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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DBA 手记之安装篇 

第一章 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1.1 硬件平台 

了解数据库服务器硬件架构，主要了解 CPU 架构如：X86、SPARC、Itanium、龙芯

和飞腾等。 

1.2 操作系统平台 

了解数据库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平台: 

 WINDOWS 系列操作系统： 

通过查看“我的电脑”->“右键属性”，可以看到相关信息。如下图所示： 

 
 

 LINUX 系列操作系统： 

需要重点了解 CPU 的架构是 X86 还是其他，操作系统位数 32 位还是 64 位，操作系

统需要知道具体版本，如 redhat5.6、redhat6.3、中标麒麟 5、中标麒麟 6 等。 

需要打开“终端命令行”，输入以下命令来获取相关信息： 

CPU 信息 
cat /proc/cpuinfo | grep -E "physical id|core id|cpu 

cores|siblings|cpu MHz|model name|cache size"|tail -n 7 

操作系统位数 getconf LONG_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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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版本 cat /proc/version 

LINUX 版本 cat /etc/issue  或 uname -a 

内存情况 free –m 

磁盘空间 df -h 

网络情况 ifconfig 

 

如 果 是 龙 芯 平 台 ， 除 提 供 龙 芯 3a 还 是 3b 外 ， 还 要 提 供 build 版 本 ， 如

Build08/20141020 或 Build11/20150116 或 Build12/20150316 等，避免申请版本无法

正常安装： 

[root@longson64 ~]# cat /etc/.productinfo 

NeoKylin Linux Advanced Server 

6.0/Dhualagiri-mips64el 

Build04/20120503 

1.3 申请匹配的版本 

根据以上硬件和操作系统平台信息找达梦商务人员申请匹配的版本。目前达梦官网提供

X86 平台下的 WINDOW32 位、WINDOWS64 位、LINUX 2.6.32 以上内核的 32 位及 64

位版本达梦数据库免费试用下载。但是对于 SPARC、Itanium 或者国产 CPU 龙芯、飞腾及

申威等平台版本也需要找达梦商务人员申请，申请版本前需要提供对应的硬件及操作系统信

息。 

示例：客户需要在一台 linux 服务器上安装达梦数据库，查看操作系统位数： 

[root@localhost bin]# getconf LONG_BIT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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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LINUX 版本： 

[root@localhost bin]# lsb_release –a 

LSB 

Version: :core-4.1-amd64:core-4.1-noarch:graphics-4.1-amd64:graphics-4.1-noarch:pri

nting-4.1-amd64:printing-4.1-noarch 

Distributor ID: NeoKylinAdvancedServer 

Description: NeoKylin Linux Advanced Server release 6.0  (Dhaulagiri)  

 Release: 6.0 

Codename: Dhaulagiri 

[root@localhost bin]# cat /etc/issue 

NeoKylin Linux Advanced Server release 6.0  (Dhaulagiri) 

Kernel \r on an \m 

[root@localhost bin]#uname -a 

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2.6.32-220.el6.x86_64 #1 SMP Thu May 24 05:55:26 EDT 

2012 x86_64 x86_64 x86_64 GNU/Linux 

可以知道该服务器是 X86 平台，中标麒麟 6.0，64 位操作系统，应该申请 X86 平台，

中标麒麟 6，64 位达梦数据库版本。 

第二章 安装前的规划工作 

2.1 规划安装路径 

（1）使用 df –h 查看磁盘挂载情况 

（2）根据数据库服务器配置规划安装路径、数据路径、备份路径。 

（3）安装路径：建议放在本地盘 

（4）数据路径：建议放在存储性能最好的地方，如磁盘阵列的挂载点下 

（5）归档路径：建议放在数据路径下，避免误删 

（6）备份路径：建议放在和数据不同的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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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使用 df –h 查看磁盘空间 

[root@localhost hgfs]# df -h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sda2              18G   15G  1.8G  90% / 

tmpfs                1000M  184K 1000M   1% /dev/shm 

/dev/sda1             485M   43M  417M  10% /boot 

/dev/sdb1              7.9M  659M  6.9G  9% /home/dameng/data 

/dev/sdc1              7.9G  146G  7.4G  2% /home/dameng/bak 

 

可以如下规划路径： 

（1）安装路径：/opt/dmdbms 

（2）数据路径：/home/dameng/data 

（3）归档路径：/home/dameng/data/arch 

（4）备份路径：/home/dameng/bak 

2.2 规划数据库初始化参数 

达梦数据库初始化实例后初始化参数无法修改，如果要调整必须重新初始化库，所以为

了移植、开发、维护的方便，根据应用特征合理规划初始化参数尤为重要，确定后形成安装

规范项目组成员保持一致，如果初始化参数不一致的数据库实例间的物理备份、逻辑备份等

将不能互用，切记！下面对一些重要的初始化参数进行详细说明： 

初始化参数 对数据库使用的影响 

页大小(page size） 字符串字段的最大长度及每行记录的总长度 

日志文件大小(rlog) 高并发事务下的刷盘速度 

时区(time zone) 时区不同时造成的时间不一致 

字符串比较大小写敏感(string case 

sensitive) 

SQL 语句及应用是否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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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集(charset) 字符的存储空间及可识别字符的数量 

VARCHAR 类型以字符为单位(length 

in char) 

dm 字符类型默认以字节来存储，影响应用

对字符长度的判断 

改进字符串 HASH 算法 从旧版本达梦到新版本达梦备份还原问题 

 

2.2.1 页大小 

在 DM 数据库中，页大小可以为 4KB、8KB、16KB 或者 32KB，用户在创建数据库时

可以指定，默认大小为 8KB，一旦创建好了数据库，在该库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页大小都

不能够改变。 

页大小对字符数据类型实际最大长度及每行记录的影响如下表所示（不同的数据库版本

略有差异）: 

数据库页大小 

每个字符类型字段实际最大

长度（字节） 

每行记录除大字段外其他字

段总长度（字节） 

4K 1900 2000 

8K 3900 4000 

16K 8000 8000 

32K 8188 16000 

除了每个字段的最大长度限制外，每条记录总长度不能大于页面大小的一半。如果系统

中存在或者以后可能存在含有较长的字符串类型的表，建议该参数设置为 16 或者 32。 

示例：采用默认的 8K 进行初始化数据库，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即使创建表时字段长度

为 8188，实际插入长度及每行记录的总长度依然受到页大小的限制。 

--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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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t1 (c1 varchar2(8188,c2 varchar2(8188); 

 

