

令是相同的。

 参数

参阅 SET TRANSACTION获取关于该语句参数的意义的信息。

 兼容性

在标准里，没必要声明 START TRANSACTION 来开始一个事务块：任何

SQL命令都隐含地开始一个事务块。HighGo DB的行为可以被视作在每个

命令之后隐式地发出一个没有跟随在 START TRANSACTION（或者 BEGIN）之

后的 COMMIT 并且因此通常被称作 "自动提交"。为了方便，其他关系型数据

库系统也可能会提供自动提交特性。

SQL 标准要求在连续的 transaction_modes 之间有逗号，但是出于历史原

因，HighGo DB允许省略这个逗号。

再查阅 SET TRANSACTION的兼容性的部分。

 又见

BEGIN, COMMIT, ROLLBACK, SAVEPOINT, SET TRANSACTION

4.164 TRUNCATE
 语法

TRUNCATE [ TABLE ] [ ONLY ] name [ * ] [, ... ]

[ RESTART IDENTITY | CONTINUE IDENTITY ] [ CASCADE |

RESTRICT ]

 描述

TRUNCATE快速地从一系列表中删除所有行。它和在每个表上进行无条件

的 DELETE有同样的效果，不过它会更快，因为它没有实际扫描表。此外,

它立即回收磁盘空间，而不是需要一个后续 VACUUM操作。这个在大表上

最有用。

 参数

name

要截断的表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如果在表名前只声明了 ONLY，

则只会截断该表。如果没有声明 ONLY，这个表以及其所有子表（若有）

会被截断。可选地,可以在表名后指定*来显式地包括子表。

RESTART IDENTITY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954

自动重新开始被截断表的列所拥有的序列。

CONTINUE IDENTITY

不要改变序列的值。此为缺省。

CASCADE

级联清空所有在该表上有外键引用的表，以及任何由于 CASCADE 而

被添加到组中的表。

RESTRICT

如果任一表上具有来自命令中没有列出的表的外键引用，则拒绝截断。

这是默认值。

 注解

要截断一个表，你必须具有其上的 TRUNCATE特权。

TRUNCATE取得了一个其操作的每个表上的 ACCESS EXCLUSIVE 锁，这

阻塞了表上的所有其他并发操作。当指定 RESTART IDENTITY时，任何需

要被重新开始的序列也会被排他地锁住。如果要求表上的并发访问，那么应

该使用 DELETE命令。

TRUNCATE不能被用在被其他表外键引用的表上，除非这些表在同一个命

令中也被清空。这些情况中的可行性检查将会要求表扫描，并且重点不是为

了做扫描。CASCADE 选项可以被用来自动地包括所有依赖表—但使用它

时要非常小心，否则你可能丢失数据！

TRUNCATE不会触发任何在该表上的 ON DELETE触发器。但它会触发 ON

TRUNCATE触发器。如果在这些表的任意一个上定义了 ON TRUNCATE触

发器，那么所有的 BEFORE TRUNCATE触发器将在任何截断发生之前被引

发，而所有 AFTER TRUNCATE触发器将在最后一次截断完成并且所有序列

被重置之后引发。触发器将以表被处理的顺序被引发（首先是那些被列在命

令中的，然后由于级联被加入的）。

警告

TRUNCATE对于MVCC不是安全的。截断以后，如果并发事务使用的

是一个在截断发生前取得的快照，表将会对所有的并发事务呈现为空。

从表中数据的角度来说，TRUNCATE是事务安全的：如果所在的事务没有

提交，阶段将会被安全地回滚。

在指定了 RESTART IDENTITY 时，隐含的 ALTER SEQUENCE RESTART

操作也会被事务性地完成。也就是说，如果所在事务没有提交，它们也将被

回滚。这和 ALTER SEQUENCE RESTART的通常行为不同。注意如果 事

务回滚前在被重启序列上还做了额外的序列操作，这些操作在序列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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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被回滚，但是它们在 currval()上的效果不会被回滚。也就是说，在事务

之后，currval()将继续反映在失败事务内得到的最后一个序列值，即使序列

本身可能已经不再与此一致。这和失败事务之后 currval()的通常行为类似。

TRUNCATE当前不支持外部表。这表示如果一个指定的表具有任何在外部

的子表，这个命令将会失败。

 例子

清空 bigtable和 fattable表:

TRUNCATE bigtable, fattable;

同样地，也重置任何相关的序列生成器:

TRUNCATE bigtable, fattable RESTART IDENTITY;

清空 othertable表，并且级联清空所有通过外键约束引用 othertable的表：

TRUNCATE othertable CASCADE;

 兼容性

SQL:2008 标准包括了一个 TRUNCATE 命令，语法是 TRUNCATE TABLE

tablename。CONTINUE IDENTITY/RESTART IDENTITY 子句也出现在那个

标准中，但是有轻微的不同和相关的含义。该命令的一些并发行为通过标准

实现了定义，所以，若必要，上面的注意应该与其他实现考虑和比较。

4.165 UNLISTEN
 语法

UNLISTEN { channel | * }

 描述

UNLISTEN 用于删除一个现有的已注册 NOTIFY 事件。UNLISTEN 取消任

何已经存在的把当前HighGo DB会话作为名为 channel的通知频道的监听者

的注册。特殊的条件通配符*取消对当前会话的所有通知条件的监听。

NOTIFY包含一些对 LISTEN和 NOTIFY的更广泛的讨论。

 参数

channel

通知通道名称(任意标识符)。

*

所有此后端当前正在监听的通知条件都将被清除。

 注意

你可以 unlisten 你没有监听的东西，不会出现警告或者错误。

在每一个会话末尾，会自动执行 UNLIST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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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已经执行了 UNLISTEN 的事务不能为两阶段提交做准备。

 例子

注册一个：

LISTEN virtual;

NOTIFY virtual;

Asynchronous notification "virtual" received from server process with PID

8448.

一旦执行了 UNLISTEN，以后的 NOTIFY 消息都将被忽略：

UNLISTEN virtual;

NOTIFY virtual;

-- no NOTIFY event is received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UNLISTEN命令。

 又见

LISTEN, NOTIFY

4.166 UPDATE
 语法

[ WITH [ RECURSIVE ] with_query [, ...] ]

UPDATE [ ONLY ] table_name [ * ] [ [ AS ] alias ]

SET { column_name = { expression | DEFAULT } |

( column_name [, ...] ) = ( { expression | DEFAULT } [, ...] ) |

( column_name [, ...] ) = ( sub-SELECT )

} [, ...]

[ FROM from_list ]

[ WHERE condition | WHERE CURRENT OF cursor_name ]

[ RETURNING * | output_expression [ [ AS ] output_name ] [, ...] ]

 描述

UPDATE改变满足条件的所有行中指定的字段值。只有要被修改的列需要在

SET子句中指定，没有被显式修改的列保持它们之前的值。

有两种方法使用包含在数据库其他表中的信息来修改一个表：使用子选择

或者在 FROM子句中指定额外的表。这种技术只适合特定的环境。

可选的RETURNING子句导致UPDATE 基于实际被更新的每一行计算并且

返回值。任何使用该表的列以及 FROM 中提到的其他表的列的表达式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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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计算。计算时会使用该表的列的新（更新后）值。RETURNING 列表的

语法和 SELECT的输出列表相同。

你必须拥有该表上的 UPDATE特权，或者至少拥有要被更新的列上的该特

权。如果某列的值需要被 expressions或者 condition读取，你还必须拥有该

列上的 SELECT特权。

 参数

with_query

WITH 子句允许指定一个或者更多个在 UPDATE 中可用其名称引用的子查询。

table_name

要更新的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如果在表名前指定了 ONLY，

只会更新所提及表中的匹配行。如果没有指定 ONLY，任何从所提及表

继承得到的表中的匹配行也会被更新。可选地，在表名之后指定*可以

显式地指示要把后代表也包括在内。

alias

目标表的别名。如果指定了别名，那么它将完全隐藏表的真实名称。例

如，给定 UPDATE foo AS f 之后，剩余的 UPDATE 语句必须用 f 而不是

foo引用这个表。

column_name

table_name所指定的表的一列的名称。如果需要，该列名可以用一个子

域名称或者数组下标限定。不要在目标列的说明中包括表的名称—例如

UPDATE tab SET tab.col = 1是非法的。

expression

要被赋值给该列的一个表达式。表达式可以使用这个或其它字段更新前

的旧值。

DEFAULT

把字段设置为它的缺省值，如果没有缺省表达式，那么就是 NULL。

sub-SELECT

一个 SELECT子查询，它产生和在它之前的圆括号中列列表中 一样多的输出

列。被执行时，该子查询必须得到不超过一行。如果它得到一行，其列值会被赋

予给目标列。如果它得不到行，NULL 值将被赋予给 目标列。该子查询可以引

用被更新表中当前行的旧值。

from_list

一个表表达式的列表，允许来自其它表中的字段出现在 WHERE条件

里。这个类似于可以在一个 SELECT语句的 FROM子句里声明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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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目标表绝对不能出现在 from_list 里，除非你是在使用一个自连

接 (此时它必须以 from_list 的别名出现)。

condition

一个返回 boolean结果的表达式。只有这个表达式返回 true的行才会被

更新。

cursor_name

在WHERE CURRENT OF条件下使用的游标的名称。要更新的行是一

个最近从该游标中抓去的。该游标必须是一个 UPDATE目标表中的非

分组查询。请注意 WHERE CURRENT OF不能用布尔条件声明。参阅

DECLARE 获取更多关于通过 WHERE CURRENT OF 使用游标的信

息。

output_expression

在所有需要更新的行都被更新之后，UPDATE命令用于计算返回值的表

达式。这个表达式可以使用任何 table_name 以及 FROM 中列出的表的

字段。写上*表示返回所有字段。

output_name

字段的返回名称。

 输出

成功完成后，UPDATE返回形如：

UPDATE count

的命令标签。count 是更新的行数。包括值没有更改的匹配行。注意，当更

新被一个 BEFORE UPDATE触发器抑制时，这个数量可能比匹配 condition

的行数少。如果 count为零，没有行被该查询更新（这不是一个错误）。

如果 UPDATE 包含 RETURNING 子句，那么返回的结果将类似于包含

RETURNING 字段和表达式列表的 SELECT 语句，只不过返回结果是基于

被更新的行而已。

 注解

在出现 FROM子句的时候，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目标表和 from_list 里提

到的表连接在一起，并且每个连接输出行都代表一个目标表的更新操作。在

使用 FROM的时候，你应该保证连接为每个需要修改的行最多生成一个输

出行。换句话说，一个目标行不应该和超过一行来自其它表的数据行连接。

如果它连接了多于一个行，那么连接行里面将会只有一行用于更新目标行，

但是究竟使用哪行是很难预期的事情。

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只在子查询里面引用其它表是安全的，尽管通常更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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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比使用连接也更慢些。

 示例

把表 films里的字段 kind里的词 Drama用 Dramatic代替：

UPDATE films SET kind = 'Dramatic' WHERE kind = 'Drama';

调整表 weather中的某行的温度并把该行的降水量设置为缺省值：

UPDATE weather SET temp_lo = temp_lo+1, temp_hi = temp_lo+15, prcp

= DEFAULT

WHERE city = 'San Francisco' AND date = '2003-07-03';

做同样的事情并返回更新后的条目：

UPDATE weather SET temp_lo = temp_lo+1, temp_hi = temp_lo+15, prcp

= DEFAULT

WHERE city = 'San Francisco' AND date = '2003-07-03'

RETURNING temp_lo, temp_hi, prcp;

使用另一种字段列表语法来做同样的事情：

UPDATE weather SET (temp_lo, temp_hi, prcp) = (temp_lo+1, temp_lo+15,

DEFAULT)

WHERE city = 'San Francisco' AND date = '2003-07-03';

增加负责 Acme 公司客户的销售员的销售计数，使用 FROM子句语法：

UPDATE employees SET sales_count = sales_count + 1 FROM accounts

WHERE accounts.name = 'Acme Corporation'

AND employees.id = accounts.sales_person;

使用WHERE子句里的子查询执行同样的操作：

UPDATE employees SET sales_count = sales_count + 1 WHERE id =

(SELECT sales_person FROM accounts WHERE name = 'Acme

Corporation');

更新 accounts 表中的联系人姓名以匹配当前被分配的销售员：

UPDATE accounts SET (contact_first_name, contact_last_name) =

(SELECT first_name, last_name FROM salesmen

WHERE salesmen.id = accounts.sales_id);

可以用连接完成类似的结果：

UPDATE accounts SET contact_first_name = first_name,

contact_last_name = last_name

FROM salesmen WHERE salesmen.id = accounts.sales_id;

不过，如果 salesmen.id 不是一个唯一键，第二个查询可能会给出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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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然而如果有多个 id匹配，第一个查询保证会发生错误。还有，如

果对于一个特定的 accounts.sales_id项没有匹配，第一个查询将把相应的姓

名域设置为 NULL，而第二个查询完全不会更新该行。

更新一个统计表中的统计数据以匹配当前数据：

UPDATE summary s SET (sum_x, sum_y, avg_x, avg_y) =

(SELECT sum(x), sum(y), avg(x), avg(y) FROM data d

WHERE d.group_id = s.group_id);

尝试插入一个新库存项及其库存量。如果该项已经存在，则转而更新已有项

的库存量。要这样做并且不让整个事务失败，可以使用保存点：

BEGIN;

-- 其它操作

SAVEPOINT sp1;

INSERT INTO wines VALUES('Chateau Lafite 2003', '24');

-- 假定上述语句由于未被唯一键失败，

-- 那么现在我们发出这些命令：

ROLLBACK TO sp1;

UPDATE wines SET stock = stock + 24 WHERE winename = 'Chateau

Lafite 2003';

-- 继续其它操作，并且最终

COMMIT;

更改表 films中由游标 c_films 定位的行的 kind列：

UPDATE films SET kind = 'Dramatic' WHERE CURRENT OF c_films;

 兼容性

这条命令遵循 SQL标准。

有些其他数据库系统提供了一个 FROM选项，其中目标表可以在 FROM中

被再次列出。在移植使用这种扩展的应用时要小心。

根据标准，一个列名的圆括号子列表的来源值可以是任意得到正确列数的行

值表达式。HighGo DB只允许来源值是一个表达式（行构造器）的圆括号列表或

者一个子-SELECT。一个列的被更新值可以在行构造器的情况中被指定为

DEFAULT，但在子-SELECT的情况中不能这样做。

4.167 VACUUM
 语法

VACUUM [ ( { FULL | FREEZE | VERBOSE | ANALYZ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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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name [ (column_name [, ...] ) ] ]

VACUUM [ FULL ] [ FREEZE ] [ VERBOSE ] [ table_name ]

VACUUM [ FULL ] [ FREEZE ] [ VERBOSE ] ANALYZE [ table_name

[ (column_name [, ...] ) ] ]

 描述

VACUUM回收已删除行占据的存储空间。在一般的 HighGo DB操作里，那

些已经 DELETE的行或者被 UPDATE过后过时的行并没有从它们所属的表

中物理删除；在完成 VACUUM之前它们一直存在。因此有必须周期地运行

VACUUM，特别是在经常更新的表上。

在不带任何参数的情况下，VACUUM会处理当前用户具有清理权限的当前

数据库中的每一个表。通过使用一个参数，VACUUM可以只处理指定表。

VACUUMANALYZE 对每一个选定的表 ANALYZE。这是两种命令的一种

方便的组合形式，可以用于例行的维护脚本。参阅 ANALYZE获取更多有关

其处理的细节。

简单的 VACUUM(没有 FULL)只是简单地回收空间并且令其可以再次使用。

这种形式的命令可以和对表的普通读写同时操作，因为没有请求排他锁。然

而，额外的空间不返回操作系统；仅在相同表中可重用。VACUUM FULL 将

表的全部内容重写到一个没有任何多余空间的新磁盘文件中，并且不包含额

外的空间，这使得没有被使用的空间被还给操作系统。该格式在处理时更慢

并要求每个表上保持一个独占锁。

当选项列表被括号括起来时，该选项可以被写成任意顺序。没有圆括号，选

项必须按以上显示的顺序指定。

 参数

FULL

选择“完全”清理，这样可以收回更多的空间，但是花的时间更多并且

在表上施加了排它锁。该方法也需要额外的磁盘空间，因为它会创建该

表的新拷贝并且不释放旧的拷贝，直到操作完成。通常这应该只用于需

要在这个表中回收时大量空间的情况。

FREEZE

选择激进的元组"冻结"。指定 FREEZE 相当于执行 VACUUM 时将

vacuum_freeze_min_age 和 vacuum_freeze_table_age 参数设为零。当表

被重写时总是会执行激进的冻结，因此指定 FULL 时这个选项是多余

的。

VER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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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表打印一份详细的清理工作报告。

ANALYZE

更新优化器使用的统计信息用以决定执行一个查询的最有效的方法。

table_name

要清理的表的名称(可以是模式限定的)。缺省时是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

表。

column_name

要分析的具体的字段名称。缺省是所有字段。若指定一个列的列表，就

暗含 ANALYZE。

 输出

如果指定了 VERBOSE，那么 VACUUM将发出处理过程的进度信息，以表

明当前正在处理那个表。各种有关这些表的统计信息也会打印出来。

 注意

要清空一个表，该用户必须通常是表的所有者或是一个超级用户。然而，数

据库所有者允许清空它们的数据库中的所有表，除了共享目录。（对共享目

录的限制意味着一个真正的数据库范围的 VACUUM仅能由超级用户执行。）

VACUUM将跳过调用用户没有权限清空的任何表。

VACUUM不能在事务块内执行。

对于有 GIN 索引的表，VACUUM（以任何形式）也会通过将待处理索引项

移动到主要 GIN索引结构中的合适位置来完成任何待处理的索引插入。

建议生产数据库经常清理(至少每晚一次)，以保证不断地删除失效的行。尤

其是在增删了大量记录之后，对受影响的表执行 VACUUMANALYZE命令

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这样做将更新系统目录为最近的更改，并且允许 HighGo

DB查询优化器在规划用户查询时有更好的选择。

日常使用时，不推荐 FULL 选项，但是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使用。一个例子就

是在你删除或更新一个表的大部分行之后，希望从物理上缩小该表以减少磁

盘空间占用或允许快速表扫描。则该选项是比较合适的。VACUUM FULL

通常要比简单 VACUUM回收更多的无用空间。

VACUUM导致 I/O流量大幅度增加，可能会导致其它活动会话的性能变差。

因此，有时候会建议使用基于开销的 vacuum延迟特性。

HighGo DB包含一个"autovacuum"工具，它可以自动进行日常的 vacuum维

护。

 示例

下面是在回归(regression)数据库里某个表上执行 VACUUM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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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 VACUUM (VERBOSE, ANALYZE) onek;

INFO: vacuuming "public.onek"

INFO: index "onek_unique1" now contains 1000 tuples in 14 pages

DETAIL: 3000 index tuples were removed.

0 index pages have been deleted, 0 are currently reusable.

CPU 0.01s/0.08u sec elapsed 0.18 sec.

INFO: index "onek_unique2" now contains 1000 tuples in 16 pages

DETAIL: 3000 index tuples were removed.

0 index pages have been deleted, 0 are currently reusable.

CPU 0.00s/0.07u sec elapsed 0.23 sec.

INFO: index "onek_hundred" now contains 1000 tuples in 13 pages

DETAIL: 3000 index tuples were removed.

0 index pages have been deleted, 0 are currently reusable.

CPU 0.01s/0.08u sec elapsed 0.17 sec.

INFO: index "onek_stringu1" now contains 1000 tuples in 48 pages

DETAIL: 3000 index tuples were removed.

0 index pages have been deleted, 0 are currently reusable.

CPU 0.01s/0.09u sec elapsed 0.59 sec.

INFO: "onek": removed 3000 tuples in 108 pages

DETAIL: CPU 0.01s/0.06u sec elapsed 0.07 sec.

INFO: "onek": found 3000 removable, 1000 nonremovable tuples in 143

pages

DETAIL: 0 dead tuples cannot be removed yet.

There were 0 unused item pointers.

Skipped 0 pages due to buffer pins.

0 pages are entirely empty.

CPU 0.07s/0.39u sec elapsed 1.56 sec.

INFO: analyzing "public.onek"

INFO: "onek": 36 pages, 1000 rows sampled, 1000 estimated total rows

VACUUM

 兼容性

SQL标准里没有 VACUUM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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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8 VALUES
 语法

VALUES ( expression [, ...] ) [, ...]

