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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CHECKPOINT

COMMENT

COMMIT

CREATE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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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SPACE

CREATE USER

CREATE VIEW

DECLARE

DIS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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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EXTERNAL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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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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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DEX

ROLLBACK

ROLLBACK TO SAVEPOINT

SAVEPOINT

SELECT

SELECT INTO

SET

SET ROLE

SET TRANSACTION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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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管理集群

创建集群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8 15:23:20

本文为您介绍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控制台创建集群的操作。

1. 进入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控制台 ，在控制台选择集群列表。

2. 单击新建进入购买页，根据需求输入参数信息。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计费模式：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                              

地域：目前支持广州、上海、北京、新加坡地域。     

可用区：不同可用区不互通。        

网络：选择希望连接到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的 VPC 网络以及子网信息，可在 私有网络  进行查询或规划。如需要其他子网或者外网能够访问，请参见 

申请外网地址  及 创建 IP 白名单 。 

集群名称 ：用来对不同的集群进行区分。

集群版本：集群的支持版本。

节点类型：目前支持 nc.large、nc.4xlarge、nc2.large、nc2.4xlarge、ns.large、ns2.large 六种规格，详细信息请参见 计费概述 。  

节点数量 ：支持2 - 50个节点，一般要求大于等于2个计算节点，最多50个节点。                               

数据库端口：5436，目前无法修改。    

用户名：使用该用户名来登录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集群管理者账号，创建后不能改名。 

密码：连接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需要使用的登录密码，可在控制台修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pc/vpc?rid=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314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314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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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完成后，单击立即购买或开通创建集群。

4. 返回集群列表，待集群处于运行中状态时，即可正常使用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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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8 15:46:57

本文为您介绍通过控制台修改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的基本信息、计费模式，以及查看集群的性能监控、实时查询、历史查询、事件监控。

登录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控制台 ，单击 集群 ID/名称 进入到集群基础配置页，可对集群名称、网络以及管理用户密码进行设置。

基本信息

注意

网络地址修改后会导致集群访问连接发生变化，需要同步修改调用地址。

计费信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w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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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基础配置页，对集群的计费模式进行修改，将按量计费集群转换为包年包月集群，并设置是否需要自动续费。

在性能监控页面，可以从节点维度和集群维度查看各项指标。

性能监控

实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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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时查询页面，可以查看正在进行的查询，包含运行中、阻塞中、等待执行三个状态。

通过单击终止查询可以终止列表中的查询。

在历史查询页面，可以查看已经完成或被终止的查询。

集群敏感操作事件可在集群详情页的事件监控进行查询。

慢查询

事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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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集群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8 15:52:45

当集群资源计算资源或者存储资源达到瓶颈后，可通过扩容的方式来增加系统资源。

1. 登录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控制台 ，在集群列表的操作列，单击管理进入集群详情页。

2. 单击右上角扩容进入扩容页面，根据需求选择扩容后信息。

3. 确定好扩容数量后，单击确定开始扩容流程。

4. 返回集群列表，扩容中集群状态为扩容中，扩容时间与集群已有数据量有关，扩容成功后，集群状态恢复为运行中。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注意

输入节点数量，该数量为扩容后集群节点数量，节点数量必须大于或等于当前集群节点数量 + 2。修改节点数量时，总容量处的值会根据节点数量动态

变化。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w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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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IP 白黑名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02:04

除使用指定子网中的 CVM 进行访问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方式外，如需通过其他子网中的 CVM 或者外网机器访问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

时，需要将这些 IP 地址加入到白名单中。 

添加 IP 白名单时，指定了某个网段，但想要禁止该网段中的某个或某几个 IP 地址访问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可以通过额外添加 IP 黑名单完成。

使用 IP 白名单之前，需确定已经申请了集群外网地址，否则即使加入白名单中，也无法使用指定子网 CVM 以外的机器访问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

1. 在集群列表单击管理进入集群详情页。

2. 选择配置 > 访问白名单页面。

3. 单击新建白名单，根据需要输入 IP、用户名、数据库名和 CIDR 地址。 

4. 单击确认后，将会把 CIDR 指定的地址段添加到白名单中，添加成功后，在该地址或者网络段的主机都能访问到该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

1. 选择配置 > 访问黑名单页面。

2. 单击新建黑名单，根据需要输入 IP、用户名、数据库名和 CIDR 地址。

3. 单击确认后，将会把 CIDR 指定的地址段添加到黑名单中，添加成功后，在该地址或者网络段的主机无法访问到该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

操作场景

注意

黑名单的优先级高于白名单。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管理 IP 白名单

说明

当不需要某个 IP 白名单时，在白名单列表中，选中对应地址单击删除即可。

管理 IP 黑名单

说明

当要解除对某个 IP 或地址段的禁止访问时，在黑名单列表中，选中对应地址单击删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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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外网地址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0 16:18:52

1. 在集群列表单击管理进入集群详情页。

2. 选择基础配置页面，单击申请外网地址，将会生成一个能够访问此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的外网地址。 

操作场景

注意

申请外网地址，只是表明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能够提供外网地址访问的能力，但具体要访问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的外网 IP 需要通

过 IP 白名单  进行添加。

操作步骤

说明

当不需要使用外网地址时，单击释放外网地址删除外网地址。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3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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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源队列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9 11:24:59

在使用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的过程中，单个复杂查询可能会消耗过多资源，会影响其他用户的查询或者计算，当需要对单个用户或者查询语句进行系统资源

消耗限制时，可以使用资源队列进行限制。

1. 登录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控制台 ，在集群列表单击管理，进入集群详情页。

2. 选择配置 > 资源队列，单击新建资源队列，配置各项参数值，各参数值的具体作用可参考 Greenplum 资源队列  。

3. 单击确认，资源队列创建后，查询时可指定资源队列对资源进行限制。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wpg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369185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 共189页

销毁集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02:48

当您不再需要按量计费集群时，可以通过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控制台  删除集群。包年包月集群的退还请参考 退费说明 。

1. 在集群列表单击管理，进入集群详情页。 

2. 在右上角单击销毁，进入销毁页。

3. 单击确认，按量计费集群将进入删除中状态。

操作场景

注意

集群删除后将直接删除所有数据，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注意

按量计费和包年包月集群，销毁页面不同。

按量计费直接确认是否销毁，一旦确认，则启动销毁流程，一经销毁，数据将无法找回。

包年包月集群的销毁会进入订单退费页面，退费确认后，将开始集群的隔离操作，集群隔离后保留7天，7天后销毁数据，在此期间可以通过续费操

作进行恢复，但该操作只能进行一次。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wp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3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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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数据仓库

连接数据库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01:50

默认情况下仅支持同一 VPC 子网下的 CVM 服务器对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进行访问；如需支持公网直接访问数据仓库集群，请申请 外网地址 。

您在创建好数据仓库集群，开始使用数据库服务前，需要使用数据库客户端连接到数据库。请参考以下指导，使用 psql 客户端工具连接数据库。 

1. 获取集群访问地址：通过集群 JDBC URL 中的 IP 和端口连接数据库。

2. 连接到集群数据库：安装客户端并连接集群数据库。

1. 已获取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的数据库管理员密码。数据库管理员密码为开始创建集群时设置的管理员账号密码。

2. 已获取创建好的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的访问 IP、端口以及 VPC 和子网。

选择对应的集群，详细信息如图所示，获取 VPC 网络：vpc-aejsd98p，子网：subnet-83knqldq。链接 Snova 的 IP 为10.0.6.10，端口为5432，登录

帐户为 lambuser。 

在获取的 VPC 网络：vpc-aejsd98p，子网：subnet-83knqldq 中选择一台 CVM 服务器（如果不存在，则购买一台即可）。登录该服务器，执行以下命

令，即可安装 PostgreSQL 客户端。

执行下面的 SQL 命令，然后输入创建集群时输入的密码，即可登录成功。

需要获取 PostgresSQL 官方提供的 JDBC， 下载地址 。

或者在 pom.xml 文件中添加如下配置：

前提条件

获取集群访问地址和本地网络

命令行连接到集群数据库

yum install -y postgresql.x86_64

psql –h10.0.6.10  –p5432  –dpostgres  –Ulambuser

JDBC 连接数据库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groupId>org.postgresql</groupId>

            <artifactId>postgresql</artifactId>

            <version>42.2.2</version>

        </dependenc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31443
https://jdbc.postgresql.org/?spm=a2c4g.11186623.2.11.qEjV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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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cies>

示例代码

package com.qcloud.snova_conn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

import java.sql.Connection

import java.sql.DriverManager

import java.sql.PreparedStatement

import java.sql.ResultSet

import java.sql.ResultSetMetaData

import java.sql.Statement

import java.sql.Timestamp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util.Properties

import java.sql.Connection   

import java.sql.ResultSet   

import java.sql.SQLException   

import com.yammer.metrics.core.Meter

public class SnovaConn 

    /*

     * args: vip vport user pwd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throws ClassNotFoundException, SQLException 

        if args.length < 4

                 System.out.println "args err"

                 return

        

        String vip =  args 0

        String vport =  args 1

        String userName =  args 2

        String userPwd =  args 3

        System.out.printf "vip:%s, vport:%s, userName:%s, userPwd:%s\n",vip, vport, userName, userPwd

        String jdbcUrl = "jdbc:postgresql://" + vip+":"+vport+"/maxluo"

        System.out.printf "jdbcUrl:%s \n",jdbcUrl

        Class.forName "org.postgresql.Driver"   

        Connection snova =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 jdbcUrl,userName,userPwd   

        Statement st = snova.createStatement   

        ResultSet rs = st.executeQuery "select * from test;"   

        while rs.next    

                System.out.print rs.getString 1   

                System.out.print "\n"   

          

        rs.close   

        st.clo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m.xml 配置

<project xmlns="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http://maven.apache.org/xsd/maven-4.0.0.xsd">

<modelVersion>4.0.0</modelVersion>

<groupId>com.qcloud</grou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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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actId>snova-conn</artifactId>

<version>0.0.1-SNAPSHOT</version>

<packaging>jar</packaging>

<name>snova-conn</name>

<url>http://maven.apache.org</url>

<properties>

    <project.build.sourceEncoding>UTF-8</project.build.sourceEncoding>

    <project.reporting.outputEncoding>UTF-8</project.reporting.outputEncoding>

    <maven.compiler.source>1.8</maven.compiler.source>

    <maven.compiler.target>1.8</maven.compiler.target>

</properties>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groupId>mysql</groupId>

        <artifactId>mysql-connector-java</artifactId>

        <version>5.1.40</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postgresql</groupId>

        <artifactId>postgresql</artifactId>

        <version>42.2.2</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om.microsoft.sqlserver</groupId>

        <artifactId>mssql-jdbc</artifactId>

        <version>6.4.0.jre8</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om.yammer.metrics</groupId>

        <artifactId>metrics-core</artifactId>

        <version>2.2.0</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h.qos.logback</groupId>

        <artifactId>logback-classic</artifactId>

        <version>1.1.9</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build>

    <plugins>

        <plugin>

            <artifactId>maven-assembly-plugin</artifactId>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Refs>

                <descriptorRef>jar-with-dependencies</descriptorRef>

                </descriptorRefs>

                </configuration>

            <executions>

                <execution>

                <id>make-assembly</id>

                <phase>package</phase>

                <goals>

                <goal>single</goal>

                </goals>

                </execution>

            </executions>

        </plugin>

        <plugin>

            <groupId>org.apache.maven.plugins</groupId>

            <artifactId>maven-jar-plugin</artifa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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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采用 Maven 打包生成 jar 文件，并把该 jar 包上传至 CVM 服务器（该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所在 VPC 子网中的任意一台 CVM 均可）。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jdk。 

执行命令：

通过命令行方式建立数据库和数据表，并插入一定量的数据。

            <configuration>

                <excludes>

                    <exclude>*.properties</exclude>

                    <exclude>*.xml</exclude>

                    <exclude>*.json</exclude>

                    <exclude>*.sh</exclude>

                </excludes>

            </configuration>

        </plugin>

        <plugin>

            <groupId>org.apache.maven.plugins</groupId>

            <artifactId>maven-dependency-plugin</artifactId>

            <executions>

                <execution>

                    <id>copy-dependencies</id>

                    <phase>package</phase>

                    <goals>

                        <goal>copy-dependencies</goal>

                    </goals>

                    <configuration>

                        <type>jar</type>

                        <includeTypes>jar</includeTypes>

                        <outputDirectory>

                            ${project.build.directory}/lib

                        </outputDirectory>

                    </configuration>

                </execution>

            </executions>

        </plugin>

    </plugins>

</build>

</project>

yum install java

java –cp  snova-conn-0.0.1-SNAPSHOT-jar-with-dependencies.jar  com.qcloud.snova_conn.SnovaConn  10.0.8.5  5436   lambuser  

注意

VIP 和端口分别为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链接地址，用户名和密码分别是创建集群时填写的信息，具体获取方式见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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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结果如下，可以读取到事先建立的数据库 maxluo 中表 test 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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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户权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01:36

在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中使用 roles 来对数据库的访问权限进行管理，角色（roles）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 users 与 groups 两部分,一个 role 可以是数

据库普通用户，即 user，也可以是数据库的用户组，即 group。角色可以拥有数据库对象（例如表、视图等），并且可以将这些对象的访问权限分配给其他角

色。 

集群创建时，会提示用户设置初始用户名和密码，这个初始用户为“管理员用户”，该用户拥有创建用户、创建数据库、登录的权限。集群创建完成后，可以使

用“管理员用户”连接数据库，一般地，管理员用户拥有最大化的权限，也意味着这个账号要被尽量少的人使用，因此您可以使用管理员用户创建其他用户，并为

这些用户授予所需要的权限，具体授权参考 用户组  与 对象权限管理 。您也可以创建数据库以及其他对象，参考 定义数据库 。登录数据库可以参考 连接数据

库 。

role 分为用户 user 和用户组 group，通常 user 级别的 role（后面统称 user）具有能够登录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数据库并初始化一个会话的权限，因

此，在建立一个 user 时，必须为其赋予 LOGIN 的权限。例如：

通过上述操作，创建了一个具有 LOGIN 权限的 user，通过这个 user，可以对数据库进行连接。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对用户的访问管理除了 LOGIN 权

限外，还有以下其他权限，可以在使用 CREATE ROLE 语句创建角色时对其所能拥有的权限进行授权。

除了在创建用户时能够对其进行权限授予，还能在创建完成后通过 ALTER ROLE 语法对其进行权限的重新赋予。例如：

group，即用户组，是一种特殊的 role，没有赋予 LOGIN 权限，group 通常被设定为经常搭配使用的权限组合，权限可以被作为一个整体授予给某个用户或者

从某个用户处取消。

您可以通过使用以下语句来创建一个被授予权限组合的角色，即 group。

角色概述

创建用户

CREATE role jsmith with LOGIN;

权限取值 作用 默认值

SUPERUSER  &Iota; NOSUPERUSER 超级用户权限，只有超级用户才能创建其他的超级用户 NOSUPERUSER

CREATEDB &Iota; NOCREATEDB 创建数据库的权限 NOCREATEDB

CREATEROLE &Iota; NOCREATEROLE 创建和管理角色 NOCREATEROLE

INHERIT &Iota; NOINHERIT 决定了用户继承所属 group 的权限 INHERIT

LOGIN &Iota; NOLOGIN
连接登录数据库的权限，一般用户拥有该权限，用户组无该

权限
NOLOGIN

CONNECTION LIMIT 限制能够并发连接数据库的连接数，-1表示无限制 -1

CREATEEXTTABLE &Iota; 

NOCREATEEXTTABLE
创建外表的权限

NOCREATEEXTTABL

E

PASSWORD 创建用户时设置密码 无

VALID UNTIL 'timestamp' 密码的到期时间 无

RESOURCE QUEUE 'name' 用户连接后，建立的查询被安排到的资源队列名 pg_default

ALTER role jsmith with CREATEROLE;

用户组

Create role, Create DB, Cannot log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200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20064#.E8.BF.9E.E6.8E.A5.E6.95.B0.E6.8D.AE.E5.BA.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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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很方便地通过 GRANT TO 或者 REVOKE FROM 语句建立或者取消其他用户与该用户组的从属关系，拥有从属关系的用户会从这个用户组继承权

限。

当一个对象（例如 database、table、schema、function 等）被创建时，必然会有一个归属者，这个归属者一般为执行创建对象语句的用户。初始时，只有

归属者对这个对象拥有所有的操作权限。例如：

我们可以通过上述语句，将 test 的 INSERT 权限授予 jsmith 用户，同样也可以通过 REVOKE FROM 取消。

同样，也可以通过 REASSIGN OWNED 语句将归属于某个用户的所有对象转移给别的用户，例如：

由于归属于超级用户的对象不能转移给别的用户，因为有属于系统的对象归属于这个超级对象，因此我们需要使用非超级用户建立一个表。

完成对象从 jsmith 到 lambuser 归属权的转移。

GRANT TO 语句示例：

用户 jsmith 归属于用户组 manager。

REVOKE FROM 语句示例：

将用户 jsmith 归属于用户组 manager 的关系取消。

对象权限管理

GRANT INSERT ON test TO  jsmith;

SET ROLE jsmith    //切换到jsmith用户

CREATE TABLE jsmithtest age int, id int  //创建新的表

SET ROLE gpadmincloud         //切回到超级用户

reassign owned by jsmith to lambuser    //将归属于jsmith的对象都转移给lambuser。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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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数据库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4:58:00

在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中，您可以创建自己的数据库对象。

1. 若想要创建自己使用的数据库，首先需要参照 管理用户权限  中的方式创建用户并授权、登录，然后使用 CREATE DATABASE 语句进行数据库的创建，但

是在创建数据库之前，必须保证登录的用户拥有 CRAETEROLE 的权限，权限问题参见 管理用户权限 。创建数据库示例如下：

通过 \l 可以列举出所有的数据库。

2. 在创建数据库的过程中，往往会选择一个数据库模板对新数据库进行创建，默认的数据库模板为空。若模板数据库中有任何对象，则新创建的数据库中也会有

相应的对象，也可以指定模板创建。例如，先在 test 中使用下列语句创建一个表。 

然后以 test 为模板创建数据库 test2。

切换到 test2 可以看到，test2 中也有 ttable，因此 template1 中尽量不要创建任何对象，否则以 template1 为模板创建出来的数据库会创建相应的对

象，可以通过 \d 查看选中数据库中的所有表。 

3. 可以通过 \l 来列出所有的数据库。 

4. 可以通过 DROP DATABASE 删除数据库，进行删除操作时，必须确保登录的用户为超级用户或者是具有删除数据库权限的普通用户，并且，只有当该数据

库的连接数为0时才能被删除。例如： 

可以看到当用户选择 test2 时，这时 test2 的连接数必然大于等于1，切换到 test 后，才能正常删除 test2。

数据库创建与管理

CREATE DATABASE test;

create table ttable age int, id int( );

CREATE DATABASE test2 TEMPLATE test;

模式创建与管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200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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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中，模式 Schema 作为一个逻辑概念，是为了对数据库空间进行更加详细的划分而存在的，每个数据库在建立时拥有一个名为 

public 的模式。在一个数据库中，不能创建同名的表，但是如果选择在不同的 schema 中创建同名的表，则是被允许的，数据库系统是以 

database.schema.table 的形式来标识一个表的，此外，不同的数据库下可以创建同名的 schema。

1. 创建模式。

2. 指定模式创建对象。

创建表、函数等对象时，可以加上模式前缀来表示在不同模式下创建对象，不加时则默认表示在 public 下创建，例如：

3. 设置模式的优先级。

设置了数据库 test 的 testschema 为 public 模式，表示优先级最高的模式为 testschema，不加任何模式前缀时，首先匹配 testschema。

4. 模式的切换。

如果当前处于 testschema 模式，则可以通过该语句将模式切换到 public 下面。

5. 删除模式。

1. 设置表与列约束。

2. 数据分布策略。

对于分布式数据库仓库来说，每个节点中存储的数据量相同时能够获得最好的处理性能。如果数据分布不平衡，那么数据量多的节点将会使用更多的时间去完

成查询过程，从而导致整个查询过程性能的降低。

其中，拥有 PRIMARY KEY 或者 UNIQUE 的列必须指定其中一种数据分布策略，对于没有 PRIMARY KEY 和 UNIQUE 属性的列，将默认以第一列作

为数据分布的参考，默认数据分布策略是哈希分布策略。

CREATE SCHEMA testschema;

CREATE TABLE testschema.test;

ALTER DATABASE test set search_path to testshcema,public;

SET search_path TO public;

DROP SCHEMA testschema;

表创建与管理

CHECK 约束，此约束可以指定某列数据必须满足某个表达式，例如： 

``

CREATE TABLE products (product_no int, name text, price int CHECK(price > 0)); 

``

NOT NULL 约束，此约束可以指定某列数据不能为空，例如：

CREATE TABLE products product_no int NOT NULL, name text NOT NULL, price int CHECK price > 0( ( ));

哈希分布，使用 DISTRIBUTED BY 语法可以在创建表时指定哈希分布的方式，哈希分布的方式会将指定作为哈希分布的所有键进行组合，通过 hash 算法

决定数据分布结果。语句如下：

CREATE TABLE test id int, age int  DISTRIBUTED BY id( ) ( );

随机分布，使用 DISTRIBUTED RANDOMLY 语法可以在创建表时指定为随机分布的方式，顾名思义，通过随机的方式来决定数据分布结果。语句如下：

CREATE TABLE test id int, age int  DISTRIBUTED RANDOMLY( ) ;

视图创建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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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与表不同的是，视图在硬盘上没有实际的数据结构与之对应。

1. 创建视图。

以 ttable 中满足“age=28”这个条件的所有行建立视图 testview。

2. 删除视图。

CREATE VIEW testview AS SELECT * FROM ttable where age=28;

DROP VIEW te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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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数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01:23

1. 插入与列名对应的数据。 

2. 按照表中定义列名顺序插入数据。

3. 一次性插入多条数据。

4. 通过外表导入，详细可以参考 使用外表  查看外表导入的方法。

5. 通过插件从 TencentDB 中导入，详细可以参考 导入外部数据 。

6. 通过 COPY 命令插入。首先您需要登录数据库系统，选定数据库，创建对应的表，然后使用 copy 命令从指定的文件 filename 中以指定的分隔符’,’将数

据插入到 tablename 中。命令如下：

将满足 where 条件的行对应的列的数据更新为指定的值，示例如下：

将满足 where 条件的行删除，示例如下：

删除表中所有数据，示例如下：

按照 访问数据仓库  方法访问数据库后，即可进行数据查询操作。示例如下：

1. 首先进入指定 DB，如下进入 test 数据库。

2. 创建表 test。

3. 插入数据。

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products name, price, product_no  VALUES 'cheese', 99, 1( ) ( );

INSERT INTO products VALUES 2, 'chesse', 99( );

INSERT INTO products VALUES 3, 'a', 1 , 4, 'b', 2 , 5, 'c', 3( ) ( ) ( );

COPY tablename  FROM 'filename'  WITH DELIMITER ','  ;

更新数据

UPDATE products SET price = 10 where product_no = 3;

删除数据

DELETE FROM products where price = 3;

DELETE FROM products;

查询数据

c test\ ;

create table test a1 int(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200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200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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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询数据。 

insert into test values 3 , 4( ) ( );

select * fro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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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告警

告警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6 10:01:16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提供了性能监控面板，用户可以通过性能监控面板来观察集群各节点的运行指标的历史以及当前状态。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提

供了告警通知的功能，以便让用户能够及时感知超过阈值的一些敏感指标，例如各节点的磁盘使用情况。

进入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控制台 ，在集群列表中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详情页。在性能监控中，可以查看集群的各项指标。当有多个节点时，可在节点维

度中选择想要查看的集群节点。

目前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提供了连接数、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网络接收吞吐量、网络输出吞吐量、写入 IOPS、读取 IOPS、磁盘空间使用率、读取

吞吐量、写入吞吐量、读取延时、写入延时等指标。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的告警分为三个类型，分别为集群监控、主节点监控以及计算节点监控。这三种监控告警类型分为三个维度对用户进行告警通知。

进入 云监控控制台 ，在告警管理 > 告警配置 > 告警策略中，单击新建，新增告警策略。新建告警策略时，策略类型可选择为 cdwpg 数据仓库-集群监控、

cdwpg 数据仓库-主节点监控和 cdwpg 数据仓库-计算节点监控。本章以计算节点监控为例。

1. 选择策略类型为 cdwpg 数据仓库-计算节点监控。 

2. 设置告警对象，可通过下拉框自行选择不同分组的计算节点。

背景说明

性能监控

告警接入

新建告警策略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nova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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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触发条件，可通过选择模板或手动配置两种方式。

4. 配置通知模板，可单击选择模板选择已有模板或单击新建模板新建通知模板。

若选择选择模板，可单击新增配置触发条件为每个指标配置告警触发的阈值，一旦该指标达到阈值满足条件后，系统将会向您发送告警信息。同时，也可单击

修改模板修改已有模板。

若选择手动配置，可自行增加需要关注的其他指标，通过设置阈值来为不同的指标设置不同的告警阈值以及告警通知的周期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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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通知模板时，接收对象中配置对告警信息感兴趣或者需要处理告警信息的开发运营相关人员，可选择通过邮件、短信以及微信的方式进行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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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管理

访问管理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4:58:24

访问管理（Cloud Access Management，CAM）是腾讯云提供的 Web 服务，主要用于帮助客户安全管理腾讯云账户下的资源的访问权限。用户可以通过

访问管理创建、管理和销毁用户（组），并使用身份管理和策略管理控制其他用户使用腾讯云资源的权限。

授予访问权限，指的是用户可以决定什么人、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资源、执行具体操作的控制能力组合。因此描述一个访问权限行为，通常包括四个元素：身

份、资源、操作、条件（可选）。

用户申请腾讯云账号时，系统会创建一个用于登录腾讯云服务的主账号身份。腾讯云主账号可通过用户管理功能对具有不同职责的分类用户进行管理。用户类型包

括协作者、消息接收人、子用户和角色等，具体定义可参见 身份管理  和 词汇表 。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的资源是指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访问控制也是针对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进行控制，通常在控制台我们能看到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的标识，示例如下： 

其中 snova-28fg7yl3 就是集群唯一标识，也可以理解为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资源的标识。

集群的操作是指用户在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的控制台进行的操作行为，基本上每一个操作行为都可以映射到一个云 API，例如删除集群，或者查看集群详

细信息，都拥有一个 action 标识，可以在访问控制时针对 action(读,写) 进行访问控制。 

授权时，请务必明确权限范围，需要明确授予指定用户在何种条件下，执行何种操作，访问何种资源的权限。

基本概念

访问授权

访问授权元素说明

腾讯云身份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资源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的操作

最小权限原则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36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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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4:58:56

访问策略可用于授予访问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的权限。访问策略使用基于 JSON 的访问策略语言。您可以通过访问策略语言授权指定委托人

（principal）对指定的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资源执行指定的操作。 

访问策略语言描述了策略的基本元素和用法，有关策略语言的说明可参考 CAM 策略管理 。

访问策略语言包含以下基本意义的元素：

如果没有显式授予（允许）对资源的访问权限，则隐式拒绝访问。同时，也可以显式拒绝（deny）对资源的访问，这样可确保用户无法访问该资源，即使有其他

策略授予了访问权限的情况下也无法访问。下面是指定允许效力的示例：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定义了可在策略中指定一类控制台的操作，指定的操作按照操作性质分为读取部分接口（cdwpg:Describe*）和全部接口

（cdwpg:*）。

指定允许操作的示例如下：

资源（resource）元素描述一个或多个操作对象，如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资源等。所有资源均可采用下述的六段式描述方式。

参数说明如下：

概述

访问策略中的元素

语句（statement）：描述一条或多条权限的详细信息。该元素包括效力、操作、资源、条件等多个其他元素的权限或权限集合。一条策略有且仅有一个语句

元素。

效力（effect）：描述声明产生的结果是“允许”还是“显式拒绝”，包括 allow 和 deny 两种情况。该元素是必填项。

操作（action）：描述允许或拒绝的操作。操作可以是 API（以 name 前缀描述）或者功能集（一组特定的 API，以 permid 前缀描述）。该元素是必填

项。

资源（resource）：描述授权的具体数据。资源是用六段式描述。每款产品的资源定义详情会有所区别。该元素是必填项。

条件（condition）：描述策略生效的约束条件。条件包括操作符、操作键和操作值组成。条件值可包括时间、IP 地址等信息。有些服务允许您在条件中指定

其他值。该元素是选填项。

元素用法

指定效力

"effect" : "allow"

指定操作

"action": 

  "name/cdwpg:Describe*"

[

]

指定资源

qcs:project_id:service_type:region:account:resource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选

qcs 是 qcloud service 的简称，表示是腾讯云的云服务 是

project_id 描述项目信息，仅为了兼容 CAM 早期逻辑，一般不填 否

service_typ

e
这里为 cdwpg 是

region 描述地域信息 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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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的六段式信息：

访问策略语言可使您在授予权限时指定条件。在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场景下主要是用于设置标签鉴权，标签条件只对绑定了该标签的集群生效，标签策略

示例如下：

这个语句含义是策略包含标签 key 为 jing，value 为 jingfdd 的资源。

如下案例中，策略的含义是允许访问 UIN 为1250000000下面的集群 ID 为 snova-jidnshgdsh 的资源，以及绑定了标签键为 testkey，标签值为 

testvalue 的资源。

account 描述资源拥有者的主账号信息，即主账号 UIN，表示为 uin/${OwnerUin} ，如 uin/100000000001 是

resource 描述具体资源详情，前缀为 cdwpg-instance 是

"resource": "qcs::cdwpg:ap-guangzhou:uin/100000000001:cdwpg-instance/snova-73jingds"[ ]

指定条件

 "condition": 

                "for_any_value:string_equal": 

                    "qcs:tag": 

                        "jing&jingfdd"

                    

                

            

{

{

[

]

}

}

实际案例

   "version": "2.0"

    "statement": 

        

            "action": 

                "name/cdwpg:Describe*"

            

            "condition": 

               "for_any_value:string_equal": 

                    "qcs:tag": 

                        "testkey&testvalue"

                    

                

            

            "effect": "allow"

            "resource": 

                "qcs::cdwpg:ap-guangzhou:uin/1250000000:cdwpg-instance/snova-jidnshgdsh"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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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授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4:58:44

为了方便用户授权子账号资源，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提前设置了两条预设策略，进入 访问管理  控制台，在页面右上角搜索框中搜索“CDWPG”，可看

到如下两条策略：  

如果预设策略无法满足需求，可单击新建自定义策略创建自定义策略。

创建自定义策略的方法可参考 策略设置 。

已设置好的策略可以通过关联用户组或者子用户来授予权限。

资源级权限指的是能够指定用户对哪些资源具有执行操作的能力。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部分支持资源级权限，即表示针对支持资源级权限的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操作，您可以控制何时允许用户执行操作或是允许用户使用特定资源。访问管理 CAM 中可授权的资源类型如下：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预设策略管理

策略 说明

QcloudCDWPGFullAccess 授予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管理的完整权限

QcloudCDWPGReadOnlyAccess 授予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管理的只读权限

设置让用户拥有创建和管理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实例的权限，可对此用户使用名称为 QcloudCDWPGFullAccess 的策略。

设置让用户只拥有查询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及相关资源（私有网络、安全组、Monitor）的权限，但不允许该用户拥有创建、删除和修改等操作的

权限，可对此用户使用名称为 QcloudCDWPGReadOnlyAccess 的策略。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自定义策略

策略授权

自定义策略可授权资源类型

资源类型 授权策略中的资源描述方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polic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47410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4 共189页

下表将介绍当前支持资源级权限的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API 操作，设置策略时，action 填入 API 操作名称就可以对单独 API 进行控制，设置 action 也

可以使用*作为通配符。

支持资源级授权的 API 列表

不支持资源级授权的 API 列表

针对不支持资源级权限的云数据仓库 API 操作，您仍可以向用户授予使用该操作的权限，但策略语句的资源（resource）元素必须指定为*。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qcs::cdwpg:$region:$account:cdwpg-instance/*

qcs::cdwpg:$region:$account:cdwpg-instance/$clusterId

API 操作 资源路径

ModifyClusterSize 修改集群节点数

DescribeClusters 获取集群详细信息

DescribeRealtimeQuery 获取集群实时查询详细信息

DescribeHistoryQuery 获取集群历史查询详细信息

AbortQuery 终止集群查询

DescribeRealtimeQueries 获取集群实时查询列表

DescribeGpStatus 获取集群数据库状态

RebootCluster 重启集群

DescribeClusterStatus 获取集群状态

ModifyClusterSubnet 修改集群子网

DescribeHistoryQueries 获取集群历史查询列表

DeleteCluster 删除集群

ModifyClusterUserPassword 重新设置集群密码

ModifyClusterBasic 修改集群名称

DescribeClustersStatistics 获取集群列表数量

DescribeVpcLinks 获取集群私有访问链接

CreateVpcLink 创建私有网络访问连接

DeleteVpcLink 删除私有网络访问连接

ExpandClusterSize 扩容集群大小

DescribeHbaConfigList 获取集群访问地址白名单

SetHbaConfigList 修改集群访问地址白名单

DescribeClusterResourceQueueList 查询数据库集群资源队列列表

DescribeClustersLimit 查询数据库集群资源限制配置

HandlerResourceQueue 操作数据库资源队列

AdminClusterOutnetAddres 管理外网访问地址

DescribeClustersNodesInfo 获取集群节点信息

API 操作 API 描述

DescribeNodeConfigInfo 获取机型节点规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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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Events 获取所有集群事件信息

CreateCluster 创建集群

DescribeDbStatus 获取数据库状态

DescribeZones 获取可选购买区域

DescribeSegNodeMaxCount 查询计算节点最大个数

DescribeClusterExtend 获取所有集群运维信息

DescribeResidual 获取区域资源状态

DescribeSpecResidual 查询特定规格是否售罄

DescribeZonesResource 获取可用区资源信息

DescribeValidRegionAndZones 获取有效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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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参考

数据类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6 14:59:04

数据库有丰富的本地数据类型集供用户使用。用户还可以使用 CREATE TYPE 命令定义新的数据类型。该引用显示所有的内置数据类型。

名称 别名 尺寸 范围 描述

bigint int8 8bytes
[-9223372036854775808，

9223372036854775807]
大范围整数

bigserial serial8 8bytes [1，9223372036854775807] 大的自动增量整数

bit [ (n)] - n bits [bit string constant] 固定长度位串

bit varying [ (n) ] varbit

actual   

number of 

bits

[bit   string constant] 可变长度位串

boolean bool 1byte true/false,   t/f, yes/no, y/n, 1/0 逻辑布尔（true / false）

box - 32bytes ((x1,y1),(x2,y2))
平面中的矩形框，分配键列中不

允许

bytea -
1 byte + 

binary string
sequence   of [octets] 可变长度二进制字符串

character [ (n) ]
char   [ (n) 

]
1byte + n strings up to n characters in length 定长的空白填充

character  varying [ (n)]
varchar   [ 

(n) ]

1byte + 

string size
strings up to n characters in length 受限的可变长度

cidr - 12 - 24bytes - IPv4 和 IPv6 网络

circle - 24bytes <(x,y),r>   (center and radius) 平面的圆，不允许在分配键列中

date - 4bytes [4713 BC，294,277 AD] 日历日期（年，月，日）

decimal [ (p, s)]
numeric   [ 

(p, s) ]
variable no   limit 用户指定的精度，精确

double   precision
float8   

float
8bytes 15   decimal digits precision 可变精度，不精确

inet -
12  or 24 

bytes
- IPv4 或 IPv6 网络地址

integer int,   int4 4 bytes [-2147483648，+2147483647] 通常选择整数类型

interval   [ (p) ] - 12 bytes
[-178000000 years，178000000 

years]
时间跨度

json -
1 byte + json 

size
json   of any length 不受限制的可变长度

lseg - 32 bytes ((x1,y1),(x2,y2))
平面中的线段，分配键列中不允

许

macaddr - 6 bytes - MAC 地址

money - 8 bytes
[-92233720368547758.08，+9223

3720368547758.07]
货币金额

path - 16+16n  [(x1,y1),...] 平面上的几何路径，分布关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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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s 中不允许

point - 16 bytes (x,y)
平面上的几何点，分布关键列中

不允许

polygon -
40+16n  

bytes
((x1,y1),...)

在平面中封闭的几何路径，分配

关键列中不允许

real float4 4 bytes 6   decimal digits precision 可变精度，不准确

serial serial4 4 bytes [1，2147483647] 自动增量整数

smallint int2 2 bytes [-32768，+32767] 小范围整数

text[1] -
1 byte + 

string size
strings   of any length 变量无限长

time   [ (p) ] [ without 

time zone ]
- 8 bytes

[00:00:00[.000000]，

24:00:00[.000000]]
时间只有一天

time   [ (p) ] with time 

zone
timetz 12bytes [00:00:00+1359，24:00:00-1359] 时间只有一天，带时区

timestamp   [ (p) ] [ 

without time zone ]
- 8 bytes [4713  BC，294,277 AD] 日期和时间

timestamp   [ (p) ] with 

time zone

timestamp

tz
8 bytes [4713  BC，294,277 AD] 日期和时间，带时区

uuid - 32 bytes -

根据 RFC 4122，ISO / IEC 

9834-8：2005的通用唯一标

识符

xml[1] -
1 byte + xml 
size

xml   of any length 变量无限长

txid_snapshot - - - 用户级事务 ID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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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与宏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2 17:48:35

参数 功能 相关 SQL 语句

CURRENT_CATALOG 当前数据库 SELECT CURRENT_CATALOG;

CURRENT_ROLE 当前用户 SELECT    CURRENT_ROLE;

CURRENT_SCHEMA 当前数据库模式 SELECT   CURRENT_SCHEMA;

CURRENT_USER 当前用户 SELECT   CURRENT_USER;

LOCALTIMESTAMP 当前时间 SELECT   LOCALTIMESTAMP;

SESSION_USER 当前系统用户 SELECT   SESSION_USER;

USER 当前用户，与 CURRENT_USER 一致 SELECT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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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和操作符

逻辑操作符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2 17:49:09

常用的逻辑操作符有 AND、OR、NOT，有三个结果值 TRUE、FALSE、NULL。其中 NULL 代表未知值。

a b a AND b a OR b NOT a

TRUE TRUE TRUE TRUE FALSE

TRU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TRUE NULL NULL TRU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NULL FALSE NULL TRUE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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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操作符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2 17:49:18

常用的比较操作符和功能见下表：

操作符 功能

< 小于

> 大于

<= 小于或等于

>= 大于或等于

= 等于

<> 或 != 不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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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函数和操作符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2 17:49:28

这一部分主要是讲字符串的一些操作函数，具体见下列表格。

数据库还提供一些其他的字符串函数，用于支持对字符串的处理，见下面的表格。

函数
返回

值
描述 示例 结果

string || string text 字符串连接 'Post' || 'greSQL'
Postgre

SQL

string || non-string or non-string || 

string
text

字符串和非字符串之间的连

接
'Value: ' || 42

Value: 

42

bit_length(string) int 字符串的 bit 数 bit_length('jose') 32

char_length(string) or 

character_length(string)
int 字符串的字符数 char_length('jose') 4

lower(string) text 转为小写字符 lower('TOM') tom

octet_length(string) int 字符串的字节数 octet_length('jose') 4

overlay(string placing string from int 

[for int])
text 替换子字符串

overlay('Txxxxas' placing 'hom'   

from 2 for 4)
Thomas

position(substring in string) int 子字符串在字符串中的位置 position('om' in 'Thomas') 3

substring(string [from int]   [for int]) text 截取子字符串 substring('Thomas' from 2 for 3) hom

substring(string from pattern) text 正则匹配子字符串 substring('Thomas' from '...$') mas

trim([leading | trailing | both]   

[characters] fromstring)
text 移除子字符串 trim(both 'x' from 'xTomxx') Tom

upper(string) text 转为大写字母 upper('tom') TOM

函数
返回

值
功能 示例 结果

ascii(string) int 获取第一个字符的 ASCII 码 ascii('x') 120

btrim(string text [, 

characters text])
text

从 string 开头和结尾（而非中间）删除只

包含在 characters 里（缺省是空白）的

字符的最长字符串

btrim('xyxtrimyy

x',   'xy')
trim

chr(int) text ASCII 码转字符 chr(65) A

convert(string bytea, 

src_encodingname, 

dest_encoding name)

byte

a
使用指定的转换名字改变编码

convert('text_in

_utf8',   'UTF8', 

'LATIN1')

-

convert_from(string 

bytea,src_encoding name)
text 转换为数据库默认的编码格式

convert_from('te

xt_in_utf8',   

'UTF8')

text_in_utf8represente

d   in the current 

database encoding

convert_to(string text, 

dest_encodingname)

byte

a
转换为编码为某种格式的数据

convert_to('som

e   text', 'UTF8')
-

decode(string text, type 

text)

byte

a
解码函数

decode('MTIzAA

E=',   'base64')
123\000\001

encode(data bytea, type 

text)

text 编码函数 encode(E'123\00

0\001',   'base64')

MTIzA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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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cap(string) text 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小，其余小写
initcap('hi   

THOMAS')
Hi   Thomas

length(string) int 字符串长度 length('jose') 4

length(stringbytea, 

encoding name )
int 指定编码格式的字符串长度

length('jose',   

'UTF8')
4

ltrim(string text [, 

characters text])
text

从 string 开头（而非中间）删除只包含在 

characters 里（缺省是空白）的字符的最

长字符串

ltrim('zzzytrim',   

'xyz')
trim

md5(string) text 计算字符串的 MD5 值 md5('abc')
900150983cd24fb0   

d6963f7d28e17f72

pg_client_encoding()
nam

e
获取客户端的编码格式

pg_client_encod

ing()
SQL_ASCII

regexp_replace(string text, 

patterntext, replacement 

text [, flags text])

text -

regexp_replace(

'Thomas',   '.