--测试单个字段插入长度 

--插入数据 

declare 

v varchar2(8188); 

v_sql varchar2(8188); 

begin 

v:='a'; 

for i in 1..3800 

loop 

v:=v||'a'; 

end loop; 

v_sql:='insert into t1(c1) VALUES ('''||v||''')'; 

print(v_sql); 

execute immediate v_sql; 

commit; 

end 

执行结果： 

 

--插入数据 

declare 

v varchar2(8188); 

v_sql varchar2(8188); 

begin 

v:='a'; 

for i in 1..4000 

loop 

v:=v||'a'; 

end loop; 

v_sql:='insert into t1(c1) VALUES ('''||v||''')'; 

print(v_sql); 

execute immediate v_sql; 

commit;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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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 

 

--测试每行记录总长度 

--插入数据 

declare 

v varchar2(8188); 

v_sql varchar2(8188); 

begin 

v:='a'; 

for i in 1..1900 

loop 

v:=v||'a'; 

end loop; 

v_sql:='insert into t1(c1,c2) VALUES ('''||v||''','''||v||''')'; 

print(v_sql); 

execute immediate v_sql; 

commit; 

end 

执行结果： 

 

--插入数据 

declare 

v varchar2(8188); 

v_sql varchar2(8188); 

begin 

v:='a'; 

for i in 1..2000 

loop 

v:=v||'a'; 

end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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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 

 

2.2.2 日志文件大小 

每 个 DM 数据库 实例必 须至 少有 2 个重 做日 志文 件，默 认两个 日志 文件 为

DAMENG01.log、DAMENG02.log，这两个文件循环使用，日志文件在初始化实例后可以

增加和扩大，小型OA系统建议设置为 2*256M，在线大型交易系统建议设置为 4*2048M。 

2.2.3 时区 

选择时区前，需要确认操作系统时区和数据库时区一致，以避免操作系统上看到的时

间，和数据库中的时间存在差异。建议使用北京时间+8:00。 

2.2.4 字符串比较大小写敏感 

为了兼容不同的数据库，达梦在初始化数据库的时候有一个参数，用来设置字符串比

较是否大小写敏感，用于确定数据库对象及数据是否区分大小写，默认为区分，不可更改。

建议 MYSQL 和 SQLSERVER 迁移过来的系统，使用大小写不敏感， ORACLE 迁移过来的

系统，使用大小写敏感，以便和原来系统匹配。 

示例一：对于表名或字段名，如果初始化数据库采用默认的大小写敏感，之后使用 DTS

从 MYSQL 迁移到达梦数据库，由于 MYSQL 的不区分大小写，迁移到达梦时对象名会变成

v_sql:='insert into t1(c1,c2) VALUES ('''||v||''','''||v||''')'; 

print(v_sql); 

execute immediate v_sql; 

commit;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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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例如查询表 t1 ： 

 

会报错“无效的表或视图名[T1]”，这是因为在大小写敏感的情况下达梦客户端会把

SQL 中的对象名默认转为大写导致，这时需要将 SQL 改写为： 

 

才能正常运行，如果应用已经开发完成，修改应用工作量将很大，所以初始化数据库

时一定要确认该参数。 

示例二：对于字段的值，如果 t1 表中有如下数据 

a 

A 

 

Select * from t1 where c1=’a’; 

在大小写敏感的库中只会出现一条记录： 

a 

在大小写不敏感的库中会出现两条记录： 

a 

A 

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合理选择该参数。 

2.2.5 字符集 

建议采用默认值 GB18030，如果需要国际字符可以采用 Unicode，GB18030 数字字

母占 1 个字节，普通汉字占 2 个字节，部分繁体及少数民族文字占 4 字节，Unicode 在达

梦中采用 UTF-8 编码格式，欧洲的字母字符占 1 到 2 个字节，亚洲的大部分字符占 3 个字

节，附加字符为 4 个字节。如果只存储中文和字母数字，一般来说 GB18030 更节省空间一

Select * from t1; 

Select * from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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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实例一：下图为 GB18030 字符集下，不同字符所占的字节长度 

--建表 

create table t2(c1 varchar2(10) 

--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t2 values('a'); 

insert into t2 values('啊'); 

insert into t2 values('㺉'); 

commit; 

--查看所占字节长度 

select c1,lengthb(c1),(ascii(c1)) from t2; 

执行结果： 

 

实例二：下图为 Unicode 字符集下，不同字符所占的字节长度 

--建表 

create table t3(c1 varchar2(10)) 

--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t3 values('a'); 

insert into t3 values('啊'); 

insert into t3 values('㺉'); 

commit; 

--查看所占字节长度 

select c1,lengthb(c1),(ascii(c1)) from t3; 

 



11 
 

2.2.6 VARCHAR 类型以字符为单位 

该参数的作用是建表时 VARCHAR 的长度是按照字符计算还是字节计算，默认以字节为

单位，即字段的长度单位按照字节计算，如果采用字符为单位，字段的长度单位按照字符来

计算，不同的字符集会导致字段长度不一样，实际最大长度受到页大小的限制。建议采用默

认以字节为单位，如果从 MYSQL 迁移的同时又不方便扩大表结构的长度，需要设置为以

字符为单位。 

示例：页大小 16K，Unicode 字符集，以字符为单位，VARCHAR2(4100)理论上可以

存放 4100 个汉字，但由于一个汉字占 3 字节，实际受到 16K 页大小字节上限 8000 的限

制。 

--建表 

create table t4(c1 varchar2(4100) 

--插入 

declare 

v varchar2(8188); 

v_sql varchar2(8188); 

begin 

v:='啊'; 

for i in 1..2000 

loop 

v:=v||'啊'; 

end loop; 

v_sql:='insert into t4(c1) VALUES ('''||v||''')'; 

print(v_sql); 

execute immediate v_sql; 

commit; 

end 

--查询字符长度和字节长度 

select c1,length(c1),lengthb(c1) from t4; 

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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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页大小限制则插入失败 

declare 

v varchar2(8188); 

v_sql varchar2(8188); 

begin 

v:='啊'; 

for i in 1..3000 

loop 

v:=v||'啊'; 

end loop; 

v_sql:='insert into t4(c1) VALUES ('''||v||''')'; 

print(v_sql); 

execute immediate v_sql; 

commit; 

end 

执行结果： 

 

