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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库连接

1.1 执行 gsql 连接数据库命令提示 gsql：command not
found

问题现象

执行gsql -d postgres -p 26000 -r 出现如下错误：

gsql：command not found…

原因分析
● 没有在gsql的bin目录下执行。

● 未执行环境变量。

处理方法

步骤1 在客户端目录下执行环境变量，例如客户端在/opt目录下。

cd /opt

source gsql_env.sh

步骤2 进入gsql的bin目录下，执行gsql命令进行数据库连接。

cd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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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ql -d gaussdb -h 数据库IP -p 8000 -U dbadmin -W 数据库用户密码 -r;

----结束

1.2 通过 gsql 客户端无法连接数据库

问题现象

用户通过客户端工具gsql无法连接到数据库。

原因分析
● 系统连接数量超过了 大连接数量，会显示如下错误信息。

gsql -d human_resource -h 10.168.0.74 -U user1 -p 8000 -W password -r
gsql: FATAL:  sorry, too many clients already

● 用户不具备访问该数据库的权限，会显示如下错误信息。
gsql -d human_resource -h 10.168.0.74 -U user1 -p 8000 -W password -r
gsql: FATAL:  permission denied for database "human_resource"
DETAIL:  User does not have CONNECT privilege.

● 网络连接故障。

解决办法
● 系统连接超过 大连接数量。

用户可在GaussDB(DWS) 控制台设置 大连接数max_connections。

max_connections设置方法如下：

a.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b.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集群管理”。

c. 在集群列表中找到所需要的集群，单击集群名称，进入集群“基本信息”页
面。

d. 单击“参数修改”页签，修改参数“max_connections”的值，然后单击
“保存”。

e. 在“修改预览”窗口，确认修改无误后，单击“保存”。

关于查看用户会话连接数的方法如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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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查看会话连接数

描述 命令

查看指定用户的会话连
接数上限。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连接到指定用户USER1的会话连接
数上限。其中-1表示没有对用户user1设置连接数的限
制。
SELECT ROLNAME,ROLCONNLIMIT FROM PG_ROLES WHERE 
ROLNAME='user1';
 rolname | rolconnlimit
---------+--------------
 user1   |       -1
(1 row)

查看指定用户已使用的
会话连接数。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指定用户USER1已使用的会话连接
数。其中，1表示USER1已使用的会话连接数。
SELECT COUNT(*) FROM V$SESSION WHERE USERNAME='user1';

 count
-------
   1
(1 row)

查看指定数据库的会话
连接数上限。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连接到指定数据库的会话连接数上
限。其中-1表示没有对数据库设置连接数的限制。
SELECT DATNAME,DATCONNLIMIT FROM PG_DATABASE WHERE 
DATNAME='';

 datname  | datconnlimit
----------+--------------
  |       -1
(1 row)

查看指定数据库已使用
的会话连接数。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指定数据库上已使用的会话连接
数。其中，1表示数据库上已使用的会话连接数。
SELECT COUNT(*) FROM PG_STAT_ACTIVITY WHERE DATNAME='';
 count 
-------
     1
(1 row)

查看所有用户已使用会
话连接数。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所有用户已使用的会话连接数。
SELECT COUNT(*) FROM PG_STAT_ACTIVITY;
 count
-------
     10
(1 row)

 
● 用户不具备访问该数据库的权限。

a. 使用管理员用户dbadmin连接数据库。
gsql -d human_resource -h 10.168.0.74 -U dbadmin -p 8000 -W password -r

b. 赋予该用户访问数据库的权限。
GRANT CONNECT ON DATABASE human_resource TO us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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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实际上，常见的许多错误操作也可能产生用户无法连接上数据库的现象。如用户连接
的数据库不存在，用户名或密码输入错误等。这些错误操作在客户端工具也有相应的
提示信息。

gsql -d human_resource -p 8000
gsql: FATAL:  database "human_resource" does not exist

gsql -d human_resource -U user1 -W password -p 8000
gsql: FATAL:  Invalid username/password,login denied.

● 网络连接故障。

请检查客户端与数据库服务器间的网络连接。如果发现从客户端无法PING到数据
库服务器端，则说明网络连接出现故障。请联系技术支持工程师提供技术支持。
ping -c 4 10.10.10.1
PING 10.10.10.1 (10.10.10.1) 56(84) bytes of data.
From 10.10.10.1: icmp_seq=2 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
From 10.10.10.1 icmp_seq=2 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
From 10.10.10.1 icmp_seq=3 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
From 10.10.10.1 icmp_seq=4 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
--- 10.10.10.1 ping statistics ---
4 packets transmitted, 0 received, +4 errors, 100% packet loss, time 2999ms

1.3 连接 GaussDB(DWS) 数据库时，提示客户端连接数太多

问题现象

连接GaussDB(DWS) 数据库时报错，提示客户端连接数太多。

● 使用gsql等SQL客户端工具连接数据库时，出现如下所示的报错信息：
FATAL:  Already too many clients, active/non-active/reserved: 5/508/3.

● 使用客户端并发连接数据库时，出现如下所示的报错信息：
[2019/12/25 08:30:35] [ERROR] ERROR: pooler: failed to create connections in parallel mode for 
thread 140530192938752, Error Message: FATAL:  dn_6001_6002: Too many clients already, active/
non-active: 468/63.
FATAL:  dn_6001_6002: Too many clients already, active/non-active: 468/63.

原因分析
● 当前数据库连接已经超过了 大连接数

错误信息中，non-active的个数表示空闲连接数，例如，non-active为508，说明
当前有大量的空闲连接。

● 创建用户时设置了该用户的 大连接数

查询数据库连接数，如果显示连接数未达设定上限，可能是由于创建用户时设置
了该用户的 大连接数。

处理方法

出现该问题时，建议通过如下方法进行处理：

1. 临时将所有non-active的连接释放掉。
SELECT PG_TERMINATE_BACKEND(pid) from pg_stat_activity WHERE state='idle';

2. 检查应用程序是否未主动释放连接，导致连接残留。建议优化代码，合理释放连
接。

3. 在GaussDB(DWS) 控制台设置会话闲置超时时长session_timeout，在闲置会话超
过所设定的时间后服务端将主动关闭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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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_timeout默认值为600秒，设置为0表示关闭超时限制，一般不建议设置为
0。

session_timeout设置方法如下：

a.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b.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集群管理”。

c. 在集群列表中找到所需要的集群，单击集群名称，进入集群“基本信息”页
面。

d. 单击“参数修改”页签，修改参数“session_timeout”，然后单击“保
存”。

e. 在“修改预览”窗口，确认修改无误后，单击“保存”。

4. 如果当前的 大连接数无法满足业务需求，您也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调整 大连
接数max_connections。

max_connections具体设置方法参考3，

在管理控制台上，集群“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参数修改”页签，修改参数
“max_connections”为合适的值，然后单击“保存”。

1.4 无法 ping 通/连接集群访问地址

问题现象

在客户端主机上，无法ping通GaussDB(DWS) 集群访问地址。

原因分析
● 网络不通

如果客户端主机通过GaussDB(DWS) 集群的内网地址进行连接，需要排查客户端
主机跟GaussDB(DWS) 集群是否在相同的VPC和子网内，如果不在相同的VPC和
子网内，则网络不通。

● 安全组规则禁止ping
GaussDB(DWS) 集群所属的安全组入规则需要放开ICMP协议端口才能允许ping，
如果未开放ICMP协议端口，就无法ping通。创建GaussDB(DWS) 集群时自动创建
的安全组默认只放开了TCP协议和8000端口。

如果安全组入规则已开放ICMP协议端口，需要检查相应入规则的源地址是否涵盖
了客户端主机的IP地址，如果没有，也无法ping通。

处理方法
● 网络不通

如果客户端主机通过GaussDB(DWS) 集群的内网地址进行连接，应重新申请一台
弹性云服务器作为客户端主机，且该弹性云服务器必须和GaussDB(DWS) 集群处
于相同的VPC和子网内。

● 安全组规则禁止ping
检查GaussDB(DWS) 集群所属的安全组规则，查看是否对客户端主机的IP地址开
放了ICMP协议端口。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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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b. 在“集群管理”页面，找到所需要的集群，单击集群名称进入“基本信息”
页面。

c. 在“基本信息”页面，找到“安全组”参数，单击安全组名称，进入相应的
安全组详情页面。

d. 进入“入方向规则”页签，检查是否存在开放ICMP协议端口的入规则，如果
不存在，请单击“添加规则”按钮，添加入方向规则开放ICMP协议端口。

▪ 协议端口：选择“ICMP”和“全部”。

▪ 源地址：选择“IP地址”，然后根据客户端主机的IP地址输入相应的IP地
址与掩码。0.0.0.0/0表示任意地址。

图 1-1 入方向规则

e. 单击“确定”完成入规则的添加。

数据仓库服务
故障排除 1 数据库连接

文档版本 22 (2023-04-27)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6



2 JDBC 连接报错

2.1 JDBC 问题定位
JDBC问题是比较宽泛的，现网大部分问题主要体现在JDBC层面，造成JDBC问题的原
因主要是三个方面：

1. 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框架问题。

2. JDBC业务功能问题。

3. 数据库配置问题。

问题表现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方面：

1. 执行报错，JDBC抛出异常。

2. 执行效率低，耗时异常。

3. 特性不支持，JDBC未实现的JDK接口。

JDBC问题具体分类可参见表2-1。

表 2-1 JDBC 问题分类

问题分类 问题原因

建立数据库连接失败 JDBC客户端配置问题：包括URL格式不对，或用户名密码
错误。

网络不通。

Jar包冲突。

数据库配置问题，数据库未配置远程访问权限。

执行业务抛出异常 传入SQL有误，内核不支持。

内核BUG，业务处理异常，返回异常报文。

网络故障。

数据库链接超时，socket已关闭。

数据仓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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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类 问题原因

性能问题 SQL内核执行慢。

结果集过大，导致应用程序段响应慢。

用户传入SQL过长，JDBC解析慢。

功能支持问题 JDK未提供标准接口。

JDBC未实现接口。

 

2.2 建立数据库连接失败

Check that the hostname and port are correct and that the postmaster is
accepting TCP/IP connections.

问题分析：可能原因为客户端与服务端网络不通、或端口错误或待连接CN异常。

处理方法：

● 客户端ping服务端IP，看网络是否畅通，网络不通则解决网络问题。

● 检查URL中连接CN的端口是否正确，端口不正确修改为正确的端口（默认为
8000）。

FATAL: Invalid username/password,login denied.
问题分析：用户名或密码配置错误。

处理方法：检查用户名密码是否为数据库用户名密码，将其修改为正确的数据库用户
名密码。

No suitable driver found for XXXX
问题分析：URL格式书写错误。

处理方法：将URL格式修改为正确的格式。

● gsjdbc4.jar对应 jdbc:postgresql://host:port/database
– 在使用pom依赖时对应8.1.x版本

● gsjdbc200.jar对应jdbc:gaussdb://host:port/database
– 在使用pom依赖时对应8.1.x-200版本

conflict
问题分析：JDBC jar包和应用程序冲突。例如JDBC和应用程序拥有相同路径相同名称
的类导致：

● gsjdbc4.jar和开源postgresql.jar冲突，两者具有完全相同的类名。

● gsjdbc4.jar 由于iam特性引入了一些其他工具，例如fastjson，和应用程序中的
fastjson冲突。

处理方法：

数据仓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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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和开源postgresql.jar的冲突，DWS提供了gsjdbc200.jar，使用和开源驱动不
同的url格式和驱动路径，驱动名由org.postgresql.Driver修改为
com.huawei.gauss200.jdbc.Driver，URL格式由org:postgresql://host:port/
database改为jdbc:gaussdb://host:port/database，彻底解决了和开源jar包的冲
突。

● 针对JDBC引入的jar和应用程序中引入jar的冲突，可以通过maven的shade修改了
jar里类的路径，解决了这类冲突。

● 排查使用的jdbc驱动是gsjdbc4.jar还是gsjdbc200.jar，如果是gsjdbc4.jar应该替换
为gsjdbc200.jar，尝试建立连接。

说明

对于pom依赖，将对于8.1.x版本替换为8.1.x-200版本。

org.postgresql.util.PSQLException: FATAL: terminating connection due to
administrator command Session unused timeout

问题分析：会话超时导致连接断开。

处理方法：排查CN和客户端JDBC上的超时配置，按业务实际情况调长超时时间或关闭
超时设置。

1. 查看报错的CN日志，如果有session unused timeout这样的日志，说明是会话超
时导致的。

解决办法：

a. 登录控制台单击指定集群名称。

b.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参数修改”，搜索参数“session_timeout”查看超时时
间参数。

c. 将session_timeout的CN、DN参数值设置为0，详情可参见修改数据库参数。

Connection refused: connect.

问题分析：第三方工具的默认驱动不兼容。

处理方法：用户可更换JDBC驱动包，查看是否正常连接。

Connections could not be acquired from the underlying database!

问题分析：按照新建连接排查项进行排查：

● 驱动配置是否有误。

● 数据库连接地址是否有误。

● 密码或帐号是否有误。

● 数据库未启动或无权访问。

数据仓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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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未引入对应的驱动jar包。

处理方法：

● 排查驱动配置，将其修改为正确的驱动配置。

– gsjdbc4.jar driver=org.postgresql.Driver
– gsjdbc200.jar driver=com.huawei.gauss200.jdbc.Driver

● 排查数据库连接地址，将其修改为正确的数据库连接地址。

– gsjdbc4.jar对应 jdbc:postgresql://host:port/database
– gsjdbc200.jar对应jdbc:gaussdb://host:port/database

● 排查用户名密码是否为数据库用户名密码，将其修改为正确的数据库用户名密
码。

● 排查数据库是否启动或有权限访问。

● 检查使用的JDBC驱动是gsjdbc4.jar还是gsjdbc200.jar，请使用正确JDBC驱动jar
包。

– gsjdbc4.jar：与PostgreSQL保持兼容，其中类名、类结构与PostgreSQL驱动
完全一致，曾经运行于PostgreSQL的应用程序可以直接移植到当前系统中使
用。

– gsjdbc200.jar：如果同一JVM进程内需要同时访问PostgreSQL及
GaussDB(DWS) 请使用该驱动包。该包主类名为
“com.huawei.gauss200.jdbc.Driver”（即将“org.postgresql”替换为
“com.huawei.gauss200.jdbc”） ,数据库连接的URL前缀为
“jdbc:gaussdb”，其余与gsjdbc4.jar相同。

JDBC DEV 环境没问题，测试环境连接出错报空指针或 URI 报错 uri is not
hierarchical

问题分析：某些虚拟环境不支持获取扩展参数，需关闭。

处理方法：在连接时可设置连接参数“connectionExtraInfo=false”，详情可参见使用
JDBC连接数据库。

jdbc:postgresql://host:port/database?connectionExtraInfo=false

使用开源 JDBC SSL 方式连接 DWS 报错

问题分析：使用开源JDBC会进行SSL全校验，校验url是否完全匹配。

处理方法：在开源连接时可设置连接参数“sslmode=require”。

jdbc:postgresql://host:port/database?sslmode=require

在 CopyManager 场景使用连接池获取连接，Connection 无法转换为
BaseConnection

问题分析：BaseConnection为非公开类，需要对连接池对象解封装然后获取原始
PGConnection。

处理方法： 对当前对象解包装，返回原始对象以允许访问未公开方法。

//解封装
PGConnection unwrap = connection.unwrap(PGConnection.class);
//转换Base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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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Connection baseConnection = (BaseConnection)unwrap;
CopyManager copyManager = new CopyManager(baseConnection);

2.3 执行业务抛出异常

Broken pipe,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问题分析：网络故障，数据库连接超时。

处理方法：检查网络状态，修复网络故障，影响数据库连接超时的因素，例如数据库
参数session_timeout。

步骤1 登录控制台单击指定集群名称。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参数修改”，搜索参数“session_timeout”查看超时时间参数。

步骤3 将session_timeout的CN、DN参数值设置为0，详情可参见修改数据库参数。

----结束

The column index is out of range
问题分析：应用程序获取的结果集和预期不一致，列数不一致。

处理方法：检查数据库表定义和查询SQL，对返回结果集做一个正确预期，如果结果
集只有3列，取值时传入的index 大为3。

sql 包含大量参数导致报错。 Tried to send an out-of-range integer as a 2-byte
value

问题分析：jdbc协议规定，变量总数不能超过32767，short Int 大值。

处理方法：

数据查询：建议将大sql进行拆分，确保每个sql变量数小于32767。

数据导入：建议分批导入或使用copymanager，参考CopyManager。

调用存储过程报错 ERROR: cached plan must not change result type
问题分析：由于jdbc中使用了PreparedStatement，默认重复执行5次就会缓存plan，
在此之后有如果重建表操作（例如修改表定义），再次执行就会报错ERROR: cached
plan must not change result type。

处理方法：在JDBC连接字串中指定prepareThreshold=0，不再cache plan。例如：

String url = "jdbc:postgresql:// 192.168.0.10:2000/postgres?prepareThreshol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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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性能问题

在 processResult 阶段耗时

设置loglevel=3，打开JDBC日志，主要耗时在processResult阶段，可分为两种情况：

1. JDBC端等待数据库返回的报文时间过长。

问题分析：用户可查看FE=> Syncr日志和<=BE ParseComplete日志之间的时间间
隔，如果时间间隔较久，则判断为内核执行慢。

处理方法：分析SQL执行慢的原因，详情可参见SQL执行很慢，性能低，有时长时
间运行未结束。

2. 结果集过大，一次性全部加载，消耗大量时间。

问题分析：查看日志，如果<=BE DataRow日志出现次数过多，或直接执行select
count(*)查询结果数目过大，则判断为结果集过大。

处理方法：设置fetchSize参数为一个较小的值，使数据按批次返回，客户端得到
快速响应。
statement.setFetchSize(10);

在 modifyJdbcCall 和 createParameterizedQuery 阶段耗时

问题分析：如果主要耗时在modifyJdbcCall阶段（校验传入的sql是否符合规范）和
createParameterizedQuery阶段（将传入的sql解析为preparedQuery,以获取由
simplequery组成的subqueries）阶段，则需要看一下传入的sql时间是否过长。

处理方法：JDBC本身没办法优化这部分耗时，可在应用端查看是否可优化传入的sql语
句，详情可参见SQL语句改写规则。

2.5 功能支持问题

not yet implemented
问题分析：JDBC未实现接口。

处理方法：需要技术人员研究接口是否可实现，或是否有其他接口已提供相同功能，
调整业务使用已提供接口。

JDK 标准接口中未提供相关功能

问题分析：JDK未提供标准接口

处理方法：理论上如果JDK未提供接口，则JDBC不支持。实际使用中可以使用JDBC类
中的public方法获取部分过程数据，绝大部分情况下明确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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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导入导出

3.1 使用 copy from 导入 GaussDB(DWS)时报 ERROR:
invalid byte sequence for encoding "UTF8": 0x00 错误

问题现象

使用copy from导入GaussDB(DWS)时，报ERROR: invalid byte sequence for
encoding "UTF8": 0x00错误

原因分析

数据文件是从oracle导入的，文件编码为utf-8。这个报错还会提示行数，由于文件特
别大，vim打不开文件，于是用sed命令把报错行数提出来，再用vim打开，发现并没
有什么异常。用split命令按行数切割后，部分文件也可以导入。

参考GaussDB(DWS)官方文档发现，直接原因是varchar型的字段或变量不接受含有
'\0'（也即数值0x00、UTF编码'\u0000'）的字符串 ，给出的解决方法：事先去掉字符
串中的'\0'。

处理方法

用sed 命令替换掉 0x00

sed -i 's/\x00//g;' file

说明

参数说明 -i 表示在原文件直接替换，s/表示替换，/g表示全局替换。

3.2 GDS 导入/导出类问题
GDS导入/导出容易遇到字符集的问题，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数据库或者不同编码类型的
数据库进行迁移的过程中，往往会导致数据入不了库，严重阻塞数据迁移等现场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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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支持

区域支持指的是应用遵守文化偏好的问题，包括字母表、排序、数字格式等。区域是
在使用initdb创建一个数据库时自动被初始化的。默认情况下，initdb将会按照它的执
行环境的区域设置初始化数据库，即系统已经设置好的区域。如果想要使用其他的区
域，可以使用手工指定（initdb –locale=xx）。

如果想要将几种区域的规则混合起来，可以使用以下区域子类来控制本地化规则的某
些方面。这些类名转换成initdb的选项名来覆盖某个特定分类的区域选择。

表 3-1 区域支持

字段 描述

LC_COLLATE 字符串排序顺序

LC_CTYPE 字符分类（什么是一个字符？它的大写
形式是否等效？）

LC_MESSAGES 消息使用的语言Language of messages

LC_MONETARY 货币数量使用的格式

LC_NUMERIC 数字的格式

LC_TIME 日期和时间的格式

 

如果想要系统表现得没有区域支持，可以使用区域C或者等效的POSIX。使用非C或非
POSIX区域的缺点是性能影响。它降低了字符处理的速度并且阻止了在LIKE中对普通索
引的使用。因此，只能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使用它。

