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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简介 

Esgyn DBManager 监控并管理易鲸捷数据库和工作负载状况，它是一款基于网页

的企业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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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功能 

1.2.1 监控 

1.2.1.1 仪表板 

仪表板显示三部分指标图内容： 

• 主仪表板 

o 服务状态： 

∆ 在线/配置节点数 

∆ 事务管理服务 

∆ 缓存管理服务 

∆ 执行器监控服务 

∆ 主执行器服务 

∆ 数据库管理器 

∆ 存储节点服务 

∆ 数据节点服务 

o 数据库状态 

∆ 执行器启动数 

∆ 每分钟事务数 

∆ 每分钟 SQL 数 

∆ 数据空间使用量 

o HBase 状态 

∆ 均衡状态 

∆ 在线区域数 

∆ 读请求数 

∆ 写请求数 

o 集群状态 

∆ CPU 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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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使用率 

∆ 磁盘空间使用率 

∆ 网络使用率 

o 健康度 

o 会话数 

o 当前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o 内存使用率 

o 系统平均负载 

o CPU 使用率 

• 系统仪表板 

o 内存使用率 

o 系统平均负载 

o CPU 使用率 

o 当前打开文件描述符 

o 集群网络流量 

o Swap 分区使用率 

o 集群磁盘读写数据量 

o 磁盘根目录剩余空间 

o LDAP 已连接会话数 

o LDAP 线程数 

o LDAP 运行统计 

• 数据库仪表板 

数据库 

o ESP 内存使用 

o Mxosrvr 内存使用 

o RMS 内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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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MS 内部内存使用占比 

o 每分钟事务数 TPM (Transactions per minute) 

o 每分钟SQL数 QPM (Queries per minute)（现为大于配置时间长度的query

的 QPM， 

配置在 dcs-site.xml 里，key 为 dcs.server.user.program.mds.limit.ms，默认

值是 10000） 

o 已连接会话数 

o schema 已使用空间 

o 易鲸捷数据库 core 文件使用空间 

o Hadoop 日志目录使用空间 

o 易鲸捷数据库日志目录使用空间 

  Hadoop 

o HBase 读请求数 

o HBase 写请求数 

o HBase RS Heap 使用量 

o HBase 在线 Region 数 

o HBase Region 本地文件百分比 

o HBase GC 次数 

1.2.1.2 告警 

• 查看警报通知 

• 设置告警规则 

• 设置告警接收器 

1.2.1.3 连接 

• 查看易鲸捷数据库连接服务和 Master Executor 的状态 

• 查看当前活跃的应用会话 

• 获取易鲸捷数据库进程列表及进程堆栈信息 

• 终止指定 mxosrvr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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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工作负载 

1.2.2.1 监控 

• 监控系统中活跃的实时查询 

o 获取每个查询的运行时统计信息 

1.2.2.2 配置 

• 设置工作负载属性，使查询根据配置在指定节点上运行并使预定义的

CQDs/SETs 起作用。 

• 定义服务等级协议（SLA）并关联已定义的工作负载属性。 

• 映射终端用户至指定 SLA。 

 

1.2.3 数据管理 

1.2.3.1 数据库 

• 易鲸捷数据库 

o 查看 Schema、表、视图、索引、库、存储过程和 UDF 

o 查看对象属性、列、权限、DDL 文本和对象依赖并管理权限 

o 查看表的统计信息和 Region 统计信息 

o 创建/更改/删除库工具（部署库代码文件） 

• Hive 

 

o 查看 Hive 的 Schema 和表 

o 查看 Hive 表的属性和列 

 

1.2.3.2 查询工作台 

• 执行实时查询 

• 生成可视化解释计划和文本解释计划 

• 使用 CQDs 更改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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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查询的执行和解释 

• 导出查询结果和解释计划（.wbj 文件） 

• 导入查询结果和解释计划（.wbj、.txt、.sql 或.ddl 文件） 

 

1.2.3.3 安全 

• 添加/更改/删除数据库角色 

• 添加/更改/删除数据库用户 

• 向用户授予角色 

1.2.3.4 创建库 

 

1.2.3.5 执行脚本 

 

1.2.4 诊断 

1.2.4.1 查询审计 

• 查看易鲸捷数据库上执行过的 SQL 历史。 

 

1.2.4.2 日志 

• 查看易鲸捷数据库日志 

 

1.2.4.3 Core 分析 

• 查看 Core 文件 

 

1.2.4.4 集群诊断 

• 生成集群诊断报告 

1.2.5 运维 

1.2.5.1 备份/还原 

• 全量/增量数据备份 

• 备份导出 

• 备份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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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还原 

• 备份任务定时 

1.2.5.2 任务调度 

• 任务工作时间表 

• 查看工作状态 

1.2.5.3 多数据中心 

• 对等实例配置 

1.2.5.4 中间件 

• 会话配置 

• 连接配置 

1.2.5.5 执行命令 

 

1.2.6 租户 

• 新增/修改/删除租户 

• 新增/修改/删除资源组 

 

1.2.7 设置 

• 数据库配置 

• 安全设置 

 

1.2.8 帮助 

• 关于 

• 文档



2. 架构（Architecture） 

8 
 

2. 架构 

Esgyn DBManager 是监控和管理易鲸捷数据库的 Web 管理控制台。 

• Esgyn DBManager 作为嵌入式 jetty 网络服务器运行。 

• Web 客户端层使用 HTML5/JavaScript/CSS。 

• Web 客户端与 Esgyn DBManager 网络服务器通信使用 HTTPS 加密。 

• 使用 JDBC 验证 Web 客户端会话。 

• 通过 JDBC 和 HTTP 请求实现与易鲸捷数据库核心组件通信。 

• 使用 Prometheus 作为监控系统的主要组件，监控数据以时间序列格式存储。 

• 使用 esgyn_exporter 和 node_exporter 定期采集 Linux 系统和易鲸捷数据库服

务的健康状况和性能指标，并发布至 Prometheus。 

• 使用 AlertManager 自带的警报和通知提供实时警报信息，内嵌邮件等多种通

知形式，亦可通过 webhook 的形式对接各种自定义通知应用。 

• 使用 Elastic Search 为数据库日志提供全文搜索服务和 SQL 语句的审计功能。 

• 目前 DBManager 支持/不支持的浏览器及版本号的列表如下，绿色为支持，

其他为不支持。 

浏览器 版本号 

360 因为 360 内核是 IE，所以也不支持 

Chrome 40 大版本 50 大版本 60 大版本 70 大版本 80 大版本   

Firefox 30 大版本 40 大版本 50 大版本 60 大版本 70 大版本 80 大版本 

IE IE5 IE7 IE8 IE9 IE11   

 

• 能在网络服务器上执行本地脚本，实现更多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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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与配置 
 

Esgyn DBManager 有一部分组件是与数据库集成的，另外一部分组件是独立于数

据库的，他们的安装配置以及启动停止都各有不同，下面将分别介绍。 

 

更详细的安装配置内容，请参考《QianBase 安装部署指南》。 

 

3.1 OM HA 的安装 

 

3.1.1 准备安装包 

[root@hxpernode01 data]# ll OM_* 

-rw-r--r--  1 root root    31536575 Nov  8 10:48 

OM_HAInstaller-8fe58d5-20191108.tar.gz 

-rw-r--r--  1 root root  1526944077 Nov  5 16:33 

OM_KubeOffline-0.1.3-20191105.tar.gz 

 

3.1.2 安装 OM 基础包 

3.1.2.1 解压 OM 基础包  

[root@hxpernode01 data]# tar -xzvf OM_KubeOffline-

0.1.3-20191105.tar.gz 

 

3.1.2.2 安装 OM 基础包 

(注：--hosts 后面的机器名必须小写，并且必须填写主机的短域名) 

[root@hxpernode01 data]# cd OM_KubeOffline-0.1.3 

[root@hxpernode01 OM_KubeOffline-0.1.3]# ./install.py --hosts 

hxpernode01,hxpernode02,hxpernode11 

 

日志打印如下表示安装成功， 

… 

PLAY RECAP 

*****************************************************************

*****************************************************************

****************** 

hxpernode01                : ok=249  changed=75   unreachable=0    

failed=0    

hxpernode02                : ok=249  changed=80   unreachable=0    

fai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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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pernode11                : ok=313  changed=101  unreachable=0    

failed=0    

localhost                  : ok=1    changed=0    unreachable=0    

failed=0 

Friday 22 November 2019  13:18:54 +0800 (0:00:00.099)       0:05:43.467 

*******  

=========================================================

======================  

kubernetes-apps/rotate_tokens : Rotate Tokens | Test if default certificate is 

expired ---------------------------------------------------------------- 30.38s 

container-engine/docker : Ensure docker packages are installed ---------------------

------------------------------------------------------------------- 22.01s 

kubernetes/master : kubeadm | Initialize first master -----------------------------------

-------------------------------------------------------------- 20.29s 

kubernetes/master : kubeadm | Init other uninitialized masters -----------------------

----------------------------------------------------------------- 19.02s 

download : container_download | Load containers from registry pull is required or 

told to always pull (all nodes) ------------------------------------- 14.52s 

etcd : reload etcd ----------------------------------------------------------------------------

-------------------------------------------------------- 10.60s 

etcd : wait for etcd up -----------------------------------------------------------------------

--------------------------------------------------------- 7.26s 

kubernetes/preinstall : Copy files to remote locations ---------------------------------

---------------------------------------------------------------- 5.81s 

etcd : Gen_certs | Write etcd master certs ------------------------------------------------

------------------------------------------------------------- 5.53s 

download : file_download | Copy it ------------------------------------------------------

--------------------------------------------------------------- 3.81s 

container-engine/docker : file_download | Copy it -------------------------------------

----------------------------------------------------------------- 3.76s 

gather facts from all instances -------------------------------------------------------------

----------------------------------------------------------- 3.55s 

kubernetes/master : kubeadm | write out kubeadm certs -------------------------------

------------------------------------------------------------------- 3.36s 

kubernetes-apps/ansible : Kubernetes Apps | Lay Down CoreDNS Template ------

---------------------------------------------------------------------------- 2.99s 

kubernetes-apps/ansible : Kubernetes Apps | Start Resources ------------------------

-------------------------------------------------------------------- 2.94s 

kubernetes-apps/network_plugin/calico : Start Calico resources ---------------------

-------------------------------------------------------------------- 2.43s 

policy_controller/calico : Start of Calico kube controllers ----------------------------

---------------------------------------------------------------- 2.21s 

kubernetes-apps/rotate_tokens : Rotate Tokens | Delete expired tok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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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s 

etcd : Gen_certs | Gather etcd master certs ----------------------------------------------

-------------------------------------------------------------- 2.03s 

network_plugin/calico : Calico | Create calico manifests ------------------------------

----------------------------------------------------------------- 2.01s 

Congratulation 

 

问题一：大小写机器名不支持 

fatal: [HXnode13]: FAILED! => { 

    "assertion": "inventory_hostname is match(\"[a-z0-

9]([-a-z0-9]*[a-z0-9])?(\\.[a-z0-9]([-a-z0-9]*[a-z0-

9])?)*$\")",  

    "changed": false,  

    "evaluated_to": false,  

    "msg": "Hostname must consist of lower case 

alphanumeric characters, '.' or '-', and must start and 

end with an alphanumeric character" 

} 

...ignoring 

解决办法： 

[root@HXnode01 OM_KubeOffline-0.1.3]# grep 'Stop if bad 

hostname' * -R 

extra_playbooks/roles/kubernetes/preinstall/tasks/0020-

verify-settings.yml:- name: Stop if bad hostname 

roles/kubernetes/preinstall/tasks/0020-verify-

settings.yml:- name: Stop if bad hostname 

修改 roles/kubernetes/preinstall/tasks/0020-verify-

settings.yml 

- name: Stop if bad hostname 

  assert: 

    that: inventory_hostname is match("[a-z0-9]([-a-z0-

9]*[a-z0-9])?(\.[a-z0-9]([-a-z0-9]*[a-z0-9])?)*$") 

    msg: "Hostname must consist of lower case 

alphanumeric characters, '.' or '-', and must start and 

end with an alphanumeric character" 

  #ignore_errors: "{{ ignore_assert_errors }}" 

  ignore_errors: true 

 

问题二：libcgroup 包版本问题 

TASK [container-engine/docker : Ensure docker packages 

are installed] 

********************************************************



3. 安装与配置 

13 
 

********************************** 

Friday 08 November 2019  11:45:01 +0800 (0:00:03.693)       

0:00:07.164 *******  

fatal: [localhost]: FAILED! => {"censored": "the output 

has been hidden due to the fact that 'no_log: true' was 

specified for this result", "changed": true} 

...ignoring 

 

解决办法： 

root@HXnode01 OM_KubeOffline-0.1.3]# grep 'Ensure docker 

packages are installed' * -R 

extra_playbooks/roles/container-

engine/docker/tasks/main.yml:- name: Ensure docker 

packages are installed 

roles/container-engine/docker/tasks/main.yml:- name: 

Ensure docker packages are installed 

(1)修改 roles/container-engine/docker/tasks/main.yml 

 #no_log: true 

  no_log: false 

(2)重新执行打印详细日志 

TASK [container-engine/docker : Ensure docker packages 

are installed] 

********************************************************

********************************** 

Friday 08 November 2019  11:52:22 +0800 (0:00:03.698)       

0:00:07.176 *******  

fatal: [localhost]: FAILED! => {"changed": true, "cmd": 

"yum install -y -q audit-2.8.4-4.el7.x86_64.rpm audit-

libs-2.8.4-4.el7.x86_64.rpm libselinux-2.5-

14.1.el7.x86_64.rpm libselinux-utils-2.5-

14.1.el7.x86_64.rpm libsepol-2.5-10.el7.x86_64.rpm 

libselinux-python-2.5-14.1.el7.x86_64.rpm libsemanage-

2.5-14.el7.x86_64.rpm policycoreutils-2.5-

29.el7_6.1.x86_64.rpm selinux-policy-3.13.1-

229.el7_6.15.noarch.rpm selinux-policy-targeted-3.13.1-

229.el7_6.15.noarch.rpm libsemanage-python-2.5-

14.el7.x86_64.rpm audit-libs-python-2.8.4-

4.el7.x86_64.rpm setools-libs-3.3.8-4.el7.x86_64.rpm 

python-IPy-0.75-6.el7.noarch.rpm libcgroup-0.41-

20.el7.x86_64.rpm checkpolicy-2.5-8.el7.x86_64.rpm 

policycoreutils-python-2.5-29.el7_6.1.x86_64.rpm 

container-selinux-2.107-1.el7_6.noarch.rpm audit-2.8.4-

4.el7.x86_64.rpm containerd.io-1.2.6-3.3.el7.x86_64.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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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ce-cli-18.09.5-3.el7.x86_64.rpm docker-ce-

18.09.5-3.el7.x86_64.rpm", "delta": "0:00:01.405806", 

"end": "2019-11-08 11:52:24.303285", "msg": "non-zero 

return code", "rc": 1, "start": "2019-11-08 

11:52:22.897479", "stderr": "Error: Package: libcgroup-

tools-0.41-13.el7.x86_64 (@iso)\n           Requires: 

libcgroup(x86-64) = 0.41-13.el7\n           Removing: 

libcgroup-0.41-13.el7.x86_64 (@iso)\n               

libcgroup(x86-64) = 0.41-13.el7\n           Updated By: 

libcgroup-0.41-20.el7.x86_64 (/libcgroup-0.41-

20.el7.x86_64)\n               libcgroup(x86-64) = 0.41-

20.el7", "stderr_lines": ["Error: Package: libcgroup-

tools-0.41-13.el7.x86_64 (@iso)", "           Requires: 

libcgroup(x86-64) = 0.41-13.el7", "           Removing: 

libcgroup-0.41-13.el7.x86_64 (@iso)", "               

libcgroup(x86-64) = 0.41-13.el7", "           Updated By: 

libcgroup-0.41-20.el7.x86_64 (/libcgroup-0.41-

20.el7.x86_64)", "               libcgroup(x86-64) = 0.41-

20.el7"], "stdout": " You could try using --skip-broken 

to work around the problem\n** Found 3 pre-existing 

rpmdb problem(s), 'yum check' output 

follows:\nlibcom_err-devel-1.42.9-10.el7.x86_64 has 

missing requires of libcom_err(x86-64) = ('0', '1.42.9', 

'10.el7')\nlibselinux-devel-2.5-11.el7.x86_64 has 

missing requires of libselinux(x86-64) = ('0', '2.5', 

'11.el7')\nlibsepol-devel-2.5-6.el7.x86_64 has missing 

requires of libsepol(x86-64) = ('0', '2.5', '6.el7')", 

"stdout_lines": [" You could try using --skip-broken to 

work around the problem", "** Found 3 pre-existing rpmdb 

problem(s), 'yum check' output follows:", "libcom_err-

devel-1.42.9-10.el7.x86_64 has missing requires of 

libcom_err(x86-64) = ('0', '1.42.9', '10.el7')", 

"libselinux-devel-2.5-11.el7.x86_64 has missing requires 

of libselinux(x86-64) = ('0', '2.5', '11.el7')", 

"libsepol-devel-2.5-6.el7.x86_64 has missing requires of 

libsepol(x86-64) = ('0', '2.5', '6.el7')"]} 

...ignoring 

(3)移除以下目录的 rpm 

[root@HXnode01 OM_KubeOffline-0.1.3]# cd kube-

packages/docker/ 

[root@HXnode01 docker]# mv libcgroup-0.41-

20.el7.x86_64.rpm /root/ 

(4)修改 roles/container-engine/docker/tasks/main.yml，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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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行 

libcgroup-0.41-20.el7.x86_64.rpm 

 

问题 3：节点缺少 libcgroup 

fatal: [hxpernode11]: FAILED! => {"changed": true, 

"cmd": "yum install -y -q audit-2.8.4-4.el7.x86_64.rpm 

audit-libs-2.8.4-4.el7.x86_64.rpm libselinux-2.5-

14.1.el7.x86_64.rpm libselinux-utils-2.5-

14.1.el7.x86_64.rpm libsepol-2.5-10.el7.x86_64.rpm 

libselinux-python-2.5-14.1.el7.x86_64.rpm libsemanage-

2.5-14.el7.x86_64.rpm policycoreutils-2.5-

29.el7_6.1.x86_64.rpm selinux-policy-3.13.1-

229.el7_6.15.noarch.rpm selinux-policy-targeted-3.13.1-

229.el7_6.15.noarch.rpm libsemanage-python-2.5-

14.el7.x86_64.rpm audit-libs-python-2.8.4-

4.el7.x86_64.rpm setools-libs-3.3.8-4.el7.x86_64.rpm 

python-IPy-0.75-6.el7.noarch.rpm checkpolicy-2.5-

8.el7.x86_64.rpm policycoreutils-python-2.5-

29.el7_6.1.x86_64.rpm container-selinux-2.107-

1.el7_6.noarch.rpm audit-2.8.4-4.el7.x86_64.rpm 

containerd.io-1.2.6-3.3.el7.x86_64.rpm docker-ce-cli-

18.09.5-3.el7.x86_64.rpm docker-ce-18.09.5-

3.el7.x86_64.rpm", "delta": "0:00:00.674916", "end": 

"2019-11-22 12:58:53.110585", "msg": "non-zero return 

code", "rc": 1, "start": "2019-11-22 12:58:52.435669", 

"stderr": "Error: Package: policycoreutils-python-2.5-

29.el7_6.1.x86_64 (/policycoreutils-python-2.5-

29.el7_6.1.x86_64)\n           Requires: 

libcgroup\nError: Package: 3:docker-ce-18.09.5-

3.el7.x86_64 (/docker-ce-18.09.5-3.el7.x86_64)\n           

Requires: libcgroup", "stderr_lines": ["Error: Package: 

policycoreutils-python-2.5-29.el7_6.1.x86_64 

(/policycoreutils-python-2.5-29.el7_6.1.x86_64)", "           

Requires: libcgroup", "Error: Package: 3:docker-ce-

18.09.5-3.el7.x86_64 (/docker-ce-18.09.5-3.el7.x86_64)", 

"           Requires: libcgroup"], "stdout": " You could 

try using --skip-broken to work around the problem\n** 

Found 3 pre-existing rpmdb problem(s), 'yum check' 

output follows:\nlibcom_err-devel-1.42.9-10.el7.x86_64 

has missing requires of libcom_err(x86-64) = ('0', 

'1.42.9', '10.el7')\nlibselinux-devel-2.5-11.el7.x86_64 

has missing requires of libselinux(x86-64) = ('0', 

'2.5', '11.el7')\nlibsepol-devel-2.5-6.el7.x86_64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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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ng requires of libsepol(x86-64) = ('0', '2.5', 

'6.el7')", "stdout_lines": [" You could try using --

skip-broken to work around the problem", "** Found 3 

pre-existing rpmdb problem(s), 'yum check' output 

follows:", "libcom_err-devel-1.42.9-10.el7.x86_64 has 

missing requires of libcom_err(x86-64) = ('0', '1.42.9', 

'10.el7')", "libselinux-devel-2.5-11.el7.x86_64 has 

missing requires of libselinux(x86-64) = ('0', '2.5', 

'11.el7')", "libsepol-devel-2.5-6.el7.x86_64 has missing 

requires of libsepol(x86-64) = ('0', '2.5', '6.el7')"]} 

...ignoring    

 

解决办法： 

此节点缺少 libcgroup,安装 libcgroup 

[root@hxpernode11 ~]# rpm -qa | grep libcgroup 

[root@hxpernode11 ~]# yum install -y libcgroup 

 

3.1.2.3 验证 OM 基础包安装成功 

[root@hxpernode01 OM_KubeOffline-0.1.3]# kubectl get 

nodes 

NAME          STATUS   ROLES    AGE     VERSION 

hxpernode01   Ready    master   3m29s   v1.14.3 

hxpernode02   Ready    master   3m29s   v1.14.3 

hxpernode11   Ready    master   3m58s   v1.14.3 

 

 

3.1.2.4 检查 docker images 

[root@hxpernode01 OM_KubeOffline-0.1.3]# docker images 

REPOSITORY                                                                   

TAG                 IMAGE ID            CREATED             

SIZE 

reg.esgyn.com:5000/prom/alertmanager                                         

v0.19.0             30594e96cbe8        2 months ago        

53.2MB 

reg.esgyn.com:5000/grafana                                                   

6.2.5-plugins       f3d4e9c498fe        3 months ago        

250MB 

reg.esgyn.com:5000/redis                                                     

5.0.5-alpine        ed7d2ff5a623        3 months ago        

29.3MB 

reg.esgyn.com:5000/jimmidyson/configmap-reload                               

v0.3.0              7ec24a279487        3 month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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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MB 

reg.esgyn.com:5000/logstash                                                  

7.2.0               4470777ac65e        5 months ago        

836MB 

reg.esgyn.com:5000/elasticsearch/elasticsearch                               

7.2.0               0efa6a3de177        5 months ago        

861MB 

reg.esgyn.com:5000/google-containers/kube-proxy                              

v1.14.3             004666307c5b        5 months ago        

82.1MB 

reg.esgyn.com:5000/google-containers/kube-apiserver                          

v1.14.3             9946f563237c        5 months ago        

210MB 

reg.esgyn.com:5000/google-containers/kube-controller-

manager                 v1.14.3             ac2ce44462bc        

5 months ago        158MB 

reg.esgyn.com:5000/google-containers/kube-scheduler                          

v1.14.3             953364a3ae7a        5 months ago        

81.6MB 

reg.esgyn.com:5000/aledbf/kube-keepalived-vip                                

0.35                dfebe29fdd75        5 months ago        

157MB 

reg.esgyn.com:5000/prom/prometheus                                           

v2.10.0             5d62a6125e7e        6 months ago        

123MB 

reg.esgyn.com:5000/coredns/coredns                                           

1.5.0               7987f0908caf        7 months ago        

42.5MB 

reg.esgyn.com:5000/registry                                                  

2                   f32a97de94e1        8 months ago        

25.8MB 

reg.esgyn.com:5000/google-containers/cluster-

proportional-autoscaler-amd64   1.4.0               

1243932ce9f7        9 months ago        45.9MB 

reg.esgyn.com:5000/google-containers/k8s-dns-node-cache                      

1.15.1              abd5f1988d71        10 months ago       

77.8MB 

reg.esgyn.com:5000/coreos/etcd                                               

v3.2.26             e87e7804f2f5        10 months ago       

37.6MB 

reg.esgyn.com:5000/calico/node                                               

v3.4.0              a89b45f36d5e        11 months ago       

75.9MB 

reg.esgyn.com:5000/calico/c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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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4.0              d531d047a4e2        11 months ago       

