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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说明 

课程介绍 

本课程对应的产品版本为：Oracle 8.1.7。 

课程目标 

完成本课程的学习后，您应该能够：  

 掌握 ORACLE 数据库系统结构中物理结构、系统全局区和进程的概念 

 掌握 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管理知识 

 掌握管理 ORACLE 数据库的方法 

 了解 ORACLE 数据库的网络应用 

相关资料 

ORACLE 公司发布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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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ORACLE 数据库概述 

1.1  产品概述 

1.1.1  产品简介 

数据库技术产生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到现在比较知名的大型数据库系统

有 ORACLE、Sybase、Informix、DB2（IBM 公司的）、Ingress、RDB、SQL 

Server 等。 

ORACLE 公司于 1979 年，首先推出基于 SQL 标准的关系数据库产品，可以

在 100 多种硬件平台上运行（包括微机、工作站、小型机、中型机和大型机），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1986 年，ORACLE 推出具有分布式结构的版本 5，可将

数据和应用驻留在多台计算机上，而相互间的通信是透明的。1988 年，推出

版本 6（V6.0）可带事务处理选项，提高了事务处理的速度。1992 年推出了

版本 7，可带过程数据库选项、分布式数据库选项和并行服务器选项，称为

ORACLE7 数据库管理系统，它释放出了开放的关系型系统的真正潜力。目前，

新版本为 ORACLE9i，通用版本为 ORACLE8i。版本 Oracle 8i 是在企业内

和因特网上开发、布署和管理应用高移动性和可伸缩性的数据库。Oracle 8i 

最主要的新特性是在数据库中包括 J a v a 和因特网能力。Oracle 8i 还包括

能够管理和访问多媒体（视频、音频、图像、文本、空间）的 Oracle interMedia 。

Oracle 8i 还包括 Oracle We b D B ，这个 We b 开发环境使开发者能建立使

用标准的We b 浏览器和Oracle 8i 数据库的动态的、数据驱动的We b 网站。

ORACLE8i 是一种通用叫法，它包括许多更细版本，如 ORACLE8.1.5、

ORACLE8.1.6、ORACLE8.1.7，华为公司 TELLIN U-NICA 产品使用版本

ORACLE8.1.7 序列。 

 说明： 

“i”表示 ORACLE 数据库与 internet 的结合。 

ORACLE 用多达 5 个号码来完全识别一个版本，如“8.1.7.2.3”，命名方法

如下： 

序号 值 含义 

第一位 8 版本号（Version），是主要的标识符，表示软件的主要版本，包

含显著的新功能，例如：版本 8（也标识为版本 8.0）。 

第二位 1 新特征版本号（New Features Release Number），该位表示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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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版本级，例如：版本 8.1。 

第三位 7 维护版本号（Maintenance Release Number），该位表示一个维

护版本级。也可能包含一些新特征，例如：版本 8.0.4、8.1.7。 

第四位 2 通用补丁级号（Generic Patch Set Number），该位表示一个通用

补丁级。补丁级可以跨越所有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使用，例如：补

丁级版本 8.1.7.2 

第五位 3 专用平台补丁级（Platform Specific Patch Set Number），该位表

示一个只能应用到特定的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的补丁级，例如：补

丁级 8.1.7.2.3。 

可以用如下的 SQL 语句得到 ORACLE 版本信息： 

SQL> select * from product_component_version; 

1.1.2  基本概念 

要了解 ORACLE 数据库，需要先了解以下基本概念： 

 数据库：是一个数据集合，我们大多数情况下讲的数据库概念不仅是指

物理数据，还指内存、进程对象的组合。ORACLE 数据库都将数据存储

在文件中，在其内部，数据库结构提供了数据对文件的逻辑映射，允许

不同类型的数据分开存放。这些逻辑划分称为表空间。关于表空间的概

念将在下文中介绍。 

 表空间（Tablespace）：是数据库的逻辑划分，每个数据库至少有一个

表空间（system 表空间）。 

 数据文件（DataFile）：每个表空间由同一磁盘上的一个或多个文件组成，

这些文件叫数据文件。建立新表空间需要建立新的数据文件。 

 实例（Instance）：也称为服务器（server），是存取和控制数据库的软

件机制，它由系统全局区 SGA 和后台进程组成。 

ORACLE 数据库启动时，实际是启动 ORACLE 实例，（安装并打开数据库）。

一个数据库可以被多个实例访问（这是 ORACLE 的并行服务器选项）。决定

实例的大小及组成的参数存储在 init.ora 文件中，实例启动时需要读这个文件，

并且在运行时可以由数据库管理员修改，但要在下次启动实例时才会起作用。 

 说明： 

实例名字可以由环境变量 ORACLE_SID 来定义。 

实例的 init.ora 文件名通常包含该实例的名字，格式为 initSID.ora：如一个实

例的名字（SID）为 ora817，则 init.ora 文件名通常为 initora817.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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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RACLE 系统结构 

任何硬件平台或操作系统下的 ORACLE 体系结构是相同的，包括如下三个方

面： 

(1)  物理结构：数据文件，日志文件，控制文件，参数文件。 

(2)  系统全局区（SGA）：共享池，数据缓冲区，日志缓冲区，字典缓冲区。 

(3)  进程：用户进程，服务器进程，后台进程。 

具体结构如图 1-1所示。 

Oracle8

RDBMS
进 程

内 存 区

数 据 文 件

开 发 工 具

网 络 接 口

应 用 程 序

查 询 工 具

 

图1-1 ORACLE 数据库体系结构 

1.2.2  ORACLE 物理结构 

一个 ORACLE 数据库是数据的集合，被处理成一个单位。一个 ORACLE 数

据库有一个物理结构和一个逻辑结构。数据库物理结构是由构成数据库的操

作系统文件所决定。每一个 ORACLE 数据库是由四种类型的文件组成：数据

文件、日志文件、控制文件和参数文件。数据库的文件为数据库信息提供真

正的物理存储。 

ORACLE 数据库的物理结构由四类文件组成 

1. 数据文件 

数据文件是物理存储 ORACLE 数据库数据的文件，每一个 ORACLE 数据库

有一个或多个物理的数据文件(data file)。一个数据库的所有数据文件包含了

全部数据库数据。逻辑数据库结构（如表、索引）的数据物理地存储在数据

库的数据文件中。数据文件有下列特征： 

 每一个数据文件只与一个数据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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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表空间可包含一个或多个数据文件 

图 1-2给出数据库、表空间及数据文件之间关系。 

 

图1-2 数据库、表空间及数据文件之间关系 

2. 日志文件 

每一个数据库有两个或多个日志文件(redo log file)的组，每一个日志文件组用

于收集数据库日志。日志的主要功能是记录对数据所做的修改，所以对数据

库做的全部修改是记录在日志中。日志文件的主要作用是保护数据库以防止

故障。为了防止日志文件本身的故障，ORACLE 允许镜象日志(mirrored redo 

log)，可以在不同磁盘上维护两个或多个日志副本。日志文件中的信息仅在系

统故障或介质故障时用来恢复数据库。 

3. 控制文件 

每一个 ORACLE 数据库有一个控制文件(control file)，它记录数据库的物理结

构，包含下列信息类型： 

 数据库名。 

 数据库数据文件和日志文件的名字和位置。 

 数据库建立日期。 

为了安全起见，允许控制文件被镜象。每一个 ORACLE 数据库的实例启动时，

它的控制文件用于标识数据库和日志文件，当着手数据库操作时它们被打开。

当数据库的物理组成更改时，ORACLE 自动更改该数据库的控制文件。数据

恢复时，也要使用控制文件。 

4. 参数文件 

是一个文本文件，可直接使用文本编辑器对其内容进行修改，该文件只在建

立数据库和启动实例时被访问，修改该文件后必须重启实例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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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初始参数文件：init .ora 

生成的参数文件为：initSID.ora 

参数文件作用如下： 

 设置 SGA 的大小。 

 设置数据库的全部缺省值。 

 设置数据库的范围。 

 在数据库建立时定义数据库的物理属性。 

 指定控制文件名和路径。 

 通过调整内存结构，优化数据库性能。 

 说明： 

ORACLE8.1.7 版本数据库实例参数文件“initSID.ora”是在安装 ORACLE 数

据库过程中产生的，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手工修改。 

1.2.3  系统全局区 

SGA（System Global Area）是 ORACLE 系统为实例分配的一组共享缓冲存

储区，用于存放数据库数据和控制信息，以实现对数据库数据的管理和操作，

图 1-3给出实例与 SGA 及数据库关系。 

数据库

实例1

SGA+进程
实例2

SGA+进程

数据文件

数据库

实例1

SGA+进程
实例2

SGA+进程

数据文件
 

图1-3 实例与 SGA 及数据库关系 

SGA 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  共享池。 

(2)  数据块缓冲区。 

(3)  日志缓冲区。 

(4)  字典缓冲区。 

下面分别介绍： 

 说明： 

SGA 的尺寸应小于物理内存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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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RACLE 系统中，所有用户与 ORACLE 数据库系统的数据交换都要经过

SGA 区。 

1. 共享池（Shared Pool） 

由共享 SQL 区和数据字典区组成，参数 shared_pool_size 确定共享池大小，

共享 SQL 区包括： 

(1)  SQL 或 PL/SQL 语句的文本。 

(1)  SQL 或 PL/SQL 语句的语法分析形式。 

(2)  SQL 或 PL/SQL 语句的执行方案。 

 说明： 

shared_pool_size=物理内存×（15~20）% 

对于 OPS 取下限。 

 

2. 数据块缓冲区 

用于存储从数据文件中读出的数据，其大小由以下两个参数决定： 

 DB_BLOCK_SIZE 确定数据块的大小，一般为 2K 或 4K。 

 DB_BLOCK_BUFFERS 确定数据块的数目。 

DB_BUFFERS=DB_BLOCK_BUFFERS×DB_BLOCK_SIZE=物理内存×

（15～25）%， 对于 OPS 取上限。该值应尽量大。 

3. 日志缓冲区 

以记录项的形式备份数据库缓冲区中被修改的缓冲块，这些记录项将被写到

日志文件中。日志缓冲区大小由参数 LOG_BUFFER 确定 

4. 字典缓冲区 

用于存放数据字典信息行。 

5. SGA 设置大小总原则 

在设置各参数调整 SGA 大小时，应保证其小于物理内存的一半。 

SGA 的计算方法如下： 

SGA=DB_BLOCK_BUFFERS×

DB_BLOCK_SIZE+SHARE_POOL_SIZE+SORT_AREA_SIZE+1M+3×

DB_BLOCK_SIZE×（CPUs+2）×PARALELL_MAX_SRE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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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OPS 才有最后一项。 

SORT_AREA_SIZE：排序区，并发用户数较多，需要排序时该值宜大。 

PARALELL_MAX_SREVERS：2×CPU 个数×4×并发用户数。对单 CPU

不能修改此值。 

 

1.2.4  进程 

进程是操作系统中的一种机制，它可执行一系列的操作步骤（在有些操作系

统中使用作业(JOB)或任务(TASK)的术语来表示进程）。一个进程通常有它自

己的专用存储区。 

ORACLE 实例有两种类型：单进程实例和多进程实例。通常用的是多进程实

例。 

单进程 ORACLE（又称单用户 ORACLE）是一种数据库系统，一个进程执行

全部 ORACLE 代码。由于 ORACLE 部分和客户应用程序不能分别以进程执

行，所以 ORACLE 的代码和用户的数据库应用是单个进程执行。在单进程环

境下的 ORACLE 实例，仅允许一个用户可存取。例如在 MS-DOS 上运行

ORACLE 。 

多进程 ORACLE 实例（又称多用户 ORACLE）使用多个进程来执行 ORACLE

的不同部分，对于每一个连接的用户都有一个进程。在多进程系统中，进程

分为两类：用户进程和 ORACLE 进程。当一用户运行一应用程序，如 PRO*C

程序（Pro*C 是一种开发工具， 它把过程化语言 C 和非过程化语言 SQL 最

完善地结合起来， 具有完备的过程处理能力，又能完成任何数据库的处理品

任务，使用户可以通过编程完成各种类型的报表。）或一个 ORACLE 工具（如

SQL*PLUS），为用户运行的应用建立一个用户进程。ORACLE 系统进程又

分为服务器进程和后台进程。 

1. 服务器进程 

用于处理用户请求的进程。处理过程如下： 

(1)  分析 SQL 命令并生成执行方案。 

(2)  从数据缓冲区或磁盘中读取数据。 

(3)  将执行结果返回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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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台进程 

为所有数据库用户异步完成各种任务，主要包括如下进程（ora817 表示实例

名）： 

ora_reco_ora817 恢复进程：该进程是在具有分布式选项时所使用的一个进程，

自动地解决在分布式事务中的故障。一个结点 RECO 后台进程

自动地连接到包含有悬而未决的分布式事务的其它数据库中，

RECO 自动地解决所有的悬而不决的事务。任何相应于已处理

的悬而不决的事务的行将从每一个数据库的悬挂事务表中删

去。 

当一数据库服务器的 RECO 后台进程试图建立同一远程服务器

的通信，如果远程服务器是不可用或者网络连接不能建立时，

RECO 自动地在一个时间间隔之后再次连接。 

RECO 后台进程仅当在允许分布式事务的系统中出现，而且

DISTRIBUTED – TRANSACTIONS 参数是大于 0。 

ora_dbw0_ora817 数据库写进程：该进程执行将缓冲区写入数据文件，是负责缓

冲存储区管理的一个 ORACLE 后台进程。当缓冲区中的一缓冲

区被修改，它被标志为“弄脏”，此进程的主要任务是将“弄

脏”的缓冲区写入磁盘，使缓冲区保持“干净”。 

ora_pmon_ora817 进程监控进程：该进程在用户进程出现故障时执行进程恢复，

负责清理内存储区和释放该进程所使用的资源。例：它要重置

活动事务表的状态，释放封锁，将该故障的进程的 ID 从活动进

程表中移去。PMON 还周期地检查调度进程（DISPATCHER）

和服务器进程的状态，如果已死，则重新启动（不包括有意删

除的进程）。PMON 有规律地被呼醒，检查是否需要，或者其

它进程发现需要时可以被调用。 

ora_lgwr_ora817 日志写进程：该进程将日志缓冲区写入磁盘上的一个日志文件，

它是负责管理日志缓冲区的一个 ORACLE 后台进程。 

ora_ckpt_ora817 检查点写进程：该进程在检查点出现时，对全部数据文件的标

题进行修改，指示该检查点。 

ora_smon_ora817 系统监控进程：该进程实例启动时执行实例恢复，还负责清理

不再使用的临时段。在具有并行服务器选项的环境下，SMON

对有故障 CPU 或实例进行实例恢复。SMON 进程有规律地被

呼醒，检查是否需要，或者其它进程发现需要时可以被调用。 

 