一些区域分类的值必需在数据库被创建时的就被固定。不同的数据库可以使用不同的
设置，但是一旦一个数据库被创建，就不能在数据库上修改这些区域分类的值。
LC_COLLATE和LC_CTYPE就属于上述情形。它们影响索引的排序顺序，因此它们必需
保持固定，否则在文本列上的索引将会崩溃。这些分类的默认值在initdb运行时被确
定，并且这些值在新数据库被创建时使用，除非在CREATE DATABASE命令中特别指
定。其它区域分类可以在任何时候被更改，更改的方式是设置与区域分类同名的服务
器配置参数。被initdb选中的值实际上只是被写入到配置文件postgresql.conf中作为服
务器启动时的默认值。如果你将这些赋值从postgresql.conf中除去，那么服务器将会
从其执行环境中继承该设置。

区域设置特别影响下面的SQL特性：

● 在文本数据上使用ORDER BY或标准比较操作符的查询中的排序顺序

● 函数upper、lower和initcap

● 模式匹配操作符（LIKE、SIMILAR TO和POSIX风格的正则表达式）；区域影响大
小写不敏感匹配和通过字符类正则表达式的字符分类

● to_char函数家族

因此，在上述场景遇到查询结果集不一致的情况，就可以猜测可能是字符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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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规则支持

排序规则特性允许指定每一列甚至每一个操作的数据的排序顺序和字符分类行为。这
放松了数据库的LC_COLLATE和LC_CTYPE设置自创建以后就不能更改这一限制。

一个表达式的排序规则可以是"默认"排序规则，它表示数据库的区域设置。一个表达
式的排序规则也可能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排序操作和其他需要知道排序规则
的操作会失败。

当数据库系统必须要执行一次排序或者字符分类时，它使用输入表达式的排序规则。
这会在使用例如ORDER BY子句以及函数或操作符调用（如<）时发生。应用于ORDER
BY子句的排序规则就是排序键的排序规则。应用于函数或操作符调用的排序规则从它
们的参数得来，具体如下文所述。除比较操作符之外，在大小写字母之间转换的函数
会考虑排序规则，例如lower、upper和initcap。模式匹配操作符和to_char及相关函数
也会考虑排序规则。

对于一个函数或操作符调用，其排序规则通过检查在执行指定操作时参数的排序规则
来获得。如果该函数或操作符调用的结果是一种可排序的数据类型，万一有外围表达
式要求函数或操作符表达式的排序规则，在解析时结果的排序规则也会被用作函数或
操作符表达式的排序规则。

一个表达式的排序规则派生可以是显式或隐式。该区别会影响多个不同的排序规则出
现在同一个表达式中时如何组合它们。当使用一个COLLATE子句时，将发生显式排序
规则派生。所有其他排序规则派生都是隐式的。当多个排序规则需要被组合时（例如
在一个函数调用中），将使用下面的规则：

1. 如果任何一个输入表达式具有一个显式排序规则派生，则在输入表达式之间的所
有显式派生的排序规则必须相同，否则将产生一个错误。如果任何一个显式派生
的排序规则存在，它就是排序规则组合的结果。

2. 否则，所有输入表达式必须具有相同的隐式排序规则派生或默认排序规则。如果
任何一个非默认排序规则存在，它就是排序规则组合的结果。否则，结果是默认
排序规则

3. 如果在输入表达式之间存在冲突的非默认隐式排序规则，则组合被认为是具有不
确定排序规则。这并非一种错误情况，除非被调用的特定函数要求提供排序规则
的知识。如果它确实这样做，运行时将发生一个错误。

字符集

PG里面的字符集支持各种字符集存储文本，包括单字节字符集，比如ISO 8859系列，
以及多字节字符集，比如EUC（扩展Unix编码Extended Unix Code）、UTF-8和Mule
内部编码。MPPDB中目前主要使用的字符集包括GBK、UTF-8和LATIN1。所有被支持
的字符集都可以被客户端透明地使用，但少数只能在服务器上使用（即作为一种服务
器端编码，GBK编码在PG中只是客户端编码，不是服务端编码，MPPDB将GBK引入到
服务端编码，这是很多问题的根源）。默认的字符集是在使用initdb初始化PG数据库
时选择的。在创建一个数据库实例时可以重载字符集，因此可能会有多个数据库实例
并且每一个使用不同的字符集。一个重要的限制是每个数据库的字符集必须和数据库
LC_CTYPE（字符分类）和LC_COLLATE （字符串排序顺序）设置兼容。对于C或
POSIX，任何字符集都是允许的，但是对于其他区域只有一种字符集可以正确工作。不
过，在Windows上UTF-8编码可以和任何区域配合使用。

SQL_ASCII设置与其他设置表现得相当不同。如果服务器字符集是SQL_ASCII，服务器
把字节值0-127根据ASCII标准解释，而字节值128-255则当作无法解析的字符。如果设
置为SQL_ASCII，就不会有编码转换。因此，这个设置基本不是用来声明所使用的指定
编码，因为这个声明会忽略编码。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使用了任何非ASCII数据，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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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使用SQL_ASCII设置都是不明智的，因为PG将无法帮助你转换或者校验非ASCII字
符。

数据库系统支持某种编码，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数据库服务器支持，数据访问接口支
持以及客户端工具支持。

● 数据库服务器字符编码

数据库服务器支持某种编码，是指数据库服务器能够从客户端接收、存储以及向
客户端提供该种编码的字符（包括标识符、字符型字段值），并能将该种编码的
字符转换到其它编码（如UTF-8编码转到GBK编码）。

指定数据库服务器编码：创建数据库时指定：CREATE DATABASE … ENCODING
… //可以取ASCII、UTF-8、EUC_CN、……；

查看数据库编码：show server_encoding。

● 数据库访问接口编码

数据库访问接口支持某种编码，是指数据库访问接口要做到能对该种编码的字符
进行正确读写，不应出现数据丢失、数据失真等情况。以JDBC接口为例：

JDBC接口一般根据JVM的file.encoding设置client_encoding：set client_encoding
to file_encoding；

将String转换成client_encoding编码的字节流，传给服务器端：原型
String.getBytes(client_encoding) ；
收到服务器的字节流后，使用client_encoding构造String对象作为getString的返
回值给应用程序：原型String(byte[], …, client_encoding)。

● 客户端编码

客户端工具支持某种编码，是指客户端工具能够显示从数据库读取该种编码的字
符，也能通过本工具将该种编码的字符提交到服务器端。

指定会话的客户端编码：SET CLIENT_ENCODING TO 'value'；
查看数据库编码：Show client_encoding。

GDS 导入/导出遇到的字符集问题和解决办法

问题一：0x00字符无法入库：ERROR: invalid byte sequence for encoding
"UTF8": 0x00

原因：PG本身不允许文本数据中出现0x00字符，基线问题，其他数据库不存在该问
题。

解决方法：

1. 替换0x00字符。

2. Copy、GDS都有“compatible_illegal_chars”这个选项，把这个开关打开
（COPY命令、GDS外表可Alter），会把单字节/多字节的非法字符替换成“（空
格）”/“？”。这样可以顺利导入数据，但会更改原数据。

3. 建立encoding为SQL_ASCII的库，然后client_encoding也设置为SQL_ASCII
（COPY命令中可设置，GDS外表也可设置），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字符集的特殊
处理和转换，所有库内相关的排序、比较以及处理全部按照单字节处理。

问题二： GBK字符无法导入UTF-8库

原因：缺少GBK到UTF-8的转换函数。

解决方法：目前在r8c10已经补充了缺少的转换函数，包含106个字符，会尽快同步到
r7c10的发货版本。具体字符，参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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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GBK转义符\（0x5C）问题。

原因：gbk本身作为server端编码存在很多问题，违背了PG的设计原则，即ascii码不能
作为多字节字符的一部分（多字节字符每个字节的首位必须为1），不遵循这个原则可
能会出现误判的问题。例子如下所示，gbk多字节字符可能会使用'\'作为第二个字符。

/* Else, it's the traditional escaped style */
for (bc = 0, tp = inputText; *tp != '\0'; bc++)
{
if (tp[0] != '\\')
tp++;

上述问题属于PG基线的代码实现问题。当然可以通过枚举所有可能出现的非法情形来
解决，但是实现难度比较大，更为关键的是会增加判断逻辑降低处理效率，这也是社
区坚决不允许引入gbk、SJIS（日文）等字符集的原因所在。

解决方法：尽量不使用GBK作为server端字符编码，可使用utf-8替换。另外，尽量不
使用SQL_ASCII作为server端编码，无论导入的数据是什么字符集，SQL_ASCII都会按
单字节入库，内部逻辑也都会按单字节处理，同样会遇到上述问题。GBK中包含0x5C
的两字节字符参考如下。

3.3 创建 GDS 外表失败，提示不支持 ROUNDROBIN

问题现象

创建GDS外表失败，提示不支持ROUNDROBIN，报错信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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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For foreign table ROUNDROBIN distribution type is built-in support.

原因分析

GDS外表系统内部默认以ROUNDROBIN分布方式创建，不支持在创建外表时显式添加
ROUNDROBIN分布信息。

处理方法

在创建GDS外表时，去除指定的分布信息，即去掉语句中显示指定的“DISTRIBUTE
BY ROUNDROBIN”即可。

3.4 通过 CDM 将 MySQL 数据导入 GaussDB(DWS)时出现
字段超长，数据同步失败

问题现象

MySQL 5.x 版本字段长度varchar(n) ，用CDM同步数据到GaussDB(DWS)，同样设置
长度为varchar(n) ，但是会出现字段超长，数据同步失败。

原因分析
● MySQL5.0.3之前varchar(n)这里的n表示字节数。

● MySQL5.0.3之后varchar(n)这里的n表示字符数，比如varchar(200)，不管是英文
还是中文都可以存放200个。

● GaussDB(DWS)的varchar(n)这里的n表示字节数。

根据字符集，字符类型如果为gbk，每个字符占用2个字节；字符类型如果为utf8，每
个字符 多占用3个字节。根据转换规则，同样的字段长度，会导致GaussDB(DWS）
出现字段超长的问题。

处理方法

假设MySQL字段为varchar(n) ，则将GaussDB(DWS)对应的字段长度设置为
varchar(n*3)即可。

3.5 执行创建 OBS 外表的 SQL 语句时，提示 OBS 访问被拒
绝

问题现象

执行创建OBS外表的SQL语句时，返回OBS错误信息，提示访问被拒绝“Access
Denied”。

原因分析
● 创建OBS外表语句中的访问密钥AK和SK错误，会出现如下所示的错误信息：

ERROR:  Fail to connect OBS in node:cn_5001 with error code: AccessDenied

● 帐户OBS权限不足，对OBS桶没有读、写权限，会出现如下所示的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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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_6001_6002: Datanode 'dn_6001_6002' fail to read OBS object bucket:'obs-bucket-name' 
key:'xxx/xxx/xxx.csv' with OBS error code:AccessDenied message: Access Denied

默认情况下，您不具备访问其他帐号的OBS数据的权限，此外，IAM用户（相当
于子用户）也不具备访问其所属帐号的OBS数据的权限。

处理方法
● 创建OBS外表语句中的访问密钥AK和SK错误

请获取正确的访问密钥AK和SK，写入创建OBS外表的SQL语句中。获取访问密钥
的步骤如下：

a.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b. 将鼠标移至右上角的用户名，单击“我的凭证”。

c. 进入“我的凭证”后，在左侧导航树单击“访问密钥”。

在访问密钥页面，可以查看已有的访问密钥ID（即AK）。

d. 如果要同时获取AK和SK，单击“新增访问密钥”创建并下载访问密钥。

● 帐户OBS权限不足，对OBS桶没有读、写权限

您必须给指定的用户授予所需的OBS访问权限：

– 通过OBS外表导入数据到GaussDB(DWS) 时，执行导入操作的用户必须具备
数据源文件所在的OBS桶和对象的读取权限。

– 通过OBS外表导出数据时，执行导出操作的用户必须具备数据导出路径所在
的OBS桶和对象的读取和写入权限。

有关配置OBS权限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控制台指南》中的配置桶
ACL和“配置对象ACL”章节。

3.6 GDS 导入失败后，磁盘占用空间增大

问题背景与现象

使用GDS导入数据失败，触发作业重跑，重新开始数据导入，完成导入作业，查看磁
盘空间，发现磁盘占用空间比导入数据量大很多。

原因分析

在导入数据失败后，占用的磁盘空间没有释放。

解决办法

步骤1 检测GDS导入作业的日志，查看是否有执行失败的现象。

步骤2 对表或者分区执行清理操作。
vacuum [full] table_name;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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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GDS 导入数据时，脚本执行报错：out of memory

问题现象

在使用GDS导入数据时，脚本执行报错：out of memory.

原因分析

1. 使用copy命令或者导入数据时，源数据单行数据的大小超过1GB。

2. 由于源文件中的格式符不成对出现，比如引号，文件格式异常导致系统识别的单
行数据过大超过1GB。

处理方法

1. 确保源文件中的引号是成对的。

2. 检查创建外表时命令中参数的取值、格式设置是否合理。

3. 检查源文件单行数据是否超过1GB，参考报错行号进行检查，可根据实际情况手
动调整或删除该行数据。

3.8 使用 GDS 传输数据的过程中，报错"connection failure
error."

问题现象

在使用GDS传输数据的过程中，报错"connection failure error."

原因分析

1. GDS进程崩溃。执行命令检查GDS进程是否崩溃：
ps ux|grep gds

如果返回结果如下，则说明GDS进程启动成功：

2. GDS启动参数-H配置不正确。

-H address_string：允许哪些主机连接和使用GDS服务。参数需为CIDR格式。此
参数配置的目的是允许GaussDB(DWS)集群可以访问GDS服务进行数据导入，请
保证所配置的网段包含GaussDB(DWS)集群各主机。

处理方法

1. 重新启动GDS。具体步骤参见安装配置和启动GDS。

2. 修改GDS启动命令中的–H参数，可以尝试修改成–H参数为0/0，验证是否是该原
因。如果修改参数为0/0后命令可以执行，说明原本的参数设置不合理，所配置的
网段未包含GaussDB(DWS)集群各主机，需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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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使用 DLF 服务创建 GaussDB(DWS) 外表时不支持中
文，如何处理

问题现象

使用DLF服务创建GaussDB(DWS) 的OBS外表，并且在创建外表语句中指定OBS文件
编码格式是UTF-8，但是导入数据时报错，如何处理？

原因分析

存储在OBS中的源文件含有非UTF-8的数据。

处理方法

排查报错的源文件，检查是否含有非UTF-8的数据，例如中文字符。如果源文件中含有
非UTF-8的数据，请先将源文件转换成UTF-8的格式，并重新上传到OBS，然后再执行
导入数据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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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帐户、密码、权限

4.1 帐号被锁住了，如何解锁？

问题现象

帐号被锁住了，如何解锁？连接集群时报错：The account has been locked。

原因分析

在连接集群中的数据库时，如果连续输错密码的次数过多，错误次数达到上限时（默
认为10次），会导致帐号被锁。

说明

帐号被锁的原因可以通过查看审计日志进行定位，详见重置密码后再次登录仍提示用户被锁。

管理员用户（默认为 dbadmin）解锁方法

您可以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重置管理员密码，重置密码后帐号即可自动解
锁。在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进入“集群管理”页面，找到所需要的集群，然
后单击“更多 > 重置密码”。

数据库普通用户解锁方法

使用管理员用户（默认为dbadmin）连接数据库，然后执行以下命令进行解锁，其中
user_name请替换为需要解锁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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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ql -d gaussdb -p 8000 -U dbadmin -W 密码 -h 集群IP
ALTER USER user_name ACCOUNT UNLOCK;

设置尝试登录失败次数

输错密码的次数上限可以在集群的“参数修改”页面通过参数failed_login_attempts进
行设置，当failed_login_attempts配置为0时表示不限制密码输入错误的次数，一般不
推荐设置为0。

您可以通过如下步骤修改参数：

1.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集群管理”。

3. 在集群列表中找到所需要的集群，然后单击集群名称。

4. 进入集群的“参数修改”页面，找到“failed_login_attempts”参数，修改其参
数值，然后单击“保存”，确认无误后再单击“保存”。

4.2 重置密码后再次登录仍提示用户被锁

问题现象

某客户连接集群时，提示用户被锁，重置用户密码后，再次登录，仍提示用户被锁。

FATAL: The account has been locked.

原因分析

DWS默认情况下，在连续输入错误密码10次后会锁定该用户（这个允许输入的错误次
数由参数failed_login_attempts控制，可以参见设置尝试登录失败次数登录DWS管理
控制台进行修改）。

当客户重置密码后，重试还是被锁，说明在重置后，有其他人或者应用又用错误的密
码再次连了10次，再次导致了用户被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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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步骤1 使用系统管理员dbadmin用户连接数据库，执行以下SQL语句查看系统时间。
SELECT NOW();

从回显结果可以看出，DWS默认显示的系统时间是UTC时间，即北京时间-8H。

步骤2 使用系统管理员dbadmin用户连接数据库，执行以下SQL语句查询客户端连接情况。
其中，

● username请替换为实际被锁的用户名。

● 时间段，请根据实际时间修改。例如要查北京时间当天上午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
的连接情况，需由北京时间转为UTC时间，即-8H，则UTC时间为当天上午1点到2
点的时间段。

SELECT * FROM pgxc_query_audit('2022-10-27 01:00:00','2022-10-27 02:00:00') where 
username='username';

从以上回显看出，IP地址为x.x.x.x的客户端一直使用错误的密码进行连接。

步骤3 可选择以下处理办法：

● 如果确认这个IP地址是某个作业，可以先停止该作业连接，再通过系统管理员
dbadmin连接数据库后，使用以下SQL语句解锁该用户，再调整该作业设置，使
用正确的密码进行连接。
ALTER USER username ACCOUNT UNLOCK;

● 如果不确认这个IP地址是哪个作业，可以先参见设置尝试登录失败次数将参数
failed_login_attempts修改为0，然后使用以下SQL语句再次重置一个新密码，这
样正在连接的其他作业即使再次输错10次密码也不会被锁定。
ALTER USER username IDENTIFIED BY 'password';

须知

这个只是临时解决方案，为保证数据库安全，failed_login_attempts不建议设置
为0。建议后续定位到这个作业后，还是尽快将作业的连接设置调整为正确密码
后，将failed_login_attempts设置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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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4.3 将 Schema 中的表的查询权限赋给其他用户，赋权后仍
无法查询 Schema 中的表

问题现象

有权限的用户使用“grant select on all tables in schema schema_name to B”命令
给其他用户赋予schema下表的权限后，B用户仍然无法访问该schema下的表。

原因分析

将模式中的表或者视图对象授权给其他用户时，需要将表或视图所属的模式的USAGE
权限同时授予该用户，如果没有该权限，则只能看到这些对象的名字，并不能实际进
行对象访问。

如果要将该schema下未来创建的表的权限也赋予B用户，则需要用到ALTER DEFAULT
PRIVILEGES更改默认权限。

处理方法

请使用具有schema权限的用户登录数据库，执行以下命令将schema中的表权限赋给
指定的用户：

GRANT USAGE ON SCHEMA schema_name TO B;
GRANT SELECT ON ALL TABLES IN SCHEMA schema_name TO B;

执行以下命令，将schema中未来新建的表的权限也赋予指定的用户：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IN SCHEMA schema_name GRANT SELECT ON TABLES TO B;

上述SQL语句中的“GRANT SELECT”表示赋予的是表的查询权限，如果您要给其他用
户赋予表的其他权限，请参考GRANT语法说明。

4.4 某张表执行过 grant select on table t1 to public，如
何针对某用户回收权限

问题现象

假设当前有两个普通用户use1和use2，当前数据库下有两张表t1和t2， 执行：

grant select on table t1 to public;

用户use1和use2对该表有访问权限，并且新建用户use3后，新用户use3对该表也有访
问权限，且执行revoke select on table t1 from use3无效。

test=# revoke select on table t1 from use3;
REVOKE
test=# \c - use3
Password for user use3: 
Non-SSL connection (SSL connection is recommended when requiring high-security)
You are now connected to database "test" as user "use3".
test=> select * from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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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0 rows)

test=> select relname, relacl from pg_class where relname = 't1';
 relname |                    relacl                     
---------+-----------------------------------------------
 t1      | {liukunpeng=arwdDxt/liukunpeng,=r/liukunpeng}
(1 row)

原因分析

这是因为之前执行过grant select on table t1 to public这条sql，该sql中关键字public
表示该权限要赋予给所有角色，包括以后创建的角色，所以新用户use3对该表也有访
问权限。public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含定义好的组，它总是包含所有角色。

因此，执行完revoke select on table t1 from use3之后，虽然use3用户没有了该表的
访问权限（通过该表的relacl字段也可以看到），但是他仍然有public的权限，所以仍
能访问该表。