75.4MB 

reg.esgyn.com:5000/calico/kube-controllers                                   

v3.4.0              6f1a824b2c81        11 months ago       

56.5MB 

reg.esgyn.com:5000/google-containers/pause                                   

3.1                 da86e6ba6ca1        23 months ago       

742kB 

reg.esgyn.com:5000/google_containers/pause-amd64                             

3.1                 da86e6ba6ca1        23 months ago       

742kB 

 

 

3.1.3 安装 OM HA 

3.1.3.1 解压 OM HA Installer 

[root@hxpernode01 data]# tar -xzv OM_HAInstaller-

8fe58d5-20191108.tar.gz 

 

3.1.3.2 编辑配置文件 

修改 values.yaml 以适合您的集群环境，以下部分是必填项： 

• nodes   

设置 3 个 Kubernetes 节点的主机名，也即 kubectl get nodes 查到的主机名，例如： 

nodes: 

- node1 

- node2 

- node3 

 

• virtualIp 

为 HA 设置虚拟 IP（与当前主机同网段的浮动 IP），例如： 

virtualIp: 10.10.12.222 

 

• clusters/nodesIP 

为所有节点设置节点 IP（DBMgr 页面所监控集群的数据库节点 IP），例如： 

clusters: 

  - name: cluster1 

  # nodes IP list 

  nodesIP: 

  - 10.10.12.13 

  - 10.10.12.15 

  - 10.1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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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 HA 基础结构可以支持多个集群，您可以在此处添加更多集群，如下所示： 

clusters: 

- name: cluster1 

nodesIP: 

- x.x.x.x 

dbmgrRemoteUrl: http://x.x.x.x:4205 

- name: cluster2 

nodesIP: 

- xx.xx.xx.xx 

dbmgrRemoteUrl: https://xx.xx.xx.xx:4206 

 

• clusters/dbmgrRemoteUrl 

设置远程 DBMgr URL，例如： 

dbmgrRemoteUrl: http://10.10.12.13:4205 

 

如果在远程 DBMgr 上启用了 https，请设置 https URL，例如： 

dbmgrRemoteUrl: https://10.10.12.13:4206 

 

• clusters/jdbcUrl 

设置中间件连接用的主机 IP，即 DcsMaster 节点的 IP，例如： 

jdbcUrl: 10.10.12.13 

 

• cluster/hadoopNode 

配置当前集群的 Zookeeper、HDFS namenode、HBase master 节点的 IP，例如： 

zkNode: 10.10.12.13,10.10.12.15,10.10.12.24 

nameNode: 10.10.12.13 

hbaseMasterNode: 10.10.12.13 

 

您还可以在 values.yaml 中更改其他设置，相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yaml 文件。 

 

实际使用中具体内容参考如下： 

[root@esgzb-qa-n109 v2.0.4-0]# cd OM_HAInstaller-v2.0.4-

0-g37454764 

[root@esgzb-qa-n109 OM_HAInstaller-v2.0.4-0-g37454764]# 

vi values.yaml 

### Default values for OM-HA 

 

# *** DO NOT CHANGE *** unless 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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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OM: true 

 

# to enable HA, you must have at least 3 nodes 

# change to false while running OM on a single k8s node 

enableHA: true 

 

persistence: 

  # Set to 'true' means all data will be saved into 

local path on the hosts 

  # Set to 'false' means all data will be lost if OM is 

uninstalled 

  enabled: true 

  # define kubernetes nodes hostname here 

  # set 3 k8s nodes for OM-HA or only set one node to 

run on single node mode 

  # set the nodes hostname here, one line for one 

hostname 

  # e.g. 

  # - node1 

  # - node2 

  # - node3 

  hosts: 

  - esgzb-qa-n109 

  - esgzb-qa-n110 

  - esgzb-qa-n111 

  volumes: 

    # local directory for keeping OM components 

persistent data 

    localPath: /omdata 

 

# keepalived virtual IP, set it to a not-used IP 

# within the same IP range as the nodes above 

# e.g. 192.168.0.252 

virtualIp: 10.10.14.203 

 

# set different value if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 OM HA cluster in the same IP range 

# e.g. 101, 102 

vrid: 103 

 

localRegistryUri: reg.esgyn.com:5000 

 

omImageTag: v2.0.4-0-g3745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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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sSecret: 

  certificate: certs/nginx.crt 

  key: certs/nginx.key 

 

# OM dependency images 

images: 

  alertmanager: alertmanager:v0.19.0 

  prometheus: prometheus:v2.10.0 

  configmapreload: configmap-reload:v0.3.0 

  elasticsearch: elasticsearch:7.2.0 

  grafana: grafana:6.2.5-plugins 

  ldap: openldap:2.4.44 

  logstash: logstash:7.2.0 

  redis: redis:5.0.5-alpine 

  singleredis: redis:5.0.7-debian-9-r12 

  keepalived: kube-keepalived-vip:0.35 

  mariadb: mariadb:10.3.22 

 

# multi-cluster support 

clusters: 

  - name: cluster1 

    # set *** EsgynDB nodes IP *** here, one line for 

one IP 

    # e.g. 

    # - 192.168.0.1 

    # - 192.168.0.2 

    # - 192.168.0.3 

    nodesIP: 

    - 10.10.14.110 

    - 10.10.14.111 

    - 10.10.14.112 

 

     # e.g. http://192.168.0.1:4205 

    dbmgrRemoteUrl: https://10.10.14.110:4206 

 

    # used by middleware, e.g. 192.168.0.1 

    jdbcUrl: 10.10.14.110 

 

    # separated by comma if more than one, should be 

node IP 

    # e.g. zkNode: 192.168.0.1, 192.168.0.2, 192.168.0.3 

    zkNode: 10.10.14.109,10.10.14.110,10.10.14.111 

    nameNode: 10.10.14.109 

    hbaseMasterNode: 10.10.1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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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uster id and instance id should be the same as 

remote EsgynDB 

    # cluster id and instance id must be integer 

    clusterId: 1 

    instanceId: 1 

 

middleware: 

  enabled: true 

  port: 22400 

  # If multi-cluster is enabled, the node port of the 

first cluster is 32400 

  # the node port of the second cluster is 32401, and so 

on 

  nodePort: 32400 

 

elasticsearch: 

  # this port should be equal to the one configured in 

mds on esgyn node 

  nodePort: 30002 

  # set to a larger value if your cluster is powerful 

  # e.g. 1, 4, 8 

  jvmHeapSizeGB: 1 

 

logstash: 

  # this port should be equal to the one configured in 

filebeat on esgyn node 

  nodePort: 30003 

  # set to a larger value if your cluster is powerful 

  # e.g. 1, 4, 8 

  jvmHeapSizeGB: 1 

 

dbm: 

  enableHttps: true 

  port: 4203 

  httpPort: 80 

  # this is dbmgr web http port 

  httpNodePort: 30005 

  httpsPort: 443 

  # this is dbmgr web https port 

  httpsNodePort: 30006 

  timeZone: Asia/Shanghai 

 

ld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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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apHost: 

  ldapNodePort: 30389 

  ldapBaseDn: ou=Users,dc=esgyn,dc=local 

  ldapRootDn: cn=Manager,dc=esgyn,dc=local 

  ldapRootPwd: ldap123 

  # If TLS is used, this path for CA 

  #ldapTlsCa: 

  # If the server requires a client cert, the path to 

that TLS cert. If this is passed, ldapTlsKey must also 

be passed 

  #ldapTlsCert: 

  # If the server requires a client key, the path to 

that TLS key. If this is passed, ldapTlsCert must also 

be passed 

  #ldapTlsKey: 

  # If specified, expect this name for TLS handshakes 

rather than using the hostname parsed from ldapUri 

  #ldapTlsServerName: 

  # If given, do not do any verification of the server's 

cert. Insecure and allows for MITM 

  ldapTlsSkipVerify: false 

 

  olcSuffix: dc=esgyn,dc=local 

  organization: esgyn 

  organizationalUnit: Users 

  DBRoot: 

    uid: trafodion 

    sn: db_root 

    cn: DB_ROOT 

    givenName: db_root 

    displayName: DB_ROOT 

    mail: db_root@esgyn.local 

    userpassword: traf123 

  DBAdmin: 

    uid: admin 

    sn: db_admin 

    cn: DB_ADMIN 

    givenName: db_admin 

    displayName: DB_ADMIN 

    mail: db_admin@esgyn.local 

    userpassword: admin123 

 

prometheus: 

  # these ports should be equal to the ones config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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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sgyn/node exporter on esgyn node 

  nodeExporterPort: 23301 

  esgynExporterPort: 23300 

  mdsPort: 8989 

 

mgmtexporter: 

  port: 23302 

 

  zkPort: 2181 

  hadoopPort: 50070 

  hbasePort: 60010 

 

# Password for MySQL root user(Default: use empty 

password) 

mariadb: 

  mysqlRootPassword: "" 

 

3.1.3.3 安装 OM HA 

安装过程大概需要 3 分钟。 

[root@hxpernode01 OM_HAInstaller-8fe58d5]# pwd 

/data/OM_HAInstaller-8fe58d5 

[root@hxpernode01 OM_HAInstaller-8fe58d5]# ./install.py 

Generating a 2048 bit RSA private key 

.+++ 

......................................................++

+ 

writing new private key to '/tmp/nginx.key' 

----- 

secret/nginxsecret created 

Loading images... 

Load image: dbm:8fe58d5 

Load image: es-adapter:8fe58d5 

Load image: dbm-web:8fe58d5 

Push image: reg.esgyn.com:5000/dbm:8fe58d5 

The push refers to repository [reg.esgyn.com:5000/dbm] 

91af1ba8ea07: Preparing 

862953ce6689: Preparing 

8942b2346f53: Preparing 

30ea022dfc86: Preparing 

4ddb96edc20d: Preparing 

03901b4a2ea8: Preparing 

03901b4a2ea8: Waiting 

30ea022dfc86: Pu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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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01b4a2ea8: Mounted from redis 

91af1ba8ea07: Pushed 

862953ce6689: Pushed 

4ddb96edc20d: Pushed 

8942b2346f53: Pushed 

8fe58d5: digest: 

sha256:f2a8c138a03b986c486e0a3620aab1e8505690709c857f96d

6a90e5b11fdd71e size: 1572 

 

Push image: reg.esgyn.com:5000/es-adapter:8fe58d5 

The push refers to repository [reg.esgyn.com:5000/es-

adapter] 

296f7ee7345b: Preparing 

03901b4a2ea8: Preparing 

03901b4a2ea8: Mounted from dbm 

296f7ee7345b: Pushed 

8fe58d5: digest: 

sha256:61cc1aa7a5e8ea33b2f5a71aea06742b585d2f91a01966834

2bd41f75d9af04f size: 739 

 

Push image: reg.esgyn.com:5000/dbm-web:8fe58d5 

The push refers to repository [reg.esgyn.com:5000/dbm-

web] 

ef9f22ff3a06: Preparing 

4d7837279dad: Preparing 

ca7ae868699b: Preparing 

03de76c18fcf: Preparing 

03901b4a2ea8: Preparing 

03901b4a2ea8: Mounted from es-adapter 

ca7ae868699b: Pushed 

4d7837279dad: Pushed 

03de76c18fcf: Pushed 

ef9f22ff3a06: Pushed 

8fe58d5: digest: 

sha256:486c1db40602d4527b604284dafc77a44675e4f8eb8f347d4

c2a9e58bf479b44 size: 1362 

 

Release "esgyn-om" does not exist. Installing i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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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M HA componnets had been deployed successfully 

 Please check the status of OM by running below command: 

   kubectl get pods  

 Please wait until all pods are in running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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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3.4 检查安装是否成功 

[root@hxpernode01 OM_HAInstaller-8fe58d5]# kubectl get 

pods 

NAME                            READY   STATUS    RESTARTS   

AGE 

alertmanager-76f6bcb6b4-s2tzj   2/2     Running   0          

2m25s 

dbm-6d49fc5c88-gkf89            1/1     Running   2          

2m25s 

dbm-6d49fc5c88-gkzzn            1/1     Running   2          

2m25s 

dbm-web-7698fc864-hrzzp         1/1     Running   0          

2m25s 

dbm-web-7698fc864-sdq2x         1/1     Running   0          

2m25s 

elasticsearch-0                 1/1     Running   0          

2m25s 

elasticsearch-1                 1/1     Running   0          

2m25s 

elasticsearch-2                 1/1     Running   0          

2m25s 

es-adapter-1-6d9665cd48-mcvn6   1/1     Running   0          

2m25s 

grafana-1-54b9f844d-4j7jc       1/1     Running   0          

2m25s 

kube-keepalived-vip-2jmzb       1/1     Running   3          

2m25s 

kube-keepalived-vip-b4kqb       1/1     Running   0          

2m25s 

kube-keepalived-vip-vkxn7       1/1     Running   0          

2m25s 

logstash-0                      1/1     Running   0          

2m25s 

logstash-1                      1/1     Running   0          

113s 

logstash-2                      1/1     Running   0          

79s 

prometheus-1-78b8974589-fft4x   2/2     Running   0          

2m25s 

redis-ha-server-0               2/2     Running   0          

2m2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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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ha-server-1               2/2     Running   0          

2m7s 

redis-ha-server-2               2/2     Running   0          

115s 

 

3.1.4 验证 OM HA 

浏览器输入网址验证：10.19.41.204:30005 （这个 IP 是 values.yaml 中配置的

virtualIp） 

  

 

3.1.5 修改数据库配置文件 

安装 OM HA 后，易鲸捷数据库需要修改两个配置文件。具体修改文件为

mdsconf.yaml 及 filebeat.yaml。 

[trafodion@hxpernode03 ~]$ cd /etc/trafodion/conf/dcs/ 

[trafodion@hxpernode03 dcs]$ vi mdsconf.yaml 

修改 esurl: http://10.19.41.49:9200为 esurl: 

http://10.19.41.204:30002  

[trafodion@hxpernode03 dcs]$ pdcp $(trafconf -wname) 

mdsconf.yaml $PWD 

 

[trafodion@hxpernode03 dcs]$ cd 

/etc/trafodion/conf/mgblty/filebeat/ 

[trafodion@hxpernode03 filebeat]$ vi filebeat.yml 

修改 hosts: ["10.19.41.49:5044"]为 hosts: 

["10.19.41.204:30003"] 

file:///D:/Esgyn/works/1-Installer%20Test/1-Python%20Installer/om-installer/4_OM_HA/10.19.41.204:30005
http://10.19.41.49:9200/
http://10.19.41.204: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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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odion@hxpernode03 filebeat]$ pdcp $(trafconf -

wname) filebeat.yml $PWD 

 

也可重新安装数据库，在安装过程中选择启用 OM HA，并指定浮动 IP。 

 

3.1.6 重启数据库 OM CLIENT 服务 

在每个数据库节点，重启 om-client 服务 

[trafodion@hxpernode03 filebeat]$ om-client restart 

2019-11-22_14:16:48: OptMgmt client components are 

running 

2019-11-22_14:16:48: Stopping OptMgmt client 

components ... 

2019-11-22_14:16:48: Stopped OptMgmt client components 

2019-11-22_14:16:49: OptMgmt client components are 

stopped 

2019-11-22_14:16:49: Starting OptMgmt client 

components ... 

2019-11-22_14:16:50: Started OptMgmt client components 

 

3.1.7 重启数据库 MDS 服务 

此步骤是为了使得 MDS 重新生效，若不重启 MDS，则 mds 日志中会报错

“ [Info]2019/11/22 13:53:39 Error getting response: dial tcp 10.19.41.49:9200: 

connect: connection refused” 

[trafodion@hxpernode03 trafodion]$ mds-client restart 

 

3.1.8 重新配置数据库的 LDAP 用户认证 

此配置是为了更改数据库的 ldap server，改用 OM ldap server，使得 dbmgr 和数

据库用同一个 ldap，保证一致性，避免用户认证失败。使用 python installer 中的

auto_config.py –ldap 来重新配置 ldap（该脚本需要在安装了数据库的节点以 root

用户执行）： 

[root@esgzb-qa-n110 python-installer]# ./auto_config.py 

--ldap 

****************************************** 

  Trafodion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Tool 

****************************************** 

Modify LDAP security (Y/N)  [N]: y 

Enter LDAP user name to be assigned DB root privileges 

(DB__ROOT) [trafodion]: 

Enter LDAP user name to be assigned DB Admin privi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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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Enter LDAP user password to be assigned DB Admin 

privileges: 

Confirm Enter LDAP user password to be assigned DB Admin 

privileges: 

Enter list of LDAP Hostnames (comma separated if more 

than one host): 10.10.14.203 

--这个 IP是 OM中的 virtualIp 

Enter LDAP Port number (Example: 389 for no encryption 

or TLS, 636 for SSL) [389]: 30389 

--这个 Port是 OM中配置的默认端口号，若未改过就填 30389 

Enter all LDAP unique identifiers (semi-colon separated 

if more than one identifier) 

[uid=,ou=Users,dc=esgyn,dc=local]: 

Enter LDAP Encryption Level (0: Encryption not used, 1: 

SSL, 2: TLS) [0]: 

Does the LDAP server require search user name/password 

(Y/N)  (optional) [N]: 

Does the LDAP server support group searches (Y/N)  

(optional) [N]: 

… 

也可重新安装数据库，在安装过程中选择使用 OM HA 的 LDAP。 

 

3.1.9 重新验证 OM 监控界面 

现在左侧菜单栏可以看到所有的菜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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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与数据库集成的组件 

3.2.1 安装 

 

Esgyn DBManager 与数据库集成的组件以及 omclient（filebeat、node_exporter、

esgyn_exporter）随易鲸捷数据库核心组件一并安装与配置，无需额外安装。 

Esgyn DBManager 安装配置文件位于$TRAF_CONF/dbmgr文件夹中。 

由于这些相关组件和配置文件涉及到 OM HA 安装后的服务，所以建议先安装

OM HA，然后再来安装易鲸捷数据库，也就无需再手动更改相关配置。 

 

3.2.2 配置 

Esgyn DBManager 从配置文件中读取其运行时配置，该配置文件是根据安装易鲸

捷数据库时 python installer 按所选的选项产生的，一般不需要用户手动修改。 

Esgyn DBManager 与数据库集成的组件的配置文件路径如下： 

$TRAF_CONF/dbmgr/config.xml配置文件，以下为配置文件的说明。 

 

3.2.2.1 配置属性（Configuratoin Property） 

• jdbcUrl 

易鲸捷数据库连接 DCS Master 的 JDBC 地址。 

<entry 

key="jdbcUrl">jdbc:t4jdbc://my.esgyndb.server:23400/:</

entry> 

如果配置了多个 DCS Master，则会看到以逗号分隔的 DCS Master。 JDBC 驱

动程序会尝试连接到第一台服务器，如果失败，它会尝试连接下一个服务器。 

<entry key="jdbcUrl" 

>jdbc:t4jdbc://my.esgyndb.server1:23400,my.esgyndb.serv

er2:23400/:</entry> 

• adminUserID 

用于 JDBC 连接的数据库用户 ID，运行内部系统查询。 

<entry key="adminUserID">DB__ADMIN</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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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Password 

用于 JDBC 连接的数据库用户 ID 的密码，运行内部系统查询。 

安装程序对密码进行了加密。 

<entry key="adminPassword">OBF:1sov1sov</entry> 

 

• connectionTimeout 

JDBC 连接（连接 Esgyn DBManager 和易鲸捷数据库）的超时时间。 

单位为秒，默认值为 60 秒。 

<entry key="connectionTimeout">60</entry> 

 

• MinPoolSize 

易鲸捷数据库的内部查询使用连接池。 

该参数指定连接池的初始值和最小值。 

默认值为 2。 

<entry key="minPoolSize">2</entry> 

 

• MaxPoolSize 

易鲸捷数据库的内部查询使用连接池。 

该参数指定连接池的最大值。 

默认值为 8。 

<entry key="maxPoolSize">8</entry> 

 

• sessionTimeoutMinutes 

会话超时时间。超过该值后，系统将提示您重新登陆 Esgyn DBManager。 

单位为分钟，默认值为 120 分钟。 

<entry key="sessionTimeoutMinutes">120</entry> 

 

• timeZoneName 

易鲸捷数据库服务器的时区名称。 

必须使用规范的时区格式，例如，America/New_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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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y key="timeZoneName">America/New_York</entry> 

 

• trafodionRestServerUri 

易鲸捷数据库 REST 服务器的 HTTP 地址。 

<entry 

key="trafodionRestServerUri">http://my.esgyndb.server:4

200</entry> 

 

• qwbMaxRows 

Query Workbench 中允许获取的最大行数。 

<entry key="qwbMaxRows">100000</entry> 

 

• httpPort 

Esgyn DBManager 嵌入式 jetty 服务器的 HTTP 端口。 

默认值为 4205。 

<entry key="httpPort">4205</entry> 

 

• httpsPort 

Esgyn DBManager 嵌入式 jetty 服务器的 HTTPS 端口。 

默认值为 4206。 

<entry key="httpsPort">4206</entry> 

 

• keyStoreFile 

HTTPS 连接的 SSL 密钥库文件。 

<entry 

key="keyStoreFile">/opt/trafodion/sqcert/server.keystor

e</entry> 

• securePassword 

易鲸捷数据库安装程序生成自签名证书，并保存在 SSL 密钥库（密码加密）。 

<entry 

key="securePassword">OBF:1iup1igf1x8a1tvj1x8k1idr1irx</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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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HeaderSize 

嵌入式 jetty 服务器的 HTTP 请求头的大小。 

单位为 byte。 

<entry key="requestHeaderSize">98304</entry> 

 

3.2.2.2 配置文件示例（Sample Configuration file） 

以下示例为$TRAF_CONF/dbmgr/config.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OCTYPE properties SYSTEM 

"http://java.sun.com/dtd/properties.dtd"> 

<properties> 

<!-- The JDBC url for the Trafodion/EsgynDB instance 

that you are 

connecting to --> 

<entry 

key="jdbcUrl">jdbc:t4jdbc://my.esgyndb.server:23400/:</

entry> 

<!-- The JDBC driver class name for the 

Trafodion/EsgynDB JDBC driver --> 

<entry 

key="jdbcDriverClass">org.trafodion.jdbc.t4.T4Driver</e

ntry> 

<!-- Minimum number of connections for jdbc connection 

pool --> 

<entry key="minPoolSize">2</entry> 

<!-- Max number of connections for jdbc connection pool 

--> 

<entry key="maxPoolSize">8</entry> 

<!-- Connection timeout in seconds for jdbc connections 

--> 

<entry key="connectionTimeout">60</entry> 

<!-- maxIdleTime in seconds for jdbc connection p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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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y key="maxIdleTime">1200</entry> 

<!-- Max number of statements for jdbc statement 

caching --> 

<entry key="maxStatementsCache">100</entry> 

<!-- The Admin User ID used by DBManager for its 

internal queries--> 

<entry key="adminUserID">DB__ADMIN</entry> 

<!-- The Admin User's password--> 

<entry key="adminPassword">OBF:1sov1sov</entry> 

<!-- Session Timeout in minutes. Your DB Manager client 

browser session 

to the DB Manager server will be timed out after this 

interval and 

you will be asked to login again --> 

<entry key="sessionTimeoutMinutes">120</entry> 

<!-- The TimeZone name of the EsgynDB server. Enter in 

canonical time zone 

format like Etc/UTC or America/New_York --> 

<entry key="timeZoneName">America/New_York</entry> 

<!-- The Trafodion REST Server URI --> 

<entry 

key="trafodionRestServerUri">http://my.esgyndb.server:4

200</entry> 

<!-- The openTSDB HTTP URI--> 

<entry 

key="openTSDBUri">http://my.esgyndb.server:5242</entry> 

<!-- The Bosun Alerts HTTP URI--> 

<entry 

key="alertsUri">http://my.esgyndb.server:8070</entry> 

<!--HTTP read timeout in seconds for external REST 

calls issued by 

DB Manager Server --> 

<entry key="httpReadTimeOutSeconds">120</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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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number of rows allowed to be fetched in 

Query Workbench--> 

<entry key="qwbMaxRows">100000</entry> 

<!--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are only required and 

used by the embedded 

jetty server --> 

<!-- The HTTP Port for the DB Manager embedded jetty 

server --> 

<entry key="httpPort">4205</entry> 

<!-- The HTTPS Port for the DB Manager embedded jetty 

server --> 

<entry key="httpsPort">4206</entry> 

<!-- The SSL keystore file for the EsgynDB Manager 

embedded jetty server --> 

<entry 

key="keyStoreFile">/opt/trafodion/sqcert/server.keystor

e</entry> 

<!-- The SSL keystore password for the DB Manager 

embedded jetty server --> 

<entry 

key="securePassword">OBF:1iup1igf1x8a1tvj1x8k1idr1irx</

entry> 

<!-- The HTTP request header size for DB Manager 

embedded jetty server --> 

<entry key="requestHeaderSize">98304</entry>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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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启动 Esgyn DBManager 

 

3.2.3.1 使用 Python 安装程序安装（When Installed Using Python 

Installer） 

 

对于与数据库集成的 Esgyn DBManager 组件， 使用 sqstart 或 trafstart

脚本启动易鲸捷数据库时，Esgyn DBManager 这部分组件将自动启动。 

 

3.2.3.2 手动启动 Esgyn DBManager（Manual Start of DB 

Manager） 

 

对于与数据库集成的 Esgyn DBManager 组件，使用以下脚本启动： 

$ cd $TRAF_HOME/dbmgr-2.7.0/bin 

./dbmgr.sh start  

 

 

如果 Esgyn DBManager 启动成功，您将看到以下提示： 

2017-11-06_17:17:58: Esgyn DBManager is up and running 

with pid (17122) 

 

如果 Esgyn DBManager启动失败，您将看到以下提示。此时，请查看 dbmgr.log。 

2017-11-06_17:23:36: Failed to start QianBase Manager. 

