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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产品简介

图 1-1 瀚高企业版数据库系统 V6 总体架构

瀚高企业版数据库系统 V6（以下简称 HGDB-EE V6），是瀚高公司核心开
发团队在深入研究和消化 PostgreSQL 最新内核基础上，融合公司多年 Oracle 数
据库运维管理经验，为用户精心打造的一款面向核心 OLTP 业务的企业级关系
型数据库。HGDB-EE V6 不仅延续了 PostgreSQL 最新的内核及功能，同时拓展
了丰富的企业级功能。和 PostgreSQL 社区版本相比，HGDB-EE V6 在高可用性、
安全性及易用性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1.2 产品技术特点
HGDB-EE V6 有如下特点：
⚫

与瀚高安全版数据库系统 V4.5 内核保持同步。基于 Oracle 或
MySQL 开发的应用，可通过瀚高迁移工具迁移到 HGDB-EE V6；
基于 PostgreSQL 开发的应用，可无缝迁移到 HGDB-EE V6。

⚫

继续延续 HGDB-EE V5 原有的自研功能，包括：备份恢复管理
(HG_RMAN)、流复制集群管理(HG_REPMGR)、定时任务管理(HG_JOB)、
闪回查询(HG_FBQ)、数据库性能采集分析与监控机制(HG_PDR)、流
复制增强(HG_STREAM) 、全库加解密(HG_FDE)、中文分词与检索
(HG_ULTRASEARCH)；

⚫

新增丰富的企业级自研功能，包括：分片管理(HG_SHARDING)、SQL
转发(sql_forward)、密码安全模块、分区语法增强、并行备份；

⚫

主流 GIS 平台支持。包括 ArcGIS、SuperMap GIS 所有主流版本，并
且提供针对 GIS 的优化包来有效提高地理信息数据的处理性能；

⚫

云部署支持。HGDB-EE V6 可以支持私有云及混合云架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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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tack、Docker 等。HGDB-EE V6 还支持主流的 IaaS 厂商云集
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 PaaS 专有云服务；
⚫

与 Oracle 高度兼容。和 Oracle 数据库具有高度兼容，可利用迁移
工具把数据和各种对象很方便的迁移到 HGDB-EE V6 上；

⚫

图形化部署与日常管理：使用图形化向导工具安装与配置数据库，
过程简单直观。同时公司有相应的瀚高数据库图形管理工具，助力
数据库管理员简化数据库的日常管理。

2 产品主要功能简介
功能
流复制集群管理
(HG_REPMGR)
备份恢复管理
(HG_RMAN)
定时任务管理
(HG_JOB)
闪回查询(HG_FBQ)

分片管理
(HG_SHARDING)

数据库性能采集分析
与监控机制
(HG_PDR)
流复制集群增强
(HG_Stream)
SQL 转发
(SQL_forward)
全库加解密

描述
HG_REPMGR 简化了流复制集群的部署与管理。借助
HG_REPMGR，可以实时监控流复制集群的运行状
态，完成一站式集群管理。
HG_RMAN 用于执行数据库的物理备份与恢复。使用
它可执行一致性备份或非一致性备份、增量备份或完
全备份。
HG_JOB 用于定时自动调用数据库存储过程和 sql 语
句。时间周期可以细分到年、季度、月、日、小时、
分钟、秒。
HG_FBQ 可以用于恢复或者查询已提交的删除或者更
新的数据。
HG_SHARDING 可以在分布式数据库环境中将表划分
到多个数据库服务器实例上，分片也称为水平分区，
它在一个或多个外部数据库服务器中保存数据以分散
负载。在外部服务器上创建的表通常称为“分片”，并
且通常通过本地数据库服务器上的外部数据包装器
（FDW）处理程序（例如，postgres_fdw 扩展）进行
访问。
HG_PDR 可以周期性的收集、处理和维护性能统计数
据，用于性能问题的诊断与定位。
对传统流复制机制进行了功能增强。
支持备端将写操作转发到主端执行，接收主端执行结
果后再将结果转发给客户端，而读操作留在备端继续
执行。
HG_FDE 可以实现对数据库的所有数据文件和 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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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_FDE)