处理方法

需要revoke回public的权限，然后对use3用户的权限单独管控。但是由于revoke回
public的权限后可能导致原来能访问该表的用户（use1和use2）无法访问该表，影响
现网业务，因此需要先对这些用户执行grant赋予相应权限，然后revoke回public的权
限。

test=# --查看所有用户
test=# select * from pg_user where usesysid >= 16384;
 usename | usesysid | usecreatedb | usesuper | usecatupd | userepl |  passwd  | valbegin | valuntil |   
respool    | parent | spacelimit | useconfig | nodegroup | tempspacelimit | spillspacelimit 
---------+----------+-------------+----------+-----------+---------+----------+----------+----------+--------------
+--------+------------+-----------+-----------+----------------+-----------------
 jack    |    16408 | f           | f        | f         | f       | ******** |          |          | default_pool |      0 |            
|           |           |                | 
 tom     |    16412 | f           | f        | f         | f       | ******** |          |          | default_pool |      0 |            
|           |           |                | 
 use1    |    16437 | f           | f        | f         | f       | ******** |          |          | default_pool |      0 |            
|           |           |                | 
 use2    |    16441 | f           | f        | f         | f       | ******** |          |          | default_pool |      0 |            
|           |           |                | 
 use3    |    16448 | f           | f        | f         | f       | ******** |          |          | default_pool |      0 |            
|           |           |                | 
(5 rows)
test=# --对原用户执行grant
test=# grant select on table t1 to jack,tom,use1,use2;
GRANT
test=# --回收public的权限
test=# revoke select on table t1 from public;
test=# \c - use3
Password for user use3: 
Non-SSL connection (SSL connection is recommended when requiring high-security)
You are now connected to database "test" as user "use3".
test=> select * from t1;
ERROR:  permission denied for relation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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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普通用户执行创建或删除 GDS/OBS 外表语句时报错，提
示没有权限或权限不足

问题现象

创建GDS或OBS外表语句，管理员用户可以执行成功，普通用户执行时报错：ERROR:
permission denied to create foreign table in security mode。

原因分析

该错误信息表明普通用户没有创建外表的权限。

处理方法

可使用ALTER USER或者ALTER ROLE语法指定USEFT参数赋予角色或用户使用外表的
权限。

参数USEFT | NOUSEFT决定一个新角色或用户是否能操作外表，包括：新建外表、删
除外表、修改外表、读写外表。

● 指定USEFT表示角色或用户可操作外表。

● 缺省为NOUSEFT。表示新角色或用户没有操作外表的权限。

请使用数据库管理员用户给普通用户或角色赋予使用外表的权限，示例如下：
ALTER USER user_name USEFT;

修改用户或角色权限等信息的详细内容请参见ALTER USER或者ALTER ROLE。

4.6 赋予用户 schema 的 all 权限后建表仍然报错：ERROR:
current user does not have privilege to role tom

问题现象

有两个用户tom和jerry，jerry想要在tom的同名schema下创建表，于是tom把该
schema的all权限赋给jerry，但是创建表时仍然报错：

postgres=# grant all on schema tom to jerry;
GRANT
postgres=# \c - jerry
Password for user jerry: 
Non-SSL connection (SSL connection is recommended when requiring high-security)
You are now connected to database "postgres" as user "jerry".
postgres=> 
postgres=> create table tom.t(a int);
ERROR:  current user does not have privilege to role tom

原因分析

根据报错内容，jerry需要角色tom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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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把角色tom的权限赋予jerry后，建表执行成功。

postgres=# grant tom to jerry;
GRANT ROLE
postgres=# \c - jerry
Password for user jerry: 
Non-SSL connection (SSL connection is recommended when requiring high-security)
You are now connected to database "postgres" as user "jerry".
postgres=> 
postgres=> create table tom.t(a int);
NOTICE:  The 'DISTRIBUTE BY' clause is not specified. Using 'a' as the distribution column by default.
HINT:  Please use 'DISTRIBUTE BY' clause to specify suitable data distribution column.
CREATE TABLE

4.7 执行语句过程中报错：无权限操作

问题现象

执行语句后提示

ERROR:  permission denied for xxx

原因分析

该用户无对应的权限，无法对表或schema进行操作或访问。

处理方法

步骤1 使用GRANT语法对表/schema进行赋权，示例： 假设当前有两个用户tom和jerry，如
果想要用户jerry能够对当前tom创建的所有表以及将来创建的表都有查询权限，如何
处理：

● 将用户tom下的同名schema权限赋给jerry
grant usage on schema tom to jerry;

● 将用户tom已经创建的表的select权限赋给jerry
grant select on all tables in schema tom to jerry;

● 将用户tom未来在同名schema下创建的表的select权限赋给jerry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for user tom in schema tom grant select on tables to jerry;

----结束

4.8 create extension 命令执行失败，提示没有权限

问题现象

create extension命令执行失败，提示没有权限，报如下所示的错误：

ERROR: permission denied to create extension "uuid-ossp" Hint: Must be superuser to create this extension.

原因分析

GaussDB(DWS) 不支持postgres社区的扩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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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DWS) 不支持的PostgreSQL功能，请参见DWS不支持的PostgreSQL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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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库使用

5.1 插入或更新数据时报错，提示分布键不能被更新

问题现象

往数据库插入或更新数据时报错，提示分布键不能被更新，错误信息如下所示：

ERROR: Distributed key column can't be updated in current version

原因分析

GaussDB(DWS) 分布键不允许被更新。

处理方法

方法一：分布键目前暂不支持更新，直接跳过该报错。

方法二：将分布列修改为一个不会更新的列（8.1.0版本后，支持调整分布列，以下为
示例）。

步骤1 查询当前表定义，回显发现该表分布列为c_last_name。
select pg_get_tabledef('customer_t1');

步骤2 尝试执行更新分布列中的数据提示错误信息。
update customer_t1 set c_last_name = 'Jimy' where c_customer_sk = 6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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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将该表的分布列修改为不会更新的列，例如c_customer_sk。
alter table customer_t1 DISTRIBUTE BY hash (c_customer_sk); 

步骤4 重新执行更新旧的分布列的数据。更新成功。
update customer_t1 set c_last_name = 'Jimy' where c_customer_sk = 6885;

----结束

5.2 执行 SQL 语句时，提示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问题现象

执行SQL语句时，提示"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ERROR:  Failed to read response from Datanodes Detail: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原因分析

在网络压力大的情况下会因为socket通信问题，出现断连现象。

解决办法

● 通过流控机制防止网络压力过大，需要设置以下GUC参数的值控制网络流量峰
值。

comm_quota_size = 400，comm_usable_memory = 100 。

通过如下步骤修改参数值：

a.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b.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集群管理”。

c. 在集群列表中找到所需要的集群，然后单击集群名称。

d. 进入集群的“参数修改”页面，分别找到“comm_quota_size”和
“comm_usable_memory”参数，修改其参数值，单击“保存”，确认无误
后再单击“保存”。

● 数据库在识别此类错误后，会自动进行重试，重试次数使用GUC变量
max_query_retry_times来控制。

说明

目前仅支持单条SQL语句的重试，暂不支持事务块中出错SQL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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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VARCHAR(n)存储中文字符，提示 value too long for
type character varying？

问题现象

VARCHAR(18)的字段，存储8个中文字符长度不够，报如下所示的错误：

org.postgresql.util.PSQLException: ERROR: value too long for type character varying(18)

原因分析

以UTF-8编码为例，一个中文占3~4个字节，即8个中文占24~32字节，超出
VARCHAR(18)的 大18字节限制。

当表中某一字段包含有中文字符时，可使用char_length或length函数来查询字段字符
长度，使用lengthb函数来查询字段字节长度。

 SELECT length('数据库database');
 length
--------
     11
(1 row)
SELECT lengthb('数据库database');
 length
--------
     17
(1 row)

处理方法

varchar(n)为变长类型，n代表可存储的 大字节数。中文字符通常占用3~4个字节。

请根据实际的中文字符长度，增加该字段的字段长度。示例中某字段要存储8个中文字
符，则需要设置n至少为32，即VARCHAR(32)。

5.4 SQL 语句中字段名大小写敏感问题

问题现象

某表table01中存在以大小写字母组合的名称为“ColumnA”的字段，使用SELECT语
句查询该字段时，提示字段不存在，报错：column "columna" does not exist.

select ColumnA from table01 limit 100;
ERROR:  column "columna" does not exist
LINE 1: select columna from TABLE_01;
               ^
CONTEXT:  referenced column: columna

原因分析

在GaussDB(DWS) 中，SQL语句中的表字段等名称带双引号时大小写敏感；不带双引
号时大小写不敏感，按全小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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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 在大小写不敏感的场景下，将字段名称的双引号去掉。

● 在大小写敏感的场景下，执行SQL语句时需要给字段名称加上双引号。

示例：

table01中，使用SELECT语句查询ColumnA时，ColumnA字段带上双引号，查询
成功：

select "ColumnA" from table01 limit 100;

5.5 删除表时报错：cannot drop table test because other
objects depend on it

问题现象

删除表时出现如下报错：cannot drop table test because other objects depend on it

原因分析

创建t1表后，隐式创建了sequence，然后创建t2表的时候，引用了该sequence，然后
删除t1表的时候，由于会级联删除sequence，但是该sequence被其他对象依赖，因此
导致该报错。

处理方法

如不需保留t2，可通过DROP CASCADE的方式级联删除，如需保留该表和该
sequence，可以通过以下命令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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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多个表同时进行 merge into update 时，执行失败

问题现象

多个表同时进行merge into update时，执行失败。

原因分析

查看日志，发现有如下错误日志：

dn_6007_6008 YY003 79375943437085786 [BACKEND] DETAIL:  blocked by hold lock thread 0, statement 
<pending twophase transaction>, hold lockmode (null).

这是由于分布式锁导致的，两个DN节点都锁住了自己的数据块，然后又在等待对方的
数据块，所以导致锁超时。

这种行为是两阶段锁的特性，分布式情况下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处理方法

建议对单表执行merge，将并发操作改为串行。

5.7 session_timeout 设置导致 JDBC 业务报错

问题现象

通过JDBC连接集群执行COPY导入时报错：
org.postgresql.util.PSQLException: Database connection failed when starting copy at 
org.postgresql.core.v3.QueryExecutorImpl.startCopy(QueryExecutorImpl.java:804) at 
org.postgresql.copy.CopyManager.copyIn(CopyManager.java:52) at 
org.postgresql.copy.CopyManager.copyIn(CopyManager.java:161) at 
org.postgresql.copy.CopyManager.copyIn(CopyManager.java:146) at copy.main(copy.java:95) Caused by: 
java.io.EOFExceptionat org.postgresql.core.PGStream.ReceiveChar(PGStream.java:284) at 
org.postgresql.core.v3.QueryExecutorImpl.processCopyResults(QueryExecutorImpl.java:1008) at 
org.postgresql.core.v3.QueryExecutorImpl.startCopy(QueryExecutorImpl.java:802) ... 4 more

原因分析

数据库默认设置session_timeout=10min，即连接空闲超过10分钟，自动断开连接，
导致连接失效。

处理方法

可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设置session_timeout为0或预期时长，使会话保
持长时间连接。

1.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在集群列表中找到所需要的集群，单击集群名
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2. 单击“参数修改”页签，修改session_timeout参数值，然后单击“保存”。

数据仓库服务
故障排除 5 数据库使用

文档版本 22 (2023-04-27)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34



说明

COPY导入执行完成后，建议继续设置session_timeout=10min，因为如果有客户端长时间连接
数据库，但对数据库不进行任何操作，该连接将一直占用一个线程，如果这样的客户端连接很
多，就会出现大量的线程都被空闲的连接占用，从而导致数据库连接满或者资源浪费。

5.8 DROP TABLE 失败

问题现象

DROP TABLE失败的两种现象：

● 在使用"SELECT * FROM DBA_TABLES;"语句（或者gsql客户端也可以使用\dt+命
令）查看数据库中无表table_name；CREATE TABLE table_name时报
table_name已经存在的错误，使用DROP TABLE table_name失败，报不存在该表
的错误，导致无法再次创建table_name表。

● 在使用"SELECT * FROM DBA_TABLES;"语句（或者gsql客户端也可以使用\dt+命
令）查看数据库中有表table_name；使用DROP TABLE table_name失败，报不存
在该表的错误，导致无法再次创建table_name表。

原因分析

导致该错误的原因有的节点上有该张表，有的节点上无该张表。

解决办法

当遇到上面两种现象时，使用DROP TABLE table_name失败，请再次使用DROP
TABLE if exists table_name命令，使得DROP表可以成功。

5.9 使用 string_agg 函数后执行结果不稳定

问题现象

某客户反馈，SQL语句的执行结果不正确，怀疑数据库出现了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原因分析

客户的SQL语句中使用了string_agg函数，语句逻辑如下：

执行如下SQL语句：

select count(*) from
(select deptno, string_agg(ename, ',') from employee group by deptno) t1 ,
(select deptno, string_agg(ename, ',') from employee group by deptno) t2
where t1.string_agg = t2.string_a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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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环多次执行这个语句的时候，发现结果不稳定，输出结果有时候是t1，有时候是
t2，因此怀疑是数据库有问题，结果解不正确。

String_agg函数的作用是将组内的数据合并成一行，但是如果用户用法是
string_agg(ename, ',')这种情况下，结果集就是不稳定的，因为没有指定组合的顺
序。

例如，上述SQL语句中的输出结果可以是以下任意一种，且都是合理的。

30 | ALLEN,MARTIN

30 |MARTIN,ALLEN

因此有可能出现t1这个subquery中的结果和t2这个subquery中的结果对于deptno=30
的时候的输出结果是不一样的。

处理方法

String_agg中增加order by，语句修改为如下格式保证ename字段是按照相同的顺序来
拼接的，从而满足查询结果是稳定的。

select count(*) from
(select deptno, string_agg(ename, ',' order by ename desc) from employee group by deptno) t1 ,
(select deptno, string_agg(ename, ',' order by ename desc) from employee group by deptno) t2
where t1.string_agg = t2.string_agg;

5.10 查询表大小时报错：could not open relation with
OID xxxx

问题现象

在执行pg_table_size查询表大小时，出现报错：could not open relation with OID
xxxx

原因分析

通过执行pg_table_size这个查询接口，对于不存在的表会返回NULL或者报错。

处理方法

1. 通过Function的exception方式屏蔽该报错，将大小统一到一个值，对于不存在的
表，可以用大小为-1来表示，函数如下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public.pg_t_size(tab_oid OID,OUT retrun_code text) 
RETURNS text 
LANGUAGE plpgsql 
AS $$ DECLARE   
v_sql text;  
ts text;   
BEGIN   
V_SQL:='select pg_size_pretty(pg_table_size('||tab_oid||'))';   
EXECUTE IMMEDIATE V_SQL into ts;   
IF ts IS NULL    
THEN RETRUN_CODE:=-1;   
ELSE     
return ts;   
END IF;  
EXCEPTION   
WHEN OTHERS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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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UN_CODE:=-1;  
END$$;

2. 执行如下命令查询结果：
call public.pg_t_size('1','');
 retrun_code
-------------
 -1
(1 row)

select oid from pg_class limit 2;
 oid
------
 2662
 2659
(2 rows)

call public.pg_t_size('2662','');
 retrun_code
-------------
 120 KB
(1 row)

5.11 drop table if exists 语法误区

问题现象

使用drop table if exists执行drop表的语句存在语法误区，理解不当将会删除错误。

原因分析

drop table if exists语法可以简单这样理解：

1. 判断当前cn是否存在该table；

2. 如果存在，就给其他cn和dn下发drop命令；如果不存在，则跳过。

而不是：

1. 将drop table if exists下发给所有cn和dn；

2. 各个cn和dn判断自己有没有该table，如果有的话执行drop。

处理方法

如果出现某些表定义在部分cn/dn存在，部分cn/dn不存在时，是不可以直接用drop
table if exists修复的。

这种情况的通用修复方式为：

1.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将所有cn和dn的表定义补齐。

2. 如果表没有用，就在cn上drop table删掉所有cn和dn的表定义，如果表还有用，
继续使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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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不同用户查询同表显示数据不同

问题现象

2个用户登录相同数据库human_resource，分别执行的查询语句如下：select count(*)
from areas，查询同一张表areas时，查询结果却不一致。

原因分析

请先判断同名的表是否确实是同一张表。在关系型数据库中，确定一张表通常需要3个
因素：database，schema，table。从问题现象描述看，database，table已经确定，
分别是human_resource、areas。接着，需要检查schema。使用dbadmin，user01分
别登录发现，search_path依次是public和"$user"。dbadmin作为集群管理员，默认不
会创建dbadmin同名的schema，即不指定schema的情况下所有表都会建在public下。
而对于普通用户如user01，则会在创建用户时，默认创建同名的schema，即不指定
schema时表都会创建在user01的schema下。 终确定该案例发生时，确实因为2个用
户之间交错对表进行操作，导致了同名不同表的情况。

解决办法

在操作表时加上schema引用，格式：schema.table。

5.13 修改索引只调用索引名提示索引不存在

问题现象

创建分区表索引HR_staffS_p1_index1，不指定索引分区的名字。

CREATE INDEX HR_staffS_p1_index1 ON HR.staffS_p1 (staff_ID) LOCAL;

创建分区索引HR_staffS_p1_index2，并指定索引分区的名字。

CREATE INDEX HR_staffS_p1_index2 ON HR.staffS_p1 (staff_ID) LOCAL
(
    PARTITION staff_ID1_index,
    PARTITION staff_ID2_index TABLESPACE example3,
    PARTITION staff_ID3_index TABLESPACE example4
) TABLESPACE example;

修改索引分区staff_ID1_index的表空间为example1：

调用“ALTER INDEX HR_staffS_p1_index2 MOVE PARTITION staff_ID2_index
TABLESPACE example1;”提示索引不存在。

原因分析

重新创建索引CREATE INDEX HR_staffS_p1_index2 MOVE PARTITION
staff_ID2_index TABLESPACE example1，提示索引已存在，然后执行以下SQL命令或
者gsql客户端元命令\d+ HR.staffS_p1 查询索引时发现索引已存在。

SELECT * FROM DBA_INDEXES WHERE index_name = HR.staffS_p1 ;

推测是当前模式是public模式，而不是hr模式，导致检索不到该索引。

数据仓库服务
故障排除 5 数据库使用

文档版本 22 (2023-04-27)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38



使用“ALTER INDEX hr.HR_staffS_p1_index2 MOVE PARTITION staff_ID2_index
TABLESPACE example1;”验证推测，发现调用成功。

接着调用ALTER SESSION SET CURRENT_SCHEMA TO hr;再次调用“ALTER INDEX
HR_staffS_p1_index2 MOVE PARTITION staff_ID2_index TABLESPACE example1;”
发现设置成功。

解决办法

在操作表、索引、视图时加上schema引用，格式：schema.table。

5.14 在执行 SQL 语句时报错，这个 schema 已存在

问题现象

执行CREATE SCHEMA语句时，报错这个schema已存在

ERROR: schema "schema" already exists

原因分析

在SQL语句中，字段名称是区分大小写的，默认为小写字段名。

解决办法

在大小写有严格要求的场景下，需要给字段名称加上双引号，如下图重新执行SQL语
句，则创建成功。

5.15 删除数据库失败，提示有 session 正在连接

问题现象

删除数据库失败，提示有session正在连接。

原因分析

可能当前仍有session正在连接数据库，或者可能有session在不停地连接该数据库，故
删除数据库失败。需要查看数据库中的session，检查是否仍有session在连接，如果
有，排查连接数据库的机器，停止连接后再删除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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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步骤1 使用SQL客户端工具连接数据库。

步骤2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当前会话。
select * from pg_stat_activity;

查询结果中的关键字段，说明如下：

● datname：用户会话所连接的数据库名称。

● usename：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

● client_addr：连接数据库的客户端主机的IP地址。

在查询结果中，找出待删除的数据库名称及对应的客户端主机IP地址。

步骤3 请根据客户端主机的IP地址排查连接数据库的机器及应用，并停止相关的连接。
CLEAN CONNECTION TO ALL FOR DATABASE xxx;

步骤4 重新执行删除数据库的命令。
DROP DATABASE [ IF EXISTS ] database_name;

----结束

5.16 在 Java 中，读取 character 类型的表字段时返回类型
为什么是 byte？

问题现象

新建一个数据库表，某个表字段使用character类型，在Java中读取character类型的字
段时返回类型为什么是byte？

例如，创建如下所示的表：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table01(
   msg_id character(36),
   msg character varying(50)
);

在Java中，读取character类型的字段代码如下：

ColumnMetaInfo(msg_id,1,Byte,true,false,1,true);

原因分析

CHARACTER(n)是定长字符串类型，当实际字符串长度不够时数据库会用空格补全，
Java用byte类型接收。CHARACTER VARYING(n)是变长字符串类型，Java使用String
类型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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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执行表分区操作时，提示 ERROR:start value of
partition "XX" NOT EQUAL up-boundary of last
partition.

问题现象

进行ALTER TABLE PARTITION时，收到如下报错：

ERROR:start value of partition "XX" NOT EQUAL up-boundary of last partition.