1.3  存储管理 

前面已经提到过，ORACLE 数据库都将数据存储在数据文件中，在其内部，

数据库结构提供了数据对数据文件的逻辑映射，允许不同类型的数据分开存

放。这些逻辑划分称为表空间，图 1-4给出了详细的 ORACLE 数据库存储结

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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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ORACLE 存储结构图 

对于用户，通常关心的是 ORACLE 的逻辑结构，是在逻辑上是如何组成的，

是如何存储数据的，下面详细介绍。 

1.3.2  逻辑结构 

ORACLE 的逻辑结构是由一个或多个表空间组成，一个数据库划分为一个或

多个逻辑单位，该逻辑单位称为表空间（tablespace）。一个表空间可将相关

的逻辑结构组合在一起。 

 一个表空间由一组分类段组成。 

 一个段由一组范围组成。 

 一个范围由一批数据库块组成。 

 一个数据库块对应一个或多个物理块。 

每一个 ORACLE 数据库包含有一个名为 SYSTEM 的表空间，在数据库建立

时自动建立。在该表空间中包含有整个数据库的系统信息数据，最小的数据

库可只需要 SYSTEM 表空间。表空间利用增加数据文件可扩大表空间，表空

间的大小为组成该表空间的数据文件的大小的和。ORACLE 数据库中一表空

间是由一个或多个物理数据文件组成，一个数据文件只可与一个表空间相联

系。当为一表空间建立一数据文件时，ORACLE 建立该文件，分配指定的磁

盘空间容量。在数据文件初始建立后，所分配的磁盘不包含有任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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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模式（schema）为模式对象（schema object）的一个集合，每一个数据

库用户对应一个模式。模式对象为直接引用数据库数据的逻辑结构，模式对

象包含如表、视图、索引、同义词等结构。模式对象是逻辑数据存储结构，

每一种模式对象在磁盘上没有一个相应文件存储其信息。一个模式对象逻辑

地存储在数据库的一个表空间中，每一个对象的数据物理地包含在表空间的

一个或多个数据文件中。例如：表、索引等模式对象，在指定表空间的数据

文件上为该对象分配多少空间。图 1-5说明模式对象、表空间和数据文件之间

的关系。 

 

图1-5 模式对象、表空间和数据文件之间的关系  

模式与表空间之间的关系为：一个表空间可包含不同模式的对象，而一个模

式中的对象可包含在不同的表空间中。 

1. 数据库块 

数据库块（database block）是 ORACLE 逻辑分配空间的最底层，又称逻辑

块、页或 ORACLE 块。 

数据库块是数据库使用和分配空间的最小单元，也可以说是使用的最小 I/O 单

元，一个数据块与磁盘上指定的物理空间大小相一致，一个数据库块对应一

个或多个物理块，块的大小由参数 db_block_size 确定。 

PCTFREE 和 PCTUSED 是开发人员用来控制数据块中可用插入和更新数据

的空闲空间大小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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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TFREE：设置数据块中保持空闲的百分比。 

 PCTUSED：当数据块空闲空间达到 PCTFREE 时，此块不允许插入数据，

只能修改或删除块中的行，更新时可能使数据块空闲空间变大，已用数

据空间变小，当已用空间低于 PCTUSED 时，则可以重新插入数据。 

PCTFREE 及 PCTUSED 的选择： 

 经常做查询（select）的表，应使 PCTFREE 小些，尽量减少存储空间浪

费。 

 经常做插入（insert）的表，应使 PCTUSED 大一些。 

 经常做更新（update）的表，应使 PCTFREE 大一些，给更新留出更大

的空间，减少行移动。 

  说明： 

这两个参数只能在创建、修改表和聚簇（数据段）时指定。另外，在创建、修

改索引（索引段）时只能指定 PCTFREE 参数。 

 

经常做插入的表设置举例： 

create table COMMINFOR 

(   SERIALNUMBER          VARCHAR2(20)          not null, 

    ENTERHISTIME           DATE                   not null, 

    ACCEPTBEGINTIME       DATE                   null    , 

    ACCEPTDURATION       NUMBER(10)            null    , 

    ACCEPTERNO            VARCHAR2(4)           null    , 

    CALLINGPHONENO       VARCHAR2(20)          null    , 

    ACCEPTID               NUMBER(10)             null    , 

    OPERATIONTYPE        VARCHAR2(10)           null    , 

    APPELLANTNAME        VARCHAR2(16)           null    , 

    CONTACTID             NUMBER(10)              null    , 

) 

pctfree 10 

pctused 90 

initran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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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trans 255 

TABLESPACE         SERVICE_RPT_DAT； 

经常做查询的表设置举例： 

create table AUTH 

( 

    AUTHID                NUMBER(10)             not null, 

    DESCRIPTION     VARCHAR2(50)           null  

    constraint PK_AUTH primary key (AUTHID) 

) 

pctfree 10 

pctused 40 

TABLESPACE         SERVICE_RPT_DAT； 

2. 范围（Extent） 

数据库存储空间分配的逻辑单位，一个范围由一组数据块组成，范围是由段

分配的，分配的第一个范围称初始范围，以后分配的范围称增量范围。 

Extent 是段中分配空间的逻辑单元。它有如下特性： 

 一个或多个范围构成一个段。 

 当段增长时，范围自动添加到段中。 

 DBA 可以手工把范围加到一个段中。 

 一个范围不能跨数据文件，即一个扩展只属于一个数据文件。 

 一个范围由一片连续的 ORACLE block 构成。 

每个段在定义时有许多存储参数来控制范围的分配，主要是 STORGAE 参数，

主要包括如下几项： 

 INITIAL ：分配给段的第一个范围的字节数，缺省为 5 个数据块。 

 NEXT：分配给段的下一个增量范围的字节数，缺省为 5 个数据块。 

 MAXEXTENTS ：最大扩展次数。 

 PCTINCREASE：每一个增量范围都在最新分配的增量范围上增长，这

个百分数缺省为 50％，建表时通常设置为 0，建表空间时为 1%。 

范围在分配时，遵循如下分配方式： 

 初始创建时，分配 INITIAL 指定大小的区。 

 空间不够时，按 NEXT 大小分配第二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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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够时，按 NEXT + NEXT *PCTINCREASE 分配。 

可以对表、聚集、索引、回滚段、表空间等实体设置存储参数。 

3. 段 

是表空间中一个指定类型的逻辑存储结构，它由一个或多个 Extent 组成，段

将占用并增长存储空间，但是一个段不能跨越表空间，ORACLE 中有数据段、

索引段、临时段、回滚段和自举段（包含打开数据库时要装入的数据字典表）。 

当执行建表命令时，系统将自动创建一个段，若没有指定存储参数子句

storage，则系统会用相应表空间的 storage，当初始区用完后，系统会按 next

和 pctincrease 的值分配新的区。 

在这里要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回滚段。回滚段是当某事务修改一个数据

块时，用以存放数据以前映像信息的数据段。回滚段中的信息用以保存读连

续性，并进行事务回滚和事务恢复。例如，如果事务通过把一列的关键值从

10 改为 20 来修改数据块，则原值 10 要存放于回滚段中，而数据块将具有新

值 20。如果事务被回滚，则值 10 从回滚段拷回数据块。事务产生的重做记

录保证在事务提交或回滚之前保持在回滚段中，而一个事务只能用一个回滚

段存放其所有的重做记录，因此，如果回滚段大小配置不恰当，当 ORACLE

执行一个大的事务时，就会出现回滚段溢出的错误。所以设置回滚段大小是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这取决于数据库应用的主要事务模式（稳定的平均事

务速度、频繁大型事务、不频繁大型事务），并可通过一些测试来确定。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概念：临时段。用于以下 SQL 操作： 

 CREATE INDEX 

 带 DISTINCT，ORDER BY，GROUP BY，UNION，INTERSECT 和

MINUS 子句的 SELECT 语句 

 无索引的 JION 语句 

 某些相互关联的子查询 

了解了逻辑结构后，下面介绍数据库中存储对象。 

1.3.3  表（Table） 

1. 表的组成 

表是数据库的最基本的逻辑结构，一切数据都存放在表中，一个 ORACLE 数

据库就是由若干个数据表组成。其它数据库对象都是为了用户很好地操作表

中的数据。表是关系模型中反映实体与属性关系的二维表格，它由列和行组

成，通过行与列的关系，表达出了实体与属性的关系，如图 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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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表（Table）的组成 

表的组成部分有： 

列/域/字段：表的内容，也就是实体的各个属性，组成了表的各个列。 

 列名：列的名称。 

 长度：该列所能容纳的最大数据位数。 

 类型：该列存储的数据类型，常用数据类型如0所示。 

 关键字：该列能唯一表示一行内容，则称该列为关键字。 

 非空列：该列值是不能为空的。 

常用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说明 串长度 

Char（长度） 定长字符串 255 

Varchar（长度） 变长字符串 2000 

Number（精度，比例） 数字  

Date 日期时间  

Long（长度） 大型可变长字符串 21 亿 

 

行/记录：表中所有列组合在一起形成的一条信息，称之为一行或一条记录。 

 所属表：记录一定是归属于某一张表的。 

 行号：每条记录在数据库中的一个定位位置。在 ORACLE 数据库中，每

张表有一系统提供的伪列来定位每条记录。 

 记录长度：该记录所有非空列的长度求和得出的字节数。 

2. 建表命令 

建表命令如下： 

CREATE TABLE tablename  

  (column1 datatype [DEFAULT expression] [con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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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umn1 datatype [DEFAULT expression] [constraint], 

   ……） 

  [STORAGE 子句] 

  [其他子句]； 

建表举例： 

create table AUTOCALLLOG 

(    ID              VARCHAR2(20)          not  null , 

    CityId          NUMBER(4)              NULL 

) 

    TABLESPACE    SERVICE_HIST_DAT 

    PCTFREE             10 

    PCTUSED             90 

    STORAGE 

    ( INITIAL          10M 

      NEXT               10M 

      MINEXTENTS         2 

      MAXEXTENTS       500 

      pctincrease        0 

    )； 

3. 删除表中数据 

删除表中数据有以下两种方式： 

 Delete ：删除数据时，数据库需要写日志，ORACLE 数据库还需要占用

回滚段，每次事务越大，对数据库的冲击越大，所以在删除或者更新数

据时，一定要注意控制事务的大小。ORACLE 数据库在删除或更新数据

时，where 条件中加 rownum 控制每次删除或更新的数量，如： 

       delete from t_my_table where ... and rownum < 2000； 

 Truncate：删除表中所有数据，并回收空间。 

  说明： 

用 Delete 删除数据时，只删除数据，但不释放空间，并且产生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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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用导出后 truncate 表，然后再导入的方法解决碎片的问题。 

4. 删除表 

删除表命令为 DROP，利用 DROP 命令删除表注意： 

 删除表中全部行。 

 删除表中全部索引。 

 如果它不是聚集的成分，系统将收回该表的所有存储空间。 

 如果该表为视图的基表，或在存储过程、函数或包中被引用，ORACLE

将使这些对象无效但没有被删除，在表恢复后，这些对象仍可使用。 

5. 建表约束 

建表约束包括： 

(1)  非空完整性约束。 

(2)  唯一完整性约束。 

(3)  主码完整性约束。 

(4)  check 完整性约束。 

(5)  引用完整性约束。 

例如：在下面语句中包括了除“唯一完整性约束”外的所有约束。 

SQL>create  table  emp 

  (eno   char(4) constraint e1 primary  key , 

   ename char(8) not null, 

   sal   number(8,2) constraint ck1 

   check (sal between 5000 and 10000), 

   mgr      char(4), 

   dno      char(2)  constraint  d2   

   references  dep(dno) 

   on delete cascade 

   ) ； 

引用完整性约束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先建主表,后从表。 

(2)  从表引用的必须是主表的主码或定义了唯一性约束的列。 

(3)  从表的外来码值必须匹配与主表的引用码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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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删除主表记录时，从表指定了 on delete cascade 子句，连带删除从

表记录，否则，若从表中有对应记录,则不能删除主表记录。 

1.3.4  视图（View） 

视图，数据中表的窗口，在表上的查询所形成的一个数据集体。通过视图，

你将看到你所需要的信息，而排除其它不关心的内容。 

 将表中所需要的列和行选取出来传递给用户。 

 不是真正将数据重新复制一遍，不占用存储空间。 

 不仅在表的基础上建立，还可在视图的基础之上再建立视图。 

建立视图主要基于： 

 保护数据安全，防止机密数据泄露。 

 简化数据查询方式，建立有效的查询。 

 保持数据独立性，保证程序不会随着数据的位置变化、名称变化而需要

修改。 

 说明： 

ORACLE 数据库的视图请参考“附录 A ORACLE 数据字典与视图”。 

1.3.5  索引（Index） 

索引是与表相关的一种选择结构。索引可建立在一表的一列或多列上，一旦

建立，由 ORACLE 自动维护和使用，对用户是完全透明的。索引是逻辑地和

物理地独立于数据，它们的建立或删除对表没有影响，所有应用可继续处理。 

关于索引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索引是一种数据库对象，并不改变表的逻辑结构，而是在物理存储结构

上增加一些辅助信息，以提高查询速度。 

(2)  当表中记录增加或删除时，索引结构均要发生变化，因此，当有大量数

据装入数据库时，应该先装入数据，后建立索引，以提高数据装入速度。 

(3)  只有当按指定的索引列的值查找或按索引列的顺序存取表时，才可利用

索引提高性能。 

  说明： 

当索引被删除后,原分配给索引的数据块将全部返回给索引所在的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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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索引可以： 

 加快查询速度。 

 确保唯一性特征。可以为表中某一列建一个唯一性索引，那么如果有人

企图向表中插入这样一行记录，即它在这个有索引的列的数值与以前已

有值重复，则这个操作就会失败。 

1.3.6  同义词（Synonym） 

同义词是表、视图或其它数据库实体的一个别名。可以用与存取表、视图等

实体同样的方法来存取别名。 

 简单性（用户名.表名→同义词名）。 

 表的独立性（只需修改同义词的定义，避免修改大量应用程序）。 

1.3.7  序列（Sequence） 

序列是一个数据库对象，利用它可以生成唯一的整数，序列的值是由 ORACLE

程序自动生成。 

创建序列： 

SQL>create  sequence  zxk  increment  by  10 

    start  with  10  maxvalue  1000     cycle ; 

