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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2Active 数据库语言级的数据实时复制和同步软件。

在数据库高并发事务场景下实现数据库全量同步、增量同步，通过同步校 验确保数据库

源端和目标端的事务级最终一致性 ; 同时提供备库接管和增量回切等高级功能，帮助用户

在复杂的应用环境下完成数据库的容灾备份、同构数据迁移、数据分发、构建数据仓库等

数据整合工作。

概述
本文档介绍 i2Active的安装部署方案及包含的各个产品功能的具体操作过程及注意事项。

读者对象
本文档适用于安装及运维工程师。

符号约定
本文档可能出现以下标志，他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硬件设备可能会导致人员死

亡或严重的人身伤害，软件可能会导致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无法

恢复。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硬件设备可能会导致中度或

轻微的人身伤害。软件可能会导致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可恢复。

用于传递设备或环境安全警示信息，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设备损

坏、数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其它不可预知的结果。

用于突出重要/关键信息、最佳实践和小窍门等。

“说明”不是安全警示信息，不涉及文件丢失或损坏。

名词解释
本文档 i2Active可能出现以下名词缩写，他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名词 说明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名词 说明

RTO RTO (Recovery Time Objective)：是指灾难发生后，从 I/T系统停机

导致业务停顿开始，到 IT系统恢复可以支持业务恢复运营之时，所

需要的时间。

RPO RPO (Recovery Point Objective)：发生意外灾难事件时可能丢失的数

据量。是指能够恢复至可以支持业务运作，系统及数据恢复到怎样

的更新程度—可以是上一周的备份数据，也可以是上一次交易的实

时数据。

i2Ctrlcenter 控制台：用于实现数据和系统容灾备份管理的WEB控制台，通过

i2Ctrlcener，用户可以实现 i2Active、i2Stream、i2COOPY、i2CDP、
i2Availability、i2FFO、i2MOVE、i2NAS、i2Block等各种规则的配

置与监控。

i2Active 数据库复制和同步：数据库语言级的实时数据同步产品。

i2Stream 数据流复制管理：实现结构化数据的提取、复制、管理等。

OS Operating System 操作系统

I/O Input/Output 输入/输出

源机 又称作工作机或者生产机，是指需要对数据、应用、或者系统进行

保护所在的物理机或者虚拟机。

目标端 又称作灾备机或者备机，是指用于存放从源端复制过来的数据所在

的物理机或者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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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2Active 概述

1.1 i2Active简介

i2Active 数据库语言级的实时数据同步产品。

提供高可用和实时数据整合方案，协助 Oracle 数据库系统保持 7*24 小时运作，满足最

终用户连续可用的要求。帮助您在企业范围内快速分发或收集关键数据，以便及时和准确

的决策。

i2Active 是基于 redo log日志分析技术的数据库实时复制工具，具有简单灵活、高性能、

非侵入、低影响、低于秒级延迟，低成本的特点，部署和使用也非常简便。能够帮助用户

在复杂的应用环境下完成数据库的容灾备份、同构数据库迁移、业务数据分发、构建大型

数据仓库等技术数据整合等工作。

1.2 i2Active工作原理

i2Active 是基于 redo log分析技术的 Oracle数据实时复制工具，支持 DML和 DDL同步，

具有简单灵活、高性能、非侵入、低影响、低延迟，低成本的特点，部署和使用也非常简

便。

i2Active支持整库复制，用户级复制、表级复制；支持 ROWIID映射和主键映射两种记录

映射方式；数据分发、数据对比、数据过滤、构建大型数据仓库等技术数据整合等工作。

i2Active软件的同步过程分为两个步骤：全同步和增量同步。

启动同步任务后，软件首先进行全同步。全同步首先导出源库的数据字典，包括用户、表

空间、自定义类型、表结构、视图、包、存储过程、DBLINK信息；数据字典导出后会同

步到目标端，目标端会先检查并同步用户、表空间、自定义类型；接下来开始同步表数据；

表数据同步完成之后会处理视图、包等其它对象。全同步完成后，软件自动转为增量装载。

增量同步过程是通过对源库的 redo日志进行读取、分析，形成二进制的数据文件，并在目

标端转换为 SQL语句装载到目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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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2Active部署结构

1.3.1 本机/中继部署

本机部署：在源端的机器上进行部署英方软件，从而达到同构数据的同步过程。简单的本

地部署的情况下，源端数据库到备端数据库的同步规则，只能是一对一的关系。

本机/中继部署：基于本机部署的情况下完成，解决本机部署中，同步规则只能是一对一关

系的缺陷，在源端数据库到备端数据库的同步中，可以增加一台机器作为中继节点，通过

中继节点，可以实现源端数据库到多台备端数据库的实时同步。

通常情况下，控制机安装在一台独立的机器上，不需要太高的资源配置；

源库所在的机器部署 iawork、iatrack和 iahelper服务，目标库所在机器部署 iaback和 iahelper
服务。

以下是 i2Active在本地部署时的结构示意图：

i2Active 整个软件系统主要分为两部分：控制台软件和节点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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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制机软件包含了 i2Active的WEB服务，提供复制系统的管理功能,用户通过浏览器

控制整个复制系统。控制机软件可单独安装或者同节点软件部署在同一台机器上，但

不建议安装在生产库上。

2. 节点软件包含 i2Active的基础服务程序，提供同步功能。

节点分为源节点、中继节点和目标节点，运行不同的服务程序。

a. 源节点一般是生产机，运行数据提取程序；

b. 目标节点一般是目标库所在机器，运行数据装载程序；

c. 中继节点可以比较自由地部署，需要根据网络情况，放在合适地位置，中继程序

用于一对多分发地情形下对增量数据做中转和分发，一对一的情况不必要配中

继。

1.3.2 分离/中继部署

分离部署：无需在源端的机器上进行部署英方软件，准备一台单独的分离节点读取源端的

数据作为数据库的源端，从而达到同构数据的同步过程。简单的分离部署的情况下，源端

数据库到备端数据库的规则，只能是一对一的关系。

分离/中继部署：基于分离部署的情况下完成，解决本机部署中，同步规则只能是一对一关

系的缺陷，在源端到备端数据库的同步中，可以增加一台机器作为中继节点，通过中继节

点，可以实现源端数据库到多台备端数据库的实时同步。

当源库采用了 ASM 方式存储 redo log时，源端的服务程序 iawork、iatrack可以不部署在

源库上，而部署在其它机器上，iatrack服务通过访问 ASM 实例来获取 redo log数据。

以下是分离部署时的结构示意图：

有一些系统比如 HPUNIX、AIX5、SOLARIS等，i2Active主体服务不支持，同时 Oracle
没有采用 ASM 方式存储 redo log，可以采用 logreader进行分离部署。

以下是 Logreader分离部署时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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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 Oracle数据库源端而言，ASM 架构本身就是分离架构，可以直接分离部署，不

需要在源端安装任何插件。

2. 非Oracle ASM架构的，分离部署都需要额外配置，需要在源端数据库部署 logreader 代

理程序，且在源端数据库节点配置文件代理参数。

3. 分离部署，由于需要通过网络来访问日志信息，所以相比本地部署，会增加网络通讯
流量，且延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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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2Active软件须知

2.1 进程/服务介绍

i2Active整个体系主要有以下主要服务，它们分别工作在以下位置。

服务名 可能部署位置 用途

iaproxy 控制台 WEB后台服务

iawork Oracle、MySQL源端节点 规则控制

Logreader Oracle源端节点 抽取日志

iatrack Oracle、MySQL源端节点 日志数据捕获

iarelay Oracle中继节点 中继服务，用于一对多分发

iaback Oracle、MySQL备端节点 数据装载服务

iahelper 所有节点 状态监控服务

iamss SQL Sever机器节点 SQL Server数据库的远程抽取及装载服

务

2.2 通讯/监听端口

在采用默认端口的情况下，相关机器的防火墙必须确保开通以下端口的访问。

进程名 TCP监听默认端口 说明

httpd 58080（http）58086（https） 由浏览器远程访问

iaproxy 26803 由节点远程访问

iahelper 26806 由节点访问控制机

iarelay 26808 远程访问源节点

Logreader 26899 iatrack远程访问

iaback 26804 Oracle、MySQL备端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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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名 TCP监听默认端口 说明

iawork 26805 Oracle、MySQL源端端口

iatrack 26807 Oracle、MySQL源端端口

iarelay 26808 Oracle中继节点端口

iamask 26811

iaload 26812

iamsg 26814

iamss 26816 SQL Sever机器节点端口

1433,1434 SQL Sever源/备端数据库 TCP 网络

协议端口

2.3 网络/带宽限制

网络速度会影响全同步的效率以及增量同步的延迟性。如果异地灾备网络带宽不足，会导

致全同步时间很长。如果数据库事务繁忙，可能也会导致增量数据同步延迟。增量同步阶

段，同步软件会对增量事务进行分析过滤，并将有用的数据传送到目标端进行装载。通过

查看源端数据库的日志文件的切换频率，可以知道增量事务的大小。同步软件实际需要传

输的信息量约为增量日志的 1/5 左右。开启压缩后，需要传送的信息量可再次压缩。通过

此方法可以估算增量同步所需的最小带宽。

1. 分离部署环境下，需要把生产端的日志文件传到英方软件所在机器进行分析，带宽占
用和日志变化成正比，英方软件部署机器应尽量接近源端数据库以减少网络延迟，若
环境允许，强烈建议准备单独的网卡进行日志传输，以防止业务网络受影响。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13 -

3 i2Active 安装

i2Ctrlcenter控制台安装

安装源机节点

安装中继节点

安装分离节点

安装目标机节点

3.1 概述

本章节讲述了 i2Active 软件部署的安装过程。

3.2 i2Ctrlcenter控制台安装

3.2.1 软硬件环境要求

介绍 i2Ctrlcenter控制台的软硬件环境要求。建议部署各服务器具有等价的软硬件配置。

角色类型

作为 i2Active 的控制台服务器。

硬件环境要求

下表列出了安装 i2Ctrlcenter控制台服务器应具备的最低硬件要求。在实际业务中，硬件配

置的规划需考虑数据规模及所期望的数据库响应速度。

项目 配置说明

服务器架构 支持 X86和 ARM 架构。

硬盘 至少预留 50GB。

CPU 推荐 2核 4线程及其以上。（最佳配置：4核 4线程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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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配置说明

内存 推荐 4G内存及其以上。（最佳配置：4G或以上）

网络要求 百兆以上以太网。

软件环境要求

下表列出了部署 i2Ctrlcenter控制台对操作系统的要求。软件详细兼容信息请参考《Info2soft
兼容性列表》。

项目 配置说明

操作系统类型及版本 x86架构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08及其以上、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2
及其以上。

ARM架构支持的操作系统：

中标麒麟、银河麒麟、欧拉。

i2Ctrlcenter控制台

依赖包

Linux OS安装控制台所需的依赖包：

i2ctrl_deps_*.tar.gz

i2Ctrlcenter控制台

安装包

Windows OS对应的 i2Ctrlcenter控制台安装包：

info2soft- ctrlcenter-<i2-version>.<os-version>.exe
Linux OS对应的 i2Ctrlcenter控制台安装包：

info2soft- ctrlcenter-<i2-version>.rpm
.....

1. 所有模块的安装必须在 Linux root用户、Windows administrator用户或具有相关超级

权限的用户下进行。

2. i2Active版本的 i2Ctrlcenter控制台安装包不再支持Windows XP。

3.2.2 Windows OS下安装 i2Ctrlcenter控制台

英方控制台可以部署在物理主机或虚拟机上，在Windows OS下安装控制台，用户需要准

备适配的 OS以完成控制台的安装，具体的Windows OS版本详见《i2Ctrlcenter产品支持

列表》，下载适配的 i2Ctrlcenter安装包。安装步骤如下：

1. 双击安装程序 info2soft-ctrlcenter-<i2-version>.<os-version>.exe，根据安装向导完成

Ctrlcenter安装。

2. 检查是否安装成功：进入计算机管理→服务，确认 I2-Ctrlserver、I2-iaproxy、I2-Nginx、
I2-PHP和 I2-PostgreSQL服务是否已启动，默认为启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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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认当前 i2Ctrlcenter版本号信息是否与安装包名的版本保持一致：控制面板→程序→

程序和功能，可以查看当前软件的版本号。

1. 安装之前请先检查安装环境中是否已经存在 PostgreSQL服务、Nginx服务或 PHPCGI
服务。

Ctrlcenter控制台的安装过程中，安装包会自动解压并部署 Nginx、PHP、PostgreSQL组件，并安装自启动服

务，分别用于提供WEB管理界面以及保存系统参数和用户配置。

2. 强烈建议使用一台单独的主机来来部署，避免和其他服务冲突。

3.2.3 Linux OS下安装 i2Ctrlcenter控制台

英方控制台可以部署在物理主机或虚拟机上，在 Linux OS下安装控制台，需要安装对应

的依赖包，否则就会提示缺少依赖包导致安装失败，依赖包会随同安装包一同发布，用户

需要准备适配的 OS以完成控制台的安装，具体的 Linux OS版本详见《i2Ctrlcenter产品

支持列表》，下载适配的 i2Ctrlcenter安装包。安装步骤如下：

1. 先将依赖包压缩包传到服务器上，解压后执行./install.sh脚本。

#tar zxvf i2ctrl_deps_*.tar.gz

#cd i2ctrl_deps/

#./install.sh

2. 完成依赖包安装后，再将安装包传到服务器，执行控制台安装包的安装命令：

#rpm -ivh info2soft-ctrlcenter-<i2-version>.<os-version>.rpm

3. 提示成功安装完成后，检查是否安装成功，需要确认以下守护进程是否开启：

#ps -ef | grep iaproxy

#ps -ef | grep nginx

#ps -ef | grep pgsql

#ps -ef | grep php-fpm

4. 确认当前 i2Ctrlcenter版本号信息是否与安装包名的版本保持一致：

#rpm -qa | grep ctrlcenter

1. 强烈建议使用一台单独的主机来来部署，避免和其他服务冲突。

2. i2Ctrlcenter守护进程默认为自启动。如果 i2Ctrlcenter重启，或其他异常导致 i2Ctrlcenter
守护进程未正常启动，可通过以下命令手工启动：

#systemctl restart i2pgsql.service
#systemctl restart i2resty.service
#systemctl restart i2up.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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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装源机节点

3.3.1 软硬件环境要求

介绍源机部署的软硬件环境要求。建议部署各服务器具有等价的软硬件配置。

角色类型

源机节点。

硬件环境要求

下表列出了源机服务器应具备的最低硬件要求。在实际业务中，硬件配置的规划需考虑数

据规模及所期望的数据库响应速度。

项目 配置说明

服务器架构 支持 X86和 AIX。

硬盘 至少预留 50GB。

Oracle源机至少预留 100GB的空间用于缓存数据。

CPU 推荐 2核 4线程及其以上。（最佳配置：4核 4线程或以上）

内存 推荐 4G内存及其以上。已占用内存<80%（最佳配置：4G或以上）

网络要求 百兆以上以太网。

软件环境要求

下表列出了源机部署对操作系统的要求。软件详细兼容信息请参考《i2Active 兼容性列表》。

项目 配置说明

操作系统类型及版本 x86架构支持的操作系统：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x及其以上。

类 UNIX支持的操作系统：

AIX6.x及其以上。

Oracle版本 支持 Oracle 9版本及其以上。

MySQL版本 支持MySQL 5.x版本及其以上。

Oracle源机安装包 Windows OS对应的安装包：

i2active-node-<i2-version>.<oracle-version>.<os-version>.exe
Linux/类 UNIX OS对应的安装包：

i2active-node-<i2-version>.<os-version>.<oracle-version>.tar.g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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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配置说明

MySQL源机安装包 Linux OS对应的安装包：

i2stream-node-<i2-version>.<os-version>.mysql.tar.gz
.....

SQL Server源机安装

包

Windows OS对应的安装包：

sqlserver.zip

1. i2Active节点包在进行数据镜像和复制时需要占用一定的资源，占用资源的多少和用

户端的生产数据量密切相关。

2. Linux OS下的 Oracle源机若为采用的是 ASM管理，都强烈建议在 grid用户下进行；

若 Oracle源机采用的是非 ASM管理，都强烈建议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MySQL源机
的节点安装都强烈建议在 root用户下进行。

3.3.2 安装 Oracle源机节点

3.3.2.1 安装·本机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当源机为 Oracle数据库时，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安装的具体步骤如下：

1. Oracle源机若采用的是 ASM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 用户，以下是以 ASM 磁盘

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Oracle源机若采用非 ASM磁盘管理的，请进入到 oracle用户。

# su - grid

2. 上传英方 Oracle节点软件包至源机的任意路径下。

安装包的上传路径没有强制要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此英方软件安装包命名格式如下：i2active-node-<i2-version>.<os-version>.<oracle-version>.tar.gz

3. 解压此文件：

$ tar -zxvf i2active-node-<i2-version>.<os-version>.<oracle-version>.tar.gz

4. 确认当前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版本号信息是否与安装包名的版本保持一致：

若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安装包的上传路径为/home/grid，则解压后，在同级目录下会自动生成
/home/grid/i2active的文件夹。此时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为：/home/grid/i2active/。

执行以下命令即可查看版本：/home/grid/i2active/bin/iadebug work -v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安装路径。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debug work -v

5. 完成英方 Oracle节点软件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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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源机是采用 ASM磁盘管理的话，Oracle节点安装包解压都
是在 grid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的 Oracle节点安装包的解压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3.3.2.2 安装·中继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Oracle源机节点的中继部署和本机部署的Oracle源机节点一致，详见安装·本地部署·Oracle
源机节点。

1. 当部署架构采用中继部署时，Oracle 源机以中继部署方式的源机安装后，还需要额外

准备一台服务器作为中继节点，为固定搭配使用，此中继节点的软件安装的具体步骤，

详见安装 Oracle·中继节点。

3.3.2.3 安装·分离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若源机 Oracle采用的是 ASM磁盘管理，则无需安装任何软件。

若源机采用的是非 ASM 磁盘管理，则安装步骤和本机部署的 Oracle源机节点一致，详见

安装·本地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1. 当部署架构采用分离部署时，Oracle 源机以分离部署方式的源机安装后，还需要额外

准备一台服务器作为分离节点，为固定搭配使用，此分离节点的软件安装的具体步骤，
详见安装 Oracle·分离节点。

3.3.3 安装MySQL源机节点

3.3.3.1 安装·本机部署·MySQL源机节点

当源机为MySQL数据库时，英方MySQL源机节点软件安装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确保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2. 上传英方MySQL节点软件包至源机的任意路径下。

安装包的上传路径没有强制要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此英方软件安装包命名格式如下：i2stream-node-<i2-version>.<os-version>.mysql.tar.gz

3. 解压此文件：

# tar -zxvf i2stream-node-<i2-version>.<os-version>.mysql.tar.gz

4. 安装MySQL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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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英方MySQL源机节点安装包的上传路径为/root/，则解压后，在同级目录下会自动生成MySQL
节点解压后的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root/i2stream-node-<i2-version>.<os-version>.mysql.tar.gz/。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

# ./install.sh

5. 安装完成后，会自动在操作系统下的/路径下生成/i2run/的目录，此目录包含了需要用

户手动执行的程序。

6. 其他程序部分被安装在/opt/i2soft，这个目录下会存复制日志和 TF文件，需要较大的

磁盘空间。可以先做个软连接，以保证磁盘空间足够。以/data/i2soft为例。在运行上

面 install.sh之前可做如下连接：

# mkdir -p /data/i2soft

# ln –s /data/i2soft /opt/i2soft/i2soft

7. 完成英方MySQL节点软件的安装。

1. 没有特殊说明，安装包的解压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3.3.3.2 安装·中继部署·MySQL源机节点

暂不支持MySQL中继节点部署的安装/卸载/升级。

3.3.3.3 安装·分离部署·MySQL源机节点

若源机MySQL采用分离部署的模式，则无需安装/卸载/升级任何软件。

3.3.4 安装 SQL Server源机节点

3.3.4.1 安装·本机部署·SQL Server源机节点

当源机为 SQL Server数据库时，英方 SQL Server源机节点软件安装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具有 administrator权限的用户。

2. 上传英方 SQL Server节点软件包至源机的任意路径下。

安装包的上传路径没有强制要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此英方软件安装包命名格式如下：sqlserver.zip

3. 运用解压工具，解压此文件，解压后得到 I2和 exe 两个文件夹。

4. 完成英方 SQL Server节点软件的安装。

1. 没有特殊说明，安装包的解压都是在具有 administrator权限的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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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 安装·中继部署·SQL Server源机节点

SQL Server无需中继节点，支持源库一对多备库的功能。用户只需要考虑 SQL Server源库

是作为本机部署架构还是分离部署结构即可。按照对应 SQL Server部署架构章节进行部

署。

3.3.4.3 安装·分离部署·SQL Server源机节点

若源机 SQL Server采用分离部署的模式，则无需安装/卸载/升级任何软件。

3.4 安装中继节点

3.4.1 软硬件环境要求

介绍中继节点的软硬件环境要求。建议部署各服务器具有等价的软硬件配置。

角色类型

中继节点。

硬件环境要求

下表列出了中继节点服务器应具备的最低硬件要求。在实际业务中，硬件配置的规划需考

虑数据规模及所期望的数据库响应速度。

项目 配置说明

服务器架构 支持 X86。

硬盘 至少预留 50GB。（根据实际源机数据库量的大小进行配置）

Oracle的中继节点至少预留 100GB的空间用于缓存数据。

CPU 推荐 2核 4线程及其以上。（最佳配置：4核 4线程或以上）

内存 推荐 4G内存及其以上。已占用内存<80%（最佳配置：4G或以上）

网络要求 百兆以上以太网。

软件环境要求

下表列出了中继节点部署对操作系统的要求。软件详细兼容信息请参考《i2Active兼容性

列表》。

项目 配置说明

操作系统类型及版本 x86架构支持的操作系统：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x及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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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配置说明

Oracle·中继节点软件

包

与 Oracle源机的安装包保持一致：

<oracle-version>取决于 Oracle源机的 Oracle数据库版本。

<os-version>取决于当前 Kafka节点所在的操作系统版本。

Windows OS对应的安装包：

i2active-node-<i2-version>.<oracle-version>.<os-version>.exe
Linux OS对应的安装包：

i2active-node-<i2-version>.<os-version>.<oracle-version>.tar.gz
.....

MySQL·中继节点软件

包

与MySQL源机的安装包保持一致：

<mysql-version>取决于MySQL源机的 Oracle数据库版本。

<os-version>取决于当前 Kafka节点所在的操作系统版本。

Linux OS对应的安装包：

i2stream-node-<i2-version>.<os-version>.mysql.tar.gz
.....

1. i2Active节点包在进行数据镜像和复制时需要占用一定的资源，占用资源的多少和用
户端的生产数据量密切相关。

2. Linux OS下的中继节点的安装都强烈建议在 root用户下进行。

3.4.2 安装 Oracle·中继节点

当部署架构采用中继部署时，Oracle源机以中继部署方式的源机安装后，还需要额外准备

一台服务器作为中继节点，此中继节点的软件安装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确保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2. 上传英方 Oracle·中继节点软件包至源机的任意路径下。

安装包的上传路径没有强制要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此英方软件安装包命名格式如下：i2active-node-<i2-version>.<os-version>.<oracle-version>.tar.gz

3. 解压此文件：

# tar -zxvf i2active-node-<i2-version>.<os-version>.<oracle-version>.tar.gz

4. 确认当前 Oracle·中继节点软件版本号信息是否与安装包名的版本保持一致：

若英方 Oracle·中继节点安装包的上传路径为/root/，则解压后，在同级目录下会自动生成/root/i2active
的文件夹。此时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为：/root/i2active/。

执行以下命令即可查看版本：/root/i2active/bin/iadebug work -v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英方 Oracle·中继节点安装路径。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debug work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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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英方 Oracle·中继节点软件的安装。

1. 当部署架构采用中继部署时，Oracle源机也需要安装英方软件节点，为固定搭配使用，

中继部署的 Oracle源机安装的具体步骤，详见安装·中继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3.4.3 安装MySQL·中继节点

暂不支持MySQL中继节点部署的安装/卸载/升级。

3.4.4 安装 SQL Server·中继节点

SQL Server无需中继节点，支持源库一对多备库的功能。用户只需要考虑 SQL Server源库

是作为本机部署架构还是分离部署结构即可。按照对应 SQL Server部署架构章节进行部

署。

3.5 安装分离节点

3.5.1 软硬件环境要求

介绍分离节点的软硬件环境要求。建议部署各服务器具有等价的软硬件配置。

角色类型

分离节点。

硬件环境要求

下表列出了中继节点服务器应具备的最低硬件要求。在实际业务中，硬件配置的规划需考

虑数据规模及所期望的数据库响应速度。

项目 配置说明

服务器架构 支持 X86。

硬盘 至少预留 50GB。（根据实际源机数据库量的大小进行配置）

Oracle数据库的分离节点至少预留 100GB的空间用于缓存数据。

CPU 推荐 2核 4线程及其以上。（最佳配置：4核 4线程或以上）

内存 推荐 4G内存及其以上。已占用内存<80%（最佳配置：4G或以上）

网络要求 百兆以上以太网。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23 -

软件环境要求

下表列出了分离节点部署对操作系统的要求。软件详细兼容信息请参考《i2Active兼容性

列表》。

项目 配置说明

操作系统类型及版本 x86架构支持的操作系统：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x及其以上。

Oracle·分离节点软件

包

与 Oracle源机的安装包保持一致：

<oracle-version>取决于 Oracle源机的 Oracle数据库版本。

<os-version>取决于当前 Kafka节点所在的操作系统版本。

Windows OS对应的安装包：

i2active-node-<i2-version>.<oracle-version>.<os-version>.exe
Linux OS对应的安装包：

i2active-node-<i2-version>.<os-version>.<oracle-version>.tar.gz
.....

MySQL·分离节点软件

包

Linux OS对应的安装包：

i2stream-node-<i2-version>.<os-version>.mysql.tar.gz
.....

1. i2Active节点包在进行数据镜像和复制时需要占用一定的资源，占用资源的多少和用

户端的生产数据量密切相关。

2. Linux OS下的中继节点的安装都强烈建议在 root用户下进行。

3.5.2 安装 Oracle·分离节点

当部署架构采用分离部署时，Oracle源机以分离部署方式的源机安装后，还需要额外准备

一台服务器作为分离节点，此分离节点的软件安装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2. 上传英方 Oracle·分离节点软件包至源机的任意路径下。

安装包的上传路径没有强制要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此英方软件安装包命名格式如下：i2active-node-<i2-version>.<os-version>.<oracle-version>.tar.gz

3. 解压此文件：

# tar -zxvf i2active-node-<i2-version>.<os-version>.<oracle-version>.tar.gz

4. 确认当前 Oracle·分离节点软件版本号信息是否与安装包名的版本保持一致：

若英方 Oracle·分离节点安装包的上传路径为/root/，则解压后，在同级目录下会自动生成/root/i2active
的文件夹。此时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为：/root/i2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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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以下命令即可查看版本：/root/i2active/bin/iadebug work -v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英方 Oracle·分离节点安装路径。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debug work -v

5. 完成英方 Oracle·分离节点软件的安装。

1. 当部署架构采用分离部署时，Oracle源机也需要安装英方软件节点，为固定搭配使用，

分离部署的 Oracle源机安装的具体步骤，详见安装·分离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3.5.3 安装MySQL·分离节点

当部署架构采用分离部署时，MySQL源机以分离部署方式的源机安装后，还需要额外准

备一台服务器作为分离节点，此分离节点的软件安装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2. 上传英方MySQL节点软件包至源机的任意路径下。

安装包的上传路径没有强制要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此英方软件安装包命名格式如下：i2stream-node-<i2-version>.<os-version>.mysql.tar.gz

3. 解压此文件：

# tar -zxvf i2stream-node-<i2-version>.<os-version>.mysql.tar.gz

4. 安装MySQL节点：

若英方MySQL源机节点安装包的上传路径为/root/，则解压后，在同级目录下会自动生成MySQL
节点解压后的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root/i2stream-node-<i2-version>.<os-version>.mysql.tar.gz/。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

# ./install.sh

5. 安装完成后，会自动在操作系统下的/路径下生成/i2run/的目录，此目录包含了需要用

户手动执行的程序。

6. 其他程序部分被安装在/opt/i2soft，这个目录下会存复制日志和 TF文件，需要较大的

磁盘空间。可以先做个软连接，以保证磁盘空间足够。以/data/i2soft为例。在运行上

面 install.sh之前可做如下连接：

# mkdir -p /data/i2soft

# ln –s /data/i2soft /opt/i2soft/i2soft

7. 完成英方MySQL节点软件的安装。

1. 没有特殊说明，安装包的解压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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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安装 SQL Server·分离节点

当部署架构采用分离部署时，SQL Server源机以分离部署方式的源机安装后，需要额外准

备一台Windows服务器作为分离节点，此分离节点的软件安装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具有 administrator权限的用户。

2. 上传英方 SQL Server节点软件包至源机的任意路径下。

安装包的上传路径没有强制要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此英方软件安装包命名格式如下：sqlserver.zip

3. 运用解压工具，解压此文件，解压后得到 I2和 exe 两个文件夹。

4. 完成英方 SQL Server节点软件的安装。

1. 没有特殊说明，安装包的解压都是在具有 administrator权限的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3.6 安装目标机节点

3.6.1 安装·Oracle·目标机节点

当目标机为 Oracle数据库时，英方 Oracle目标机节点软件安装的具体步骤如下：

1. Oracle目标机若采用的是 ASM 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用户，以下是以 ASM磁

盘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Oracle目标机若采用非 ASM磁盘管理的，请进入到 oracle用户。

# su - grid

2. 上传英方 Oracle节点软件包至目标机的任意路径下。

安装包的上传路径没有强制要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此英方软件安装包命名格式如下：i2active-node-<i2-version>.<os-version>.<oracle-version>.tar.gz

3. 解压此文件：

$ tar -zxvf i2active-node-<i2-version>.<os-version>.<oracle-version>.tar.gz

4. 确认当前 Oracle目标机节点软件版本号信息是否与安装包名的版本保持一致：

若英方 Oracle目标机节点安装包的上传路径为/home/grid，则解压后，在同级目录下会自动生成
/home/grid/i2active的文件夹。此时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为：/home/grid/i2active/。

执行以下命令即可查看版本：/home/grid/i2active/bin/iadebug work -v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英方 Oracle目标机节点安装路径。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debug work -v

5. 完成英方 Oracle节点软件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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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没有特殊说明，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目标机是采用 ASM磁盘管理的话，Oracle
节点安装包解压都是在 grid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的 Oracle节点安
装包的解压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3.6.2 安装·MySQL·目标机节点

当目标机为MySQL数据库时，英方MySQL目标机节点软件安装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确保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2. 上传英方MySQL节点软件包至目标机的任意路径下。

安装包的上传路径没有强制要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此英方软件安装包命名格式如下：i2stream-node-<i2-version>.<os-version>.mysql.tar.gz

3. 解压此文件：

# tar -zxvf i2stream-node-<i2-version>.<os-version>.mysql.tar.gz

4. 安装MySQL节点：

若英方MySQL目标机节点安装包的上传路径为/root/，则解压后，在同级目录下会自动生成MySQL
节点解压后的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root/i2stream-node-<i2-version>.<os-version>.mysql.tar.gz/。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