原因分析

在同一条ALTER TABLE PARTITION语句中，既存在DROP PARTITION又存在ADD
PARTITION时，无论它们的相对顺序是什么，GaussDB(DWS)总会先执行DROP
PARTITION再执行ADD PARTITION。执行完DROP PARTITION删除末尾分区后，再执
行ADD PARTITION操作会出现分区间隙，导致报错。

解决办法

为防止出现分区间隙，需要将ADD PARTITION的START值前移。

示例：对于分区表partitiontest

CREATE TABLE partitiontest 
( 
 c_int integer,
 c_time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 
PARTITION BY range (c_int) 
(
 partition p1 start(100)end(108), 
 partition p2 start(108)end(120) 
);  

使用如下两种语句会发生报错：

ALTER TABLE partitiontest ADD PARTITION p3 start(120)end(130), DROP PARTITION p2;
ERROR:  start value of partition "p3" NOT EQUAL up-boundary of last partition.
ALTER TABLE partitiontest DROP PARTITION p2,ADD PARTITION p3 start(120)end(130) ;
ERROR:  start value of partition "p3" NOT EQUAL up-boundary of last partition.

可以修改语句为：

ALTER TABLE partitiontest ADD PARTITION p3 start(108)end(130), DROP PARTITION p2;
ALTER TABLE partitiontest DROP PARTITION p2,ADD PARTITION p3 start(108)end(130) ;

5.18 重建索引失败

问题现象

当Desc表的索引出现损坏时，无法进行一系列操作，报错信息可能为：

index \"%s\" contains corrupted page at block 
%u" ,RelationGetRelationName(rel),BufferGetBlockNumber(buf),
please reindex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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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在实际操作中，索引会由于软件问题或者硬件问题引起崩溃。例如，当索引分裂完而
磁盘空间不足、出现页面损坏等问题时，会导致索引损坏。

解决办法

若此表是，则说明desc表的索引表损坏，通过desc表的索引表表名，找到对应主表的
oid和表，执行REINDEX INTERNAL TABLE name语句重建cudesc表的索引。

5.19 视图查询时执行失败

问题现象

在连接集群数据库之后，使用某个视图执行查询，可能会操作失败，提示错误信息如
下：

[GAUSS-01850] : object with oid 16420 is not a partition object

原因分析

此视图是建立分区表的某个分区上的，查询此视图时需要访问到对应的分区，从而必
须首先查询对应的分区是否存在。当对应的分区已经被删除后，无法访问到此分区，
从而导致视图访问也失败，报出如上类似的信息。

解决办法

步骤1 确定是针对视图对象进行的SQL操作，并获得视图的名字。

直接检查SQL语句的FROM对象，确定是否为视图。若是，则直接获得该视图的名字。

步骤2 使用已获得的视图的名字和schema，删除该视图。

步骤3 重新执行SQL语句。对于查询操作，由于对应的分区已经被删除，视图的存在没有意
义。

----结束

5.20 全局 SQL 查询
通过pgxc_stat_activity函数和视图实现全局SQL查询。

1. 执行如下命令连接数据库。
gsql -d postgres -p 8000

2. 执行如下命令创建pgxc_stat_activity函数。
DROP FUNCTION PUBLIC.pgxc_stat_activity() cascade;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PUBLIC.pgxc_stat_activity
(
OUT coorname text,
OUT datname text,
OUT usename text,
OUT pid bigint,
OUT application_name text,
OUT client_addr inet,
OUT backend_start timestamptz,
OUT xact_start timestamp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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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query_start timestamptz,
OUT state_change timestamptz,
OUT waiting boolean,
OUT enqueue text,
OUT state text,
OUT query_id bigint,
OUT query text
)
RETURNS setof RECORD
AS $$
DECLARE
row_data pg_stat_activity%rowtype;
coor_name record;
fet_active text;
fetch_coor text;
BEGIN
--Get all the node names
fetch_coor := 'SELECT node_name FROM pg_catalog.pgxc_node WHERE node_type=''C''';
FOR coor_name IN EXECUTE(fetch_coor) LOOP
coorname := coor_name.node_name;
fet_active := 'EXECUTE DIRECT ON (' || coorname || ') ''SELECT * FROM pg_catalog.pg_stat_activity 
WHERE pid != pg_catalog.pg_backend_pid() and application_name not in (SELECT node_name FROM 
pg_catalog.pgxc_node WHERE node_type=''''C''''); ''';
FOR row_data IN EXECUTE(fet_active) LOOP
datname := row_data.datname;
pid := row_data.pid;
usename := row_data.usename;
application_name := row_data.application_name;
client_addr := row_data.client_addr;
backend_start := row_data.backend_start;
xact_start := row_data.xact_start;
query_start := row_data.query_start;
state_change := row_data.state_change;
waiting := row_data.waiting;
enqueue := row_data.enqueue;
state := row_data.state;
query_id := row_data.query_id;
query := row_data.query;
RETURN NEXT;
END LOOP;
END LOOP;
return;
END; $$
LANGUAGE 'plpgsql';

3. 执行如下命令创建pgxc_stat_activity视图。
CREATE VIEW PUBLIC.pgxc_stat_activity AS SELECT * FROM PUBLIC.pgxc_stat_activity();

4. 执行如下sql语句查询全局会话信息。
SELECT * FROM PUBLIC.pgxc_stat_activity order by coorname;

5.21 如何判断表是否做过 update 或 delete 操作

问题现象

DWS中有两种情况需要关注表是否做过update及delete操作：

1. 对表频繁做update或者delete操作会产生大量的磁盘页面碎片，从而逐渐降低查
询的效率，需要将磁盘页面碎片恢复并交换操作系统，即vacuum full操作，这时
候需要找出那些表做过update；

2. 判断一张表是否是维度表，是否可以从Hash表变更为复制表，可以查看这张表是
否做过update或delete，如果做过update或delete操作，则不可以修改为复制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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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可以通过以下命令找出那些表做过update及delete操作：

analyze tablename;
SELECT  
    n.nspname , c.relname, 
    pg_stat_get_tuples_deleted(x.pcrelid) as deleted,
pg_stat_get_tuples_updated(x.pcrelid) as updated
FROM pg_class c
INNER JOIN pg_namespace n ON n.oid = c.relnamespace
INNER JOIN pgxc_class x ON x.pcrelid = c.oid
WHERE c.relkind = 'r' and c.relname='tablename' ;

5.22 执行业务报错：Can't fit xid into page

问题现象

场景一：执行 vacuum full 时报错：Can't fit xid into page, now xid is 34181619720,
base is 29832807366, min is 3, max is 3.

场景二：其他非vacuum full操作，例如某局点给用户赋权function时，报错信息如
下：

Can't fit xid into page. relation "pg_proc", now xid is 34181619720, base is
29832807366, min is 3, max is 3.

原因分析

系统中存在老事务导致的该报错。

处理方法

场景一处理步骤：

步骤1 排查是否存在老事务。
select * from pgxc_gtm_snapshot_status();
     xmin    |    xmax     |      csn     | oldestxmin   |   xcnt | running_xids
-------------+-------------+--------------+--------------+--------+---------------
 34730350588 | 34730350588 |  34730350553 | 34730350553  |    0
(1 row)

● 如果查询结果中oldestxmin与报错中xid“34181619720”十分接近，且大于base
+min和base+max, 说明系统中老事务不会影响freeze作业，可直接执行步骤4。

● 如果查询结果中oldestxmin小于base+min，且小很多，说明系统中存在老事务，
且导致vacuum freeze执行未产生作用，需继续执行步骤2。

步骤2 使用如下命令查询集群中老事务信息。
select * from pgxc_running_xacts where xmin::text::bigint < $base+$min and xmin::text::bigint > 0;

步骤3 通过pgxc_stat_activity视图查询步骤2中的业务，确认后执行如下命令终止对应的线
程。
select pg_terminate_backend(pid) from pgxc_running_xacts where xmin::text::bigint <$base+$min  and 
xmin::text::bigint > 0;

说明

pgxc_running_xacts只能查询CN上的活跃事务。如果报错的是DN，需要到对应DN上使用
pg_running_xacts视图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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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对报错表执行vacuum full freeze。
vacuum full freeze table_name;

步骤5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查看vacuum_freeze_min_age参数，如果设置值为
50亿，则按照以下方式重新设置为20亿：

在集群列表中找到所需集群，单击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单击“参数修
改”页签，修改vacuum_freeze_min_age参数值，然后单击“保存”。

----结束

场景二处理步骤：

非vacuum full操作中的报错信息，可以确认系统中存在老事务，按照场景一中的步骤
2和步骤3清理掉后即可，无需再继续执行vacuum freeze。

5.23 执行业务报错：unable to get a stable set of rows
in the source table

问题现象

merge into的作用是将源表内容根据匹配条件对目标表做更新或插入，当目标表匹配
到多行满足条件时，GaussDB(DWS)有以下两种行为：

1. 业务报错：unable to get a stable set of rows in the source table
2. 随机匹配一行数据，可能会导致实际与预期不符

原因分析

进行merge into操作对目标表做更新或插入，目标表匹配到多行满足条件时出现该报
错。

处理方法

这两种行为由参数behavior_compat_options控制，当参数behavior_compat_options
缺省的情况下，匹配到多行会报错，如果behavior_compat_options被设置为
merge_update_multi，这种情况下不会报错，而是会随机匹配一行数据。

因此，当出现merge into的结果与预期不符时，需查看该参数是否被设置，同时排查
是否匹配了多行数据，并修改业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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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DWS 元数据不一致-分区索引异常

问题现象

某局点查看表定义报错：ERROR: The local index xxx on the partition xxx not exist

原因分析

该问题主表索引无损坏，报错原因由于单个分区索引记录在系统表pg_partition中与其
他系统表不一致，未找到对应分区索引信息报错。

问题复现
1. 创建表带p1，p2两个分区。

create table a_0317(a int) partition by range(a) (partition p1 values less than (4), partition p2 values 
less than (8));

2. 创建主表与分区索引。
create index a_0317_index on a_0317(a) local (partition p1_index, partition p2_inde);

3. 查看分区表分区索引信息如下：

a. 查看主表索引信息；
select oid,* from pg_class where relname ='a_0317_index';
  oid   |   relname    | relnamespace | reltype | reloftype | relowner | relam | relfilenode | 
reltablespace | relpages | reltuples | relallvisible | reltoastrelid | reltoastidxid | reldeltarelid | reld
eltaidx | relcudescrelid | relcudescidx | relhasindex | relisshared | relpersistence | relkind | relnatts 
| relchecks | relhasoids | relhaspkey | relhasrules | relhastriggers | relhassubclass | relcmprs
 | relhasclusterkey | relrowmovement | parttype | relfrozenxid | relacl | reloptions | relreplident | 
relfrozenxid64
--------+--------------+--------------+---------+-----------+----------+-------+-------------
+---------------+----------+-----------+---------------+---------------+---------------+---------------
+-----
--------+----------------+--------------+-------------+-------------+----------------+---------+----------
+-----------+------------+------------+-------------+----------------+----------------+---------
-+------------------+----------------+----------+--------------+--------+------------+--------------
+----------------
 241487 | a_0317_index |         2200 |       0 |         0 |    16393 |   403 |      241487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f           | f           | p              | i       |        1 |         0 | f          | 
f          | f           | f              | f              | 0
 | f                | f              | p        | 0            |        |            | n            |              0
(1 row)

b. 根据主表索引信息查看分区索引信息；
select * from pg_partition where parentid= 241487;
 relname  | parttype | parentid | rangenum | intervalnum | partstrategy | relfilenode | 
reltablespace | relpages | reltuples | relallvisible | reltoastrelid | reltoastidxid | indextblid | 
indisusable |
reldeltarelid | reldeltaidx | relcudescrelid | relcudescidx | relfrozenxid | intspnum | partkey | 
intervaltablespace | interval | boundaries | transit | reloptions | relfrozenxid64
----------+----------+----------+----------+-------------+--------------+-------------+---------------
+----------+-----------+---------------+---------------+---------------+------------+-------------+-
--------------+-------------+----------------+--------------+--------------+----------+---------
+--------------------+----------+------------+---------+------------+----------------
 p1_index | x        |   241487 |        0 |           0 | n            |      241488 |             0 |        0 |         
0 |             0 |             0 |             0 |     241485 | t           |
            0 |           0 |              0 |            0 | 0            |          |         |                    |          
|            |         |            |              0
 p2_inde  | x        |   241487 |        0 |           0 | n            |      241489 |             0 |        0 |         
0 |             0 |             0 |             0 |     241486 | t           |
            0 |           0 |              0 |            0 | 0            |          |         |                    |          
|            |         |            |              0
(2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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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接CN开启读写事务，从pg_partition系统表删除p1分区的索引信息。
start transaction read write;
delete from pg_partition where relname = 'p1_index';

5. 查看表定义报错与现场报错相同，问题复现：
\d+ a_0317
ERROR:  The local index 700633 on the partition 700647 not exist.CONTEXT:  referenced column: 
pg_get_indexdef

处理方法

1. 删除该表索引信息。
DROP INDEX a_0317_index;

2. 对该表索引进行重建。
create index a_0317_index on a_0317(a) local (partition p1_index, partition p2_inde);

3. 查看表定义无报错。
\d+ a_0317
                        Table "public.a_0317"
 Column |  Type   | Modifiers | Storage | Stats target | Description
--------+---------+-----------+---------+--------------+-------------
 a      | integer |           | plain   |              |
Indexes:
    "a_0317_index" btree (a) LOCAL(PARTITION p1_index, PARTITION p2_inde)  TABLESPACE 
pg_default
Range partition by(a)
Number of partition: 2 (View pg_partition to check each partition range.)
Has OIDs: no
Distribute By: HASH(a)
Location Nodes: ALL DATANODES
Options: orientation=row, compression=no

5.25 对系统表 pg_catalog.gs_wlm_session_info 执行
truncate 命令报错

问题现象

清理磁盘空间，因系统表pg_catalog.gs_wlm_session_info较大（有20G），在不需要
查询历史sql语句的前提下，对此系统表执行TRUNCATE命令，执行时报错permission
denied for relation gs_wlm_session_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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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对系统表执行truncate命令是版本8.x及以上集群才支持的，低版本集群不支持
truncate系统表。

集群版本可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在“集群管理”页面进入对应集群的
“集群详情”页面进行查看。

处理方法

● 8.0以下版本集群清理系统表需要先执行DELETE FROM，再执行VACUUM
FULL。

此处仅以gs_wlm_session_info系统表为例：

DELETE FROM pg_catalog.gs_wlm_session_info;
VACUUM FULL pg_catalog.gs_wlm_session_info;

● 8.0及以上（8.0.x/8.1.1/8.1.3）版本集群可执行以下命令清理系统表：
 TRUNCATE TABLE dbms_om.gs_wlm_session_info;

说明

此系统表的schema是dbms_om。

5.26 分区表插入数据报错：inserted partition key does
not map to any table partition

问题现象

给范围分区表插入数据报错：inserted partition key does not map to any table
partition。

CREATE TABLE startend_pt (c1 INT, c2 INT) 
DISTRIBUTE BY HASH (c1) 
PARTITION BY RANGE (c2) (
    PARTITION p1 START(1) END(1000) EVERY(200) ,
    PARTITION p2 END(2000),
    PARTITION p3 START(2000) END(2500) ,
    PARTITION p4 START(2500),
    PARTITION p5 START(3000) END(5000) EVERY(1000) 
);
SELECT partition_name,high_value FROM dba_tab_partitions WHERE table_name='startend_pt';
 partition_name | high_value
----------------+------------
 p1_0           | 1
 p1_1           | 201
 p1_2           | 401
 p1_3           | 601
 p1_4           | 801
 p1_5           | 1000
 p2             | 2000
 p3             | 2500
 p4             | 3000
 p5_1           | 4000
 p5_2           | 5000
(11 rows)

INSERT INTO startend_pt VALUES (1,5001);
ERROR:  dn_6003_6004: inserted partition key does not map to any table par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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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范围分区是根据表的一列或者多列，将要插入表的数据分为若干个范围，这些范围在
不同的分区里没有重叠。划分好分区后，根据分区键值将数据映射到已创建的某个分
区上，如果可以映射到已创建的某一分区上，则把记录插入到对应的分区上，否则给
出报错和提示信息。

示例中的分区表tpcds.startend_pt是以c2列为partition_key，将插入表的数据分为5个
没有重叠的分区。而插入的数据中，c2列对应的数据5001已超过了分区表中划分的分
区范围（即5001>5000），因此报错。

处理方法

应根据数据实际情况规划分区，以保证插入的数据都在规划好的分区中。

如果已规划的分区无法满足实际应用条件，可以增加分区后再插入数据。针对上述案
例，可以增加分区c2，分区范围介于5000和MAXVALUE之间：

ALTER TABLE startend_pt ADD PARTITION P6 VALUES LESS THAN (MAXVALUE);
SELECT partition_name,high_value FROM dba_tab_partitions WHERE table_name='startend_pt';
 partition_name | high_value
----------------+------------
 p1_0           | 1
 p1_1           | 201
 p1_2           | 401
 p1_3           | 601
 p1_4           | 801
 p1_5           | 1000
 p2             | 2000
 p3             | 2500
 p4             | 3000
 p5_1           | 4000
 p5_2           | 5000
 p6             | MAXVALUE
(12 rows)

INSERT INTO startend_pt VALUES (1,5001);
SELECT * FROM startend_pt;
 c1 |  c2
----+------
  1 | 5001
(1 row)

5.27 范围分区表添加新分区报错 upper boundary of
adding partition MUST overtop last existing partition

问题现象

创建范围分区表后增加新的分区，使用ALTER TABLE ADD PARTITION语句报错upper
boundary of adding partition MUST overtop last existing partition.

——创建范围分区表studentinfo
CREATE TABLE studentinfo (stuno smallint, sname varchar(20), score varchar(20), examate timestamp)
PARTITION BY RANGE (examate) (
   PARTITION p1 VALUES LESS THAN ('2022-10-10 00:00:00+08'),
   PARTITION p2 VALUES LESS THAN ('2022-10-11 00:00:00+08'),
   PARTITION p3 VALUES LESS THAN ('2022-10-12 00:00:00+08'),
   PARTITION p4 VALUES LESS THAN (maxvalue)
);
——添加边界值为2022-10-9 00:00:00+08的分区p0
ALTER TABLE studentinfo ADD PARTITION p0 values less than ('2022-10-9 00:0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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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the boundary of partition "p0" is less than previous partition's boundary
——添加边界值为2022-10-13 00:00:00+08的分区p5
ALTER TABLE studentinfo ADD PARTITION p5 values less than ('2022-10-13 00:00:00+08');
ERROR:  the boundary of partition "p5" is equal to previous partition's boundary

原因分析

增加分区时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新增分区名不能与已有分区名相同。

● 新增分区的边界值必须大于 后一个分区的上边界。

● 新增分区的边界值要和分区表的分区键的类型一致。

已有分区p1的边界为(-∞，20221010)，而新增分区p0的上边界为20221009，落在分
区p1内；已有分区p4的边界为[20221012,+∞)，而新增分区p5的上界为20221013，
落在分区p4内。新增分区p0、p5不满足使用ADD PARTITION增加分区的条件，因此
执行新增分区语句报错。

处理方法

使用ALTER TABLE SPLIT PARTITION分割已有分区，也能达到新增分区的目的。同
样， SPLIT PARTITION的新分区名称也不能与已有分区相同。

使用split子句分割p4分区[20221012,+∞)为p4a分区范围为[20221012,20221013)和
p4b分区范围为[20221013,+∞)。

——SPLIT PARTITION分割前的分区
SELECT relname, boundaries FROM pg_partition p where p.parentid='studentinfo'::regclass ORDER BY 1;
   relname   |       boundaries
-------------+-------------------------
 p1          | {"2022-10-10 00:00:00"}
 p2          | {"2022-10-11 00:00:00"}
 p3          | {"2022-10-12 00:00:00"}
 p4          | {NULL}
 studentinfo |
(5 rows)

ALTER TABLE studentinfo SPLIT PARTITION p1 AT('2022-10-09 00:00:00+08') INTO (PARTITION 
P1a,PARTITION P1b);
ALTER TABLE studentinfo SPLIT PARTITION p4 AT('2022-10-13 00:00:00+08') INTO (PARTITION 
P4a,PARTITION P4b);

——执行SPLIT PARTITION分割后的分区
SELECT relname, boundaries FROM pg_partition p where p.parentid='studentinfo'::regclass ORDER BY 1;
   relname   |       boundaries
-------------+-------------------------
 p1a         | {"2022-10-09 00:00:00"}
 p1b         | {"2022-10-10 00:00:00"}
 p2          | {"2022-10-11 00:00:00"}
 p3          | {"2022-10-12 00:00:00"}
 p4a         | {"2022-10-13 00:00:00"}
 p4b         | {NULL}
 studentinfo |
(7 rows)

如果对分区名称有要求，可以在分割后再使用rename partition统一分区名。

ALTER TABLE studentinfo RENAME PARTITION p1a to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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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查询表报错：missing chunk number %d for toast
value %u in pg_toast_XXXX

问题现象

查询表报错：missing chunk number %d for toast value %u in pg_toast_XXXX

原因分析

表关联的toast表的data发生损坏。

toast是The OverSized Attribute Storage Technique(超尺寸字段存储技术)的缩写，是
超长字段在GaussDB(DWS)的一种存储方式。当某表中有超长字段的时候，那么该表
会有与之相关联的toast表。根据toast表的命名规则，假设存在表名为test的OID为
2619，那么如果存在与之相关联的toast表，则toast表名为pg_toast_2619。此报错中
pg_toast_2619非固定表名，可根据实际报错对pg_toast_2619进行替换。

处理方法

步骤1 通过toast的OID（示例中为2619，来源于报错信息的pg_toast_2619）查询出哪张表
发生了损坏：
SELECT 2619::regclass;
   regclass
--------------
 pg_statistic
(1 row)

步骤2 对已定位的损坏表（步骤1中查询得到的表pg_statistic），执行REINDEX和VACUUM
ANALYZE操作。显示REINDEX/VACUUM，表示修复完成。如果修复过程中出现报
错，请继续执行步骤3。
REINDEX table pg_toast.pg_toast_2619;
REINDEX table pg_statistic;
VACUUM ANALYZE pg_statistic;

步骤3 执行以下的命令定位该表中损坏的数据行。
DO $$
declare
 v_rec record;
BEGIN
for v_rec in SELECT * FROM pg_statistic loop
        raise notice 'Parameter is: %', v_rec.ctid;
raise notice 'Parameter is: %', v_rec;
end loop; 
END;
$$
LANGUAGE plpgsql;
NOTICE:  00000: Parameter is: (46,9)
ERROR:  XX000: missing chunk number 0 for toast value 30982 in pg_toast_2619
CONTEXT:  PL/pgSQL function inline_code_block line 7 at RAISE

步骤4 将步骤3中定位的损坏数据行记录删除:
DELETE FROM pg_statistic WHERE ctid ='(46,9)';

步骤5 重复执行步骤3、步骤4，直到全部有问题的数据记录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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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损坏的数据行被删除后，执行步骤2中的REINDEX和VACUUM ANALYZE操作对该表重
新进行修复。

----结束

5.29 向表中插入数据报错：duplicate key value violates
unique constraint "%s"

问题现象

向表中插入数据报错：duplicate key value violates unique constraint "%s".