[mN]a.', 'M')

ThM

repeat(string text, n int) text 重复 n 次字符串 repeat('Pg',   4) PgPgPgPg

replace(string text, from 

text, totext)
text 替换字符串

replace('abcdefa

bcdef',   'cd', 

'XX')

abXXefabXXef

rtrim(string text [, 

characters text])
text

从 string 结尾（而非中间）删除只包含在 

characters 里（缺省是空白）的字符的最

长字符串

rtrim('trimxxxx',   

'x')
trim

strpos(string, substring) int 获取子串的位置
strpos('high',   

'ig')
2

substr(string, from [, 

count])
text 获取子串

substr('alphabet'

,   3, 2)
ph

to_ascii(string text [, 

encodingtext])
text 转为 ASCII 码格式 to_ascii('Karel') Karel

to_hex(number int or bigint) text 将数字转为16进制
to_hex(2147483

647)
7ff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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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匹配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5:04:11

数据库支持多种模式匹配方式。第一种就是 LIKE 或者 NOT LIKE。

第二种模式匹配是数据库支持的 SIMILAR TO，使用方式和 LIKE 相似，不过支持更多的匹配语法，具体见下表格。

数据库还支持 POSIX 正则表达式，它提供了比 LIKE 和 SIMILAR TO 操作符更强大的函数。POSIX 正则表达式支持的函数如下表格。

LIKE

示例 结果

‘abc’   LIKE ‘abc’ true

‘abc’   LIKE ‘abcz’ false

‘abc’   LIKE ‘a%’ true

‘abc’   LIKE ‘_a_’ false

‘abc’   LIKE ‘a_’ false

‘abc’   LIKE ‘a’ false

SIMILAR TO

语法 描述 示例 结果

| 支持可选的匹配 'abc'   SIMILAR TO '%(b|d|c|e)%' True

* 前一个元素0或者多次重复 'abc'   SIMILAR TO 'abcd*' True

'abc'   SIMILAR TO 'abc*' true - -

'abc'   SIMILAR TO 'ab*' false - -

+ 前一个元素1次或者多次重复 'abc'   SIMILAR TO 'abc+' True

'abc'   SIMILAR TO 'abcc+' false - -

POSIX 正则表达式

函数 功能 示例 结果

substring(string from 

pattern)
从 string 中按照正则 pattern 截取字符串 substring('foobar'   from 'o.b') oob

regexp_replace(source,   

pattern, replacement [, 

flags ])

替换 source 中匹配的字符串
regexp_replace('foobarbaz',   

'b..', 'X')
fooXX

regexp_matches(string,   

pattern [, flags ])

函数返回一个文本数组，该数组由匹配一个 

POSIX 正则表达式模式得到的所有被捕获子串构

成

regexp_matches('foobarbeque

baz',   '(bar)(beque)');
{bar,beque}

regexp_split_to_table(st

ring,   pattern [, flags ])

函数把一个 POSIX 正则表达式模式当作一个定界

符来分离一个串

SELECT   

regexp_split_to_table('the 

quick brown fox jumped', 

E'\\s+') ;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ed

regexp_split_to_array(st

ring,   pattern [, flags ])

和 regexp_split_to_table 类似，是一个正则

表达式分离函数，不过它的结果以一个 text 数组

的形式返回

SELECT   

regexp_split_to_array('the 

quick brown fox jumped', 

E'\\s+');

{the,quick,bro

wn,fox,jum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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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间函数和操作符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0: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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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表格展示了数据库支持的常用日期和时间函数以及操作符。

下面的表格是常用的时间/日期函数。

操作符 示例 结果

+ date   '2001-09-28' + integer '7' date   '2001-10-05'

+ date   '2001-09-28' + interval '1 hour' timestamp   '2001-09-28 01:00:00'

+ date   '2001-09-28' + time '03:00' timestamp   '2001-09-28 03:00:00'

+ interval   '1 day' + interval '1 hour' interval   '1 day 01:00:00'

+ timestamp   '2001-09-28 01:00' + interval '23 hours' timestamp   '2001-09-29 00:00:00'

+ time   '01:00' + interval '3 hours' time   '04:00:00'

- -   interval '23 hours' interval   '-23:00:00'

- date   '2001-10-01' - date '2001-09-28' integer   '3'

- date   '2001-10-01' - integer '7' date   '2001-09-24'

- date   '2001-09-28' - interval '1 hour' timestamp   '2001-09-27 23:00:00'

- time   '05:00' - time '03:00' interval   '02:00:00'

- time   '05:00' - interval '2 hours' time   '03:00:00'

- timestamp   '2001-09-28 23:00' - interval '23 hours' timestamp   '2001-09-28 00:00:00'

- interval   '1 day' - interval '1 hour' interval   '1 day -01:00:00'

- timestamp   '2001-09-29 03:00' - timestamp '2001-09-27 12:00' interval   '1 day 15:00:00'

* 900 * interval   '1 second' interval   '00:15:00'

* 21 *   interval '1 day' interval   '21 days'

* double   precision '3.5' * interval '1 hour' interval   '03:30:00'

/ interval   '1 hour' / double precision '1.5' interval   '00:40:00'

函数 返回值 描述 示例 结果

age(timestamp, 

timestamp)
interval 计算时间差

age(timestamp   '2001-04-10', 

timestamp '1957-06-13')

43   years 9 mons 27 

days

age(timestamp) interval 计算时间差 age(timestamp   '1957-06-13') 43   years 8 mons 3 days

current_date date 现在的日期 select   current_date; 2019-02-18

current_time
time   with time 

zone
现在的一天中的时间 select   current_time; 16:42:59.991189+08

current_timesta

mp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现在的时间戳 select   current_timestamp;

2019-02-18   

16:43:20.167284+08

date_part(text, 

timestamp)

double   

precision

获取时间日期的一部

分值

date_part('hour',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20

date_part(text, 

interval)

double   

precision

获取时间日期的一部

分值

date_part('month',   interval '2 

years 3 months')
3

date_trunc(text, 

timestamp)
timestamp

对日期时间的指定部

分清零

date_trunc('hour',   timestamp 

'2001-02-16 20:38:40')
2001-02-16   20:00:00

extract(field from double   与 date_part 类似 extract(hour   from timestam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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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mp) precision '2001-02-16 20:38:40')

extract(field from 

interval)

double   

precision
与 date_part 类似

extract(month   from interval '2 

years 3 months')
3

localtime time 获取本地时间 select   localtime; 16:56:09.339026

localtimestamp timestamp 本地日期和时间 select   localtimestamp;
2019-02-18   

16:56:42.331012

now()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获取现在时间 select   now();

2019-02-18   

16:56:58.843212+08

timeofday() text 现在日期和时间 select   timeofday();

Mon   Feb 18 

16:57:27.677262 2019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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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函数和操作符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4 10:26:13

数据库支持的几何类型有 point、box、lseg、line、path、polygon、circle，因此数据库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几何函数，具体见下列表格。

几何操作符

操作符 功能描述 示例 结果

+ 转换平移 box   '((0,0),(1,1))' + point '(2.0,0)' (3,1),(2,0)

- 转换平移 box '((0,0),(1,1))'   - point '(2.0,0)' (-1,1),(-2,0)

* 伸展/旋转 box   '((0,0),(1,1))' * point '(2.0,0)' (2,2),(0,0)

/ 伸展/旋转 box   '((0,0),(2,2))' / point '(2.0,0)' (1,1),(0,0)

# 两个图形交接面 box   '((1,-1),(-1,1))' # box '((1,1),(-1,-1))' (1,1),(-1,-1)

@-@ 图形的长度或者周长 @-@ path   '((0,0),(1,0))' 2

@@ 中心 @@   circle '((0,0),10)' (0,0)

## 第一个图形与第二个图形最近的点 point   '(0,0)' ## lseg '((2,0),(0,2))' (1,1)

<-> 图形之间的距离 circle   '((0,0),2)' <-> circle '((4,0),1)' 1

&& 两个图形是否相交 box   '((0,0),(1,2))' && box '((0,0),(2,3))' t

<< 图形1是否严格在图形2的左边 circle   '((0,0),1)' << circle '((5,0),1)' t

>> 图形1是否严格在图形2的右边 circle   '((5,0),1)' >> circle '((0,0),1)' t

&< 图形1的最右边是否不超过图形2的最右边 box   '((0,0),(1,1))' &< box '((0,0),(2,2))' t

&> 图形1的最右边是否不超过图形2的最左边 box   '((0,0),(3,3))' &> box '((0,0),(2,2))' t

<<| 图形1是否严格在图形2下边 box   '((0,0),(2,2))' <<| box '((4,5),(6,6))' t

|>> 图形1是否严格在图形2上边 box '((5,6),(7,7))'   |>> box '((0,0),(4,4))' t

<^ 图形1是否低于图形2（允许接触） box '((5,6),(7,7))'    <^ box '((0,0),(4,4))' f

>^ 图形1是否高于图形2（允许接触） box '((5,6),(7,7))'    >^ box '((0,0),(4,4))' t

?# 相交 lseg   '((-1,0),(1,0))' ?# box '((-2,-2),(2,2))' t

?- 是否水平 ?- lseg   '((-1,0),(1,0))' t

?- 两个图形水平对齐 point   '(1,0)' ?- point '(0,0)' t

?| 是否垂直 ?| lseg   '((-1,0),(1,0))' f

?| 两个图形是否垂直对齐 point   '(1,2)' ?| point '(1,1)' t

?-| 两条线是否垂直 lseg '((0,0),(0,1))'   ?-| lseg '((0,0),(1,0))' t

?|| 两条线是否平行 lseg   '((-1,0),(1,0))' ?|| lseg '((-1,2),(1,2))' t

@> 图形1是否包含图形2 circle   '((0,0),2)' @> circle '((0,0),1)'' t

<@ 图形1是否被图形2包含 point   '(1,1)' <@ circle '((0,0),2)' t

~= 是否相同 polygon   '((0,0),(1,1))' ~= polygon '((1,1),(0,0))' t

几何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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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返回值类型 描述 示例 结果

area(object) double   precision 面积 area(box   '((0,0),(1,2))') 2

center(object) point 中心点 center(box   '((0,0),(1,2))') (0.5,1)

diameter(circle) double   precision 圆的直径 diameter(circle   '((0,0),2.0)') 4

height(box) double   precision 高 height(box   '((0,0),(2,3))') 3

isclosed(path) boolean 图形是否闭合 isclosed(path   '((0,0),(1,1),(2,0))') t

isopen(path) boolean 图形是否开放 isopen(path   '[(0,0),(1,1),(2,0)]') t

length(object) double   precision 图形的长度 length(path   '((-1,0),(1,0))') 2

npoints(path) int 图形的顶点数 npoints(path   '[(0,0),(1,1),(2,0)]') 3

npoints(polygon) int 图形的顶点数 npoints(polygon   '((1,1),(0,0))') 2

radius(circle) double   precision 圆的半径 radius(circle   '((0,0),2.0)') 2

width(box) double   precision 水平长度 width(box   '((0,0),(3,2))') 3

几何类型转换函数

函数
返回值

类型
描述 示例 返回值

box(circle) box 圆转为矩形 box(circle   '((0,0),3.0)')

(2.12132034355964,2.12132034355964),

(-2.12132034355964,-2.12132034355964)   (1 

row)

box(point, 

point)
box 点转为矩形 box(point   '(0,0)', point '(2,2)') (2,2),(0,0)

box(polygon) box
多边形转为矩

形

box(polygon   '((0,0),(1,1),

(2,0))')
(2,1),(0,0)

circle(box) circle 矩形转为圆 circle(box   '((0,0),(2,2))') <(1,1),1.4142135623731>

circle(point, 

double   

precision)

circle
中心和半径转

为圆
circle(point   '(0,0)', 3.0) <(0,0),3>

circle(polygon) circle 多边形转为圆
circle(polygon   '((0,0),(1,1),

(2,0))')

<(1,0.333333333333333),0.924950591148529

>

lseg(box) lseg 矩形转为线段 lseg(box'((-1,0),(1,0))') [(1,0),(-1,0)]

lseg(point, 

point)
lseg 多点转为线段

lseg(point   '(-1,0)', point 

'(1,0)')
[(-1,0),(1,0)]

path(polygon) path
polygon   to 

path

path(polygon   '((0,0),(1,1),

(2,0))')
((0,0),(1,1),(2,0))

point(double   

precision, 

double 

precision)

point
construct   

point
point(23.4,   -44.5) (23.4,-44.5)

point(box) point 图形中心 point(box   '((-1,0),(1,0))') (0,0)

point(circle) point 圆的中心 point(circle   '((0,0),2.0)') (0,0)

point(lseg) point 线段的中心 point(lseg   '((-2,0),(2,0))') (0,0)

point(polygon) point 多边形的中心 point(polygon   '((0,0),(1,1), (1,0.333333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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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olygon(box)
polyg

on

矩形转为四个

点的多边形
polygon(box   '((0,0),(1,1))') ((0,0),(0,1),(1,1),(1,0))

polygon(circle)
polyg

on

圆形转为12个

点的多边形
polygon(circle   '((0,0),2.0)') -

polygon(npts, 

circle)

polyg

on

圆形转为 n 个

点的多边形

polygon(12,   circle 

'((0,0),2.0)')

((-2,0),

(-0.618033988749895,1.90211303259031),

(1.61803398874989,1.17557050458495),

(1.6180339887499,-1.17557050458495),

(-0.618033988749894,-1.90211303259031))

polygon(path)
polyg

on

路径转为多边

形

polygon(path   '((0,0),(1,1),

(2,0))')
((0,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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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操作函数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2 17:57:47

数据库支持序列。序列对象是特殊的单行表，通过 CREATE SEQUENCE 创建，一个序列通常被用于生成唯一的表数据。序列的函数如下表格。例如，创建一

个序列： CREATE SEQUENCE myseq START 101; 。

函数 返回值 描述 结果

nextval('myseq') bigint 序列自增并返回最新的值 101

setval('myseq',102) bigint 重置序列现在的值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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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表达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10 09:47:56

数据库支持 CASE 表达式，和其他语言支持 IF/ELSE 功能一致。

示例：

COALESCE 返回参数中第一个为非 NULL 的值，如果所有参数都为 NULL，则返回 NULL。

NULLIF(value1,value2) 返回值：如果 value1 和 value2 相等，返回 NULL。否则，返回 value1。

这两个函数分别获取一列值中的最大值或者最小值。当所有参数都没有（为 NULL）时，则返回 NULL。

CASE

SELECT a

       CASE WHEN a=1 THEN 'one'

            WHEN a=2 THEN 'two'

            ELSE 'other'

       END

    FROM test

,

;

COALESCE

SELECT COALESCE null 1 2 null         

 coalesce 

----------

       1

( , , , ) ;

NULLIF

GREATEST 和 L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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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函数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2 17:58:07

数据库的聚合函数对一些列的值进行计算得到一个返回值，下列表格中是一些内置聚合函数。

函数 参数类型 返回值类型 描述

avg(expression) 所有数字类型 数值类型 平均值

bit_and(expressio

n)
smallint, int, bigint, bit 与参数一致 所有非空值的位与

bit_or(expression

)
smallint, int, bigint,   bit 与参数一致 所有非空值的位或

bool_and(express

ion)
bool bool 所有值为 true，则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bool_or(expressio

n)
bool bool

存在至少一个值为 true，则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count(*) - bigint 返回行数

count(expression) any bigint 返回表达式值为非 null 的所有总和

every(expression) bool bool 与 bool_and 一致

max(expression) array,numeric,string,   date/time type 与参数一致 输入参数中最大的值

min(expression) array,   numeric, string, date/time type 与参数一致 输入参数中最小的值

sum(expression)
smallint, int, bigint, real, double   

precision,numeric, interval
- 所有输入参数中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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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查询表达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3 09:38:33

数据库还支持子查询表达式，下面列举的子查询返回值为 TRUE/FALSE。

原始表 t1 中数据如下：

EXISTS 的参数是一个 SELECT 语句，或者说子查询。系统对子查询进行运算以判断它是否返回行。如果它至少返回一行，则 EXISTS 结果就为 TRUE；如

果子查询没有返回任何行，EXISTS 的结果是 FALSE。

这个子查询通常只是运行到能判断它是否可以生成至少一行为止，而不是等到全部结束。因此，通常子查询返回结果内容不是我们正在需要关注的，因此通常优化

写法为： ...WHERE EXISTS(SELECT 1 FROM ...) 。

expression IN (subquery)，右边是一个圆括弧括起来的子查询，它必须只返回一个字段。左边表达式对子查询结果的每一行进行一次计算和比较。如果找到

任何相等的子查询行，则 IN 结果为 TRUE。如果没有找到任何相等行，则结果为 FALSE（包括子查询没有返回任何行的情况）。

表达式或子查询行里的 NULL 遵照 SQL 处理布尔值和 NULL 组合时的规则。如果两个行对应的字段都相等且非空，则这两行相等；如果任意对应字段不等且非

空，则这两行不等；否则结果是未知（NULL）。如果每一行的结果都是不等或 NULL，并且至少有一个 NULL，则 IN 的结果是 NULL。

特别注意 NOT IN 的子查询如果存在 NULL 值，则直接返回 FALSE。

expression operator SOME/ANY (subquery)，右边是一个子查询，它必须只返回一个字段值。左边表达式使用 operator 对子查询结果的每一行进行一

次计算和比较，其结果必须是布尔值。如果至少获得一个真值，则 ANY 结果为 TRUE。如果全部获得假值，则结果是 FALSE（包括子查询没有返回任何行的

情况）。SOME 是 ANY 的同义词。IN 与 ANY 可以等效替换。

同 EXISTS 类似，这个与子查询结果的比较通常只是运行到能判断它是 TRUE 为止，而不是等到全部结束。

select * from t1

 a1 

----

  1

  3

  2

;

EXISTS/NOT EXISTS

示例 结果

select   a1 from t1 where EXISTS(select a1 from t1 where a1>2); a1    ----     2     1     3

select   a1 from t1 where EXISTS(select a1 from t1 where a1>3); a1    ----

select   a1 from t1 where EXISTS(select a1 from t1 where a1>1) and 

a1>2;
a1    ----     3

IN/NOT IN

示例 结果

select   * from t1 where a1 in (select a1 from t1 where a1 > 2); a1    ----     3   (1 row)

select   * from t1 where a1 in (4,5,6); a1    ----   (0   rows)

select   * from t1 where a1 in (2,5,6); a1    ----     2   (1 row)

ANY/SOME

示例 结果

select * from t1 where a1 < any(select a1 from t1 where a1 <3); a1    ----     1   (1 row)

select * from t1 where a1 < some(select a1 from t1 where a1 <4); a1    ----     1     2   (2   rows)

select * from t1 where a1 < any(select a1 from t1 where a1 <1); a1    ----   (0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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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perator ALL (subquery)，右边是一个圆括弧括起来的子查询，它必须只返回一个字段。左边表达式使用 operator 对子查询结果的每一行进

行一次计算和比较，其结果必须是布尔值。如果全部获得真值，ALL 结果为 TRUE（包括子查询没有返回任何行的情况）。如果至少获得一个假值，则结果是 

FALSE。

NOT IN 等价于 ALL。

同 EXISTS 类似，这个与子查询结果的比较通常只是运行到能判断它是 FALSE 为止，而不是等到全部结束。

如果子查询为 NULL，则直接返回 TRUE。

ALL

示例 结果

select   * from t1 where a1 < all(select a1 from t1 where a1 <1); a1    ----     1     3     2   (3   rows)

select   * from t1 where a1 < all(select a1 from t1 where a1 >2); a1    ----     2     1   (2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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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值与数组的比较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3 09:39:39

操作符 功能描述 示例 结果

IN 与子查询的 IN 一致 select * from t1 where a1 in (2,5,6);

a1

----

2

(1 row)

NOT IN 与子查询的 NOT IN 一致 select * from t1 where a1 not in (2,5,6);

a1 

----

1

3

(2 rows)

ANY/SOM

E

对比结果至少有一个真值，则返回 TRUE，否则返

回 FALSE

select * from t1 where a1 < 

any(array[1,3]);

a1 

---- 

2

1

(2 rows)

ALL
对比结果都为 TRUE，则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select * from t1 where a1 < 

ALL(array[3]);

a1 

----

2

1

(2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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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函数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3 09:56:02

数据库提供的序列函数，返回多个值，具体见下面表格。

函数
参数

类型
返回类型 描述 示例

generate_series(start, 

stop)
整数 返回一系列值

从 start 开始，自增到 stop 的

一系列值

select * from generate_series(2,4);

generate_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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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3 rows)

generate_series(start, 

stop, step)
整数 返回一系列值

从 start 开始，步长为 step 自

增到 stop 的一系列值

select * from generate_series(5,1,-2);

 generate_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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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1

(3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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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信息函数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3 09:56:11

数据库提供的系统信息函数可以获取会话和系统信息，具体见下面表格。

函数名 返回值 说明

current_database() name 现在的数据库名称

current_schema() name 现在的 schema 名称

current_schemas(boolean) name[] search_path 设置的所有 schema

current_user name 用户

inet_client_addr() inet 当前客户端的地址（远程连接模式下有效）

inet_client_port() int 当前客户端的端口（远程连接模式下有效）

inet_server_addr() inet 接受连接的服务端 IP 地址（远程连接模式下有效）

inet_server_port() int 接受连接的服务端端口（远程连接模式下有效）

pg_postmaster_start_time() timestamp   with time zone 服务器启动时间

session_user name 会话用户名称

user name 等价于 current_user

version() text PostgreSQL 版本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8 共189页

系统管理函数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3 09:56:20

下面是查询和修改运行时配置参数的函数，见下面表格。

数据库对象大小函数

配置设置函数

函数
返回

值
描述 示例 结果

current_setting(setting_n

ame)

tex

t
现在的参数值

SELECT 

current_setting('datestyle');

current_setting      ------

-----------    ISO, MDY

set_config(setting_name, 

new_value, is_local)

tex

t

设置参数值，并返回最

新的值

SELECT 

set_config('log_statement_stats'

, 'off', false);

set_config      ----------

--    off

服务信号函数

函数 返回值 描述

pg_cancel_backend(pi

d int)

boolea

n
取消一个后端的当前查询

pg_reload_conf()
boolea

n
触发重新加载配置文件

pg_rotate_logfile()
boolea

n
滚动服务器的日志文件，只有内置日志收集器的有用，其他的则没用，因为没有管理日志的子进程

函数 返回值 描述 示例 结果

pg_column_

size(any)
int

获取数据的存储空间字

节大小
select   pg_column_size('ddewewe'); 8

pg_databas

e_size(oid)
bigint 指定数据库的大小

select oid,* from pg_database;   

select   pg_database_size(16384);

pg_database_size      --------

----------           127632410

pg_databas

e_size(name

)

bigint 指定数据库的大小
select 

pg_database_size('gpperfmon');
127632410

pg_relation_

size(oid)
bigint

获取指定表或者索引的

大小
select pg_relation_size(17787);

pg_relation_size      ----------

--------     65536

pg_relation_

size(text)
bigint 获取表或者索引的大小 select pg_relation_size('t1');

pg_relation_size      ----------

--------               65536

pg_size_pre

tty(bigint)
text

字节数转为格式化的大

小
select pg_size_pretty(122212121);

pg_size_pretty      -----------

-----    117 MB

pg_tablespa

ce_size(oid)
bigint 获取指定表空间的大小

select oid,* from pg_tablespace ;   

select   pg_tablespace_size(1663);

pg_tablespace_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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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75170

pg_tablespa

ce_size(nam

e)

bigint 获取指定表空间的大小
select 

pg_tablespace_size('pg_default');

pg_tablespace_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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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75170

pg_total_rel

ation_size(oi

d)

bigint
指定表所占的包括索引

和数据的磁盘空间

select oid,relname from pg_class 

where relname='t1';   select   

pg_total_relation_size(17787);

pg_total_relation_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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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36   (1 row)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9 共189页

pg_total_rel

ation_size(t

ext)

bigint 指定表所占的包括索引

和数据的磁盘空间

select pg_total_relation_size('t1'); pg_total_relation_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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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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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L 语法一览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7 14:19:58

数据库是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仓库，而数据库定义主要包括：创建数据库、修改数据库属性，以及删除数据库。所涉及的 SQL 语句，请参考下表。

模式是一组数据库对象的集合，主要用于控制对数据库对象的访问。所涉及的 SQL 语句，请参考下表。

表是数据库中的一种特殊数据结构，用于存储数据对象以及对象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 SQL 语句，请参考下表。

分区表是一种逻辑表，数据是由普通表存储的，主要用于提升查询性能。所涉及的 SQL 语句，请参考下表。

定义数据库

数据库定义相关 SQL

功能 相关 SQL

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修改数据库属性 ALTER DATABASE

删除数据库 DROP DATABASE

定义模式

模式定义相关 SQL

功能 相关 SQL

创建模式 CREATE SCHEMA

修改模式属性 ALTER SCHEMA

删除模式 DROP SCHEMA

定义表

表定义相关 SQL

功能 相关 SQL

创建表 CREATE TABLE

修改表属性 ALTER TABLE

删除表 DROP TABLE

注意

 同一个 alter 语句仅支持执行一个 DDL 操作，同时执行多个 DDL 操作可能会导致索引元数据损坏。

定义分区表

分区表定义相关 SQL

功能 相关 SQL

创建分区表 CREATE TABLE ….PARTITION BY…

创建分区 ALTER TABLE …ADD PARTITION…

修改分区表属性 ALTER TABLE …RENAME/SPLIT PARTITION…

删除分区 ALTER TABLE ….DROP PART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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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是对数据库表中一列或多列的值进行排序的一种结构，使用索引可快速访问数据库表中的特定信息。所涉及的 SQL 语句，请参考下表。

角色是用来管理权限的，从数据库安全的角度考虑，可以把所有的管理和操作权限划分到不同的角色上。所涉及的 SQL 语句，请参考下表。

用户就是默认带有 LOGIN 权限的数据库角色。所涉及的 SQL 语句，请参考下表。

删除表 DROP TABLE

注意

 同一个 alter 语句仅支持执行一个 DDL 操作，同时执行多个 DDL 操作可能会导致索引元数据损坏。

定义索引

索引定义相关 SQL

功能 相关 SQL

创建索引 CREATE INDEX

修改索引属性 ALTER INDEX…

删除索引 DROP INDEX

重建索引 REINDEX

注意

 同一个 alter 语句仅支持执行一个 DDL 操作，同时执行多个 DDL 操作可能会导致索引元数据损坏。

定义角色

角色定义相关 SQL

功能 相关 SQL

创建角色 CREATE ROLE

修改角色属性 ALTER ROLE…

删除角色 DROP ROLE

定义用户

用户相关 SQL

功能 相关 SQL

创建用户 CREATE USER

修改用户属性 ALTER USER

删除用户 DROP USER

创建函数

功能 相关 SQL

创建函数 CREATE FUNCTION

修改函数属性 ALTER FUNCTION

删除函数 DROP FUNCTION

定义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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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是从一个或几个基本表中导出的虚表，可用于控制用户对数据访问，请参考下表。

用户与数据库之间建立的连接称为会话，请参考下表。

负载组是负载管理模块使用的系统表，主要用于指定相关联的资源池内可运行并发作业的数量。所涉及的 SQL 语句，请参考下表。

功能 相关 SQL

创建视图 CREATE VIEW

删除视图 DROP VIEW

操作会话

功能 相关 SQL

修改会话 ALTER SESSION

定义资源队列

功能 相关 SQL

创建资源队列 CREATE RESOURCE QUEUE

删除资源队列 DROP RESOURCE QUEUE

修改资源队列 ALTER RESOURCE QUE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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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L 语法一览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3 10:18:54

DML（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 数据操作语言），用于对数据库表中的数据进行操作，例如插入、更新、查询、删除。

向表中插入一条或者多条数据。

修改表中的一条或者多条数据。

在数据表中查询符合指定条件的数据。

可以删除指定的一条或者多条数据，也可以清空一张表。

在一个文件和一个表之间复制数据。

插入数据

功能 相关 SQL

插入数据 INSERT

修改数据

功能 相关 SQL

修改数据 UPDATE

查询数据

功能 相关 SQL

查询数据 SELECT

删除数据

功能 相关 SQL

删除数据 DELECT

清空数据 TRUNCATE

拷贝数据

功能 相关 SQL

拷贝数据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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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L 语法一览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3 10:19:32

DCL（Data Control Language 数据控制语言），用来设置或更改数据库用户或角色权限的语句。

定义访问特权。

回收指定的权限。

授权

功能 相关 SQL

授权 GRANT

收回权限

功能 相关 SQL

回收授权 RE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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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语法命令参考

SQL 语法概要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5:21:46

终止当前事务。

改变聚集函数的定义。

修改转换的定义。

修改数据库属性。

改变域的定义。

终止

ABORT WORK | TRANSACTION[ ]

修改聚集函数

ALTER AGGREGATE name  typ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AGGREGATE name  type      OWNER TO new_owner

ALTER AGGREGATE name  type      SET SCHEMA new_schema

( [ , ... ] )

( [ , ... ] )

( [ , ... ] )

修改转换

ALTER CONVERSION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CONVERSION name OWNER TO newowner

修改数据库

ALTER DATABASE name  WITH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ALTER DATABASE name SET parameter { TO | = } { value | DEFAULT }

ALTER DATABASE name RESET parameter

ALTER DATABASE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DATABASE name OWNER TO new_owner

[ ]

修改域

ALTER DOMAIN name { SET DEFAULT expression | DROP DEFAULT }

ALTER DOMAIN name { SET | DROP } NOT NULL

ALTER DOMAIN name ADD domain_constraint

ALTER DOMAIN name DROP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RESTRICT | CASCADE

ALTER DOMAIN name OWNER TO new_owner

ALTER DOMAIN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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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在数据库中注册的扩展的定义。

改变外部表的定义。

改变文件空间的定义。

修改扩展

ALTER EXTENSION name UPDATE  TO new_version 

ALTER EXTENSION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ALTER EXTENSION name ADD member_object

ALTER EXTENSION name DROP member_object

其中 member_object 是：

  ACCESS METHOD object_name |

  AGGREGATE aggregate_name  aggregate_signature  |

  CAST source_type AS target_type  |

  COLLATION object_name |

  CONVERSION object_name |

  DOMAIN object_name |

  EVENT TRIGGER object_name |

  FOREIGN DATA WRAPPER object_name |

  FOREIGN TABLE object_name |

  FUNCTION function_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

  MATERIALIZED VIEW object_name |

  OPERATOR operator_name left_type  right_type  |

  OPERATOR CLASS object_name USING index_method |

  OPERATOR FAMILY object_name USING index_method |

   PROCEDURAL  LANGUAGE object_name |

  SCHEMA object_name |

  SEQUENCE object_name |

  SERVER object_name |

  TABLE object_name |

  TEXT SEARCH CONFIGURATION object_name |

  TEXT SEARCH DICTIONARY object_name |

  TEXT SEARCH PARSER object_name |

  TEXT SEARCH TEMPLATE object_name |

  TRANSFORM FOR type_name LANGUAGE lang_name |

  TYPE object_name |

  VIEW object_name

aggregate_signature 是：

* |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ORDER BY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改外部表

ALTER EXTERNAL TABLE name RENAME COLUMN  column TO new_column

ALTER EXTERNAL TABLE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EXTERNAL TABLE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ALTER EXTERNAL TABLE name action   

[ ]

[, ... ]

修改文件空间

ALTER FILESPACE name RENAME TO new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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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函数的定义。

改变角色名字或者成员信息。

改变索引的定义。

改变程序语言的名字。

改变操作符的定义。

改变操作符类的定义。

ALTER FILESPACE name OWNER TO newowner

修改函数

ALTER FUNCTION 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action    RESTRICT

ALTER FUNCTION 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FUNCTION 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OWNER TO new_owner

ALTER FUNCTION 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SET SCHEMA new_schem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改组

ALTER GROUP groupname ADD USER username   

ALTER GROUP groupname DROP USER username   

ALTER GROUP groupname RENAME TO newname

[, ... ]

[, ... ]

修改索引

ALTER INDEX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INDEX name SET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ALTER INDEX name SET  FILLFACTOR = value 

ALTER INDEX name RESET  FILLFACTOR 

( )

( )

修改语言

ALTER LANGUAGE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LANGUAGE name OWNER TO new_owner

修改操作符

ALTER OPERATOR name  {lefttype | NONE}  {righttype | NONE}  

   OWNER TO newowner

( , )

修改操作符类

ALTER OPERATOR CLASS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RENAME TO new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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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操作符族的定义。

修改协议的定义。

修改资源队列的限制。

修改数据库角色（用户或组）。

改变模式的定义。

改变序列生成器的定义。

ALTER OPERATOR CLASS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OWNER TO newowner

修改操作符族

ALTER OPERATOR FAMILY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ADD

  {  OPERATOR strategy_number operator_name  op_type  op_type   RECHECK 

    | FUNCTION support_number   op_type   op_type    funcname  argument_type   

  }   

ALTER OPERATOR FAMILY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DROP

  {  OPERATOR strategy_number  op_type  op_type  

    | FUNCTION support_number   op_type   op_type   

  }   

ALTER OPERATOR FAMILY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OPERATOR FAMILY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OWNER TO newown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改协议

ALTER PROTOCOL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PROTOCOL name OWNER TO newowner

修改资源队列

ALTER RESOURCE QUEUE name WITH  queue_attribute=value     ( [, ... ] )

修改角色

ALTER ROLE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ROLE name SET config_parameter {TO | =} {value | DEFAULT}

ALTER ROLE name RESET config_parameter

ALTER ROLE name RESOURCE QUEUE {queue_name | NONE}

ALTER ROLE name  WITH  option    [ [ ] [ ... ] ]

修改模式

ALTER SCHEMA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SCHEMA name OWNER TO newowner

修改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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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表的定义。

改变表空间的定义。

改变数据类型的定义。

修改数据库角色（用户）的定义。

ALTER SEQUENCE name INCREMENT  BY  increment  

     MINVALUE minvalue | NO MINVALUE  

     MAXVALUE maxvalue | NO MAXVALUE  

     RESTART  WITH  start  

     CACHE cache   NO  CYCLE  

     OWNED BY {table column | NONE}

ALTER SEQUENCE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SEQUENCE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 [ ] ]

[ ]

[ ]

[ [ ] ]

[ ] [[ ] ]

[ . ]

修改表

ALTER TABLE ONLY  name RENAME COLUMN  column TO new_column

ALTER TABLE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TABLE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ALTER TABLE ONLY  name SET 

     DISTRIBUTED BY column      

   | DISTRIBUTED RANDOMLY 

   | WITH REORGANIZE=true|false

ALTER TABLE ONLY  name action   

ALTER TABLE name

    ALTER PARTITION { partition_name | FOR RANK number  

   | FOR value  } partition_action   

   partition_a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改表空间

ALTER TABLESPACE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TABLESPACE name OWNER TO newowner

修改类型

ALTER TYPE name

   OWNER TO new_owner | SET SCHEMA new_schema

修改用户

ALTER USER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USER name SET config_parameter {TO | =} {value | DEFAULT}

ALTER USER name RESET config_parameter

ALTER USER name  WITH  option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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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视图的定义。

收集关于数据库的数据。

启动事务块。

强制事务记录检查点。

关闭游标。

根据索引对磁盘上的堆存储表进行物理重新排序。不是数据库的推荐操作。

定义或者修改对一个对象的注释。

修改视图

ALTER VIEW name RENAME TO newname

分析

ANALYZE VERBOSE  ROOTPARTITION ALL   

   table  column    

[ ] [ [ ] ]

[ [ ( [, ...] ) ]]

开始

BEGIN WORK | TRANSACTION  transaction_mode

      READ ONLY | READ WRITE

[ ] [ ]

[ ]

检查点

CHECKPOINT

关闭

CLOSE cursor_name

集簇

CLUSTER indexname ON tablename

CLUSTER tablename

CLUSTER

注释

COMMENT ON

{ TABLE object_name |

  COLUMN table_name column_name |

  AGGREGATE agg_name agg_type   |

  CAST sourcetype AS targettype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ON table_name |

  CONVERSION object_name |

  DATABASE object_name |

  DOMAIN object_name |

  FILESPACE object_name |

  FUNCTION func_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

  INDEX object_name |

  LARGE OBJECT large_object_oid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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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当前事务。

在文件和表之间拷贝数据。

定义一个新的聚集函数。

  OPERATOR op leftoperand_type  rightoperand_type  |

  OPERATOR CLASS object_name USING index_method |

  PROCEDURAL  LANGUAGE object_name |

  RESOURCE QUEUE object_name |

  ROLE object_name |

  RULE rule_name ON table_name |

  SCHEMA object_name |

  SEQUENCE object_name |

  TABLESPACE object_name |

  TRIGGER trigger_name ON table_name |

  TYPE object_name |

  VIEW object_name } 

IS 'text'

( , )

[ ]

提交

COMMIT WORK | TRANSACTION[ ]

复制

COPY table column   FROM {'file' | STDIN}

      WITH  

       BINARY

       OIDS

       HEADER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ESCAPE  AS  'escape' | 'OFF'

       NEWLINE  AS  'LF' | 'CR' | 'CRLF'

       CSV QUOTE  AS  'quote'  

            FORCE NOT NULL column  

       FILL MISSING FIELDS

       LOG ERRORS   

       SEGMENT REJECT LIMIT count ROWS | PERCENT  

COPY {table column   | query } TO {'file' | STDOUT}

       WITH  

        ON SEGMENT

        BINARY

        OIDS

        HEADER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ESCAPE  AS  'escape' | 'OFF'

        CSV QUOTE  AS  'quote'  

             FORCE QUOTE column   

      IGNORE EXTERNAL PARTITIO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建聚集函数

CREATE ORDERED  AGGREGATE name input_data_type     

       SFUNC = sfunc

        STYPE = state_data_type

         PREFUNC = prefunc

         FINALFUNC = ffunc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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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个新的投影。

定义一个新的编码转换。

创建一个信息的数据库。

定义一个新的域。

在数据库中注册一个扩展。

定义一张外部表。

         INITCOND = initial_condition

         SORTOP = sort_operator  

[, ]

[, ] )

创建投影

CREATE CAST sourcetype AS targettype  

       WITH FUNCTION funcname argtypes  

       AS ASSIGNMENT | AS IMPLICIT

CREATE CAST sourcetype AS targettype  WITHOUT FUNCTION 

       AS ASSIGNMENT | AS IMPLICIT

( )

( )

[ ]

( )

[ ]

创建转换

CREATE DEFAULT  CONVERSION name FOR source_encoding TO 

     dest_encoding FROM funcname

[ ]

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name  WITH  OWNER =  dbowner

                     TEMPLATE =  template

                     ENCODING =  encoding

                     TABLESPACE =  tablespace

                     CONNECTION LIMIT =  connlim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建域

CREATE DOMAIN name AS  data_type DEFAULT expression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 NOT NULL | NULL 

       | CHECK expression  

[ ] [ ]

[

( ) [...]]

创建扩展

CREATE EXTENSION  IF NOT EXISTS  extension_name

   WITH   SCHEMA schema_name 

            VERSION version 

            FROM old_version 

            CASCADE 

[ ]

[ ] [ ]

[ ]

[ ]

[ ]

创建外部表

CREATE READABLE  EXTERNAL TABLE table_name     

     column_name data_type   | LIKE other_table 

     LOCATION 'file://seghost[:port]/path/file'  

       | 'gpfdist://filehost[:port]/file_pattern[#transform=trans_name]'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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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pfdists://filehost[:port]/file_pattern[#transform=trans_name]'

            

       | 'gphdfs://hdfs_host[:port]/path/file'

       | 's3://S3_endpoint[:port]/bucket_name/[S3_prefix]

             region=S3-region

            config=config_file '

     ON MASTER

     FORMAT 'TEXT' 

            HEADER

              DELIMITER AS  'delimiter' | 'OFF'

              NULL AS  'null string'

              ESCAPE AS  'escape' | 'OFF'

              NEWLINE  AS  'LF' | 'CR' | 'CRLF'

              FILL MISSING FIELDS  

          | 'CSV'

            HEADER

              QUOTE AS  'quote'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FORCE NOT NULL column  

              ESCAPE AS  'escape'

              NEWLINE  AS  'LF' | 'CR' | 'CRLF'

              FILL MISSING FIELDS  

          | 'AVRO' 

          | 'PARQUET'

          | 'CUSTOM' Formatter=<formatter_specifications>

     ENCODING 'encoding' 

       LOG ERRORS  SEGMENT REJECT LIMIT count

      ROWS | PERCENT  

CREATE READABLE  EXTERNAL WEB TABLE table_name     

    column_name data_type   | LIKE other_table 

      LOCATION 'http://webhost[:port]/path/file'  

    | EXECUTE 'command' ON ALL 

                          | MASTER

                          | number_of_segments

                          | HOST 'segment_hostname'  

                          | SEGMENT segment_id 

      FORMAT 'TEXT' 

             HEADER

               DELIMITER AS  'delimiter' | 'OFF'

               NULL AS  'null string'

               ESCAPE AS  'escape' | 'OFF'

               NEWLINE  AS  'LF' | 'CR' | 'CRLF'

               FILL MISSING FIELDS  

           | 'CSV'

             HEADER

               QUOTE AS  'quote'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FORCE NOT NULL column  

               ESCAPE AS  'escape'

               NEWLINE  AS  'LF' | 'CR' | 'CRLF'

               FILL MISSING FIELDS  

           | 'CUSTOM' Formatter=<formatter specifications>

      ENCODING 'encoding' 

      LOG ERRORS  SEGMENT REJECT LIMIT count

       ROWS | PERCENT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 table_name

     column_name data_type   | LIKE other_table 

     LOCATION 'gpfdist://outputhost[:port]/filename[#transform=trans_name]'

           

      | 'gpfdists://outputhost[:port]/file_pattern[#transform=trans_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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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个新的函数。

           

      | 'gphdfs://hdfs_host[:port]/path'

      FORMAT 'TEXT'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ESCAPE AS  'escape' | 'OFF'  

          | 'CSV'

               QUOTE AS  'quote'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FORCE QUOTE column   

               ESCAPE AS  'escape'  

           | 'AVRO' 

           | 'PARQUET'

           | 'CUSTOM' Formatter=<formatter specifications>

     ENCODING 'write_encoding' 

     DISTRIBUTED BY column      | DISTRIBUTED RANDOMLY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 table_name

     column_name data_type   | LIKE other_table 

     LOCATION 's3://S3_endpoint[:port]/bucket_name/[S3_prefix]

            region=S3-region

            config=config_file '

      ON MASTER

      FORMAT 'TEXT'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ESCAPE AS  'escape' | 'OFF'  

          | 'CSV'

               QUOTE AS  'quote'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FORCE QUOTE column   

               ESCAPE AS  'escape'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WEB TABLE table_name

     column_name data_type   | LIKE other_table 

    EXECUTE 'command' ON ALL

    FORMAT 'TEXT'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ESCAPE AS  'escape' | 'OFF'  

          | 'CSV'

               QUOTE AS  'quote'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FORCE QUOTE column   

               ESCAPE AS  'escape'  

           | 'CUSTOM' Formatter=<formatter specifications>

     ENCODING 'write_encoding' 

     DISTRIBUTED BY column      | DISTRIBUTED RANDOML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建函数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 DEFAULT | = } defexpr     

       RETURNS {  SETOF  rettype 

        | TABLE { argname argtype | LIKE other t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5 共189页

定义一个新的数据库角色。

定义一个新的索引。

定义一个新的程序语言。

定义一个新的操作符。

定义一个新的操作符类。

    { LANGUAGE langname

    | IMMUTABLE | STABLE | VOLATILE

    | CALLED ON NULL INPUT | RETURNS NULL ON NULL INPUT | STRICT

    | EXTERNAL  SECURITY INVOKER | EXTERNAL  SECURITY DEFINE

    | COST execution_cost

    | 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 TO value | = value | FROM CURRENT }

    | AS 'definition'

    | AS 'obj_file'  'link_symbol' } 

     WITH { DESCRIBE = describe_function

           }    

[ ] [ ]

, ...