# ./install.sh

5. 安装完成后，会自动在操作系统下的/路径下生成/i2run/的目录，此目录包含了需要用

户手动执行的程序。

6. 其他程序部分被安装在/opt/i2soft，这个目录下会存复制日志和 TF文件，需要较大的

磁盘空间。可以先做个软连接，以保证磁盘空间足够。以/data/i2soft为例。在运行上

面 install.sh之前可做如下连接：

# mkdir -p /data/i2soft

# ln –s /data/i2soft /opt/i2soft/i2soft

7. 完成英方MySQL节点软件的安装。

1. 没有特殊说明，安装包的解压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3.6.3 安装·SQL Server·目标机节点

SQL Server作为目标机时，则无需部署任何软件。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27 -

4 i2Active 卸载

卸载 i2Ctrlcenter控制台

卸载源机节点

卸载中继节点

卸载分离节点

卸载目标机节点

4.1 概述

本章节讲述了 i2Active 软件部署的卸载过程。

4.2 卸载 i2Ctrlcenter控制台

4.2.1 Windows OS下卸载 i2Ctrlcenter控制台

1. 在Windows平台，通过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找到 i2Ctrlcenter软件，双击之后

完成卸载。

卸载 i2Ctrlcenter后，在原安装路径下会保留 Nginx配置文件及 PostgreSQL数据库文件，用于重装
i2Ctrlcenter软件后的快速恢复。如无需保留，请手动进行删除。

4.2.2 Linux OS下卸载 i2Ctrlcenter控制台

1. 通过 rpm命令进行卸载，执行 i2Ctrlcenter控制台的卸载命令：

# rpm -e info2soft-ctrlcenter

卸载 i2Ctrlcenter后，在原安装路径下会保留 Nginx配置文件及 PostgreSQL数据库文件，用于重装
i2ctrlcenter软件后的快速恢复。如无需保留，请手动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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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卸载源机节点

4.3.1 卸载 Oracle源机节点

4.3.1.1 卸载·本机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1. 查询在 Oracle源机节点上是否启动了启动了 iahelper、iawork、iatrack服务。

# ps -ef | grep iahelper

# ps -ef | grep iawork

# ps -ef | grep iatrack

2. 若有查询到服务正在启动，则需要先停止服务：

# killall iahelper

# killall iawork

# killall iatrack

3. 通过如下命令找到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 find / -name i2active

4. 通过如下命令进行卸载：

# rm -rf <NODE_INSTALLATION_PATH>

卸载本机部署的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后，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的 i2文件夹将会保留，用于重
装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后的快速恢复。如无需保留，请手动进行删除。

4.3.1.2 卸载·中继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1. 查询在 Oracle源机节点上是否启动了启动了 iahelper、iawork、iatrack服务。

# ps -ef | grep iahelper

# ps -ef | grep iawork

# ps -ef | grep iatrack

2. 若有查询到服务正在启动，则需要先停止服务：

# killall iahelper

# ps -ef | grep iawork

# ps -ef | grep iatrack

3. 通过如下命令找到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 find / -name i2active

4. 通过如下命令进行卸载：

# rm -rf <NODE_INSTALLATION_PATH>

卸载中继部署的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后，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的 i2文件夹将会保留，用于重
装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后的快速恢复。如无需保留，请手动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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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部署架构采用中继部署时，以中继部署方式的 Oracle源机节点卸载后，固定搭配使
用的额外一台中继节点服务器也需要卸载，Oracle·中继节点的卸载具体步骤，详见

卸载 Oracle·中继节点。

4.3.1.3 卸载·分离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若源机采用的是非 ASM磁盘管理，卸载步骤如下：

1. 查询在 Oracle源机节点上是否启动了启动了 logreader服务。

# ps -ef | grep logreader

2. 若有查询到服务正在启动，则需要先停止服务：

# killall logreader

3. 通过如下命令找到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 find / -name i2active

4. 通过如下命令进行卸载：

# rm -rf <NODE_INSTALLATION_PATH>

卸载分离部署的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后，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的 i2文件夹将会保留，用于重
装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后的快速恢复。如无需保留，请手动进行删除。

1. 当部署架构采用分离部署时，以分离部署方式的 Oracle源机节点卸载后，固定搭配使
用的额外一台分离节点服务器也需要卸载，Oracle·分离节点的卸载具体步骤，详见

卸载 Oracle·分离节点。

4.3.2 卸载MySQL源机节点

4.3.2.1 卸载·本机部署·MySQL源机节点

1. 查询在MySQL源机节点上是否启动了启动了 iahelper、iawork、iatrack服务。

# ps -ef | grep iahelper

# ps -ef | grep iawork

# ps -ef | grep iatrack

2. 若有查询到服务正在启动，则需要先停止服务：

# killall iahelper

# killall iawork

# killall iatrack

3. 通过如下命令找到消息处理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 find / -name info2soft-i2stream-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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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如下命令进行卸载节点包：

# rm -rf <NODE_INSTALLATION_PATH>

# rm -rf /i2run/

卸载本机部署的MySQL源机节点软件后，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的 i2文件夹将会保留，用于
重装MySQL源机节点软件后的快速恢复。如无需保留，请手动进行删除。

1. 英方对MySQL的复制时需要开启了 binlog的，若卸载后，需要关闭，请修改 my.cnf
参数来进行关闭，重启MySQL数据库服务即可。

4.3.2.2 卸载·中继部署·MySQL源机节点

暂不支持MySQL中继节点部署的安装/卸载/升级。

4.3.2.3 卸载·分离部署·MySQL源机节点

若源机MySQL采用分离部署的模式，则无需安装/卸载/升级任何软件。

4.3.3 卸载 SQL Server源机节点

4.3.3.1 卸载·本机部署·SQL Server源机节点

1.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Windows自带的“命令提示符”。

2. 查询在 SQL Server源机节点上是否启动了启动了 I2-Helper、I2-Msstrack服务。

＞ sc query I2-Helper

＞ sc query I2-Msstrack

3. 若有查询到服务正在启动，则需要先停止服务：

＞ sc stop I2-Helper

＞ sc stop I2-Msstrack

4. 通过如下命令删除相应服务：

＞ sc delete I2-Helper

＞ sc delete I2-Msstrack

5. 通过搜索，找到 I2、exe、cache文件夹所在目录的位置，并执行手动删除。

4.3.3.2 卸载·中继部署·SQL Server源机节点

SQL Server无需中继节点，支持源库一对多备库的功能。用户只需要考虑 SQL Server源库

是作为本机部署架构还是分离部署结构即可。按照对应 SQL Server部署架构章节进行部

署。

4.3.3.3 卸载·分离部署·SQL Server源机节点

若源机 SQL Server采用分离部署的模式，则无需安装/卸载/升级任何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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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卸载中继节点

4.4.1 卸载 Oracle·中继节点

1. 查询在 Oracle·中继节点上是否启动了启动了 iahelper、iarelay服务。

# ps -ef | grep iahelper

# ps -ef | grep iarelay

2. 若有查询到服务正在启动，则需要先停止服务：

# killall iahelper

# killall iarelay

3. 通过如下命令找到 Oracle·中继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 find / -name i2active

4. 通过如下命令进行卸载：

# rm -rf <NODE_INSTALLATION_PATH>

卸载 Oracle·中继节点软件后，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的 i2文件夹将会保留，用于重装 Oracle·中
继节点软件后的快速恢复。如无需保留，请手动进行删除。

1. 当部署架构采用中继部署时，Oracle·中继节点卸载后，固定搭配使用的中继部
署·Oracle源机安装的节点软件也需要卸载，中继部署·Oracle 源机的卸载具体步骤，

详见卸载·中继部署·Oracle源机。

4.4.2 卸载MySQL·中继节点

暂不支持MySQL中继节点部署的安装/卸载/升级。

4.4.3 卸载 SQL Server·中继节点

SQL Server无需中继节点，支持源库一对多备库的功能。用户只需要考虑 SQL Server源库

是作为本机部署架构还是分离部署结构即可。按照对应 SQL Server部署架构章节进行部

署。

4.5 卸载分离节点

4.5.1 卸载 Oracle·分离节点

1. 查询在 Oracle·分离节点上是否启动了启动了 iahelper、iawork、iatrack服务。

# ps -ef | grep iahelper

# ps -ef | grep iawork

# ps -ef | grep ia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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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有查询到服务正在启动，则需要先停止服务：

# killall iahelper

# ps -ef | grep iawork

# ps -ef | grep iatrack

3. 通过如下命令找到分离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 find / -name i2active

4. 通过如下命令进行卸载：

# rm -rf <NODE_INSTALLATION_PATH>

卸载 Oracle·分离节点软件后，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的 i2文件夹将会保留，用于重装 Oracle·分
离节点软件后的快速恢复。如无需保留，请手动进行删除。

1. 当部署架构采用分离部署时，Oracle·分离节点卸载后，固定搭配使用的分离部
署·Oracle源机安装的节点软件也需要卸载，分离部署·Oracle 源机的卸载具体步骤，

详见卸载·分离部署·Oracle源机。

4.5.2 卸载MySQL·分离节点

1. 查询在 Oracle·分离节点上是否启动了启动了 iahelper、iawork、iatrack服务。

# ps -ef | grep iahelper

# ps -ef | grep iawork

# ps -ef | grep iatrack

2. 若有查询到服务正在启动，则需要先停止服务：

# killall iahelper

# ps -ef | grep iawork

# ps -ef | grep iatrack

3. 通过如下命令找到消息处理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 find / -name info2soft-i2stream-mysql-*

4. 通过如下命令进行卸载节点包：

# rm -rf <NODE_INSTALLATION_PATH>

# rm -rf /i2run/

卸载本机部署的MySQL源机节点软件后，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的 i2文件夹将会保留，用于

重装MySQL源机节点软件后的快速恢复。如无需保留，请手动进行删除。

4.5.3 卸载·SQL Server·分离节点

1.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Windows自带的“命令提示符”。

2. 查询在 SQL Server源机节点上是否启动了启动了 I2-Helper、I2-Msstrack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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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query I2-Helper

＞ sc query I2-Msstrack

3. 若有查询到服务正在启动，则需要先停止服务：

＞ sc stop I2-Helper

＞ sc stop I2-Msstrack

4. 通过如下命令删除相应服务：

＞ sc delete I2-Helper

＞ sc delete I2-Msstrack

5. 通过搜索，找到 I2、exe、cache文件夹所在目录的位置，并执行手动删除。

4.6 卸载目标机节点

4.6.1 卸载·Oracle·目标机节点

1. 查询在 Oracle目标机节点上是否启动了启动了 iahelper、iaback服务。

# ps -ef | grep iahelper

# ps -ef | grep iaback

2. 若有查询到服务正在启动，则需要先停止服务：

# killall iahelper

# killall iaback

3. 通过如下命令找到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 find / -name i2active

4. 通过如下命令进行卸载：

# rm -rf <NODE_INSTALLATION_PATH>

卸载的 Oracle目标机节点软件后，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的 i2文件夹将会保留，用于重装 Oracle
目标机节点软件后的快速恢复。如无需保留，请手动进行删除。

4.6.2 卸载·MySQL·目标机节点

1. 查询在MySQL目标机节点上是否启动了启动了 iahelper、iaback服务。

# ps -ef | grep iahelper

# ps -ef | grep iaback

2. 若有查询到服务正在启动，则需要先停止服务：

# killall iahelper

# killall iaback

3. 通过如下命令找到消息处理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 find / -name info2soft-i2stream-mysql-*

4. 通过如下命令进行卸载节点包：

# rm -rf <NODE_INSTALLATION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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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 -rf /i2run/

卸载本机部署的MySQL目标机节点软件后，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的 i2文件夹将会保留，用
于重装MySQL目标机节点软件后的快速恢复。如无需保留，请手动进行删除。

1. 英方对MySQL的复制时需要开启了 binlog的，若卸载后，需要关闭，请修改 my.cnf
参数来进行关闭，重启MySQL数据库服务即可。

4.6.3 卸载 SQL Server·目标机节点

SQL Server作为目标机时，则无需部署任何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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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2Active 升级

升级 i2Ctrlcenter控制台

升级源机节点

升级中继节点

升级分离节点

升级目标机节点

5.1 概述

本章节讲述了 i2Active 软件部署的升级过程。

5.2 升级 i2Ctrlcenter控制台

此章节仅描述 7.x版本之间的 i2Ctrlcenter控制台的升级。

跨版本升级（6.x到 7.x），详见《企业版 6.1到 7.1升级指导手册》。

5.2.1 Windows OS下升级 i2Ctrlcenter控制台

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1. 登录到已装有控制台的Windows OS。

2. 卸载 i2CtrlCenter控制台，详见Windows OS下卸载 i2Ctrlcenter控制台。

3. 获取新版本的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 i2Ctrlcenter控制台安装包。

4. 安装 i2CtrlCenter控制台，详见Windows OS下安装 i2Ctrlcenter控制台。

安装时的路径选择需要和旧版本的安装路径保持一致。

5.2.2 Linux OS下升级 i2Ctrlcenter控制台

第一种方式具体步骤如下：

1. 登录到已装有节点的 Linux OS。

2. 卸载 i2CtrlCenter控制台，详见 Linux OS下卸载 i2Ctrlcenter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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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获取新版本的 i2CtrlCenter控制台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 i2Ctrlcenter控制

台安装包。

4. 安装 i2CtrlCenter控制台，详见 Linux OS下安装 i2Ctrlcenter控制台。

第二种方式具体步骤如下：

1. 将新版本的 i2Ctrlcenter控制台安装包上传到服务器，执行节点安装包的安装命令：

#rpm -Uvh info2soft-ctrlcenter-<i2-version>.<os-version>.rpm

2. 提示成功安装完成后，检查是否安装成功，需要确认以下守护服务是否开启：

#ps -ef | grep iaproxy

#ps -ef | grep nginx

#ps -ef | grep pgsql

#ps -ef | grep php-fpm

3. 确认当前 i2Ctrlcenter版本号信息是否与安装包名的版本保持一致：

#rpm -qa | grep ctrlcenter

5.3 升级源机节点

5.3.1 升级 Oracle源机节点

5.3.1.1 升级·本机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1. 登录到已装有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的操作系统。

2. 卸载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详见卸载·本机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3. 获取新版本的 Oracle源机节点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 Oracle 源机节点安装

包。

4. 安装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详见安装·本机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5. 解压完成安装新节点后，需要手动重新启动相关进程。

Oracle 11g版本及其之前的启动服务，详见 Oracle 11g源机·启动服务。

Oracle 12c版本及其之后的启动服务，详见 Oracle 12c源机·启动服务。

1. 卸载再安装后，请尽量保持和源路径保持一致。因为原软件卸载后，会保留 i2文件夹
等相关配置信息。否则，用户需要重新配置相关信息。

5.3.1.2 升级·中继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1. 登录到已装有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的操作系统。

2. 卸载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详见卸载·中继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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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获取新版本的 Oracle源机节点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 Oracle 源机节点安装

包。

4. 安装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详见安装·中继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5. 解压完成安装新节点后，需要手动重新启动相关进程。

Oracle 11g版本及其之前的启动服务，详见 Oracle 11g源机·启动服务。

Oracle 12c版本及其之后的启动服务，详见 Oracle 12c源机·启动服务。

1. 卸载再安装后，请尽量保持和源路径保持一致。因为原软件卸载后，会保留 i2文件夹

等相关配置信息。否则，用户需要重新配置相关信息。

5.3.1.3 升级·分离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1. 登录到已装有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的操作系统。

2. 卸载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详见卸载·分离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3. 获取新版本的 Oracle源机节点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 Oracle 源机节点安装

包。

4. 安装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详见安装·分离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5. 解压完成安装新节点后，需要手动重新启动相关进程。

Oracle 11g版本及其之前的启动服务，详见 Oracle 11g源机·启动服务。

Oracle 12c版本及其之后的启动服务，详见 Oracle 12c源机·启动服务。

1. 卸载再安装后，请尽量保持和源路径保持一致。因为原软件卸载后，会保留 i2文件夹

等相关配置信息。否则，用户需要重新配置相关信息。

5.3.2 升级MySQL源机节点

5.3.2.1 升级·本机部署·MySQL源机节点

1. 登录到已装有MySQL源机节点软件的操作系统。

2. 卸载MySQL源机节点软件，详见卸载·本机部署·MySQL源机节点。

3. 获取新版本的MySQL源机节点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 Oracle源机节点安

装包。

4. 安装MySQL源机节点软件，详见安装·本机部署·MySQL源机节点。

5. 解压完成安装新节点后，需要手动重新启动相关进程。

MySQL的启动服务，详见本机部署·MySQL源机·启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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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卸载再安装后，请尽量保持和源路径保持一致。因为原软件卸载后，会保留 i2文件夹

等相关配置信息。否则，用户需要重新配置相关信息。

2. 对于当前有同步规则在运行的情况下，升级时需要考虑升级后是否需要重新做全同步
的问题。如果新版软件如果数据格式与旧的软件不兼容，那就需要重新做全同步。

5.3.2.2 升级·中继部署·MySQL源机节点

MySQL源机节点暂且不支持中继部署。

5.3.2.3 升级·分离部署·MySQL源机节点

若源机MySQL采用分离部署的模式，则无需安装/卸载/升级任何软件。

5.3.3 升级 SQL Server源机节点

5.3.3.1 升级·本机部署·SQL Server源机节点

1. 登录到已装有 SQL Server源机节点软件的操作系统。

2. 卸载 SQL Server源机节点软件，详见卸载·本机部署·SQL Server源机节点。

3. 获取新版本的 SQL Server源机节点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 SQL Server源
机节点安装包。

4. 安装 SQL Server源机节点软件，详见安装·本机部署·SQL Server源机节点。

5. 解压完成安装新节点后，需要手动重新启动相关进程。

1. 卸载再安装后，请尽量保持和源路径保持一致。因为原软件卸载后，会保留相关配置
信息。否则，用户需要重新配置相关信息。

2. 对于当前有同步规则在运行的情况下，升级时需要考虑升级后是否需要重新做全同步

的问题。如果新版软件如果数据格式与旧的软件不兼容，那就需要重新做全同步。

5.3.3.2 升级·中继部署·SQL Server源机节点

SQL Server无需中继节点，支持源库一对多备库的功能。用户只需要考虑 SQL Server源库

是作为本机部署架构还是分离部署结构即可。按照对应 SQL Server部署架构章节进行部

署。

5.3.3.3 升级·分离部署·SQL Server源机节点

若源机 SQL Server采用分离部署的模式，则无需安装/卸载/升级任何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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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升级中继节点

5.4.1 升级 Oracle·中继节点

1. 登录到已装有 Oracle·中继节点软件的操作系统。

2. 卸载 Oracle·中继节点软件，详见卸载·Oracle·中继节点。

3. 获取新版本的 Oracle·中继节点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 Oracle·中继节点

安装包。

4. 安装 Oracle·中继节点软件，详见安装·Oracle·中继节点。

5. 解压完成安装新节点后，需要手动重新启动相关进程。详见中继节点配置·Oracle·启

动服务。

1. 卸载再安装后，请尽量保持和源路径保持一致。因为原软件卸载后，会保留 i2文件夹
等相关配置信息。否则，用户需要重新配置相关信息。

5.4.2 升级MySQL·中继节点

暂不支持MySQL中继节点部署的安装/卸载/升级。

5.4.3 升级·SQL Server·中继节点

SQL Server无需中继节点，支持源库一对多备库的功能。用户只需要考虑 SQL Server源库

是作为本机部署架构还是分离部署结构即可。按照对应 SQL Server部署架构章节进行部

署。

5.5 升级分离节点

5.5.1 升级 Oracle·分离节点

1. 登录到已装有 Oracle·分离节点软件的操作系统。

2. 卸载 Oracle·分离节点软件，详见卸载·Oracle·分离节点。

3. 获取新版本的 Oracle·分离节点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 Oracle·分离节点

安装包。

4. 安装 Kafka 节点软件，详见安装·Oracle·分离节点。

5. 解压完成安装新节点后，需要手动重新启动相关进程。详见分离节点配置·Oracle·启

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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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卸载再安装后，请尽量保持和源路径保持一致。因为原软件卸载后，会保留 i2文件夹
等相关配置信息。否则，用户需要重新配置相关信息。

5.5.2 升级MySQL·分离节点

1. 登录到已装有MySQL·分离节点软件的操作系统。

2. 卸载MySQL·分离节点软件，详见卸载·MySQL·分离节点。

3. 获取新版本的MySQL·分离节点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MySQL·分离节

点安装包。

4. 安装 Kafka 节点软件，详见安装·MySQL·分离节点。

5. 解压完成安装新节点后，需要手动重新启动相关进程。详见分离节点配置·MySQL·启

动服务。

1. 卸载再安装后，请尽量保持和源路径保持一致。因为原软件卸载后，会保留 i2文件夹
等相关配置信息。否则，用户需要重新配置相关信息。

5.5.3 升级·SQL Server·分离节点

1. 登录到已装有 SQL Server源机节点软件的操作系统。

2. 卸载 SQL Server源机节点软件，详见卸载·SQL Server·分离节点。

3. 获取新版本的 SQL Server源机节点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 SQL Server源
机节点安装包。

4. 安装 SQL Server源机节点软件，详见安装 SQL Server·分离节点。

5. 解压完成安装新节点后，需要手动重新启动相关进程。

1. 卸载再安装后，请尽量保持和源路径保持一致。因为原软件卸载后，会保留相关配置
信息。否则，用户需要重新配置相关信息。

2. 对于当前有同步规则在运行的情况下，升级时需要考虑升级后是否需要重新做全同步
的问题。如果新版软件如果数据格式与旧的软件不兼容，那就需要重新做全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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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升级目标机节点

5.6.1 升级·Oracle·目标机节点

1. 登录到已装有 Oracle目标机节点软件的操作系统。

2. 卸载 Oracle目标机节点软件，详见卸载·Oracle目标机节点。

3. 获取新版本的 Oracle目标机节点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 Oracle目标机节点

安装包。

4. 安装 Oracle目标机节点软件，详见安装·Oracle目标机节点。

5. 解压完成安装新节点后，需要手动重新启动相关进程。

Oracle 11g版本及其之前的启动服务，详见目标端节点·Oracle 11g·启动服务。

Oracle 12c版本及其之后的启动服务，详见目标端节点·Oracle 12c·启动服务。

1. 卸载再安装后，请尽量保持和源路径保持一致。因为原软件卸载后，会保留 i2文件夹
等相关配置信息。否则用户需要重新配置相关信息。

5.6.2 升级·MySQL·目标机节点

1. 登录到已装有MySQL目标机节点软件的操作系统。

2. 卸载MySQL目标机节点软件，详见卸载·MySQL目标机节点。

3. 获取新版本的MySQL目标机节点安装包：直接从英方获得新版本的 Oracle 目标机节

点安装包。

4. 安装MySQL目标机节点软件，详见安装·MySQL目标机节点。

5. 解压完成安装新节点后，需要手动重新启动相关进程。

MySQL的启动服务，详见目标端节点·MySQL·启动服务。

1. 卸载再安装后，请尽量保持和源路径保持一致。因为原软件卸载后，会保留 i2文件夹

等相关配置信息。否则用户需要重新配置相关信息。

2. 对于当前有同步规则在运行的情况下，升级时需要考虑升级后是否需要重新做全同步
的问题。如果新版软件如果数据格式与旧的软件不兼容，那就需要重新做全同步。

5.6.3 升级·SQL Server·目标机节点

SQL Server作为目标机时，则无需部署任何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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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2Active 配置

源端节点配置

中继节点配置

分离节点配置

目标端节点配置

6.1 概述

本章节讲述了 i2Active 软件需要的前提配置的过程。

6.2 源端节点配置

6.2.1 Oracle 11g源机部署

本章节的源机部署，仅适用于 Oracle 11g及其以前版本的源机，将会从本机部署、中继部

署和分离部署来介绍 Oracle 11g源机部署的情况。

Oracle 12c及其以后版本的部署情况详见 Oracle 12c源机部署。

6.2.1.1 本机部署·Oracle 11g源机

仅适用于本机部署架构的 Oracle 11g及其以前版本的源机配置。

6.2.1.1.1 Oracle 11g源机·环境要求

Oracle 11g及其之前版本的源机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本机部署模式的 Oracle源机节点已安装，详见安装·本机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2. Oracle数据库是可执行的，正常运行的，数据库状态为 open状态。

3. 数据库需要开启归档模式，查看下当前归档模式是否开启：

SQL> archive log list

a. 显示的 Database log mode的结果需要和以下的信息保持一致：

Database log mode Archiv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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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若不一致（显示模式为：No Archive Mode），开启归档模式的步骤如下:

开启归档模式需要将数据库状态启动为 mount才可以开启。

i. 首先需要关闭当前数据库的状态：

SQL> shutdown immediate

ii. 此时将数据库启动到 mount状态：

SQL> startup mount

SQL> alter database archivelog;

c. 此时再将数据库启动为 open状态：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d. 可再次通过以下命令确认是否开启归档模式：

SQL> archive log list

1. 在源端数据库未开归档的情况下，需要关注源端数据库的 redolog的组数或文件大小

是否合适，组数太少或文件太小，会导致日志切换频繁，造成 iawork同步软件无法及
时跟踪分析，同步失败。

2. 在部署软件时，需要源端主机系统能提供磁盘空间用于存放同步软件的缓存数据。对

于源端捕获进程来说，针对一般数据库，所需的缓冲空间 100G左右就足够了。当源
节点可能成为目标端时，如后续要进行备库接管和反向同步时，则需要以目标端的标

准准备空间。

3. 建议源端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磁盘空间，专门用于存储缓存数据及日志信息，与其他生

产系统相隔离。

6.2.1.1.2 Oracle 11g源机·环境配置

此配置非必须项，如若需要 debug查找排错等情况，在启动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之前，

需要对 Oracle 11g源机下的相关用户的环境变量进行配置，需要对 core文件设置为不限制

大小，具体步骤如下：

1. Oracle源机若采用的是 ASM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 用户，以下是以 ASM 磁盘

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 su - grid

2. 进入登录用户的 home目录，在.bash_profile 文件中添加环境变量：

$ vi .bash_profile

3. 在最后一行，添加环境变量内容如下：

ulimit -c unlimited

4. 保存后，生效此文件

$ source ~/.bash_profile

5. 完成环境变量的配置。

6. 完成调试排错后，需要删除.bash_profile 文件中如下环境变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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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imit -c unlimited

7. 保存后，生效此文件。

$ source ~/.bash_profile

1. 英方的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在运行前，依赖于源机上 oracle用户环境变量下的

LD_LIBRARY_PATH下的路径，否则会导致英方软件的进程或规则无法启动。

2. 若 Oracle源机是采用 ASM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非

ASM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6.2.1.1.3 Oracle 11g源机·数据库设置

英方软件需要对源库进行一定的配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创建 i2用户：

SQL> create user i2 identified by i2;

2. 赋予 i2用户权限：

SQL> grant select on sys.link$ to i2;

SQL> grant select on sys.link$ to i2;

SQL> grant all on sys.user$ to i2;

SQL> grant all on sys.seq$ to i2;

SQL> grant all on sys.undo$ to i2;

SQL> grant dba to i2;

若 dba用户权限受阻，则可以更改为其余 SQL语句，详见 Oracle-DBA用户权限限制。

3. 将源机数据库改为强制写日志：

SQL> alter database force logging;

4. 增加附加日志：

Oracle官网对附加日志描述中提及到对源库的影响较小，用户可放心。

a. 如果是 rowid 复制方式只需开启最小附加日志：

对于数据量较大的库，该命令可能要耗费较长时间来完成，请耐心等待。

SQL> alter databas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如果需要加快配置，可以将数据库关闭然后启动于 mount 状态，再执行以上 SQL语句。

b. 如果是主键映射复制方式需再增加主键附加日志：

SQL> alter databas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primary key,unique index) columns;

c. 根据 kafka 后端接的应用，必须开启 all columns（用户根据实际需求）即需要

做出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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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目标端数据库是只读的，如果遇到目标端数据库必须修改的情况，那么目标端增量 urp转
irp（更新转插入）时必须在源端数据库开全字段附加日志，否则插入的数据只有更新的字段。

i. 针对表（开启全字段补充日志）：

SQL> alter table <table_nam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ALL) columns;

ii. 针对表（开启唯一键补充日志）：

SQL> alter table <table_nam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UNIQUE) columns;

iii. 针对表（开启主键补充日志）：

SQL> alter table <table_nam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PRIMARY KEY) columns;

iv. 针对数据库：

SQL> alter databas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all) columns;

5. 通过如下 SQL语句查询确认修改结果：

SQL> select force_logging, supplemental_log_data_min, supplemental_log_data_pk from

v$database;

1. 并非一定要创建 i2用户，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进行自定义用户，但是创建的用户需

要和 i2用户权限保持一致，且备库也需要创建相同的用户及权限。

6.2.1.1.4 Oracle 11g源机·启动服务

Oracle 11g源机一般需要开启三个服务，分别是 iahelper、iawork、iatrack。

启动 iahelper进程的同时，会启动 iahelper watchdog监视进程，监视进程会根据用户在激

活机器节时，选择的机器类型，来开启对应的服务，作为源机时，会自动启动剩余的 iawork
和 iatrack进程。

启动 iahelper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源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首先启动 iahelper服务，该服务主

要用于连接控制台的，使得控制台可以发现该源机节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Oracle源机若采用的是 ASM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 用户，以下是以 ASM 磁盘

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Oracle源机若采用非 ASM磁盘管理的，请进入到 oracle用户。

# su - grid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home/grid/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home/grid/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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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helper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I2CTRLCENTER_IP>表示为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首次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首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会自动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生成 i2的文件夹。

a. i2文件夹内的 i2port.conf记录着端口号，可通过修改参数 webport的值变更端口。默认为 26803。

b. i2文件夹内的 watechdog.loc是监视当前 Oracle源机节点的相关服务的，主要监视服务掉线重连的
作用。

c. 待节点在页面被激活后，i2文件夹内会自动生成 active.conf文件，其中参数<I2CTRLCENTER_IP>
就会被写入至此文件中的 webip参数中，方便再次启动 iahelper 服务后，只需输入./iahelper即可启

动服务，无需再增加控制台的 IP地址。页面激活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日后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helper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HELPER_PORT>为启动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口号。

$ IaHelper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HELPER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helper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helper

1. 首次启动 iahelper时，端口号无法更改，默认为 26803。后续可通过修改 i2port.conf
的 webport参数来进行端口号的更改详见修改访问端口。

2.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请确保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

将识别到的源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
即可自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无需再手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激活源

机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3.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源机是采用 ASM 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进

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启动 iawork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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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源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需要启动 iawork
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对规则控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Oracle源机若采用的是 ASM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 用户，以下是以 ASM 磁盘

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Oracle源机若采用非 ASM磁盘管理的，请进入到 oracle用户。

# su - grid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home/grid/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home/grid/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work服务，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work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work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WORK_PORT>为启动 iawor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此端口号是基于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

口号<NODE_IAHELPER_PORT>的数值-1。

$ IaWork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WORK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work服务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work

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源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源机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

激活节点。

2.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源机是采用 ASM 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进
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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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iatrack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源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还需要启动

iatrack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对源机日志的抽取，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Oracle源机若采用的是 ASM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 用户，以下是以 ASM 磁盘

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Oracle源机若采用非 ASM磁盘管理的，请进入到 oracle用户。

# su - grid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home/grid/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home/grid/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track服务，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track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track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TRACK_PORT>为启动 iatrac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此端口号是基于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
口号<NODE_IAHELPER_PORT>的数值+1。

$ IaTrack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TRACK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track服务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track

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源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源机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
激活节点。

2.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源机是采用 ASM 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进

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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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中继部署·Oracle 11g源机