[ ORDER BY sort_expression [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 [, ...] ]

[ LIMIT { count | ALL } ]

[ OFFSET start [ ROW | ROWS ] ]

[ FETCH { FIRST | NEXT } [ count ] { ROW | ROWS } ONLY ]

 描述

VALUES根据给定的值表达式计算一个或一组行的值。更常见的是把它用来

生成一个大型命令内的"常量表"，但是它也可以被独自使用。

如果指定了多行，那么每一行都必须拥有相同的元素个数。结果表字段的数

据类型将根据表达式的显式或隐式的数据类型确定，使用的规则与 UNION

相同。

在大型命令中，VALUES 允许出现在任何 SELECT 可以出现的地方。因为

它在语法上非常类似于 SELECT，可以在 VALUES命令中使用 ORDER BY，

LIMIT(或等价于 FETCH FIRST) 和 OFFSET子句。

 参数

expression

要在结果表（行集合）中指定位置计算并且插入的一个常量或者表达式。

在一个出现在 INSERT 顶层的 VALUES 列表中，expression 可以被

DEFAULT替换以表示插入目的字段的缺省值。当 VALUES出现在其他

场合的时候是不能使用 DEFAULT的。

sort_expression

一个表示如何排序结果行的表达式或者整数常量。这个表达式可以按照

column1，column2等来引用 VALUES的结果列。更多细节参见 ORDER

BY子句。

operator

一个排序操作符。更多细节参见 ORDER BY子句。

count

返回的最大行数。更多细节参见 LIMIT子句。

start

在开始返回行之前跳过的行数。更多细节参见 LIMIT子句。

 注解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965

应当避免使用 VALUES 返回数量非常大的结果行，否则可能会导致内存耗

尽或者性能低下。出现在 INSERT中的 VALUES 是一个特殊情况，因为目

标字段类型可以从 INSERT的目标表获知，并不需要通过扫描 VALUES 列

表来推测，所以在此情况下可以处理非常大的结果行。

 例子

一个单纯的 VALUES命令：

VALUES (1, 'one'), (2, 'two'), (3, 'three');

这将返回一个三行两列的表，它在效果上相当于：

SELECT 1 AS column1, 'one' AS column2

UNIONALL

SELECT 2, 'two'

UNIONALL

SELECT 3, 'three';

通常，VALUES会用于一个大 SQL命令中，最常见的是用于 INSERT命令：

INSERT INTO films (code, title, did, date_prod, kind)

VALUES ('T_601', 'Yojimbo', 106, '1961-06-16', 'Drama');

在用于 INSERT时，VALUES列表中的项可以使用 DEFAULT 来表示使用字

段的缺省值而不是指定一个值：

INSERT INTO films VALUES

('UA502', 'Bananas', 105, DEFAULT, 'Comedy', '82 minutes'),

('T_601', 'Yojimbo', 106, DEFAULT, 'Drama', DEFAULT);

VALUES还可以用于子 SELECT可以应用的场合。比如在一个 FROM子句

中：

SELECT f.*

FROM films f, (VALUES('MGM', 'Horror'), ('UA', 'Sci-Fi')) AS t (studio,

kind)

WHERE f.studio = t.studio AND f.kind = t.kind;

UPDATE employees SET salary = salary * v.increase

FROM (VALUES(1, 200000, 1.2), (2, 400000, 1.4)) AS v (depno, target,

increase)

WHERE employees.depno = v.depno AND employees.sales >= v.target;

当 VALUES用于 FROM子句中的时候，必须使用 AS子句，与 SELECT相

同。并不要求 AS子句为每个字段都指定一个别名，但是这样做是一个好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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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HighGo DB 中 VALUES 缺省的字段名是 column1，column2 等等，但

这些缺省的名称并不一定与其他数据库系统相同。

当 VALUES 用于 INSERT的时候，所有的值都将按照目标字段自动做类型

转换。但是在其他场合就可能必须明确指定恰当的数据类型。如果所有的项

都是引号包围的字面常量，强制指定第一个类型就可以确定所有的类型：

SELECT * FROM machines

WHERE ip_address IN (VALUES('192.168.0.1'::inet), ('192.168.0.10'),

('192.168.1.43'));

提示：对于简单的 IN 测试，更好的方法是依赖于 IN的标量列表形式，而不

是使用上述 VALUES查询。标量列表的方法书写更简洁，而且通常也更有

效。

 兼容性

VALUES符合 SQL标准。参阅的 SELECT。

 又见

INSERT, SELECT

5 函数用法

此章节中所列的函数包括瀚高数据库的函数以及兼容 Oracle数据库的函数。

5.1 通用函数

5.1.1 timestamptz_pl_int32

函数原型：

timestamptz_pl_int32(time timestamptz,days int4)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参 数 参数类型 IN/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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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OUT

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days int4 IN 加的天数

举例：

select timestamptz_pl_int32('2018-08-06 11:11:11+8',2);

timestamptz_pl_in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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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8 11:11:11+08

(1 row)

5.1.2 timestamptz_pl_int64

函数原型：

timestamptz_pl_int64(time timestamptz,days int8)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days Int8 IN 加的天数

举例：

select timestamptz_pl_int64('2018-08-06 11:11:11+8',2);

timestamptz_pl_int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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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8 11:11:11+08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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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timestamptz_mi_int32

函数原型：

timestamptz_mi_int32(time timestamptz,days int4)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减去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days Int4 IN 减的天数

举例：

select timestamptz_mi_int32('2018-08-06 11:11:11+8',2);

timestamptz_mi_in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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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4 11:11:11+08

(1 row)

5.1.4 timestamptz_mi_int64

函数原型：

timestamptz_mi_int64(time timestamptz,days int4)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减去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参 数 参数类型 IN/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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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OUT

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days Int8 IN 减的天数

举例：

select timestamptz_mi_int64('2018-08-06 11:11:11+8',2);

timestamptz_mi_int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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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4 11:11:11+08

(1 row)

5.1.5 timestamptz_pl_float4

函数原型：

timestamptz_pl_float4 (time timestamptz,days float4)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days float4 IN 加的天数

举例：

select timestamptz_pl_float4('2018-08-06 11:11:11+8',2.3);

timestamptz_pl_floa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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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8 18:23:10.995904+08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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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timestamptz_pl_float8

函数原型：

timestamptz_pl_float8(time timestamptz, days float8)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days Float8 IN 加的天数

举例：

select timestamptz_pl_float8('2018-08-06 11:11:11+8',2.3);

timestamptz_pl_floa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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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8 18:23:10.999999+08

(1 row)

5.1.7 timestamptz_mi_float4

函数原型：

timestamptz_mi_float4 (time timestamptz, days float4)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减去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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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days Float4 IN 减的天数

举例：

select timestamptz_mi_float4('2018-08-06 11:11:11+8',2.3);

timestamptz_mi_floa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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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4 03:59:11.004096+08

(1 row)

5.1.8 timestamptz_mi_float8

函数原型：

timestamptz_mi_float8 (time timestamptz, days float8)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减去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days Float8 IN 减的天数

举例：

select timestamptz_mi_float8('2018-08-06 11:11:11+8',2.3);

timestamptz_mi_floa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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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4 03:59:11.000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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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timestamp_pl_int32

函数原型：

timestamp_pl_int32(time timestamp,days int4)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int4 IN 加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timestamp_pl_int32('2018-08-06 11:11:11+8',2);

timestamp_pl_in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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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8 11:11:11

(1 row)

5.1.10 timestamp_pl_int64

函数原型：

timestamp_pl_int64(time timestamp,days in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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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Int8 IN 加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timestamp_pl_int64('2018-08-06 11:11:11+8',2::int8);

timestamp_pl_int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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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8 11:11:11

(1 row)

5.1.11 timestamp_mi_int32

函数原型：

timestamp_mi_int32(time timestamp,days int4)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减去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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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int4 IN 减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timestamp_mi_int32('2018-08-06 11:11:11+8',2::int4);

timestamp_mi_in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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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4 11:11:11

(1 row)

5.1.12 timestamp_mi_int64

函数原型：

timestamp_mi_int64(time timestamp,days int8)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减去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Int8 IN 减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timestamp_mi_int64('2018-08-06 11:11:11+8',2::int8);

timestamp_mi_int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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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4 11:11:11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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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timestamp_pl_float4

函数原型：

timestamp_pl_float4(time timestamp,days float4)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Float4 IN 加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timestamp_pl_float4('2018-08-06 11:11:11+8',2.5::float4);

timestamp_pl_floa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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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8 23:11:11

(1 row)

5.1.14 timestamp_pl_float8

函数原型：

timestamp_pl_float8(time timestamp,days float8)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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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Float8 IN 加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timestamp_pl_float8('2018-08-06 11:11:11+8',2.5::float8);

timestamp_pl_floa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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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8 23:11:11

(1 row)

5.1.15 timestamp_mi_float4

函数原型：

timestamp_mi_float4(time timestamp,days float4)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减去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Float4 IN 减的天数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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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select timestamp_mi_float4('2018-08-06 12:00:01+8',2.5::float4);

timestamp_mi_floa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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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4 00:00:01

(1 row)

5.1.16 timestamp_mi_float8

函数原型：

timestamp_mi_float8(time timestamp,days float8)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减去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Float8 IN 减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timestamp_mi_float8('2018-08-06 12:00:01+8',2.5::float8);

timestamp_mi_floa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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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4 00:00:01

(1 row)

5.1.17 int32_pl_timestamp

函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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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32_pl_timestamp(days int4, time timestamp)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Int4 IN 加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int32_pl_timestamp(2::int4, '2018-08-06

12:00:01+8'::timestamp);

int32_pl_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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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8 12:00:01

(1 row)

5.1.18 int64_pl_timestamp

函数原型：

Int64_pl_timestamp(days int8, time timestamp)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参数类型 IN/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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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OUT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Int8 IN 加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int64_pl_timestamp(2::int8, '2018-08-06

12:00:01+8'::timestamp);

int64_pl_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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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8 12:00:01

(1 row)

5.1.19 float4_pl_timestamp

函数原型：

float4_pl_timestamp(days float4, time timestamp)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Float4 IN 加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float4_pl_timestamp(2.5::float4, '2018-08-06

12:00:01+8'::timestamp);

float4_pl_timesta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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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9 00:00:01

(1 row) (1 row)

5.1.20 float8_pl_timestamp

函数原型：

Float8_pl_timestamp(days float8, time timestamp)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Float8 IN 加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float8_pl_timestamp(2.5::float8, '2018-08-06

12:00:01+8'::timestamp);

float8_pl_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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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9 00:00:01

(1 row) (1 row)

5.1.21 int32_pl_timestamptz

函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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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32_pl_timestamptz(days int4, time timestamptz)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days Int4 IN 加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int32_pl_timestamptz(2::int4, '2018-08-06

12:00:01+8'::timestamp);

int32_pl_timestamp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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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8 12:00:01+08

(1 row)

5.1.22 int64_pl_timestamptz

函数原型：

Int64_pl_timestamptz(days int8, time timestamptz)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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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days Int8 IN 加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int64_pl_timestamptz(2::int8, '2018-08-06

12:00:01+8'::timestamptz);

int64_pl_timestamp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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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8 12:00:01+08

(1 row)

5.1.23 float4_pl_timestamptz

函数原型：

float4_pl_timestamptz(days float4, time timestamptz)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days Float4 IN 加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float4_pl_timestamptz(2.5::float4, '2018-08-06

12:00:01+8'::timestamptz);

float4_pl_timestamp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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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9 00:00:01+08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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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float8_pl_timestamptz

函数原型：

Float8_pl_timestamptz(days float8, time timestamptz)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days Float8 IN 加的天数

举例：

me=# select float8_pl_timestamptz(2.5::float8, '2018-08-06

12:00:01+8'::timestamptz);

float8_pl_timestamp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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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9 00:00:01+08

(1 row)

5.1.25 text_to_int16

函数原型：

text_to_int16 (text)

函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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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text 转化为 int16.

返回值类型：int2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ext Text IN 时间

举例：

me=# select text_to_int16('123');

text_to_int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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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1 row)

5.1.26 text_to_int32

函数原型：

text_to_int32 (text)

函数说明：

将 text 转化为 int32.

返回值类型：int4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ext Text IN 时间

举例：

me=# select text_to_int32('123');

text_to_int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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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1 row)

5.1.27 text_to_int64

函数原型：

text_to_int64 (text)

函数说明：

将 text 转化为 int64.

返回值类型：int8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ext Text IN 时间

举例：

me=# select text_to_int64('123');

text_to_int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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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1 row)

5.1.28 text_to_numeric

函数原型：

text_to_numeric (text)

函数说明：

将 text 转化为 numeric.

返回值类型：num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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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ext Text IN 时间

举例：

me=# select text_to_numeric('123');

text_to_num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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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1 row)

5.1.29 sys_guid

函数原型：

Sys_guid ()

函数说明：

返回一个全球唯一的 uuid。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IN 时间

举例：

me=# select sys_guid();

sys_g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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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c9754e727519a9417ca95210d1942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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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0 tz_offset

List of functions

Schema | Name | Result data type | Argument data 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 | tz_offset | text | text |

normal

函数说明：

将时区别名转换为以 UTC为标准的 OFFSET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ext text IN 待转化时区别名

参数参考：select name from pg_timezone_names;

举例：

select tz_offset('America/Atka');

tz_offset

-----------

-09:00:00

(1 row)

select tz_offset('Asia/Chungking');

tz_offset

-----------

08:00:00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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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z_offset('Asia/Shanghai');

tz_offset

-----------

08:00:00

(1 row)

5.2 日期/时间函数

5.2.1 trunc

根据参数提供的形式，截断一个日期/时间

有以下几种形式：

 trunc(value date, fmt text)

函数说明:

根据参数提供的形式，截断一个日期

返回值类型：dat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valu

e

date IN 日期

fmt text IN 参照的形式，具体可见附

录 1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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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

把 2015-11-12按年截断：

select trunc(date '2015-11-12', 'YEAR');

tr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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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01

把 2015-11-12按月截断

Select trunc(date '2015-11-12', 'month');

tr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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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01

 ORACLE:

SELECT TRUNC(TO_DATE('25-JULY-18','DD-MON-YY'), 'MONTH')

"New Month" from dual;

New Month

---------

01-JUL-18

 trunc(value date)

函数说明:

把给定日期 按照 DDD(天)的 形式截断

返回值类型：dat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valu

e

date IN 日期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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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

Select trunc(date '2015-11-12');

tr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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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12

 ORACLE:

SELECT TRUNC(TO_DATE('25-JULY-18','DD-MON-YY')) "New Day"

FROM DUAL;

New Day

---------

25-JUL-18

 trunc(valu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fmt text)

函数说明:

根据参数提供的形式，截断一个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valu

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IN 带时区的时间

fmt text IN 参照的形式，具体可

见附录 1

举例:

把时间'2004-10-19 10:23:54+02’按季度截断：

Select trunc(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2004-10-19

10:23:54+02','Q');

tr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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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0-01 00:0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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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nc(valu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函数说明:

把给定时间 按照 DDD(天)的 形式截断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valu

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IN 带时区的时间

举例:

把时间'2004-10-19 10:23:54+02’按天度截断：

select trunc(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2004-10-19

10:23:54+02');

tr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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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0-19 00:00:00+08

 trunc(valu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fmt text)

函数说明:

根据参数提供的形式，截断一个时间

返回值类型：valu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

N/OU

T

说明

v value timestamp without I 不带时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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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e time zone N

f

mt

text I

N

参照的形式，具体可

见附录 1

举例:

select trunc(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2004-10-19

10:23:54','YEAR');

tr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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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1-01 00:00:00

(1 row)

 trunc(valu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函数说明:

把给定时间 按照 DDD(天)的 形式截断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v

alu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IN 带时区的时间

举例:

select trunc(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2004-10-19

10:23:54');

tr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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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0-19 00:00:00

(1 row)

 trunc（double precision,int）

 trunc（float precision,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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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

根据参数提供的形式，截断小数位，负数代表截取进制位

返回值类型：numeric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

N/OU

T

说明

pre

cision

duble/float I

N

浮点类型

int I

N

截断位置

举例:

 PG:

me=# select trunc(123, -2);

trunc

-------

100

(1 row)

me=# select trunc(123, 2);

trunc

--------

123.00

(1 row)

 ORACLE:

SELECT TRUNC(15.79,1) "Truncate" FROM DUAL;

Truncate

----------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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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RUNC(15.79,-1) "Truncate" FROM DUAL;

Truncate

----------

10

5.2.2 round

根据参数提供的形式，把一个日期/时间‘四舍五入’。

有以下几种形式

 round(value date, fmt text)

函数说明:

根据参数提供的形式，把一个日期 ‘四舍五入’。

返回值类型：dat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valu

e

date IN 日期

fmt text IN 参照的形式，具体可

见附录 1

举例：

把 2015-11-12按月‘四舍五入’，2015-11-12在 11月的前半月，所以结果

被舍掉

select round(date '2015-11-12', 'month');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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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01

(1 row)

把 2015-11-12按年‘四舍五入’，2015-11-12在 2015年的后半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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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到 2016

select round(date '2015-11-12', 'year');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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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1-01

(1 row)

 round(value date)

函数说明:

把给定日期 按照 DDD(天)‘四舍五入’。

返回值类型：dat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

UT

说明

valu

e

date IN 日期

举例：

select round(date '2015-11-12');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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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12

 round(valu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fmt text)

返回值类型：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

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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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

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IN 带时区的时间

fmt text IN 参照的形式，具体可

见附录 1

举例：

把时间'12/08/1990 05:35:25'按小时‘四舍五入’

select round(TIMESTAMP WITH TIME ZONE'12/08/1990

05:35:25','hh');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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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12-08 06:00:00+08

 round(valu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函数说明：

把给定时间 按照 DDD(天)‘四舍五入’。

返回值类型：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

UT

说明

valu

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IN 带时区的时间

举例：

把时间'12/08/1990 05:35:25'按天‘四舍五入’

select round(TIMESTAMPWITH TIME ZONE'12/08/1990 05:35:25');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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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12-08 00:00:00+08

 round(valu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fmt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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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类型：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valu

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IN 不带时区的时间

fmt text IN 参照的形式，具体可

见附录 1

举例：

select round(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12/08/1990

05:35:25','hh');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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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12-08 06:00:00

(1 row)

 round(valu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函数说明：

把给定时间 按照 DDD(天)‘四舍五入’。

返回值类型：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valu

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IN 不带时区的时间

举例：

select round(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12/08/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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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5:25');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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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12-08 00:00:00

(1 row)

 round（double precision,int n）

 round（float precision,int n）

函数说明:

根据参数提供的形式，四舍五入 n小数位，负数代表四舍五入进制位

返回值类型：numeric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

N/OU

T

说明

pre

cision

duble/float I

N

浮点类型

n int I

N

四舍五入位置

举例:

select round(153.456::numeric, -2);

round

-------

200

(1 row)

select round(123.456::numeric, 2);

round

--------

123.46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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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next_day

 next_day(value date, weekday any)

函数说明：

返回指定日期/时间的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几（weekday决定）

返回类型：dat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valu

e

date IN 给定的日期

wee

kday

any IN 取值范围：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或{1,2,3,4,5,6,7}

举例：

 PG：

SELECT NEXT_DAY('2018-07-26',2);

next_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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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30 00:00:00

(1 row)

SELECT NEXT_DAY(date'2018-07-26',2);

next_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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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30

(1 row)

 Oracle（兼容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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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NEXT_DAY('26-JUL-2018','TUESDAY') "NEXT DAY" FROM

DUAL;

NEX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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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31 00:00:00

(1 row)

 next_day(valu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weekday any)

函数说明:

返回给定日期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几（星期几由参数 weekday确定）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valu

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IN 给定的日期

wee

kday

any IN 取值范围：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或{1,2,3,4,5,6,7}

举例：

2018-07-26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

select next_day('2018-07-26 11:11:11'::timestamp, 'monday');

next_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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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30 11:11:11

(1 row)

select next_day('2018-07-26 11:11:11'::timestam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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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_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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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30 11:11:11

(1 row)

 next_day(valu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weekday any)

函数说明:

返回给定日期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几（星期几由参数 weekday确定）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

UT

说明

valu

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IN 给定的日期

wee

kday

any IN 取值范围：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或{1,2,3,4,5,6,7}

举例：

 PG：

2018-07-26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

Select next_day('2018-07-26 11:11:11'::timestamptz, 2);

next_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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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30 11:11:11

(1 row)

select next_day('2018-07-26 11:11:11'::timestamptz, 'monday');

next_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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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30 11:11:11

(1 row)

5.2.4 last_day

有以下的原型：

last_day(value date)

函数说明:

返回给定日期所在月份的最后一天

返回值类型: dat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

N/OU

T

说明

v

alue

date I

N

给定的日期

举例：

PG:

liguangxian=# select last_day(date '2018-07-26 11:11:11');

last_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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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31

(1 row)

ORACLE（兼容 pg）：

SQL> select last_day(sysdate) from dual;

LAST_DAY(

---------

31-JUL-18

last_day(valu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函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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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给定时间所在月份的最后一天

返回值类型: valu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

N/OU

T

说明

v

alue

valu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I

N

给定的时间

举例：

Select last_day('2015-11-12 11:11:11'::timestamp);

last_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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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30 11:11:11

5.2.5 months_between

函数说明：返回两个日期/时间的时间差，以月为单位，前一参数减后一参

数。

有以下的原型：

months_between(date1 date, date2 date)

返回值类型：numeric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date

1

date IN 给定的第一个日期

date

2

date IN 给定的第二个日期

举例：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004

SELECT months_between ('2007-02-28', '2007-04-05');

months_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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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06451612903

months_between(time1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time2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返回值类型：numeric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

UT

说明

time

1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IN 给定的第一个时间

time

2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IN 给定的第二个时间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months_between ('2007-02-28

11:11:12'::timestamptz, '2007-04-05 15:15:15'::timestamptz);

months_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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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06451612903

(1 row)

5.2.6 add_months

函数说明:

返回给定日期/时间加 n个月后的日期/时间

有以下的原型：

add_months(day date, n int)

返回值类型：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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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date

1

date IN 给定的日期

n int IN 加的月数

举例：

SELECT add_months ('2003-08-01', 3);

add_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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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1-01 00:00:00

(1 row)

add_months(day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n int)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

N/OU

T

说明

date

1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I

N

给定的时间

n Int I

N

加的月数

举例：

SELECT add_months ('2003-08-01 11:11:11'::timestamp, 3);

add_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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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1-01 11:11:11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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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new_time

only oracle

有以下几种原型：

new_time(tim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tz1 text, tz2 text)

函数说明：

把时间 time 从 tz1 时区的时间 转化为 tz2 时区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

名

参数类型 I

N/OU

T

说明

tim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I

N

要转换的时间

tz1 text I

N

时区，取值范围见

附录 3

tz2 text I

N

时区，取值范围见

附录 3

举例：

//'ast'时区的时间 2015-9-2 11:12:13'，在'adt'时区是 2015-09-02 12:12:13

select new_time('2015-9-2 11:12:13', 'ast','adt');

new_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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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9-02 12:12:13

row)

5.2.8 numtodsinterval

函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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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todsinterval(num int4, interval text)

函数说明：

把数字转化成 day~second之间单位的时间间隔

返回值类型：interval

参数说明:

参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um

Int4 IN 要转换的数字

inter

val

text IN 时间间隔的单位：

{"day","hour","minute",

"second"}

举例：

select numtodsinterval(111, 'day');

numtods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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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days

5.2.9 numtoyminterval

函数原型：

numtoyminterval (num int4, interval text)

函数说明：

把数字转化成 year~month之间单位的时间间隔

返回值类型：interva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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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um

Int4 IN 要转换的数字

inter

val

text IN 时间间隔的单位：

{"year","month"}

举例：

select numtoyminterval(4, 'month');

numtoym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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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ons

5.2.10 systimestamp

函数原型：

systimestamp()

函数说明：

返回系统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tz

参数说明: 没有参数

举例：

select systimestamp();

sys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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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7 20:57:18.028688+08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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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sys_extract_utc

函数原型：

sys_extract_utc (time timestamptz)

函数说明：

返回格 UTC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tz IN 时间

举例：

select sys_extract_utc( systimestamp());

sys_extract_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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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7 13:00:39.975705

5.2.12 sessiontimezone

函数原型：

sessiontimezone()

函数说明：

返回当前 session的时区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没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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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当前是中国时区

select sessiontimezone();

sessiontime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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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C