[ (

[, ...] ) ]

创建组

CREATE GROUP name  WITH  option    [ [ ] [ ... ] ]

创建索引

CREATE UNIQUE  INDEX name ON table

       USING btree|bitmap|gist

        {column | expression } opclass    

        WITH  FILLFACTOR = value  

       TABLESPACE tablespace

       WHERE predicate

[ ]

[ ]

( ( ) [ ] [, ...] )

[ ( ) ]

[ ]

[ ]

创建语言

CREATE PROCEDURAL  LANGUAGE name

CREATE TRUSTED  PROCEDURAL  LANGUAGE name

       HANDLER call_handler  INLINE inline_handler  VALIDATOR valfunction

[ ]

[ ] [ ]

[ ] [ ]

创建操作符

CREATE OPERATOR name  

       PROCEDURE = funcname

        LEFTARG = lefttype   RIGHTARG = righttype

        COMMUTATOR = com_op   NEGATOR = neg_op

        RESTRICT = res_proc   JOIN = join_proc

        HASHES   MERGES

        SORT1 = left_sort_op   SORT2 = right_sort_op

        LTCMP = less_than_op   GTCMP = greater_than_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建操作符类

CREATE OPERATOR CLASS name DEFAULT  FOR TYPE data_type  

  USING index_method AS 

  { 

  OPERATOR strategy_number op_name op_type  op_type  RECHECK

  | FUNCTION support_number funcname argument_type   

  | STORAGE storage_type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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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个新的操作符族。

注册自定义数据访问协议，当定义数据库外部表时可以指定。

定义一个新的资源队列。

定义一个新的数据库角色（用户或组）。

定义一个新的重写规则。

定义一个新的模式。

定义一个新的序列生成器。

  }   [, ... ]

创建操作符族

CREATE OPERATOR FAMILY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创建协议

CREATE TRUSTED  PROTOCOL name 

   readfunc='read_call_handler'   writefunc='write_call_handler'

    validatorfunc='validate_handler' 

[ ] (

[ ] [, ]

[, ])

创建资源队列

CREATE RESOURCE QUEUE name WITH queue_attribute=value   ( [, ... ])

创建角色

CREATE ROLE name WITH  option   [[ ] [ ... ]]

创建规则

CREATE OR REPLACE  RULE name AS ON event

  TO table WHERE condition  

  DO ALSO | INSTEAD  { NOTHING | command | command  command 

   }

[ ]

[ ]

[ ] ( ;

...)

创建模式

CREATE SCHEMA schema_name AUTHORIZATION username  

   schema_element   

CREATE SCHEMA AUTHORIZATION rolename schema_element   

[ ]

[ [ ... ]]

[ [ ... ]]

创建序列

CREATE TEMPORARY | TEMP  SEQUENCE name

       INCREMENT BY  value  

       MINVALUE minvalue | NO MINVALUE  

       MAXVALUE maxvalue | NO MAXVALUE  

       START  WITH  start  

       CACHE cache  

       NO  CYCLE  

       OWNED BY { table column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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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个新的表。

从查询的结果中定义一个新的表。

定义一个新的表空间。

定义一个新的类型。

创建表

CREATE GLOBAL | LOCAL  {TEMPORARY | TEMP}  TABLE table_name  

 { column_name data_type  DEFAULT default_expr  

   column_constraint   

 ENCODING  storage_directive   

 

   | table_constraint

   | LIKE other_table {INCLUDING | EXCLUDING} 

                      {DEFAULTS | CONSTRAINTS}  }

      

   

    INHERITS  parent_table     

    WITH  storage_parameter=value    

    ON COMMIT {PRESERVE ROWS | DELETE ROWS | DROP} 

    TABLESPACE tablespace 

    DISTRIBUTED BY column      | DISTRIBUTED RANDOMLY 

    PARTITION BY partition_type column

        SUBPARTITION BY partition_type column   

           SUBPARTITION TEMPLATE  template_spec  

       

     partition_spec  

        |  SUBPARTITION BY partition_type column  

          

     partition_spec

        subpartition_spe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建表如（AS）

CREATE  GLOBAL | LOCAL  {TEMPORARY | TEMP}  TABLE table_name

   column_name   

    WITH  storage_parameter=value     

   ON COMMIT {PRESERVE ROWS | DELETE ROWS | DROP}

   TABLESPACE tablespace

   AS query

   DISTRIBUTED BY column      | DISTRIBUTED RANDOML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建表空间

CREATE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OWNER username  

       FILESPACE filespace_name

[ ]

创建类型

CREATE TYPE name AS  attribute_name data_type    

CREATE TYPE name AS ENUM  'label'    

CREATE TYPE name 

    INPUT = input_function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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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个默认带有 LOGIN 权限的数据库角色。

定义一个新的视图。

取消分配一个已准备（预编译）的语句。

定义一个游标。

从表中删除行。

丢弃会话的状态。

    OUTPUT = output_function

     RECEIVE = receive_function

     SEND = send_function

     TYPMOD_IN = type_modifier_input_function 

     TYPMOD_OUT = type_modifier_output_function 

     INTERNALLENGTH = {internallength | VARIABLE}

     PASSEDBYVALUE

     ALIGNMENT = alignment

     STORAGE = storage

     DEFAULT = default

     ELEMENT = element

     DELIMITER = delimiter  

CREATE TYPE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建用户

CREATE USER name  WITH  option    [ [ ] [ ... ] ]

创建视图

CREATE OR REPLACE  TEMP | TEMPORARY  VIEW name

         column_name    

       AS query

[ ] [ ]

[ ( [, ...] ) ]

取消分配

DEALLOCATE PREPARE  name[ ]

声明

DECLARE name BINARY  INSENSITIVE  NO SCROLL  CURSOR 

     {WITH | WITHOUT} HOLD  

     FOR query FOR READ ONLY

[ ] [ ] [ ]

[ ]

[ ]

函数

DELETE FROM ONLY  table AS  alias

      USING usinglist

      WHERE condition | WHERE CURRENT OF cursor_name 

[ ] [[ ] ]

[ ]

[ ]

丢弃

DISCARD { ALL | PLANS | TEMPORARY | TEMP }

删除聚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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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聚集函数。

执行匿名代码块作为暂时匿名函数。

删除一个投影。

删除一个转换。

删除一个数据库。

删除一个域。

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扩展。

删除一个外部表定义。

删除一个文件空间。

删除一个函数。

DROP AGGREGATE IF EXISTS  name  typ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 ]

（做）DO

DO  LANGUAGE lang_name  code[ ]

删除投影

DROP CAST IF EXISTS  sourcetype AS targettyp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删除转换

DROP CONVERSION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删除数据库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name[ ]

删除域

DROP DOMAIN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删除扩展

DROP EXTENSION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

删除外部表

DROP EXTERNAL WEB  TABLE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删除文件空间

DROP FILESPACE IF EXISTS  filespacename[ ]

删除函数

DROP FUNCTION IF EXISTS  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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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一个数据库角色。

删除一个索引。

删除一个程序语言。

删除一个操作符。

删除一个操作符类。

删除一个操作符族。

删除数据库角色所拥有的数据库对象。

从数据库中删除外部表的访问协议。

删除一个资源队列。

        CASCADE | RESTRICT[, ...] ] ) [ ]

删除组

DROP GROUP IF EXISTS  name  [ ] [, ...]

删除索引

DROP INDEX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删除语言

DROP PROCEDURAL  LANGUAGE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删除操作符

DROP OPERATOR IF EXISTS  name  {lefttype | NONE}  

    {righttype | NON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 ]

删除操作符类

DROP OPERATOR CLASS IF EXISTS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CASCADE | RESTRICT[ ] [ ]

删除操作符族

DROP OPERATOR FAMILY IF EXISTS  name USING index_method CASCADE | RESTRICT[ ] [ ]

删除拥有（owned）

DROP OWNED BY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删除协议

DROP PROTOCOL IF EXISTS  name[ ]

删除资源队列

DROP RESOURCE QUEUE queu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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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一个数据库角色。

删除一个重写规则。

删除一个模式。

删除一个序列。

删除一个表。

删除一个表空间。

删除一个数据类型。

删除一个数据库角色。

删除一个视图。

提交当前事务。

删除角色

DROP ROLE IF EXISTS  name  [ ] [, ...]

删除规则

DROP RULE IF EXISTS  name ON relation CASCADE | RESTRICT[ ] [ ]

删除模式

DROP SCHEMA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删除序列

DROP SEQUENCE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删除表

DROP TABLE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删除表空间

DROP TABLESPACE IF EXISTS  tablespacename[ ]

删除类型

DROP TYPE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删除用户

DROP USER IF EXISTS  name  [ ] [, ...]

删除视图

DROP VIEW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结束（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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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一个已经准备好的 SQL 语句。

展示语句的查询计划。

使用游标获取查询结果的行。

定义一个访问权限。

END WORK | TRANSACTION[ ]

执行

EXECUTE name  parameter    [ ( [, ...] ) ]

解释

EXPLAIN ANALYZE  VERBOSE  statement[ ] [ ]

提取

FETCH  forward_direction { FROM | IN }  cursorname[ ]

授权

GRANT { {SELECT | INSERT | UPDATE | DELETE | REFERENCES | 

TRIGGER | TRUNCATE }  | ALL PRIVILEGES  }

    ON TABLE  tablename  

    TO {rolename | PUBLIC}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 {USAGE | SELECT | UPDATE}  | ALL PRIVILEGES  }

    ON SEQUENCE sequencename  

    TO { rolename | PUBLIC }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 {CREATE | CONNECT | TEMPORARY | TEMP}  | ALL 

PRIVILEGES  }

    ON DATABASE dbname  

    TO {rolename | PUBLIC}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 EXECUTE | ALL PRIVILEGES  }

    ON FUNCTION func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TO {rolename | PUBLIC}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 USAGE | ALL PRIVILEGES  }

    ON LANGUAGE langname  

    TO {rolename | PUBLIC}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 {CREATE | USAGE}  | ALL PRIVILEGES  }

    ON SCHEMA schemaname  

    TO {rolename | PUBLIC}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 CREATE | ALL PRIVILEGES  }

    ON TABLESPACE tablespacename  

    TO {rolename | PUBLIC}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parent_role   

    TO member_role   WITH ADMIN OPTION

GRANT { SELECT | INSERT | ALL PRIVILEGES  } 

    ON PROTOCOL protocol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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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中创建新的行。

加载或重新加载共享库文件。

锁住一张表。

放置一个游标。

准备一个执行的语句。

改变数据库角色所拥有的数据库对象的所有权。

重新构建索引。

销毁一个之前定义过的 savepoint。

恢复系统配置参数的值为默认值。

    TO username

插入

INSERT INTO table  column   

   {DEFAULT VALUES | VALUES  {expression | DEFAULT}    

     | query}

[( [, ...] )]

( [, ...] )

[, ...]

加载

LOAD 'filename'

锁

LOCK TABLE  name   IN lockmode MODE  NOWAIT[ ] [, ...] [ ] [ ]

移动

MOVE  forward_direction {FROM | IN}  cursorname[ ]

准备

PREPARE name  datatype     AS statement[ ( [, ...] ) ]

重新分配拥有

REASSIGN OWNED BY old_role   TO new_role[, ...]

重新索引

REINDEX {INDEX | TABLE | DATABASE | SYSTEM} name

释放SAVEPOINT

RELEASE SAVEPOINT  savepoint_name[ ]

重置

RE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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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访问权限。

中止当前事务。

将当前事务回滚到某个 savepoint。

RESET ALL

撤销

REVOKE GRANT OPTION FOR  { {SELECT | INSERT | UPDATE | DELETE 

       | REFERENCES | TRIGGER | TRUNCATE }  | ALL PRIVILEGES  }

       ON TABLE  tablename  

       FROM {rolename | PUBLIC}  

       CASCADE | RESTRICT

REVOKE GRANT OPTION FOR  { {USAGE | SELECT | UPDATE}  

       | ALL PRIVILEGES  }

       ON SEQUENCE sequencename  

       FROM { rolename | PUBLIC }  

       CASCADE | RESTRICT

REVOKE GRANT OPTION FOR  { {CREATE | CONNECT 

       | TEMPORARY | TEMP}  | ALL PRIVILEGES  }

       ON DATABASE dbname  

       FROM {rolename | PUBLIC}  

       CASCADE | RESTRICT

REVOKE GRANT OPTION FOR  {EXECUTE | ALL PRIVILEGES }

       ON FUNCTION func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FROM {rolename | PUBLIC}  

       CASCADE | RESTRICT

REVOKE GRANT OPTION FOR  {USAGE | ALL PRIVILEGES }

       ON LANGUAGE langname  

       FROM {rolename | PUBLIC}  

        CASCADE | RESTRICT 

REVOKE GRANT OPTION FOR  { {CREATE | USAGE}  

       | ALL PRIVILEGES  }

       ON SCHEMA schemaname  

       FROM {rolename | PUBLIC}  

       CASCADE | RESTRICT

REVOKE GRANT OPTION FOR  { CREATE | ALL PRIVILEGES  }

       ON TABLESPACE tablespacename  

       FROM { rolename | PUBLIC }  

       CASCADE | RESTRICT

REVOKE ADMIN OPTION FOR  parent_role   

       FROM member_rol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滚

ROLLBACK WORK | TRANSACTION[ ]

回滚到SAVE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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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事务定义一个新的 savepoint。

从表或者视图中检索行。

从查询结果中定义一个新的表。

改变数据库配置参数的值。

设置当前会话当前角色的标识符。

ROLLBACK WORK | TRANSACTION  TO SAVEPOINT  savepoint_name[ ] [ ]

SAVEPOINT

SAVEPOINT savepoint_name

选择（SELECT）

 WITH with_query   

SELECT ALL | DISTINCT ON expression  

  * | expression AS  output_name   

  FROM from_item  

  WHERE condition

  GROUP BY grouping_element  

  HAVING condition  

  WINDOW window_name AS window_specification

  {UNION | INTERSECT | EXCEPT} ALL  select

  ORDER BY expression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NULLS {FIRST | LAST}   

  LIMIT {count | ALL}

  OFFSET start

  FOR {UPDATE | SHARE} OF table_name   NOWA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择到（SELECT INTO）

 WITH with_query   

SELECT ALL | DISTINCT ON  expression   

    * | expression AS output_name   

    INTO TEMPORARY | TEMP  TABLE  new_table

    FROM from_item  

    WHERE condition

    GROUP BY expression  

    HAVING condition  

    {UNION | INTERSECT | EXCEPT} ALL  select

    ORDER BY expression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NULLS {FIRST | LAST}   

    LIMIT {count | ALL}

    OFFSET start

    FOR {UPDATE | SHARE} OF table_name   NOWA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置

SET SESSION | LOCAL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TO | =} value | 

    'value' | DEFAULT}

SET SESSION | LOCAL  TIME ZONE {timezone | LOCAL | DEFAULT}

[ ]

[ ]

设置角色

SET SESSION | LOCAL  ROLE role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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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会话角色标识符和当前会话当前角色的标识符。

设置当前事务的特征。

显示当前系统配置参数的值。

开始一个事务块。

清空表的所有行。

更新表的行。

垃圾收集和选择性分析数据库。

SET SESSION | LOCAL  ROLE NONE

RESET ROLE

[ ]

设置会话授权

SET SESSION | LOCAL  SESSION AUTHORIZATION rolename

SET SESSION | LOCAL  SESSION AUTHORIZATION DEFAULT

RE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 ]

[ ]

设置事务（SET TRANSACTION）

SET TRANSACTION transaction_mode  READ ONLY | READ WRITE

SET SESSION CHARACTERISTICS AS TRANSACTION transaction_mode 

     READ ONLY | READ WRITE

[ ] [ ]

[ ]

显示（SHOW）

SHOW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SHOW ALL

开始事务

START TRANSACTION SERIALIZABLE | READ COMMITTED | READ UNCOMMITTED

                  READ WRITE | READ ONLY

[ ]

[ ]

截断（TRUNCATE）

TRUNCATE TABLE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更新

UPDATE ONLY  table AS  alias

   SET {column = {expression | DEFAULT} |

   column   = {expression | DEFAULT}  }  

   FROM fromlist

   WHERE condition | WHERE CURRENT OF cursor_name 

[ ] [[ ] ]

( [, ...]) ( [, ...]) [, ...]

[ ]

[ ]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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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一组行。

VACUUM FULL  FREEZE  VERBOSE  table

VACUUM FULL  FREEZE  VERBOSE  ANALYZE

              table column   

[ ] [ ] [ ] [ ]

[ ] [ ] [ ]

[ [( [, ...] )]]

值

VALUES  expression     

   ORDER BY sort_expression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LIMIT {count | ALL}  OFFSET start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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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RT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3 12:05:23

终止当前事务。

ABORT 当前事务并导致事务所做的所有更新都被丢弃。出于历史原因，此命令与标准 SQL 命令的行为相同。

WORK 

TRANSACTION 

可选关键字，它们没有效果。

使用 COMMIT 成功终止一个事务。

在一个事务块之外发出 ABORT 会发出一个警告信息并且不会产生效果。

概要

ABORT WORK | TRANSACTION[ ]

描述

参数

注解

示例

--创建表 table1。

CREATE TABLE table1

    a1                      INTEGER               NOT NULL

    b1                             CHAR 10                       

    c1                           INTEGER                       

WITH 

        APPENDONLY = TRUE

    ORIENTATION = COLUMN

    COMPRESSTYPE = ZLIB

DISTRIBUTED BY a1

--插入记录。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20190117 'test'  11

--查询数据。

select * from table1

    a1    |     b1     | c1 

----------+------------+----

 20190117 | test       | 11

1 row

Time: 16.718 ms

--开启事务，等价于 START TRANSACTION。

BEGIN

--更新字段值。

UPDATE table1 SET b1= 'yes'

UPDATE 1

Time: 13.510 ms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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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此命令是数据库扩展名。ROLLBACK 是等效的标准 SQL 命令。

BEGIN、COMMIT、ROLLBACK

--查询数据，本事务中可以看到数据已经被更新。

select * from table1

    a1    |     b1     | c1 

----------+------------+----

 20190117 | yes        | 11

1 row

Time: 6.378 ms

--终止事务，上面所执行的更新会被撤销掉，等价于 ROLLBACK。

ABORT  

ROLLBACK

Time: 0.651 ms

--查询数据，数据被回滚。

select * from table1

    a1    |     b1     | c1 

----------+------------+----

 20190117 | test       | 11

1 row

Time: 6.124 ms

;

( )

;

;

( )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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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FILESPAC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5:27:19

更改文件空间的定义。

ALTER FILESPACE 更改一个文件空间的定义。用户必须拥有文件空间去 ALTER FILESPACE。要更改所有者，用户必须是新的角色的直接或间接成员

（超级用户自动拥有这些权限）。

重命名文件空间 myfs 为 fast_ssd：

更改表空间 myfs 的拥有者：

在 SQL 标准或 PostgreSQL 中没有 ALTER FILESPACE 语句。

DROP FILESPACE

概要

ALTER FILESPACE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FILESPACE name OWNER TO newowner

描述

参数

参数 说明

name 现有文件空间的名称

newname 文件空间的新名称。新名称不能以 pg_ 和 gp_ 开头。为系统文件空间保留

newowner 文件空间的新所有者

示例

ALTER FILESPACE myfs RENAME TO fast_ssd;

ALTER FILESPACE myfs OWNER TO dba;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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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SCHEMA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5:28:29

更改一个模式定义。

ALTER SCHEMA 更改一个模式定义。

用户必须拥有该模式才能去使用 ALTER SCHEMA。要重命名一个模式，用户还必须拥有该数据库的 CREATE 特权。要更改拥有者，用户还必须是新拥有角

色的一个直接或者间接成员，并且该角色必须具有该数据库上的 CREATE 特权。超级用户自动拥有所有这些特权。

name：现有模式的名称。

newname：该模式的新名称。新名称不能以 pg_ 开头，因为这些名称被保留用于系统模式。

newowner：该模式的新的拥有者。

没有 ALTER SCHEMA 语句在 SQL 标准中。

CREATE SCHEMA、DROP SCHEMA

概要

ALTER SCHEMA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SCHEMA name OWNER TO newowner

描述

参数

兼容性

另见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2 共189页

ALTER TABL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3 12:05:13

更改一个表的定义。

其中 action 是下列之一：

其中 partition_action 是下列之一：

概要

ALTER TABLE ONLY  name RENAME COLUMN  column TO new_column

ALTER TABLE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TABLE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ALTER TABLE ONLY  name SET 

     DISTRIBUTED BY column      

   | DISTRIBUTED RANDOMLY 

   | WITH REORGANIZE=true|false

ALTER TABLE ONLY  name action   

ALTER TABLE name

    ALTER PARTITION { partition_name | FOR RANK number  

   | FOR value  } partition_action   

   partition_a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 COLUMN  column_name type

      column_constraint   

  DROP COLUMN  column RESTRICT | CASCADE

  ALTER COLUMN  column TYPE type USING expression

  ALTER COLUMN  column SET DEFAULT expression

  ALTER COLUMN  column DROP DEFAULT

  ALTER COLUMN  column { SET | DROP } NOT NULL

  ALTER COLUMN  column SET STATISTICS integer

  ADD table_constraint

  DROP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RESTRICT | CASCADE

  DISABLE TRIGGER trigger_name | ALL | USER

  ENABLE TRIGGER trigger_name | ALL | USER

  CLUSTER ON index_name

  SET WITHOUT CLUSTER

  SET WITHOUT OIDS

  SET FILLFACTOR = value

  RESET FILLFACTOR

  INHERIT parent_table

  NO INHERIT parent_table

  OWNER TO new_owner

  SET TABLESPACE new_tablespa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TER DEFAULT PARTITION

  DROP DEFAULT PARTITION IF EXISTS

  DROP PARTITION IF EXISTS  { partition_name | 

      FOR RANK number  | FOR value  } CASCADE

  TRUNCATE DEFAULT PARTITION

  TRUNCATE PARTITION { partition_name | FOR RANK number  | 

      FOR value  }

  RENAME DEFAULT PARTITION TO new_partition_name

  RENAME PARTITION { partition_name | FOR RANK number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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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artition_element 是：

其中 subpartition_spec 是：

其中 subpartition_element 是：

其中 storage_parameter 是：

ALTER TABLE 更改一个表的定义。下文描述了几种形式：

      FOR value  } TO new_partition_name

  ADD DEFAULT PARTITION name   subpartition_spec  

  ADD PARTITION partition_name  partition_element

       subpartition_spec  

  EXCHANGE PARTITION { partition_name | FOR RANK number  | 

       FOR value  } WITH TABLE table_name

         WITH | WITHOUT VALIDATION 

  EXCHANGE DEFAULT PARTITION WITH TABLE table_name

    WITH | WITHOUT VALIDATION 

  SET SUBPARTITION TEMPLATE subpartition_spec

  SPLIT DEFAULT PARTITION

    {  AT list_value

     | START datatype  range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END datatype  range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

     INTO  PARTITION new_partition_name  

             PARTITION default_partition_name  

  SPLIT PARTITION { partition_name | FOR RANK number  | 

     FOR value  } AT value  

     INTO PARTITION partition_name  PARTITION partition_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S list_value  

  | START datatype  'start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END datatype  'end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 END datatype  'end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WITH  partition_storage_parameter=value     

 TABLESPACE tablespa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bpartition_element  [, ...]

   DEFAULT SUBPARTITION subpartition_name

  | SUBPARTITION subpartition_name  VALUES list_value  

  | SUBPARTITION subpartition_name  

     START datatype  'start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END datatype  'end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EVERY  number | datatype  'interval_value'  

  | SUBPARTITION subpartition_name  

     END datatype  'end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EVERY  number | datatype  'interval_value'  

 WITH  partition_storage_parameter=value     

 TABLESPACE tablespa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ENDONLY={TRUE|FALSE}

   BLOCKSIZE={8192-2097152}

   ORIENTATION={COLUMN|ROW}

   COMPRESSTYPE={ZLIB|QUICKLZ|RLE_TYPE|NONE}

   COMPRESSLEVEL={0-9}

   FILLFACTOR={10-100}

   OIDS =TRUE|FALSE[ ]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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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COLUMN  

 向表中增加一个新列，使用和 CREATE TABLE 相同的语义。将列添加到 append 优化的表时，需要一个 DEFAULT 子句。

DROP COLUMN  

这种形式从表中删除一个列，请注意，如果将用作数据库分发密钥的表列删除，表的分发策略将更改为随机分配。涉及列的索引和表约束也将自动删除。用户将使

用级联删除如果任何外部表依赖于此列（例如视图）。

ALTER COLUMN TYPE  

更改表中一列的数据类型。请注意用户不能修改正在用于分配密钥或分区键的列的数据类型。涉及到该列的索引和简单表约束将通过重新解析最初提供的表达式被

自动转换为使用新的列类型。可选的 USING 子句指定如何从旧的列值计算新列值，如果被省略，默认的转换和从旧类型到新类型的赋值造型一样。如果没有从旧

类型到新类型的隐式或者赋值造型，则必须提供一个 USING 子句。

SET/DROP DEFAULT  

这些形式为一列设置或者移除默认值。默认的值只能在随后的 INSERT 语句中生效。它们不会导致已经在表中的行改变。也会为视图创建默认值，在视图的规则

被应用之前。也可以为视图创建默认值，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被插入到在视图之前查看 ON INSERT 规则被应用。

SET/DROP NOT NULL  

允许被标记的列为空值。更改列是否标记为允许空值或拒绝空值。当列不包含空值时，用户只能使用 SET NOT NULL。

SET STATISTICS  

设置后续的每列统计收集目标 ANALYZE 操作。目标可以设置在0到1000之间，或者设置为-1，以恢复为使用系统默认的统计目标

（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

ADD table_constraint  

使用与 CREATE TABLE 相同的语法将新的约束添加到表（而不仅仅是分区）。

DROP CONSTRAINT  

在表上删除指定的约束。

DISABLE/ENABLE TRIGGER  

这些形式配置属于该表的触发器的触发设置。系统仍然知道被禁用触发器的存在，但是即使它的触发事件发生也不会执行它。对于一个延迟触发器，会在事件发生

时而不是触发器函数真正被执行时检查其启用状态。可以禁用或者启用用名称指定的单个触发器、表上的所有触发器、用户拥有的触发器禁用或者启用内部生成的

约束触发器要求超级用户特权。

CLUSTER ON/SET WITHOUT CLUSTER  

这种形式为未来的 CLUSTER 操作选择默认的索引。它不会真正地对表进行聚簇。注意 CLUSTER 不是建议在数据库中重新排序表的方式，因为它需要很长时

间。最好是用 CREATE TABLE AS 重新创建表并由索引列排序。

SET WITHOUT OIDS  

这种形式从该表移除 oid 系统列。注意没有 ALTER TABLE 变体情况下，一旦它们被删除，就可以将 OID 恢复到表中。

SET ( FILLFACTOR = value**) / RESET (FILLFACTOR)**  

更改表的填充因子。表的填充因子是10到100之间的百分比。默认值为100（完全打包）。当指定较小的填充因子时， INSERT 操作包表页面仅指示百分比; 保

留每个页面上的剩余空间用于更新该页面上的行。这给了 UPDATE 有机会将更新的副本放在与原始页面相同的页面上，这比将其放置在不同页面上更有效。对

于其表项永远不会更新的表格，完全打包是最佳选择，但是在大量更新的表中，较小的填充因子是适当的。请注意，此命令不会立即修改表内容。用户将需要重写

表以获得所需的效果。

SET DISTRIBUTED  

设置表的分配策略。对哈希分发策略的更改将导致表数据在物理上重新分布在磁盘上，这可能是资源密集型的。

INHERIT parent_table / NO INHERIT parent_table  

将目标表添加或删除为指定父表的子级。对父母的查询将包括其子表的记录。要作为子级添加，目标表必须已经包含与父级相同的所有列（也可能有其他列）。列

必须具有匹配的数据类型， 如果他们有 NOTNULL 父母的约束，他们也必须有 NOT NULL 孩子的约束。所有人也必须有匹配的子表约束 CHECK 父母的约

束。

OWNER  

将表、序列或视图的所有者更改为指定的用户。

SET TABLESPACE  

将表的表空间更改为指定的表空间，并将与表关联的数据文件移动到新的表空间。表上的索引（如果有的话）不移动；但他们可以单独移动用额外 SET 

TABLESPACE 命令。参见 CREATE TABLESPACE。如果更改分区表的表空间，则所有子表分区也将被移动到新的表空间。

注意

数据库不支持触发器。由于数据库的并行性，触发器通常具有非常有限的功能。

注意

CLUSTER ON在append优化的表上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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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ME  

更改表（或索引，序列或视图）的名称或表中单个列的名称。对存储的数据没有影响。请注意，数据库分发密钥列不能重命名。

SET SCHEMA  

将表移动到另一个模式。关联的索引，约束和表列所有的序列也被移动。

ALTER PARTITION | DROP PARTITION | RENAME PARTITION | TRUNCATE PARTITION | ADD PARTITION | SPLIT PARTITION | 

EXCHANGE PARTITION | SET SUBPARTITION TEMPLATE  

更改分区表的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必须通过父表来更改其子表分区之一。

要使用 ALTER TABLE 用户必须拥有该表。要更改一个表的模式或者表空间，用户还必须拥有新模式或表空间上的 CREATE 特权。要把一个表作为一个父表

的新子表加入，用户必须也拥有该父表。要更改拥有者，用户还必须是新拥有角色的一个直接或者间接成员，并且该角色必须具有该表的模式上的 CREATE 特

权。超级用户自动拥有这些权限。

ONLY 

只对指定的表名进行操作。如果 ONLY 关键字不被使用，将对命名表和与该表相关联的任何子表分区执行操作。

name 

要更改的现有表的名称（可能是方案限定的）。如果 ONLY 被指定，只有该表被更改。如果 ONLY 未指定，该表及其所有后代表（如果有）都会被修改。

column 

新列或现有列的名称。请注意，数据库分发密钥列必须特别小心处理。更改或删除这些列可以更改表的分发策略。

new_column 

现有列的新名称。

new_name 

表的新名称。

type 

新列的数据类型，或现有列的新数据类型。如果更改分发密钥列的数据类型，则只允许将其更改为兼容类型 (例如 text 到 varchar 是可以的，但是 text 到 int 

不行)。

table_constraint 

表的新表约束。请注意，Database 目前不支持外键限制。还有一个表只允许一个唯一的约束，唯一性必须在数据库分配密钥中。

constraint_name 

要删除的现有约束的名称。

CASCADE 

自动删除依赖于已删除列或约束的对象（例如引用该列的视图）。

RESTRICT 

如果有任何依赖对象，拒绝删除列或约束。这是默认行为。

trigger_name 

要禁用或启用的单个触发器的名称。请注意，数据库不支持触发器。

ALL 

禁用或启用属于表的所有触发器，包括与约束相关的触发器。这需要超级用户权限。

USER 

禁用或启用属于该表的所有用户创建的触发器。

说明

 如果将分区添加到具有子分区编码的表中，则新分区将继承子分区的存储指令。有关压缩设置优先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数据库管理员指南”中的“使

用压缩”。

注意

如果表具有多个分区，如果表具有压缩，或者表的 blocksize 大，则内存使用量会显着增加。如果与表关联的关系数量较大，则此条件可能会迫使表上

的操作使用更多内存。例如，如果表是一个 CO 表并且具有大量列，则每一列都是一个关系。 一个操作像 ALTER TABLE ALTER COLUMN 打开

表中的所有列分配关联的缓冲区。如果 CO 表有40列和100分区，列被压缩，并且块大小为2MB（系统系数为3），则系统尝试分配24GB，即

（40×100）×（2× 3）MB或24GB。

参数

注意

限制只能添加到整个表中，而不能添加到分区。由于这个限制，该 name 参数只能包含一个表名，而不能是一个分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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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_name 

表应标记为聚类的索引名称。注意 CLUSTER 不是建议在数据库中重新排序表的方式，因为它需要很长时间。最好用 CREATE TABLE AS 重新创建表并由索

引列排序。

FILLFACTOR 

设置表的 fillfactor 百分比。

value 

FILLFACTOR 参数的新值，在10到100之间的百分比。默认值为100。

DISTRIBUTED BY (column) | DISTRIBUTED RANDOMLY 

指定表的分发策略。更改哈希分发策略将导致表数据在物理上重新分配到磁盘上，这可能是资源密集型的。如果用户声明相同的哈希散布策略或从哈希更改为随机

分布，除非用户声明了 SET WITH(REORGANIZE=true) 否则不会重新分发数据。

REORGANIZE=true|false 

使用 REORGANIZE=true 当哈希分发策略没有改变或者当用户从一个哈希更改为一个随机分布，并且用户想重新分发数据。

parent_table 

与该表关联或取消关联的父表。

new_owner 

表的新所有者的角色名称。

new_tablespace 

要移动表的表空间的名称。

new_schema 

要移动表的模式的名称。

parent_table_name 

更改分区表时，该顶级父表的名称。

ALTER [DEFAULT] PARTITION 

如果更改分区比第一级分区更深，那么 ALTER PARTITION 子句用于指定要更改的层次结构中的哪个子分区。

DROP [DEFAULT] PARTITION 

删除指定的分区。如果分区具有子分区，子分区也将自动删除。

TRUNCATE [DEFAULT] PARTITION 

截断指定的分区。如果分区具有子分区，则子分区也将自动截断。

RENAME [DEFAULT] PARTITION 

更改分区的分区名称（而不是关系名称）。使用命名约定创建分区表： <parentname>_<level>_prt_<partition_name> 。

ADD DEFAULT PARTITION 

将默认分区添加到现有分区设计。当数据与现有分区不匹配时，它将被插入到默认分区中。没有默认分区的分区设计将拒绝与现有分区不匹配的传入行。必须给默

认分区一个名称。

ADD PARTITION

partition_element 

使用表（范围或列表）的现有分区类型，定义要添加的新分区的边界。

name 

此新分区的名称。

VALUES  

对于列表分区，定义分区将包含的值。

START  

对于范围分区，定义分区的起始范围值。默认情况下，起始值为 INCLUSIVE。例如，如果用户宣布开始日期为'2016-01-01'，那么分区将包含大于或等

于'2016-01-01'。通常数据类型为 START 表达式与分区键列类型相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用户必须显式地转换为预期的数据类型。

END  

对于范围分区，定义分区的结束范围值。默认情况下，结束值为 EXCLUSIVE。例如，如果用户宣布结束日期为'2016-02-01'，那么分区将包含所有日期小于

但不等于'2016-02-01'。通常数据类型为 END 表达式与分区键列类型相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用户必须显式地转换为预期的数据类型。

WITH  

设置分区的表存储选项。例如用户可能希望较旧的分区是追加优化的表和较新的分区为常规堆表。参考 CREATE TABLE 有关存储选项的说明。

TABLESPACE  

要在其中创建分区的表空间的名称。

subpartition_spec  

只允许在没有子分区模板的情况下创建的分区设计。声明要添加的新分区的子分区规范。如果最初使用子分区模板定义了分区表，那么将使用该模板自动生成子分

区。

EXCHANGE [DEFAULT] PARTITION 

将另一个表交换到分区层次结构到现有分区的位置。在多级别分区设计中，只能交换最低级别的分区（包含数据的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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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服务器配置参数 gp_enable_exchange_default_partition 控制可用 EXCHANGE DEFAULT PARTITION 子句。参数的默认值为 off。该子句

不可用并且如果在 ALTER TABLE 命令中指定了子句数据库将返回错误。

警告：在交换默认分区之前，用户必须确保要被交换的表（新的默认分区）中的数据对于默认分区是有效的。例如新默认分区中的数据不能含有对该分区表其他叶

子子分区中有效的数据。否则，针对被交换默认分区所在分区表的查询在被GPORCA执行时可能返回不正确的结果。

WITH TABLE table_name 

用户正在换入到分区设计中的表名。用户可以交换一个表数据被存储在数据库中的表。例如该表由 CREATE TABLE 命令创建。

通过 EXCHANGE PARTITION 子句，用户还可以交换一个可读外部表（由 CREATE EXTERNAL TABLE 命令创建）到分区层次中替换一个现有的叶子

子分区。如果用户指定一个可读外部表，用户还必须指定 WITHOUT VALIDATION 子句以跳过针对正在交换的分区上 CHECK 约束的表验证。

这些情况中不支持用外部表交换叶子子分区：

WITH | WITHOUT VALIDATION  

验证表中的数据匹配正在交换的分区的 CHECK 约束。默认是针对 CHECK 约束验证数据。

警告：如果用户指定 WITHOUT VALIDATION 子句，用户必须确保正在交换一个现有叶子子分区的表中的数据对于该分区上的 CHECK 约束有效。否则针对

分区表的查询可能返回不正确的结果。

SET SUBPARTITION TEMPLATE 

为一个现有分区修改子分区模板。在设置了一个新的子分区模板后，所有增加的新分区都将具有新的子分区设计（现有分区不会被修改）。

SPLIT DEFAULT PARTITION 

分裂一个默认分区。在一种多级分区设计中，用户只能分裂最底层的默认分区（它们包含数据）。分裂默认分区会创建包含指定值的新分区并且让默认分区包含不

匹配现有分区的任何值。

AT  

对于列表分区表，指定应该被用作分裂条件的单个列表值。

START  

对于范围分区表，为新分区指定一个开始值。

END  

对于范围分区表，为新分区指定一个结束值。

INTO  

允许用户为新分区指定一个名字。在使用 INTO 子句分裂默认分区时，被指定的第二个分区名应该总是现有的默认分区。如果用户不知道默认分区的名称，用户

可以使用 pg_partitions 视图找到它。

SPLIT PARTITION 

将一个现有分区分裂成两个分区。在多层分区设计中，用户只能分裂最底层的分区（包含着数据）。

AT  

指定应该被用作分裂条件的单个值。分区将被划分成两个新分区，指定的分裂值会成为后一个分区的开始范围。

INTO  

允许用户为分裂创建两个新分区指定名字。

partition_name 

给定的分区名称。

FOR (RANK(number)) 

对于范围分区，分区在范围中的排名。

FOR ('value') 

通过声明一个落在分区边界说明中的值来指定一个分区。如果用 FOR 声明的值匹配一个分区和它的一个子分区（例如如果值是一个日期并且表先按月分区然后按

日分区），那么 FOR 将在第一个找到匹配的层次上操作（例如每月的分区）。如果用户的目的是在子分区上操作，则必须按如下的方式声明：

在修改或者删除作为数据库分布键一部分的列时要特别小心，因为这可能会改变表的分布策略。

数据库当前不支持外键约束。对于要在数据库中实施的唯一约束，表必须被哈希分布（不能用 DISTRIBUTED RANDOMLY），并且所有的分布键列必须

和唯一约束列中前部的列相同。

在用 ADD COLUMN 增加列时，表中所有的现有行都用该列的默认值初始化，如果没有指定 DEFAULT 子句则初始化为 NULL（注意不允许在追加优化表

中增加不指定默认值的列）。增加一个非空默认值的列或者更改现有列的类型要求重写整个表。对于大型表这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并且会临时要求两倍的磁

盘空间。

分区表通过 SUBPARTITION 子句创建，或者如果分区具有子分区。

分区表含有一个带有检查约束或者 NOT NULL 约束的列。

ALTER TABLE name ALTER PARTITION FOR '2016-10-01'  DROP PARTITION FOR '2016-10-01'( ) ( );

注解

ALTER TABLE 命令中指定的表名不能是一个表中的分区名。

增加 CHECK 或者 NOT NULL 约束要求扫描表以验证现有的行是否符合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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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在单个 ALTER TABLE 命令中指定多个更改，它们将在对表的一趟扫描中完成。

如果表被分区或者由任意后代表，就不允许对父表增加列、重命名列或者更改列类型而不对其后代表做同样的事情。这确保了后代总是具有和父辈相匹配的

列。

要查看一个分区表的结构，用户可以使用视图 pg_partitions。这个视图可以帮助确定用户想要修改的特定分区。

只有当后代表没有从任何其他父表继承某一列并且也没有对该列的独立定义时，递归的 DROP COLUMN 操作才会移除后代表的这个列。非递归的 DROP 

COLUMN（ALTER TABLE ONLY ... DROP COLUMN）不会移除任何后代列，而是将它们标记为独立定义而不是继承而来。

如果在包含已经被交换为使用外部表的叶子子分区的分区表上没有数据被更改，则支持这些 ALTER PARTITION 操作。否则会返回错误。

这些 ALTER PARTITION 对于已经交换为使用外部表的叶子分区的分区表，不支持以下操作：

不允许更改系统目录表的任何部分。

向列中添加列：

重命名现有列：

重命名现有表：

向列添加非空约束：

向表中添加检查约束：

DROP COLUMN 形式不会物理上移除列，而是简单地将它变成对 SQL 操作不可见。后续在表中的插入和更新操作将为该列存储一个空值。因此，删除一

列很快，但是不会立即减少表的磁盘尺寸，因为被删除列所占据的空间没有被回收。这些空间将随着现有行被更新而逐渐被回收。

ALTER TYPE 要求重写整个表的做法有时候是一种优点，因为重写过程会消除表中的任何死亡空间。例如，要立即回收被删除列占据的空间，最快的方法

是： ALTER TABLE table ALTER COLUMN anycol TYPE sametype; ，其中 anycol 是任何现有表列而 sametype 是该列现有的数据类型。这不会对表