仅适用于中继部署架构的 Oracle 11g及其以前版本的源机配置。

中继节点的 Oracle 11g及其之前版本的源机配置，和本机部署·Oracle 11g源机保持一致。

详见本机部署·Oracle 11g源机。

6.2.1.3 分离部署·Oracle 11g源机

6.2.1.3.1 分离部署·Oracle 11g源机·环境要求

Oracle 11g及其之前版本的源机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分离模式的 Oracle源机节点已安装，详见安装·分离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2. Oracle数据库是可执行的，正常运行的，数据库状态为 open状态。

1. 在源端数据库未开归档的情况下，需要关注源端数据库的 redolog的组数或文件大小
是否合适，组数太少或文件太小，会导致日志切换频繁，造成 iawork同步软件无法及
时跟踪分析，同步失败。

2. 在部署软件时，需要源端主机系统能提供磁盘空间用于存放同步软件的缓存数据。对

于源端捕获进程来说，针对一般数据库，所需的缓冲空间 100G左右就足够了。当源
节点可能成为目标端时，如后续要进行备库接管和反向同步时，则需要以目标端的标

准准备空间。

3. 建议源端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磁盘空间，专门用于存储缓存数据及日志信息，与其他生

产系统相隔离。

6.2.1.3.2 分离部署·Oracle 11g源机·启动服务

仅适用于分离部署架构的 Oracle 11g及其以前版本的源机配置。

Oracle源机采用的是 ASM 磁盘管理时，无需进行配置。

Oracle源机采用的是非 ASM 磁盘管理时，配置步骤如下：

启动 logreader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需要启动 logreader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对源机日志的远程抽

取，此情况仅限于非 ASM 磁盘管理时使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当前 Oracle源机若采用的是非 ASM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oracle用户下：

# su - oracle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home/oracle/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home/oracle/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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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logreader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logreader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logreader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 usage :

logreader local_port remote_ip_list readable_file_list ...

logreader 26999 10.1.1.1,10.1.1.2 /ora/redo1.log /arch/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logreader服务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完成 logreader的启动。

6.2.2 Oracle 12c源机部署

本章节的源机部署，仅适用于 Oracle 12c及其以后版本的源机，将会从本机部署、中继部

署和分离部署来介绍 Oracle 12c源机部署的情况。

Oracle 11g及其以前版本的的部署情况详见 Oracle 11g源机部署。

6.2.2.1 本机部署·Oracle 12c源机

仅适用于本机部署架构的 Oracle 12c及其以后版本的源机配置。

6.2.2.1.1 本机部署·Oracle 12c源机·环境要求

Oracle 12c及其之后版本的源机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本机部署模式的 Oracle源机节点已安装，详见安装·本机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2. Oracle数据库是可执行的，正常运行的，数据库状态为 open状态。

3. 数据库需要开启归档模式，查看下当前归档模式是否开启：

SQL> archive log list

a. 显示的 Database log mode的结果需要和以下的信息保持一致：

Database log mode Archive Mode

b. 如若不一致（显示模式为：No Archive Mode），开启归档模式的步骤如下:

开启归档模式需要将数据库状态启动为 mount才可以开启。

i. 首先需要关闭当前数据库的状态：

SQL> shutdown immediate

ii. 此时将数据库启动到 mount状态：

SQL> startup 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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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alter database archivelog;

c. 此时再将数据库启动为 open状态：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d. 可再次通过以下命令确认是否开启归档模式：

SQL> archive log list

1. 在源端数据库未开归档的情况下，需要关注源端数据库的 redolog的组数或文件大小

是否合适，组数太少或文件太小，会导致日志切换频繁，造成 iawork同步软件无法及
时跟踪分析，同步失败。

2. 在部署软件时，需要源端主机系统能提供磁盘空间用于存放同步软件的缓存数据。对
于源端捕获进程来说，针对一般数据库，所需的缓冲空间 100G左右就足够了。当源

节点可能成为目标端时，如后续要进行备库接管和反向同步时，则需要以目标端的标
准准备空间。

3. 建议源端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磁盘空间，专门用于存储缓存数据及日志信息，与其他生
产系统相隔离。

6.2.2.1.2 本机部署·Oracle 12c源机·环境配置

此配置非必须项，如若需要 debug查找排错等情况，在启动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之前，

需要对 Oracle 12c源机下的相关用户的环境变量进行配置，可以对 core文件设置为不限制

大小，具体步骤如下：

1. Oracle源机若采用的是 ASM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 用户，以下是以 ASM 磁盘

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 su - grid

2. 进入登录用户的 home目录，在.bash_profile 文件中添加环境变量：

$ vi .bash_profile

3. 在最后一行，添加环境变量内容如下：

ulimit -c unlimited

4. 保存后，生效此文件

$ source ~/.bash_profile

5. 完成环境变量的配置。

6. 完成调试排错后，需要删除.bash_profile 文件中如下环境变量的内容：

ulimit -c unlimited

7. 保存后，生效此文件。

$ source ~/.bash_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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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方的 Oracle源机节点软件在运行前，依赖于源机上 oracle用户环境变量下的
LD_LIBRARY_PATH下的路径，否则会导致英方软件的进程或规则无法启动。

2.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源机是采用 ASM 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进

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6.2.2.1.3 本机部署·Oracle 12c源机·数据库设置

英方软件需要对源库进行一定的配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当前进入的是 CDB根容器内：

alter session set container = CDB$ROOT;

2. 查看当前 oracle12c版本及其以后版本的数据库有哪些 PDB容器：

SQL> show pdbs

3. 指定的 PDB容器若未打开，需要将数据库打开：

<PDB_NAME>指的是 PDB容器名。

SQL> alter pluggable database <PDB_NAME> open;

4. 进入到需要进行数据库复制的 PDB容器：

SQL> alter session set container = <PDB_NAME>;

5. 创建 i2用户：

SQL> create user i2 identified by i2;

6. 赋予 i2用户权限：

SQL> grant select on sys.link$ to i2;

SQL> grant all on sys.user$ to i2;

SQL> grant all on sys.seq$ to i2;

SQL> grant all on sys.undo$ to i2;

SQL> grant dba to i2;

若 dba用户权限受阻，则可以更改为其余 SQL语句，详见 Oracle-DBA用户权限限制。

7. 进入到 CDB根容器内：

alter session set container = CDB$ROOT;

8. 将源机数据库改为强制写日志：

SQL> alter database force logging;

9. 增加附加日志：

Oracle官网对附加日志描述中提及到对源库的影响较小，用户可放心。

a. 如果是 rowid 复制方式只需开启最小附加日志：

对于数据量较大的库，该命令可能要耗费较长时间来完成，请耐心等待。

SQL> alter databas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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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加快配置，可以将数据库关闭然后启动于 mount 状态，再执行以上 SQL语句。

b. 如果是主键映射复制方式需再增加主键附加日志：

SQL> alter databas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primary key,unique index) columns;

c. 进入到需要进行数据库复制的 PDB容器：

SQL> alter session set container = <PDB_NAME>;

d. 根据后端接的应用，必须开启 all columns（用户根据实际需求）即需要做出以下

设置：

通常目标端数据库是只读的，如果遇到目标端数据库必须修改的情况，那么目标端增量 urp转
irp（更新转插入）时必须在源端数据库开全字段附加日志，否则插入的数据只有更新的字段。

i. 针对表（开启全字段补充日志）：

SQL> alter table <table_nam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ALL) columns;

ii. 针对表（开启唯一键补充日志）：

SQL> alter table <table_nam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UNIQUE) columns;

iii. 针对表（开启主键补充日志）：

SQL> alter table <table_nam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PRIMARY KEY) columns;

iv. 针对数据库：

SQL> alter database add supplemental log data (all) columns;

10. 通过如下 SQL语句查询确认修改结果：

SQL> select force_logging, supplemental_log_data_min, supplemental_log_data_pk from

v$database;

1. 如果有多个 PDB容器需要复制，需要在每个需要复制的 PDB容器内分别创建 i2用户，

每个需要复制的 PDB容器都需要额外进行数据库的配置。

2.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源机是采用 ASM 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进
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3. 并非一定要创建 i2用户，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进行自定义用户，但是创建的用户需

要和 i2用户权限保持一致，且备库也需要创建相同的用户及权限。

4. 如果需要同步 CDB的数据，创建的用户需要加上前缀“c##<用户名>”。

6.2.2.1.4 本机部署·Oracle 12c源机·启动服务

Oracle 12c源机一般需要开启三个服务，分别是 iahelper、iawork、iatrack。

启动 iahelper进程的同时，会启动 iahelper watchdog监视进程，监视进程会根据用户在激

活机器节时，选择的机器类型，来开启对应的服务，作为源机时，会自动启动剩余的 iawork
和 iatrack进程。

启动 iahelper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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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源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首先启动 iahelper服务，该服务主

要用于连接控制台的，使得控制台可以发现该源机节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Oracle源机若采用的是 ASM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 用户，以下是以 ASM 磁盘

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Oracle源机若采用非 ASM磁盘管理的，请进入到 oracle用户。

# su - grid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home/grid/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home/grid/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helper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I2CTRLCENTER_IP>表示为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首次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首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会自动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生成 i2的文件夹。

a. i2文件夹内的 i2port.conf记录着端口号，可通过修改参数 webport的值变更端口。默认为 26803。

b. i2文件夹内的 watechdog.loc是监视当前 Oracle源机节点的相关服务的，主要监视服务掉线重连的
作用。

c. 待节点在页面被激活后，i2文件夹内会自动生成 active.conf文件，其中参数<I2CTRLCENTER_IP>
就会被写入至此文件中的 webip参数中，方便再次启动 iahelper 服务后，只需输入./iahelper即可启
动服务，无需再增加控制台的 IP地址。页面激活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日后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helper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HELPER_PORT>为启动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口号。

$ IaHelper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HELPER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helper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hel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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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次启动 iahelper时，端口号无法更改，默认为 26803。后续可通过修改 i2port.conf
的 webport参数来进行端口号的更改详见修改访问端口。

2.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源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无需再手动启动 iawork和 iatarck服务。激活源机机器

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3.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源机是采用 ASM 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进
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启动 iawork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源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需要启动 iawork
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对规则控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Oracle源机若采用的是 ASM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 用户，以下是以 ASM 磁盘

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Oracle源机若采用非 ASM磁盘管理的，请进入到 oracle用户。

# su - grid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home/grid/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home/grid/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work服务，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work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work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WORK_PORT>为启动 iawor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此端口号是基于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
口号<NODE_IAHELPER_PORT>的数值-1。

$ IaWork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WORK_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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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work服务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work

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源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源机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
激活节点。

2.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源机是采用 ASM 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进
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启动 iatrack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源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还需要启动

iatrack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对源机日志的抽取，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Oracle源机若采用的是 ASM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 用户，以下是以 ASM 磁盘

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Oracle源机若采用非 ASM磁盘管理的，请进入到 oracle用户。

# su - grid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home/grid/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home/grid/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track服务，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track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track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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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_IATRACK_PORT>为启动 iatrac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此端口号是基于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
口号<NODE_IAHELPER_PORT>的数值+1。

$ IaTrack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TRACK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track服务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track

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源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源机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

激活节点。

2.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源机是采用 ASM 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进

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6.2.2.2 中继部署·Oracle 12c源机

仅适用于中继部署架构的 Oracle 12c及其以后版本的源机配置。

中继节点的 Oracle 12c的源机配置，和本机部署·Oracle 12c源机保持一致。详见本机部

署·Oracle 12c源机。

6.2.2.3 分离部署·Oracle 12c源机

6.2.2.3.1 分离部署·Oracle 12c源机·环境要求

Oracle 12c及其之后版本的源机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分离模式的 Oracle源机节点已安装，详见安装·分离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2. Oracle数据库是可执行的，正常运行的，数据库状态为 open状态。

1. 在源端数据库未开归档的情况下，需要关注源端数据库的 redolog的组数或文件大小
是否合适，组数太少或文件太小，会导致日志切换频繁，造成 iawork同步软件无法及

时跟踪分析，同步失败。

2. 在部署软件时，需要源端主机系统能提供磁盘空间用于存放同步软件的缓存数据。对
于源端捕获进程来说，针对一般数据库，所需的缓冲空间 100G左右就足够了。当源
节点可能成为目标端时，如后续要进行备库接管和反向同步时，则需要以目标端的标

准准备空间。

3. 建议源端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磁盘空间，专门用于存储缓存数据及日志信息，与其他生
产系统相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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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2 分离部署·Oracle 12c源机·启动服务

仅适用于分离部署架构的 Oracle 12c及其以后版本的源机配置。

Oracle源机采用的是 ASM 磁盘管理时，无需进行配置。

Oracle源机采用的是非 ASM 磁盘管理时，配置步骤如下：

启动 logreader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需要启动 logreader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对源机日志的远程抽

取，此情况仅限于非 ASM 磁盘管理时使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当前 Oracle源机若采用的是非 ASM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oracle用户下：

# su - oracle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home/oracle/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home/oracle/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logreader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logreader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logreader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 usage :

logreader local_port remote_ip_list readable_file_list ...

logreader 26999 10.1.1.1,10.1.1.2 /ora/redo1.log /arch/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logreader服务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完成 logreader的启动。

6.2.3 MySQL源机部署

本章节的源机部署，仅适用于MySQL的源机，将会从本机部署、中继部署和分离部署来

介绍MySQL源机部署的情况。

6.2.3.1 本机部署·MySQL源机

6.2.3.1.1 本机部署·MySQL源机·环境要求

MySQL源机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本机部署模式的MySQL源机节点已安装，详见安装·本机部署·MySQL源机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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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ySQL数据库是可执行的，正常运行的。

3. MySQL是有数据的，不是空的数据库。

6.2.3.1.2 本机部署·MySQL源机·环境配置

1. 关闭 SELINUX：
# vi /etc/sysconfig/selinux

a. 将 SELINUX=enforcing 改为 SELINUX=disabled。

b. 修改后重启服务。

2. 回环地址的检查：

a. 确保可以 ping通如下地址：

# ping 127.0.0.1

3. 本机部署的MySQL源库的环境配置完成。

6.2.3.1.3 本机部署·MySQL源机·数据库配置

英方软件需要开启源库MySQL的 binlog模式，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修改MySQL的配置文件 my.cnf：

通过以下命令查询 my.cnf的路径位置<MYCNF_PATH>。

# find / -name my.cnf

# vi <MYCNF_PATH>

2. 增加如下内容：

log-bin参数的作用是 mysql会根据这个配置自动设置 log_bin为 on状态，自动设置 log_bin_index文
件为你指定的文件名后跟.index打开 binlog日志。

log-bin=mysql-bin

3. 如果MySQL的版本是 5.7及其以上时，还需增加如下内容：

MySQL5.7及其版本以上时，需要对参数 server-id。

server-id=1

4. MySQL提供一个 sync_binlog参数来控制数据库的 binlog刷到磁盘上去，还需增加如

下内容：

默认，sync_binlog=0，表示MySQL不控制 binlog的刷新，由文件系统自己控制它的缓存的刷新。
这时候的性能是最好的，但是风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 sync_binlog>0，表示每 sync_binlog次事务提交，MySQL调用文件系统的刷新操作将缓存刷下
去。最安全的就是 sync_binlog=1了，表示每次事务提交，MySQL都会把 binlog刷下去，是最安全
但是性能损耗最大的设置。

sync_binlog=1

5. 修改完以上配置后，重启MySQL服务：

systemctl restart mysqld

6. 进入到 mysql数据库内，查询并确认 binlog是否开启：

mysql> show variables like "lo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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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_bin的 value显示为 ON表示已经开启 binlog。

7. 进入到 mysql数据库内，查看并确认 server-id：
mysql> show variables like '%server_id%';

8. 完成MySQL源机数据库的配置。

6.2.3.1.4 本机部署·MySQL源机·启动服务

MySQL源机一般需要开启三个服务，分别是 iahelper、iawork、iatrack。分别如下所示：

启动 iahelper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源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首先启动 iahelper服务，该服务主

要用于连接控制台的，使得控制台可以发现该源机节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 su - root

2. 进入到英方MySQL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MySQL源机节点的默认安装路径为/i2run/。

# cd /i2run/

3. 第一种方式：启动 iahelper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I2CTRLCENTER_IP>表示为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首次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 /i2run/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首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会自动在/root/目录下自动生成 i2的文件夹。

a. i2文件夹内的 i2port.conf记录着端口号，可通过修改参数 webport的值变更端口。默认为 26803。

b. 待节点在页面被激活后，i2文件夹内会自动生成 active.conf文件，其中参数<I2CTRLCENTER_IP>
就会被写入至此文件中的 webip参数中，方便再次启动 iahelper 服务后，只需输入./iahelper即可启
动服务，无需再增加控制台的 IP地址。页面激活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日后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 /i2run/iahelper

4. 第二种方式：也可以通过修改脚本文件来启动 iahelper服务：

a. 修改 iahelper.sh文件。

# vi /i2run/iahelper.sh

b. 修改参数 CTRL为当前节点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CTRL="<I2CTRLCENTER_IP>"

c. 启动此脚本可以完成 iahelper服务的启动：

# cd /i2run/

# ./iahelper.sh

5.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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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HELPER_PORT>为启动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口号。

# IaHelper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HELPER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helper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6.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helper

1. 首次启动 iahelper时，端口号无法更改，默认为 26803。后续可通过修改 i2port.conf
的 webport参数来进行端口号的更改详见修改访问端口。

2.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源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无需再手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激活源机机器

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3. 没有特殊说明，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启动 iawork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源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启动 iawork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

对规则控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 su - root

2. 进入到英方MySQL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MySQL源机节点的默认安装路径为/i2run/。

# cd /i2run/

3. 启动 iawork服务，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work

# /i2run/iawork

4. 第二种方式：也可以通过启动 start_iawork_mq.sh脚本文件来同时启动 iawork和 iatrack
服务：

启动此脚本可以直接启动 iawork和 iatrack两个服务，无需单个启动，用户根据自己需求进行选择。

# /i2run/start_iawork_mq.sh

5.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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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_IAWORK_PORT>为启动 iawor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

# iawork ipc port <NODE_IAWORK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work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6.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work

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源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源机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
激活节点。

2. 没有特殊说明，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启动 iatrack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源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首先启动 iatrack服务，该服务主要

用于对源机日志的抽取，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 su - root

2. 进入到英方MySQL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MySQL源机节点的默认安装路径为/i2run/。

# cd /i2run/

3. 启动 iatrack服务，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track

# /i2run/iatrack

4. 第二种方式：也可以通过启动 start_iawork_mq.sh脚本文件来同时启动 iawork和 iatrack
服务：

启动此脚本可以直接启动 iawork和 iatrack两个服务，无需单个启动，用户根据自己需求进行选择。

# /i2run/start_iawork_mq.sh

5.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TRACK_PORT>为启动 iatrac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此端口号是基于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
口号<NODE_IAHELPER_PORT>的数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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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Track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TRACK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track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6.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track

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源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源机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

激活节点。

2. 没有特殊说明，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6.2.3.2 中继部署·MySQL源机

暂不支持MySQL数据库的中继部署的架构。

6.2.3.3 分离部署·MySQL源机

6.2.3.3.1 分离部署·MySQL源机·环境要求

MySQL源机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MySQL数据库是可执行的，正常运行的。

2. MySQL是有数据的，不是空的数据库。

6.2.3.3.2 分离部署·MySQL源机·环境配置

1. 关闭 SELINUX：
# vi /etc/sysconfig/selinux

a. 将 SELINUX=enforcing 改为 SELINUX=disabled。

b. 修改后重启服务。

2. 回环地址的检查：

a. 确保可以 ping通如下地址：

# ping 127.0.0.1

3. 完成分离部署模式的MySQL源机环境的配置。

6.2.3.3.3 分离部署·MySQL源机·数据库配置

英方软件需要开启源库MySQL的 binlog模式，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修改MySQL的配置文件 my.cnf：

通过以下命令查询 my.cnf的路径位置<MYCNF_PATH>。

# find / -name my.cnf

# vi <MYCNF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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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如下内容：

log-bin参数的作用是 mysql会根据这个配置自动设置 log_bin为 on状态，自动设置 log_bin_index文
件为你指定的文件名后跟.index打开 binlog日志。

log-bin=mysql-bin

3. 如果MySQL的版本是 5.7及其以上时，还需增加如下内容：

MySQL5.7及其版本以上时，需要对参数 server-id。

server-id=1

4. MySQL提供一个 sync_binlog参数来控制数据库的 binlog刷到磁盘上去，还需增加如

下内容：

默认，sync_binlog=0，表示MySQL不控制 binlog的刷新，由文件系统自己控制它的缓存的刷新。

这时候的性能是最好的，但是风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 sync_binlog>0，表示每 sync_binlog次事务提交，MySQL调用文件系统的刷新操作将缓存刷下

去。最安全的就是 sync_binlog=1了，表示每次事务提交，MySQL都会把 binlog刷下去，是最安全
但是性能损耗最大的设置。

sync_binlog=1

5. 修改完以上配置后，重启MySQL服务：

systemctl restart mysqld

6. 进入到 mysql数据库内，查询并确认 binlog是否开启：

mysql> show variables like "log_%";

log_bin的 value显示为 ON表示已经开启 binlog。

7. 进入到 mysql数据库内，查看并确认 server-id：
mysql> show variables like '%server_id%';

8. 完成MySQL源机数据库的配置。

6.2.4 SQL Server源机部署

6.2.4.1 本机部署·SQL Server源机

6.2.4.1.1 本机部署·SQL Server源机·环境要求

SQL Server源机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本机部署模式的 SQL Server源机节点已安装，详见安装·本机部署·SQL Server源机

节点。

2. SQL Server数据库是可执行的，正常运行的。

3. SQL Server是有数据的，不是空的数据库。

6.2.4.1.2 本机部署·SQL Server源机·环境配置

1. 需要开启 TCP/IP 网络协议。

2. 在Windows菜单栏中打开 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开启 TCP/IP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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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启后，是不生效的，需要重启启动 SQL Server进程。

4. Win+R开启运行工具，输入 services.msc进入到服务列表。

5. 找到 SQL Server对应的进程，重新启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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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本机部署的 SQL Server的环境配置。

6.2.4.1.3 本机部署·SQL Server源机·启动服务

SQL Server源机一般需要开启两个服务，分别是 I2-Helper、I2-Msstrack。分别如下所示：

1. 在安装·本机部署·SQL Server源机节点中解压后，有 I2和 exe 两个文件夹。

2. I2文件夹必须放置在 C盘的根目录下。

3. exe的文件夹可以放置在任意位置：<EXE_LOACTION>

<EXE_LOACTION>为安装路径。

举例说明：exe文件夹放置在 C盘根路径下，则<EXE_LOACTION>为：C:\exe。

4. 启动 I2-Helper服务：

a. 注册 I2-Helper服务：

执行此步骤的的用户需具备 administrator权限。

sc create I2-Helper binpath= "<EXE_LOACTION>\iahelper.exe" displayname= "I2-Helper"

b. 启动 I2-Helper服务：

<I2CTRLCENTER_IP>表示为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sc start I2-Helper <I2CTRLCENTER_IP>

5. 启动 I2-Msstrack服务：

a. 注册 I2-Msstrack服务：

sc create I2-Msstrack binpath= "<EXE_LOACTION>\iamss.exe" displayname=

"I2-Msstrack"

b. 启动 I2-Msstrack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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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start I2-Msstrack

6. 完成 SQL Server服务的启动。

6.2.4.2 中继部署·SQL Server源机

SQL Server无需中继节点，支持源库一对多备库的功能。用户只需要考虑 SQL Server源库

是作为本机部署架构还是分离部署结构即可。按照对应 SQL Server部署架构章节进行部

署。

6.2.4.3 分离部署·SQL Server源机

6.2.4.3.1 分离部署·SQL Server源机·环境要求

分离架构下的 SQL Server源机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SQL Server数据库是可执行的，正常运行的。

2. SQL Server是有数据的，不是空的数据库。

6.2.4.3.2 分离部署·SQL Server源机·环境配置

1. 需要开启 TCP/IP 网络协议。

2. 在Windows菜单栏中打开 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开启 TCP/IP协议。

3. 开启后，是不生效的，需要重启启动 SQL Server进程。

4. Win+R开启运行工具，输入 services.msc进入到服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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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找到 SQL Server对应的进程，重新启动即可。

6. 完成分离部署的 SQL Server源机的环境配置。

6.3 中继节点配置

6.3.1 中继节点配置·Oracle

6.3.1.1 中继节点配置·Oracle·环境要求

源机为 Oracle数据库时，对应的中继节点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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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继部署模式的 Oracle源机节点已安装，详见安装·中继部署·Oracle源机节点。

2. 中继部署模式的 Oracle源机节点已完成配置。

Oracle 11g版本及其之前的配置，详见中继部署·Oracle 11g源机。

Oracle 12c版本及其之后的配置，详见中继部署·Oracle 12c源机。

3. 源机为 Oracle，对应的中继节点的安装包也已安装，详见安装·Oracle·中继节点。

6.3.1.2 中继节点配置·Oracle·启动服务

中继节点一般需要开启两个服务，分别是 iahelper、iarelay。分别如下所示：

启动 iahelper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源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首先启动 iahelper服务，该服务主

要用于连接控制台的，使得控制台可以发现该源机节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中继节点需要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以下是以 root用户为例：

# su - root

2. 进入到英方中继节点·Oracle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root/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root/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

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中继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中继节点的安装
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中继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helper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I2CTRLCENTER_IP>表示为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首次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首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会自动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生成 i2的文件夹。

a. i2文件夹内的 i2port.conf记录着端口号，可通过修改参数 webport的值变更端口。默认为 26803。

b. i2文件夹内的 watechdog.loc是监视当前 Oracle源机节点的相关服务的，主要监视服务掉线重连的
作用。

c. 待节点在页面被激活后，i2文件夹内会自动生成 active.conf文件，其中参数<I2CTRLCENTER_IP>
就会被写入至此文件中的 webip参数中，方便再次启动 iahelper 服务后，只需输入./iahelper即可启

动服务，无需再增加控制台的 IP地址。页面激活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日后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helper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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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HELPER_PORT>为启动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口号。

# IaHelper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HELPER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helper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helper

1. 首次启动 iahelper时，端口号无法更改，默认为 26803。后续可通过修改 i2port.conf
的 webport参数来进行端口号的更改详见修改访问端口。

2.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源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relay服务，无需再手动启动 iarelay服务。激活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

激活节点。

3. 没有特殊说明，所有命令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启动 iarelay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源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需要启动 iarelay
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远程访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中继节点需要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以下是以 root用户为例：

# su - root

2. 进入到中继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root/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root/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

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中继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中继节点的安装

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源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relay服务，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relay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relay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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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WORK_PORT>为启动 iawor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此端口号是基于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

口号<NODE_IAHELPER_PORT>的数值+2。

# IaRelay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WORK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relay服务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relay

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源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re;ay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2. 没有特殊说明，所有命令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6.3.2 中继节点配置·MySQL
暂不支持MySQL数据库的中继部署的架构。

6.3.3 中继节点配置·SQL Server
SQL Server无需中继节点，支持源库一对多备库的功能。用户只需要考虑 SQL Server源库

是作为本机部署架构还是分离部署结构即可。按照对应 SQL Server部署架构章节进行部

署。

6.4 分离节点配置

6.4.1 分离节点配置·Oracle

6.4.1.1 分离节点配置·Oracle·环境要求

源机为 Oracle数据库时，对应的分离节点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分离部署模式的 Oracle源机节点已完成配置。

Oracle 11g版本及其之前的配置，详见分离部署·Oracle 11g源机。

Oracle 12c版本及其之后的配置，详见分离部署·Oracle 12c源机。

2. 分离节点已经安装英方节点软件，详见安装·Oracle·分离节点。

3. 与 Oracle的源机网络状态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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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2 分离节点配置·Oracle·环境配置

在启动英方分离节点软件之前，需要对 root用户环境变量进行配置，需要对 core文件设置

为不限制大小，具体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 su - root

2. 下载 Oracle Instant Client，Oracle官网下载地址如下，请根据源端 Oracle数据库的版

本下载对应版本的 Oracle Instant Client：

下载 Basic Package (RPM)对应的 rpm包。

https://www.oracle.com/database/technologies/instant-client/linux-x86-64-downloa

ds.html

3. 安装下载的 Oracle Instant Client的 rpm包：

# rpm -ivh oracle-instantclient<oracle_version>-basic-<oracle_version>.x86_64.rpm

4. 在.bash_profile 文件中添加环境变量：

# vi ~/.bash_profile

5. 在最后一行，添加环境变量内容如下：

根据源端 Oracle数据库的版本来修改当前<oracle_version>的数值。

举例说明：

源端 Oracle数据库版本为 12.2.0.0.1，则<oracle_version>的值为 12.2。此数值只取到小数后一位数。

export ORACLE_HOME=/usr/lib/oracle/<oracle_version>

export LD_LIBRARY_PATH=$ORACLE_HOME/client64/lib:$LD_LIBRARY_PATH

ulimit -c unlimited

6. 保存后，生效此文件

# source ~/.bash_profile

7. 完成环境变量的配置。

1. 英方的节点软件在运行前，依赖于环境变量下的 LD_LIBRARY_PATH下的路径，否

则会导致英方软件的进程或规则无法启动。

2. 没有特殊说明，环境配置都需要在 root用户下进行。

6.4.1.1 分离节点配置·Oracle·启动服务

分离节点一般需要开启两个服务，分别是 iahelper、iawork、iatrack。分别如下所示：

启动 iahelper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分离节点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首先启动 iahelper服务，该服

务主要用于连接控制台的，使得控制台可以发现该分离节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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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 su - root

2. 进入到英方分离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root/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root/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
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分离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分离节点的安装
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分离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helper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I2CTRLCENTER_IP>表示为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首次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首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会自动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生成 i2的文件夹。

a. i2文件夹内的 i2port.conf记录着端口号，可通过修改参数 webport的值变更端口。默认为 26803。

b. i2文件夹内的 watechdog.loc是监视当前 Oracle源机节点的相关服务的，主要监视服务掉线重连的

作用。

c. 待节点在页面被激活后，i2文件夹内会自动生成 active.conf文件，其中参数<I2CTRLCENTER_IP>
就会被写入至此文件中的 webip参数中，方便再次启动 iahelper 服务后，只需输入./iahelper即可启
动服务，无需再增加控制台的 IP地址。页面激活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日后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helper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HELPER_PORT>为启动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口号。

# IaHelper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HELPER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helper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helper

启动 iawork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分离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需要启动 iawork
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对规则控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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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 su - root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分离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root/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root/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
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分离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分离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分离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work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work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work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WORK_PORT>为启动 iawor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此端口号是基于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
口号<NODE_IAHELPER_PORT>的数值-1。

# IaWork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WORK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work服务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work

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分离“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分离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

激活节点。

2. 没有特殊说明，环境配置都需要在 root用户下进行。

启动 iatrack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分离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还需要启动

iatrack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对分离日志的抽取，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 su -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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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到英方 Oracle分离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root/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root/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
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分离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分离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分离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track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track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track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TRACK_PORT>为启动 iatrac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此端口号是基于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
口号<NODE_IAHELPER_PORT>的数值+1。

# IaTrack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TRACK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track服务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track

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分离“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分离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

激活节点。

2. 没有特殊说明，环境配置都需要在 root用户下进行。

6.4.2 分离节点配置·MySQL

6.4.2.1 分离节点配置·MySQL·环境要求

MySQL的分离节点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分离节点已经安装英方节点软件，详见安装MySQL·分离节点。

2. 与MySQL的源机网络状态互通。

3. 分离部署模式的MySQL源机节点已完成配置。详见分离部署·MySQL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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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 分离节点配置·MySQL·启动服务

MySQL的分离节点一般需要开启三个服务，分别是 iahelper、iawork、iatrack。分别如下

所示：

启动 iahelper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分离节点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首先启动 iahelper服务，该服