2.2.7 改进字符串 HASH 算法 

在之前的达梦版本上用的旧的 HASH 算法（大概 2014 年 10 月前后，具体时间未知），

之后的版本默认使用新 HASH 算法，如果是从之前旧版本数据还原到新版本上使用，不能

使用改进字符串 HASH 算法，其他情况使用改进字符串 HASH 算法。 

示例一：从 ORACLE 迁移一个 24 小时在线交易型系统，数据量 300G 以上，表数量 500

张以上，表含有少量 VARCHAR2(4000)字段，日增数据量 10 万条以上，建议： 

簇大小：16 

页大小：1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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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大小：4*2048M 

时区：+8:00 

字符串比较大小写敏感：是 

字符集：GB18030 

VARCHAR 类型以字符为单位：否 

改进字符串HASH算法：是 

 

示例二：从 MYSQL 迁移一个电子政务系统，含大量 VARCHAR2(4000)字段，日增数

据量 100 条，建议： 

簇大小：16 

页大小：32K 

日志文件大小：2*256M 

时区：+8:00 

字符串比较大小写敏感：否 

字符集：GB18030（如果涉及非中英文字符选择 Unicode，VARCHAR 类型以字符为单位：如

果采用达梦 DTS 迁移选否，采用 SQL 脚本迁移选是） 

改进字符串HASH算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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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安装达梦数据库 

3.1 Linux 上安装达梦数据库 

3.1.1 网络防火墙以及安全内核检查 

（1）检查网络。 

运行命令（ifconfig）检查网络状况： 

[root@localhost dmdbms]# ifconfig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0C:29:E5:E6:D8   

          inet6 addr: fe80::20c:29ff:fee5:e6d8/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2769107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5827436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2267925704 (2.1 GiB)  TX bytes:7532777061 (7.0 GiB) 

 

eth1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0C:29:E5:E6:E2   

          inet6 addr: fe80::20c:29ff:fee5:e6e2/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12157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35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1008585 (984.9 KiB)  TX bytes:30542 (29.8 KiB) 

          Interrupt:16 Base address:0x2024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inet6 addr: ::1/128 Scope:Host 

          UP LOOPBACK RUNNING  MTU:16436  Metric:1 

          RX packets:806725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806725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114783186 (109.4 MiB)  TX bytes:114783186 (109.4 M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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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网 络 不 通 或 者 地 址 有 问 题 ， 用 vim 打 开 网 络 配 置 文 件 vi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查看或者更改网络相关信息。 

[root@localhost dmdbms]# vi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DEVICE="eth0" 

BOOTPROTO="static" 

HWADDR="00:0C:29:E5:E6:D8" 

MTU="1500" 

NM_CONTROLLED="yes" 

ONBOOT="yes"   

IPADDR=192.168.1.10 

NETMASK=255.255.255.0 

GATEWAY=192.168.1.1 

 

（2）检查防火墙。 

运 行 命 令 （ service  iptables  status ） 检 查 防 火 墙 状 态 ， 运 行 命 令

（service  iptables  start ）开启防火墙，运行命令（service  iptables  stop）关闭防火

墙，运行命令（service  iptables  restart）重启防火墙。 

[root@localhost hgfs]# service iptables status 

Table: filter 

Chain INPUT (policy ACCEPT) 

num  target     prot opt source               destination          

1    ACCEPT     all  --  0.0.0.0/0            0.0.0.0/0           state 

RELATED,ESTABLISHED  

2    ACCEPT     icmp --  0.0.0.0/0            0.0.0.0/0            

3    ACCEPT     all  --  0.0.0.0/0            0.0.0.0/0            

4    ACCEPT     tcp  --  0.0.0.0/0            0.0.0.0/0           state NEW 

tcp dpt:22  

5    REJECT     all  --  0.0.0.0/0            0.0.0.0/0           

reject-with icmp-host-prohibited  

 

Chain FORWARD (policy ACCEPT) 

num  target     prot opt source               destination          

1    REJECT     all  --  0.0.0.0/0            0.0.0.0/0           

reject-with icmp-host-prohibited  

 

Chain OUTPUT (policy ACCEPT) 

num  target     prot opt source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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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localhost hgfs]# service iptables stop 

iptables: Flushing firewall rules:                         [  OK  ] 

iptables: Setting chains to policy ACCEPT: filter          [  OK  ] 

iptables: Unloading modules:                               [  OK  ] 

[root@localhost hgfs]# service iptables start 

iptables: Applying firewall rules:                         [  OK  ] 

[root@localhost hgfs]# service iptables restart 

iptables: Flushing firewall rules:                         [  OK  ] 

iptables: Setting chains to policy ACCEPT: filter          [  OK  ] 

iptables: Unloading modules:                               [  OK  ] 

iptables: Applying firewall rules:                         [  OK  ]  

永久打开某端口首先，用 vim 打开防火墙配置文件：vim /etc/sysconfig/iptables 然

后，在 iptables 文件内容中加入以下内容:-A RH-Firewall-1-INPUT -m state --state NEW 

-m tcp -p tcp --dport 5236 -j ACCEPT 最后，保存配置文件后，执行如下命令重启防火

墙。 

在安装数据库的时候建议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会，因为很多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会拦截

一些底层的东西，导致安装失败、无法通讯、服务无法启动等问题。 

（3）检查 linux 安全内核。 

运行命令：（getenforce）查看 SELinux 状态。通过修改/etc/selinux/config 文件，

将 SELINUX=enforcing 改为 SELINUX=disabled，重启机器即可。 

[root@localhost dmdbms]# getenforce 

Enforcing 

[root@localhost dmdbms]# vi /etc/selinux/config 

 

# This file controls the state of SELinux on the system. 

# SELINUX= can take one of these three values: 

#     enforcing - SELinux security policy is enforced. 

#     permissive - SELinux prints warnings instead of enforcing. 

#     disabled - No SELinux policy is loaded. 

SELINUX=disabled 

# SELINUXTYPE= can take one of these two values: 

#     targeted - Targeted processes are protected, 

#     mls - Multi Level Securit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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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INUXTYPE=targeted 

 

3.1.2 检查磁盘的划分 

运行命令（df 及 df -h /tmp）查看磁盘容量及使用情况。安装程序产生的临时文件，

默认使用/tmp 目录，为了安装程序能够正常运行，用户应该保证/tmp 有大于 600M 的剩

余空间。如果/tmp 目录的剩余空间不足，用户可以扩充/tmp 目录的空间，也可以通过设

置环境变量 DM_INSTALL_TMPDIR 指定安装程序的临时目录。 

export DM_INSTALL_TMPDIR=/opt/tmp 

 

[root@localhost 桌面]# df  

文件系统            1K-块         已用       可用 已用% 挂载点 

/dev/mapper/VolGroup-lv_root               

                  7781012     4732596   2653152   65% / 

tmpfs              515364          300    515064    1% /dev/shm 

/dev/sda1          495844        31975    438269    7% /boot 

 