Please check the dbmgr log. 

 

3.2.4 停止 Esgyn DBManager 

 

3.2.4.1 使用 Python 安装程序安装 

 

对于与数据库集成的 Esgyn DBManager 组件, 使用 sqstop或 trafstop脚本

停止易鲸捷数据库时，这部分 Esgyn DBManager 组件将自动停止。您也可以使

用 dbmgr.sh脚本停止 Esgyn DB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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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手动停止 DB Manager 

对于与数据库集成的 Esgyn DBManager 组件，使用如下脚本停止。 

$ cd $TRAF_HOME/dbmgr-2.7.0/bin 

./dbmgr.sh stop 

 

3.2.5 日志设置 

Esgyn DBManager 使用 logback 记录日志。 

 

如需更改日志回滚设置，或设置默认日志级别，编辑 

$TRAF_CONF/dbmgr/logback.xml文件。 

 

Esgyn DBManager 运行时日志存储在$TRAF_LOG/dbmgr目录中。 

 

3.2.6 查看 Esgyn DBManager 的状态 

 

对于与数据库集成的 Esgyn DBManager 组件，使用以下脚本启动查看状态： 

$ cd $TRAF_HOME/dbmgr-2.7.0/bin 

./dbmgr.sh status 

 

3.2.7 查看 Esgyn DBManager 的版本 

 

如需查看 Esgyn DBManager 的版本，选择以下任一方法： 

• [方法一] 

对于与数据库集成的 Esgyn DBManager 组件，使用以下脚本启动查看版本： 

$ cd $TRAF_HOME/dbmgr-2.7.0/bin 

./dbmgr.sh version 

 

• [方法二]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帮助 >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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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该页面显示您当前易鲸捷数据库的版本和许可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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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高可用性配置 

与数据库集成的 Esgyn DBManager 组件具有持久性和容错性。 

• 持久性 

如果进程异常退出，则它会重新启动。 

• 容错性 

如果某一节点出现故障，则进程将在其它节点上启动。 

 

3.2.8.1 DB Manager 高可用性（DB Manager HA） 

 

3.2.8.1.1 使用 Python 安装程序安装（When Installed Using Python Installer） 

 

• 如果通过 python 安装程序安装易鲸捷数据库，则需要为 HA 选择多个 DCS 

Master，DB Manager 会在所有这些 DCS Master 节点上运行，我们会利用 DCS

虚拟 IP（keepalived 或者浮点 IP）来访问 DB Manager。如果主节点出现故障，

则 Esgyn DBManager 将在备节点上启动，此时，备节点变为主节点。 

• 节点监控进程$ NMON会持续监控DB Manager，如果DB Manager出现故障，

它将自动重新启动，更多细节内容请参阅 Persistence using NMON。 

 

3.2.8.2 使用 NMON 的持久性（Persistence using NMON） 

NMON（节点监控器）为 DB Manager（仅在使用 python 安装程序安装时）提

供容错性和持久性。 

NMON 在每个节点上运行，由易鲸捷数据库 monitor 进程启动和管理，因此

NMON 具有持久性。 

NMON从$TRAF_HOME/sql/scripts/node_monitor.cmd文件中读取

命令列表，每分钟读取一次。 

o node_monitor.cmd 文件包含检查和启动 DB Manager 的命令，该检

查只运行在 python 安装模式。 

$DBMGR_INSTALL_DIR/bin/dbmgr.sh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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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监控（watch）选项，dbmgr.sh首先检查 DB Manager 是否正在

运行，如果正在运行，则脚本退出，否则启动 DB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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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Esgyn DBManager 
 

本章介绍如何连接并使用 Esgyn DBManager。 

4.1 连接 Esgyn DBManager 
 

• 在浏览器中输入 Esgyn DBManager 监听的主机名和 HTTP 端口。 

http://om.server:30005 

示例 

http://10.10.23.16:30005 

 

• 如果已开启 HTTPS（默认），则 HTTP 请求将自动转向至 HTTPS 端口。 

https://om.server:30006  

 

 

4.2 登录 

登录 Esgyn DBManager 有以下方式： 

• 网页登录 

 

 

4.2.1 网页登录 

 

Esgyn DBManager 通过 JDBC 连接进行用户验证。 

 

输入 https://om.server:30006 后，在登录页面中，输入有效的用户名

和密码，点击登录。 

  

http://10.10.23.16:3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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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导航 

通过屏幕左边的导航菜单可以点击所需功能。 

使用菜单切换按钮（产品标题旁边的四条水平线）折叠或展开导航菜单： 

 

 

4.4 通知面板 

4.4.1 警报通知 

通知面板中的警报图标按照严重（ ）/错误（ ）/警告（ ）的顺序从左到

右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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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警报发生时，图标上会显示警报数量，比如有五个严重警报是显示 ，

有三个错误警报则显示 。 

 

点击带有报警提示的图标，页面会跳转至告警页面，相应的警报会显示如下图所

示。 

 
 

警报通知只显示没有被静默的告警，即是否包含静默的值为否。 

 

4.4.2 异步通知 

通知面板的异步通知图标（ ）显示 Esgyn DBManager 的异步通知，即如果在

操作完成之前，您离开了执行该操作的页面，则 Esgyn DBManager 主页右上方

将显示通知提示（ ）（假设有一个通知）。如需查看详情，点击通知提示（ ）。 

 

例如，在执行 SQL 脚本页面中，如果您执行了 SQL 查询并停留在该页面直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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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完成，则查询结果将显示在该页面中。但是，如果您在查询完成之前离开了该

页面，则该查询的结果将会添加至通知提示。 

异步通知在以下功能中可用： 

• 数据管理中的查询工作台页面的执行、解释和取消操作 

• 执行 SQL 脚本页面的执行脚本操作 

• 工作负载页面的取消查询操作 

• 创建库 

• 概览页面中服务的启动和停止 

 

4.5 语言切换 

您可以通过点击（ ）在简体中文和英文之间切换。 

 
 

4.6 最近的命令 

您可以通过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查看执行过的启动和停止命令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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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列表 

Esgyn DBManager 使用列表显示查询结果，您可以通过表头字段筛选显示结果，

也可以配置表头的显示。 

 

以下使用日志列表进行说明，后续将不再赘述。 

 

1、 筛选 

点击表头字段后面的查询图标（ ），系统显示查询输入框，输入相关信息，点

击 Search 查看结果，点击 Reset 可清空输入框。 

 

 

2、 排序 

点击表头字段后面的排序图标（ ）可对显示结果按照所选字段进行升序或降

序排列。 

 

3、 复制和导出 

Esgyn DBManager 支持将列表显示结果复制和导出到本地。 

点击复制（ ），可将列表结果拷贝到粘贴板，您可以按照需要将结果粘贴到

其他地方。 

点击导出 csv（ ），列表结果将以 csv 格式自动下载到本地。 

 

4、 查询 

列表的查询功能支持对列表所有字段的匹配，输入查询关键字，点击查询（ ），

列表中任意字段只要含有查询关键字，所在行的数据都会被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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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屏 

点击（ ）可全屏显示列表，按 ESC 可以退出全屏模式。 

 

6、 密度 

点击（ ）可调节列表的行宽（有些列表有此功能），您可以按照需要选择以下

选项，默认为中等。 

 
 

7、 列配置 

点击（ ）可配置列显示，点击（ ）和（ ）可将特定字段固定显示在列

表左边或右边。 

 

点击列名前面的复选框可以设置字段的显示或隐藏。 

点击重置（ ）可恢复初始设置。 

 

4.8 Esgyn DBManager 用户指南 

您可以通过帮助->用户指南菜单获取在线版本。 



4. 使用 EsgynDB Manager 

47 
 

4.9 关于 

通过帮助->关于菜单查看 Esgyn DBManager 和数据库的版本信息。该页面显示

您当前的数据库版本和许可证详细信息。当您需要联系易鲸捷公司获取 Esgyn 

DBManager 技术支持时，请提供该页面中的信息。 

4.10 登出 

在Esgyn DBManager主页上，点击页面右上方的用户（ ） > 登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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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例 
 

登录 Esgyn DBManager 后默认显示实例页面，该页面显示集群实例，如需查看

该页面，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左侧实例菜单。 

 

点击节点名称，页面会显示该节点的详细信息： 

 

 

点击实例名，系统将显示该实例的主仪表板页面。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页面将用列表显示集群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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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可以回到图表显示页面。 

 

使用过程中，您可以随时通过点击页面顶部实例下拉框切换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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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控 
 

6.1 仪表板 

Esgyn DBManager 仪表板由易鲸捷公司自主研发实现，对数据库指标进行图表化

监控和展示，以方便用户使用。主要包含了三大类的面板：主仪表板，系统仪表

板和数据库仪表板。整个仪表板由基于时间序列的监控图表组成。 

 

 

系统仪表板和数据库仪表板中显示的监控数据默认保存一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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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刷新频率 

默认情况下，仪表盘主页每 30 秒自动刷新。如需更改自动刷新频率或取

消自动刷新，您可以: 

o 在右上角下拉列表中选择刷新频率。 

 

 

o 点击刷新（ ），获取最新数据。 

在系统仪表板和数据库仪表板页面中，用户也可以通过点击右上角的图标

（ ）自定义指标项的显示周期，默认为最近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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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主仪表板 

主面板主要显示整个集群的一些重要信息，包括数据库的主要进程状态，集群健

康度，警报列表，集群总的磁盘，内存，CPU 使用率等信息。 

 

服务状态部分，显示出现异常的进程个数和所有进程数量。 

 

集群健康度部分，主要是由系统的各项指标计算得出的一个 0-100 的分值，鼠标

悬浮在健康度图标上，会显示该时间点的健康度值，该值仅供参考，可大体说明

集群目前的工作和负载状况。健康值低并不意味着数据库异常或不可用。 

 

 

 

点击右上角的自动刷新下拉框，可以选择自动刷新频率，仪表盘会根据用户选择

频率刷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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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上角 按钮可以直接刷新页面。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大屏展示（ ）按钮，系统会在浏览器打开一个新的标

签页，并将主仪表板用以下图标形式展示。 

 

6.1.1.1 启动和停止服务 

您可以在主仪表板启动或者停止数据库，连接服务和数据库管理器，也可以点击

服务所在行后面的图标 来停止或者启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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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修改过配置文件，可以通过点击图中按钮（ ）来重启 DB 相关服务。 

关于配置文件的修改，请参阅数据库配置。 

 

6.1.2 仪表板管理 

您可以在仪表板管理页面查看和管理系统仪表板和数据库仪表板，也可以根据需

要定制所需仪表板。 

 

6.1.2.1 系统仪表板 

系统指标面板显示和 Linux 系统有关的指标项，包括 CPU、内存使用量，网络、

磁盘 IO，系统平均负载，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等。 如需查看，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仪表板管理 > 系统预置 > 系统仪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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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鼠标悬浮在任意一个指标的图上，被选中点的详细信息会显示出来，以下示例

为 CPU 使用率： 

 
 

您可以删除系统仪表板中的某个图表，也可以添加所需的图表，详情请参阅图表

的操作。 

 

如需恢复系统默认配置，您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重置（ ）按钮，见下图： 



6.监控 

10 
 

 

 

 

6.1.2.2 数据库仪表板 

数据库仪表板板显示和数据库有关的指标项， 

易鲸捷数据库相关的信息有：每分钟事务数，执行语句数，已连接的会话数，

schema 使用量，日志/core 文件使用量，mxosrvr 进程内存使用量等。 

如需查看，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仪表板管理 >  数据库仪

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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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 相关的指标项，包括 HBase 读写请求数, HBase RegionServer Heap 使用

量, HBase Region 本地文件百分比，HBase 在线 regions 数量，HBase GC 次数

等。 

 

将鼠标悬浮在任意一个指标的图上，选中点的详细信息会显示出来，以下示例为

Hadoop 日志目录使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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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 自定义仪表板 

您可以根据需要定制自己的仪表板。 

 

6.1.2.3.1 新建仪表板 

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来新建仪表板：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仪表板管理 > 自定义仪表板 > 

新建仪表板。 

 

 

2、 在新建窗口输入自定义仪表板名称，点击确认（ ）按钮。 

 

 

3、 此刻新仪表板窗口还没有图表，点击页面正中间的 或者右上角的

可以添加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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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一些系统图表和数据库图表，点击确定（ ），完成新仪表板的自定

义。 

 
 

5、 新的自定义仪表板显示如下，其名字显示在自定义仪表板菜单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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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2 修改仪表板名称 

1、 点击自定义仪表板后面的三个竖点（ ）图标，选择修改名称（ ）。 

 

2、 在修改窗口输入名称，点击确定（ ）按钮。 

 
 

 

6.1.2.3.3 删除自定义仪表板 

点击自定义仪表板后面的三个竖点（ ）图标，选择删除（ ）。 

 

 

删除成功后，系统默认回到系统仪表板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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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 图表的操作 

无论在系统预置仪表板还是在自定义仪表板，您都可以操作单个图表。 

 

1、 拖拽图表 

将鼠标放在单个图表上面，当鼠标变成 时，按住鼠标左键，您可以将图表拖

拽到页面任何地方。 

 
 

2、 调整大小 

将鼠标放在单个图表右下角的 处，当鼠标变成 时，按住鼠标左键，您可以

改变单个图表的大小。 

 
 

 

 

3、 删除图表 

点击图表右上角的删除图标，可将该图表从当前仪表板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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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添加图表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可以向系统预置和自定义仪表板中添加新的图表。 

 

 

 

 

6.2 告警 

Esgyn DBManager 利用 Prometheus 和 AlertManager 开放平台监控关键系统或工

作负载指标，运维组件安装过程中已经默认配置了一些警报规则，用户还可以自

定义添加告警接收器，当系统满足警报规则表达式时会产生告警并将告警信息发

送给接收器。  

 

 

6.2.1 告警主页 

告警主页显示所有易鲸捷数据库的告警，如需查看告警主页，在 Esg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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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告警。 

系统默认显示所有严重性，并且是否包含静默为否（即没有被静默）的告警。 

 

6.2.1.1 告警列表 

点击告警列表即可显示告警列表, 可以通过警报名字和严重性等字段所带的排

序图标( )对列表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序。 

警报列表含有以下信息： 

• 警报名字 

• 严重性 

o 严重 

o 错误 

o 警告 

• 节点信息 

• 警报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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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报时间 

• 操作 

o 静默 

 

用户可以通过下图所示进行翻页设置（每页多少行）。 

 
 

    

 

提示：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刷新（ ）按钮手动刷新警报详情，也可以

在下拉框中选择所需的刷新频率，选定后系统会根据用户所选刷新警报详情。

默认选择为每五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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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筛选器 

您可以使用告警主页上方的筛选器部分改变查询策略，比如告警严重性和是否静

默，您也可以使用列表的表头部分来筛选列表显示内容，或使用搜索框对告警进

行搜索。 

 

如需使用筛选器筛选告警，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搜索特定条件（严重性为严重，是否包含静默为是）的查询。 

1、严重性选择执行状态。 

 

2、是否包含静默为是。 

 

 

3、点击查询（ ）。 

本次搜索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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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告警静默 

 

对于一些告警，如果不想予以关注，可以选择静默该告警，静默后的告警也不会

被发送到接收器。 

 

如想要静默告警，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告警。 

2、 在需要静默的告警所在行的最后一列，点击静默（ ）。 

 

修改成功后，该行会从列表消失，如想关闭静默，可在筛选器中将是否包含静默

设为是，将该告警搜索出来，点击所在行最后一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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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告警规则配置 

告警规则页面列出了所有告警规则，用户可以对每个规则进行配置或删除指定的

规则。 

如需查看告警规则页面，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告警 > 规

则。 

 

告警规则列表含有以下信息： 

• 告警规则 ID 

• 规则名称 

创建时由用户自定义 

• 严重性 

• 操作 

o 修改 

o 删除 

 

 

6.2.2.1 修改告警规则 

 

您可以通过点击修改（ ）来编辑告警规则，包括： 

• 表达式 

• 持续时间 

• 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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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严重 

o 错误 

o 警告 

• 说明 

 

注意：警报名字不可更改。 

 

选择好后，点击确定按钮（ ），修改即可生效。 

 

 

 

 

6.2.2.2 删除告警规则 

用户可以通过列表的删除（ ）按钮移除某一项告警规则，移除后将不会产生

于此相关的告警，并且不会产生相关图标和声音告警提示，也不会被发送到接收

器 

 

点击移除按钮后系统会跳出对话框，点击是（ ）按钮来移除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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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添加告警规则 

用户可以通过添加警报来添加警报信息，如下图所示： 

点击添加按钮后，系统会跳出对话框用于添加警报。 

 
 

• 输入警报名字： 

您可以自定义警报名字。 

 

• 表达式 

编辑告警表达式，符合该表达式时，系统会发出告警。 

表达式的编写需要参考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查询语法 PromQL 和预

定义指标值。 

 

• 持续时间 

发生警报多长时间后，系统会给出告警。 

 

• 选择警报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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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可以是一个表达式，编写说明请参考 Prometheus 的语法，根据该表达式形成

的语句就是告警的警报详情。 

 

• 点击确认按钮添加警报。 

 
 

添加成功后，新添加的告警规则会显示在规则列表中。 

 

 

 

 

 

 

 

 

 

 

 

6.2.3 告警设置 

告警设置页面可以设置告警接收器，还可以设置告警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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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查看告警设置页面，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告警 > 设

置。 

 

Esgyn DBManager 支持三种告警接收器，分别为微信，网络请求和邮件。 

微信列表包含以下信息： 

• 企业 ID 

• 部门 ID 

• 应用 ID 

• API 密钥 

• 操作 

∆ 修改 

∆ 删除 

 

网络请求列表包含以下信息： 

• 网址 

• 操作 

∆ 修改 

∆ 删除 

 

 

 

邮件列表包含以下信息： 

• 发件人 

• 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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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 

• 用户 

• 操作 

∆ 修改 

∆ 删除 

 

6.2.3.1 新增接收器 

如想要新增告警接收器，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告警 > 设

置 > 新增接收器（ ）。 

 

 

在新增告警接收器窗口中选择告警接收器类型，您需要为不同的类型提供不同的

配置信息。 

 
 

 



6. 监控 

28 
 

新增三种接收器的输入信息如下： 

 

6.2.3.1.1 微信 

1、 在新增告警接收器窗口中选择微信，输入以下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在企业微

信网页中获取，系统不会验证输入信息的有效性）： 

o 企业 ID 

o 部门 ID 

o 应用 ID 

o API 密钥 

 
 

2、 点击确定（ ）。 

 

6.2.3.1.2 网络请求列表 

1、 在新增告警接收器窗口中选择网络请求，输入以下信息（系统不会验证输入

信息的有效性）： 

•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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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确定（ ）。 

 

6.2.3.1.3 邮件列表 

1、 在新增告警接收器窗口中选择邮件，输入以下信息（除确认密码外，系统不

会验证输入信息的有效性）： 

• 发件人 

• 收件人 

• 服务器 

• 用户 

• 密码 

• 确认密码（系统会验证该值是否与密码一致） 

 
 

2、 点击确定（ ）。 

 

6.2.3.2 修改接收器 

如想要修改告警接收器，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告警 > 设置。 

2、 在需要修改的接收器所在行的最后一列，点击修改（ ）。 

3、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修改接收器信息，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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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3 删除接收器 

 

如想要删除告警接收器，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告警 > 设置。 

2、 在需要删除的接收器所在行的最后一列，点击删除（ ）。 

3、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6.2.4 警报图标 

在导航栏右侧有三个级别的警报图标。当发生警报时，页面会发出警报声并且显

示相应的警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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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图标按照严重（ ）/错误（ ）/警告（ ）的顺序从左到右排列。 

当有警报发生时，图标上会显示警报数量，比如有三个严重告警是显示 。 

 

 

 

 

 

 

 

 

 

 

 

 

 

6.3 连接服务 

 

连接服务页面显示数据连接服务（Data Connectivity Service，DCS）概要及已配

置的 Master 执行器（Master Executor）进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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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服务概要 

服务概要显示 DCS Master 的信息。 

DCS Master 向 Master 执行器进程（MXOSRVR）分配客户端连接请求。 

 

服务概要显示以下信息： 

集群配置 

• 配置的连接管理服务 

• 当前活跃且正在运行的连接管理服务 

• 连接管理服务监听的端口（客户端在 JDBC/ODBC 连接时使用的端口） 

 

 

6.3.2 客户端连接数 

客户端连接数显示客户端连接数最多的前五位的客户端，显示如下信息： 

• 客户端 IP 

• 客户端连接数百分比 

• 客户端连接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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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主执行器 

主执行器服务显示以下信息： 

• 已配置的 Master 执行器进程（MXOSRVR）的总数量 

• 正在运行的 Master 执行器进程的数量 

o 可用 

o 已连接 

o 正在连接 

• 宕机（不可用）的 Master 执行器进程的数量 

 

 

6.3.4 Master 执行器进程 

Master 执行器进程执行客户端请求。 

• Master 执行器进程显示所有节点上正在运行的 Master 执行器进程，包括： 

o 当前已连接的 Master 执行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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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当前未使用的（可用于新连接的）Master 执行器进程 

• 如果 Master 执行器进程处于已连接状态，您能查看会话信息，例如，已连接

的用户名称、应用程序名称、客户端、映射至该连接的工作负载配置和 SLA。 

• 如果启用了多租户功能，您能查看租户名称。 

 

注意：如果客户端连接失败，错误消息为“无服务器可用”，则您能通过该页

面确认 Master 执行器进程是否全被使用，如有需要，增加 Master 执行器数量。 

 

如需提高 Master 执行器进程数量，应在$DCS_INSTALL_DIR/conf/servers

文件中增加配置服务器的数量，并将该文件复制至所有节点，再重启连接服务。 

 

提示： 

• 如需复制上图表格内容，点击复制（ ）。 

• 如需将上图表格内容保存至本地，点击 ，信息将保存成 cs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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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1 查看进程栈 

如需查看 Master 执行器进程的进程栈，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连接服务 > MXOSRVR 进程 > 进程栈。 

 

进程栈显示当前 Master 执行器进程的执行栈，这些信息有利于分析查询是否正

常运行和 Master 执行器是否正在等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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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如需复制上图进程栈内容，点击复制（ ）。 

 

点击 Java 堆栈，显示当前 Master 执行器进程的 Java 堆栈。 

 

 

 

6.3.5 查看进程列表 

如需查看 Master 执行器进程的进程列表，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连

接服务> 进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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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1 终止进程 

如需终止主执行器服务进程，在主执行器服务列表中，选中一个或多个进程，点

击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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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锁 