上例说明： 

 increment  by  10 增量值为 10。 

 start with  10 指定生成的第一个序列号为 10。 

 maxvalue  1000 指定序列可生成的最大值。 

 cycle 序列上升到最大值 1000 后，继续由开始值 10 开始生成。 

引用序列： 

序列当前值：zxk.currval  

序列下一个值： zxk.nextval 

1.3.8  数据库链（Database Link） 

数据库链是本地数据库中的一个对象，利用它可以存取远程数据库上的对象。 

在远程表或视图之后附加@db 链名，即可在 SQL 语句中引用远程表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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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用数据库链和公用数据库链之分，专用数据库链仅为建立者使用；公用

数据库链必须用关键字 public 定义，公用数据库链可为全部用户使用。 

创建数据库链： 

对由连接串“icd_main”指定的数据库上的用户 icdmain，口令为 icd，建立

一名为 icdmainold 的数据库链。 

SQL>create  database  link  icdmainold 

      >connect  to  icdmain   

      >identified  by  icd 

      >using  'icd_main' ; 

下面给出使用数据库链进行查询、插入、修改、删除举例： 

SQL>select  * from  emp@icdmainold; 

SQL>insert  into  emp@icdmainold 

   >values('0001','zxk',5000,'0010','00'); 

SQL>update  emp@icdmainold 

   >set  sal=sal+1000; 

SQL>delete  from  emp@icdmainold 

   >where  ename='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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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管理 ORACLE 数据库 

本章主要讲述管理 ORACLE 数据库的一些必备知识。 

2.1  基本概念 

2.1.1  数据字典 

数据字典是 ORACLE 数据库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由一组只读的表及其视

图所组成。这些表和视图是数据库被建立同时由数据库系统建立起来的，起

着系统状态的目录表的作用。数据字典描述表、列、索引、用户、访问权以

及数据库中的其它实体，当其中的一个实体被建立、修改或取消时，数据库

将自动修改数据字典。因此，数据字典总是包含着数据库的当前描述。数据

字典提供有关该数据库的信息，可提供的信息如下： 

 ORACLE 用户的名字。 

 每一个用户所授的特权和角色。 

 模式对象的名字(表、视图、索引、同义词等)。 

 关于完整性约束的信息。 

 列的缺省值。 

 有关数据库中对象的空间分布信息及当前使用情况。 

 审计信息(如谁存取或修改各种对象)。 

 其它一般的数据库信息。 

可用 SQL 存取数据字典，由于数据字典为只读，只允许查询。数据字典中全

部基本表和用户可存取视图为 ORACLE 用户 SYS 所持有，所有对象包含在

SYS 模式中，安全管理员对该帐号要严格控制。 

当 ORACLE 数据库系统启动后，数据字典总是可用，它驻留在 SYSTEM 表

空间中。数据字典包含视图集，在许多情况下，每一视图集有三种视图包含

有类似信息，彼此以前缀相区别，前缀为 USER、ALL 和 DBA。 

 前缀为 USER 的视图，为用户视图，是在用户的模式内。 

 前缀为 ALL 的视图为扩展的用户视图（为用户可存取的视图）。 

 前缀为 DBA 的视图为 DBA 的视图（为全部用户可存取的视图）。 

常用数据字典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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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数据库有三个可查看系统数据库字典的用户：system、internal、sys，

其它用户只能查看授权表空间的数据库字典，以某一用户登录数据库后可查

看一些数据字典，了解数据库的资源情况，对日常维护的故障定位能起很大

的帮助，下面就一些常用的数据表（视图）进行简单的说明： 

(1)  dba_tablespaces（user_tablespaces） 

除三个系统用户以外的用户登录可查看 user_tablespaces 表。 

dba_tablespaces（user_tablespaces）表可查看本数据库的表空间，它存放

各个表空间的属性，包括：表空间名、表空间宿主、以及存储参数（initial、

next、maxextents、minextents、blocks 等）等。 

(2)  dba_data_files（user_data_files） 

该表可查看数据库所有数据库数据文件，它存放了各个数据文件的属性，包

括：表空间名、宿主、数据文件名、大小、可用空间以及 ID 号等。 

(3)  dba_segments（user_segments） 

该表可查看数据库所有段，它存放了各个段的属性，包括：段名、表空间名、

宿主、大小、第一个区间的块号等。 

(4)  dba_rollback_segs 

该表可查看数据库所有回滚段，它存放了各个数据库回滚段的属性，包括：

回滚段名、表空间名、宿主、存储参数（initial、next、maxextents、minextents

等）、第一个区间的块号、占用数据库文件 ID 号。 

(5)  dba_extents 

该表可查看数据库所有区间，它存放了各个区间的属性，包括：区间 ID、使

用段 ID、所属对象（object）名、宿主、占用数据库文件 ID（对应 dba_data_files

中的 ID 号）、块号等。 

常见应用：查看各对象的区间是否已达到了最大区间数量（maxextents）。 

select object_name,sum(*) from dba_extents group by object_name; 

(6)  dba_free_spaces 

可查看数据库表空间的使用情况，如查看各数据库表空间的可用空间： 

select tablespace_name,sum(bytes) from dba_free_spaces group by 

talbespace_name; 

以上为常用的数据字典，可在维护中灵活应用。在维护过程中，第一步应查

看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运行日志，日志文件的存放路径应版本不同而不同，一

般 ： ORACLE workgroup 版 ， 日 志 文 件 存 放 路 径 为 ：

$ORACLE_HOME/rdbms/alert_'SID'.log，OPS 版，日志文件存放路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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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_HOME/../../admin/bdump/alert_'SID'.log 。 可 用 命 令 ： tail 

logfilename 查看，或用 vi logfilename,按 shift+g 到文件尾进行查看。 

 说明： 

附录 A 详细列出了 ORACLE 的数据字典与视图，供参考。 

2.1.2  事务管理 

1. 事务(transaction) 

数据库是多用户的共享资源，在多个用户并行地存取数据时，应对数据做并

发控制，以免存取不正确的数据，破坏数据库的一致性。 

数据库的任何状态变化都要能反映客观世界的某种真实存在的合理状态，反

映到数据库中，就是数据要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这种约束条件就是一致性

约束。 

有时，为了完成复杂的修改动作，往往需要临时破坏数据库的状态一致性。

因此，就有必要把这种对数据库复杂修改的一连串动作序列合并起来，这就

是事务。 

事务是数据库维护数据一致性的单位，它将数据库从一致性状态转换成新的

一致性状态。 

2. 事务提交 

提交事务：即将在事务中由 SQL 语句所执行的改变永久化。数据库数据的更

新操作提交以后，这些更新操作就不能再撤消。ORACLE 的提交命令如下： 

SQL>COMMIT； 

3. 事务回退 

事务回退的含义是：撤消未提交事务中的 SQL 语句所作的对数据修改。

ORACLE 允许撤消未提交的整个事务，也允许撤消部分(需设置保存点)。回

退之后，数据库将恢复事务开始时的状态或保留点状态。回退命令如下： 

SQL>ROLLBACK； 

4. 保存点 

保存点就是将一个事务划分成为若干更小的部分，以便在必要时，使当前事

务只回退一部分，而其余工作得到保留。其格式为： 

SAVEPOINT      保存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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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BACK  TO  保存点名； 

2.1.3  数据库管理员(DBA) 

任何一个系统都需要一个负责管理和维护的人员，负责管理和维护 ORACLE

数据库的人就是数据库管理员（DataBase Administrator，简称 DBA）。 

每个 ORACLE 数据库至少要有一名专职的数据库管理员，其职责如下： 

 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提高执行速度，调整系统性能。 

 管理数据库存储，减少数据冗余。 

 安装、升级 ORACLE Server 和应用工具。 

 定期对数据进行备份。 

DBA 为做好上述工作，需要了解以下知识： 

 ORACLE 产品结构。 

 DBA 工具。 

 数据库备份和恢复。 

 数据字典用途。 

在 ORACLE 系统初始安装后，存在以下三个具有 DBA 特权的数据库用户： 

 internal 用户。 

 sys 用户。 

 system 用户。 

1. DBA 的操作系统帐户 

在进行许多数据库的管理任务时，必须能够执行操作系统命令，所以需要有

个操作系统帐户，以便能完成操作系统的操作，此时要求此帐户具有比一般

数据库用户更多的操作系统权限或存取特权。 

数据库的启动（startup）和关闭（shutdown）是重要的管理任务，只有通过

internal 用户连接到 ORACLE 数据库，才能执行启动和关闭。对于不同的操

作系统，必须完成下列要求之一，才能用 internal 登录 ORACLE。 

 你的操作系统帐户有允许你作为 internal 登录 ORACLE 操作系统权限。 

 你有权限用 internal 登录 ORACLE。 

 若数据库用 internal 登录 ORACLE 时需要口令，你必须知道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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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BA 角色和用户 

每个数据库总是自动创建一个预先定义的角色“DBA”，该角色包括所有数

据库系统权限，具有很强的特权，只应授予数据库管理员。 

在数据库创建时，自动创建了两个用户，并授予 DBA 角色，具体如下： 

 SYS：初始口令为“CHANGE_ON_INSTALL”，所有数据字典基表和视

图被存储在 SYS 用户中。 

 SYSTEM：初始口令为“MANAGER”，附加的表和视图（一些 ORACLE

选择件使用）以及被 ORACLE 工具使用的表和视图存放在 SYSTEM 用

户中。 

安装完毕后，建议立即修改初始口令。 

DBA 用户通常工具如下： 

 Sql * DBA 

 Sql * Loader 

EXP 和 IMP 

2.1.4  ORACLE 的四种状态 

ORACLE 数据库任何时候可以处于四种状态之一： 

 SHUTDOWN：数据库关闭 

 NOMOUNT：例程启动 

 MOUNT：例程启动，控制文件打开 

 OPEN：例程启动，所有数据文件打开 

数据库可以在几种状态之间转变： 

 NOMOUNT 到 MOUNT 

ALTER  DATABASE  MOUNT 

 MOUNT 到 OPEN 

ALTER DATABASE OPEN 

ALTER SYSTEM ENABLE RESTRICTED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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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QL*Plus 方式的 ORACLE 数据库启动和关闭 

 说明： 

对 TELLIN U-NICA 产品的维护建议用 SQL*Plus 方式来启动和关闭 ORACLE

数据库。 

2.2.1  启动数据库 

数据库启动包括的步骤：准备启动实例、启动数据库选项。 

1. 准备启动实例 

用户在准备启动数据库实例前需要执行的预备步骤为以系统 DBA 来连接数据

库： 

$ sqlplus user_name/user_password 

 说明： 

使用具有系统 DBA 角色的用户连接 ORACLE 数据库管理系统。如：sys 用户、

system 用户、unica 用户等。 

2. 启动数据库选项 

SQL>START database_name; 

这个命令启动实例装入并打开数据库。 

 说明： 

如果不指定 database_name，如：“SQL> START;”系统将启动.bash_profile

中定义的缺省的数据库实例。 

2.2.2  关闭数据库 

关闭数据库的种类： 

 用 IMMEDIATE 选项关闭。 

 用 NORMAL 选项关闭。 

 用 TRANSACTIONAL 选项关闭。 

 用 ABORT 选项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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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数据库及数据库实例要用系统 DBA 角色的用户来连接数据库，然后用

SHUTDOWN 命令来关闭数据库。 

$ sqlplus user_name/user_password 

SQL> 

1. 用 IMMEDIATE 选项关闭 

在下面情况下使用立即关闭数据库： 

 当很快就要关电源时。 

 数据库或其他应用程序功能不正常时。 

立即关闭数据库通过下面的情况进行： 

 未授权的事务退回（如果长期有未授权的事务存在，这种关闭的方法可

能不会完成得很快）。 

 ORACLE 不等待用户当前的数据库连接断开，ORACLE 不问原因地退回

激活事务，并断开所有的连接用户。 

 数据库下次启动将不要求任何实例恢复程序。 

命令如下： 

SQL> SHUTDOWN IMMEDIATE; 

2. 用 NORMAL 选项关闭 

在下面情况下使用此方式： 

 在语句发生后不允许新的连接。 

 在数据库关闭前，ORACLE 等待当前所有与数据库连接的用户断开连接。 

 数据库的下一次启动将不需要任何实例恢复程序。 

命令如下： 

SQL> SHUTDOWN NORMAL; 

3. 带有 TRANSACTIONAL 选项关闭 

当用户希望在允许活动事务首先完成时进行一个计划中的事务关闭时应用此

种方式。 

命令如下： 

SQL> SHUTDOWN TRANSA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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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带有 ABORT 选项关闭 

在如下情况下执行： 

 数据库或它的应用程序不正常，并且其他形式的关闭不起作用。 

 用户需要立即关闭数据库时（例如用户知道一分钟内就要停电时）。 

 用户在启动数据库实例遇到问题时。 

退出实例关闭数据库会产生如下的后果： 

ORACLE 处理的当前客户端 SQL 语句立即中断。 

未递交的事务将不会退回。 

ORACLE 将不等待当前与数据库的连接断开，即 ORACLE 将断开所有的连

接用户。 

数据库的下一次启动将要求实例恢复程序。 

如果正常与立即关闭选项都不能工作，要立即退出当前的数据库实例。命令

如下： 

SQL> SHUTDOWN ABORT; 

2.3  svrmgrl 方式的 ORACLE 数据库启动和关闭 

2.3.1  启动数据库 

打开数据库的前提条件如下所示： 

# su - ORACLE（取得 ORACLE 用户权限） 

$ svrmgrl （进入 ORACLE 数据库服务器管理交互界面） 

ORACLE Server Manager Release 3.1.7.0.0 - Production 

Copyright (c) 1997, 1999, ORACLE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ORACLE8i Enterprise Edition Release 8.1.7.0.0 - Production 

JServer Release 8.1.7.0.0 - Production 

SVRMGR> connect internal（通过 internal 用户连接 ORACLE 数据库，如有

口令需要输入口令，即 connect internal/口令） 

 说明： 

退出 ORACLE 数据库交互界面命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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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RMGR> quit 