日志进行动态加解密。

3 产品体系结构

图 3-1 HighGo Database V6 体系结构示意图

HGDB-EE V6 采用多进程模式，能够充分确保高并发情况下数据库的稳定
性和扩展性。客户端经过鉴权认证与守护进程建立连接后，与数据库实例的共
享内存区进行交互。后台写进程、日志写进程、状态收集进程、自动清理进程、
归档进程等后台进程维护数据库实例的内存结构，确保数据库的访问性能和数
据安全性。
HGDB-EE V6 具备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优秀特性，严格遵循 ACID 特性，
通过多版本并发控制（MVCC）、事务日志及约束等技术，在事务处理要求较高
的行业和使用场景中，充分满足用户业务系统数据访问一致性的严格要求。同
时通过对 JSON/JSONB 的原生支持具备了 NoSQL 的特性，提供更加灵活的数据
存储方式。

版权所有 ©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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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核心技术与特性
HGDB-EE V6 拥有丰富的特性与核心技术，具备高性能、高可用性、易用
性、高安全性、高兼容性等。

4.1 高性能
4.1.1 数据分区
HGDB-EE V6 提供了多种数据分区方案：范围分区、列表分区、哈希分区。
通过分区可以把大表（超大表）分成若干个子表：
⚫

单个分区表相对较小，可以保持在内存里，适合把热数据从大表拆
分出来的场景。

⚫

对于大范围查询场景，可以使用分区表扫描。减少索引带来的额外
资源消耗。

⚫

允许具有数千个子分区的表通过仅影响少量分区的操作进行有效处
理。

⚫

允许外键引用分区表。

⚫

提高 COPY 进入分区表的速度。

⚫

允许分区边界是任何表达式，此类表达式在分区表创建时进行评估。
以前，只允许简单常量作为分区边界。

⚫

增强分区语法，允许用户在一个合并的 SQL 语句中创建分区表及其
分区和子分区，提高了易用性。

在适用场景下，合理使用分区，可以让数据库系统获得指数级的性能提升。
4.1.2 批量数据加载
传统的 COPY...FROM...方式的数据导入机制，执行效率相对较低，无法满
足 海 量 数 据 的 导 入 性 能 要 求 。HGDB-EE V6 提 供 了 数 据 加 载 工 具
（PG_Bulkload），用来批量快速加载海量数据，在导入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写
日志和跳过错误数据行对数据的加载进行加速。
4.1.3 并行查询
HGDB-EE V6 通过并行提升了如下场景中的查询性能：
⚫

PREPARE / EXE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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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llel Index Scan / Index Only Scan

⚫

Parallel SubPlan

⚫

Parallel Merge Join / Gather Merge

⚫

Parallel bitmap heap scan

4.1.4 跨数据库查询
跨数据库查询为不同环境下的在线、异构数据源提供及时的关联查询服务。
不论数据库是 Oracle、MySQL、SQLServer、PostgreSQL 还是 Redis，不论数据
库实例部署在哪个环境，通过一条 SQL 就能实现这些数据库实例之间的关联查
询。能够解决垂直、水平拆分后的跨数据库查询和异构数据库的关联查询问题。
HGDB-EE V6 中的 postgres_fdw 扩展可以将聚合函数和 FULL JOIN 操作下
推到远程服务器计算结果，以便充分利用远程服务器的计算资源。
4.1.5 自定义多列混合统计信息
HGDB-EE V6 增加了自定义多列混合统计信息，可以更为精确的估算 SQL
执行成本，从而获得相对精准的 SQL 执行计划，实现 SQL 语句的高效运行。
4.1.6 优化器
⚫

统计信息
允许使用 CREATE STATISTICS 语句为多个列创建常用值的统计信息。

该功能可以增强 需要对多个 WHERE 子句进行综合评估的多列查询的优化。
如果这些列是相关但是分布不均匀的，该功能的优化效果会更加显著。
⚫

通用表表达式（Common Table Expressions）
允许将通用表表达式（CTE）内联到外部查询中。
提升复杂查询的可读性。我们可以使用 CTE 以更加可读的方式组织复