产生任何语义可见的变化，但是该命令强制进行了重写，这就会去除无用的数据。

TRIGGER、CLUSTER、OWNER 以及 TABLESPACE 动作不会递归到后代表，也就是说它们的动作总是好像在指定了 ONLY 的情况下执行。增加约

束的动作中只有 CHECK 约束可以递归。

添加或删除列。

更改列的数据类型。

设置子分区模板。

更改分区属性。

创建一个默认分区。

制定分销政策。

设置或删除 NOT NULL 列的约束。

添加或删除约束。

拆分外部分区。

示例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DD COLUMN address varchar 30( );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RENAME COLUMN address TO city;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RENAME TO suppliers;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LTER COLUMN street SET NOT NULL;

ALTER TABLE distributors ADD CONSTRAINT zipchk CHECK 

char_length zipcode  = 5

--增加约束，c1列的值必须大于5

alter table table1 ADD CONSTRAINT xxcheck2 check c1 > 5

ALTER TABLE

Time: 50.201 ms

--插入数据，当插入列的值小于5，则报错。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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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移动到不同的模式：

将新分区添加到分区表中：

将默认分区添加到现有分区设计中：

重命名分区：

删除范围序列中的第一个（最旧的）分区：

将表交换到用户的分区设计中：

拆分默认分区（现有的默认分区名称 other）为2017年1月添加新的每月分区：

第一个分区包含日期为1月1日至15日，第二个分区包含日期1月16日至31日：

ADD、DROP、SET DEFAULT 项符合 SQL 标准。其他形式是 SQL 标准的数据库扩展。另外，在一个单一的指定多个操作的能力 ALTER TABLE 命令是

一个扩展。

ALTER TABLE DROP COLUMN 可用于删除表的唯一列，留下零列表。这是 SQL 的扩展，它不允许零列表。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20190117 'test'  4

ERROR:  new row for relation "table1" violates check constraint "xxcheck2"  seg0 10.0.15.16:40000 pid=11071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20190117 'test'  6

INSERT 0 1

Time: 71.215 ms

( , , );

( )

( , , );

ALTER TABLE myschema distributors SET SCHEMA yourschema. ;

ALTER TABLE sales ADD PARTITION 

            START date '2017-02-01'  INCLUSIVE 

            END date '2017-03-01'  EXCLUSIVE

( )

( ) ;

ALTER TABLE sales ADD DEFAULT PARTITION other;

ALTER TABLE sales RENAME PARTITION FOR '2016-01-01'  TO 

jan08

( )

;

ALTER TABLE sales DROP PARTITION FOR RANK 1( ( ));

ALTER TABLE sales EXCHANGE PARTITION FOR '2016-01-01'  WITH 

TABLE jan08

( )

;

ALTER TABLE sales SPLIT DEFAULT PARTITION 

START '2017-01-01'  INCLUSIVE 

END '2017-02-01'  EXCLUSIVE 

INTO PARTITION jan09  PARTITION other

( )

( )

( , );

ALTER TABLE sales SPLIT PARTITION FOR '2016-01-01'

AT '2016-01-16'

INTO PARTITION jan081to15  PARTITION jan0816to31

( )

( )

( , );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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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DROP TABLE

ALTER TABLESPAC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5:39:24

：更改一个表空间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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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TABLESPACE 可用于更改一个表空间的定义。

要使用 ALTER TABLESPACE，用户必须拥有该表空间。要修改拥有者，用户还必须是新拥有角色的直接或者间接成员（超级用户自动拥有这些特权）。

name：一个现有表空间的名称。

newname：新的表空间的名称。新的表空间名称不能以 pg_ 或 gp_ 开头（这类名称保留用于系统表空间）。

newowner：该表空间的新拥有者。

重命名表空间 index_space 为 fast_raid：

更改表空间 index_space 的所有者：

在 SQL 标准中没有 ALTER TABLESPACE 语句。

CREATE TABLESPACE、DROP TABLESPACE

概要

ALTER TABLESPACE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TABLESPACE name OWNER TO newowner

描述

参数

示例

ALTER TABLESPACE index_space RENAME TO fast_raid;

ALTER TABLESPACE index_space OWNER TO mary;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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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USER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5:40:11

更改数据库用户（角色）的定义。

其中 option can be：

ALTER USER 是一个已弃用的命令，但由于历史原因仍然被接受，它是 ALTER ROLE 的别名。参见 ALTER ROLE 获取更多信息。

ALTER USER 语句是一个数据库扩展。SQL 标准中使用用户的定义来实现。

ALTER ROLE

概要

ALTER USER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USER name SET config_parameter {TO | =} {value | DEFAULT}

ALTER USER name RESET config_parameter

ALTER USER name  WITH  option    [ [ ] [ ... ] ]

      SUPERUSER | NOSUPERUSER

    | CREATEDB | NOCREATEDB

    | CREATEROLE | NOCREATEROLE

    | CREATEUSER | NOCREATEUSER

    | INHERIT | NOINHERIT

    | LOGIN | NOLOGIN

    |  ENCRYPTED | UNENCRYPTED  PASSWORD 'password'

    | VALID UNTIL 'timestamp'

[ ]

描述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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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VIEW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5:40:57

更改一个视图的定义。

ALTER VIEW 更改一个视图的定义。唯一当前可用的功能是重命名视图。要执行此命令用户必须是视图的拥有者。

name：一个现有文件空间的名称（可以是限定模式）。

newname：视图的新名称。

一些 ALTER TABLE 的变体可以很好的用于视图，例如重命名视图时可以使用 ALTER TABLE RENAME。但是要更改视图的所有者或者模式，目前用户必

须通过使用 ALTER TABLE。

把视图 myview 重命名为 newview：

更改表空间 myfs 的所有者：

ALTER VIEW 是一种数据库的 SQL 标准扩展。

CREATE VIEW、DROP VIEW

概要

ALTER VIEW name RENAME TO newname

描述

参数

注解

示例

ALTER VIEW myview RENAME TO newview;

ALTER FILESPACE myfs OWNER TO dba;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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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5:47:10

收集有关一个数据库的统计信息。

ANALYZE 收集一个数据库中的表的内容的统计信息，并且将结果存储在 pg_statistic 系统目录中。接下来，查询规划器会使用这些统计信息来帮助确定查询

最有效的执行计划。

如果不带参数，ANALYZE 会检查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表。用户可以指定表名来收集单个表的统计信息。用户可以指定一组列名称，在这种情况下，仅收集这些

列的统计信息。

ANALYZE 不收集外部表上的统计信息。

如果用户想要在启用 GPORCA（默认启用）时在分区表上执行查询，那么用户必须在分区表的根分区上用 ANALYZE ROOTPARTITION 命令收集统计信

息。有关 GPORCA 的信息，请参见“数据库管理员指南”中的“查询数据”。

ROOTPARTITION [ALL] 

只在分区表的根分区上根据分区表中的数据收集统计信息。不会在叶子子分区上收集统计信息，其中的数据只会被采样。当用户指定 ROOTPARTITION 时，必

须指定 ALL 或者一个分区表的名称。

如果用户在 ROOTPARTITION 中指定 ALL，数据库会为该数据库中所有分区表的根分区收集统计信息。如果在数据库中没有分区表，会返回一个消息说明没

有分区表。对于非分区表不会收集统计信息。

如果用户在 ROOTPARTITION 中指定一个表名并且该表不是分区表，则不会为该表收集统计信息并且会返回一个警告消息。

ROOTPARTITION 子句对 VACUUM ANALYZE 不合法。命令 VACUUM ANALYZE ROOTPARTITION 会返回一个错误。

运行 ANALYZE ROOTPARTITION 所需的时间类似于分析一个有着相同数据的非分区表所需的时间，因为 ANALYZE ROOTPARTITION 仅采样叶子子

分区数据。

对于分区表 sales_curr_yr，这个命令例子只在分区表的根分区上收集统计信息。

ANALYZE ROOTPARTITION sales_curr_yr 

这个 ANALYZE 命令的例子在数据库中所有分区表的根分区上收集统计信息。

VERBOSE 

启用进度消息的显示。被指定时，ANALYZE 会发出这些信息。

table 

要分析的特定表的名称（可能被方案限定）。默认为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表。

column 

要分析的特定列的名称。默认为所有列。

概要

ANALYZE VERBOSE  ROOTPARTITION ALL   

   table  column    

[ ] [ [ ] ]

[ [ ( [, ...] ) ]]

描述

注意

用户还可以使用的数据库工具 analyzedb 更新表统计信息。analyzedb 工具可以并发地为多个表更新统计信息。该工具还能检查表、统计信息并且只

在统计信息不是当前最新或者不存在时更新。有关该工具的信息，请参见“数据库工具指南”。

参数

ANALYZE ROOTPARTITION ALL;

The table that is being processed.

The query that is executed to generate the sample table.

The column for which statistics is being computed.

The queries that are issued to collect the different statistics for a single column.

The statistics that are generated.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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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运行 ANALYZE 是个好主意，或者只在表内容发生大量变化时才运行。准确的统计信息会帮助数据库选择最合适的查询计划，并且因此改进查询处理的速

度。一种常用的策略是每天在系统负载低的时候运行一次 VACUUM  和 ANALYZE。

ANALYZE 要求目标表上的 SHARE UPDATE EXCLUSIVE 锁。这个锁会与这些锁冲突：SHARE UPDATE EXCLUSIVE、SHARE、SHARE 

ROW EXCLUSIVE、EXCLUSIVE、ACCESS EXCLUSIVE。

对于分区表，指定要分析该表的哪一部分，如果分区表有大量已经分析过的分区并且只有少数叶子子表改变，根分区或者子分区（叶子子表）会很有用。

例如，用户可以创建一个分区从2006年到2016年的分区表，每年中的每个月是一个子分区。如果用户在2013年的子表上运行 ANALYZE，则不会有统计信息

被收集。如果用户在2013年三月的叶子子表上运行 ANALYZE，则只会为该叶子子表收集统计信息。

对于一个含有被交换为使用外部表的叶子子分区的分区表，ANALYZE 不会为外部表分区收集统计信息：

数据库服务器配置参数 optimizer_analyze_root_partition 影响何时在分区表的根分区上收集统计信息。如果该参数被启用，当用户运行 ANALYZE（没

有 ROOTPARTITON 关键词）并且指定根分区时，会在根分区上收集统计信息。

ANALYZE 收集的统计信息通常包括每个列中一些最常见值构成的列表以及显示每列中近似数据分布的柱状图。如果 ANALYZE 觉得对两者中的一个或者全部

不感兴趣（例如，在一个唯一键列中，其中没有常见值）或者该列的数据类型不支持合适的操作符，它可能会忽略它们。

对于大型表，ANALYZE 会取得该表内容的一份随机采样，而不是检查每一行。这允许非常大的表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分析完。不过要注意，这样的统计信息只是

近似的，并且即使实际表内容没有改变，统计信息也将会在每次运行 ANALYZE 后发生少许变化。这可能会导致 EXPLAIN 所显示的规划器估计代价出现少许

变化。在很少见的情况下，这无疑将导致在两次 ANALYZE 运行之间查询优化器选择不同的查询计划。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调整 default_statistics_target 配置参数增加 ANALYZE 收集的统计信息量，或者逐列用 ALTER TABLE ... ALTER 

COLUMN ... SET STATISTICS（见 ALTER TABLE）设置每列的统计信息目标。该目标值设置最常见值列表中的最大项数以及柱状图中的最大箱数。默认

的目标值是10，但可以改变它以平衡规划器估计精度以及 ANALYZE 所花的时间和在 pg_statistic 中所占用的空间。特别地，将统计信息目标设置为零会禁用

该列的统计信息收集。对那些从不出现在查询的 WHERE、GROUP BY 或者 ORDER BY 子句中的列来说，这可能会很有用，因为规划器将不会使用这类列

上的统计信息。

被分析列中最大的统计信息目标决定了为准备统计信息要采样的表行数。增加该目标会导致执行 ANALYZE 所需的时间空间成比例增加。

当数据库执行一次 ANALYZE 操作为一个表收集统计信息并且检测到所有被采样表的数据页为空（不含有效数据）时，数据库会显示应该执行一次 VACUUM 

FULL 操作的消息。如果被采样页为空，该表的统计信息将不准确。页面会在对表的大量更新后变为空，例如删除了大量行。一次 VACUUM FULL 操作会移除

空页并且允许 ANALYZE 操作收集准确的统计信息。

如果表没有统计信息，服务器配置参数 gp_enable_relsize_collection 控制传统查询优化器是否使用默认统计信息文件或者使用 pg_relation_size 函数估

算表的尺寸。默认情况下，如果统计信息不可用，传统优化器使用默认统计信息文件来估算行数。

为表 mytable 收集统计信息：

SQL 标准中没有 ANALYZE 语句。

ALTER TABLE、 EXPLAIN、 VACUUM

当用户在根分区表上运行 ANALYZE 时，会为所有的叶子子表（数据库为分区表创建的子表层次中最底层的表）收集统计信息。

当用户在一个叶子子表上运行 ANALYZE 时，只会为该叶子子表收集统计信息。当用户在非叶子子表的子表上运行 ANALYZE 时，不会有统计信息被收

集。

注意

当用户用 CREATE TABLE 命令创建一个分区表时，数据库会创建用户指定的表（根分区或者父表），还会基于用户指定的分区层次创建表的层次（子

表）。分区表、子表和它们的继承层次关系通过系统视图 pg_partitions 跟踪。

如果 ANALYZE [ROOTPARTITION] 被运行，外部表不会被采样并且根表统计信息不包括外部表分区。

如果在外部表分区上运行 ANALYZE，该分区不会被分析。

如果指定了 VERBOSE 子句，会显示一个报告消息：skipping external table。

示例

ANALYZE mytable;

兼容性

另见

https://gp-docs-cn.github.io/docs/ref_guide/sql_commands/VACUUM.html#topi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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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5:49:51

开始一个事务块。

其中 transaction_mode 是下列之一：

BEGIN 开始一个事务块，也就是说所有 BEGIN 命令后的所有语句将被在一个事务中执行，直到给出一个显式的 COMMIT 或 ROLLBACK。 默认情况下没

有 BEGIN，数据库在“自动提交”模式中执行事务，也就是说每个语句都在自己的事务中执行并且在语句结束时隐式地执行一次提交（如果执行成功，否则会完

成一次回滚）。

在一个事务块内的语句会执行得更快，因为事务的开始/提交也要求可观的 CPU 和磁盘活动。在进行多个相关更改时，在一个事务内执行多个语句也有助于保证

一致性，在所有相关更新还没有完成之前，其他会话将不能看到中间状态。

如果指定了隔离级别、读/写模式或者延迟模式，新事务也会有那些特性，就像执行了 SET TRANSACTION 一样。

WORK TRANSACTION 

可选的关键词。它们没有效果。

SERIALIZABLE 

READ COMMITTED/READ UNCOMMITTED 

SQL 标准定义了四个事务隔离级别：READ COMMITTED、READ UNCOMMITTED、SERIALIZABLE 和 REPEATABLE READ。默认行为是一个

语句只能看到在开始之前提交的行 READ COMMITTED。在数据库中 READ UNCOMMITTED 被视为与 READ COMMITTED 相同。不支持 

REPEATABLE READ；如果需要此行为请使用 SERIALIZABLE。SERIALIZABLE 是最严格的事务隔离。该级别模拟串行事务执行，就好像事务已经连

续执行，而不是同时执行。使用此级别的应用程序必须准备好重试因序列化失败而导致的事务。

READ WRITE/READ ONLY 

确定事务是读/写还是只读。读/写是默认值。当事务为只读时，不允许以下 SQL 命令：INSERT、UPDATE、DELETE 和 COPY FROM，如果他们的表不

是临时表的话；所有的 CREATE、ALTER 和 DROP 命令还有 GRANT、REVOKE、TRUNCATE 和 EXPLAIN ANALYZE 以及 EXECUTE，如果他

们将执行的命令列在列表的话。

START TRANSACTION 具有 BEGIN 相同的功能。使用 COMMIT 或 ROLLBACK 来终止一个事务块。在已经在一个事务块中时发出 BEGIN 将惹出一

个警告消息。事务状态不会被影响。要在一个事务块中嵌套事务，可以使用保存点，参见 SAVEPOINT。

开始一个事务块：

要使用可序列化隔离级别开始事务块：

BEGIN 是数据库语言扩展。它相当于 SQL 标准的命令 START TRANSACTION。BEGIN 关键词用于嵌入式 SQL 中的不同用途。建议在移植数据库应用

程序时注意事务语义。

概要

BEGIN WORK | TRANSACTION  transaction_mode

      READ ONLY | READ WRITE

[ ] [ ]

[ ]

ISOLATION LEVEL | {SERIALIZABLE | READ COMMITTED | READ UNCOMMITTED}

描述

参数

注解

示例

BEGIN;

BEGIN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SERIALIZABLE;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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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ROLLBACK、START TRANSACTION、SAVEPOINT

另见

CHECKPOINT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5: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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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事务日志检查点。

预写式日志记录（WAL）每隔一段时间将一个检查点放在事务日志中。根据服务器配置参数 checkpoint_segments 和 checkpoint_timeout，每个数据

库段实例设置自动检查点间隔。CHECKPOINT 命令在发出命令时强制立即检查点，而不等待计划的检查点。

检查点是事务日志序列中的所有数据文件已更新以反映日志中的信息的一点。所有数据文件将刷新到磁盘。

只有超级用户可以调用 CHECKPOINT。该命令不适用于正常操作。

CHECKPOINT 是数据库语言扩展。

概要

CHECKPOINT

描述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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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5:52:56

定义或更改对象的注释。

COMMENT 存储关于数据库对象的注释。因此为了修改一段注释，对同一个对象发出一个新的 COMMENT 命令。要移除一段注释，可在文本字符串的位置上

写上 NULL。当对象被删除时，其注释也会被自动删除。

可以使用 psql 元命令轻松检索注释 \dd、\d+ 和 \l+。其他检索注释的用户接口可以构建在 psql 使用的内建函数之上，即 obj_description、

col_description 和 shobj_description。

object_name 

table_name.column_name 

agg_name 

constraint_name 

func_name 

op 

rule_name 

trigger_name 

要注释的对象的名称。表、聚合、域、函数、索引、操作符、操作符类、序列、类型和视图的名称可能是方案限定的。

agg_type 

聚合功能运行的输入数据类型。要引用零参数聚合函数，写 * * 代替输入数据类型的列表。

概要

COMMENT ON

{ TABLE object_name |

  COLUMN table_name column_name |

  AGGREGATE agg_name agg_type   |

  CAST sourcetype AS targettype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ON table_name |

  CONVERSION object_name |

  DATABASE object_name |

  DOMAIN object_name |

  FILESPACE object_name |

  FUNCTION func_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

  INDEX object_name |

  LARGE OBJECT large_object_oid |

  OPERATOR op leftoperand_type  rightoperand_type  |

  OPERATOR CLASS object_name USING index_method |

  PROCEDURAL  LANGUAGE object_name |

  RESOURCE QUEUE object_name |

  ROLE object_name |

  RULE rule_name ON table_name |

  SCHEMA object_name |

  SEQUENCE object_name |

  TABLESPACE object_name |

  TRIGGER trigger_name ON table_name |

  TYPE object_name |

  VIEW object_name } 

IS 'text'

.

( [, ...])

( )

([[ ] [ ] [, ...]])

( , )

[ ]

描述

参数

注意

数据库不支持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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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type 

造型的源数据类型的名称。

targettype 

造型的目标数据类型的名称。

argmode 

一个函数或者聚集的参数的模式：IN、OUT、INOUT 或者  VARIADIC。如果被省略，默认值是 IN。注意 COMMENT ON FUNCTION 并不真正关心 

OUT 参数，因为决定函数的身份只需要输入参数。因此，列出 IN、INOUT 和 VARIADIC 参数即可。

argname 

一个函数或者聚集参数的名称。注意 COMMENT ON FUNCTION 并不真正关心参数名称，因为决定函数的身份只需要参数数据类型。

argtype 

一个函数或者聚集参数的数据类型。

large_object_oid 

大对象的 OID。

PROCEDURAL 

这是一个噪声词。

text 

写成一个字符串的新注释。如果要删除注释，写成 NULL。

当前对查看注释没有安全机制：任何连接到一个数据库的用户能够看到该数据库中所有对象的注释。对于数据库、角色、表空间这类共享对象，注释被全局存储，

因此连接到集簇中任何数据库的任何用户可以看到共享对象的所有注释。因此，不要在注释中放置有安全性风险的信息。

为表 mytable 附加一段注释：

移除它：

SQL 标准中没有 COMMENT 语句。

注解

示例

COMMENT ON TABLE mytable IS 'This is my table.';

COMMENT ON TABLE mytable IS NULL;

兼容性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1 共189页

COMMIT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5:53:37

提交当前事务。

COMMIT 提交当前事务。所有由该事务所作的更改会变得对他人可见并且被保证在崩溃发生时仍能持久。

WORK 

TRANSACTION 

可选的关键词。它们没有效果。

使用 ROLLBACK 中止一个事务。 

当不在一个事务内时发出 COMMIT 不会产生危害，但是它会产生一个警告消息。

要提交当前事务并且让所有更改持久化：

SQL 标准仅指定了两种形式：COMMIT 和 COMMIT WORK。除此之外，这个命令完全符合。

BEGIN、END、START TRANSACTION、ROLLBACK

概要

COMMIT WORK | TRANSACTION[ ]

描述

参数

注解

示例

COMMIT;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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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EXTENSION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5:55:14

在数据库中注册一个扩展名。

CREATE EXTENSION 将新的扩展加载到当前数据库中。不得加载的同名的扩展名。

加载扩展本质上等于运行扩展脚本文件。脚本通常创建新的 SQL 对象，例如函数、数据类型、操作符和索引支持方法。CREATE EXTENSION 命令还记录所

有创建的对象的身份，如果 DROP EXTENSION 执行时可以再次删除它们。

加载扩展需要创建组件扩展对象所需的相同权限。对于大多数扩展，这意味着需要超级用户或数据库所有者权限。运行 CREATE EXTENSION 的用户成为后

续特权检查目的的扩展的所有者，以及由扩展脚本创建的任何对象的所有者。

IF NOT EXISTS 

如果具有相同名称的扩展名已经存在，请勿抛出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通知，现在的扩展程序不能保证与已安装的扩展名相似。

extension_name 

要安装的扩展名。该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是唯一的。扩展名是根据扩展控制文件中的细节创建 SHAREDIR/extension/extension_name.control。

SHAREDIR 是安装共享数据目录，例如 /usr/local/greenplum-db/share/postgresql 。命令 pg_config --sharedir 显示目录。

SCHEMA schema_name 

要在其中安装扩展对象的方案名称。这假设扩展允许其内容被重新定位。指定的方案必须已经存在。如果未指定，并且扩展控制文件未指定方案，则使用当前的默

认对象创建方案。

如果扩展名在其控制文件中指定了方案参数，则该方案无法用 SCHEMA 子句覆盖。通常，如果给出了 SCHEMA 子句与扩展参数冲突，则会引发错误。但是，

如果还给出了 CASCADE 子句，那么当发生冲突的时候 schema_name 会被忽略。给定的 schema_name 用于安装任何必要的但未在其控制文件中指定方

案的扩展。

扩展本身不在任何方案中：扩展的未限定名称在数据库中必须是唯一的。但属于该扩展的对象可以在一个方案中。

VERSION version 

要安装的扩展版本。这可以写成标识符或字符串文字。默认版本是在扩展控制文件中指定的值。

FROM old_version 

指定 FROM *old_version* 当用户尝试安装一个扩展名来替换 *旧样式* 模板，该模块是未打包到扩展中的对象的集合。如果指定，CREATE EXTENSION 

运行一个替代安装脚本，将现有对象吸收到扩展中，而不是创建新对象。确保 SCHEMA 子句指定包含这些预先存在的对象的模式。

用于 *旧版本* 的值由扩展名作者确定，如果有多个版本的旧式模块可以升级到扩展名，则可能会有所不同。对于9.1之前的 PostgreSQL 提供的标准附加模

块，指定 unpackaged 为 *old_version* 将模块更新为扩展样式时。

CASCADE 

自动安装依赖尚未安装的扩展名。递归检查依赖扩展名，并且这些依赖关系也自动安装。如果指定了 SCHEMA 子句，则该模式适用于所安装的扩展名和所有依

赖扩展。指定的其他选项不适用于自动安装的从属扩展。特别是，安装从属扩展时，始终选择默认版本。

目前可用于加载的扩展可以从 pg_available_extensions 或 pg_available_extension_versions 系统视图中识别。

在用户使用 CREATE EXTENSION 将扩展加载到数据库中之前，必须安装支持扩展文件，其中包括扩展控制文件和至少一个 SQL 脚本文件。支持文件必须安

装在所有数据库主机的相同位置。

CREATE EXTENSION 是数据库扩展。

概要

CREATE EXTENSION  IF NOT EXISTS  extension_name

   WITH   SCHEMA schema_name 

            VERSION version 

            FROM old_version 

            CASCADE 

[ ]

[ ] [ ]

[ ]

[ ]

[ ]

描述

参数

注解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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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EXTENSION、DROP EXTENSION

CREATE EXTERNAL TABL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3 12:04:52

定义一个新的外部表，目前 CDW 只支持腾讯云 COS 外部表，不提供 gpfdist、file、s3、hdfs、http 的外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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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外部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库管理员指南”中的“装载和卸载数据”。

CREATE EXTERNAL TABLE 或 CREATE EXTERNAL WEB TABLE 在数据库中创建一个新的可读外部表定义。可读外部表通常用于快速并行数据加

载。定义外部表后，可以使用 SQL 命令直接（并行）查询其数据。例如用户可以选择加入或排序外部表数据。用户还可以创建外部表的视图。DML 操作（更

新、插入、删除或 TRUNCATE）在可读外部表上不可操作，用户不能在可读外部表上创建索引。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 或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WEB TABLE 在数据库中创建一个新的可写外部表定义。可写外部

表通常用于将数据从数据库卸载到一组文件或命名管道中。可写外部 Web 表也可用于将数据输出到可执行程序。一旦写入外部表被定义，可以从数据库表中选择

概要

CREATE READABLE  EXTERNAL TABLE table_name     

     column_name data_type   | LIKE other_table 

     LOCATION 

'cos:// {BUCKET}-{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PREFIX} secretKey=xxx secretId=xxx '

            | 'cos://cos.{REGION}.myqcloud.com/{BUCKET}/{PREFIX} secretKey=xxx secretId=xxx '

     ON MASTER

     FORMAT 'TEXT' 

            HEADER

              DELIMITER AS  'delimiter' | 'OFF'

              NULL AS  'null string'

              ESCAPE AS  'escape' | 'OFF'

              NEWLINE  AS  'LF' | 'CR' | 'CRLF'

              FILL MISSING FIELDS  

          | 'CSV'

            HEADER

              QUOTE AS  'quote'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FORCE NOT NULL column  

              ESCAPE AS  'escape'

              NEWLINE  AS  'LF' | 'CR' | 'CRLF'

              FILL MISSING FIELDS  

          | 'AVRO' 

          | 'PARQUET'

          | 'CUSTOM' Formatter=<formatter_specifications>

     ENCODING 'encoding' 

       LOG ERRORS  SEGMENT REJECT LIMIT count

      ROWS | PERCENT  

CREATE WRITABLE EXTERNAL TABLE table_name

     column_name data_type   | LIKE other_table 

     LOCATION 'cos:// {BUCKET}-{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PREFIX} secretKey=xxx secretId=xxx '

            | 'cos://cos.{REGION}.myqcloud.com/{BUCKET}/{PREFIX} secretKey=xxx secretId=xxx '  

      FORMAT 'TEXT'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ESCAPE AS  'escape' | 'OFF'  

          | 'CSV'

               QUOTE AS  'quote'  

               DELIMITER AS  'delimiter'

               NULL AS  'null string'

               FORCE QUOTE column   

               ESCAPE AS  'escape'  

           | 'AVRO' 

           | 'PARQUET'

           | 'CUSTOM' Formatter=<formatter specifications>

     ENCODING 'write_encoding' 

     DISTRIBUTED BY column      | DISTRIBUTED RANDOML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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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并将其插入到可写外部表中。可写外部表仅允许插入 操作。选择、更新、删除或 TRUNCATE 不被允许。

常规外部表和外部 Web 表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它们的数据源。常规可读外部表访问静态平面文件，而外部 Web 表访问动态数据源，无论是在 Web 服务器上还是

通过执行 OS 命令或脚本。

该 FORMAT 子句用于描述外部表格文件的格式。有效的文件格式是分隔文本（TEXT）逗号分隔值（CSV）格式，与 PostgreSQL 可用的格式化选项类似 

COPY 命令。如果文件中的数据不使用默认列分隔符、转义字符、空字符串等，则必须指定其他格式选项，以便外部文件中的数据被数据库正确读取。有关使用

自定义格式的信息，请参阅“数据库管理员指南中”的“装载和卸载数据”。

在创建写入或从 COS 存储区中读取的外部表之前，必须配置数据库以支持协议。COS 外部表可以使用 CSV 或文本格式的文件可写的 COS 外部表仅支持插入

操作。请参见 COS 协议配置。

READABLE | WRITABLE：指定外部表的类型，默认可读。可读外部表用于将数据加载到数据库中。可写外部表用于卸载数据。

table_name：新外部表的名称。

column_name：在外部表定义中创建的列的名称。与常规表不同，外部表不具有列约束或默认值，因此不要指定。

LIKE other_table：该 LIKE 子句指定新的外部表自动复制所有列名，数据类型和分发策略的表。如果原始表指定了任何列约束或默认列值，那么它们将不会

被复制到新的外部表定义中。

data_type：列的数据类型。

LOCATION ('protocol://host[:port]/path/file' [, ...]) 

对于可读外部表，指定用于填充外部表或 Web 表的外部数据源的 URI。常规可读外部表允许 gpfdist 或文件协议。外部 Web 表允许 http 协议。如果端口被省

略，端口8080被假定为 http 和 gpfdist 协议，端口9000为 gphdfs 协议。如果使用 gpfdist 协议，the 路径是相对于 gpfdist 服务文件的目录（启动 

gpfdistgpfdist 程序时指定的目录）。此外，gpfdist 使用通配符或其他 C-style 模式匹配（例如：空格符为 [[:space:]]）表示目录中的多个文件。例如：

对于可写外部表，指定 cos 协议将会从的 Segment 收集输出的数据并将其写入一个或多个命名文件。 

在可选择的 #transform=trans_name 中，用户可以指定要在加载或提取数据时应用的转换。trans_name 是用户运行 gpfdist 实用程序指定的 YAML 配

置文件的转换名称。当用户用 COS 协议创建一个外部表时，只支持 TEXT 和 CSV 格式。这些文件可以是 gzip 压缩格式。该 COS 协议识别 gzip 格式并解压

缩文件。只支持 gzip 压缩格式。

EXECUTE 'command' [ON ...] 

允许只读可读外部 Web 表或可写外部表。对于可读取的外部 Web 表，要指定由 Segment 实例执行的 OS 命令。该命令可以是单个 OS 命令或脚本。ON 子

句用于指定哪些 Segment 实例将执行给定的命令。

FORMAT 'TEXT | CSV | AVRO | PARQUET' (options) 

指定外部或 Web 表格数据的格式，纯文本（TEXT）或逗号分隔值（CSV）格式。 

仅使用 gphdfs 协议支持 AVRO 和 PARQUET 格式。

FORMAT 'CUSTOM' (formatter=formatter_specification) 

指定自定义数据格式。formatter_specification 指定用于格式化数据的函数，后跟格式化函数的逗号分隔参数。格式化程序规范的长度包括 Formatter= 的

字符串的长度可以高达约50K字节。

有关使用自定义格式的信息，请参阅“数据库管理员指南”中的“装载和卸载数据”。

DELIMITER 

指定单个 ASCII 字符，用于分隔每行数据中的列。默认值为 TEXT 模式下的制表符，CSV 格式为逗号。在可读外部表的 TEXT 模式下，对于将非结构化数据

加载到单列表中的特殊用例，可以将分隔符设置为 OFF。

NULL 

指定表示 NULL 值的字符串。在 TEXT 模式下，默认值是 \N（反斜杠-N），CSV 模式中不含引号的空值。在 TEXT 模式下用户可能更希望不想将 NULL 值

与空字符串区分开的情况下，也能使用 NULL 字符串。使用外部和 Web 表时，与此字符串匹配的任何数据项将被视为 NULL 值。

作为 text 格式的示例，此 FORMAT 子句可用于指定两个单引号（''）的字符串为 NULL 值。

ESCAPE 

指定用于 C 转义序列的单个字符（例如 \n、\t、\100等）以及用于转义可能被视为行或列分隔符的数据字符。确保选择在实际列数据中的任何地方都不使用的转

义字符。默认转义字符是文本格式文件的\（反斜杠）和 csv 格式文件的"（双引号），但是可以指定其他字符来表示转义，也可以禁用文本转义通过指定值 'OFF' 

作为转义值，格式化的文件对于诸如文本格式的 Web 日志数据之类的数据非常有用，这些数据具有许多不希望转义的嵌入式反斜杠。

参数

'gpfdist://filehost:8081/*'

'gpfdist://masterhost/my_load_file'

'file://seghost1/dbfast1/external/myfile.txt'

'http://intranet.example.com/finance/expenses.csv'

'cos://{BUCKET}-{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PREFIX} secretKey=xxx secretId=xxx'

FORMAT 'text' delimiter ',' nul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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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INE 

指定数据文件中使用的换行符 – LF（换行符，0x0A），CR（回车符号，0x0D）或 CRLF（回车加换行，0x0D 0x0A）。如果未指定，数据库的 Segment 

将通过查看其接收的第一行数据并使用遇到的第一个换行符来检测换行类型。

HEADER 

对于可读外部表，指定数据文件中的第一行是标题行（包含表列的名称），不应作为表的数据包含。如果使用多个数据源文件，则所有文件必须有标题行。

对于 s3 协议，标题行中的列名不能包含换行符 (\n) 或回车符 (\r)。

QUOTE 

指定 CSV 模式的报价字符。默认值为双引号（"）。

FORCE NOT NULL  

在 CSV 模式下，处理每个指定的列，就像它被引用一样，因此不是一个 NULL 值。对于 CSV 模式中的默认空字符串（两个分隔符之间不存在），这将导致将

缺少的值作为零长度字符串计算。

FORCE QUOTE 

在可写外部表的 CSV 模式下，强制引用用于每个指定列中的所有非 NULL 值。NULL 输出从不引用。

FILL MISSING FIELDS

在可读外部表的 TEXT 和 CSV 模式下，指定 FILL MISSING FIELDS 时，当一行数据在行或行的末尾缺少数据字段时，将丢失尾字段值设置为 NULL（而

不是报告错误）。空行，具有 NOT NULL 约束的字段和行上的尾随分隔符仍然会报告错误。

ENCODING 'encoding' 

字符集编码用于外部表。指定一个字符串常量（如 'SQL_ASCII'），一个整数编码号或者 DEFAULT 来使用默认的客户端编码。 

LOG ERRORS 

这是一个可选的子句，可以在 SEGMENT REJECT LIMIT 子句之前记录有关具有格式错误的行的信息。错误日志信息在内部存储，并使用数据库内置 SQL 

函数 gp_read_error_log() 访问。

SEGMENT REJECT LIMIT count [ROWS | PERCENT] 

在单行错误隔离模式下运行 COPY FROM 操作。如果输入行具有格式错误，则它们将被丢弃，前提是在加载操作期间在任何 Segment 实例上未达到拒绝限制

计数。拒绝限制计数可以指定为行数（默认值）或总行数百分比（1-100）。如果使用 PERCENT，则每个 Segment 只有在处理了参数 

gp_reject_percent_threshold 所指定的行数之后才开始计算坏行百分比。gp_reject_percent_threshold 的默认值为300行。诸如违反 NOT 

NULL、CHECK 或 UNIQUE 约束的约束错误仍将以“all-or-nothing”输入模式进行处理。如果没有达到限制，所有好的行将被加载，任何错误行被丢

弃。

注解：读取外部表时，如果未首先触发 SEGMENT REJECT LIMIT 或未指定 SEGMENT REJECT LIMIT，则数据库将限制可能包含格式错误的初始行

数。如果前1000行被拒绝，则 COPY 操作将被停止并回滚。

可以使用数据库服务器配置参数 gp_initial_bad_row_limit 更改初始拒绝行的数量限制。 

DISTRIBUTED BY (column, [ ... ] ) 

DISTRIBUTED RANDOMLY 

用于为可写外部表格声明数据库分发策略。默认情况下，可写外部表是随机分布的。如果要从中导出数据的源表具有散列分发策略，则为可写外部表定义相同的分

发密钥列可以通过消除在互连上移动行的需要来改善卸载性能。当用户发出诸如 INSERT INTO wex_table SELECT * FROM source_table  的卸载命令时，如

果两个表具有相同的散列分布策略，则可以将卸载的行直接从 Segment 发送到输出位置。

创建一个使用 COS 协议的名为 cos_tbl 的可读外部表，并指定读取广州 simple-bucket cos 存储下的所有 CSV 文件，文件格式为 csv：

指定 LOG ERRORS 子句时，数据库会捕获读取外部表数据时发生的错误。用户可以查看和管理捕获的错误日志数据。

如果 table_name 不存在，该函数返回 FALSE。

示例

CREATE READABLE EXTERNAL TABLE cos_tbl c1 int  c2 text  c3 int

LOCATION 'cos://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simple-bucket/from_cos/ secretKey=xxx secretId=xxx'

FORMAT 'csv'

( , , )

( )

;

注解

使用内置的 SQL 函数 gp_read_error_log('table_name')。它需要对 table_name 具有 SELECT 特权。此示例显示使用 COPY 命令加载到表 

ext_expenses 中的数据的错误日志信息：

SELECT * from gp_read_error_log 'ext_expenses'( );

如果指定的表存在错误日志数据，新的错误日志数据将附加到现有的错误日志数据。错误日志信息不会复制到镜像 Segment。

使用内置的 SQL 函数 gp_truncate_error_log('table_name') 删除 table_name 的错误日志数据。它需要表所有者权限，此示例删除将数据移动到表

中时捕获的错误日志信息 ext_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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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table_name 不存在，该函数返回 FALSE。

指定 \* 通配符以删除当前数据库中现有表的错误日志信息。指定字符串*.以删除所有数据库错误日志信息，包括由于以前的数据库问题而未被删除的错误日志信

息。如果指定*，则需要数据库所有者权限。如果指定了.*则需要操作系统超级用户权限。

对于 COS 协议，用户可以在 CREATE EXTERNAL TABLE 命令的 LOCATION 子句中指定文件的位置和可选的配置文件位置。语法如下：

用户可以指定 COS 协议访问腾讯云 COS 上的数据。对于 COS 协议来说，LOCATION 子句指定数据文件为表上传的 COS 端点和存储桶名称。

在定义只读表场景下，prefix 指定需要读取的对象名前缀，如果 prefix 为空，读取 bucket 下所有文件；如果 prefix 以斜杠（/）结尾，则匹配改文件夹下面的

所有文件及子文件夹中的文件；否则，读取前缀匹配的所有文件夹及子文件夹中的文件。例如 cos 对象包括：

prefix 指定：simple 则读取所有文件，包括目录名称前缀匹配的 simple_prefix，对象列表：

prefix 指定：simple/ 则读取包括 simple/ 的所有文件，包括：

在只写表场景下，prefix 指定输出文件前缀，如果不指定 prefix，文件写入到 bucket 下；如果 prefix 以斜杠（/）结尾，文件写入到 prefix 指定的目录下，

否则，以给定的 prefix 作为文件前缀。例如，需要创建的文件包括：a.csv、b.csv、c.csv。

SELECT gp_truncate_error_log 'ext_expenses'  ( );

COS 协议限制

只支持 COS 路径样式的 URL。

--COS V4： 

cos://cos.{REGION}.myqcloud.com/{BUCKET}/{PREFIX}

--COS V5： 

cos:// {BUCKET}-{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PREFIX}

CREATE EXTERNAL TABLE 命令的 LOCATION 子句中只支持一个 URL。

如果在 CREATE EXTERNAL TABLE 命令中未指定 NEWLINE 参数，则在特定前缀的所有数据文件中，换行符必须相同。如果某些具有相同前缀的数

据文件中的换行字符不同，则对文件的读取操作可能会失败。

对于可写入的 COS 外部表，只支持 INSERT 操作。不支持 UPDATE、DELETE 和 TRUNCATE 操作。

利用数据库执行的并行处理 Segment 实例中，只读 COS 表的 COS 位置中的文件的大小应类似，文件数量与 Segment 数量一致。

关于 COS 协议 URL

'cos://cos.{REGION}.myqcloud.com/{BUCKET}/{PREFIX} secretKey=xxx secretId=xxx'

'cos://{BUCKET}-{APPID}.cos.{REGION}.myqcloud.com/{PREFIX} secretKey=xxx secretId=xxx'

REGION：cos 支持的地域，需要和实例在相同地域，可选值参考 可用地域 。

BUCKET：cos 桶名称。

PREFIX：cos 对象名称前缀。prefix 可以为空，可以包括多个斜杠。

read-bucket/simple/a.csv

read-bucket/simple/b.csv

read-bucket/simple/dir/c.csv

read-bucket/simple_prefix/d.csv

read-bucket/simple/a.csv

read-bucket/simple/b.csv

read-bucket/simple/dir/c.csv

read-bucket/simple_prefix/d.csv

read-bucket/simple/a.csv

read-bucket/simple/b.csv

read-bucket/simple/dir/c.csv

如果指定 prefix 为 simple/，则生成的对象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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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Key 和 secretId 分别是用户自己在腾讯云的密钥对。

注解：当上传或下载 COS 文件时，数据库可能需要在每个分 Segment 主机上最多可以使用 threadnum * chunksize 的内存。当用户配置总体的数据库内

存时，请考虑此 cos 协议内存要求，并根据需要增加 gp_vmem_protect_limit 的值。

CREATE EXTERNAL TABLE 是数据库扩展。SQL 标准没有规定外部表。

CREATE TABLE AS、CREATE TABLE、COPY、SELECT INTO、INSERT

read-bucket/simple/a.csv

read-bucket/simple/b.csv

read-bucket/simple/b.csv

如果指定 prefix 为 simple_，则生成的对象为：

read-bucket/simple_a.csv

read-bucket/simple_b.csv

read-bucket/simple_b.csv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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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INDEX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05:41