6.4.1 锁主页 

锁主页显示所有易鲸捷数据库的锁，如需查看锁主页，在 Esgyn DBManager 主

页上，点击监控 > 锁。 

 

6.4.1.1 锁信息列表 

点击锁信息即可显示锁列表。 

锁列表含有以下信息： 

• 事务 ID 

• 表名 

• Region 名字 

• 锁模式，易鲸捷数据库有七种锁模式： 

o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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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U 

o X 

o IS 

o IX 

o RS  

o RX 

• 锁类型，易鲸捷数据库有三种类型的锁： 

o ROW 

o TABLE 

o REGION 

• 行键 

用户可以通过下图所示进行翻页设置（每页多少行）。 

 
 

   

 

提示：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刷新（ ）按钮手动刷新警报详情，也可以

在下拉框中选择所需的刷新频率，选定后系统会根据用户所选刷新警报详情。

默认选择为每五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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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2 筛选器 

您可以使用列表的表头部分来筛选列表显示内容，或使用搜索框对锁进行搜索。 

搜索的使用方法请参考列表。 

 

6.4.2 锁等待 

锁等待页面显示当前正在等待的锁及其依赖。 

如需查看锁等待页面，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锁 > 锁等待。 

 

锁等待页面左面为锁等待列表，右边为锁等待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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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 锁等待列表 

锁等待列表含有以下信息： 

• 事务 ID 

• 表名 

• Region 名字 

• 锁模式 

• 行键 

• 持有锁事务 ID 

您可以使用列表的表头部分来筛选列表显示内容，或使用搜索框搜索等待的锁。 

搜索的使用方法请参考列表。 

点击表名或持有锁事务 ID，系统将以表名或者持有锁事务 ID 作为搜索条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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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信息列表中检索出符合条件的记录并显示。 

上列中点击表名 TRAF_RSRVD_3:TRAFODION.SEABASE.ACCOUNT，跳转到

锁信息页面并显示符合条件的记录。 

 

6.4.2.2 锁关系图页面 

锁关系图以关系图的方式显示锁之间的依赖关系，锁关系图的数据来自于左边的

锁等待列表。 

将鼠标放置在某个事务 ID 上，该事务 ID 和与其有依赖关系的所有事务 ID 会突

出显示。 

以 事 务 ID72339069014808616 为 例 ， 该 事 务 作 用 在 表

TRAF_RSRVD_3:TRAFODION.SEABASE.ACCOUNT 上 ， 该 表 被 事 务

72339069014808614 锁住。 

同时，事务 ID72339069014808616 也是事务 723390234234234 和事务

723390234274764 的 持 有 锁 事 务 ， 其 作 用 的 表 名 是

TRAF_RSRVD_3:TRAFODION.SEABASE.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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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锁关系图中，将鼠标放置在事务 ID 72339069014808616 上，与其有依赖关系

的三个事务 ID 被突出显示。  

 
 

在关系图中滚动鼠标滑轮，关系图会随之缩放。 

 

 

6.4.2.3 锁关系图筛选 

 

您可以通过筛选器选择所需的表或者事务 ID，锁关系图会随之显示相应的关系

图。 

如需使用锁关系筛选器，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监控 > 锁 > 锁等

待 > 筛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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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筛选器中选择表或者事务 ID，点击（ ）将其从左边源（Source）窗口移到

右边目标（Target）窗口，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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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图会随之改变，只选择与筛选出的表有关系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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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作负载 
 

本章介绍如何监控实时工作负载（查询）和管理配置。 

7.1 实时负载 

7.1.1 实时工作负载 

实时工作负载主页显示当前活跃的易鲸捷数据库查询的列表，包括当前正在执行

的和在过去 30 秒内完成的查询。 

如需查看实时工作负载主页，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实

时负载。 

 

提示： 

• 默认情况下，实时工作负载主页每 30 秒自动刷新。如需更改自动刷新频率

或取消自动刷新，您可以: 

o 在自动刷新（Auto Refresh）下拉列表中选择频率。 

o 点击刷新（ ），获取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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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取消一条或多条查询，在第一列勾选一条或多条查询，再点击取消

（ ）。 

如果查询正在执行，取消请求将提交给易鲸捷数据库引擎。如果用户具备

取消查询的 SQL 权限，引擎将取消该查询。 

取消操作是异步完成，即： 

o 如果执行取消操作后，您仍在该页面，则操作结果将在该页面显示。 

o 如果执行取消操作后，您离开了该页面并打开了 Esgyn DBManager 的

其它页面，则操作结果将显示在通知面板中。更多信息，请参阅 4.4 通

知面板。 

• 如需复制上图表格内容，点击复制（Copy）。 

• 如需将上图表格内容保存至本地，点击 CSV，信息将保存成 csv 文件。 

 

实时工作负载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查询 ID（Query ID） 

查询的唯一标识符。 

• 执行状态（Execution State） 

o 启动（OPEN） 

o 正在执行（EXECUTING） 

o 获取（FETCH） 

o 释放（DEALLOCATED） 

o 关闭（CLOSE） 

• 编译开始时间（Comp Star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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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结束时间（Comp End Time） 

• 执行开始时间 (Exec Start Time) 

• 执行结束时间（Exec Start Time） 

• 预览执行文本（Query Text Preview） 

查询 SQL 语句的前 255 个字符。 

• 执行文本长度（Full Text Length） 

• 节点 ID（Node ID） 

Master executor 处理查询的节点 ID。 

• 进程 ID（Process ID） 

Master executor 处理查询的进程 ID 

• 用户（User） 

• 服务等级协议（SLA） 

映射至会话（查询在该会话中执行）的 SLA。 

更多信息，请参阅 7.2.6 服务层协议。 

   该页面默认每 30 秒刷新一次，也可以点击 Refresh 按钮手动刷新。 

如果想要取消多个活跃的查询，可以在表格中选择多个然后点击 Cancel 按

钮，通过 CTRL+Click 按钮可以实现多选。 

•  连接配置（Profile） 

分配给会话（查询在该会话中执行）的工作负载属性。 

更多信息，请参阅 7.2.1 属性。 

• 会话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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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管理配置 

工作负载管理配置主页定义各类运行时配置和应用查询的阈值，它通过允许数据

库管理员为不同应用程序或用户定义不同配置，实现多租户功能。 

如需查看管理配置主页，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

置 > 连接配置。 

7.2.1 属性 

属性（Profiles）定义连接或会话的属性，所有在该会话期间执行的查询拥有相同

的运行时配置。 

 

属性（Profiles）具备以下功能： 

• 指定 SET 语句（影响会话运行时行为）。 

• 指定控制语句，为编译器和执行器提供信息并影响查询计划和执行过程。 

例如，调整并行度。 

• 如果未启用多租户功能，则您能使用以下功能： 

o 指定连接使用的节点（或节点列表）。 

o 指定节点选择策略。 

◼ 如果选择偏好（Preferred），则 DCS Master 会首先选择指定节点列

表中可用的 MXOSRVR。 如果所有 MXOSRVR 被占用，则 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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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会继续查找其余节点上可用的 MXOSRVR。 

◼ 如果选择限制（Restrict），则 DCS Master 只选择指定节点列表中可

用的 MXOSRVR。如果指定节点列表没有可用的 MXOSRVR，则连

接请求会被拒绝并返回错误，错误信息为“无可用服务器”。 

 

7.2.2 查看连接配置 

如需查看或编辑连接配置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连接配置列表包含以下信息： 

• 名字 

属性的名称。 

• CQDs 

该属性包含的 CQD（Control Query Default）。 

• SETs 

该属性包含的 SET 语句。 

• 节点 

应建立会话连接的主机列表。如果是多租户则不显示。 

• 选择连接节点模式 

从主机列表中选择 mxosrvr 的首选或限制模式。如果是多租户则不显示。 

• 上次更新时间 

属性配置最新更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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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 

o 修改 

o 删除 

 

使用新建连接配置按钮（ ）新加一个工作负载属性定义。 

使用刷新按钮（ ）刷新属性列表。 

 

 

注意：以下选项仅在未启用多租户功能时可用。   

 

• 主机（Host） 

指定会话连接使用的节点（或节点列表）。 

 

• 主机选择模式（Host Selection Mode） 

选择 MXOSRVR 模式： 

o 首选（Preferred） 

o 限制（Re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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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添加连接配置 

如需添加连接配置，执行以下操作： 

 

本 示 例 为 在 未 启 用 多 租 户 功 能 的 情 况 下 ， 添 加 属 性

TECHNICAL_WRITER_PROFILE_1。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 添加连接配置

（ ）。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以下信息： 

必选项 可选项 

• 连接配置名称（Profile Name） • CQDs（CQDs） 

指定 CQD。 

如需指定多个 CQD，用分号隔开。 

 

• SETs（SETs） 

指定 SET 语句。 

如需指定多个 SET 语句，用分号隔开。 

 

 注意： 

• 如果未启用多租户功能，则您需要提供以下信息： 

o 主机（Host） 

指定使用哪些节点（列表）的 MXOSRVR。 

o 主机选择模式（Host Selection Mode） 

选择 MXOSRVR 模式： 

◼ 首选（Preferred） 

◼ 限制（Restrict） 

• 如果已启用多租户功能，则 Esgyn DBManager 将根据计算单位（Compute 

Unit）的分配资源，自动选择主机和主机选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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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确定（ ）。 

 

 

7.2.4 更改连接配置 

如需更改连接配置，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更改连接配置 TECHNICAL_WRITER_PROFILE_1。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2、 在 TECHNICAL_WRITER_PROFILE_1 的最后一列，点击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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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除了连接配置名称（Name），您可以更改其它所有选项。 

 

注意： 

• 无法更改系统创建的默认连接配置（defaultProfile）。 

• 更改属性后，“新连接配置”不对使用该属性的现有连接生效（即，现有连接

仍然沿用“旧属性”），“新属性”对使用该属性的新连接生效。 

 

4、 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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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删除连接配置 

如需删除连接配置，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删除连接配置 TECHNICAL_WRITER_PROFILE_1。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2、 在连接配置 TECHNICAL_WRITER_PROFILE_1 的最后一列，点击删除

（ ）。 

 

 

注意：无法删除以下连接配置： 

• 系统创建的默认连接配置（defaultProfile） 

• SLA 使用的连接配置 

 

3、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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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服务层协议 

服务层协议（Service Level Agreement，简称 SLA）允许定义应用程序或租户的

阈值。例如，指定并发度。 

为了使连接配置文件中定义的运行时连接配置生效，服务层协议能指定用户会话

使用特定的工作负载属性。 

 

7.2.7 查看服务层协议 

如需查看或编辑服务层协议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  服务层协议。 

 

服务层协议列表包含以下信息： 

• 名称 

SLA 的名称。 

 

• 是否激活 

 

• 连接时使用的连接配置（OnConnect Profile） 

当 MXOSRVR 从可用变为正在连接时，该属性中的 CQD 和 SET 生效。 

 

• 断开连接时使用的连接配置（OnDisconnect Profile） 

当 MXOSRVR 与客户端断开连接时，该属性中的 CQD 和 SET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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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并发会话数量（Max.Concurrent Sessions） 

 

• 上次最近更新时间（Last Update Time） 

• 动作 

o 修改 

o 删除 

 

通过新建服务层协议按钮（ ）可以添加一个新的工作负债 SLA。 

通过刷新按钮（ ）可以刷新 SLA 列表。 

 

7.2.8 添加服务层协议 

如需点击添加服务层协议，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添加 TECHNICAL_WRITER_SLA_1。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管理配置 > 服务层协议 > 新

建服务层协议（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必选项 可选项 

• 服务层协议名称 

 

• 是否激活 

 

• 最大并发会话数量 

指定最大并发会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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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是 

o 否 

 

• 连接时使用的连接配置 

当 MXOSRVR 从可用变为正在连接时，该属

性中的 CQD 和 SET 生效。 

• 断开连接时使用的连接配置 

当 MXOSRVR 与客户端断开连接时，该属性

中的 CQD 和 SET 生效。 

正数为有效值。 

0 表示无会话使用。 

如果未指定，则表示无上限。 

 

3、点击确定（ ）。 

 

7.2.9 更改服务层协议 

如需更改服务层协议，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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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为更改 TECHNICAL_WRITER_SLA_1。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  服务层协议。 

2、 在 TECHNICAL_WRITER_SLA_1 的最后一列，点击修改（ ）。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除了服务层协议名称，您可以更改其它所有选项： 

注意： 

• 无法更改系统创建的默认服务层协议（defaultSLA）。 

• 更改 SLA 后，“新 SLA”不对映射至该 SLA 的现有连接生效（即，现有连接

仍然沿用“旧 SLA”的属性，“新 SLA”对映射至该 SLA 的新连接生效。 

 

4、 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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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0 删除服务层协议 

如需删除服务层协议，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删除 TECHNICAL_WRITER_SLA_1。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2、 在 TECHNICAL_WRITER_SLA_1 的最后一列，点击删除（ ）。 

 

 

注意：无法删除以下服务层协议： 

• 系统创建的默认服务层协议（defaultSLA）。 

• 映射使用的服务层协议。 

 

3、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7.2.11 映射 

您能通过映射规则（基于连接属性），将数据库连接映射至指定的服务层协议和

配置。 

您能使用连接属性（例如，应用程序名称、用户名称、客户端 IP 地址和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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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不同应用程序和/或用户定义映射。您可以指定唯一映射顺序数（1 到 99），

如果多个映射匹配一个连接请求，则 DCS Master 使用映射顺序数，返回第一个

匹配连接请求的映射。 

注意：如果使用了多个映射属性，则所有映射属性必须匹配连接请求。 

您可以启用（active）或禁用（inactive）映射。DCS Master 仅考虑启用的映射。 

 

7.2.12 查看映射 

如需查看映射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  

映射。 

 

 

映射列表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 名字 

映射的名称。 

• 租户名称 

该名称与 DCS 连接请求中的租户名称一致。租户名称仅在启用多租户功能

时显示。 

• 用户名 

该名称与 DCS 连接请求中的用户名称一致。 

• 建立会话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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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名称与 DCS 连接请求中的应用程序名称一致。 

• 会话名称  

该名称与 DCS 连接请求中的会话名称一致。 

• 客户端 IP 地址  

在 DCS 连接请求中，DCS Master 检测到的客户端 IP 地址。 

• 客户端主机名称  

该名称与 DCS 连接请求中的客户端名称一致。 

• 服务层协议 

• 是否激活 

• 顺序编号 

DCS Master 尝试匹配映射的顺序数（1-99），DCS Master 选择第一个匹配连

接请求属性的映射。 

• 上次更新时间（Last Update Time） 

映射最后更新时间 

• 动作 

o 修改 

o 删除 

 

使用新建映射（ ）按钮可以添加一个新的工作负载映射。 

使用刷新按钮（ ）可以刷新映射列表。 

 

 

 

7.2.13 添加映射 

如需点击添加映射，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添加 TECHNICAL_WRITER_MAPPING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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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配置 >  映射 > 新建映射

（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必选项 可选项 

• 映射名称（Mapping Name） 

 

• 服务层协议 SLA（Is Active） 

如果 DCS Master 选择了该映射，则 SLA 的

OnConnect 属性对会话生效。 

 

• 是否激活（Is Active） 

 

• 顺序编号（Order Number） 

 

• 映射标准（Mapping Criteria） 

输入一个或多个匹配 DCS 连接请求的映射

条件。 

o 租户名称（Tenant Name） 

注意：仅在启用多租户功能时才需选择

租户名称。 

 

o 用户名称 （User Name） 

o 建立会话的应用程序（ Application 

Name） 

o 会话名称 （Session Name） 

o 客户端 IP 地址 （Client Name） 

o 客户端主机名称 （Client Hos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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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所有指定的映射条件必须匹配该映射的连接请求。 

 

3、点击确定（ ）。 

 

7.2.14 更改映射 

如需更改映射，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更改映射 TECHNICAL_WRITER_MAPPING_1。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  映射。 

2、 在 TECHNICAL_WRITER_MAPPING_1 的最后一列，点击修改（ ）。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除了映射名称（Name），您可以更改其它所有选项。 

注意： 

• 无法修改系统创建的默认属性（defaultProfile）。 

• 更改映射后，“新映射”的属性将对新连接生效。 

 

 

4、 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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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5 删除映射 

如需删除映射，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删除映射 TECHNICAL_WRITER_MAPPING_1。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服务配置 > 映射。 

2、 在 TECHNICAL_WRITER_MAPPING_1 的最后一列，点击删除

（ ）。 

 

注意：无法删除系统创建的默认映射（defaultMapping）。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7.2.16 内外网映射 

您能通过内外网映射页面设置内网 IP 和外网 IP 的映射。 

目前仅支持内外网映射的查看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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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7 查看内外网映射 

如需查看内外网映射，在Esgyn DBManager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  

内外网映射。 

 

内外网映射列表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 节点名 

• 内网 IP 

内网的 IP 地址。 

• 外网 IP 

外网的 IP 地址。 

• 动作 

o 修改 

 

 

7.2.18 更改内外网映射 

 

如需更改内外网映射，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更改内外网映射 xl2.novalocal。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  内外网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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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xl2.novalocal 最后一列，点击修改（ ）。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除了节点名，您可以更改其它所有内容。 

4、 点击确定（ ）。。 

 

 

7.2.19 管理配置的导出导入 

管理配置的所有信息可以以 json 格式导出到本地，也可以将配置以 json 文件格

式导入。 

 

如需导出，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  导出按

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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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的 json 文件内容如下： 

 
 

 

如需导入，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工作负载 > 管理配置 >  导入按

钮（ ）。 

 

 

7.2.20 运行时属性/服务处协议/映射 

 

本小节介绍了工作负载配置、服务处协议与映射如何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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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 DCS Master 收到客户端连接请求，DCS Master 将使用连接请求中的属性，

并在映射顺序数为 1 至 99 的映射中寻找状态为启用（Active）、并且匹配其

它条件的映射。 

2、找到匹配的映射后，DCS Master 将查看映射中定义的 SLA。如果 SLA 的状

态是禁用（Inactive），则不会使用该 SLA，即不会使用该映射。DCS Master

将继续寻找下一个映射，该映射的 SLA 状态必须为启用。 

(1) DCS Master 内部维护 HashMap，用于保存曾使用的 MXOSRVR、用户和

SLA 信息。如果曾使用的 MXOSRVR（在属性[Profile]的节点列表[Host]

中定义）仍处于可用（Available）状态，则系统将从节点列表中随机选

择 MXOSRVR，为连接请求提供服务。 

(2) 如果 SLA 没有曾使用的 MXOSRVR，或曾使用的 MXOSRVR 处于不可

用状态，则 DCS Master 将从属性（Profile）的节点列表（Host）中，选

择可用的 MXOSRVR。 

(3) 将 MXOSRVR 分配至连接后，属性（Profile）中的 CQD 和 SET 将在

MXOSRVR 会话中生效。 

 

3、如果没有匹配的映射，连接将使用 defaultSLA 和 defaultProfile，系统连接请

求将使用任何可用的 MXOSRVR，为连接请求提供服务。 

 

7.2.21 调试映射问题 

如果无法使用定义的映射，或连接被映射至错误的 SLA 和属性（Profile），则您

可以设置 DCS 的日志等级为 DEBUG。 

在 dcs-2.7.0/conf/log4j.properties文件中，注释以下代码。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tracing of DcsMaster 

log4j.logger.org.trafodion.dcs.master.DcsMaster=DEBUG 

log4j.logger.org.trafodion.dcs.master.mapping=DE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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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文件并重启 DCS。 

再次尝试连接时，如果无法启用映射，请参阅 DCS Master 日志，该日志包含以

下调试信息， 

• 正在传入的连接请求的属性 

• DCS Master 如何尝试匹配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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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管理 
 

8.1 数据库 

数据库显示易鲸捷数据库的 Catalog、Schema、权限、表、视图、索引、库、存

储过程、函数和序列等数据库对象。 

如需查看数据库对象的详情，点击数据库菜单。 

 

窗口左侧的数据库导航以树状结构显示 Catalog， TRAFODION 目录和 HIVE 目

录，并且默认展开 TRAFODION 目录，显示全部 schema。 

 

窗口右侧是查询工作台，您可以在查询文本框中输入 SQL 查询文本，查询结果

将以表格或文本解释计划的形式输出。 

 

 

8.1.1 数据库导航 

数据库导航显示用户权限所能查看的数据库目录以及其下的对象，如 schema，

表和视图等。 

 

• 点击（ ）可以展开，点击（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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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鼠标放置在对象的右侧的三个竖点（ ）上，您会看到该对象上可以查看

的属性和允许的操作，比如查看属性和 DDL，设置权限等。 

 

不同的对象，显示的属性以及允许的操作会不同。 

 

数据库导航提供快速搜索功能，输入搜索字符串，导航列表中动态显示对象名称

中包含该字符串的对象。 

 

以下例子中搜索名字中包含 histo 的对象，搜索结果中的对象名称会突出显示符

合条件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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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目录 

如图所示，目录列表显示易鲸捷数据库的 TRAFODION 目录和 HIVE 目录。 

 

 

 

8.1.3 Schema 

8.1.3.1 Schemas 详情 

如需查看 schema 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所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Schema 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8.1.3.1.1 属性 

点击属性，Schema 的属性页面展示在右侧，Schema 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名称（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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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对象 ID（Object ID） 

 

8.1.3.1.2 DDL 

点击 DDL，Schema 的 DDL 页面显示创建 schema 的 CREATE SCHEMA 语句，

这等同于在数据库中使用 SHOWDDL 语句。 

 

8.1.3.1.3 权限 

点击权限，Schema 的权限页面显示 Schema 的 SQL 权限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授予级别（Grant Level） 

• 被授予者名称（Grantee Name） 

• 被授予者类型（Grantee Type） 

• 授予者名称（Grantor Name） 

• 被授予权限（Granted Privi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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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WITH GRANT OPTION授予的权限（Privileges with Grant Option） 

 

 

更多信息，请参阅 8.1.4 权限。 

 

8.1.3.1.4 复制 

点击复制，Schema 的全名会被复制到粘贴板，查询时使用该功能快速输入对象

名称以提高效率。 

 

其他对象的复制功能相同。 

 

 

8.1.4 权限 

8.1.4.1 权限主页 

Schema 的权限主页显示 Schema 的权限及其属性。 

 

更多关于授权/取消授权的信息，请参阅《QianBase SQL 参考手册》。 

 

Schema 的权限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授予级别（Gra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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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授予者名称（Grantee Name） 

• 被授予者类型（Grantee Type） 

• 授予者名称（Grantor Name） 

• 被授予权限（Granted Privileges） 

• 通过 WITH GARNT OPTION授予的权限（Privileges with Grant Options） 

 

提示： 

• 如需复制上图表格内容，点击复制（Copy）。 

• 如需将上图表格内容保存至本地，点击 CSV，信息将保存成 csv 文件。 

 

 

8.1.4.2 授予角色 Schema 级权限 

 

如需向角色授予 Schema 级权限，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向角色TECHNICAL_WRITER授予 Schema级 Select和 Insert权限。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TRAFODION  >  SEABASE  > 权限。 

2、点击授权/取消授权（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1) 在被授予者（Grantee）中，点击角色（These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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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角色名称（Role Name）中，点击 TECHNICAL_WRITER。 

(3) 在操作（Actions）中，点击授予（Grant）。 

授予者（Granted By）为可选项。 

(4) 在权限（Privileges）中，点击选择（Select）和插入（Insert）。 

4、点击确认（ ）。 

 

此时，SEABASE 的权限主页显示角色 TECHNICAL_WRITER 已具备 Select 和

Insert 权限。 

 

其他对象的角色权限授予步骤类似，后面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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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3 撤回角色 Schema 级权限 

 

如需撤回角色 Schema 级权限，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撤回角色 TECHNICAL_WRITER 的 schema 级 Insert 权限。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TRAFODION  >  SEABASE  > 权限。 

2、点击授权/取消授权（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1) 在被授予者（Grantee）中，点击角色（These Roles）。 

(2) 在角色名称（Role Name）中，点击 TECHNICAL_WRITER。 

(3) 在操作（Actions）中，点击撤回（Revoke）。 

授予者（Granted By）为可选项。 

(4) 在权限（Privileges）中，勾选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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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确认（ ）。 

 

此时，SEABASE 的权限主页显示角色 TECHNICAL_WRITER 不具备 Insert 权

限。 

 

