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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云数据库 OceanBase 数据传输··法律声明

> 文档版本：20220704 I



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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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Base 迁移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是 OceanBase 提供的一种支持同构或异构
RDBMS 与 OceanBase 之间进行数据交互的服务，具备在线迁移存量数据和实时同步增量数据的能力。

简称说明简称说明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简称简称

VPC 内自建数据库 VPC

数据库网关（Database Gateway） DG

公网 IP 自建数据库 公网

OceanBase 数据库 MySQL 租户 OB_MySQL

OceanBase 数据库 Oracle 租户 OB_Oracle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说明说明

暂不支持迁移 Oracle 数据源至 OceanBase 数据库 MySQL 租户，以及迁移 MySQL 数据源至 OceanBase
数据库 Oracle 租户。

数据源数据源 结构结构
迁移迁移 全量迁移全量迁移 增量迁移增量迁移 全量全量

校验校验
反向反向
增量增量 无主键表无主键表

MySQL（RDS）-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MySQL（PolarDB）-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MySQL（公网）-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MySQL（VPC）-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1.概述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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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DG）-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Oracle（DG）-
>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Oracle（公网）-
>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Oracle（VPC）-
>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MySQL（RDS）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MySQL（PolarDB）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MySQL（公网）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MySQL（VPC）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MySQL（DG）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OB_MySQL（VPC）-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OB_MySQL（公网）-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数据源数据源 结构结构
迁移迁移 全量迁移全量迁移 增量迁移增量迁移 全量全量

校验校验
反向反向
增量增量 无主键表无主键表

数据传输··概述 云数据库 Ocean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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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_Oracle（VPC）-
>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OB_Oracle（公网）-
>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数据源数据源 结构结构
迁移迁移 全量迁移全量迁移 增量迁移增量迁移 全量全量

校验校验
反向反向
增量增量 无主键表无主键表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数据源数据源
结构同结构同
步步

全量同步全量同步 增量同步增量同步
数据校数据校
验验

无主键表无主键表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OB_MySQL（VPC）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ADB（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DataHub（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DataHub（VPC）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DataHub（公网）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DataHub（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DataHub（VPC）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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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DataHub（公网）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Kafka（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Kafka（VPC）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MySQL（阿里云实例）->
Kafka（公网）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Kafka（阿里云实例）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Kafka（VPC）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OB_Oracle（阿里云实例）->
Kafka（公网）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的数据库版本支持的数据库版本

传输功能传输功能 OBServer 版本OBServer 版本 其它数据终端版本其它数据终端版本

数据迁移
V2.2.30、V2.2.52、V2.2.76、V2.2.77、
V3.1.x、V3.2.x

MySQL/RDS MySQL/Polar MySQL：
V5.6、V5.7、V8.0

Oracle：10G/11G/12C/18C/19C

说明说明

12C 及以上版本包含 CDB 和 PDB。

数据同步
V2.2.30、V2.2.52、V2.2.76、V2.2.77、
V3.1.x、V3.2.x

ADB：V3.0

Kafka：V0.9、V1.0、V2.x

支持的迁移类型支持的迁移类型

数据传输··概述 云数据库 Ocean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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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类型迁移类型 描述描述

结构迁移

负责迁移源库中的数据对象定义（表、索引、约束、注释和视图等）至 OceanBase 目标库
中，会自动过滤临时表。

当源端数据库非 OceanBase 数据库时，会依据目标 OceanBase 租户类型的语法定义标准进
行数据类型和 SQL 语法的自动转换和拼装，然后复制至 OceanBase 目标库中。

MySQL 数据库仅支持迁移表，Oracle 数据库支持迁移表和视图。

全量迁移

迁移源库表的存量数据至 OceanBase 库对应的表中。当源库不断有业务写入时，OMS 会在全
量数据迁移启动前，启动增量拉取模块，以拉取源实例中的增量更新数据，对其进行解析、封
装，并存储至 OMS 中。

全量迁移加上增量迁移，可以确保目标端数据库与源端数据库的最终一致性。

增量同步

全量迁移任务开始后，会同步源库发生变化的数据（新增、修改或删除）至 OCeanBase 数据
库对应的表中。

当全量数据迁移完成后，OMS 会启动增量数据回放模块，从增量数据拉取模块中获取增量数
据。增量数据经过过滤、映射和转换后，再同步至目标实例中。

全量校验

在全量数据迁移完成，增量数据迁移至目标端并与源端基本追平后，OMS 会自动发起一轮针
对源库配置的数据表和目标表的全量数据校检任务。

增量数据同步过程中，您也可以发起自定义的数据校检，OMS 会提供相应的接口。

针对校检出不一致的数据，OMS 会提供以源端为基准，在目标端进行订正操作的 SQL 脚本。

正向切换

正向切换（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割接流程的抽象化、标准化）不会操作业务应用连接的切换，是
OMS 的数据迁移链路配合应用切换前后需要执行的任务流。您需要保证在应用连接切换至目
标端前完成正向切换的全部流程。

正向切换是选择数据迁移便会编排进来的一个流程，您需要终止正向增量同步，删除迁移依赖
的附加列和唯一索引，补充在同步过程中被 OMS 过滤掉 Check 约束，并激活目标端
Trigger/FK （迁移前该类对象需要被禁用，否则将引起数据不一致）等，保证新迁移出来的
数据库完整、可用。

如果您配置了反向增量，切换会多编排进来启动反向增量以及禁用源端 Trigger/FK 的子任
务，启动从目标端到源端的实时增量同步，保障业务数据回流至原源端数据库，提供随时切换
应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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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增量

迁移完成后，针对于业务割接场景，可以引导用户在业务数据库完成切换前在 OMS 上启动目
标库至源库（即反向）的增量同步链路，实时回流业务切换后在 OceanBase 数据库产生的变
更数据至源业务数据库。

注意注意

迁移 Oracle 数据库的数据至 OceanBase 数据库 Oracle 租户时，不支持反向增量。

反向增量功能限时免费，收费时会提前通知您。

您可以在页面查看反向同步性能，包括：

延迟时间：目标端增量变更被同步至源端的滞后时间，单位为秒。

迁移流量：目标端增量变更数据被同步至源端的流量吞吐，单位为 KB/s。

迁移类型迁移类型 描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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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为主账号和 RAM 用户授予访问 OceanBase 传输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的权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OMS 的账号登录体系与阿里云保持一致，统一采用 RAM 主账号或 RAM 用户登录的方式。详情请参见 访问
控制 RAM 官方文档。

阿里云账号（即主账号）是阿里云资源的归属及使用计量计费的基本主体，负责生成本企业组织下的 RAM
用户，并对 RAM 用户进行管理、授权等操作。

RAM 用户由主账号在 RAM 系统中创建并管理，本身不拥有资源，也没有独立的计量计费，这些账号由所
属主账号统一控制和付费。

主账号进行 OMS 迁移角色授权主账号进行 OMS 迁移角色授权
OMS 需要具备云资源访问权限。当登录账号为主账号但未授权时，需要进入阿里云控制台进行 OMS 迁移角
色授权。

1. 使用主账号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展开左侧导航栏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进入任一导航页面。

3. 根据授权提醒单击 前往 RAM 角色授权前往 RAM 角色授权。

4. 确认页面内容无误后，单击 同意授权同意授权，完成授权操作。

5. 返回并刷新数据传输页面。

RAM 用户进行 OMS 迁移角色授权RAM 用户进行 OMS 迁移角色授权
OMS 需要具备云资源访问权限。当登录账号为 RAM 用户但未授权时，需要进入阿里云控制台进行 OMS 迁移
角色授权。

1. RAM 用户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展开左侧导航栏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进入任一导航页面。

3. 根据授权提醒单击 前往 RAM 角色授权前往 RAM 角色授权。

您也可以单击 切换主账号登录切换主账号登录，使用数据传输服务。

4. 确认页面内容无误后，单击 同意授权同意授权，完成授权操作。

5. 返回并刷新数据传输页面。

如果 RAM 用户授权失败，您可以进行以下三种方式的操作：

切换至主账号登录控制台。

主账号授予当前 RAM 用户 RAM 授权权限。

i. 主账号登录 RAM 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用户用户。

iii. 在 用户用户 页面，单击目标 RAM 用户操作列的 添加权限添加权限。

2.用户及权限2.用户及权限
2.1. OMS 迁移角色授权2.1. OMS 迁移角色授权

云数据库 OceanBase 数据传输··用户及权限

> 文档版本：20220704 1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8627.htm#concept-oyr-zzv-tdb
https://oceanbasenext.console.aliyun.com/cn-hangzhou/overview
https://oceanbasenext.console.aliyun.com/cn-hangzhou/overview
https://ram.console.aliyun.com/overview


iv. 在 添加权限添加权限 对话框的 系统策略系统策略 页签，搜索并选中 AliyunRAMFullAccess，添加在右侧 已选择已选择 列表
中。

当前 RAM 用户添加 RAM 授权权限后，再次进行 OMS 迁移角色授权操作即可。

v. 单击 确定确定。

vi. 单击 完成完成。

切换至其它具备 OMS 迁移角色授权权限的 RAM 用户登录控制台。

（可选）切换主账号登录控制台（可选）切换主账号登录控制台
如果您已使用 RAM 用户登录控制台，请通过下述操作切换主账号。您也可以跳过该操作，直接使用主账号
登录控制台。

1. RAM 用户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页面右上角的个人中心单击 退出登录退出登录，退出当前 RAM 用户。

3. 在登录页面，单击 主账号登录主账号登录。

数据传输··用户及权限 云数据库 Ocean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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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主账号授予 RAM 用户 OMS 迁移角色授权权限（可选）主账号授予 RAM 用户 OMS 迁移角色授权权限
RAM 用户需要具备 OMS 迁移角色 AliyunOceanbaseMigrationServiceRolePolicy，才可以正常访问 OMS。如
果 RAM 用户未具备该角色，则需要主账号先登录 RAM 控制台，手动给 OMS 迁移角色添加权限。

1. 主账号登录 RAM 控制台。

2. 创建 OMS 迁移角色。

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角色角色。

ii. 在 角色角色 页面，单击 创建角色创建角色。

iii. 在 创建角色创建角色 对话框，选择可信实体类型为 阿里云账号阿里云账号，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iv. 在 配置角色配置角色 页面，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角色名称 输入 AliyunOceanbaseMigrationServiceRole。

备注（可选） 创建角色的备注信息。

选择信任的云账号

当前云账号：当您允许当前阿里云账号下的 RAM 用户扮演该 RAM 角色时，您
可以选择 当前云账号当前云账号 。

其他云账号：当您允许其它阿里云账号下的 RAM 用户扮演该 RAM 角色时，您
可以选择 其他云账号其他云账号 ，然后输入其他阿里云账号 ID。该项主要针对跨阿里云账
号的资源授权访问场景。

v. 单击 完成完成。

3. 新建 OMS 获取 RDS 信息的权限策略。

i. 返回 角色角色 页面，单击新建角色后的 添加权限添加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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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 添加权限添加权限 对话框，单击 选择权限选择权限 下的 新建权限策略新建权限策略。

iii. 在 创建权限策略创建权限策略 页面，单击 脚本编辑脚本编辑，输入下述权限策略语句。

{
    "Statement": [
        {
            "Action": [
                "rds:DescribeDBInstances",
                "rds:DescribeDBInstanceNetInfo",
                "rds:DescribeDBInstanceIPArrayList",
                "rds:ModifySecurityIps"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vpc:DescribeVpcs",
                "vpc:DescribeVSwitches"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polardb:DescribeDBClusterIPArrayList",
                "polardb:DescribeDBClusterNetInfo",
                "polardb:DescribeDBClusters",
                "polardb:DescribeRegions",
                "polardb: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
                "polardb:DescribeDBClusterAccessWhitelist",
                "polardb:ModifyDBClusterAccessWhitelist"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dg:GetUserGatewayInstances",
                "dg:GetUserGate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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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g:GetUserGateways",
                "dg:GetUserDatabases",
                "dg:ListDatabaseAccessPoint",
                "dg:DescribeRegions",
                "dg:FindUserGatewayById"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adb:DescribeDBClusters",
                "adb:DescribeDBClusterAttribute",
                "adb:DescribeAutoRenewAttribute",
                "adb:DescribeAvailableResource",
                "adb:DescribeDBResourcePool",
                "adb:DescribeElasticDailyPlan",
                "adb:DescribeElasticPlan",
                "adb:DescribeTables",
                "adb:DescribeAllDataSource",
                "adb:DescribeSchemas",
                "adb:DescribeColumns",
                "adb:DescribeTablePartitionDiagnose",
                "adb:DescribeRegions",
                "adb:DescribeDBClusterNetInfo",
                "adb:DescribeDBClusterAccessWhiteList",
                "adb:ModifyDBClusterAccessWhiteList"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dms:ListUsers",
                "dms:ListUserTenants",
                "dms:ListColumns",
                "dms:ListIndexes",
                "dms:ListDatabases",
                "dms:ListLogicDatabases",
                "dms:ListTables",
                "dms:ListLogicTables",
                "dms:ListInstances",
                "dms:GetUserActiveTenant",
                "dms:GetTableDBTopology",
                "dms:SearchDatabase",
                "dms:SearchTable"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cms:DescribeContactList",
                "cms:DescribeMonitorGroups",
                "cms: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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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s:DescribeCustomMetricList",
                "cms: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cms:DescribeSystemEventCount",
                "cms:DescribeSystemEventAttribute",
                "cms:DescribeSystemEventHistogram",
                "cms:DescribeCustomEventCount",
                "cms:DescribeCustomEventAttribute",
                "cms:DescribeCustomEventHistogram",
                "cms:CreateMonitorGroup",
                "cms:PutCustomEvent",
                "cms:PutCustomMetric",
                "cms:PutContactGroup",
                "cms:PutCustomMetricRule"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alikafka:ListInstance",
                "alikafka:UpdateInstance",
                "alikafka:ReadOnly"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cs:DescribeVSwitches",
                "ecs:DescribeSecurityGroups",
                "ecs:CreateSecurityGroup",
                "ecs:DeleteSecurityGroup",
                "ecs:CreateNetworkInterface",
                "ecs:DescribeNetworkInterfaces",
                "ecs:CreateNetworkInterfacePermission",
                "ecs:DescribeNetworkInterfacePermissions",
                "ecs:DeleteNetworkInterface"
            ],
            "Resource": "*"
        }
    ],
    "Version": "1"
}

iv. 单击 下一步：编辑基本信息下一步：编辑基本信息。

v. 输入权限策略的 名称名称 后，单击 确定确定。

4. 为 RAM 角色添加权限。

i. 返回 角色角色 页面，单击新建角色后的 添加权限添加权限。

ii. 在 添加权限添加权限 对话框，单击 选择权限选择权限 下的 自定义策略自定义策略。

iii. 搜索并选中新建的权限策略，即可添加在右侧 已选择已选择 列表中。

数据传输··用户及权限 云数据库 Ocean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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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单击 确定确定。

您在使用 OceanBase 迁移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的数据迁移和数据同步功能前，请
先在源端和目标端数据库中，为数据迁移或同步任务创建专用的数据库用户。

创建 __oceanbase_inner_drc_user 用户创建 __oceanbase_inner_drc_user 用户
如果您需要迁移无主键表，执行数据迁移项目前，请根据实际情况，创建用户并赋予权限。

如果源端为 OceanBase 数据库 MySQL 租户，请创建  __oceanbase_inner_drc_user  用户。

创建用户

create  user __oceanbase_inner_drc_user identified by '<password>';

赋予权限

grant select on *.* to __oceanbase_inner_drc_user;

如果源端为 OceanBase 数据库 Oracle 租户，请创建  __OCEANBASE_INNER_DRC_USER  用户。

创建用户

create user '__OCEANBASE_INNER_DRC_USER'@'%' IDENTIFIED BY '<password>';

赋予权限

OceanBase 数据库版本OceanBase 数据库版本 赋权语句赋权语句

V2.2.77 以下版本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__OCEANBASE_INNER_DRC_USER';
grant select on *.* to '__OCEANBASE_INNER_DRC_USER';