5.2.13 sysdate

函数原型：

sysdate()

函数说明：

返回当前系统时间

返回值类型：oracle.date

参数说明: 没有参数

举例：

select sysdate();

statement_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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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3 15:40:47.477578+08

(1 row)

5.2.14. dbtimezone

函数原型：

dbtimezone ()

函数说明：

返回服务器的时区

返回值类型：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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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没有参数

举例：

select dbtimezone();

dbtime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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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T

5.2.15. from_tz

函数原型：

from_tz(time timestamp, timezone text)

函数说明：

用于将特定时区的 timestamp值转变为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值

返回值类型：cstring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time

zone

text IN 时区

举例：

select from_tz('20170619 111111'::timestamp,'GMT');

from_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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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6-19 11:11:11 GMT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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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6. days_between

函数说明：返回两个日期/时间的时间差，以天为单位，前一参数减后一参

数。

有以下的原型：

months_between(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返回值类型：numeric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date

1

Timestamp IN 给定的第一个日期

date

2

Timestamp IN 给定的第二个日期

举例：

select days_between('2018-09-13 00:00:01', '2018-09-11 00:00:01');

days_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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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row)

5.2.17. days_between_tmtz

函数说明：返回两个日期/时间的时间差，以天为单位，前一参数减后一参

数。

有以下的原型：

months_between_tmtz(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返回值类型：numeric

参数说明:

参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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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名

date

1

Timestamptz IN 给定的第一个日期

date

2

Timestamptz IN 给定的第二个日期

举例：

select days_between_tmtz('2018-09-13 00:00:01+08', '2018-09-11

00:00:01+08');

days_between_tm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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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row)

5.3 字符[串]函数

5.3.1 nlssort

有以下函数原型：

nlssort(col text, locale text)

函数说明：把查询的结果按照某列排序，该列按照给定的字符集排序

返回值类型：bytea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l text IN 列名

loca

le

text IN 字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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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liguangxian=# create table p(name text,add text);

CREATE TABLE

liguangxian=# insert into p values('c','001'),('b','002'),('a','003');

INSERT 0 3

liguangxian=# select * from p order by nlssort(name,'en_US.utf8');

name | add

------+-----

a | 003

b | 002

c | 001

(3 rows)

5.3.2 set_nls_sort

函数原型：

set_nls_sort(locale text)

函数说明：设定 nlssort函数 用来排序的字符集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loca

le

text IN 字符集

举例：

SELECT set_nls_sort('zh_CN.utf8');

set_nls_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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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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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unistr

函数原型：

unistr(str text)

函数说明：

把一个文本文字或者解析成字符数据的参数 转化成 national character set中
的字符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要转换的参数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unistr('\674e\5e7f\8d24');

unistr

--------

李广贤

(1 row)

5.3.4 instr

函数原型：

instr(str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eger, nth integer)

函数说明：

在目标字符串中，给定起始位置，查找特定的字符串出现第 nth次的位置，

找不到返回 0

返回值类型：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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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 Text IN 目标字符串

patt Text IN 要查找的特定字符

串

start Integer IN 查找的起始位置

取值：可以转化为

int的类型

nth Integer IN 第 nth次出现

取值：可以转化为

int的类型

举例：

‘’Tech on the net‘中，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查找，’e’出现第二次的位置

select instr('Tech on the net', 'e', 1, 2);

instr

-------

11

 instr(str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eger)

函数说明：

在目标字符串中，给定起始位置，查找第一次出现字符串的位置，找不到返

回 0

返回值类型：int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 Text IN 目标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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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 Text IN 要查找的特定字符

串

start Integer IN 查找的起始位置

取值：可以转化为

int的类型

举例：

select instr('liguangxian', 'a', 1);

instr

-------

5

(1 row)

select instr('liguangxian', 'w', 1);

instr

-------

0

 instr(str text, patt text)

函数说明：

在目标字符串中，查找第一次出现字符串的位置，找不到返回 0

返回值类型：int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 Text IN 目标字符串

patt Text IN 要查找的特定字符

串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instr('liguangxia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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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

-------

5

(1 row)

5.3.5 regexp_instr

有以下几种原型：

regexp_instr( source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4, nth Int4, return_option int4,

match_option "char", num int4)

函数说明：

从目标字符串中 根据 开始位置、出现次数的信息查找子串，并返回子串的

位置

可以搜索正则表达式模式

返回值类型：int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ource text IN 目标字符串

patt text IN 要匹配的字符串

start Int4 IN 开始查找的位置，默认

为 1

nth Int4 IN 第 nth次出现，默认为 1

return_
option

Int4 IN 返回值类型：若为 0，则

返回匹配位置的第一个字

符，否则返回匹配值的最后

一个位置，默认为 0

match
_option

char IN 匹配模式：

取值范围见 附录 4

默认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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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Int4 IN 匹配的子表达式的位置

取值范围 0~9，10 以上

为无效值

默认为 0,

举例：

数字对应的(a)((bc)(d))的子表达式说明：首先匹配总表达式，再匹配输出子

表达式的位置。

对于具有子表达式的模式，subexpr是 0到 9之间的整数，表示模式中的哪

个子表达式是函数的目标。 subexpr是括在括号中的模式片段。 Subexpressions

可以嵌套。 Subexpressions按其左括号以模式显示的顺序编号。

0：'(a)((bc)(d))

1：(a)

2：((bc)(d))

3：(bc)

4：(d)

select regexp_instr('abcdabcdabcdabcdbacduuu','(a)((bc)(d))',1,1,0,'c',3);

regexp_in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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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iguangxian=# select

regexp_instr('67801234abcdefghi45','(abc)(de)',1,1,0,'c',2);

regexp_in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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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regexp_instr('67801234abcdefghi45','(de)(abc)',1,1,0,'c',2);

regexp_in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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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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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xp_instr(source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4, nth Int4, return_option int4,

match_option "char")

相当于 regexp_instr(source, patt ,start, nth, return_option, match_option,0,)

regexp_instr(source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4, nth Int4, return_option int4)

相当于 regexp_instr(source, patt ,start, nth, return_option, ‘c’,0,)

regexp_instr(source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4, nth Int4)

相当于 regexp_instr(source, patt ,start, nth,0, ‘c’,0,)

regexp_instr(source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4)

相当于 regexp_instr(source, patt ,start, 1,0, ‘c’,0,)

regexp_instr(source text, patt text)

相当于 regexp_instr(source, patt ,1, 1,0, ‘c’,0,)

5.3.6 regexp_count

有以下几种原型：

regexp_count(str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4, match_option "char")

函数说明：

返回字符串 str中目标子串 patt出现的次数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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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 text IN 要查找的目标字符

串

start Int4 IN 开始的位置

match_

option

char IN 匹配模式，取值范围

见附录 4

举例：

select regexp_count('abcdefgABCDEFG','a',1,'i');

regexp_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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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regexp_count (str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4)

相当于 regexp_count (str, patt, 1, ’c’ );

regexp_count(str text, patt text)

相当于 regexp_count (str, patt, 1, ’c’ );

5.3.7 regexp_substr

有以下几种原型：

regexp_substr(str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4,nth int4, match_option "char", num

int4)

函数说明：

从目标字符串中 根据 开始位置、出现次数的信息查找子串，并返回子串

可以搜索正则表达式模式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patt text IN 要查找的目标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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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可以是正则表达式)

start Int4 IN 开始的位置

nth Int4 IN 出现第 nth次

match_

option

char IN 匹配模式，取值范围

见附录 4

num Int4 IN 匹配的子表达式的

位置

取值范围 0~9，10以

上为无效值

默认为 0,

举例：（原理同 regexp_instr）

select

regexp_substr('abcdeabcdeabcdeabcdebacdeuuu','(a)((bc)((d)(e)))',1,1,'c',2);

regexp_sub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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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de

(1 row)

regexp_substr(str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4,nth int4, match_option "char")

相当于 substr(str, patt, start,nth, match_option ,0);

regexp_substr(str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4,nth int4)

相当于 substr(str, patt, start,nth,‘c’ ,0);

regexp_substr(str text, patt text, start int4)

相当于 substr(str, patt, start,1, ‘c’ ,0);

regexp_substr(str text, patt text)

相当于 substr(str, patt, 1,1, ‘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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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soundex

函数原型：

soundex(str text)

函数说明：

返回字符串参数的语音表示形式，相对于比较一些读音相同，但是拼写不同

的单词是非常有用的。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字符串

举例：

‘sun’ 和 ‘son’读音相同

highgo=# select soundex('sun');

soundex

---------

S500

(1 row)

highgo=# select soundex('son');

soundex

---------

S500

(1 row)

5.3.9 instrb

有以下几种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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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b(str text,patt text,start int4,nth int4)

函数说明：

返回源字符串 str 中 子串 patt的字节位置(出现在第几个字节，有些字符占

两个或三个字节)

返回值类型：int4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Patt text IN 子串

start Int4 IN 开始位置

nth Int4 IN 出现第 nth次

举例：

select instrb('字符串 xcv字符串 xcv','xcv',2,2);

instrb

--------

22

instrb(str text,patt text,start int4)

相当于 instrb(str,patt,start ,1);

instrb(str text,patt text)

相当于 instrb(str,patt,1 ,1);

5.3.10 ascii

函数原型：

ascii(str text)

函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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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字符串首个字符在 数据库字符集中的编码的十进制形式

返回值类型：int4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举例：

select ascii('liguangxian');

ascii

-------

108

(1 row)

select ascii('l');

ascii

-------

108

(1 row)

5.3.11 vsize

有以下几种原型

vsize(str text)

函数说明：

返回入参字符串的内部表示的字节数

返回值类型：int4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入参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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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vsize('liuangxian'::text);

vsize

-------

10

(1 row)

vsize(str varchar)

函数说明：

返回入参字符串的内部表示的字节数

返回值类型：int4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Varchar IN 入参字符串

举例：

select vsize('liuangxian'::varchar);

vsize

-------

10

(1 row)

5.3.12 dump

函数原型：

dump( in "any", return_fmt integer)

dump(in text, return_fmt integer)

函数说明：

返回表达式 in从 start位置开始长度为 len 的部分在当前数据库编码集中的

值

返回值类型：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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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in character varying IN 要分析的表达式，可

以是字符串、数字等

return_

fmt

character varying IN 返回参数的格式，有

以下的取值：

8：以 8 进制返回结

果的值 10：以 10进制返

回结果的值（默认）

16：以 16 进制返回

结果的值 17：以单字符的

形式返回结果的值.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dump('liguangxian', 10);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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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25 Len=15: 60,0,0,0,108,105,103,117,97,110,103,120,105,97,110

(1 row)

select dump('l', 10);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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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25 Len=5: 20,0,0,0,108

(1 row)

解析：60,0,0,0,108,105,103,117,97,110,103,120,105,97,110 前四位是此表达式

在内存占用的字节数（包括自己占用的四位，加上字符串占用的字节数）。后

11位表示字符串对应的 ASCll值。1字节最多表示 256个数目，理论上可以输入

256 * 256 * 256 *256 -1 个字符。

结果：

Type表示当前的表达式值的类型的 Oid

Len表示当前表达式的值所占的字节数

后面是每个字节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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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p( in "any")

相当于 dump(‘liguangxian’, 10); 默认值为 10。

dump(in text)

相当于 dump(‘liguangxian’::text, 10); 默认值为 10。

5.3.13 substr

有以下几种原型：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oracle_catalog|substr|text |charactervarying,numeric
oracle_catalog|substr|text |charactervarying,numeric,numeric
oracle_catalog|substr|text |numeric,numeric
oracle_catalog|substr|text |numeric,numeric,numeric
oracle_catalog|substr|text |strtext,startinteger
oracle_catalog|substr|text |strtext,startinteger,leninteger
pg_catalog |substr|bytea |bytea,integer
pg_catalog | substr | bytea | bytea, integer, integer

substr(str any, start any)

函数说明：

返回 str从 start位置开始的子串

返回值类型：text/text/text/bytea

参数说明: (参数类型，上下对应，对应上文的 list of functions)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O

UT

说明

str Charactervarying/numric/text/bytea IN 源数据

Start Numeric/numric/integer/integer IN 子串的开始位置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substr('liguangxian'::character varying, 3);

substr

-----------

guang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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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substr(123456::numeric, 3);

substr

--------

3456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substr('liguangxian'::text, 3);

substr

-----------

guangxian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substr('liguangxian'::bytea, 3);

sub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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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6775616e677869616e

(1 row)

substr(str any, start any, len any)

函数说明：

返回 str从 start位置开始，长度为 len的子串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

tr

charracter

varying/numric/text/bytea

IN 源数据

S

tart

numeric/numeric/integer/integer IN 子串的开始位置

L

en

numeric/numeric/len

integer/integer

IN 子串长度

取-1时，返回 start

直到字符串结尾的部

分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030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substr('liguangxian'::bytea, 3, 5);

sub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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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6775616e67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substr('liguangxian'::text, 3, 5);

substr

--------

guang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substr(123456::numeric, 3, 5);

substr

--------

3456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substr('liguangxian'::character varying, 3, 5);

substr

--------

guang

(1 row)

5.3.14 lpad

函数类型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lpad|text |bigint,integer,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char",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char",integer,"char"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char",integer,n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char",integer,text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char",integer,varchar2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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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_catalog|lpad|text |integer,integer,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numeric,integer,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nvarchar2,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nvarchar2,integer,"char"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nvarchar2,integer,nvarchar2|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nvarchar2,integer,text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nvarchar2,integer,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smallint,integer,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text,integer,"char"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text,integer,n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text,integer,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varchar2,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varchar2,integer,"char"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varchar2,integer,n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varchar2,integer,text |normal
oracle_catalog|lpad|text |varchar2,integer,varchar2 |normal
pg_catalog |lpad|text |text,integer |normal
pg_catalog | lpad | text | text, integer, text |

normal

lpad(string char, len integer, pad_string char)

函数说明：从左边对 string 用 pad_string进行填充，使最终的长度为 len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g any IN 被填充的字符串

len any IN 长度

pad_

string

any IN 填充字符串，默认为

空格

举例：

SELECT '|' || lpad('bcd'::char(6), 10,'x'::char(1))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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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xx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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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lpad(string char, len integer, pad_string text)

函数说明：从左边对 string 用 pad_string进行填充，使最终的长度为 len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g any IN 被填充的字符串

len any IN 长度

pad_

string

any IN 填充字符串，默认为

空格

举例：

SELECT '|' || lpad('bcd'::text, 10,'x'::text)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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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xxbcd|

(1 row)

SELECT '|' || lpad('guangxian'::text, 11,'li'::char(2))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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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uangxian|

(1 row)

SELECT '|' || lpad('guangxian'::text, 11,'l'::char(2))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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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guangxian| (1 row)

lpad(string char, len integer)

函数说明：

从左边对 string 用空格进行填充，使最终的长度为 len

相当于 lpad(string , len, ‘ ’)

select '|' || lpad('guangxian'::text, 1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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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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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uangxian|

(1 row)

select '|' || lpad('guangxian'::text, 11)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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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uangxian|

(1 row)

其它类型同理。

5.3.15 rpad

语法同 lpad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rpad|text |"char",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char",integer,"char"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char",integer,n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char",integer,text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char",integer,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nvarchar2,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nvarchar2,integer,"char"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nvarchar2,integer,nvarchar2|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nvarchar2,integer,text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nvarchar2,integer,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text,integer,"char"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text,integer,n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text,integer,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varchar2,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varchar2,integer,"char"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varchar2,integer,n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varchar2,integer,text |normal
oracle_catalog|rpad|text |varchar2,integer,varchar2 |normal
pg_catalog |rpad|text |text,integer |normal
pg_catalog |rpad|text |text,integer,text |normal
实例：

rpad(string char, len integer, pad_string 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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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从右边对 string 用 pad_string进行填充，使最终的长度为 len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g char IN 被填充的字符串

len integer IN 长度

pad_

string

char IN 填充字符串，默认为

空格

举例：

SELECT '|' || rpad('bcd'::char(6), 10,'x'::char(1))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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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dxxxxxxx|

rpad(string char, len integer, pad_string text)

函数说明：从右边对 string 用 pad_string进行填充，使最终的长度为 len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g char IN 被填充的字符串

len integer IN 长度

pad_

string

text IN 填充字符串，默认为

空格

举例：

SELECT '|' || rpad('bcd'::char(6), 10,'x'::text)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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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dxxxxxxx|

(1 row)

rpad(string char, len integer)

函数说明：

从右边对 string 用空格进行填充，使最终的长度为 len

相当于 rpad(string , len, ‘ ’)

rpad(string text, len integer, pad_string char)

函数说明：从右边对 string 用 pad_string进行填充，使最终的长度为 len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g text IN 被填充的字符串

len integer IN 长度

pad_s

tring

char IN 填充字符串，默认为

空格

举例：

SELECT '|' || rpad('bcd'::text, 10,'x'::char(2))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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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dxxxxxxx|

(1 row)

rpad(string text,len integer, pad_string text)

函数说明：从右边对 string 用 pad_string进行填充，使最终的长度为 len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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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text IN 被填充的字符串

len integer IN 长度

pad_

string

text IN 填充字符串，默认为

空格

举例：

SELECT '|' || rpad('bcd'::text, 10,'x'::text)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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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dxxxxxxx|

(1 row)

rpad(string text, len integer)

函数说明：

从右边对 string 用空格进行填充，使最终的长度为 len

相当于 rpad(string , len, ‘ ’)

5.3.16 rtrim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character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character,character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character,n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character,text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character,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n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nvarchar2,character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nvarchar2,n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nvarchar2,text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nvarchar2,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text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text,character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text,n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text,text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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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_catalog|rtrim|text |text,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varchar2,character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varchar2,nvarchar2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varchar2,text |normal
oracle_catalog|rtrim|text |varchar2,varchar2 |normal

有以下的原型：

rtrim(string char, charlist char)

函数说明： 从字符串 string右侧删除 charlist中的字符(一个一个的删除)，

直到第一个不匹配的值结束。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

g

char IN 被处理的字符串

char

list

char IN 被删除的字符 list

举例：

SELECT '|' || rtrim('14895645410911990019'::char(20),'109'::char(3))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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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56454|

(1 row)

rtrim(string char, charlist text)

函数说明： 从字符串 string右侧删除 charlist中的字符(一个一个的删除) ，

直到第一个不匹配的值结束。

返回值类型：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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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

g

char IN 被处理的字符串

char

list

text IN 被删除的字符 list

举例：

SELECT '|' || rtrim('14895645410911990019'::char(20),'109'::text)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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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56454|

rtrim(string char)

函数说明： 从字符串 string右侧删除空格字符

相当于 rtrim(string,‘’)

举例：

SELECT '|' || rtrim('148956454109 '::char(20))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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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56454109|

(1 row)

rtrim(string text, charlist char)

函数说明： 从字符串 string右侧删除 charlist中的字符(一个一个的删除) ，

直到第一个不匹配的值结束。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 text IN 被处理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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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char

list

char IN 被删除的字符 list

举例：

SELECT '|' || rtrim('14895645410911990019'::text,'109'::char(3))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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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56454|

rtrim(string text, charlist text)

函数说明： 从字符串 string右侧删除 charlist中的字符(一个一个的删除) ，

直到第一个不匹配的值结束。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

g

text IN 被处理的字符串

char

list

text IN 被删除的字符 list

举例：

SELECT '|' || rtrim('14895645410911990019'::text,'109'::text)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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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56454|

(1 row)

rtrim(string text)

函数说明： 从字符串 string右侧删除空格字符

相当于 rtrim(string,‘’)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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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 rtrim('1489 '::text) || '|';

?column?

----------

|1489|

(1 row)

5.3.17 btrim

函数列表：

List of functions

Schema | Name | Result data type | Argument data 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character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character, character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character, nvarchar2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character, text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character, varchar2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nvarchar2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nvarchar2, character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nvarchar2, nvarchar2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nvarchar2, text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nvarchar2, varchar2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text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text, character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text, nvarchar2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text, text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text, varchar2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varchar2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varchar2, character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varchar2, nvarchar2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varchar2, text | normal

oracle_catalog | btrim | text | varchar2, varchar2 | normal

pg_catalog | btrim | bytea | bytea, bytea | normal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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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rim(string char, charlist char)

函数说明： 从字符串 string两侧删除 charlist中的字符(一个一个的删除)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

g

char IN 被处理的字符串

char

list

char IN 被删除的字符 list

举例：

SELECT '|' || btrim('abcd'::char(4),'ad'::char(2)) || '|';

?column?

----------

|bc|

(1 row)

btrim(string char, charlist text)

函数说明： 从字符串 string两侧删除 charlist中的字符(一个一个的删除)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

g

char IN 被处理的字符串

char

list

text IN 被删除的字符 list

举例：

SELECT '|' || btrim('10991049659295481990019'::char(20),'109'::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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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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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5929548|

(1 row)

btrim(string char)

函数说明： 从字符串 string两侧删除空格字符

相当于 btrim(string,‘’)

举例：

SELECT '|' || btrim(' 1489109 '::char(20)) || '|';

?column?

-----------

|1489109|

btrim(string text, charlist char)

函数说明： 从字符串 string两侧删除 charlist中的字符(一个一个的删除)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

g

text IN 被处理的字符串

char

list

char IN 被删除的字符 list

举例：

SELECT '|' || btrim('11901852656890019'::text,'109'::char(3)) || '|';

?column?

-----------

|852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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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btrim(string text, charlist text)

函数说明： 从字符串 string两侧删除 charlist中的字符(一个一个的删除)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

g

text IN 被处理的字符串

char

list

text IN 被删除的字符 list

举例：

SELECT '|' || btrim('1911045410565990019'::text,'109'::text) || '|';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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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10565|

(1 row)

btrim(string text)

函数说明： 从字符串 string两侧删除空格字符

相当于 btrim(string,‘’)

举例：

SELECT '|' || btrim(' 1489 '::text) || '|';

?column?