3.1.3Linux 下检查操作系统限制 

在 Linux、Solaris、AIX 和 HP-UNIX 等系统中，因为 ulimit 命令的存在，会对程

序使用操作系统资源进行限制。为了使达梦数据库能够正常运行， 建议用户检查 ulimit 的

参数。首先用户使用 dmdba 系统用户进行登录，运行命令（ulimit –a）进行查询。 

[root@localhost dmdbms]# ulimit -a 

core file size          (blocks, -c) 0 

data seg size           (kbytes, -d) unlimited 

scheduling priority             (-e) 0 

file size               (blocks, -f) unlimited 

pending signals                 (-i) 7802 

max locked memory       (kbytes, -l) 64 

max memory size         (kbytes, -m) unlimited 

open files                      (-n) 1024 

pipe size            (512 byte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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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X message queues     (bytes, -q) 819200 

real-time priority              (-r) 0 

stack size              (kbytes, -s) 10240 

cpu time               (seconds, -t) unlimited 

max user processes              (-u) 1024 

virtual memory          (kbytes, -v) unlimited 

file locks                      (-x) unlimited 

 

1)  data seg size 建议设置为 1048576 以上或 unlimited，此参数过小将导致数据库

启动失败。 

2)  file size 建议设置 unlimited(无限制)，此参数过小导致数据库安装或初始化失败。 

3)  open files 建议设置为 65536 以上或 unlimited。 

4)  max user processes 建议设置为 65536 以上或 unlimited。 

5)  virtual memory 建议设置为 1048576 以上或 unlimited，此参数过小将导致数

据库启动失败。 

如果需要更最大文件数，用 vim 打开配置文件 vi /etc/security/limits.conf 在做下面

加两行*soft nolife 65536   *hard nolife 65536 保存关闭。用 vim 打开配置文件 vi 

/etc/profile 在最下面加一行 ulimit –SHn 65536 保存关闭。 

 

#<domain>      <type>  <item>         <value> 

# 

 

#*               soft    core            0 

#*               hard    rss             10000 

#@student        hard    nproc           20 

#@faculty        soft    nproc           20 

#@faculty        hard    nproc           50 

#ftp             hard    nproc           0 

#@student        -       maxlogins       4 

* soft nproc 65535 

* hard nproc 65535 

* soft nolife 65536   

* hard nolife 65536 

#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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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et i 

unset pathmunge 

ulimit –SHn 65536 

 

 

3.1.4 检查系统时间及时区 

 检查系统时间运行命令（clock），如果时间有错误，运行命令（date 20160217）更

改时间，例如将时间设置为 2016 年 2 月 17 日 21 点 44 分 58 秒。 

[root@localhost dmdbms]# date 20160217 

[root@localhost dmdbms]# date 21:44:58 

[root@localhost dmdbms]# clock 

Wed 27 Apr 2016 09:51:42 PM PDT  -0.579823 seconds 

 

[root@localhost dmdbms]# date 

Wed Apr 27 21:52:26 PDT 2016 

 

检查时区是否正确运行命令（tzselect），输入序号更改时区。 

[root@localhost dmdbms]# tzselect 

Please identify a location so that time zone rules can be set correctly. 

Please select a continent or ocean. 

 1) Africa 

 2) Americas 

 3) Antarctica 

 4) Arctic Ocean 

 5) Asia 

 6) Atlantic Ocean 

 7) Australia 

 8) Europe 

 9) Indian Ocean 

10) Pacific Ocean 

11) none - I want to specify the time zone using the Posix TZ form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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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Linux 下检查 KDE/GNOME 环境 

 运行命令（echo $DESKTOP_SESSION）检查当前 linux 系统的桌面环境是 KED 还是

GNOME。另外也可以查看/etc 下面有没有 gnome 文件夹或者 kde 文件夹，如果都有，

就是都安装了或者安装过。安装过可运行命令（startx）启动它。 

[root@localhost dmdbms]# echo $DESKTOP_SESSION  

gnome 

 

[root@localhost dmdbms]#startx 

 

3.1.6 检查安装版本匹配度 

系统版本和数据库版本一定要一致，不然会报错。 

[root@localhost 桌面]#  cd /opt/DMSETUP 

[root@localhost DMSETUP]# chmod 777 DMInstall.bin  

[root@localhost DMSETUP]# ./DMInstall.bin 

Extract install files......   

/opt/DMSETUP/DMInstall.bin: line 170: /tmp/DMInstall/source/jdk/bin/java: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运行命令（lsb_release -a）（uname -a）通过查看系统版本 

[root@localhost hgfs]# lsb_release -a 

LSBVersion::core-4.0-amd64:core-4.0-noarch:graphics-4.0-amd64:graphics-4.0-noarch:printing-4.

0-amd64:printing-4.0-noarch 

Distributor ID: RedHatEnterpriseServer 

Description: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 6.0 (Santiago) 

Release: 6.0 

Codename: Santiago 

 

[root@localhost dmdbms]# uname -a 

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2.6.32-71.el6.x86_64 #1 SMP Wed Sep 1 01:33:01 EDT 2010 x86_64 

x86_64 x86_64 GNU/Linux 

 

通过安装程序打包的名字判断与数据库版本： ，Rh6_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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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红帽 6 64 位操作系统。 

3.1.7 安装程序赋予执行权限 

运行命令（cd /opt/DMSETUP）（chmod 777 DMInstall.bin）（./DMInstall.bin -i）

赋予权限，进行安装。 

 

3.1.8 进行安装 

假设达梦安装程序在/opt/DMSETUP 目录下，准备将达梦安装到/opt/dmdbms 目录下，

数据库实例目录在/opt/dmdbms/data 目录下。 

（1） 图形化安装。 

linux 系统的桌面环境，在终端进入到/opt/DMSETUP 目录下，执行./DMInstall.bin，

将出现 Linux 下的 DM 安装界面。 

 

点击确定进行安装.  

   安装完毕后会自动弹出达梦数据库配置助手，点创建数据库实例可以进行初始化实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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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命令行安装。 

 调整字符集为 zh_CN，防止乱码，查看所有的字符集运行命令（locale –a），而后

用 vim 修改配置文件：vi /etc/sysconfig/i18n 加入以下三行： 

[root@localhost dmdbms]# locale -a  

[root@localhost dmdbms]# vi /etc/sysconfig/i18n 

(LANG="zh_CN.GBK")   

(SUPPORTED="zh_CN.UTF-8:zh_CN:zh")  

(SYSFONT="latarcyrheb-sun16") 

 

 运 行 命 令 （ cd /opt/DMSETUP ） 进 人 安 装 目 录 通 过 命 令 （ chmod 777 

DMInstall.bin）赋予权限，通过（./DMInstall.bin -i）命令进行安装。 

[root@localhost dmdbms]# cd /opt/DMSETUP 

[root@localhost DMSETUP]# chmod 777 DMInstall.bin 

[root@localhost DMSETUP]# ./DMInstall.bin –i 

………………. 