V2.2.77 及以上版本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__OCEANBASE_INNER_DRC_USER';

对迁移库表的  select  权限，支持以下两种赋权方式：

// 赋予系统权限
grant select any table to 
'__OCEANBASE_INNER_DRC_USER';
// 赋予对象权限（仅⽀持对具体库表对象赋权）
grant select on {schema}.{table} to 
'__OCEANBASE_INNER_DRC_USER';

创建 MySQL 数据库用户创建 MySQL 数据库用户
1. 登录 MySQL 数据库。

2. 在 MySQL 数据库中创建用户，用于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

2.2. 创建数据库用户2.2. 创建数据库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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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USER '<username>'@'<host_name>' IDENTIFIED BY '<password>';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username 待创建的账号。

host
允许该账号登录的主机，如果允许该账号从任意主机登录数据库，请使用
百分号（%）。

password 账号的密码。

3. 通过  GRANT  语句为创建的数据库用户授权，详情请参见 用户权限说明。

创建 Oracle 数据库用户创建 Oracle 数据库用户
1. 登录 Oracle 数据库。

2. 在 Oracle 数据库中创建用户，用于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

CREATE USER <username> IDENTIFIED BY "<password>";

3. 通过  GRANT  语句为创建的数据库用户授权，详情请参见 用户权限说明。

创建 OceanBase 数据库用户创建 OceanBase 数据库用户
1.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 OceanBase 数据库。

2. 在 OceanBase 数据库中创建用户，用于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

CREATE USER '<username>' IDENTIFIED BY '<password>';

3. 通过  GRANT  语句为创建的数据库用户授权，详情请参见 用户权限说明。

OceanBase 迁移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迁移数据库前，请确保所有数据源已创建一个
数据库用户作为迁移用户或同步用户。该用户需要具备源端和目标端数据源对应的权限。

OceanBase 数据库 MySQL 租户权限说明OceanBase 数据库 MySQL 租户权限说明

作为源端的用户权限赋予说明作为源端的用户权限赋予说明
同步 OceanBase 数据库 MySQL 租户的数据至 Kafka、Analyt icDB MySQL 和 DataHub 时，源端同步用户需
要的权限：

对源端业务数据库具备  SELECT  权限。

对源端租户的 OceanBase、Information_schema 和 MySQL 数据库的  SELECT  权限。

2.3. 用户权限说明2.3. 用户权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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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VPC 内 OceanBase 数据库，如果是增量同步场景，您需要在 OceanBase 数据库的 sys 租户下创建一
个用户，并赋予其  select on *.*  权限。

迁移 OceanBase 数据库的数据至 OceanBase 数据库同类型租户时，源端不使用数据源账号，默认使用
drc_user 和 drc_password 账号：

如果是 VPC 内 OceanBase 数据库，当选择需要增量同步，需要在 sys 租户下创建该账号并具备 
 SELECT  权限，同时需要在同步的业务租户下创建该账号并具备  SELECT  权限。

当选择需要全量同步，需要在同步的业务租户下创建该账号，且具备  SELECT  权限。

作为目标端的用户权限赋予说明作为目标端的用户权限赋予说明
迁移 MySQL 数据库的数据至 OceanBase 数据库 MySQL 租户时，目标端迁移用户的权限如下：

对业务数据库具备  SELECT 、  INSERT 、  UPDATE  和  DELETE  权限。

对 OceanBase、information_schema、MySQL 库具备  SELECT  权限。

OceanBase 数据库 Oracle 租户权限说明OceanBase 数据库 Oracle 租户权限说明

作为源端的用户权限赋予说明作为源端的用户权限赋予说明
同步 OceanBase 数据库 Oracle 租户的数据至 kafka 和 DataHub 时：

对于 OceanBase 数据库 2.2.70 之前的版本，源端同步用户需要的权限为 
 GRANT SELECT ON *.* TO <user_name>; 。

对于 OceanBase 数据库 2.2.70 及以上的版本，源端同步用户需要的权限为 
 GRANT DBA TO <user_name>; 。

作为目标端的用户权限赋予说明作为目标端的用户权限赋予说明
迁移 Oracle 数据库的数据至 OceanBase 数据库 Oracle 租户时，目标端的版本不同，权限使用也不同。

目标端版本目标端版本 权限说明权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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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或 2.2.3 版本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赋予迁移用户权限：

方式一

执行下述语句，授予迁移用户所有权限。该方式较为简单，但赋予的权限较大。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user_name>;

方式二

i. 如果是 VPC 内 OceanBase 数据库，需要赋予迁移用户对 sys 租户下系统视图的 

 SELECT  权限。

GRANT SELECT ON SYS.* TO <user_name>;

ii. 赋予迁移用户对业务库表的各类权限。如果存在多个业务库，请分别进行授权。

GRANT SELECT,UPDATE,DELETE ON <db_name>.* TO <user_name>;
GRANT CREATE,INDEX,ALTER ON <db_name>.* TO <user_name>;

2.2.7 及以上版本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赋予迁移用户权限：

方式一

执行下述语句，操作较为简单，但赋予用户的权限较大。

GRANT DBA TO <user_name>;

方式二

赋予用户对业务库表的各类权限。如果存在多个业务库，请分别授权。

GRANT CONNECT TO <user_name>;
GRANT CREATE SESSION, ALTER SESSION, SELECT ANY TABLE, SELECT 
ANY DICTIONARY TO <user_name>;
GRANT CREATE ANY TABLE,INSERT ANY TABLE,UPDATE ANY TABLE,DELETE 
ANY TABLE TO <user_name>;
GRANT ALL PRIVIEGES ON *.* TO <user_name>;

目标端版本目标端版本 权限说明权限说明

Oracle 数据库权限说明Oracle 数据库权限说明
创建用户后，不同版本的 Oracle 数据库及用户角色所需要赋予的权限说明如下。

本文提供的是非最小化权限说明，需要赋予迁移用户  SELECT ANY TRANSACTION 、  SELECT ANY TABLE 

和  SELECT ANY DICTIONARY  权限。以 Oracle 数据库作为源端时，您可以对 ANY 进行细化，赋予迁移用

户最小化权限以提高安全性。详情请参见 源端 Oracle 数据库的最小化权限。

12C 以下 DBA 用户权限赋予说明12C 以下 DBA 用户权限赋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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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的环境允许为迁移用户赋予数据库管理员（DBA）角色，且 Oracle 数据库的版本为 12C 之前的版
本，则只需要执行下述语句，为迁移用户赋予 DBA 权限即可。

GRANT DBA TO <user_name>;

12C 以下非 DBA 用户权限赋予说明12C 以下非 DBA 用户权限赋予说明
如果用户环境对迁移用户的授权较为谨慎，且 Oracle 数据库的版本为 12C 之前的版本，操作如下：

1. 授予 CONNECT 权限。

GRANT CONNECT TO <user_name>;

2. 赋予迁移用户  CREATE SESSION 、  ALTER SESSION 、  SELECT ANY TRANSACTION 、

 SELECT ANY TABLE  和  SELECT ANY DICTIONARY  权限。

GRANT CREATE SESSION, ALTER SESSION, 
SELECT ANY TRANSACTION, SELECT ANY TABLE, SELECT ANY DICTIONARY TO <user_name>;

3. 赋予迁移用户  LOGMINER  相关权限。

GRANT EXECUTE ON SYS.DBMS_LOGMNR TO <user_name>;

4. 赋予迁移用户  CREATE TABLE  和  UNLIMITED TABLESPACE  权限。

GRANT CREATE TABLE, UNLIMITED TABLESPACE TO <user_name>;

5. 如果迁移的 Schema 名称和  user_name  一致，执行下述语句。

GRANT CREATE SEQUENCE,CREATE VIEW TO <user_name>;

如果迁移的 Schema 名称和  user_name  不一致，执行下述语句。

GRANT CREATE ANY TABLE,CREATE ANY INDEX,DROP ANY TABLE,ALTER ANY TABLE,COMMENT ANY TABL
E,
DROP ANY INDEX,ALTER ANY INDEX,CREATE ANY SEQUENCE,ALTER ANY SEQUENCE,DROP ANY SEQUENCE
,
CREATE ANY VIEW,DROP ANY VIEW,INSERT ANY TABLE,DELETE ANY TABLE,UPDATE ANY TABLE TO <us
er_name>;

您也可以执行下述语句。

GRANT CREATE ANY TABLE,CREATE ANY INDEX,DROP ANY TABLE,ALTER ANY TABLE,COMMENT ANY TABL
E,
DROP ANY INDEX,ALTER ANY INDEX,CREATE ANY SEQUENCE,ALTER ANY SEQUENCE,DROP ANY SEQUENCE
,
CREATE ANY VIEW,DROP ANY VIEW TO <user_name>;
# 加上需要迁移⾄ Oracle 数据库指定的表。
GRANT DELETE, INSERT, UPDATE ON <库名>.<表名> TO <user_name>;

12C 及以上 DBA 用户权限赋予说明12C 及以上 DBA 用户权限赋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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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的环境允许为迁移用户赋予数据库管理员（DBA）角色，且 Oracle 数据库的版本为 12C 及以上的
版本，则需要区分是否使用 12C/18C/19C 的可插拔数据库 Pluggable DataBase（PDB）。

非 PDB

i. 执行下述授权语句，为迁移用户赋予 DBA 权限。

GRANT DBA TO <user_name>;

ii. 执行下述语句，赋予迁移用户对  SYS.USER$  表的读权限。

GRANT SELECT ON SYS.USER$ TO <user_name>;

PDB

如果 Oracle 数据库迁移至 OceanBase Oracle 数据库的源端为 12C/18C/19C 的可插拔数据库 Pluggable
DataBase（PDB）时，拉取 PDB 的账号需要是 Common 用户。

i. 执行下述语句，切换至 CDB$ROOT。

ALTER SESSION SET CONTAINER=CDB$ROOT;

每个 Common 用户都可以连接到 Root 容器（被命名为  CDB$ROOT ）、任何有连接权限的 PDB，并

执行相关操作。

ii. 执行下述语句，赋予迁移用户 DBA 权限。

GRANT DBA TO C##XXX CONTAINER=ALL;

iii. 执行下述语句，赋予迁移用户对  SYS.USER$  表的读权限。

GRANT SELECT ON SYS.USER$ TO C##XXX CONTAINER=ALL;

12C 及以上非 DBA 用户权限赋予说明12C 及以上非 DBA 用户权限赋予说明
如果用户环境对迁移用户的授权较为谨慎，且 Oracle 数据库的版本为 12C 及以上的版本，操作如下：

非 PDB

i. 授予 CONNECT 权限。

GRANT CONNECT TO <user_name>;

ii. 执行下述语句，赋予迁移用户对  SYS.USER$  表的读权限。

GRANT SELECT ON SYS.USER$ TO <user_name>;

iii. 赋予迁移用户  CREATE SESSION 、  ALTER SESSION 、  SELECT ANY TRANSACTION 、

 SELECT ANY TABLE  和  SELECT ANY DICTIONARY  权限。

GRANT CREATE SESSION, ALTER SESSION, SELECT ANY TRANSACTION, SELECT ANY TABLE, SELECT
ANY DICTIONARY TO <user_name>;

iv. 赋予迁移用户  LOGMINER  相关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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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LOGMINING TO <user_name>；
GRANT EXECUTE ON SYS.DBMS_LOGMNR TO <user_name>;

v. 赋予迁移用户  CREATE TABLE  和  UNLIMITED TABLESPACE  权限。

GRANT CREATE TABLE, UNLIMITED TABLESPACE TO <user_name>;

vi. 如果迁移的 Schema 名称和  user_name  一致，执行下述语句。

GRANT CREATE SEQUENCE,CREATE VIEW TO <user_name>;

如果迁移的 Schema 名称和  user_name  不一致，执行下述语句。

GRANT CREATE ANY TABLE,CREATE ANY INDEX,DROP ANY TABLE,ALTER ANY TABLE,COMMENT ANY TA
BLE,
DROP ANY INDEX,ALTER ANY INDEX,CREATE ANY SEQUENCE,ALTER ANY SEQUENCE,DROP ANY SEQUEN
CE,
CREATE ANY VIEW,DROP ANY VIEW,INSERT ANY TABLE,DELETE ANY TABLE,UPDATE ANY TABLE TO <
user_name>;

PDB

如果 Oracle 数据库迁移至 OceanBase Oracle 数据库的源端为 12C/18C/19C 的可插拔数据库 Pluggable
DataBase（PDB）时，拉取 PDB 的账号需要是 Common 用户。

i. 授予 CONNECT 权限。

GRANT CONNECT TO <C##XXX> CONTAINER=ALL;

ii. 执行下述语句，赋予迁移用户对  SYS.USER$  表的读权限。

GRANT SELECT ON SYS.USER$ TO <C##XXX> CONTAINER=ALL;

iii. 赋予迁移用户  CREATE SESSION 、  ALTER SESSION 、  SELECT ANY TRANSACTION 、

 SELECT ANY TABLE  和  SELECT ANY DICTIONARY  权限。

GRANT CREATE SESSION, ALTER SESSION, 
SELECT ANY TRANSACTION, SELECT ANY TABLE, SELECT ANY DICTIONARY TO <C##XXX> CONTAINER
=ALL;

iv. 赋予迁移用户  LOGMINER  相关权限。

GRANT LOGMINING TO <C##XXX> CONTAINER=ALL；
GRANT EXECUTE ON SYS.DBMS_LOGMNR TO <C##XXX> CONTAINER=ALL;

v. 赋予迁移用户  CREATE TABLE  和  UNLIMITED TABLESPACE  权限。

GRANT CREATE TABLE, UNLIMITED TABLESPACE TO <C##XXX> CONTAINER=ALL;

vi. 如果迁移的 Schema 名称和  C##XXX  一致，执行下述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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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CREATE SEQUENCE,CREATE VIEW TO <C##XXX> CONTAINER=ALL;

如果迁移的 Schema 名称和  C##XXX  不一致，执行下述语句。

GRANT CREATE ANY TABLE,CREATE ANY INDEX,DROP ANY TABLE,ALTER ANY TABLE,COMMENT ANY TA
BLE,
DROP ANY INDEX,ALTER ANY INDEX,CREATE ANY SEQUENCE,ALTER ANY SEQUENCE,DROP ANY SEQUEN
CE,
CREATE ANY VIEW,DROP ANY VIEW,INSERT ANY TABLE,DELETE ANY TABLE,UPDATE ANY TABLE TO <
C##XXX> CONTAINER=ALL;

源端 Oracle 数据库的最小化权限源端 Oracle 数据库的最小化权限
以 Oracle 数据库作为源端时，数据迁移各阶段需要的最小化权限如下。

创建数据源

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ONNECT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DUAL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NLS_DATABASE_PARAMETER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PRODUCT_COMPONENT_VERSION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V_$DATABASE to oms_user;

结构迁移

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ONNECT to oms_user;

-- 待迁移的所有表的 SELECT 权限
GRANT SELECT on any-replicated-table to oms_user;

全量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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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ONNECT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CONSTRAINT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CONS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EXTENT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INDEXE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IND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MVIEW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MVIEW_LOG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OBJECT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PART_KEY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SUBPART_KEY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TABLE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TAB_COL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TAB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TAB_PARTITIO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TAB_SUBPARTITIO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USER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NLS_DATABASE_PARAMETER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SYS.SMON_SCN_TIME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V_$INSTANCE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V_$NLS_PARAMETERS to oms_user;

-- 待迁移的所有表的 SELECT 权限
GRANT SELECT on any-replicated-table to oms_user;