1. 启动例程不装载数据库 

SVRMGR> startup  nomount 

启动一个实例而没有安装（mount）数据库，这步操作一般在创建数据库和重

新创建控制文件时才会用到，到这一步为止，数据库做的操作有： 

 读初始化参数文件 initSID.ora。 

 创建 SGA。 

 启动后台进程。 

 打开告警文件和跟踪文件。 

2. 启动例程并装载数据库，但不打开。 

SVRMGR> startup mount 

为执行一些特定的维护操作，经常需要启动一个实例并安装（mount）数据库，

但不打开数据库。例如，如下操作就需要启动数据库到这一步： 

 为数据文件改名。 

 增加、删除或改名重做日志文件。 

 启动或停止数据库到归档模式。 

 进行完整的数据库恢复。 

mount 一个数据库包括如下几步： 

 把数据库与已经启动（nomount）的实例联系起来。 

 定位并打开初始化参数CONTROL_FILE 指定的控制文件（获取实例锁）。 

 读控制文件获取数据文件和重做日志文件的名字和状态（此时，数据库

并不检查这些数据文件和联机重做日志文件是否存在）。 

3. 启动例程，装载并打开数据库 

SVRMGR> startup open 

数据库正常表明实例已经启动，并且数据库已经安装（mount）和打开，这时

所有合法的数据库用户才可连到数据库，并执行典型的数据访问操作。打开

一个数据库包括： 

 打开联机数据文件。 

 打开联机重做日志文件。 

用此种方式打开数据库，则允许所有合法用户对数据库做联接并执行各种数

据库存取操作。 



IL001100 ORACLE 数据库基础知识 ISSUE1.0 管理 ORACLE 数据库 

 

30 

这一步中，ORACLE 检查所有的数据文件和联机重做日志文件是否可以被打

开，并检查数据库的一致性。对于一些可以自动恢复的错误，后台进程 SMON

在数据库打开之前将执行恢复操作，对于那些不能自动恢复的错误，打开数

据库将失败并报错。 

4. 启动例程并限制对数据库访问 

SVRMGR> startup restrict 

用此种方式打开数据库，只允许管理员使用，而不允许一般用户访问，即只

有具有 create session 权限和 restricted session 系统权限的用户才可以联接

到数据库上（只有管理员才有此权限），利用该种方式启动，通常用于执行

如下操作： 

 进行结构维护，例如重建索引。 

 进行数据库 exp 或 imp。 

 进行数据装入（sql * loader）。 

5. 强制数据库启动 

SVRMGR> startup force 

在用 Normal 和 Immediate 选项无法成功关闭数据库，或启动时出错，通常用

此种方式打开数据库。  

2.3.2  关闭数据库 

关闭一个数据库分以下三步： 

(1)  Closing the database 

ORACLE 首先把高速缓冲区和重做日志缓冲区中的内容分别写入数据文件和

联机日志文件，然后关闭所有联机数据文件和日志文件，这时控制文件仍处

于打开状态。 

(2)  Dismounting the database 

从一个实例卸装数据库，之后 ORACLE 关闭控制文件，但实例依然存在。 

(3)  Shutdown the Instance 

ORACLE 关闭 ALERT 文件和跟踪文件，释放 SGA，终止后台进程，彻底关

闭数据库。 

ORACLE 在关闭数据库时有三个常用选项：normal、immediate、abort。三

个选项的关闭过程如下所示： 

# su - ORACLE（取得 ORACLE 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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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rmgrl  

SVRMGR> connect internal 

1. 在正常情况下关闭数据库 

SVRMGR> shutdown normal 

用该种方式关闭数据库，关闭进程取消所有用户访问数据库，等待直至所有

用户完成请求并与服务器脱离，清除缓冲区和重做日志文件并更新数据文件

和联机重做日志文件，打开文件锁，完成正在进行的事务，更新文件头，关

闭线程、打开数据库实例锁，使控制文件和数据文件同步。简言之，使用 normal

选项关闭数据库，卸装数据库，并完全关闭实例。该选项是关闭数据库时经

常建议的选项。 

2. 立即关闭数据库  

SVRMGR> shutdown immediate 

在特定条件下，关闭数据库时可能要选择 immediate 选项。例如，DBA 可能

决定在初始化文件中增加 PROCESSES 参数，如果这需要立即完成，则 DBA

使用 immediate 选项。如果使用该选项关闭数据库，则 ORACLE 正在处理的

当前 SQL 语句立即被终止，任何未提交的事务被回滚，数据库被关闭。使用

这一选项的唯一缺点是 ORACLE 不等待当前用户断开与数据库的连接，但数

据库是连续的，且在下次启动时不需要恢复。 

3. 异常中止例程 

SVRMGR> shutdown abort 

当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用 abort 选项关闭数据库。如当某个后台进程死掉后，

可能导致无法用 normal 或 immediate 选项关闭数据库，要用到 abort 选项。

当使用 abort 选项关闭数据库时，当前 SQL 语句立即停止，且未提交的事务

不回滚，下次启动时要进行实例恢复。 

2.4  应用开发工具（SQL * Plus） 

SQL * Plus 是 ORACLE 的交互查询工具，允许执行 SQL 语句和 PL/SQL 块。 

 SQL：是一种灵活高效的查询语言，其主要功能是对关系数据库中的数

据进行操作和处理。 

 PL/SQL：是 ORACLE 对 SQL 规范的扩展，是一种块结构语言，包括一

整套的数据类型、条件结构、循环结构和异常处理结构，PL/SQL 可以执

行 SQL 语句，SQL 语句中也可以使用 PL/SQL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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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下面给出 SQL * Plus 常用命令 

进入 SQL * Plus 命令 $sqlplus username/pass@servername 

获取帮助命令 help 命令字。例如：sql > help accept 

查看表结构 desc tablename 

运行命令 @     例如：  SQL>@icdmain.sql 

终止符 / 

表2-2 命令行编辑命令 

a text  text 行尾增加 

c / old/new 在当前行中将 old 改为 new 

c/text 从当前行删除 text 

cl buff  删除 SQl 缓冲区所有行 

Del  删除当前行 

L * 显示当前行 

2.4.2  SQL 

1. 基本查询命令 

select    colummn_name     from   tablename  

     where     

                  group by      

                  having      

                  order by 

where 字句可使用运算符：=、<>、！=、>=、<=、in、between、like（%_）、

is null   或 is not null、not、or、and。 

order by：asc（升序）或 desc（降序），缺省升序。 

group by：将查询结果分组，在包含 group by 子句的查询中，select 子句的

列表中的所有个体值（除聚组函数 avg、count 等外）必须是 groub by 子句中

的表达式或常量。 

having：如果需要对各个组返回的结果进行筛选，查询满足一定条件的分组值，

可以使用 having。例如： 

select deptno,sum(sal) 

from 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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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by deptno 

having sum(sal)>9000; 

2. 插入记录及数据更新 

插入记录 

insert into  tablename(l1,l2) 

values(v1,v2);           可以带& 

insert into tablename（列表） 

select 语句； 

更新数据 

update  tablename 

set  列名 1=，列名 2= 

where 

delete from  tablename where  

3. 事务控制 

commit 

set autocommit on 

rollback 

savepoint   保存点 

2.4.3  PL/SQL 

是 ORACLE 对 SQL 规范的扩展，是一种块结构语言，包括一整套的数据类

型、条件结构、循环结构和异常处理结构，PL/SQL 可以执行 SQL 语句，SQL

语句中也可以使用 PL/SQL 函数。 

1. 主要优点 

(1)  模块化结构。 

(2)  定义标识符（常量、变量、游标等）。 

(3)  用过程化语言控制结构进行程序设计。 

(4)  错误处理。 

(5)  提高操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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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L/SQL 语句种类 

表2-3 PL/SQL 语句种类 

DDL（数据定义语言） create（创建）、alter（修改结构）、drop（删除）、truncate

（截 断）、（其他：rename）。 

DML（数据操纵语言）  insert（增）、delete（删）、select（查询）、update（改）。 

DCL（数据控制语言）  grant（授权）、revoke（回收权限）、set role（角色）。 

事务控制  commit、rollback、savepoint（其他：lock table、set 

constraint(s)、set transaction）。 

审计控制  audit、noaudit。 

系统控制 alter system。 

会话控制 alter session。 

其他语句 comment（添加注释）、explain plan、analyze（收集统计）、

validate、call。 

 

3. PL/SQL 块的基本结构 

分三部分： 

 声明部分（declarative section）（可选）。 

 执行部分（executable section）（必须）。 

 异常处理部分（exception section）（可选）。 

例如： 

  DECLARE 

          tmp_dt   date;  

          ..... 

   BEGIN 

            select sysdate into tmp_dt from dual; 

             … 

    EXCEPTION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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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L/SQL 常见的类型转换函数 

表2-4 PL/SQL 常见的类型转换函数 

函数 说明 转换可使用的类型 

TO_CHAR 按照可选的格式将参数转换为字符类型 数字型、日期型 

TO_DATE 按照可选的格式将参数转换为日期类型 字符型 

TO_NUMBER 
按照可选的格式将参数转换为 NUMBER

类型 
字符型 

 

例如： 

To_char(sysdate,’yyyy-mm-dd hh24:mi:ss’)   

To_date(‘20020908','yyyymmdd') 

To_number(‘20020911’) 

to_number('123.4')  

5. PL/SQL 控制结构 

分以下几类： 

 条件控制：IF-THEN-ELSE 

 循环：LOOP、FOR、WHILE 

 跳转控制：GOTO 

(1)  IF-THEN-ELSE 语法 

    IF  boolean_expression1     THEN 

              ..... 

     [ ELSIF boolean_expression2 THEN 

              ..... ] 

    [ ELSE 

                            .......] 

   END IF 

(2)  LOOP 

     LOOP 

        ……; 

         IF condition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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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T; 

               END IF; 

      END LOOP; 

(3)  WHILE          

WHILE condition LOOP 

       Sequence_of_statements; 

END LOOP; 

(4)  FOR 

FOR counter IN lower_bound..higher_bound LOOP 

          Sequence_of_statements; 

END LOOP; 

(5)  GOTO 

            goto labelname; 

           <<labelname>> 

  说明： 

可以是同一块中语句之间的跳转、可以从子块跳转到父块、不能从父块跳转到

子块。 

2.4.4  数据库管理工具 

主要有以下几个工具： 

 SQL Worksheet：功能类似 SQL Plus。 

 Instance Manager：可启动、关闭数据库，修改初始化参数，查看会话

信息。 

 Schema Manager：可直接管理数据库对象，例如：表、存储过程、函数

等。 

 Security Manager：对用户、角色进行管理。 

Storage  Manager：对表空间、数据文件、控制文件等进行管理。 

2.5  ORACLE 用户及权限管理 

合理的用户和权限管理对于数据库系统的高效、安全、可靠是很关键的。

ORACLE 在用户及权限管理上有许多新的概念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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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对用户及权限的管理需要进入 SQL*Plus 交互工具。每一个 SQL 语句后要以

分号“；”结束。退出交互工具命令为：quit 

SQL 命令语句及可选项不区分大小写，本文中出现大写的地方是强调作用。 

2.5.1  ORACLE 的用户管理 

每个 ORACLE 数据库都有许多合法用户，这些用户可以根据用户名和口令登

录数据库，并使用 SQL 语言存取数据。 

(1)  创建用户 

创建用户命令格式 说  明 

create user  用户名; 创建用户的操作必须由 DBA 来做，一般用户无

权创建用户。用户名必须是唯一的，即同一数据

库中不能有两个相同的用户。 

identified by  口令; 为用户设置口令 

default tablespace  表空间名; 表示该用户存放数据的缺省表空间 

temporary tablespace  表空间名; 表明用户使用的缺省临时表空间名 

quota  大小  on  表空间名; quota 可以限制用户在某个表空间上最多可使

用多少字节 

profile  资源文件; profile 为用户指定各种资源的使用 

 

下面是一个创建用户的完整例子： 

create user  scott； 

identified by  tiger； 

default tablespace  data_ts； 

temporary tablespace  temp_ts； 

quota 500K on data_ts； 

profile newprofile； 

(2)  修改用户 

对用户的修改包括：口令字、缺省表空间、临时表空间、表空间限量、profile、

缺省角色。角色是 ORACLE7 的一个新概念，我们在“权限管理”里再讨论。

在这里可把角色看成具有某些权限的一个特殊用户。修改用户的缺省角色也

就是为用户指明另一个权限的集合。下面举例说明修改用户的操作： 

任   务 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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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cott 的口令改为 hello ALTER USER scott IDENTIFIED BY hello； 

将 scott 的缺省表空间改为 data2_ts ALTER USER scott DEFAULT TABLESPACE data2_ts； 

将 scott的临时表空间修改为 temp2_ts ALTER USER scott TEMPORARY TABLESPACE temp2_ts； 

将 scott 的资源文件改为 otherprofile ALTER USER scott PROFILE otherprofile； 

将 scott的缺省角色改为DEVELOPER ALTER USER scott DEFAULT ROLE DEVELOPER； 

将当前系统所有角色都授予 scott，除

Payroll 外 

  ALTER USER scott DEFAULT ROLE ALL EXCEPT 

Payroll； 

 

(3)  删除用户 

删除用户的命令为： 

DROP USER 用户名 [CASCADE]； 

若不使用 CASCADE 选项，则必须在该用户的所有实体都删除之后，才能删

除该用户。使用 CASCADE 后，则不论用户实体有多大，都一并删除。 

2.5.2  ORACLE 的权限管理 

ORACLE 的安全机制，是由系统权限、实体权限和角色权限这三级体系结构

组成的。 

权限类型 说   明 

系统权限 是指对数据库系统及数据结构的操作权，例如创建/删除用户、表、同

义词、索引等等 

实体权限 是指用户对数据的操作权，如查询、更新、插入、删除、完整性约束等

等 

角色权限 是把几个相关的权限组成角色，角色之间可以进一步组合而成为一棵层

次树，以对应于现实世界中的行政职位。角色权限除了限制操作权、控

制权外，还能限制执行某些应用程序的权限。 

这样的安全控制体系，使得整个系统的管理人员及程序开发人员能控制系统

命令的运行、数据的操作及应用程序的执行。 

 

(1)  系统权限 

系统权限的授予命令为 GRANT，例如把创建任何表视图的权限授予 scott 用

户： 

GRANT create any view TO scott； 

系统权限的回收命令为 REVOKE，例如将 create any view 权限从 scott 用户

手中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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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KE create any view FROM scott； 