CREATE TABLE films (
code        char(5) PRIMARY KEY,
title       varchar(40) NOT NULL,
did         integer NOT NULL,
date_prod   date,
kind        varchar(10),
len         interval hour to minute
);
NOTICE:  CREATE TABLE / PRIMARY KEY will create implicit index "films_pkey" for table "films"
CREATE TABLE

INSERT INTO films VALUES ('UA502', 'Bananas', 105, DEFAULT, 'Comedy', '82 minutes');
INSERT INTO films VALUES ('UA502', 'Bananas', 105, '1971-07-13', 'Comedy', '82 minutes');
ERROR:  dn_6003_6004: duplicate key value violates unique constraint "films_pkey"
DETAIL:  Key (code)=(UA502) already exists.

原因分析

创建表films时带有主键约束，使用PRIMARY KEY声明主键code，即表中的code字段只
能包含唯一的非NULL值。同时主键会为表films创建索引films_pkey。

插入表中的数据code字段值UA502与表中已存在的中code字段值重复，因此插入数据
报错。

处理方法
● 方法一：检查数据冲突，修改插入数据。例如，修改示例重复字段UA502为

UA509。
INSERT INTO films VALUES ('UA509', 'Bananas', 105, '1971-07-13', 'Comedy', '82 minutes');
INSERT 0 1

● 方法二：删除表films主键约束。
ALTER TABLE films DROP CONSTRAINT films_pkey;
ALTER TABLE
INSERT INTO films VALUES ('UA502', 'Bananas', 105, '1971-07-13', 'Comedy', '82 minutes');
INSERT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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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执行业务报错 could not determine which collation
to use for string hashing

问题现象

执行SELECT查询时报错could not determine which collation to use for string
hashing.

CREATE TABLE t(a text collate "C", b text collate case_insensitive);
INSERT INTO t VALUES('Hello','world');
——计算ifnull(a,b)的值的哈希值
SELECT hashtext(ifnull(a,b)) FROM t;
ERROR:  dn_6005_6006: could not determine which collation to use for string hashing.
HINT:  Use the COLLATE clause to set the collation explicitly.

说明

hashtext函数用于计算适当数据类型的值的哈希值。此处仅用作示例说明出现collate冲突时应该
如何解决。

原因分析

表t中有两个字段，且两个字段的排序规则不同，字段a的排序规则为C（安装数据库时
的默认排序规则），字段b的排序规则为case_insensitive（不区分大小写），SELECT
语句中表达式hashtext(ifnull(a,b))存在多个collation造成冲突，执行报错。

处理方法

当字符串表达式中collation有多个时，可手动指定COLLATE collation_name。

执行SELECT时，指定表达式ifnull(a,b)的排序规则为C或者case_insensitive。

SELECT hashtext(ifnull(a,b) collate "C") FROM t;
 hashtext
-----------
 820977155
(1 row)

SELECT hashtext(ifnull(a,b) collate case_insensitive) FROM t;
 hashtext
-----------
 238052143
(1 row)

扩展

除上述场景会出现存在多个collation造成冲突，以下两种场景也会出现多个
collation，报错不同但解决方法相同。

● 场景一

SELECT语句中比较表达式a=b存在多个collation造成冲突，执行报错could not
determine which collation to use for string comparison。
SELECT a=b FROM t;
ERROR:  dn_6001_6002: could not determine which collation to use for string comparison
HINT:  Use the COLLATE clause to set the collation explicitly.

执行SELECT时，指定表达式a=b的排序规则为case_insen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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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a=b COLLATE case_insensitive FROM t;
 ?column?
----------
 f
(1 row)

● 场景二

SELECT语句中表达式 instr(a,b)存在多个collation造成冲突，执行报错could not
determine which collation to use for string searching。
SELECT instr(a,b) FROM t;
ERROR:  dn_6005_6006: could not determine which collation to use for string searching
HINT:  Use the COLLATE clause to set the collation explicitly.

执行SELECT时，指定字段a的排序规则为case_insensitive或者指定字段b的排序规
则为C来保证字段排序规则的统一。
SELECT instr(a collate case_insensitive,b) FROM t;
 instr
-------
     0
(1 row)

SELECT instr(a,b collate "C") FROM t;
 instr
-------
     0
(1 row)

5.31 使用 GaussDB(DWS) 的 ODBC 驱动，SQL 查询结果中
字符类型的字段内容会被截断

问题现象

使用GaussDB(DWS) 的ODBC驱动，SQL查询结果中字符类型的字段内容会被截断，
需通过SQL语法CAST BYTEA转成二进制才能完整取出字段信息。但是，同样的程序连
接ORACLE、SQL SERVER却没有问题。

原因分析

ODBC客户端设置了max varchar=255，导致超过255的字段被截断。

处理方法

在ODBC客户端，增大max varchar的值即可。

5.32 执行 Plan Hint 的 Scan 方式不生效

问题现象

DWS中指定了Plan Hint的scan方式，但是并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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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Plan Hint语法使用错误。Plan Hint的Scan语法应在SELECT语句中增加“/*+
indexscan(table_name index_name) */”，明显语句中缺少了“+”号 。

Plan Hint的语法参见Plan Hint调优概述。

处理方法

步骤1 Plan Hint的Scan语法应在SELECT语句中增加/*+ indexscan(table_name
index_name) */ 格式。
explain verbose
select /*+ indexscan (vmall_oar.dm_page_lag_lead_result idx_mix)*/
......

----结束

数据仓库服务
故障排除 5 数据库使用

文档版本 22 (2023-04-27)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55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erformance-dws/dws_10_0022.html


5.33 字符串类型直接转整型报错 invalid input syntax for
integer

问题现象

客户某张表的某个字段类型为varchar(20)，数据为5.0，在使用cast(xxx as integer)转
换成整数型时报错，报错信息如下。

原因分析

字符串类型varchar不能直接转换为整数型integer，可以先将字段类型修改为decimal
（任意精度型）。

处理方法

步骤1 故障复现：假设报错表名为product，表定义如下：
SELECT * FROM PG_GET_TABLEDEF('product');

步骤2 执行以下SQL查询，并将查询结果转换为整数型，报错结果复现如下。
SELECT CAST(price AS integer) FROM product;

步骤3 修改表字段的数据类型为decimal。
ALTER TABLE product ALTER COLUMN price TYPE decimal(10,1);

步骤4 再次重试查询，转换整数成功。
SELECT CAST(price AS integer) FROM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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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5.34 使用 substring 截取带中文的数据时出现乱码

问题现象

客户需要查询某张表的name字段，返回的数据中只截取到“学年”及以前部分，使用
substring函数实现时出现乱码，如下图所示。

原因分析

UTF-8字符集编码下，一个中文占3个字节，如需获取结果显示为“2014-2015学
年”，应该是获取前面15位，应设置为substring(name, 1, 15)。

处理方法

步骤1 将查询语句修改为如下即可。
SELECT  substring (name,1,15),name FROM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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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5.35 业务报错：UNION types %s and %s cannot be
matched

问题现象

执行union语句时报错：UNION types %s and %s cannot be matched。

原因分析

该报错的原因是UNION的分支中，相同位置的输出列格式类型不同导致。

处理方法

故障构造场景

步骤1 使用客户端连接DWS数据库。

步骤2 执行以下SQL语句。
CREATE TABLE t1(a int, b timestamp);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t2(a int, b text);
CREATE TABLE
INSERT INTO t1 select 1, current_date;
INSERT 0 1
INSERT INTO t2 select 1, current_date;
INSERT 0 1
SELECT * FROM t1 UNION SELECT * FROM t2;
ERROR:  UNION types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and text cannot be matched
LINE 1: SELECT * FROM t1 UNION SELECT * FROM t2;
                                      ^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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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

步骤1 示例中，t1表和t2表在b列上类型不同，导致在UNION操作时出现类型不匹配的报错，
应保证UNION各分支相同位置的输出列类型匹配。

说明

t2表b列是text类型，插入的数据是current_date，在插入时发生了隐式类型转换，所以插入不报
错；但是在查询时，不会自动进行隐式转换，因此会报错。

解决以上问题，需保证UNION各分支的输出列类型匹配，不满足要求时可以对输出列
强制类型转化。

SELECT a,b::text FROM t1 UNION SELECT a,b FROM t2;
 a |          b          
---+---------------------
 1 | 2023-02-16
 1 | 2023-02-16 00:00:00
(2 rows)

----结束

5.36 更新报错 ERROR：Non-deterministic UPDATE

问题现象

执行update语句报错ERROR：Non-deterministic UPDATE

CREATE TABLE public.t1(a int, b int) WITH(orientation = column);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public.t2(a int, b int) WITH(orientation = column);
CREATE TABLE

INSERT INTO public.t1 VALUES (1, 1);
INSERT INTO public.t2 VALUES (1, 1),(1, 2);

UPDATE t1 SET t1.b = t2.b FROM t2 WHERE t1.a = t2.a;
ERROR: Non-deterministic 
UPDATEDETAIL:  multiple updates to a row by a single query for column store table.

原因分析

当一条SQL语句中同一个元组被多次更新，执行便会报错ERROR：Non-deterministic
UPDATE。

可以看到更新操作分成两步执行：

1. 通过关联操作查找满足更新条件的元组。

2. 执行更新操作。

针对上述案例，对于表public.t1中元组 (1, 1)来说，表public.t2中满足更新条件t1.a =
t2.a的记录有两条，分别为(1, 1)， (1, 2)；按照执行器逻辑表t2的元组 (1, 1)需要被更
新两次，那么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1. 表public.t1和表public.t2关联时先命中(1, 1)，再命中(1, 2)，这时public.t1的元组
(1, 1)，先被更新为(1,1)，再被更新为(1,2)， 终结果为(1, 2)。

2. 表public.t1和表public.t2关联时先命中(1, 2)，再命中(1, 1)，这时public.t1的元组
(1, 1)，先被更新为(1,2)，再被更新为(1,1)， 终结果为(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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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执行过程中public.t2表输出结果集的顺序会影响update语句的 终输出结果(实际
业务中表public.t2的位置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子查询)，导致了update语句执行结果
的随机性，而这个实际业务中是无法接受的。

解决方案

建议根据业务实际情况调整update语句。比如分析public.t2的字段含义，确定更新的
目标字段。针对上述案例，如果期望在a值相等的情况下，把public.t1中字段b更新为
public.t2中的 大值，那么可以修改为如下逻辑：

UPDATE t1 SET t1.b = t2.b_max FROM (SELECT a, max(b) AS b_max FROM t2 GROUP BY a) t2 WHERE t1.a 
= t2.a;
UPDATE 1
SELECT * FROM public.t1;
 a | b
---+---
 1 | 2
(1 row)

5.37 插入数据报错：null value in column '%s' violates
not-null constraint

问题现象

向表中插入数据报错：null value in column '%s' violates not-null constraint，此处s
%指报错的列（字段）名。

CREATE TABLE t1(a int, b int not null);

INSERT INTO t1 VALUES (1);
ERROR:  dn_6001_6002: null value in column "b" violates not-null constraint

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案例，表t1中的字段b在建表时，设置了非空（not null）约束，那么字段b中
不能有空值。而插入数据时b列为空，则执行报错。

解决方案

针对上述案例，有两种解决方案：

● 方案一：使用ALTER TABLE删除字段b的非空（not null）约束
ALTER TABLE t1 ALTER COLUMN b DROP NOT NULL;
ALTER TABLE

INSERT INTO t1 VALUES (1);
INSERT 0 1

● 方案二：保持字段b的非空（not null）约束，字段b不再插入空值

在实际业务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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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库性能、资源

6.1 锁等待检测

操作场景

在日常作业开发中，数据库事务管理中的锁一般指的是表级锁，GaussDB(DWS)中支
持的锁模式有8种，按排他级别分别为1~8。每种锁模式都有与之相冲突的锁模式，由
锁冲突表定义相关的信息，锁冲突表如表6-1所示。

举例：用户u1对某张表test执行INSERT事务时，此时持有RowExclusiveLock锁；此时
用户u2也对test表进行VACUUM FULL事务，则该事务与INSERT事务产生锁冲突，处
于锁等待状态。

常用的锁等待检测主要通过查询视图pgxc_lock_conflicts、pgxc_stat_activity、
pgxc_thread_wait_status、pg_locks进行。其中pgxc_lock_conflicts视图在8.1.x版
本后支持，根据集群版本号不同，检测方式不同。

表 6-1 锁冲突

编号 名称 用途 冲突关系

1 AccessShareLoc
k

SELECT 8

2 RowShareLock SELECT FOR
UPDATE/FOR
SHARE

7 | 8

3 RowExclusiveLo
ck

INSERT/UPDATE/
DELETE

5 | 6 | 7 | 8

4 ShareUpdateExc
lusiveLock

VACUUM 4 | 5 | 6 | 7 | 8

5 ShareLock CREATE INDEX 3 | 4 | 6 | 7 | 8

6 ShareRowExclus
iveLock

ROW SELECT...FOR
UPDATE

3 | 4 | 5 | 6 |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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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用途 冲突关系

7 ExclusiveLock BLOCK ROW
SHARE/
SELECT...FOR
UPDATE

2 | 3 | 4 | 5 | 6 | 7 | 8

8 AccessExclusiveL
ock

DROP CLASS/
VACUUM FULL

1 | 2 | 3 | 4 | 5 | 6 | 7 | 8

 

操作步骤

构造锁等待场景：

步骤1 打开一个新的连接会话，使用普通用户u1连接GaussDB(DWS)数据库，在自己的同名
SCHEMA u1下创建测试表u1.test。
CREATE TABLE test (id int, name varchar(50));

步骤2 开启事务1，进行INSERT操作。
START TRANSACTION;
INSERT INTO test VALUES (1, 'lily');

步骤3 打开一个新的连接会话，使用系统管理员dbadmin连接GaussDB(DWS)数据库，执行
VACUUM FULL操作，发现语句阻塞。
VACUUM FULL u1.test;

----结束

锁等待检测（8.1.x及以上版本）

步骤1 打开一个新的连接会话，使用系统管理员dbadmin连接GaussDB(DWS)数据库，通过
pgxc_lock_conflicts视图查看锁冲突情况。

如下图，回显中查看granted为“f”，表示VACUUM FULL语句正在等待其他锁。
granted为“t”，表示INSERT语句是持有锁。nodename，表示锁产生在的位置，即
CN或DN位置，例如cn_5001。

SELECT * FROM pgxc_lock_conflicts;

步骤2 据语句内容确认是否中止持锁语句。如果终止，则执行以下语句。pid从步骤1获取，
cn_5001为上面查询到的nodename。
execute direct on (cn_5001) 'SELECT PG_TERMINATE_BACKEND(pid)';

----结束

锁等待检测（8.0.x及以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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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在数据库中执行以下语句，获取VACUUM FULL操作对应的query_id。
SELECT * FROM pgxc_stat_activity WHERE query LIKE '%vacuum%'AND waiting = 't'; 

步骤2 根据获取的query_id，执行以下语句查看是否存在锁等待，并获取对应的tid。其中，
{query_id}从步骤1获取。
SELECT * FROM pgxc_thread_wait_status WHERE query_id = {query_id};

回显中“wait_status”存在“acquire lock”表示存在锁等待。同时查看
“node_name”显示在对应的CN或DN上存在锁等待，记录相应的CN或DN名称，例
如cn_5001或dn_600x_600y。

步骤3 执行以下语句，到等锁的对应CN或DN上从pg_locks中查看VACUUM FULL操作在等待
哪个锁。以下以cn_5001为例，如果在DN上等锁，则改为相应的DN名称。pid为步骤2
获取的tid。

回显中记录relation的值。

execute direct on (cn_5001) 'SELECT * FROM pg_locks WHERE pid = {tid} AND granted = ''f''';

步骤4 根据获取的relation，从pg_locks中查看当前持有锁的pid。{relation}从步骤3获取。
execute direct on (cn_5001) 'SELECT * FROM pg_locks WHERE relation = {relation} AND granted = ''t'''; 

步骤5 根据pid，执行以下语句，查到对应的SQL语句。{pid}从步骤4获取。
execute direct on (cn_5001) 'SELECT query FROM pg_stat_activity WHERE pid={pid}';

步骤6 据语句内容确认是中止持锁语句还是另找时间做VACUUM FULL。如果终止，则执行
以下语句。pid从步骤4获取。

中止结束后，再尝试重新执行VACUUM FULL。

execute direct on (cn_5001) 'SELECT PG_TERMINATE_BACKEND(pid)';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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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执行 SQL 时出现表死锁，提示 LOCK_WAIT_TIMEOUT
锁等待超时

问题现象

执行SQL时出现LOCK_WAIT_TIMEOUT锁等待超时的错误。

原因分析

锁等待超时一般是因为有其他的SQL语句已经持有了锁，当前SQL语句需要等待持有锁
的SQL语句执行完毕释放锁之后才能执行。当申请的锁等待时间超过GUC参数
lockwait_timeout的设定值时，系统会报LOCK_WAIT_TIMEOUT的错误。

处理方法

1. 8.1.x及以上集群版本，通过pgxc_lock_conflicts视图查看锁冲突情况。
SELECT * FROM pgxc_lock_conflicts;

8.0.x及之前集群版本，执行以下SQL查询查看是否有阻塞的SQL语句，如果有，将
阻塞的SQL会话强制结束。
SELECT w.query as waiting_query,
w.pid as w_pid,
w.usename as w_user,
l.query as locking_query,
l.pid as l_pid,
l.usename as l_user,
n.nspname || '.' || c.relname as tablename
from pg_stat_activity w join pg_locks l1 on w.pid = l1.pid
and not l1.granted join pg_locks l2 on l1.relation = l2.relation
and l2.granted join pg_stat_activity l on l2.pid = l.pid join pg_class c on c.oid = l1.relation join 
pg_namespace n on n.oid=c.relnamespace
where w.waiting;

2. 查询到阻塞的表及模式信息后，请根据会话ID结束会话：
SELECT PG_TERMINATE_BACKEND(PID);

3. 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业务调度不太合理，建议合理安排各个业务的调度时间。

4. 还可以通过设置GUC参数lockwait_timeout，控制单个锁的 长等待时间，即单
个锁的等待超时时间。

lockwait_timeout单位为毫秒（ms），默认值为20分钟。

lockwait_timeout参数属于SUSET类型参数，请参考设置GUC参数中对应的设置
方法进行设置。

6.3 执行 SQL 时报错 abort transaction due to concurrent
update

问题现象

执行SQL时出现abort transaction due to concurrent update锁等待超时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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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两个不同的事务对同一个表中的同一行数据进行并发更新/操作，导致后操作的事务发
生了回滚。

举例说明：

步骤1 打开一个连接，使用普通用户u1连接GaussDB(DWS)数据库，在自己的同名SCHEMA
u1下创建测试表u1.test，并插入数据。
CREATE TABLE test (id int, name varchar(50));
INSERT INTO test VALUES (1, 'lily');

步骤2 打开一个新的连接会话Session B，开启事物1，使用系统管理员dbadmin连接
GaussDB(DWS)数据库，执行UPDATE操作，UPDATE语句执行成功。
START TRANSACTION;

UPDATE u1.test SET id = 3 WHERE name = 'lily';
UPDATE 1

步骤3 在会话Session A中开启事务2，执行相同的UPDATE语句，执行报错。
START TRANSACTION;

UPDATE test SET id = 3 WHERE name = 'lily';
ERROR:  dn_6003_6004: abort transaction due to concurrent update test 289502.