增量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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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ONNECT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CONSTRAINT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INDEXE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IND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OBJECTS to oms_user; // 查询对象的⼀些属性信息
GRANT SELECT on ALL_TAB_COL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USERS to oms_user; // 查询⿊⽩名单⽤⼾
GRANT SELECT on DBA_CONSTRAINT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CONS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MVIEW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MVIEW_LOGS to oms_user; // 查询 all_objects 需要排除掉物化视图
GRANT SELECT on DUAL to oms_user; //查询数据库当前时间，数据库时区
GRANT SELECT on GV_$INSTANCE to oms_user; //查询 RAC 有⼏个节点
GRANT SELECT on NLS_DATABASE_PARAMETERS to oms_user; // 查询数据库字符集
GRANT SELECT on SYS.CDEF$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SYS.COL$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SYS.CON$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SYS.ICOL$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SYS.OBJ$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SYS.USER$ to oms_user; //查询⿊名单⽤⼾的 USER#，据此过滤⿊名单⽤⼾的表
GRANT SELECT on V_$ARCHIVED_LOG to oms_user; //查询归档⽂件
GRANT SELECT on V_$ARCHIVE_DEST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V_$DATABASE to oms_user; //查询是否开启补充⽇志，Oracle 打开⽅式等
GRANT SELECT on V_$LOG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V_$LOGFILE to oms_user; //查询在线⽇志
GRANT SELECT on V_$LOGMNR_CONTENTS to oms_user; //查询 logminer 返回的结果集
GRANT SELECT on V_$PARAMETER to oms_user;

GRANT EXECUTE on SYS.DBMS_LOGMNR to oms_user;

-- 待迁移的所有表的 SELECT 权限。如果在增量迁移过程中有新增表也需要同步的话，也需要具备该表的 SELEC
T 权限
GRANT SELECT on any-replicated-table to oms_user;

-- 待迁移的所有表的 flashback 权限和 SELECT ANY TRANSACTION 的权限 （默认不使⽤ Flashback Quer
y，此时⽆需该权限）
GRANT FLASHBACK on any-replicated-table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ANY TRANSACTION to oms_user;

-- 12c 及以上版本需要授予下述权限
GRANT LOGMINING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PDBS to oms_user;

如果存在以下情况，需要额外授予权限：

如果是 Oracle 数据库 12C 及以上版本，增量同步时需要额外授予下述权限。

GRANT LOGMINING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PDBS to oms_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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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增量同步时需要开启 Flashback Query（默认未开启），请额外授予下述权限。

GRANT FLASHBACK on any-replicated-table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ANY TRANSACTION to oms_user;

如果迁移源端为 12C/18C/19C 的可插拔数据库 Pluggable DataBase（PDB），拉取 PDB 的账号需要是
Common 用户。并且，授予的权限均需加上  CONTAINER=ALL 。

alter session set container=CDB$ROOT;
create user C##XXX identified by yyy;

上述授权语句均需加上  CONTAINER=ALL ，需要同步的业务表的授权除外。例如，

 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需要调整为 

 GRANT ALTER SESSION to C##XXX CONTAINER=ALL; 。

如果增量同步过程中，需要同步新增表的增量数据，请授予该新增表 SELECT 权限。

如果创建数据迁移项目前，无法确定有哪些新增表，则需要授予 SELECT ANT TABLE 权限。

正向切换

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ONNECT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CONSTRAINT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CONS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IND_EXPRESSIO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LOB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MVIEW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MVIEW_LOG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TABLE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TAB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TAB_PRIV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TYPE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USER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VIEW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UAL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NLS_DATABASE_PARAMETER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PRODUCT_COMPONENT_VERSION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USER_ROLE_PRIV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V_$DATABASE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V_$PWFILE_USERS to oms_user;

反向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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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ONNECT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ANY TABLE to oms_user; // 创建内部事务表，以保证⽆主键表的数据质量
GRANT DROP ANY TABLE to oms_user; // 删除内部事务表，按分区删除更快
GRANT INSERT ANY TABLE to oms_user;
GRANT DELETE ANY TABLE to oms_user;
GRANT UPDATE ANY TABLE to oms_user;
GRANT UNLIMITED TABLESPACE to oms_user;

如果需要反向同步 DDL，还需要授予相关 DDL 的权限。示例如下：

GRANT ALTER ANY TABLE to oms_user;

MySQL 数据库权限说明MySQL 数据库权限说明
数据库用户需要对待迁移的数据库具备读权限。

GRANT SELECT ON <迁移库>.*;

MySQL 增量同步时，数据库用户需要具备的权限。

GRANT REPLICATION CLIENT, REPLICATION SLAVE ON *.* TO <user_name> WITH GRANT OPTION;

同步增量日志拉取用户需要具备  SELECT *.*  权限。

GRANT SELECT ON *.*;

Kafka 数据源权限说明Kafka 数据源权限说明
如果 Kafka 存在鉴权，请参见 创建数据源（Kafka）。

Kafka 用户需要具备进行以下操作的权限：

创建和查看 Topic

查看 Topic Part it ion 信息

写入 Record

读取 Record

ADB 数据源权限说明ADB 数据源权限说明
Analyt icDB for MySQL（简称 ADB）支持针对不同的权限粒度授予不同的权限，以达到权限控制的目的。详
情请参见 权限模型。

ADB 支持以下四个粒度的权限控制：

GLOBAL：集群级别

DB：数据库级别

TABLE：表级别

COLUMN：列（字段）级别

数据传输··用户及权限 云数据库 OceanBase

29 > 文档版本：2022070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00563.html#topic-216841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3462.html#concept-2138735


DataHub 数据源权限说明DataHub 数据源权限说明
DataHub 根据 endpoint/ak/sk 进行鉴权，详情请参见 DataHub 权限控制。

DataHub 用户需要具备  GetProject 、  CreateTopic 、  ListTopic 、  GetTopic 、  ListShard 、

 PutRecords 、  GetRecords  和  GetCursor  权限。

本文为您介绍以 Oracle 数据库作为源端时，数据迁移各阶段需要的最小化权限。

创建数据源创建数据源

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ONNECT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DUAL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NLS_DATABASE_PARAMETER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PRODUCT_COMPONENT_VERSION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V_$DATABASE to oms_user;

结构迁移结构迁移

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ONNECT to oms_user;

-- 待迁移的所有表的 SELECT 权限
GRANT SELECT on any-replicated-table to oms_user;

全量迁移全量迁移

2.4. 源端 Oracle 数据库的最小化权限2.4. 源端 Oracle 数据库的最小化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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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ONNECT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CONSTRAINT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CONS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EXTENT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INDEXE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IND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MVIEW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MVIEW_LOG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OBJECT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PART_KEY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SUBPART_KEY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TABLE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TAB_COL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TAB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TAB_PARTITIO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TAB_SUBPARTITIO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USER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NLS_DATABASE_PARAMETER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SYS.SMON_SCN_TIME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V_$INSTANCE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V_$NLS_PARAMETERS to oms_user;

-- 待迁移的所有表的 SELECT 权限
GRANT SELECT on any-replicated-table to oms_user;

增量同步增量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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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ONNECT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CONSTRAINT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INDEXE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IND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OBJECTS to oms_user; // 查询对象的⼀些属性信息
GRANT SELECT on ALL_TAB_COL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USERS to oms_user; // 查询⿊⽩名单⽤⼾
GRANT SELECT on DBA_CONSTRAINT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CONS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MVIEW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MVIEW_LOGS to oms_user; // 查询 all_objects 需要排除掉物化视图
GRANT SELECT on DUAL to oms_user; //查询数据库当前时间，数据库时区
GRANT SELECT on GV_$INSTANCE to oms_user; //查询 RAC 有⼏个节点
GRANT SELECT on NLS_DATABASE_PARAMETERS to oms_user; // 查询数据库字符集
GRANT SELECT on SYS.CDEF$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SYS.COL$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SYS.CON$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SYS.ICOL$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SYS.OBJ$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SYS.USER$ to oms_user; //查询⿊名单⽤⼾的 USER#，据此过滤⿊名单⽤⼾的表
GRANT SELECT on V_$ARCHIVED_LOG to oms_user; //查询归档⽂件
GRANT SELECT on V_$ARCHIVE_DEST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V_$DATABASE to oms_user; //查询是否开启补充⽇志，Oracle 打开⽅式等
GRANT SELECT on V_$LOG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V_$LOGFILE to oms_user; //查询在线⽇志
GRANT SELECT on V_$LOGMNR_CONTENTS to oms_user; //查询 logminer 返回的结果集
GRANT SELECT on V_$PARAMETER to oms_user;

GRANT EXECUTE on SYS.DBMS_LOGMNR to oms_user;

-- 待迁移的所有表的 SELECT 权限。如果在增量迁移过程中有新增表也需要同步的话，也需要具备该表的 SELECT 
权限
GRANT SELECT on any-replicated-table to oms_user;

-- 待迁移的所有表的 flashback 权限和 SELECT ANY TRANSACTION 的权限 （默认不使⽤ Flashback Query
，此时⽆需该权限）
GRANT FLASHBACK on any-replicated-table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ANY TRANSACTION to oms_user;

-- 12c 及以上版本需要授予下述权限
GRANT LOGMINING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PDBS to oms_user;

如果存在以下情况，需要额外授予权限：

如果是 Oracle 数据库 12C 及以上版本，增量同步时需要额外授予下述权限。

GRANT LOGMINING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BA_PDBS to oms_user;

如果增量同步时需要开启 Flashback Query（默认未开启），请额外授予下述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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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增量同步时需要开启 Flashback Query（默认未开启），请额外授予下述权限。

GRANT FLASHBACK on any-replicated-table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ANY TRANSACTION to oms_user;

如果迁移源端为 12C/18C/19C 的可插拔数据库 Pluggable DataBase（PDB），拉取 PDB 的账号需要是
Common 用户。并且，授予的权限均需加上  CONTAINER=ALL 。

alter session set container=CDB$ROOT;
create user C##XXX identified by yyy;

上述授权语句均需加上  CONTAINER=ALL ，需要同步的业务表的授权除外。例如，

 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需要调整为 

 GRANT ALTER SESSION to C##XXX CONTAINER=ALL; 。

如果增量同步过程中，需要同步新增表的增量数据，请授予该新增表 SELECT 权限。

如果创建数据迁移项目前，无法确定有哪些新增表，则需要授予 SELECT ANY TABLE 权限。

正向切换正向切换

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ONNECT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CONSTRAINT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CONS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IND_EXPRESSIO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LOB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MVIEW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MVIEW_LOG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TABLE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TAB_COLUMN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TAB_PRIV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TYPE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USER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ALL_VIEW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DUAL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NLS_DATABASE_PARAMETER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PRODUCT_COMPONENT_VERSION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USER_ROLE_PRIVS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V_$DATABASE to oms_user;
GRANT SELECT on V_$PWFILE_USERS to oms_user;

反向增量反向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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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ALTER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SESSION to oms_user;
GRANT CONNECT to oms_user;

GRANT CREATE ANY TABLE to oms_user; // 创建内部事务表，以保证⽆主键表的数据质量
GRANT DROP ANY TABLE to oms_user; // 删除内部事务表，按分区删除更快
GRANT INSERT ANY TABLE to oms_user;
GRANT DELETE ANY TABLE to oms_user;
GRANT UPDATE ANY TABLE to oms_user;
GRANT UNLIMITED TABLESPACE to oms_user;

如果需要反向同步 DDL，还需要授予相关 DDL 的权限。示例如下：

GRANT ALTER ANY TABLE to oms_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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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好数据源是创建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项目的前提。启动项目前，您必须添加 OceanBase 数据库作为源
端或者目标端的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在 OceanBase 迁移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中添加 OceanBase 数据源。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3. 在 数据源节点数据源节点 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4. 在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数据源类型数据源类型 默认为 OceanBaseOceanBase。选择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配置各项参数。

选择的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为 OceanBase 实例OceanBase 实例 时，配置下述参数。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数据源标识 建议使用中文、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名称中不能包含空格，长度限制为 32 个字符。

集群 ID/名称 OceanBase 数据库租户所在集群的 ID 或名称。

租户名称 OceanBase 数据库租户的名称。

租户模式 OceanBase 数据库租户的模式。该项自动填充内容，不支持修改。

用户名
用于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的 OceanBase 数据库用户名称。 建议您为数据迁移或同
步项目创建单独的数据库用户。

密码 数据库用户的密码。

备注 数据源的备注信息。

选择的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为 VPC 内自建数据库VPC 内自建数据库 时，配置下述参数。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数据源标识
建议使用中文、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名称中不能包含空格，长度限制为 32 个字
符。

3.管理数据源3.管理数据源
3.1. 创建数据源（OceanBase）3.1. 创建数据源（Ocean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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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C 用户申请公有云 VPC 的唯一 ID。

租户类型 OceanBase 数据库租户的类型，包括 MySQL 和 Oracle。

主机 IP 数据库宿主机的 IP。

Port 数据库宿主机 IP 的端口号。

租户名 OceanBase 数据库租户的名称。

集群名 OceanBase 数据库租户所在集群的名称。

用户名
用于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的 OceanBase 数据库用户名称。

建议您为数据迁移或同步任务创建单独的数据库用户。

密码 数据库用户的密码。

oblogproxy IP（选填） OceanBase 数据库增量日志代理服务，以服务的形式，提供实时增量链路介入和
管理能力，方便应用介入 Oceanbase 数据库增量日志。同时，能够解决网络隔离
的情况下，订阅增量日志的需求。

oblogproxy Port（选
填）

备注（选填） 数据源的备注信息。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5. 单击 测试连接测试连接，验证 OMS 和数据源的网络连通性，以及用户名和密码的有效性。

6. 测试连接通过后，单击 添加添加。

数据源是迁移任务的前提，在启动数据迁移前，您必须添加源端和目标端的数据库为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
如何创建 Oracle 数据源。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3. 在 数据源节点数据源节点 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3.2. 创建数据源（Oracle）3.2. 创建数据源（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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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选择 数据源类型数据源类型 为 OracleOracle。

5. 配置各项参数。从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下拉列表选择不同的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后，下方会自动显示对应的表单。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VPC 内自建数据库

VPC 从 VPCVPC 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 VPC。

主机 IP 数据库宿主机的 IP。

端口 数据库宿主机 IP 的端口号。

数据库网关

网关名称 从 网关名称网关名称  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数据库网关的名称。

数据库实例 从 数据库实例数据库实例  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数据库实例。

公网 IP 自建数据库

主机 IP 数据库宿主机的 IP。

端口 数据库宿主机 IP 的端口号。

共有参数

数据源标识
建议使用中文、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名称中不能包含空格，长
度限制为 32 个字符。

Service Name Oracle 数据库的 Service 名称。

用户名
用于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的 Oracle 数据库用户名称。

建议您为迁移或同步任务创建单独的数据库用户。

密码 数据库用户的密码。

Schema Name Oracle 数据库的 Schema 名称。

备注 数据源的备注信息。

6. 单击 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 OceanBase 数据传输和源数据库的网络连接。

7. 测试连接通过后，单击 添加添加。

3.3. 创建数据源（MySQL）3.3. 创建数据源（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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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是迁移任务的前提，在启动数据迁移前，您必须添加源端和目标端的数据库为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
如何创建 MySQL 数据源。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3. 在 数据源节点数据源节点 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4. 在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选择 数据源类型数据源类型 为 MySQLMySQL。

5. 配置各项参数。从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下拉列表选择不同的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后，下方会自动显示对应的表单。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RDS 实例 RDS 实例 ID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 RDS 实例的 ID。

POLAR 实例 POLAR 实例 ID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 POLAR 实例的 ID。

VPC 内自建数据库

VPC 从 VPCVPC 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 VPC。

主机 IP 数据库宿主机的 IP。

端口 数据库宿主机 IP 的端口号。

数据库网关

网关名称 从 网关名称网关名称  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数据库网关的名称。

数据库实例 从 数据库实例数据库实例  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数据库实例。

公网 IP 自建数据库

主机 IP 数据库宿主机的 IP。

端口 数据库宿主机 IP 的端口号。

共有参数

数据源标识
建议使用中文、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名称中不能包含空格，
长度限制为 32 个字符。

用户名
用于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的 MySQL 数据库用户名称。

建议您为迁移或同步任务创建单独的数据库用户。

密码 数据库用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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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Name 数据库的名称。

备注 数据源的备注信息。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6. 单击 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 OceanBase 数据传输和源数据库的网络连接。