定义一个新的索引。

CREATE INDEX 构造指定表上的索引。索引主要用于增强数据库性能（尽管不当使用会导致性能降低）。

索引的关键字段被指定为列名称，或者替换为括号中的表达式。如果索引方法支持多列索引，则可以指定多个字段。

索引字段可以是从表行的一个或者多个列的值计算的表达式。该功能可以基于基本数据的一些变换来获取对数据的快速访问。例如在 upper(col) 上计算的索引将

允许子句 WHERE upper(col) = 'JIM' 来使用索引。

数据库提供索引方法 B-tree 位图和 GiST。用户可以自定义自己的索引方法，但这是相当复杂的。

当存在 WHERE 字句时，将创建部分索引，部分索引是仅包含表的一部分条目的索引，通常是与表的其余部分相比对索引更有用的地方。例如，如果用户的表格

包含已结算订单和未结算订单，其中未列出的订单占总表中的一小部分，但最常选择，则可以通过在该部分上创建索引来提高性能。

WHERE 子句中使用的表达式可能仅指基础表的列，但它可以使用所有列，而不仅仅是索引的列。在 WHERE 中也禁止子查询和聚合表达式。相同的限制适用

于表达式的索引字段。

索引定义中使用的所有函数和操作符必须是不可改变的。他们的结果必须取决于他们的参数，没有任何外界的影响（如另一个表的内容或参数值）。此限制可以确

保索引的行为被很好的定义。要在索引表达式或 WHERE 子句中使用用户定义的函数，请记住在创建函数时标记函数 IMMUTABLE。

UNIQUE：当创建索引并添加每个时间数据时，检查表中的重复值。重复条目将产生错误。唯一索引仅适用于 B 树索引。在数据库中，只有索引关键字与分发密

钥（或者它的超集）相同时才允许使用唯一索引。在分区表上，唯一索引仅在单个分区中支持，而不是跨越所有分区。

name：要创建索引的名称。索引始终与父表在统一模式中创建。

table：要索引表的名称（可选方案限定）。

btree | bitmap | gist：要使用的索引方法，该有的选择是 b 树、位图和 gist。默认方法是 b 树。

column：表中要创建索引列的名称，仅 B-tree、位图和 GiST 索引支持多列索引。

expression：基于表的一个或多个列的表达式。表达式通常用括号括起来，如语法所示。但是如果表达式有函数调用的形式，则可以省略括号。

opclass：操作符类的名称。操作符类指明了该列的索引要使用的操作符。例如，四字节整数的 B 树索引将使用 int4_ops 类（该操作包含了四字节整数的比较

函数）。实际上，列的数据类型的默认的操作符类通常是足够的。操作符类的要点是对于某些数据类型，可能会有多个有意义的排序。例如复杂数据类型可以按绝

对值或实数排序。我们可以通过为数据类型定义两个操作符类，然后在进行索引的时候选择适当的操作符类来实现。

FILLFACTOR：索引的 fillfactor 是一个百分比，用于确定索引方法将索引页填充什么程度。对于 B 树来说，在初始化索引编译期间和扩展右侧索引（最大键

值）时将页面填充该百分比程度，如果页面随后变得充满，它将会被分隔，导致索引效率逐渐下降。

B 树使用默认的填充因子90，但是可以选择10到100之间的任何值。如果表示静态的，那么100是最好的最小化索引的物理大小的填充因子。但是对于大量更新

的表，较小的填充因子是最好最小化页面分隔的需要。其他索引方法使用不同填充因子，但大致是相似的选择方式。默认的填充因子在方法之间有所不同。

tablespace：创建索引的表空间，如果没有指定，将使用默认的表空间。

predicate：部分索引的约束表达式。

当在分区表上建立索引时，该索引将传播到由数据库创建的所有子表。在数据库创建的表上建立由分区表使用的索引是不支持的。

仅当索引列与分布键列相同（或者是其超集）时，才允许 UNIQUE 索引。

在追加优化表上不允许使用 UNIQUE 索引。

在分区表上可以创建 UNIQUE 索引。但是，唯一性仅在分区内执行；分区之间不执行唯一性。例如对于基于年份的分区和基于季度的自分区的分区表，仅在每个

单独的季度分区上执行唯一性。在季度之间不执行唯一性。

默认情况下，索引不用于 IS NULL 字句。这种情况下使用索引的最好方法是使用 IS NULL 谓词创建部分索引。

bitmap 索引对于具有100到100000个不同值的列的效果最好。对于有超过100000个不同值的列，位图索引的性能和空间效率下降。位图索引的大小与表中行

数成比例，是索引列中不同值数量的数倍。

概要

CREATE UNIQUE  INDEX name ON table

       USING btree|bitmap|gist

        {column | expression } opclass    

        WITH  FILLFACTOR = value  

       TABLESPACE tablespace

       WHERE predicate

[ ]

[ ]

( ( ) [ ] [, ...] )

[ ( ) ]

[ ]

[ ]

描述

参数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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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100个不同值的列通常不会从任何类型的索引中受益，例如男性和女性只有两个不同值的性别列不是索引的良好候选。

创建一个 B 树索引在 films 表的 title 列中：

创建一个位图索引在 employee 表的 gender 列中：

创建一个索引在表达式 lower（title）上，允许有效的区分大小写的搜索：

使用非默认的填充因子创建一个索引：

创建一个索引在 films 表的 code 列上，并且使索引驻留在表空间的索引空间中：

CREATE INDEX 是数据库的语言扩展。SQL 标准中没有索引规定。

数据库不支持并发创建索引（CONCURRENTLY 关键字不支持）。

ALTER INDEX、DROP INDEX、CREATE TABLE、CREATE OPERATOR CLASS

示例

CREATE UNIQUE INDEX title_idx ON films title( );

CREATE INDEX gender_bmp_idx ON employee USING bitmap 

gender( );

CREATE INDEX lower_title_idx ON films lower title(( ( )));

CREATE UNIQUE INDEX title_idx ON films title  WITH 

fillfactor = 70

( )

( );

CREATE INDEX code_idx ON films code  TABLESPACE indexspace( ) ;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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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RESOURCE QUEU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08:00

定义一个新的资源队列。

其中 queue_attribute 是：

对数据库负载管理，创建一个新的资源队列。资源队列必须要有 ACTIVE_STATEMENTS 或者 MAX_COST 值（也可以两个都有）。只有超级用户可以创

建一个资源队列。

带有 ACTIVE_STATEMENTS 阈值的资源队列在查询数量上做了最大限制，该查询能够被分配到该队列上的角色所执行。它（阈值）控制了活跃查询的数

量，活跃查询是在同一时间允许运行的查询。ACTIVE_STATEMENTS 的值应当是一个大于0的值。

带有 MAX_COST 阈值的资源队列在查询总代价上设置了一个最大限制，该查询能够被分配到该队列上的角色所执行。代价是按照数据库查询计划器（正如查询

的 EXPLAIN 输出显示的）确定的查询的估计总成本来进行衡量的。

因此，管理员必须熟悉系统典型执行的查询，对队列设置一个合适的代价阈值。代价是以磁盘页的提取为单位进行衡量的。1.0等于一个顺序的磁盘页面的读取。

MAX_COST 的值被指定为浮点数（例如100.0）或者也可以被指定为指数（例如1e + 2）。

如果基于成本阈值限制资源队列，则管理员可以允许 COST_OVERCOMMIT = TRUE（默认值）。这意味着超过成本阈值的查询将被允许查询，但只有当系

统空闲的时候才行。如果指定 COST_OVERCOMMIT = FALSE，超过成本限制的查询将始终被拒绝，从不允许执行。对 MIN_COST 指定一个值，这将允

许管理员定义小查询的成本，低于该成本的小查询将免除排队的烦恼。

如果没有给 ACTIVE_STATEMENTS 或者 MAX_COST 设定值，将被设置为默认值-1（意味着没有限制）。在定义了资源队列之后，用户必须使用 

ALTER ROLE  或者 CREATE ROLE  命令向队列分配角色。

用户可以选择性的分配 PRIORITY 给一个资源队列来控制与（和其他资源队列相关的）队列相关查询使用的可用 CPU 资源的相对份额。如果没有指定 

PRIORITY 的值，则和队列相关的查询默认优先级为 MEDIUM。

带有可选择的 MEMORY_LIMIT 阈值的资源队列对内存数量上设置了最大限制。该内存是 Segment 主机上被所有通过资源队列提交的查询所使用的。这决定

了在 Segment 主机上，在一次查询执行中，一个查询的所有工作进程所能消耗的总内存的数量。推荐 MEMORY_LIMIT 和 ACTIVE_STATEMENTS 联

合使用而不是和 MAX_COST。

默认内存分配可以使用 statement_mem 服务器配置参数在每个查询的基础上被覆盖。前提是不超过 MEMORY_LIMIT 或 max_statement_mem。例

如要为特定查询分配更多的内存。

该 MEMORY_LIMIT 值对于用户所有的资源队列都不应该超过 Segment 主机上的物理内存。如果工作负载在多个队列中交错，内存分配可以重新拟定。但

是，如果 Segment 主机在 gp_vmem_protect_limit 指定的内存限制被超的话，执行中查询可以被取消。

概要

CREATE RESOURCE QUEUE name WITH queue_attribute=value   ( [, ... ])

    ACTIVE_STATEMENTS=integer

         MAX_COST=float COST_OVERCOMMIT={TRUE|FALSE}  

         MIN_COST=float 

         PRIORITY={MIN|LOW|MEDIUM|HIGH|MAX} 

         MEMORY_LIMIT='memory_units' 

 | MAX_COST=float  COST_OVERCOMMIT={TRUE|FALSE} 

         ACTIVE_STATEMENTS=integer 

         MIN_COST=float 

         PRIORITY={MIN|LOW|MEDIUM|HIGH|MAX} 

         MEMORY_LIMIT='memory_units' 

[ [ ] ]

[ ]

[ ]

[ ]

[ ]

[ ]

[ ]

[ ]

[ ]

描述

基于语句的队列每个查询分配的默认内存量为：MEMORY_LIMIT / ACTIVE_STATEMENTS。

基于成本队列每个查询分配的默认内存量为：MEMORY_LIMIT * (query_cost / MAX_COST)。

=> SET statement_mem='2GB'

=> SELECT * FROM my_big_table WHERE column='value' ORDER BY id

=> RESET statement_mem

;

;

;

参数

https://gp-docs-cn.github.io/docs/ref_guide/sql_commands/ALTER_ROLE.html#topic1
https://gp-docs-cn.github.io/docs/ref_guide/sql_commands/CREATE_ROLE.html#topi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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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资源队列的名字。

ACTIVE_STATEMENTS integer：带有 ACTIVE_STATEMENTS 阈值的资源队列限制了分配到队列角色所能够执行的查询的数量。它（阈值）控制着

活跃查询的数量，活跃查询是在同一时间允许运行的查询数量。ACTIVE_STATEMENTS 的值应该是一个大于0的整数值。

MEMORY_LIMIT 'memory_units' 

对于所有从该资源队列中提交的语句设置总内存配额。内存单元可以指定为 KB、MB 或者 GB。对于一个资源队列来说最小的内存配额是10MB，没有最大限

值，但是查询执行的上边界由 Segment 主机的物理内存所限定。默认值时没有限制为（-1）。

MAX_COST float 

带有 MAX_COST 阈值的资源队列对查询代价设置了一个最大限制。该查询能够被分配到该队列的用户所执行。代价由数据库查询优化器（正如查询 

EXPLAIN 输出显示的）确定的查询的*估计共代价*进行衡量的。 因此，管理员必须要熟悉在系统中执行的典型查询，以对队列设置一个合理的阈值。成本以磁

盘页提取为单位进行衡量；1.0等于顺序读取一个磁盘页。MAX_COST 的值可以被指定为浮点数（例如100.0），或者可以被指定为（例如 1e+2）。

COST_OVERCOMMIT boolean 

如果基于 MAX_COST 限制资源队列，则管理员可以允许 COST_OVERCOMMIT（默认）。这意味着超过允许的成本阈值的查询将被允许运行，但只有在

系统空闲时才能运行。如果指定 COST_OVERCOMMIT = FALSE ，超过成本限制的查询将始终被拒绝，从不允许运行。

MIN_COST float 

该是最小查询的最小查询成本限制。成本低于此限制的查询将不会排队等待立即运行。成本由数据库查询优化器（正如查询 EXPLAIN 输出所示）确定的查询的*

估计总成本*所衡量。 因此，管理员必须熟悉通常在系统上执行的查询，以便为被认为是小型查询设置适当的成本。成本是以磁盘页提取为单位来衡量的；1.0等

于一个顺序的磁盘页面读取。MIN_COST 的值可以被指定为浮点数（例如100.0），或也可以被指定为一个指数（例如 1e+2）。

PRIORITY={MIN|LOW|MEDIUM|HIGH|MAX} 

设置和资源队列相关查询的优先级。队里中拥有高优先级的查询和语句会在竞争中拥有更大的可用 CPU 资源份额。队列中拥有低优先级的查询将会被推迟，同

时，更高优先级的查询将会被执行。如果没有指定优先级，和队列相关的查询的优先级为 MEDIUM。

使用 gp_toolkit.gp_resqueue_status 系统视图查看限制设置和当前资源队列的状态：

还有一个叫 pg_stat_resqueues 的系统视图，这显示了资源队列随时间的统计指标。但是为了使用该视图，用户必须启用 stats_queue_level 服务器配置

参数。更多使用资源队列的信息请参阅“数据库管理指南”的“管理工作负载和资源”。

CREATE RESOURCE QUEUE 不能再事务中运行。

此外，在 EXPLAIN ANALYZE 命令执行期间执行的 SQL 命令被从资源队列排除。

创建一个活跃查询限制为20的资源队列：

创建一个活跃查询限制为20的资源队列并且总内存限制为2000MB（在执行时，每个查询会被分配100MB端主机内存）：

创建一个查询代价限制为3000.0的资源队列：

创建一个查询代价限制为310的资源队列（或者 30000000000.0）并且不允许复写。允许500以下的小查询立即运行：

创建一个带有活跃查询限制和查询代价限制的资源队列：

注意

SELECT * from gp_toolkit gp_resqueue_status WHERE 

  rsqname='queue_name'

.

;

示例

CREATE RESOURCE QUEUE myqueue WITH ACTIVE_STATEMENTS=20( );

CREATE RESOURCE QUEUE myqueue WITH ACTIVE_STATEMENTS=20  

  MEMORY_LIMIT='2000MB'

( ,

);

CREATE RESOURCE QUEUE myqueue WITH MAX_COST=3000.0( );

CREATE RESOURCE QUEUE myqueue WITH MAX_COST=3e+10  

  COST_OVERCOMMIT=FALSE  MIN_COST=500.0

( ,

, );

CREATE RESOURCE QUEUE myqueue WITH ACTIVE_STATEMENTS=30  

  MAX_COST=5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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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带有活跃查询限制为5并且有最大优先级设置的资源队列：

CREATE RESOURCE QUEUE 是数据库扩展，在 SQL 标准中没有资源队列和工作负载管理的规定。

ALTER ROLE、CREATE ROLE、ALTER RESOURCE QUEUE、DROP RESOURCE QUEUE

CREATE RESOURCE QUEUE myqueue WITH ACTIVE_STATEMENTS=5  

  PRIORITY=MAX

( ,

);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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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SCHEMA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09:12

定义一个新的方案。

CREATE SCHEMA 将新的方案输入到当前的数据库中。方案名称必须与当前数据库中现有的名称不同。

方案本质上就是一个命名空间：它包含命名对象（表、数据类型、函数和操作符），这些名字可能会与该方案中其他对象的名字重叠。命名对象通过将其名称以方

案名称作为其前缀进行限定，或者通过设置包含所需方案的搜索路径进行访问。指定非限定对象名称的 CREATE 命令在当前方案中创建对象（搜索路径前面的对

象，可以使用函数 current_schema 确定）。

可选择地是，CREATE SCHEMA 可以包含子命令来在新方案中创建对象。这些子命令本质上和创建方案之后发出的单独命令相同，除了如果使用 

AUTHORIZATION 子句，所有创建的对象由该角色有用。

schema_name：创建方案的名称，如果省略，则用户名被用作方案名。该名字不能以 pg_ 开头，因为这些名字是为系统目录方案保存的。

rolename：拥有该方案的角色的名称。如果省略，默认为执行该命令的角色。只有超级用户可以创建属于其他角色的方案，除了他们自己。

schema_element：定义在方案中创建对象的 SQL 语句。目前只有 CREATE TABLE、CREATE VIEW、CREATE INDEX、CREATE 

SEQUENCE、CREATE TRIGGER 和 GRANT 被认作为 CREATE SCHEMA 中的子句。其他对象可能在方案创建之后以单独的命令来创建。

要创建方案，该调用用户必须要有当前数据库的 CREATE 权限或者是超级用户。

创建一个方案：

为角色 joe 创建一个方案（该方案也叫 joe）：

SQL 标准允许 DEFAULT CHARACTER SET 子句在 CREATE SCHEMA 中，还有比现在支持的更多的子命令类型。

SQL 标准指定了在 CREATE SCHEMA 中的子命令可以出现在任何顺序。目前数据库实现不能处理子命令中所有转发引用的问题。有时，有必要重新排序子命

令，以避免转发引用。

根据 SQL 标准，方案的拥有者通常拥有里面的所有对象。数据库允许对象包含不是方案对象本身拥有的对象。这当且仅当方案拥有者给其他人授权了 CREATE 

权限。

ALTER SCHEMA、DROP SCHEMA

概要

CREATE SCHEMA schema_name AUTHORIZATION username  

   schema_element   

CREATE SCHEMA AUTHORIZATION rolename schema_element   

[ ]

[ [ ... ]]

[ [ ... ]]

描述

参数

注意

数据库不支持触发器。

注意

示例

CREATE SCHEMA myschema;

CREATE SCHEMA AUTHORIZATION joe;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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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SEQUENC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13:52

定义一个新的序列生成器。

CREATE SEQUENCE 创建一个序列数字生成器。 这包含了创建和初始化一个新的特殊的单行表。该生成器将被执行该命令的用户所拥有。

如果给定了模式名称，则序列在指定的模式上建立。否则在当前的模式中建立。临时序列存在于特殊的模式中，所以创建临时序列时一般不会给定模式名。序列名

称不能和同模式中的其他序列、表、索引或视图同名。

创建序列后，用户可以使用 nextval 函数来操作序列。例如，插入一行到表中要获取序列的下一个值：

用户也可以使用函数 setval 来操作序列，但是只能对不操作分布式数据的查询。例如以下的查询是允许的，因为它对主机上的序列生成器进程重置了序列计数器

的值：

但是以下数据库中的查询将会拒绝，因为它操作了分布式的数据：

在常规数据库中（非分布式的），操作序列的函数去本地序列表获取他们需要的值。但是在数据库中，要注意每个段都是它自己特有的数据库进程。因此段需要单

个真值点来获取序列值，以至于所有的段都能正确的递增，并且使得序列能以正确的顺序向前移动。序列服务器进程在主机上运行，是分布式数据库中序列的真值

点（point-of-truth），段主机在运行时从主机获取序列值。

因为该分布式序列的设计，在对数据库操作序列的函数上有一些限制：

尽管用户不能直接更新一个序列，但是用户可以使用以下查询检查参数和当前序列的状态。尤其是序列的 last_value 字段显示了任何会话所分配的最后值。

TEMPORARY | TEMP 

如果指定了该字段，则该序列对象仅为该会话所创建，并且会在会话退出时，自动删除。当临时序列存在时，同样名字的存在的永久序列是不可见的（在该会话

中）。出给他们引用了该方案限定的名字。

name：所创建的序列的名字（可选方案限定）。

increment 

指明了在当前序列值上加上一个什么样的增量来得到一个新的值。一个正值会产生一个递增序列，一个负值会产生一个递减序列，默认值是1。

概要

CREATE TEMPORARY | TEMP  SEQUENCE name

       INCREMENT BY  value  

       MINVALUE minvalue | NO MINVALUE  

       MAXVALUE maxvalue | NO MAXVALUE  

       START  WITH  start  

       CACHE cache  

       NO  CYCLE  

       OWNED BY { table column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描述

INSERT INTO distributors VALUES nextval 'myserial'  'acme'( ( ), );

SELECT setval 'myserial'  201( , );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 setval 'myserial'  201  'gizmo'( ( , ), );

lastval 和 currval 函数不支持。

setval 只能用来设置主机上序列生成器的值，不能用来在子查询中更新分布式表数据的记录。

nextval 有时候根据查询，有时会从主数据库中获取一块值供段数据库使用。所以，如果所有块在段级别不需要，则在序列中跳过该值。常规的 

PostgresSQL 数据库也是这样做，所以这不是数据库独有的。

SELECT * FROM sequence_name;

参数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6 共189页

minvalue 

NO MINVALUE 

决定该序列所能生成的最小的值，如果没有提供该子句或者指定了 NO MINVALUE，则使用默认值。该升序，降序默认值分别为1和-2^63-1。

maxvalue 

NO MAXVALUE 

决定该序列产生的最大值，如果没有提供该子句或者指定了 NO MAXVALUE，则将使用默认值。该升序，降序的默认值分别为2^63-1和-1。

start：允许序列能在任何地方开始，该升序的默认开始值为 minvalue，降序的默认开始值为 maxvalue。

cache：指明了有多少预先分配并存在内存中供快速访问的序列值。最小值（也是默认值）是1（不用 cache）。

CYCLE 

NO CYCLE 

序列允许轮回当达到了 maxvalue（对升序来说）或 minvalue（对降序来说）。如果达到了限制，下个生成的值将是 minvalue（对升序来说）或者 

maxvalue（对降序来说）。如果指定了 NO CYCLE，任何在序列达到了极限时对 nextval 的调用都将会返回错误。如果没有指定，则默认是 NO CYCLE。

OWNED BY table.column 

OWNED BY NONE 

会导致序列和一个特定表列相联系，因此如果删除该表列（或者删除整个表），该序列也将会自动删除，该指定的表必须和序列有相同的拥有者，并且在同一模式

中。默认值为 OWNED BY NONE 指明没有这样的联系。

序列是基于 bigint 的算术，所以该范围不能超过8字节整数的范围[-9223372036854775808, 9223372036854775807]。

尽管保证多个会话来分配不同的序列值，但当考虑所有会话时必须保证该值按序列所出。例如会话A保留值1..10，并且返回 nextval=1，然后会话 B 可能在会话 

A 生成 nextval=2 之前保留值11..20，并且返回 nextval=11。因此，用户应该只假设 nextval 都是不同的，而不是纯粹按顺序生成。此外，last_value 会

反应任何会话保留的最新值。无论其是否已被 nextval 返回。

创建名为 myseq 的序列：

使用 next value 向表中插入一行数据：

重置主机上序列计数器的值：

数据库中非法使用 setval（在分布式数据上设置序列的值）：

CREATE SEQUENCE 遵循 SQL 标准，但是以下除外：

ALTER SEQUENCE、DROP SEQUENCE

注意

示例

CREATE SEQUENCE myseq START 101;

INSERT INTO distributors VALUES nextval 'myseq'  'acme'  ( ( ), );

SELECT setval 'myseq'  201( , );

INSERT INTO product VALUES setval 'myseq'  201  'gizmo'  ( ( , ), );

兼容性

不支持该在 SQL 标准中指定的 AS data_type 表达式。

使用 nextval() 函数替代 SQL 标准中指定的 NEXT VALUE FOR 表达式获得下一个值。

该 OWNED BY 子句是数据库扩展。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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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3 12:05:02

定义一张新表。

其中 column_constraint 是：

其中一列的 storage_directive 是：

其中一个表的 storage_parameter 是：

注意

引用完整性约束（外键约束）被接受但不被强制执行。

概要

CREATE GLOBAL | LOCAL  {TEMPORARY | TEMP}  TABLE table_name  

 { column_name data_type  DEFAULT default_expr  

   column_constraint   

 ENCODING  storage_directive   

 

   | table_constraint

   | LIKE other_table {INCLUDING | EXCLUDING} 

                      {DEFAULTS | CONSTRAINTS}  }

      

   

    INHERITS  parent_table     

    WITH  storage_parameter=value    

    ON COMMIT {PRESERVE ROWS | DELETE ROWS | DROP} 

    TABLESPACE tablespace 

    DISTRIBUTED BY column      | DISTRIBUTED RANDOMLY 

    PARTITION BY partition_type column

        SUBPARTITION BY partition_type column   

           SUBPARTITION TEMPLATE  template_spec  

       

     partition_spec  

        |  SUBPARTITION BY partition_type column  

          

     partition_spec

        subpartition_spe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NOT NULL | NULL 

   | UNIQUE USING INDEX TABLESPACE tablespace

            WITH  FILLFACTOR = value 

   | PRIMARY KEY USING INDEX TABLESPACE tablespace  

                 WITH  FILLFACTOR = value 

   | CHECK  expression 

   | REFERENCES table_name   column_name      

             key_match_type 

             key_a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MPRESSTYPE={ZLIB | QUICKLZ | RLE_TYPE | NONE}

    COMPRESSLEVEL={0-9} 

    BLOCKSIZE={8192-209715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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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constraint 是：

其中 key_match_type 是：

其中 key_action 是：

其中 key_checking_mode 是：

其中 partition_type 是：

其中 partition_specification 是：

partition_element 是：

   APPENDONLY={TRUE|FALSE}

   BLOCKSIZE={8192-2097152}

   ORIENTATION={COLUMN|ROW}

   CHECKSUM={TRUE|FALSE}

   COMPRESSTYPE={ZLIB|QUICKLZ|RLE_TYPE|NONE}

   COMPRESSLEVEL={0-9}

   FILLFACTOR={10-100}

   OIDS =TRUE|FALSE[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UNIQUE  column_name    

          USING INDEX TABLESPACE tablespace  

          WITH  FILLFACTOR=value  

   | PRIMARY KEY  column_name     

                 USING INDEX TABLESPACE tablespace  

                 WITH  FILLFACTOR=value  

   | CHECK  expression 

   | FOREIGN KEY  column_name    

            REFERENCES table_name   column_name     

             key_match_type 

             key_action 

             key_checking_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TCH FULL

  | SIMPLE

    ON DELETE 

  | ON UPDATE

  | NO ACTION

  | RESTRICT

  | CASCADE

  | SET NULL

  | SET DEFAULT

    DEFERRABLE

  | NOT DEFERRABLE

  | INITIALLY DEFERRED

  | INITIALLY IMMEDIATE

    LIST

  | RANGE

partition_elem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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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ubpartition_spec 或 template_spec 是：

subpartition_element 是：

其中一个分区的 storage_parameter 是：

CREATE TABLE 在当前数据库中创建一个初始为空的表。发出该命令的人拥有该表。

如果用户指定了一个模式名字，会在特定的模式中创建该表，否则数据库在当前的模式中创建该表。临时表存在于特殊的模式中，所以用户在创建临时表时不能指

定一个模式名。在同一个模式中，表必须和其他表、外部表、序列、索引或者视图不同名。

该可选约束子句指定了条件，该新行或者更新的行必须满足该条件才能成功进行插入或更新操作。约束是一个 SQL 对象，该对象以不同的方式在表中帮助定义有

效值集合。约束应用于表，而不是分区，用户不能添加一个约束到分区或者子分区。

引用完整性约束（外键）被接受但不强制执行。该信息保持在系统目录表中，否则将被忽略。

有两种定义约束的方式：表约束和列约束。列约束被定义为列定义的一部分。表约束不与特定的列相关联，并且它可以包含多个列，每个列约束也能写成表约束；

当表约束仅影响一列时，列约束仅是一种符号方便。

当创建一张表的时候，还有额外的子句来声明数据库分布策略。如果没有提供 DISTRIBUTED BY 或者 DISTRIBUTED RANDOMLY 子句，则使用 

PRIMARY KEY（如果表有的话）或者将该表的第一列作为分布键，给表分配一种哈希分布策略。几何或用户定义的数据类型的列不符合分布键列的资格。如果

表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数据类型的列，那么这些行则是基于循环或随机分布分配的。为了确保用户的数据库系统中的数据均匀分配，用户需要选择对每个记录唯一

的分布键，否则，请选择随机分布 DISTRIBUTED RANDOMLY。

该 PARTITION BY 子句允许用户将表划分成多个子表（或部分），他们组合在一起构成父表并共享其模式。尽管子表以独立表的形式存在，但是数据库以重要

的方式限制了他们的使用。在内部，分区被实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继承。每个子表分区的创建带有不同 CHECK 约束，该约束根据一些定义标准限制表可以包含

的数据。查询优化器也使用 CHECK 约束来确定要扫描的分区，以满足给定的谓词。这些分区约束由数据库自动管理。

   DEFAULT PARTITION name

  | PARTITION name  VALUES list_value  

  | PARTITION name  

     START datatype  'start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END datatype  'end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EVERY datatype  number | INTERVAL  'interval_value'  

  | PARTITION name  

     END datatype  'end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EVERY datatype  number | INTERVAL  'interval_value'  

 WITH  partition_storage_parameter=value     

 TABLESPACE tablespa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bpartition_element  [, ...]

   DEFAULT SUBPARTITION name

  | SUBPARTITION name  VALUES list_value  

  | SUBPARTITION name  

     START datatype  'start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END datatype  'end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EVERY datatype  number | INTERVAL  'interval_value'  

  | SUBPARTITION name  

     END datatype  'end_value'  INCLUSIVE | EXCLUSIVE

      EVERY datatype  number | INTERVAL  'interval_value'  

 WITH  partition_storage_parameter=value     

 TABLESPACE tablespa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ENDONLY={TRUE|FALSE}

   BLOCKSIZE={8192-2097152}

   ORIENTATION={COLUMN|ROW}

   CHECKSUM={TRUE|FALSE}

   COMPRESSTYPE={ZLIB|QUICKLZ|RLE_TYPE|NONE}

   COMPRESSLEVEL={1-9}

   FILLFACTOR={10-100}

   OIDS =TRUE|FALSE[ ]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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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 LOCAL：这些参数用于 SQL 标准兼容性，但在数据库中不起作用。

TEMPORARY | TEMP 

如果指定，则该表被创建成临时表。临时表在会话结束时自动删除，或选择性地在当前事务结束的时候删除（参阅 ON COMMIT）。当临时表存在时当前会话中

具有同名的永久表是不可见的，除非他们使用方案限定的名字来引用。任何在临时表中创建的索引也都是临时的。

table_name：所创建表的名字（可选方案限定）。

column_name：新表中所要创建的列名。

data_type：列的数据类型，这可能包含数据说明符。

对于包含文本数据的表列，通过使用 VARCHAR 或 TEXT 指定数据类型。不建议指定数据类型 CHAR。在数据库中，该数据类型 VARCHAR 或 TEXT 将

添加到数据之后的补充（最后一个非空格字符之后添加的空格字符）作为有效字符，而数据类型 CHAR 却不会。

DEFAULT default_expr 

该 DEFAULT 子句给其列定义出现的列分配一个默认值。该值时任何无变量表达式（不允许对当前表中其他列的子查询或者交叉引用）。该默认表达式的数据类

型必须匹配该列的数据类型。该默认表达式将会在任何对该列没有指定值的插入操作中使用。如果对该列没有默认值，则该默认值为 null。

ENCODING ( storage_directive [, ...] ) 

对于列，可选的 ENCODING 子句指定列数据的压缩类型和块大小。参阅 storage_options 以获取 COMPRESSTYPE、COMPRESSLEVEL 和 

BLOCKSIZE 的值。 

该子句仅对追加优化，面向列的表有效。

列压缩设置从表级继承到分区级再到子分区级别。最低级设置优先。

INHERITS 

该可选 INHERITS 子句指定了新表自动继承所有列的表的列表（list of tables）。使用 INHERITS 在新的子表和其父表之间创建持久的关系。对父表的模式

修改通常也传播给子表，默认情况下，子表的数据包含在父表的扫描中。

在数据库中，在创建分区表的时候该 INHERITS 子句是不用的。尽管在分区层次体系中使用了继承的概念，但是分区表的继承结构是由 PARTITION BY 子句

所创建的。

如果同样的列名存在于多个父表中，则会报告错误，除非列数据类型在每个父表中都匹配。如果没有冲突，则将重复的列合并在新表中形成单一的列。如果新表的

列名列表包含继承的列名称，则数据类型必须与继承的列一致，列定义合并为一。但是，相同名字的继承列和新列的声明不需要指定相同约束：任何声明中提供的

所有约束都合并在一起，并且都应用于新表。如果新表为一列明确指定了默认值，则该默认值覆盖该列继承声明中的任何默认值。否则，任何为该列指定默认值的

父表都必须指定相同的默认值。否则将报告错误。

LIKE other_table [{INCLUDING | EXCLUDING} {DEFAULTS | CONSTRAINTS}] 

该 LIKE 子句指定新表将自动复制所有列名，数据类型，非空约束和分发策略的表。诸如追加优化或分区结构之类的存储属性不被复制。与 INHERITS 不同，新

表创建完成后，新表和原始表完全解耦。

复制的列定义的默认表达式仅在指定了 INCLUDING DEFAULTS 时才会被复制。默认行为是排除默认表达式，该操作导致复制的列在新表中使用 null 的默认

值。

Not-null 约束总是会被复制到新表中。仅当指定了 INCLUDING CONSTRAINTS 时，才会复制 CHECK 约束。其他类型的约束将永远不会被复制。此外，

当请求约束时，列约束和表约束之间不作区分，所有的检查约束都将会被复制。

还要注意，不像 INHERITS，复制的列和约束不会与命名相似的列和约束合并。如果明确指定相同的名字，或在另一个 LIKE 子句中，则会提示错误。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列或表约束的可选名称。如果违反该约束，则该约束名称会出现在错误消息中，因此诸如该列必须为正数的约束名称，可以用来向客户端应用传达有用的约束信息

（需要用双引号来指定包含空格的约束名称）。如果没有指定约束名称，则该系统将生成一个名称。

NULL | NOT NULL：指明该列是否允许包含 null。值默认值是 NULL。

UNIQUE ( column constraint ) 

UNIQUE ( column_name [, ... ] ) ( table constraint ) 

该 UNIQUE 约束指定表中一列或多列的组合只包含唯一值。该唯一表约束的行为和列约束相同，具有跨多个列的附加功能。为了唯一约束的目的，空值不被认为

是相等的。该唯一列必须包含分布键的所有列。此外，如果表被分区，该 <key> 必须包含分区键中的所有列。分区表中的 <key> 约束和简单的 simple 

UNIQUE INDEX 不同。

PRIMARY KEY ( column constraint ) 

PRIMARY KEY ( column_name [, ... ] ) ( table constraint ) 

该主键约束指定表的一列或多列只能包含唯一（非重复）非空值。技术上，PRIMARY KEY 仅是 UNIQUE 和 NOT NULL 的组合，但是将一组列标识为主键

还提供了关于设计模式的元数据，因为主键意味着其他表可能依赖这组列作为行的唯一标识符。要使表具有主键，它必须是哈希分布（不是随机分布），唯一的主

键列必须包含分布键的所有列。另外，如果表被分区，则 <key> 必须包含分区键的所有列。分区表中的 <key> 约束和简单的 UNIQUE INDEX 不同。

CHECK ( expression ) 

该 CHECK 指定了一个表达式，该表达式产生布尔结果，新的或更新行必须满足该表达式才能成功插入或更新操作。 被评估为 TRUE 或者 UNKNOWN 的表

参数

注意

该指定的 constraint_name 用于约束，但是系统生成的唯一名字是用于索引名称。在先前的版本中，提供的名称用于约束名称和索引名称（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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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式算是成功。 

如果插入或更新的任何行产生 FALSE 结果，则会引发错误异常，并且插入或更新不会更改数据库。指定为列约束的检查约束应仅引用该列的值，而表约束中出

现的表达式可能会引用多个列。CHECK 表达式不能包含子查询也不能引用当前行以外的值。

该 REFERENCES 和 FOREIGN KEY 子句指定引用完整性约束（外键约束）。数据库接受 PostgreSQL 语法中指定的引用完整性约束，但是不执行他们。

有关引用完整性约束的信息请参考 PostgreSQL 文档。

WITH ( storage_option=value ) 

该 WITH 子句可以用来为表或索引设置存储选项。注意用户也能在分区说明中，通过声明 WITH 来在特定的分区或子分区上设置存储参数。最低级设置优先。

某些表存储选项的默认值可以使用服务器配置参数 gp_default_storage_options 来指定。有以下存储选项：

ON COMMIT 

在事务块结束时临时表的行为可以通过使用 ON COMMIT 来控制。该三个选项如下：

TABLESPACE tablespace 

要创建的新表所在的表空间的名字，如果没有指定，使用数据库的默认空间。

USING INDEX TABLESPACE tablespace 

该子句允许表空间的选择，在该表空间中和 UNIQUE 或 PRIMARY KEY 相联系的索引将会被创建。如果没有指定，则使用数据库默认表空间。

DISTRIBUTED BY (column, [ ... ] ) 

DISTRIBUTED RANDOMLY 

使用来声明数据库中表的分布策略。DISTIBUTED BY 使用在分布键中声明的一行或者多行做哈希分布。对于最均匀的数据分布，该分布键应当是表的主键或者

一个唯一列（或者唯一多列）。如果这是不可能的，则用户可能会选择 DISTRIBUTED RANDOMLY，该策略会循环发送数据到 Segment 实例。

该数据库服务器配置参数 gp_create_table_random_default_distribution 控制默认表分布策略，如果当用户创建表的时没有指定 DISTRIBUTED BY 

子句。遵循以下规则来创建表，当没有指定分布策略时。

REFERENCES table_name   column_name , .   

 key_match_type   key_action 

FOREIGN KEY  column_name , .  