杂查询。
可创建递归查询。当需要查询层次数据如组织或物料清单信息时，使用
递归查询很方便。
和窗口函数一起使用。通过和窗口函数一起使用创建初始结果集，然后
使用 select 对结果集进行进一步处理。
⚫

执行计划
可以使用自定义的或通用的计划来执行已准备好的语句。使用自定义计

划需要使用特定参数值为每个执行重新生成计划；而通用计划不依赖这些
参数值，可以对多个执行重用计划。因此，使用通用计划可以节省计划时
版权所有 ©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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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但如果理想的计划强烈依赖于参数值，则通用计划可能会比较低效。
这些选项之间的选择通常是自动进行的，但是可以用 plan_cache_mode 参数
进 行 设 置 ， 可 选 值 有

auto (the default),、force_custom_plan、

force_generic_plan。

4.2 高可用性
HGDB-EE V6 支持多种高可用技术架构，包括 HA 双机架构、多节点流复
制（同步、异步、混合同步、级联）集群架构等，同时 HGDB-EE V6 延续并增
强了流复制集群管理组件 HG_REPMGR，并对流复制同步机制进行了功能增强，
为用户提供最佳高可用解决方案。
4.2.1 流复制集群管理组件(HG_REPMGR)
HG_REPMGR 的总体架构如下：

图 4-1 HG_REPMGR 体系结构示意图

HG_REPMGR 是在社区版 REPMGR 基础上进行了功能改进与增强，如提供
负载均衡功能和 VIP 功能，客户可根据业务场景进行配置。同时修正了发现的
多处 BUG。HG_REPMGR 已开源并在官方网站发布社区版。
以下为 HG_REPMGR 的四个组成部分：
后台守护进程 repmgrd：在每个节点的后台运行，负责实时监控与自动
Failover。
命令行工具 repmgr：负责执行一站式管理任务，如克隆节点、注册节点、
主备 Switchover、主备 Failover、注销节点、重新加入节点等。在任一节点上通

版权所有 ©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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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repmgr 可管理集群所有节点。
配置文件：独立存在于每个节点上，用于保存节点的属性定义。
元数据：存储在集群主节点数据库中，通过流复制同步到所有备节点数据
库。元数据包括集群所有主备节点的注册信息（节点编号、主备状态等）。
4.2.2 流复制增强特性(HG_Stream)
在传统流复制集群中，WAL 日志传输模式有同步（Sync）和异步（Async）
两种模式。基于服务器与存储成本、容灾高可用架构以及核心业务性能的考虑，
在实际生产环境中，通常有以下典型的使用场景：
典型场景一：主节点 + 备节点（同步模式）

图 4-2 典型场景一：本地高可用

典型场景二：本地主节点 + 本地备节点（同步模式）+ 异地备节点（异步
模式）

版权所有 ©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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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典型场景二：本地高可用 + 异地容灾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服务器软硬件故障、网络抖动、服务器资
源紧张等导致备节点无法和主节点保持 Sync 模式同步。按照流复制集群现有的
机制，在这些场景下会导致主节点出现挂起，不能继续提供服务，会严重影响
到业务连续性。
HGDB-EE V6 实现了如下增强：
⚫

故障切换：处于 Sync 模式的备节点异常宕机不会影响主节点的正常运
行；当出现异常的 Sync 模式备节点恢复正常时，数据库自动将故障节
点恢复为 Sync 模式，无需人工干预。

⚫

负载均衡：HGDB-EE V6 流复制提供了负载均衡功能，客户可根据业务
场景进行配置。

启用瀚高流复制增强特性后，可以规避现有同步机制异常对业务连续性带
来的潜在风险。
4.2.3 备份恢复管理组件(HG_RMAN)
在数据库使用的生产场景中，通常会遇到各种异常和数据失效。
软硬件与人为异常：
1. 硬件损坏：服务器宕机，需更换服务器。
2. 数据库介质损坏：文件损坏。