7. 测试连接通过后，单击 添加添加。

配置好数据源是创建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项目的前提。启动项目前，您必须添加 Kafka 实例作为目标端的数
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在 OceanBase 迁移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中添加 Kafka 数
据源。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OMS 仅支持 Kafka 数据源作为数据同步的目标端。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数据传输的安全问题，贯穿服务连通性验证、链路创建和数据传输过程。基于 Kafka 服务提供的安全体
系，OMS 在数据加密和用户认证上均有一定的支持，以满足绝大部分安全需求。

OMS 支持的 Kafka 认证方式包括：

GSSAPI

GSSAPI（Generic Security Services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是通用安全服务应用程序接口。
GSSAPI 是一个以通用方式为调用方提供安全服务的框架，该框架也支持实现 Kerberos 协议。

PLAIN

PLAIN 认证方式较为简单，但无法动态变更用户，且明文配置用户名和密码，安全性不高。

SCRAM-SHA-256

SCRAM（Salted Challenge Response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认证方式通过执行用户名和密码认证
的传统机制来解决安全问题。Kafka 支持 SCRAM-SHA-256，可以和 TLS 一起使用执行安全认证。

该认证方式可以实现动态变更用户，用户数据存储在 Zookeeper 中。启动 Broker 前，需要先与
Zookeeper 通信，创建和 Broker 之间的通信用户。但该认证方式需要明文配置用户名和密码。

SCRAM-SHA-512

Kafka 支持 SCRAM-SHA-512，可以和 TLS 一起使用执行安全认证。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3. 在 数据源节点数据源节点  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4. 在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选择 数据源类型数据源类型 为 Kaf kaKaf ka。

3.4. 创建数据源（Kafka）3.4. 创建数据源（Kaf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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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配置各项参数。

选择 阿里云 Kaf ka 实例阿里云 Kaf ka 实例 时，配置参数如下。阿里云 Kafka 实例的详情请参见 Java SDK 概述。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数据源标识
建议使用中文、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名称中不能包含空格，长度限制为
32 个字符。

Kafka 实例 ID 用户申请 Kafka 实例的唯一 ID。

接入点 Kafka 服务器 IP 地址及端口列表，系统会自动导入。

用户名 Kafka 的登录用户名。

密码 Kafka 的登录密码。

备注（可选） 数据源的备注信息。

选择 VPC 内自建 Kaf ka 实例VPC 内自建 Kaf ka 实例 或 公网 Kaf ka 实例公网 Kaf ka 实例 时，配置参数如下。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数据源标识
建议使用中文、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名称中不能包含空格，长度限制为
32 个字符。

VPC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用户申请公有云 VPC 的唯一 ID。

注意注意

仅选择实例类型为 VPC 内自建 Kaf ka 实例VPC 内自建 Kaf ka 实例  时，会显示该参数。

接入点 输入 Kafka 服务器 IP 地址及端口列表。

启用 SSL
根据业务需求，选择是否启用 SSL。如果启用，请单击 上传文件上传文件 ，上传

后缀名为  .jks  的授信证书。

开启认证
根据业务需求，选择是否开启认证。Kafka 提供了数据加密和多种身份
认证机制的配置来保证用户数据和服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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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方式
如果开启认证，则需要选择认证方式。目前 OMS 支持的认证方式包括
GSSAPI、PLAIN、SCRAM-SHA-256 和 SCRAM-SHA-512。

KDC 服务器地址
输入 Kerberos 的服务器 KDC 的 IP 或域名。
仅选择认证方式为 GSS-API 时，会显示该参数。

用户主体
输入用户名。

仅选择认证方式为 GSS-API 时，会显示该参数。

keytab 文件
单击 上传文件上传文件 ，上传后缀名为  .keytab  的密钥文件。

仅选择认证方式为 GSS-API 时，会显示该参数。

用户名
用于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的用户名称。

仅选择认证方式为 GSS-API 时，不会显示该参数。

密码
用于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的用户密码。

仅选择认证方式为 GSS-API 时，不会显示该参数。

备注（可选） 数据源的备注信息。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6. 单击 测试连接测试连接，验证 OMS 和数据源的网络连接。

7. 测试连接通过后，单击 添加添加。

数据源是迁移任务的前提。在启动数据迁移前，您必须添加源端和目标端的数据库为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
如何创建云原生数据仓库 Analyt icDB MySQL 版（简称 ADB）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ADB 的基本介绍请参见 基础数据类型。

ADB 的建表、分区表和分布表的详情请参见 CREATE TABLE。

OceanBase 数据库 MySQL 租户至 ADB 的数据类型映射规则请参见 数据类型映射表格。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3. 在 数据源节点数据源节点 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3.5. 创建数据源（ADB）3.5. 创建数据源（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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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选择 数据源类型数据源类型 为 ADBADB，并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数据源标识
建议使用中文、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名称中不能包含空格，长度限制为 32
个字符。

集群 ID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集群的 ID。

用户名 集群对应的用户名。

密码 集群对应的密码。

5. 单击 测试连接测试连接。

6. 待数据源测试连接成功，单击 添加添加。

配置好数据源是创建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项目的前提。启动项目前，您必须添加 Kafka 实例作为数据源。本
文为您介绍如何在 OceanBase 迁移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中添加 DataHub 数据源。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3. 在 数据源节点数据源节点 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4. 在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选择 数据源类型数据源类型 为 Dat aHubDat aHub。

5. 配置各项参数。从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下拉列表选择不同的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后，下方会自动显示对应的表单。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实例类型
包括 阿里云 Dat aHub 实例阿里云 Dat aHub 实例 、VPC 内自建 Dat aHub 实例VPC 内自建 Dat aHub 实例  和 公网公网
Dat aHub 实例Dat aHub 实例 。

数据源标识
建议使用中文、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名称中不能包含空格，长度不得超过
32 个字符。

3.6. 创建数据源（DataHub）3.6. 创建数据源（Data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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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C

从 VPCVPC 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 VPC。

注意注意

仅选择实例类型为 VPC 内自建 Dat aHub 实例VPC 内自建 Dat aHub 实例  时，会显示该参
数。

Datahub Endpoint DataHub 实例的信息。

Project DataHub 实例的名称。

AccessKey 您在阿里云账号管理控制台中创建的 AccessKey ID，用于身份认证。

SecretKey 您在阿里云账号管理控制台中创建的 AccessKey Secret，用于身份认证。

备注（可选） 数据源的备注信息。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6. 单击 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 OMS 和源数据库的网络连接。

7. 待数据源测试连接成功，单击 添加添加。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添加 OceanBase 实例和 VPC 内自建数据库类型 OceanBase 数据源的白名单。

添加 OceanBase 实例白名单添加 OceanBase 实例白名单
如果您添加 OceanBase 数据源时，选择实例类型为 OceanBase 实例OceanBase 实例，请在 OceanBase 集群添加白名单。

1. 记录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选择的集群 ID。

3.7. 添加白名单3.7. 添加白名单
3.7.1. 添加 OceanBase 数据源的白名单3.7.1. 添加 OceanBase 数据源的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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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闭对话框，单击左侧导航栏的 集群列表集群列表。

3. 在 集群列表集群列表 页面，单击目标集群的名称。

4. 在 集群工作台集群工作台 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 安全设置安全设置。

5. 在 白名单白名单 页签，单击右上角的 添加白名单分组添加白名单分组。您也可以单击已有白名单分组后的 编辑编辑 图标，修改
白名单分组。

6. 在 添加白名单分组添加白名单分组 对话框，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分组名
由小写英文字符，数字和下划线（_）组成，以小写英文字符开头，小写英
文字符或者数字结尾，长度为 2~32 个字符。

IP 地址

在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复制显示的 OceanBase 数据传输
服务器的 IP 地址，添加在此处即可。请注意以下规则：

支持填写 IP 地址（例如 192.168.0.1）或 IP 段（例如
192.168.0.0/24）。

多个 IP 需要用英文逗号（,）分隔。例
如，192.168.0.1,192.168.0.0/24。

127.0.0.1 表示禁止任何 IP 地址访问。

最多支持设置 40 个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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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 确定确定。

添加白名单到 ECS添加白名单到 ECS
如果您添加 OceanBase 数据源时，选择实例类型为 VPC 内自建数据库VPC 内自建数据库，请添加数据传输服务器 IP 至对应
数据库的白名单中。因为 VPC 可能在 ECS 平台进行访问限制，而作为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的数据源，需要
被数据传输服务器 IP 访问。

1. 复制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所选 VPC 的 ID。

2. 进入云服务器 ECS 控制台的 安全组 页面，在 创建安全组创建安全组 右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专有网络 ID专有网络 ID，粘贴
VPC ID 筛选安全组。

3. 单击目标安全组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 入方向入方向 快速添加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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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复制 OMS 控制台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显示的 OceanBase 数据传输服务器的 IP 地址。

ii. 在安全组详情页面的 访问规则访问规则 > 入方向入方向 区域，单击 快速添加快速添加。

iii. 在 快速添加快速添加 对话框，粘贴复制的 IP 地址至 授权对象授权对象，任意选择一个 端口范围端口范围。

iv. 单击 确定确定。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添加 VPC 内自建数据库和数据库网关类型 Oracle 数据源的白名单。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如果您添加 Oracle 数据源时，选择实例类型为 VPC 内自建数据库VPC 内自建数据库 或 数据库网关数据库网关，请添加数据传输服务器
IP 至对应数据库的白名单中。因为 VPC 或数据库实例对应的 VPC 可能在 ECS 平台进行访问限制，而作为数
据迁移或数据同步的数据源，需要被数据传输服务器 IP 访问。

1. 复制 VPC ID。

实例类型为 VPC 内自建数据库VPC 内自建数据库 时，复制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所选 VPC 的 ID。

3.7.2. 添加 Oracle 数据源的白名单3.7.2. 添加 Oracle 数据源的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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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类型为 数据库网关数据库网关 时，选择目标 网关名称网关名称 和 数据库实例数据库实例 后，单击复制图标，复制数据库实
例对应的 VPC ID。

2. 进入云服务器 ECS 控制台的 安全组 页面，在 创建安全组创建安全组 右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专有网络 ID专有网络 ID，粘贴
VPC ID 筛选安全组。

3. 单击目标安全组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 入方向入方向 快速添加 IP 地址。

i. 复制 OMS 控制台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显示的 OceanBase 数据传输服务器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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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安全组详情页面的 访问规则访问规则 > 入方向入方向 区域，单击 快速添加快速添加。

iii. 在 快速添加快速添加 对话框，粘贴复制的 IP 地址至 授权对象授权对象，任意选择一个 端口范围端口范围。

iv. 单击 确定确定。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添加 RDS 实例、PolarDB 实例、VPC 内自建数据库和数据库网关类型 MySQL 数据源的白
名单。

添加 RDS MySQL 白名单添加 RDS MySQL 白名单
如果您添加 MySQL 数据源时，选择实例类型为 RDS 实例RDS 实例，请设置 RDS IP 白名单。

1. 记录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选择的 RDS 实例 ID。

2. 进入云数据库 RDS 控制台的 实例列表 页面，单击目标实例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3.7.3. 添加 MySQL 数据源的白名单3.7.3. 添加 MySQL 数据源的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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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安全性数据安全性。

4. 在 白名单设置白名单设置 页签，单击目标分组右侧的 修改修改。

5. 在 修改白名单分组修改白名单分组 对话框，添加 组内白名单组内白名单。

该白名单 IP 地址为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显示的 OceanBase 数据传输服务器的 IP 地址。

注意注意

多个 IP 地址使用英文逗号（,）分隔，且逗号前后不允许有空格。

单个实例最多添加 1000 个 IP 地址或 IP 段。如果 IP 地址较多，建议将零散的 IP 合并为 IP
段。例如，10.10.10.0/24。

127.0.0.1 表示禁止任何 IP 地址访问。

6. 单击 确定确定。

添加 添加 PolarDB MySQL 白名单PolarDB MySQL 白名单
如果您添加 MySQL 数据源时，选择实例类型为 PolarDB 实例PolarDB 实例，请设置 PolarDB IP 白名单。

1. 记录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选择的 PolarDB 实例 ID。

2. 进入云数据库 PolarDB 控制台的 集群列表 页面，单击目标集群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配置与管理配置与管理 > 集群白名单集群白名单。

4. 在 IP 列表IP 列表 页面，单击 新增 IP 白名单分组新增 IP 白名单分组。

您也可以单击已有白名单分组后的 配置配置，配置白名单。

5. 在 新增 IP 白名单分组新增 IP 白名单分组 对话框，配置各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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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IP 白名单分组名称
由小写字母、数字和下划线（_）组成，以字母开头，字母或数字结尾，长
度为 2～120 个字符。

白名单内 IP 地址

在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复制显示的 OceanBase 数据传输
服务器的 IP 地址，添加在此处即可。请注意以下规则：

支持填写 IP 地址（例如 192.168.0.1）或 IP 段（例如
192.168.0.0/24）。

多个 IP 需要用英文逗号（,）分隔。例
如，192.168.0.1,192.168.0.0/24。

127.0.0.1 表示禁止任何 IP 地址访问。

最多支持设置50 个 IP 白名单，所有 IP 白名单累计支持添加 1000 个 IP
地址或地址段。

6. 单击 确定确定。

添加白名单到 ECS添加白名单到 ECS
如果您添加 MySQL 数据源时，选择实例类型为 VPC 内自建数据库VPC 内自建数据库 或 数据库网关数据库网关，请添加数据传输服务器
IP 至对应数据库的白名单中。因为 VPC 或数据库实例对应的 VPC 可能在 ECS 平台进行访问限制，而作为数
据迁移或数据同步的数据源，需要被数据传输服务器 IP 访问。

1. 复制 VPC ID。

实例类型为 VPC 内自建数据库VPC 内自建数据库 时，复制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所选 VPC 的 ID。

实例类型为 数据库网关数据库网关 时，选择目标 网关名称网关名称 和 数据库实例数据库实例 后，单击复制图标，复制数据库实
例对应的 VPC ID。

2. 进入云服务器 ECS 控制台的 安全组 页面，在 创建安全组创建安全组 右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专有网络 ID专有网络 ID，粘贴
VPC ID 筛选安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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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目标安全组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 入方向入方向 快速添加 IP 地址。

i. 复制 OMS 控制台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显示的 OceanBase 数据传输服务器的 IP 地址。

ii. 在安全组详情页面的 访问规则访问规则 > 入方向入方向 区域，单击 快速添加快速添加。

iii. 在 快速添加快速添加 对话框，粘贴复制的 IP 地址至 授权对象授权对象，任意选择一个 端口范围端口范围。

iv. 单击 确定确定。

3.7.4. 添加 Kafka 数据源的白名单3.7.4. 添加 Kafka 数据源的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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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你介绍如何添加阿里云 Kafka 类型和 VPC 内自建 Kafka 实例类型数据源的白名单。

添加阿里云 Kafka 实例白名单添加阿里云 Kafka 实例白名单
如果您添加 Kafka 数据源时，选择实例类型为 阿里云 Kaf ka 实例阿里云 Kaf ka 实例，请设置阿里云 Kafka 实例的白名单。

1. 记录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选择的 Kaf ka 实例 IDKaf ka 实例 ID 和 接入点接入点。

2. 进入消息队列 Kafka 版控制台的 实例列表 页面，单击目标实例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3. 在 实例详情实例详情 页面的 接入点信息接入点信息 区域，单击目标接入点后的 编辑白名单编辑白名单。

4. 在 编辑接入点白名单编辑接入点白名单 对话框，单击 添加白名单 IP添加白名单 IP，输入 IP 地址或地址段，单击 确定确定。

添加白名单到 ECS添加白名单到 ECS
如果您添加 Kafka 数据源时，选择实例类型为 VPC 内自建 Kaf ka 实例VPC 内自建 Kaf ka 实例，请添加数据传输服务器 IP 至对应
数据库的白名单中。因为 VPC 可能在 ECS 平台进行访问限制，而作为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的数据源，需要
被数据传输服务器 IP 访问。

1. 复制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所选 VPC 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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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云服务器 ECS 控制台的 安全组 页面，在 创建安全组创建安全组 右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专有网络 ID专有网络 ID，通过
VPC ID 筛选安全组。