REFERENCES table_name   column_name , .   

 key_match_type   key_action   key_checking_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ENDONLY：设置为 TRUE 来创建一个表作为追加优化表。如果设置为 FALSE 或者没有指定，则该表将会被创建为常规的堆存储表。

BLOCKSIZE：对表中的每个块设置大小。该 BLOCKSIZE 必须在8192和2097152字节之间，且必须是8192字节的倍数。该默认值是32768。

ORIENTATION ：设置为 column 是面向列存储，或设置为 row（默认值）是面向行存储。该选项仅当 APPENDONLY=TRUE时才有效。堆存储表只

能是面向行的。

CHECKSUM ：该存储表仅对追加优化表（append-optimized tables）才是有效的，即（APPENDONLY=TRUE）。该值 TRUE 时默认的并且为

追加优化表启用 CRC 校验和验证。该校验在块创建期间计算并存储在磁盘上。校验验证在块读取期间执行。如果读取期间计算的校验和存储的校验不匹配，

则事务终止。如果用户设置该值为 FALSE 来禁用校验验证，则会启动检查表数据防止磁盘损坏。

COMPRESSTYPE：设置为 ZLIB（默认值），RLE-TYPE 或 QUICKLZ1 来指明使用的压缩类型。该值 NONE 禁用压缩。QuickLZ 比 zlib 使用更

少量的 CPU 功率，具有更低的压缩比和更快的数据压缩。zlib 提供了在低压缩速度下高压缩比。该选项仅当 APPENDONLY=TRUE 时才有效。

1QuickLZ 压缩仅在 Pivotal 公司的数据库的商业发型版中可用。 

该值 RLE_TYPE 仅在指定 ORIENTATION =column 的时候才支持。数据库使用运行长度编码（RLE）压缩算法。当同样的数据出现在连续的行中，

RLE比zlib 和 QuickLZ 压缩算法能更好压缩数据。

对于类型为 BIGINT、INTEGER、DATE、TIME 或 TIMESTAMP 的列，如果 COMPRESSTYPE 选项设置为 RLE-TYPE 压缩，同样会应用增量

压缩。该增量压缩算法是基于连续的行中列值之间的增量，并且设计为当加载的数据是有序或者要压缩的列数据是有序时，能提高压缩性能。

有关使用表压缩的信息，请参阅“数据库管理员指南”的“选择表的存储模式”。

COMPRESSLEVEL：对于追加优化表的 zlib 压缩，设置为1（最快压缩）到9（最高压缩比）之间的整数。QuickLZ 压缩等级只能设置为1，如果没有指

定，则默认为1。对于 RLE_TYPE，该压缩比能设置在1 （最快压缩）到4（最高压缩比）之间的整数。 

该选项仅当 APPENDONLY=TRUE 时才有效。

FILLFACTOR：参阅 CREATE INDEX 获取更多关于该索引存储参数的信息。

OIDS：设置为 OIDS=FALSE（默认值），以便行没有分配对象表示符。强烈推荐用户在创建表时不启用 OIDs。 

在大型表中（如典型的数据库系统中的表），对表行使用 OIDs 会导致32位 OID 计数器环绕。一旦计数器环绕，OID 就不能被认为是唯一的，这不仅会导致

他们对用户程序无用，而且还可能在数据库系统目录中引起问题。

此外，从表中排出 OID 会减少表在磁盘所需存储的空间，每行4字节，这会稍微提升性能。OIDs 不允许在分区表或者追加优化表面向列的表中使用。

PRESERVE ROWS - 在事务结束时候没有对临时表特别的操作，这是默认的行为。

DELETE ROWS - 在每个事务块结束时，临时表的所有行都将被删除。本质上，在每次提交时，执行了自动删除 TRUNCATE。

DROP - 在当前事务结束时，会删除临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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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参数的值时 off（也是默认值），数据库基于命令选择表分布键。如果在表的创建命令中指定了该 LIKE 或 INHERITS 子句，则该创建的表使用同源表或者

父级表的分布键相同的分布键。

如果该参数设置成了 on，则数据库遵循以下规则：

PARTITION BY 

声明一列或多列，根据该列来将表分区。

当创建一个分区表，数据库使用指定的表名创建根分区表（该根分区）。数据库也会根据用户指定的分区选项创建子分区包括里面表的层次结构，子表。该数据库 

pg_partition  系统视图包含子分区表的信息。 

对于每个分区级别（每个表的层次结构），分区表做多可以有32,767个分区。数据库将分区表数据存储在叶子表中，子表的层次结构中的最低级表用于分区表。

partition_type 

声明分区类型：LIST（值列表）或者 RANGE（数字或日期范围）。

partition_specification 

声明要创建各个分区，每个分区可以被单独定义或者为范围分区，用户可以使用 EVERY 子句（用一个 START 和可选的 END 子句）来定义用于创建各个分区

的增量模式。

SUBPARTITION BY 

声明一列或多列来对表的第一级分区进行子分区。子分区规范的格式与上述分区规范的格式相似。

SUBPARTITION TEMPLATE 

用户可以选择在声明一个用于创建自分区（较低级字表）的子分区模板，而不是为每个分区单独声明每个子分区定义。然后，此子分区规范将应用于所有父分区。

如果没有指定 PRIMARY KEY 或 UNIQUE 列，则该表分布式随机的（DISTRIBUTED RANDOMLY）。即使表的创建命令包含 LIKE 或者 

INHERITS 子句，该表的分布还是随机的。

如果指定了 PRIMARY KEY 或 UNIQUE 列，则 DISTRIBUTED BY 子句必须也要指定。如果没有指定 DISTRIBUTED BY 子句作为表创建命令的一

部分，则命令失败。

关于该参数的信息，参阅“服务器配置参数”。

DEFAULT PARTITIONname：声明一个默认分区，当数据不匹配存在的分区时，则被插入到默认分区中。没有默认分区的设计将拒绝与现有分区不匹配

的新的数据行的插入。

PARTITIONname：声明要用于分区的名字，使用以下命名约定创建分区： parentname_level#_prt_givenname 。

VALUES：对于列表分区，定义分区会包含的值。

START：对于范围分区，定义分区的开始范围值。默认的是，开始值为 INCLUSIVE。例如，如果用户声明了'2016-01-01'的开始日期，则该分区会包含

所有大于等于'2016-01-01'的日期。通常，START 表达式的数据类型和分区键列的数据类型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用户必须显式地转换为预期的数据

类型。

END：对于范围分区，定义分区的结束范围值。默认的是，结束值是 EXCLUSIVE。例如，如果用户定义了'2016-02-01'的结束日期，则该分区将会包含

所有小于该'2016-02-01'的日期。通常，END 表达式的数据类型和分区键列的数据类型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用户必须显式地转换为预期的数据类型。

EVERY：对于范围分区，定义如何将值从 START 增加到 END 以创建单个分区。通常，EVERY 表达式的数据类型和分区键列的数据类型相同。如果不是

这样，则用户必须显式的准换为预期的数据类型。

WITH：设置分区的存储选项，例如，用户可能希望老分区是追加优化表，而较新的分区则为常规的堆表。

TABLESPACE：要创建的分区所在的表空间的名字。

注意

在数据库中（一个基于 Postgres 的系统）数据类型 VARCHAR 或 TEXT 处理添加到文本数据后的补充（添加到最后一个非空格字符后面的空格）作为有

效的字符。而数据类型 CHAR 则不会。 

数据库中，CHAR(n) 类型的值被填充尾部空格来达到指定的宽度 n。该值存储并显示空格。然而，该添加的空格被视为语义不重要的。当值分布时，尾部的

空格被忽略。当比较 CHAR 类型的值时，尾部的空格也被视为语义不重要的，并且将字符值转化为其他字符串类型之一时，尾部空格被删除。

不建议在新的应用中使用 OIDs：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 SERIAL 或其他序列生成器作为表的主键的首选。但是如果用户的应用确实使用 OID 来标识表的特

定行，则推荐在该 OID 列上创建唯一的约束，以确保表中的 OID 确实唯一标识行，即使在计数器轮回之后。避免假设 OID 在多表之间（across）是唯一

的；如果用户需要数据库范围内的唯一标识符号，则可以使用表 OID 和行 OID 的组合。

数据库对主键和涉及表中 分布键 的列的唯一约束有一些特殊的条件。对数据库中强制执行的唯一约束，表必须是哈希分布的（不是 DISTRIBUTED 

RANDOMLY），约束列必须表的分布键列（或超集）相同。此外，分布键必须是列约束的左子集并且列的顺序是正确的。例如，如果主键是（a，b，c），

该分布键只能是以下集合之一：（a），（a，b），或（a，b，c）。主键约束仅仅是唯一约束和非空约束的组合。 

数据库自动创建 UNIQUE 索引为每个 UNIQUE 或 PRIMARY KEY 约束来强制执行唯一性。因此，无需为主键列显式创建索引。在追加优化表上不允许

使用 UNIQUE 和  PRIMARY KEY 约束，因为由约束创建的 UNIQUE 索引在追加优化表上不允许。数据库不支持外键约束。 

对于继承的表，唯一约束，主键约束，索引和表权限在当前实现中不会继承。

对于追加优化表，UPDATE 和 DELETE 在序列化事务中不被允许，并且会导致事务中断。CLUSTER、DECLARE...FORUPDATE 和触发器在追加优

化表中不支持。

要将数据插入到分区表中，请指定根分区表，即用 CREATE TABLE 命令创建的表。用户也可以在 INSERT 命令中指定分区表的叶子表。如果数据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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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默认值可以设置于数据库，模式和用户。关于设置存储选项的信息，请参阅服务器配置参数 gp_default_storage_options。

创建一个名为 rank 的表在名为 baby 的模式中并且使用 rank、gender 和 year 来分布数据：

创建表 films 和表 distributors（默认会使用主键作为的分布键）：

创建 gzip-压缩的追加优化表：

创建3级分区表使用，使用子分区模板和每级的默认分区：

指定的叶子表，则会返回错误。不支持在 INSERT 命令中指定不是叶子表的子表。不支持在分区表任何子表上执行 DML 命令，如 UPDATE 和 

DELETE。这些命令必须在根分布表上执行，即用 CREATE TABLE 命令创建的表。

这些表存储选项的默认值可以通过服务器配置参数 gp_default_storage_option 指定。

APPENDONLY

BLOCKSIZE

CHECKSUM

COMPRESSTYPE

COMPRESSLEVEL

ORIENTATION

注意

当前数据库遗传优化器允许具有多列（复合）分区键的列表分区。GPORCA 不支持复合键，所以不建议使用复合分区键。

示例

CREATE TABLE baby rank id int  rank int  year smallint  

gender char 1  count int  DISTRIBUTED BY rank  gender  

year

. ( , , ,

( ), ) ( , ,

);

CREATE TABLE films 

code        char 5  CONSTRAINT firstkey PRIMARY KEY

title       varchar 40  NOT NULL

did         integer NOT NULL

date_prod   date

kind        varchar 10

len         interval hour to minute

CREATE TABLE distributors 

did    integer PRIMARY KEY DEFAULT nextval 'serial'

name   varchar 40  NOT NULL CHECK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EATE TABLE sales txn_id int  qty int  date date  

WITH appendonly=true  compresslevel=5  

DISTRIBUTED BY txn_id

( , , )

( , )

( );

CREATE TABLE sales id int  year int  month int  day int  

region text

DISTRIBUTED BY id

PARTITION BY RANGE year

  SUBPARTITION BY RANGE month

    SUBPARTITION TEMPLATE 

       START 1  END 13  EVERY 1  

       DEFAULT SUBPARTITION other_months 

  SUBPARTITION BY LIST reg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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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命令服从 SQL 标准，还有以下的例外：

ALTER TABLE、DROP TABLE、CREATE EXTERNAL TABLE、CREATE TABLE AS

    SUBPARTITION TEMPLATE 

       SUBPARTITION usa VALUES 'usa'

       SUBPARTITION europe VALUES 'europe'

       SUBPARTITION asia VALUES 'asia'

       DEFAULT SUBPARTITION other_regions

 START 2008  END 2016  EVERY 1

  DEFAULT PARTITION outlying_years

(

( ),

( ),

( ),

)

( ( ) ( ) ( ),

);

兼容性

临时表：在 SQL 标准中，在需要他们的每个会话中，临时表只定义一次并自动存在（从空的内容开始）。数据库需要每个会话为每个要使用的临时表发出自

己的  CREATE TEMPORARY TABLE 命令。这允许不同的会话为不同目的使用相同的临时表名称，而标准的方法限制给定临时表名的实例具有相同的表

结构。

在全局和本地临时表之间的标准区别不存在于数据库中。数据库会在临时表的声明中接收 GLOBAL 和 LOCAL 关键字，但是他们没有影响。 

如果 ON COMMIT 子句被省略，该 SQL 标准指定默认行为为 ON COMMIT DELETE ROWS。然而，数据库中的默认行为为 ON COMMIT 

PRESERVE ROWS。该 ON COMMIT DROP 选项不存在与 SQL 标准中。

列检查约束：该 SQL 标准说 CHECK 列约束可能仅指所应用到的列；只有 CHECK 表约束可能指定到多列。数据库不强制执行该约束，它对待列和表的约

束一样。

NULL 约束：该 NULL 是数据库对 SQL 标准的扩展，为了是和其他数据库系统的兼容（为了和 NOT NULL 约束的对称）。因为它是任何列的默认值，因

此不需要它的存在。

继承：多重继承通过 INHERITS 子句是数据库语言的扩展。SQL:1999 和更高的版本使用不同的语法和语义来定义单个继承。数据库不支持 SQL：1999 

版的继承。

分区：表分区通过使用 PARTITION BY 子句是数据库语言扩展。

零列表：数据库允许0列表的创建（例如 CREATE TABLE foo(); ）。这是从不支持0列表的 SQL 标准来的扩展。0列表本身不是非常有用，但是不允许他们

对 ALTER TABLE DROP COLUMN 语句会创建奇怪的特殊情况的表，所以决定忽视此规范限制。

WITH 子句 ：该 WITH 子句是数据库扩展；存储参数和 OID 都不是 SQL 标准中的。

表空间：该表空间的概念 SQL 标准的一部分。 该子句 TABLESPACE 和 USING INDEX TABLESPACE 是扩展。

数据分布：该数据库并行和分布数据库的概念不是 SQL 标准的一部分。该 DISTRIBUTED 子句是扩展。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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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AS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6 11:33:57

从查询结果中定义一个新的表。

该 storage_parameter 如下：

CREATE TABLE AS 创建一个表并且使用由 SELECT 命令计算所得的数据进行填充。该表列和 SELECT 命令出来的出来的列有相同的名字和数据类型，但

是用户可以复写列名通过给出明确的新列名列表。

CREATE TABLE AS 创建一个新表，并且初始计算查询一次来填充新表。该新表不会同步源表查询子序列的变化。

概要

CREATE  GLOBAL | LOCAL  {TEMPORARY | TEMP}  TABLE table_name

   column_name   

    WITH  storage_parameter=value     

   ON COMMIT {PRESERVE ROWS | DELETE ROWS | DROP}

   TABLESPACE tablespace

   AS query

   DISTRIBUTED BY column      | DISTRIBUTED RANDOML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ENDONLY={TRUE|FALSE}

   BLOCKSIZE={8192-2097152}

   ORIENTATION={COLUMN|ROW}

   COMPRESSTYPE={ZLIB|QUICKLZ}

   COMPRESSLEVEL={1-9 | 1}

   FILLFACTOR={10-100}

   OIDS =TRUE|FALSE[ ]

描述

参数

GLOBAL | LOCAL 

这些关键字用于 SQL 标准的兼容性，但是在数据库中不起作用。

TEMPORARY | TEMP 

如果指定了，该新表被创建成为临时表。临时表在会话结束之时自动删除，或者可选地在当前事务结束时（请参阅 ON COMMIT）。当临时表存在时，在当

前会话中，同名的永久表示不可见的。除非使用方案限定的名字来引用，临时表中创建的索引也自动是临时的。

table_name 

所创建新表的名字（可选方案限定）。

column_name 

新表的列名，如果没有提供列名，则使用查询输出的列名。如果表从 EXECUTE 命令中所创建，不能指定一个列名列表。

WITH ( storage_parameter=value ) 

该 WITH 子句可以用来为表和索引设置存储选项。注意，用户可以在特定的分区或子分区中设置不同的存储参数，通过在分区中指定 WITH 子句。有以下存

储选项：

APPENDONLY：设置到 TRUE 来创建一个表作为追加优化表。如果设定为 FALSE 或者没有声明，则该表将会创建为常规的堆存储表。

BLOCKSIZE：对表中每个块设置字节大小。该 BLOCKSIZE 必须在8192和2097152字节之间，为8192的倍数，默认值时32768。

ORIENTATION：对面向列存储设置列，或为面向行存储的设置行（默认值）。该选项仅在 APPENDONLY=TRUE 的时候有效。堆存储表只能是面

向行的。

COMPRESSTYPE：设置 ZLIB（默认值）或者 QUICKLZ1 来指定使用的压缩类型。QuickLZ 使用较少的 CPU 功率，并且比 zlib 具有更快的数

据压缩和更低的压缩比。相反，zlib 在较低速率下提供更紧凑的压缩比。此选项仅在 APPENDONLY=TRUE 时有效。

FILLFACTOR：更多关于此索引存储参数的信息请参阅 CREATE INDEX。

OIDS：设置为 OIDS=FALSE（默认值），则行没有分配的对象标识符。强烈推荐用户在创建表的时候不要启用 OIDS。在大型表中，如在典型的数据

库中表，对表行使用 OIDs 能引起 32OID 计数器环绕。一旦计数器环绕，OIDs 就被认为是不再唯一的，这不仅使它们对用户应用程序无用，而且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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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库服务器配置参数 gp_create_table_random_default_distribution 控制默认的表分布策略，如果当用户创建表的时候没有指定 DISTRIBUTED 

BY 子句。如果没有指定分布策略，则遵循以下规则来创建表：

在数据库管理员指南中，更多关于该参数的信息，参阅“服务器配置参数”。更多关于遗传查询优化器和 GPORCA 的信息，参阅“查询数据”。

该命令功能上和 SELECT INTO 相似，但是该命令更常用因为它相比使用 SELECT INTO 的语法不太可能产生混淆。此外，CREATE TABLE AS 提供了

包含 SELECT INTO 功能在内超集。

CREATE TABLE AS 可以用于从外部表数据源中快速加载数据。详情请参见 CREATE EXTERNAL TABLE 。

创建一个新表 films_recent 仅由表 films 最近的条目组成：

创建一个临时表 films_recent，仅由 films 表的最近的条目组成，使用预编译（prepared）语句。新表拥有 OIDs 并在提交时删除：

CREATE TABLE AS 服从 SQL 标准，但以下例外：

CREATE EXTERNAL TABLE SELECT SELECT INTO

能在数据库系统目录表中引起问题。此外，从表中排出 OIDs 减少了磁盘上存储区表所需的空间，每行4字节，稍微地提升了性能。不允许在面向列的表

上使用 OIDs。

ON COMMIT 

事务块结束时的临时表的行为可以使用 ON COMMIT 来控制。该三个选项如下：

PRESERVE ROWS：在临时表事务结束时不采取特别行动。这是默认行为。

DELETE ROWS：临时表中的所有行将在每个事务块结束时删除。本质上，在每次提交时候执行了 TRUNCATE。

DROP：在当前事务块结束时将删除临时表。

TABLESPACE tablespace 

创建的新表所在的表空间的名字。如果没有指定，则使用数据库默认的表空间。

AS query 

该 SELECT 或 VALUES 命令，或者运行准备好的 SELECT 或 VALUES 查询的 EXECUTE 命令。

DISTRIBUTED BY (column, [ ... ] )

DISTRIBUTED RANDOMLY 

用来声明数据库表的分布策略。DISTIBUTED BY 使用在分布键中声明一列或者多列进行哈希分布。对于大多数的均匀数据分布，该分布键应当是表的主键

或是唯一列或列的集合。如果不可能，则用户可以选择 DISTRIBUTED RANDOMLY，这会将数据随机循环发送到 Segment 实例。

如果查询优化器创建表，并且该参数的值是 off，则该表的分布策略由命令所决定。

如果遗传查询优化器创建表，并且该参数的值为 on，则该表的分布策略是随机的。

GPORCA 创建表，则表分布策略是随机的，该参数值没有影响。

注意

示例

CREATE TABLE films_recent AS SELECT * FROM films WHERE 

date_prod >= '2007-01-01';

PREPARE recentfilms date  AS SELECT * FROM films WHERE 

date_prod > $1

CREATE TEMP TABLE films_recent WITH OIDS  ON COMMIT DROP AS 

EXECUTE recentfilms '2007-01-01'

( )

;

( )

( );

兼容性

该标准要求将子查询用括号括起来；在数据库中，这些括号是可选的。

该标准定义了 WITH [NO] DATA 子句；这目前并没有由数据库实现。数据库提供的行为和标准的 WITH DATA 情况是一样的。WITH NO DATA 可以通

过给查询追加 LIMIT 0 来模拟。

数据库处理临时表不同于标准，更多细节参阅 CREATE TABLE。

该 WITH 子句是数据库扩展；存储参数和 OIDs 都不在标准中。

该数据库表空间的概念不是标准的一部分。该 TABLESPACE 子句是一个扩展。

另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336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336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336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8/33675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37 共189页

CREATE TABLESPAC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26:51

定义一个新的表空间。

CREATE TABLESPACE 为用户的数据库系统注册一个新的表空间。该表空间的名字必须和系统中已存在其他任何表空间不同名。

一个表空间允许超级用户在文件系统上定义其他的位置，该位置中的驻有包含数据库对象（表和索引）在内的数据文件。

有适当权利的用户可以传递一个表空间名到 CREATE DATABASE，CREATE TABLE 或 CREATE INDEX 中来使这些对象的数据文件存储在指定的表空

间中。

在数据库中，必须对 Master、每个 Segment、每个 Segment 镜像都有一个定义好的文件系统，为的就是让表空间在整个系统中有位置来存储它的对象。该

文件系统位置的集合定义在文件空间对象中。在用户创建一个表空间之前，必须定义一个文件空间。参阅 gpfilespace 在“数据库实用指南”获取更多信息。

tablespacename：要创建表空间名字，该名字不能以 pg_ 或 gp_ 开头，因为这些名字是为系统表空间预留的。

OWNER username：拥有该表空间用户的名字。如果省略，默认为执行该命令的用户。只有超级用户可以创建表空间，但是他们能分配表空间的所属权给非超

级用户。

FILESPACE：数据库表空间的名字，该表空间由 gpfilespace 管理实用程序所定义。

用户必须首先创建一个由表空间使用的文件空间。请参阅“数据库工具指南”中的 gpfilespace 以获取更多信息。表空间仅在支持符号链接的系统上支持。

CREATE TABLESPACE 不能在事务块中执行。

通过指定相应的要用文件空间，创建一个新的表空间。

CREATE TABLESPACE 是数据库扩展。

CREATE DATABASE、CREATE TABLE、CREATE INDEX、DROP TABLESPACE、ALTER TABLESPACE

概要

CREATE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OWNER username  

       FILESPACE filespace_name

[ ]

描述

参数

注意

示例

CREATE TABLESPACE mytblspace FILESPACE myfilespace;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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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USER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27:27

定义一个新的默认带有 LOGIN 权限的数据库角色。

该 option 可以是：

作为数据库2.2发行版，CREATE USER 已经由 CREATE ROLE 所替代，尽管为了向后兼容，它仍然被接受实用。

在 CREATE ROLE 和 CREATE USER 之间仅有的区别是 LOGIN 权限默认和 CREATE USER 一起创建，然而 NOLOGIN 权限默认和 CREATE 

ROLE 一起创建。

在 SQL 标准中没有 CREATE USER 语句。

CREATE ROLE

概要

CREATE USER name  WITH  option    [ [ ] [ ... ] ]

      SUPERUSER | NOSUPERUSER

    | CREATEDB | NOCREATEDB

    | CREATEROLE | NOCREATEROLE

    | CREATEUSER | NOCREATEUSER

    | INHERIT | NOINHERIT

    | LOGIN | NOLOGIN

    |  ENCRYPTED | UNENCRYPTED  PASSWORD 'password'

    | VALID UNTIL 'timestamp' 

    | IN ROLE rolename  

    | IN GROUP rolename  

    | ROLE rolename  

    | ADMIN rolename  

    | USER rolename  

    | SYSID uid    | RESOURCE QUEUE queue_name

[ ]

[, ...]

[, ...]

[, ...]

[, ...]

[, ...]

描述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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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VIEW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29:24

定义一个新的视图。

CREATE VIEW 定义一个视图查询。该视图没有实际物。相反，每次在查询中引用该视图时，都会运行查询。

CREATE OR REPLACE VIEW 是相似的，但是如果同名的视图已经存在，则会被替换。用户只能使用生成相同列（相同列名称和数据类型）的新查询替换视

图。

如果给定了模式名称，则在指定的模式名称中创建视图。否则，在当前的模式中创建该视图。临时视图存在于特殊的模式中，所以创建临时模式时不会给定模式

名。该视图的名称与同模式中其他任何视图、表、序列或索引的名称必须不同。

TEMPORARY | TEMP：如果指定，该视图创建为临时表。临时表在当前事务结束时自动删除。当临时表存在时，具有相同的名字的永久表在当前会话中不可

见，除非他们使用方案限定名来引用。如果视图引用的任何表是临时的话，该视图会创建成一个临时表（不管是否指定 TEMPORARY ）。

name：要创建的表的名字（可选方案限定）。

column_name：可选名字列表用于视图的列。如果没有给定，该列名将从查询中推导而来。

query：SELECT 或 VALUES 命令，二者会提供视图的列和行。

数据库中的视图是只读的。该系统不允许在视图上插入、更新或者删除。用户可以通过在视图上创建重写规则到其他表上的适当操作来获得可更新视图的效果。更

多信息，请参阅 CREATE RULE。视图列的名字和数据类型可以按照用户想要的方式分配。例如：

是两种不好的形式：该列名默认为 ?column?，而且列的数据类型默认为 unknown。如果用户想在视图的结果中使用字符串文字，请使用以下内容：

视图中引用的表的访问由视图所有者的权限决定的，而不是当前用户（即使当前用户是超级用户）。这在超级用户的情况下可能会令人困惑，因为超级用户通常可

以访问所有对象。在视图的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户不是视图的所有者，那么即使是超级用户也必须要明确被授予对视图引用表的访问权限才能访问。

但是，视图中调用函数的处理方式与使用视图从查询中直接调用的方式相同。因此，视图的用户必须要有具有调用视图使用的任何函数的权限。

如果用户使用 ORDER BY 子句创建了一个视图，则当用户从视图中执行 SELECT 时将忽略 ORDER BY 子句。

创建所有包含 comedy 电影的视图：

创建一个获取排名前10婴儿的名字：

概要

CREATE OR REPLACE  TEMP | TEMPORARY  VIEW name

         column_name    

       AS query

[ ] [ ]

[ ( [, ...] ) ]

描述

参数

注意

CREATE VIEW vista AS SELECT 'Hello World';

CREATE VIEW vista AS SELECT text 'Hello World' AS hello;

示例

CREATE VIEW comedies AS SELECT * FROM films WHERE kind = 

'comedy';

CREATE VIEW topten AS SELECT name  rank  gender  year FROM 

names  rank WHERE rank < '11' AND names id=rank id

, , ,

, . . ;

兼容性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0 共189页

该 SQL 标准指定了不在数据库中的 CREATE VIEW 语句的一些附加功能。标准完整 SQL 命令的可选子句包括：

CREATE OR REPLACE VIEW 是数据库语言扩展，临时视图的概念也是如此。

SELECT、DROP VIEW

CHECK OPTION：该选项和可更新视图有关。将检查视图上所有 INSERT 和 UPDATE 命令来确保数据满足视图定义条件（即新的数据将通过视图可

见）。如果不满足条件，则拒绝该更新。

LOCAL：检查视图上的完整性。

CASCADED：检查此视图的和任何从属视图的完整性，假定为 CASCADED 如果不指定 CASCADED 或 LOCAL。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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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31:39

定义一个游标。

DECLARE 允许用户创建游标，可以使用游标来从大查询中一次检索少量的行。游标可以使用 FETCH 返回文本数据或者二进制形式的数据。

普通游标以文本格式返回数据，和 SELECT 相同。由于数据本身以二进制格式存储，所以系统必须进行转换以产生文本格式。一旦信息以文本形式返回，客户端

应用程序可能需要将其转换为二进制格式来操作它。另外，文本格式的数据通常比二进制格式大。二进制游标可以返回更容易地操作二进制形式数据。然而，如果

用户打算以文本形式显示数据，则以文本形式检索数据将在客户端上节省一些精力。

例如，如果一个查询从一个整数列返回1，那么用户将获得带有默认有游标的字符串1，而使用二进制游标，用户将会获得一个包含该值内部表示的4字节字段（以

大端字节顺序）。

应当仔细使用二进制游标，许多应用程序（包括 psql）并不准备处理二进制游标，并希望以文本格式返回数据。

当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扩展查询协议发出 FETCH 命令时，绑定协议信息指定数据是以文本还是二进制格式检索。此选项将覆盖游标定义的方式。因此，当使用

扩展查询协议时，二进制游标的概念就会过时，任何游标都可以被视为是文本或二进制的。

可以在 UPDATE 或 DELETE 语句中的 WHERE CURRENT OF 子句中指定游标，以更新或删除表数据。该 UPDATE 或 DELETE 语句只能在服务器上

执行，例如在交互式 psql 会话或脚本中。语言扩展（如 PL/pgSQL）不支持可更新的游标。

name：要创建有游标的名字。

BINARY：使游标返回二进制数据而不是文本形式。

INSENSITIVE：表示当数据存在时，指出游标检索的数据不受游标所指表的更新的影响。在数据库，所有游标都不敏感。这个关键词目前没有任何效果，仅为

了和 SQL 标准的兼容。

NO SCROLL：游标不能以非顺序方式检索行。这是数据库中的默认行为，因为不支持可滚动的游标（SCROLL）。

WITH HOLD 

WITHOUT HOLD 

WITH HOLD 指出了该表可能会继续使用，在创建该游标的事务成功提交后。WITHOUT HOLD 指出游标在脱离创建它的事务之后，就不能再使用了。默认值

为 WITHOUT HOLD。WITH HOLD 不能指定，当 query 包含 FOR UPDATE 或 FOR SHARE 子句。

query：SELECT 或 VALUES 命令会提供供游标返回的行。 

如果游标在 UPDATE 或 DELETE 命令的 WHERE CURRENT OF 子句中使用，该 SELECT 命令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

指定 FOR UPDATE 子句在 SELECT 命令中可以阻止元组在获取和更新之间被其他会话更改行。没有该 FOR UPDATE 子句，那么随后（同会话中）带有 

WHERE CURRENT OF 子句的 UPDATE 或 DELETE 命令就不起作用了，如果该行在创建游标之前已经更改（被其他会话更改，如数据删除之后用户去更

新会找不到）。

FOR READ ONLY 

FOR READ ONLY 指明该游标仅仅用于只读模式。

概要

DECLARE name BINARY  INSENSITIVE  NO SCROLL  CURSOR 

     {WITH | WITHOUT} HOLD  

     FOR query FOR READ ONLY

[ ] [ ] [ ]

[ ]

[ ]

描述

参数

不能引用视图或者外部表。

仅引用一张表。

该表必须是可更新的，例如，以下是不可更新的：表函数，设置了返回值的函数，仅附加表、列表。

不能包含任何以下的：

分组语句，例如 UNION ALL 或 UNION DISTINCT 的集合操作。

排序子句

窗口子句

连接或者左连接

注意

指定 FOR UPDATE 子句在 SELECT 命令中锁定的是整个表，而不仅是用户选择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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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指定了 WITH HOLD，由该命令创建的游标只能在当前的事务中使用。因此，没有 WITH HOLD 的 DECLARE 语句，除非在事务块之外，否则该游标仅

生存到该语句结束。因此如果该命令用于事务块之外，数据库会报告了一个错误。使用 BEGIN、COMMIT 和 ROLLBACK 来定义一个事务块。

如果指定 WITH HOLD 而且创建有游标的事务成功提交，该游标能够继续被同一个会话中的子事务访问。（但是如果创建事务被终止，则该游标会被删除）创建

的带有 WITH HOLD 的游标，当被发出明确的 CLOSE 指令或者在会话结束时就会关闭。在当前的实现中，由保留游标表示的行被复制到临时文件或者存储区

域中，以便他们可以用于后续的事务。

如果用户在事务中使用 DECLARE 创建了游标，用户不能在事务中使用 SET 命令直到用户用 CLOSE 命令关闭了游标。

数据库不支持游标滚动。用户只能使用 FETCH 来向前移动游标，不能向后。

追加优化表不支持 DECLARE...FOR UPDATE。

用户可以通过查询 pg_cursors 系统视图来查看所有可用的游标。

声明一个游标：

SQL 标准只允许在嵌入式 SQL 和模块中使用游标。数据库数据库允许交互式使用游标（interactively）。数据库没有实现有游标的 OPEN 语句。游标在声明

时就被认为是打开的。SQL 标准允许游标向前向后移动。所有数据库游标仅向前移动（非滚动）。二进制游标是数据库扩展。

CLOSE、DELETE、FETCH、MOVE、SELECT、UPDATE

注意

示例

DECLARE mycursor CURSOR FOR SELECT * FROM mytable;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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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ARD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32:22

丢弃会话状态。

DISCARD 释放与数据库会话相关联的内部资源，这些资源通常在会话结束时释放。 

DISCARD TEMP 删除在当前会话中创建的所有临时表。 

DISCARD PLANS 释放所有内部缓存的查询计划。 

DISCARD ALL 重置会话到原始状态，丢弃临时资源并重置会话本地配置更改。

TEMPORARY，TEMP：删除所有在当前会话中创建的临时表。

PLANS：释放所有缓存的查询计划。

ALL：释放所有和当前会话相关联的临时资源并且重置会话到初始状态。目前，该和执行以下语句序列具有相同的效果。

DISCARD ALL 不能在事务块中执行。

DISCARD 是数据库扩展。

概要

DISCARD { ALL | PLANS | TEMPORARY | TEMP }

描述

参数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DEFAULT

RESET ALL

DEALLOCATE ALL

CLOSE ALL

UNLISTEN *

SELECT pg_advisory_unlock_all

DISCARD PLANS

DISCARD TEMP

;

;

;

;

;

();

;

;

注意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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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DATABAS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33:22

删除一个数据库。

DROP DATABASE 删除了一个数据库。它删除了数据的目录条目并且删除了包含该数据的目录。它只能被拥有该数据库的用户执行。另外，当用户或者是其他

用户正连接到该数据库时，是不能执行删除该数据库操作的（连接到 postgres 或其他数据库来发出此命令）。

IF EXISTS：如果数据库不存在不会抛出异常。这种情况下发出通知。

name：要删除数据库的名字。

DROP DATABASE 不能在事务块中执行。

当连接到目标数据库时，不能执行该命令。因此，使用程序 dropdb 来替代可能更方便一点。该命令是在此命令上的封装。

删除叫 testdb 的数据库：

SQL 标准中没有 DROP DATABASE 语句。

ALTER DATABASE、CREATE DATABASE

概要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name[ ]

描述

注意

DROP DATABASE 不能被撤销，请小心使用。

参数

注意

示例

DROP DATABASE testdb;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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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EXTENSION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34:05

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扩展。

DROP EXTENSION 从数据库中移除扩展。删除扩张也会导致其组件对象也被删除。

用户必须拥有该扩展才能使用 DROP EXTENSION。

如果该扩展的任何对象正在数据库中使用，则该命令失败。例如，如果一个表是用扩展类型的列定义的，则要添加 CASCADE 选项来强制删除这些依赖对象。

IF EXISTS：如果扩展不存在，不会抛出异常。会发出通知。

name：安装的扩展的名字。

CASCADE：自动删除依赖于该扩展的对象，并且依次删除依赖于这些对象的所有对象。

RESTRICT：如果有对象依赖于该扩展，则拒绝删除该扩展，除了扩展成员对象。这是默认的。

DROP EXTENSION 是数据库扩展。

CREATE EXTENSION、ALTER EXTENSION

概要

DROP EXTENSION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

描述

注意

用来创建扩展所需的支持扩展文件不会被删除。这些文件必须从数据库主机中手动删除。

说明

在发出 DROP EXTENSION 带有 CASCADE 关键词的命令时，用户必须明白所有依赖于该扩展的对象，以避免意外的后果。

参数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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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EXTERNAL TABL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34:49

删除一个外部表定义。

DROP EXTERNAL TABLE 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存在的外部表定义。外部的数据资源和文件不会被删除，要执行这个命令用户必须是外部表的所有者。

如果外部表 staging 存在，则删除这个表：

SQL 标准中没有 DROP EXTERNAL TABLE 语句。

CREATE EXTERNAL TABLE

概要

DROP EXTERNAL WEB  TABLE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描述

参数

WEB 

删除外部 Web 表的可选参数。

IF EXISTS 

如果外部表存在，不会抛出异常。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一个通知。

name 

存在的外部表的名字（可选方案限定）。

CASCADE 

自动删除依赖于外部表的对象，例如视图。

RESTRICT 

如果有对象依赖于外部表，则拒绝删除该外部表。这是默认的选项。

示例

DROP EXTERNAL TABLE IF EXISTS staging;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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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FILESPAC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35:29

删除一个文件空间。

DROP FILESPACE 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文件空间定义和它的系统生成的数据目录。

文件空间只能被它的拥有者或超级用户删除。该文件空间必须清空所有的表空间对象后才能被删除。可能情况是其他数据库的表空间还在使用该文件空间，即使当

前数据库中没有使用该文件空间的表空间。

IF EXISTS：如果文件空间不存在，也不会抛出错误，这种情况下会发出通知。

tablespacename：要删除的文件空间的名字。

删除表空间 myfs：

SQL 标准中或者 PostgreSQL 中没有 DROP FILESPACE 语句。

ALTER FILESPACE、DROP TABLESPACE

概要

DROP FILESPACE IF EXISTS  filespacename[ ]

描述

参数

示例

DROP FILESPACE myfs;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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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FUNCTION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36:18

删除一个函数。

DROP FUNCTION 删除一个存在函数的定义。要执行这个命令该用户必须是该函数的拥有者。必须要指定参数类型，因为几个不同的函数可能存在同名，但其

参数列表不同。

IF EXISTS：如果函数不存在，不会抛出错误。这种情况下会发出通知。

name：存在函数的名称（可选方案限定）。

argmode 

参数的模式：IN、OUT、INOUT 或 VARIADIC。如果省略，则默认是 IN。注意 DROP FUNCTION 实际上并不会注意 OUT 参数，因为仅需要输入参数就

能决定函数的身份。索引列出 IN、INOUT 和 VARIADIC 参数即可。

argname：参数的名字。注意 DROP FUNCTION 实际上并不注意参数名字，因为仅需要参数数据类型就能决定函数的身份。

argtype：函数参数的数据类型（可选方案限定）如果有的话。

CASCADE：自动删除依赖于该函数的对象，例如操作符号。

RESTRICT：如果有任何对象依赖于该函数，则拒绝删除该函数，这是默认的。

删除平方根函数：

SQL 标准中定义了 DROP FUNCTION 语句，但是这和该命令不兼容。

CREATE FUNCTION、ALTER FUNCTION

概要

DROP FUNCTION IF EXISTS  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 [ ]

[, ...] ] ) [ ]

描述

参数

示例

DROP FUNCTION sqrt integer( );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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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INDEX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36:57

删除一个索引。

DROP INDEX 从数据库系统上删除一个存在的索引。要执行这个命令用户必须是索引的拥有者。

IF EXISTS：如果索引不存在，不会抛出错误。这种情况下会发出通知。

name：存在索引的名字（可选方案限定）。

CASCADE：自动删除依赖于该索引的对象。

RESTRICT：如果有任何对象依赖于该索引，则拒绝删除该对象（默认）。

删除索引 title_idx：

DROP INDEX 是数据库语言扩展。SQL 标准中没有该索引的规定。

ALTER INDEX、CREATE INDEX、REINDEX

概要

DROP INDEX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描述

参数

示例

DROP INDEX title_idx;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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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LANGUAG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37:35

删除一个程序语言。

DROP LANGUAGE 会删除之前注册程序语言的定义。用户必须是超级用户或者是该语言的拥有者才能删除该语言。

PROCEDURAL：可选关键字，没有效果。

IF EXISTS：如果该语言不存在，不会抛出错误。此种情况下发出通知。

name：存在的程序语言的名字。为了向后兼容，该名字必须要用单引号括起来。

CASCADE：自动删除依赖该语言的对象（例如用该语言写的函数）。

RESTRICT：如果有任何对象依赖于该语言，则拒绝删除该语言。这是默认的。

删除程序语言 plsample：

SQL 标准中没有 DROP LANGUAGE 语句。

ALTER LANGUAGE、CREATE LANGUAGE

概要

DROP PROCEDURAL  LANGUAGE IF EXISTS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描述

参数

示例

DROP LANGUAGE plsample;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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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RESOURCE QUEU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38:30

移除一个资源队列。

该命令从数据库中移除一个负载管理资源队列。为了删除一个资源队列，要删除的队列不能有任何角色分配给它，也不能有任何的语句在队列中等待。只有超级用

户能够删除资源队列。

queue_name：将要被删除的资源队列的名称。

通过命令 ALTER ROLE 从一个资源队列中移除一个用户。为了看到关于所有的资源队列的当前活动的查询，执行下面将 pg_locks 表、pg_roles 和 

pg_resqueue 表相连接的查询：

为了看到分配到一个资源队列的角色，可以在 pg_roles 和 pg_resqueue 两个系统目录表执行下面查询：

从一个资源队列中移除一个角色（同时移动该角色到默认的资源队列 pg_default）：

移除一个名为 adhoc 的资源队列：

DROP RESOURCE QUEUE 语句是一个数据库的扩展。

ALTER RESOURCE QUEUE、CREATE RESOURCE QUEUE、ALTER ROLE

概要

DROP RESOURCE QUEUE queue_name

描述

参数

注解

SELECT rolname  rsqname  locktype  objid  transaction  pid  

mode  granted FROM pg_roles  pg_resqueue  pg_locks WHERE 

pg_roles rolresqueue=pg_locks objid AND 

pg_locks objid=pg_resqueue oid

, , , , , ,

, , ,

. .

. . ;

SELECT rolname  rsqname FROM pg_roles  pg_resqueue WHERE 

pg_roles rolresqueue=pg_resqueue oid

, ,

. . ;

示例

ALTER ROLE bob RESOURCE QUEUE NONE;

DROP RESOURCE QUEUE adhoc;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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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ROL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39:14

移除一个数据库角色。

DROP ROLE 移除指定的角色。要删除一个超级用户角色，用户必须自己是一个超级用户。要删除一个非超级用户角色，用户必须要有 CREATEROLE 权

限。

如果一个角色仍然被集簇中的任何一个数据库引用，它就不能被移除。如果尝试移除将会抛出一个错误。在删除角色之前，用户必须删除（或者重新授予所有权）

它所拥有的所有对象并且收回该已经授予给该角色的在其他对象上的特权。REASSIGN OWNED 和 DROP OWNED 命令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不过，没有必要移除涉及该角色的角色成员关系；DROP ROLE 会自动收回目标角色在其他角色中的成员关系，以及其他角色在目标角色中的成员关系。其他角

色不会被删除也不被影响。

IF EXISTS：如果该角色不存在则不要抛出一个错误，而是发出一个提示。

name：要移除的角色的名称。

移除名为 sally 和 bob 的角色：

SQL 标准定义了 DROP ROLE，但是它只允许一次删除一个角色并且它指定了和数据库不同的特权需求。

REASSIGN OWNED、DROP OWNED、CREATE ROLE、ALTER ROLE、SET ROLE

概要

DROP ROLE IF EXISTS  name  [ ] [, ...]

描述

参数

示例

DROP ROLE sally  bob, ;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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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39:45

提交当前事务。

END 提交当前事务。所有该事务做的更改变为对他人可见并且被保证发生崩溃时仍然是持久的。这个命令是一种数据库的扩展，它等效于 COMMIT。

WORK 

TRANSACTION 

可选关键词，它们没有效果。

提交当前事务：

END 是一种数据库的扩展，它提供和 COMMIT 等效的功能，后者是 SQL 标准中指定的。

BEGIN、ROLLBACK、COMMIT

概要

END WORK | TRANSACTION[ ]

描述

参数

示例

END;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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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3 12:05:52

显示一个语句的查询计划。

EXPLAIN 显示计划器为提供的语句所生成的查询计划。查询计划是一颗节点计划树。在计划中的每个节点代表了一个操作，例如表扫描、连接、聚集或者是一

个排序操作。

因为每个节点直接向它上面的节点提供行结果，所以计划应该从下往上进行阅读。最底层的节点通常是一些表扫描操作（顺序扫描、索引扫描或者是位图扫描）。

如果查询要求连接、聚集或者排序（或者其他在原始行上的操作），那么需要在扫描节点增加这些操作的节点。计划最顶层的节点通常是 motion 节点（重分

布、显式重分布、广播或者聚集 motion）。这些操作符代表了在查询处理期间在分片示例之间移动行数据。

EXPLAIN 的输出是树中每个节点有一行，显示基本的节点类型，紧接着是由计划器为执行该计划节点时的代价评估：

EXPLAIN ANALYZE 导致该语句被实际执行，而不仅是被计划。EXPLAIN ANALYZE 计划显示实际的结果以及计划器的评估。这个对于看是否计划器评估

接近实际的情况非常有用。除了显示在 EXPLAIN 计划中的信息，EXPLAIN ANALYZE 还要外加显示下面的信息：

概要

EXPLAIN ANALYZE  VERBOSE  statement[ ] [ ]

描述

cost：通过用取磁盘页面的次数来度量。即1.0代表一个连续磁盘页面的读取。首先是启动代价（获取第一行的代价），第二个代价是总的代价（获取所有行

的代价）。注意总的代价假设所有的行都将要被取回，但并不是总是这种情况（例如使用 LIMIT 语句）。

rows：该计划节点总的输出行数。这通常是小于实际由计划节点处理或者扫描的行数，主要是由于任何一个 WHERE 条件语句的评估选择性。理想情况下，

最高层的节点估计近似等于实际由该查询返回、更新或者删除的行数。

width：该计划节点所有行输出的总的字节数。 

值得注意的是更上一层的节点的代价包括了所有它孩子节点的代价。计划中最顶层节点是估计执行整个计划的代价。该数字是计划器寻求最小化的地方。同时

也需要意识到代价仅仅反应了查询优化器关心的部分。特别是，代价没有考虑将结果行传输到客户端所花费的时间。

总的花费在执行该查询的时间间隔（以毫秒为单位）。

在一个计划节点操作中涉及到的 workers（Segment）的数量。只有返回行的 Segment 被计入。

一个操作中输出最多行的 Segment 返回的最大行数。如果多个 Segment 输出了相同数量的行数，取 time to end 最长的那个 Segment。

在一个操作中输出最多行的 Segment 的 ID。

对于相关的操作，该操作使用的 work_mem。如果 work_mem 不足以在内存中执行操作，计划将显示有多少数据溢出到磁盘上以及对于使用工作内存最

少的执行 Segment 要求了多少趟对数据的处理。例如：

Work_mem used: 64K bytes avg, 64K bytes max seg0 .