----------

|1489|

(1 row)

5.3.18 length

函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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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Type

---------------+------+---------------+-------------------+--------
oracle_catalog |length|integer |character |normal
pg_catalog |length|integer |bit |normal
pg_catalog |length|integer |bytea |normal
pg_catalog |length|integer |bytea,name |normal
pg_catalog |length|doubleprecision |lseg |normal
pg_catalog |length|doubleprecision |path |normal
pg_catalog |length|integer |text |normal
pg_catalog |length|integer |tsvector |normal
length(string char)

函数说明：求字符串的长度，开头及结尾的空格不会被会略

返回值类型：integer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in

g

char IN 被处理的字符串

举例：

SELECT length('あ bb'::char(6));

length

--------

6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length('abcdefg'::bytea);

length

--------

7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length('abcdefg'::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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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

7

(1 row)

lengthb

函数原型：

lengthb(var varchar2)

函数说明：返回输入 VARCHAR2字符串的字节长度

返回值类型：integer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var varchar2 IN 被处理的字符串

举例：

select lengthb('b'::varchar2);

lengthb

---------

1

(1 row)

5.3.19 substrb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substrb|varchar2 |varchar2,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substrb|varchar2 |varchar2,integer,integer |normal
有以下函数原型：

substrb(str varchar2, start int,len int);

函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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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str从 start位置开始，长度为 len的子串

返回值类型：varchar2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varchar2 IN 源字符串

Start int IN 子串的开始位置

Len int IN 子串长度

举例：

select substrb('This is a test', 6);

substrb

-----------

is a test

(1 row)

substrb(str varchar2, start int);

相当于 substrb (str ,start,-1);

liguangxian=# select substrb('This is a test', 0);

subst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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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a test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substrb('This is a test', -1);

subst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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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a test

strposb

函数原型:

strposb(str varchar2,substr varchar2)

函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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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子串 substr在 str中的位置

返回值类型：in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varchar2 IN 源字符串

substr varchar2 IN 子串

举例：

select strposb('asdfghj','dfgh');

strposb

---------

3

(1 row)

5.3.20 ltrim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pg_catalog|ltrim|text |text |normal
pg_catalog|ltrim|text |text,text |normal

有以下原型：

ltrim(str text, set text)

函数说明：

str中从左边开始，除去 set中字符，直到第一个不匹配的字符，返回剩

余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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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参数

str text 被处理的字符串 text

set text 匹配的字符串

举例：

select '|' || ltrim('asd123asd'::text,'asd'::text) || '|';

?column?

----------

|123asd|

(1 row)

ltrim(str text)

函数说明：

返回 str。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参数

str text 被处理的字符串 text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ltrim('asd'::text);

ltrim

-------

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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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ltrim('asd'::character);

ltrim

-------

a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ltrim('asd'::varchar2);

ltrim

-------

asd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ltrim('asd'::nvarchar2);

ltrim

-------

asd

ltrim(str character)

ltrim(str varchar2)

ltrim(str nvarchar2)

以上同 ltrim(str text).

5.4 转化函数

5.4.1 to_date

函数原型：

to_date(str1 text，str2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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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1 text IN 源字符串

str2 text IN 格式

函数说明：

把入参转换成 date类型

返回值类型：date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to_date('2018/07/28');

to_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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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8 00:00:00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to_date('2018-07-28');

to_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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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8 00:00:00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to_date('20180728');

2018-07-28 16:32:25.166 CST [17013] ERROR: date out of range:

"20180728"

2018-07-28 16:32:25.166 CST [17013] STATEMENT: select

to_date('20180728');

ERROR: date out of range: "20180728"

to_date(str text)

相同于 to_date('2018/07/27', ‘yyyy-mm-dd’);

liguangxian=# select to_date('2018/07/27');

to_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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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7 00:00:00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to_date('2018/07/27', 'yyyy-mm-dd');

to_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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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7 00:00:00

(1 row)

5.4.2 to_char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to_char|text |numbigint |normal
oracle_catalog|to_char|text |numdoubleprecision |normal
oracle_catalog|to_char|text |num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to_char|text |numnumeric |normal
oracle_catalog|to_char|text |numreal |normal
oracle_catalog|to_char|text |numsmallint |normal
oracle_catalog|to_char|text |timestampwithouttimezone |normal
oracle_catalog|to_char|text |timestampwithtimezone |normal
pg_catalog |to_char|text |bigint,text |normal
pg_catalog |to_char|text |doubleprecision,text |normal
pg_catalog |to_char|text |integer,text |normal
pg_catalog |to_char|text |interval,text |normal
pg_catalog |to_char|text |numeric,text |normal
pg_catalog |to_char|text |real,text |normal
pg_catalog |to_char|text |timestampwithouttimezone,text|normal
pg_catalog |to_char|text |timestampwithtimezone,text |normal
(16rows)

函数原型：

to_char(num)

函数说明：

把入参转换成 varchar类型

返回值类型：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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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select to_char(88);

to_char

---------

88

me=# select to_char('2018-09-04'::TIMESTAMP);

to_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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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04 00:00:00

(1 row)

me=# select to_char('2018-09-04'::TIMESTAMPTZ);

to_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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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04 00:00:00+08

(1 row)

to_char(timestamp, text)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to_char(now(), 'YY-MM-DD HH-MM-SS');

to_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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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28 06-07-59

(1 row

5.4.3 to_number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oracle_catalog |to_number|numeric |numeric |normal
oracle_catalog |to_number|numeric |numeric,numeric |normal
oracle_catalog |to_number|numeric |strtext |normal
pg_catalog |to_number|numeric |text,text |normal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053

函数原型：

to_number (numeric)

函数说明：

把入参转换成 numeric类型

返回值类型：numeric

举例：

select to_number('111');

to_number

-----------

111

(1 row)

to_number (text)

函数说明：

把入参转换成 numeric类型

返回值类型：numeric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to_number('123');

to_number

-----------

123

(1 row)

to_number (text，text)

函数说明：

把入参转换成 numeric类型

返回值类型：numeric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to_number('123');

to_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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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1 row)

5.4.4 bin_to_num

函数原型：

bin_to_num(para VARIADIC "any")

函数说明：

把一串二进制数转化为十进制

返回值类型：bigint

参数说明:

参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para

VARIADIC

any

IN 可变参数，可以为

一串二进制数

举例：

把二进制数 10111转化为十进制

select bin_to_num(1,0,1,1,1);

bin_to_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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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5.4.5 interval_to_seconds

函数原型：

interval_to_seconds (value interval)

函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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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时间间隔转化成秒数

返回值类型：double precision

参数说明:

参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value

interval IN 时间间隔

举例：

把 123分钟转化成秒数

select interval_to_seconds('123 min');

interval_to_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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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0

5.4.6 hex_to_decimal

函数原型：

hex_to_decimal(text)

函数说明：

把一个十六进制的数转化为十进制

返回值类型：bigint

参数说明:

参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value

text IN 十六进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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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Select hex_to_decimal('567facb');

hex_to_de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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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00491

5.4.7 to_binary_double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Type

-------------+---------------+---------------+--------------------------
oracle_catalog|to_binary_double|doubleprecision|numdoubleprecision |normal
oracle_catalog|to_binary_double|doubleprecision|numreal |normal

有以下几种原型：

 to_binary_double(num double)

函数说明：

以 double的形式返回入参

返回值类型：float8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um float8 IN 入参数字

举例：

select to_binary_double(2.31111123444454567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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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_binary_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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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11123444455

 to_binary_double(num real)

函数说明：

以 float8的形式返回入参

返回值类型：float8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um Float4 IN 入参数字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to_binary_double(2.345::real);

to_binary_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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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00002861023

(1 row)

5.4.8 to_binary_float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to_binary_float|real |numdoubleprecision |normal
oracle_catalog|to_binary_float|real |numreal |normal

有以下几种函数原型

 to_binary_float(num double precision)

函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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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ouble precision的形式返回入参

返回值类型：rea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um Float4 IN 入参数字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to_binary_float(2.31111123444451654613211::double precision);

to_binary_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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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11

(1 row)

 to_binary_float(num real)

函数说明：

以 real的形式返回入参

返回值类型：rea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um Float8 IN 入参数字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to_binary_float(2.31111123444451654613211::real);

to_binary_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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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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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5.4.9 to_yminterval

函数原型：

to_yminterval(intv interval)

函数说明：

把一个时间间隔 转化为 year ~month范围内的时间间隔

返回值类型：interva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Intv interval IN 时间间隔

举例：

select to_yminterval('3 year 4 month');

to_ym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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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years 4 mons

(1 row)

5.4.10 to_dsinterval

函数原型：

to_dsinterval (intv interval)

函数说明：

把一个时间间隔 转化为 day~second范围内的时间间隔

返回值类型：interval

参数说明:

参 数 参数类型 IN/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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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OUT

Intv interval IN 时间间隔

举例：

select to_dsinterval('3 day 12:00:01.123456');

to_ds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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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days 12:00:01

(1 row)

5.4.11 to_multi_byte

函数原型：

to_multi_byte (str text)

函数说明：

将所有单字节字符转换为相应的多字节字符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单字节多字节转换

举例：

select to_multi_byte('liguangxian');

to_multi_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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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

(1 row)

5.4.12 to_single_byte

函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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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_single_byte (str text)

函数说明：

将所有多字节字符转换为相应的单字节字符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单字节多字节转换

举例：

select to_single_byte('ｌｉ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

to_single_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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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uangxian

(1 row)

5.4.13 bitand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oracle_catalog|bitand|bigint |bigint,bigint |normal
pg_catalog |bitand|bit |bit,bit |normal

函数原型：

bitand(bigint , bigint)

函数说明：

将所有多字节字符转换为相应的单字节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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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类型：bigin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Bigint, bigint IN 将两位数字进行 &

运算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bitand(63, 127);

bitand

--------

63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oracle_catalog.bitand(63, 127);

bitand

--------

63

(1 row)

bitand(str text)

函数说明：

将 bit 位串按位 &

返回值类型：bi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Bit， bit IN 将 bit 位串按位 &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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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pg_catalog.bitand('101'::bit(3), '111'::bit(3));

bitand

--------

101

(1 row)

5.4.14 to_timestamp_tz

函数原型：

to_timestamp_tz(str text,fmt text)

函数说明：

把字符转化成时间戳，字符 str形式与 fmt指定的形式相符合

返回值类型：tim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输入的字符

fmt text IN 字符的形式

取值形式见附录 5

举例：

select to_timestamp('05 Dec 2000','DD Mon YYYY');

to_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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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12-05 00:00:00+08

(1 row)

5.5 NULL 相关函数

5.5.1 nvl

函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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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nvl |anyelement |anyelement,anyelement|normal
oracle_catalog|nvl |bigint |bigint,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nvl |numeric |numeric,integer |normal

函数原型：

nvl (expr1 anyelement, expr2 anyelement)

函数说明：

如果 expr1 的计算结果为 null 值，则 NVL( ) 返回 expr2。如果 expr1 的计算结果不

是 null 值，则返回 expr1。expr1 和 expr2 可以是任意一种数据类型。如果 expr1 与 expr2

的结果皆为 null 值，则 NVL( ) 返回 .NULL.。

返回值类型：anyelement 可为：字符型、日期型、日期时间型、数值型、货币型、

逻辑型或 null 值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Anyelement,

anyelement

IN 数据替换

举例：

create table t(name text);

CREATE TABLE

insert into t values('zhang san'),('li si'),('wang er'),('li ming');

INSERT 0 4

select name, nvl(name, 'Yes He is') from t where name LIKE 'l%' order by

name;

name | nvl

---------+---------

li ming | li ming

li si | li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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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nvl2

函数原型：

nvl2 (expr1 anyelement, expr2 anyelement, expr3 anyelement)

函数说明：

如果 expr1 为 NULL，返回 expr3， 不为 NULL 返回 expr2

返回值类型：anyelement 可为：字符型、日期型、日期时间型、数值型、货币型、

逻辑型或 null 值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Anyelement,

anyelement，anyelement

IN 数据替换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name, nvl2(name, 'Yes He is', 'NO ,he isn''t') from t

where name LIKE 'l%' order by name;

name | nvl2

---------+-----------

li ming | Yes He is

li si | Yes He is

(2 rows)

5.5.3 lnnvl

函数原型：

lnnvl( condition bool)

函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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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与参数相反的值，如果condition 为 true就返回 false；如果condition 为

UNKNOWN或者 false就返回 true，通常用于 where 子句中的条件，用于筛选不

符合条件的记录

注：该函数不能用于复合条件如 AND, OR, or BETWEEN中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onditi

on

bool IN 某个条件

举例：

Select lnnvl(true);

lnnvl

-------

f

select lnnvl(NULL);

lnnvl

-------

t

5.6 数学函数

5.6.1 remainder

函数原型：

remainder(arg1 numeric, arg2 numeric)

函数说明：

返回 arg1/ arg2的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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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类型：numeric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arg1 numeric IN 被除数

arg2 numeric IN 除数

举例：

select remainder(7,3);

remainder

-----------

1

5.6.2 sinh

函数原型：

sinh (num float8)

函数说明：

求入参的双曲正弦值

返回值类型：float8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um float8 IN -

举例：

select sinh(1.57);

si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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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93015057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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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Cosh

函数原型：

cosh (num float8)

函数说明：

求入参的双曲余弦值

返回值类型：float8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um float8 IN -

举例：

SELECT cosh(1.570796);

c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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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17772660545

5.6.4 Tanh

函数原型：

tanh (num float8)

函数说明：

求入参的双曲正切值

返回值类型：double precision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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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um float8 IN -

举例：

select tanh(1.5);

ta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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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148253644866

(1 row)

5.6.5 Nanvl

函数原型：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nanvl|doubleprecision|doubleprecision,charactervarying|normal

oracle_catalog|nanvl|doubleprecision|doubleprecision,doubleprecision |normal

oracle_catalog|nanvl|doubleprecision|doubleprecision,real |normal

oracle_catalog|nanvl|numeric |numeric,charactervarying |normal

oracle_catalog|nanvl|numeric |numeric,numeric |normal

oracle_catalog|nanvl|real |real,charactervarying |normal

oracle_catalog|nanvl|real |real,doubleprecision |normal

oracle_catalog|nanvl|real |real,real |normal

有以下几种原型：

函数说明：

如果输入值 N1是’NaN’返回一个替代值 N2。如果 N1不’NaN’，将返回 N1.

nanvl( N1 double precision, N2 character varying)

返回值类型：double precision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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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1 Double precision IN -

N2 Character varying IN -

select nanvl('NaN'::double precision ,'123'::character varying);

nanvl

-------

123

(1 row)

nanvl(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返回值类型：double precision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1 double precision IN -

N2 double precision IN -

select nanvl('NaN'::double precision ,123.123::double precision);

nanvl

---------

123.123

(1 row)

nanvl(numeric, numeric)

返回值类型：numeric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1 numeric IN -

N2 numeric IN -

select nanvl(12::numeric, '123');

nanv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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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row)

nanvl(float4, varchar)

返回值类型：float4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1 Float4 IN -

N2 Float4 IN -

select nanvl(123.123::float4 ,'123'::character varying);

nanvl

---------

123.123

(1 row)

nanvl(float8, varchar)

返回值类型：float8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N1 Float8 IN -

N2 Float8 IN -

select nanvl(12.34::float8, '123');

nanvl

-------

12.34

(1 row)

nanvl(numeric, varchar)

返回值类型：numeric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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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numeric IN -

N2 numeric IN -

函数说明：

如果输入值 N1是’NaN’返回一个替代值 N2。如果 N1不’NaN’，将返回 N1.

举例：

SELECT nanvl(12345, 1), nanvl('NaN', 1);

nanvl | nanvl

-------+-------

12345 | 1

SELECT nanvl(12345, '1'::varchar), nanvl('NaN', 1::varchar);

nanvl | nanvl

-------+-------

12345 | 1

5.7 其他函数

5.7.1 1sys_context

函数原型：

sys_context(namespace text , para text ,len int4)

函数说明：

返回当前时刻 与上下文命名空间相关联的参数的值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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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space

text IN 命名空间

para text IN 参数名，取值参照

附录 2

len int4 IN 返回值的最大长度

举例：

返回命名空间'USERENV'中 'current_sql’的值，最大长度为 100

select sys_context('USERENV' ,'current_sql' ,100);

sys_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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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sys_context('USERENV' ,'current_sql' ,100);

返回命名空间'USERENV'中 'current_sql’的值，最大长度为 2

select sys_context('USERENV' ,'current_sql' ,2);

sys_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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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5.7.2 userenv

函数原型：

userenv(para text)

函数说明：

返回当前 session的相关信息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para text IN 参数名，取值范围

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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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select userenv('current_sql');

user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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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userenv('current_sql');

select userenv('current_schema');

userenv

---------

public

(1 row)

5.7.3 set

函数原型：

set(arry anyarray)

函数说明：

消除入参数组中的重复项，返回一个新的数组

返回值类型：anyarray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arry anyarray IN 源数组

举例：

select set(ARRAY[1,2,2,3,3]);

set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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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uid

函数原型：

uid()

函数说明：取得 user的 id

返回值类型：int4

参数说明: 没有参数

举例：

select uid();

uid

-----

10

5.7.5 decode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 Resultdatatype | Argumentdata
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bigint | "any", "any", bigint

|normal
oracle_catalog|decode|bigint |"any","any",bigint,VARIADIC"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boolean | "any", "any", boolean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boolean | "any","any",boolean,VARIADIC

"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character | "any", "any", character

|normal
oracle_catalog |decode | character |"any","any", character,VARIADIC

"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cstring | "any", "any", c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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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oracle_catalog|decode|cstring |"any","any",cstring,VARIADIC"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date | "any", "any", date

|normal
oracle_catalog|decode|date |"any","any",date,VARIADIC"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double precision | "any", "any", double precision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double precision | "any", "any", double precision,

VARIADIC"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integer | "any", "any", 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decode|integer |"any","any",integer,VARIADIC"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numeric | "any", "any", numeric

|normal
oracle_catalog |decode |numeric |"any","any",numeric,VARIADIC

"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real | "any", "any", real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real | "any", "any", real, "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smallint | "any", "any", smallint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smallint | "any", "any", smallint, "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text | "any", "any", text

|normal
oracle_catalog |decode | text |"any","any", text,VARIADIC"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decode| timestampwithouttimezone|"any","any",timestampwithouttime

zone |normal
oracle_catalog|decode| timestampwithouttimezone|"any","any",timestampwithouttime

zone,VARIADIC"any"|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timestampwith time zone | "any", "any", timestampwith time

zone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timestampwith time zone | "any", "any", timestampwith time

zone,VARIADIC"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timewithout timezone | "any","any", timewithout timezone

|normal
oracle_catalog |decode | timewithout timezone |"any","any", timewithout time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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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DIC"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timewith time zone | "any", "any", timewith time zone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timewith time zone | "any", "any", timewith time zone,

VARIADIC"any" |normal
oracle_catalog | decode | unknown | "any", "any", unknown

|normal
oracle_catalog|decode|unknown |"any","any",unknown,VARIADIC

"any" |normal
pg_catalog | decode | bytea | text, text

|normal

函数共同说明：

decode(condition anyelement, value1 anyelement, return_value1 unknowntype,

value2 anyelement, return_value2 unknowntype, ……value_n anyelement,

return_value_n unknowntype,default unknowntype)

对于以上形式的函数，说明如下：

IF condition= value1 THEN

RETURN(return_value1)

ELSIF condition = value2 THEN

RETURN(return_value2)

…………

ELSIF condition = value_n THEN

RETURN(return_value_n)

ELSE

RETURN(default)

END IF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onditio

n

“any” IN 要判断的条件/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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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1 “any” IN 与 condition比较的第一个值

return_v

alue1

unknowntype IN Condition 复合 value1 时的返

回值

value2 “any” IN 与 condition比较的第二个值

return_v

alue2

unknowntype IN Condition 复合 value2 时的返

回值

……

Value_n “any” IN 与 condition比较的第 n个值

return_v

alue_n

unknowntype IN Condition复合 value_n时的返

回值

default unknowntype IN 前面都不符合时的返回值

返回值类型：unknowntype

有以下几种原型：

decode(condition “any”, 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ext,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ext,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text, default text)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3, unknowntype= text

举例：

select decode(2, 1, 'a', 2, 'b',3,'c','d');

decode

--------

b

(1 row)

select decode(3, 1, 'a', 2, 'b',3,'c','d');

decode

--------

c

(1 row)

select decode(5, 1, 'a', 2, 'b',3,'c','d');

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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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 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ext,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ext,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text)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

select decode(4, 1, 'a', 2, 'b',3,'c');

decode

--------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 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ext,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ext, default text)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2, unknowntype= text

举例:

select decode(3, 1, 'a', 2, 'b','d');

decode

--------

d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 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ext,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ext)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

Select decode(3, 1, 'a', 2, 'b');

decode

--------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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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e(condition “any”, 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ext, default text)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1, unknowntype= text

举例：

select decode(3, 1, 'a', 'd');

decode

--------

d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 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ext)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

select decode(3, 1, 'a');

decode

--------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bpchar,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bpchar,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bpchar, default bpchar)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3, unknowntype= bpchar

举例：

select decode('a'::bpchar,

'a'::bpchar,'postgres'::bpchar,'b'::bpchar,'database'::bpchar, 'c'::bpchar,

'system'::bpchar,'default value'::bpchar);

decode

----------

postgres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bpchar,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bpchar,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bpchar)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

select decode('a'::bp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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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pchar,'postgres'::bpchar,'b'::bpchar,'database'::bpchar, 'c'::bpchar,

'system'::bpchar);

decode

----------

postgres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bpchar,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bpchar, default bpchar)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2, unknowntype= bpchar

举例：

select decode('d'::bpchar,

'a'::bpchar,'postgres'::bpchar,'b'::bpchar,'database'::bpchar,'default value'::bpchar);

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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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value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bpchar,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bpchar)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

select decode('d'::bpchar,

'a'::bpchar,'postgres'::bpchar,'b'::bpchar,'database'::bpchar);

decode

--------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bpchar, default bpchar)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1, unknowntype= bpchar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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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decode('c', 'a'::bpchar,'postgres'::bpchar,'default value'::bpchar);

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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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value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bpchar)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

select decode('c'::bpchar, 'a'::bpchar,'postgres'::bpchar);

decode

--------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integer,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integer,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integer, default integer)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3, unknowntype= integer

举例：

select decode(3, 1, 100, 2, 200, 3,300,400);

decode

--------

300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integer,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integer,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integer)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

select decode(3, 1, 100, 2, 200, 3,300);

decode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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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integer,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integer, default integer)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2, unknowntype= integer

举例：

Select decode(3, 1, 100, 2, 200, 400);

decode

--------

400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integer,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integer)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

select decode(3, 1, 100, 2, 200);

decode

--------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integer, default integer)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1, unknowntype= integer

举例：

select decode(3, 1, 100, 200);

decode

--------

200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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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integer)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

select decode(3, 1, 100);

decode

--------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bigint,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bigint,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bigint, default bigint)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3, unknowntype= bigint