 

 

 

 

 在输入 Key 文件路时径必须输入全路径。在命令安装授权安装数据库后，需要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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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key 的全路径，不然无法识别 key 信息。 

欢迎使用达梦数据库安装程序 

 

是否输入 Key 文件路径？ （Y/y:是 N/n:否） [Y/y]：y 

请输入 Key 文件的路径地址 [dm.key]:/opt/DMSETUP/dm.key 

 

有效日期：无限制 

服务器颁布类型： 

发布类型：试用版 

用户名称：试用用户 

授权用户数：1 

并发连接数：15 

 

 在命令行方式数据库安装完毕后，必须需要通过命令行初始化一个实例，通过

dminit（此文件在/opt/dmdbms/bin 目录下）命令去初始化一个 页大小 32 大

小写敏感的数据库实例。 dminit 命令行工具的使用方法可以看手册  

 /opt /dmdbms/doc/special/DM7_dminit 使用手册.pdf 

[root@localhost bin]# ./dminit path=/optdmdbms/data/ page_size=32 case_sensitvie=y  

initdb V7.1.5.48-Build(2016.01.18-64847trunc) 

db version: 0x70009 

file dm.key not found, use default license! 

create dm database success. 2016-03-18 00:35:34 

 

3.1.9LINUX 下实例注册及自启动设置 

在已经完成初始化数据库实例以后（假设数据库安装目录为/opt/dmbms,数据库实例

数据文件目录为/opt/dmdbms/data/DAMENG），操作步骤如下： 

第 一 步 ： 复 制 数 据 库 实 例 服 务 脚 本 DmService （ 此 文 件 在

/opt/dmdbms/bin/service_template 目录下），命名为 DmServiceDMSERVER。 

cp /opt/dmdbms/bin/service_template/DmService  /opt/dmdbms/bin/DmServiceDM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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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vim 命令修改 DmServiceDMSERVER 文件中，修改 INI_PATH 值为 dm.ini 路径

（必须），DM_HOME 设置为 dm 主程序安装路径（必须）。 

vim /opt/dmdbms/bin/DmServiceDMSERVER 

 

if [ -f "/etc/profile" ] 

then 

        . /etc/profile 

fi 

 

DM_HOME="/opt/dmdbms " 

INI_PATH=/opt/dmdbms/data/DAMENG/dm.ini 

DCR_INI_PATH=%DCR_INI_PATH% 

 

#mount or open 

START_MODE=open 

IS_DISABLED=false 

 

CUR_SERVICE_NAME=`basename $0` 

EXEC_PROG_NAME=dmserver 

SERVICE_TYPE_NAME=database 

DM_BIN_DIR="$DM_HOME/bin" 

EXEC_PROG_FULL_PATH="$DM_BIN_DIR/$EXEC_PROG_NAME" 

 

第二步：将脚本 DmServiceDMSERVER 复制到 /etc/rc.d/init.d 目录下。 

cp /opt/dmdbms/bin/DmServiceDMSERVER /etc/rc.d/init.d/DmServiceDMSERVER 

第三步：赋予服务脚本 DmInstanceServiceDAMENG 可执行权限。 

chmod  777  /etc/rc.d/init.d/DmServiceDMSERVER 

第四步：注册 DM 实例服务并配置开机自动启动。 

chkconfig --add DmServiceDMSERVER 

chkconfig DmServiceDMSERVER on 

chkconfig --list DmServiceDMSERVER 

第五步：后台启动达梦数据库实例服务，查看服务状态，关闭实例服务。 

[root@localhost bin]# ./ DmServiceDMSERVER start 

Starting DMSERVER: [  OK  ] 

[root@localhost bin]# ./ DmServiceDMSERVER status 

DAMENG (pid 28585) is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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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localhost bin]# ./ DmServiceDMSERVER stop 

Stopping DMSERVER: [  OK  ] 

 

注：Linux 下注册服务的方法可以看手册： 

/opt /dmdbms/doc/special/DM7_Linux 服务脚本手册.pdf 

 

3.2 Windows 上安装达梦数据库 

3.2.1 关闭杀毒软件 

如果不关闭杀毒软件，杀毒软件会阻止数据库的正常安装，导致数据库无法正常启动。 

（1）阻止程序所有操作时。 

 

    （2）阻止本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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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安装将会报错。 

 

    （4）初始化报错。 

 

 

 

3.2.2ODBC 及 dm_svc.conf 配置 

   在 WINDOWS64 位操作系统环境下，win64 机器有两个 ODBC 数据源管理器，

分别为 64 位和 32 位。64 位 ODBC 数据源管理器为： 

C:\WINDOWS\system32\odbcad32.exe 

32 位 ODBC 数据源管理器为： 

C:\WINDOWS\ SysWOW64\odbcad32.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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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默认启动的 ODBC 数据源管理器为 64 位，在 Win64 机器上安装

DM7_32 位版本，默认是注册 32 位的 odbc 驱动，需要手工打开 C:\WINDOWS\ 

SysWOW64\odbcad32.exe 的 odbc。在 WIN64 机器上安装 DM7_64 位版本，

默认是注册 64 位的 ODBC 驱动，可通过控制面板打开默认的 ODBC 数据源即

可看到。 

如果在 WINDOWS 64 位的操作系统上面安装的是 DM 64 位的数据库需要

注册 32 位的驱动的时候，1.要么是将 64 位的数据库删除掉在在安装一个 32 位

的数据库，如果用户不准删除 64 的又要用 32 位的 ODBC 驱动的话，只能手动

注册一个，需要注意的是注册表中只需要填写 DODBC.dll 的路径。但需要把整

个 32 位的数据库的 BIN 目录都 COPY 过来，这样才可以 32 位的 ODBC 数据

源管理器下创建数据源成功。      

3.2.3 配置助手初始化库并注册 

首先，通过 dminit 命令手动初始化一个库： 

D:\dmdbms\bin>dminit path=/opt/yh 

initdb V7.1.5.10-Build(2015.10.09-61560trunc) 

db version: 0x70009 

file dm.key not found, use default license! 