Work_mem wanted: 90K bytes avg, 90K bytes max seg0  to abate workfile

I/O affecting 2 workers.

seg0  pass 0: 488 groups made from 488 rows  263 rows written to

workfile

seg0  pass 1: 263 groups made from 263 rows

( )

( )

[ ] ;

[ ]

产生最多行的 Segment 检索到第一行所花的时间（以毫秒计），以及在该 Segment 上获取所有行所花费的时间。如果 <time> to first row 同 <time> 

to end 相等，则前者有可能被省略。

注意

当使用 EXPLAIN ANALYZE 语句会被实际执行。尽管 EXPLAIN ANALYZE 将丢弃 SELECT 所返回的任何输出，照例该语句的其他副作用还是

会发生。如果用户希望在一个 DML 语句上执行 EXPLAIN ANALYZE 而不希望它们影响用户的数据，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

BEGIN

EXPLAIN ANALYZE 

ROLLBACK

;

...;

;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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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将要执行的预备语句的名称。

parameter 

预备语句的实际参数值。这一定是一个产生与该参数数据类型兼容的值的表达式，参数的数据类型则是在预备语句被创建时定义的。

为了允许查询计划器在优化查询时能做出合理的知情决策，ANALYZE 语句需要被执行用来记录关于在表内数据的分布统计信息。如果用户还没有完成这个操作

（或者如果表内数据从上一次执行 ANALYZE 语句后的统计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评估代价不会很符合实际的查询属性，同时因此会导致选择一个较差

的计划被选中。

一个 SQL 语句在一个 EXPLAIN ANALYZE 命令被执行时，执行会从资源队列中排出。

为展示如何阅读一个 EXPLAIN 查询计划，以下展示的一个简单查询的例子：

如果我们从下往上阅读该计划，查询优化器开始于顺序扫描表 names。WHERE 子句作为一个过滤条件被应用。这意味着一个扫描操作要检验扫描中的每一行

是否满足该条件，同时返回那些满足条件的行。

扫描操作的结果将向上传递到一个 gather motion 操作。在数据库中，gather motion 是 Segment 向上传递行到 Master 的时机。 

在该例子中，我们有2个 Segment 实例发送到1个 Master 实例（2：1）。该操作工作在并行查询执行计划的 slice1 上。在数据库中，一个查询计划被分成切

片，这样每个查询计划的多个部分能够被 Segment 并行地执行。

该计划的估计启动代价是00.00（没有代价）以及总代价为20.88次取磁盘页。计划器认为该查询将会返回一行。

在 SQL 标准中没有定义 EXPLAIN 语句。

ANALYZE

注解

示例

EXPLAIN SELECT * FROM names WHERE name = 'Joelle'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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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her Motion 2:1 slice1  cost=0.00 .20.88 rows=1 width=13

   -> Seq Scan on 'names' cost=0.00 .20.88 rows=1 width=13

         Filter: name::text ~~ 'Joelle'::text

;

( ) ( . )

( . )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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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CH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42:42

使用游标从查询中检索行。

其中 forward_direction 可以为空或者为下列之一：

FETCH 从之前创建的一个游标中检索行。

游标具有一个相关联的位置，FETCH 会用到该位置。游标位置可能会位于查询结果的第一行之前、结果中任意行之上或者结果的最后一行之后。  

在被创建时，游标被定位在第一行之前。在取出 一些行后，该游标被定位在最近被取出的行上。如果 FETCH 运行超过了可用行的末尾，则该游标会被定位在最

后一行之后。FETCH ALL 将总是让游标被定位于最后一行之后。

NEXT、FIRST、LAST、ABSOLUTE、RELATIVE 形式会在适当移动游标后取出一行。如果没有这样一行，将返回一个空结果，并且视情况将游标定位在

第一行之前或者最后一行之后。

使用形式 FORWARD 的形式会在向前移动的方向上检索指定数量的行，然后将游标定位在最后返回的行上（如果 count 超过可用的行数，则定位在所有行之

后）。注意在数据库中是不能够向后移动游标，因为不支持滚动游标。只能够用 FETCH 向前移动游标。

RELATIVE 0 、FORWARD 0 都会请求检索当前行但不移动游标，也就是重新取最近被取出的行。只要游标没有被定位在第一行之前或者最后一行之后，这种

操作都会成功，否则不会返回任何行。

输出

如果成功完成，FETCH 命令返回一个下面形式的命令标签：

count 是取得的行数（可能为零）。在 psql 中，命令标签将不会实际显示，因为 psql 会显示被取得的行。

forward_direction：定义获取方向以及要取得的行数。只有向前获取在数据库中是支持的。它可以是下列之一：

NEXT：取出下一行。如果省略 direction，这将是默认值。

FIRST：取出该查询的第一行（和 ABSOLUTE 1 相同）。只有在该游标第一次使用 FETCH 时是允许的。

LAST：取出该查询的最后一行（和 ABSOLUTE -1相同）。

ABSOLUTE count：取出查询的指定行。如果 count 的值超出范围就定位到最后一行之后。只有在被指定了 count 的行向前移动游标位置才能使用。

RELATIVE count：取出查询指定行 count 个后继行。RELATIVE 0 重新取出当前行（如果有）。只有在 count 向前移动游标位置时才允许。

count：获取后面 count 行（和 FORWARD count 相同）。

ALL：获取剩余的所有行（和 FORWARD ALL 相同）。

FORWARD：取出下一行（和 NEXT 相同）。

FORWARD count：取出接下来的 count 行。FORWARD 0 重新取出当前行。

FORWARD ALL：取出所有剩下的行。

cursorname：一个已打开游标的名称。

概要

FETCH  forward_direction { FROM | IN }  cursorname[ ]

    NEXT

    FIRST

    LAST

    ABSOLUTE count

    RELATIVE count

    count

    ALL

    FORWARD

    FORWARD count

    FORWARD ALL

描述

FETCH count

参数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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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不支持滚动游标，所以只能用 FETCH 向前移动游标位置。

ABSOLUTE 取行并不比用相对移动快多少，底层实现都必须遍历所有的中间行。

DECLARE 用来定义一个游标。使用 MOVE 可以改变游标的位置而不检索数据。

开始一个事务：

建立一个游标：

在游标 mycursor 中获取前五行：

关闭游标并结束事务：

修改表 films 的游标 c_films 指向的当前位置的行的 kind 列的值：

SQL 标准只在嵌入式 SQL 和模块中使用游标。数据库允许游标在交互式的环境下使用。

这里描述的 FETCH 变体返回数据时就好像数据是一个 SELECT 结果，而不是被放在主变量中。除这一点之外，FETCH 完全向上兼容于 SQL 标准。

涉及 FORWARD 形式的 FETCH，以及形式 FETCH count 和 FETCHALL（其中 FORWARD 是隐式的）都是数据库扩展。不支持 BACKWARD。

SQL 标准只允许 FROM 在游标名之前。使用 IN 的选项是一种扩展。

DECLARE、CLOSE、MOVE

示例

BEGIN;

DECLARE mycursor CURSOR FOR SELECT * FROM films;

FETCH FORWARD 5 FROM mycursor

 code  |          title          | did | date_prod  |   kind   |  len

-------+-------------------------+-----+------------+----------+-------

 BL101 | The Third Man           | 101 | 1949-12-23 | Drama    | 01:44

 BL102 | The African Queen       | 101 | 1951-08-11 | Romantic | 01:43

 JL201 | Une Femme est une Femme | 102 | 1961-03-12 | Romantic | 01:25

 P_301 | Vertigo                 | 103 | 1958-11-14 | Action   | 02:08

 P_302 | Becket                  | 103 | 1964-02-03 | Drama    | 02:28

;

CLOSE mycursor

COMMIT

;

;

UPDATE films SET kind = 'Dramatic' WHERE CURRENT OF c_films;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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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3 12:01:23

定义访问特权。

GRANT 命令由两种基本的变体：一种授予在一个数据库对象（表、列、视图、外部表、序列、数据库、外部数据包装器、外部服务器、函数、过程语言、方案

或表空间）上的特权，另一个授予一个角色中的成员关系。

在数据库对象上的 GRANT 

这种 GRANT 命令的变体将一个数据库对象上的指定特权交给一个或多个角色。如果有一些已经被授予，这些特权会被加入到它们之中。

关键词 PUBLIC 指示特权要被授予给所有角色，包括那些可能稍后会被创建的角色。PUBLIC 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被隐式定义的总是包含所有角色的组。任何特

定角色都将具有直接授予给它的特权、授予给它作为成员所在的任何角色的特权以及被授予给 PUBLIC 的特权。

如果指定了 WITH GRANT OPTION，特权的接收者可以接着把它授予给其他人。如果没有授权选项，接收者就不能这样做。授权选项不能被授予给 

PUBLIC。

没有必要把权限授予给一个对象的拥有者（通常就是创建该对象的用户），因为拥有者默认具有所有的特权。删除一个对象或者以任何方式修改其定义的权力是不

被当作一个可授予特权的，它被固化在拥有者中，并且不能被授予和撤回。拥有者也隐式地拥有该对象的所有授权选项。

会把某些类型的对象上的默认特权授予给 PUBLIC。默认不包括对表、方案以及表空间的公共访问；CONNECT 特权以及数据库中对 TEMP 表的创建特权；

函数的 EXECUTE 特权；语言的 USAGE 特权。对象的拥有者当然可能 revoke 这些特权。

概要

GRANT { {SELECT | INSERT | UPDATE | DELETE | REFERENCES | 

TRIGGER | TRUNCATE }  | ALL PRIVILEGES  }

    ON TABLE  tablename  

    TO {rolename | PUBLIC}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 {USAGE | SELECT | UPDATE}  | ALL PRIVILEGES  }

    ON SEQUENCE sequencename  

    TO { rolename | PUBLIC }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 {CREATE | CONNECT | TEMPORARY | TEMP}  | ALL 

PRIVILEGES  }

    ON DATABASE dbname  

    TO {rolename | PUBLIC}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 EXECUTE | ALL PRIVILEGES  }

    ON FUNCTION func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TO {rolename | PUBLIC}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 USAGE | ALL PRIVILEGES  }

    ON LANGUAGE langname  

    TO {rolename | PUBLIC}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 {CREATE | USAGE}  | ALL PRIVILEGES  }

    ON SCHEMA schemaname  

    TO {rolename | PUBLIC}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 CREATE | ALL PRIVILEGES  }

    ON TABLESPACE tablespacename  

    TO {rolename | PUBLIC}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parent_role   

    TO member_role   WITH ADMIN OPTION

GRANT { SELECT | INSERT | ALL PRIVILEGES  } 

    ON PROTOCOL protocolname

    TO user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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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上的 GRANT 

GRANT 命令的这种变体把一个角色中的成员关系授予一个或者多个其他角色。一个角色中的成员关系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把授予给一个角色的特权带给该角

色的每一个成员。

如果指定了 WITH ADMIN OPTION，成员接着可以把该角色中的成员关系授予给其他用户，也可以撤回该角色中的成员关系。数据库超级用户能够授予或撤回

任何角色中任何人的成员关系。具有 CREATEROLE 特权的角色能够授予或者撤回任何非超级用户角色中的成员关系。

和特权的情况不同，一个角色中的成员关系不能被授予 PUBLIC。

协议上的 GRANT 

当创建一个用户协议后，指定 specify CREATE TRUSTED PROTOCOL 能够允许任何一个除了其拥有者来访问它。如果协议是不可信的，用户不能给任何

其他用户通过该协议来读或者写数据。当一个 TRUSTED 协议被创建后，可以用 GRANT 命令指定哪些用户可以访问它。

SELECT 

允许从指定表、视图或序列的任何列或者列出的特定列进行 SELECT，还允许使用 COPY TO。对于序列，这个特权也允许使用 currval 函数。

INSERT 

允许 INSERT 一个新行到指定表中。还允许 COPY FROM。

UPDATE 

允许对指定表的特定列进行 UPDATE。SELECT ... FOR UPDATE 和 SELECT ... FOR SHARE 也需要该特权（同时也要 SELECT 特权）。对于序

列，这个特权允许使用 nextval 和 setval 函数。

DELETE 

允许从指定的表中 DELETE 一行。

REFERENCES 

这个关键词是可以接受的，尽管现在外键约束在数据库中还不支持。要创建一个外键约束，必须在引用列和被引用列上都有这个特权。

TRIGGER 

允许在指定的表上创建触发器。数据库不支持触发器。

TRUNCATE 

允许在指定表上使用 TRUNCATE。

CREATE

CONNECT 

允许用户连接到指定数据库。在连接开始时会检查这个特权（除了检查由 pg_hba.conf 施加的任何限制之外）。

TEMPORARY 

TEMP 

允许在使用指定数据库时创建临时表。

EXECUTE 

允许使用指定的函数以及使用在该函数之上实现的任何操作符。这是适用于函数的唯一一种特权类型（这种语法也可用于聚集函数）。

USAGE 

对于过程语言，允许使用指定的语言创建函数。这是适用于过程语言的唯一一种特权类型。

对于方案，允许访问包含在指定方案中的对象（假定这些对象的拥有特权要求也满足）。本质上这允许被授权者在方案中“查阅”对象。

对于序列，这种特权允许使用 currval 和 nextval 函数。

ALL PRIVILEGES 

一次授予所有的可用特权。在数据库中，PRIVILEGES 关键词是可选的，但是在严格的 SQL 中是要求它的。

为了让一个用户能够创建带有可信协议的外部可读表，使用：

GRANT SELECT ON PROTOCOL protocolname TO username

为了让一个用户能够创建带有可信协议的外部可写表，使用：

GRANT INSERT ON PROTOCOL protocolname TO username

为了让一个用户能够创建带有可信协议的外部可读且可写表，使用：

GRANT ALL ON PROTOCOL protocolname TO username

参数

对于数据库，允许在其中创建新方案。

对于方案，允许在其中创建新的对象。要重命名一个已有对象，用户必须拥有该对象并且具有所在方案的这个特权。

对于表空间，允许在其中创建表、索引，并且允许创建使用该表空间作为默认表空间的数据库（撤回这个特权将不会更改现有对象的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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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一个特别的组级别的角色，它指示了那些授予给所有角色的特权，包括后来可能会被创建的。

WITH GRANT OPTION 

特权接受者可以把该特权授予给其他的用户。

WITH ADMIN OPTION 

成员接着可以把该角色中的成员关系授予给其他用户。

数据库超级用户可以访问所有对象而不管对象特权的设置。对于该规则的一个例外是视图。访问一个视图中引用的表取决于视图的拥有者而不是当前用户（即使当

前用户是超级用户）。

如果一个超级用户选择发出一个 GRANT 或者 REVOKE 命令，该命令将被执行，好像它是由被影响对象的拥有者发出的一样。特别地，通过这样一个命令授予

的特权将好像是由对象拥有者授予的一样。对于角色成员关系，该成员关系好像是由该角色本身授予的一样。

GRANT 以及 REVOKE 也可以由一个不是受影响对象拥有者的角色完成，不过该角色是拥有该对象的角色的一个成员，或者是在该对象上持有特权的 WITH 

GRANT OPTION 的角色的一个成员。在这种情况下，特权将被记录为由实际拥有该对象的角色授予或者是由持有特权的 WITH GRANT OPTION 的角色授

予。

授予一个表上的权限不会自动地扩展权限给该表使用的任何序列，包括绑定在 SERIAL 列上的序列。序列上的权限必须被独立设置。

数据库不支持授予或者回收一个表上单独列上的特权。一个可选的方案是在需要赋予的特权的列上创建视图，然后授予视图特权。

使用 psql 的 \z 命令能够获取一个对象上现在存在的特权信息。

授予所有角色在表 mytable 上的插入特权：

授予所有可以的特权给角色 sally 在视图 topten 上。注意只有在超级用户或者视图 topten 拥有者执行时才会真正的将所有特权都授予，如果执行的是其他用

户，那么只会授予角色现在拥有的可进行授予的特权：

将角色 admins 授予用户 joe：

在 SQL 标准中，PRIVILEGES 关键词是必需的，但是在数据库中是可选的。SQL 标准不支持在每个命令中设置超过一个对象上的特权。

数据库允许一个用户的拥有者撤回它们拥有的普通特权：一个表拥有者可以通过撤回其自身拥有的 INSERT、UPDATE、DELETE 和 TRUNCATE 特权让该

表对它们自己只读。根据 SQL 标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原因在于数据库认为拥有者的特权是由拥有者授予给它们自己的，因此它们也能够撤回它们。在 SQL 标

准中，拥有者的特权是有一个假设的实体 *system* 所授予。

SQL 标准允许在一个表的单独列上设置特权。

SQL 标准提供了其他对象类型上的 USAGE 特权：字符集、排序规则、翻译、域。数据库、表空间、方案和语言上的特权都是数据库扩展。

REVOKE

注解

示例

GRANT INSERT ON mytable TO PUBLIC;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topten TO sally;

GRANT admins TO joe;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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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45:30

载入一个共享库文件。

该命令载入一个共享库文件到数据库服务器的地址空间。如果文件之前已经被载入，它首先会被卸载。该命令主要用于卸载并重装载一个在服务器第一次装载它之

后发生变化的共享库文件。要使用共享库文件，其中的函数需要由 CREATE FUNCTION 命令声明。

文件名采用和 CREATE FUNCTION 中的共享库名称相同的方式指定；文件名可能依赖于搜索路径以及对系统标准共享库文件名扩展的自动增加。

filename 

共享库文件的路径以及文件名。该文件在数据库阵列中所有的主机上都必须位于相同的位置。

载入一个共享库文件：

LOAD 是数据库扩展。

CREATE FUNCTION

概要

LOAD 'filename'

描述

注意

在数据库中，共享库文件（.so 文件）在数据库阵列（Master、Segment 以及镜像）中的每一台主机上都必须位于相同的路径位置。

参数

示例

LOAD '/usr/local/snova-db/lib/myfuncs.so';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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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16:46:22

定位一个游标。

其中 forward_direction 可以为空或者下列之一：

MOVE 重新定位一个游标而不检索任何数据。 MOVE 的工作完全像 FETCH 命令，但是它只定位游标并且不返回行。

输出

成功完成时，MOVE 命令返回的命令标签形式是：

count 是一个具有同样参数的 FETCH 命令会返回的行数（可能为零）。

forward_direction：见 FETCH 获取更多信息。

cursorname：一个打开的游标名称。

开始一个事务：

建立一个游标：

使用游标 mycursor 向前移动五行：

概要

MOVE  forward_direction {FROM | IN}  cursorname[ ]

    NEXT

    FIRST

    LAST

    ABSOLUTE count

    RELATIVE count

    count

    ALL

    FORWARD

    FORWARD count

    FORWARD ALL

描述

注意

在数据库中向后移动一个游标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数据库中不支持滚动游标。只能够用 MOVE 向前移动游标位置。

MOVE count

参数

示例

BEGIN;

DECLARE mycursor CURSOR FOR SELECT * FROM films;

MOVE FORWARD 5 IN mycursor

MOVE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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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之后的一行（第六行）：

关闭游标，结束事务：

在 SQL 标准中没有 MOVE 语句。

DECLARE、FETCH、CLOSE

FETCH 1 FROM mycursor

 code  | title  | did | date_prod  |  kind  |  len

-------+--------+-----+------------+--------+-------

 P_303 | 48 Hrs | 103 | 1982-10-22 | Action | 01:37

1 row

;

( )

CLOSE mycursor

COMMIT

;

;

兼容性

另见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64 共189页

PREPAR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10 15:38:24

为执行准备一个语句。

PREPARE 创建一个预备语句，有可能有未绑定参数。预备语句是一种服务器端对象，它可以被用来优化性能。一个预备语句可能后续在参数绑定值后被执行。

数据库可能选择对同一预备语句的不同执行进行重新规划。

预备语句可以接受参数，在执行时会被替换到语句中的值。在创建预备语句时，可以用位置引用参数，如$1、$2等。也可以选择性地指定参数数据类型的一个列

表。当一个参数的数据类型没有被指定或者被声明为 unknown 时，其类型会从该参数被使用的环境中推知（如果可能）。在执行该语句时，在 EXECUTE 语

句中为这些参数指定实际值。

预备语句只在当前数据库会话期间存在。当会话结束时，预备语句会消失，因此在重新使用之前必须重新建立它。这也意味着一个预备语句不能被多个数据库客户

端同时使用。不过，每一个客户端可以创建它们自己的预备语句来使用。预备语句可以用 DEALLOCATE 命令手工清除。

当一个会话要执行大量类似语句时，预备语句可能会有最大性能优势。如果该语句很复杂（难于规划或重写），例如如果查询涉及很多表的连接或者要求应用多个

规则，性能差异将会特别明显。如果语句相对比较容易规划和重写，但是执行起来开销相对较大，那么预备语句的性能优势就不那么显著了。

name：给这个特定预备语句的任意名称。它在一个会话中必须唯一并且后续将被用来执行或者清除一个之前准备好的语句。

datatype：预备语句一个参数的数据类型。如果一个特定参数的数据类型没有被指定或者被指定为 unknown，将从该参数被使用的环境中推得。要在预备语句

本身中引用参数，可以使用$1、 $2等。

statement：任何 SELECT、INSERT、UPDATE、DELETE 或者 VALUES 语句。

在某些场景中，为一个预备语句产生的查询计划将比不上该语句被正常提交执行时的查询计划。这是因为当语句被规划并且规划器尝试确定最优查询计划时，该语

句中指定的任何参数的实际值都还不可用。

数据库收集表中数据分布的统计信息，同时可以用语句中的常量值来猜测执行该语句的可能结果。由于在使用参数规划预备语句时，这种数据还不可用，被选中的

计划可能是次优的。为了检测数据库中为预备语句选择的查询计划，可以使用 EXPLAIN。

更多关于查询规划以及数据库为此所收集的统计信息的内容，请见 ANALYZE 文档。

可以通过查询 pg_prepared_statements 系统视图来看到会话中所有可用的预备语句。

为一个 INSERT 语句创建一个预备语句，然后执行它：

为一个 SELECT 语句创建一个预备语句，然后执行它。注意第二个参数的数据类型没有被指定，因此会从使用$2的环境中推知：

SQL 标准包括一个 PREPARE 语句，但是它只用于嵌入式 SQL。这个版本的 PREPARE 语句也使用了一种有些不同的语法。

EXECUTE、DEALLOCATE

概要

PREPARE name  datatype     AS statement[ ( [, ...] ) ]

描述

参数

注解

示例

PREPARE fooplan int  text  bool  numeric  AS INSERT INTO 

foo VALUES $1  $2  $3  $4

EXECUTE fooplan 1  'Hunter Valley'  't'  200.00

( , , , )

( , , , );

( , , , );

PREPARE usrrptplan int  AS SELECT * FROM users u  logs l 

WHERE u usrid=$1 AND u usrid=l usrid AND l date = $2

EXECUTE usrrptplan 1  current_date

( ) ,

. . . . ;

( , );

兼容性

另见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65 共189页

REINDEX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10 15:40:14

重建索引。

REINDEX 使用索引的表里存储的数据重建一个索引，并且替换该索引的旧拷贝。有一些场景需要使用 REINDEX：

INDEX：重新创建指定的索引。

TABLE：重新创建指定表的所有索引。如果该表有一个二级“TOAST”表，它也会被重索引。

DATABASE：重新创建当前数据库内的所有索引。共享的系统目录上的索引也会被处理。这种形式的 REINDEX 不能在一个事务块内执行。

SYSTEM：重新创建当前数据库中在系统目录上的所有索引。共享系统目录上的索引也被包括在内。用户表上的索引则不会被处理。这种形式的 REINDEX 不

能在一个事务块内执行。

name：要被重索引的特定索引、表或者数据库的名字。索引和表名可以被方案限定。当前 REINDEX DATABASE 和 REINDEX SYSTEM 只能重索引当前

数据库，因此它们的参数必须匹配当前数据库的名称。

REINDEX 类似于删除索引并且重建索引，在其中索引内容会被从头开始建立。不过，锁定方面的考虑却相当不同。REINDEX 会用锁排斥写，但不会排斥在索

引的父表上的读。它也会在被处理的索引上取得一个排他锁，该锁将会阻塞对该索引的使用尝试。相反，DROP INDEX 会暂时在父表上取得一个排他锁，阻塞

写和读。后续的 CREATE INDEX 会排斥写但不排斥读，由于该索引不存在，所以不会有读取它的尝试，这意味着不会有阻塞但是读操作可能被强制成昂贵的顺

序扫描。

重索引单独一个索引或者表要求用户是该索引或表的拥有者。重索引一个数据库要求用户是该数据库的拥有者（拥有者因此可以重建由其他用户拥有的索引或者

表）。当然超级用户总是能够重索引任何东西。

如果怀疑共享全局系统表目录索引已经损坏，它们只能在数据库的 utility 模式下进行重建索引。损坏一个共享索引的典型症状会出现“index is not a 

btree”的错误，或者服务器在启动的时候由于依赖在已经损坏的索引上而立即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联系 Snova 客服支持获取帮助。

重建一个单独的索引：

重建表 my_table 上的所有索引：

在 SQL 标准中没有 REINDEX 命令。

CREATE INDEX、DROP INDEX、VACUUM

概要

REINDEX {INDEX | TABLE | DATABASE | SYSTEM} name

描述

一个索引中包含很多空的或者近乎为空的页面。数据库中的 B-树索引在特定的非常规访问模式下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REINDEX 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减少索

引的空间消耗，即制造一个新版本的索引，其中没有死亡页面。

修改了一个索引的存储参数（例如填充因子），并且希望确保这种修改完全生效。

参数

注解

示例

REINDEX INDEX my_index;

REINDEX TABLE my_table;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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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BACK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10 15:41:11

中止当前事务。

ROLLBACK 回滚当前事务并且导致该事务所作的所有更新都被丢弃。

WORK 

TRANSACTION 

可选关键词。它们没有任何影响。

使用 COMMIT 可成功的结束一个事务。在一个事务块之外发出 ROLLBACK 会发出一个警告并且不会有任何效果。

丢弃当前事务所做的所有修改：

SQL 标准中只指定了两种形式 ROLLBACK 和 ROLLBACK WORK，其他方面，该命令完全符合 SQL 标准。

BEGIN、COMMIT、SAVEPOINT、ROLLBACK TO SAVEPOINT

概要

ROLLBACK WORK | TRANSACTION[ ]

描述

参数

注解

示例

ROLLBACK;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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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BACK TO SAVEPOINT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10 15:42:15

回滚当前事务到一个保存点。

回滚在该保存点被建立后执行的所有命令。该保存点保持有效并且可以再次回滚到它（如果需要）。ROLLBACK TO SAVEPOINT 隐式地销毁在所提及的保

存点之后建立的所有保存点。

WORK 

TRANSACTION：可选关键词。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savepoint_name：要回滚到的保存点名称。

使用 RELEASE SAVEPOINT 销毁一个保存点而丢弃在它建立之后被执行的命令的效果。指定一个没有被建立的保存点是一种错误。

相对于保存点，游标有一点非事务的行为。在保存点被回滚时，任何在该保存点内被打开的游标将会被关闭。如果一个先前打开的游标在一个保存点内被 FETCH 

命令影响，而该保存点后来又被回滚，那么该游标将保持 FETCH 使它指向的位置（即由 FETCH 导致的游标动作不会被回滚）。

回滚也不能撤销关闭一个游标。如果一个游标的执行导致事务中止，它会被置于一种不能被执行的状态，这样当事务被用 ROLLBACK TO SAVEPOINT 恢复

后，该游标也不再能被使用。

要撤销在 my_savepoint 建立后执行的命令的效果：

游标位置不会受保存点回滚的影响：

SQL 标准指定了关键词 SAVEPOINT 是必需的，但是在数据库（和Oracle）中允许该关键词被省略。SQL 只允许 WORK 而不是 TRANSACTION 作为

一个 ROLLBACK 之后的关键词。

另外，SQL 有一个可选的子句 AND [NO] CHAIN，当前在数据库中是不支持的，其他方面，该命令符合 SQL 标准。

BEGIN、COMMIT、SAVEPOINT、RELEASE SAVEPOINT、ROLLBACK

概要

ROLLBACK WORK | TRANSACTION  TO SAVEPOINT  savepoint_name[ ] [ ]

描述

参数

注解

示例

ROLLBACK TO SAVEPOINT my_savepoint;

BEGIN

DECLARE foo CURSOR FOR SELECT 1 UNION SELECT 2

SAVEPOINT foo

FETCH 1 FROM foo

column 

----------

        1

ROLLBACK TO SAVEPOINT foo

FETCH 1 FROM foo

column 

----------

        2

COMMIT

;

;

;

;

;

;

;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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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POINT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10 15:43:22

在当前事务中定义一个新的保存点。

SAVEPOINT 在当前事务中建立一个新保存点。保存点是事务内的一种特殊标记，它允许所有在它被建立之后执行的命令被回滚，把该事务的状态恢复到它处于

保存点时的样子。

savepoint_name：新保存点的名字。

使用 ROLLBACK TO SAVEPOINT 回滚到一个保存点。  

使用 RELEASE SAVEPOINT 销毁一个保存点，但保持在它被建立后执行的命令的效果。

保存点只能在一个事务块内建立。可以在一个事务内定义多个保存点。

要建立一个保存点并且后来撤销在它建立后执行的所有命令的效果：

上面的事务将插入值1和3，但不会插入2。要建立并且稍后销毁一个保存点：

上面的事务将插入3和4。

当建立另一个同名保存点时，SQL 要求之前的那个保存点自动被销毁。在数据库中，旧的保存点会被保留，不过在进行回滚或释放时只能使用最近的那一个（释

放较新的保存点将会导致较旧的保存点再次变得可以被 ROLLBACK TO SAVEPOINT 和 RELEASE SAVEPOINT 访问）。在其他方面，SAVEPOINT 

完全符合 SQL。

BEGIN、COMMIT、ROLLBACK、RELEASE SAVEPOINT、ROLLBACK TO SAVEPOINT

概要

SAVEPOINT savepoint_name

描述

参数

注解

示例

BEGIN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1

    SAVEPOINT my_savepoint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2

    ROLLBACK TO SAVEPOINT my_savepoint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3

COMMIT

;

( );

;

( );

;

( );

;

BEGIN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3

    SAVEPOINT my_savepoint

    INSERT INTO table1 VALUES 4

    RELEASE SAVEPOINT my_savepoint

COMMIT

;

( );

;

( );

;

;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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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3 12:06:04

从一个表或视图检索行。

其中 with_query 是：

其中 grouping_element 可以是下列之一：

其中 window_specification 可以是：

其中 window_frame_bound 可以是下列之一：

其中 from_item 可以是下列之一：

概要

 WITH with_query , .  

SELECT ALL | DISTINCT ON expression , .

  * | expression AS  output_name  , .

  FROM from_item , .

  WHERE condition

  GROUP BY grouping_element , .

  HAVING condition , .

  WINDOW window_name AS window_specification

  UNION | INTERSECT | EXCEPT  ALL  select

  ORDER BY expression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NULLS FIRST | LAST  , .

  LIMIT count | ALL

  OFFSET start

  FOR UPDATE | SHARE  OF table_name , .  NOWA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th_query_name  column_name , .   AS  select [( [ .. ] )] ( )

expression

ROLLUP expression , .

CUBE expression , .

GROUPING SETS ((grouping_element [, ...]))

()

( [ .. ])

( [ .. ])

  window_name

  PARTITION BY expression , .

  ORDER BY expression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NULLS FIRST | LAST  , .

     RANGE | ROWS  

           UNBOUNDED PRECEDING

          | expression PRECEDING

          | CURRENT ROW

          | BETWEEN window_frame_bound AND window_frame_bound 

[ ]

[ [ .. ]]

[ [ ] [ { }] [ .. ]

[{ }

{

}]]

UNBOUNDED PRECEDING

expression PRECEDING

CURRENT ROW

expression FOLLOWING

UNBOUNDED FOLLOWING

ONLY  table_name AS  alias  column_alias , .  

select  AS  alias  column_alias , .  

with_query_name  AS  alias  column_alia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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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从零或更多表中检索行。SELECT 的通常处理如下：

1. FROM 列表中的所有元素都会被计算（FROM 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真实表或者虚拟表）。如果在 FROM 列表中指定了多于一个元素，它们会被交叉连

接在一起。

2. 如果指定了 WHERE 子句，所有不满足该条件的行都会被从输出中消除。

3. 如果指定了 GROUP BY 子句，输出会被组合成由在一个或者多个值上匹配的行构成的分组，并且在其上计算聚集函数的结果。如果出现了 HAVING 子句，

它会消除不满足给定条件的分组。

4. 如果指定了窗口表达式（可选的 WINDOW 子句），输出会根据位置（行）或者基于值（范围）的窗口帧来组织。

5. DISTINCT 从结果中消除重复的行。DISTINCT ON 消除在所有指定表达式上匹配的行。ALL（默认）将返回所有候选行，包括重复的行。

6. 对于每一个被选中的行，会使用 SELECT 输出表达式计算实际的输出行。

7. 通过使用操作符 UNION、INTERSECT 和 EXCEPT，多于一个 SELECT 语句的输出可以被整合形成一个结果集。

8. 如果指定了 ORDER BY 子句，被返回的行会以指定的顺序排序。如果没有给定 ORDER BY，系统会以能最快产生行的顺序返回它们。

9. 如果指定了 LIMIT 或者 OFFSET 子句，SELECT 语句只返回结果行的一个子集。

10. 如果指定了 FOR UPDATE 或者 FOR SHARE，SELECT 语句会把被选中的行锁定而不让并发更新访问它们。 

用户必须拥有在要读取值的表上的 SELECT 特权。FOR UPDATE、FOR SHARE 还要求 UPDATE 特权。

WITH 子句允许用户指定一个或者多个在主查询中可以其名称引用的子查询。在主查询期间子查询实际扮演了临时表或者视图的角色。每一个子查询都可以是一个 

SELECT 或者 VALUES 语句。

对于每一个 WITH 子句，都必须指定一个名称（无需方案限定）。可选地，可以指定一个列名列表。如果省略该列表，会从该子查询中推导列名。主查询和 

WITH 查询全部（理论上）都在同一时间被执行。

SELECT 列表 

SELECT 列表（位于关键词 SELECT 和 FROM 之间）指定构成 SELECT 语句输出行的表达式。这些表达式可以（并且通常确实会）引用 FROM 子句中计

算得到的列。

另一个名字可以被指定用于一个输出列的名称，使用 [AS] output_name。该名称最基本是出于显示目的标记列。一个输出列的名称可以被用来在 ORDER 

BY 以及 ORDER BY 子句中引用该列的值，但是不能用于 WHERE 和 HAVING 子句（在其中必须写出表达式）。

在大多数场景下，AS 关键词是可选的（例如当为一个列名、常量、函数调用、简单一元操作表达式声明一个别名）。为了避免声明的别名与关键词冲突，输出名

一定要使用双引号包含起来。推荐总是写上 AS 或者用双引号引用输出名称。

一个 SELECT 列表中的表达式可以为常量值、一个列引用、一个操作符调用、一个函数调用、一个窗口表达式、一个标量子查询（scalar subquery）等。

FROM 子句为 SELECT 指定一个或者更多源表。如果指定了多个源表，结果将是所有源表的笛卡尔积（交叉连接）。但是通常会增加限定条件，来把返回的行

限制为该笛卡尔积的一个小子集。FROM 子句可以包含下列元素：

function_name  argument , .   AS  alias

              column_alias , .  

                | column_definition , .  

function_name  argument , .   AS 

               column_definition , .  

from_item NATURAL  join_type from_item

          ON join_condition | USING  join_colum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描述

WITH 子句中的所有查询都会被计算。这些查询实际充当了在 FROM 列表中可以引用的临时表。

UNION 操作符返回位于一个或者两个结果集中的全部行。

INTERSECT 操作符返回同时位于两个结果集中的所有行。

EXCEPT 操作符返回 位于第一个结果集但不在第二个结果集中的行。 

在所有三种情况下，重复行都会被消除（除非指定 ALL）。

参数

WITH 子句

FROM 子句

table_name 

一个现有表或视图的名称（可以是方案限定的）。如果在表名前指定了 ONLY，则只会扫描该表。如果没有指定 ONLY，该表及其所有后代表（如果有）都

会被扫描。

alias 

一个包含别名的 FROM 项的替代名称。别名被用于让书写简洁或者消除自连接中的混淆（其中同一个表会被扫描多次）。当提供一个别名时，表或者函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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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INNER 和 OUTER 连接类型，必须指定一个连接条件，即 NATURALON join_condition 或者 USING ( join_column [, ...]) 之一（只能有一

种）。其含义见下文。对于 CROSS JOIN，上述子句不能出现。

一个 JOIN 子句联合两个结果表。如有必要可以使用圆括号确定嵌套的顺序。在没有圆括号时，JOIN 会从左至右嵌套。在任何情况下，JOIN 的联合比分隔 

JOIN-列表项的逗号更强。

CROSS JOIN 和 INNER JOIN 会产生简单的笛卡尔积，也就是与在 FROM 的顶层列出两个表得到的结果相同，但是要用连接条件（如果有）约束该结果。

CROSS JOIN 与 INNER JOIN ON(TRUE) 等效，也就是说条件不会移除任何行。这些连接类型只是一种记号上的方便，因为没有什么是用户用纯粹的 

FROM 和 WHERE 能做而它们不能做的。

LEFT OUTER JOIN 返回被限制过的笛卡尔积中的所有行（即所有通过了其连接条件的组合行），外加左手表中没有相应的通过了连接条件的右手行的每一行

的拷贝。通过在右手列中插入空值，这种左手行会被扩展为连接表的完整行。注意在决定哪些行匹配时，只考虑 JOIN 子句自身的条件之后才应用外条件。

相反，RIGHT OUTER JOIN 返回所有连接行，外加每一个没有匹配上的右手行（在左端用空值扩展）。这只是为了记号 上的方便，因为用户可以通过交换左

右表把它转换成一个 LEFT OUTER JOIN。

FULL OUTER JOIN 返回所有连接行，外加每 一个没有匹配上的左手行（在右端用空值扩展），再外加每一个没有匹配上的右手行（在左端用空值扩展）。

ON join_condition 

join_condition 是一个会得到 boolean 类型值的表达式（类似于一个 WHERE 子句），它说明一次连接中哪些行被认为相匹配。

USING (join_column [, ...]) 

形式 USING ( a, b, ... ) 的子句是 ON left_table.a = right_table.a AND left_table.b = right_table.b ... 的简写。还有，USING 表示每一对相等列中只有

一个会被包括在连接输出中。

NATURAL 

NATURAL 是列出在两个表中所有具有相同名称的列的 USING 的简写。

可选的 WHERE 子句的形式：

其中 condition 是任一计算得到 boolean 类型结果的表达式。任何不满足这个条件的行都会从输出中被消除。如果用一行的实际值替换其中的变量引用后，该

表达式返回真，则该行符合条件。

可选的 GROUP BY 子句的形式：

实际名称会被隐藏。例如给定 FROM foo AS f，SELECT 的剩余部分就必须以 f 而不是 foo 来引用这个 FROM 项。如果写了一个别名，还可以写一个列

别名列表来为该表的一个或者多个列提供替代名称。

select 

一个子-SELECT 可以出现在 FROM 子句中。这就好像把它的输出创建为一个存在于该 SELECT 命令期间的临时表。子-SELECT 必须用圆括号包围，

并且必须为它提供一个别名，也可以在这里使用一个 VALUES 命令。

with_query_name 

在 FROM 子句中，可以通过写一个 WITH 查询的名称来引用 WITH 查询，就好像该查询的名称是一个表名。WITH 查询的名称不能包含一个方案限定词。

可以像表一样，以同样的方式提供一个别名。

function_name 

函数调用可以出现在 FROM 子句中（对于返回结果集合的函数特别有用，但是可以使用任何函数）。这就好像把该函数的输出创建为一个存在于该 

SELECT 命令期间的临时表。可以用和表一样的方式提供一个别名。 

如果写了一个别名，还可以写一个列别名列表来为该函数的组合返回类型的一个或者多个属性提供替代名。如果函数被定义为返回 record 数据类型，那么必

须出现一个别名或者关键词 AS，后面跟上形为 ( column_name data_type [, ... ] ) 的列定义列表。列定义列表必须匹配该函数返回的列的实际数量和类

型。

join_type 

下列之一：

[INNER] JOIN

LEFT [OUTER] JOIN

RIGHT [OUTER] JOIN

FULL [OUTER] JOIN

CROSS JOIN

WHERE 子句

WHERE condition

GROUP BY 子句

GROUP BY grouping_elem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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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ng_element 可以为下列之一：

GROUP BY 将会把所有被选择的行中共享相同分组表达式值的那些行压缩成一个行。一个被用在 expression 可以是输入列名、输出列（SELECT 列表项）

的名称或序号或者由输入列值构成的任意表达式。在出现歧义时，GROUP BY 名称将被解释为输入列名而不是输出列名。

聚集函数（如果使用）会在组成每一个分组的所有行上进行计算，从而为每一个分组产生一个单独的值（如果有聚集函数但是没有 GROUP BY子 句，则查询会

被当成是由所有选中行构成的一个单一分组）。当存在 GROUP BY 子句或者任何聚集函数时，SELECT 列表表达式不能引用非分组列（除非它出现在聚集函

数中或者它函数依赖于分组列），因为这样做会导致返回非分组列的值时会有多种可能的值。

数据库有下面增加的 OLAG 分组扩展（通常被称为 supergroups ）：

 等价于：

 一个有 n 个元素的 ROLLUP 翻译为 n+1 分组集。同时，在 ROLLUP 中指定分组表达式的顺序很重要。

 等价于：

 一个有 n 个元素的 CUBE 翻译为 2n 个分组集。在任何需要交叉表报表的场景下，考虑使用 CUBE。CUBE 典型的适用于查询中从多个维度中使用列而不

是一个列代表不同层次上使用列。例如一个常用的交叉列表可能需要分类汇总为月、所有组合的状态和产品。

 如果使用分组扩展子句 ROLLUP、CUBE 或者 GROUPING SETS，有两个挑战将会出现。首先，如何决定哪些结果行需要是部分和，以及给定的部分和

的准确聚集层次。或者用户如何区别包含 NULL 或者由 ROLLUP 、CUBE 产生"NULL"值的结果行。第二，当在 GROUP BY 子句中指定了重复分组，

如何决定哪些结果行是冗余的，有两个额外的分组函数可以使用在 SELECT 列表中帮助：

expression

ROLLUP expression 

CUBE expression 

GROUPING SETS grouping_element  

()

( [,...])