版权所有 ©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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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为故障：表误删除，数据文件误删除等。
4. 数据库实例异常：数据库后台进程崩溃等导致数据异常。

数据失效：
1. 数据文件无法正常访问。
2. 物理损坏：数据块信息物理不完整。
3. 逻辑损坏：数据字典信息不一致，索引块与数据块信息不一致等。
4. 不一致：pg_control 信息与数据文件信息不同步。
5. IO 异常：网络或者 IO 异常导致数据不完整。
数据库备份工具 Pg_basebackup 虽然在备份过程中不会影响到数据库的正常
使用，也不需要通过文件系统访问来传输数据文件。但是 pg_basebackup 存在一
些限制，例如没有备份结果集管理机制，无法实现物理块级和增量备份等，很
难满足企业级数据库的备份需求。
HGDB-EE V6 延续和增强了数据库组件 HG_RMAN，用于执行备份和恢复
管理。使用它可执行一致性备份或非一致性备份，执行增量备份或完全备份。
HG_RMAN 总体架构如下：

图 4-4 HG_RMAN 体系结构示意图

版权所有 ©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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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 Manager 可执行文件：HG_RMAN 负责解释用户命令和调用相应
的服务器会话来执行任务。
数据库连接会话：HG_RMAN 连接到目标数据库后可执行备份和恢复功能。
这些会话会在指定的存储位置上读写文件。
目标数据库群集： 使用 HG_RMAN 对其执行备份和恢复操作的数据库群集
称为目标数据库群集。目标数据库群集的控制文件(PG_CONTROL)包含关于其
物理结构的信息，如数据库系统标识符、数据库块大小、WAL 日志块大小、最
新检查点信息及最新重做日志信息等。
Catalog：用于保存所有备份文件信息和其他信息。HG_RMAN Catalog 存储
在单独的加密二进制文件中。
配置文件：HG_RMAN 会维护关于目标数据库群集备份和恢复操作所需的
配置信息。配置信息存储在单独的文本文件中。
备份集：备份集包含所有备份文件，如数据文件的全量和增量备份、归档
日志的备份、控制文件的备份及其他文件的备份。

HG_RMAN 主要特点如下：
⚫

备份记录集管理：历史记录，保留策略，有效性校验等

⚫

基于物理块级备份

⚫

支持全量、增量及归档日志在线备份

⚫

支持 Point-In-Time Recovery(PITR)

⚫

支持备份压缩机制

⚫

独有的块变化跟踪机制

⚫

独有的块介质恢复（Block Media Recovery，BMR)技术

基于块变化跟踪机制，在增量备份时效率可提升至少 5 倍以上。BMR 技术
可以在数据库出现少量坏块时，实现在线快速修复，无需停机和恢复整库，更
好的保证了业务连续性。
4.2.4 分片管理(HG_SHAREDING)
分片是在分布式数据库环境中将表划分为多个数据库服务器实例的行为，
而分区是指在同一数据库服务器上划分表。分片也称为水平分区，它在一个或
多个外部数据库服务器中保存数据以分散负载。在外部服务器上创建的表通常
称为“分片”，并且通常通过本地数据库服务器上的外部数据包装器（FDW）
处理程序（例如，postgres_fdw 扩展）进行访问。
版权所有 ©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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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高数据库引入了一个新的可选子句 WITH PUSHDOWN，该子句可用于
创建外部分区表。该子句提供了在外部服务器上自动创建外部分区表的功能，
而无需用户手动进行操作。相反，在之前的瀚高企业版数据库系统中，用户需
要在外部服务器以及本地服务器上手动创建分区表。
除了新的 WITH PUSHDOWN 子句外，瀚高数据库还包括另一个可选子句
INCLUDE REMOTE，该子句可与现有的 DROP FOREIGN TABLE 子句一起使
用，以自动删除外部服务器中的表，而无需用户手动删除它。在之前的瀚高企
业版数据库系统中，用户仍然需要手动将分区表拖放到外部服务器和本地服务
器上。
此功能内置在瀚高数据库的 postgres_fdw 扩展中，并且可以扩展到其他
FDW。这是一项旨在自动创建和删除分片表的功能。
4.2.5 性能监控与诊断组件(HG_PDR)
数据库性能监控与诊断组件--HG_PDR 实现了周期性的收集、处理、持久
化和维护性能统计数据，主要用于数据库性能问题的诊断与解决。另外，
HG_PDR 可以生成简单明了、信息丰富和分类清晰的 HTML 格式性能诊断报告，
以方便数据库管理者阅读。