务主要用于连接控制台的，使得控制台可以发现该分离节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 su - root

2. 进入到英方MySQL分离节点的安装路径：

MySQL分离节点的默认安装路径为/i2run/。

# cd /i2run/

3. 第一种方式：启动 iahelper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I2CTRLCENTER_IP>表示为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首次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 /i2run/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首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会自动在/root/目录下自动生成 i2的文件夹。

a. i2文件夹内的 i2port.conf记录着端口号，可通过修改参数 webport的值变更端口。默认为 26803。

b. 待节点在页面被激活后，i2文件夹内会自动生成 active.conf文件，其中参数<I2CTRLCENTER_IP>
就会被写入至此文件中的 webip参数中，方便再次启动 iahelper 服务后，只需输入./iahelper即可启
动服务，无需再增加控制台的 IP地址。页面激活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日后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 /i2run/iahelper

4. 第二种方式：也可以通过修改脚本文件来启动 iahelper服务：

a. 修改 iahelper.sh文件。

# vi /i2run/iahelper.sh

b. 修改参数 CTRL为当前节点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CTRL="<I2CTRLCENTER_IP>"

c. 启动此脚本可以完成 iahelper服务的启动：

# cd /i2run/

# ./iahelper.sh

5.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HELPER_PORT>为启动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口号。

# IaHelper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HELPER_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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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helper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6.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helper

1. 首次启动 iahelper时，端口号无法更改，默认为 26803。后续可通过修改 i2port.conf
的 webport参数来进行端口号的更改详见修改访问端口。

2.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分离“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back服务，无需再手动启动 iawork和 iaback服务。激活分离机器
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3. 没有特殊说明，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启动 iawork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分离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启动 iawork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

对规则控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 su - root

2. 进入到英方MySQL分离节点的安装路径：

MySQL分离节点的默认安装路径为/i2run/。

# cd /i2run/

3. 启动 iawork服务，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work

# /i2run/iawork

4. 第二种方式：也可以通过启动 start_iawork_mq.sh脚本文件来同时启动 iawork和 iatrack
服务：

启动此脚本可以直接启动 iawork和 iatrack两个服务，无需单个启动，用户根据自己需求进行选择。

# /i2run/start_iawork_mq.sh

5.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IAWORK_PORT>为启动 iawor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

# iawork ipc port <NODE_IAWORK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work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78 -

6.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work

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分离“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分离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
激活节点。

2. 没有特殊说明，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启动 iatrack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分离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首先启动 iatrack服务，该服务主要

用于对源端MySQL日志的抽取，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 su - root

2. 进入到英方MySQL分离节点的安装路径：

MySQL分离节点的默认安装路径为/i2run/。

# cd /i2run/

3. 启动 iatrack服务，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track

# /i2run/iatrack

4. 第二种方式：也可以通过启动 start_iawork_mq.sh脚本文件来同时启动 iawork和 iatrack
服务：

启动此脚本可以直接启动 iawork和 iatrack两个服务，无需单个启动，用户根据自己需求进行选择。

# /i2run/start_iawork_mq.sh

5.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TRACK_PORT>为启动 iatrac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此端口号是基于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
口号<NODE_IAHELPER_PORT>的数值+1。

# IaTrack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TRACK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track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6.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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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分离“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自
动启动 iawork和 iab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分离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

激活节点。

2. 没有特殊说明，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6.4.3 分离节点配置·SQL Server

6.4.3.1 分离节点配置·SQL Server·环境要求

SQL Server的分离节点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分离节点已经安装英方节点软件，详见安装 SQL Server·分离节点。

2. 与 SQL Server的源机网络状态互通。

3. 分离部署模式的 SQL Server源机节点已完成配置。详见分离部署·SQL Server源机。

6.4.3.2 分离节点配置·SQL Server·启动服务

SQL Server源机一般需要开启两个服务，分别是 I2-Helper、I2-Msstrack。分别如下所示：

1. 在安装节点软件中，解压后，有 I2和 exe 两个文件夹。

2. I2文件夹必须放置在 C盘的根目录下。

3. exe的文件夹可以放置在任意位置：<EXE_LOACTION>

<EXE_LOACTION>为安装路径。

举例说明：exe文件夹放置在 C盘根路径下，则<EXE_LOACTION>为：C:\exe。

4. 启动 I2-Helper服务：

a. 注册 I2-Helper服务：

执行此步骤的的用户需具备 administrator权限。

sc create I2-Helper binpath= "<EXE_LOACTION>\iahelper.exe" displayname= "I2-Helper"

b. 启动 I2-Helper服务：

<I2CTRLCENTER_IP>表示为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sc start I2-Helper <I2CTRLCENTER_IP>

5. 启动 I2-Msstrack服务：

a. 注册 I2-Msstrack服务：

sc create I2-Msstrack binpath= "<EXE_LOACTION>\iamss.exe" displayname=

"I2-Msstrack"

b. 启动 I2-Msstrack服务：

sc start I2-Mss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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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分离节点服务的启动。

6.5 目标端节点配置

6.5.1 目标端节点·Oracle 11g
本章节的目标机 Oracle的部署，仅适用于 Oracle 11g及其以前版本的目标机。

Oracle 12c及其以后版本的部署情况详见目标端节点·Oracle 12c。

6.5.1.1 目标端节点·Oracle 11g·环境要求

Oracle 11g及其之前版本的目标机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Oracle目标机节点包已安装，详见安装·Oracle·目标机节点。

2. Oracle数据库是可执行的，正常运行的，数据库状态为 open状态。

3. 数据库需要开启归档模式，查看下当前归档模式是否开启：

SQL> archive log list

a. 显示的 Database log mode的结果需要和以下的信息保持一致：

Database log mode Archive Mode

b. 如若不一致（显示模式为：No Archive Mode），开启归档模式的步骤如下:

开启归档模式需要将数据库状态启动为 mount才可以开启。

i. 首先需要关闭当前数据库的状态：

SQL> shutdown immediate

ii. 此时将数据库启动到 mount状态：

SQL> startup mount

SQL> alter database archivelog;

c. 此时再将数据库启动为 open状态：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d. 可再次通过以下命令确认是否开启归档模式：

SQL> archive log list

4. 目标端数据库需要在以下几个保持与源端生产库一致：

符号 说明

Oracle版本、数据库字符集 与源库一致

数据库的参数

DB_BLOCK_SIZE 与源库一致

partition_large_extents（11g以后）
与源库一致，如果两边均查询返回空，则表示

均未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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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明

Redolog组数、大小 接管时需要

最大 Process数量 接管时需要

1. 目标库的 redolog尽量设置大些，低频的 redolog切换会提升装载速度。另外开归档会

影响装载性能，尽量不开。

1. 数据库存储空间的准备：需要确认目标库的数据库存储空间大小与源端库的一致或更

大，在全同步期间会产生大量 redolog，如果归档打开，则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且必

须注意存储空间的使用情况。

2. 同步缓存空间的准备：当进行全同步或增量同步时，目标端需要一定的缓存空间来存

放临时文件。这个空间的大小与目标端装载性能有关，装载越慢，则需要的缓存空间
越大。全同步期间对缓存间的使用要远高于增量同步，缓存目录中存放有全同步期间

导出的没有及时装载的表数据，以及增量积压的数据，全同步期间增量数据不装载。
7.1.57版本以前一般预留整个数据库大小的三分之一左右，7.1.57版本之后全同步增

加了进度控制，空间预留可以再小一些。

3. 打开规则的压缩开关，可以降低磁盘空间和网络带宽的占用，但增量延迟可能会有些

许延长。

4. 查询备端数据库表空间文件数量上限，要求备端数据库的表空间文件数量上限大于等
于源端的表空间文件数量上限。以下为查询语句：SQL>showparameterdb_files

6.5.1.2 目标端节点·Oracle 11g·环境配置

此配置非必须项，如若需要 debug查找排错等情况，在启动 Oracle目标机节点软件之前，

需要对目标机 Oracle 11g下的相关用户的环境变量进行配置，需要对 core文件设置为不限

制大小，具体步骤如下：

1. Oracle目标机若采用的是 ASM 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用户，以下是以 ASM磁

盘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 su - grid

2. 进入登录用户的 home目录，在.bash_profile 文件中添加环境变量：

$ vi .bash_profile

3. 在最后一行，添加环境变量内容如下：

ulimit -c unlimited

4. 保存后，生效此文件

$ source ~/.bash_profile

5. 完成环境变量的配置。

6. 完成调试排错后，需要删除.bash_profile 文件中如下环境变量的内容：

ulimit -c unlimited

7. 保存后，生效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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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bash_profile

1. 英方的 Oracle节点软件在运行前，依赖于目标机上 oracle用户环境变量下的
LD_LIBRARY_PATH下的路径，否则会导致英方软件的进程或规则无法启动。

2. 若 Oracle目标机是采用 ASM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6.5.1.3 目标端节点·Oracle 11g·数据库设置

英方软件需要对目标库进行一定的配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创建 i2用户：

SQL> create user i2 identified by i2;

2. 赋予 i2用户权限：

SQL> grant select on sys.link$ to i2;

SQL> grant select on sys.user$ to i2;

SQL> grant all on sys.seq$ to i2;

SQL> grant all on sys.undo$ to i2;

SQL> grant dba to i2;

若 dba用户权限受阻，则可以更改为其余 SQL语句，详见 Oracle-DBA用户权限限制。

1. 并非一定要创建 i2用户，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进行自定义用户，但是创建的用户需

要和 i2用户权限保持一致，且源库也需要创建相同的用户及权限。

6.5.1.4 目标端节点·Oracle 11g·启动服务

Oracle 11g目标机一般需要开启两个服务，分别是 iahelper、iaback。

启动 iahelper进程的同时，会启动 iahelper watchdog监视进程，监视进程会根据用户在激

活机器节时，选择的机器类型，来开启对应的服务，作为目标机时，会自动启动剩余的 iaback
进程。

启动 iahelper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目标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首先启动 iahelper服务，该服务

主要用于连接控制台的，使得控制台可以发现该目标机节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Oracle目标机若采用的是 ASM 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用户，以下是以 ASM磁

盘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Oracle目标机若采用非 ASM磁盘管理的，请进入到 oracle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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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 - grid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home/grid/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home/grid/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helper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I2CTRLCENTER_IP>表示为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首次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首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会自动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生成 i2的文件夹。

a. i2文件夹内的 i2port.conf记录着端口号，可通过修改参数 webport的值变更端口。默认为 26803。

b. i2文件夹内的 watechdog.loc是监视当前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相关服务的，主要监视服务掉线重连
的作用。

c. 待节点在页面被激活后，i2文件夹内会自动生成 active.conf文件，其中参数<I2CTRLCENTER_IP>
就会被写入至此文件中的 webip参数中，方便再次启动 iahelper 服务后，只需输入./iahelper即可启
动服务，无需再增加控制台的 IP地址。页面激活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日后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helper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HELPER_PORT>为启动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口号。

$ IaHelper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HELPER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helper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helper

1. 首次启动 iahelper时，端口号无法更改，默认为 26803。后续可通过修改 i2port.conf
的 webport参数来进行端口号的更改详见修改访问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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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请确保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

将识别到的目标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
件即可自动启动 iaback服务，无需再手动启动 iaback服务。激活目标机机器节点详见

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3.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目标机是采用 ASM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
进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启动 iaback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目标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需要启动

iaback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对数据装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Oracle目标机若采用的是 ASM 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用户，以下是以 ASM磁

盘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Oracle目标机若采用非 ASM磁盘管理的，请进入到 oracle用户。

# su - grid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home/grid/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home/grid/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back服务，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back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back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BACK_PORT>为启动 iabac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此端口号是基于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
口号<NODE_IAHELPER_PORT>的数值+3。

$ IaBack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BACK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back服务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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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目标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

自动启动 iab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目标机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

点。

2.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目标机是采用 ASM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

进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6.5.2 目标端节点·Oracle 12c
本章节的目标机部署，仅适用于 Oracle 12c及其以后版本的目标机，将会从本机部署、中

继部署和分离部署来介绍 Oracle 12c目标机部署的情况。

Oracle 11g及其以前版本的的部署情况详见目标端节点·Oracle 11g。

6.5.2.1 目标端节点·Oracle 12c·环境要求

Oracle 12c及其之后版本的目标机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本机部署模式的 Oracle目标机节点已安装，详见详见安装·Oracle·目标机节点。

2. Oracle数据库是可执行的，正常运行的，数据库状态为 open状态。

3. 数据库需要开启归档模式，查看下当前归档模式是否开启：

SQL> archive log list

a. 显示的 Database log mode的结果需要和以下的信息保持一致：

Database log mode Archive Mode

b. 如若不一致（显示模式为：No Archive Mode），开启归档模式的步骤如下:

开启归档模式需要将数据库状态启动为 mount才可以开启。

i. 首先需要关闭当前数据库的状态：

SQL> shutdown immediate

ii. 此时将数据库启动到 mount状态：

SQL> startup mount

SQL> alter database archivelog;

c. 此时再将数据库启动为 open状态：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d. 可再次通过以下命令确认是否开启归档模式：

SQL> archive log list

4. 目标端数据库需要在以下几个保持与源端生产库一致：

符号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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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明

Oracle版本、数据库字符集 与源库一致

数据库的参数

DB_BLOCK_SIZE 与源库一致

partition_large_extents（11g以后）
与源库一致，如果两边均查询返回空，则表示

均未设置

Redolog组数、大小 接管时需要

最大 Process数量 接管时需要

1. 目标库的 redolog尽量设置大些，低频的 redolog切换会提升装载速度。另外开归档会
影响装载性能，尽量不开。

2. 数据库存储空间的准备：需要确认目标库的数据库存储空间大小与源端库的一致或更
大，在全同步期间会产生大量 redolog，如果归档打开，则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且必

须注意存储空间的使用情况。

3. 同步缓存空间的准备：当进行全同步或增量同步时，目标端需要一定的缓存空间来存
放临时文件。这个空间的大小与目标端装载性能有关，装载越慢，则需要的缓存空间
越大。全同步期间对缓存间的使用要远高于增量同步，缓存目录中存放有全同步期间

导出的没有及时装载的表数据，以及增量积压的数据，全同步期间增量数据不装载。
7.1.57版本以前一般预留整个数据库大小的三分之一左右，7.1.57版本之后全同步增

加了进度控制，空间预留可以再小一些。

4. 打开规则的压缩开关，可以降低磁盘空间和网络带宽的占用，但增量延迟可能会有些
许延长。

5. 查询备端数据库表空间文件数量上限，要求备端数据库的表空间文件数量上限大于等

于源端的表空间文件数量上限。以下为查询语句：SQL>showparameterdb_files

6.5.2.2 目标端节点·Oracle 12c·环境配置

此配置非必须项，如若需要 debug查找排错等情况，在启动英方 Oracle 目标机节点软件之

前，需要对 Oracle 12c目标机下的相关用户的环境变量进行配置，可以对 core文件设置为

不限制大小，具体步骤如下：

1. Oracle目标机若采用的是 ASM 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用户，以下是以 ASM磁

盘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 su - grid

2. 进入登录用户的 home目录，在.bash_profile 文件中添加环境变量：

$ vi .bash_profile

3. 在最后一行，添加环境变量内容如下：

ulimit -c un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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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后，生效此文件

$ source ~/.bash_profile

5. 完成环境变量的配置。

6. 完成调试排错后，需要删除.bash_profile 文件中如下环境变量的内容：

ulimit -c unlimited

7. 保存后，生效此文件。

$ source ~/.bash_profile

1. 英方的 Oracle目标机节点软件在运行前，依赖于目标机上 oracle用户环境变量下的
LD_LIBRARY_PATH下的路径，否则会导致英方软件的进程或规则无法启动。

2.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目标机是采用 ASM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
进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6.5.2.3 目标端节点·Oracle 12c·数据库设置

英方软件需要对目标库进行一定的配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当前进入的是 CDB根容器内：

alter session set container = CDB$ROOT;

2. 查看当前 oracle12c版本及其以后版本的数据库有哪些 PDB容器：

SQL> show pdbs

3. 指定的 PDB容器若未打开，需要将数据库打开：

<PDB_NAME>指的是 PDB容器名。

SQL> alter pluggable database <PDB_NAME> open;

4. 进入到需要进行数据库复制的 PDB容器：

SQL> alter session set container = <PDB_NAME>;

5. 创建 i2用户：

SQL> create user i2 identified by i2;

6. 赋予 i2用户权限：

SQL> grant select on sys.link$ to i2;

SQL> grant select on sys.user$ to i2;

SQL> grant all on sys.seq$ to i2;

SQL> grant all on sys.undo$ to i2;

SQL> grant dba to i2;

若 dba用户权限受阻，则可以更改为其余 SQL语句，详见 Oracle-DBA用户权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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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有多个 PDB容器需要复制，需要在每个需要复制的 PDB容器内分别创建 i2用户，
每个需要复制的 PDB容器都需要额外进行数据库的配置。

2.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目标机是采用 ASM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

进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3. 并非一定要创建 i2用户，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进行自定义用户，但是创建的用户需
要和 i2用户权限保持一致，且备库也需要创建相同的用户及权限。

4. 如果需要同步 CDB的数据，创建的用户需要加上前缀“c##<用户名>”。

6.5.2.4 目标端节点·Oracle 12c·启动服务

Oracle 12c目标机一般需要开启两个服务，分别是 iahelper、iaback。

启动 iahelper进程的同时，会启动 iahelper watchdog监视进程，监视进程会根据用户在激

活机器节时，选择的机器类型，来开启对应的服务，作为目标机时，会自动启动剩余的 iaback
进程。

启动 iahelper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目标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首先启动 iahelper服务，该服务

主要用于连接控制台的，使得控制台可以发现该目标机节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Oracle目标机若采用的是 ASM 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用户，以下是以 ASM磁

盘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Oracle目标机若采用非 ASM磁盘管理的，请进入到 oracle用户。

# su - grid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以安装路径为/home/grid/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home/grid/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helper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I2CTRLCENTER_IP>表示为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首次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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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会自动在启动进程用户的家目录下生成 i2的文件夹。

a. i2文件夹内的 i2port.conf记录着端口号，可通过修改参数 webport的值变更端口。默认为 26803。

b. i2文件夹内的 watechdog.loc是监视当前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相关服务的，主要监视服务掉线重连
的作用。

c. 待节点在页面被激活后，i2文件夹内会自动生成 active.conf文件，其中参数<I2CTRLCENTER_IP>
就会被写入至此文件中的 webip参数中，方便再次启动 iahelper 服务后，只需输入./iahelper即可启
动服务，无需再增加控制台的 IP地址。页面激活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日后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helper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HELPER_PORT>为启动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口号。

$ IaHelper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HELPER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helper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helper

1. 首次启动 iahelper时，端口号无法更改，默认为 26803。后续可通过修改 i2port.conf
的 webport参数来进行端口号的更改详见修改访问端口。

2.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目标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
自动启动 iaback服务，无需再手动启动 iaback服务。激活目标机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
理·未激活节点。

3.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目标机是采用 ASM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

进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启动 iaback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目标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需要启动

iaback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对数据装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Oracle目标机若采用的是 ASM 磁盘管理的，需要进入到 grid用户，以下是以 ASM磁

盘管理的 grid用户为例：

Oracle目标机若采用非 ASM磁盘管理的，请进入到 oracle用户。

# su - grid

2. 进入到英方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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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装路径为/home/grid/i2active路径为例，则执行：cd /home/grid/i2active/bin/。用户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操作。

$ cd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

<NODE_INSTALLATION_PATH>表示为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解压的安装路径，若用户忘记了 Oracle
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可以进入 root用户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 find / -name i2active

通过以上命令查询到的路径即为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NODE_INSTALLATION_PATH>。

3. 启动 iaback服务，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back

$ <NODE_INSTALLATION_PATH>/bin/iaback

4.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BACK_PORT>为启动 iaback服务对应的端口号，此端口号是基于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

口号<NODE_IAHELPER_PORT>的数值+3。

$ IaBack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BACK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back服务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back

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目标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
自动启动 iab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目标机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
点。

2. 没有特殊说明，若 Oracle目标机是采用 ASM磁盘管理的话，都是需要在 grid用户下
进行命令操作，非 ASM 磁盘管理都是在 oracle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6.5.3 目标端节点·MySQL
本章节的目标机部署，仅适用于MySQL的目标机。

6.5.3.1 目标端节点·MySQL·环境要求

MySQL目标机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MySQL目标机节点已安装，详见安装·MySQL·目标机节点。

2. MySQL数据库是可执行的，正常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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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ySQL是有数据的，不是空的数据库。

6.5.3.2 目标端节点·MySQL·环境配置

1. 关闭 SELINUX：
# vi /etc/sysconfig/selinux

a. 将 SELINUX=enforcing 改为 SELINUX=disabled。

b. 修改后重启服务。

2. 回环地址的检查：

a. 确保可以 ping通如下地址：

# ping 127.0.0.1

3. MySQL目标库的环境配置完成。

6.5.3.3 目标端节点·MySQL·启动服务

MySQL目标机一般需要开启两个服务，分别是 iahelper、iaback。分别如下所示：

启动 iahelper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目标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首先启动 iahelper服务，该服务

主要用于连接控制台的，使得控制台可以发现该目标机节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 su - root

2. 进入到英方MySQL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MySQL目标机节点的默认安装路径为/i2run/。

# cd /i2run/

3. 第一种方式：启动 iahelper服务，将此节点连接至控制台，命令如下：

<I2CTRLCENTER_IP>表示为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首次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 /i2run/iahelper <I2CTRLCENTER_IP>

首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会自动在/root/目录下自动生成 i2的文件夹。

a. i2文件夹内的 i2port.conf记录着端口号，可通过修改参数 webport的值变更端口。默认为 26803。

b. 待节点在页面被激活后，i2文件夹内会自动生成 active.conf文件，其中参数<I2CTRLCENTER_IP>
就会被写入至此文件中的 webip参数中，方便再次启动 iahelper 服务后，只需输入./iahelper即可启
动服务，无需再增加控制台的 IP地址。页面激活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日后启动（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iahelper

# /i2run/iahelper

4. 第二种方式：也可以通过修改脚本文件来启动 iahelper服务：

a. 修改 iahelper.sh文件。

# vi /i2run/iahelpe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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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改参数 CTRL为当前节点需访问连接控制台的 IP地址。

CTRL="<I2CTRLCENTER_IP>"

c. 启动此脚本可以完成 iahelper服务的启动：

# cd /i2run/

# ./iahelper.sh

5. 出现如下情况，则启动成功：

<NODE_VERSION>以英方节点软件版本。

<NODE_IAHELPER_PORT>为启动 iahelper服务对应的端口号。

# IaHelper Started, ver <NODE_VERSION>, port <NODE_IAHELPER_PORT>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helper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6.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helper

1. 首次启动 iahelper时，端口号无法更改，默认为 26803。后续可通过修改 i2port.conf
的 webport参数来进行端口号的更改详见修改访问端口。

2.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目标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
自动启动 iaback服务，无需再手动启动 iaback服务。激活目标机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

理·未激活节点。

3. 没有特殊说明，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启动 iaback服务

英方软件节点安装完成后，目标机需要启动对应的服务，启动 iahelper服务后，需要启动

iaback服务，该服务主要用于对数据装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进入到 root用户：

# su - root

2. 进入到英方MySQL目标机节点的安装路径：

MySQL目标机节点的默认安装路径为/i2run/。

# cd /i2run/

3. 启动 iaback服务，命令如下：

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 ./start_iaback_mq.sh

# /i2run/ia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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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种方式：也可以通过启动 start_iaback_mq.sh脚本文件来同时启动 iaback服务：

启动此脚本可以直接启动 iaback两个服务，无需单个启动，用户根据自己需求进行选择。

# /i2run/start_iaback_mq.sh

再次按“Enter 回车”即可执行其余命令，iaback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5.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进程是否启动正常：

# ps -ef | grep iaback

1. 启动 iahelper后，会将监视器 watchdog服务一起启动，若用户此时在控制台中将识别
到的目标机“未激活节点”添加至“机器节点”时，等待 1分钟左右，英方软件即可
自动启动 iaback服务，无需手动启动。激活目标机机器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未激活节

点。

2. 没有特殊说明，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在 root用户下进行命令操作。

6.5.4 目标端节点·SQL Server

6.5.4.1 目标端节点·SQL Server·环境要求

SQL Server目标端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SQL Server数据库是可执行的，正常运行的。

6.5.4.2 目标端节点·SQL Server·环境配置

1. 需要开启 TCP/IP 网络协议。

2. 在Windows菜单栏中打开 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开启 TCP/IP协议。

3. 开启后，是不生效的，需要重启启动 SQL Server进程。

4. Win+R开启运行工具，输入 services.msc进入到服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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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找到 SQL Server对应的进程，重新启动即可。

6. 完成的 SQL Server目标端的环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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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2Active 总览

i2Active登录

菜单栏说明

7.1 概述

总览界面主要向用户展示系统运行的基本信息，有助于用户实时掌握系统的基本运行状

况。展⽰模块主要包括节点状态、数据库状态、规则状态、等相关状态情况。

7.2 i2Active登录

i2Active控制台是统一数据管理平台，英方是通过登录平台来使用控制台对各个节点的控

制，首次登录控制台，需要对控制台的初始配置进行用户自定义调整。

1. 登录访问控制台，英方 i2Ctrlcenter控制台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访问：

a.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管理控制台的 IP地址和端口（默认为 58080），格式如：

https://<i2ctrlcenter_ip>:58086。以 i2Ctrlcenter的 IP地址为 192.168.100.102为例，

则访问地址为：http://192.168.100.102:58080/或者 https://192.168.100.102:58086，
兼容浏览器包括 Edge、Firefox、Chrome等。

b. 如果 i2Ctrlcenter控制台装在Windows OS下，也可以通过双击桌面的 i2CtrlApp
应用登录操作。

首次登录浏览器会遇到阻拦信息，这是因为 SSL证书不在谷歌的可信范围内，对于安全没有影响，
单击继续浏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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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对登录界面进行自定义修改，详见 i2Active自定义登录界面。

1. 输入登录用户和密码登录至 i2Active操作平台。

首次登录的初始用户名为 admin，密码：Info1234。

2. 验证成功后选择所需的单击进入即可登录至控制台。

首次登录后需要对初始密码进行修改，管理员需要在系统设置中配置控制台地址，配置好后单击修

改全局设置就可以进入控制台界面。

3. 完成登录后，必须添加软件许可才能使用 i2Active的各项功能。

系统设置中配置控制台地址，不一定是控制台本身的 IP地址，可以 IP地址，或者域名，或者机器名，

但是无论设置什么，这个地址必须是节点可以访问的地址。节点通过该地址，发送节点的流量日志、
节点日志到控制台。

7.3 菜单栏说明

用户登录至 i2Active平台后，即可看见英方控制台的总览界面，依次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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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的菜单栏说明：

 ：单击此按钮，可以将左侧栏的菜单进行隐藏，隐藏后，仅显示各个功能的图标，

扩大操作界面的体验感。

总览：显示当前控制台内的所有节点和规则的运行情况。

系统设置：用户可以对系统设置主要是对 i2Active操作平台系统进行设置。包括系统参

数、许可管理等。详见 i2Active 系统设置。

资源管理：主要是对用户添加至 i2Active平台内的资源进行管理。详见 i2Active资源管

理。

节点管理：对主要是对节点进行的管理。详见 i2Active节点管理。

ORACLE同步：详见 i2Active Oracle同步。包含以下功能：

 英方同构数据库 Oracle（i2Active）的功能：同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英方异构数据库 Oracle（i2Stream）的功能：异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MYSQL同步：详见 i2Active MySQL同步。包含以下功能：

 英方同构数据库MySQL（i2Active）的功能：同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英方异构数据库MySQL（i2Stream）的功能：异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KAFKA同步：详见 i2Active KAFKA同步。包含以下功能：

 英方同构 Kafka（i2Active）的功能：同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英方异构 Kafka（i2Stream）的功能：异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SQL Server同步：详见 i2Active SQL Server同步。包含以下功能：

 英方同构数据库 SQL Server（i2Active）的功能：同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英方异构数据库 SQL Server（i2Stream）的功能：异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数据脱敏：详见 i2Active数据脱敏。包含以下功能：

 英方数据数据脱敏产品（i2Masking）的功能：实现敏感隐私数据的可靠保护且不影响

业务的应用。

日志管理：详见 i2Active日志管理。包含以下功能：

 对机器节点的告警状态警示，产生日志告知用户，当前日志的告警状态的级别。

消息中心：主要是对告警消息进行通知等设置管理的功能。详见 i2Active消息中心。

右上角菜单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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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当前登录至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用户名。

主题：单击可以自定义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背景颜色。

选择语言：选择当前 i2Active操作平台显示的语言。

通知：显示当前 i2Active操作平台中包含的规则的通知信息。

节点包下载：i2Active暂不支持。

 ：单击此按钮即可切换到 i2UP功能的操作平台界面。详见《i2UP软件使用手册》。

i2UP采用一体化的管理软件，实现包括数据收集、数据访问以及云端数据。

 ：单击此按钮可以查看当前控制台的版本信息和 i2Active 软件用户手册。

总览界面内容的说明：

i2Active操作平台中所有功能规则状态信息，目前仅显示 Oracle同步过程中的信息。

节点状态：显示 i2Active控制台中的总节点数及当前节点的状态信息。

数据库状态：显示 i2Active 控制台中的总数据库节点数及当前节点的状态信息。

规则状态：显示 i2Active控制台中的总规则数及当前规则的状态信息。

规则拓扑图：目前仅显示 Oracle同步中产生的规则。绿色为正常运行的状态，红色为异

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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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2Active 系统设置

i2Active自定义登录界面

i2Active用户设置

i2Active菜单管理

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8.1 概述

系统设置主要是对 i2Active 操作平台系统进行设置。包括系统参数、许可管理、配置备份

和操作日志。

8.2 i2Active自定义登录界面

i2Active操作平台的登录界面文字支持自定义设置，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自定义

文字修改。文字的修改是通过修改 diy_config.php文件里面的“title”和“product_name”
来实现的。具体配置方法举例如下：

1. 打开 diy_config.php文件，单击编辑修改。

diy_config.php文件在以下位置：

控制台装在Windows OS下，diy_config.php文件默认地址为：C:\Program Files
(x86)\info2soft\ctrlcenter\wwwroot\default\application\config\diy_config.php。

控制台装在Windows OS下，diy_config.php文件自定义地址为：<安装路
径>\info2soft\ctrlcenter\wwwroot\default\public\application\config\diy_config.php。

控制台装在 Linux OS下，diy_config.php文件路径为：
/var/i2data/www/default/application/config/diy_config.php。

2. 将$config['oem_flag']参数值设置为“true”。

3. 将 titel修改为“标签页名”。

4. 将 product_name修改为：“操作界面名”。

#修改前默认值：

<?php

defined('BASEPATH') OR exit('No direct script access a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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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iy_config

| -------------------------------------------------------------------------

| 用来自定义产品名称（登录页、页面标题等）

|

*/

$config['oem_flag'] = false;

$config['product_title'] = [

'zh_cn' => [

'title' => '英方统一数据管理平台',

'product_name' => '英方统一数据管理平台',

],

'zh_tw' => [

'title' => '英方統一資料管理平臺',

'product_name' => '英方統一資料管理平臺',

],

'english' => [

'title' => 'I2 Stream',

'product_name' => 'I2 Stream',

],

];

#修改后：

<?php

defined('BASEPATH') OR exit('No direct script access allowed');

/*

| -------------------------------------------------------------------------

| diy_config

| -------------------------------------------------------------------------

| 用来自定义产品名称（登录页、页面标题等）

|

*/

$config['oem_flag'] = true;