----结束

针对上述案例，两个不同的事务并发更新了同一条记录，而并发更新同一条记录发生
冲突不会等待锁，直接报错：abort transaction due to concurrent update。

在实际业务中，并不是只有并发UPDATE同一条记录会报错，select、delete等其他
SQL操作，也有可能报错：abort transaction due to concurrent update。

处理方法
● 调整业务逻辑sql执行顺序

避免update/delete长时间持有锁的sql在事务前面。

● 避免大事务

尽量将大事务拆分成多个小事务来处理，小事务缩短锁定资源的时间，发生冲突
的几率也降低。

● 控制并发度

尽可能减少并发会话的数量，以减少冲突的几率。

6.4 磁盘使用率高&集群只读处理方案

查看磁盘使用率

DWS的磁盘使用率于用户来说，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高价值资源，并且这个资源与
集群的可用性息息相关。因此，当出现以下场景时，需要用户密切关注空间并作出相
应的磁盘空间处置（以下磁盘均指数据磁盘）。

查看磁盘空间方法：

步骤1 登录DWS管理控制台，左侧单击“集群管理”，在集群列表中单击指定集群所在行右
侧的“监控面板”进入到DMS监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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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选择“监控 > 节点监控 > 磁盘”，单击“磁盘使用率”右侧的 进行排序，可查看当
前集群各个节点的磁盘使用率。

数据磁盘识别方法：一般根据容量进行查看，容量为购买容量的磁盘是数据盘

----结束

故障场景
● 场景一：磁盘使用率过高，当前集群所有磁盘或超过半数以上的磁盘使用率

>=70%。

● 场景二：磁盘倾斜，使用率 高的磁盘和 低的磁盘使用率之差>=10%。

● 场景三：集群只读（当前只读阈值为单数据盘使用率>=90%）。

日常处理作业中，DBA可以通过空间管控识别出一些异常业务，阻拦这些不合理的作
业，以避免以上场景出现。

须知

1. 只读为DWS系统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避免出现因为磁盘100%，导致DWS实例无
法正常启动，引发业务彻底中断的风险。

2. 以上场景均会由DMS进行告警通告（告警阈值为80%，可自行配置，参见修改告警
规则）。

3. 以上场景一，可通过使用告警订阅功能，当磁盘超过70%或75%时给用户发送短信
或邮件进行通知，以便提前进行数据清理，如何设置参见磁盘空间告警订阅。

场景一：磁盘使用率高清理方式

根据数据表的查询结果，定期进行脏数据清理，根据版本号不同选择。

● 8.1.3及以上版本：通过管理控制台“智能运维”功能进行自动清理。

步骤1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集群列表中单击指定集群名称。

步骤3 进入“集群详情”页面，切换至“智能运维”页签。

步骤4 在运维详情部分切换至运维计划模块。单击“添加运维任务”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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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弹出添加运维任务边栏，

● 运维任务选择“Vacuum”。

● 调度模式选择“自动”，DWS将自动扫描Vacuum目标。

● Vacuum目标选择系统表或用户表：

– 如果用户业务UPDATE、DELETE较多，选择用户表。

– 如果创建表、删除表较多，选择系统表。

步骤6 单击“下一步：定时配置”，配置Vacuum类型，推荐选择“周期型任务”，
GaussDB(DWS)将自动在自定义时间窗内执行Vac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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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对于自动Vacuum运维任务，系统对于用户表的处理方法实际采用的是VACUUM FULL操作。
VACUUM FULL执行过程中，本身持有8级锁，会阻塞其他业务，导致锁冲突产生，业务本身会
陷入锁等待，20分钟后超时报错。因此，在用户配置时间窗内，应尽量避开执行所有处理表的
相关业务。

步骤7 确认无误后，单击“下一步：配置确认”，完成配置。

----结束

● 8.1.2及以前版本：手动执行VACUUM FULL进行清理。

须知

1. VACUUM FULL操作会锁表，VACUUM FULL期间，该表的所有访问会阻塞，
并等待VACUUM FULL结束，请合理安排调度时间，避免锁表影响业务。

2. VACUUM FULL是对当前表的有效数据抽出来重新整理，同时清理脏数据，该
操作会临时占用额外的整理空间（这部分空间待整理完成后释放），因此空间
会先增后降，请提前计算好VACUUM FULL所需要的空间再行处理（额外的整
理空间大小=表大小* (1 – 脏页率)）。

步骤1 连接数据库，执行以下SQL语句查询脏页率超过30%的较大表，并且按照表大小从大
到小排序。
SELECT schemaname AS schema, relname AS table_name, n_live_tup AS analyze_count, 
pg_size_pretty(pg_table_size(relid)) as table_size, dirty_page_rate
FROM PGXC_GET_STAT_ALL_TABLES
WHERE schemaName NOT IN ('pg_toast', 'pg_catalog', 'information_schema', 'cstore', 'pmk')
AND dirty_page_rate > 30
ORDER BY table_size DESC, dirty_page_rate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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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判断是否有回显结果。

● 是，对于表大小超过10G的表，则执行步骤3。

● 否，操作结束。

步骤3 将脏页Top5的表，进行VACUUM FULL清理（清理时， 高磁盘空间>70%时，请串行
清理）。
VACUUM FULL ANALYZE schema.table_name;

步骤4 如果无脏页率较高的表，并且磁盘使用率已经接近或者超过75%，根据以下数仓类
型，对集群进行节点扩容或磁盘扩容，避免触发只读导致业务中断。

● 云数仓+SSD云盘：参见磁盘扩容进行磁盘扩容。

● 云数仓+SSD本地盘及旧的标准数仓(不支持磁盘扩容)：请联系技术支持进行在线
扩容。

----结束

场景二：磁盘倾斜，倾斜表清理方式

倾斜表，针对单DN倾斜率>5%的表，建议对表进行重选分布列（参见选择分布
列 ），并对数据进行重分布。

须知

1. 倾斜表的危害：倾斜表可能引发算子计算/下盘倾斜严重，导致数据倾斜的DN处理
压力过大，而无法发挥DWS的分布式计算的优势，影响业务性能；并且容易造成单
DN磁盘满。

2. 8.1.3版本开始默认建表为轮询表（参见轮询表RoundRobin），如果不熟悉分布
键，可以在建表（参见CREATE TABLE）时，使用ROUNDROBIN关键字，来降低
业务开发难度（参见轮询表、哈希表适用场景）。

步骤1 连接数据库，执行以下SQL语句查询倾斜表。
select schemaname, tablename, pg_size_pretty(totalsize), skewratio from pgxc_get_table_skewness where 
skewratio > 0.05 order by totalsize desc;

有关查询倾斜表的详细内容，可参考数据倾斜导致SQL执行慢，大表SQL执行无结果章
节。

步骤2 根据表的大小和倾斜率，将倾斜严重的表重新选择分布列，8.1.0及以上版本直接通过
ALTER TABLE语法进行调整，其他版本参见如何调整分布列。

----结束

场景三：集群只读

当集群单磁盘使用率超过90%时，系统会自动触发只读，此时写类型业务（DML、
DDL）等操作均会报类似如下错误“cannot execute INSERT in a read-only
transaction。”

只读本身为DWS针对客户用户数据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防止磁盘写满引发实例无法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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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只读后，由于剩余空间较小，需要尽快通过DROP、TRUNCATE等操作清理无用数
据，将空间降至80%以下。再行处理场景一和场景二中的相关表，避免vacuum full和
倾斜处理引发磁盘使用率先增后降，导致磁盘写满。

● 8.1.3及以上集群版本处理方法：

步骤1 集群处于“只读”状态时，应立即停止写入任务，避免磁盘被写满造成数据丢失的风
险。

步骤2 使用客户端连接数据库，通过显示事务关闭只读，DROP/TRUNCATE TABLE清理无用
数据，尽量将磁盘使用率清理至80%以下。

清理数据方式1：
START TRANSACTION READ WRITE;
drop/truncate table table_name;
COMMIT;

清理数据方式2：
START TRANSACTION;
SET transaction_read_only=off;
drop/truncate table table_name;
COMMIT;

清理完成后，系统会自动解除只读。

步骤3 排查场景一和场景二相关表，看看是否有需要整改的表，如果没有，建议尽快对集群
进行扩容，根据数仓类型不同，分为节点扩容和磁盘扩容。

● 云数仓+SSD云盘：参见磁盘扩容进行磁盘扩容。

● 云数仓+SSD本地盘及旧的标准数仓(不支持磁盘扩容)：请联系技术支持进行在线
扩容。

----结束

● 8.1.2及以前集群版本处理方法：

步骤1 集群处于“只读”状态时，应立即停止写入任务，避免磁盘被写满造成数据丢失的风
险。

步骤2 集群进入只读状态时，通过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解除只读状态。

1.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单击“集群管理”。默认显示用户所有的集群
列表。

2. 在集群列表中，在指定集群所在行的“操作”列，选择“更多 > 解除只读”。

3. 在弹出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再次进行解除只读确认，对集群进行解除只读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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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解除只读支持1.7.2及8.0.1/8.1.x及以上版本。

步骤3 解除只读操作成功后，通过DROP/TRUNCATE清理相关的无用数据。尽量将磁盘使用
率清理至80%以下。

步骤4 排查场景一和场景二相关表，看看是否有需要整改的表，如果没有，建议尽快对集群
进行扩容，根据数仓类型不同，分为节点扩容和磁盘扩容。

● 云数仓+SSD云盘：参见磁盘扩容进行磁盘扩容。

● 云数仓+SSD本地盘及旧的标准数仓(不支持磁盘扩容)：请联系技术支持进行在线
扩容。

----结束

单语句空间管控

用于业务运行时，避免由于不合理的数据量，引发磁盘空间暴增，触发告警/只读，主
动识别不合理的大批量倒数业务，或者高数据量入库业务。

步骤1 登录DWS控制台，左侧单击“集群管理”，在集群列表中单击指定集群，进入集群详
情页面。

步骤2 单击“参数修改”，搜索栏中搜索sql_use_spacelimit和temp_file_limit（参见磁盘空
间），根据业务进行调整。

建议设置sql_use_spacelimit为配置总容量10%（比如购买时空间为100G/每节点，则
配置该参数为10G）。

须知

● 上述配置生效后，如单语句运行过程中超过该配置参数，则SQL语句会被主动中
止，如需临时放开，可以在session会话中执行以下语句进行临时关闭。
SET sql_use_spacelimit=0

● 该参数只对普通用户生效，对于管理员用户不生效。

----结束

磁盘空间告警订阅

为了减轻客户自行的运维压力，DWS提供了告警订阅的功能：即当集群的磁盘使用率
大于设置的阈值时，系统会以短信、邮件形式通知到用户。

步骤1 设置告警阈值：

1. 登录DWS控制台，左侧选择“告警管理”，单击“告警规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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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告警规则列表中，单击“节点数据盘使用率超阈值”右侧的“修改”。

3. 在集群列表中单击指定集群，进入集群详情页面。告警策略设置如下：

– 规则绑定集群：所有集群

– 告警策略：将数据盘的重要告警配置为70%，持续10分钟，紧急告警配置为
75%，持续10分钟。如下设置：

步骤2 在消息通知服务(SMN)创建主题。

1. 切换到消息通知服务控制台，单击“创建主题”。如下设置“主题名称”和“企
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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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题创建成功后，单击右侧的“添加订阅”。根据需要选择“短信”、“邮件”
方式，订阅终端输入对应的手机号或邮箱地址。

3. 输入的手机号或邮箱地址会受到确认短信或邮件，单击确认，即可完成订阅。

步骤3 添加告警订阅。

1. 回到DWS控制台，左侧选择“告警管理”，切换到“订阅”，单击“创建订
阅”。

2. 订阅名称输入“dms_alarm”，告警级别选择“紧急”、“重要”，消息通知主
题名称选择上一步创建的主题“dms_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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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认”。整个告警订阅成功，后续磁盘 使用率大于70%和75%则发出通
知。

----结束

6.5 SQL 执行很慢，性能低，有时长时间运行未结束

问题现象

SQL执行很慢，性能低，有时长时间运行未结束。

原因分析

SQL运行慢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 使用EXPLAIN命令查看SQL执行计划，根据执行计划判断是否需要进行SQL调优。

2. 分析查询是否被阻塞，导致语句运行时间过长，可以强制结束有问题的会话。

3. 审视和修改表定义。选择合适的分布列，避免数据倾斜。

4. 分析SQL语句是否使用了不下推的函数，建议更换为支持下推的语法或函数。

5. 对表定期做vacuum full和analyze，可回收已更新或已删除的数据所占据的磁盘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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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查表有无索引支撑，建议例行重建索引。

数据库经过多次删除操作后，索引页面上的索引键将被删除，造成索引膨胀。例
行重建索引，可有效的提高查询效率。

7. 对业务进行优化，分析能否将大表进行分表设计。

处理方法

GaussDB(DWS) 提供了分析查询和改进查询的方法，并且为用户提供了一些常见案例
以及错误处理办法。您可以参考优化查询性能章节对SQL进行性能调优。常见问题也
可以优先参考以下两种方法进行分析：

● 方法一：对表定期做统计优化查询。

如果频繁对表执行INSERT语句插入数据，需要定期对表执行ANALYZE:
ANALYZE table_name;

如果频繁对表执行DELETE语句删除数据，需要定期对表执行VACUUM FULL:
Vacuum full table_name;

说明

执行vacuum full 语句时注意不能有其他任务在跑。

查询表大小，如果表非常大，而实际只有很少数据，那么应该执行VACUUM
FULL对表进行磁盘碎片整理。
SELECT * FROM pg_size_pretty(pg_table_size('tablename'));
Vacuum full table_name;

方法二：通过PGXC_STAT_ACTIVITY视图查询正在运行的SQL语句信息。

步骤1 查看当前正在运行（非idle）的SQL信息：
SELECT pid,datname,usename,state,waiting,query FROM pgxc_stat_activity WHERE state <> 'idle';

步骤2 查看当前处于阻塞状态的查询语句：
SELECT pid,datname, usename, state,waiting,query FROM pgxc_stat_activity WHERE state <> 'idle' and 
waiting=true;

步骤3 判断查询语句是否阻塞。

● 如果没有阻塞，查找相关业务表，按照方法一中的建议方法进行处理。

● 如果存在语句阻塞，根据所查找的问题会话的线程ID，结束阻塞的执行语句。
SELECT pg_terminate_backend(pid);

----结束

6.6 数据倾斜导致 SQL 执行慢，大表 SQL 执行无结果

问题现象

某场景下SQL执行慢，涉及大表的SQL执行不出来结果。

原因分析

GaussDB(DWS)支持Hash表、复制表和ROUNDROBIN（8.1.2集群及以上版本支持
ROUNDROBIN）分布方式。如果创建了Hash分布的表，未指定分布键，则选择表的
第一列作为分布键，这种情况就可能存在倾斜。倾斜造成以下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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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的性能会非常差，因为数据只分布在部分DN，那么SQL运行的时候就只有部
分DN参与计算，没有发挥分布式的优势。

● 会导致资源倾斜，尤其是磁盘。可能部分磁盘的空间已经接近极限，但是其他磁
盘利用率很低。

● 可能出现部分节点CPU过高等等问题。

分析过程

步骤1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在“集群管理”页面，找到需要查看监控的集群。
在指定集群所在行的“操作”列，单击“监控面板”。选择“监控>节点监控>磁
盘”，查看磁盘使用率。

说明

各个数据磁盘的利用率，会有不均衡的现象。正常情况下，利用率 高和利用率 低的磁盘空间
相差不大，如果磁盘利用率相差超过了5%就要注意是不是有资源倾斜的情况。

步骤2 连接数据库，通过等待视图查看作业的运行情况，发现作业总是等待部分DN，或者个
别DN。
select wait_status, count(*) as cnt from pgxc_thread_wait_status where wait_status not like '%cmd%' and 
wait_status not like '%none%' and wait_status not like '%quit%' group by 1 order by 2 desc;

步骤3 执行慢语句的explain performance显示，发现各个DN的基表scan的时间和行数不均
衡。
explain performance select avg(ss_wholesale_cost) from store_sales;

● 基表scan的时间： 快的DN耗时5ms， 慢的DN耗时1173ms。

● 数据分布情况：某些DN有22831616行，其他DN都是0行，数据有严重倾斜。

步骤4 通过倾斜检查接口可以发现数据倾斜。
select table_skewness('store_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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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able_distribution('public','store_sales');

步骤5 通过资源监控发现，个别节点的CPU/IO明显比其他节点高。

----结束

处理方法

如何找到倾斜的表：

1. 数据库中表个数少于1W的场景，直接使用倾斜视图查询当前库内所有表的数据倾
斜情况。
SELECT * FROM pgxc_get_table_skewness ORDER BY totalsize DESC;

2. 数据库中表个数非常多（至少大于1W）的场景，因
PGXC_GET_TABLE_SKEWNESS视图涉及全库查并计算非常全面的倾斜字段，所
以可能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小时级），建议参考PGXC_GET_TABLE_SKEWNESS
视图定义，执行以下操作：

– 8.1.2及之前集群版本中使用table_distribution()函数自定义输出，减少输出
列进行计算优化，例如：
SELECT schemaname,tablename,max(dnsize) AS maxsize, min(dnsize) AS minsize 
FROM pg_catalog.pg_class c 
INNER JOIN pg_catalog.pg_namespace n ON n.oid = c.relnamespace 
INNER JOIN pg_catalog.table_distribution() s ON s.schemaname = n.nspname AND s.tablename 
= c.relname 
INNER JOIN pg_catalog.pgxc_class x ON c.oid = x.pcrelid AND x.pclocatortype = 'H' 
GROUP BY schemaname,tablename;

– 8.1.3及以上集群版本中支持使用gs_table_distribution()函数，全库查询所
有表的数据倾斜情况。全库表查询时，gs_table_distribution()函数优于
table_distribution()函数；在大集群大数据量场景下，如果进行全库表表查
询，建议优先使用gs_table_distribution()函数。
SELECT schemaname,tablename,max(dnsize) AS maxsize, min(dnsize) AS minsize 
FROM pg_catalog.pg_class c 
INNER JOIN pg_catalog.pg_namespace n ON n.oid = c.relnamespace 
INNER JOIN pg_catalog.gs_table_distribution() s ON s.schemaname = n.nspname AND 
s.tablename = c.relname 
INNER JOIN pg_catalog.pgxc_class x ON c.oid = x.pcrelid AND x.pclocatortype = 'H' 
GROUP BY schemaname,tab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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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使用如下语句可快速查询到大表：

select schemaname||'.'||tablename as table, sum(dnsize) as size from 
gs_table_distribution() group by 1 order by 2 desc limit 10;

使用如下语句可快速查询表的倾斜率：

WITH skew AS
(
        SELECT
                schemaname,
                tablename,
                pg_catalog.sum(dnsize) AS totalsize,
                pg_catalog.avg(dnsize) AS avgsize,
                pg_catalog.max(dnsize) AS maxsize,
                pg_catalog.min(dnsize) AS minsize,
                (pg_catalog.max(dnsize) - pg_catalog.min(dnsize)) AS skewsize,
                pg_catalog.stddev(dnsize) AS skewstddev
        FROM pg_catalog.pg_class c
        INNER JOIN pg_catalog.pg_namespace n ON n.oid = c.relnamespace
        INNER JOIN pg_catalog.gs_table_distribution() s ON s.schemaname = n.nspname 
AND s.tablename = c.relname
        INNER JOIN pg_catalog.pgxc_class x ON c.oid = x.pcrelid AND x.pclocatortype IN('H', 
'N')
        GROUP BY schemaname,tablename
)
SELECT
        schemaname,
        tablename,
        totalsize,
        avgsize::numeric(1000),
        (maxsize/totalsize)::numeric(4,3)  AS maxratio,
        (minsize/totalsize)::numeric(4,3)  AS minratio,
        skewsize,
        (skewsize/totalsize)::numeric(4,3)  AS skewratio,
        skewstddev::numeric(1000)
FROM skew
WHERE totalsize > 0;

表的分布键的选择方法：

1. 如果此列的distinct值比较大，并且没有明显的数据倾斜，也可以把多列定义成分
布列。

如何看distinct的大小？
select count(distinct column1) from table;

如何看数据是不是有倾斜？
select count(*) cnt, column1 from table group by column1 order by cnt limit 100;

2. 选用经常做JOIN字段/group by的列，可以减少STREAM运算。

3. 不推荐的实践：

a. 分布列用默认值（第一列）。

b. 分布列用sequence自增生成。

c. 分布列用随机数生成（除非任意列，或者任意两列的组合做分布键都是倾斜
的，一般不选用这种方法）。

6.7 VACUUM FULL 一张表后，表文件大小无变化

问题现象

使用VACUUM FULL命令对一张表进行清理，清理完成后表大小和清理前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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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假定该表的名称为table_name，对于该现象可能有以下两种原因：

1. table_name表本身没有delete过数据，使用VACUUM FULL table_name后无需清
理delete的数据。因此表大小清理前后一样大。

2. 在执行VACUUM FULL table_name时有并发的事务存在，可能会导致VACUUM
FULL跳过清理那些 近删除的数据，导致清理不完全。

解决办法

对于可能原因的第二种情况，给出如下两种处理方法：

● 如果在VACUUM FULL时有并发的事务存在，此时需要等待所有事务结束，再次
执行VACUUM FULL命令对该表进行清理。

● 如果使用上面的方法清理后，表文件大小仍然无变化，确认集群中没有正在运行
的任务，且所有数据都已经保存后，可使用如下操作方式：

步骤1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当前的事务XID。
select txid_current();