角色被授予权限之后，在账户设置的角色属性中也可以看到刚刚赋予的权限，下

图显示 TECHNICAL_WRITER 具有 TRAFODION.SEABASE 的 SELECT 权限。 

 
 

其他对象的角色撤回授予步骤类似，后面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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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表 

8.1.5.1 表主页 

表主页显示 Schema 的表及其属性。 

如需查看表主页，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所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查看所有表（ ）。 

 

更多关于创建表的信息，请参阅《QianBase SQL 参考手册》。 

易鲸捷数据库表和 Hive 表的信息略有不同。 

 

8.1.5.1.1 易鲸捷数据库表 

 

易鲸捷数据库表概要包括以下信息： 

• 表名称（Table 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对象 ID（ObjectID） 

 

易鲸捷数据库表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表名称（Table 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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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对象 ID（ObjectID） 

• 键列长度（KeyLength） 

• 行总长度（RowTotalLength） 

表的行的总长度（表的宽度）。 

• Salt 分区数量（Number Salt Partitions） 

分区表：该列显示 salt 分区的数量。 

非区表：该列为 0。 

• Region 数量（Region Count） 

表的 HBase region 的数量。如果 region 分裂，则 region 数量多于 salt 分区数

量。 

• StoreFile 大小（Store File Size） 

StoreFile 的大小，单位为 MB。 

• MemStore 大小（MemStore Size） 

MemStore 的大小，单位为 MB。 

• 读请求次数（Read Requests Count） 

最近一次 region flush 或 HBase 重启后，读请求或 scan 的累积次数。 

• 写请求次数（Write Requests Count） 

最近一次 region flush 或 HBase 重启后，写请求或 puts 的累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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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如需复制上图表格内容，点击复制（Copy）。 

• 如需将上图表格内容保存至本地，点击 CSV，信息将保存成 csv 文件。 

 

8.1.5.1.2 Hive 表 

Hive 表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表名称（Table 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表类型（Table Type） 

EXTERNAL_TABLE 

MAPPED_TABLE 

• 文件格式（File Format） 

Hive 文件格式，可以是： 

Text 

ORC 

Parquet 

• 列数（Number of Columns） 

表中一共有多少列 

• 分区列数（Number of Partition Columns） 

• 字段分隔符（Field Delim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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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2 表详情 

如需查看表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所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所需表名称后的竖点图标（ ） 。 

 

表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8.1.5.2.1 属性 

表的属性页面显示表的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表名称（Table 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对象 ID（ObjectID） 

• 键列长度（KeyLength） 

• 行总长度（RowTotalLength） 

表的行的总长度（表的宽度）。 

• Salt 分区数量（Number Salt Partitions） 

分区表：该列显示 salt 分区的数量。 

非区表：该列为 0。 

• Region 数量（Region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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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 HBase region 的数量。如果 region 分裂，则 region 数量多于 salt 分区数

量。 

• StoreFile 大小（Store File Size） 

StoreFile 的大小，单位为 MB。 

• MemStore 大小（MemStore Size） 

MemStore 的大小，单位为 MB。 

• 读请求次数（Read Requests Count） 

最近一次 region flush 或 HBase 重启后，读请求或 scan 的累积次数。 

• 写请求次数（Write Requests Count） 

 

8.1.5.2.2 列 

表的列页面显示表的列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主键（PRIMARY_KEY） 

• 列序号（COLUMN_NUMBER） 

• 列名称（COLUMN_NAME） 

• SQL 数据类型（SQL_DATE_TYPE） 

• 列大小（COLUMN_SIZE） 

• 列的精度（COLUMN_PRECISION） 

• 列的小数位（COLUMN_SCALE） 

• 能否为 NULL（NUL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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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符集（CHARACTER_SET） 

• 默认值（DEFAULT_VALUE） 

 

8.1.5.2.3 区域（Region） 

此功能仅适用于易鲸捷数据库表。 

表的 Region 页面显示表中所有 HBase Region 属性，包括以下信息： 

• Region 序号（REGION_NUM） 

• Region Server（REGION_SERVER） 

• Region 名称（REGION_NAME） 

• Store 数量（NUM_STORES） 

• StoreFile 数量（NUM_STORE_FILES） 

• StoreFile 未压缩大小（STORE_FILE_UNCOMP_SIZE_MB） 

• StoreFile 大小[MB]（STORE_FILE_SIZE_MB） 

• MemStore 大小[MB]（MEM_STORE_SIZE_MB） 

• 读请求数量（READ_REQUESTS_COUNT） 

• 写请求数量（WRITE_REQUESTS_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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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2.4 统计信息 

此功能仅适用于易鲸捷数据库表。 

 

如果已对表执行 UPDATE STATISTICS 语句，则统计信息将显示柱状图，包括以

下信息： 

• 列序号（COLUMN_NUMBER） 

• 列名称（COLUMN_NAME） 

• SQL 数据类型（SQL_DATA_TYPE） 

• NULL 数量（NULL_COUNT） 

• 低值（LOW_VALUE） 

• 高值（HIGH_VALUE） 

• 变异系数（CV） 

• UEC 数量（TOTAL_UEC） 

• 行数量（ROWCOUNT） 

• 更新统计信息时间（STATS_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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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2.5 DDL（数据定义语言） 

表的 DDL 页面显示创建表的 CREATE TABLE 语句，这等同于在数据库中使用

SHOWDDL 语句。 

 

8.1.5.2.6 权限 

此功能仅适用于易鲸捷数据库表。 

 

表的权限页面显示表的 SQL 权限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授予级别（Grant Level） 

• 被授予者名称（Grantee Name） 

• 被授予者类型（Grante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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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予者名称（Grantor Name） 

• 被授予权限（Granted Privileges） 

• 通过 WITH GARNT OPTION授予的权限（Privileges with Grant Options） 

 

8.1.5.2.7 索引 

此功能仅适用于易鲸捷数据库表。 

 

表的索引页面显示表的索引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索引名称（Index 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 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 Time） 

• 对象 ID（Object ID） 

• 表名（Table Name） 

• 是否唯一（Is Unique） 

• 关键列数量（Key Col. Count） 

• 非关键列数量（Non Key Col.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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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2.8 使用 

此功能仅适用于易鲸捷数据库表。 

 

表的使用页面显示使用表的 SQL 对象，包括以下信息： 

• 使用类型（USAGE_TYPE） 

• 对象名称（OBJECT_NAME） 

• 对象类型（OBJECT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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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视图 

8.1.6.1 视图主页 

Schema 的视图主页显示 Schema 的视图及其属性。 

如需查看表主页，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所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查看所有视图（ ）。 

 

 

更多关于创建视图的信息，请参阅《QianBase SQL 参考手册》。 

 

Schema 的视图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视图名称（View 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检查选项（Check Option） 

指定无法通过视图插入或更新行，除非该行满足视图定义——即对于被插入

或被更新的行而言，查询表达式中 WHERE 子句的搜索条件必须为 TRUE。

该选项仅用于可更新的视图。 

• 可更新（Updateable） 

表示视图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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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表视图可更新，多表视图不可更新。 

• 可插入（Insertable） 

表示视图可插入。 

单表视图可插入，多表视图不可插入。 

 

8.1.6.2 视图详情 

如需查看视图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所

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所需视图名称后的竖点图标（ ） 。 

 

视图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8.1.6.2.1 属性 

视图的属性页面显示视图的属性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视图名称（View 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对象 ID（Object ID） 

• 检查选项（Check Option） 

指定无法通过视图插入或更新行，除非该行满足视图定义——即对于被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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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更新的行而言，查询表达式中 WHERE 子句的搜索条件必须为 TRUE。

该选项仅用于可更新的视图。 

• 可更新（Updateable） 

表示视图可更新。 

单表视图可更新，多表视图不可更新。 

• 可插入（Insertable） 

表示视图可插入。 

单表视图可插入，多表视图不可插入。 

 

8.1.6.2.2 列 

视图的列页面显示视图的列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列序号（COLUMN_NUMBER） 

• 列名称（COLUMN_NAME） 

• SQL 数据类型（SQL_DATE_TYPE） 

• 列大小（COLUMN_SIZE） 

• 列的精度（COLUMN_PRECISION） 

• 列的小数位（COLUMN_SCALE） 

• 能否为 NULL（NULLABLE） 

• 字符集（CHARACTER_SET） 

• 默认值（DEFAULT_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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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2.3 DDL（数据定义语言） 

视图的 DDL 页面显示创建视图的 CREATE VIEW 语句，这等同于在数据库中使

用 SHOWDDL 语句。 

 

 

8.1.6.2.4 权限 

视图的权限页面显示视图的 SQL 权限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授予级别（Grant Level） 

• 被授予者名称（Grantee Name） 

• 被授与者类型（Grante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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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予者名称（Grantor Name） 

• 被授予权限（Granted Privileges） 

• 使用 WITH GRANT OPTION授予的权限（Privileges with Grant Option） 

 

8.1.6.2.5 使用 

视图的使用页面显示： 

• 使用该视图的所有 SQL 对象 

• 该视图使用的所有 SQL 对象 

该页面包括以下信息： 

• 使用类型（USAGE_TYPE） 

• 对象名称（OBJECT_NAME） 

• 对象类型（OBJECT_TYPE） 

 

例如，假设视图有一个子视图，使用页面将显示父表和子视图。为了表示对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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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OBJECT_NAME）与视图的关系，使用类型（USAGE_TYPE）显示使用（Uses）

或被使用（Used By）。 

 

8.1.7 索引 

8.1.7.1 索引主页 

Schema 的索引主页显示 Schema 的索引及其属性。 

如需查看表主页，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所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查看所有索引（ ）。 

 

更多关于创建索引的信息，请参阅《QianBase SQL 参考手册》。 

 

Schema 的索引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索引名称（Index 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 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 Time） 

• 对象 ID (Object ID) 

• 表名称（Table Name） 

• 唯一（Is Unique） 

• 键列数量（Key Col.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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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列的数量。对于非唯一索引而言，该值包括在索引中定义的列和基表键列。 

• 非键列数量（Non Key Col. Count） 

对于唯一索引而言，该值为基表键列（不是索引键的一部分）的数量。 

提示： 

• 如需复制上图表格内容，点击复制（Copy）。 

• 如需将上图表格内容保存至本地，点击 CSV，信息将保存成 csv 文件。 

 

8.1.7.2 索引详情 

如需查看索引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所

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所需索引名称后的竖点图标（ ） 

 

索引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8.1.7.2.1 属性 

索引的属性页面为索引的属性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索引名称（Index 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对象 ID （Object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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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名称（Table Name） 

• 唯一（Unique） 

• 键列数量（Key Col. Count） 

• 非键列数量（Non Key Col. Count） 

 

8.1.7.2.2 区域 

索引的区域页面显示组成索引的 HBase Region 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Region 序号（REGION_NUM） 

• Region Server（REGION_SERVER） 

• Region 名称（REGION_NAME） 

• Store 的数量（NUM_STORES） 

• StoreFile 的数量（NUM_STORE_FILES） 

• StoreFile 的大小[MB]（STORE_FILE_SIZE_MB） 

• MemStore 的大小[MB]（MEM_STORE_SIZE_MB） 

• 读请求的数量（READ_REQUESTS_COUNT） 

• 写请求的数量（WRITE_REQUESTS_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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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2.3 DDL 

索引的 DDL 页面显示创建索引的 CREATE INDEX 语句，这等同于在数据库中

使用 SHOWDD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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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库 

此功能仅适用于易鲸捷数据库表。 

 

8.1.8.1 库主页 

Schema 的库主页显示 Schema 的库及其属性。 

如需查看库主页，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所

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查看所有库（ ）。 

 

更多关于创建库的信息，请参阅《QianBase SQL 参考手册》。 

 

Schema 的库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库名称（Library 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对象 ID （Object ID） 

• 代码文件名称（Code File Name） 

库封装的 jar 或 dll 文件名称。 

库代码文件存储在$TRAF_HOME/udr/lib/DB_ROO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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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如需复制上图表格内容，点击复制（Copy）。 

• 如需将上图表格内容保存至本地，点击 CSV，信息将保存成 csv 文件。 

 

8.1.8.2 库详情    

如需查看库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所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所需库名称后的竖点图标（ ） 

 

库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8.1.8.2.1 属性 

库的属性页面显示库的属性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库名称（Library 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对象 ID（Object ID） 

• 代码文件名称（Code Fil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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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2.2 DDL 

库的 DDL 页面显示创建库的 CREATE LIBRARY 语句，这等同于在数据库中使

用 SHOWDDL 语句。 

 

 

8.1.8.2.3 权限 

库的权限页面显示库的 SQL 权限，包括以下信息： 

• 授予级别（Grant Level） 

• 被授予者名称（Grantee Name） 

• 被授予者类型（Grante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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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予者名称（Grantor Name） 

• 被授予权限（Granted Privileges） 

• 通过 WITH GRANT OPTION授予的权限（Privileges with Grant Option） 

 

8.1.8.2.4 使用 

库的使用页面显示使用库的用户自定义存储过程和函数，包括以下信息： 

• 使用类型（USAGE_TYPE） 

• 例程名称（Routine Name） 

• 例程 Schema （Routine Schema） 

• 例程类型（Routin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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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3 创建库 

如需创建库，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创建库 TECHNICAL_WRITER。 

 

1、选择以下任一方法进入创建库页面： 

• [方法一]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创建库。 

 

• [方法二]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所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库 > 查看所有库 >创建库（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必选项 可选项 

名称 说明 名称 说明 

• Schema 名称

（Schema Name） 

 

如果 Schema 名称包含特

殊字符，或需要保留大小

写，则应使用双引号限

定。 

如果使用方法二，则

Schema 名称会被预先填

入。 

• 覆盖现有代码文件

（Overwrite Existing           

  Code Files） 

 

如果重新使用现有代码文

件，或创建库失败（报错

为代码文件已存在），您

可以勾选该选项，新的代

码文件将代替服务器上旧

的代码文件。 

 

• 库名称 

（Library Name） 

如果库名称包含特殊字

符，或需要保留大小写，

则应使用双引号限定。 

• 代码文件名称 
点击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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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File Name） 
（ ），选

择 .jar 文件或 .dll 文件。 

 

 

3、点击创建。 

 

 

创建成功后库主页显示已成功创建的库 TECHNICAL_WRITER。 

 

8.1.8.4 更改库 

您可以通过更改库来更新代码文件。例如，如果您已修改存储过程 Java 代码，

需要更新服务器上的代码文件，则可以通过更改库来更新代码文件。 

 

如需更改库，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更改库 TECHNICAL_WRITER。 

 

1、在Esgyn DBManager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所需Schema名称 >

库 >  TECHNICAL_WRITER  >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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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编辑（ ）。 

 

3、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浏览（ ），选择 .jar 文件或 .dll 文件。 

注意：无法更改 Schema 名称（Schema Name）和库名称（Library Name）。 

 

4、点击确认（ ）。 

 

 

8.1.8.5 删除库 

如需删除库，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删除库 TECHNICAL_WRITER。 

1、在Esgyn DBManager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所需Schema名称 >

库 >  TECHNICAL_WRITER  > 属性 

2、点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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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是。 

 

 

库 TECHNICAL_WRITER 不再显示在库主页。 

 

8.1.8.6 下载库 

如需下载库，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下载库 TECHNICAL_WRITER。 

 

1、在Esgyn DBManager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所需Schema名称 >

库 >  TECHNICAL_WRITER  > 属性 

2、点击下载（ ）。 

 

 

3、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是（Yes），代码文件将下载至默认下载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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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存储过程 

此功能仅适用于易鲸捷数据库存储过程。 

 

8.1.9.1 存储过程主页 

存储过程主页显示 Schema 的存储过程及其属性。 

如需查看存储过程主页，在Esgyn DBManager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所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查看所有存储过程（ ）。 

 

更多关于创建存储过程的信息，请参阅《QianBase SQL 参考手册》。 

 

存储过程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名称（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对象 ID （ObjectID） 

• 使用 Schema 名称（UsageSchema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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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名称（Library Name） 

 

提示： 

• 如需复制上图表格内容，点击复制（Copy）。 

• 如需将上图表格内容保存至本地，点击 CSV，信息将保存成 csv 文件。 

 

 

8.1.9.2 存储过程详情 

如需查看存储过程详情，在Esgyn DBManager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所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所需存储过程名称后的竖点图标

（ ）。 

 

存储过程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8.1.9.2.1 属性 

存储过程的属性页面显示存储过程的属性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名称（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8. 数据库（Database） 

110 
 

• 对象 ID（Object ID） 

• 函数类型（Function Type） 

• 语言类型（Language Type） 

• 库名称（Library Name） 

 

8.1.9.2.2 DDL 

存储过程的 DDL 页面显示创建存储过程的 CREATE PROCEDURE 语句，这等

同于在数据库中使用 SHOWDDL 语句。DDL 语句显示 IN 和 OUT 参数数量和

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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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2.3 权限 

存储过程的权限页面显示存储过程的 SQL 权限，包括以下信息： 

• 授予级别（Grant Level） 

• 被授予者名称（Grantee Name） 

• 被授予者类型（Grantee Type） 

• 授予者名称（Grantor Name） 

• 被授予权限（Granted Privileges） 

• 通过 WITH GRANT OPTION授予的权限（Privileges with Grant Option） 

 

8.1.9.2.4 使用 

存储过程的使用页面显示存储过程使用的库，包括以下信息： 

• 使用类型（USAGE_TYPE） 

• 对象名称（OBJECT_NAME） 

• 对象类型（OBJECT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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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0 函数 

此功能仅适用于易鲸捷数据库函数。 

 

8.1.10.1 函数主页 

Schema 的函数主页显示 Schema 的函数及其属性。 

如需查看函数主页，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所

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查看所有函数（ ）。 

 

 

更多关于创建函数的信息，请参阅《QianBase SQL 参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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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名称（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对象 ID （Object ID） 

• 函数类型（Function Type） 

o 标量函数 （Scalar Function） 

o 表映射函数（Table Mapping Function） 

• 语言类型（Language Type） 

• 使用 Schema 名称（UsageSchemaName） 

• 库名称（Library Name） 

提示： 

• 如需复制上图表格内容，点击复制（Copy）。 

• 如需将上图表格内容保存至本地，点击 CSV，信息将保存成 cs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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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0.2 函数详情 

如需查看函数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所

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所需函数名称后的竖点图标（ ）。 

 

函数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8.1.10.2.1 属性 

函数的属性页面显示函数的属性，包括以下信息： 

• 名称（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 Time） 

• 对象 ID（Object ID） 

• 函数类型（Function Type） 

• 语言类型（Langage Type） 

• 使用 Schema 名称（UsageSchemaName） 

• 库名称（Library Name） 



8. 数据库（Database） 

115 
 

 

 

8.1.10.2.2 DDL 

函数的 DDL 页面显示创建函数的 CREATE FUNCTION 语句，这等同于在数据

库中使用 SHOWDDL 语句。DDL 输出显示 IN 和 OUT 参数数量及数据类型。 

 

8.1.10.2.3 权限 

函数的权限页面显示函数的 SQL 权限，包括以下信息： 

• 授予级别（Grant Level） 

• 被授予者名称（Grante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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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授予者类型（Grantee Type） 

• 授予者名称（Grantor Name） 

• 被授予权限（Granted Privileges） 

• 通过 WITH GARNT OPTION 授予的权限（Privileges with Grant Options） 

 

8.1.10.2.4 使用 

函数的使用页面显示函数使用的库，包括以下信息： 

• 使用类型（USAGE_TYPE） 

• 对象名称（OBJECT_NAME） 

• Schema 名称（Schema Name） 

• 对象类型（OBJECT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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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 序列 

8.1.11.1 序列主页 

 

序列主页显示 Schema 的序列及其属性。 

如需查看序列主页，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所

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查看所有序列（ ）。 

 

更多关于创建序列的信息，请参阅《QianBase SQL 参考手册》。 

 

序列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名称（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对象 ID （ObjectID） 

• 开始值 （StartValue） 

• 增量（Increment） 

• 最大值（Max Value） 

• 最小值（Min Value） 

• 下一个值（Nex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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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循环（Cycle Option） 

• 缓存大小（Cache Size） 

• SQL 数据类型（SQL Data Type） 

 

提示： 

• 如需复制上图表格内容，点击复制（Copy）。 

• 如需将上图表格内容保存至本地，点击 CSV，信息将保存成 csv 文件。 

 

8.1.11.2 序列详情 

如需查看序列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所

需 Catalog 名称 > 所需 Schema 名称 > 所需序列名称后的竖点图标（ ）。 

 

序列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8.1.11.2.1 属性 

 

序列的属性页面显示库的属性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名称（Name） 

• 所有者（Owner） 

• 创建时间（Cre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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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时间（ModifiedTime） 

• 对象 ID （ObjectID） 

• 开始值 （StartValue） 

• 增量（Increment） 

• 最大值（Max Value） 

• 最小值（Min Value） 

• 下一个值（Next Value） 

• 是否循环（Cycle Option） 

• 缓存大小（Cache Size） 

• SQL 数据类型（SQL Data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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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2.2 DDL 

序列的 DDL 页面显示创建序列的 CREATE SEQUENCE 语句，这等同于在数据

库中使用 SHOWDDL 语句。 

 

8.1.11.2.3 权限 

序列的权限页面显示序列的 SQL 权限，包括以下信息： 

• 授予级别（Grant Level） 

• 被授予者名称（Grantee Name） 

• 被授予者类型（Grantee Type） 

• 授予者名称（Grantor Name） 

• 被授予权限（Granted Privileges） 

• 通过 WITH GRANT OPTION授予的权限（Privileges with Grant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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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查询工作台 

如需执行查询，您可以在查询文本框中输入 SQL 查询文本，查询结果将以表格

或文本解释计划的形式输出。 

 

注意： 

• 查询文本应符合易鲸捷数据库 SQL 语法，否则 Esgyn DBManager 将报错并

提示错误消息。 

• 仅可使用单一易鲸捷数据库 SQL 语句，该语句可以是 DDL 或 DML 语句。

不支持复合 SQL 语句 

 

 

查询工作台按钮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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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执行查询 

如需执行查询，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执行 SQL 查询 

select * from TRAFODION.LSY1.SB_HISTOGRAMS;。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2、在查询文本（Query Text）框中输入以上 SQL 查询语句。 

3、点击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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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如需取消正在执行的查询，点击取消（ ）。 

• 在执行查询或取消查询操作完成之前,如果您离开了该页面并打开了 Esgyn 

DBManager 的其它页面，则通知面板会提示操作结果的通知。此时，点击通

知提示（ ），系统将自动跳转至查询工作台页面并显示结果。 

更多信息，请参阅 4.4 通知面板。 

 

该查询的结果如下： 

 

 

8.2.1.1 结果集最大行数 

查询工作台将查询结果集的最大行数限制在 1000. 