$config['product_title'] = [

'zh_cn' => [

'title' => '标签页名',

'product_name' => '操作界面名',

],

'zh_tw' => [

'title' => '英方統一資料管理平臺',

'product_name' => '英方統一資料管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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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 [

'title' => 'I2 Stream',

'product_name' => 'I2 Stream',

],

];

5. 保存后，登录访问控制台，英方 i2Ctrlcenter控制台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访问：

a.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管理控制台的 IP地址和端口（默认为 58080），格式如：

https://<i2ctrlcenter_ip>:58086。以 i2Ctrlcenter的 IP地址为 192.168.100.102为例，

则访问地址为：http://192.168.100.102:58080/或者 https://192.168.100.102:58086，
兼容浏览器包括 Edge、Firefox、Chrome等。

b. 如果 i2Ctrlcenter控制台装在Windows OS下，也可以通过双击桌面的 i2CtrlApp
应用登录操作。

6. 登录界面显示为：

8.3 i2Active用户设置

8.3.1 i2Active默认用户

i2Active 默认内置以下类型用户：

系统管理员（登录名：sysadmin）：增删改用户、用户权限管理。

业务管理员（登录名：admin）：业务相关操作管理员。

业务操作员（登录名：operator）：具有业务操作权限， 需要系统管理员对不同功能模块

进行授权，内置 operator用户角色默认只有资源相关的操作权限，如需更多权限，详见角

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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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员（登录名：auditor）：可查看系统的操作日志。

租户系统管理员（tenant admin）：租户相关操作，登录名为 system（该功能暂不支持，将

在后续版本开放，这里不做介绍，目前仅支持菜单管理，对菜单显示内容进行调整。）。

1. 内置所有用户的初始密码均为“Info1234”，首次登录后需要对密码及相关控制台配
置进行修改，修改完即可开始正常操作。

2. 只有当用户状态为“启用”的帐号才可以登录控制台进行相关操作。

3. 业务指的是统一灾备管理平台提供的 Oracle、MySQL数据库同步/消费等功能。

8.3.2 i2Active用户信息&密钥

使用用户账号成功登录到 i2Active的平台后，在右上方，单击“ <用户名>”→“用

户信息”，在用户信息中可对用户的“基本信息”以及用户的“密码”进行修改，密码长

度不能少于 8 位：

 “基本信息”&“修改密码”：按照提示操作即可，本文不予过多阐述，唯一需要注意

的是“修改密码”的密码长度不得少于 8位数字。

 “密钥管理”：初次进入是空白的，单击“新建”，会自动生成一行密钥信息，最多两

条信息。

自动生成的密钥信息中的“AccessKey”和“SecretKey”指的是当前用户账户用于 API授权的密钥管
理。请妥善管理“AccessKey”和“SecretKey”，切勿泄漏。

8.3.3 i2Active用户与角色管理

8.3.3.1 用户、角色与权限的关系

i2Active平台系统在用户管理上采用 RBAC模型，基于角色的权限访问控制（Role-Based
Access Control），权限与角色相关联，用户通过成为某个角色的成员而继承当前角色的权

限。角色是为了完成各种工作而创造，用户依据它的责任和资格来被指派相应的角色，用

户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角色被指派到另一个角色。角色可依新的需求赋予新的权限，而权

限也可根据需要而从某角色中回收。

简单来说，一个用户拥有若干角色，每一个角色拥有若干权限。构成“用户-角色-权限”的
授权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用户与角色之间，角色与权限之间，一般是多对多的关系，除

了部分系统内置受限的权限外。

在 i2Active的操作平台中，不用的业务操作用户所创建的节点，规则等一切信息都是互相独立的，
但是业务操作管理员“admin”可以查看所有用户创建的业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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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 用户管理

用户指的是应用系统的具体操作者，用户可以自己拥有权限信息，可以归属于 0～n个角

色。他的权限集是自身具有的权限、所属的各角色具有的权限，具有的权限的合集。

i2Active操作平台是使用超级用户管理员“sysadmin”账户登录对其余所有用户进行管理操

作，使用 sysadmin 账户登录对用户进行管理，具体步骤如下：

1. 访问控制台地址 https://<i2ctrlcenter_ip>:58086，输入账户名“sysadmin”，账户密码

（默认密码：Info1234）。

2. 左侧菜单栏中：“系统设置”→“用户管理”。

3. 选择新建、删除、或修改等操作按钮根据提示进行下操作，允许修改的用户，在列表

操作栏中会出现“修改”选项，单击“修改”，可以选择将当前的用户进行角色的授权，

选择用户所对应的角色名即可赋予用户该角色的权限，角色的管理详见角色管理。

系统默认用户的权限详见 i2Active默认用户。

1. 内置的所有默认用户都不允许删除，仅能修改用户状态为“正常”和“禁用”两种状
态。

2. 内置角色“Operator”授权有以下七项角色不可选择：“访问租户”、“新增租户”、

“编辑租户”、“删除租户”、“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操作日志”。

8.3.3.2.1 批量创建用户

i2Active操作平台是使用超级用户管理员“sysadmin”账户登录对其余所有用户进行管理操

作，使用 sysadmin 账户登录对用户进行管理，具体步骤如下：

1. 访问控制台地址 https://<i2ctrlcenter_ip>:58086，输入账户名“sysadmin”，账户密码

（默认密码：Info1234）。

2. 左侧菜单栏中：“系统设置”→“用户管理”。

3. 选择“用户导入”。会出现“用户导入”的界面，最上面有“示例文件”的“下载”

按钮，单击“下载”。

4. 会自动下载一份名为“user_ex”的 csv格式的文件，打开文件，有三列，分别是：

“Username”、“ Password(Length between 8 and 64)”、“ Role(admin|operator)”。

其中第一行中的用户名“test”为默认信息。

Username：用户自定义的用户账号名，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Password（Length between 8 and 64）：用户自定义用户账号对应的密码，该密码长度必

须在 8到 64位之间。

Role(admin|operator)：角色权限，仅有两种，“admin”和“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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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填写好的 user_ex.csv文件填写完毕后保存，并上传至“用户导入”的界面，会提示

“文件上传成功， 请稍后刷新用户列表，遇到导入不成功的请在日志中查找原因”。

6. 在“用户管理”的界面中单击“刷新”，即可看到成功导入的用户。

创建不成功，可以回到 i2Active操作平台的登录界面，使用“auditor”用户来登录，默认密码位
“Info1234”，登录即可查看日志。

1. 用户在 user_ex.csv文件填写的过程中，Username 用户名只允许字母、数字、中文以

及下划线，不区分大小写，4-64字符，否则创建不成功。

2. 用户在 user_ex.csv文件填写的过程中，Password 密码的长度必须在 8位到 64位之间，
否则创建不成功。

3. 用户在 user_ex.csv文件填写的过程中，Role角色的选择只有“admin”和“operator”
两种，不可以填写用户自定义的角色，否则创建不成功。

系统默认用户的权限详见 i2Active默认用户。

8.3.3.3 角色管理

为了对许多拥有相似权限的用户进行分类管理，定义了角色的概念，例如系统管理员、管

理员、用户等角色。角色具有上下级关系。

i2Active操作平台是使用超级用户管理员“sysadmin”账户登录对其余所有用户进行管理操

作，使用 sysadmin 账户登录对角色进行管理，具体步骤如下：

1. 访问控制台地址 https://<i2ctrlcenter_ip>:58086，输入账户名“sysadmin”，账户密码

（默认密：Info1234）

2. 左侧菜单栏中：“系统设置”→“角色管理”

3. 选择新建、删除、或修改等操作按钮根据提示进行下操作，允许修改权限的用户，在

列表操作栏中会出现“更多”选项，单击“更多”，选择“授权”跳转到“分配权限”的页面，

分配给角色所需要的权限。

系统默认角色的权限详见 i2Active默认用户。

1. 内置默认角色中业务操作员（operator）权限允许修改，新建角色允许删除和修改，内
置默认角色不允许删除。

2. 用户授权有以下七项角色不可选择：“访问租户”、“新增租户”、“编辑租户”、

“删除租户”、“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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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i2Active菜单管理

使用租户系统管理员（tenant admin）账户对菜单进行管理操作，使用 system账户登录对

菜单进行管理，具体步骤如下：

1. 访问控制台地址 https://<i2ctrlcenter_ip>:58086，输入账户名“sysadmin”，账户密码

（默认密：Info1234）

2. 左侧菜单栏中：“系统设置”→“菜单管理”

3. 根据需要对菜单进行调整。

系统默认用户的权限详见 i2Active默认用户。

8.5 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8.5.1 系统参数·全局设置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管理界面中，单击“全局设置”。

控制台地址：可设置为不同于控制台 IP本身的地址，节点通过该地址和控制台通信。

控制台超时时间：超过设置的时间后会跳转到登录页面要求重新登录。

状态刷新间隔：配置界面多久更新一次状态。在网络状况不佳的情况下，这里可以选择

大一点的间隔时间，如果网络状况很好，可以用默认的间隔时间。

列表默认记录数：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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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保存时长：节点/复制规则的保存时间，超出保存时长的日志将被删除，防止控制台

数据库记录过多而影响访问速度。

信息采集间隔：用户自定义资源占用信息采集时间间隔。

消息语言：控制台发送消息通知时，采用的语言种类。

8.5.2 系统参数·告警设置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管理界面中，单击“告警 设置”。

告警日志保留行数：用户自定义保留告警日志保留的行数大小。

两次告警最小时间间隔(秒)：用户自定义两次告警的最小时间间隔。

源库分析 redo停滞最长时间(秒)：用户自定义允许读取源机的日志文件的最大停滞时间。

备端装载延迟阈值(秒)：用户自定义允许备端增量数据延迟的最大阈值。

出错表数量阈值：用户自定义允许备端表数量出错的阈值。

装载 DML事务出错数阈值：用户自定义允许 DML事务增量数据出错的阈值。

装载 DDL事务出错数阈值：用户自定义允许 DDL事务增量数据出错的阈值。

数据库表空间占用率阈值(%)：用户自定义允许数据库表空间占用率的阈值。

Asm磁盘占用率阈值(%)：用户自定义允许 Asm磁盘占用率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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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 Oracle数据库的设置。

Headroom阈值(%)：用户自定义允许 Headroom的阈值。

数据库表空间占用率、asm磁盘占用率和 headroom三项设置与数据库节点的健康状态相关，空间占
用率、asm磁盘占用率超过设置，headroom低于设置，健康状态会变红报警。

8.5.3 系统参数·安全设置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管理界面中，单击“安全设置”。

限制并发会话：如果开启，一个用户只能在一个浏览器中登录，如果该用户在另一个浏

览器中登录，原来的用户会被提示。

允许尝试登录次数：登录时如果用户名和密码输错的次数大于设置的参数，页面就会锁

定， 提示“失败锁定时间中配置的时长”之后再次登录。

失败锁定时间：用户尝试登录超过“允许尝试登录次数”，页面锁定的时长。

限制密码复杂度：默认“否”，即对用户的密码复杂度没有限制，若此选项选择“是”，

创建用户或修改密码时会对用户密码复杂度进行检测。

如若开启以后，密码过于简单则提示注册失败。密码复杂度包括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标点

符号。（长度 8~64位）。

密码长度：创建用户或者修改密码时，必须达到设置的值时才能允许创建或者修改，否

则不能提交并给出错误提示。

密码有效期（天）：设置密码多少天需要重置，过期后登录时需要重新设置密码。最长

可设置 1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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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系统参数·邮件配置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管理界面中，单击“邮件配置”。此处的邮件配置是作为发件箱。用户可以在后

续的功能中进行配置收件箱，都是以此设置的邮件配置作为发件人。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

发件人可以和收件人相同。

收件邮箱：有三种收件箱，一种只接收异常邮件。一种用于接收整体状态（报告、报表）、

巡检通知。一种用于接收统计报表。

1. 异常告警的收件箱，在用户管理中设置，为当前用户设置用户邮箱，即可在发生异常

时，接收到邮件。

2. 整体状态、巡检通知的收件箱，在“消息中心”→“消息接收管理”中，单击“更多

设置”进行设定。统计报表（日报/周报/月报）的收件箱，在“统计报表”→“备份

统计”→“设置报表发送计划”中进行设定。

Email通知：勾选时将启用邮件通知服务。

SMTP的服务器地址：代收发服务器地址，一般由邮箱服务商提供。需要在发件邮箱的

设置功能中查看：SMTP服务器地址可以在发件邮箱的设置菜单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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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SL连接服务器：是否使用 SSL连接服务器；需要注意和 SMTP服务器端口的配

合。默认勾选对应的端口为 465，不勾选，自动对应的端口为 25。

开启 SMTP认证：默认需要开启，针对某些自建邮件服务器，无需 SMTP 认证的取消勾

选。除了某些自建邮件服务器外，通常都是要开启的。

SMTP的服务器端口：通常非 SSL连接和 SSL连接的端口是不同的。SMTP：25，SSL：
465，其他自建邮件服务器，填写实际的邮件服务监听端口。

用户名：发送邮件的帐号邮箱地址。

密码：客户端授权码，非发件箱的的登陆密码。对于需要开启客户端授权密码的邮箱，

如网易邮箱、QQ邮箱，这里填写的是授权密码（第三方访问口令），而非邮箱账号的登

录密码。当用该帐号发送邮件时，SMTP 服务器需做认证。该密码用于 SMTP 服务器认证。

发件人：告警邮件的发件，非必填，一般用于解决邮件帐号和发件人格式不一样的问题。

此为特殊用途，一般情况请勿填写，需要购买对应的 SaaS套件才可以使用。如若填写，必须填写完
成的邮箱地址格式，否则会报错。

邮件签名：邮件标题中的前缀。设置通知邮件的主题包含关键字。

主要用于给通知邮件的主题添加关键字。对于部署了多套英方管控平台的用户而言，此功能尤其有
用。

邮件正文签名：邮件正文最后的签名。设置通知邮件的正文签名信息。

主要用于给通知邮件的正文添加统一的邮件签名。可以是公司信息，也可以是联系管理员信息。

发送测试 Email：利用该页面的 SMTP设置，发送测试 Email到当前登录用户的邮箱。

当前登录用户的邮箱设置通过用户管理修改。

发送测试邮件的接收方可以是发件箱自己，也可以是其他任何邮箱；单击测试前，必须先保存配置，
否则将收到提示“操作失败，邮件通知未开启。

1. 单击“发送邮件测试”后，提示“操作失败。邮件通知未开启”，通常是因为没有先

单击“保存”导致的，先保存再测试即可。

2. 单击“发送邮件测试”后，提示“操作失败。SMTP 服务器连接失败”， 通常是如下几种
原因：

a. 网络问题：控制台未联网或未配置 DNS，无法访问 SMTP 服务器：请在控制台使

用 ping或 telnet确定是否网络问题。

b. 配置问题：发件箱的密码填写有误，没有填写正确的登录密码，或没有填写授权

密码（第三方访问口令）：请检查密码或账号是否正确。某些邮箱需要先设置 POP3，填
写授权密码。

8.5.5 系统参数·短信配置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管理界面中，单击“短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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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短信告警：启用短信告警功能。

短信平台：目前支持阿里云短信平台、华为消息通知服务、ESK平台（企信王）、太平

洋证券 OTO、国泰君安、国都证券、东方证券、短信猫。

短信平台 平台所需填写信息

阿里云 APPKey：需要在阿里大于/阿里云短信平台

注册帐号，在管理控制台中的应用管理中获

取 APPKey。

SecretKey：阿里大于/阿里云平台中，在管

理控制台中的应用管理中获取 SecretKey。

签名名称： 在阿里大于/阿里云的配置管理

中短信通知的配置短信签名中获取签名名

称。

ESK平台（企信王）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 华为账户名：华为账户名（DomainName）
不是用户名。

获取方法：基本信息界面→管理我的凭证→查看“帐

号名”。

所属区域：RegionName为 cn-north-1、
cn-south-1或者 cn-east-2。

获取地址：
https://developer.huaweicloud.com/endpoint。

主题的 URN：主题的 URN，华为云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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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平台 平台所需填写信息

创建，urn串。

东方证券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太平洋证券 OTO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短信猫 串口：短信猫连接后，占用的串口号。

Windows下用 COM*。例如：COM1 (Linux
下也可以用，COM1表示/dev/ttyS0)。

波特率：默认 9600不用修改，短信测试异常

可调整。Windows可以在串口属性中设置。

国泰君安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国都证券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3.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华为消息通知服务，不是简单的 SMS服务。需要先创建一个主

题，所有的应用都可以发消息给这个主题，主题会通知到“订阅者”；和企业版现有
的控制台的 SMS以及通知不同，需要在华为的控制台里创建主题并添加订阅。

4. 短信猫：针对无法访问外网的用户，使用短信猫来发送短信告警通知。需要在控制台
上通过串口连接短信猫设备。短信猫型号：目前仅支持 JYC311-232。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设置：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设置的主要步骤：

1. 创建一个主题。

2. 创建一个模板，类型选择短信；华为要求同时创建一个协议为 Default的同名的模板。

3. 再添加订阅，这里协议可以选择短信和邮件以及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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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许可管理，由英方与用户签订，用以规定和限制软件用户使用软件（或其源代码）的权利，

以及英方应尽的义务。没有许可管理，是无法使用英方提供的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功能服

务。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许可管理界面，可以进行“添加”、“查看识别码”、“下载节点识别码”、“批量更新”、

“在线更新”、“删除”、“刷新”操作：

添加：用于将英方提供的软件注册码来激活 i2Active操作平台。

查看识别码：用于提供给英方的码，此码是英方提供软件注册码的凭证。

下载节点识别码：仅用于二次激活时，此码是向英方提供许可的凭证基础。

批量更新：用于更新激活 i2Active的操作平台。

在线更新：SN-序列号和识别码也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用户获得了新的注册码，可以直接

单击在线更新即可完成操作，控制台会自动获取所有许可的最新版本更新许可证，完成后

会提示操作是否成功。

删除：删除许可证。

刷新：更新完毕后，刷新。

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栏，可以输入 SN-序列号搜索对应的许可。

界面表格中名词解释如下：

SN-序列号：许可生成时随机生成的唯一名称。

授权类型：分为试用版、授权版、服务版。

产品名称：该许可的名称。

到期：试用版 License对应为试用期；正式版 License对应为激活期或者维保期；服务版

License对应为该许可有效期。

功能：该许可包含的功能。

授权项：该许可提供的最大使用量：分为虚拟节点数、物理节点数、迁移容量、虚拟机

保护数量等。

操作：该许可所允许的操作，分为查看、下载、删除、更新。

8.6.1 许可管理·界面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软件许可（License）分为正式版、试用版和服务版。

控制台支持多个 License，每个产品允许添加多个 license。正式版 License、试用版 License、
服务版 License可以共存。

License仅区分虚拟机和物理机。

正式版：正式版 License存在两种状态：

一种是未激活状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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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栏显示最晚激活时间。未激活到期后，将禁止提交相关配置，但是用户所建立的规则不会停止。

另一种是激活状态，如下图所示：

到期栏显示的是维保到期时间。激活的 License使用上没有任何限制，即使维保到期也不会影响软件
的使用。但是，超过维保期，厂家不再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试用版：试用版 License过期后规则或任务停止，控制台页面无法再操作。

服务版：服务版 License必须在有效期内使用，过期后规则或任务停止，控制台禁止操作。

1. 无论是试用版 License还是正式版 License，都需要绑定控制台识别码。

8.6.2 许可管理·添加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查看识别码”获取当前控制台识别码，提交给英方并获取可使用的许可。

2. 单击“添加”，将英方提供的注册码填写进表格内或将提放提供的注册码文件上传至

激活框内。

3. 单击“确定”完成许可添加。

添加成功后，即可使用许可对应的软件功能绑定。

8.6.1 许可管理·绑定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的表格右侧中“操作”一列单击“查看”，

2. 在弹出“许可绑定情况”对话框中，勾选用户需要绑定的节点或虚拟平台，单击“更

新绑定”即可完成许可绑定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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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该控制台上已注册至数据库节点的名称。

资源类型：不显示。

操作系统：不显示。

是否已经绑定当前 license：是、否。

1. 每个 License都有它所对应节点的许可数量，此处绑定节点不能超出其许可数量；

2. 无论是试用版 License还是正式版 License，都需要绑定控制台识别码。

8.6.2 许可管理·更新

License更新是向现有许可添加新功能、添加更多节点许可数量的操作；根据控制台是否能

联网分为“在线更新”和“批量更新”（离线更新）。如果更新的 License功能集合少于

之前的 License功能集合，则更新后可用的灾备功能集合将以新添加的 License为准。

8.6.2.4 在线 License更新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在线 License更新步骤如下：

1. 单击页面下方“在线更新”，控制台会自动获取所有许可的最新版本，并更新。

2. 完成后会提示操作是否成功。

8.6.2.5 批量 License更新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115 -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批量 License更新（离线 License更新）步骤如下：

1. 单击页面下方“批量更新”，会弹出更新 license窗口。

绑定地址： 需要一台能联网的主机访问此“绑定地址”；

识别码： 用于 License 自助绑定操作。

试用升级正式： 如果您需要将“试用版”许可升级为“正式版”许可，您还需要勾选此

项，此操作会将“正式版”许可作为新许可添加，并自动将试用版上的绑定关系转移到正

式版上，旧有试用版许可保留不变。

软件注册码： 您可以选择复制许可文件中的全部文本粘贴到“软件注册码”栏，并单击

“确定”更新许可。

License文件：也可以通过将整个许可文件拖入“License文件”栏，单击“上传”更新

许可。

2. 在软件注册码中输入英方提供更新后的“软件注册码”。

3. 单击“确定”，完成批量 License更新（离线 License更新）。

8.6.3 许可管理·下载

如果用户需要下载控制台上的软件许可进行归档，可以用过许可下载来实现：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单击列表右边操作栏“下载”，单击链接下载即可。

8.6.4 许可管理·删除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单击下方的“删除”，选择对应的许可，删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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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 许可管理·菜单同步

当许可发生变化时，会比对当前菜单是否包含许可中所涵盖的功能，若发现有未涵盖的功

能，会弹出提示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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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2Active 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9.1 概述

本章节讲述了 i2Active 软件内节点的授权的过程。

9.2 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9.2.1 资源授权·概述

用户的权限不一致，不同用户创建的节点之间的信息是互相独立的，为了方便业务之间的

往来，业务操作管理员通过“资源授权”管理的操作，将资源授权给业务操作员使用，允

许业务操作员选择授权的节点进行创建相关规则或任务，否则业务操作员登录后不能直接

选择资源进行创建规则或任务等。

所谓授权，就是将资源授权给某些普通用户使用（不包括资源创建者和管理员用户），普

通用户登录时，可对这些资源进行查看、修改和各种操作，不包含删除操作，只有管理员

和资源创建者能进行删除。

9.2.1 资源授权·设置

资源授权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使用具有资源授权的角色的用户登录到 i2Active操作平台，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

菜单栏：“资源管理”→“资源授权”，进入到资源授权界面。

2. 资源授权界面列表中会显示所有的用户，在“操作”一列中，选择需要授权的用户，

单击“设置”，指派相关资源给该用户。

3. 在右侧栏中的选择为该用户指派的资源（包括所有功能的规则及节点等资源）。还可

为用户指定改资源的“修改”和“权限”的操作。

4. 单击“确定”，完成指定用户的资源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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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把资源授权给某些用户，供普通用户使用（非节点创建者、非管理员）。

2. 一个资源可以授权给多个用户管理。

3. 一个用户可以管理多个被授权的资源。

4. 用户创建的资源可以授权给其他用户进行使用，删除危险操作默认禁用。

9.2.2 资源授权·界面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资源授权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资源授权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资源授权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当前所有用户名。

角色：当前用户的角色名，角色管理详见角色管理。

操作：设置，用来对当前用户进行资源授权的资源操作，详见资源授权·设置。

资源授权菜单说明：

刷新：刷新当前资源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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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2Active 节点管理

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节点管理·机器节点

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

10.1 概述

本章节讲述了 i2Active 软件内节点激活、机器节点注册、配置数据库等的过程。

10.2 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10.2.1 未激活节点·环境要求

未激活节点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Active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一台装有英方节点软件的机器。详见 i2Active 安装。

3. 机器需要开启对应的 iahelper服务。详见 i2Active 配置中对应启动的服务。

一般情况下，此机器是第一次连接到控制台。

10.2.2 未激活节点·界面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

未激活节点信息栏说明：

名称：自动识别并显示此机器节点上的 hostname的名称。

节点状态：“未激活”。此机器节点尚未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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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地址：显示此机器节点的 IP地址。

数据端口：显示此机器节点连接控制台所使用的端口号。

操作系统：显示此机器节点的操作系统版本。

软件版本：显示此机器节点中英方的软件版本号。

未激活节点操作列说明：

激活：可将此未激活的机器节点进行激活。详见未激活节点·激活。

未激活节点菜单说明：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未激活节点。

刷新：刷新当前未激活节点的状态。

10.2.3 未激活节点·激活

未激活节点·激活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进入未激活节点

界面。

2. 未激活节点界面中，单击操作栏中的“激活”。此时界面转至机器节点·节点激活。

3. 激活未激活的节点，主要包含了“基本设置”。

4.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完成机器节点的激活。

10.3 节点管理·机器节点

10.3.1 机器节点·环境要求

1. 机器启动了 iahelper服务进程。

在 i2Active配置章节中，凡启动 iahelper服务的都需注册为机器节点。

在 i2Active配置章节中，未启动 iahelper服务的无需注册为机器节点。

2. 用户需知此机器在部署架构中属于哪种类型的节点。

不同的部署结构，需要注册至控制台类型的选择。

数据库·部署方式 源端节点 备端节点 中继节点 SQLSERVER节点

Oracle源机·本地部署 √ × × ×

Oracle源机·中继部署 √ × × ×

Oracle源机·分离部署 × × × ×

MySQL源机·本地部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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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部署方式 源端节点 备端节点 中继节点 SQLSERVER节点

MySQL源机·分离部署 × × × ×

SQL Server 源机·本地部署 × × × √

SQL Server 源机·分离部署 × × × ×

中继节点·Oracle × × √ ×

分离节点·Oracle √ × × ×

分离节点·MySQL × × × ×

分离节点·SQL Server × × × √

目标端节点·Oracle × √ × ×

目标端节点·MySQL × √ × ×

目标端节点·SQL Server × × × √

10.3.2 机器节点·节点激活

机器节点·节点激活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首次激活机器节点时：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未激活节点”，进入未激活节点

界面。

2. 未激活节点界面中，单击操作栏中的“激活”。

3. 此时跳转至机器节点·节点激活的界面。

后续修改机器节点时：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机器节点”，进入机器节点界面。

2. 机器节点界面中，单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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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用户自定义的机器节点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

前机器节点的名称。

IP地址：自动识别并显示当前机器的 IP地址。

如果此机器含有多个 IP地址，则会界面上会一一显示，IP地址会自动用逗号“，”隔离开。

数据端口：所会自动显示当前机器节点所使用的数据端口。机器节点有 8个服务程序，

同一个节点最多会需要运行所有这些服务，它们会使用由数据端口开始的 8个端口。通常

情况采用默认端口即可，但如果端口被占用，比如多套软件同时运行的场景的情况，则需

要调整，调整此参数需要重启节点上的服务。路径以以文件分割符（“/”或“\”）结尾。

所有节点的端口默认都由该端口递增获得，您也可以通过点击下方节点按钮 后面的修改图标来
自定义节点端口。

<数据端口>指的是界面上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端口的填写。

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端口必须在 1-65535之间，否则会提示“端口不合法”。此数据端口的值需要用
户在底层修改监听端口的配置文件。

进程 端口号 默认端口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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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端口号 默认端口号 备注

iaback（备端节点） <数据端口> 26804

iawork（源端节点） <数据端口>+1 26805

iahelper <数据端口>+2 26806

iatrack <数据端口>+3 26807

iarelay（中继节点） <数据端口>+4 26808

iamask（脱敏源节点） <数据端口>+7 26811 仅 i2Masking会涉及到

iaload（脱敏备节点） <数据端口>+8 26812 仅 i2Masking会涉及到

iamsg（消息处理节点） <数据端口>+10 26814 仅 i2Stream会涉及到

iamss（SQLServer节点） <数据端口>+12 26816

数据缓存目录：存放当前机器的数据缓存信息的绝对路径。路径以以文件分割符（“/”
或“\”）结尾。

确保当前机器中运行英方软件服务的用户对数据缓存目录有读写权限。

举例说明：在 Oracle的数据库机器中，若采用 grid用户来启动 iahelper等相关服务，则此日志目录
需要具有 grid的用户以及 oinstall属组。简单来说，用户需要在操作系统通过 grid用户创建
/home/grid/log/。
mkdir -p /home/grid/cache/
chown -R grid:oinstall /home/grid/cache/

日志目录：存放当前机器的日志信息的绝对路径。

确保当前机器中运行英方软件服务的用户对日志目录有读写权限。

举例说明：在 Oracle的数据库机器中，若采用 grid用户来启动 iahelper等相关服务，则此日志目录
需要具有 grid的用户以及 oinstall属组。简单来说，用户需要在操作系统通过 grid用户创建
/home/grid/log/。
mkdir -p /home/grid/log/
chown -R grid:oinstall /home/grid/log/

ipctoken：一般默认即可。自动获取并显示当前机器节点的 UUID，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

需求进行自定义更改，此 UUID主要作用是作为区分不同的节点的标识。

用户若修改了此 ipctoken，则需要确保当前注册的机器节点 UUID是唯一的，和其余的机器节点的
UUID不一致。

节点类型：分为源端节点、备端节点、中继节点、脱敏源节点、脱敏备节点和消息处理

节点。

根据数据库的部署方式不同，选择不同的节点类型。

数据库·部署方式 源端节点 备端节点 中继节点 SQLSERVER节点

Oracle源机·本地部署 √ × × ×

Oracle源机·中继部署 √ × × ×

Oracle源机·分离部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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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部署方式 源端节点 备端节点 中继节点 SQLSERVER节点

MySQL源机·本地部署 √ × × ×

MySQL源机·分离部署 × × × ×

SQL Server 源机·本地部署 × × × √

SQL Server 源机·分离部署 × × × ×

中继节点·Oracle × × √ ×

分离节点·Oracle √ × × ×

分离节点·MySQL × × × ×

分离节点·SQL Server × × × √

目标端节点·Oracle × √ × ×

目标端节点·MySQL × √ × ×

目标端节点·SQL Server × × × √

备注：用户可以自定义填写此机器节点的备注。

3. 完成机器节点的激活。

1. 数据缓存目录和日志目录必须以文件分割符（“/”或“\”）否则会提示“结尾输入

的数据缓存目录不正确”，从而无法添加机器节点。

2. 节点类型错误不会导致节点服务出错，但会影响WEB界面的状态监控。

3. 用户若修改数据端口需要重启节点服务程序。

4. 每个操作系统用户可以注册一个节点，每个节点有自己的 UUID，i2Active通过 UUID
区分不同的节点。

5. iahelper服务程序通过配置目录下的 active.conf文件判断自身节点是否已经注册。当

需要重新注册节点时，请确保该文件已被删除。

6. iahelper会主动连接控制机，当无法激活或找不到机器节点时，首先检查网络是否通
畅，然后尝试重新启动 iahelper程序。如若还是检测不到，需要注意是否是版本差异
问题，强烈建议节点版本和控制机版本保持一致。

7. 对于 RAC多节点的源端系统，可以将所有的节点机器都激活，便于后面的同步节点
切换；也可以只激活一个节点。

8. 确保操作系统内，运行服务的用户能对节点的缓存目录和日志目录有读写权限。

10.3.3 机器节点·界面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机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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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节点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机器节点的名称过滤显示机器节点列表。