 

(2)  实体权限 

每种类型的实体有与之相关的实体权限。 

授予实体权限的命令举例(将 EMP 表上的 Select 和 Insert 权限授给 scott)： 

GRANT select，insert ON emp TO scott； 

回收实体权限的命令举例(将 EMP 表上的 Select 权限从 scott 手中回收)： 

REVOKE select ON emp FROM scott； 

 

(3)  管理角色 

角色是许多权限和角色的组合，它极大地方便了 ORACLE 的权限管理。 

 创建角色，如创建一个名为 dept1 的角色，口令字为 hello： 

CREATE ROLE dept1 IDENTIFIED BY hello； 

 使用角色，可以通过修改用户的缺省角色来使用角色，或通过授权的方

法来将角色授予其它角色或用户。如将 scott 用户的缺省角色修改为

DEVELOPER： 

ALTER USER scott DEFAULT ROLE DEVELOPER； 

将角色 dept1 授予 manager 角色： 

GRANT manager TO scott； 

 使角色生效或失效，DBA 可以通过控制角色的生效或失效，来暂时回收

用户的一部分权限。如使 dept1 角色失效： 

SET ROLE dept1 DISABLE； 

 删除角色，这将会影响到拥有该角色的用户和其它角色的权限。用 DROP 

ROLE 命令删除角色，如： 

DROP ROLE dept1； 

2.6  ORACLE 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 

ORACLE 系统提供的 Export/转入（备份）、Import/转出（恢复）使用程序实

现备份与恢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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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是在数据库打开并能使用的情况下备份数据库数据的实用程序。用

Export 将数据库中的数据写到以二进制形式表示的操作系统文件中

（ORACLE），该文件叫卸出文件，它可以是磁盘文件，也可以是磁带文件。

这些文件独立于数据库存在。卸出文件在需要时能被再装入到 ORACLE 数据

库中，也可装入到另一个 CPU 上的 ORACLE 数据库上，还可把它装入到不

同 ORACLE 版本的数据库上。用 Export 可实现应用程序失败时的恢复，例

如可把某个表或某些表恢复到执行该 Export 时的状态。 

由于卸出文件的特殊格式，所以只能用 Import 实用程序将其读入数据库中。 

2.6.1  Export 转入程序 

ORACLE 数据库有两类备份方法，第一类为物理备份，该方法实现数据库的

完整恢复，但数据库必须运行在归档模式下，且需要极大的外部存储设备，

例如磁带机；第二类备份方式为逻辑备份，客户服务中心业务数据库就是采

用这种方式，这种方法不需要数据库运行在归档模式下，不但备份简单，而

且可以不需要外部存储设备。 

逻辑备份又分为三种模式。 

表模式（T）：这种模式可以卸出当前用户数据库模式下的表，甚至是所有的

表。具有特权的用户可根据所指定的数据库模式来（限制表）卸出他们所包

含的表。缺省情况是卸出属于当前正在进行卸出的用户的所有表。 

用户模式（U）：这种模式可以卸出当前用户数据库模式下的所有实体（表、

数据和索引）。 

全数据库模式（F）：只有具有 EXP_FULL_DATABASE 角色的用户才可能以

这种模式卸出。以这种模式进行卸出的用户，除 SYS 模式下的内容之外，数

据库中所有实体都可以卸出。 下面列出给用户赋予 EXP_FULL_DATABASE

角色的方法。 

# su – ORACLE 假设当前为超级用户身份 

$ sqlplus sys/change_on_install 以 sys 用户登录并进入
Sql*Plus 

SQL> GRANT     "EXP_FULL_DATABASE"      

TO    用户名 
在 Sql*Plus 下执行此命令 

要选择表、用户或全数据库方式，可相应指定 TABLES＝tablelist、OWNER

＝userlist 或 FULL＝y。 

1. 表模式 

EXP ICDMAIN/ICD  BUFFER=8192(或 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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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EXP_ICDMAIN_SERVICEINFO.DMP 或（磁带设备/dev/rmt0） 

TABLES=ICDMAIN.SERVICEINFO （ 或

ICDMAIN.COMMONINFORMATION，ICDMAIN.DEALINFO .....) 

ROWS=Y  COMPRESS=N 

LOG= EXP_ICDMAIN_SERVICEINFO.LOG 

参数说明： 

BUFFER 缓冲区大小 

FILE 由 Export 创建的输出文件的名字 

TABLES 将要卸出的表名列表 

ROWS 指明是否卸出表中数据的行数，缺省为“Y”。 

COMPRESS 指明在装入期间是否将表中数据压缩到一个区域中。如果在卸出数据

时，指定参数 COMPRESS=Y，那么装入时，就会将数据压缩到一

个初始区域中。这种选择可以保持初始化区域的原始大小。缺省为

“Y”。 

LOG 指定一个接收有用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文件 

 

2. 用户模式 

EXP ICDMAIN/ICD OWNER=ICDMAIN BUFFER=8192（或 64000） 

FILE=EXP_ICDMAINDB.DMP 或（磁带设备/dev/rmt0） 

ROWS=Y  

COMPRESS=N  

LOG= EXP_ICDMAINDB.LOG 

参数说明： 

OWNER 将要卸出的用户名列表 

BUFFER、FILE、ROWS、COMPRESS、LOG 同上 

 

3. 全数据库模式 

EXP  ICDMAIN/ICD  BUFFER=8192(或 64000)  

FILE=EXP_ICDMAIN_DB.DMP （或磁带设备/dev/rmt0） 

FULL=Y    ROWS=Y   COMPRESS=N 

LOG= EXP_ICDMAIN_D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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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数据库备份，建议采用增量备份，即只备份上一次备份以来更改的数据。 

增量备份命令： 

EXP ICDMAIN/ICD  BUFFER=8192（或 64000） 

FILE=EXP_ICDMAIN_DB.DMP （或磁带设备/dev/rmt0） 

FULL=Y  INCTYPE=INCREMENTAL ROWS=Y COMPRESS=N 

LOG=EXP_ICDMAIN_DB.LOG 

参数说明： 

BUFFER、FILE、ROWS、COMPRESS、
LOG 

同上 

FULL 指明是否卸出完整的数据库。如果

FULL=Y，将以全数据库模式进行卸出。 

INCTYPE 增加卸出的类型，有效值有 complete（完

全）、comulative（固定）和 incremental

（增量）。 

complete 输出所有表 

comulative 将输入第一次完全输出后修改过的表 

incremental 将输出前一次输出后修改过的表 

 

  说明： 

关于增量备份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只对数据库备份有效，且第一次需要 FULL=Y 参数，以后需要

INCTYPE=INCREMENTAL 参数。 

用户必须有 EXP_FULL_DATABASE。 

话务量较小时方可采用数据库备份。 

使用 Export 备份数据时，可以使用联机帮助命令取得帮助信息，命令如下： 

exp help=y 

如果磁盘有空间，建议备份到磁盘，然后再备份到磁带。 

 

2.6.2  Import 转入程序 

Import 和 Export 是两个相配套的实用程序，Export 把数据库中的数据卸出到

操作系统文件中，而 Import实用程序则把Export卸出的数据恢复到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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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备份方案确定恢复方案，例如：采用表逻辑备份方案，则恢复方案也采用

恢复到表的方式（不应恢复到用户）。 

要使用 Import，必须具有 CREATE SESSION 特权，以便能注册到 ORACLE 

RDBMS 中去。这一特权属于在数据库创建时所建立的 CONNECT 角色。 

如果卸出文件是由某用户利用 EXP_FULL_DATABASE 角色创建的全数据库

卸出，那么只有具有 IMP_FULL_DATABASE 角色的用户才能装入这样的文

件。下面给用户赋予 IMP_FULL_DATABASE 角色的方法。 

# su – ORACLE 假设当前为超级用户身份 

$ sqlplus sys/change_on_install 以 sys 用户登录并进入
Sql*Plus 

SQL> GRANT     "IMP_FULL_DATABASE"      

TO    用户名 
在 Sql*Plus 下执行此命令 

 

数据库的逻辑恢复分为表、用户、数据库三种模式。 

1. 表模式 

恢复方法为： 

IMP  ICDMAIN/ICD  FILE=文件名 LOG=LOG 文件名  

ROWS=Y COMMIT=Y BUFFER=Y IGNORE=Y  

TABLES=（表名 1，表名 2，表名 3，表名 4，.......）     

参数说明： 

BUFFER 缓冲区大小 

FILE 用于装入的卸出文件名字 

TABLES 将要装入的表名列表 

ROWS 指明是否装入表数据的行数，缺省为“Y”。 

IGNORE 指明如何处理实体创建错误。指定 IGNORE=Y，当试图创建数据库实

体时，忽略实体存在错误。对除了表之外的其他实体，指定 IGNORE=Y，

Import 不报告错误，继续执行。而指定 IGNORE=N 时，Import 在继续

执行前报告实体创建错误。 

COMMIT 指明在每个矩阵插入之后是否提交。缺省时，Import 在装入每个实体

之后提交。指定 COMMIT=N 时，如有错误产生，Import 在记录装入下

一个实体之前，完成一个回退。指定 COMMIT=Y 时，可以抑制回滚字

段无限制增大，并改善大量装入时的性能，表具有唯一约束时，这种选

择比较好。如果再次开始装入，将拒绝装入已经装入的任何行，原因是

非致命性错误。表具有非唯一约束时，指定 COMMIT=N 可能是比较好

的选择。因为重新装入可能会产生重复行。 

LOG 指定一个接收有用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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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模式 

如果备份方式为用户模式，采用下列恢复方法： 

IMP SYSTEM/MANAGER FROMUSER=ICDMIAN TOUSER=ICDMAIN  

FILE=文件名 LOG=LOG 文件名 ROWS=Y COMMIT=Y 

BUFFER=Y IGNORE=Y 

参数说明同上。 

2. 数据库模式 

如果备份方式为数据库模式，采用下列恢复方法： 

IMP SYSTEM/MANAGER FULL=Y  

FILE=文件名 LOG=LOG 文件名 ROWS=Y COMMIT=Y 

BUFFER=Y IGNORE=Y 

3. 字符集转换 

对于单字节字符集（例如 US7ASCII），恢复时，数据库自动转换为该会话的

字符集（NLA_LANG 参数）；对于多字节字符集（例如 ZHS168CGB），恢

复时，应尽量使字符集相同（避免转换），如果要转换，目标数据库的字符

集应是输出数据库字符集的超集。 

2.6.3  增量卸出/装入 

下面介绍利用 Export/Import 实用程序对 ORACLE 数据库进行备份、恢复的

方法：增量卸出/装入。增量卸出是一种常用的数据备份方法，包括 3 个子类： 

(1)  “完全”增量卸出 

就是对整个 ORACLE 数据库进行完全卸出。如： 

$ exp system/口令 inctype=complete full=y file=today.dmp 

(2)  “增量型”增量卸出 

即从 ORACLE 数据库中卸出上次卸出操作之后所有数据库的变化信息。如： 

$exp system/口令 inctype=incremental file=today.dmp 

增量型卸出文件的大小，可能只是完全卸出文件大小的 1%，具体要看“新信

息或更新过的信息”的总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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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累积型”增量卸出 

累积型卸出方式只是卸出自上次“完全” 卸出之后数据库中变化了的信息。

用法如下： 

$exp system/口令 inctype=cumulative file=today.dmp 

DBA 可以排定一个备份日程表，用数据卸出的三个不同方式合理高效地完成

数据库的备份任务。比如 DBA 作如下安排： 

星期一：完全卸出(F1) 

星期二：增量卸出(I1) 

星期三：增量卸出(I2) 

星期四：累积卸出(C1) 

星期五：增量卸出(I3) 

星期六：增量卸出(I4) 

如果在星期日，数据库遭到意外破坏，DBA 可按以下步骤来恢复数据库： 

 用命令 CREATE DATABASE 重新生成你的数据库结构； 

 最近增量装入 I4：$imp system/口令 inctype=system full=y file=I4 

 完全增量装入 F1：$imp system/口令 inctype=restore full=y file=F1 

 累积增量装入 C1：$imp system/口令 inctype=restore full=y file=C1 

 对于由累积装入或完全装入尚未能装入的信息，作增量装入： 

         $imp system/口令 inctype=restore full=y file=I3 

         $imp system/口令 inctype=restore full=y file=I4 

 注意： 

在 I1 和 I2 中的信息已包括在 C1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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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ORACLE 数据库的网络应用 

ORACLE 数据库有极强的网络功能，它支持各种网络协议，如 TCP/IP、

SPX/IPX、X.25、LU6.2、Decnet 等等，支持异种网络协议互联、异种数据

库互联。SQL*Net 是 ORACLE 的网络软件。 

3.1  SQL*Net 产品介绍 

ORACLE 不仅支持传统的主机─终端方式，还支持流行的 Client/Server 体系

结构方式，使得应用与数据库核心分布处理，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和

处理效率。Client/Server 的 Server 端安放 ORACLE Server；Client 端安放用

户界面程序或 ORACLE 的Client 端产品，如SQL*Plus；SQL*Net是 ORACLE

的网络软件，通过 SQL*Net 可以实现 Client 与 Server 的连接，SQL*Net 是

建立在某一网络协议之上的网络中间件产品，如图 3-1所示： 

应用程序

SQL*Net

网络协议

应用程序

SQL*Net

网络协议

Server

SQL*Net

网络协议

网络连接

应用程序

SQL*Net

网络协议

应用程序

SQL*Net

网络协议

Server

SQL*Net

网络协议

网络连接  

图3-1 SQL*Net 网络连接 

目前，SQL*Net 有 SQL*Net V1 和 SQL*Net V2 两种版本。从上图中可以看

出，必须在底层网络已经联通的前提下，才能对 SQL*Net 作合适的配置。 

SQL*Net 提供了以下网络功能： 

 网络透明性：在一个本地数据库上开发的应用，可以不加修改地分布到

网络上去运行。 

 协议独立性：在任何一台计算机上编制的应用，都可以不加修改地分布

到任何协议的网络上去运行。 

 异种机网络：通过多协议转换，可实现多种网络协议之间的互联。 

 位置透明：通过位置透明策略，可以使网络中数据，如同放在单一本地

数据库中一样使用。以后当数据分布发生变化时，应用程序不用作任何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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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字符集转换：两个通讯节点之间不同的字符集和 NLS(国际语言支持)