举例：

select decode(3, 1, 100::bigint, 2, 200::bigint, 3,300::bigint, 400::bigint);

decode

--------

300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bigint,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bigint,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bigint)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bigint,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bigint, default bigint)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2, unknowntype= bigint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bigint,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bigint)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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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bigint, default bigint)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1, unknowntype= bigint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bigint)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numeric,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numeric,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numeric, default numeric)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3, unknowntype= numeric

举例：

select decode(3, 1, 11.11, 2, 22.2, 3,33.3, 44.4);

decode

--------

33.3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numeric,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numeric,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numeric)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numeric,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numeric, default numeric)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2, unknowntype= numeric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numeric,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numeric)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numeric, default numeric)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1, unknowntype= num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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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numeric)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date,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date,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date, default date)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3, unknowntype= date

举例：

select decode('2020-01-04'::date,

'2020-01-01'::date,'2012-12-20'::date,'2020-01-02'::date,'2012-12-21'::date,

'2020-01-03'::date, '2012-12-31'::date,'2013-01-01'::date);

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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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01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date,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date,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date)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date,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date, default date)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2, unknowntype= date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date,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date)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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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date, default date)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1, unknowntype= date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date)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ime,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time, default time)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3, unknowntype= time

举例：

select decode('01:00:01'::time,

'01:00:01'::time,'09:00:00'::time,'01:00:02'::time,'12:00:00'::time, '01:00:03'::time,

'15:00:00'::time,'00:00:00'::time);

decode

----------

09:00:00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ime,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time)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ime, default time)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2, unknowntype= time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ime)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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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 default time)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1, unknowntype= time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stamp,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imestamp,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timestamp, default timestamp)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3, unknowntype= timestamp

举例：

select decode('2020-01-01 01:00:01'::timestamp, '2020-01-01

01:00:01'::timestamp,'2012-12-20 09:00:00'::timestamp,'2020-01-02

01:00:01'::timestamp,'2012-12-20 12:00:00'::timestamp, '2020-01-03

01:00:01'::timestamp, '2012-12-20 15:00:00'::timestamp,'2012-12-20

00:00:00'::timestamp);

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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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20 09:00:00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stamp,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imestamp,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timestamp)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stamp,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imestamp, default timestamp)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2, unknowntype= timestamp

举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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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stamp,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imestamp)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stamp, default

timestamp)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1, unknowntype= timestamp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stamp)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stamptz,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imestamptz,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timestamptz, default

timestamptz)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3, unknowntype= timestamptz

举例：

select decode('2020-01-01 01:00:01-08'::timestamptz, '2020-01-01

01:00:01-08'::timestamptz,'2012-12-20 09:00:00-08'::timestamptz,'2020-01-02

01:00:01-08'::timestamptz,'2012-12-20 12:00:00-08'::timestamptz, '2020-01-03

01:00:01-08'::timestamptz, '2012-12-20 15:00:00-08'::timestamptz,'2012-12-20

00:00:00-08'::timestamptz);

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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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21 01:00:00+08

(1 row)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stamptz,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imestamptz, value3 “any”, return_value3 timestamptz)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stamptz, value2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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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_value2 timestamptz, default timestamptz)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2, unknowntype= timestamptz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stamptz, value2 “any”,

return_value2 timestamptz)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stamptz, default

timestamptz)

函数说明：见共同说明，相当于 n=1, unknowntype= timestamptz

举例：略

decode(condition “any”,value1 “any”, return_value1 timestamptz)

相当于上面函数中 default为 null

举例：略

5.8 聚集函数

5.8.1 listagg

有以下的原型：

 listagg(col text)

函数说明：

把查询结果中某列的内容 转成行排列 并输出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ol text IN 列名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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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uangxian=# create table t(id int);

CREATE TABLE

liguangxian=# insert into t values(1),(2),(3),(4),(5),(6);

INSERT 0 6

liguangxian=# select listagg(id::text) from t;

listagg

---------

123456

(1 row)

 listagg(col text, separator text)

函数说明：

把查询结果中某列的内容转成行排列 并用 separator隔开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ol text IN 列名

separat

or

text IN 分隔符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listagg(id::text, ';') from t;

lista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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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listagg('id'::text, ';') from t;

lista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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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id;id;id;id;id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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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uangxian=# select listagg(id::text, ';') from t;

lista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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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listagg(id::text) from t;

listagg

---------

123456

(1 row)

以下四种函数都是 listagg的衍生函数

5.8.2 listagg_finalfn

5.8.3 Listagg1_transfn

有以下的原型：

 Listagg1_transfn(internal, text)

函数说明：连接值转换

5.8.4 Listagg2_transfn

有以下的原型：

Listagg1_transfn(internal, text)

函数说明：连接值转换

5.8.5 Wm_concat

该函数已从 Oracle 12c 移除

select wm_concat('highgo');

wm_con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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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go

(1 row)

5.8.6 median

有以下的原型：

median(col real)

函数说明：

求 查询结果中 某列的 中位数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ol real IN 列名

median(double precision)

函数说明：

求 查询结果中 某列的 中位数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ol double precision) IN 列名

聚集函数举例：

create table t(id int);

CREATE TABLE

Insert into t select generate_series(1,10);

INSERT 0 10

select median(id::real) fro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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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n

--------

5.5

(1 row)

select median(id::double precision) from t;

median

--------

5.5

(1 row)

Select median(num) from p;

median

--------

5.5

(1 row)

5.8.7 median4_transfn，median8_transfn

5.8.8 median4_finalfn, median8_finalfn
此四个函数为 median的衍生函数。

5.9 操作符相关的函数

5.9.1 add_days_to_timestamp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 Resultdatatype | Argumentdatatypes

--------------+--------------------+---------------------------+-------
oracle_catalog|add_days_to_timestamp|timestampwithouttimezone|oracle.date,bigint
oracle_catalog|add_days_to_timestamp|timestampwithouttimezone|oracle.date,integer
oracle_catalog|add_days_to_timestamp|timestampwithouttimezone|oracle.date,numeric
oracle_catalog|add_days_to_timestamp|timestampwithouttimezone|oracle.date,small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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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几种原型

add_days_to_timestamp(time timestamp,days integer)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integer IN 加的天数

举例：

select add_days_to_timestamp('2018-08-01

12:12:12'::timestamp,4::integer);

add_days_to_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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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5 12:12:12

(1 row)

add_days_to_timestamp(time timestamp,days bigint)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bigint IN 加的天数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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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add_days_to_timestamp('2018-08-01 12:12:12'::timestamp,4::bigint);

add_days_to_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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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5 12:12:12

(1 row)

add_days_to_timestamp(time timestamp,days smallint)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smallint IN 加的天数

举例：

select add_days_to_timestamp('2018-08-01

12:12:12'::timestamp,4::smallint);

add_days_to_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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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5 12:12:12

(1 row)

add_days_to_timestamp(time timestamp,days numeric)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加上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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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numeric IN 加的天数

举例：

select add_days_to_timestamp('2018-08-01

12:12:12'::timestamp,4.2::numeric);

add_days_to_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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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5 17:00:12

(1 row)

5.9.2 subtract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 | Resultdatatype |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subtract|timestampwithouttimezone|oracle.date,bigint |normal
oracle_catalog|subtract|timestampwithouttimezone|oracle.date,integer |normal
oracle_catalog|subtract|timestampwithouttimezone|oracle.date,numeric |normal
oracle_catalog|subtract|doubleprecision |oracle.date,oracle.date|normal
oracle_catalog|subtract|timestampwithouttimezone|oracle.date,smallint |normal
有以下几种原型：

 subtract (time timestamp, days integer)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减去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integer IN 减的天数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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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subtract('2018-08-01 12:12:12'::timestamp,4::integer);

sub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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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8 12:12:12

(1 row)

subtract (time timestamp, days bigint)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减去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bigint IN 减的天数

举例：

select subtract('2018-08-01 12:12:12'::timestamp,4::bigint);

sub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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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8 12:12:12

(1 row)

subtract (time timestamp, days smallint)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减去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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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s smallint IN 减的天数

举例：

select subtract('2018-08-01 12:12:12'::timestamp,4::smallint);

sub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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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8 12:12:12

(1 row)

subtract (time timestamp, days numeric)

函数说明：

返回 time减去 days 天之后的时间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time timestamp IN 时间

days numeric IN 减的天数

举例：

select subtract('2018-08-01 12:12:12'::timestamp,4.5::numeric);

sub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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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8 00:12:12

(1 row)

5.10 plvdate
包含了一些处理日期的函数

5.10.1 plvdate.add_bizdays

Plvdate.add_bizdays(date, integer)

函数说明：通过将<n>个工作日添加到日期来获取创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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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Date 日期 Date

integer 工作日单位

举例：

select current_date;

current_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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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3

(1 row)

select plvdate.add_bizdays(current_date, 1);

add_biz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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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6

(1 row)

5.10.2 plvdate.nearest_bizday

plvdate.nearest_bizday (date)

函数说明：给定一个 date， 返回最近的工作日。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Date 日期 Date

举例：

select plvdate.nearest_bizday(current_date);

nearest_biz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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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2

(1 row)

5.10.3 plvdate.next_bizday

plvdate.next_bizday (date)

函数说明：给定一个 date， 返回下一个工作日期。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Date 日期 Date

举例：

select plvdate.next_bizday(current_date);

next_biz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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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6

(1 row)

5.10.4 plvdate.bizdays_between

plvdate.bizdays_between (date, date)

函数说明：给定两个 date， 返回下两个工作日期之间的工作日天数。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Date 日期 Integer

date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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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select plvdate.bizdays_between(current_date, '2018-08-13');

bizdays_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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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row)

5.10.5 plvdate.prev_bizday

plvdate.prev_bizday (date)

函数说明：给定一个 date， 返回前一个工作日期。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Date 日期 Date

举例：

select plvdate.prev_bizday(current_date);

prev_biz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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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2

(1 row)

5.10.6 plvdate.isbizday

plvdate.isbizday (date)

函数说明：调用此函数以确定日期是否为工作日。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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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日期 Date

举例：

select plvdate.isbizday(current_date);

isbizday

----------

t

(1 row)

5.10.7 plvdate.set_nonbizday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plvdate|set_nonbizday|boolean |date |normal
plvdate|set_nonbizday|void |date,boolean |normal
plvdate|set_nonbizday|void |text |normal

plvdate.set_nonbizday (date， boolean)

函数说明： 将日期设置为非工作日，如果为 true， 那么每年的这一天都是

非工作日。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date 日期 void

boolean 是否设置每年都为非

工作日

举例：

select plvdate.set_nonbizday(current_date, true);

set_nonbiz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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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plvdate.set_nonbizday (date)

函数说明： 将日期设置为非工作日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date, 日期 void

举例：

select plvdate.set_nonbizday(current_date +1);

set_nonbiz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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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plvdate.set_nonbizday (text)

函数说明： 将星期几设置为非工作日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text 星期几 void

举例：

select plvdate.set_nonbizday('monday');

set_nonbiz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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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5.10.8 plvdate.unset_nonbizday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plvdate|unset_nonbizday|boolean |date |normal
plvdate|unset_nonbizday|void |date,boolean |normal
plvdate|unset_nonbizday|void |text |normal

plvdate.unset_nonbizday 同 plvdate.set_nonbizday 参数返回值一样，前者是

取消设置日期，后者是设置。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plvdate.unset_nonbizday(current_date, true);

unset_nonbiz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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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plvdate.unset_nonbizday(current_date +1);

unset_nonbiz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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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plvdate.unset_nonbizday('monday');

unset_nonbiz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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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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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9 plvdate.use_easter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plvdate|use_easter|boolean | |normal
plvdate|use_easter|void |boolean |normal
plvdate.use_easter ( boolean)

函数说明：复活节的周天和周一将是节假日。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boolean true 设置， false 取

消

void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plvdate.use_easter(true);

use_e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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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plvdate.use_easter(false);

use_e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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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plvdate.use_easter ( )

函数说明：复活节的周天和周一将是节假日。

参数说明:

参 数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107

名

boolean

举例：同 plvdate.use_easter(true).

SELECT plvdate.use_easter();

use_e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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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5.10.10 plvdate.unuse_easter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plvdate | unuse_easter | boolean | | normalplvdate.use_easter

(boolean)

函数说明：取消复活节的周天和周一将是节假日。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boolean

举例：

SELECT plvdate.unuse_easter();

unuse_e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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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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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1 plvdate.using_easter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plvdate | unuse_easter | boolean | | normalplvdate.use_easter

(boolean)

函数说明：取消复活节的周天和周一将是节假日。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boolean

举例：

select plvdate.using_easter();

using_e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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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 row)

5.10.12 plvdate.use_great_friday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plvdate|use_great_friday|boolean | |normal
plvdate|use_great_friday|void |boolean |normal

plvdate.use_great_friday ( )

函数说明：星期五将是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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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boolean

举例：

select plvdate.use_great_friday();

use_great_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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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plvdate.use_great_friday ( boolean)

函数说明：星期五将是假期。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boolean true 执行， false 取

消

void

举例：

select plvdate.use_great_friday(true);

use_great_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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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select plvdate.use_great_friday(false);

use_great_fri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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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3 plvdate.unuse_great_friday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plvdate|unuse_great_friday|boolean | |normal

函数说明：取消星期五的假日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boolean

举例：

select plvdate.unuse_great_friday();

unuse_great_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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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5.10.14 plvdate.using_great_friday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plvdate|using_great_friday|boolean | |normal

函数说明：判断是否星期五为节假日。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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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boolean

举例：

select plvdate.using_great_friday();

using_great_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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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 row)

5.10.15 plvdate.include_start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plvdate|include_start|boolean | |normal

plvdate|include_start|void |boolean |normal

plvdate.include_start ( boolean )

函数说明：在 bizdays_between计算中包括开始日期.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boolean true 计算开始日期 void

举例：

select plvdate.include_start(true);

include_st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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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plvdate.include_start ( )

函数说明：在 bizdays_between计算中包括开始日期.

等同于：plvdate.include_start(true);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boolean

举例：

select plvdate.include_start();

include_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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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5.10.16 plvdate.noinclude_start

函数说明：在 bizdays_betweenb不计算包括开始日期.

等同于：plvdate.include_start(false);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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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ean

举例：

select plvdate.noinclude_start();

noinclude_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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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5.10.17 plvdate.version

函数说明： 显示 PLVdate 版本。

参数说明: 无。

举例：

select plvdate.version();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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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greSQL PLVdate, version 1.1, April 2016

(1 row)

5.10.18 plvdate. default_holidays

函数说明：加载一些国家的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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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text 国家名字

"Czech",
"Germany",
"Poland", "Austria",
"Slovakia",
"Russia","Gb",
"Usa",

void

举例：

select plvdate.default_holidays('USA');

default_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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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5.10.19 plvdate.days_inmonth

函数说明： 返回日期所在的月有几天。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date 日期 integer

举例：

select plvdate.days_inmonth(current_date);

days_in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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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1 row)

5.10.20 plvdate.isleapyear

函数说明： 判断当前日期的所在年份是不是闰年。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date 日期 boolean

举例：

select plvdate.isleapyear(current_date);

isleap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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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 row)

5.11plvstr

包含了一些处理字符串的函数

5.11.1 plvstr.rvrs
Listof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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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Name|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plvstr|rvrs|text |strtext |normal
plvstr|rvrs|text |strtext,startinteger |normal
plvstr|rvrs|text |strtext,startinteger,_endinteger|normal
有以下几种原型：

plvstr.rvrs(str text, start int, _end int)

函数说明：

把字符串或字符串的一部分反向排列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Start Int IN 要排列部分的起始

位置

_end int IN 要排列部分的结束

位置

举例：

select plvstr.rvrs ('Jumping Jack Flash', 4, 6);

rvrs

------

nip

plvstr.rvrs(str text, start int)

相当于 plvstr_rvrs(str, start,null);

把从 start到字符串结束的部分反向排列

举例：

select Plvstr.rvrs ('Jumping Jack Flash', 9);

r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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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alF kc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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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vstr_rvrs(str text)

相当于 plvstr_rvrs(str, 1,null);

把整个字符串反向排列

举例：

select Plvstr.rvrs ('Jumping Jack Flash');

r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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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alF kcaJ gnipmuJ

5.11.2 plvstr.normalize

函数原型：

plvstr_normalize(str text)

函数说明：

把字符串中的空白字符用空格(space)代替，把多个空格用一个空格代替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举例：

select plvstr_normalize('12345678 9');

norm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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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78 9

5.11.3 plvstr.is_prefix

函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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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plvstr| is_prefix|boolean |strbigint,prefixbigint |normal
plvstr| is_prefix|boolean |strinteger,prefixinteger |normal
plvstr| is_prefix|boolean |strtext,prefixtext |normal
plvstr| is_prefix|boolean |strtext,prefixtext,csboolean|normal

有以下的原型：

plvstr.is_prefix(str text, prefix text, cs bool)

函数说明：

判断 prefix是否为 str的前缀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prefix text IN 要判断的前缀

cs bool In 大小写是否敏感，默

认为 true

举例：

select plvstr.is_prefix('asdfg', 'AS', true);

is_prefix

-----------

f

(1 row)

select plvstr.is_prefix('asdfg', 'AS', false);

is_prefix

-----------

t

plvstr.is_prefix(str text, prefix text)

相当于 is_prefix(str, prefix,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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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 prefix是否为 str的前缀,大小写敏感

举例：

select plvstr.is_prefix('asdfg', 'AS');

is_prefix

-----------

f

plvstr.is_prefix(str int, prefix int)

函数说明：

判断 prefix是否为 str的前缀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int IN 源数据

prefix int IN 要判断的前缀

cs bool In 大小写是否敏感，默

认为 true

举例：

select plvstr.is_prefix(123456789, 123);

is_prefix

-----------

t

plvstr.is_prefix(str bigint, prefix bigint)

函数说明：

判断 prefix是否为 str的前缀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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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bigint IN 源数据

prefix bigint IN 要判断的前缀

cs bool In 大小写是否敏感，默

认为 true

举例：

select plvstr.is_prefix(123456789::bigint, 234::bigint);

is_prefix

-----------

f

5.11.4 plvstr.lpart
Listoffunctions

Schema|Name |Resultdata type |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plvstr | lpart | text | str text, div text

|normal
plvstr | lpart | text | str text, div text, start integer

|normal
plvstr | lpart | text | str text, div text, start integer, nth integer

|normal
plvstr | lpart | text | str text, div text, start integer, nth integer, all_if_notfound

boolean|normal

有以下的原型：

plvstr.lpart(str text, div text, start int, nth int, all_if_notfound bool)

函数说明：

返回 str的子串 div左边的部分

具体如下：

在 str 中，从 start开始，查找出现第 nth次的子串 div,若找到，返回子串左

边的部分

若没找到，根据 all_if_notfound返回整个字符串或空

返回值类型：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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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div text IN Str的一个子串

start int IN 开始查找子串 div的

位置

nth int IN 子串 div 第 nth 次出

现

all_if_n

otfound

bool IN 没有找到子串时是

否返回整个字符串

True:返回整个字符

串

False:返回空，默认

为 false

举例：

//没有找到子串，'vb' ,all_if_notfound为 true，返回整个字符串

liguangxian=# select plvstr.lpart('asdfghj', 'vb', 2, 1, true);

lpart

---------

asdfghj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plvstr.lpart('asdfghj', 'hj', 2, 1, true);

lpart

-------

asdfg

(1 row)

plvstr.lpart(str text, div text, start int, nth int)

相当于 plvstr.lpart(str, div, start, nth，false)

plvstr.lpart(str text, div text, start int)

相当于 plvstr.lpart(str, div, start, 1，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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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vstr.lpart(str text, div text)

相当于 plvstr.lpart(str, div, 1, 1，false)

5.11.5 plvstr.rpart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 Result data type | Argument data types
| Type

--------+-------+--------------+--------------------------------------------------+--------
plvstr | rpart | text | str text, div text

|normal
plvstr | rpart | text | str text, div text, start integer

|normal
plvstr | rpart | text | str text, div text, start integer, nth integer

|normal
plvstr | rpart | text | str text, div text, start integer, nth integer, all_if_notfound

boolean|normal

有以下的原型：

plvstr.rpart(str text, div text, start int, nth int, all_if_notfound bool)

函数说明：

返回 str的子串 div右边的部分

具体如下：

在 str 中，从 start开始，查找出现第 nth次的子串 div,若找到，返回子串结

束位置右边的部分

若没找到，根据 all_if_notfound返回整个字符串或空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div text IN Str的一个子串

start int IN 开始查找子串 div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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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nth int IN 子串 div 第 nth 次出

现

all_if_n

otfound

bool IN 没有找到子串时是

否返回整个字符串

True:返回整个字符

串

False:返回空，默认

为 false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plvstr.rpart('asdfghj', 'fg', 2, 1, true);

rpart

-------

ghj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plvstr.rpart('asdfghj', 'fh', 2, 1, true);

rpart

---------

asdfghj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plvstr.rpart('asdfghj', 'fh', 2, 1, false);

rpart

-------

(1 row)

plvstr.rpart(str text, div text, start int, nth int)

相当于 plvstr.rpart(str, div, start, nth ,false)

plvstr.rpart(str text, div text, start int)

相当于 plvstr.rpart(str, div, start, 1 ,false)

plvstr.rpart(str text, div text)

相当于 plvstr.rpart(str, div, 1, 1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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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 plvstr.lstrip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plvstr| lstrip|text |strtext,substrtext |normal
plvstr| lstrip|text |strtext,substrtext,numinteger|normal

有以下的原型：

plvstr.lstrip(str text, substr text, num int)

函数说明：

去掉 str开头部分的 num个重复的子串 substr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substr text IN 要去掉的子串

num int IN 去掉子串的次数

举例：

//去掉开头的子串‘，’，2次

select Plvstr.lstrip (',,,val1,val2,val3,', ',',2);

l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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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1,val2,val3,

// substr不是 str的子串时，返回原字符串

select Plvstr.lstrip (',,,val1,val2,val3,', 'a',2);

l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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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1,val2,val3,

plvstr.lstrip(str text, substr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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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 plvstr.lstrip(str, substr,1)

5.11.7 plvstr.rstrip

函数原型：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plvstr|rstrip|text |strtext,substrtext |normal
plvstr|rstrip|text |strtext,substrtext,numinteger|normal

有以下的原型：

plvstr.rstrip(str text, substr text, num int)