( [,...])

(( [, ...]))

ROLLUP 

一个 ROLLUP 分组是 GROUP BY 分组的扩展。该分组创建一个从最细的级别到一个粗粒度级别上卷聚集操作，后面紧跟着一系列的分组列（或者表达

式）。ROLLUP 接受一个有序的分组列，计算在 GROUP BY 中指定的标准聚集值，然后从右到左进一步创建高层次的部分和，最后创建了累积和。一个 

ROLLUP 分组能够看做一系列的分组集。例如：

GROUP BY ROLLUP a b c  ( , , )

GROUP BY GROUPING SETS  a b c  a b  a    ( ( , , ), ( , ), ( ), () )

CUBE 

CUBE 分组是 GROUP BY 子句的一个扩展。它能够为给定的分组列（或者表达式）所有可能的组合创建部分和。在多维分析上，CUBE 为指定维度的、可

计算的数据立方体计算出所有的部分和。例如：

GROUP BY CUBE a b c  ( , , )

GROUP BY GROUPING SETS  a b c  a b  a c  b c  a  

b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OUPING SETS 

GROUP BY 子句中，可以在想要使用 GROUPING SETS 表达式的地方选择性指定分组集合。这允许精确的规范在多个维度而不用计算整个 ROLLUP 

或 CUBE。例如：

GROUP BY GROUPING SETS  a c  a b  ( ( , ), ( , ) )

grouping(column      [, ...])：grouping 函数能够被应用到一个或者更多的分组属性上来从正规的分组行区分开超级聚集行（这对将一个超级聚集行中表示

所有值集合的“NULL”与普通行中的 NULL 区分开很有用）。该函数中的每个参数产生一个位，要么为1或者0，其中1意味着结果行是超级聚集的，0意味

着结果行来自于普通聚集。

grouping 函数通过将这些位当做一个二进制数然后将它们转换为一个十进制的书，返回一个整数。

group_id()：对于包含有冗余分组集，group_id 函数被用来鉴别在输出中的冗余行。所有 *unique*  分组集输出行将有一个为0的 group_id 值。对于每

个检测到的冗余的分组集，group_id 函数分配一个大于0的 group_id。 

在一个特定的冗余分组集中的所有行被有相同的 group_i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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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 子句是用来定义一个能够被用在一个窗口函数（例如 rank 或 avg）的 OVER() 表达式中的窗口。 例如：

 一个 WINDOW 子句有一般的形式：

 其中 window_specification 可以为：

 window_name：给窗口说明一个名字。

PARTITION BY：PARTITION BY 子句基于指定表表达式的唯一值将结果集组织为逻辑组。当同窗口函数使用，函数将被单独地应用到每个分片。例如，如

果用户在一个列名后紧跟一个 PARTITION BY，结果集将会通过列的不同值进行分割。如果忽略，整个结果集被看做一个分片。

ORDER BY：ORDER BY 子句定义如何对结果集的每个分片进行排序。如果忽略，返回的行按照效率高的方式返回，可能每次有所不同。 

ROWS | RANGE 

通过使用 ROWS 或者 RANGE 子句来表示窗口的界（bounds）。窗口的界可能为一个分区的一个，多个行或者所有行。可以根据一系列的值距离当前行的值

偏移量来表达（RANGE）或者依据距离当前行的偏移行数来表达（ROWS）。

当使用 RANGE 子句，一定要使用一个 ORDER BY 子句。这是因为执行产生窗口的计算需要值是排好序的。另外，ORDER BY 子句不能包含多于一个的表

达式，同时表达式的必须为一个日期或者一个数值。当使用 ROWS 或者 RANGE子句，如果用户只指定了一个开始行，那么当前行会作为窗口的最后一行。

PRECEDING：PRECEDING 子句定义以当前行为参考点窗口的第一行的位置。开始行依据距离当前行的前驱行数来表达。例如，在 ROWS 框架中，5 

PRECEDING 设置窗口开始于当前的第五个前驱行。在 RANGE 框架中，设置窗口开始于按照给定顺序的当前行的第五个前驱行。如果按照时间升序指定顺

序，那么第一行为当前行五天前的行。UNBOUNDED PRECEDING 设置窗口中的第一行为分区中的第一行。

BETWEEN：BETWEEN 子句使用当前行作为参考点，定义了窗口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第一行和最后一行依据当前行的前驱和后继的行的数目表达。例如，

BETWEEN 3 PRECEDING AND 5 FOLLOWING 设置窗口开始于当前行前驱的第三个行，结束于当前行后面的第五行。使用 BETWEEN 

UNBOUNDED PRECEDING AND UNBOUNDED FOLLOWING 设置窗口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为该分区中的一行和最后一行。这等效于在没有 ROW 

或者 RANGE 子句指定是的默认行为。

FOLLOWING：FOLLOWING 子句定义了使用当前行作为参考点的窗口的最后一行。最后一行的表示依据跟在当前行后面的行的行号。例如，在 ROWS 框

架中，5 FOLLOWING 设置窗口的结束为止在当前行后的第五个行。在 RANGE 框架中，它设置窗口的结束为按在给定顺序跟在当前行后面的5行。如果指定

属性为按照日期的升序，那么最一行为当前行之后5天的行。使用 UNBOUNDED FOLLOWING 设置窗口中的最后一行为分区中的最后一行。

如果没有指定一个 ROW 或者 RANGE 子句，窗口的界会从分区的第一行开始（UNBOUNDED PRECEDING） 同时以当前行为结束（CURRENT 

ROW），如果使用了 ORDER BY ，ORDER BY 没有指定，那么窗口开始于分区（UNBOUNDED PRECEDING）的第一行同时结束于分区

（UNBOUNDED FOLLOWING）的最后一行。

WINDOW 子句

SELECT vendor  rank  OVER mywindow  FROM sale

GROUP BY vendor

WINDOW mywindow AS ORDER BY sum prc*qty

, () ( )

( ( ));

WINDOW window_name AS window_specification( )

window_name

PARTITION BY expression  

ORDER BY expression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NULLS {FIRST | LAST}   

    {RANGE | ROWS} 

      { UNBOUNDED PRECEDING

      | expression PRECEDING

      | CURRENT ROW

      | BETWEEN window_frame_bound AND window_frame_bound }

             其中 window_frame_bound可以为下列之一：

               UNBOUNDED PRECEDING

               expression PRECEDING

               CURRENT ROW

               expression FOLLOWING

               UNBOUNDED FOLLOWING

[ ]

[ [, ...]]

[ [ ] [ ] [, ...]

[

]]

说明

缺乏连贯顺序的数据类型的列，例如，time 在一个窗口说明的 ORDER BY 子句不适合作为排序字段。时间，有或者没有时区，缺少一个明确的顺序，

由于加法和减法没有预期的效果。例如，下面的一般不为真：x::time < x::time + '2 hour'::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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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 HAVING 子句的形式：

其中 condition 与 WHERE 子句中指定的条件相同。HAVING 消除不满足该条件的分组行。 

HAVING 与 WHERE 不同：WHERE 会在应用 GROUP BY 之前过滤个体行，而 HAVING 过滤由 GROUP BY 创建的分组行。condition 中引用的每一

个列必须无歧义地引用一个分组列（除非该引用出现在一个聚集函数）。

即使没有 GROUP BY 子句，HAVING 的存在也会把一个查询转变成一个分组查询。这和查询中包含聚集函数但没有 GROUP BY 子句时的情况相同。所有被

选择的行都被认为是一个单一分组，并且 SELECT 列表和 HAVING 子句只能引用聚集函数中的表列。如果该 HAVING 条件为真，这样一个查询将会发出一

个单一行；否则不返回行。

UNION 子句具有下面的形式：

select_statement 是任何没有 ORDER BY、LIMIT、 FOR UPDATE、 FOR SHARE 和 FOR KEY SHARE 子句的 SELECT 语句（如果子表达式被

包围在圆括号内，ORDER BY 和 LIMIT 可以被附着到其上。如果没有圆括号，这些子句将被应用到 UNION 的结果而不是右手边的表达式上）。

UNION 操作符计算所涉及的 SELECT 语句所返回的行的并集。如果一行至少出现在两个结果集中的一个内，它就会在并集中。作为 UNION 两个操作数的 

SELECT 语句必须产生相同数量的列并且对应位置上的列必须具有兼容的数据类型。

UNION 的结果不会包含重复行，除非指定了 ALL 选项。ALL 会阻止消除重复（因此，UNION ALL 通常显著地快于 UNION，尽量使用 ALL）。

除非用圆括号指定计算顺序，同一个 SELECT 语句中的多个 UNION 操作符会从左至右计算。

当前，FOR UPDATE 和 FOR SHARE 不能用于 UNION 结果或者 UNION 的任何输入。

INTERSECT子句具有下面的形式：

select_statement 是任何没有 ORDER BY、LIMIT、FOR UPDATE 以及 FOR SHARE 子句的 SELECT 语句。

INTERSECT 操作符计算所涉及的 SELECT 语句返回的行的交集。如果一行同时出现在两个结果集中，它就在交集中。

INTERSECT 的结果不会包含重复行，除非指定了 ALL 选项。如果有 ALL，一个在左表中有 m 次重复并且在右表中有 n 次重复的行将会在结果中出现 

min(m, n) 次。

除非用圆括号指定计算顺序，同一个 SELECT 语句中的多个 INTERSECT 操作符会从左至右计算。INTERSECT 的优先级比 UNION 更高。也就是说，A 

UNION B INTERSECT C 被读成 A UNION (B INTERSECT C)。

当前，FOR UPDATE 和 FOR SHARE 不能用于 INTERSECT 结果或者 INTERSECT 的任何输入。

EXCEPT 子句具有如下形式：

select_statement 是任何没有 ORDER BY、LIMIT、FOR UPDATE 以及 FOR SHARE 子句的 SELECT 语句。

EXCEPT 操作符计算位于左 SELECT 语句的结果中但不在右 SELECT 语句结果中的行集合。

EXCEPT 的结果不会包含重复行，除非指定了 ALL 选项。如果有 ALL，一个在左表中有 m 次重复并且在右表中有 n 次重复的行将会在结果集中出现 

max(m-n,0) 次。

除非用圆括号指定计算顺序，同一个 SELECT 语句中的多个 EXCEPT 操作符会从左至右计算。EXCEPT 的优先级与 UNION 相同。

当前，FOR UPDATE 和 FOR SHARE 不能用于 EXCEPT 结果或者 EXCEPT 的任何输入。

ORDER BY 子句可选的形式如下：

HAVING 子句

HAVING condition

UNION 子句

select_statement UNION ALL  select_statement[ ]

INTERSECT子句

select_statement INTERSECT ALL  select_statement[ ]

EXCEPT 子句

select_statement EXCEPT ALL  select_statement[ ]

ORDER BY 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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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 expression 可以是输出列（SELECT 列表项）的名称或者序号，它也可以是由输入列值构成的任意表达式。

ORDER BY 子句导致结果行被按照指定的表达式排序。 如果两行按照最左边的表达式是相等的，则会根据下一个表达式比较它们，以此类推。如果按照所有指

定的表达式它们都是相等的，则它们被返回的顺序取决于实现。

序号指的是输出列的顺序（从左至右）位置。这种特性可以为不具有唯一名称的列定义一个顺序。这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总是可以使用 AS 子句为输出列赋予一

个名称。

也可以在 ORDER BY 子句中使用任意表达式，包括没有出现在 SELECT 输出列表中的列。因此，下面的语句是合法的：

这种特性的一个限制是一个应用在 UNION、INTERSECT 或者 EXCEPT 子句结果上的 ORDER BY 只能指定输出列名称或序号，但不能指定表达式。

如果一个 ORDER BY 表达式是一个既匹配输出列名称又匹配输入列名称的简单名称，ORDER BY 将把它解读成输出列名称。这与在同样情况下 GROUP BY 

会做出的选择相反。这种不一致是为了与 SQL 标准兼容。

可以为 ORDER BY 子句中的任何表达式之后增加关键词 ASC（上升）、DESC（下降）。如果没有指定，ASC 被假定为默认值。或者可以在 USING 子句

中指定一个特定的排序操作符名称。ASC 通常等价于 USING <，而 DESC 通常等价于USING >（但是一种用户定义数据类型的创建者可以准确地定义默认排

序顺序是什么，并且它可能会对应于其他名称的操作符）。

如果指定 NULLS LAST，空值会排在非空值之后；如果指定 NULLS FIRST，空值会排在非空值之前。如果都没有指定，在指定或者隐含 ASC 时的默认行为

是 NULLS LAST，而指定或者隐含 DESC 时的默认行为是 NULLS FIRST（因此，默认行为是空值大于非空值）。当指定 USING 时，默认的空值顺序取决

于该操作符是否为小于或者大于操作符。

顺序选项只应用到它们所跟随的表达式上。例如 ORDER BY x, y DESC 和 ORDER BY x DESC, y DESC 是不同的。

字符串数据被根据区域相关的排序规则顺序排序，该顺序在数据库系统被初始化时建立。

如果指定了 DISTINCT 子句，所有重复的行会被从结果集中移除（为每一组重复的行保留一行）。ALL 则指定相反的行为，所有行都会被保留，这也是默认情

况。

DISTINCT ON ( expression [, ...] ) 只保留在给定表达式上计算相等的行集合中的第一行。DISTINCT ON 表达式使用和 ORDER BY 相同的规则（见上

文）解释。除非用 ORDER BY 来确保所期望的行出现在第一位，每一个集合的“第一行”是不可预测的。例如：

为每个地点检索最近的天气报告。但是如果我们不使用 ORDER BY 来强制对每个地点的时间值进行降序排序，我们为每个地点得到的报告的时间可能是无法预

测的。

DISTINCT ON 表达式必须匹配最左边的 ORDER BY 表达式。ORDER BY 子句通常将包含额外的表达式，这些额外的表达式用于决定在每一个 DISTINCT 

ON 分组内行的优先级。

当数据库处理包含有 DISTINCT 子句的查询时，查询将会转换为 GROUP BY 查询。在很多场景中，变换能够提供显著的性能提升。然而，当 distinct 值的数

量与总的行数相近时，该转换可能会导致多个层次的分组计划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引入的低聚集度开销，预期性能会降低。

LIMIT 子句两个独立的子句构成：

count 指定要返回的最大行数，而 start 指定在返回行之前要跳过的行数。在两者都被指定时，在开始计算要返回的 count 行之前会跳过 start 行。

在使用 LIMIT 时，用一个 ORDER BY 子句把结果行约束到一个唯一顺序是个好办法。否则用户讲得到该查询结果行的 一个不可预测的子集，用户可能要求从

第10到第20行，但是在什么顺序下的第10到第20，除非指定 ORDER BY，用户是不知道顺序的。

查询规划器在生成一个查询计划时会考虑 LIMIT，因此根据用户使用的 LIMIT 和 OFFSET，用户很可能得到不同的计划（得到不同的行序）。所以，使用不同

的 LIMIT/OFFSET 值来选择一个查询结果的不同子集将会给出不一致的结果，除非用户用 ORDER BY 强制一种可预测的结果顺序。这不是一个缺陷，它是 

SQL 不承诺以任何特定顺序（除非使用 ORDER BY 来约束顺序）给出一个查询结果这一事实造成的必然后果。

FOR UPDATE 子句的形式如下：

ORDER BY expression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NULLS { FIRST | LAST}   [ ] [ ] [, ...]

SELECT name FROM distributors ORDER BY code;

DISTINCT 子句

SELECT DISTINCT ON location  location  time  report FROM 

weather_reports ORDER BY location  time DESC

( ) , ,

, ;

LIMIT 子句

LIMIT {count | ALL}

OFFSET start

FOR UPDATE/FOR SHARE 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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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接近的 FOR SHARE 子句的形式为：

FOR UPDATE 导致被 SELECT 语句访问的表被锁定，就好像在做更新一样。这可以防止表在当前事务结束之前被其他事务修改或者删除。也就是说在这个表

上尝试 UPDATE、DELETE 或者 SELECT FOR UPDATE 的其他事务都将被阻塞，直至当前事务结束。还有，如果来自于另一个事务的 UPDATE、

DELETE 或者 SELECT FOR UPDATE 已经锁住了选择的表，SELECT FOR UPDATE 将会等待该其他事务完成，并且接着锁住并且返回更新过的表。

为了防止该操作等待其他事务提交，可使用 NOWAIT。使用 NOWAIT 时，如果选中的行不能被立即锁定，该语句会报告错误而不是等待。

NOWAIT 只适合行级锁，所要求的 ROW SHARE 表级锁仍然会以常规的方式取得。如果想要不等待的表级锁，用户可以先使用带 NOWAIT 的 LOCK（见 

LOCK）。

FOR SHARE 的行为相似，除了需要一个在表上的共享锁而不是排它锁。一个共享锁阻塞其它在表上执行 UPDATE、DELETE 或者 SELECT FOR 

UPDATE的事务，但是不禁止它们执行 SELECT FOR SHARE。

如果特定的表在 FOR UPDATE 或者 FOR SHARE 中，那么只有这些表被锁定；任何其它在 SELECT 中使用的表按照通常的方式进行读。一个不带表列表

的 FOR UPDATE 或者 FOR SHARE 子句将会影响所有在命令中使用的表。如果 FOR UPDATE 或者 FOR SHARE 应用到了一个视图或者子查询上，那

么它将影响所有在视图或者子查询中使用到的表。

FOR UPDATE 或者 FOR SHARE 不能应用到由一个基础查询引用的 with_query 上。如果需要行锁定在 with_query 上，可以在 with_query 中指定 

FOR UPDATE 或者 FOR SHARE。

如果需要在不同的表上指定不同的锁行为，多个 FOR UPDATE 和 FOR SHARE 子句是可以写的。如果相同表同时由 FOR UPDATE 和 FOR SHARE 子

句中提及（或者是隐式的影响），那么该表将会按照 FOR UPDATE 进行处理。相似的，如果一个表任何一个子句都会对它有影响，那么将会按照 NOWAIT 进

行处理。

把表 films 与表 distributors 连接：

要对所有电影的 length 列求和并且用 kind 对结果分组：

要对所有电影的 length 列求和、对结果按照 kind 分组并且显示总长小于5小时的分组：

根据 kind 和 distributor 计算所有电影销售的部分和以及总和：

基于总的销售对电影的发行商进行排名：

下面的两个例子都是根据第二列（name）的内容排序结果：

FOR UPDATE OF table_name   NOWAIT[ [, ...]] [ ]

FOR SHARE OF table_name   NOWAIT[ [, ...]] [ ]

示例

SELECT f title  f did  d name  f date_prod  f kind FROM 

distributors d  films f WHERE f did = d did

. , . , . , . , .

, . .

SELECT kind  sum length  AS total FROM films GROUP BY kind, ( ) ;

SELECT kind  sum length  AS total FROM films GROUP BY kind 

HAVING sum length  < interval '5 hours'

, ( )

( ) ;

SELECT kind  distributor  sum prc*qty  FROM sales

GROUP BY ROLLUP kind  distributor

ORDER BY 1 2 3

, , ( )

( , )

, , ;

SELECT distributor  sum prc*qty  

       rank  OVER ORDER BY sum prc*qty  DESC  

FROM sale

GROUP BY distributor ORDER BY 2 DESC

, ( ),

() ( ( ) )

;

SELECT * FROM distributors ORDER B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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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例子展示了如何得到表 distributors 和 actors 的并集，把结果限制为那些在每个表中以字母 W 开始的行。只想要可区分的行，因此省略了关键词 

ALL：

这个例子展示了如何在 FROM 子句中使用函数，分别使用和不使用列定义列表：

这个例子展示了如何使用简单的 WITH 子句：

这个例子使用 WITH 子句来展示每个产品只在最好销售区域的销售总额：

该示例能够不用 WITH 子句进行重写，但是将需要两层的子-SELECT 语句。

SELECT 语句是兼容 SQL 标准的。但是也有一些扩展和缺失的特性。

省略的 FROM 子句 

数据库允许我们省略 FROM 子句。一种简单的使用是计算简单表达式的结果，例如：

SELECT * FROM distributors ORDER BY 2;

SELECT distributors name FROM distributors WHERE 

distributors name LIKE 'W%' UNION SELECT actors name FROM 

actors WHERE actors name LIKE 'W%'

.

. .

. ;

CREATE FUNCTION distributors int  RETURNS SETOF distributors 

AS $$ SELECT * FROM distributors WHERE did = $1  $$ LANGUAGE 

SQL

SELECT * FROM distributors 111

CREATE FUNCTION distributors_2 int  RETURNS SETOF record AS 

$$ SELECT * FROM distributors WHERE did = $1  $$ LANGUAGE 

SQL

SELECT * FROM distributors_2 111  AS dist_id int  dist_name 

text

( )

;

;

( );

( )

;

;

( ) ( ,

);

WITH test AS 

  SELECT random  as x FROM generate_series 1  3

  

SELECT * FROM test

UNION ALL

SELECT * FROM test  

(

() ( , )

)

;

WITH regional_sales AS 

    SELECT region  SUM amount  AS total_sales

    FROM orders

    GROUP BY region

   top_regions AS 

    SELECT region

    FROM regional_sales

    WHERE total_sales > SELECT SUM total_sales  FROM

       regional_sales

  

SELECT region  product  SUM quantity  AS product_units

   SUM amount  AS product_sales

FROM orders

WHERE region IN SELECT region FROM top_regions  

GROUP BY region  product

, ( )

), (

( ( )

)

)

, , ( ) ,

( )

( )

, ;

兼容性

SELECT 2+2;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78 共189页

某些其他 SQL 数据库需要引入一个假的单行表放在该 SELECT 要选择的表上。

如果没有指定一个 FROM 子句，该查询就不能引用任何数据库表。对于依赖这种行为的应用的兼容性，add_missing_from 配置参数能够可以启动。

AS 关键词 

在 SQL 标准中，可选关键词 AS 只是一个噪声，能够直接被省略没有任何的语义影响。数据库解析器在重命名输出列时需要该关键词，因为没有它在类型扩展特

性上回出现解析歧义。只要新列名是一个合法的列名（就是说与任何保留关键词不同），就可以省略输出列名之前的可选关键词 AS。 

PostgreSQL 要稍微严格些，只要新列名匹配任何关键词（保留或者非保留）就需要 AS。推荐的习惯是使用 AS 或者带双引号的输出列名来防止与未来增加的

关键词可能的冲突。然而在 FROM 中 AS 是可选的。

GROUP BY 和 ORDER BY 可用的名字空间 

在 SQL-92 标准中，一个 ORDER BY 子句只能使用输出列名或者序号，而一个 GROUP BY 子句只能使用基于输入列名的表达式。数据库扩展了这两种子句

以允许它们使用其他的选择（但如果有歧义时还是使用标准的解释）。数据库也允许两种子句指定任意表达式。注意出现在一个表达式中的名称将总是被当做输入

列名而不是输出列名。

SQL:1999 及其后的标准使用了一种略微不同的定义，它并不完全向后兼容 SQL-92。不过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数据库会以与 SQL:1999 相同的方式解释 

ORDER BY 或 GROUP BY 表达式。

非标准子句

DISTINCT ON、LIMIT 以及 OFFSET 子句并没有在 SQL 标准中有定义。

STABLE 以及 VOLATILE 函数的限制使用 

为了防止数据在数据库的多个 segment 间不同步，任何一个定义为 STABLE 或者 VOLATILE 的函数不能在 Segment 级别执行（如果它包含了 SQL 或者

修改了数据库）。

EXPLAIN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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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INTO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10 15:56:30

从一个查询的结果定义一个新表。

SELECT INTO 创建一个新表并且用一个查询计算得到的数据填充它。这些数据不会像普通的 SELECT 那样被返回给客户端。新表的列具有和 SELECT 的输

出列相关的名称和数据类型。

SELECT INTO 主要的参数同 SELECT 是一样的。

TEMPORARY 

TEMP：如果被指定，该表被创建为一个临时表。

new_table：要创建的表的名字（可以是方案限定的）。

创建一个新表 films_recent 由表 films 的最近项构成：

SQL 标准使用 SELECT INTO 表示把值选择到一个宿主程序的标量变量中，而不是创建一个新表。数据库使用 SELECT INTO 来表示创建是有历史原因的。

最好在新的应用中使用 CREATE TABLE AS 来实现该目的。

SELECT、CREATE TABLE AS

概要

 WITH with_query   

SELECT ALL | DISTINCT ON  expression   

    * | expression AS output_name   

    INTO TEMPORARY | TEMP  TABLE  new_table

    FROM from_item  

    WHERE condition

    GROUP BY expression  

    HAVING condition  

    {UNION | INTERSECT | EXCEPT} ALL  select

    ORDER BY expression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NULLS {FIRST | LAST}   

    LIMIT {count | ALL}

    OFFSET start

    FOR {UPDATE | SHARE} OF table_name   NOWA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描述

参数

示例

SELECT * INTO films_recent FROM films WHERE date_prod >= 

'2016-01-01';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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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3 12:05:33

更改一个数据库配置参数的值。

SET 命令更改运行时配置参数。任何被分类到 session 的参数可以用 SET 即时更改。SET 只影响当前会话所使用的值。

如果在一个事务内发出 SET（或者等效的 SET SESSION）而该事务后来中止，在该事务被回滚时 SET 命令的效果会消失。一旦所在的事务被提交，这些效

果将会持续到会话结束（除非被另一个 SET 所覆盖）。

SET LOCAL 的效果只持续到当前事务结束，不管事务是否被提交。一种特殊情况是在一个事务内 SET 后面跟着 SET LOCAL，SET LOCAL 值将会在该事

务结束前一直可见，但是之后（如果该事务被提交）SET 值将会生效。

如果在一个函数内使用 SET LOCAL 并且该函数还有对同一变量的 SET 选项（见 CREATE FUNCTION），在函数退出时 SET LOCAL 命令的效果会消

失。也就是说，该函数被调用时的值会被恢复。这允许用 SET LOCAL 在函数内动态地或者重复地更改一个参数，同时仍然能便利地使用 SET 选项来保存以及

恢复调用者的值。不过，一个常规的 SET 命令会覆盖它所在的任何函数的 SET 选项，除非回滚，它的效果将一直保持。

如果在一个事务中，使用 DECLARE 创建了一个游标，那么久不能在该事务中使用 SET 命令，直到使用 CLOSE 命令关闭游标。

SESSION：指定该命令对当前会话有效（这是默认值）。

LOCAL：指定该命令只对当前事务有效。在 COMMIT 或者 ROLLBACK 之后，会话级别的设置会再次生效。注意 SET LOCAL 出现在事务块外部执行，不

会有效果。

configuration_parameter：一个可设置运行时参数的名称。只有被分类为 session 类别的参数能够通过 SET 命令就行修改。 

value：参数的新值。根据特定的参数，值可以被指定为字符串常量、标识符、数字或者以上构成的逗号分隔列表。写 DEFAULT 可以指定把该参数重置成它的

默认值。如果指定内存大小或者时间单位，则值包含在单引号中。

TIME ZONE：SET TIME ZONE value 是 SET timezone TO value 的一个别名。语法 SET TIME ZONE 允许用于时区指定的特殊语法。这里是合法

值的例子：

把时区设置为用户的本地时区（也就是说服务器的 timezone 默认值）。

设置模式搜索路径：

增加每个查询的段主机内存到200MB：

把日期风格设置为传统 POSTGRES 的"日在月之前"的输入习惯：

概要

SET SESSION | LOCAL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TO | =} value | 

    'value' | DEFAULT}

SET SESSION | LOCAL  TIME ZONE {timezone | LOCAL | DEFAULT}

[ ]

[ ]

描述

参数

'PST8PDT'

'Europe/Rome'

-7 UTC 以西7小时的时区

INTERVAL '-08:00' HOUR TO MINUTE UTC 以西8小时的时区 。

    LOCAL

DEFAULT

( )

( )

示例

SET search_path TO my_schema  public, ;

SET statement_mem TO '200MB';

SET datestyle TO postgres  d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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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时区为加州伯克利：

设置时区为意大利：

SET TIME ZONE 扩展了 SQL 标准定义的语法。

RESET、SHOW

SET TIME ZONE 'PST8PDT';

SET TIME ZONE 'Europe/Rome'  ;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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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ROL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10 16:07:52

设置当前会话的当前用户标识符。

这个命令把当前 SQL 会话的当前用户标识符设置为 rolename。角色名可以写成一个标识符或者一个字符串。在 SET ROLE 后，对 SQL 命令的权限检查时

就好像该角色就是原先登录的角色一样。

当前会话用户必须是指定的角色 rolename 的一个成员。如果会话用户是一个超级用户，则可以选择任何角色。

NONE 和 RESET 形式把当前用户标识符重置为当前会话用户标识符。这些形式可以由任何用户执行。

SESSION：指明命令作用于当前会话。这是默认值。

LOCAL：指明命令只作用于当前事务中。在 COMMIT 或者 ROLLBACK 后，会话级设置继续恢复影响。注意 SET LOCAL 好像没有任何的影响，如果该命

令执行在事务外时。

rolename：在会话中用来进行权限检查的有角色名。

NONE 

RESET：重置当前角色（用户）标识符成为当前会话角色（用户）标识符（即用来登录的角色）。

使用这个命令可以增加特权或者限制特权。如果会话用户角色具有 INHERITS 属性，则它会自动具有它能 SET ROLE 到的所有角色的全部特权。在这种情况

下，SET ROLE 实际会删除所有直接分配给会话用户的特权以及分配给会话用户作为其成员的其他角色的特权，只留下所提及角色可用的特权。即如果会话用户

没有 NOINHERITS 属性，SET ROLE 会删除直接分配给会话用户的特权而得到所提及角色可用的特权。

特别地，当一个超级用户选择 SET ROLE 到一个非超级用户角色时，它们会丢失其超级用户特权。

SET ROLE 的效果堪比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但是涉及的特权检查完全不同。还有 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决定后来的 

SET ROLE 命令可以使用哪些角色，不过用 SET ROLE 更改角色并不会改变后续 SET ROLE 能够使用的角色集。

数据库允许标识符语法（rolename），而 SQL 标准要求角色名被写成字符串。SQL 不允许在事务中使用这个命令；但数据库并不做此限制，和 RESET 语法

一样，SESSION 和 LOCAL 修饰符是数据库的扩展。

概要

SET SESSION | LOCAL  ROLE rolename

SET SESSION | LOCAL  ROLE NONE

RESET ROLE

[ ]

[ ]

描述

参数

注解

示例

SELECT SESSION_USER  CURRENT_USER

 session_user | current_user 

--------------+--------------

 peter        | peter

SET ROLE 'paul'

SELECT SESSION_USER  CURRENT_USER

 session_user | current_user 

--------------+--------------

 peter        | paul

, ;

;

, ;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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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SET TRANSACTION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10 16:11:16

设置当前事务的特性。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84 共189页

其中 transaction_mode 为下列之一：

SET TRANSACTION 命令设置当前会话的特性。它对任何子序列事务没有影响。可用的事务特性是事务隔离级别和事务访问模式（读/写或只读）。

一个事务的隔离级别决定当其他事务并行运行时该事务能看见什么数据。

SQL 标准定义了两种额外的级别，READ UNCOMMITTED 和 REPEATABLE READ。在数据库中 READ UNCOMMITTED 被当作为 READ 

COMMITTED。REPEATABLE READ 还不支持；如果需要 REPEATABLE READ 行为，使用 SERIALIZABLE。

一个事务执行了第一个查询或者数据修改语句（SELECT、INSERT、DELETE、UPDATE、FETCH 或 COPY）之后就无法更改事务隔离级别。

事务的访问模式决定该事务是否为读/写或者只读。读/写是默认值。当一个事务为只读时，如果 SQL 命令 INSERT、UPDATE、DELETE 和 COPY FROM 

要写的表不是一个临时表，则它们不被允许。不允许 CREATE、ALTER 和 DROP 命令。不允许 GRANT、REVOKE、TRUNCATE。如果 EXPLAIN 

ANALYZE 和 EXECUTE 要执行的命令是上述命令之一，则它们也不被允许。这是一种高层的只读概念，它不能阻止所有对磁盘的写入。

SESSION CHARACTERISTICS：为一个会话的子事务序列设置默认的事务特征。

SERIALIZABLE 

READ COMMITTED 

READ UNCOMMITTED 

SQL 标准定义的四个事务隔离级别：READ COMMITTED、READ UNCOMMITTED、SERIALIZABLE 和 REPEATABLE READ。 

将一个语句只能看到在它开始前已经提交的行作为（samp class="ph codeph">READ COMMITTED）默认行为。在数据库中，READ 

UNCOMMITTED 被看作为 READ COMMITTED。REPEATABLE READ 是不支持的，使用 SERIALIZABLE 作为替代。SERIALIZABLE 是最严格

的事务隔离级别。该级别模拟了串行化的事务执行，好像事务一个接着一个执行，串行而不是并行的。实际应用中使用该级别要准备由于线性执行的失败而尝试重

启事务。

READ WRITE 

READ ONLY 

决定事务是读/写还是只读。读/写是默认模式。当一个事务是只读的，下面的 SQL 命令：INSERT、UPDATE、DELETE 和 COPY FROM 执行将被禁止，

如果他们将要写的表不是临时表。也不允许 CREATE、ALTER 和 DROP 命令执行。不允许执行 GRANT、REVOKE、TRUNCATE。同时 EXPLAIN 

ANALYZE 和 EXECUTE 要执行的命令是上述命令之一也会不允许执行。

如果执行 SET TRANSACTION 之前没有 START TRANSACTION 或者 BEGIN，它会发出一个警告并且不会有任何效果。可以通过在 BEGIN 或者 

START TRANSACTION 中指定想要的 transaction_modes 来省掉 SET TRANSACTION。会话默认的事务模式也可以通过设置配置参数 

default_transaction_isolation 和 default_transaction_read_only 来设置。

为当前事务设置一个事务隔离级别：

SQL 标准中定义了这些命令。SERIALIZABLE 在标准中是默认的隔离级别。在数据库中默认的隔离级别是 READ COMMITTED。由于缺少断言锁，

SERIALIZABLE 并不是真正的串行化。从本质上讲，一个断言锁系统通过严格限制写的内容来防止幻读，而数据库中使用的多版本并发控制模型通过严格显示

概要

SET TRANSACTION transaction_mode  READ ONLY | READ WRITE

SET SESSION CHARACTERISTICS AS TRANSACTION transaction_mode 

     READ ONLY | READ WRITE

[ ] [ ]

[ ]

   ISOLATION LEVEL {SERIALIZABLE | READ COMMITTED | READ UNCOMMITTED}

描述

READ COMMITTED：一个语句只能看到在它开始前提交的行，这是默认值。

SERIALIZABLE：当前事务的所有语句只能看到这个事务中执行的第一个查询或者数据修改语句之前提交的行。

参数

注解

示例

BEGIN

SET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SERIALIZABLE

;

;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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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内容来方式幻读。

在 SQL 标准中，可以用这些命令设置一个其他的事务特性：诊断区域的尺寸。这个概念与嵌入式 SQL 有关，并且因此没有在数据库服务器中实现。

SQL 标准要求连续的 transaction_modes 之间有逗号，但是出于历史原因数据库允许省略逗号。

BEGIN、LOCK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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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10 16:12:55

显示一个运行时参数的值。

SHOW 将显示当前数据库系统配置参数的当前设置。这些变量可以使用 SET 语句、编辑数据库 Master 上的 postgresql.conf 配置参数。

configuration_parameter：系统配置参数的名称。

ALL：所有配置参数的当前值。

显示参数 search_path 的当前设置：

显示所有配置参数的当前的值：

SHOW 是数据库的扩展。

SET、RESET

概要

SHOW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SHOW ALL

描述

注意

一些能够使用 SHOW 查看的参数是只读的，它们的值只能被查看，不能被修改。参见数据库参考指南了解细节信息。

参数

示例

SHOW search_path;

SHOW ALL;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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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NCATE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10 16:14:04

清空一个表。

TRUNCATE 可以从一组表中快速地移除所有行。它具有和在每个表上执行无条件 DELETE 相同的效果，不过它会更快，因为没有实际扫描表，在大表上最有

用。

要截断一个表，用户必须具有其上的 TRUNCATE 特权。

name：要截断的表的名字（可以是方案限定的）。

CASCADE：因为关键字应用到外键引用上数据库还没有支持，所有没有效果。

RESTRICT：因为关键字应用到外键引用上数据库还没有支持，所有没有效果。

TRUNCATE 将不会引发表上可能存在的任何用户定义的 ON DELETE 触发器。TRUNCATE 不会截断任何从命名的表继承而来的表。只有命名的表被截

断，它的子表不会截断。TRUNCATE 不会截断任何一个分区表的子表。如果用户指定了一个分区表的子表，TRUNCATE 不会从子表以及它的孩子表上移除

行。

清空表 films：

在 SQL 标准中没有 TRUNCATE 命令。

DELETE、DROP TABLE

概要

TRUNCATE TABLE  name   CASCADE | RESTRICT[ ] [, ...] [ ]

描述

参数

注解

示例

TRUNCATE films;

兼容性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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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M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10 16:16:44

垃圾收集并根据需要分析一个数据库。

VACUUM 收回由死亡元组占用的存储空间。在通常的数据库操作中，被删除或者被更新废弃的元组并没有在物理上从它们的表中移除，它们将一直存在直到一

次 VACUUM 被执行。因此有必要周期性地做 VACUUM，特别是在频繁被更新的表上。

在不带任何参数的情况下，VACUUM 会处理当前用户具有清理权限的当前数据库中的每一个表。通过使用一个参数，VACUUM 可以只处理指定表。

VACUUM ANALYZE 对每一个选定的表执行一个 VACUUM 然后执行 ANALYZE。这是两种命令的一种方便的组合形式，可以用于例行的维护脚本。其处

理细节可参考 ANALYZE。

VACUUM（不带 FULL）标记在能够获得表上的排他锁时，收回已经删除和废除的数据占用的空间，用于重用。在堆表中，由于没有获取排他锁，因此能够并

行读写表。

使用追加优化表，VACUUM 首先通过清理索引来紧缩表，然后依次紧缩每个 Segment 文件，最后清理辅助关系同时更新统计信息。在每个 Segment 上，

可见行从当前 Segment 文件复制到一个新的 Segment 文件，然后将当前的 Segment 文件计划为将删除同时将新的 Segment 文件设置为可用。一个追加

优化表的简单 VACUUM 允许在 Segment 文件被紧缩时做扫描、插入、删除以及更新操作。不过，将会短暂地取得一个 Access Exclusive 锁以删除当前的 

Segment 文件并且激活新的 Segment 文件。

VACUUM FULL 会做更多深入的处理，包括为了尝试把表紧缩成占用最少的磁盘块而在块间移动元组。这种形式会更慢一些并且在每个表被处理时都需要取得

其上的 Access Exclusive 锁。Access Exclusive 锁确保持有者是唯一访问该表的事务。

如果指定了 VERBOSE，VACUUM 会发出进度消息来表明当前正在处理哪个表。各种有关这些表的统计信息也会被打印出来。

FULL：选择"完全"清理，它可以收回更多空间，并且需要更长时间和表上的排他锁。

FREEZE：指定 FREEZE 等价于参数 vacuum_freeze_min_age 设置为0的 VACUUM。

VERBOSE：为每个表打印一份详细的清理活动报告。

ANALYZE：更新优化器用以决定最有效执行一个查询的方法的统计信息。

table：要清理的表的名称（可以有模式修饰）。缺省时是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表。

column：要分析的指定列的名称。缺省是所有列。

VACUUM 不能再一个事务块中执行。建议经常清理活动的生产数据库（至少每晚一次），以保证移除失效的行。在增加或删除了大量行之后，对受影响的表执

行 VACUUM ANALYZE 命令，将把最近的更改更新到系统目录，并且允许数据库查询规划器在规划用户查询时做出更好的选择。

VACUUM 会导致 I/O 流量的大幅度增加，这可能导致其他活动会话性能变差。因此，有时建议使用基于代价的清理延迟特性。

对于堆表，无效行被记录在一个叫做空闲空间映射地方。空闲空间映射必须足够大能够覆盖数据库中所有堆表的无效行。如果空间不足，那些从空闲空间映射溢出

的无效行占用的空间将不能被一个 VACUUM 回收。VACUUM 命令略过外部包。VACUUM FULL 回收所有无效行空间，然后它需要获取一个排它锁在它当

前处理的每个表上面，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操作，有可能会耗费很长的时间再那些大的，分布式的数据库的表上。执行 VACUUM FULL 在维护数据库期间。作

为一个 VACUUM FULL 的替代方案，用户可以通过使用 CREATE TABLE AS 重新构建表，然后删除旧的表。

将空闲空间映射设置为适当的大小。通过下面的配置参数来配置空闲空间映射：

阈值可以通过 gp_appendonly_compaction_threshold 来进行配置。VACUUM FULL 忽略阈值同时重写段文件而不考虑比率。可以通过 

gp_appendonly_compaction 参数来关闭在追加优化表上 VACUUM 的使用。在追加优化表被清理时如果检测到一个并发的可序列化事务，那么当前和后

续的 Segment 文件都不会被紧缩。如果一个 Segment 文件已经被紧缩但是在删除原始 Segment 文件的事务中检测到在一个并发可序列化事务，则会跳过

删除。这样在清理完成后，可能会留下一个或两个状态为“awaiting drop”的 Segment 文件。

概要

VACUUM FULL  FREEZE  VERBOSE  table

VACUUM FULL  FREEZE  VERBOSE  ANALYZE

              table column   

[ ] [ ] [ ] [ ]

[ ] [ ] [ ]

[ [( [, ...] )]]

描述

参数

注解

max_fsm_pages

max_fsm_relations

对于追加优化表，VACUUM 要求有足够的磁盘空间来容纳新的 Segment 文件在 VACUUM 执行过程中。如果在一个 Segment 文件中隐藏行的行数占

总行数的比率小于一个阈值（默认值10），那么 Segment 文件不会进行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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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数据库并发控制的信息，见“数据库管理员指南”中的“日常系统维护任务”部分。

清理当前数据库下的所有表：

只清理一张特定的表：

清理当前数据库下的所有表同时为查询优化器收集统计信息：

在 SQL 标准中没有 VACUUM。

ANALYZE

示例

VACUUM;

VACUUM mytable;

VACUUM ANALYZE;

兼容性

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