步骤2 再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活跃事务列表：
select txid_current_snapshot(); 

步骤3 如果发现活跃事务列表中有XID比当前的事务XID小时，重启集群后，再次使用
VACUUM FULL命令对该表进行清理。

----结束

6.8 Delete 表数据后执行了 VACUUM，但是空间并没有释
放

问题现象

Delete表数据后执行了VACUUM，但是存储空间并没有释放。

原因分析
● 执行VACUUM时，对某些表可能没有权限，或者数据库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数据膨

胀。

● 执行VACUUM，默认清理当前用户在数据库中拥有权限的每一个表，没有权限的
表则直接跳过回收操作。

● 参数vacuum_defer_cleanup_age不是0，该参数在老版本默认为8000，表示 近
8000个事务产生的脏数据不进行回收。

● 为了保证事务可见性，产生脏数据的事务号，如果大于当前活跃的老事务号，则
这部分脏数据也不会清理。

处理方法
● 建议对单个表执行vacuum full命令，命令格式为“vacuum full 表名”。

● 如果您对表没有权限，请联系数据库管理员或表的所有者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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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vacuum_defer_cleanup_age不是0的场景，可以将此参数改为0，取消
vacuum的事务延迟。

● 对于存在老事务的场景，重启集群再重新做vacuum full可以保证空间一定回收，
否则只能等老事务结束再做vacuum full。

6.9 执行 VACUUM FULL 命令时提示 Lock wait timeout 错
误

问题现象

执行vacuum full命令时报错：

[0]ERROR: dn_6009_6010: Lock wait timeout: thread 140158632457984 on node dn_6009_6010 waiting 
for AccessExclusiveLock on relation 2299036 of database 14522 after 1202001.968 ms
Detail: blocked by hold lock thread 140150147380992, statement <<backend information not available>>, 
hold lockmode AccessShareLock.
Line Number: 1

原因分析

日志中的“Lock wait timeout”说明锁等待超时。锁等待超时一般是因为有其他的
SQL语句已经持有了锁，当前SQL语句需要等待持有锁的SQL语句执行完毕释放锁之后
才能执行。当申请的锁等待时间超过GUC参数lockwait_timeout的设定值时，系统会
报LOCK_WAIT_TIMEOUT的错误。

执行vacuum full命令时出现报错的原因为一般为执行命令超时，如果对整个数据库执
行vacuum full执行时间较长可能会超时。

处理方法

建议对单个表执行vacuum full命令，命令格式为“vacuum full 表名”，同时增加执
行“vacuum full”命令的频率。尤其是对于频繁增、删、改的表，建议定期做
vacuum full操作。

6.10 VACUUM FULL 执行慢
VACUUM FULL执行慢的常见场景及处理方法如下：

场景一：存在锁等待导致 VACUUM FULL 执行慢
● 8.1.x及以上集群版本的处理方法：

步骤1 通过查询pgxc_lock_conflicts视图查看锁冲突情况。
SELECT * FROM pgxc_lock_conflicts;

● 在查询结果中查看granted字段为“f”，表示VACUUM FULL语句正在等待其他
锁。granted字段为“t”，表示INSERT语句是持有锁。nodename，表示锁产生
的位置，即CN或DN位置，例如cn_5001，继续执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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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查询结果为0 rows，则表示不存在锁冲突。则需排查其它场景。

步骤2 根据语句内容判断是终止持锁语句后继续执行VACUUM FULL还是在业务低峰期选择
合适的时间执行VACUUM FULL。

如果要终止持锁语句，则执行以下语句。pid从上述步骤1获取，cn_5001为所查询到的
nodename。

execute direct on (cn_5001) 'SELECT PG_TERMINATE_BACKEND(pid)';

步骤3 语句终止后，再重新执行VACUUM FULL。
VACUUM FULL table_name;

----结束

● 8.0.x及以前版本的处理方法：

步骤1 在数据库中执行语句，获取VACUUM FULL操作对应的query_id。
SELECT * FROM pgxc_stat_activity WHERE query LIKE '%vacuum%'AND waiting = 't'; 

步骤2 根据步骤1获取的query_id，执行以下语句查看是否存在锁等待。
SELECT * FROM pgxc_thread_wait_status WHERE query_id = {query_id};

● 查询结果中“wait_status”存在“acquire lock”表示存在锁等待。同时查看
“node_name”显示在对应的CN或DN上存在锁等待，记录相应的CN或DN名
称，例如cn_5001或dn_600x_600y，继续执行步骤3。

● 查询结果中“wait_status”不存在“acquire lock”，排除锁等待情况，继续排查
其它场景。

步骤3 执行以下语句，到等锁的对应CN或DN上从pg_locks中查看VACUUM FULL操作在等待
哪个锁。以cn_5001为例，如果在DN上等锁，则改为相应的DN名称。pid为步骤2获取
的tid。

回显中记录relation的值。

execute direct on (cn_5001) 'SELECT * FROM pg_locks WHERE pid = {tid} AND granted = ''f''';

步骤4 根据获取的relation，从pg_locks中查看当前持有锁的pid。relation从步骤3获取。
execute direct on (cn_5001) 'SELECT * FROM pg_locks WHERE relation = {relation} AND granted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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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根据pid，执行以下语句查到对应的SQL语句。pid从步骤4获取。
execute direct on (cn_5001) 'SELECT query FROM pg_stat_activity WHERE pid ={pid}';

步骤6 根据语句内容判断是终止持锁语句后继续执行VACUUM FULL还是在业务低峰期选择
合适的时间执行VACUUM FULL。

如果要终止持锁语句，则执行以下语句。pid从上述步骤步骤4获取，cn_5001为所查询
到的nodename。

execute direct on (cn_5001) 'SELECT PG_TERMINATE_BACKEND(pid)';

步骤7 语句终止后，再执行VACUUM FULL。
VACUUM FULL table_name;

----结束

场景二：存在 IO/网络问题导致事务无法提交

处理方法：执行一个简单的CRETAE TABLE语句，如果CRETAE TABLE语句执行也很
慢，说明可能存在IO/网络问题，可以进一步排查IO和网络情况。

场景三：系统表过大导致 VACUUM FULL 执行慢

在排除IO/网络问题后，对空表执行VACUUM FULL，即使是空表执行VACUUM FULL
也比较慢，则说明是系统表较大导致。因为VACUUM FULL任意一张表时，都会扫描
pg_class、pg_partition、pg_proc三张系统表，当这三个系统表过大时，也会导致
VACUUM FULL执行较慢。

处理方法：GaussDB(DWS)支持对系统表执行VACUUM FULL，但是会产生八级锁，
涉及相关系统表的业务会被阻塞，注意要在业务空闲时间窗或停止业务期间且没有
DDL操作时清理系统表。

有关清理系统表的操作，请参考哪些系统表不能做VACUUM FULL。

场景四：列存表使用了局部聚簇（PCK）时，VACUUM FULL 执行慢

对列存表执行VACUUM FULL时，如果存在PCK，就会将PARTIAL_CLUSTER_ROWS中
多条记录全都加载到内存中再进行排序，如果表较大或psort_work_mem设置较小，
会导致PCK排序时产生下盘（数据库选择将临时结果暂存到磁盘），进行外部排序；一
旦进行外部排序，时间消耗就会增加很多。

处理方法：根据表中数据的tuple length，合理调整PARTIAL_CLUSTER_ROWS和
psort_work_mem的大小。

1. 执行以下语句查看表定义。回显中存在“PARTIAL CLUSTER KEY”信息，表示存
在PCK。
SELECT * FROM pg_get_tabledef('tabl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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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DWS管理控制台，左侧选择“集群管理”。

3. 单击对应的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

4. 左侧选择“参数修改”，在搜索栏中输入psort_work_mem进行搜索，将CN参数
值和DN参数值同时调大，单击“保存”。

5. 再重新执行VACUUM FULL操作。

6.11 表数据膨胀导致 SQL 查询慢，用户前台页面数据加载不
出

问题现象

GaussDB数据库性能时快时慢问题，原先执行几秒钟的sql，当前执行20几秒未出结
果，导致前台页面数据加载超时，无法对用户提供图表显示。

原因分析
● 大量表频繁增删改，未及时清理，导致脏数据过多，表数据膨胀，查询慢。

● 内存参数设置不合理

分析过程

步骤1 和客户确认是部分业务慢，可以提供部分慢sql，打印执行计划，耗时主要在index
scan上，怀疑是IO争抢导致，通过监控IO，发现并没有IO资源使用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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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查询当前活跃sql，发现有大量的create index语句，需要和客户确认该业务是否合理。
select * from pg_stat_activity where state !='idle' and usename !='Ruby';

步骤3 根据执行计划，发现在部分DN上耗时较高，查询表的倾斜情况，并未发现有倾斜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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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able_skewness('table name');

步骤4 联系运维人员登录集群实例，检查内存相关参数，设置不合理，需要优化。

● 单节点总内存大小为256G
● max_process_memory为12G，设置过小

● shared_buffers为32M，设置过小

● work_mem：CN：64M 、DN：64M
● max_active_statements: -1（不限制并发数）

步骤5 按以下值设置：

gs_guc set -Z coordinator -Z datanode -N all -I all -c
"max_process_memory=25GB"

gs_guc set -Z coordinator -Z datanode -N all -I all -c "shared_buffers=8GB"

gs_guc set -Z coordinator -Z datanode -N all -I all -c "work_mem=128MB"

步骤6 进一步分析扫描慢的原因，发现表数据膨胀严重，对其中一张8G大小的表，总数据量
5万条，做完vacuum full后大小减小为5.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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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处理方法

步骤1 对业务涉及到的常用的大表，执行vacuum full操作，清理脏数据。

步骤2 设置GUC内存参数。

----结束

6.12 CPU 使用率持续很高，如何定位占用 CPU 高的业务
sql？

问题现象

CPU使用率持续很高。

原因分析

在执行SQL的过程中，某个线程占用CPU过高。

处理方法

1. 找一个gaussdb进程，确认进程号和对应dn的端口号（例如进程号：32089）。

2. 执行如下命令，可以查到进程内各个线程占用CPU的情况。
ps H -eo pid,tid,pcpu | sort -n -k 3 | grep 32089，
32089    48369    81.9
32089    41335    82.3
32089    10596    85.6

3. 连续执行多次，查询没有变化的那条高线程，连接到此dn。
select query_id from pg_thread_wait_status where lwtid = 10596;

查到query_id 为95174458
4. 执行如下命令，则可查询到对应的SQL语句。

select * from pg_stat_activity where query_id = 9517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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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集群报错内存溢出

问题现象

查看日志提示：

[ERROR] Mpp task queryDataAnalyseById or updateDataAnalyseHistoryEndTimesAndResult fail, 
dataAnalyseId:17615 org.postgresql.util.PSQLException: ERROR: memory is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sql：vacuum full dws_customer_360.t_user_resource;

原因分析

存在部分SQL语句使用内存资源过多，造成内存资源耗尽，其余语句执行作业时无法
分配到内存就提示内存不足。

处理方法

查询当前集群的内存使用情况，找到内存使用过高的语句并及时终止，释放资源之后
集群内存就会恢复。

● 8.1.1及之前集群版本连接数据库后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1 执行以下语句查询当前集群的内存使用情况，观察是否有实例的
dynamic_used_memory已经大于或者接近于该实例的max_dynamic_memory，出现
上述报错，一般为dynamic_used_memory达到上限。
select * from pgxc_total_memory_detail;

步骤2 开启topsql的情况下，使用实时topsql查询正在执行的高内存query语句，根据结果中
的max_peak_memory以及memory_skew_percent值，较大的值就是消耗内存较多的
语句。
select 
nodename,pid,dbname,username,application_name,min_peak_memory,max_peak_memory,average_peak_me
mory,memory_skew_percent,substr(query,0,50) as query from pgxc_wlm_session_statistics; 

步骤3 根据步骤2查询的会话信息，通过执行pg_terminate_backend函数结束相应会话，即
可恢复内存。恢复后可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重新优化该SQL语句。
SELECT pg_terminate_backend(pid);

----结束

● 8.1.2及以上集群版本支持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在实时查询监控页
面执行以下步骤：

须知

● 实时查询仅8.1.2及以上集群版本支持。

● 启动实时查询功能需要在“监控设置>监控采集”页面打开“实时查询监控”指标
项。

步骤1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在“集群管理”页面，找到需要查看监控的集群，
在集群所在行的“操作”列，单击“监控面板”，系统将显示数据库监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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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监控>实时查询”，进入实时查询监控页面。

步骤3 根据选择的指定时间段浏览集群中正在运行的所有查询信息。

步骤4 单击指定实时查询监控的会话查询ID，进入该会话ID的实时查询的详情页面，在详情
页面中会展示当前监控的详细内容。例如用户名称，数据库名称，执行时间，查询语
句，查询状态，排队状态，dn 小内存峰值，dn 大内存峰值，dn每秒 大io峰值，
dn每秒 小io峰值和内存使用平均值等信息。

根据“dn 大内存峰值”和“内存使用平均值”查询结果，值较大的就是消耗内存较
多的语句。

步骤5 如果已确认所查询的占用内存高的语句需要被终止，勾选指定的查询ID后，单击“终
止查询”按钮，终止查询。

如果设置了细粒度权限控制功能，只有配置了操作权限的用户才能使用终止查询按
钮。只读权限用户登入后终止查询按钮为灰色。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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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带自定义函数的语句不下推

问题现象

SQL语句不下推。

原因分析

目前 新版本可以支持绝大多数常用函数的下推，不下推函数的场景主要出现在自定
义函数属性定义错误的场景。

不下推语句的执行方式没有利用分布式的优势，其在执行过程中，相当于把大量的数
据和计算过程汇集到一个节点上去做，因此性能往往非常差。

分析过程

步骤1 通过explain verbose打印语句执行计划。

上述执行计划中有__REMOTE关键字，这就表明当前的语句是不下推执行的。

步骤2 不下推语句在pg_log中会打印不下推的原因，上述语句在CN的日志中会找到类似以下
的日志。

----结束

处理方法

步骤1 审视用户自定义函数的provolatile属性是否定义正确。如果定义不正确，要修改对应
的属性，使它能够下推执行。

具体判断方法可以参考如下说明：

● 函数相关的所有属性都在pg_proc系统表中可以查到，与函数能否下推相关的两个
属性是provolatile和 proshippable。

● 其中provolatile的本质含义是描述函数是IMMUTABLE/STABLE/VOLATILE的。

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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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函数对于同样的输入，一定有相同的输出，那么这类函数就是
IMMUTABLE的，例如绝大部分的字符串处理函数，这类函数始终可以下推。

– 如果一个函数的返回结果在一个SQL语句的调用过程中，结果是相同的，那
么他就是STABLE的。例如时间相关的处理函数，它的 终显示结果可能与具
体的GUC参数相关（例如控制时间显示格式的参数），这类函数都是STABLE
的，此类函数仅当其属性是SHIPPABLE的时候，才能下推。

– 如果一个函数的返回结果可能随着每一次的调用而返回不同的结果。例如
nextval，random这种函数，每次调用结果都是不可预期的，这类函数就是
VOLATILE的，此类函数仅当其属性是SHIPPABLE的时候，才能下推。

----结束

6.15 列存表更新失败或多次更新后出现表膨胀

问题现象
● 对列存表更新或update会失败。

● 多次对列存表update，发现表大小膨胀了十多倍。

原因分析
● 列存表不支持并发更新。

● 列存表的更新操作，旧记录空间不会回收。

处理方法
● 方法一

说明

该处理方法仅8.1.3及以上集群版本支持。

步骤1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集群列表中单击指定集群名称。

步骤3 进入“集群详情”页面，切换至“智能运维”页签。

步骤4 在运维详情部分切换至运维计划模块。单击“添加运维任务”按钮。

步骤5 弹出添加运维任务边栏。

● 运维任务选择“Vacuum”。

● 调度模式选择“指定目标”，智能运维将在指定时间窗内，自动下发表级Vacuum
任务。

用户可配置需要Vacuum的列存表，其中一行对应一张表，每张表以数据库名、模
式名、表名表示，以空格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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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单击“下一步：定时配置”，配置Vacuum类型，推荐选择“周期型任务”，
GaussDB(DWS)将自动在自定义时间窗内执行Vacuum。

数据仓库服务
故障排除 6 数据库性能、资源

文档版本 22 (2023-04-27)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92



步骤7 确认无误后，单击“下一步：配置确认”，完成配置。

----结束

● 方法二

对列存表更新操作后，需要进行VACUUM FULL清理，更多用法请参见VACUUM的
“VACUUM”章节的“VACUUM”章节。

VACUUM FULL table_name;

6.16 列存表多次插入后出现表膨胀

问题现象

列存表多次执行INSERT后，发现表膨胀。

原因分析

列存表数据按列存储，一列的每60000行存储为一个CU，同一列的CU连续存储在一个
文件中，当该文件大于1GB时，切换到新文件中。CU文件数据不能更改只能追加写。
对频繁进行删除和更新的列存表VACUUM后，由于列存表的CU无法更改，即使标识为
可用的空间也是无法进行复用的 (复用需要更改CU) 。因此不建议在GaussDB(DWS)
中对列存表频繁进行删除和更新 。

处理方法

建议开启列存表的delta表功能。

ALTER TABLE table_name SET (ENABLE_DELTA = ON);

说明

● 开启列存表的delta表功能，在导入单条或者小规模数据进入表中时，能够防止小CU的产
生，所以开启delta表能够带来显著的性能提升，例如在3CN、6DN的集群上操作，每次导入
100条数据，导入时间能减少25%，存储空间减少97%，所以在需要多次插入小批量数据前
应该先开启delta表，等到确定接下来没有小批量数据导入了再关闭。

● delta表就是列存表附带的行存表，那么将数据插入delta表后将失去列存表的高压缩比等优
势，正常情况下使用列存表的场景都是大批量数据导入，所以默认关闭delta表，如果开启
delta表做大批量数据导入，反而会额外消耗更多时间和空间，同样在3CN、6DN的集群上操
作，每次导入10000条数据时，开启delta表会比不开启时慢4倍，额外消耗10倍以上的空
间。所以开启delta表需谨慎，根据实际业务需要来选择开启和关闭。

6.17 往 GaussDB(DWS) 写数据慢，客户端数据会有积压

问题现象

客户端往GaussDB(DWS) 写入数据较慢，客户端数据会有积压。

原因分析

如果通过单条INSERT INTO语句的方式单并发写数据入库，客户端很可能会出现瓶
颈。INSERT是 简单的一种数据写入方式，适合数据写入量不大，并发度不高的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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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如果遇到写数据慢的问题，建议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处理：

● 建议选择其他更加高效的数据导入方式，例如使用COPY方式导入数据。

有关导入方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导入方式说明。

● 增大客户端并发数。

6.18 分析查询效率异常降低的问题
通常在几十毫秒内完成的查询，有时会突然需要几秒的时间完成；而通常需要几秒完
成的查询，有时需要半小时才能完成。如何分析这种查询效率异常降低的问题呢？

解决办法

通过下列的操作步骤，可以分析出查询效率异常降低的原因。

步骤1 使用analyze命令分析数据库。

analyze命令更新所有表中数据大小以及属性等相关统计信息，该命令较为轻量级，可
以经常执行。如果此命令执行后性能恢复或者有所提升，则表明autovacuum未能很好
的完成它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分析。

步骤2 检查查询语句是否返回了多余的数据信息。

例如，如果查询语句先查询一个表中所有的记录，而只用到结果中的前10条记录。对
于包含50条记录的表，查询起来是很快的；但是，当表中包含的记录达到50000，查
询效率将会有所下降。

若业务应用中存在只需要部分数据信息，但是查询语句却是返回所有信息的情况，建
议修改查询语句，增加LIMIT子句来限制返回的记录数。这样至少使数据库优化器有了
一定的优化空间，一定程度上会提升查询效率。

步骤3 检查查询语句单独运行时是否仍然较慢。

尝试在数据库没有其他查询或查询较少的时候运行查询语句，并观察运行效率。如果
效率较高，则说明可能是由于之前运行数据库系统的主机负载过大导致查询低效。此
外，还可能是由于执行计划比较低效，但是由于主机硬件较快使得查询效率较高。

步骤4 检查重复相同查询语句的执行效率。

查询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查询所需信息没有缓存在内存中，这可能是由于内存资
源紧张，缓存信息被其他查询处理覆盖。

重复执行相同的查询语句，如果后续执行的查询语句效率提升，则可能是由于上述原
因导致。

----结束

6.19 未收集统计信息导致查询性能差

问题现象

SQL查询性能差，对语句执行explain verbose时有Warning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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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查询中涉及到的表或列没有收集统计信息。统计信息是优化器生成执行计划的基础，
没有收集统计信息，优化器生成的执行计划会非常差，如果统计信息未收集，会导致
多种多样表现形式的性能问题。例如，等值关联走NestLoop，大表broadcast，集群
CPU持续增高等等问题。