函数说明：

去掉 str结尾部分的 num个重复的子串 substr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substr text IN 要去掉的子串

num int IN 去掉子串的次数

举例：

select Plvstr.rstrip ('val1,val2,val3,,,', ',',2);

r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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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1,val2,val3,

(1 row)

select Plvstr.rstrip ('val1,val2,val3,,,', 'a',2);

rstr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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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1,val2,val3,,,

plvstr.rstrip(str text, substr text)

相当于 plvstr.rstrip(str, substr,1)

5.11.8 plvstr.swap

有以下的原型：

plvstr.swap(str text, replace text, start int, length int)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Name|Resultdatatype |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plvstr|swap|text |strtext,replacetext |normal
plvstr|swap|text |strtext,replacetext,startinteger,lengthinteger|normal
函数说明：

把 str的从 start开始、长度为 length的子串 用 replace字符串代替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replace text IN 用来替换的字符串

start int IN 子串开头

length int IN 字串长度

举例：

select plvstr.swap('asdfghj', '123', 2, 4);

swap

--------

a123hj

plvstr.swap(str text, replace text)

函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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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str的 开头的、长度与 replace相同的子串 用 replace字符串代替

相当于 plvstr.swap(str text, replace text,1,null);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replace text IN 用来替换的字符串

举例：

select plvstr.swap('asdfghj', '123');

swap

---------

123fghj

5.11.9 plvstr.betwn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 Result data type | Argument data types

| Type
--------+-------+------------------+-------------------------------------------+--------
plvstr | betwn | text | str text, start integer, _end integer

|normal
plvstr | betwn| text | text, start integer, _end integer, inclusive boolean

|normal
plvstr | betwn | text | str text, start text, _end text

|normal
plvstr | betwn | text | str text, start text, _end text, startnth integer, endnth integer

|normal
plvstr|betwn|text |strtext,starttext,_endtext,startnthinteger,endnthinteger,inclusive

boolean,gotoendboolean|normal

有以下的原型：

plvstr.betwn(str text, start int, _end int, inclusive b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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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

返回从第 start个字符开始 到第_end个字符结束的子串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start int IN 开始位置

_end int IN 结束位置

inclusiv

e

bool IN 是否包含开始/结束

位置的字符,默认为 true

注：start 和_end为正数，位置从左往右计

start 和_end为负数，位置从右往左计(负号，有 bug)

start 和_end符号必须相同

举例：

//返回 从第 2个字符到第 7个字符的子串，包含第 2个和第 7个

select Plvstr.betwn('哈哈哈 aaa 哈哈哈哈', 2, 7,true);

betwn

-----------

哈哈 aaa哈

//返回 从第 2个字符到第 7个字符的子串，不包含第 2个和第 7个

select Plvstr.betwn('哈哈哈 aaa 哈哈哈哈', 2, 7,false);

betwn

-------

哈 aaa

plvstr.betwn(str text, start int, _end int)

相当于 plvstr.betwn(str, start, _end ,true);

plvstr.betwn(str text, start text, _end text, startnth int, endnth int, inclusive bool,

gotoend bool)

函数说明：

返回字符串 str中，从第 startnth次出现子串 start 开始，到第 endnth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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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串_end结束

中间的部分

endnth的计数从第 startnth次出现子串 start开始，不是从字符串开头开始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start text IN 开始子串

_end text IN 结束子串

startnth int IN 第 startnth 个开始子

串

endnth int IN 第 endnth 个结束子

串

计数从第 startnth 次

出现子串 start开始，不是

从字符串开头开始

inclusiv

e

bool IN 是 否 包 含 start 和

_end 这两个子串,默认为

true

gotoend bool IN 当 没 有 找 到 第

endnth个子串_end时

True: 返 回 从 第

startnth 次出现子串 start

开始，直到 str结尾

False:返回空

默认为 false

注：当找不到第 startnth个子串 start时，返回空

举例：

//返回从子串‘a’出现第二次开始记，到子串‘ry’出现第一次为止，中间的子

串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130

select plvstr.betwn('Harry and Sally are very happy', 'a', 'ry',

2,1,TRUE,FALSE);

bet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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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ally are very

//找不到'ryy’第二次出现，gotoend为 false,返回空

select Plvstr.betwn('Harry and Sally are very happy', 'ar', 'ryy',

1,2,FALSE,FALSE);

betwn

-------

plvstr.betwn(str text, start text, _end text, startnth int, endnth int)

相当于 plvstr.betwn(str, start, _end, startnth, endnth,true,false)

plvstr.betwn(str text, start text, _end text)

相当于 plvstr.betwn(str, start, _end, 1, 1,true,false)

5.11.10 plvstr.left

函数原型：

plvstr.left(str text, n int)

函数说明：

n>=0:返回 str的前 n个字符组成的子串

n<0:返回 str的前 (str的长度-n)个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n int IN 子串长度的参考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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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plvstr.left('abcdef', 3);

left

------

abc

(1 row)

select plvstr.left('abcdef', -1);

left

-------

abcde

(1 row)

5.11.11 plvstr.right

函数原型：

plvstr.right (str text, n int)

函数说明：

n>=0:返回 str的后 n个字符组成的子串

n<0:返回 str的后 (str的长度-n)个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n int IN 子串长度的参考

举例：

select plvstr.right('abcdef', 2);

right

-------

ef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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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plvstr.right('abcdef', -2);

right

-------

cdef

(1 row)

5.11.12 plvstr.instr
等同于 instr。

5.12 plvchr

5.12.1 plvchr.nth

函数原型：

plvchr.nth(str text, n int)

函数说明：返回 str的第 n个字符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n int IN 字符位置

举例：

select plvchr.nth('a哈 skwflkjlk', 5);

nth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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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plvchr.first

函数原型：

plvchr.first(str text)

函数说明：返回 str的第 1个字符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举例：

select plvchr.first('hjljkl');

first

-------

h

(1 row)

5.12.3 plvchr.last

函数原型：

plvchr.last(str text)

函数说明：返回 str的最后一个字符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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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select plvchr.last('hjljkl');

last

------

l

(1 row)

5.12.4 plvchr.is_kind

有以下原型：

plvchr.is_kind(str text, kind int)

函数说明：判断字符 str(字符串 str的第一个字符)是不是 kind类型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要判断的字符

kind int IN 类型

取值范围：1~5

1 blank,空格

2 digit, 数字

3 quote, 引号'\''

4 other, 其它

5 letter,字母

举例：

//判断 a是不是字母

select plvchr.is_kind('a', '5');

_is_kind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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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vchr.is_kind(c int, kind int)

函数说明：判断数字 c在 ASCII码表中对应的字符 是否为 kind类型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 int IN 要判断的数字

kind int IN 类型

取值范围：1~5

1 blank,空格

2 digit, 数字

3 quote, 引号'\''

4 other, 其它

5 letter,字母

举例：

//72对应的字符为 H，是字母

select plvchr.is_kind(72, '5');

_is_kind

----------

t

5.12.5 plvchr.is_blank

有以下原型：

plvchr.is_blank(c int)

函数说明：判断数字 c在 ASCII码表中对应的字符 是否为空格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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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c int IN 要判断的数字

举例：

select plvchr.is_blank(32);

is_blank

----------

t

plvchr.is_blank(c text)

函数说明：判断字符 c(字符串 c的第一个字符)是不是空格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 text IN 要判断的字符

select plvchr.is_blank(' 9');

is_blank

----------

t

(1 row)

5.12.6 plvchr.is_digit

有以下原型：

plvchr.is_digit(c int)

函数说明：判断数字 c在 ASCII码表中对应的字符 是否为数字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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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t IN 要判断的数字

举例：

//72在 ASCII表中对应的为 H，不是数字

select plvchr.is_digit(72);

is_digit

----------

f

plvchr.is_digit(c text)

函数说明：判断字符 c(字符串 c的第一个字符)是不是数字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 text IN 要判断的字符

举例：

//’2’是字符形式的，是数字

select plvchr.is_digit('2');

is_digit

----------

t

5.12.7 plvchr.is_quote

有以下原型：

plvchr.is_quote(c int)

函数说明：判断数字 c在 ASCII码表中对应的字符 是否为单引号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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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t IN 要判断的数字

举例：

//39在 ASCII中对应单引号

select plvchr.is_quote(39);

is_quote

----------

t

plvchr.is_quote (c text)

函数说明：判断字符 c(字符串 c的第一个字符)是不是单引号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 text IN 要判断的字符

举例：

select plvchr.is_quote('''');

is_quote

----------

t

5.12.8 plvchr.is_other

有以下原型：

plvchr.is_other(c int)

函数说明：判断数字 c在 ASCII码表中对应的字符 是否为其他字符

(数字、字母、空格、单引号之外的字符)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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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t IN 要判断的数字

举例：

//40在 ASCII中对应左括号

select plvchr.is_other(40);

is_other

----------

t

plvchr.is_other (c text)

函数说明：判断字符 c(字符串 c的第一个字符)是不是其他字符

(数字、字母、空格、单引号之外的字符)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 text IN 要判断的字符

举例：

select plvchr.is_other('"');

is_other

----------

t

5.12.9 plvchr.is_letter

有以下原型：

plvchr.is_letter (c int)

函数说明：判断数字 c在 ASCII码表中对应的字符 是否为字母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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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 int IN 要判断的数字

举例：

select plvchr.is_letter(75);

is_letter

-----------

t

plvchr.is_letter (c text)

函数说明：判断字符 c(字符串 c的第一个字符)是不是字母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 text IN 要判断的字符

举例：

select plvchr.is_letter('d');

is_letter

-----------

t

5.12.10 plvchr.char_name

函数原型：

plvchr.char_name(c text)

函数说明： 返回字符 c(字符串 c的第一个字符) 在 ASCII码表中的名称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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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c text IN 要判断的字符

举例：

//空格字符，名称为 SP

select plvchr.char_name(' ');

char_name

-----------

SP

5.12.11 plvchr.quoted1

函数原型：

plvchr.quoted1 (str text)

函数说明：给 str加单引号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举例：

select plvchr.quoted1('vfgbuihi');

quot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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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fgbuihi'

5.12.12 plvchr.stripped

函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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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vchr.stripped(str text, char_in text)

函数说明：把 str中与 char_in有交集的部分删除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

OUT

说明

str text IN 源字符串

举例：

//二者的交集 df被删除

select plvchr.stripped('iiiiadfiiiiiadf', 'gggdf');

stri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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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iaiiiiia

5.13 plvsubst
The PLVsubst package performs string substitutions based on a substitution

keyword.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 Result data type | Argument data types

| Type
----------+--------+------------------+--------------------------------------------------------------+--------
plvsubst|string|text | template_intext,vals_intext |

normal
plvsubst | string|text | template_intext,vals_intext,delim_intext |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143

normal
plvsubst | string | text | template_in text,vals_in text,delim_in text, subst_in text |

normal
plvsubst|string|text | template_intext,values_intext[] |

normal
plvsubst | string| text | template_intext,values_intext[], substtext |

normal

5.13.1 plvsubst.string

有以下的原型：

plvsubst.string(template_in text, values_in text[], subst text)

函数说明：扫描 template_in中所有的 subst，用 values_in中的元素依次代替

values_in中的元素个数不能少于 template_in中的 subst个数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templ

ate_in

text IN 源字符串

value

s_in

text[] IN 用来代替的字符串数组

subst text IN 要被代替的字符串

举例：

select plvsubst.string('My name is hh hh.', ARRAY['abc','def'],'hh');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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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abc def.

(1 row)

plvsubst.string(template_in text, values_in text[])

函数说明：扫描 template_in中所有 要被替换的关键字，用 values_in中的元

素依次代替

要被替换的关键字 可以用函数 setsubst设定，默认为%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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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templ

ate_in

text IN 源字符串

value

s_in

text[] IN 用来代替的字符串数组

举例：

select plvsubst.string('My name is %s %s.', ARRAY['Pavel','Stěhul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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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Pavel Stěhule.

+函数说明：把 vals_in以 delim_in为分隔符 分割为数组 array

扫描 template_in中所有的 subst_in，用 array中的元素依次代替

values_in中的元素个数不能少于 template_in中的 subst个数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templ

ate_in

text IN 源字符串

value

s_in

text IN 要分割为数组用来代替

subst_in的字符串

delim

_in

text IN 分隔符 (默认为逗号‘,’)

subst

_in

text IN 要被代替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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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plvsubst.string('My name is %s %s.', ARRAY['Pavel','Stěhul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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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Pavel Stěhule.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plvsubst.string('My name is ff ff ff.',

'Pavel|Stěhule|liguangxian','|','ff' );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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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Pavel Stěhule liguangxian.

(1 row)

liguangxian=# select plvsubst.string('My name is ff ff ff.',

'Pavel:Stěhule:liguangxian',':','ff' );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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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Pavel Stěhule liguangxian.

(1 row)

plvsubst.string(template_in text, vals_in text, delim_in text)

函数说明：把 vals_in以 delim_in为分隔符 分割为数组 array

扫描 template_in中所有 要被替换的关键字，用 array中的元素依次代替

要被替换的关键字 可以用函数 setsubst设定，默认为%s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templ

ate_in

text IN 源字符串

value

s_in

text IN 要分割为数组用来代替

subst_in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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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m

_in

text IN 分隔符(默认为逗号‘,’)

举例：

select plvsubst.string('My name is %s %s.', 'Pavel|Stěhul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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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Pavel Stěhule.

string(template_in text, vals_in text)

相当于 string(template_in, vals_in,’,’)

举例：

select plvsubst.string('My name is %s %s.', 'Pavel,Stěhul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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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Pavel Stěhule.

5.13.2 plvsubst.setsubst

有以下的原型：

plvsubst.setsubst(key text)

函数说明：设定函数 string中 要被替换的关键字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key text IN 要被替换的关键字

举例：

select plvsubst.setsubst('kk');

setsub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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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select plvsubst.string('My name is kk kk.', 'Pavel|Stěhul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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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Pavel Stěhule.

(1 row)

plvsubst.setsubst()

函数说明：把函数 string中 要被替换的关键字恢复为默认值 %s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无

举例：

select plvsubst.setsubst();

setsubst

----------

(1 row)

select plvsubst.string('My name is %s %s.', 'Pavel|Stěhul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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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Pavel Stěhule.

(1 row)

5.13.3 plvsubst.subst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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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vsubst|subst|text | |normal

函数原型：

plvsubst.subst()

函数说明：

检索当前替换关键字。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text

举例：

select plvsubst.subst();

subst

-------

%s

(1 row)

5.14 plvlex

5.14.1 plvlex.tokens

函数原型：

plvlex.tokens(IN str text, IN skip_spaces bool, IN qualified_names bool,

OUT pos int, OUT token text, OUT code int, OUT class text, OUT separator text,

OUT mod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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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 分析 sql语句，返回每个部分的信息

返回值类型：SETOF RECORD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 text IN 要分析的 sql语句

skip_spac

es

bool IN 是否跳过空格

qualified

_names

bool IN 分析的结果是否为

qualified name

pos int OUT 该部分开始的位置

token text OUT 该部分的标记

code int OUT 该部分 class的 code

class text OUT 该部分属于的 calss

separator text OUT 分隔符

mod text OUT 该部分的 modificator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 from plvlex.tokens('select * from a.b.c join d ON

x=y', true, true);

pos | token | code | class | separator | mod

-----+--------+------+---------+-----------+------

0 | select | 600 | KEYWORD | |

7 | * | 42 | OTHERS | | self

9 | from | 418 | KEYWORD | |

14 | a.b.c | | IDENT | |

20 | join | 465 | KEYWORD | |

25 | d | | IDENT | |

27 | on | 524 | KEYWORD | |

30 | x | | IDENT | |

31 | = | 61 | OTHERS | | self

32 | y | | IDENT | |

(10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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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utl_file

5.15.1 utl_file.fopen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 Result data type | Argument data types

| Type
----------+-------+--------------------+----------------------------------------------------
utl_file | fopen | utl_file.file_type | location text, filename text, open_mode text

|normal
utl_file | fopen | utl_file.file_type | location text, filename text, open_mode text, max_linesize

integer |normal
utl_file | fopen | utl_file.file_type | location text, filename text, open_mode text, max_linesize

integer,encodingname|normal
有以下的原型：

utl_file.fopen(location text, filename text, open_mode text, max_linesize integer,

encoding name)

函数说明：打开一个文件 并返回文件的 handle

返回值类型：in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locati

on

text IN 文件路径

filena

me

text IN 文件名

open_

mode

text IN 文件打开的模式

取值：

r:只读

w:只写

a:追加

max_l integer IN 每一行存放的最大字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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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size 取值：1~32767

encod

ing

name IN 编码方式

utl_file.fopen(location text, filename text, open_mode text, max_linesize integer)

函数说明：打开一个文件 并返回文件的 handle

返回值类型：in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locati

on

text IN 文件路径

filena

me

text IN 文件名

open_

mode

text IN 文件打开的模式

取值：

r:只读

w:只写

a:追加

max_l

inesize

integer IN 每一行存放的最大字符数

取值：1~32767

Encoding采用数据库的编码

utl_file.fopen(location text, filename text, open_mode text)

函数说明：

相当于：utl_file.fopen(location, filename, open_mode,1024)，每行存放的最大

字符数为 1024

5.15.2 utl_file.is_open

函数原型：

utl_file.is_open(file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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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 判断一个文件是否是打开的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5.15.3 utl_file.get_line

有以下的原型

utl_file.get_line(file int, OUT buffer text)

函数说明：读取文件的一行内容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buffer text OUT 读取的内容

utl_file.get_line(file int, OUT buffer text, len integer)

函数说明：读取文件的一行内容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buffer text OUT 读取的内容

len integer IN 读取的字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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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4 utl_file.get_nextline

函数原型：

utl_file.get_nextline(file int, OUT buffer text)

函数说明：读取文件的一行内容，若到文件尾则返回空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buffer text OUT 读取的内容

5.15.5 utl_file.put

有以下原型：

utl_file.put(file int, buffer text)

函数说明：把 text类型的数据 buffer文件写入 文件 file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buffer text IN 要写入的内容

utl_file.put(file int, buffer “any”)

函数说明：把 anyelement类型的数据 buffer文件写入 文件 file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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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buffer anyelement IN 要写入的内容

5.15.6 utl_file.new_line

有以下原型：

utl_file.new_line(file int)

函数说明：向文件中插入一个换行符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utl_file.new_line(file int, lines int)

函数说明：向文件中插入 lines个换行符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lines int IN 换行符个数

5.15.7 utl_file.put_line

有以下的原型：

utl_file.put_line(file int, buffer text)

函数说明：向文件中插入一行数据（插入数据并最后加一个换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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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buffer text IN 插入的数据

utl_file.put_line(file int, buffer text, autoflush bool)

函数说明：向文件中插入一行数据（插入数据并最后加一个换行符）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buffer text IN 插入的数据

autofl

ush

bool IN 是否自动写到物理文件中

utl_file.put_line(file int, buffer anyelement)

函数说明：向文件中插入一行数据（插入数据并最后加一个换行符）

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buffer anyelement IN 插入的数据

utl_file.put_line(file int, buffer anyelement, autoflush bool)

函数说明：向文件中插入一行数据（插入数据并最后加一个换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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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类型：bool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buffer anyelement IN 插入的数据

autofl

ush

bool IN 是否自动写到物理文件中

5.15.8 utl_file.putf

参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 |Resultdata type | Argumentdata types |

Type
----------+------+------------------+--------------------------------------+--------
utl_file | putf | boolean | file utl_file.file_type, format text

|normal
utl_file | putf | boolean | file utl_file.file_type, format text, arg1 text

|normal
utl_file | putf | boolean | file utl_file.file_type, format text, arg1 text, arg2 text

|normal
utl_file | putf | boolean | file utl_file.file_type, format text, arg1 text, arg2 text, arg3 text

|normal
utl_file | putf | boolean | file utl_file.file_type, format text, arg1 text, arg2 text, arg3 text,

arg4text
utl_file | putf | boolean | file utl_file.file_type, format text, arg1 text, arg2 text, arg3 text,

arg4text,arg5text

有以下的原型：

utl_file.putf(file int, format text, arg1 text, arg2 text, arg3 text, arg4 text, arg5

text)

函数说明：按照 format指定的形式向文件中写入数据

返回值类型：b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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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forma

t

text IN 数据的形式

arg1 text IN 数据 1

arg2 text IN 数据 2

arg3 text IN 数据 3

arg4 text IN 数据 4

arg5 text IN 数据 5

举例：

select utl_file.putf(f, '[1=%s, 2=%s, 3=%s, 4=%s, 5=%s]', '1', '2', '3', '4', '5');

utl_file.putf(file int, format text, arg1 text, arg2 text, arg3 text, arg4 text)

相当于 putf(file, format, arg1, arg2, arg3, arg4,NULL)

utl_file.putf(file int, format text, arg1 text, arg2 text, arg3 text)

相当于 putf(file, format, arg1, arg2, arg3, NULL,NULL)

utl_file.putf(file int, format text, arg1 text, arg2 text)

相当于 putf(file, format, arg1, arg2, NULL, NULL,NULL)

utl_file.putf(file int, format text, arg1 text)

相当于 putf(file, format, arg1, NULL, NULL, NULL,NULL)

utl_file.putf(file int, format text)

相当于 putf(file, format, NULL, NULL, NULL, NULL,NULL)

5.15.9 utl_file.fflush

函数原型：

utl_file.fflush(file int)

函数说明：把文件中所有的待处理数据写到物理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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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5.15.10 utl_file.fclose

函数原型：

utl_file.fclose(file int)

函数说明：关闭文件

返回值类型：in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ile int IN 文件的 handle

5.15.11 utl_file.fclose_all

函数原型：

utl_file.fclose_all()

函数说明：关闭所有文件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无

5.15.12 utl_file.fremove

函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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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l_file.fremove(location text, filename text)

函数说明：删除一个文件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locati

on

text IN 文件的路径

filena

me

text IN 文件名

5.15.13 utl_file.frename

有以下的原型：

utl_file.frename(location text, filename text, dest_dir text, dest_file text,

overwrite boolean)

函数说明：给一个文件重命名，也可以实现文件的移动

把 location下的文件 filename，移动到 dest_dir下，并命名为 dest_file

当 location与 dest_dir相同时，只是实现了重命名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locati

on

text IN 源文件的路径

filena

me

text IN 源文件名

dest_

dir

text IN 目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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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_f

ile

text IN 修改之后的文件名

overw

rite

boolean IN 是否覆盖原有的文件

utl_file.frename(location text, filename text, dest_dir text, dest_file text)