create dm database success. 2016-02-22 09:43:31 

 

打开工具 DBCA 工具 选择注册数据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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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据文件目录下选择达梦的配置文件（dm.ini），这里需要注意的如果本

机有其他的达梦数据库实例，这里的端口号和实例名都不能与前面的重复，如果

重复会报错需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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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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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成功后，可以在服务查看器查看已经注册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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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ix 上安装达梦数据库 

3.3.1 检查磁盘空间 

执行 df –g 查看空间是否满足，主要看安装目录的 free 这项，如安装在/db 这个目录，

主要看 Free 这项是否够，一般这项最少不得小于 10G 

[test1:dmdba:/opt]#df -g 

Filesystem    GB blocks       Free  %Used    Iused  %Iused Mounted on 

/dev/hd4         4.00       3.44    14%    10421     2% / 

/dev/hd2         8.00       4.80    41%    55202     5% /usr 

/dev/hd9var       4.00       3.68     9%     6416     1% /var 

/dev/hd3         8.00       7.80     3%      227     1% /tmp 

/dev/hd1         2.00       2.00     1%        5     1% /home 

/dev/hd11admin    0.25       0.25     1%        5     1% /admin 

/proc               -          -      -         -     -  /proc 

/dev/hd10opt      4.00       2.99    26%    12089     2% /opt 

/dev/livedump     0.25       0.25     1%        4     1% /var/adm/ras/livedump 

/dev/dblv       275.00     240.84    13%     1869     1% /db 

 

3.3.2 查看逻辑 CPU 个数 

方便后面配置 INI 文件中的 WORKER_THREAD 和 TASK_THREADS（一般配置成 CPU

核数的一般） 

[test1:root:/]#pmcycles –m 

CPU 0 runs at 1900 MHz 

CPU 1 runs at 1900 MHz 

CPU 2 runs at 1900 MHz 

CPU 3 runs at 1900 MHz 

CPU 4 runs at 1900 MHz 

CPU 5 runs at 1900 MHz 

CPU 6 runs at 1900 MHz 

CPU 7 runs at 1900 MHz 

CPU 8 runs at 1900 MHz 

CPU 9 runs at 1900 MHz 

CPU 10 runs at 1900 MHz 

CPU 11 runs at 190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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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12 runs at 1900 MHz 

CPU 13 runs at 1900 MHz 

CPU 14 runs at 1900 MHz 

CPU 15 runs at 1900 MHz 

 

3.3.3 查看物理 CPU 个数 

[test1:root:/]#prtconf|grep Processors 

Number of Processors: 8 

 

3.3.4 查看内存信息 

如下图可见总内存是 48G： 

[test1:root:/]#lsattr -El mem0 

Ent_mem_cap         I/O  memory entitlement in kbytes          False 

Goodsize      41592  Amount of usable physical memory in Mbytes  False 

Mem_exp_factor      Memory expansion factor                   False 

size          41592  Total amount of physical memory in Mbytes    False 

var_mem_weight      Variable memory capacity weight             False 

3.3.5 创建安装的组（AIX7.0 下） 

这个地方和 linux 下面不同，需要设置组 id；由于系统已经安装过达梦数据库了，这里

新建组 dinstall1 测试。 

[test1:root:/]#mkgroup id=999 dinstall（） 

3004-668 Goup “dinstall” exists. 

[test1:root:/]#mkgroup id=9991 dinstall1 

[test1:root:/]# 

 

可见创建组 dinstall1 成功。 

3.3.6 创建安装用户 DM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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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1:root:/]#mkuser id=1001 pgrp=dinstall groups=dinstall home=/dmdb dmdba 

[test1:root:/]# 

 

可见创建用户 dmdba1 成功，因为系统已经安装了达梦，这里测试的时候新建用户

dmdba1，实际上安装的时候必须创建用户 dmdba，并且使用 dmdba 安装。 

3.3.7 创建安装程序临时目录 

[test1:root:/]#mkdir -p /opt/tmp 

 

更改临时文件夹的所有者和组： 

[test1:root:/]#chown -R dmdba:dinstall /opt/tmp 

修改临时文件夹权限 

[test1:root:/]#chmod -R 664 /opt/tmp 

3.3.8 检查系统资源限制 

[test1:root:/]#ulimit –a 

core file size          (blocks, -c) 1048575 

data seg size             (kbytes , -d) unlimited 

file size                 (blocks , -f) unlimited 

max memory size            (kbytes, -m) unlimited 

open files                         (-n) unlimited 

pipe size               (512 bytes, -p) 64 

stack size                 (kbytes, -s) 4194304 

cpu time                  (seconds, -t) unlimited 

max user processes                 (-u) unlimited 

virtual memory             (kbytes, -v) unlimited 

 

主要查看 open files 和 max memory size 这两项。 

3.3.9 开始安装  

遇到这种问题，是因为使用 root 用户拷贝的安装文件，dmdba 没有执行权限，需要

对 DMInstall.bin 文件赋权限，linux 命令不熟的话直接使用 chmod 777 DMInstall.bin 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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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最高权限即可。 

$ ./DMInstall.bin -i 

Ksh: ./DMInstall.bin: 0403-006 Execute permission denied. 

$ su -root 

Root’s Password: 

[test1:root:/]#cd /opt 

[test1:root:/opt]#chmod 777 DMInstall.bin 

[test1:root:/opt]#su -dmdba 

 

然后执行 su – dmdba（主要要加-，或者 dmdba 对应的环境变量不会切换过来），再

进入到/opt 目录下面，执行： 

$ ./DMInstall.bin -i 

 

进行字符界面安装，安装过程中输入 key 文件的全路径，然后选择时区、再选择安装

的目录，然后开始安装。由于本场景是测试场景，没有 key 文件，输入 n，然后回车 ： 

[root@localhost dm7_rev59670_rh6.3_64]# ./DMInstall.bin -i 

Extract install files.......... 