机器节点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激活此机器节点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节点状态：取决于 iahelper服务的状态。

 在线：当前机器节点为在线状态。

 离线：当前机器节点为离线状态。

 未知：无法获取到机器节点的信息。

进程状态：显示此机器节点类型对应的服务进程名和状态。绿色为正常，红色为异常。

机器节点类型 进程服务名 备注

源端节点 iawork和 iatrack

备端节点 iaback

中继节点 iarelay

脱敏源节点 iamask 仅 i2Masking会涉及到

脱敏备节点 iaload 仅 i2Masking会涉及到

消息处理节点 iamsg 仅 i2Stream会涉及到

SQLServer节点 iamss

IP地址：显示当前机器节点的 IP地址。

操作系统：显示当前机器节点的操作系统及版本号。

软件版本：显示当前机器节点内英方节点安装包的版本号。

所有者：显示将此机器节点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的用户。

机器节点操作列说明：

修改：修改当前机器节点的配置信息。修改信息和节点激活时的配置一致。详见机器节

点·节点激活。

状态信息：显示当前机器节点的状态信息。详见机器节点·状态信息。

授权：将当前机器节点指派给 i2Active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

源授权。

删除：删除当前机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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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当前机器节点存在关联的同步规则，是无法删除的；若执意删除，需要先删除机器节点对应的规
则，再删除此机器节点。

机器节点菜单说明：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机器节点。

刷新：刷新当前机器节点的状态。

10.3.4 机器节点·状态信息

机器节点·状态信息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机器节点”，进入机器节点界面。

2. 机器节点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状态信息”。

实时流程图：

显示当前机器节点的 cpu占用、cpu核数、内存占用、进程状态、网络占用和实时输入输

出速度等实时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状态信息：

显示当前机器节点的状态及配置信息。

10.3.5 机器节点·删除

机器节点·状态信息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机器节点”，进入机器节点界面。

2. 机器节点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对应机器节点的复选框。

3. 选择需要删除的机器节点，即可批量删除对应的机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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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删除机器节点时，机器节点内对应的 iahelper进程并未启动，则会显示在未激活节
点界面内。

10.4 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

需通过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的机器节点中添加数据库节点，绑定对应的许可，才可

以注册为数据库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后，才可使用 i2Active 同步的功能。

10.4.1 数据库节点·环境要求

数据库节点的环境要求根据数据库的不同，分为 Oracle、MySQL和 SQL Server。在后续

的章节内根据不同的部署方式有对应的不同环境要求。

10.4.1.1 数据库节点·环境要求·Oracle
1. 本地部署情况下：

a. 源机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通过源机对应的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不同的库，需要准备数据库对应的 IP地址，用户密码及服务名等信息。

b. 源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

Oracle11g及其以前版本，详见本机部署·Oracle 11g源机。

Oracle12c及其以后版本，详见本机部署·Oracle 12c源机。

c. 目标机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需通过目标机对应的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不同的库，需要准备数据库对应的 IP地址，用户密码及服务名等信息。

d. 目标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

Oracle11g及其以前版本，详见目标端节点·Oracle 11g。

Oracle12c及其以后版本，详见目标端节点·Oracle 12c。

2. 中继部署情况下：

a. 源机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需通过源机对应的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在
注册数据库节点的过程中，需要选择已注册为机器节点的中继节点。

不同的库，需要准备数据库对应的 IP地址，用户密码及服务名等信息。

b. 源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

Oracle11g及其以前版本，详见中继部署·Oracle 11g源机。

Oracle12c及其以后版本，详见中继部署·Oracle 12c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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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继节点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无需注册为数据库节点。

d. 中继节点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详见中继节点配置·Oracle。

e. 目标机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需通过目标机对应的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不同的库，需要准备数据库对应的 IP地址，用户密码及服务名等信息。

f. 目标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

Oracle11g及其以前版本，详见目标端节点·Oracle 11g。

Oracle12c及其以后版本，详见目标端节点·Oracle 12c。

3. 分离部署情况下：

a. 源机无需操作。

后续需通过分离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b. 源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

Oracle11g及其以前版本，详见分离部署·Oracle 11g源机。

Oracle12c及其以后版本，详见分离部署·Oracle 12c源机。

c. 分离节点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通过分离节点对应的机器节点在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在注册过程中的数据库 IP、用户、密码等
信息中需输入源机数据库对应的信息，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d. 分离节点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详见分离节点配置·Oracle。

e. 目标机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需通过目标机对应的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不同的库，需要准备数据库对应的 IP地址，用户密码及服务名等信息。

f. 目标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

Oracle11g及其以前版本，详见目标端节点·Oracle 11g。

Oracle12c及其以后版本，详见目标端节点·Oracle 12c。

10.4.1.2 数据库节点·环境要求·MySQL
1. 本地部署情况下：

a. 源机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需通过源机对应的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不同的库，需要准备数据库对应的 IP地址，用户密码及服务名等信息。

b. 源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详见本机部署·MySQL源机。

c. 目标机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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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需通过目标机对应的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不同的库，需要准备数据库对应的 IP地址，用户密码及服务名等信息。

d. 目标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

Oracle11g及其以前版本，详见目标端节点·Oracle 11g。

Oracle12c及其以后版本，详见目标端节点·Oracle 12c。

2. 中继部署情况下：暂不支持MySQL数据库的中继部署的架构。

3. 分离部署情况下：

a. 源机无需操作。

后续需通过分离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b. 源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详见分离部署·MySQL源机。

c. 分离节点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通过分离节点对应的机器节点在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在注册过程中的数据库 IP、用户、密码等
信息中需输入源机数据库对应的信息，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d. 分离节点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详见分离节点配置·MySQL。

e. 目标机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需通过目标机对应的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不同的库，需要准备数据库对应的 IP地址，用户密码及服务名等信息。

f. 目标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详见目标端节点·MySQL。

10.4.1.3 数据库节点·环境要求·SQL Server
1. 本地部署情况下：

a. 源机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需通过源机对应的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或者也可以通过已注启动 iamss服务册并注册为

机器节点的机器完成数据库节点的注册），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不同的库，需要准备数据库对应的 IP地址，用户密码及服务名等信息。

b. 源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详见本机部署·SQL Server源机。

c. 目标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详见目标端节点·SQL Server。

后续需通过源机对应的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或者也可以通过已注启动 iamss服务册并注册为

机器节点的机器完成数据库节点的注册），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不同的库，需要准备数据库对应的 IP地址，用户密码及服务名等信息。

2. 中继部署情况下，SQL Server无需中继节点。

SQL Server 无需中继节点，支持源库一对多备库的功能。用户只需要考虑 SQL Server源库是作为本
机部署架构还是分离部署结构即可。按照对应 SQL Server部署架构章节进行部署。

3. 分离部署情况下：

a. 源机无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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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需通过分离节点对应的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或者也可以通过已注启动 iamss服务册并注
册为机器节点的机器完成数据库节点的注册），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b. 源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详见分离部署·SQL Server源机。

c. 分离节点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通过分离节点对应的机器节点在注册为数据库节点（此分离节点可作为共享的机器节点，可同
时给其余的 SQL Server数据库作为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在注册过程中的数据库 IP、用户、

密码等信息中需输入源机数据库对应的信息，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d. 分离节点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详见分离节点配置·SQL Server。

e. 目标机已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中并注册为机器节点。

后续需通过分离节点对应的机器节点注册为数据库节点（或者也可以通过已注启动 iamss服务册并注

册为机器节点的机器完成数据库节点的注册），如有多个库需分别注册为多个数据库节点。

不同的库，需要准备数据库对应的 IP地址，用户密码及服务名等信息。

f. 目标机已经完成对应的数据库配置。详见目标端节点·SQL Server。

1. SQL Server的分离节点必须为Windows的操作系统。

2. SQL Server数据库部署架构较为灵活，只需要有一台已启动的 iamss服务并注册至
i2Active控制台作为机器节点即可完成 SQL Server的源备机的部署，多个源备机也可

以共用此同一个已启 iamss服务的机器节点完成数据库节点的注册。

10.4.1 数据库节点·新建

数据库节点·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进入数据库节点

界面。

2. 数据库节点界面中，单击“新建”。

3. 根据数据库类型的不同，有不同的数据库节点创建的方式。完成对应的配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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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提交，完成数据库节点的新建。

10.4.1.1 数据库节点·新建·Oracle
数据库节点·新建·Oracle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进入数据库节点

界面。

2. 数据库节点界面中，单击“新建”。

3. 数据库类型选择“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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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用户自定义的数据库节点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软件许可：用户根据实际需求，单击对应的 License进行关联，支持多选。

如果用户尚未通过菜单“系统设置”→“许可管理”添加有效 License，该选项下拉框显示为空；如
果已经添加有效 License，下拉框将显示所有可用的 License。

工作节点：选择添加至控制台内的机器节点，从机器节点内添加的数据库节点。

数据库类型：此处选择 Oracle。

用户名：默认使用英方提供的：i2。

如果需要使用非 i2用户，请联系英方进行咨询。

密码：默认使用英方提供的：i2。

如果需要使用非 i2用户，请联系英方进行咨询。

服务名：此 Oracle对应的服务名。

使用 grid用户进入到数据库中下输入命令 SQL> show parameter service，找到对应的 VALUE的值即
为此服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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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字符集：默认不填写。

用户无需选择填写，仅有在源机和目标机的数据字符不一致的时候，需要进行选择，请联系英方进
行咨询。

端口：数据库监听端口，默认为 1521，管理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修改。

部署方式：单机。单机指的是单实例。

 数据库 IP：填写访问数据库节点的 IP地址。

分离节点，请填写分离部署对应的源机的数据库 IP地址。

 线程号：数据库实例的线程 ID，可以在实例所在的机器上进行查询。

使用 oracle用户进入到数据库中下输入命令 SQL> select instance_name, host_name, thread# from
v$instance;

找到对应的 thread#的值即为此线程号。

部署方式：集群。

 数据库配置：单击“添加”按钮，即可以对数据库进行配置。

 IP：添加数据库节点的 IP地址。

 线程号：数据库实例的线程 ID，可以在实例所在的机器上进行查询。

进入到数据库中下输入命令 SQL> select instance_name, host_name, thread# from v$instance;

找到对应的 thread#的值即为此线程号。

 禁用：只针对集群选项设置，默认为否，表示节点数据库正常工作。选择时，软件将

不分析该节点的数据库日志。

 操作：可删除当前的数据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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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读取方式：文件系统/裸设备。

 此项配置需要同数据库配置一致，非 ASM单实例的 Oracle会采用文件系统，Oracle10g
可能会出现裸设备的情况。

日志读取方式：ASM实例/ASM块设备。对于 Oracle的 ASM 管理模式，可以选择 ASM
方式和 ASM 块设备两种方式读取日志。ASM方式读日志是通过 dbms包实现，从 ASM实

例获取 redolog文件内容。

ASM实例：ASM实例读取 redolog性能还可以，但在高压力的情况下，这种方式比文件系统方式的
redolog读取性能差很多。

ASM块设备：ASM块设备方式的原理是从 ASM实例中查询 redolog的数据分布，然后直接从 ASM
的块设备读 redolog，可以达到文件系统同等的性能。ASM块设备不支持分离部署，仅适用于本地存
储设备。

 os认证：默认关闭，需要填写 ASM 密码。如果开启了 os认证，则不需要输入 ASM
密码。

强烈建议不开启，在复杂环境中，os认证的会导致有些情况无法读取到更新的日志，从而产生较大
延迟。

若忘记 ASM密码时，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新建一个账号，赋予 ASM访问权限，从而代替 OS认证。

os认证不适用于分离部署。

ASM实例：此 Oracle对应的服务名。

使用 grid用户进入到数据库中下输入命令 SQL> select instance_name from v$instance;，得到的值即为

此 ASM的实例名。

 ASM用户名：sys。指的是 grid用户下 ASM 管理的用户名，强烈建议使用 sys用户。

 ASM密码：sys用户对应的 ASM密码。

若用的 grid用户启动的英方软件进程，则开启了 os认证，则此处无需输入密码，也可以完成认证。

 ASM端口：ASM管理监听端口，默认为 1521，管理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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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打开方式：分为普通和 DIRECT。默认普通。

块设备一般选 DIRECT，个别环境下，文件系统的库也需要选择 DIRECT，如果 iatrack 日志持续报
can’t find xid 错误，可以尝试 DIRECT，并重新提交规则，重新同步。

远程文件代理：默认不开启。仅分离部署（英方节点软件不能部署在源库上）的情况下

需要开启。

若源库的 Oracle采用非 ASM方式时，需要采用远程文件代理的方式处理 redolog。此功能需要结合
logreader服务程序使用，端口参数需要同 logreader一致。Logreader服务程序运行在源库上，并按命
令行配置开启监听，它的唯一用途是处理 iatrack读 redolog的请求，并将请求的数据发送给 iatrack。

若源库的 Oracle采用 ASM方式时，则无需启动 logreader服务。

 代理端口：用户根据 logreader的启动数值进行填写。

 压缩方式：根据压缩方式的不同，分为“不压缩”、“LZO”和“ZIP”。

中继节点：默认不开启。仅中继部署（需要源库做一对多分发）的情况下需要开启。。

只有在 i2Active控制台内添加中继机器节点后，才会可以在下拉框中选择中继节点的机器节点。

会话过滤：默认不开启。此选项针对双向同步，双向同步时需要勾选源库和备库的会话

过滤。

ADG环境配置：分为三种：“非 ADG数据库”，“ADG环境中的数据库容器（CDB）”

和“ADG环境中的可插拔数据库（PDB）”。通常情况下配置为普通数据库即可，即非

ADG。

其余配置项专门针对于用户对容器 DB做 ADG，且将 ADG备库做为 ACTIVE源库的情况，在 ADG
备库的 PDB实例中，对某些视图的查询结果是错误的，因此 ACTIVE需要 CDB的配置，以便在 CDB
实例中做相应查询。此种情况下，需要先配置 CDB库节点，不占用 license，不可以用在同步规则中；

然后再配置 PDB库节点，同时选择其所属 CDB。

测试连接：英方提供了测试连接的功能，通过测试界面上所有填写数据的数据库节点数

据判断是否可以连通。若不能连接，请检查对应的数据库监听配置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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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提交”，完成 Oracle数据库节点的新建。

1. 源端 Oracle数据库若采用的是 ASM磁盘管理方式，在日志读取方式的选择中，请选

择“ASM实例”或者“ASM 块设备”进行认证。

2. 当确实无法获取 ASM 的 sys密码，且不允许修改时，可以考虑采用“os认证”方式。
采用“os认证”的前提是使用 grid用户来启动英方软件（或者 ORACLE_SID为+ASM
的前提下进行）。

3. 分离部署时，若源机的 Oracle数据库采用 ASM 部署，则不可使用“ASM 块设备”作

为日志读取方式，也不可使用“os认证”进行 ASM实例的认证。

4. 数据库状态在初次添加完成后，状态显示为“未知”，请等待 1-2分钟左右，状态会
自行刷新。

5. ASM在线 rebalance会导致 ASM 文件块分布变化，导致块设备读取方式失败。在此

操作期间，ASM 块设备方式必须暂停日志分析。

6. 建立 Oracle同步规则之后，再更改数据库的配置，新的配置会在下次启动或者继续规

则时生效。

7. 中继节点无须注册至数据库节点。其余类型的都需要注册为数据库节点。

10.4.1.2 数据库节点·新建·MySQL
数据库节点·新建·MySQL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进入数据库节点

界面。

2. 数据库节点界面中，单击“新建”。

3. 数据库类型选择“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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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用户自定义的数据库节点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软件许可：用户根据实际需求，单击对应的 License进行关联，支持多选。

如果用户尚未通过菜单“系统设置”→“许可管理”添加有效 License，该选项下拉框显示为空；如
果已经添加有效 License，下拉框将显示所有可用的 License。

工作节点：选择添加至控制台内的机器节点，从机器节点内添加的数据库节点。

数据库类型：此处选择MySQL。

用户名：MySQL对应的数据库用户名。

密码：MySQL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服务名：MySQL的数据库名。

MySQL：这里的服务名指的是MySQL数据库中的数据库名。

端口：MySQL的数据库端口号。

MySQL默认端口号为：3306。

数据库 IP：MySQL的数据库的 IP地址。

4. 单击“提交”，完成MySQL节点的新建。

10.4.1.3 数据库节点·新建·SQL Server
数据库节点·新建·SQL Server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138 -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进入数据库节点

界面。

2. 数据库节点界面中，单击“新建”。

3. 数据库类型选择“SQL Server”。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数据库节点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软件许可：用户根据实际需求，单击对应的 License进行关联，支持多选。

如果用户尚未通过菜单“系统设置”→“许可管理”添加有效 License，该选项下拉框显示为空；如
果已经添加有效 License，下拉框将显示所有可用的 License。

工作节点：此处只需要选择一台已开启 iamss服务并添加至机器节点的工作节点。所有

的源备端机器都可以选择此机器作为工作节点。

数据库类型：此处选择 SQL Server。

数据库 IP：SQL Server的数据库的 IP地址。

无论任何部署模式，只需要填写 SQL Server对应的源备机的 IP地址，即可将 SQL Server数据库添
加至数据库节点内。请确保源备库都已开启了 TCP/IP协议。

端口：SQL Server的数据库端口号。

SQL Server 默认端口号为：1433。

用户名：SQL Server对应的数据库用户名。

SQL Server 默认用户名为：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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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SQL Server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数据库名：SQL Server数据库中的数据库名。

dacport：SQL Server数据库对应的 TCP/IP的端口号。

4. 单击“提交”，完成 SQL Server数据库节点的新建。

10.4.1 数据库节点·界面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

数据库节点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数据库节点的名称过滤显示数据库节点列表。

数据库节点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数据库节点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节点状态：

 在线：当前数据库节点为在线状态，可访问。

 离线：当前数据库节点为离线状态，不可访问。

 未知：无法获取到数据库节点的信息。

类型：显示用户创建此数据库节点时自定义此数据库节点的类型。

日志读取方式：显示当前获取到此数据库的日志读取方式。

工作节点：显示此数据库节点对应的机器节点。

版本：显示此数据库节点中数据库软件的版本号。

所有者：显示将此数据库节点添加至 i2Active 控制台的用户。

数据库节点操作列说明：

修改：修改当前数据库节点的配置信息。修改信息和节点激活时的配置一致。详见数据

库节点·新建。

健康信息：显示当前数据库节点的健康信息。详见数据库节点·健康信息。

授权：将当前数据库节点指派给 i2Active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

源授权。

删除：删除当前数据库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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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当前数据库节点存在关联的同步规则，是无法删除的；若执意删除，需要先删除数据库节点对应
的规则，再删除此数据库节点。

数据库节点菜单说明：

新建：创建数据库节点。详见数据库节点·新建。

批量新建：可批量创建 SQL Server数据库节点。详见数据库节点·批量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数据库节点。

刷新：刷新当前数据库节点的状态。

10.4.2 数据库节点·批量新建

目前仅支持 SQL Server数据库节点的批量新建。

由于 SQL Server无需中继节点，可以部署为一对多模式；同时，SQL Server在创建源备库

的数据库节点时，只需要选择一台已经启动 iamss服务的机器节点，即可无限添加任意 SQL
Server数据库，所以在此章节中，仅支持 SQL Server数据库节点的批量新建，具体步骤如

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进入数据库节点

界面。

2. 数据库节点界面中，单击“批量新建”。

3. 数据库类型选择“Sql server”。

目前仅支持 SQL Server数据库的批量新建。

工作节点：此处只需要选择一台已开启 iamss服务并添加至机器节点的工作节点。所有

的源备端机器都可以选择此机器作为工作节点。

软件许可：用户根据实际需求，单击对应的 License进行关联，支持多选。

如果用户尚未通过菜单“系统设置”→“许可管理”添加有效 License，该选项下拉框显示为空；如

果已经添加有效 License，下拉框将显示所有可用的 License。

名称前缀：用户可以自定义，在此数据库节点上添加名称前缀。

添加：根据方框内的数字来决定选择一次性新增多少个数据库节点，默认为 5。

编辑：可以在此批量输入信息，并写入下列表格信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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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按钮适用于批量添加大量 SQL Server数据库节点，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用户内
容，然后粘贴到编辑文本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名称”,“数据库 IP”,“端口号”,“用户名”,“密码”,“数据库名”,“dacport”

多个 SQL Server数据库节点需采用换行处理。

名称：用户自定义 SQL Server数据库节点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数据库类型：此处选择 SQL Server。

数据库 IP：SQL Server的数据库的 IP地址。

无论任何部署模式，只需要填写 SQL Server对应的源备机的 IP地址，即可将 SQL Server数据库添

加至数据库节点内。请确保源备库都已开启了 TCP/IP协议。

端口：SQL Server的数据库端口号。

SQL Server 默认端口号为：1433。

用户名：SQL Server对应的数据库用户名。

SQL Server 默认用户名为：sa。

密码：SQL Server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数据库名：SQL Server数据库中的数据库名。

dacport：SQL Server数据库对应的 TCP/IP的端口号。

4. 单击“提交”，完成 SQL Server数据库节点批量的新建。

10.4.3 数据库节点·健康信息

数据库节点·健康信息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进入数据库节点

界面。

2. 机器节点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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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对数据库节点的健康信息的监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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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2Active Oracle同步

Oracle同步·同步规则

Oracle同步·对象比较

Oracle同步·对象修复

Oracle同步·表比较

Oracle同步·备端接管

Oracle同步·反向同步

同步规则·运行监控

11.1 概述

本章节讲述了 i2Active 中 Oracle→Oracle数据复制同步规则管理的过程。

11.2 Oracle同步·同步规则

i2Active的 Oracle同步，是从源机 Oracle数据库同步至 Oracle目标机节点内。

11.2.1 同步规则·环境要求

同步规则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Active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两台 Oracle数据库（一主一备）根据不同的部署架构注册至 i2Active 控制台内

作为数据库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

3. 源备端的机器节点对应的节点状态都必须为在线状态，对应的进程状态都为正常。

4. 源备端的数据库节点对应的状态必须为正常状态。

11.2.2 同步规则·新建

同步规则·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则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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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

3. 在“基本设置”中，备端类型选择“Oracle”。

4. 配置好相关信息。

5. 完成同步规则的创建。

11.2.2.1 同步规则·新建·基本设置

同步规则·新建·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则界

面。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

3. 在“基本设置”中，备端类型选择“Oracle”。

规则添加后立即启动：此选项默认开启，即完成同步规则的创建后，自动执行此规则。

若关闭，则表示，完成规则创建后，不会自动运行，需用户手动启动规则即可运行。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同步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

任务的名称。

源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 Oracle数据库，选择作为源端的机器。

备端类型：选择“oracle”。

备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 Oracle数据库，选择作为备端的机器。

映射方式：分为“用户映射”、“表映射”和“整库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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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映射：源备两端用户之间的数据同步，支持不同用户名的映射。

可以手动点击添加按钮添加用户，如下所示，系统默认目标端同步与源端相同用户名，如果目标端
想同步为不同的用户名，可自行修改目标端对应的同步用户名。

“选择用户”：

“编辑”：适用于大批量用户的添加。

编辑按钮适用于大量用户同步，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用户内容，然后粘贴到编辑文

本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

“源端用户”,“备端用户”

多个用户需采用换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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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名输入区分大小写，即数据库中用户名为大写的，请在用户映射中填写大写，如
果是小写用户名，则输入小写。

2. 目标端不用提前创建用户，i2Active会在同步时自动创建。

 表映射：源备两端数据表之间的数据同步，可以全表同步，也可以抽取源端表中部分

字段同步到目标端。表映射支持不同用户名、不同表名及不同字段名进行映射。

可以手动点击添加按钮添加用户，如下所示，系统默认目标端同步与源端相同用户名，如果目标端

想同步为不同的用户名，可自行修改目标端对应的同步用户名。

“选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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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适用于大批量用户的添加。

编辑按钮适用于大量用户同步，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用户内容，然后粘贴到编辑文
本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

“源端用户”,“源端表名”,“备端用户”,“备端表名”

{源端字段,源端字段,...}{备端字段,备端字段,...}

多个表或字段需采用换行处理。

“字段映射”：支持仅同步表中的某个字段。

需添加表后才可以进行字段的配置。

格式为：“源端字段”,“备端字段”

多个字段需采用换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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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表映射功能，不需要事先在目标端创建需要同步的数据表。

2. 用户名、表名、列名的输入区分大小写。

 整库映射：

行映射方式：默认 rowid映射。映射方式配置的是源库和目标库记录的对应方法，可选

rowid和主键两种方式，默认为 rowid映射。

 rowid映射：Oracle每个表都有一个虚拟的 rowid字段，每条记录的 rowid代表它的物

理位置，可以作为定位记录的依据。当采用 rowid映射方式时，i2Active会自己维护每条

记录的源端 rowid和目标端 rowid的对应关系。Rowid映射方式需要打开库的 forcelogging
以及最小附加日志，对生产影响不大。Rowid映射适合于容灾场景，比如整库同步的情

况，部署简单。

 主键映射：要求数据表至少有唯一键，因此在使用前需要调研，比较适合于数据管理

的场景，比如数据分发和汇聚。主键方式需要额外再开主键附加日志，对于表映射可以

针对每张表开。主键附加日志通常对库性能影响在 5%以内。

主键方式支持不全量同步、只增量同步的情况，不全量同步时，可以设置起始 SCN号，选择从当前
SCN号开始进行增量同步，如不填写，i2Active会在规则启动时自动查询当前 SCN作为同步起点。

查询 scn号：select current_scn from v$database;

1. 在不需要增量同步的情况下，比如静态库迁移的情况，附加日志不需要打开，另外建

议采用主键映射以提高全同步效率，rowid方式因为要维护多余的 rowid 映射，全同
步速度会比主键方式慢。

是否全同步：用户根据自己需求选择是否进行全同步，如果不进行全同步，则需要用户

自行输入“起始 SCN”号来决定。

查询 scn号：select current_scn from v$database;

11.2.2.2 同步规则·新建·高级设置

同步规则·新建·高级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则界

面。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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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基本设置”中，备端类型选择“Oracle”。

4. 单击“高级设置”。

错误处理

插入时记录冲突：下拉框可选删除后插入、转换为更新和报错，增量设置。

 删除后插入：源端插入数据，同步到目标端时，与目标端数据表里的数据重复，处理

的方法是把目标端的重复数据删除，然后重新插入同步的数据。

 转换为更新：把同步的数据，以更新的方式替换目标端重复的数据。

 报错：不做处理，在规则日志中报错。

更新时未找到记录：下拉框可选转换为插入和报错，增量设置。

 插入：源端更新数据，同步到目标端时，在目标端数据表里没有找到相匹配的数据而

无法更新，处理的方法是把插入同步的数据。

 报错：不做处理，在规则日志中报错。

删除时未找到记录：下拉框可选忽略和报错，增量设置。

 忽略：源端删除数据，同步到目标端时，在目标端数据表里没有找到相匹配的数据而

无法删除，处理的方法是忽略不计。

 报错：在规则日志中报错。

装载错误处理方式：下拉框可选继续装载、停止装载和停止此表装载，增量设置。

 继续装载：忽略同步错误的数据，继续同步此表及其它数据表。

 停止装载：同步数据出现错误，停止所有同步。

 停止此表装载：同步数据出现错误，停止同步此表，继续同步其它数据表。

上传 DML 错误：是否上传增量 DML装载错误，可以在规则装载信息，增量失败 DML
中查看。开启此功能，如果产生大量装载失败的 DML操作。

DML操作追踪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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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启用：是否启用该功能启用后，全量同步之后备库的表会多出两个字段，字段名称

为“删除时间字段名称”和“删除标记字段名称”配置的名称。

字段类型为 datedefaultsysdate和 char(1)。

操作类型：

 更新：记录更新操作装载到备库的时间。更新某行数据后，备库会更新操作时间字段。

 删除：记录更新操作装载到备库的时间。删除某行数据后，备库不会删除改数据，会

将删除标记字段的值设置为‘1’，也会更新操作时间字段。

操作时间字段名称：自定义名称，默认为 DML_LAST_TIME，不能为空，大小写与数据

库保持一致。

删除标记字段名称：自定义名称，默认为 DELETE_FLAG，不能为空，大小写与数据库

保持一致。

存储设置

源端内存缓存上限：用于设定 iatrack进程的内存占用上限。

源端磁盘缓存上限：用于设定源端软件所可以占用源端磁盘资源的最大上限，一旦超过

这个限制，软件会自动停止运行。

事务最大内存上限：用于设定 iatrack进程每个事务的内存占用最大值，超过此值的事务

将会形成临时事务文件存储在磁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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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跟踪文件大小：用于设定 iatrack进程产生的单个缓存文件大小。

装载队列内存上限制：增量装载队列内存可配置的功能。

备端外部表存储位置：外部表是 Oracle支持的一种表，就是具备某种格式的文件。这里

要选目标端存储文件的路径。

其它设置

动态装载线程数：默认为 1，同时装载多张数据表时，通过增加线程数，可以提高增量

同步的性能，管理员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量进行修改，可填最大线程数为 20。

延迟约束装载：默认为否，如果选择延迟约束装载，即在目标端数据表中增加 deferrable
initially deferred。

表映射选择主键方式时，不建议开启延迟约束装载，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在目标端手动建表时自
行加上延迟约束，手动进行控制。

压缩级别：源目标端传输数据设置的数据压缩级别，0~9，默认为 0，即不进行数据压缩。

备端对删除的表进行备份：下拉框可选项，默认为否。该选项用于目标端对删除的表进

行备份，防止误删除。备份的表名类似于_i2_$<原表名>。

转换更新主键操作：该项针对 oracle->kafka，下拉框可选项，默认为删除+插入。

保留装载失败事务:可选项。

忽略外键依赖：可选项，针对主键映射有外键依赖的表，配合“保留已存在的表“的选

项，勾选此选项，在目标端手动创建表然后删除外键约束，目标端对该表拆分队列装载。

不勾选即外键依赖的相关表装载会进同一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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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库保存存在用户的密码：可选项。

保留增量的导出数据：可选项，保存增量 TF 文件到目标端缓存目录里。该数据可用于

后期分析或数据回溯。

定期在源库产生空事务：10g的库在没有业务的情况下，不会产生事务，基于规则的表

对比会受此影响，不能正常对比；另外，生产是 RAC的情况下，单个节点静止会影响日

志解析。此功能打开将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表空间设置

备端表空间存储位置：用于存放目标端数据库的数据文件的位置。如果目标端是 ASM存

储模式的，可以不必填写。

表空间名称转换：用于配置源库、目标库的表空间名称映射。

1. 当备端表空间存储位置参数为空、且备端数据库不是 ASM 存储模式时，程序将不会
自动同步源端表空间到备端。此时，如果备端相比较源端缺少表空间时，需要事先手

动创建好表空间，否则备端在装载数据时将会因为找不到表空间而出错。

带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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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配置带宽策略，带宽配置只对全同步有效。增量同步 i2Active 还是尽最大努力减

小延迟。

11.2.2.3 同步规则·新建·全同步设置

同步规则·新建·全同步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则界

面。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

3. 在“基本设置”中，备端类型选择“Oracle”。

4. 单击“全同步设置”。

全量数据导入方式：下拉框可选直路径和普通方式。这是 Oracle加载数据的方法，选择

直路径加载数据快，普通路径加载数据稳定。不是所有的表都可以用直路径装载，全同步

过程中，active会对不支持直路径的表自动采用普通方式装载。如果遇到直路径装载错误，

需要修复表，可以在修复表之前将规则调整为普通装载方式。

备端 rowid查询优化：查询 rowid的方法，选择优化，则通过 dbf查询。

全备线程数：默认为 1，同时装载多张数据表时，通过增加线程数，可以提高全量同步

的性能，管理员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量进行修改，可填最大线程数为 20。

尝试并发同步分区表：勾选此选项，i2Active将尝试按分区并发处理分区表。

全备前是否先清除用户：

表覆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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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已存在的表：全同步过程中，默认情况下，i2Active会删除目标端的表，并重新创