3. 单击目标安全组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 入方向入方向 快速添加 IP 地址。

i. 复制 OMS 控制台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显示的 OceanBase 数据传输服务器的 IP 地址。

ii. 在安全组详情页面的 访问规则访问规则 > 入方向入方向 区域，单击 快速添加快速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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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 快速添加快速添加 对话框，粘贴复制的 IP 地址至 授权对象授权对象，任意选择一个 端口范围端口范围。

iv. 单击 确定确定。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添加云原生数据仓库 Analyt icDB MySQL 版（简称 ADB）数据源的白名单。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进入目标集群。

i. 登录 ADB 控制台。

ii. 在页面左上角，选择 ADB 集群所在地域。

i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集群列表集群列表。

iv. 在 数仓版(3.0)数仓版(3.0) 页签，单击目标集群 ID。

2. 在目标集群的详情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数据安全数据安全。

3. 在 白名单设置白名单设置 页面，单击目标分组右侧的 修改修改。您也可以单击 创建白名单分组创建白名单分组，创建自定义分组。

4. 复制 OMS 控制台 添加数据源添加数据源 对话框中显示的 OceanBase 数据传输服务器的 IP 地址，将其添加在 修修
改白名单分组改白名单分组 对话框。

设置白名单后，新的白名单将于 1 分钟后生效。

3.7.5. 添加 ADB 数据源的白名单3.7.5. 添加 ADB 数据源的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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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 确定确定。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在数据源页面，复制、编辑和删除目标数据源。

复制数据源复制数据源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3. 在 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页面，单击目标数据源后的 复制复制。

4. 在 复制数据源复制数据源 对话框中，根据业务需求修改相应参数。

说明说明

单击复制数据源后，数据源标识会自动生成（在原有基础上加入后缀-1）。

单击复制数据源，密码会显示 ******，不允许查看具体密码。

5. 终端节点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 测试连接 测试连接。

6. 测试连接性成功后，单击 保存保存。

编辑数据源编辑数据源
1. 在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2. 在 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页面，单击目标数据源后的 编辑编辑。

3. 在 编辑数据源编辑数据源 对话框中，根据业务需求修改相应参数。

说明说明

单击编辑数据源，密码会显示 ******，不允许查看具体密码。

4. 终端节点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 测试连接 测试连接。

5. 测试连接性成功后，单击 保存保存。

删除数据源删除数据源
1. 在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3.8. 复制、编辑和删除数据源3.8. 复制、编辑和删除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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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数据源数据源 页面，单击目标数据源后的 ...... > 删除删除。

3. 在对话框中，单击 确认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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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在 OceanBase 控制台查看迁移项目的整体进度、基本配置信息、增量同步性能和流量，
自行查看迁移对象。

进入详情页面进入详情页面
您可以在数据迁移项目的详情页面，查看计划的迁移环节、各个环节的进度和状态，帮助您了解数据库迁移
的整体进度，以及每张表、每个对象的迁移状态。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您可以在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页面，根据 状态状态 和 关键字关键字 搜索目标数据迁移项目。数据迁移项目的状态包括：

未启动未启动：表示数据迁移项目尚未启动，您可以在对应的操作列中单击 启动启动。

运行中运行中：数据迁移项目运行中，状态右侧展示了数据迁移的计划和当前进度。

已暂停已暂停：数据迁移项目已被手动中止，您可以在对应的操作列中单击 恢复恢复，从中止的子任务开始继
续执行迁移。

失败失败：数据迁移项目执行失败，状态右侧展示该项目失败的具体环节。单击数据迁移项目的名称，您
可以在详情页面查看具体的报错信息。

已完成已完成：数据迁移项目已成功执行完毕，OMS 已按照您预设的迁移模式将指定的数据内容迁移至目
标库中。

释放中释放中：数据迁移项目正在被释放。释放中的数据迁移项目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已释放已释放：数据迁移项目已经成功释放。释放后，OMS 会终止当前的迁移和增量同步链路。

3. 在 迁移项目列表迁移项目列表 页面，单击目标项目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查看其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和 迁移详情迁移详情。

查看基本信息查看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为您展示数据迁移项目的配置信息，包括 IDID、迁移类型迁移类型、告警状态告警状态、创建时间创建时间、传输实例传输实例
和 连接详情连接详情。

您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查看迁移对象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查看迁移对象查看迁移对象，查看当前数据迁移项目的迁移对象列表。创建数据迁移项目后不支持
修改迁移对象。

查看参数配置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 > 查看参数配置查看参数配置，在 查看参数配置查看参数配置 对话框中，查看创建数据迁移项目时配置的参
数。

设置告警监控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 > 设置告警监控设置告警监控，在 设置告警监控设置告警监控 对话框，根据业务需求开启 项目状态监控项目状态监控 或
增量延迟监控增量延迟监控，并配置相应的参数。详情请参见 设置告警监控。

4.管理数据迁移项目4.管理数据迁移项目
4.1. 查看数据迁移项目的详情4.1. 查看数据迁移项目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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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处于 已完成已完成、释放中释放中 和 已释放已释放 状态的数据迁移项目，不支持设置告警监控。

查看连接详情

单击 连接详情连接详情 后的 连接详情连接详情，查看数据迁移项目的源端和目标端的 终端类型终端类型、终端信息终端信息 和 终端账终端账
号号。支持快捷复制终端信息。

查看迁移详情查看迁移详情
迁移详情迁移详情 区域为您展示当前项目中，所有环节子任务的执行状态、进度、启动时间、完成时间和总计耗时
等信息。

结构迁移结构迁移

展示结构迁移的整体状态、启动时间、结束时间、总计耗时、表和视图的迁移进度。

支持查看所有对象的名称、对应源库和目标库、迁移耗时和状态。

在指定迁移对象对应的操作列单击 查看创建语法查看创建语法，可以查看该对象的创建语法。

支持根据表或视图的迁移状态，筛选阻碍整体迁移进度的对象。例如，创建失败的表或视图。

全量迁移全量迁移

展示全量迁移的整体状态、启动时间、结束时间、总计耗时、表对象和表索引的迁移详情。

在 表对象表对象 页签下，您可以查看对象名称、源库、目标库、预估数据量、已完成数据量和对应的状态。

在 表索引表索引 页签下，您可以查看表对象、源库、目标库、创建时间、结束时间、耗时及其对应的状态。
同时，您可以单击目标对象后的 查看创建语法查看创建语法，查看索引的创建语法，但不支持修改。

支持根据源库和目标库进行筛选。

支持勾选 查看有问题的对象查看有问题的对象，筛选阻碍整体迁移进度的对象。

增量同步增量同步

展示增量同步的整体状态、启动时间、结束时间、总计耗时和增量同步性能。

全量校验全量校验

展示全量校验的整体状态、进度、启动时间、结束时间、总计耗时、全部迁移对象的迁移进度和结果信
息。针对校检出不一致的数据，您可以查看具体的列信息。并且 OMS 会提供以源端为基准，在目标端进
行订正操作的 SQL 脚本。

针对全部迁移对象，均可以查看指定对象的名称、对应源库和目标库、全量校验进度、结果、结果摘
要。

支持根据源库和目标库进行筛选。

支持勾选 只查看已完成对象只查看已完成对象，查看当前时间点已完成结构迁移的对象名称等基本信息。

正向切换正向切换

展示正向切换流程的进度。启动正向切换前，请确保源端数据源为即将停写或已经停写状态。

反向增量反向增量

目前仅 OceanBase 数据库（OceanBase 实例）和 MySQL 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迁移项目支持反向增量。反向
增量启动成功后，您可以查看 启动时间启动时间、反向同步性能反向同步性能 等详情。

4.2. 启动、暂停和恢复数据迁移项目4.2. 启动、暂停和恢复数据迁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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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启动、暂停和恢复数据迁移项目。

启动数据迁移项目启动数据迁移项目
创建数据迁移项目时，如果在预检查完成后仅保存该数据迁移项目，未进行启动，则需要在迁移项目列表中
手动启动数据迁移项目。

1. 登录 OceanBase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3. 在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页面，单击未启动的目标项目后的 启动启动。

您也可以在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进入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启动启动。

暂停数据迁移项目暂停数据迁移项目
仅 运行中运行中 的数据迁移项目支持暂停和恢复操作。暂停数据迁移项目后，OMS 会中止编排任务列表中正在运
行状态的子任务，并自动终止其后面所有子任务的调度。

1. 登录 OceanBase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3. 在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页面，单击运行中的目标项目后的 暂停暂停。

您也可以在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进入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暂停暂停。

4. 在对话框中，单击 确认确认。

恢复数据迁移项目恢复数据迁移项目
您可以手动继续运行 已暂停已暂停 或 失败失败 的数据迁移项目。OMS 会从编排任务列表中，第一个待执行状态的任
务开始依次执行各个子任务。

1. 登录 OceanBase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3. 在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页面，单击已暂停或失败的目标项目后的 恢复恢复。

您也可以在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列表页面，单击项目名称进入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恢复恢复。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修改未启动的数据迁移项目的配置参数。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OceanBase 迁移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仅支持修改处于 未启动未启动 状态的初始化数据迁
移项目的配置参数。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3. 在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页面，单击目标项目的名称，进入项目的详情页面。

4.2. 启动、暂停和恢复数据迁移项目4.2. 启动、暂停和恢复数据迁移项目

4.3. 修改数据迁移项目的配置参数4.3. 修改数据迁移项目的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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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 > 修改参数配置修改参数配置。

5. 在 修改参数配置修改参数配置 对话框，重新配置目标参数。

6. 单击 确定确定。

OceanBase 迁移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完成数据迁移项目后，您可以将业务数据库从
源端数据库切换至目标端数据库，结束并释放该数据迁移项目。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OceanBase 数据库提供全量数据迁移和增量数据同步功能，支持迁移源数据库中的业务数据至新数据库中，
并实时维护两个数据库之间的同步链路。

如果您决定不再需要同步数据，可以暂停并手动释放迁移项目，以节省资源。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OMS 不支持释放处于 未启动未启动 和 执行中执行中 状态的数据迁移项目。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3. 在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页面，单击目标项目后的 释放释放。

如果是 失败失败 状态的项目，请单击目标项目后的 ...... > 释放释放。

对于初始化和已释放的数据迁移项目，如果确认不再需要该项目的信息，您可以及时删除数据迁移项目，释
放组件资源。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删除处于 未启动未启动 和 已释放已释放 状态的数据迁移项目。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3. 在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页面，查找目标项目进行删除。

该页面默认显示的是 默认状态默认状态 的项目列表，请切换为 全部状态全部状态、未启动未启动 或 已释放已释放 状态，查找目标
项目。

如果删除的是 未启动未启动 状态的数据迁移项目，请单击目标项目后的 ...... > 删除删除。

如果删除的是 已释放已释放 状态的数据迁移项目，请单击目标项目后的 删除删除。

4. 在对话框中，输入项目名称以确认操作。

5. 单击 删除删除。

4.4. 释放数据迁移项目4.4. 释放数据迁移项目

4.5. 删除数据迁移项目4.5. 删除数据迁移项目

4.6. 配置迁移对象的匹配规则4.6. 配置迁移对象的匹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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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迁移对象匹配规则的背景信息、使用限制、配置方式及 OMS 支持的通配符规则。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在 OceanBase 迁移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中，用户创建数据迁移项目时，必须指定
具体的数据迁移对象。但 OMS 支持增量 DDL 后，如果在迁移过程中源端创建了新表，则会由于该表未在指
定的数据迁移对象中，导致无法同步该表的数据。

通配符使用一种很短的文本模式，简洁地代表一组路径。您可以将通配符看作原始的正则表达式，使用简单
且方便。您在创建数据迁移项目时，可以使用基于通配规则的方式配置数据迁移对象，详情请参见本文《通
配符规则说明》模块的内容。

目前 OMS 支持所有类型的数据迁移项目配置迁移对象规则和排除对象规则，并适用于数据迁移项目执行的
所有阶段。创建的数据迁移项目仅支持在启动前更新迁移对象规则和排除对象规则的配置。

创建数据迁移项目时，通配迁移对象规则和排除对象规则支持以下功能：

支持以通配规则的方式指定迁移对象。

支持编辑、校验匹配规则，以及预览匹配对象。

每次更新预览，支持展示同上次通配规则匹配结果之间对象的增减信息。

通配规则下，支持配置库表名映射。

您可以在 迁移对象规则迁移对象规则 中输入希望迁移表的通配规则和映射信息，支持包含源端库名、映射库名、源端
表名的通配规则和映射表名。

例如，  test.shard_[0-9][0-9]=test_ob.shard 。该规则表示将源端 test  库中 shard_00~shard_99 表

映射至目标端 test_ob 库中的 shard 表。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表的迁移对象规则不允许为空。

如果存在 Schema 多到一映射，不支持反向增量同步。

如果存在多表汇聚，不支持反向增量同步。

如果存在 DML 过滤，不支持全量校验。

迁移对象规则和排除对象规则支持指定具体表，但不支持 DDL 同步功能。

在执行修改表名称的 DDL 时，不允许将排除对象规则中的表重命名为排除对象规则之外的名称。

如果使用 gh-ost  将 MySQL 数据库的增量 DDL 同步至 OceanBase 数据库 MySQL 租户，请务必配置 排除排除
对象规则对象规则 为  {database_name}.*_ghc 。

配置匹配规则配置匹配规则
1. 新建迁移项目。

i.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iii. 在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新建迁移项目新建迁移项目。

2. 在 选择源和目标选择源和目标 页面，配置各项参数。详情请参见相应类型的创建数据迁移项目文档。

4.6. 配置迁移对象的匹配规则4.6. 配置迁移对象的匹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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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迁移项目名称 建议使用中文、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名称中不能包含空格，长度不得超过 64 个字符。

源端 选择已创建的源端数据源。

目标端 选择已创建的目标端数据源。

传输实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已购买的传输实例。如果您未购买，请单击右侧的 购买购买  进行操作。
详情请参见 购买传输实例。

场景类型
仅创建 MySQL 数据库至 OceanBase 数据库 MySQL 租户的数据迁移项目时，会显示
该参数。

3. 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在 选择迁移类型及对象选择迁移类型及对象 页面，配置各项参数。

如果您创建的是 MySQL 数据库至 OceanBase 数据库 MySQL 租户的数据迁移项目，且选择场景类型为
仅支持唯一键表迁移仅支持唯一键表迁移，还需要单击弹出提示框中的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i. 根据业务需求，勾选当前迁移项目的 迁移类型迁移类型。

ii. 选择迁移对象。

您可以通过 指定对象指定对象 和 匹配规则匹配规则 两个入口选择迁移对象，本文仅为您介绍如何配置匹配规则。

a. 勾选 匹配规则匹配规则。

b. 在 选择迁移范围选择迁移范围 区域，输入 迁移对象规则迁移对象规则 和 排除对象规则排除对象规则（可选）。

支持的匹配规则详情请参见本文《通配符规则说明》模块的内容。

c. 单击 校验校验。

如果您需要查看匹配结果，请在校验成功后单击 预览对象预览对象 进行查看。匹配结果匹配结果 包括最终对
象、新增对象和减少对象。您填写的通配迁移对象规则和排除对象规则，会同时应用于表和视
图。

iii. 校验成功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如果您创建的是 MySQL 数据库至 OceanBase 数据库 MySQL 租户的数据迁移项目，且选择场景类
型为 支持全部表迁移支持全部表迁移，还需要单击弹出提示框中的 下一步下一步。

iv. 在 迁移选项迁移选项 页面，配置各项参数。详情请参见所选迁移类型对应的创建数据迁移项目文档。

v. 单击 预检查预检查，系统对数据迁移项目进行预检查。

vi. 单击 启动项目启动项目。

通配符规则说明通配符规则说明
匹配规则支持正则表达式，"*" 代替正则表达式中的 ".*"。OMS 支持的通配符规则包括 "*"、"?"、"[]" 和 "
[!]"，每条规则使用单行且每条规则前后不允许存在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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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迁移对象规则和排除对象规则后，当源端创建一张新表时，只要其表名匹配迁移对象规则且不匹配排除
对象规则，即可被 OMS 实时同步。

设置迁移对象规则和排除对象规则时，请注意区分大小写。如果匹配规则和对象名称的大小写不一致，则无
法匹配出数据。

字符 "*"字符 "*"

字符 "*" 可以匹配任意长度的字符，也可以匹配空字符。例如，设置 迁移对象规则迁移对象规则 为  <Schema>.* ，则

右侧的 匹配结果匹配结果 会显示该 Schema 下的所有表和视图。

您也可以在 排除对象规则排除对象规则 中，设置无需迁移的对象，单击 校验校验。校验通过后，单击 预览对象预览对象，即可在 匹匹
配结果配结果 中查看。

字符 "?"字符 "?"
字符 "?" 可以匹配单个字符。如果匹配多个字符，则需要多个 "?" 连用。例如，设置 迁移对象规则迁移对象规则 为 
 <Schema>.t? ，则右侧的 匹配结果匹配结果 会显示该 Schema 下符合该格式的表和视图。

注意注意

字符 "?" 不能匹配空字符，即字符 "?" 占据的位置必须有字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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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在 排除对象规则排除对象规则 中，设置无需迁移的对象，单击 校验校验。校验通过后，单击 预览对象预览对象，即可在 匹匹
配结果配结果 中查看。

字符 "[]"字符 "[]"

字符 "[]" 可以匹配方括号中的任意一个字符，  [start-end]  表示一个连续的范围。例如，设置 迁移对象迁移对象

规则规则 为  <Schema>.[]* ，则右侧的 匹配结果匹配结果 会显示该 Schema 下符合该格式的表和视图。

您也可以在 排除对象规则排除对象规则 中，设置无需迁移的对象，单击 校验校验。校验通过后，单击 预览对象预览对象，即可在 匹匹
配结果配结果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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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 "[!]"字符 "[!]"