Welcome to DM Install Program 

 

Whether to input the path of Key File? (Y/y:Yes N/n:No) [Y/y]:n 

 

Whether to Set The TimeZone? (Y/y:Yes N/n:No) [Y/y]:y 

TimeZone: 

[ 1]: GTM-12=West Date Line 

[ 2]: GTM-11=Samoa 

[ 3]: GTM-10=Hawaii 

[ 4]: GTM-09=Alaska 

[ 5]: GTM-08=Pacific(America and Canada) 

[ 6]: GTM-07=Arizona 

[ 7]: GTM-06=Central(America and Canada) 

[ 8]: GTM-05=East(America and Canada) 

[ 9]: GTM-04=Atlantic(America and Canada) 

[10]: GTM-03=Brasilia 

[11]: GTM-02=Middle Atlantic 

[12]: GTM-01=Azores 

[13]: GTM=Greenwich Mean Time 

[14]: GTM+01=Sarajevo 

[15]: GTM+02=Cairo 

[16]: GTM+03=Mos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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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GTM+04=AbuDhabi 

[18]: GTM+05=Islamabad 

[19]: GTM+06=Dakar 

[20]: GTM+07=BangKok,Hanoi 

[21]: GTM+08=China 

[22]: GTM+09=Seoul 

[23]: GTM+10=Guam 

[24]: GTM+11=Solomon 

[25]: GTM+12=Fiji 

[26]: GTM+13=Nukualofa 

[27]: GTM+14=Kiribati 

Please Select the TimeZone [6]:21 

 

输入时区，默认 21 东 8 区 ： 

Installation Type: 

1 Typical 

2 Server 

3 Client 

4 Custom 

Please Input the number of the Installation Type [1 Typical]:1 

 

然后输入安装类型，默认 1 典型安装，即全部安装： 

Please Input the number of the Installation Type [1 Typical]:1  

Require Space: 380M 

 

Please Input the install path [/opt/dhcc/dmdbms]:/opt/dhcc 

Available Space:3525M 

Please Confirm the install path? (Y/y:Yes N/n:No) [Y/y]:y 

 

Pre-Installation Summary 

Installation Location:/opt/dhcc 

Require Space: 380M 

Available Space: 3525M 

Version Information:  

Expire Data:  

Installation Type: Typical 

Confirm to Install? (Y/y:Yes N/n:No) [Y/y]:y 

 

然后输入安装路径，然后一直回车即可（由于系统已经安装过了，后面不再继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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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 bin 目录下命令行起服务报主文件不存在 

这 是 因 为 没 有 把 /db/dhcc/program/bin 添 加 到 环 境 变 量 中 ， 需 要 把

/db/dhcc/program/bin 的完整路径输入到环境变量中（这里面的安装目录指定是下面的

路径）。 

export LIBPATH=$LIBPATH: /dmdb/dhcc/program/bin 

$ echo $LIBPATH 

/dmdb/dhcc/program/bin 

 

3.3.11 初始化实例 

安装好后，进行字符界面初始化实例。（有时候进入/db/dhcc/program/bin 执

行./dminit 报 dminit 不存在，这是因为没有把/db/dhcc/program/bin 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需要把/db/dhcc/program/bin 的完整路径输入到环境变量中）： 

./dminit PATH=/opt/dmdbms PAGE_SIZE=16 CASE_SENSITIVE=1 

具体参数含义可参考 dm_dba 手册，选择什么参数根据之前使用的是什么数据库选择，

新开发的数据库根据开发人员要求设置 

第四章 安装完后的检查工作 

安装完达梦数据库后做一些必要的检查工作，确认各功能组件是否正常安装成功，

windows 上各接口是否注册成功等。 

4.1Windows 下的检查 

（1）检查安装后的服务程序。安装完成后检查开始菜单快捷方式是否正常创建。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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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菜单中打开“DM 服务查看器”，查看数据库相关服务以及实例服务是否存在。具体参考

如下图所示： 

 

如果看不到服务，或者无实例服务，则请参考安装章节确认是否已经安装并创建了数据

库。 

（2）检查安装后的执行程序，从快捷菜单中打开“DM 控制台工具”，并查看许可证

信息，检查许可信息是否正确。参考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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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实例服务已经启动的情况下，从快捷方式中打开“DM 管理工具”，并进行数据量

连接检查。输入主机名、端口号、用户名、口令进行登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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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成功之后执行以下 SQL 验证数据库的读写是否正常。如下图所示： 

 

语句都正常执行成功，并查询结果正常，表示数据库管理工具和数据库服务都正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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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打开 DM 性能监视工具，DM 数据迁移工具，SQL 交互式查询助手登录到数据库，可正

常登录表示程序运行正常。 

（3）检查安装后的驱动。安装完成后，需要检查 ODBC 和 OLEDB 等驱动是否注册成

功。ODBC 驱动通过打开 windows 系统自带的 ODBC 数据源管理程序，并点击添加按钮

创建新的数据源，选择 DM7 ODBC DRIVER，如果可以创建成功，并测试连接成功。表示

odbc 注册正常。如下图所示： 

 

    下一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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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oledb 驱动是否注册成功，并可正常使用。新建一个文本文档，拷贝下面代码到

文本文档中，并保存为 testdmoledb.vbs，然后双击执行，如果提示成功则表示 OLEDB 驱

动注册正常。 

strConnectionString = "Provider=DOLEDB; Data Source=localhost; User ID=SYSDBA; 

Password=SYSDBA; PORT=5236;" 

Set objConnection = 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objConnection.Open connStr 

If (objConnection.State = 0) Then 

 MsgBox "connect to database failed." 

Else 

 MsgBox "connect to database success." 

End If 

4.2 Linux 下的检查 

（1）检查安装后的服务程序。安装完成后检查开始菜单快捷方式是否正常创建。从快

捷菜单中打开“DM 服务查看器”，查看数据库相关服务以及实例服务是否存在。具体参考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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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不到服务，或者无实例服务，则请参考安装章节确认是否已经安装并创建了数据

库。 

（2）检查安装后的执行程序。从快捷菜单中打开“DM 控制台工具”，并查看许可证

信息，检查许可信息是否正确。参考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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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实例服务已经启动的情况下，从快捷方式中打开“DM 管理工具”，并进行数据量

连接检查。输入主机名、端口号、用户名、口令进行登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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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成功之后执行以下 SQL 验证数据库的读写是否正常。如下图所示： 

 

语句都正常执行成功，并查询结果正常，表示数据库管理工具和数据库服务都正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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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打开 DM 性能监视工具，DM 数据迁移工具，SQL 交互式查询助手登录到数据库，可正

常登录表示程序运行正常。 

（3）Shell 控制台中检查安装后的执行程序。在远程 ssh 连接工具中无法打开桌面程

序，通过字符安装等方式安装的库，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检查。检查服务是否正常，检查服务

是否启动，操作命令如下： 

[root@RedHatEL63x-001 tool]# ls /etc/init.d/Dm* 

/etc/init.d/DmServiceDMSERVER 

[root@RedHatEL63x-001 tool]# /etc/init.d/DmServiceDMSERVER status 

DmServiceDMSERVER (pid 2064) is running... 