数据描述可以通过 SQL*Net 来管理。 

下面介绍 SQL*Net 运行过程中相关的文件(以 UNIX环境中 TCP/IP协议为例)： 

 lsnrctl：放在“/ORACLE_HOME/ product/8.1.7/bin”目录下，用于启动

SQL*Net V2.0 监听进程。 

 listener.ora 和 tnsnames.ora ： 放 在 “ /ORACLE_HOME/ 

product/8.1.7/network/admin”子目录下，是 SQL*Net V2 正常工作所需

的配置文件及整个网络的配置文件。listener.ora 是服务器监听进程网络

配置文件，tnsnames.ora 是客户机与服务器联络所需的网络配置文件。 

 TCP/IP 的配置文件：与 SQL*Net 有关的 TCP/IP 协议配置文件有两个： 

/etc/hosts：存放整个网络环境中每个节点的 IP地址 

/etc/services：存放 TCP/IP协议使用的各个端口的地址 

3.2  配置客户机/服务器结构 

使用 ORACLE 的 SQL*Net V.2 连接客户机和服务器，需配置每个客户机和服

务器。在服务器上需配置的文件有：listener.ora、/etc/services，在客户机上

需配置 tnsnames.ora 文件。 

3.2.1  配置 listener.ora 

listener.ora 文件中存放了客户机与服务器连接所需要的监听地址，以及服务

器 启 动 监 听 进 程 时 的 信 息 。 listener.ora 文 件 缺 省 放 置 在

/ORACLE_HOME/product/8.1.7/network/admin 之 下 。 一 个 完 整 的

listener.ora 文件样式如下： 

LISTENER = 

  (DESCRIPTION_LIST = 

    (DESCRIPTION = 

      (ADDRESS_LIST = 

        (ADDRESS = (PROTOCOL = TCP)(HOST = sun62)(PORT = 

1521)) 

      ) 

      (ADDRESS_LIST = 

        (ADDRESS = (PROTOCOL = IPC)(KEY = EXTP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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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SID_LIST_LISTENER = 

  (SID_LIST = 

    (SID_DESC = 

      (SID_NAME = PLSExtProc) 

      (ORACLE_HOME = /opt/ORACLE/product/8.1.7) 

      (PROGRAM = extproc) 

    ) 

    (SID_DESC = 

      (GLOBAL_DBNAME = ora817.huawei.com) 

      (ORACLE_HOME = /opt/ORACLE/product/8.1.7) 

      (SID_NAME = ora817) 

    ) 

  ) 

其中，LISTENER 是服务器中监听进程的名称；PROTOCOL 表明所使用的

网络协议，若是 TCP/IP 协议，则该值必须为“TCP”；HOST 表示服务器的

网络地址；PORT 指 TCP/IP 协议在主机中所占用端口号，ORACLE 缺省使

用 1521，是在安装 ORACLE 数据库时定义的，在安装时可以改变，安装完

成后不能改变此值；SID_NAME 指服务器上运行的 ORACLE 数据库名称，

该值应与.bash_profile 文件中的环境变量 ORACLE_SID 相同（一般情况下此

文件为缺省值“PLSExtProc”）；ORACLE_HOME 是指 ORACLE 数据库的

主目录，该值也应与. bash_profile 文件中的环境变量 ORACLE_HOME 相同。 

 

3.2.2  配置 tnsnames.ora 文件 

客户机为了和服务器连接，必须先和服务器上的监听进程联络。ORACLE 通

过 tnsnames.ora文件中的连接描述符来说明连接信息。一般 tnsnames.ora 是

建立在客户机上的。如果是客户机/服务器结构，整个网络上只有一台机器安

装了 ORACLE 数据库服务器，那么只需在每个要访问 ORACLE 服务器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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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机上定义该文件，在服务器上无需定义。但是，如果网络上有多台机器均

安装了 ORACLE 数据库服务器，并且服务器之间有数据共享的要求，那么在

每 台 服 务 器 上 都 必 须 定 义 该 文 件 。 tnsnames.ora 文 件 缺 省 放 在

/ORACLE_HOME/ product/8.1.7/network/admin 目 录 下 。 下 面 是

tnsnames.ora 的文件样式： 

ORA817 = 

  (DESCRIPTION = 

    (ADDRESS_LIST = 

      (ADDRESS = (PROTOCOL = TCP)(HOST = sun62)(PORT 

= 1521)) 

    ) 

    (CONNECT_DATA = 

      (SERVICE_NAME = ora817.huawei.com) 

    ) 

  ) 

 

INST1_HTTP = 

  (DESCRIPTION = 

    (ADDRESS_LIST = 

      (ADDRESS = (PROTOCOL = TCP)(HOST = sun62)(PORT 

= 1521)) 

    ) 

    (CONNECT_DATA = 

      (SERVER = SHARED) 

      (SERVICE_NAME = ora817.huawei.com) 

      (PRESENTATION = http://admin) 

    ) 

  ) 

 

EXTPROC_CONNECTION_DATA = 

  (DESCRI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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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_LIST = 

      (ADDRESS = (PROTOCOL = IPC)(KEY = EXTPROC)) 

    ) 

    (CONNECT_DATA = 

      (SID = PLSExtProc) 

      (PRESENTATION = RO) 

    ) 

  ) 

字段含义如下： 

ADDRESS_LIST 表示该客户机要经由多种协议与一台或多台服务器连接。

在该样式文件中就表示该客户机要用TCP/IP协议来和服

务器相连。 

PROTOCOL 指明要连接使用的协议。 

SERVICE_NAME  “SERVICE_NAME”就是“Global Database Name”，

ORACLE8i 数据库使用“Global Database Name”来唯

一标识自己，通常的格式为“name.domain”，此处的

值为“ora817.huawei.com”。 

HOST 是 TCP/IP 协议使用的服务器 IP 地址。 

PORT 是 TCP/IP 使用的端口地址。 

SID 指定要连接的服务器上 ORACLE 数据库的

ORACLE_SID。 

SERVER=DEDICATED 表示用专用服务器连接 ORACLE 数据库。 

 

下面是一个 tnsnames.ora 文件内容举例： 

ora =  连接描述符名：ora 

  (description =  描述 

    (address = 网络地址之一 

      (protocol = tcp) 网络协议（tcp 表示 TCP/IP 协议） 

      (host = 129.9.114.22) 服务器 IP 地址：129.9.114.22 

      (port = 1251) 服务器端口号:1251 

    )  

    (connect_data = 连接数据 

      (sid = ora7) 数据库标识名：ora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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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常用任务示例 

4.1  如何恢复被误删的数据文件 

(1)  Svrmgrl> alter database datafile 文件名 offline；或重启 ORACLE； 

(2)  Svrmgrl>alter database create datafile 原文件名 as 新文件名； 

(3)  Svrmgrl>recover datafile 新文件名 

(4)  Svrmgrl>alter database datafile 新文件名 online; 

(5)  Svrmgrl>alter database open; 

4.2  如何杀掉吊死 session 

(1)  找出吊死 session 

Select sid,serial#,program,machine,lockwait from v$session;  

(2)  杀死 session 

Svrmgrl>alter system kill session 'init1,init2'; 

 说明： 

其中 init1 为 sid，init2 为 serial#。 

4.3  如何修改字符集 

以 sys 用户执行如下命令 

Update props$ set value$='新字符集'  

       Where ltrim(name)='NLS_CHARACTERSET'； 

commit; 

注意：如果有数据，不要修改数据集。 

4.4  如何追加表空间 

以 sys 用户： 

Alter tablespace 表空间 add datafile 文件名（带路径）size 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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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如何加大表的 maxextents 值 

Alter table 表名 storage(maxextents 新值) 

4.6  如何查询无效对象 

(1)  以 sys 用户登录 SQL Plus 

(2)  查询无效对象 

Select  substr(object_name,1,30) object_name,object_type  

from    user_objects  

where  status ='INVALID' 

(3)  恢复失效存储过程 

对于存储过程，如果存储过程或函数脚本中某个表或所调用的存储过程被

drop 或重新编译，则此存储过程可能变为 invalid，正常情况下，再次调用此

存储过程时，系统会自动编译使其变为 valid，也可以手工编译：Alter 

procedure 名称 compile； 

4.7  怎样分析 SQL 语句是否用到索引 

ORACLE提供的策略分析器Explain plan能很好地分析SQL语句使用索引情

况，分析步骤如下 

(1)  检查当前用户下是否存在策略分析表 plan_table 

(2)  检查表结构是否正确（建立数据库时只有 sys 用户下存在此表），若没

有，需要在当前用户下建此表： 

CREATE TABLE PLAN_TABLE 

( 

 STATEMENT_ID  VARCHAR2(30), 

 TIMESTAMP            DATE, 

 REMARKS              VARCHAR2(80), 

 OPERATION            VARCHAR2(30), 

 OPTIONS              VARCHAR2(30), 

 OBJECT_NODE        VARCHAR2(128), 

 OBJECT_OWNER      VARCHAR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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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_NAME        VARCHAR2(30), 

 OBJECT_INSTANC     NUMBER(38), 

 OBJECT_TYPE         VARCHAR2(30), 

 OPTIMIZER            VARCHAR2(255), 

 SEARCH_COLUMNS   NUMBER(38), 

 ID                    NUMBER(38), 

 PARENT_ID           NUMBER(38), 

 POSITION             NUMBER(38), 

 COST                 NUMBER(38), 

 CARDINALITY         NUMBER(38), 

 BYTES                NUMBER(38), 

 OTHER_TAG          VARCHAR2(255), 

 OTHER               LONG 

); 

(3)  执行分析语句： 

sql>delete from plan_table; 

sql>explain plan for 

sql>select * from tab where tname like 'T%';  

sql>select object_name,options,operation from plan_table; 

执行完上述三步，可查看“select * from tab where tname like 'T%'”语句

where 条件是否用到索引。 

4.8  怎样判断是否存在回滚段竞争 

(1)  查询等待值 

Select  class,count  

from   v$waitstat                   

Where class in ('system undo header','system undo block','undo  

header','undo block');      

(2)  将查询得出的数值与所需的回滚段数目比较 

Select sum(value) from v$sys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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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name in ('db_block_gets','consistent gets'); 

(3)  如果任何类型的waits数目比现有数值高出1%以上，则应该增加回滚段。 

4.9  怎样手工跟踪函数/存储过程执行情况 

如果有 PLSql 软件，可用该软件进行跟踪，本处介绍的是在无该工具的情况

下，如何跟踪执行情况。 

通过编写 PL/SQL 块可以手工跟踪函数/存储过程的执行情况，例如： 

Sql>set serveroutput on  --设置屏幕输出 

      Sql>declare 

      a1  integer:=1; 

      a2 integer; 

      a3 integer;  

      begin 

               a3:=testfunc(a1,a2); --假设输入 a1，输出 a2 

               dbms_output.put_line(a2); 

               dbms_output.put_line(a3); 

                   end; 

                   / 

通过执行编写的 PL/SQL 块可以查看参数显示。 

4.10  多种业务使用同一数据库如何分配回滚段 

关键要分析业务性质：有些业务有大事务处理，但业务处理不频繁，这需要

少量的大的回滚段；有些业务没有大事务处理，但业务处理频繁，这需要大

量的小的回滚段。设计回滚段时要兼顾各个业务的特性，如果只考虑某一方，

另一方的业务系统很可能受到影响。对于极个别的大事务处理，建议指定事

务回滚段。 

4.11  怎样倒出、倒入文本数据 

4.11.1  倒出 

用 ORACLE spool 命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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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制显示格式 

sql>set numwidth 8  --integer 类型输出长度 

sql>set linesize 800 

sql>set feedback off 

sql>set echo off 

sql>set heading off 

sql>set pagesize 0 

sql>set space 0 

sql>set pause off 

(2)  Sql>Spool c:\temp.txt 

(3)  Sql>Select * from 表名 

(4)  Sql>Spool out 

(5)  将文件中的 SQL 语句删掉 

4.11.2  倒入 

用 Sql*Load 命令，控制文件（*.ctl）格式如下： 

Load data 

Infile '数据文件名' 

Append    --往表中追加数据时有此项 

Into table 表名 

      ( 

          字段 1        position(*)     char(l1), 

          字段 2     position(*)     char(l2), 

          …… 

          字段 n      position(*)     char(ln) 

          ) 

注：字段类型必须为 char，日期型数据无法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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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如何更新当前数据库日志备份方式为 archive 

要修改日志备份方式 

(1)  Svrmgrl>connect internal 

(2)  Svrmgrl>startup mount 

(3)  Svrmgrl>alter database archivelog; 

(4)  Svrmgrl>alter database open; 

4.13  Unix 环境下如何实现自动备份 

备份原理：利用 Unix 操作系统的 Cron 命令定时启动 ORACLE 备份命令 exp，

然后再 ftp 到另一台 Unix 机器上去，实现自动备份。Cron 的实质就是定时启

动任务表 Crontab 中的命令，如果任务表的名称是 Unix 用户名，Cron 就登

录到此用户，执行任务表指定的命令或文件，与手工登录到此用户执行命令

的区别是：Cron 登录时不执行此用户下的.profile，所以需要设置运行环境。 

备份计划：在凌晨 1 点做 export 导出备份，在凌晨 4 点将备份文件拷贝到另

一台 UNIX 机器上，为此我们可进行如下操作：  

4.13.1  设置运行环境 

在 ORACLE 用户目录下编写文件“.bash_profile”，对 ORACLE 的参数进行

初始化，其内容参考如下：  

export  ORACLE_BASE=/export/oracle 

export  ORACLE_HOME=/export/oracle/product/8.1.7 

export  ORACLE_SID=ora817 

export  LD_LIBRARY_PATH=${ORACLE_HOME}/lib 

export  PATH=/usr/bin:${PATH}:${ORACLE_HOME}/bin 

4.13.2  倒出数据 

export 命令将数据库中的数据备份成一个二进制文件，它通常有三种模式：

用户模式、表模式和整个数据库模式。本文拟采用表模式，备份之前，应先

建立一个备份目录，以容纳备份文件，比如可建一个/backup 目录。接着我们

可在 UNIX 的 ORACLE 用户目录下（也可以是其它目录）建立一个文件 ora

—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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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backup 文件对数据库做 export 导出，导出的文件名可以任意定，本文