字符 "[!]" 表示匹配不在方括号中的字符（不包括空字符），  [!start-end]  表示一个连续的范围。例如，

设置 迁移对象规则迁移对象规则 为  <Schema>.[!]* ，则右侧的 匹配结果匹配结果 会显示该 Schema 下符合该格式的表和视

图。

您也可以在 排除对象规则排除对象规则 中，设置无需迁移的对象，单击 校验校验。校验通过后，单击 预览对象预览对象，即可在 匹匹
配结果配结果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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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数据同步项目后，您可以在数据同步项目的详情页面查看相应项目的基本信息、同步详情和同步对象等
信息。

进入详情页面进入详情页面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3. 单击目标数据同步项目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您可以在该页面查看指定数据同步项目的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和 同步详情同步详情，并可以 查看同步对象查看同步对象 等信息。

查看基本信息查看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为您展示当前数据同步项目相关的基本信息。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ID 数据同步项目的唯一 ID 标识。

传输实例 显示创建当前项目时选择的传输实例。

告警状态 显示当前项目的告警状态。您可以单击编辑图标进行修改，详情请参见 修改监控告警。

项目类型
数据同步项目的类型。例如，OB_T O_Kaf kaOB_T O_Kaf ka 表示该项目为 OceanBase 数据库至 Kafka 的
数据同步链路。

同步类型 数据同步项目的同步模式。

创建时间 当前数据同步项目的创建时间。

源和目标端 当前数据同步项目的源端数据源和目标端数据源。

同步起始位点 显示创建数据同步项目时指定的时间节点。

查看数据同步的详情查看数据同步的详情
您可以在 同步详情同步详情 区域查看 结构同步结构同步、全量同步全量同步 和 增量同步增量同步 等信息。

其中 增量同步增量同步 区域为您展示数据同步项目的 延迟时间延迟时间 和 当前位点时间当前位点时间，您可以了解项目的运行状态，为
您监控数据同步项目性能提供参考依据。

5.管理数据同步项目5.管理数据同步项目
5.1. 查看数据同步项目的详情5.1. 查看数据同步项目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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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同步性能增量同步性能 区域为您实时展示增量同步的延迟和流量，您可以分段和实时地查看同步性能的变化。您可
以在 增量同步监控增量同步监控 区域的右上角，过滤 近 1 小时近 1 小时、最近一天最近一天、最近一周最近一周 和自定义时间段的增量同步数
据。

查看同步对象查看同步对象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入口查看目标项目中的同步对象列表：

在 同步项目列表同步项目列表 页面，单击目标项目后的 ......>查看同步对象查看同步对象。

在数据同步项目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查看同步对象查看同步对象。

查看参数配置查看参数配置
在数据同步项目的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 > 查看参数配置查看参数配置，即可查看创建数据同步项目时的配置参
数。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启动、暂停和恢复数据同步项目。

启动数据同步项目启动数据同步项目
创建数据同步项目时，如果在预检查完成后仅保存该数据同步项目，未进行启动，则需要在同步项目列表中
手动启动数据同步项目。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3. 在 同步项目列表同步项目列表 页面，单击目标项目后的 启动启动。

您也可以在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进入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启动启动。

4. 系统自动完成对数据同步项目的预检查后，启动数据同步项目。

暂停数据同步项目暂停数据同步项目
仅支持暂停 运行中运行中 的数据同步项目。暂停数据同步项目后，OMS 会中止数据同步任务链路调度，此时延迟
会实时增长。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3. 在 同步项目列表同步项目列表 中找到指定的同步项目，单击其右侧的 暂停暂停。

您也可以在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进入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暂停暂停。

4. 在对话框中，单击 确认确认。

恢复数据同步项目恢复数据同步项目
您可以手动恢复 暂停暂停 或 失败失败 的数据同步项目，OMS 会继续运行数据同步链路，尽快缩短同步延迟。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3. 在 同步项目列表同步项目列表 中找到指定的同步项目，单击其右侧的 恢复恢复。

您也可以在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进入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恢复恢复。

5.2. 启动、暂停和恢复数据同步项目5.2. 启动、暂停和恢复数据同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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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对话框中，单击 确认确认。

如果您不再需要维护源端和目标端的数据同步链路，可以及时暂停并释放同步项目。释放数据同步项目后，
如果您确认不再需要保留该项目的相关信息，请删除数据同步项目，释放组件资源。

释放数据同步项目释放数据同步项目
暂停暂停、失败失败 和 已完成已完成 状态的数据同步项目才能执行释放操作。

释放数据同步项目后，OMS 会终止当前的同步链路，且该操作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但 OMS 不会删除该
数据同步项目，您可以查看该项目的详细信息。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3. 在 同步项目列表同步项目列表 页面，单击目标项目后的 释放释放。

您也可以单击项目名称进入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 > 释放释放。

4. 在对话框中，单击 确认确认。

删除数据同步项目删除数据同步项目
初始化初始化  和 已释放已释放  状态的数据同步项目才能执行删除操作。

1. 登录 OceanBase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3. 在 同步项目列表同步项目列表 页面，单击目标项目后的 删除删除。

您也可以单击项目名称进入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删除删除。

4. 在对话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本文为您介绍数据同步至 Kafka 的消息格式，目前支持 Default、DefaultExtendColumnType、Canal、
Dataworks 和 SharePlex。

Default JSON 消息格式Default JSON 消息格式
同步 OceanBase 数据库的数据至 Kafka 时，序列化方式 Default  使用如下 JSON 消息格式。

5.3. 释放和删除数据同步项目5.3. 释放和删除数据同步项目

5.4. Kafka 的消息格式说明5.4. Kafka 的消息格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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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Struct": {  // 变更前镜像
   "col1": "val1" // 键值对，包含全量键值
  },
  "postStruct": {  // 变更后镜像
   "col1": "val1" // 键值对，包含全量键值
  },
  "allMetaData" {
  "checkpoint": "STRING", // 增量阶段表⽰同步到的时间位点（秒级时间戳），全量阶段使⽤主键键值对表⽰
    "record_primary_key": "STRING",  // 主键列的名称。如果存在多列使⽤ /u0001 分割
    "record_primary_value" "STRING", // 主键值。如果存在多列使⽤ /u0001 分割
    "source_identity": "STRING",     // 源端标识。如果是增量则是 subtopic，如果是全量则没有意义的
序号
    "dbType": "STRING",  // 数据库的类型，包括 OCEANBASE 和 OB_IN_ORACLE_MODE
    "storeDataSequence": LONG, // 该字段只有在增量场景下 source.json 配置中包含 sequenceEnabled
=true 才存在，默认是 true。⽤于排序，⽣成规则是⼀个同步进程中，时间戳 + 不超过五位序号递增
    "table_name": "STRING", // SQL 变更表名
    "db": "STRING", // SQL 变更库名。如果是 OceanBase 数据库，则包含租⼾，格式为 {tenant}.{datab
ase}
    "timestamp": "STRING", // 数据变更秒级时间戳，仅增量存在
    "uniqueId": "STRING", // 增量中表⽰事务序号标识
 },
 "recordType": "INSERT/UPDATE/DELETE/HEARTBEAT/DDL" // 变更类型
}

DDL 的 Record 中，仅存在 "ddl" 为列名的键，值为 DDL 语句。

数据使用 JSON 表示：

prevStruct：表示增量数据的前镜像信息，即 SQL 执行前的数据。  DELETE  或  UPDATE  存在前镜

像。

postStruct：表示增量数据的后镜像信息，即 SQL 执行后的数据。  INSERT  或  UPDATE  存在后镜

像。

recordType：数据类型，包括  INSERT （插入）、  UPDATE （更新）、  DELETE （删除）和 

 HEARTBEAT （心跳消息）。

allMetaData：消息的元信息。

prevStruct  和 postStruct  的消息格式相同，均为  列名: 值 。

数据示例数据示例
INSERT（插入）数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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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MetaData":{
    "checkpoint":null,
    "record_primary_key":"int8\u0001int16",
    "source_identity":null,
    "record_primary_value":"3\u0001129",
    "dbType":"OCEANBASE",
    "table_name":"table_name",
    "db":"db_name",
    "timestamp":"1609344671"
  },
  "prevStruct":null,
  "recordType":"INSERT",
  "postStruct":{
    "int8":3,
    "int16":129,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float32":1.2222,
    "float64":9.999999,
    "string":"hello world",
    "bytes":"aGVsbG8gd29ybGQ=",
    "decimal":9.99999999999,
    "localDate":"2020-11-25",
    "localTime":"00:01:02",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timestamp_in_long":"1606233662.012345",
  }
}

UPDATE（更新）数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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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MetaData": {
    "checkpoint": null,
    "record_primary_key": "int8\u0001int16",
    "source_identity": null,
    "record_primary_value": "3\u0001129",
    "dbType":"OCEANBASE",
    "table_name": "table_name",
    "db": "db_name",
    "timestamp": "1609344671"
  },
  "prevStruct": {
    "int8": 3,
    "int16": 129,
    "int32": 2147483646,
    "int64": 9223372036854775806,
    "bigInt": 10223372036854775806,
    "float32": 1.2222,
    "float64": 9.999999999999,
    "string": "hello world",
    "bytes": "aGVsbG8gd29ybGQ=",
    "decimal": 9.999999999999,
    "localDate": "2020-11-25",
    "localTime": "00:01:02",
    "localDateTime": "2020-11-25 00:01:02",
    "timestamp_in_long": "1606233662.012345",
  },
  "recordType": "UPDATE",
  "postStruct": {
    "int8": 3,
    "int16": 129,
    "int32": 2147483646,
    "int64": 9223372036854775806,
    "bigInt": 10223372036854775806,
    "float32": 1.2222,
    "float64": 9.999999999999,
    "string": "hello world 2020",
    "bytes": "aGVsbG8gd29ybGQ=",
    "decimal": 9.999999999999,
    "localDate": "2020-11-25",
    "localTime": "00:01:02",
    "localDateTime": "2020-11-25 00:01:02",
    "timestamp_in_long": "1606233662.012345",
  }
}

DELETE（删除）数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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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MetaData":{
    "checkpoint":null,
    "record_primary_key":"int8\u0001int16",
    "source_identity":null,
    "record_primary_value":"3\u0001129",
    "dbType":"OCEANBASE",
    "table_name":"table_name",
    "db":"db_name",
    "timestamp":"1609344671"
  },
  "prevStruct":{
    "int8":3,
    "int16":129,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float32":1.2222,
    "float64":9.99999999,
    "string":"hello world",
    "bytes":"aGVsbG8gd29ybGQ=",
    "decimal":9.999999999,
    "localDate":"2020-11-25",
    "localTime":"00:01:02",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timestamp_in_long":"1606233662.012345"
  },
  "recordType":"DELETE",
  "postStruct":null
}

DefaultExtendColumnType JSON 消息格式DefaultExtendColumnType JSON 消息格式
同步 OceanBase 数据库的数据至 Kafka 时，序列化方式 DefaultExtendColumnType 使用如下 JSON 消息格
式。

DefaultExtendColumnType JSON 消息格式会在  DEFAULT  的基础上，在镜像内增加一个字段 

 __light_type ，用于表示字段的数据类型。

{
 "prevStruct": {  // 变更前镜像
  },
  "postStruct": {  // 变更后镜像
      "__light_type": {
      "col":{ // 字段的名称
        "schemaType":"type" // 值的类型
      }
    }
  },
  "allMeta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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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示例数据示例

 INSERT （插入）数据的示例

{
  "allMetaData":{
    "checkpoint":null,
    "record_primary_key":"int8\u0001int16",
    "source_identity":null,
    "record_primary_value":"3\u0001129",
    "dbType":"OCEANBASE",
    "table_name":"table",
    "db":"database",
    "timestamp":"1609344671"
  },
  "prevStruct":null,
  "recordType":"INSERT",
  "postStruct":{
    "int8":3,
    "int16":129,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float32":1.2222,
    "float64":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
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
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
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
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
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
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
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
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string":"hello world",
    "bytes":"aGVsbG8gd29ybGQ=",
    "decimal":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
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
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
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
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
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
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
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
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localDate":"2020-11-25",
    "localTime":"00:01:02",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timestamp_in_long":"1606233662.012345",
    "__light_type":{
      "int8":{
        "schemaType":"TINYINT"
      },
      "int16":{
        "schemaType":"SMALLINT"

数据传输··管理数据同步项目 云数据库 OceanBase

73 > 文档版本：20220704



        "schemaType":"SMALLINT"
      },
      "int32":{
        "schemaType":"INT"
      },
      "int64":{
        "schemaType":"INT64"
      },
      "bigInt":{
        "schemaType":"BIGINT"
      },
      "float32":{
        "schemaType":"FLOAT"
      },
      "float64":{
        "schemaType":"DOUBLE"
      },
      "string":{
        "schemaType":"VARCHAR"
      },
      "bytes":{
        "schemaType":"BLOB"
      },
      "decimal":{
        "schemaType":"DECIMAL"
      },
      "localDate":{
        "schemaType":"DATE"
      },
      "localTime":{
        "schemaType":"TIME"
      },
      "localDateTime":{
        "schemaType":"DATETIME"
      },
      "timestamp_in_long":{
        "schemaType":"TIMESTAMP"
      }
    }
  }
}

 UPDATE （更新）数据的示例

{
  "allMetaData": {
    "checkpoint": null,
    "record_primary_key": "int8\u0001int16",
    "source_identity": null,
    "record_primary_value": "3\u0001129",
    "dbType":"OCEANBASE",
    "table_name": "table",
    "db": "database",
    "timestamp": "1609344671"
  },