版权所有 ©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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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HG_PDR 诊断报告示例

4.2.6 SQL 转发(SQL_FORWARD)
瀚高企业版数据库系统 V6 支持内核层面的 SQL 转发功能，当 SQL 转发开
关参数启动后，数据库在获取客户端发送来的 SQL 语句后，分析其读写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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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以此判断在主库或备库上执行。
从 SQL 语句的处理角度来看，转发模块分为普通模式、Nontransactional
（非事务）模式、Enhance non-transactional（增强非事务）模式三种模式。其中
最基础的是普通模式，依据解析树判断 SQL 语句的读写属性,若是读属性的 SQL
语句留在备端执行,若是写属性的 SQL 语句则转发到主端执行并转发主端回复结
果给客户端。Nontransactional（非事务）模式、Enhance non-transactional（增强
非事务）模式的处理逻辑和普通模式基本一致，这三种模式最根本的差异在对
于事务的处理上。
普通模式下把整个事务块作为写操作来看待处理，即整个事务块都会被转
发到主端执行；Nontransactional（非事务）模式则是打散了事务块，把事务块
内的 SQL 语句当作自动提交的 SQL 语句来看待，事务内的写操作转到主端处
理，读操作继续在备端执行；Enhance non-transactional（增强非事务）模式是
Nontransactional 模式的增强，动态记录事务内写操作 SQL 语句波及的表，若后
续发现了读取这些表的读属性 SQL 语句，那将该 SQL 语句转发到主端执行。
4.2.7 闪回查询特性（HG_FBQ）
HG_FBQ 启用后，可以用于恢复、查询那些已提交的删除和更新的数据。
HG_FBQ 总体架构如下：

图 4-6 HG_FBQ 体系结构示意图

主要特点如下：
⚫

支持查看事务数据在特定时间区间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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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于防范人为的数据误操作

⚫

可对比当前版本的数据和早些版本的数据差异

4.3 易用性
4.3.1 定时任务组件(HG_JOB)
HG_JOB 用于定时调用数据库存储过程和 SQL 语句，可设置时间定期自动
执行，时间周期可以细分到年、季度、月、日、小时、分钟、秒。总体架构如
下：

图 4-7 HG_JOB 体系结构示意图

主要特点如下：
⚫

不依赖于第三方工具

⚫

创建后，可在固定时间内定期自动执行

⚫

支持调用存储过程、SQL 语句等

⚫

任务的运行状态查询及有效性检测

⚫

任务内容可按需在线动态修改

版权所有 ©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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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B-Tree 索引检查工具(amcheck)
amcheck 主要用于检验 B-Tree 索引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4.3.3 图形化部署与管理
HGDB-EE V6 使用图形化部署与管理工具，简单易用。

图 4-8 图形化部署工具示例

HGDB-EE V6 支持最新版的数据库开发管理工具，相较于企业版 V5 版本的
管理工具，其界面更加简洁易用，且支持多种国产平台。该工具同时支持瀚高
安全版及企业版数据库，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工具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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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图形化管理工具示例