定为字母“icd_”加当天日期，即假如当天日期是 12 月 10 号，则导出的文

件名为“114_1210.dmp”，以区别于其它日期的备份文件。  

ora—backup 文件内容： 

值 说明 

. /disc1/home/ORACLE73/ora_env 
//设置运行环境，注意“ .”与第一个“ /”间必须有空格，
$HOME=disc1/home/ORACLE73 

rq=`date +"%m%d"` 
日期变量，“`”为键盘数字 1 左边的“`”，不是回车键左边“'”，

且“rq=`”之间不能有空格。 

rm 
/disc1/home/ORACLE73/backup/* 

删除旧文件 

exp dlp114/dlp114 
FILE=/disc1/home/ORACLE73/bac
kup/114_$rq.dmp 
TABLES=\(personal_tel,public_tel\) 

倒出指定表的数据，括号（）前的“\”是必须的 

本命令用于导出 dlp114 用户表 personal_tel，public_tel 的数据（其

口令亦为 dlp114），导出文件及日志均放在/backup 目录下。 

 

4.13.3  异地备份  

我们知道，通常可用 FTP 命令在两台主机间传输数据，但一般是通过交互方

式实现的，即需要手工输入目标主机的 IP 地址、用户名、口令等。显然，这

不符合自动备份的要求。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编写一个.netrc 的文件来达

到目标。这一文件必须命名为.netrc，且必须存放在启动 FTP 命令的机器上的

用户目录中，该文件的权限应禁止组内或其它用户进行读访问。这样，当用

户使用 FTP 命令的时候，系统将会在该用户的目录中寻找.netrc 文件，如果

能够寻找到，将会首先执行该文件，否则，会交互式地提示用户输入用户名、

口令等。  

在使用 FTP 命令之前，应先在另一台作备份用的 UNIX 机器上建一目录，以

容纳备份文件，本文建的目录是/pub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加快备份速度，

两台主机之间的传输速率应尽可能的高，最好位于同一局域网上。  

.netrc 文件内容如表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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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netrc 文件内容 

设置值 说明 

machine host2 

host2 为作备份用的主机名，也可以指定

IP 地址，指定主机名时本机/etc/hosts 文

件中必须有说明。 

login ORACLE “ORACLE”为备份主机上的一个用户 

password ORACLE “ORACLE”用户的口令为“ORACLE” 

以下语句间不能有空行 

macdef init 
定义一个名为 init 的宏，它将在自动注册

进程的最后被执行 

bin 文件的传输方式设为二进制 

lcd /backup 进入本地工作目录/backup 

cd /pub 进入备份主机目录/pub 

mput * 
将/backup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传输至备

份主机 

bye 退出 FTP 会话进程 

 

.netrc 文件编写完成后，使用下述命令：  

chmod 600 .netrc  

这样，.netrc 文件就只能被该用户所访问。  

4.13.4  启动备份进程  

Cron 是 一 个 永 久 进 程 ， 它 由 /etc/rc.local 启 动 执 行 。 Cron 检 查

/var/spool/cron/crontabs/

时间。  

Crontab 文件的每一行由六个域（minutes、hours、day of month、month、

day of week、 command）组成，域之间用空格或 Tab 分开，其中：  

 minutes：分钟域，值的范围是 0 到 59  

 hours：小时域，值的范围是 0 到 23  

 day of month：日期，值的范围是 1 到 31  

 month：月份，值的范围是 1 到 12  

 day of week：星期，值的范围是 0 到 6，星期日值为 0  

 command：所要运行的命令  

如果一个域是“*”，表明命令可以在该域所有可能的取值范围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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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域是由连字符隔开的两个数字，表明命令可以在两个数字之间的范

围内执行（包括两个数字本身）。  

如果一个域是由逗号隔开的一系列值组成的，表明命令可以在这些值组成的

范围内执行。  

如果日期域和星期域都有值，则这两个域都有效。  

现在，我们编写一个文件，用以启动自动备份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

只能在 ORACLE 用户名下用 crontab －e 命令来编辑，否则将不会被定时执

行，文件名定为 ORACLE，文件将放在/var/spool/cron/crontabs 目录下。编

辑完成后，可以在 ORACLE 的＄提示符下，用 crontab －l 命令来查看。  

ora—env、ora—backup 文件编写完成后，分别使用下述命令：  

chmod 755 ora—env  

chmod 755 ora—backup  

这样，三个文件就都变成了可执行文件。 

ORACLE 文件内容：  

 0 1 * * *    /disc1/home/ORACLE73/ora—backup  

  ＃ 每天 23 点对数据库执行备份  

  0 4 * * *    ftp －i host2    

＃ 每天 4 点将文件备份到另一台主机上 ，也可以是 IP 地址，一定要与.netrc

文件匹配 

经过以上的操作后，系统每天晚上将自动产生一个备份，并将备份文件拷贝

到另一台机器上，实现自动备份。 

4.14  怎样分析 ORACLE 故障 

系统查询中断或变慢、系统挂起、系统宕机等等故障发生时，分析过程如下： 

(1)  分析 alert_<sid>.log 文件 

可以从该文件中分析故障发生的时间、现象日志、跟踪文件（*.trc）。比如，

大事务操作造成回滚段、临时段溢出而系统短暂中断或变慢时，日志文件中

会记录表空间溢出；因为某条 SQL 语句造成故障时，跟踪文件会记录语句内

容。 

(2)  检查 init<si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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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是 ORACLE 启动文件，任何参数的配置错误都会造成 ORACLE 不能

启动，任何参数的不合理配置都可能造成系统故障，文件内容说明如下： 

 gc_rollback_segments = 40  //回滚段数目（缺省为 18）只有

ORACLE7.3.x 有此参数 

 rollback_segments= (r01,r02,r03,r04) //系统使用的回滚段 

 Db_block_buffer=60000                 //数据块缓冲区：120M   

单位：块（2048Bytes） 

 Share_pool_size=30000000  //共享池：30M  单位：byte 

 Processes=200    //进程数 

 Log_buffer=163840  //日志缓冲区：160M  单位：byte（注意：

要是块 2048 的整数倍） 

 compatible = 7.3.0.0   //必须是 7.3 以上版本，ORACLE8 不需

要此参数 

  说明： 

Db_block_buffer：是 SGA 的主要参数，数据存放的缓冲区。 

Share_pool_size（共享池）：存放 ORACLE 所有脚本，例如存储过程等等，

不需要太大。 

Log_buffer（日志缓冲区）：事务操作时的日志缓冲区，如果过小，一个简单

的 update 操作就不能提交，造成系统短暂停顿。 

rollback_segments：指定 ORACLE 使用的回滚段，缺省为四个，创建回滚段

后必须修改此值，重启 ORACLE，所建的回滚段才起作用。 

compatible：兼容性版本，缺省为 7.1.0.0，有些 SQL 语句要求必须版本必须

为 7.3.0.0 以上。 

 注意： 

上述参数配置只是一个参考，不能代表所有，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根据机器配

置、使用业务不同而灵活配置。 



IL001100 ORACLE 数据库基础知识 ISSUE1.0 小结 

 

61 

小结 

本教材阐述了 ORACLE 数据库的技术概念：ORACLE 物理结构、系统全局

区、进程等。介绍了 ORACLE 数据库的 SQL*Plus 语句、怎样启动和关闭数

据库、如何进行了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如何实现对数据库用户及权限的等

管理知识。 

ORACLE 数据库采用了客户机/服务器的通信方式，本课程对 ORACLE 的客

户机/服务器结构进行了介绍，例举出 3 个重要的网络配置文件并进行了说明。 

请参考 ORACLE 公司发布的资料加深对 ORACLE 数据库知识的理解，为更

好地完成 TELLIN U-NICA 系统维护管理任务做好知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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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ORACLE 数据字典与视图 

当 ORACLE 数据库系统启动后，数据字典总是可用，它驻留在 SYSTEM 表

空间中。数据字典包含视图集，在许多情况下，每一视图集有三种视图包含

有类似信息，彼此以前缀相区别，前缀为 USER、ALL 和 DBA。 

  前缀为 USER 的视图，为用户视图，是在用户的模式内。 

  前缀为 ALL 的视图为扩展的用户视图（为用户可存取的视图）。 

  前缀为 DBA 的视图为 DBA 的视图（为全部用户可存取的视图）。 

在数据库 ORACLE 还维护了一组虚表（virtual table）记录当前数据库的活动，

这些表称为动态性能表。动态性能表不是真正的表，许多用户不能直接存取，

DBA 可查询这些表，可以建立视图，给其它用户授予存取视图权。 

ORACLE 数据字典与视图 

        视  图  名 说   明 

ALL_CATALOG 为用户可存取的全部表、视图和序列 

ALL_COL_COMMENTS 为用户可存取的表和视图列上的注释 

ALL_COL_PRIVS 在列上授权，该用户或 PUBLIC 是被授与者 

ALL_COL_PRIVS_MADE 在列上授权，该用户为持有者或授与者 

ALL_COL_PRIVS_RECD 在列上授权，该用户或 PUBLIC 是被授与者 

ALL_CONSTRAINTS 在可存取表上的约束定义 

ALL_CONS_COLUMN 关于在约束定义中可存取列的信息 

ALL_DB_LINKS 用户可存取的数据库链 

ALL_DBF_AUDIT_OPTS 在对象建立时，所应用的缺省对象审计选择 

ALL_DEPENDENCIES 用户可存取的对象之间的从属关系 

ALL_ERROES 在用户可存取对象上的当前错误 

ALL_INDEXES 在用户可存取的表上的索引说明 

ALL_IND_COLUMNS 在可存取的表上的索引列 

ALL_OBJECTS 用户可存取的对象 

ALL_SEQUENCES 用户可存取的序列说明 

ALL_SNAPSHOTS 用户可存取的全部快照 

ALL_SOURCE 用户可存取的全部存储对象文本源程序 

ALL_SYNONYM 用户可存取的全部同义词 

ALL_TABLES 用户可存取的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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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_TAB_COLUMNS 用户可存取的表、视图、聚集的列 

ALL_TAB_COMMENTS 用户可存取的表或视图上的注释。 

ALL_TAB_PRIVS 在对象上授权，该用户或 PUBLIC 被授与者 

ALL_TAB_PRIVS_MADE 在对象上的授权或用户授权 

ALL_TAB_PRIVS_RECD 在对象上授权，该用户或 PUBLIC 是被授与者 

ALL_TRIGGERS 用户可存取的触发器 

ALL_TRIGGER_COLS 显示用户持有的表中的列和用户所持有的触发器中列的使用，或者

用户具有CREATE ANY TRIGGER特权时在所有触发器上列的使

用 

ALL_USERS 关于数据库是所有用户的信息 

ALL_VIEW 用户可存取的视图文本 

AUDIT_ACTIONS 审计跟踪动作类型代码描述表 

CAT 为 USER_CATALOG 的同义词 

CHAINED_ROWS ANALYZE CHAINED ROWS 命令的缺省值 

CLU 为 USER_CLUSTERS 的同义词 

COLS 为 USER_TAB_COLUMNS 的同义词 

COLUMN_PRIVILEGES 在列上授权，用户是其授权者，被授与权者、持有者或授与 PUBLIC 

DBA_2PC_NEIGHBORS 关于悬挂事务入和出连接的信息 

DBA_2PC_PENDING 关于在 PREPARED 状态时失败的分式事务信息 

DBA_AUDIT_EXISTS 由 AUDIT EXISTS 命令建立的审计跟踪记录 

DBA_AUDIT_OBJECT 系统中全部对象的审计跟踪记录 

DBA_AUDIT_SESSION 系统中涉及 CONNECT 和 DISCONNECT 的全部审计跟踪记录 

DBA_AUDIT_STATEMENT 系统中涉及 GRANT、REVOKE、AUDIT、NOAUDIT 和 ALTER 

SYSTEM 语句的全部审计记录 

DBA_AUDIT_TRAIL 为系统中全部审计记录的集合 

DBA_BLOCKERS 为会话集，它们具有别的会话正等待的一封锁，而它们本身不等待

封锁 

DBA_CATALAOG 为全部数据库表、视图、同义词和序列 

DBA_CLUSTERS 数据库中全部聚集的说明 

DBA_CLU_CLOUMNS 表列对聚集列的映射  

DBA_COL_COMMENTS 在所有表和视图的列上的注释 

DBA_COL_PRIVS 在数据库列上的全部授权 

DBA_CONSTRAINTS 在数据库全部表上的约束定义 

DBA_CONS_CLOUMNS 关于约束定义中全部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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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_DATA_FILES 关于数据文件的信息 

DBA_ DB_LINKS 在数据库中的全部数据链 

DBA_ DDL_LOCKS 数据库中当前所有全部 DDL 封锁和所有未完成的 DML 封锁请求 

DBA_ DEPENDENCIES 全部对象之间的从属关系 

DBA_DML_LOCKS 数据库中当前所持有 DDL 封锁和所有未完成的 DML 封锁请求 

DBA_ERRORS 数据库中全部存储对象上的当前错误 

DBA_EXP_FILES 输出文件说明 

DBA_EXP_OBJECTS 已有增量输出的对象 

DBA_EXP_VERSION 最后的输出会话的版本 

DBA_EXTENTS 数据库中全部段的范围 

DBA_FREE_SPACE 在所有表空间中未用的范围 

DBA_INDEXES 数据库中全部索引的说明 

DBA_IND_COLUMN 全部表和聚集上的索引列 

DBA_LOCKS 在数据库中持有的全部封锁和未完成请求的封锁（包括 DML 和

DDL 封锁） 

DBA_OBJECT 在数据库中定义的全部聚集、数据库链、索引、包、包体、序列、

同义词、表和视图 

DBA_OBJECT_SIZE 数据库中的全部 PL/SQL 对象 

DBA_OBJ_AUDIT_OPTS 为全部表和视图的审计选择 

DBA_PRIV_AUDIT_OPTS 特权审计选择 

DBA_PROFILES 赋给每个环境文件的资源限制 

DBA_ROLES 在数据库中已有的全部角色 

DBA_ROLE_PRIVS 授权给用户或角色的角色的说明 

DBA_ROLLBACK_SEGS 回滚段的说明 

DBA_SEGMENTS 分配给全部数据库段的存储 

DBA_SEQUENCES 在数据库中全部序列的说明 

DBA_SNAPSHOTS 在数据库中的全部快照 

DBA_SNAPSHOTS_LOGS 在数据库中的全部快照日志 

DBA_SOURCE 在数据库中全部存储对象的源文本 

DBA_SYNONYMS 在数据库中的全部同义词 

DBA_STMT_AUDIT_OPTS 为当前系统审计选择 

DBA_SYS_PRIVS 授权给用户或角色的系统特权 

DBA_TABLES 在数据库中的全部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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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_TABLESSPACES 数据库中的全部表空间的说明 