建，勾选此选项将不删除目标表

保留表数据：配合“保留已存在的表“的选项，勾选此选项将保留目标表的原始数据。

以上两选项可以灵活使用，比如在多表汇聚的情况，可以使用单线程同步，并勾选上述

两选项。

全备线程数设置，一般可设置 3线程，这样可以加快全同步时间，但也会消耗更多源端资源。

删除到回收站：

彻底删除：

并发同步表：此处可指定需要并发处理的表，注意区分大小写。此项功能对于大 LOB表

导出有帮助，但装载速度可能会下降，并发装载的表会自动变为普通方式装载。对于特别

大的表，如果全同步导出过程中发生快照过老的错误，要尝试加大 undo表空间，调整

Undoretention来避免，如果仍旧不能解决问题，也可以配置到并发装载表。以上两个选项

要结合 min_table_piece配置使用。

11.2.2.4 同步规则·新建·全量同步对象过滤

同步规则·新建·全量同步对象过滤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则界

面。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

3. 在“基本设置”中，备端类型选择“Oracle”。

4. 单击“全量同步对象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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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量同步时，对所有勾选的对象进行同步。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在添加规则时自行设置，

不勾选的对象将被过滤，不再进行全量同步。

11.2.2.5 同步规则·新建·增量同步 DDL过滤

同步规则·新建·增量同步 DDL过滤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则界

面。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

3. 在“基本设置”中，备端类型选择“Oracle”。

4. 单击“增量同步 DDL过滤”。

5. 增量同步时，所有勾选的 DDL操作都进行同步。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在添加规则时

自行设置，不勾选的 DDL操作，在增量同步时将被过滤，不再进行同步。

11.2.2.6 同步规则·新建·过滤表

同步规则·新建·过滤表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则界

面。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

3. 在“基本设置”中，备端类型选择“Oracle”。

4. 单击“过滤表”，用于排除一些不需要同步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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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添加后，在同步时，可以不进行数据表的同步。编辑按钮用于大量数据表过滤，管理

员可以按照例图所示提前编辑好数据表内容，然后粘贴到编辑文本框中保存即可。

编辑按钮适用于批量填写过滤表信息，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过滤内容，然后粘贴到
编辑文本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

“用户名”,“表名”

多个过滤需采用换行处理。

1. 用户名和表名输入区分大小写。

11.2.2.7 同步规则·新建·ETL
同步规则·新建·ETL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则界

面。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

3. 在“基本设置”中，备端类型选择“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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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ETL”。ETL数据过滤配置，用于对源端捕获的表数据进行特殊处理。可以配

置当遇到某个用户下的某张表的 DML 操作时，对捕获的数据进行特殊处理。

5. 添加条件后，直接点击“Empty”进行编辑。

操作类型：可以选择数据的插入、更新、删除、全部。全部即包含了插入、更新和删除

操作。

用户名、表名：指定具体是针对那张表进行数据处理。用户名和表名区分大小写。

处理方式：

 “忽略”表示对符合条件的捕获数据进行拦截，不会传输到备端去装载；

 “标记删除”表示对于源端的删除数据，备端仅仅在该表的附加字段上写入 1作为删

除标识。

 “文件传输”表示当该表的某个字段内容是某个文件的绝对路径字符串时，程序会把

该文件自动拷贝传输到备端的相对应的目录下。字段名需要在[字段或条件]中设置。

字段或条件：设定忽略数据时的数据条件，目前只支持针对 NUMBER 数据类型和字符

串类型的字段进行条件判断。直接参照 Oracle的 SQL 语句填写需要的字段条件字符串。

条件字符串支持 Number数据类型的逻辑判断字符>、>=、<>、<、<=、=，字符串数据类

型的逻辑判断字符=、like、notlike，支持字符串通配符%，以及支持括号、and、or、not。

举例说明：

以下设置实现了，当 USR1.TAB1的数据插入时，如果 ID<100或 NAME不等于“北京”时，

程序不会同步该插入的数据到备端。

1. 用户名和表名区分大小写。条件里的字段名也区分大小写，条件里的逻辑字符不要用

中文字符格式。当设定了[插入]或[全部]过滤条件时，该条件也会在全同步中进行对源
端数据过滤。

2. 当设定了[更新]过滤条件时，尽量不要在条件中设置多个不同字段的判断条件。因为，
当源端只更新了其中的某些字段而其他字段没有更新时，程序会因为没有捕获到条件

所包含的所有字段数据，所以判断条件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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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同步规则·界面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

同步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同步规则的名称过滤显示同步规则列表。

同步规则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同步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数据源：显示此同步规则中源端对应的 Oracle数据库节点名。

鼠标悬停在库名称一栏时，可以显示库的基本信息。

目标端：显示此同步规则中目标端对应的 Oracle数据库节点名。

鼠标悬停在库名称一栏时，可以显示库的基本信息。

导出：显示获取 Oracle源机数据库的数据，并同步至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状态。

此时做的是全量数据的导出。

 离线：节点掉线，可能的原因包括节点宕机、iahelper进程退出。

 退出：iawork进程没启动、iawork处于繁忙状态导致 Iahelper不能正常查询状态，或

者 iawork此时不存在此条规则。

 停止：此条规则停止。

 完成：已完成全同步过程。

解析：显示获取 Oracle源机数据库的日志增量变化并解析的状态。

 离线：可能的原因包括节点宕机、iahelper进程退出。

 增量：完成全同步，正在进行增量操作。

 退出：iatrack进程没启动、iatrack处于繁忙状态导致 Iahelper不能正常查询状态，或

者 iatrack此时不存在此条规则。

 停止：停止同一个源数据库节点的所有规则增量操作。

 准备：正在进行增量准备。

中继：显示此同步规则对应的中继节点的状态。

 离线：可能的原因包括节点宕机、iahelper进程退出。

 在线：iarelay正常，准备进行全量、增量或者已经在进行全量、增量。

 退出：iarelay进程没启动、iarelay处于繁忙状态导致 Iahelper不能正常查询状态，或

者 iarelay此时不存在此条规则。

 停止：iarelay中该条规则没有状态信息。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159 -

装载：显示此同步规则中 Oracle数据传至 Oracle目标机节点的状态。

 离线：包括节点宕机、iahelper进程退出。

 退出：iaback进程没启动、iaback处于繁忙状态导致 Iahelper不能正常查询状态，或

者 iaback此时不存在此条规则。

 停止：此条规则停止。

 增量：同步之后进行在增量操作。

解析时间：日志解析进程 iatrack处理完的日志数据的时间，即 Oracle产生日志的时间，

此时间与生产库的机器时间差值代表了日志解析的延迟。

装载时间：数据装载进程 iaback装载完成的数据的时间，此时间为数据的时间，而非目

标机的机器时间。

延迟、峰值（秒）：显示此同步规则的延迟的时间，单位是秒。

延迟的计算方法是‘目标机机器时间’-‘装载的数据时间’-‘机器时间差’。

i2Active会在同步开始时计算机器时间差、并在同步过程中每 10分钟校正 1次，保证延迟时间的准

确性。

当部署用户不是 Oracle用户时，需要保证用户时间设置同 Oracle一致。比如 UTC 时间和 CST时间
是不同的，这种情况直接的表现是 date的输出是不同的，并直接导致延迟计算出错，延迟会差几个

时区的时间。

所有者：显示将此同步规则添加至 i2Active控制台的用户。

同步规则操作列说明：

继续：当规则处于“停止”时，单击“继续”可以继续当前同步规则，继续暂停前的操

作。点击继续运行后，规则状态会先变为全量同步，检查所有的表是否已经同步，之后再

进入增量状态。

停止：停止当前同步规则，分为“停止规则”和“停止规则并停止日志解析”。详见同

步规则·重新/停止/继续同步。

不停止日志解析，将持续产生缓存数据，请注意缓存空间。

1. iatrack长时间停止日志捕获，可能会因为归档被删除而无法继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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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atrack不停止的影响是日志分析的结果会不断积累，占用缓存空间，直到规则启动后

被装载程序清理掉。长时间停规则会有缓存被占满的风险。

3. 可以通过规则的停止分析和继续分析按钮控制分析的启停。

修改：规则在运行过程中不允许修改，只能点击查看，停止规则后可以修改，修改当前

同步规则的配置信息。

日志：查看当前同步规则的日志信息，方便管理员通过日志进行排错。

规则日志信息分为正常的日志消息、注意、警告、一般错误、严重错误五种，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
进行全部查看或选择性查看。

更多：

 重新同步：重新开始源目标端的全量同步，规则状态从全量同步开始，全量同步结束

后进入增量同步状态。

 启动解析：启动当前同步规则中的解析服务，对源机日志进行解析。详见同步规则·启

动/停止/重置解析。

 停止解析：停止当前同步规则中源机日志的解析。详见同步规则·启动/停止/重置解

析。

 重置解析：重置当前同步规则的源机日志解析状态。详见同步规则·启动/停止/重置

解析。

 资源占用：查看同步过程中的实时流量图、事务延时/统计和操作统计图等。详见同步

规则·资源占用。

 装载信息：详见同步规则·装载信息。

 对象比较：详见 Oracle同步·对象比较。

 表比较：详见 Oracle同步·表比较。

 表修复：详见同步规则·表修复。

 备端接管：详见 Oracle同步·备端接管。

 反向同步：详见 Oracle同步·反向同步。

 授权：将当前同步规则指派给 i2Active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

源授权。

 删除：删除此同步规则。

同步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创建同步规则。详见同步规则·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同步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同步规则的状态。

1. 当源端扩充表空间时，需要同时也对目标端进行扩充表空间的操作。因为该操作不会
被自动同步到目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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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两边主机重启时，需要手动启动相关进程（iahelper、iawork、iatrack、iaback）；如

果需要自动启动进程，安装部署人员可以修改系统配置解决，比如 linux下可以在
/etc/rc.d/下增加启动脚本。

3. 进程启动后，规则不会自动继续，需要在WEB页面上对该规则执行“继续运行”操

作，才能使同步规则继续运行。

4. 规则异常中止后不会自动继续，需要人工启停规则，比如 iaback进程重启的情况，装

载会进入异常状态，需要人工停止规则，再继续 iatrack长时间停止日志捕获，可能会
因为归档被删除而无法继续分析。

5. 规则的错误代码的含义，详见附录中的错误代码说明。

11.2.4 同步规则·启动/停止/重置解析

通过规则的停止解析和继续解析按钮控制 iatrack解析的启停，源库如果配有多条同步规

则，停止解析会停止所有规则下数据的捕获。

重置解析：某些情况下，需要重新设置增量分析起点，这时候可以使用重置解析功能。

选择一条增量同步的规则，先停止规则。

用户需要自行确定起始 SCN（输入 0代表当前源库 SCN），点击确定。很多时候页面会

报超时错误，因为此功能耗时较长，可以耐心等待规则状态变化，或者查看服务进程的日

志输出情况。

查询 scn号：select current_scn from v$database;

用户填写的 SCN需要有对应的日志文件存在，否则 i2Active会报-4006错误。

点击“继续”规则，规则会从输入的 SCN值开始解析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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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同步规则·资源占用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更多”→“资源占用”。

资源占用会以动态流量图的形式，显示实时流量图、事务延迟图、事务统计图、操作统计

图。

实时流量图

事务延迟图

事务统计图

操作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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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历史延迟的数据和历史操作数流程图的数据可以下载保存查看。

4. 完成同步规则资源占用的查阅。

11.2.6 同步规则·装载信息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更多”→“装载信息”。

装载信息会显示统计当前规则的拓补图、已同步的表、已同步的对象、同步失败的对象、

增量失败的 DDL和增量失败 DML统计。

拓补图

已同步的表

已同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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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失败的对象

增量失败的 DDL

增量失败 DML统计

3. 完成同步规则装载信息的查阅。

11.2.7 同步规则·表修复

数据同步过程中，如果源端有同步失败的数据表，可以通过修复表功能进行重新同步。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更多”→“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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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关联表：勾选后在修复表的同时会修复与该表有依赖关系的表。

如果有数据表需要批量修复，管理员可以单击“编辑”按钮，将事先编辑好数据粘贴的

文本框中。

格式为：

“用户名”,“表名”

多个修复需采用换行处理。

3. 添加成功后，源目标端对相应的表重新进行同步，目标端状态为“修复”。

4. 修复完成后，目标端状态恢复增量状态。

5. 完成表修复的操作。

1. 用户名和数据表注意大小写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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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名必须是源端用户。

3. 物化视图表不会被修复。

11.3 Oracle同步·对象比较

i2Active提供一致性比较功能，可以在数据同步完成后，比较源目标端数据对象名称及数

量是否一致。

11.3.1 对象比较·环境要求

对象比较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Active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两台 Oracle数据库（一主一备）根据不同的部署架构注册至 i2Active 控制台内

作为数据库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

3. 源备端的机器节点对应的节点状态都必须为在线状态，对应的进程状态都为正常。

4. 源备端的数据库节点对应的状态必须为正常状态。

5. 源备端之间至少有一条正常运行的同步规则。

11.3.2 对象比较·新建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对象比较”。

2. 单击“新建”。

也可以通过同步规则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对象比较”进入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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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对象比较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

当前任务的名称。

源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 Oracle数据库，选择作为源端的机器。

备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 Oracle数据库，选择作为备端的机器。

对比表的记录数：支持对比表的记录数的比较，用户可根据需求选择是否开启。

映射方式：分为“用户”和“整库”。

 用户：源备两端用户之间的数据同步的对象比较，支持不同用户名的映射。

可以手动点击添加按钮添加用户，如下所示，系统默认对比目标端与源端相同用户名，如果目标端
想对比为不同的用户名，可自行修改目标端对应的用户名。

“选择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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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适用于大批量用户的添加。

编辑按钮适用于大量用户做对象比较，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用户内容，然后粘贴到
编辑文本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

“源端用户”,“备端用户”

多个用户需采用换行处理。

1. 用户名输入区分大小写，即数据库中用户名为大写的，请在用户映射中填写大写，如
果是小写用户名，则输入小写。

2. 目标端不用提前创建用户，i2Active会在同步时自动创建。

 整库：

3. 配置完对应的对象比较规则后。

4. 完成对象比较规则的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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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对象比较·界面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对象比较”。

对象比较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对象比较的名称过滤显示对象比较列表。

对象比较信息栏说明：

开始时间：显示此对象比较规则的开始时间。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对象比较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源机状态：显示此对象比较规则中源端对应的状态。

备机状态：显示此对象比较规则中备机对应的状态。

数据源：显示此对象比较规则中对应的源机数据库名。

目标端：显示此对象比较规则中对应的目标端数据库名。

类型：显示此对象比较规则中对比的对象类型。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对象比较规则的管理员。

对象比较操作列说明：

重新比较：重新执行规则。源目标端数据有变化时，可以单击重新比较，再查看结果。

比较结果：显示对象比较的结果信息。详见对象比较·比较结果。

停止比较：停止当前的对象比较规则。

对象修复：通过对比后，将产生不一致的对象信息进行修复。详见 Oracle同步·对象修

复。

查看：查看当前对象比较信息的结果，包含可修复的信息。

授权：将当前对象比较规则指派给 i2Active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

理·资源授权。

删除：删除此对象比较规则。

对象比较菜单栏说明：

新建：创建对象比较规则。详见对象比较·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对象比较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对象比较规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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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对象比较·比较结果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对象比较”。

2. 在对象比较规则中的操作列中，单击“比较结果”。

3. 此处会显示当前对象比较的具体时间，差异对象数的总数。用户也可以自行选择是否

删除当前的对比比较结果的记录。

4. 在操作列中，单击“查看”。

5. 此处会显示当前对比结果后的用户的对象比较的具体异常信息。可选择是否打开“只

显示备端缺失的对象用户”。

搜索框内提供了用户名的筛选搜索功能。在“搜索”栏中输入用户名，可检索到该用户的数据库对
象对比情况。

6. 在出现红色异常的数据上，单击异常的数据，会显示源备两端的数据对象。

搜索框内提供了对象名的筛选搜索功能。可检索到该对象的同步情况。

7. 完成对对象比较结果的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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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比较是数据库对象的比较，表只能涉及到记录数。另外，在同步过程中，由于有
些表的记录变化频繁，这可能会导致比较结果两边稍微有些区别，这并不代表数据不

对，而是有些数据还没来得及统计上。

11.4 Oracle同步·对象修复

i2Active提供对象不一致修复的功能，可以在数据同步完成后，比较源目标端数据对象名

称及数量是否一致，如若不一致，则可以使用对象修复来完成对象不一致的问题。

11.4.1 对象比较·环境要求

对象比较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Active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两台 Oracle数据库（一主一备）根据不同的部署架构注册至 i2Active 控制台内

作为数据库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

3. 源备端的机器节点对应的节点状态都必须为在线状态，对应的进程状态都为正常。

4. 源备端的数据库节点对应的状态必须为正常状态。

5. 源备端之间至少有一条正常运行的同步的规则。

6. 源备端之间至少有一条正常运行的对象比较的规则。

11.4.2 对象修复·新建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对象修复”。

2. 单击“新建”。

也可以通过对象比较规则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对象修复”进入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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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对象修复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

当前任务的名称。

源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 Oracle数据库，选择作为源端的机器。

备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 Oracle数据库，选择作为备端的机器。

修复信息：分为“添加”和“编辑”两个内容。

 添加：可在界面上增加一条修复信息的编辑内容。

 编辑：适用于大批量对象信息的内容的编辑。

编辑按钮适用于大量对象信息异常做对象修复，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用户内容，然
后粘贴到编辑文本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

“类型”,“所有者”,“对象修复的名称”。

多条对象修复需采用换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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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

3. 对象修复可以对约束、索引、视图、函数、存储过程、包头、包体、同义词、触发器、

序列、JAVA源、JAVA类、JAVA资源、类型、类型体、队列、物化视图、DBLINK、
JOB、SCHJOB和权限进行重新同步。

4. 对象名称需要注意大小写。

5. 填写完对象修复的规则信息后，单击“确定”。

6. 完成对象修复规则的创建。

11.4.3 对象修复·界面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对象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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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修复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对象修复的名称过滤显示对象修复规则列表。

对象修复信息栏说明：

开始时间：显示此对象修复规则的开始时间。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对象修复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源机状态：显示此对象修复规则中源端对应的状态。

备机状态：显示此对象修复规则中备机对应的状态。

数据源：显示此对象修复规则中对应的源机数据库名。

目标端：显示此对象修复规则中对应的目标端数据库名。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对象修复规则的管理员。

对象修复操作列说明：

重新修复：重新执行规则。规则配置信息有变化时，可以单击重新修复。

修复结果：显示对象修复的结果信息。详见对象修复·比较结果。

停止修复：停止当前的对象修复规则。

查看：查看当前对象修复规则的信息。

授权：将当前对象修复规则指派给 i2Active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

理·资源授权。

删除：删除此对象修复规则。

对象修复菜单栏说明：

新建：创建对象修复规则。详见对象修复·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对象修复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对象修复规则的状态。

11.4.4 对象修复·修复结果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对象修复”。

2. 在对象修复规则中的操作列中，单击“修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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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处会显示修复类型、所有者、名称及状态。

4. 在修复结果页面，会显示修复状态，done为修复成功，err为修复失败，waiting为修

复等待中。

5. 完成对象修复的结果查阅。

11.5 Oracle同步·表比较

用于对源端库和目标端库中的相关表进行数据级的详细对比。对比采用计算MD5 值的方

式严格对比。

11.5.1 表比较·环境要求

表比较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Active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两台 Oracle数据库（一主一备）根据不同的部署架构注册至 i2Active 控制台内

作为数据库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

3. 源备端的机器节点对应的节点状态都必须为在线状态，对应的进程状态都为正常。

4. 源备端的数据库节点对应的状态必须为正常状态。

5. 源备端之间至少有一条正常运行的同步的规则。

11.5.2 表比较·新建

表比较分为两种，分别是基于同步规则和不基于同步规则的比较。基于规则的表对比会将

对比过程同增量同步过程结合，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同步规则时，页面会自动填写对比选项，操作人员可以更改这些选项，开启自动修复表后，

表对比结束后，会自动修复存在差异的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

2. 通过同步规则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表比较”进入此界面。

3. 填写完表比较规则的配置后，完成规则的创建。

非同步规则时，操作人员需要自行填写进行表比较的数据信息，操作方法与创建同步规则

相似，无法选择自动修复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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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表比较”。

2. 单击“新建”。

3. 填写完表比较规则的配置后，完成规则的创建。

11.5.2.1 表比较·新建·基本设置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表比较”。

2. 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也可以通过表比较规则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表比较”进入此界面。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表对比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

前任务的名称。

源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 Oracle数据库，选择作为源端的机器。

备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 Oracle数据库，选择作为备端的机器。

同步规则：用户根据需求选择对应的同步规则。

自动修复表：表对比规则完成后，自动对异常的表信息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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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选择了同步规则后可开启。

修复关联表：自动修复表中的关联表信息，自动对异常的关联表信息进行修复。

仅开启了自动修复表后可开启。

抽取数据线程数：抽取数据线程数是指是否采用多线程来对比数据，以提高效率。

类型：分为“用户”、“表”和“整库”。

 用户：源备两端用户之间的表数据对比，支持不同用户名的映射。

可以手动点击添加按钮添加用户，如下所示，系统默认目标端与源端用户名对比，如果目标端想同
步为不同的用户名，可自行修改目标端对应的对比用户名。

“选择用户”：

“编辑”：适用于大批量用户的添加。

编辑按钮适用于大量用户对比，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用户内容，然后粘贴到编辑文
本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

“源端用户”,“备端用户”

多个用户需采用换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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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名输入区分大小写，即数据库中用户名为大写的，请在用户映射中填写大写，如
果是小写用户名，则输入小写。

 表映射：源备两端数据表之间的数据对比，可以全表对比，也可以抽取源备端表中部

分字段对比。表映射支持不同用户名、不同表名及不同字段名进行映射。

可以手动点击添加按钮，如下所示，系统默认目标端与源端表名，如果目标端想同步为不同的表名，
可自行修改目标端对应的表名。

“选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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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适用于大批量用户的添加。

编辑按钮适用于大量用户同步，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用户内容，然后粘贴到编辑文
本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

“源端用户”,“源端表名”,“备端用户”,“备端表名”

{源端字段,源端字段,...}{备端字段,备端字段,...}

多个表或字段需采用换行处理。

“字段映射”：支持仅同步表中的某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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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添加表后才可以进行字段的配置。

格式为：“源端字段”,“备端字段”

多个字段需采用换行处理。

1. 用户名、表名、列名的输入区分大小写。

 整库映射：



排除表：分为“添加”和“编辑”两个内容。

 添加：可在界面上增加一条修复信息的编辑内容。

用户名：选择对应的用户。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181 -

表名：选择用户中对应的表名。

 编辑：适用于大批量排除表信息的内容的编辑。

编辑按钮适用于大量编写排除表信息，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用户内容，然后粘贴到

编辑文本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

“用户名”,“表名”

多个排除表需采用换行处理。

1. 用户名、表名、列名的输入区分大小写。

11.5.2.2 表比较·新建·运行策略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表比较”。

2. 单击“新建”→“运行策略”。

也可以通过表比较规则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表比较”进入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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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类型：分为“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

立即执行：设置完此表比较规则后，立刻自动执行此规则。

一次性任务：表比较规则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表比较规则任务的开始时间，会受到表比较规则窗口时间段

的限制。

用户设置的时间必须大于控制机当前时间，否则会提示错误“开始时间不能晚于当前时间”，并无
法创建表比较规则任务。

周期性任务：表比较规则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比较。

周期性计划：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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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每天、每周、每月。

 选择时间：选择对应的时间，单击“添加”即可记录在“运行时间”内。

 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11.5.2.3 表比较·新建·并发设置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表比较”。

2. 单击“新建”→“并发设置”。

也可以通过表比较规则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表比较”进入此界面。

尝试并发同步分区表：默认不开启。此选项若开启，表明分区表的平均每个分区的数据

块大于 102400（默认情况），则程序会按分区处理分区表。

如果并发设置中指定某张表需要并发处理，且此表占用的平均每个线程的数据块大于 102400（默认

情况），则会将此表分成多片，并行处理。

并发同步表：此处可指定需要并发处理的表，此项功能对于大 LOB表有帮助。分为“添

加”和“编辑”两个内容。

该功能使用的前提是表比较基本设置中抽取线程数>1。

 添加：可在界面上增加一条表信息的编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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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适用于大批量表信息的内容的编辑。

编辑按钮适用于批量表信息对比，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用户内容，然后粘贴到编辑
文本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

“用户名”,“表名”。

多条表对比需采用换行处理。

11.5.3 表比较·界面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表比较”。

表比较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表比较的名称过滤显示表比较列表。

表比较信息栏说明：

开始时间：显示此表比较规则的开始时间。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表比较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源机状态：显示此表比较规则中源端对应的状态。

备机状态：显示此表比较规则中备机对应的状态。

数据源：显示此表比较规则中对应的源机数据库名。

目标端：显示此表比较规则中对应的目标端数据库名。

类型：显示此表比较规则中表对比的类型。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表比较规则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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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比较操作列说明：

重新比较：重新执行规则。源目标端数据有变化时，可以单击重新比较，再查看结果。

比较结果：显示表比较的结果信息。详见表比较·比较结果。

历史结果：显示表比较的历史所有对比信息。详见表比较·历史结果。

停止比较：停止当前的表比较规则。

查看：查看当前表比较信息的结果，包含可修复的信息。

授权：将当前表比较规则指派给 i2Active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

源授权。

删除：删除此表比较规则。

表比较菜单栏说明：

新建：创建表比较规则。详见表比较·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表比较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表比较规则的状态。

11.5.4 表比较·比较结果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表比较”。

2. 在表比较规则中的操作列中，单击“比较结果”。

3. 此处会显示当前表比较的具体时间，差异对象数的总数。

4. 在操作列中，单击“查看”。

5. 此处会显示当前对比结果后的用户的表比较的具体异常信息。

6. 完成对表比较结果的查阅。

11.5.5 表比较·历史结果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表比较”。

2. 在表比较规则中的操作列中，单击“历史结果”。

3. 此处会显示当前表比较的具体时间，表差异数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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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操作列中，单击“查看”。

5. 此处会显示当前对比结果后的用户的表比较的具体历史的表异常信息。

6. 表对比结果，可以直接对有差异的表进行修复。

7. 完成对表比较历史结果的查阅。

11.6 Oracle同步·备端接管

i2Active不支持 Oracle源机数据库→Kafka 机器的备端接管。

11.6.1 备端接管·环境要求

备端接管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Active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两台 Oracle数据库（一主一备）根据不同的部署架构注册至 i2Active 控制台内

作为数据库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

3. 源备端的机器节点对应的节点状态都必须为在线状态，对应的进程状态都为正常。

4. 源备端的数据库节点对应的状态必须为正常状态。

5. 源备端之间至少有一条正常运行的同步的规则。

11.6.2 备端接管·接管与回切

正在同步中的备库，当源库不可用，备库是无法立即启用的，必须要做一些准备操作，主

要分为以下几点：

1. 开启触发器：备库的所有触发器在同步过程中都是关闭的，否则触发器触发所产生的

数据会与源端同步过来的数据相冲突。当需要接管业务时，需要把这些触发器都开启。

2. 启用 Job：同步中的备库，所有的 Job都是禁用的，也是避免数据冲突。接管业务时，

需要启用 Job。

3. 序列的重构：出于同步的考虑，在平时同步序列 nextval改变值时，目标端只记录了

关键的水位变化值。如果目标端接管业务后，必须调整这些序列，使得序列能从当前

的水位值来继续增长。

4. i2Active的一键接管功能实现了以上功能。表映射规则不需要有备端接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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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1 备端接管·接管

表映射规则不需要有备端接管功能。在进行备机接管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先停止

规则，再选择规则菜单中的“备机接管”功能，进入接管页面，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

2. 在同步规则界面中，找到对应的操作列中的“更多”→“备端接管”。

3. 其中，sequence临时增加值，表示目标库的序列会在当前序列值的基础上，再增加

1000。这是为了防止规则中断后的序列值冲突。

4. 点击确定，系统自动开始执行备机接管流程。

1. 在备库没有进行“备机接管”操作时，严禁备库直接接管业务。这样的操作会导致业
务数据的序列数据不正确，从而导致数据异常。

11.6.2.2 备端接管·回切

可以通过建立由备机到生产机的反向同步规则，将数据全同步回生产端。

当生产机无法正常工作导致备机已经接管业务后，新的业务数据进入备机数据库。待生产

机修复正常后，或许需要由生产机重新接管业务、备机重新作为数据备份角色。此时，可

按照以下流程完成角色互换，流程类似于重新配置一遍角色互换的同步规则：

操作 备注

确认生产机恢复正常、数据库正常 如果生产机为重新安装，可能需要进行节点软件的安装

及配置、数据库节点的配置。

开启备库附加日志和其他配置、配置生产库 当备库作为同步的数据源端时，需要参照源端库的配置

方式，开启附加日志及其他配置；同理，如果生产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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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备注

为目标端数据库时，也要参照备库进行配置。

生产机运行 iaback、灾备机运行 iawork，创

建并启动由备库到源库的同步规则

等待同步规则完成全量同步，进入增量同步

检查反向规则的全同步及增量同步情况 以上步骤，不影响备机此时的接管业务的运行

确定业务回切时间 一般在业务较少的晚上，预计停业务时间为几分钟

开始业务回切，停止备机业务系统，单击反

向规则的“备机接管”

开启源机业务系统，源库正式接管业务 依据情况，可能会涉及到 IP的调整

密切观察源机业务运行情况

重新建立源机到备机的同步规则

1. 建议在容灾演练及生产实际应用中做备机接管和回切动作时做好数据备份，以避免操

作失误或者各种异常情况下带来数据损失。

11.6.3 备端接管·界面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备端接管”。

备端接管信息栏说明：

开始时间：显示此备端接管规则的开始时间。

规则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备端接管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

字符。

备机状态：显示此备端接管规则中备机对应的状态。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备端接管规则的管理员。

备端接管操作列说明：

重新接管：重新执行规则进行接管。

接管结果：显示备端接管的结果信息。详见备端接管·接管结果。

停止：停止当前的备端接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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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将当前备端接管规则指派给 i2Active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

理·资源授权。

删除：删除此备端接管规则。

备端接管菜单栏说明：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备端接管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备端接管规则的状态。

11.6.4 备端接管·接管结果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备端接管”。

2. 在备端接管界面中的操作栏中，单击“接管结果”。

3. 显示接管信息。包括：已接管的对象、接管失败的序列、接管失败的触发器、接管失

败的 Job和接管失败的 SchJob。

4. 完成备端接管的接管结果的查看。

11.7 Oracle同步·反向同步

i2Active不支持 Oracle源机数据库→Kafka 机器的反向同步。

11.7.1 反向同步·环境要求

反向同步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Active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两台 Oracle数据库（一主一备）根据不同的部署架构注册至 i2Active 控制台内

作为数据库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

3. 源备端的机器节点对应的节点状态都必须为在线状态，对应的进程状态都为正常。

4. 源备端的数据库节点对应的状态必须为正常状态。

5. 源备端之间至少有一条正常运行的同步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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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反向同步·环境配置