4.4 安全性
HGDB-EE V6 拥有多层安全防护机制，可以从访问控制、数据加密、安全
认证机制等多个维度最大程度保障数据库的访问安全及数据的存储安全。
4.4.1 身份鉴别
用户身份鉴别是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的最外层安全保护措施，每个用户在
系统中都有一个用户标识（由用户名和用户标识号组成）。用户标识号（UID）
在系统的生命周期内是唯一的，并且系统内部记录着所有合法用户的标识，系
统鉴别是指由系统提供一定的方式让用户标识自己的身份或名字。用户进入系
统时由系统进行核对，通过鉴定后才提供使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权限。
HGDB-EE V6 支持多种身份鉴别机制：Password、MD5、SM3、GSSAPI、
SSPI、Ident、Peer、LDAP、RADIUS、Certificate、PAM、BSD，这些身份鉴别
机制用来鉴别访问用户身份的合法性及访问合法性，其中 SM3 是相较于 MD5
安全性更高的国产哈希算法。HGDB-EE V6 还特别对前三种认证方式的密码强
度进行了改进。
4.4.2 资源控制
HGDB-EE V6 提供了多种用户资源限制功能，包括密码有效期限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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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限制、最大连接数限制、IP 地址连接限制、密码错误次数限制等。
HGDB-EE V6 还可通过配置安全策略参数来设定缺省密码有效期、可尝试
输入密码的次数和账号锁定后自动解锁的时间。
4.4.3 访问控制
HGDB-EE V6 支持有效的自主访问控制和强制访问控制，能够通过授予和
撤销权限来控制普通用户对数据库的访问。每个用户拥有自己的安全策略，用
户对数据的所有操作，如数据查询和数据更新，都会受到策略的限制。数据库
通过强制访问控制来确保用户访问的合法性，用户无法执行未经授权的访问操
作。
HGDB-EE V6 增加了四个内置角色，以便数据库的权限分组管理更加简单。
此 外 ，HGDB-EE V6 还 支 持 细 粒 度 的 数 据 访 问 行 级 安 全 （Row Level
Security）控制，可以限制用户只能访问单个表中有授权的记录行，为敏感数据
施加细粒度的访问控制。
4.4.4 数据加密(HG_FDE)
HGDB-EE V6 支持 Full Database Encryption（FDE）特性。
FDE 实现了对整个数据库文件访问的加解密。即使数据库文件介质被盗取，
也无法直接读取到明文数据，从而避免敏感数据被泄露。FDE 加密对于用户和
应用访问完全透明，无需客户端进行任何额外的设置。
FDE 加密的文件，包括：
⚫

所有的堆文件（表、索引、系列、FSM 文件、VM 文件）

⚫

系统表

⚫

预写式日志（WAL）

⚫

查询时产生的临时文件

⚫

HG_FDE 除了支持 AES-128、AES-192、AES-256、BLOWFISH、DES、
3DES、CAST5 这七种加密算法，还引入了国密算法中的 SM4 算法。可
以在启用 HG_FDE 时指定。

4.4.5 数据传输加固
HGDB-EE V6 支持 SSL 协议，保障网络中数据传输的安全性，确保不会被
截取和窃听。在数据传输开始前，通讯双方需经过身份认证、协商加密算法、
交换加密密钥等过程，在数据传输过程中，通过对数据进行封装、压缩、加密，
最大程度保障传输安全。
版权所有 ©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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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DB-EE V6

中 的

SCRAM-SHA-256（Salted

Challenge

Response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比 MD5 更加安全，可以避免由于数据库存储的加密
密钥被破解，导致客户端篡改认证协议连接数据库的危险。

4.5 兼容性
HGDB-EE V6 与 ORACLE 数据库拥有高度兼容性。大多数应用场景下，基
于 Oracle 数据库开发的应用程序无需任何修改或仅做少量修改便可以运行在
HGDB-EE V6 平台之上，可以有效减少应用重构所需的大量人力和时间成本。
其中部分数据类型兼容如下：
Oracle 11.2

HGDB-EE V6

DATE

TIMESTAMP(0)

TIMESTAMP(p)

TIMESTAMP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TIMESTAMPTZ

TIMESTAMP WITH LOCAL TIME
ZONE
INTERVAL YEAR(p) TO MONTH

INTERVAL

INTERVAL DAY(p) TO SECOND(s)

INTERVAL

NUMBER(p,0)

NUMERIC

NUMBER(p)