相当于：frename(location, filename, dest_dir, dest_file, false)

5.15.14 utl_file_fcopy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 Result data type |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
utl_file | fcopy | void | src_location text, src_filename text, dest_location text,

dest_filenametext |normal
utl_file | fcopy | void | src_location text, src_filename text, dest_location text,

dest_filenametext,start_lineinteger |normal
utl_file | fcopy | void | src_location text, src_filename text, dest_location text,

dest_filenametext,start_lineinteger,end_lineinteger|normal
有以下的原型：

utl_file_fcopy(src_location text, src_filename text, dest_location text,

dest_filename text, start_line integer, end_line integer)

函数说明：把 src_location下的文件 src_filename，从第 start_line行开始到第

end_line行内容拷贝到 dest_location下的 dest_filename文件中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rc_loc

ation

text IN 源文件的路径

src_file

name

text IN 源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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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_lo

cation

text IN 目标路径

dest_fil

ename

text IN 目标文件名

start_li

ne

integer IN 源文件拷贝开始的行数

end_lin

e

integer IN 源文件拷贝结束的行数

utl_file_fcopy(src_location text, src_filename text, dest_location text,

dest_filename text, start_line integer)

函数说明：把 src_location下的文件 src_filename，从第 start_line行开始到文

件尾的内容拷贝到 dest_location下的 dest_filename文件中

utl_file_fcopy(src_location text, src_filename text, dest_location text,

dest_filename text)

函数说明：把 src_location 下的文件 src_filename 中的所有内容拷贝到

dest_location下的 dest_filename文件中

5.15.15 utl_file.fgetattr

函数原型：

utl_file.fgetattr(location text, filename text, OUT fexists boolean, OUT

file_length bigint, OUT blocksize integer)

函数说明： 获取文件的一些参数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locati

on

text IN 源文件的路径

filena text IN 源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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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fexist

s

boolean OUT 文件是否存在

file_l

ength

bigint OUT 文件的大小（字节数）

block

size

integer OUT 文件系统的 I/O 缓冲区大

小

5.15.16 utl_file.tmpdir

函数原型：

utl_file.tmpdir()

函数说明：获取一个临时路径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无

举例：

select utl_file.tmpdir();

tmpdir

--------

/tmp

(1 row)

5.15.17 package utl_file中函数的举例：

//创建一个 PL/pgSQL过程，创建 test1.txt并写入内容，然后读取部分

内容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test_utl_file() RETURNS void AS

$$

DECLARE

f int;

location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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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location := '/opt/HighGo';

f := utl_file.fopen(location, 'test1.txt', 'w');

PERFORM utl_file.put_line(f, 'test1.txt');

PERFORM utl_file.put_line(f, 'ABC');

PERFORM utl_file.put(f, 'A');

PERFORM utl_file.put(f, 'B');

PERFORM utl_file.new_line(f);

PERFORM utl_file.putf(f, '[1=%s, 2=%s, 3=%s, 4=%s, 5=%s]', '1', '2',

'3', '4', '5');

PERFORM utl_file.new_line(f);

PERFORM utl_file.fflush(f);

f := utl_file.fclose(f);

RAISE NOTICE '--%--', utl_file.is_open(f);

f := utl_file.fopen(location, 'test1.txt', 'r');

RAISE NOTICE '--%--', utl_file.get_line(f,5);

RAISE NOTICE '--%--', utl_file.get_line(f);

RAISE NOTICE '--%--', utl_file.get_nextline(f);

END;

$$ LANGUAGE plpgsql;

CREATE FUNCTION

//往 table utl_file_utl_file_dir 里面插入数据，只有在该表中的路径才

能使用

highgo=# insert into utl_file_utl_file_dir values('/opt/HighGo');

INSERT 0 1

//执行

highgo=# select test_utl_file();

NOTICE: --f--

NOTICE: --test1--

NOTICE: --.txt--

NOTICE: --ABC--

test_utl_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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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读取 test1.txt的信息

highgo=# SELECT utl_file.fgetattr('/opt/HighGo', 'test1.txt');

fgetat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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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3,4096)

(1 row)

//重命名

highgo=# SELECT utl_file.frename('/opt/HighGo', 'test1.txt', '/opt/HighGo',

'test2.txt');

frename

---------

(1 row)

//文件拷贝

highgo=# SELECT utl_file_fcopy('/opt/HighGo', 'test2.txt', '/opt/HighGo',

'test3.txt');

fcopy

-------

(1 row)

//删除

highgo=# SELECT utl_file.fremove('/opt/HighGo', 'test2.txt');

fremove

---------

(1 row)

highgo=# SELECT utl_file.fremove('/opt/HighGo', 'test3.txt');

fremove

---------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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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plunit
This unit contains some assert functions.

5.16.1 plunit.assert_true

有以下的原型：

 plunit.assert_true(condition boolean)

函数说明： 断言 condition是 true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dit

ion

boolean IN 要断言的条件

举例：

select plunit.assert_true(1 = 2);

ERROR: plunit.assert_true exception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fails (assert_true).

select plunit.assert_true(1 = 1);

assert_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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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plunit.assert_true(condition boolean, message varchar)

函数说明： 断言 condition是 true，不是 true时 输出 message

返回值类型：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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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dit

ion

boolean IN 要断言的条件

messa

ge

varchar IN Condition不为 true时输出

的错误信息 message

举例：

select plunit.assert_true(1 = 2, 'one is not two');

ERROR: one is not two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fails (assert_true).

5.16.2 plunit.assert_false

有以下的原型：

plunit.assert_false (condition boolean)

函数说明： 断言 condition是 false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dit

ion

boolean IN 要断言的条件

举例：

select plunit.assert_false(1 = 2);

assert_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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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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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plunit.assert_false(1 = 1);

ERROR: plunit.assert_false exception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fails (assert_false).

plunit_assert_ false (condition boolean, message varchar)

函数说明： 断言 condition是 false，不是 false时 输出 message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dit

ion

boolean IN 要断言的条件

messa

ge

varchar IN Condition 不为 false 时输

出的错误信息 message

举例：

select plunit.assert_false(1 = 1, 'trap is open');

ERROR: trap is open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fails (assert_false).

5.16.3 plunit.assert_null

有以下的原型：

plunit_assert_ null (condition anyelement)

函数说明： 断言 condition是 null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dit

ion

anyelement IN 要断言的内容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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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plunit.assert_null(current_date);

ERROR: plunit.assert_null exception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fails (assert_null).

select plunit.assert_null(NULL::date);

assert_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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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plunit_assert_ null (condition anyelement, message varchar)

函数说明： 断言 condition是 null，不是 null时 输出 message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dit

ion

anyelement IN 要断言的内容

messa

ge

varchar IN Condition不为 null时输出

的错误信息 message

举例：

select plunit.assert_null(current_date,'not null');

ERROR: not null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fails (assert_null).

liguangxian=# select plunit.assert_null(NULL::text,'not null');

assert_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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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5.16.4 plunit.assert_not_null

有以下的原型：

plunit_assert_ not_null (condition anyelement)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169

函数说明： 断言 condition是非空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dit

ion

anyelement IN 要断言的内容

举例：

select plunit.assert_not_null(current_date);

assert_not_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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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select plunit.assert_not_null(NULL::date);

ERROR: plunit.assert_not_null exception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fails (assert_not_null).

plunit_assert_ not_null (condition anyelement, message varchar)

函数说明： 断言 condition是非空，不是非空时 输出 message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dit

ion

anyelement IN 要断言的内容

messa

ge

varchar IN Condition不为非空时输出

的错误信息 message

举例：

select plunit.assert_not_null(NULL::date,'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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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null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fails (assert_not_null).

5.16.5 plunit_assert_equals

有以下的原型：

plunit_assert_equals(expected anyelement, actual anyelement)

函数说明： 断言 actual 和 expected相等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expec

ted

anyelement IN 期待的结果

actual anyelement IN 实际的结果

举例：

select plunit_assert_equals('Pavel','Pa'||'vel');

assert_eq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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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plunit_assert_equals(expected anyelement, actual anyelement, message varchar)

函数说明： 断言 actual 和 expected相等，当不相等时，输出 message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expec

ted

anyelement IN 期待的结果

actual anyelement IN 实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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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

ge

varchar IN 当不相等时 输出的错误信

息 varchar

举例：

select plunit_assert_equals(current_date, current_date + 1, 'diff dates');

ERROR: diff dates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fails (assert_equals).

Plunit.assert_equals(expected double precision, actual double precision, "range"

double precision)

函数说明： 断言 actual 和 expected 在 range 范围内相等/actual 和 expected

的差小于"range"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expec

ted

double

precision

IN 期待的结果

actual double

precision

IN 实际的结果

"rang

e"

double

precision

IN 范围

举例：

select plunit.assert_equals(10.2, 10.3, 0.5);

assert_eq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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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plunit_assert_equals(expected double precision, actual double precision, "range"

double precision, message varchar)

函数说明： 断言 actual 和 expected 在 range 范围内相等/actual 和 expected

的差小于"range"

当二者的差不小于"range"时，输出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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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expec

ted

double

precision

IN 期待的结果

actual double

precision

IN 实际的结果

"rang

e"

double

precision

IN 范围

messa

ge

varchar IN 输出的错误信息 message

举例：

select plunit_assert_equals(10.2, 10.3, 0.01, 'attention some diff');

ERROR: attention some diff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fails (assert_equals).

5.16.6 plunit.assert_not_equals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plunit | assert_not_equals | void | expectedanyelement, actual anyelement |

normal
plunit|assert_not_equals|void |expectedanyelement,actualanyelement,message

charactervarying |normal
plunit|assert_not_equals|void |expecteddoubleprecision,actualdoubleprecision,

rangedoubleprecision |normal
plunit|assert_not_equals|void |expecteddoubleprecision,actualdoubleprecision,

rangedoubleprecision,messagecharactervarying|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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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的原型：

plunit.assert_not_equals(expected anyelement, actual anyelement)

函数说明： 断言 actual 和 expected不相等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expec

ted

anyelement IN 期待的结果

actual anyelement IN 实际的结果

举例：

select plunit.assert_not_equals(current_date, current_date + 1);

assert_not_eq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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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plunit.assert_not_equals(expected anyelement, actual anyelement, message

varchar)

函数说明： 断言 actual 和 expected不相等，当相等时，输出 message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expec

ted

anyelement IN 期待的结果

actual anyelement IN 实际的结果

messa

ge

varchar IN 输出的错误信息 message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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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plunit.assert_not_equals(current_date, current_date, 'equal');

ERROR: equal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fails (assert_not_equals).

plunit.assert_not_equals(expected double precision, actual double precision,

"range" double precision)

函数说明：断言 actual 和 expected在 range范围内不相等/actual 和 expected

的差不小于"range"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expec

ted

double

precision

IN 期待的结果

actual double

precision

IN 实际的结果

"rang

e"

double

precision

IN 范围

举例：

select plunit.assert_not_equals(10.2, 10.5, 0.1);

assert_not_eq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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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plunit.assert_not_equals(expected double precision, actual double precision,

"range" double precision, message varchar)

函数说明：断言 actual 和 expected在 range范围内不相等/actual 和 expected

的差不小于"range"

当二者的差小于"range"时，输出 message

返回值类型：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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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expec

ted

double

precision

IN 期待的结果

actual double

precision

IN 实际的结果

"rang

e"

double

precision

IN 范围

messa

ge

varchar IN 输出的错误信息 message

举例：

select plunit.assert_not_equals(10.2, 10.5, 0.5,'equals');

ERROR: equals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fails (assert_not_equals).

5.16.7 plunit.fail

有以下函数原型：

plunit.fail()

函数说明： 让一个测试程序立即失败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无

举例：

select plunit.fail();

ERROR: plunit_assert_fail exception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assert_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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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nit.fail(message varchar)

函数说明： 让一个测试程序立即失败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无

举例：

select plunit.fail('custom exception');

ERROR: custom exception

DETAIL: Plunit_assertation (assert_fail).

5.17 dbms_output

5.17.1 dbms_output.enable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dbms_output|enable|void | |normal
dbms_output|enable|void |buffer_sizeinteger|normal
有以下的原型：

dbms_output.enable(buffer_size int4)

函数说明：

为 session queue分配空间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buff

er_size

Int4 IN 分配空间的字节数

为 2000~1000000

之间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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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s_output.enable()

函数说明：

为 session queue分配空间，

相当于 enable(1000000);

5.17.2 dbms_output.disable

函数原型：

dbms_output.disable()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释放 session queue的空间

5.17.3 dbms_output.put

函数原型：

dbms_output.put(a text)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往 session queue中加文字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a text IN 要加入的文字

5.17.4 dbms_output.new_line

函数原型：

dbms_output.new_line()

返回值类型：void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178

函数说明：

往 session queue加入一空行/加入行结尾

5.17.5 dbms_output.put_line

函数原型：

dbms_output.put_line(a text)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往 session queue中加入一行

相当于 put之后再 new_line

当 serveroutput设为 ON时，会把内容输出到客户端，相当于 RAISE NOTICE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a text IN 要加入的一行内容

5.17.6 dbms_output.get_line

函数原型：

dbms_output.get_line(OUT line text, OUT status int4)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读取 session queue中的一行内容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line text OUT 读取的内容

statu Int4 OUT 读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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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0：读取成功

1：读取失败

5.17.7 dbms_output.get_lines

函数原型：

dbms_output.get_lines(OUT lines text[], INOUT numlines int4)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读取 session queue中多行的内容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lines Text[] OUT 读取的内容

num

lines

Int4 INOUT 读取的行数

5.17.8 dbms_output.serveroutput

函数原型：

dbms_output.serveroutput(flag bool)

函数说明：

设定 serveroutput 的 flag,设为 true 后,执行 put_line、new_line 函数时，将会

把 session queue中所有的内容读取出来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Flag bool IN Server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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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9 dbms_output中的函数示例：

//分配 session queue的空间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enable();

enable

--------

(1 row)

//往 session queue中放入‘abc’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put('abc');

put

-----

(1 row)

//往 session queue中放入‘123’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put('123');

put

-----

(1 row)

//’abc’’123’构成 session queue中的一行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new_line();

new_line

----------

(1 row)

//往 session queue中加入一行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put_line('highgo1');

put_line

----------

(1 row)

//往 session queue中加入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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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put_line('highgo2');

put_line

----------

(1 row)

//往 session queue中加入一行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put_line('highgo3');

put_line

----------

(1 row)

//读取 session queue中的一行内容,内容为 abc123，0表示读取成功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get_line();

get_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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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123,0)

(1 row)

//读取 session queue中的 0行内容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get_lines(0);

get_lines

-----------

({},0)

(1 row)

//读取 session queue中的一行内容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get_line();

get_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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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go1,0)

(1 row)

//读取 session queue中的 2行内容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get_lines(2);

get_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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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go2,highgo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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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前面已经读取完毕，本次读取不到内容，1表示读取失败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get_line();

get_line

----------

(,1)

(1 row)

//释放 session queue的空间

highgo=#select dbms_output.disable();

disable

---------

(1 row)

// Serveroutput函数举例：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enable(10000);

enable

--------

(1 row)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put_line('highgo1');

put_line

----------

(1 row)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put_line('highgo2');

put_l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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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put_line('highgo3');

put_line

----------

(1 row)

//设定 serveroutput为 true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serveroutput('t');

server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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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执行任意 sql语句，读取所有行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put_line('highgo4');

highgo1

highgo2

highgo3

highgo4

put_line

----------

(1 row)

highgo=# select dbms_output.disable();

disable

---------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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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dbms_pipe

5.18.1 dbms_pipe.create_pipe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dbms_pipe|create_pipe|void |text |normal
dbms_pipe|create_pipe|void |text,integer |normal
dbms_pipe|create_pipe|void |text,integer,boolean|normal

有以下几种原型

dbms_pipe.create_pipe(name text, limit int, private bool)

函数说明：

创建一个管道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nam

e

text IN 管道名称

limit int IN 该管道最多能发送

数据的条数限制

priv

ate

bool IN 是否为 private

True: private

False:public

Private的管道：只能建立管道的数据库用户可访问

Public的管道：所有数据库用户可访问

dbms_pipe.create_pipe(name text, limite int)

函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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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 create_pipe(name, limite,false),创建一个 public的管道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nam

e

text IN 管道名称

limit int IN 该管道最多能发送

数据的条数限制

dbms_pipe.create_pipe(text)

函数说明：

相当于 create_pipe(name, -1,false),创建一个 public的管道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nam

e

text IN 管道名称

5.18.2 dbms_pipe.pack_message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dbms_pipe|pack_message|void |bigint |normal
dbms_pipe|pack_message|void |bytea |normal
dbms_pipe|pack_message|void |date |normal
dbms_pipe|pack_message|void |integer |normal
dbms_pipe|pack_message|void |numeric |normal
dbms_pipe|pack_message|void |record |normal
dbms_pipe|pack_message|void |text |normal
dbms_pipe|pack_message|void |timestampwithtimezone|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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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

将消息写入到本地缓冲区

有以下几种原型

dbms_pipe.pack_message(content text)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将 tex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本地缓冲区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tent text IN 要写入的内容

dbms_pipe.pack_message(content date)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将 date类型的数据写入到本地缓冲区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tent date IN 要写入的内容

dbms_pipe.pack_message(content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将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类型的数据写入到本地缓冲区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tent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IN 要写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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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s_pipe.pack_message(content numeric)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将 numeric类型的数据写入到本地缓冲区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tent numeric IN 要写入的内容

dbms_pipe.pack_message(content integer)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将 integer类型的数据写入到本地缓冲区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tent integer IN 要写入的内容

dbms_pipe.pack_message(bigint)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将 big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本地缓冲区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tent bigint IN 要写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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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s_pipe.pack_message(content bytea)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将 bytea类型的数据写入到本地缓冲区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tent bytea IN 要写入的内容

dbms_pipe.pack_message(content record)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将 record类型的数据写入到本地缓冲区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content record IN 要写入的内容

5.18.3 dbms_pipe.unpack_message_XXX

函数说明:以 XXX的形式把数据从接收缓冲区里面读出来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 Resultdata type |Argumentdata types |

Type
-----------+--------------------------+--------------------------+---------------------+--------
dbms_pipe |unpack_message_bytea |bytea | |

normal
dbms_pipe |unpack_message_date |da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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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dbms_pipe|unpack_message_number |numeric | |

normal
dbms_pipe |unpack_message_record | record | |

normal
dbms_pipe | unpack_message_text | text | |

normal
dbms_pipe |unpack_message_timestamp| timestampwithtimezone | |

normal

有以下几种形式：

 dbms_pipe.unpack_message_text

函数原型：

unpack_message_text()

返回值类型：text

函数说明：

以 text的形式把数据从接收缓冲区里面读出来

参数说明：没有参数

 dbms_pipe.unpack_message_date

函数原型：

unpack_message_date ()

返回值类型：date

函数说明：

以 date的形式把数据从接收缓冲区里面读出来

参数说明：没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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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ms_pipe.unpack_message_timestamp

函数原型：

unpack_message_timestamp ()

返回值类型：timestamp

函数说明：

以 timestamp的形式把数据从接收缓冲区里面读出来

参数说明：没有参数

 dbms_pipe.unpack_message_number

函数原型：

unpack_message_number ()

返回值类型：numeric

函数说明：

以 numeric的形式把数据从接收缓冲区里面读出来

参数说明：没有参数

 dbms_pipe.unpack_message_bytea

函数原型：

unpack_message_ bytea ()

返回值类型：bytea

函数说明：

以 bytea的形式把数据从接收缓冲区里面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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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没有参数

 dbms_pipe.unpack_message_record

函数原型：

unpack_message_ record ()

返回值类型：record

函数说明：

以 record的形式把数据从接收缓冲区里面读出来

参数说明：没有参数

5.18.4 dbms_pipe.send_message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dbms_pipe|send_message|integer |text |normal
dbms_pipe|send_message|integer |text,integer |normal
dbms_pipe|send_message|integer |text,integer,integer|normal

把缓冲区的的内容发送到管道中

有以下的原型：

 dbms_pipe.send_message(pipename text, timeout int, limite int)

函数说明：

把缓冲区中的内容发送到名为 pipename 的管道中，当参数 limite 大于当前

管道的 limit时，把管道的 limit更新为参数 limit

返回值类型：int 0:发送成功，1:发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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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pipe

name

text IN 管道名称

time

out

Int IN 发送信息的时间限

制(以秒为单位默认为 1

年)，要在该时间范围内

发送成功，否则发送失败

limit

e

Int IN 该管道最多能发送

数据的条数限制

 dbms_pipe.send_message(pipename text, timeout int)

函数说明：

把缓冲区中的内容发送到名为 pipename的管道中

返回值类型：int 0:发送成功，1:发送失败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pipe

name

text IN 管道名称

time

out

Int IN 发送信息的时间限

制(以秒为单位默认为 1

年)，要在该时间范围内

发送成功，否则发送失败

 dbms_pipe.send_message(pipename text)

函数说明：

把缓冲区中的内容发送到名为 pipename的管道中，时间限制为 1年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193

返回值类型：int 0:发送成功，1:发送失败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pipe

name

text IN 管道名称

5.18.5 dbms_pipe.receive_message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dbms_pipe|receive_message|integer |text |normal
dbms_pipe|receive_message|integer |text,integer |normal
接受管道中的消息

有以下的形式：

 dbms_pipe.receive_message(pipename text, timeout int)

函数说明：

接收管道中的消息, 时间限制为 1年

返回值类型：int 0:接收成功，1:接收失败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pipe

name

text IN 管道名称

time

out

int IN 接收信息的时间限

制(以秒为单位默认为 1

年)，要在该时间范围内

接收成功，否则接收失败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194

 dbms_pipe.receive_message(pipename text)

函数说明：

接收管道中的消息

返回值类型：int 0:接收成功，1:接收失败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pipe

name

text IN 管道名称

5.18.6 dbms_pipe.unique_session_name

函数原型：

dbms_pipe.unique_session_name()

函数说明：

为当前会话返回唯一的名称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没有参数

举例：

select dbms_pipe.unique_session_name();

unique_session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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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PIPE$2$2845

(1 row)

5.18.7 dbms_pipe.list_pipes

函数原型：

dbms_pipe.list_pipes()

返回值类型：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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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

返回所有的 pipe

参数说明：没有参数

5.18.8 dbms_pipe.next_item_type

函数原型:

dbms_pipe.next_item_type()

返回值类型：int

函数说明：

返回本地消息缓冲区中下一个数据的类型

返回值和对应的具体类型：

IT_NO_MORE_ITEMS = 0,

IT_NUMBER = 9,

IT_VARCHAR = 11,

IT_DATE = 12,

IT_TIMESTAMPTZ = 13,

IT_BYTEA = 23,

IT_RECORD = 24

5.18.9 dbms_pipe.reset_buffer

函数原型：

dbms_pipe.reset_buffer()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清空本地的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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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10 dbms_pipe.purge

函数原型：

dbms_pipe.purge(pipename text)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清空指定名称的管道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pipe

name

text IN 管道名称

5.18.11 dbms_pipe.remove_pipe

函数原型：

dbms_pipe.remove_pipe (pipename text)

返回值类型：void

函数说明：

删除指定名称的管道

参数说明：

参

数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pipe

name

text IN 管道名称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197

5.18.12 dbms_pipe中函数的示例

//create两个 pipe

highgo=# select dbms_pipe.create_pipe('pipe1', 1, false);

create_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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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highgo=# select dbms_pipe.create_pipe('pipe2', 2, false);

create_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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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向缓冲区写入数据

highgo=# select dbms_pipe.pack_message('highgo1'::text);

pack_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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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highgo=# select dbms_pipe.pack_message('2015-2-6'::date);

pack_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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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把缓冲区的数据发送到 pipe1

highgo=# select dbms_pipe.send_message('pipe1');

send_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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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row)

//接收 pipe1的数据

highgo=# select dbms_pipe.receive_message('pi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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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_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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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row)

//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highgo=# select dbms_pipe.unpack_message_text();

unpack_message_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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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go1

(1 row)

//取得下一个数据的类型，12代表 data

highgo=# select dbms_pipe.next_item_type();

next_item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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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 row)

highgo=# select dbms_pipe.unpack_message_date();

unpack_message_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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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2-06

(1 row)

//清空本地缓冲区

highgo=# select dbms_pipe.reset_buffer();

reset_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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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往缓冲区放入数据

highgo=# select dbms_pipe.pack_message(123::bigint);

pack_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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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把缓冲区的数据发送到 pipe2

highgo=# select dbms_pipe.send_message('pipe2');

send_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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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row)

//清空 pipe2的内容

highgo=# select dbms_pipe.purge('pipe2');

purge

-------

(1 row)

//取得所有的 pipe

highgo=# select dbms_pipe.list_pipes();

__list_p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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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e1,0,0,1,f,)

(pipe2,0,0,2,f,)

(2 rows)

//删除 pipe

highgo=# select dbms_pipe.remove_pipe('pipe1');

remove_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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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highgo=# select dbms_pipe.remove_pipe('pipe2');

remove_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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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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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dbms_alert
oracle内部提供的在数据库内部和应用程序间通信.