云数据库 OceanBase 数据传输··管理数据同步项目

> 文档版本：20220704 74



  },
  "prevStruct": {
    "int8": 3,
    "int16": 129,
    "int32": 2147483646,
    "int64": 9223372036854775806,
    "bigInt": 10223372036854775806,
    "float32": 1.2222,
    "float64": 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
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
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
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
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
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
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
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
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string": "hello world",
    "bytes": "aGVsbG8gd29ybGQ=",
    "decimal": 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
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
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
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
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
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
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
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
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localDate": "2020-11-25",
    "localTime": "00:01:02",
    "localDateTime": "2020-11-25 00:01:02",
    "timestamp_in_long": "1606233662.012345",
    "__light_type": {
      "int8": {
        "schemaType": "TINYINT"
      },
      "int16": {
        "schemaType": "SMALLINT"
      },
      "int32": {
        "schemaType": "INT"
      },
      "int64": {
        "schemaType": "INT64"
      },
      "bigInt": {
        "schemaType": "BIGINT"
      },
      "float32": {
        "schemaType": "FLOAT"
      },
      "float64": {
        "schemaType": "DOUBLE"
      },
      "st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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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
        "schemaType": "VARCHAR"
      },
      "bytes": {
        "schemaType": "BLOB"
      },
      "decimal": {
        "schemaType": "DECIMAL"
      },
      "localDate": {
        "schemaType": "DATE"
      },
      "localTime": {
        "schemaType": "TIME"
      },
      "localDateTime": {
        "schemaType": "DATETIME"
      },
      "timestamp_in_long": {
        "schemaType": "TIMESTAMP"
      }
    }
  },
  "recordType": "UPDATE",
  "postStruct": {
    "int8": 3,
    "int16": 129,
    "int32": 2147483646,
    "int64": 9223372036854775806,
    "bigInt": 10223372036854775806,
    "float32": 1.2222,
    "float64": 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
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
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
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
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
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
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
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
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string": "hello world 2020",
    "bytes": "aGVsbG8gd29ybGQ=",
    "decimal": 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
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
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
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
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
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
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
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
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localDate": "2020-11-25",
    "localTime": "00:01:02",
    "localDateTime": "2020-11-25 00:01:02",
    "timestamp_in_long": "1606233662.0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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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tamp_in_long": "1606233662.012345",
    "__light_type": {
      "int8": {
        "schemaType": "TINYINT"
      },
      "int16": {
        "schemaType": "SMALLINT"
      },
      "int32": {
        "schemaType": "INT"
      },
      "int64": {
        "schemaType": "INT64"
      },
      "bigInt": {
        "schemaType": "BIGINT"
      },
      "float32": {
        "schemaType": "FLOAT"
      },
      "float64": {
        "schemaType": "DOUBLE"
      },
      "string": {
        "schemaType": "VARCHAR"
      },
      "bytes": {
        "schemaType": "BLOB"
      },
      "decimal": {
        "schemaType": "DECIMAL"
      },
      "localDate": {
        "schemaType": "DATE"
      },
      "localTime": {
        "schemaType": "TIME"
      },
      "localDateTime": {
        "schemaType": "DATETIME"
      },
      "timestamp_in_long": {
        "schemaType": "TIMESTAMP"
      }
    }
  }
}

 DELETE （删除）数据的示例

{
  "allMetaData":{
    "checkpoint":null,
    "record_primary_key":"int8\u0001int16",
    "source_identity":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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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_identity":null,
    "record_primary_value":"3\u0001129",
    "dbType":"OCEANBASE",
    "table_name":"table",
    "db":"database",
    "timestamp":"1609344671"
  },
  "prevStruct":{
    "int8":3,
    "int16":129,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float32":1.2222,
    "float64":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
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
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
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
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
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
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
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
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string":"hello world",
    "bytes":"aGVsbG8gd29ybGQ=",
    "decimal":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
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
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
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
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
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
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
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
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localDate":"2020-11-25",
    "localTime":"00:01:02",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timestamp_in_long":"1606233662.012345",
    "__light_type":{
      "int8":{
        "schemaType":"TINYINT"
      },
      "int16":{
        "schemaType":"SMALLINT"
      },
      "int32":{
        "schemaType":"INT"
      },
      "int64":{
        "schemaType":"INT64"
      },
      "bigInt":{
        "schemaType":"BIGINT"
      },
      "floa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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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at32":{
        "schemaType":"FLOAT"
      },
      "float64":{
        "schemaType":"DOUBLE"
      },
      "string":{
        "schemaType":"VARCHAR"
      },
      "bytes":{
        "schemaType":"BLOB"
      },
      "decimal":{
        "schemaType":"DECIMAL"
      },
      "localDate":{
        "schemaType":"DATE"
      },
      "localTime":{
        "schemaType":"TIME"
      },
      "localDateTime":{
        "schemaType":"DATETIME"
      },
      "timestamp_in_long": {
        "schemaType": "TIMESTAMP"
      }
    }
  },
  "recordType":"DELETE",
  "postStruct":null
}

Dataworks JSON 消息格式Dataworks JSON 消息格式
同步 OceanBase 数据库的数据至 Kafka 时，序列化方式 Dataworks 使用如下 JSON 消息格式。

{
 "version":"2.0", // 协议版本，⽬前仅⽀持 DataWorks 2.0 版本
 "schema": { // 变更的元数据信息，仅指定列名与列类型信息
 "source": {// 变更来源信息
  "dbType": "oceanbase", // 数据源类型
  "dbVersion": "dbVersion", // 数据库版本
  "dbName": "myDatabase", // 数据库名称
  "schema": "mySchema", // Schema 名称，存在 Schema 的系统必填
  "table": "tableName" // 表名
 }
 "column": [// 变更的数据列信息，更新⽬标表记录内容
  {
  "name": "id",
  "type": "bigint"
  },
  {
  "name": "name",
  "type": "varch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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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ame": "mydata",
  "type": "binary"
  },
  {
  "name": "ts",
  "type": "datetime"
  }
 ],
 "pk": [// 有主键或唯⼀键必填，否则可以不填
  "pkName1",
  "pkName2"
 ]
},
"payload": {
 "before": {
  "data":{
   "id": 111,
   "name":"scooter",
   "mydata": "[base64 string]", // 如果是⼆进制类型，需要进⾏ Base64 编码
   "ts": 1590315269000.123456789 // 13 位时间戳.9 位纳秒
  }
 },
 "after": {
  "data":{
   "id": 222,
   "name":"donald",
   "mydata": "[base64 string]",
   "ts": 1590315269000
  }
 },
 "op":"INSERT/UPDATE/DELETE/HEARTBEAT/TRANSACTION_BEGIN/TRANSACTION_END/CREATE/ALTE
R/ERASE/QUERY/TRUNCATE/RENAME/CINDEX/DINDEX/GTID/XACOMMIT/XAROLLBACK/...",// ⼤⼩写敏感
 "timestamp": {
  "eventTime": 1620457659000 // 变更在源端库发⽣时间，毫秒精度的 13 位时间戳
 },
 "ddl": {
  "text": "ADD COLUMN ..."
 },
 "scn": "⾃增 ID"
},
"extend": { // extend 扩展字段，⽤于后续扩展需求。如果没有，可以不填
 "load_fm":"CIBS", //记录来源系统，例如"CIBS"
 }
}

同步任务心跳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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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2.0", //协议版本
 "payload": {
 "timestamp": {
  "eventTime": 1620457659000 //⼼跳包时间
 },
 "op": "HEARTBEAT" //标识是⼼跳包
 }
}

数据示例数据示例

 INSERT （插入）数据的示例

{
    "version":"2.0",
    "schema":{
        "source":{
            "dbType":"oceanbase",
            "dbVersion":null,
            "dbName":"db",
            "schema":null,
            "table":"tab"
        },
        "column":[
            {
                "name":"int8",
                "type":"TINYINT"
            },
            {
                "name":"int16",
                "type":"SMALLINT"
            },
            {
                "name":"int32",
                "type":"INT"
            },
            {
                "name":"int64",
                "type":"INT64"
            },
            {
                "name":"float32",
                "type":"FLOAT"
            },
            {
                "name":"float64",
                "type":"DOUBLE"
            },
            {
                "name":"bigInt",
                "type":"BIG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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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ame":"boolean",
                "type":"BOOLEAN"
            },
            {
                "name":"string",
                "type":"VARCHAR"
            },
            {
                "name":"bytes",
                "type":"BLOB"
            },
            {
                "name":"decimal",
                "type":"DECIMAL"
            },
            {
                "name":"localDate",
                "type":"DATE"
            },
            {
                "name":"localTime",
                "type":"TIME"
            },
            {
                "name":"localDateTime",
                "type":"DATETIME"
            },
            {
                "name":"timestamp",
                "type":"TIMESTAMP"
            },
            {
                "name":"zonedDateTime",
                "type":"ZONED_DATETIME"
            },
            {
                "name":"intervalDayToSecond",
                "type":"INTERVAL_DAY_TO_SECOND"
            },
            {
                "name":"intervalYearToMonth",
                "type":"INTERVAL_YEAR_TO_MONTH"
            }
        ],
        "pk":[
            "int8",
            "int16"
        ]
    },
    "payload":{
        "before":null,
        "aft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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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8":3,
                "int16":129,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float32":1.2222,
                "float6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9999999999909326
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
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
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
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
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
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
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
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
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boolean":1,
                "string":"hello world",
                "bytes":"aGVsbG8gd29ybGQ=",
                "decimal":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9999999999909326
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
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
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
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
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
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
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
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
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
                "localDate":"2020-11-25",
                "localTime":"00:01:02",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timestamp":"1606233662.012345",
                "zonedDateTime":"2020-11-25 00:01:02.012345 Asia/Shanghai",
                "intervalDayToSecond":"INTERVAL '3' DAY",
                "intervalYearToMonth":"INTERVAL '4' YEAR"
            }
        },
        "op":"INSERT",
        "timestamp":{
            "eventTime":1647581000000,
            "systemTime":1647581000795,
            "checkpointTime":1647581000
        },
        "ddl":null,
        "scn":"null"
    },
    "ex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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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UPDATE （更新）数据的示例

{
    "version":"2.0",
    "schema":{
        "source":{
            "dbType":"oceanbase",
            "dbVersion":null,
            "dbName":"db",
            "schema":null,
            "table":"tab"
        },
        "column":[
            {
                "name":"int8",
                "type":"TINYINT"
            },
            {
                "name":"int16",
                "type":"SMALLINT"
            },
            {
                "name":"int32",
                "type":"INT"
            },
            {
                "name":"int64",
                "type":"INT64"
            },
            {
                "name":"float32",
                "type":"FLOAT"
            },
            {
                "name":"float64",
                "type":"DOUBLE"
            },
            {
                "name":"bigInt",
                "type":"BIGINT"
            },
            {
                "name":"boolean",
                "type":"BOOLEAN"
            },
            {
                "name":"string",
                "type":"VARCHA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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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me":"bytes",
                "type":"BLOB"
            },
            {
                "name":"decimal",
                "type":"DECIMAL"
            },
            {
                "name":"localDate",
                "type":"DATE"
            },
            {
                "name":"localTime",
                "type":"TIME"
            },
            {
                "name":"localDateTime",
                "type":"DATETIME"
            },
            {
                "name":"timestamp",
                "type":"TIMESTAMP"
            },
            {
                "name":"zonedDateTime",
                "type":"ZONED_DATETIME"
            },
            {
                "name":"intervalDayToSecond",
                "type":"INTERVAL_DAY_TO_SECOND"
            },
            {
                "name":"intervalYearToMonth",
                "type":"INTERVAL_YEAR_TO_MONTH"
            }
        ],
        "pk":[
            "int8",
            "int16"
        ]
    },
    "payload":{
        "before":{
            "data":{
                "int8":3,
                "int16":129,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float32":1.2222,
                "float6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9999999999909326
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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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
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
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
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
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
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
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
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boolean":1,
                "string":"hello world",
                "bytes":"aGVsbG8gd29ybGQ=",
                "decimal":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9999999999909326
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
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
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
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
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
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
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
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
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
                "localDate":"2020-11-25",
                "localTime":"00:01:02",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timestamp":"1606233662.012345",
                "zonedDateTime":"2020-11-25 00:01:02.012345 Asia/Shanghai",
                "intervalDayToSecond":"INTERVAL '3' DAY",
                "intervalYearToMonth":"INTERVAL '4' YEAR"
            }
        },
        "after":{
            "data":{
                "int8":3,
                "int16":129,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float32":1.2222,
                "float6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9999999999909326
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
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
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
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
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
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
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
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
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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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boolean":1,
                "string":"hello world 2020",
                "bytes":"aGVsbG8gd29ybGQ=",
                "decimal":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9999999999909326
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
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
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
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
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
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
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
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
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
                "localDate":"2020-11-25",
                "localTime":"00:01:02",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timestamp":"1606233662.012345",
                "zonedDateTime":"2020-11-25 00:01:02.012345 Asia/Shanghai",
                "intervalDayToSecond":"INTERVAL '3' DAY",
                "intervalYearToMonth":"INTERVAL '4' YEAR"
            }
        },
        "op":"UPDATE",
        "timestamp":{
            "eventTime":1647581038000,
            "systemTime":1647581038674,
            "checkpointTime":1647581038
        },
        "ddl":null,
        "scn":"null"
    },
    "extend":{

    }
}

 DELETE （删除）数据的示例

{
    "version":"2.0",
    "schema":{
        "source":{
            "dbType":"oceanbase",
            "dbVersion":null,
            "dbName":"db",
            "schema":null,
            "table":"tab"
        },
        "column":[
            {

数据传输··管理数据同步项目 云数据库 OceanBase

87 > 文档版本：20220704



                "name":"int8",
                "type":"TINYINT"
            },
            {
                "name":"int16",
                "type":"SMALLINT"
            },
            {
                "name":"int32",
                "type":"INT"
            },
            {
                "name":"int64",
                "type":"INT64"
            },
            {
                "name":"float32",
                "type":"FLOAT"
            },
            {
                "name":"float64",
                "type":"DOUBLE"
            },
            {
                "name":"bigInt",
                "type":"BIGINT"
            },
            {
                "name":"boolean",
                "type":"BOOLEAN"
            },
            {
                "name":"string",
                "type":"VARCHAR"
            },
            {
                "name":"bytes",
                "type":"BLOB"
            },
            {
                "name":"decimal",
                "type":"DECIMAL"
            },
            {
                "name":"localDate",
                "type":"DATE"
            },
            {
                "name":"localTime",
                "type":"TIME"
            },
            {
                "name":"localDateTime",
                "type":"DATE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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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ame":"timestamp",
                "type":"TIMESTAMP"
            },
            {
                "name":"zonedDateTime",
                "type":"ZONED_DATETIME"
            },
            {
                "name":"intervalDayToSecond",
                "type":"INTERVAL_DAY_TO_SECOND"
            },
            {
                "name":"intervalYearToMonth",
                "type":"INTERVAL_YEAR_TO_MONTH"
            }
        ],
        "pk":[
            "int8",
            "int16"
        ]
    },
    "payload":{
        "before":{
            "data":{
                "int8":3,
                "int16":129,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float32":1.2222,
                "float6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9999999999909326
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
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
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
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
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
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
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
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
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boolean":1,
                "string":"hello world",
                "bytes":"aGVsbG8gd29ybGQ=",
                "decimal":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9999999999909326
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
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
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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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
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
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
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
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
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
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
                "localDate":"2020-11-25",
                "localTime":"00:01:02",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timestamp":"1606233662.012345",
                "zonedDateTime":"2020-11-25 00:01:02.012345 Asia/Shanghai",
                "intervalDayToSecond":"INTERVAL '3' DAY",
                "intervalYearToMonth":"INTERVAL '4' YEAR"
            }
        },
        "after":null,
        "op":"DELETE",
        "timestamp":{
            "eventTime":1647581072000,
            "systemTime":1647581072976,
            "checkpointTime":1647581072
        },
        "ddl":null,
        "scn":"null"
    },
    "extend":{

    }
}

SharePlex JSON 消息格式SharePlex JSON 消息格式
同步 OceanBase 数据库的数据至 Kafka 时，序列化方式 SharePlex 使用如下 JSON 消息格式。

{
 "data": { // 变更数据键值对，如果是 INSERT / DELETE 是全量值，如果是 UPDETE 只有变更值
   "col1": "val1"
  },
  "meta": {
    "time": "YYYY-MM-DDTHH:mm:ss",  // 变更时间
    "op": "", // 变更类型，包括 ins/upd/del
    "posttime": "YYYY-MM-DDTHH:mm:ss",  // 写⼊⽬标端的时间
    "seq": "STRING",   // 排序序号，需要配合源端打开 transactionEnabled 才能存在
    "table": "STRING", // SQL 变更库表名 {database}.{table}
    "rowid": "STRING", // {变更库表名}-{主键值使⽤\u0001} 分割 
    "trans": "STRING", // 事务 ID
    "scn": "STRING",   // 该字段只有在增量场景下 source.json 配置中包含 sequenceEnabled=true 才
存在，默认是 true。⽤于排序，⽣成规则是⼀个同步进程中，时间戳 + 不超过五位序号递增。
  },
  "key": { // 仅 UPDATE 存在，表⽰变更前的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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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示例数据示例