用户可以使用最大行数指定在自行设置，该值必须小于或等于在 DB Manager 中

server config.xml 设置的 qwbMaxRows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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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解释计划 

如需查看解释计划，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查看 SQL 查询 

select * from TRAFODION.LSY1.SB_HISTOGRAMS where 

TABLE_UID='4361398653487422729';的解释计划。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2、在查询文本（Query Text）框中输入以上 SQL 查询语句。 

3、点击解释（ ）。 

 

Esgyn DBManager 将生成树形图解释计划和文本解释计划。 

示例 

• 树形图解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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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如需放大或缩小树形图，向前或向后滚动鼠标滚轮。 

• 如需查看树形图中节点的详情，双击树形图中的节点。 

 

示例 

下图为树形图中节点 Root 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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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解释计划 

 
 

提示： 

在执行查询或取消查询操作完成之前 ,如果您离开了该页面并打开了 Esgyn 

DBManager 的其它页面，则通知面板会提示操作结果的通知。此时，点击通知提

示（ ），系统将自动跳转至查询工作台页面并显示结果。 

更多信息，请参阅 4.4 通知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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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控制项 

您可以在控制项中输入 SET 语句或控制查询命令（Control Query Commands，

CQD）语句，输入控制项后，控制项将对所有查询过程和解释计划生效。 

点击选项（Option）（ ）， 

 

更多关于调节查询性能的信息，请参阅 SQL 参考手册和 CQD 参考手册。 

 

8.2.4 从查询工作台导出数据 

 

查看查询工作台的数据不仅有利于开发人员之间相互协作，也有利于用户快速了

解查询详情以及分析查询性能。 

如需获取帮助，发送.wbj 文件至易鲸捷工程师。 

 

如需将查询工作台的数据保存至本地，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导出 SQL 查询 

（select * from TRAFODION.LSY1.SB_HISTOGRAMS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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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UID='4361398653487422729';）的信息。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2、 在查询文本（Query Text）框中输入以上 SQL 查询语句。 

3、点击保存（ ）。 

 

查询文本、执行结果、解释计划和控制项将以 JSON 格式导出至本地下载默

认文件夹。 

信息将保存成.wbj 文件： 

 

信息文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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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向查询工作台导入数据 

 

如需向查询工作台导入数据，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向查询工作台导入 test2.txt 文件。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数据库 > 导入（ ）。 

2、选择待导入的文件。 

注意：支持导入.wbj 和仅包含 SQL 语句的.txt、.sql 或.ddl 文件。 

 

• 仅包含 SQL 语句的.txt、.sql 或.ddl 文件 

(1) 导入了仅包含 SQL 语句的 test2.txt 文件后，查询文本框显示了该文 

件的查询文本。 

 

(2) 点击执行（ ），页面下方将显示该查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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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清理查询工作台 

清理查询工作台将完全重置工作台，即删除所有查询文本、执行结果、解释计划

和控制项。 

如需清理工作台，在已输入查询文本的查询工作台页面中，点击清除（ ）。 

 

8.2.7 查看查询历史 

如需查看查询历史，点击历史（ ）。 

查询历史显示如下图： 

 
 

点击复制（ ）可以复制执行过的某条 SQ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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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账户设置 

易鲸捷数据库支持身份验证（Authentication）和授权（Authorization）。 易鲸捷

数据库 SQL 支持标准 ANSI SQL 权限。 

易鲸捷数据库支持功能权限（组件权限），允许被授权用户执行特定操作或使用

特定功能。 

您可以向特定的数据库用户或角色授予权限。 

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管理进入账户管理主页面 

对于 LDAP 用户，也可以注册用户组并将角色授予用户组。 

角色是对权限的分组，用户组是对用户的分组。对角色赋予权限，然后给用户组

授权，用户组中的所有用户会继承这些权限。 

 

 

8.3.1 数据库用户 

如果启用了身份认证（Authentication），则必须使用在易鲸捷数据库中注册的用

户信息进行登录。 

如果启用了授权（Authorization），则访问 SQL 对象或使用易鲸捷数据库功能时，

需要具备足够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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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配置了 LDAP 或活动目录（Active Directory，AD），则登录 ID（LDAP 用户）

必须在易鲸捷数据库中注册，并映射至易鲸捷数据库用户。JDBC/ODBC 连接通

过 LDAP ID 建立，但如果外部 LDAP ID 通过了身份验证，则 SQL 将使用内部

数据库检查并强制执行授权。 

如果 TRAF_AUTO_REGISTER_USER CQD 设置为 ON，LDAP 用户在首次连接

时会自动注册为数据库用户，如果他们没有在易鲸捷数据库元数据中。 

 

8.3.1.1 数据库用户主页 

数据库用户主页显示易鲸捷数据库用户。 

 

数据库用户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数据库用户名 

• 外部用户名 

• 用户 ID 

• 创建人 

• 是否激活 

• LDAP 配置名称 

• 创建时间 

• 修改时间 

• 操作 

o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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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删除 

 

8.3.1.2 数据库用户详情 

如需查看用户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数据库用户 > 所需用户名称。 

 

数据库用户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8.3.1.2.1 属性 

用户的属性页面显示用户的属性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数据库用户名称 

• 外部用户名称 

• 用户 UID 

• 创建人 

• 是否激活 

• LDAP 配置名称 

• 创建时间（Create 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 Time） 



8．数据管理 

136 
 

 

8.3.1.2.2 角色 

用户的角色页面显示用户被授予的角色，包括以下信息： 

• 角色名称 

• 角色 ID 

• 授予者名字 

 
 

8.3.1.2.3 SQL 权限 

用户的 SQL 权限主页显示用户拥有的 SQL 权限，包括以下信息： 

• 对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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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限 

 

更多关于 SQL 权限的信息，请参阅《QianBase SQL 参考手册》。 

 

8.3.1.2.4 组件权限 

用户的组件权限主页显示用户拥有的组件级权限，包括以下信息： 

• 组件名称 

• 操作名称 

• 授予者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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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组件权限的信息，请参阅《QianBase SQL 参考手册》。 

 

8.3.1.3 添加数据库用户 

如需添加数据库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添加数据用户 TECH_WRITER。 

 

注意： 

使用 Esgyn DBManager 注册用户组之前，必须在 LDAP 中配置用户组。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数据库

用户 > 新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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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以下信息： 

必选项 

• 数据库用户名称 

• 外部用户名称 

（该用户名必须已经在 LDAP 定义） 

• LDAP 配置名称 

 

3、点击确定（ ）。 

 

 

此时，用户主页显示已成功创建的用户 TECH_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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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4 编辑数据库用户 

如需编辑数据库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编辑数据库用户 TECH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2、在用户 TECH_WRITER 的最后一列，点击修改（ ）。 

 

3、在弹出的窗口中，您能编辑以下选项： 

• 外部用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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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AP 配置名称 

• 是否活跃 

注意： 

• 外部用户名称必须已在 LDAP 中配置，否则将报错并提示以下消息： 

 

• 无法编辑数据库用户名称。 

 

4、点击确定（ ）。 

 

 

 

 

8.3.1.5 删除数据库用户 

如需删除数据库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删除数据库用户 TECH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数据库



8．数据管理 

142 
 

用户。 

2、在用户 TECH_WRITER 的最后一列，点击删除（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8.3.1.6 授予数据库用户角色 

如需向数据库用户授予角色，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向数据库用户 TECH_WRITER 授予角色 DB_LIBMGRROLE。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数据库

用户。 

2、选中用户 TECH_WRITER，点击授予/取消授权（ ），点击角色

权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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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左面板是待授予该用户的角色（Avaliable Roles） 

• 右面板是已授予该用户的角色（Selected Roles） 

用户 TECH_WRITER 

待授予该用户的角色 已授予该用户的角色 

DB_HBASEROLE 

DB_HIVEROLE 

DB_LIBMGRROLE 

DB_ROOTROLE 

DB_SERVICEROLE 

DB_ADMINROLE 

 

 

选择 DB_LIBMGRROLE 角色，点击向右箭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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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角色 DB_LIBMGRROLE 出现在已授予该用户的角色（Selected Roles）中，

点击确定（ ）。 

此时，用户 TECH_WRITER 的角色主页显示用户已被授予了角色

DB_LIBMGR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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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7 撤回数据库用户角色 

 

如需撤回数据库用户的角色，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撤回数据库用户 TECH_WRITER 的角色 DB__LIBMGRROLE。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数据库

用户。 

2、选中用户 TECH_WRITER，点击授予/取消授权（ ），点击角色

权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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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左面板是待授予该用户的角色（Avaliable Roles） 

• 右面板是已授予该用户的角色（Selected Roles） 

用户 TECH_WRITER 

待授予该用户的角色 已授予该用户的角色 

DB_ADMINROLE 

DB_HBASEROLE 

DB_HIVEROLE 

DB_ROOTROLE 

DB_SERVICEROLE 

DB_LIBMGRROLE 

 

 

选择 DB_LIBMGRROLE 角色，点击向左箭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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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时，DB_LIBMGRROLE 角色出现在待授予该用户的角色中，点击确定

（ ）。 

 

此时，用户 TECH_WRITER 的角色主页显示其未被授予角色

DB_LIBMGR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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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8 授予数据库用户组件权限 

您可以授予/撤回数据库用户的数据库操作权限，这些权限包括： 

功能 所需权限 说明 

管理 WMS 配置/SLA/映射 WMS.MANAGE_WMS  

取消查询 SQL_OPERATIONS.Q

UERY_CANCEL 

 

查看 Schema 和 Schema 对

象 

SQL_OPERATIONS.S

HOW 

Esgyn DBManager 在内

部以 DB__ADMIN 用

户身份进行连接并获

取信息，但 UI 和

Esgyn DBManager 

Server 端的调用将强制

登录用户具备

SQL_OPERATIONS.S

H 

OW 组件权限 

创建/更改/删除/下载库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LIBRARY 

 

角色管理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ROLES 

 

用户管理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USERS 

 

授予/撤回 SQL 权限 SQL_OPERATIO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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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向用户授予/撤回角色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ROLES 

 

授予/撤回组件权限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COMPONEN

TS 

 

租户管理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TENANTS 

 

创建库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LIBRARY 

 

 

如需向数据库用户授予组件权限，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授予数据库用户 TECH_WRITER 以下组件权限： 

• SQL_OPERATIONS[ALTER_SCHEMA] 

• SQL_OPERATIONS[ALTER_ROUTINE] 

• SQL_OPERATIONS [CREATE_INDEX]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数据库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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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中用户 TECH_WRITER，点击授予/取消授权（ ），点击组件

权限（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左面板是待授予该用户的组件权限 

选择待授予的组件权限，支持单选或多选 

• 右面板是已授予该用户的组件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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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向右箭头（ ）。 

此时，所选的组件权限出现在右面板中。 

 

 



8．数据管理 

152 
 

5、点击确定（ ）。 

此时，用户 TECH_WRITER 的组件权限主页上显示用户已具备以下组件权限： 

• SQL_OPERATIONS[ALTER_SCHEMA] 

• SQL_OPERATIONS[ALTER_ROUTINE] 

• SQL_OPERATIONS [CREATE_INDEX] 

 

 

8.3.1.9 撤回数据库用户组件权限 

如需撤回数据库用户组件权限，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撤回数据库用户 TECH_WRITER 以下组件权限 

• SQL_OPERATIONS[ALTER_SCHEMA]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数据库

用户 。 

2、选中用户 TECH_WRITER，点击授予/取消授权（ ），点击组

件权限（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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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面板是待授予该用户的组件权限（Component Name） 

• 右面板是已授予该用户的组件权限（Privileges） 

选择待撤回的组件权限，您可以单选或多选 

 

4、点击向左箭头（ ）。 

此时，以下组件权限出现在左面板中： 

• SQL_OPERATIONS[ALTER_SCHEMA] 

 

 

5、点击确定（ ）。 

此时，用户 TECH_WRITER 的组件权限主页显示用户不具备以下组件权

限： 

• SQL_OPERATIONS[ALTER_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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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LDAP 用户 

您可以通过 Esgyn DBManager 维护 LDAP 用户。 

 

8.3.2.1 LDAP 用户主页 

LDAP 用户主页显示所有 LDAP 用户。 

 

LDAP 用户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用户名 

• DN 

• 操作 

o 修改密码 

 

8.3.2.2 添加 LDAP 用户 

如需添加 LDAP 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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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为添加 LDAP 用户 TECH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Ldap

用户 > 新增（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以下信息： 

必选项 

• 用户名 

• 密码 

• 确认密码 

 

3、点击确定（ ）。 

 

此时，用户主页显示已成功创建的用户 TECH_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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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 修改 LDAP 用户密码 

如需修改 LDAP 用户密码，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修改 LDAP 用户 TECH_WRITER 的密码。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Ldap

用户。 

2、在用户 TECH_WRITER 的最后一列，点击修改密码（ ）。 

 

3、在弹出的窗口中，您能编辑以下选项： 

• 密码 

• 确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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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确定（ ）。 

 

 

8.3.2.4 删除 LDAP 用户 

如需删除一个或者多个 LDAP 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删除 LDAP 用户 TECH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Ldap

用户。 

2、选择 Ldap 用户 TECH_WRITER，点击删除（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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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5 导入 LDAP 用户 

Esgyn DBManager 支持通过导入文件创建一个或多个 LDAP 用户。 

 

如需导入 LDAP 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

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Ldap 用户 > 导入（ ）。 

 

2、选择本地文件，该文件必须是 json 格式，并且内容符合窗口示例。 

 
 

3、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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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见上述通过文件导入的两个 LDAP 用户已经成功建立在系统中。 

 
 

8.3.2.6 授予 LDAP 用户 DBMGR 权限 

如需向 LDAP 用户授予 DB Manager 权限（DBMGR），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向数据库用户 TECH_WRITER 授予权限 MANAGE_DASHBOARDS

和 SHOW_ALERTS。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Ldap

用户。 

 



8．数据管理 

160 
 

2、选中 LDAP 用户 TECH_WRITER，点击授予/取消授权（ ），

点击组件权限（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左面板是待授予该用户的数据库管理器页面权限 

选择待授予的权限，支持单选或多选 

• 右面板是已授予该用户的数据库管理器页面权限 

选择 MANAGE_DASHBOARDS 和 SHOW_ALERTS 权限，点击向右箭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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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时 MANAGE_DASHBOARDS 和 SHOW_ALERTS 权限出现在已授予该用

户的 DBMGR 权限中，点击确定（ ）。 

 

 

8.3.2.7 撤销 LDAP 用户 DBMGR 权限 

如需撤回 Ldap 用户 DBMGR 权限，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撤回 Ldap 用户 TECH_WRITER 以下组件权限 

• SHOW_ALERTS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 > Ldap 用

户 。 

2、选中 LDAP 用户 TECH_WRITER，点击授予/取消授权（ ），

点击组件权限（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左面板是待授予该用户的数据库管理器页面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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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面板是已授予该用户的数据库管理器页面权限 

选择待撤回的组件权限，您可以单选或多选 

 

4、点击向左箭头（ ）。 

此时，以下组件权限出现在左面板中： 

• SHOW_ALERTS 

 

5、点击确定（ ）。 

此时，Ldap 用户 TECH_WRITER 的 DBMGR 权限不具备 SHOW_ALERTS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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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数据库用户组 

用户组由多个用户组成。 

 

向用户组授予权限或角色，即向该组的所有用户授予权限或角色。 

撤回用户组的权限或角色，即撤回该组所有用户的权限或角色。 

注意： 

使用 EsgynDB Manager 注册用户组之前，必须在 LDAP 中配置用户组。 

 

 

8.3.3.1 数据库用户组主页 

数据库用户组主页显示易鲸捷数据库用户组。 

 

数据库用户组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用户组名 

• 用户组 ID 

• 创建人 

• LDAP 配置名称 

• 创建时间 

• 修改时间 

• 操作 

o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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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 数据库用户组详情 

如需查看用户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组 > 数据库用户组 > 所需用户组名称。 

 

数据库用户组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8.3.3.2.1 属性 

数据库用户组的属性页面显示数据库用户组的属性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用户组名 

• 用户组 ID 

• 创建人 

• 创建时间（Create Time） 

• 修改时间（Modified Time） 

• LDAP 配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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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2 角色 

用户组的角色列表显示该用户组被授予的角色，包括以下信息： 

• 角色名字 

• 角色 ID 

• 授予者名字 

 

 

8.3.3.3 添加数据库用户组 

如需添加数据库用户组，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添加数据用户 TECH_WRITER_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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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使用 Esgyn DBManager 注册用户组之前，必须在 LDAP 中配置用户组。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组 > 数据

库用户组 > 新增（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从用户组名下拉框中选择一个 LDAP 用户组名，从 Ldap

配置名称中选择 local，点击确定（ ）。 

 

 



8．数据管理 

167 
 

此时，用户主页显示已成功创建的数据库用户组 TECH_WRITER_GROUP。 

 

8.3.3.4 删除数据库用户组 

如需删除数据库用户组，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删除数据库用户组 TECH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组  > 数据

库用户组。 

2、选中用户组 TECH_WRITER_GROUP，点击删除（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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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5 授予数据库用户组角色 

如需向数据库用户授予角色，执行以下操作： 

 

本 示 例 为 向 数 据 库 用 户 TECH_WRITER_GROUP 授 予 角 色

TECHNICAL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组 > 数据

库用户组。 

2、选中用户 TECH_WRITER_GROUP，点击授予/取消授权（ ），

点击角色权限（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左面板是待授予该用户组的角色 

• 右面板是已授予该用户组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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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TECHNICAL_WRITER 角色，点击向右箭头（ ）。 

 

4、角色 TECHNICAL_WRITER 出现在已授予该用户组的角色中，点击确定

（ ）。 

此时，用户组 TECH_WRITER_GROUP 的角色名字列表显示用户组已被授

予了角色 TECHNICAL_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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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6 撤回数据库用户组角色 

 

如需撤回数据库用户组的角色，执行以下操作： 

 

本 示 例 为 撤 回 数 据 库 用 户 组 TECH_WRITER_GROUP 的 角 色

TECHNICAL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组 > 数据

库用户组。 

2、选中用户 TECH_WRITER_GROUP，点击授予/取消授权（ ），

点击角色权限（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左面板是待授予该用户组的角色 

• 右面板是已授予该用户组的角色 

选择 TECHNICAL_WRITER 角色，点击向左箭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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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ECHNICAL_WRITER 角色出现在待授予该用户组的角色中，点击确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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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用户组 TECH_WRITER_GROUP 的角色列表显示其未被授予角色

TECHNICAL_WRITER。 

 

 

8.3.4 LDAP 用户组 

您可以通过 Esgyn DBManager 维护 LDAP 用户组。 

 

8.3.4.1 LDAP 用户组主页 

LDAP 用户组主页显示所有 LDAP 用户组。 

 

LDAP 用户组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用户组名 

• 用户组 DN 

• 操作 

o 分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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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2 添加 LDAP 用户组 

如需添加 LDAP 用户组，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添加 LDAP 用户 TECH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组 >  Ldap

用户组 > 新增（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用户组名，从用户名下拉框中选择一个或者多个用

户名给该用户组分配用户： 

 

3、点击确定（ ）。 

此时，Ldap 用户组主页显示已成功创建的 Ldap 用户组 TECH_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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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3 分配用户 

如需修改 LDAP 用户组的用户分配，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修改 LDAP 用户组 TECH_WRITER 的分配用户。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组 >  Ldap

用户组。 

2、在用户组 TECH_WRITER 的最后一列，点击分配用户（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左面板是待分配给该用户组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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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待分配的用户，支持单选或多选 

• 右面板是已分配给该用户组的用户 

选择 trafodion 用户，点击向右箭头（ ）。 

 

4、此时 trafodion 用户出现在已分配的用户列表中，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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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4 删除 LDAP 用户组 

如需删除一个或者多个 LDAP 用户组，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删除 LDAP 用户组 TECH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组 >  Ldap

用户组。 

2、选中 Ldap 用户组 TECH_WRITER，点击删除（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8.3.4.5 导入 LDAP 用户组 

Esgyn DBManager 支持通过导入文件创建一个或多个 LDAP 用户组。 

 

如需导入 LDAP 用户组，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

理 > 账户设置 > 用户组 > Ldap 用户组 > 导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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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本地文件，该文件必须是 json 格式，并且内容符合窗口示例。 

 
 

3、点击确定（ ）。 

 
 

4、可见上述通过文件导入的一个 LDAP 用户组已经成功建立在系统中。 



8．数据管理 

178 
 

 

 

8.3.5 角色 

角色能向用户隐式地分配权限（无需单独向每位用户分配权限），一个角色能分

配给一个用户、多个用户或用户组。数据库用户管理员、角色所有者或角色成员

能授予或撤回角色权限。 

8.3.5.1 角色主页 

角色主页显示易鲸捷数据库的角色。 

 

角色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角色名称 

• 角色 ID 

• 创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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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时间 

• 修改时间 

• 操作 

o 删除 

 

8.3.5.2 角色详情 

如需查看角色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角色 > 所需角色名称。 

 

 

 

角色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8.3.5.2.1 属性 

角色的属性页面显示角色的属性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 角色名称 

• 角色 ID 

• 创建人 

• 创建时间 

• 修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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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2.2 被授予者 

角色的被授予者页面显示拥有该角色的数据库用户，包括以下信息： 

• 被授予者名字 

• 被授予者外部名字 

• 被授予者 ID（Grantee ID） 

• 被授予者类型（Grantee Type） 

• 授予者名字 

 

8.3.5.2.3 SQL 权限 

角色的 SQL 权限页面显示角色的 SQL 权限，包括以下信息： 

• 对象名字 

•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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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权限的授予和撤回，请参阅数据库章节中的权限。 

 

8.3.5.2.4 组件权限 

角色的组件权限页面显示角色的组件级权限，包括以下信息： 

• 组件名称 

• 操作名称 

• 被授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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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管理员用户，您可以授予或撤回角色的组件权限。 

更多信息，请参阅《QianBase SQL 参考手册》。 

 

8.3.5.3 添加角色 

如需添加角色，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添加角色 TECHNICAL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账户设置 > 角色 > 新增

（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角色名称。 

 

 

3、点击确定（ ）。 

 

 

8.3.5.4 删除角色 

如需删除角色，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删除角色 TECHNICAL_WRITER。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设置 > 角色。 

 

2、 在角色 TECHNICAL_WRITER 的最后一列，点击删除（ ）。 

注意： 

删除角色前，必须撤回角色具备的权限，否则 Esgyn DBManager 将报错并提示

以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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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是（Yes）。 

 

8.3.5.5 授予用户角色 

 

如需向用户授予角色，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向用户 TECH_WRITER 授予角色 TECHNICAL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管理 > 角色 。 

2、选中角色 TECHNICAL_WRITER，点击授予/取消授权（ ），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左面板是待授予该角色的用户 

• 右面板是已授予该角色的用户/角色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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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TECHNICAL_WRITER  

待授予该角色的用户 已授予该角色的用户/角色创建者 

DB_ROOT 

TECH_WRITER 

 

DB_ADMIN 

 

注意：用户 DB_ADMIN 是角色

TECHNICAL_WRITER 的创建者。 

 

 

 

 

4、点击向右箭头（ ）。 

此时，用户 TECH_WRITER 出现在右面板中。 

 

 

 

5、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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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角色的被授予者主页显示角色 TECHNICAL_WRITER 已被授予至用户

TECH_WRITER。 

 

8.3.5.6 撤回用户角色 

 

如需撤回用户角色，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撤回用户 TECH_WRITER 的角色 TECHNICAL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管理 > 角色 。 

2、选中角色 TECHNICAL_WRITER，点击授予/取消授权（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左面板是待授予该角色的用户 

• 右面板是已授予该角色的用户/角色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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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能撤回角色创建者的该角色权限。 

 

角色 TECHNICAL_WRITER  

待授予该角色的用户 已被授予该角色的用户/角色创建者 

DB__ROOT TECH_WRITER 

DB_ADMIN 

注意：用户 DB_ADMIN 

是角色 TECHNICAL_WRITER 的创

建者，不能撤回 DB_ADMIN 的

TECHNICAL_WRITER 角色权限。 

 

 

 

4、点击向左箭头（ ）。 

此时，用户 TECH_WRITER 出现在左面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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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确定（ ）。 

此时，角色的被授予者主页上显示角色 TECHNICAL_WRITER 的被授予用户

列表中，没有用户 TECH_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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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7 基于角色授权 

 

Esgyn DBManager 使用组件权限为被授权用户启用或禁用某些功能。 

以下为可以授予/撤回的数据库角色的组件权限。具备角色 DB__ROOTROLE 的

用户能向角色和用户授予以下组件权限。 

功能 所需权限 说明 

管理 WMS 配置/SLA/映射 WMS.MANAGE_WMS  

取消查询 SQL_OPERATIONS.QU

ERY_CANCEL 

 

查看 Schema 和 Schema 对

象 

SQL_OPERATIONS.SH

OW 

Esgyn DBManager 在内部以

DB__ADMIN 用户身份进行

连接并获取信息，但 UI 和

Esgyn DBManager Server 端

的调用将强制登录用户具备

SQL_OPERATIONS.SH 

OW 组件权限 

创建/更改/删除表 SQL_OPERATIONS.  