NUMBER(NUMERIC)
INTEGER
BIGINT

NUMBER(p,s)

NUMERIC(p,s)
NUMBER(p,s)(NUMERIC(p,s))

FLOAT

DOUBLE PRECISION

BINARY_FLOAT

DOUBLE PRECISION
REAL

BINARY_DOUBLE

DOUBLE PRECISION
DECIMAL

CH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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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HAR(n)
VARCHAR2(n)

VARCHAR[(n)]

NVARCHAR2(n)

VARCHAR2[(n)]
TEXT
boolean

CLOB

TEXT
CLOB(text)
OID

NCLOB

TEXT
NCLOB(text)
OID

BFILE

BYTEA
BFILE(text)
OID

LONG

TEXT
LONG(text)
OID

BLOB

BYTEA
BLOB(bytea)
OID

RAW

BYTEA
RAW(bytea)
OID

LONG RAW

BYTEA
LONG RAW(bytea)
OID

XMLType

XML

4.6 异构数据库访问
HGDB-EE V6 支持外部数据源封装（FDW）和数据库连接（DBLink）特性，
可以实现对 Oracle、PostgreSQL、DB2、SQL Server、MySQL、Sybase 等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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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访问。

5 产品平台和数据库指标
5.1 支持的操作系统
Linux x86/x86-64
主流操作系统

Unix
Windows x86/x86-64
麒麟操作系统

国产操作系统

UOS 操作系统
中科方德操作系统
普华操作系统

5.2 硬件环境
1）支持 X86_64 架构的标准 PC 服务器
2）支持云部署
3）支持国产 CPU 架构

5.3 数据库指标
数据库指标
数据库大小

支持的最大值
无大小限制

(Database Size)
表大小

16TB - 64TB

(Table Size)
单表记录数

无个数限制

(Rows in a Table)
单表索引数

无个数限制

(Table Indexes)
行大小

1.6TB

(Row Size)
单表字段数

250 - 1600

(Columns In a Table)
大对象大小

2GB

(LOB Size)
版权所有 ©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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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大小

1GB

(Field Size)

6 关于瀚高
6.1 服务与支持
 服务内容
1) 数据库解决方案
2) 数据库架构部署
3) 数据库运维解决方案
4) 数据库定期巡检
5) 数据恢复
6) 故障应急服务
7) 瀚高数据库软件系统培训服务
 技术服务团队
作为国内第一家致力于开源数据库国产化的高新技术企业，多年专注国产
数据库及数据库工具产品研发及服务，锻炼出了很多拥有经验丰富和较强技术
实力的售后支持团队，能够为用户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工作。

6.2 关于瀚高
作为国产数据库行业龙头企业，瀚高软件秉承“振兴民族基础软件”企业
使命，以客户为关注焦点，致力于为政企客户提供有核心竞争力的数据库解决
方案。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保持产品解决方案始终处于行业发展前沿。通过不断完善全维度的产品供应和
服务支撑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为客户的成功提供强大源动力。
 人才
瀚高软件拥有国内顶尖的数据库内核研发精英团队，骨干研发人员均具有
10 年以上数据管理和信息领域技术开发经验，核心团队多年来保持稳定。
 创新
瀚高软件重视科技创新，积极与清华大学等顶级院校深度合作，促进科研、
教育、生产不同社会分工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形成技术创新
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落地。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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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高软件吸收和消化国际前沿技术，结合中国市场需求持续创新，形成了
以瀚高数据库管理系统为核心的数据综合管理产品线，可提供数据全生命周期
解决方案，产品安全、可靠、稳定，能够为用户降低大量的使用成本，通过专
业化的数据服务来提高整个 IT 部门的数据库运营效率。
 服务
瀚高软件在全国主要省会城市设立现场服务网点及远程服务，包括 400 电
话支持、技术支持邮箱支持、 Support 技术支持平台三大远程服务，已具备了跨
平台、跨行业、跨级别的综合服务能力，可提供线上线下 7*24 小时全方位支持，
可代替实现 80% 的现场操作，为用户节约大量时间及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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