[root@RedHatEL63x-001 tool]# 

检查 disql 是否可正常运行 sql，操作命令如下： 

[root@RedHatEL63x-001 tool]# cd /opt/dmdbms/bin 

[root@RedHatEL63x-001 bin]# ./disql SYSDBA/SYSDBA@localhost 

 

Server[localhost:5236]:mode is normal, state is open 

normal user login 

 

login used time: 42.546(ms) 

disql V7.1.5.51-Build(2016.01.27-65133trunc) 

Connected to: DM 7.1.5.51 

SQL> create tablespace TS_TEST datafile 'TS_TEST.DBF' size 128; 

executed successfully 

used time: 46.667(ms). Execute id is 686. 

SQL> create table test(c1 int,c2 varchar(10)) storage(on TS_TEST); 

executed successfully 

used time: 29.744(ms). Execute id is 687. 

SQL> insert into test values(1,'aaa'); 

affect rows 1 

 

used time: 1.567(ms). Execute id is 688. 

SQL> insert into test(2,'bbbb'); 

insert into test(2,'bbbb'); 

 

insert into test(2,'bbbb'); 

                *           

line 1, column 17, nearby [2] has error[-2007]: 

Syntax error. 

SQL>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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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ed successfully 

used time: 2.077(ms). Execute id is 689. 

SQL> select * from test; 

 

LINEID     C1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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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aaa 

 

used time: 1.548(ms). Execute id is 690. 

SQL> 

以上检查正常执行通过，表示安装正常。 

第五章 配置必要的 INI 参数 

根据数据库服务器配置情况修改几个关键的 INI 参数，充分发挥硬件性能，给出几个关

键参数的推荐配置。 

达梦数据库安装完成后需要对一些影响性能的关键参数进行配置，因为安装程序给出的

默认配置是比较保守的，特别是在配置较高的数据库服务器上，无法重复发挥出硬件性能。 

需要调整的配置参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存相关参数，IO 相关参数，CPU 相关参数，

本节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给出一些推荐配置。 

（1）高档数据库服务器配置下的 INI 参数相关设置。 

高档数据库服务器配置 

CPU:4 路 8 核/内存：256G/磁盘阵列：1T 

INI 参数推荐配置 

参数 

类型 

参数名称 推荐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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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数据库服务器配置 

CPU:4 路 8 核/内存：256G/磁盘阵列：1T 

INI 参数推荐配置 

参数 

类型 

参数名称 推荐值 备注 

内存相

关参数 

MAX_OS_MEMORY 90 

DM 数据库占用的内存占操作系统物

理内存和虚拟内存之和的百分比，一

般推荐为 90% 

MEMORY_POOL 1000 

系统内存池：一般配置为

1000M~4000M 

BUFFER 120000 

用于缓存数据页，一般配置为操作系

统物理内存的 60%~80% 

MAX_BUFFER 120000 

用于控制系统缓冲区的上限，一般配

置为和 BUFFER 参数相等 

BUFFER_POOLS 101 

BUFFER 的分区数，一般配置为质数，

取值范围为 1~500，并发较大的系统

需要配置这个参数；此参数生效的前

提条件是 MAX_BUFFER = BUFFER 

RECYCLE 5000 

用于缓存排序、分组、临时表等产生

的临时数据，一般在 OLAP 类型的应

用系统中需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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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数据库服务器配置 

CPU:4 路 8 核/内存：256G/磁盘阵列：1T 

INI 参数推荐配置 

参数 

类型 

参数名称 推荐值 备注 

CACHE_POOL_SIZE 1000 

用于缓存 SQL、执行计划、结果集等，

一般配置为 1000M~4000M 

VM_POOL_SIZE 256 

用于控制 PLSQL 虚拟机内存池大小，

系统中存储过程、函数较多时建议适

当增大 

DICT_BUF_SIZE 32 

用于缓存数据字典，默认 5M，系统

中对象个数较多时适当加大 

IO 相关 

参数 

IO_THR_GROUPS 32 

IO 线程组的个数，默认为 2，磁盘阵

列性能较好时适当加大，此参数只在

非 windows 操作系统下有效 

CPU 相

关参数 

WORKER_THREADS 32 

工作线程个数，有效值范围 1~64，

一般配置为 CPU 核数相等或其 2 倍 

TASK_THREADS 32 

任 务 线 程 个 数 ， 一 般 配 置 为 与

WORKER_THREADS 相等 

（2）高档数据库服务器配置下的 INI 参数相关设置。 

低端数据库服务器配置 

CPU:2 路 4 核/内存：16G/本地磁盘：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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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 参数推荐配置 

参数类

型 

参数名称 推荐值 备注 

内存相

关参数 

MAX_OS_MEMORY 90 

DM 数据库占用的内存占操作系统物

理内存和虚拟内存之和的百分比，一

般推荐为 90% 

MEMORY_POOL 1000 

系统内存池：一般配置为

1000M~4000M 

BUFFER 9000 

用于缓存数据页，一般配置为操作系

统物理内存的 60%~80% 

MAX_BUFFER 9000 

用于控制系统缓冲区的上限，一般配

置为和 BUFFER 参数相等 

BUFFER_POOLS 13 

BUFFER 的分区数，一般配置为质数，

取值范围为 1~500，并发较大的系统

需要配置这个参数；此参数生效的前

提条件是 MAX_BUFFER = BUFFER 

RECYCLE 500 

用于缓存排序、分组、临时表等产生

的临时数据，一般在 OLAP 类型的应

用系统中需要配置 

CACHE_POOL_SIZE 300 

用于缓存 SQL、执行计划、结果集等，

一般配置为 1000M~4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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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数据库服务器配置 

CPU:2 路 4 核/内存：16G/本地磁盘：1T 

INI 参数推荐配置 

参数类

型 

参数名称 推荐值 备注 

VM_POOL_SIZE 128 

用于控制 PLSQL 虚拟机内存池大小，

系统中存储过程、函数较多时建议适

当增大 

DICT_BUF_SIZE 32 

用于缓存数据字典，默认 5M，系统

中对象个数较多时适当加大 

IO 相关 

参数 

IO_THR_GROUPS 2 

IO 线程组的个数，默认为 2，磁盘阵

列性能较好时适当加大，此参数只在

非 windows 操作系统下有效 

CPU 相

关参数 

WORKER_THREADS 8 

工作线程个数，有效值范围 1~64，

一般配置为 CPU 核数相等或其 2 倍 

TASK_THREADS 8 

任 务 线 程 个 数 ， 一 般 配 置 为 与

WORKER_THREADS 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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