 INSERT （插入）数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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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string":"hello world",
    "intervalDayToSecond":"INTERVAL '3' DAY",
    "float32":1.2222,
    "float64":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
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
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
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
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
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
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
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
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int16":129,
    "localTime":"00:01:02",
    "boolean":1,
    "zonedDateTime":"2020-11-25 00:01:02.012345 Asia/Shanghai",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bytes":"aGVsbG8gd29ybGQ=",
    "intervalYearToMonth":"INTERVAL '4' YEAR",
    "int8":3,
    "localDate":"2020-11-25",
    "decimal":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
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
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
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
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
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
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
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
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timestamp":"1606233662.012345"
  },
  "meta":{
    "posttime":"2020-12-07T13:22:00",
    "op":"ins",
    "size":10,
    "time":"2020-11-25T00:01:02",
    "idx":"1/10",
    "seq":1,
    "table":"mock_database.mock_table",
    "rowid":"mock_database.mock_table-3129",
    "trans":"shareplex_transaction_id",
    "scn":"123456789"
  }
}

 UPDATE （更新）数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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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string":"hello world 2020"
  },
  "meta":{
    "posttime":"2020-12-07T13:59:09",
    "op":"upd",
    "size":10,
    "time":"2020-11-25T00:01:02",
    "idx":"1/10",
    "seq":1,
    "table":"mock_database.mock_table",
    "rowid":"mock_database.mock_table-3\u0001129",
    "trans":"shareplex_transaction_id",
    "scn":"123456789"
  },
  "key":{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string":"hello world",
    "intervalDayToSecond":"INTERVAL '3' DAY",
    "float32":1.2222,
    "float64":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
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
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
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
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
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
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
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
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int16":129,
    "localTime":"00:01:02",
    "boolean":1,
    "zonedDateTime":"2020-11-25 00:01:02.012345 Asia/Shanghai",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bytes":"aGVsbG8gd29ybGQ=",
    "intervalYearToMonth":"INTERVAL '4' YEAR",
    "int8":3,
    "localDate":"2020-11-25",
    "decimal":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
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
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
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
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
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
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
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
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timestamp":"1606233662.0123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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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TE （删除）数据的示例

{
  "data":{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string":"hello world",
    "intervalDayToSecond":"INTERVAL '3' DAY",
    "float32":1.2222,
    "float64":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
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
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
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
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
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
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
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
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int16":129,
    "localTime":"00:01:02",
    "boolean":1,
    "zonedDateTime":"2020-11-25 00:01:02.012345 Asia/Shanghai",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bytes":"aGVsbG8gd29ybGQ=",
    "intervalYearToMonth":"INTERVAL '4' YEAR",
    "int8":3,
    "localDate":"2020-11-25",
    "decimal":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34
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66
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62
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71
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89
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11
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90
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43
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timestamp":"1606233662.012345"
  },
  "meta":{
    "posttime":"2020-12-07T13:34:10",
    "op":"del",
    "size":10,
    "time":"2020-11-25T00:01:02",
    "idx":"1/10",
    "seq":1,
    "table":"mock_database.mock_table",
    "rowid":"mock_database.mock_table-3\u0001129",
    "trans":"shareplex_transaction_id",
    "scn":"1234567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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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l JSON 消息格式Canal JSON 消息格式
同步 OceanBase 数据库的数据至 Kafka 时，序列化方式 Canal 使用如下 JSON 消息格式。

{
 "database": "STRING", // SQL 变更库名，OceanBase 数据库仅存在数据库名称，去除 tenant
  "sqlType": {
   "col1": INTEGER, // 变更列类型，数字参考 java.sql.Types
  },
  "data": [ // 变更后数据键值对，⽬前只会存在⼀条消息
    {
     "col1": "val1"
    }
  ],
  "pkNames": [ // 主键列名
   "col1"
  ],
  "old": [ // 仅 UPDATE 消息存在。表⽰ UPDATE 语句变更的列，即变更前的列值
    {
     "col1": "val1"
    }
  ],
  "mysqlType": { // 列类型描述
   "col": "STRING" 
  },
  "type": "STRING",  // 变更类型
  "table": "STRING", // SQL 变更表名
  "es": LONG, // 变更时间，毫秒级时间戳
  "isDdl": BOOLEAN, // 是否是 DDL
  "ts": LONG, // 写⼊⽬的端时间戳
  "sql": "STRING", // 当前是空
}

数据示例数据示例

 INSERT （插入）数据的示例

{
  "database":"database",
  "sqlType":{
    "localDateTime":93,
    "string":12,
    "float32":6,
    "float64":8,
    "int16":5,
    "localTime":92,
    "int32":4,
    "int64":-5,
    "bytes":2004,
    "int8":-6,
    "localDate":91,
    "decimal":3,
    "bigInt":-5,
    "timestamp_in_long":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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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tamp_in_long":93
  },
  "data":[
    {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string":"hello world",
      "float32":1.2222,
      "float64":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
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
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
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
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
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
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
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
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int16":129,
      "localTime":"00:01:02",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bytes":"aGVsbG8gd29ybGQ=",
      "int8":3,
      "localDate":"2020-11-25",
      "decimal":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
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
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
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
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
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
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
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
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timestamp_in_long":"1606233662.012345"
    }
  ],
  "pkNames":[
    "int8",
    "int16"
  ],
  "old":null,
  "mysqlType":{
    "localDateTime":"datetime",
    "string":"varchar",
    "float32":"float",
    "float64":"double",
    "int16":"smallint",
    "localTime":"time",
    "int32":"int",
    "int64":"int64",
    "bytes":"blob",
    "int8":"tinyint",
    "localDate":"date",
    "decimal":"decimal",
    "bigInt":"big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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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Int":"bigint",
    "timestamp_in_long":"timestamp"
  },
  "type":"INSERT",
  "table":"table",
  "es":1609344671000,
  "isDdl":false,
  "ts":1618323429026,
  "sql":""
}

UPDATE（更新）数据的示例

{
  "database":"database",
  "sqlType":{
    "localDateTime":93,
    "string":12,
    "float32":6,
    "float64":8,
    "int16":5,
    "localTime":92,
    "int32":4,
    "int64":-5,
    "bytes":2004,
    "int8":-6,
    "localDate":91,
    "decimal":3,
    "bigInt":-5,
    "timestamp_in_long":93
  },
  "data":[
    {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string":"hello world 2020",
      "float32":1.2222,
      "float64":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
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
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
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
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
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
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
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
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int16":129,
      "localTime":"00:01:02",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bytes":"aGVsbG8gd29ybGQ=",
      "int8":3,
      "localDate":"2020-11-25",
      "decimal":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
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
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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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
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
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
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
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
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timestamp_in_long":"1606233662.012345"
    }
  ],
  "pkNames":[
    "int8",
    "int16"
  ],
  "old":[
    {
      "string":"hello world"
    }
  ],
  "mysqlType":{
    "localDateTime":"datetime",
    "string":"varchar",
    "float32":"float",
    "float64":"double",
    "int16":"smallint",
    "localTime":"time",
    "int32":"int",
    "int64":"int64",
    "bytes":"blob",
    "int8":"tinyint",
    "localDate":"date",
    "decimal":"decimal",
    "bigInt":"bigint",
    "timestamp_in_long":"timestamp"
  },
  "type":"UPDATE",
  "table":"table",
  "es":1609344671000,
  "isDdl":false,
  "ts":1618364572908,
  "sql":""
}

 DELETE （删除）数据的示例

{
  "database":"database",
  "sqlType":{
    "localDateTime":93,
    "string":12,
    "float32":6,
    "float64":8,
    "int16":5,
    "localTim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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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Time":92,
    "int32":4,
    "int64":-5,
    "bytes":2004,
    "int8":-6,
    "localDate":91,
    "decimal":3,
    "bigInt":-5,
    "timestamp_in_long":93
  },
  "data":[
    {
      "localDateTime":"2020-11-25 00:01:02",
      "string":"hello world",
      "float32":1.2222,
      "float64":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
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
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
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
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
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
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
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
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int16":129,
      "localTime":"00:01:02",
      "int32":2147483646,
      "int64":9223372036854775806,
      "bytes":"aGVsbG8gd29ybGQ=",
      "int8":3,
      "localDate":"2020-11-25",
      "decimal":9.99999999999999909326625337248461995470488734032045693707225049331647881
34100221702366853061102859515757830175849182282437843879255320076376983377547382986251285
66834134619399897290654369372792288524766229486591679434355446221493480729436132941672166
62821737555414480159115639791276054897201420389770580351533960771506199055664889770260291
71097782672502440171652303162739065260414400859795093549243326204240563556399326294969169
89309754611348047912359946979384052000893178607312050101591177117046974715143444994871233
11264707354172378099538737850219826145102366279591379660471881259976727356521602405329789
90624776352152598139144388761857527558861992808911690506171197530846785775640581096161907
4331866883961080943542712559830853980002984826569445431232452392578125E-308,
      "bigInt":10223372036854775806,
      "timestamp_in_long":"1606233662.012345"
    }
  ],
  "pkNames":[
    "int8",
    "int16"
  ],
  "old":null,
  "mysqlType":{
    "localDateTime":"datetime",
    "string":"varchar",
    "float32":"float",
    "float64":"double",
    "int16":"small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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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Time":"time",
    "int32":"int",
    "int64":"int64",
    "bytes":"blob",
    "int8":"tinyint",
    "localDate":"date",
    "decimal":"decimal",
    "bigInt":"bigint",
    "timestamp_in_long":"timestamp"
  },
  "type":"DELETE",
  "table":"table",
  "es":1609344671000,
  "isDdl":false,
  "ts":1618364660278,
  "sq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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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Base 迁移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支持对数据迁移和数据同步项目进行监控项的
配置。项目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对单个项目设置告警监控，也可以选择多个项目进行批量操作。本文以数据
迁移项目为例，为您介绍如何设置告警监控。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告警监控功能是 OMS 重要的运维管理功能，能够方便您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对数据迁移、数据同步项目的运
行状况进行全面监控。同时，告警监控功能支持自定义发送告警的规则和消息接收方式，以提升数据传输链
路的运维效率，降低故障场景无法感知和恢复的可能性，保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业务的连续性。

云监控（CloudMonitor）是一项针对阿里云资源和互联网应用进行监控的服务，能够为云上用户提供开箱即
用的企业级开放型一站式监控解决方案。OMS 会通过您在云监控平台添加的联系方式发送至接收人，该接收
人也需要在云监控平台添加。云监控的详情请参见 什么是云监控。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ceanBase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如果您需要设置数据同步项目的告警信息，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即可。

3. 单击目标项目后的 ...... > 设置告警监控设置告警监控。

如果您需要进行批量操作，请勾选多个目标项目，单击右下角的 批量设置告警批量设置告警。

注意注意

批量设置将覆盖所选项目已有的告警监控设置，请谨慎操作。

4. 在 设置告警监控设置告警监控 对话框，根据业务需求开启 项目状态监控项目状态监控 或 增量延迟监控增量延迟监控，并配置相应的参数。

开启项目状态监控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告警规则

项目状态为异常。

包括预检查、结构迁移、全量迁移和增量迁移或增量同步项目启动和运行过程中，
出现的全部异常。

告警频率 设置发送一次告警的间隔时间，不得低于 60 秒。

接收人

设置告警监控信息的接收人，最多可以选择 3 个人。

如果下拉列表中没有目标接收人，请单击 添加报警联系人添加报警联系人 ，进入 云监控控制台 进
行添加。

6.告警监控6.告警监控
6.1. 设置告警监控6.1. 设置告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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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增量延迟监控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增量延迟
设置增量延迟的告警阈值。

如果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项目中，增量同步延迟超过设置的阈值，便会触发告警。

告警频率 设置发送一次告警的间隔时间，不得低于 60 秒。

接收人

设置告警监控信息的接收人，最多可以选择 3 个人。

如果下拉列表中没有目标接收人，请单击 添加报警联系人添加报警联系人 ，进入 云监控控制台 进
行添加。

5. 单击 提交提交。

您还可以单击 提交并测试提交并测试，测试告警监控信息是否发送成功。告警监控消息会通过云监控平台添加的
联系方式发送至接收人。

如果您需要查看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项目的告警监控消息，请参见 查看项目告警信息。

OceanBase 迁移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支持修改已启动告警监控功能的数据迁移和数
据同步项目的告警监控设置。本文以数据迁移项目为例，为您介绍如何修改告警监控。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ceanBase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迁移数据迁移。

如果您需要设置数据同步项目的告警信息，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数据同步数据同步 即可。

3. 单击目标项目后的 ...... > 修改告警监控修改告警监控。

4. 在 修改告警监控修改告警监控 对话框，修改各项配置。

项目状态监控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告警规则

项目状态为异常。

包括预检查、结构迁移、全量迁移和增量迁移或增量同步项目启动和运行过程中，
出现的全部异常。

告警频率 设置发送一次告警的间隔时间，不得低于 60 秒。

6.2. 修改告警监控6.2. 修改告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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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人

设置告警监控信息的接收人，最多可以选择 3 个人。

如果下拉列表中没有目标接收人，请单击 添加报警联系人添加报警联系人 ，进入 云监控控制台 进
行添加。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增量延迟监控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增量延迟
设置增量延迟的告警阈值。

如果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项目中，增量同步延迟超过设置的阈值，便会触发告警。

告警频率 设置发送一次告警的间隔时间，不得低于 60 秒。

接收人

设置告警监控信息的接收人，最多可以选择 3 个人。

如果下拉列表中没有目标接收人，请单击 添加报警联系人添加报警联系人 ，进入 云监控控制台 进
行添加。

5. 单击 提交提交。

您还可以单击 提交并测试提交并测试，测试告警监控信息是否发送成功。告警监控消息会通过云监控平台添加的
联系方式发送至接收人。

如果您需要查看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项目的告警监控消息，请参见 查看项目告警信息。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查看数据迁移项目、数据同步项目等待发送、已发送和需要重试等告警监控信息。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OceanBase 迁移服务（OceanBase Migration Service，OMS）支持自动监控迁移项目失败、迁移项目延时、
同步项目失败和同步项目延时等项目告警事件，并通过对接的告警通道发送项目告警信息。

在数据迁移和数据同步项目列表页面，对于告警中的项目，会显示 告警中告警中 的标识。同时，该状态会持续 2
分钟。即使您立即关闭告警监控，当前项目在过去的 2 分钟内触发过告警事件，告警中告警中 的标识依然会持续
显示 2 分钟。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ceanBase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 告警消息告警消息。

该页面默认展示 最近一周最近一周 的告警信息，您可以在右上角的下拉框中，选择查看 最近一周最近一周、最近三最近三
周周、近一个月近一个月 和 近三个月近三个月 的告警信息。您也可以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 告警信息 ID告警信息 ID 或 消息内消息内
容容，搜索目标告警信息。

6.3. 查看项目的告警监控信息6.3. 查看项目的告警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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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告警消息列表项目告警消息列表 页面支持根据 告警事件告警事件 和 发送状态发送状态 进行过滤展示，并支持单击告警信息所属的项
目名称，直接跳转至相应的数据迁移或数据同步项目。

告警事件的类型如下：

迁移项目失败

迁移项目延时

同步项目失败

同步项目延时

告警信息的发送状态如下：

待发送：等待发送调度。

发送失败：由于网络问题等不可知原因，发送至通道失败。

发送成功：成功发送至通道中。

注意注意

显示发送成功后，告警消息可能会延迟发送给您。

处理完成：告警在 3 小时内未触发，则默认该告警事件已处理完成。

发送重试：重试发送失败的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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