DBA_TAB_CLOUMNS 全部表、视图和聚集中的列 

DBA_TAB_COMMENTS 在数据库中全部表和视图上的注释 

DBA_TAB_PRIVS 在数据库中对象上的全部授权 

DBA_TRIGGERS 在数据库中全部触发器的说明 

DBA_TRIGGERS_COLS 显示由用户定义或在任何用户表上的触发器中列的用法 

DBA_TS_QUOTAS 为全部用户的表空间份额 

DBA_USERS 关于数据库全部用户的信息 

DBA_VIEWS 数据库中全部视图的文本 

DBA_WAITERS 等待封锁的全部会话和持有该锁的会话 

DICT 为 DICTIONARY 的同义词 

DICTIONARY 数据库字典表和视图的说明 

DICT_COLUMNS 数据库字典表和视图中的列的说明 

EXCEPTIONS 违反完整性约束的信息 

GLOBAL_NMAE 当前数据库的全局名 

IND 为 USER__INDEXES 的同义词 

INDEX_STATE 存储 VAILDATE INDEX 命令的信息 

OBJ 为 USER_ OBJECT 的同义词 

RESOURCE_COST 每种资源的费用 

ROLE_ROLE_PRIVS 授权给其它角色的角色的信息 

ROLE_SYS_PRIVS 授权给角色的系统特权的信息 

ROLE_TAB_PRVS 授权给角色的表特权的信息 

SEQ 为 USER_SEQUENCES 的同义词 

SEESSIONS_PORIVS 用户当前可用的特权 

SESSION_ROLES 用户当前已使其使能打角色 

SYN 为 USER_SYNONYMS 的同义词 

SYSTEM_PRILEGE_MAP 为系统特权代码的说明表 

TABLE_PRIVILEGES 在对象上授权 

TABLE_PRIVILEGE_MAP 为存取特权代码的说明表 

TABS 为 USER_TABLES 的同义词 

USER_AUDIT_OBJECT 涉及对象审计跟踪记录 

USER_AUDIT_SESSION 涉及连接或删除连接的全部审计跟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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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_AUDIT_STATEMENT 为用户发出的 GRANT、REVOKE、AUDIT、NOAUDIT、ALL 

SYSTEM 语句的审计跟踪项 

USER_AUDIT_TRAIL 与用户有关的审计跟踪项 

USER_CATALOG 为用户所持有的表、视图、同义词和序列 

USER_CLUSTERS 为用户持有的聚集的说明 

USER_CLU_CLOUMNS 用户的表列到聚集的映射 

USER_COL_COMMENTS 在用户的表或视图的列上的注释 

USER_COL_PRIVS 在列上的授权，该用户是持有者、授权者或被授与者 

USER_COL_PRIVS_MADE 为用户持有的对象的列上的全部授权 

USER_COL_PRIVS_RECD 该用户是被授权者的列上的授权 

USER_CONSTRAINT 在用户表上的约束定义 

USER_CONS_COLUMNS 由用户持有约束定义中的列的信息 

USER_DB_LINKS 为用户持有的数据库链 

USER_DEPENDENCIES 用户的对象之间的从属关系 

USER_ERRORS 用户的存储对象上的当前错误 

USER_EXTRNTS 属于用户对象的段的范围 

USER_FREE_SPACE 用户可存取的表空间中未用的范围 

USRE_INDEXES 用户自己的索引说明 

USER_IND_CLOUMNS 用户索引的列或用户表上的列 

USER_OBJECTS 用户所持有的对象 

USER_OBJECT_SIZE 用户的 PL/SQL 对象 

USER_OBJ_AUDIT_OPTS  为用户的表和审计选择 

USER_RESOURCE_LIMITS 为当前用户的资源限制 

USER_ROLE_PRIVS 特权给用户的角色 

USER_SEGMENT 属于用户对象的数据库段的存储分配 

USER_SEQUENCE 用户自己的序列的说明 

USER_SNAPSHOTS 用户可查看的快照 

USER_SNAPSHOT_LOGS 用户可持有的快照日志 

USER_SOURCE 属于用户的全部存储对象的源文本 

USER_SYNONYM 用户专用同义词 

USER_SYS_PRIVS 特权给用户的系统特权 

USER_TABLES 用户持有表的说明 

USER_TABLESPACES 可存表空间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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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_TAB_COLUMNSS 用户的表、视图和聚集的列 

USER_TAB_COMMENTS 用户所持的表和视图上的注释 

USER_TAB_PRIVS 用户为授权者、持有者或被授权者的对象上的授权 

USRE_TAB_PRIVS_MADE 用户所持有的对象的全部特权 

USER_TAB_PRIVS_RECD 用户为被授权者的对象上授权 

USER_TRIGGRS 用户触发器的说明 

USER_TRIGGRS_COLS 用户所持有的或在用户表上的触发器中的列的用法 

USER_TS_QUOTAS 用户在表空间上的份额 

USER_USERS 关于当前用户的信息 

USER_VIEWS 用户持有的视图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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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动态性能表 

表名 说明 

V$ACCESS 显示数据库中的对象信息 

V$ARCHIVE 数据库系统中每个索引的归档日志方面的信息 

V$BACKUP 所有在线数据文件的状态 

V$BGPROCESS 描述后台进程 

V$CIRCUIT 有关虚拟电路信息 

V$DATABASE 控制文件中的数据库信息 

V$DATAFILE 控制文件中的数据文件信息 

V$DBFILE 构成数据库所有数据文件 

V$DB_OBJECT_CACHE 表示库高速缓存中被缓存的数据库对象 

V$DISPATCHER 调度进程信息 

V$ENABLEDPRIVS 那些特权接通 

V$FILESTAT 文件读/写统计信息 

V$FIXED_TABLE 显示数据库中所有固定表、视图和派生表 

V$INSTANCE 当前实例状态 

V$LATCH 每类闩锁的信息 

V$LATCHHOLDER 当前闩锁占有者的信息 

V$LATCHNAME 在 V$LATCH 表中表示的闩锁的译码闩锁名 

V$LIBRARYCACHE 库高速缓冲存储管理统计 

V$LICENSE 许可限制信息 

V$LOADCSTAT SQL*Loader 在直接装入执行过程中的编译统计 

V$LOCK 有关封锁和资源信息，不包含 DDL 封锁 

V$LOG 控制文件中的日志文件信息 

V$LOGFILE 有关日志文件信息 

V$LOGHIST 控制文件中的日志历史信息 

V$LOGHISTORY 日志历史中所有日志的归档日志名 

V$NLS_PARAMETERS NLS 参数的当前值 

V$OPEN_CURSOR 每一个用户会话期当前已打开和分析的光标 

V$PARAMETER 当前参数值的信息 

V$PROCESS 当前活动进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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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QUEUE 多线索信息队列的信息 

V$REVOVERY_LOG 需要完成介质恢复的归档日志 

V$RECOVERY_FILE 需要介质恢复的文件状态 

V$REQDIST 请求时间直方图，分为 12 个范围 

V$RESOURCE 有关资源信息 

V$ROLLNAME 所有在线回滚段的名字 

V$ROLLSTAT 所有在线回滚段的统计信息 

V$ROWCACHE 数据字典活动的统计信息（每一个包含一个数据字典高速缓存的统计信息） 

V$SESSION 每一个当前会话期的会话信息 

V$SESSION_WAIT 列出活动会话等待的资源或事件 

V$SESSTAT 对于每一个当前会话的当前统计值 

V$SESS_IO 每一个用户会话的 I/O 统计 

V$SGA 系统全局区统计信息 

V$SGASTAT 系统全局区的详细信息 

V$SHARED_SERVER 共享服务器进程信息 

V$SQLAREA 共享光标高速缓存区的统计信息，每一个有一个共享光标的统计信息 

V$SQLTEXT 属于 SGA 中的共享 SQL 光标的 SQL 语句文本 

V$STATNAME 在 V$SESSTAT 表中表示的统计信息的译码统计名 

V$SYSSTAT 表 V$SESSETA 中当前每个统计的全面的系统值 

V$THREAD 从控制文件中得到线索信息 

V$TIMER 以百分之一秒为单位的当前时间 

V$TRANSACTION 有关事务的信息 

V$TYPE_SIZE 各种数据库成分的大小 

V$VERSION ORACLE Server 中核心库成员的版本号，每个成员一行 

V$WAITSTAT 块竞争统计，当时间统计可能时，才能更新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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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SQL 语言运算符与函数 

表 1  各种运算符 

运算符 含  义 

＝ 相等 

！＝或＜＞ 不等于 

＞ 大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 

＜＝ 小于等于 

IN(列表) 等于列表中的任意值 

BETWEEN 值 1 AND 值 2 大于等于值 1 并且小于等于值 2 

LIKE％或－ 模式匹配。“％”匹配 0 个或任意个字符，“－”匹配一个字符 

IS NULL 空值 

IS NOT NULL 非空值 

NOT 逻辑非 

AND 逻辑与 

OR 逻辑或 

 

表 2  字符函数列表 

函数 功能 注释 

ASCII(char) 
计算 char 的第一个字符的

ASCII 值或 EBCDIC 码值 
函数返回值取决于计算机系统采用的字符 

CHAR(n) 
计算ASCⅡ码值或EBCDIC码

值是 n 的字符 

函数 n 依赖于计算机系统采用的字符集，n 的取

值为 0～127 或 0～254 之间 

INITCAP(char) 

将 char 串口的每个单词的首字

母变成大写，其余字母变为小

写 

单词之间用数字、空格、逗号、顿号、冒号、分

号、句号、1、@、#、$等字符分隔 

INSTR(char1,char[,m[,
n]]) 

求 char1 中从 m 位置起 char2

第 n 次出现的位置 

m,n 缺省值为 1，当＞0 时，表示从 char1 的首

部起始(从左向右)正向搜索；n＜0 时，表示从

char1 的尾部起始（从右向左）反向搜索 

LENGTH(char) 计算字符串 char 的长度  

LOWER(char) 将 char 中所有的字母改成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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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AD(char1,n[,char2]) 
从左侧用 char2 补齐 char1 至

长度 n 

char2 省略时，用空格填充，n＜char1 的长度时，

表示截取 char1 从左至右侧 n 个字符 

RPAD(char1,n[,char2]) 
从右侧用 char2 补齐 char1 至

长度 n 

char2 省略时，用空格填充，n＜char1 的长度时，

表示截取 char1 右侧 n 个符 

LTRIM(char[,SET]) 

把 char1 中最左侧的若干个字

符去掉，以使其首字符不在

SET 中 

SET 表示单个字符组在的字符集合。SET 若被省

略时，表示截取 char 左边的前置空格 

RTRIM(char[,SET]) 

把 char 中最右侧的若干个字符

去掉，以使其尾字符不在 SET

中 

SET 表示单个字符组成的字符集合。SET 若被省

略时，表示截取 char 右边的后置空格 

REPLACE(char1,char2
[,char3] 

将 char1 中出现的所有 char2

用 char3 来代替 

char2 和 char3 同时被省略时，函数返回 NULL，

仅 char3 省略时，则表示删除 char1 中出现的所

有 char2 

SOUNDEX(char) 
求与 char 中一个或多个单词发

音相同的字符串 
 

SUBSTR(char,m[,n]) 
返回 char 中第 m 个字符起始 n

个字符长的子串 

n 省略时，表示截取 char 中第 m 个字符后的子

串 

TRANSLATE(char1,fro
m,to) 

将 from 字符集转换为 to 字符

集，char 中以 from 表达的字符

用 to 中相对应的字符所代替 

 

UPPER(char) 将 char 中所有的字母改变大写  

 

表 3  数值函数列表 

函数 功能 注释 

ABS(n) 计算 n 的绝对值 

允许是数值型常数、数值型列名、包含一个有效

数值的文字串或包含一个有效数值的字符型列

名 

CELL(n) 计算大于或等于 n 的最小整数 数学中的向上取整运算 

FLOOR(n) 计算大于或等于 n 的最大整数 数学中的向下取整运算 

MOD(m,n) 
计算 m 除以 n 的余数 n＝0 时，

返回 m 
MOD(m,1)＝0 说明 m 是一个整数 

POWER(m,n) 

ROUND(m,[,n]) 

计算 m 的 n 次方，n＞0 时，将

m 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右边 n 位 n

＜0 时，将 m 四舍五入到小数点

左边 n 位 

n 要求为整数，否则出错 n＝0 或 n 被省略表示

对 m 进行取整 

SIGN(n) 判断 n 的正负 
如果 n＞0，函数返回 1；n＝0，函数反加 0，n

＜0，函数反回 

SQRT(n) 

TRUNC(m,[,n]) 

计算 n 的平方根，n＞0 时，将 m

小数点右边 n 位截断；n＜0 时，

将m小数点左边的n位后各位截

断，并添加 n 个 0 

n＜0 时，函数返回 NULLn＝0 或 n 被省略表示

对 m 进行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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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日期函数列表 

函数 功能 注释 

ADD_MONTHS(d,n) 计算 d 加上 n 个月的日期 
n 要求为整数，n＞0 时，返回 d 之后 n 个月的日期；

n＜0 时，返回 d 之前 n 个月的日期 

LAST_DAY(d) 
计算d所在月份最后一天的

日期 
用来确定给定月份中的天数 

MONTHS_BETWEEN 

(d1,d2) 

计算d1和d2之间相隔的月

数 

返加结果＞0 时，表示 d1 晚于 d2；返回结果＜0 时，

表示 d1 早于 d2 

NEXT_DAY(d,s) 
计算晚于 d的第一个 s的日

期 

s 要求是’Sunday’，’Monday’， 

’Tuesday’，’Wednesday’，’Thursday’， 

’Friday’或’Saturday’ 

SYSDATE 求系统当前日期和时间  

 

表 5  聚组函数列表 

函 数 功 能 

AVG(e) 计算一组行中 e 值的平均值 

COUNT(e) 计算一组行中 e 值为非空值的行数 

COUNT(*) 计算表中的行数(包括重复值和空值) 

MAX(e) 计算一组行中 e 值的最大值 

MIN(e) 计算一组行中 e 值的最小值 

STDDEV(e) 计算一组行中 e 值的标准差 

SUM(e) 计算一组行中 e 值的总和 

VARIANCE(e) 计算一组行中 e 值的方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