分析过程

步骤1 通过explain verbose/explain performance打印语句的执行计划。

执行计划中会有语句未收集统计信息的告警，并且通常E-rows估算非常小。

步骤2 上述例子中，在打印的执行计划中有Warning提示信息，提示有哪些列在这个执行计
划中用到了，但是这些列没有统计信息。

在CN的pg_log日志中也有会有类似的Warning信息。同时，E-rows会比实际值小很
多。

----结束

处理方法

周期性地运行analyze，或者在对表的大部分内容做了更改之后马上执行analyze。

6.20 执行计划中有 NestLoop 导致 SQL 语句执行慢(not in
和 not exists)

问题现象

客户的SQL语句执行慢，执行计划中有NestLoop。

原因分析

● NestLoop是导致语句性能慢的主要原因。

● Hashjoin只能做等值关联，NestLoop的条件中有or条件，所以无法用Hashjoin求
解。

● 导致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由not in的语义决定的(具体可以参考外网关于not in
和 not exists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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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过程

步骤1 通过explain verbose打印语句执行计划，观察SQL语句中有not in 语法。

步骤2 执行计划中有NestLoop。

----结束

处理方法

步骤1 大多数场景下，客户需要的结果集其实是可以通过not exists获得的，因此上述语句可
以通过修改将not in 修改为not exists。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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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未分区剪枝导致 SQL 查询慢

问题现象

三条sql查询慢，查询的分区表总共185亿条数据，查询条件中没有涉及分区键。

select passtime from table where passtime<'2020-02-19 15:28:14' and passtime>'2020-02-18 15:28:37' 
order by passtime desc limit 10; 
select max(passtime) from table where passtime<'2020-02-19 15:28:14' and passtime>'2020-02-18 
15:28:37'; 

列存表，分区键为createtime，哈希分布键为motorvehicleid。

原因分析

慢sql过滤条件中未涉及分区字段，导致执行计划未分区剪枝，走了全表扫描，性能严
重裂化。

分析过程

步骤1 和客户确认部分业务慢，慢的业务中都涉及到了同一张表tb_motor_vehicle。

步骤2 收集几个典型的慢sql，分别打印执行计划。从执行计划中可以看出来，两条sql的耗时
都集中在Partitioned CStore Scan on public.tb_motor_vehicle列存表的分区扫描上。

步骤3 和客户确认，该表的分区键为createtime，而涉及到的sql中无任何createtime的筛选
和过滤条件，基本可以确认是由于慢sql的计划没有走分区剪枝，导致了全表扫描，对
于185亿条数据量的表，全表扫描性能会很差。

步骤4 通过在筛选条件中增加分区键过滤条件，优化后的sql和执行计划如下，性能从十几分
钟，优化到了12秒左右，性能有明显提升。
SELECT passtime FROM tb_motor_vehicle WHERE createtime > '2020-02-19 00:00:00' AND createtime < 
'2020-02-20 00:00:00' AND passtime > '2020-02-19 00:00:00' AND passtime < '2020-02-20 00:00:00' ORDER 
BY passtime DESC LIMIT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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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处理方法

在慢sql的过滤条件中增加分区筛选条件，避免走全表扫描。

6.22 行数估算过小，优化器选择走 NestLoop 导致性能下降

问题现象

查询语句执行慢，卡住无法返回结果。SQL语句的特点是2~3张表left join，然后通过
select查询结果，执行计划如下：

原因分析

优化器在选择执行计划时，对结果集评估较小，导致执行计划走了NestLoop，性能下
降。

分析过程

步骤1 排查当前的IO，内存，CPU使用情况，没有发现资源占用高的情况。

步骤2 查看慢sql的线程等待状态。

根据线程等待状态，并没有出现都在等待某个DN的情况，初步排除中间结果集偏斜到
了同一个DN的情况。

select * from pg_thread_wait_status where query_id='149181737656737395';

数据仓库服务
故障排除 6 数据库性能、资源

文档版本 22 (2023-04-27)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98



步骤3 联系运维人员登录到相应的实例节点上，打印等待状态为none的线程堆栈信息如下。

通过反复打印堆栈信息，发现堆栈在变化，并没有hang死，所以初步判断该问题为性
能慢的问题。另堆栈中有VecNestLoopRuntime，结合执行计划，初步判断是由于统计
信息不准，优化器评估结果集较少，执行计划走了NestLoop导致性能下降。

gstack 14104

步骤4 对表执行analyze后性能并没有太大改善。

步骤5 对sql增加hint关闭索引，让优化器强行走hashjoin，发现hint功能没有生效，原因是
hint无法改变子查询中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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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通过set enable_indexscan = off，执行计划被改变，走了Hash Left Join，慢sql在3秒
左右跑出结果，满足客户需求。

----结束

处理方法

通过set enable_indexscan = off关闭索引功能，让优化器生成的执行计划不走
NestLoop，而走Hashjoin。

6.23 语句中存在“in 常量”导致 SQL 执行无结果

问题现象

简单的大表过滤的SQL语句中有一个“in 常量”的过滤条件，常量的个数非常多(约有
2000多个)，基表数据量比较大，SQL语句执行无结果。

原因分析

执行计划中，in条件还是作为普通的过滤条件存在。这种场景下， 优的执行计划应
该是将“in 常量”转化为join操作性能更好。

分析过程

步骤1 打印语句的执行计划：

步骤2 执行计划中，in条件还是作为普通的过滤条件存在。这种场景下， 优的执行计划应
该是将“in 常量”转化为join操作性能更好。

----结束

处理方法

步骤1 qrw_inlist2join_optmode可以控制把“in 常量”转join的行为，默认是cost_base
的。如果优化器估算不准，可能会出现需要转化的场景没有做转化，导致性能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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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设置qrw_inlist2join_optmode为rule_base来规避解决。
set qrw_inlist2join_optmode to rule_base;

----结束

6.24 单表点查询性能差

问题现象

单表查询的场景下，客户预期1s以内返回结果，实际执行耗时超过10s。

原因分析

这种场景属于行列存表选择错误导致的问题，这种场景应该使用行存表+btree索引。

分析过程

步骤1 通过抓取问题SQL的执行信息，发现大部分的耗时都在“CStore Scan”。

步骤2 分析出问题的场景：基表是一张十亿级别的表，每晚有批量增量数据入库，同时会有
少量的数据清洗的工作。白天会有高并发的查询操作，查询不涉及表关联，并且返回
结果都不大。

----结束

处理方法

步骤1 调整表定义，表修改为行存表，同时建立btree索引，索引建立的原则：

1. 基于充分分析客户SQL的背景下去建立索引。

2. 索引要建立的刚刚好，不要有冗余。

3. 建立组合索引时候，要把过滤性比较好的列往前放。

4. 尽可能多的过滤条件都用到索引。

----结束

6.25 动态负载管理下的 CCN 排队

问题现象

业务整体缓慢，只有少量语句在执行，其余业务语句都在排队中（wait in ccn
queue）。

数据仓库服务
故障排除 6 数据库性能、资源

文档版本 22 (2023-04-27)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101



原因分析

动态负载管理下，语句会根据估算内存计数排序，例如， 大动态可用内存为10G(单
实例)，语句估算使用内存大小为5G，这样的语句运行2个，其余语句就会等待前两个
语句运行完毕才能执行，此时的状态即为 wait in ccn queue。

处理方法

● 场景一：语句估算内存过大，造成排队

– 查询pg_session_wlmstat视图，查看status为running的语句是否个数很少，
而且statement_mem字段数值是否较大（单位为MB，一般认为大于
max_dynamic_memory 1/3即为大内存语句）。如果都符合就可以判断是此
类语句占据内存导致整体运行缓慢。
select usename,substr(query,0,20),threadid,status,statement_mem from pg_session_wlmstat 
where usename not in (''omm'',''Ruby'') order by statement_mem,status desc;

如上图所示，只有 后一个语句是running状态，其余语句都是pending状
态。根据statement_mem可以看到该语句占据2576MB内存。此时根据语句
的threadid，使用以下语句进行查杀，查杀后即可释放资源，其余语句正常
运行。
pg_terminate_backend(threadid); 

● 场景二：所有语句状态都是pending状态，没有运行的语句。此时应是管控机制出
现异常，直接查杀所有线程，即可恢复正常。
select pg_terminate_backend(pid) from pg_stat_activity where usename not in ('omm','Ruby');

6.26 数据膨胀磁盘空间不足，导致性能降低

问题现象

用户数据膨胀严重，磁盘空间不足，性能低。

原因分析

用户可在管控面执行全库Vacuum/Vacuum Full，以定期进行空间回收：

● 用户频繁创建、删除表，导致系统表膨胀严重，需要对系统表执行Vacuum。

● 用户频繁执行UPDATA、DELETE语句，导致用户表膨胀严重，需要对用户表执行
Vacuum/Vacuum Full。

说明

仅8.1.3及以上集群版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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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步骤1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集群列表中单击指定集群名称。

步骤3 进入“集群详情”页面，切换至“智能运维”页签。

步骤4 在运维详情部分切换至运维计划模块。单击“添加运维任务”按钮。

步骤5 弹出添加运维任务边栏，

● 运维任务选择“Vacuum”。

● 调度模式选择“自动”，DWS将自动扫描Vacuum目标。

● Vacuum目标选择系统表或用户表：

– 如果用户业务UPDATE、DELETE较多，选择用户表。

– 如果创建表、删除表较多，选择系统表。

步骤6 单击“下一步：定时配置”，配置Vacuum类型，推荐选择“周期型任务”，
GaussDB(DWS)将自动在自定义时间窗内执行Vac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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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对于自动Vacuum运维任务，系统对于用户表的处理方法实际采用的是VACUUM FULL操作。
VACUUM FULL执行过程中，本身持有8级锁，会阻塞其他业务，导致锁冲突产生，业务本身会
陷入锁等待，20分钟后超时报错。因此，在用户配置时间窗内，应尽量避开执行所有处理表的
相关业务。

步骤7 确认无误后，单击“下一步：配置确认”，完成配置。

----结束

6.27 列存小 CU 多导致的性能慢问题
实际业务场景中，用户会大量使用列存表，但是列存表使用不当会造严重的性能问
题， 常见的就是列存小CU过多导致的性能慢问题。

问题现象

1. 系统IO长期飙升过高，查询偶发性变慢。

2. 查看偶发慢业务慢时的执行计划信息，慢在cstore scan，且扫描数据量不大但扫
描CU个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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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一个CU能够存放6W条记录，而计划中7W记录需要扫描2000+ CU，说明
当前可能存在小CU较多的情况 。

排查方法

查看相关表CU中数据分布情况，以下操作在DN执行

1. 查看列存表对应的cudesc表

针对非分区表：
SELECT 'cstore.'||relname FROM pg_class where oid = (SELECT relcudescrelid FROM pg_class c inner 
join pg_namespace n on c.relnamespace = n.oid where relname = 'table name' and nspname = 
'schema name');

针对分区表：
SELECT 'cstore.'||relname FROM pg_class where oid in (SELECT p.relcudescrelid FROM pg_partition 
p,pg_class c,pg_namespace n where c.relnamespace = n.oid and p.parentid = c.oid and c.relname = 
'table name' and n.nspname = 'schema name' and p.relcudescrelid != 0);

2. 查看cudesc中各CU的rowcount情况

查询步骤一返回的cudesc表信息，查询结果类似如下，主要关注row_count过小
（远小于6w）的CU数量，如果此数量较大，说明当前小CU多，CU膨胀问题严
重，影响存储效率和查询访问效率。

触发场景

列存频繁小批量导入，针对含分区且分区个数比较多的场景，小CU问题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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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业务侧：对列存表进行攒批入库，一次入库数据量以接近6W*DN个数的数据量为好。

运维侧：当业务侧因业务特征无法调整入库量时，定期对列存表进行vacuum full可达
到整合小CU的目的，一定程度缓解小CU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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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库参数修改

7.1 数据库时间与系统时间不一致，如何更改数据库默认时区

问题现象

数据库时间与操作系统不一致，查询GaussDB(DWS) 数据库默认时间SYSDATE，结果
数据库时间比北京时间慢8个小时，导致无法准确定位到更新数据。

原因分析

GaussDB(DWS) 数据库显示和解释时间类型数值时使用的时区默认为“UTC”。如果
操作系统时间所设置的时区不是UTC时区，就会出现GaussDB(DWS) 数据库时间和系
统时间不一致的情况。通常情况下集群时区不需要进行修改，设置客户端时区可以对
SQL执行产生影响。例如，如果系统时间所设置的时区为北京时区，北京时区是东八
区，比UTC时间早8小时。

前提条件

建议用户在修改“timezone”参数时在业务低峰期时操作。

处理方法

方法一：更改某个GaussDB(DWS) 集群的数据库默认时区。

步骤1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集群管理”。

步骤3 在集群列表中找到所需要的集群，单击集群名称，进入集群“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4 单击“参数修改”页签，修改参数“timezone”，修改为您所在的时区，然后单击
“保存”。

步骤5 在“修改预览”窗口，确认修改无误后，单击“保存”。

步骤6 用户可根据界面中参数“timezone”所在行的“是否重启”列，判断修改参数后无需
进行重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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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修改“timezone”参数后无需重启集群操作 ，则修改后立即生效。

----结束

方法二：通过后台命令查询和更改数据库时区。

步骤1 查询客户端时区和当前时间。其中客户端时区为UTC时区，now()函数返回当前时间。
show time zone;
 TimeZone
----------
 UTC
(1 row)
 
select now();
              now
-------------------------------
 2022-05-16 06:05:58.711454+00
(1 row)

步骤2 创建数据表，其中timestamp，timestamptz是常用的时间类型。timestamp不保存时
区，timestamptz保存时区。
CREATE TABLE timezone_test (id int, t1 timestamp, t2 timestamptz) DISTRIBUTE BY HASH (id);

\d timezone_test
           Table "public.timezone_test"
 Column |            Type             | Modifiers
--------+-----------------------------+-----------
 id     | integer                     |
 t1     | timestamp without time zone |
 t2     |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

步骤3 向timezone_test表插入当前时间并查询当前表。
insert into timezone_test values (1, now(), now() );
show time zone;
 TimeZone
----------
 UTC
(1 row)
select * from timezone_test;
 id |             t1             |              t2
----+----------------------------+-------------------------------
  1 | 2022-05-16 06:10:04.564599 | 2022-05-16 06:10:04.564599+00
(1 row)

t1 (timestamp类型)在保存数据时丢弃了时区信息，t2(timestamptz类型)保存了时区
信息。

步骤4 把客户端时区设置为东8区（UTC-8），再次查询timezone_test表。
set time zone 'UTC-8';
show time zone;
 TimeZone
----------
 UTC-8
(1 row)
select now();
              n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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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5-16 14:13:43.175416+08
(1 row)

步骤5 继续插入当前时间到timezone_test表，并查询。 此时t1新插入的值是用的东8区时
间，t2根据客户端时区对查询结果进行转换。
insert into timezone_test values (2, now(), now() );
select * from timezone_test;
 id |             t1             |              t2
----+----------------------------+-------------------------------
  1 | 2022-05-16 06:10:04.564599 | 2022-05-16 14:10:04.564599+08
  2 | 2022-05-16 14:15:03.715265 | 2022-05-16 14:15:03.715265+08
(2 rows)

说明

● timestamp类型只受数据在插入时的时区影响，查询结果不受客户端时区影响。

● timestamptz类型在数据插入时记录了时区信息，查询时会根据客户端时区做转换，以客户
端时区显示数据。

----结束

7.2 业务报错：Cannot get stream index, maybe
comm_max_stream is not enough

问题现象

用户执行业务报错："ERROR: Failed to connect dn_6001_6002, detail:1021 Cannot
get stream index, maybe comm_max_stream is not enough.",

原因分析

用户数据库的comm_max_datanode参数为默认值1024，在正常批量业务运行时查到
DN之间stream数量大约为600~700，当批量任务运行时如果有临时查询，就会超过上
限，导致上述报错。

分析过程

1. GUC参数comm_max_stream表示任意两个DN之间stream的 大数量。

在CN上查询当前任意两个DN之间stream情况：
select node_name,remote_name,count(*) from pgxc_comm_send_stream group by 1,2 order by 3 desc 
limit 100;

在DN上查询当前DN与其他DN之间stream情况：
select node_name,remote_name,count(*) from pg_comm_send_stream group by 1,2 order by 3 desc 
limit 100;

2. comm_max_stream参数值必须大于并发数*每并发平均stream算子数*（smp的平
方）。

该参数默认值为：通过公式min(query_dop_limit * query_dop_limit * 2 * 20,
max_process_memory(字节) * 0.025 /( 大CN数+当前DN数) / 260)计算，小于
1024按照1024取值，其中，query_dop_limit = 单个机器CPU核数 / 单个机器DN
数。

– 不建议该参数值设置过大，因为comm_max_stream会占用内存（占用内存
=256byte*comm_max_stream*comm_max_datanode），如果并发数据流
数过大，查询较为复杂及smp过大都会导致内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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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comm_max_datanode参数值较小，进程内存充足，可以适当将
comm_max_stream值调大。

处理方法

根据评估，内存充足，将comm_max_stream参数值调大为2048。（参数值2048仅适
用示例场景，请根据实际业务的内存查询结果进行参数值调整。）

步骤1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集群管理”。

步骤3 在集群列表中找到所需要的集群，单击集群名称，进入集群“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4 单击“参数修改”页签，修改参数“comm_max_stream”，然后单击“保存”。

步骤5 在“修改预览”窗口，确认修改无误后，单击“保存”。

步骤6 参数“comm_max_stream”所在行“是否重启”列显示为“否”，表示该参数修改
后无需进行重启操作，即修改后立即生效。

----结束

7.3 SQL 语句执行失败，报错：canceling statement due
to statement timeout

问题现象

某SQL语句执行超过2小时，返回如下报错信息：

ERROR: canceling statement due to statement timeoutTime.

原因分析

当语句执行时间超过statement_timeout参数设置的时间时，该语句将会报错并退出
执行。

处理方法

方式一：通过控制台修改statement_timeout参数。

步骤1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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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集群管理”。

步骤3 在集群列表中找到所需要的集群，单击集群名称，进入集群“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4 单击“参数修改”页签，根据需要修改参数“statement_timeout”默认值，然后单
击“保存”。

说明

GaussDB(DWS)默认不限制SQL超时，即statement_timeout默认值为0。如用户手动修改过该
参数，建议恢复原默认值0，或者根据需要调整SQL超时时间，避免设置的SQL超时时间对其它
任务产生影响。

步骤5 在“修改预览”窗口，确认修改无误后，单击“保存”。

步骤6 参数“statement_timeout”所在行“是否重启”列显示为“否”，表示该参数修改
后无需进行重启操作，即修改后立即生效。

图 7-1 修改参数 statement_timeout

----结束

方式二：成功连接集群后，通过SQL命令修改statement_timeout参数。

● 使用SET语句修改（会话级别）：
SET statement_timeout TO 0;

● 使用ALTER ROLE语句修改（用户级别）：
ALTER USER username SET statement_timeout TO 600000;

其中，username为要设置SQL语句超时时间的数据库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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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群使用

8.1 Oracle/TD 兼容模式下查询结果不一致

问题现象

客户有两套集群环境，在数据量一致的情况下，对比发现两套环境同样的SQL的执行
结果不一样。

步骤1 客户使用的语法可以简化为以下逻辑：
create table test (a text, b int);
insert into test values('', 1);
insert into test values(null, 1);
select count(*) from test a, test b where a.a = b.a;

步骤2 在两套环境中执行结果分别如下：
结果1：
select count(*) from test a, test b where a.a = b.a;
 count
-------
     0
(1 row)

结果2：
tpcds1xcpm=# select count(*) from test a, test b where a.a = b.a;
 count
-------
     1
(1 row)

----结束

原因分析

目前支持两种数据库兼容模式，TD和ORA。

在TD兼容模式下，空和NULL是不相等的，在ORA兼容模式下，空和NULL是相等的。
因此上述场景可能是因为两个环境的database的兼容性模式设置不一样导致的。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确认：

select datname, datcompatibility from pg_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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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这种场景下只能将两个环境的database的兼容性模式设置为一致的才能解决。
Database的datcompatibility属性不支持alter，只能通过新建数据库的方法来指定。

8.2 磁盘监控告警阈值太低，告警频繁

问题现象

DWS集群磁盘使用率达到80%就预警，告警频繁。

原因分析

集群配置的告警监控阈值不合理。

处理方法

可在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设置告警的触发条件，指定达到磁盘使用率、告警持
续时间及告警频次。

须知

集群磁盘使用率达到90%就会触发集群只读，需要预留时间来处理问题，避免使用率
达到只读阈值。

1. 登录GaussDB(DWS)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告警管理”，切换至“告警”页签。

3. 单击左上角的“查看告警规则”按钮，进入告警规则页面。

4. 在指定告警规则名称所在行操作列，单击“修改”按钮进入修改告警规则页面。
将触发条件修改为平均值大于90%，抑制条件修改为“每1天告警一次”。（此处
仅做举例，实际情况以业务诉求为准。）

– 触发条件：定义对监控指标做阈值判断的计算规则。目前主要使用一段时间
内的平均值来降低告警震荡的几率。

– 抑制条件：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抑制同类型告警的反复触发和消除。

图 8-1 设置告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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