反向同步功能配置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

2. 停止对应的正向同步规则。

3. 需要修改界面上的节点配置信息：

a. 反向源机（目标端）节点界面：勾选源端节点，提交。

b. 反向备机（数据源）节点配置：勾选备端节点，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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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环境配置。

1. 用户需在底层确保反向源机（原目标端）已启动 iawork和 iatrack服务，反向备机（原

数据源）已启动 iaback服务。

11.7.3 反向同步·新建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Oracle同步”→“同步规则”。

2. 通过同步规则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更多”→“反向同步”进入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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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对象比较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

当前任务的名称。

同步规则：用户自行选择已经停止的同步规则。

目标节点：用户自行选择作为目标节点的机器节点。

此目标的机器节点即为源机的机器节点。

起始 SCN：请根据需要填写真实的 SCN号，一般应选择备机接管执行完毕，开始承接

业务之前的 SCN。

查询 scn号：select current_scn from v$database;

若 SCN填写 0，则默认为反向同步任务建立时的 SCN，也即当前 SCN。

3. 进入如下状态后，反向功能配置成功。

4. 填写完表比较规则的配置后，完成规则的创建。

11.8 同步规则·运行监控

在同步规则运行期间，需要定期监控规则的运行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运行期间，

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监控同步是否正常：

节点是否在线

数据库是否在线

规则状态是否显示正常

源端捕获时间和目标端装载时间是否正常

目标端装载后台日志是否正常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193 -

通过直接搜索 iaback的后台日志 iaback_xxx.log文件，查看内容里是否出现 err信息，可以直接判断
装载是否正常。

定期进行对象对比

通过WEB页面上的对象对比工具，可以判断两边的对象数量是否一致。特别是，可以开启表的行数
对比，在兼顾效率的同时，保障两边表数据的一致性。

1. 当对比两边的表行数时，两边表行数可能会有少许差异，是因为该表的数据变化较频

繁，对比工具抽取数据的异步性所导致结果有误差。可以多比较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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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2Active MySQL同步

MySQL同步·同步规则

12.1 概述

本章节讲述了 i2Active 中MySQL→MySQL数据复制同步规则管理的过程。

12.2 MySQL同步·同步规则

i2Active的MySQL同步，是从源机MySQL数据库同步至MySQL目标端节点内。

12.2.1 同步规则·环境要求

同步规则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Active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两台MySQL数据库（一主一备）根据不同的部署架构注册至 i2Active 控制台

内作为数据库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

3. 源备端的机器节点对应的节点状态都必须为在线状态，对应的进程状态都为正常。

4. 源备端的数据库节点对应的状态必须为正常状态。

12.2.2 同步规则·新建

同步规则·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MySQL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则

界面。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

3. 在“基本设置”中，备库类型选择“mysql”。

4. 填写完对应的MySQL同步规则配置后，完成同步规则的创建。

12.2.2.1 同步规则·新建·基本设置

同步规则·新建·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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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MySQL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则

界面。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

3. 在“基本设置”中，备库类型选择“mysql”。

立即启动：此选项默认开启，即完成同步规则的创建后，自动执行此规则。若关闭，则

表示，完成规则创建后，不会自动运行，需用户手动启动规则即可运行。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同步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

任务的名称。

模式：选择“主-从”、“主-主”、“汇聚”、“分发”。

“主-主”模式下的Mysql的复制的名词解释和本章节类似，可参考。

源端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MySQL数据库，选择作为源端的机器。

备库类型：选择“mysql”。

备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MySQL数据库，选择作为备端的机器。

全量同步：用户根据需求自行选择是否需要全量同步。默认“是”。

增量同步：用户根据需求自行选择是否需要增量同步。默认“是”。

全量同步方式：分为“逻辑”、“物理”和“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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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全量的逻辑复制性能较差，适用于小于 10G的数据库全量同步。在MySQL库较大的情况下，
可以选用物理复制。

 逻辑：逻辑复制通过MySql客户端接口从MySql读取数据，再装载到备端。默认“逻

辑”。

 物理：物理复制通过复制MySql文件方法同步全量数据。

物理复制只适用于源备端节点程序和库在同一主机的情况。

 自动：自动选择全量同步的方式。

映射方式：分为“表映射”、“库映射”和“整库映射”。

 表映射：“添加”。

可以手动点击添加按钮添加表，如下所示，系统默认目标端同步与源端相同表名，如果目标端想同
步为不同的用户名，可自行修改目标端对应的同步用户名。

 表映射：“编辑”。

编辑按钮适用于大量表同步，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表内容，然后粘贴到编辑文本框

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源端数据库”,“源端表名”,“备端数据库”,“备端表名”

多个表需采用换行处理。

1. 使用表映射功能，不需要事先在目标端创建需要同步的数据表。

2. 用户名、表名、列名的输入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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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映射：“添加”。

可以手动点击添加按钮添加用户，如下所示，系统默认目标端同步与源端相同数据库名，如果目标
端想同步为不同的数据库名，可自行修改目标端对应的同步数据库名。

 库映射：“编辑”。

编辑按钮适用于大量库同步，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用户内容，然后粘贴到编辑文本
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源端数据库”,“备端数据库”

多个库需采用换行处理。

1. 使用库映射功能，不需要事先在目标端创建需要同步的库。

 整库映射：

12.2.2.2 同步规则·新建·源端设置

同步规则·新建·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MySQL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则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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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源端设置”。

数据库设置

开启源端配置：默认关闭。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是否开启，开启后，根据“同步程序设置”

中的配置进行源端的配置。

同步程序设置

是否支持 DDL：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是否开启 DDL同步支持。

TF文件路径：用户可自定义源端数据库内 TF文件路径。

TF文件保留时长（天）：用户可自定义源端数据库内 TF文件的保留时长，单位为天。

NAT模式：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是否将源端数据库配置为 NAT模式。

起始 LSN：用户根据需求填写需要开始同步MySQL数据库中重做日志的起始值。

12.2.2.3 同步规则·新建·备端设置

同步规则·新建·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MySQL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则

界面。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备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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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置

开启备端配置：默认关闭。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是否开启，开启后，根据“同步程序设置”

中的配置进行备端的配置。

同步程序设置

是否支持 DDL：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是否开启 DDL同步支持。

TF文件路径：用户可自定义备端数据库内 TF文件路径。

TF文件保留时长（天）：用户可自定义备端数据库内 TF文件的保留时长，单位为天。

NAT模式：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是否将备端数据库配置为 NAT模式。

起始 LSN：用户根据需求填写需要开始同步MySQL数据库中重做日志的起始值。

12.2.3 同步规则·界面

单击 i2Active 操作平台的菜单栏：“MySQL同步”→“同步规则”：

同步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同步规则的名称过滤显示同步规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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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规则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同步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模式：“主-从”、“主-从”、“汇聚”和“分发”。

数据源：显示此同步规则中源端对应的MySQL数据库节点名

目标端：显示此同步规则中目标端对应的MySQL数据库节点名。

目标类型：“MySQL”。

导出：显示获取MySQL源机数据库的数据，并同步至MySQL节点的状态。

此时做的是全量数据的导出。

 离线：节点掉线，可能的原因包括节点宕机、iahelper进程退出。

 退出：iawork进程没启动、iawork处于繁忙状态导致 Iahelper不能正常查询状态，或

者 iawork此时不存在此条规则。

 停止：此条规则停止。

 完成：已完成全同步过程。

装载：显示此同步规则中MySQL数据传至MySQL目标机节点的状态。

 离线：包括节点宕机、iahelper进程退出。

 退出：iaback进程没启动、iaback处于繁忙状态导致 Iahelper不能正常查询状态，或

者 iaback此时不存在此条规则。

 停止：此条规则停止。

 增量：同步之后进行在增量操作。

同步规则操作列说明：

继续：当规则处于“停止”时，单击“继续”可以继续当前同步规则。

停止：停止当前同步规则。

修改：修改当前同步规则的配置信息。

日志：查看当前同步规则的日志信息。

更多：

 重新同步：对当前同步规则进行重新同步，先全量后增量。

 授权：将当前同步规则指派给 i2Active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

源授权。

 删除：删除此同步规则。

同步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创建同步规则。详见同步规则·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同步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同步规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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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2Active KAFKA同步

请查阅《i2Stream软件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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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2Active SqlServer同步

SqlServer同步·同步规则

14.1 概述

本章节讲述了 i2Active 中 SQL Server→SQL Server数据复制同步规则管理的过程。

14.2 SqlServer同步·同步规则

i2Active的 SQL Server同步，是从源机 SQL Server数据库同步至 SQL Server目标端节点内。

14.2.1 同步规则·环境要求

同步规则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Active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两台 SQL Server数据库（一主一备）根据不同的部署架构注册至 i2Active 控制

台内作为数据库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数据库节点。

3. 源备端的机器节点对应的节点状态都必须为在线状态，对应的进程状态都为正常。

4. 源备端的数据库节点对应的状态必须为正常状态。

14.2.2 同步规则·新建

同步规则·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SQL Server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

则界面。

2. 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新建”。

3. 在“基本设置”中，备库类型选择“SQL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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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启动：此选项默认开启，即完成同步规则的创建后，自动执行此规则。若关闭，则

表示，完成规则创建后，不会自动运行，需用户手动启动规则即可运行。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同步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

任务的名称。

源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 SQL Server数据库，选择作为源端的机

器。

备端类型：选择“SQLServer”。

备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 SQL Server数据库，选择作为备端的机

器。

映射方式：分为“表映射”和“整库映射”。

 表映射：源备两端数据表之间的数据同步，可以全表同步，也可以抽取源端表中部分

字段同步到目标端。表映射支持不同用户名、不同表名及不同字段名进行映射。

可以手动点击添加按钮添加用户，如下所示，系统默认目标端同步与源端相同用户名，如果目标端
想同步为不同的用户名，可自行修改目标端对应的同步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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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适用于大批量表的添加。

编辑按钮适用于大量表同步，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用户内容，然后粘贴到编辑文本
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

“源端 Schema”,“源端表名”,“备端 Schema”,“备端表名”

{源端字段,源端字段,...}{备端字段,备端字段,...}

多个表或字段需采用换行处理。

“字段映射”：支持仅同步表中的某个字段。

需添加表后才可以进行字段的配置。

格式为：“源端字段”,“备端字段”

多个字段需采用换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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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表映射功能，不需要事先在目标端创建需要同步的数据表。

2. 用户名、表名、列名的输入区分大小写。

 整库映射：

源库开启 cdc：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是否为源库开启 CDC（Change Data Capture 变更数据

捕获）。

是否全同步：默认“是”。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是否全同步。

重建备端存在的表：默认“是”。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是否需在备端重建表数据。

全备线程数：默认为 1，同时装载多张数据表时，通过增加线程数，可以提高增量同步

的性能，管理员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量进行修改，可填最大线程数为 20。

14.2.3 同步规则·界面

同步规则·界面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SQL Server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

则界面。

同步规则搜索栏说明：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206 -

名称：按同步规则的名称过滤显示同步规则列表。

同步规则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同步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数据源：显示此同步规则中源端对应的 SQL Server数据库节点名

目标端：显示此同步规则中目标端对应的 SQL Server数据库节点名。

目标类型：“sqlserver”。

导出：显示获取 SQL Server源机数据库的数据，并同步至 SQL Server目标机节点的状态。

此时做的是全量数据的导出。

 离线：节点掉线，可能的原因包括节点宕机、iahelper进程退出。

 退出：iamss进程没启动/处于繁忙状态导致 Iahelper不能正常查询状态，或者 iamss
此时不存在此条规则。

 停止：此条规则停止。

 完成：已完成全同步过程。

解析：显示获取 SQL Server源机数据库的日志增量变化并解析的状态。

 离线：可能的原因包括节点宕机、iahelper进程退出。

 增量：完成全同步，正在进行增量操作。

 退出：iamss进程没启动/iatrack处于繁忙状态导致 Iahelper不能正常查询状态，或者

iamss此时不存在此条规则。

 停止：停止同一个源数据库节点的所有规则增量操作。

 准备：正在进行增量准备。

装载：显示此同步规则中 SQL Server数据传至 SQL Server目标机节点的状态。

 离线：包括节点宕机、iahelper进程退出。

 退出：iamss进程没启动/iatrack处于繁忙状态导致 Iahelper不能正常查询状态，或者

iamss此时不存在此条规则。

 停止：此条规则停止。

 完成：已完成全同步过程。

同步规则操作列说明：

继续：当规则处于“停止”时，单击“继续”可以继续当前同步规则。

停止：停止当前同步规则。

启动：启动当前同步规则。

修改：修改当前同步规则的配置信息。

授权：将当前同步规则指派给 i2Active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

源授权。

删除：删除此同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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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创建同步规则。详见同步规则·新建。

批量新建：批量创建同步规则。详见同步规则·批量新建。

继续：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继续同步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同步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同步规则。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同步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同步规则的状态。

14.3 同步规则·批量新建

同步规则·批量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SQL Server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

则界面。

2. 在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批量新建”。

3. 配置好相应的规则后。

4. 完成 SQL Server同步规则的批量新建。

14.3.1 批量新建·基本设置

同步规则·批量新建·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SQL Server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

则界面。

2. 在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批量新建”。

3. 单击“基本设置”。

立即启动：此选项默认开启，即完成同步规则的创建后，自动执行此规则。若关闭，则

表示，完成规则创建后，不会自动运行，需用户手动启动规则即可运行。

备端类型：选择“SQLServer”。

添加：根据方框内的数字来决定选择一次性新增多少个同步规则，默认为 5。

规则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同步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

当前任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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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 SQL Server数据库，选择作为源端的机

器。

备端数据库：用户根据已添加至数据库节点中的 SQL Server数据库，选择作为备端的机

器。

操作 ：可删除不需要的同步规则。

14.3.2 批量新建·其他配置

同步规则·批量新建·其他配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操作平台的菜单栏：“SQL Server同步”→“同步规则”，进入同步规

则界面。

2. 在同步规则界面中，单击“批量新建”。

3. 单击“其他配置”。

源库开启 cdc：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是否为源库开启 CDC（Change Data Capture 变更数据

捕获）。

是否全同步：默认“是”。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是否全同步。

重建备端存在的表：默认“是”。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是否需在备端重建表数据。

全备线程数：默认为 1，同时装载多张数据表时，通过增加线程数，可以提高增量同步

的性能，管理员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量进行修改，可填最大线程数为 20。

映射方式：分为“表映射”和“整库映射”。

 表映射：源备两端数据表之间的数据同步，可以全表同步，也可以抽取源端表中部分

字段同步到目标端。表映射支持不同用户名、不同表名及不同字段名进行映射。

可以手动点击添加按钮添加用户，如下所示，系统默认目标端同步与源端相同用户名，如果目标端
想同步为不同的用户名，可自行修改目标端对应的同步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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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适用于大批量表的添加。

编辑按钮适用于大量表同步，管理员可以按照下图说明提前编辑好用户内容，然后粘贴到编辑文本
框中保存即可。

格式为：

“源端 Schema”,“源端表名”,“备端 Schema”,“备端表名”

{源端字段,源端字段,...}{备端字段,备端字段,...}

多个表或字段需采用换行处理。

“字段映射”：支持仅同步表中的某个字段。

需添加表后才可以进行字段的配置。

格式为：“源端字段”,“备端字段”

多个字段需采用换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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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表映射功能，不需要事先在目标端创建需要同步的数据表。

2. 用户名、表名、列名的输入区分大小写。

 整库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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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2Active 数据脱敏

请查阅《i2Masking软件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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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2Active 日志管理

日志管理·告警日志

16.1 概述

本章节讲述了 i2Active 中机器节点的日志管理的过程。

16.2 日志管理·告警日志

节点出现了问题，会出现告警日志，日志管理·告警日志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控制台的菜单栏：“日志管理”→“告警日志”，进入告警日志界面。

2. 会自动打印机器节点出现的错误。

3. 分为“严重错误”、“错误”和“警告”，三种不同的告警日志。

4. 可以通过“刷新”键，及时获取机器节点日志的最新的告警信息。

5. 完成告警日志的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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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2Active 消息中心

消息中心·全部消息

消息中心·未读消息

消息中心·已读消息

消息中心·消息接收管理

17.1 概述

消息中心主要是对使用英方产品的同时，对出现的消息问题进行消息的设置管理的模块。

17.2 消息中心·全部消息

全部消息会将已读消息和未读消息进行汇总，消息中心·全部消息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控制台的菜单栏：“消息中心”→“全部消息”，进入全部消息界面。

全部消息菜单信息栏说明：

所有消息：显示当前所有次级消息栏的汇总消息提醒。

资源管理：显示资源管理规则中的消息提醒。

Oracle同步：显示 Oracle同步规则中的消息提醒。

巡检通知：显示巡检通知的消息提醒。

整体状态：显示整体状态的消息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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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通知：显示告警通知的消息提醒。

存储监控：显示存储监控的消息提醒。

许可：显示许可的消息提醒。

全部消息信息栏说明：

标题内容：显示当前出现了的异常信息，以功能名来进行的命名。

创建时间：显示此消息提醒的时间。

类型：显示此消息提醒对应的功能类型。

全部消息菜单说明：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消息提醒。

标记已读：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标记未读的消息提醒转化为已读信息。

全部已读：直接将所有的西南西标记为已读信息。

1. 用户可以通过消息中心下的全部消息、未读消息、已读消息来获取相应模块下的告警

通知全部消息显示所有模块的通知和告警，单击不同的模块切换到对应功能的消息通

知。

2. 各个菜单栏下显示各个模块的异常消息，通过单击标题内容，进入到消息详情中，在

消息详情中可以看到相应的 Oracle同步异常、巡检通知等状态和详情。

17.3 消息中心·未读消息

未读消息仅显示当前用户未读取的消息信息，消息中心·未读消息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控制台的菜单栏：“消息中心”→“未读消息”，进入未读消息界面。

2. 名词解释详见消息中心·全部消息。

17.4 消息中心·已读消息

已读消息仅显示当前用户已读取的消息信息，消息中心·已读消息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控制台的菜单栏：“消息中心”→“已读消息”，进入已读消息界面。

2. 名词解释详见消息中心·全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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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消息中心·消息接收管理

17.5.1 消息接收管理·界面

消息接收管理信息栏说明：

消息类型：显示消息的类型，根据功能点进行的分类。

站内信：指的是 i2Active平台内的消息信息通知。

Email：指的是通过邮箱的形式进行的通知。

短信：指的是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进行的通知。

短信设置：仅当短信勾选的情况下，才会有短信的设置信息按钮。详见消息接收管理·模

板设置。

巡检通知设置：可以设置巡检通知的策略和通知的日期。详见消息接收管理·巡检通知

设置。

整体状态设置：可以设置整体状态通知的策略以及通知的间隔。详见消息接收管理·整

体状态设置。

消息接收管理菜单说明：

更多设置：主要是对通知次数和联系人进行设置。详见消息接收管理·更多设置。

保存配置：保存当前消息管理的配置信息。

17.5.2 消息接收管理·巡检通知设置

巡检通知设置中，主要是对消息通知进行通知频率的设置，分为季度和月份的设置。消息

接收管理·巡检通知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控制台的菜单栏：“消息中心”→“消息接收管理”，进入消息接收管

理界面。

1. 消息接收管理界面中，单击巡检通知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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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信息说明：

巡检提醒通知策略：分为按月和按季度来进行设置。

巡检提醒：此时表示每月或者每个季度的第 1，3，5，7天发送巡检提醒。

此处只能填写数字 1或 3或 5或 7。当策略选择“按月”，巡检提醒填写为“3”时，表示每月的第
3天进行巡检信息提醒。当策略选择“按季度”，巡检提醒填写为“5”时，表示每个季度的第 5天
发送巡检信息提醒。

2. 单击“确定”，完成巡检通知的设置。

17.5.3 消息接收管理·整体状态设置

整体状态设置中，主要是对消息通知进行通知频率的设置，分为天和小时的设置。消息接

收管理·整体状态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控制台的菜单栏：“消息中心”→“消息接收管理”，进入消息接收管

理界面。

2. 消息接收管理界面中，单击整体状态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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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信息说明：

整体状态通知策略：分为按天和按小时度来进行设置。

通知间隔：此处填写的是间隔时间。

此处填写数字 13时，策略选择“按天”，表示每隔 13天进行整体状态的消息提醒。策略选择“按
小时”时，表示每隔 13个小时进行整体状态的消息提醒。

3. 单击“确定”，完成整体状态的设置。

17.5.4 消息接收管理·更多设置

更多设置中，主要是设置通知次数限制和设置通知联系人。消息接收管理·更多设置的具

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控制台的菜单栏：“消息中心”→“消息接收管理”，进入消息接收管

理界面。

2. 消息接收管理界面中，单击“更多设置”。

更多设置信息说明：

通知次数限制：设置通知的次数。

此为通知次数的限制，如若出现故障，系统会给予提醒，每个功能提醒的间隔时间不一致，以规则
管理提示为例，规则管理是每间隔 5分钟提醒 1次。设置的限制次数为 5时，总提醒次数为 5次，
25分钟后不再提醒。

重置已通知次数：用户手动单击，重置当前设置的限制次数已通知的次数。

修改联系人：填写当前用户的联系人手机和联系人邮箱等信息。

输入多个联系人手机或邮箱时用“,”隔开。

3. 单击“确定”，完成消息接收管理·更多设置。

17.5.5 消息接收管理·模板设置

模板设置中，主要是短信通知进行的短信模板设置。消息接收管理·模板设置的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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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 i2Active控制台的菜单栏：“消息中心”→“消息接收管理”，进入消息接收管

理界面。

2. 消息接收管理界面中，单击短信的复选框后，单击“模板设置”。

3. 一般默认空白即可。

如需更详细的短信模板信息，请联系英方完成自定义模板设置。

4. 单击“确定”，完成消息接收管理·更多设置。

17.6 消息中心·邮件模板

邮件模板设置，主要是根据用户自定义邮件的方式来发送邮件。消息接收管理·邮件模板

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单击 i2Active 控制台的菜单栏：“消息中心”→“邮件模板”，进入邮件模板界面。

17.6.1 消息中心·邮件模板·界面

单击 i2Active 控制台的菜单栏：“消息中心”→“邮件模板”，进入邮件模板界面。

邮件模板信息栏说明：

类型：类型分为“测试邮件”和“默认公用”两种

测试邮件是当前用户自定义邮件，作为测试邮件使用。

默认公用时当前用户自定义邮件，作为默认公用的邮箱模板内容来使用。

邮件模板操作列说明：

修改：可以修改当前邮件的模板内容。详见邮件模板·测试邮件·修改和邮件模板·默

认公用·修改。

17.6.2 邮件模板·测试邮件·修改

邮件模板·测试邮件·修改的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控制台的菜单栏：“消息中心”→“邮件模板”，进入邮件模板界面。

2. 在邮件模板界面中，找到类型为“测试邮件”。

3. 操作列中，单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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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模板中分为“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和“English”。

备注：用户自定义可以对此邮件进行备注说明。

重置邮件：单击重置按钮，即可重置模板内容的内容，恢复到最初始的模板内容。

模板内容：用户自定义设置模板内容。

17.6.3 邮件模板·默认公用·修改

邮件模板·测试邮件·修改的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Active控制台的菜单栏：“消息中心”→“邮件模板”，进入邮件模板界面。

2. 在邮件模板界面中，找到类型为“测试邮件”。

3. 操作列中，单击“修改”。

后续操作，详见邮件模板·测试邮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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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2Active 技术支持

在 i2灾备软件的使用过程中，如碰到任何技术上的问题，请联系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Email 地 址：support@info2soft.com

联 系 电 话：400-007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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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2Active 附录

19.1 Oracle-DBA用户权限限制

在 Oracle源机上，用户若不允许赋予 i2用户 dba权限时，可将 dba权限变更为以下内容：

grant select on all_objects to i2;

grant select on v$logfile, to i2;

grant select on v$standby_log to i2;

grant select on v$log to i2;

grant select on v$managed_standby to i2;

grant select on v$archived_log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obj$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sequence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user$ to i2;

grant select on all_tables to i2;

grant select on all_tab_columns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role_privs to i2;

grant select on all_directories to i2;

grant select on v$database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attribute$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source$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db_link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idl_ub1$ to i2;

grant select on all_directories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role_priv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system_privilege_map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table_privilege_map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sysauth$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col$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object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sum$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extent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ts$ to i2;

grant select on v$datafile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data_files to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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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select on dba_temp_files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tablespace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seq$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segments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lob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tab$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log_groups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log_group_columns to i2;

grant select on cdb_pdbs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refresh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jobs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user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partcol$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subpartcol$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tabpart$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indpart$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tabcompart$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indcompart$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tabsubpart$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com$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partobj$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deferred_stg$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coltype$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external_tab$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clu_column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lob$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lob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coltype$ to i2;

grant select on ALL_TAB_COL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defsubpart$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tabsubpart$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defsubpart$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con$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cdef$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ccol$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attrcol$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lobfrag$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attrcol$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partobj$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view$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source$ to i2;

grant select on all_trigger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syn$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profname$ to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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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select on sys.attribute$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tem.aq$_queue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sum$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tem.aq$_queue_table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snap$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mlog_refcol$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mlog$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link$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jobs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scheduler_job_arg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ind$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icol$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attrcol$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partcol$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subpartcol$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indpart$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partobj$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indsubpart$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part_indexes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sys_privs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tab_privs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data_files to i2;

grant select on dba_role_priv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disk_and_fixed_objects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dependency$ to i2;

grant connect to i2;

grant select any dictionary to i2;

grant execute on dbms_flashback to i2;

grant execute on dbms_metadata to i2;

grant select_catalog_role to i2;

grant execute any type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link$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user$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seq$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undo$ to i2;

grant select on system.aq$_queue_tables to i2;

grant select on 需要同步的业务表 to i2;

19.2 企业版控制台和节点跨版本升级

6.1升级到 7.1.60及其以上版本，详见《企业版 6.1到 7.1升级指导手册》。

7.1.53/55/56/57/58/59→7.1.60及其以上版本的控制台升级，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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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适用于在源机器上进行升级）：详见本手册中的升级 i2Ctrlcenter控制台。

方案二（适用于在异机上进行升级）：

1. 在源机的控制台上输入地址：https://<i2ctrlcenter_ip>:58086/backup_manage。

2. 此时进入到配置备份的界面中，单击“导出”，即可导出控制台的配置数据文件。

3. 在异机上安装最新版本的控制台，并登录至最新版本的控制台中。

4. 输入地址：https://<i2ctrlcenter_ip>:58086/backup_manage。进入到配置备份的界面中。

5. 单击“导入”，选择源机导出的控制台配置备份数据即可。

6. 导入后需要将异机控制台的 ip地址和源机控制台的 ip地址保持一致。

19.3 同步规则·底层规则目录的使用

19.3.1 dbrule.conf文件

规则建立后，源节点的 iawork会将规则配置写到配置目录的 dbrule.conf里。

19.3.2 缓存目录

iawork和 iatrack会使用源节点的缓存目录。iawork的数据以同步规则的 UUID名为目录存

放，iatrack的数据以数据库的 UUID为目录存放。

当源数据库配置了中继时，中继服务将启用，iarelay会将数据存放在中继节点的缓存目录

下，iarelay会从源节点的 iatrack接收数据，并存放到以源库的 UUID命名的目录下；这些

数据将被拆分转发到目标节点，拆分出来的数据会暂时缓存在以规则的 UUID命名的目录

下。

iaback会使用目标节点的缓存目录，以同步规则的 UUID名为目录存放。

比如规则 UUID为 AC2D0322......，源库的 UUID为 DFDB4570......

各个服务进程所使用的缓存子目录为：

iawork AC2D0322......

iatrack DFDB4570......

iarelay DFDB4570...... →AC2D0322......

iaback AC2D0322......

1. 当规则正常增量后，如果出现故障，即使源节点的缓存数据丢失，在下次规则启动后，
i2Active软件也能自动和目标端确认 REDOLOG的分析进度，继续分析。

2. 缓存目录最好选择独立的一个磁盘来作为缓存目录，这样当该缓存目录撑满时，也不
会影响到系统与数据库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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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规则启动后，可能会出现缓存撑满的情况有：a.全同步阶段，目标端由于来不及装

载接收到的数据，而导致目标端缓存被撑满。b.增量同步阶段，由于断网，导致源端
积压捕获到的数据。

4. 缓存目录一定要开放权限，使同步软件能够有写入的权限。

19.3.3 HisCtl文件

规则启动后，iaback进程会在当前机器的缓存目录中保存一个 HisCtl文件，此文件记录了

规则的进度，包括表的同步状态，对象的装载状态，规则所处的阶段（全量、增量）等，

此文件为 json格式，必要时可以修改此文件来控制全同步。

在规则启动时刻，i2Active会根据此文件决定启动之后做什么，比如规则在全同步过程中

中止，再继续时，i2Active会加载此文件，并确定哪些表没有完成全同步，然后继续同步。

19.4 错误代码说明

说明 错误代码 可能引起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ECONN_ERR 3522 网络问题

EMT_CANCEL 3523 用户取消操作

EVERSION 3546 软件版本不兼容

ESEQ 3554 发送和接收程序的缓存数据存在丢失情况，不能续传

EBAD_MSG 3565 未知的消息编码

EBAD_PATH 3571 错误的路径

ECOMPRESS 3581 数据压缩失败

EUNCOMPRESS 3582 数据解压失败

IAERR_DB_CONN 4000 数据库连接错误

IAERR_CTL_NET 4001 控制连接断开

IAERR_LOG_SEQ 4002 无法查找指定序号的 redolog

IAERR_WR_DISK 4003 磁盘空间问题，无法写入增量数据

IAERR_ORA_INST 4004 个别 Oracle 实例无法连接

IAERR_DMP_DICT 4005 导出数据字典出错

IAERR_DYN_EXIT 4006 源端分析日志线程退出

IAERR_ASM_CONN 4007 ASM 实例连接失败

IAERR_DATA 4008 TF 文件中数据错误

IAERR_TIMEOUT 4009 等待超时

IAERR_STARTED 4010 已经启动

IAERR_STOPPED 4011 已经停止

IAERR_LANGUAGE 4012 源备端字符集不一致

IAERR_LOAD 4013 备端装载出错

IAERR_UNKNOWN 4014 状态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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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错误代码 可能引起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IAERR_NO_RELAY 4015 一对多复制必须启用中继节点

IAERR_OFFLINE 4016 iahelper 程序异常

IAERR_PROC_ERR 4017 控制程序出现异常

IAERR_CONF 4018 规则配置出错

IAERR_SAVE_DICT 4019 保存数据字典到文件出错

IAERR_LOAD_DICT 4020 从文件中读取数据字典出错

IAERR_BLK_TIMEOU

T

4021 日志解析停滞不前，需要引起注意

IAERR_PROC_OFFLI

NE

4022 进程离线

IAERR_LOAD_TS 4023 备库没有对应的表空间

IAERR_LOAD_USER 4024 备库没有对应的用户

IAERR_MACHINE_CO

DE

4025 获取机器识别码错误

IAERR_JSON_STR 4026 来自 WEB 页面的 JSON 数据格式错误，可能是版本兼容问题

IAERR_DML_ERR_TO

OMUCH

4027 邮件告警功能：DML 错误过多

IAERR_DDL_ERR_TO

OMUCH

4028 邮件告警功能：DDL 错误过多

IAERR_FAIL_TAB_T

OOMUCH

4029 邮件告警功能：出错的表过多

IAERR_LOAD_DELAY 4030 邮件告警功能：装载延迟超过阈值

IAERR_SYNC_ERR 4031 邮件告警功能：同步规则状态异常

IAERR_RESTART_TR

ACK

4032 relay 进程重启，track 进程需要重新启动解析

IAERR_BIG_TXN 4033 数据库存在长期事务，中断解析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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