5.19.1 dbms_alert.register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dbms_alert|register|void |nametext |normal

函数原型：

dbms_alert.register(name text);

函数说明：确定 Registers session 接受警报的名称 name，用于注册预警事件。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name text 警报名称 void

举例：

select dbms_alert.register('pipe');

register

----------

(1 row)

5.19.2 dbms_alert.remove

函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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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dbms_alert|remove|void |nametext |normal

函数原型：

dbms_alert.remove(name text);

函数说明：删除警报名字为 name的会话，删除会话不需要的预警事件。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name text 警报名称 void

举例：

select dbms_alert.remove('pipe');

remove

--------

(1 row)

5.19.3 dbms_alert.removeall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dbms_alert|removeall|void | |normal

函数原型：

dbms_alert.removeall(name text);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202

函数说明：删除所有警报的会话，删除当前会话所有已注册的预警事件。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void

举例：

select dbms_alert.removeall();

removeall

-----------

(1 row)

5.19.4 dbms_alert.signal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dbms_alert|_signal|void |nametext,messagetext|normal

函数原型：

dbms_alert.signal (name text, message text);

函数说明：用于指定预警事件所对应的预警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name text name record

message text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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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select dbms_alert.signal('pipe', 'message');

_signal

---------

(1 row)

5.19.5 dbms_alert.waitany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

dbms_alert | waitany | record |OUTname text,OUTmessage text,OUTstatus

integer,timeout

doubleprecision|normal

函数原型：

dbms_alert..waitany (OUT name text, OUT message text, OUT status integer,

timeout

double precision | normal);

函数说明：

用于等待当前会话的任何预警事件,并且在预警事件发生时输出相应信息.在
执行该过程之前,会隐含地发出 COMMIT.

注 :status 用于返回状态值 ,返回 0 表示发生了预警事件 ,返回 1 表示超

时;timeout用于设置预警事件的超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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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OUT

name

text 要等待的警报的名称。 record

OUT

message

text 返回与警报关联的消

息。 这是 SIGNAL 调用提

供 的 消 息 。 如 果 在

WAITONE之前发生此警报

上的多个信号，则该消息对

应于最近的 SIGNAL呼叫。

来自先前 SIGNAL 调用的

消息将被丢弃。

OUT

status

integer 返回值： 0 - 发生警报

1 - 发生超时

timeout double

precision

等待警报的最长时间。

如果在超时秒之前未发生

命名警报，则返回状态 1。

5.19.6 dbms_alert.waitone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

dbms_alert |waitone | record | name text,OUTmessage text,OUTstatus integer,

timeoutdou

bleprecision|normal

函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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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s_alert.waitone (OUT name text, OUT message text, OUT status integer,

timeout

double precision | normal);

函数说明：

用于等待当前会话的一个预警事件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name text 要等待的警报的名称。 record

OUT

message

text 返回与警报关联的消

息。 这是 SIGNAL 调用提

供 的 消 息 。 如 果 在

WAITONE之前发生此警报

上的多个信号，则该消息对

应于最近的 SIGNAL呼叫。

来自先前 SIGNAL 调用的

消息将被丢弃。

OUT

status

integer 返回值： 0 - 发生警报

1 - 发生超时

timeout double

precision

等待警报的最长时间。

如果在超时秒之前未发生

命名警报，则返回状态 1。

5.19.7 dbms_alert.set_defaults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dbms_alert|set_defaults|void |sensitivitydoubleprecision|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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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原型：

dbms_alert.set_defaults(sensitivity double precision)

函数说明：

HGDB V5兼容模块 oraftops的 dbms_alert.set_defaults函数，现

在暂时不支持预警事件的时间间隔设置。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sensitivi

ty

sensitivity

double precision

name void

5.19.8 dbms_alert.defered_signal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dbms_alert|defered_signal|trigger | |trigger

函数原型：

dbms_alert.defered_signal()

函数说明：

此函数为兼容包 dbms_alert开发者内部使用函数，用来延迟发出信号，

推迟执行 dbms_alert.signal。 注意次函数只能在 trigger中使用。

函数使用限制：

 此函数只能在 trigger 中被调用。

 此函数所在的触发器的触发事件只能是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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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函数所在的触发器作用的表结构必须是 ora_alerts(event text, message

text);

示例：

highgo=# CREATE TABLE ora_alerts(event text, message text);

CREATE TABLE

highgo=# CREATE TRIGGER ora_alert_signal before INSERT ON ora_alerts

FOR EACH ROW EXECUTE PROCEDURE dbms_alert.defered_signal();

CREATE TRIGGER

highgo=# insert into ora_alerts values ('1', 'aaa');

INSERT 0 1

5.19.9 dbms_alert._signal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dbms_alert|signal|void |_eventtext,_messagetext|normal

函数原型：

dbms_alert._signal (_event text, _message text)

函数说明：

向所有收件人发出信号.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_event text trigger

_messag

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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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dbms_utility

5.20.1 dbms_utility.format_call_stack

有以下的原型：

dbms_utility.format_call_stack(mode text)

函数说明： 返回过程语言 PL/pgSQL中 函数的调用栈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mode text IN 调用栈表现的模式

取值范围：

o：函数 oid用%8x,函数

行数 line用%5s形式返回

p：函数 oid用%8d, 函数

行数 line用%5s形式返回

s：函数 oid 用%d, 函数

行数 line用%s形式返回

举例：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teststack1() returns text as $$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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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select dbms_utility.format_call_stack('o'));

END;

$$ LANGUAGE plpgsql;

CREATE FUNCTION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teststack2() returns text as $$

BEGIN

PERFORM teststack1();

return (select teststack1());

END;

$$ LANGUAGE plpgsql;

CREATE FUNCTION

select teststack2();

-[ RECORD 1 ]--------------------------------------------

teststack2 | ----- PL/pgSQL Call Stack -----

| object line object

| handle number name

| 0 function anonymous object

| 41e2 3 function teststack1()

| 0 function anonymous object

| 41e5 4 function teststack2()

dbms_utility.format_call_stack()

相当于 dbms_utility.format_call_stack(‘o’)

liguangxian=# select dbms_utility.format_call_stack();

format_call_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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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L/pgSQL Call Stack -----+

object line object +

handle number 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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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dbms_assert
This package protect user input against SQL injection.

5.21.1 dbms_assert.enquote_literal

函数原型：

dbms_assert.enquote_literal(str varchar)

函数说明：在 str前后添加单引号，并使 str内部所有的单引号都能配对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 varchar IN 要加引号的字符串

举例：

select 'aaa''a';

?column?

----------

aaa'a

(1 row)

//给 aaa’a 添加引号 并给既存引号配对

select dbms_assert.enquote_literal('aaa''a');

enquote_li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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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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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5.21.2 dbms_assert.enquote_name

有以下原型：

dbms_assert.enquote_name(str varchar, loweralize boolean)

函数说明： 把 str用双引号引起来，并给 str内部既存的双引号配对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 varchar IN 源字符串

lower

alize

boolean IN 是否转化为小写（默认为

true）

举例：

select dbms_assert.enquote_name('''"AAA',false);

enquot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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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dbms_assert.enquote_name(str varchar)

相当于：dbms_assert.enquote_name(str,true)

举例：

select dbms_assert.enquote_name('''"AAA');

enquot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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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5.21.3 dbms_assert.noop

函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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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s_assert.noop(str varchar)

函数说明： 空操作，不作任何 check，返回 str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 varchar IN

举例：

select dbms_assert.noop('some string');

n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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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string

5.21.4 dbms_assert.schema_name

函数原型：

dbms_assert.schema_name(str varchar)

函数说明： 确保输入的是一个 schema名称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 varchar IN 输入的名称

举例：

select dbms_assert.schema_name('dbms_assert');

schema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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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ms_as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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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select dbms_assert.schema_name('jabadabado');

ERROR: invalid schema name

5.21.5 dbms_assert.object_name

函数原型：

dbms_assert.object_name(str varchar)

函数说明： 确保输入的是一个 object名称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 varchar IN 输入的名称

举例：

select dbms_assert.object_name('pg_catalog.pg_class');

object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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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_catalog.pg_class

(1 row)

select dbms_assert.object_name('dbms_assert_fooo');

ERROR: invalid object name

5.21.6 dbms_assert.simple_sql_name

函数原型：

dbms_assert.simple_sql_name(str varchar)

函数说明： 确保输入的是一个 sql name

Sql name: 以双引号引起来 或 只有字母、数字、下划线组成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214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 varchar IN 输入的名称

举例：

select dbms_assert.simple_sql_name('"Aaa dghh shsh"');

simple_sql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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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dghh shsh"

(1 row)

select dbms_assert.simple_sql_name('ajajaj -- ajaj');

ERROR: string is not simple SQL name

5.21.7 dbms_assert.qualified_sql_name

函数原型：

dbms_assert.qualified_sql_name(str varchar)

函数说明： 确保输入的是一个 qualified sql name

返回值类型：varchar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tr varchar IN 输入的名称

举例：

select dbms_assert.qualified_sql_name('aaa.bbb.ccc."aaaa""aaa"');

qualified_sql_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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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bbb.ccc."aaaa""aaa"

(1 row)

select dbms_assert.qualified_sql_name('aaa.bbb.cc%c."aaaa""aaa"');

ERROR: string is not qualified SQL name

5.22 dbms_random

5.22.1 dbms_random.initialize

函数原型：

dbms_random.initialize(seed int)

函数说明: 用一个种子初始化随机数的包 dbms_random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eed int IN 种子

举例：

SELECT dbms_random.initialize(8);

initi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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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w)

5.22.2 dbms_random.normal

函数原型：

dbms_random.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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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 返回一个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数

返回值类型：double precision

参数说明：无

举例：

liguangxian=# SELECT dbms_random.normal();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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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7877688597918

(1 row)

5.22.3 dbms_random.random

函数原型：

dbms_random.random()

函数说明：返回一个-2^31 .. 2^31 范围内的随机整数

返回值类型：integer

参数说明：无

举例：

SELECT dbms_random.random();

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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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387854

(1 row)

5.22.4 dbms_random.seed

有以下函数原型：

dbms_random.seed(seed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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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重置 dbms_random种子为 seed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eed int IN 新的种子

举例：

SELECT dbms_random.seed(8);

seed

------

(1 row)

dbms_random.seed(seed text)

函数说明：重置 dbms_random种子为 seed的哈希值

返回值类型：void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seed text IN 新的种子

举例：

SELECT dbms_random.seed('test');

seed

------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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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 dbms_random.string

函数原型：

dbms_random.string(opt text, len int)

函数说明：在一定的范围内随机返回一个长度为 len 的字符串，范围由 opt

确定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opt text IN Opt 的取值范围 和产生随

机数的范围：

‘a’/’A’:所有字母

‘l’/’L’:所有小写字母

‘u’/’U’:所有大写字母

‘x’/’X’:所有大写字母和数

字

‘p’/’P’:所有可打印的字符

len int IN 字符串长度

举例：

SELECT dbms_random.string('U',5);

string

--------

XEJGE

(1 row)

5.22.6 dbms_random.terminate

函数原型：

dbms_random.term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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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 终止 dbms_random的使用

返回值类型：text

参数说明：无

举例：

SELECT dbms_random.terminate();

terminate

-----------

(1 row)

5.22.7 dbms_random.value

有以下原型：

dbms_random.value(low double precision, high double precision)

函数说明： 生成一个 low 到 high 之间的随机数，随机数的取值范围[low,

high)

返回值类型：double precision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参数类型 IN/OUT 说明

low double

precision

IN 下限

high double

precision

IN 上限

举例：

SELECT dbms_random.value(10,15);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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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2338823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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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dbms_random.value()

函数说明： 生成一个 0到 1之间的随机数，随机数的取值范围[0, 1)

返回值类型：double precision

参数说明：无

举例：

SELECT dbms_random.valu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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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4745596107095

(1 row)

5.23 oracle.varchar2 type support

5.23.1 varchar2in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varchar2in|varchar2 |cstring,oid,integer|normal

函数原型：

varchar2in(cstring, oid, integer)

函数说明：

将 C字符串转换为 VARCHAR2内部表示。 atttypmod是类型的声明长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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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VARHDRSZ。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csting trigger

oid

integer 适用的 typmod值

举例：

select varchar2in('asd',0, 1);

varchar2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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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d

(1 row)

5.23.2 varchar2out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oracle_catalog|varchar2out|cstring |varchar2 |normal

函数原型：

varchar2out(varchar2)

函数说明：

将 VARCHAR2值转换为 C字符串。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varchar2 c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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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select varchar2out('101');

varchar2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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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1 row)

5.23.3 varchar2_transform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oracle_catalog|varchar2_transform|internal |internal |normal

函数原型：

varchar2_transform(internal)

函数说明：

不可以 select直接调用，可以参考下面方法。

CREATE TRANSFORM FOR int LANGUAGE SQL (
FROM SQL WITH FUNCTION varchar_transform(internal),
TO SQL WITH FUNCTION int4recv(interna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varchar2 c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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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4 varchar2typmodout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oracle_catalog|varchar2typmodout|cstring |integer |normal

函数原型：

varchar2typmodout (integer)

函数说明：

将 VARCHAR2值转换为 C字符串。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integer typmod 类型 cstring

5.23.5 varchar2typmodin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oracle_catalog|varchar2typmodin|integer |cstring[] |normal

函数原型：

varchar2typmodin (c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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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

将 cstring[] 转化为 integer 并且加上 VARHDSRSZ。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cstring[] integer

5.23.6 varchar2send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oracle_catalog|varchar2send|bytea |varchar2 |normal

函数原型：

varchar2send (varchar2)

函数说明：

将 VARCHAR 转化为 二级制格式。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varchar2 bytea

举例：

select varchar2send('asd');

varchar2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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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617364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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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7 nvarchar2recv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varchar2in|varchar2 |cstring,oid,integer|normal

函数原型：

nvarchar2recv(internal, oid, integer)

函数说明：

将外部二进制格式转换为 nvarchar.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internal nvarchar2

oid

integer

5.23.8 nvarchar2in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nvarchar2in|nvarchar2 |cstring,oid,integer|normal

函数原型：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226

nvarchar2in(internal, oid, integer)

函数说明：

将 C字符串转换为 NVARCHAR2内部表示。 atttypmod是类型的声明长度

加上 VARHDRSZ。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internal nvarchar2

oid NO USE

integer

举例：

select nvarchar2in('asd', 0,3);

nvarchar2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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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d

(1 row)

5.23.9 nvarchar2out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oracle_catalog|nvarchar2out|cstring |nvarchar2 |normal

函数原型：

nvarchar2out(cstring)

函数说明：

将 NVARCHAR2值转换为 C字符串。

使用文本到 C字符串转换函数，仅当 VarChar和 text是等效类型时才适用。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Nvarchar2 cstring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227

举例：

select nvarchar2out('highgo');

nvarchar2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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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go

(1 row)

5.23.10 nvarchar2_transform

同 varchar2_trnsform

5.23.11 nvarchar2send

同 varchar2send ,只是传入参数不同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Argumentdatatypes| Type

----------------+---------------+------------------+---------------------+--------

oracle_catalog|nvarchar2send|bytea |nvarchar2 |normal

函数原型：

nvarchar2send (nvarchar2)

函数说明：

将 VARCHAR 转化为 二级制格式。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nvarchar2 bytea

举例：

select varchar2send('high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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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char2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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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68696768676f

(1 row)

5.23.12 nvarchar2typmodin

同 varchar2typmodin

5.23.13 nvarchar2typmodout

同 varchar2typmodout

5.23.14 varchar2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varchar2|varchar2 |varchar2,integer,boolean|normal

函数原型：

varchar2(varchar2, integer, boolean)

函数说明：

将 VARCHAR2类型转换为指定的大小。

maxlen 是 typmod，即声明的长度加上 VARHDRSZ bytes.isExplicit如果是

显式转换为 varchar2（N），则为 true。

截断规则：对于显式强制转换，静默截断到给定长度; 对于隐式强制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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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超出长度限制则引发错误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Varchar2 Varchar2

integer typpmod

boolean isExplicit

举例：

select varchar2('highgo'::varchar2(6), 10, true);

varchar2

----------

highgo

(1 row)

5.23.15 nvarchar2

函数列表：

Listoffunctions

Schema | Name |Resultdatatype| Argumentdatatypes | Type

----------------+-----------+------------------+-----------------------------+--------

oracle_catalog|nvarchar2|nvarchar2 |nvarchar2,integer,boolean|normal

函数原型：

nvarchar2(nvarchar2, integer, boolean)

函数说明：

将 NVARCHAR2类型转换为指定的大小

maxlen是 typmod，即声明的长度加上 VARHDRSZ字节。 如果这是针对

nvarchar2（N）的显式强制转换，则 isExplicit为 true。

截断规则：对于显式强制转换，静默截断到给定长度; 对于隐式强制转换，

如果超出长度限制则引发错误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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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nvarchar2 nvarchar2

integer typpmod

boolean isExplicit

举例：

select nvarchar2('highgo'::nvarchar2(6), 10, true);

nvarchar2

-----------

highgo

(1 row)

5.24 text and integer

5.24.1 textinteq
函数原型： textinteq(str text, num integer)

函数说明： 判断 str转化为 int，是否和 num 相等，返回 bool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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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str text 字符串数字 boolean

num integer int4

举例：

select textint4eq('123'::text,123);

textint4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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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row)

5.24.2 extint4ge
函数原型： textint4ge(str text, num integer)

函数说明： 判断 str转化为 int，是否不小于 num，返回 bool类型。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str text 字符串数字 boolean

num integer int4

举例：

select textint4ge('123'::text,123);

textint4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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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row)

5.24.3 textint4gt
函数原型： textint4gt(str text, num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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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 判断 str转化为 int，是否大于 num，返回 bool类型。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str text 字符串数字 boolean

num integer int4

举例：

select textint4gt('1234'::text,123);

textint4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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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row)

5.24.4 textint4le
函数原型： textint4le(str text, num integer)

函数说明： 判断 str转化为 int，是不大于 num，返回 bool类型。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str text 字符串数字 boolean

num integer int4

举例：

select textint4le('123'::text,123);

textint4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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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row)



专注数据服务 共享你我智慧

1233

5.24.5 textint4lt
函数原型： textintlt(str text, num integer)

函数说明： 判断 str转化为 int，是小于 num，返回 bool类型。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str text 字符串数字 boolean

num integer int4

举例：

select textint4lt('12'::text,123);

textint4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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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row)

5.24.6 textint4ne
函数原型： textintne(str text, num integer)

函数说明： 判断 str转化为 int，是否不等于 num，返回 bool类型。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str text 字符串数字 boolean

num integer int4

举例：

select textint4ne('123'::text,1234);

textint4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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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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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version

5.25.1 get_major_version

函数原型： get_major_version ()

函数说明： 返回数据库的版本。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text

举例：

select get_major_version();

get_major_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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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greSQL 10.4

(1 row)

5.25.2 get_major_version_num

函数原型： get_major_version_num ()

函数说明： 返回数据库的主版本数字。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text

举例：

select get_major_version_num();

get_major_version_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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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row)

5.25.3 get_full_version_num

函数原型： get_full_version_num ()

函数说明： 返回数据库的版本数字以及更新版本。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text

举例：

select get_full_version_num();

get_full_version_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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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1 row)

5.25.4 get_platform

函数原型： get_platform ()

函数说明： 返回默认格式 float8， int8为 64 bi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text

举例：

select get_platform();

get_plat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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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bit

(1 row)

5.25.5 get_status

函数原型： get_platform ()

函数说明： 返回默认当前状态，Debug 或者 Production。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说明 返回类型

text

举例：

select get_status();

get_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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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ug

(1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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