创建/更改/删除/下载库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LIBRARY 

 

角色管理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ROLES 

 

用户管理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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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撤回 SQL 权限 SQL_OPERATIONS.SH

OW 

 

向用户授予/撤回角色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ROLES 

 

授予/撤回组件权限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COMPONENT

S 

 

租户管理 SQL_OPERATIONS.M

ANAGE 或

SQL_OPERATIONS.M

ANAGE_TENANTS 

 

 

8.3.5.8 授予角色组件权限 

 

如需向角色授予组件权限，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向角色 TECHNICAL_WRITER 授予以下组件权限： 

• SQL_OPERATIONS[ALTER_SCHEMA] 

• SQL_OPERATIONS[ALTER_ROUTINE] 

• SQL_OPERATIONS [CREATE_INDEX]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管理 > 角色 。 

2、选中角色 TECHNICAL_WRITER，点击授予/取消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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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左面板是待授予该角色的组件权限 

选择待授予的组件权限，支持单选或多选 

• 右面板是已授予该角色的组件权限 

 

 

4、点击向右箭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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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所选的组件权限出现在右面板中。 

 

5、点击确定（ ）。 

此时，角色 TECHICAL_WRITER 的组件权限主页上显示用户已具备以下组件

权限： 

• SQL_OPERATIONS[ALTER_SCHEMA] 

• SQL_OPERATIONS[ALTER_ROUTINE] 

• SQL_OPERATIONS [CREATE_INDEX] 

 

 

8.3.5.9 撤回角色组件权限 

如需撤回角色组件权限，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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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为撤回角色 TECHICAL_WRITER 以下组件权限 

• SQL_OPERATIONS[ALTER_SCHEMA]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账户管理 > 角色 。 

2、选中角色 TECHNICAL_WRITER，点击授予/取消授权（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左面板是待授予该用户的组件权限（Component Name） 

• 右面板是已授予该用户的组件权限（Privileges） 

选择待撤回的组件权限，您可以单选或多选 

 
 

4、点击向左箭头（ ）。 

此时，以下组件权限出现在左面板中： 

• SQL_OPERATIONS[ALTER_SCHEMA] 

 

5、点击确定（ ）。 

此时，角色 TECHICAL_WRITER 的组件权限主页显示用户不具备以下组

件权限： 



8. 数据管理 

193 
 

• SQL_OPERATIONS[ALTER_SCHEMA] 

 

8.4 创建库 

如需创建库，请参阅 8.1.8.3 创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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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执行脚本 

执行脚本功能支持在单个连接中执行多个 SQL 语句。 

例如，您可创建 Schema、创建表、向表加载数据和运行多个查询，这些任务通

过一个脚本即可执行。 

如需执行脚本，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数据管理 > 执行脚本。 

 

2、点击上传文件（ ）选择 SQL 脚本文件，或在 SQL 文本框中

输入语句。 

 

3、点击执行（ ），结果将显示在结果框中。 

提示： 

如需将结果保存在本地，点击保存（ ），结果保存成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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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诊断 
 

9.1 SQL 审计 

 

SQL 审计页面显示在易鲸捷数据库上执行过的 SQL 历史。用户可以通过查询功

能来获取自己需要的执行过的 SQL。点击诊断 > SQL 审计进入 SQL 审计主页。 

 

 

9.1.1 SQL 审计概要 

点击 SQL 审计即可显示 SQL 执行概要的列表, 可以通过开始时间和执行时长等

字段所带的排序图标( )对列表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序。 

 

SQL 审计信息细节包括以下字段： 

• 开始时间 

SQL 执行的开始的时间 

 

• 执行时长（毫秒） 

SQL 执行的时长 

 

• 数据库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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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的 SQL 语句 

• 执行状态 

• 主机名 

• 查询类型 

• Mxosrvr 名称 

• 进程 ID 

• 查询 ID 

• 客户端 

• 客户端主机名 

• 客户端 IP 地址 

• 客户端端口 

 

用户可以通过下图所示进行翻页设置（每页多少行）。 

 
 

 

提示： 

你可以通过自动刷新按钮改变刷新频率或者关闭刷新。如果你

选择自动刷新 ，日志将会准实时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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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筛选器 

您可以使用 SQL 审计主页上方的筛选器部分改变查询策略，比如 SQL 执行开始

时间、执行时间等，您也可以使用列表的表头部分来筛选列表显示内容，或使用

搜索框对 SQL 进行搜索。点击（ ）时，过滤器部分会显示出所有过滤条

件，或点击（ ）隐藏部分条件。 

如需使用筛选器筛选 SQL，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搜索特定条件（过去 1 周、最短执行时间为 150）的查询。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诊断 > SQL 审计。 

 

2、在顶部的过滤条件输入区域，输入和选择以下信息： 

(1) 选择时间区间（Time Range）（默认为最近一个小时）。 

 

 

• 1 小时前（Last 1 hour） 

• 6 小时前（Last 6 hours） 

• 1 天前（Last 1 day） 

• 1 周前（Last 1 week） 

也可以自定义时间区间，执行以下操作： 

o 点击开始时间部分，选择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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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选择时间 

 

o 同样方法输入结束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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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执行状态。 

 

(3) 输入查询文本。 

 

(4) 输入最短执行时间。 

 

 

(5) 选择最大获取行数： 

• 100 

• 500 

• 1,000 

• 2,000 

• 5,000 

 

(6) 点击查询（ ）。 

本次搜索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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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日志 

日志页面显示易鲸捷数据库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日志。日志通过 Filebeat 在每个

节点上收集，然后传入 LogStash 进行过滤和处理，再发送到 ElasticSearch 中存

储，以提供统一时间序列的查询。 

 

点击诊断 > 日志进入日志主页。 

 

9.2.1 日志概要 

点击日志即可显示日志概要的列表, 可以通过时间等其他列所带的排序图标( )

对日志列表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序。 

 

日志信息细节包括以下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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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日志产生的时间 

• 节点 

记录日志的节点名 

• 文件路径 

日志文件的绝对路径 

• 严重性 

分为严重，错误，警告，消息和调试 

• 日志信息 

日志主体内容 

 

提示： 

日志页面默认每五分钟自动刷新一次。你可以通过自动刷新按钮改变刷

新频率或者关闭刷新。如果你选择实时刷新 ，日志将会准实时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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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筛选器 

您可以使用日志主页上方的筛选器部分改变查询策略，比如日志产生的时间、节

点等。您也可以使用日志列表的表头部分来筛选列表显示内容，或使用搜索框对

日志信息进行搜索。点击（ ）时，过滤器部分会显示出所有过滤条件，或

点击（ ）隐藏部分条件。 

如需使用筛选器筛选日志，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搜索特定条件（过去 1 周、严重等级为“警告”、组件名称为 REST 和

节点名称为 xl3.novalocal）的日志。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诊断 > 日志。 

2、在页面上方显示的筛选区域页面中，输入和选择以下信息： 

(1) [必选] 选择时间区间（Time Range）。 

 

 

• 1 小时前 

• 6 小时前 

• 1 天前 

• 1 周前 

• 自定义（Customer） 

如果使用自定义，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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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点击时间区间输入框，选择开始日期。 

 

o 选择开始时间。 

 

o 同样方法输入结束时间戳。 

 

 

(2) 选择组件名称（Componen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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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以下为组件说明： 

组件名称 说明 

MXOSRVR  Master 执行器 

DCS  连接服务器 

REST  REST 服务器 

SQL  SQL 

SQL.COMP  编译器 

SQL.ESP  执行器服务器进程 

SQL.EXE  Master 执行器 SQL 

SQL.LOB  SQL 大对象 

SQL.SSCP  运行时管理服务 

SQL.SSMP  运行时管理服务 

SQL.UDR  用户定义程序 

MON  监控器 

MON-SNMP  SNMP 监控器 

TM  事务监控器 

WDG  监控器 

WDG-SNMP  SNMP 监控器 

PSD  进程启动守护进程 

BACKUP_RESTORE  备份恢复 

DBSECURITY  数据库安全 

KERBEROS Kerbe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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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节点名称。 

 

 

(4) 选择严重性 

• 严重 

• 错误 

• 警告 

• 信息 

• 调试 

 

(5) 选择最大获取行数： 

• 100 

• 500 

• 1,000 

• 2,000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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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查询。 

本次搜索的日志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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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Core 分析 

Core 分析页面显示在易鲸捷数据库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的 core 文件信息。用户可

以通过查询功能来获取自己需要的 core 文件信息。 

 

点击诊断 > Core 分析进入 Core 分析主页。 

 
 

9.3.1 Core 分析概要 

点击Core分析即可显示 Core文件概要的列表, 可以通过生成时间和文件名等字

段所带的排序图标( )对列表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序。 

 

Core 分析细节包括以下字段： 

• Core 生成时间 

Core 文件生成的时间 

 

• Core 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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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 文件生成者 

• 主机名 

• 文件路径 

• 堆栈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下图所示进行翻页设置（每页多少行）。 

 
 

 

提示： 

你可以通过自动刷新按钮改变刷新频率或者关闭刷新。如果你选择自动刷新 ，

日志将会准实时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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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筛选器 

您可以使用 Core 分析主页上方的筛选器部分改变查询策略，比如 Core 文件生

成的时间、Core 文件名称等。您也可以使用 Core 文件列表的表头部分来筛选

列表显示内容，或使用搜索框对 Core 文件信息信息进行搜索。点击（ ）

时，过滤器部分会显示出所有过滤条件，或点击（ ）隐藏部分条件。 

  

如需使用筛选器筛选日志，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搜索特定条件（过去 1 周、Core 文件生成者为 idtmsrv）的 core 文件。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诊断 > Core 分析。 

 

2、在页面上方显示的筛选区域页面中，输入和选择以下信息： 

(1) [必选] 选择时间区间（Time Range）。 

 

 

• 1 小时前 

• 6 小时前 

• 1 天前 

• 1 周前 

• 自定义（Customer） 

如果使用自定义，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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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点击时间区间输入框，选择开始日期。 

 

o 选择开始时间。 

 

o 同样方法输入结束时间戳。 

 

(2) 输入 Core 文件生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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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最大获取行数： 

• 100 

• 500 

• 1,000 

• 2,000 

• 5,000 

 

3、点击查询。 

本次搜索的日志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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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集群诊断 

用户可以针对特定的时间段，搜集数据库的相关信息，并整理成报告。相关信息

包括基本信息，配置信息，负载信息，日志以及 core 信息。 

 

在 Esgyn DBManager 页面，点击诊断 > 集群诊断进入该页面。 

 

 
 

9.4.1 集群诊断概要 

点击集群诊断即可显示集群诊断的列表, 可以通过诊断开始时间和诊断结束时

长等字段所带的排序图标( )对列表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序。 

 

集群诊断信息细节包括以下字段： 

• 报告 ID 

集群诊断报告的 ID，生成报告的时候由系统自动生成。 

 

• 进度 

报告生成的进度。  

 

• 执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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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进行中/完成/失败。 

 

• 诊断开始时间 

对应诊断时间区间中的开始时间。 

• 诊断结束时间 

对应诊断时间区间中的结束时间。 

• 创建时间 

诊断报告生成的开始时间。 

• 动作 

o 详情 

 

用户可以通过下图所示进行翻页设置（每页多少行）。 

 
 

 

9.4.2 生成集群诊断 

如需生成集群诊断，执行以下操作： 

 

1、在集群诊断页面，选择集群诊断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系统默认是当前时

间往前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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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生成按钮（ ），新的记录会列在集群诊断列表的最上面，状态是

生成中： 

 

诊断生成成功后，状态会变成完成。 

 

9.4.3 集群诊断详情 

 

1、如需查看集群诊断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诊断 > 集群诊

断 > 所需查看的集群诊断所在行的最后一列详情（ ）。 

 

集群诊断详情将显示在同一浏览器中的新页面中，包括以下信息： 

• 基本信息 

o 诊断区间 

o 硬件信息 

o 系统信息 

o 数据库信息 

• 配置信息 

• 负载信息 

• 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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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 信息 

• 修改时间 

 

2、点击展开所有（ ）按钮，报告中的信息将展开显示： 

 

 

3、点击收起所有按钮（ ），报告中的信息会收起： 

 

4、点击诊断信息总览，可以定位到所需查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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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保存按钮（ ），可保存报告。 

 

 

9.4.4 对比集群诊断 

选择两个集群诊断，点击对比按钮（ ）。 

 

系统会在同一浏览器中，打开新的页面，该页面显示这两条集群诊断报告的信息

对比。 

在基本信息的诊断区间中，可以看出 t1 定义的时间段和 t2 定义的时间段。 

 

以负载信息为例，  列标题中以 t1开头的信息对应诊断区间中 t1开头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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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亦然。 

 

 

 

 

 

 

 

 

9.4.5 删除集群诊断 

 

如需删除集群诊断，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诊断 > 集群诊断 > 选择待删除的集

群诊断（一个或多个）> 删除（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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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运维 
 

10.1 备份/还原 

  

10.1.1 备份 

易鲸捷数据库支持在线备份和恢复 Schema 和表。 

 

注意： 

• 仅 DB_ROOT 和 DB_ADMIN 用户能执行备份和恢复操作，其它用户不能执

行备份和恢复操作。 

• 如果已开启 LDAP验证，应以 LDAP用户（映射至DB_ROOT和DB_ADMIN

用户）身份登录。 

 

更多关于备份/恢复功能的信息，请参阅《QianBase 备份与恢复指南》和《EsgynDB

备份与恢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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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还原 tab 页显示所有备份/恢复任务，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进入。 

 

备份/还原列表包括以下信息： 

• 备份标签名 

备份的 tag 名称，它由用户指定的备份 tag 名称与儒略时间戳（实际备份操作

开始时间）组成。 

例如，如果您计划每月备份一次并将备份 tag 名称指定为 sales_monthly，则

每月备份实例将被命名为 sales_monthly_<timestamp>。 

• 备份类型 

o 普通备份：REGULAR 

o 增量备份：INCREMENTAL 

• 状态 

• 备份时间 

备份操作开始的时间戳。 

• 创建人 

• 操作 

o 导出 

o 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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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工作状态 

工作状态主页显示所有运行过的工作（job）的步骤以及状态。 用户可以通过查

询功能来获取自己需要 job 的执行情况。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 >工作状态进入

工作状态主页。 

 

10.1.2.1 工作状态概要 

点击工作状态显示所有工作(job)概要的列表, 可以通过操作类型和标签名等字

段所带的排序图标( )对列表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序。 

 

工作状态信息细节包括以下字段： 

• 操作类型 

BACKUP/RESTORE/IMPORT/EXPORT 

 

• 标签名 

SQL 执行的时长 

 

• 备份类型 

分为 REGULAR/INCR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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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时间 

• 进度 

表示该工作是否成功完成，绿色表示成功，红色表示失败，蓝色表示正在进

行。 

• 开始时间 

• 结束时间 

• 动作 

o 详情 

 

用户可以通过下图所示进行翻页设置（每页多少行）。 

 
 

 

提示： 

你可以通过自动刷新按钮改变刷新频率或者关闭刷新。如果你

选择自动刷新 ，日志将会准实时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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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 筛选器 

您可以使用工作状态主页上方的筛选器部分改变查询策略，比如操作类型、时间

间隔等，您也可以使用列表的表头部分来筛选列表显示内容，或使用搜索框对工

作状态进行搜索。点击（ ）时，过滤器部分会显示出所有过滤条件，或点

击（ ）隐藏部分条件。 

如需使用筛选器筛选工作状态，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搜索特定条件（过去 1 周、操作类型为 BACKUP）的查询。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 >工作状态。 

2、在页面上方显示的筛选区域页面中，输入和选择以下信息： 

(1) 选择操作类型： 

(2) 选择时间区间（Time Range）（默认为最近一个小时）。 

 

 

• 1 小时前（Last 1 hour） 

• 1 天前（Last 1 day） 

• 1 周前（Last 1 week） 

也可以自定义时间区间，执行以下操作： 

o 点击开始时间部分，选择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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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选择时间 

 

o 同样方法输入结束时间戳。 

 

(3) 点击查询（ ）。 

 

 

 

 

 

 



10.运维 

226 
 

10.1.2.3 查看工作状态详情 

如需查看工作状态详情，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 >工作状态。 

2、在所需工作的最后一列（动作），点击详情（ ）。 

 
 

 

 

10.1.3 工作时间表 

如果您创建了在将来某个时间执行的备份计划或循环备份计划，则这些备份计划

将添加至定时任务（cronjob）文件中。 

注意： 

如需使用计划备份（Schedule Jobs）功能，您需要在安装 Esgyn DBManager 的节

点上安装 python-crontab，输入以下命令： 

sudo pip install python-crontab 

 

10.1.3.1 工作时间表主页 

工作时间表主页显示所有备份计划任务的信息。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 > 工作

时间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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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表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工作 ID 

备份计划任务的唯一标识符。创建备份计划任务后，系统将生成任务 ID。 

 

• 时间表 

 

• 命令 

执行备份计划的命令。edb_br_action.py脚本初始化备份操作。 

 

• 状态 

o 启用 

o 禁用 

 

• 动作 

o 修改 

 

 

10.1.3.2 更改计划备份 

如需更改备份计划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 > 工作时间表。 

2、在待修改备份计划的最后一列（动作），点击修改（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您可以更改备份计划的频率和时间。 

 

 

4、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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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3 删除计划备份 

如需删除计划备份，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 > 工作时间表。 

2、选中待删除的一个或多个计划备份，点击删除（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10.1.3.4 禁用计划备份 

 

如需禁用计划备份，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 > 工作时间表。 

2、选中待禁用的一个或多个计划备份，点击禁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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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图例中的两条计划备份的状态已变成禁用。 

 

 

10.1.4 新建备份 

如需添加备份，执行以下操作： 

 

3、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 > 新建备份

（ ）。 

4、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和选择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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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输入备份标签名。 

(2) 选择备份类型。 

o 常规 

o 增量 

(3) 输入重试延迟（秒） 

(4) 选择备份对象。 

o 左面板为可备份对象 

o 当前版本只能选择 schema、table、library 、routine 这几类对象。 

o 您能选择一个或多个对象，即既能选择单个 schema 和表，也能

选择多个 schema 和表。 

o 如果选择 schema 中的所有表，则备份该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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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如果选择根文件夹，则备份所有对象。 

o 右面板为待备份对象（Selected Objects） 

(5) 选择时间表。 

o 立刻单次执行 

该方式将在点击提交后立刻执行备份操作。 

o 指定时间单次执行 

该方式将在指定时间执行备份操作。指定该选项后，您将需要指定一

个确切的时间。 

(a) 点击该选项后，下面的时间输入框会自动填入当前时间。 

(b)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日历（ ）设置时间。 

 

(c) 选择时间。 

 

提示：如需快速选择当前日期，点击此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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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循环 

该方式将循环地执行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备份操作。 

(a) 点击循环后在下面显示的任务计划设置，选择循环方式。如果选

择每周/每月/每月，则您可以点击日历上的日期（可多选），选择

指定时间。 

o 每日 

o 每周 

o 每月 

o 每年 

(b) 选择备份频率。 

• 在指定时间（At） 

• 每隔指定时间（Every） 

(6) 选择运行方式 

如果时间表选择指定时间单次执行或者循环时，您可以选择运行方式：并行

和串行。 

o 并行 

并行指的是该备份任务是独立的任务，不受任何其他任务的限制。 

o 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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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是指该备份任务依赖于其他任务，当其他任务结束后才启动该

任务。 

从父任务下拉框中选择其他任务的名字，输入超时时间。 

超时时间(分钟):表示等待父任务的超时时间，必须为大于等于-1 的

数字，-1 代表等待父任务执行完毕。其他数字例如 10，表示等待父

任务结束 10 分钟，超过 10 分钟如果父任务还没有结束，该任务将

不再等待而被启动。 

 

 

(7) [可选] 输入自动导出的文件夹 

示例 

hdfs://node1.abc.com:8020/user/trafodion/backup 

(8) 点击确定（ ）。 

o 如果备份方式选择立刻备份，则备份操作立即开始，对话框将在备份

操作完成之后关闭，备份成功后动作列将显示还原和导出。 

o 如果备份方式选择指定时间备份或循环备份，则备份任务将显示在

工作时间表主页上，并添加至数据库的定时任务文件（crontab file）

中，它将在指定时间执行备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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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还原备份 

如需恢复备份，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 > 待还原的备份标签

名称所在行最后一列的还原（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 选择还原类型：备份标签名或指定时间点 

选择指定时间点时，需要在下面指定时间。 

• 选择备份标签名时，指定还原对象， 

左面板为可还原对象 

o 您能选择一个或多个对象，即既能选择单个 schema 和表，也能选择

多个 schema 和表。 

o 如果选择 schema 中的所有表，则恢复该 schema。 

o 如果选择根文件夹，则恢复所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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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面板为待还原对象（Selected Objects） 

 

3、点击确定（ ），还原操作立即开始。 

对话框将在恢复操作完成之后关闭。 

恢复操作完成后，通知面板将通知恢复操作已完成。如需查看消息详情，点

击通知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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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导出备份 

如需将备份导出至 HDFS 文件夹，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 > 待导出的备份标签

名所在行最后一列的导出（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指定目标 HDFS 文件夹路径。 

示例 

hdfs://node1.abc.com:8020/user/trafodion/backup 

 

3、点击确定（ ）。 

 

 

10.1.7 导入备份 

如需从 HDFS 文件夹导入备份至易鲸捷数据库，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 > 导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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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以下信息： 

• 输入备份标签名。 

• 指定目标 HDFS 文件夹（Target HDFS Directory）路径。 

示例 

hdfs://node1.abc.com:8020/user/trafodion/backup 

• 指定导入时间表。 

• 指定是否导入后恢复备份。 

3、点击确定（ ）。 

 

10.1.8 删除备份 

如需删除备份，执行以下操作： 

6、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备份/还原 > 选择待删除的

备份标签名（一个或多个）> 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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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10.1.9 备份/还原日志 

如果备份/恢复操作失败，您可以通过日志分析失败原因，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查找特定条件（前一周、严重等级为“错误”、组件名称为 Backup 

Restore 和节点名称为 xl6.novalocal）的日志。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诊断 >日志。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和选择以下信息： 

(1) [必选] 选择时间区间（Tim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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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时前 

• 6 小时前 

• 1 天前 

• 1 周前 

• 自定义（Customer） 

如果使用自定义，执行以下操作： 

o 点击时间区间输入框，选择开始日期。 

 

o 选择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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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同样方法输入结束时间戳。 

 

 

(2) [必选] 选择严重等级。 

 

 

 

(3) [必选] 选择组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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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选]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节点名称。 

 

3、点击查询（ ）。 

10.2 任务调度 

 

10.2.1 任务工作时间表 

如果您创建了在将来某个时间执行的任务或循环任务，则这些任务将添加至定时

任务（cronjob）文件中。 

注意： 

如需使用计划任务功能，您需要在安装 Esgyn DBManager 的节点上安装 python-

crontab，输入以下命令： 

sudo pip install python-crontab 

 

 

10.2.1.1 任务工作时间表主页 

 

任务工作时间表主页显示所有计划任务的信息。点击运维 > 任务调度 > 工作

时间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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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工作时间表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工作 ID（Job ID） 

计划任务的唯一标识符。创建任务后，系统将生成任务 ID。 

 

• 任务类型，目前支持： 

o 更新统计信息 

o 压缩 regions 

• 时间表（Schedule） 

 

• 命令（Command） 

执行计划的命令。edb_br_action.py脚本初始化备份操作。 

 

• 状态 

o 启用 

o 禁用 

 

• 动作（Action） 

o 修改 

 

10.2.1.2 新建任务 

如需添加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任务调度 > 工作时间表 > 新建

工作（ ）。 

2、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和选择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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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输入任务 ID。 

(2) 选择任务类型。 

o 更新统计信息 

o 压缩 regions  

(3) 输入表增量阈值（%）。 

(4) 输入表时间阈值（天）。 

(5) 输入任务的线程数。 

(6) 选择预操作的表。 

o 左面板为可操作对象 

o 仅支持对表进行操作。 

o 您能选择一个或多个对象，即既能选择单个 schema 和表，也能

选择多个 schema 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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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如果选择 schema 中的所有表，则操作该 schema 下所有表。 

o 如果选择根文件夹，则操作所有表。 

o 右面板为待操作表 

(7) 选择时间表。 

o 立刻单次执行 

该方式将在点击提交后立刻执行操作。 

o 指定时间单次执行 

该方式将在指定时间执行操作。指定该选项后，您将需要指定一个确

切的时间。 

(a) 点击该选项后，下面的时间输入框会自动填入当前时间。 

(b)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日历（ ）设置时间。 

 

(c) 选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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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如需快速选择当前日期，点击此刻（ ）。 

 

o 循环 

该方式将循环地执行每日/每周/每月/每年操作。 

(a) 点击循环后在下面显示的任务计划设置，选择循环方式。如果选

择每周/每月/每月，则您可以点击日历上的日期（可多选），选择

指定时间。 

o 每日 

o 每周 

o 每月 

o 每年 

(b) 选择操作频率。 

• 在指定时间（At） 

• 每隔指定时间（Every） 

 

(9) 选择运行方式 

如果时间表选择指定时间单次执行或者循环时，您可以选择运行方式：并行

和串行。 

o 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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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指的是该备份任务是独立的任务，不受任何其他任务的限制。 

o 串行 

串行是指该备份任务依赖于其他任务，当其他任务结束后才启动该

任务。 

从父任务下拉框中选择其他任务的名字，输入超时时间。 

超时时间(分钟):表示等待父任务的超时时间，必须为大于等于-1 的

数字，-1 代表等待父任务执行完毕。其他数字例如 10，表示等待父

任务结束 10 分钟，超过 10 分钟如果父任务还没有结束，该任务将

不再等待而被启动。 

 

 

(10) 点击确定（ ）。 

    新建的工作列在工作时间表主页面的列表中。 

o 如果选择立刻执行，则操作立即开始，该工作会立刻开始初始化 

(Initialize)，并且显示在工作状态列表中。 

 

o 如果选择指定时间操作或循环操作，该工作会显示在工作状态列表中，

但并不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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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3 修改任务 

如需修改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任务调度 > 工作时间表。 

2、在待修改任务的最后一列（动作），点击修改（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您可以更改任务的： 

o 任务的线程数 

o 表增量阈值 

o 表时间阈值 

o 时间表（频率和时间） 

 

4、点击确定（ ）。 

 

10.2.1.4 删除任务 

如需删除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任务调度 > 工作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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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待删除的任务（一个或多个）> 删除（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是（ ）。 

 
 

 

10.2.1.5 禁用任务 

如需禁用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任务调度 > 工作时间表 

2、选中待禁用的一个或多个任务，点击禁用（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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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中的两条工作的状态已变成禁用。 

 

 

10.2.1.6 启用任务 

如需启用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任务调度 > 工作时间表。 

2、选中待启用的一个或多个任务，点击启用（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是（ ）。 

 

 

图例中的两条任务的状态已变成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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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查看工作状态 

工作状态页面详细显示执行过的工作（job），包括开始和时间，以及工作的进度，

每个工作的右上角显示进程 ID 和主机名。 

 

点击运维 > 任务调度 > 工作状态进入。 

 

 

10.3 多数据中心  

数据库多数据中心复制功能使数据能够跨两个数据中心同步复制。 

HBase 在同一个 Hadoop 实例中保留了多个数据副本，这样即使实例中的硬件或

软件组件出现故障，也能保证数据的可用性。 

数据库多数据中心复制功能扩展了跨数据中心的保护，确保在发生计划内的实例

中断和实例或数据中心故障时的数据可用性。它还可以增加读写能力。 

数据中心的功能可能是: 

主动-主动 

应用程序同时更新两个实例，并同时读取这两个实例 

主动-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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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更新一个实例，并读取两个实例 

参与复制的实例称为对等实例。 

复制是在数据库表级别完成的。 

在同步复制模式下，一个实例上的表中的更新将作为同一事务的一部分自动复制

到对等实例。 

在无复制模式下，表更新将限制为本地实例（默认行为）。 

使用此功能不需要更改应用程序。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库多数据中心复制指南》。 

 

先决条件: 

 

• 这两个数据库实例应该配置唯一的集群 id。$TRAF_CLUSTER_ID 

• 确保两个集群可以使用主机名相互通信 

o 您可以编辑/etc/hosts 文件，以确保在该文件中指定了两个集群中的所

有主机。 

o 或者使用可以解析两个群集中每个节点的主机名的 DNS 服务器。 

o zookeeper 连接和到远程节点的 hbase 连接都是通过主机名进行的，因

此，如果我们不能通过主机名从每个集群到另一个集群进行通信，xDC

配置将无法工作。 

• 应在代理数据库管理器远程 remote_instances.json 文件中配置远程数据库管

理器实例。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xDC 配置请求被发送到每个远程数据库管理器服务器，

以便在该远程对等实例中设置 xDC。 

 

 

点击运维 > 多数据中心进入多数据中心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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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多数据中心主页 

o 如果没有配置对等实例，页面显示如下，可通过点击配置（ ）按钮配置

对等实例。 

 

 

o 如果已经配置了对等实例，并且对等实例是开启状态，页面显示如下，可以

通过（ ）按钮，将对等实例关闭。 

 

o 如果已经配置了对等实例并且对等实例是关闭状态，页面显示如下，可以通

过（ ）按钮开启对等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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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配置对等实例 

点击配置（ ）按钮配置远程对等实例时，用户可在系统自动跳出的窗口输

入相应的信息，点击（ ）按钮。 

 

 

Zookeeper 主机输入框可以输入多个主机名，但必须以逗号分隔。 

远程对等实例配置成功后，页面显示如下，对等实例处于开启状态，用户可以对

对等实例进行关闭操作。 

 
 

10.3.3 关闭对等实例 

点击关闭（ ）按钮，用户可以在系统跳出的窗口进行再次确认。 

 
 

选择取消将返回，选择确定将关闭对等实例，返回主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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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实例已经关闭，用户可以通过（ ）按钮再次开启。 

 

 

10.3.4 开启对等实例 

点击页面中开启（ ）按钮，用户可以在系统跳出的窗口进行再次确认。 

 

选择取消将返回，选择确定将开启对等实例，返回主页。 

 
 

10.3.5 删除对等实例 

如果已经配置了对等实例，可通过点击（ ）删除对等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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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中间件 

中间件（DCS MID 以下简称 MID）是架设在 DCS 上的一层组件，用于满足原本

DCS 占用端口过多的情况。在中间件中，每个节点对外只需开放 22400 端口，无

需额外的端口。 

 

中间件页面用以管理中间件的会话配置和连接配置。点击运维 > 中间件进入中

间件主页。 

 

10.4.1 会话配置 

1、点击运维 > 中间件 > 会话配置 > 新增会话配置 ( )。 

2、在新增会话窗口中输入以下信息： 

o 会话配置名称 

o 查询个数限制 

o 是否允许全表扫描 

o 是否允许全表 join 

 
 

 

3、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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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连接配置 

1、点击运维 > 中间件 > 连接配置进入连接配置页面。 

 

2、设置以下连接配置属性： 

o 最大连接数 

o Mxosrvr 连接数 

o 白名单 

o 黑名单 

 

3、点击修改（ ）。 

 

注意： 

• 一个 IP 地址不能同时出现在白名单和黑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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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执行命令 

您可以在执行命令页面通过页面按钮直接执行一些命令。 

目前仅提供以下三种命令： 

• sqvers -s 

显示数据库的版本信息。 

• balance_switch false 

执行该命令后 HBase的均衡状态为 false 

• balance_switch true 

执行该命令后 HBase的均衡状态为 true 

 

在 Esgyn DBManager 页面，点击运维 > 执行命令进入该页面。 

点击命令所在行的最后一列的执行操作，可以执行该命令。 

 

点击执行后，跳出的新窗口将显示执行状态和执行结果，如下图所示，点击

balance_switch true的执行按钮后，系统显示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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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点击监控 > 概览，查看 HBase 状态，均衡状态将变为 True，如下

图所示： 

 
 

请注意，状态变化的显示会有些许延迟，您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刷新（ ）

查看最新的概览页面。 

10.6 流式数据处理 

KafkaCDC 是用于将流式数据从 Kafka 方便灵活地落地到易鲸捷数据库，供后续

进一步的数据挖掘和分析使用。 

流式数据处理页面是用于管理、监控 KafkaCDC 的启停以及运行状态等。 

如需使用该功能，请在服务器端安装 KafkaCDC 服务。 

 

在 Esgyn DBManager 页面，点击运维 > 流式数据处理进入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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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流式数据处理主页 

点击流式数据处理即可显示主页，任务列表可以通过任务名称、创建时间等字段

所带的排序图标( )对列表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序。 

 

流式数据处理任务列表包括以下字段： 

• 任务名称 

由用户在创建任务时命名。 

• 任务 ID 

系统在创建任务时自动生成。  

• 状态 

任务当前状态。 

• 服务器 

由用户选择。 

• 进程 ID 

• 创建时间 

该任务创建的时间。 

• 开始时间 

该任务启动的时间。 

• 延迟时间（秒） 

创建时由用户定义。 

• 总讯息 

任务执行中产生的消息数总和。 

• 总任务 

任务执行中启动的处理线程数总和。 

• 动作 

o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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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日志 

10.6.2 新建任务 

如需添加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流式数据处理 > 新建任务

（ ）。 

2、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和选择以下信息： 

 

 

(1) 输入任务名称。 

(2) 选择服务器。 

(3) 输入延时时间（秒）。 

(4) 点击按钮上载配置文件。 

3、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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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任务列在主页面的列表中。 

10.6.3 修改任务 

如需修改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流式数据处理 > 任务表。 

2、在待修改任务的最后一列（动作），点击修改（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修改，该窗口内容与新建窗口内容一致。 

4、点击确定（ ）。 

10.6.4 删除任务 

如需删除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流式数据处理 > 任务表。 

2、选择待删除的任务（一个或多个）> 删除（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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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 启动任务 

如需启用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一次只能启动一个任务）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流式数据处理> 任务列表。 

2、选中待启用的一个任务，点击启用（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是（ ）。 

下图中的任务状态已变成运行中： 

 

10.6.6 停止任务 

如需停止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一次只能停止一个任务）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流式数据处理 > 工作时间表 

2、选中待停止的一个任务，点击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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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停止方法，点击是（ ）。 

 

4、图例中任务的状态已变成停止中，停止成功后状态会变成停止。 

 

10.6.7 查看任务和日志 

如需查看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仅能查看运行中的任务）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流式数据处理 > 工作时间表 >  

点击运行中的任务名称查看任务详情页面。 

 

如需查看任务日志，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运维 > 流式数据处理 > 工作时间表 

 

2、在所需任务的最后一列（动作），点击日志（ ）。 

系统会跳转到日志页面显示该任务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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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租户 

多租户功能允许单个集群上的多个租户（或客户端）运行各自的应用程序，并独

立地管理自身资源。 

 

注意：多租户功能仅在启用后才能使用。 

 

EsgynDB 支持： 

• 管理系统资源：提供控制租户 CPU 和内存使用的机制，为每个租户提供不同

比例的 CPU 和内存，并通过 Linux cgroups 管理资源。 

• 隔离数据：每个租户仅能访问自身应用程序的数据，但不能查看或访问其它

租户的数据。通过向与用户有关的对象和与租户有关的用户组授予权限，

EsgynDB 实现数据隔离。 

 

11.1 租户简介 

租户共享集群资源。EsgynDB 在创建租户时，为租户分配以下资源： 

• 基本资源 

例如，CPU 和内存等 

• 其它资源 

例如，租户管理员和 schema 等 

 

Linux cgroup 是管理进程的各个系统属性的机制，负责监管资源分配。 

 

以下为租户术语解释： 

• 租户名称（Tenant Name） 

租户名称在 EsgynDB 元数据中注册。应用程序连接至 EsgynDB 时，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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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url 中获得该租户名称。 

 

• CPU Shares（CPU shares） 

表示可用于 cgroup 任务的 CPU 用时（整数值）。 

• cpuSharesPerCore 

表示每个核的 cpu。                  

假设每个节点的 CPU 是 1024，则 32 核节点的各核 CPU 是 1024/32 = 32。 

• computeUnit 

表示分配至租户的计算资源单元。 

假设 1 个 computeUnit 是 4 核 32GB 内存，建议向每个租户分配至少 4 个

computeUnit。 

• coresPerUnit 

表示分配至计算单元的核的数量。 

EsgynDB 在每个计算单元使用 4 核。 

• memoryPerUnit 

表示分配至计算单元的内存。 

Esgyn 在每个计算单元使用 32GB。 

 

租户在 Esgyn 元数据中注册，租户 cgroup 在所有 Esgyn 节点上创建，租户

cgroup 的父租户是 ESGYNDB，它由环境变量 ESGYN_CG_CPU、 

ESGYN_CG_CPUACCT 和 ESGYN_CG_MEM 表示。 

在一个节点上，节点将 cgroup 阈值计算成 EsgynDB 阈值的 a%，再在每个节点

上使用 a%创建 cgroup。 

 

示例 

以下示例为将计算单元转化成 cgroup 值。 

 

1、假设集群有 4 个节点，每个节点有 32 核/256GB 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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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SharesPerCore = 1024/32 = 32 

coresPerUnit = 4 

memoryPerUnit = 32GB 

 

2、EsgynDB 分配 50%的节点资源。 

esgynCPUShares = 512 shares 

esgynMemory = 128GB 

 

3、计算租户 cgroup 限制。 

(1) 计算租户 cgroup 限制占 EsgynDB 限制的百分比，计算在一个节点上完

成。 

tenantCPUPercent = (number of slices on node * coresPerUnit * 

cpuSharePerCore * 100) / esgynCPUShares 

 

tenantMemoryPercent = (number of slices on node * memoryPerUnit * 

100) / esgynMemory 

(2) 在每个节点上创建租户 cgroup（占%的 Esgyn cgroup）。 

tenantCPUShares = (tenantCPUPercent/100) * esgynCPUShares 

tenantMemory = (tenantMemoryPercent/100) * esgynMemory 

 

4、租户 1 需要 4 个计算单元。 

tenantCPUPercent = (1 * 4 * 32 * 100) / 512 = 25% 

tenantMemoryPercent = (1 * 32GB * 100) / 128 = 25% 

tenantCPUShares = (25/100) * 512 = 128 shares 

tenantMemory = (25/100) * 128GB = 32 GB 

在每个节点上创建 Tenant1 cgroup（128shares 和 32GB 内存），将 Swap 设置

成内存*2。 

 

5、租户 2 需要 8 个计算单元。 

tenantCPUPercent = (2 * 4 * 32 * 100) / 512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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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ntMemoryPercent = (2 * 32GB * 100) / 128 = 50% 

tenantCPUShares = (50/100) * 512 = 256 shares 

tenantMemory = (50/100) * 128GB = 64 GB 

在每个节点上创建 Tenant2 cgroup（256shares 和 64GB 内存），将 Swap 设置

为该内存*2。 

 

11.2 配置 

11.2.1 配置主页 

租户的配置主页显示已注册的租户。如需查看配置主页，在 Esgyn DBManager 主

页上，点击租户 > 配置。 

 

租户的配置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11.2.1.1 概要 

• 租户名 

• 租户 ID 

• 管理员角色名称 

• 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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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组 

• 计算单元 

• 最大并发会话 

• 默认 Schema 名称 

• 创建者 

• 创建时间 

• 修改时间 

• 动作 

o 修改 

 

11.2.1.2 节点分配 

默认情况下，安装 EsgynDB 时，系统会配置一个 ESGYNDB 系统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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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租户详情 

如需查看租户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租户 > 配置 > 所需租

户名称。 

 

租户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11.2.2.1 属性 

• 租户名 

• 租户 ID 

• 管理员角色名称 

• 默认 Schema 名称 

• 用户组 

• 资源组 

• 创建者 

• 计算单元 

• 最大并发会话 

• 创建时间 



11．租户 

271 
 

• 修改时间 

 

 

11.2.2.2 使用 

11.2.2.2.1 集群 

• 内存使用率 

• 交换内存使用率 

• CPU 用时 

 

11.2.2.2.2 每个节点 

• 节点 

• 内存使用率 

• Swap 使用率 

• CPU 时间 

• CPU 共享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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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添加租户 

如需添加租户，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创建租户 TECH_WRITER。 

1、在 EsgynDB Manager 主页上，点击租户 > 配置 > 添加租户（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并选择以下信息： 

必选项 可选项 

• 租户名 

• 管理员角色名称 

• 计算单元 

1 Computer Unit = 4 Core + 32 GB 

Memory 

 

• 用户组 

o 如果指定用户组（1个租户可以

指定多个用户组），则相同用户

组的多个用户能以同一租户身

份登录。用户和用户组必须已

在 LDAP 中配置。 

o 如果不指定用户组，则仅该用

户能以该租户身份登录。 

• 资源组 

• 默认 Schema 名称 

• 最大并发会话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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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1 ~ mxoserver 的数量。 

 

3、点击确定（ ）。 

 

此时，租户主页显示已成功创建租户 TECH_WRITER。 

 

11.2.4 编辑租户 

如需编辑租户，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编辑租户 TECH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租户 > 配置 >  租户 TECH_WRI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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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 编辑（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您可以更改以下选项： 

• 用户组 

• 资源组 

• 默认 schema 

• 计算单元 

• 最大会话 

注意：无法更改租户名称。 

 

3、点击确定（ ）。 

 

 

此时，租户 TECH_WRITER 的属性主页显示更新后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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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删除租户 

如需删除租户，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DB Manager 主页上，点击租户 > 配置 > 所需租户所在行的删除

（ ）。 

 

 

2、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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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在租户详情页面点击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11.2.6 向租户授权 

如需向租户授权，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创建租户时指定了用户组，执行以下操作： 

1、创建与租户相关的特定角色。 

2、向特定角色授予某些权限。 

3、向（映射至租户的）用户组授予特定角色权限。 

此时，任何以该租户身份登录的用户将拥有这些权限。 

 

• 如果创建租户时未指定用户组，执行以下操作： 

直接向角色或用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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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资源组 

11.3.1 资源组主页 

资源组主页显示租户的所有资源组，如需查看资源组主页，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租户 > 资源组。 

 

资源组主页包括以下信息： 

• 资源组名称 

• 资源组 ID 

• 创建者 

• 是否激活 

• 创建时间 

• 修改时间 

• 操作 

o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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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资源组详情 

如需查看资源组详情，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租户 > 资源组 > 所

需资源组名称。 

 

资源组详情包括以下信息： 

11.3.2.1 属性 

资源组的属性包括以下信息： 

• 资源组名 

• 资源组 ID 

• 创建者 

• 创建时间 

• 修改时间 

•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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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2 租户 

资源组的租户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 租户名 

 

 

点击租户名可前往租户详情页面。 

 

11.3.3 新增资源组 

本示例为新增资源组 TECH_WRITER。 

1、在 EsgynDB Manager 主页上，点击租户 > 资源组 > 新增资源组（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并选择以下信息，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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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组主页显示已成功创建资源组 TECH_WRITER。 

 

11.3.4 编辑资源组 

本示例为编辑资源组 TECH_WRITER。 

 

1、在 EsgynDB Manager 主页上，点击租户 > 资源组 > 所需资源组。 

 
 

2、在资源组详情页面，点击编辑（ ）。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更改节点，资源组名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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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确定（ ）。 

 

11.3.5 删除资源组 

如需删除资源组，执行以下操作： 

1、在 EsgynDB Manager 主页上，点击租户 > 资源组 > 所需资源组所在行的删

除（ ）。 

 

2、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您也可以在资源组详情页面，点击删除（ ）来删除资源组。 



11．租户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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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置 
 

12.1 数据库配置 

您可以通过数据库配置页面维护和发布数据库配置文件，包括 LDAP 配置，DCS

配置，REST 配置和 SQL 配置。 

  

12.1.1 新增配置和发布配置 

如需添加配置，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添加 LDAP 配置 TECH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设置  > 数据库配置  > DCS > 新增

（ ）。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以下信息： 

 

3、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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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DCS 配置主页显示已成功创建的参数 TECH_WRITER。 

 

12.1.2 保存和发布配置的修改 

1、点击保存（ ）可以保存新建配置和对已经存在的配置的修改。 

2、点击发布配置（ ）发布新建/更改的参数。 

请注意，必须先保存才可以发布配置。 

12.1.3 删除配置 

您可以删除用户自定义的配置。 

如需删除配置，执行以下操作： 

本示例为删除 DCS 配置的参数 TECH_WRITER。 

 

1、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设置 > 数据库配置 > 所需配置所在行的

删除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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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 

 

 

12.1.4 配置对比 

每次更新发布配置后，系统会为配置生成新版本。 

点击（ ）按钮，可以显示/隐藏配置的历史版本。 

 

页面默认选中并显示最新版本，点击不同的版本可获取该版本的详细信息。 

 

如需对比两个版本的配置详情，执行以下步骤， 

 

1、选中需要对比的某个版本，如下图的 V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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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鼠标放在另外一个版本上（不需要点击），如下图的 V7。 

3、在小窗口中点击对比（ ）。 

 

4、配置的对比信息将显示在新的页面中。 

 

12.1.5 配置回退 

您可以通过配置回退，回到选中的某个历史版本号，回退成功后，将生成新的版

本，并将其设置成当前版本，该版本的配置信息跟选中回退的版本信息完全一致。 

 

如需回退到某个历史版本，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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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除当前版本的任何历史版本，如下图的 V9。 

2、在小窗口中点击回退（ ）。 

3、或者点击图中的 按钮。 

4、根据提示点击确定。 

5、系统会生成一个新的配置版本 V13，该版本的信息跟 V9 完全相同，V13 被

选中，显示为当前最新版本。 

如下图所示,V13 的描述会说明该版本是从 V9 回退生成的。 

 

请注意，如果当前版本配置信息跟某个历史版本完全相同，则无法通过该历史版

本进行版本回退。 

 

12.2 数据库管理器配置 

数据库管理器配置页面提供以下设置： 

o LDAP 配置 

o 数据库管理员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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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LDAP 配置 

数据库管理器默认使用内置 LDAP。如需使用外部 LDAP，请修改下列配置。配

置保存前请点击“连接测试”按钮。配置保存后需重启 dbm。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设置 > 数据库管理器配置，默认进入 LDAP

配置页面： 

 

12.2.2 数据库管理员凭据 

数据库管理员凭据页面提供数据库管理员密码的修改。 

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设置 > 数据库管理器配置 > 数据库管理员

凭据。 

点击应用（ ）按钮保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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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帮助 
 

13.1 关于 Esgyn DBManager 
  

如需查看 Esgyn DBManager 的版本，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帮助 > 

关于。 

 

该页面显示您当前易鲸捷数据库的版本和许可证信息。 

如需技术支持，请联系易鲸捷工程师，并提供该页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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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文档 

如需参阅 Esgyn DBManager 用户指南，在 Esgyn DBManager 主页上，点击帮助 > 

文档。 

 

在 Esgyn DBManager 的所有页面顶部，如需帮助，您都可以通过点击如图所示

获得相应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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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故障排除与支持 
 

14.1 故障排除 

以下为排除 Esgyn DBManagerg 常见故障的方法： 

 

14.1.1 无法登录 Esgyn DBManager 

 

• 检查 URL 是否正确，确保主机名和端口号正确。 

• 检查 Esgyn DBManager 端口（4205 或 4206）未被防火墙阻止。 

• 检查 Esgyn DBManager 是否正在运行，使用以下命令： 

o mgblty_check 

o dbmgr.sh status 

• 如果 Esgyn DBManager 已启动，确认 DCS、REST 和 QianBase 已启动并正在

运行，使用以下命令： 

o trafcheck 

o dcscheck 

o restcheck 

 

14.1.2 页面空白或部分加载 

 

• 注销并重新登录（原因可能是浏览器加载超时）。 

• 清除浏览器缓存。 

• 检查浏览器控制台的错误。 

 

14.1.3 日期时间不正确 

 

• Esgyn DBManager 显示服务器当地时区的日期时间。 

• 检查 config.xml的 timeZoneName属性与 QianBase 服务器时区匹配。 

• 检查 timeZoneName 使用了正确的形式，例如 America/Los_Ang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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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Shanghai 或 Etc/UTC 等。 

注意：每次更改 config.xml文件后，需要重启 Esgyn DBManager。 

 

 

14.1.4 计划备份任务失败 

错误信息为 Importerror: No Module Named Crontab（Scheduling Backup Jobs Fails 

with Error Importerror: No Module Named Crontab） 

 

执行计划备份任务之前，您需要在安装 DB Manager 的节点上安装 python 组件

python-crontab，执行以下命令： 

sudo pip install python-crontab



14．故障排除与支持 

293 
 

14.2 支持 

联系易鲸捷工程师时，请提供以下信息： 

• $TRAF_LOG/dbmgr/中的最新日志 

 

使用以下命令保存 log到 dbm.log文件 

• Kubectl logs podname > dbm.log 

 

• 配置文件$TRAF_CONF/dbmgr/config.xml。 

• 配置文件/opt/dbmgr/conf/dbmgr/config.xml。 

• Esgyn DBManager 的版本信息。 

 

如果是 UI 问题，请提供以下信息： 

• 屏幕或浏览器的错误信息截图。 

• 如果错误可复现，提供复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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