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编号：SYNBALL/BJ202201002 

版本号：V5 

2022 年 3 月 

 

北京数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数贝 TurboDX 数据同步复制产品 

用户操作手册 

因为专注 所以专业 



 数贝 TurboDX 操作手册 V5.0 

 

1 

目录 

1 产品介绍 .......................................................... 1 

1.1 关于复制同步（DATA REPLICATE） ................................... 2 

1.2 文件传输（FILE TRANSFER） ........................................ 3 

1.3 TURBODX 复制同步 ................................................. 3 

1.4 TURBODX 功能特点 .................................................. 5 

2 系统主界面 ........................................................ 6 

3 数据源连接 ........................................................ 9 

3.1 关系型数据库 .................................................. 10 

3.1.1 连接列表 .................................................. 10 

3.1.2 新建连接 .................................................. 10 

3.1.3 删除连接 .................................................. 13 

3.1.4 连接可用性 ................................................ 13 

3.1.5 指定分组 .................................................. 13 

3.1.6 连接另存为 ................................................ 15 

3.2 主题服务 ...................................................... 15 

3.2.1 连接列表 .................................................. 15 

3.2.2 新建连接 .................................................. 16 

3.2.3 删除连接 .................................................. 18 

3.2.4 连接可用性 ................................................ 18 

3.3 数据文件 ...................................................... 18 

3.3.1 连接列表 .................................................. 19 

3.3.2 新建连接 .................................................. 19 

3.3.3 源文件集和目标文件集 ...................................... 21 

3.3.4 删除连接 .................................................. 23 

3.3.5 连接可用性 ................................................ 23 

3.4 二进制文件 .................................................... 23 

3.4.1 连接列表 .................................................. 24 

3.4.2 新建连接 .................................................. 24 

3.4.3 删除连接 .................................................. 25 

3.4.4 连接可用性 ................................................ 25 

3.5 其他类型连接 .................................................. 25 

4 元数据目录 ....................................................... 26 

4.1 元数据 ........................................................ 26 

4.1.1 关系型数据库 .............................................. 27 

4.1.2 Kafka ....................................................... 37 

4.1.3 Hive ........................................................ 38 

4.2 主数据表 ...................................................... 38 

4.3 敏感信息表 .................................................... 39 



 数贝 TurboDX 操作手册 V5.0 

 

2 

4.4 分类管理 ...................................................... 40 

4.5 交换数据结构 .................................................. 41 

5 任务管理 ......................................................... 44 

5.1 任务流程 ...................................................... 44 

5.2 任务类型 ...................................................... 44 

5.3 任务导航树 .................................................... 46 

5.4 任务列表 ...................................................... 46 

5.5 新建任务 ...................................................... 47 

5.6 任务配置 ...................................................... 48 

5.6.1 选择数据源连接和目标连接 .................................. 48 

5.6.2 选择交换表 ................................................ 49 

5.6.3 映射（库表配置，可选） .................................... 50 

5.6.4 源数据过滤（可选） ........................................ 52 

5.6.5 任务设置（可选） .......................................... 52 

5.6.6 任务运行与监控 ............................................ 58 

6 运行管理 ......................................................... 67 

6.1 集群管理 ...................................................... 67 

6.2 事件管理 ...................................................... 67 

6.3 函数管理 ...................................................... 69 

6.4 自定义程序 .................................................... 70 

6.5 驱动包管理 .................................................... 71 

6.6 触发器管理 .................................................... 73 

6.7 KERBEROS认证 ..................................................... 74 

6.8 节假日管理 .................................................... 74 

7 事件通知 ......................................................... 76 

7.1 规则管理 ...................................................... 76 

7.2 历史通知 ...................................................... 77 

7.3 接口设置 ...................................................... 77 

8 系统管理 ......................................................... 78 

8.1 用户管理 ...................................................... 78 

8.1.1 新建用户 .................................................. 78 

8.1.2 修改用户信息 .............................................. 79 

8.1.3 删除用户 .................................................. 79 

8.2 角色管理 ...................................................... 80 

8.3 机构管理 ...................................................... 80 

8.4 菜单管理 ...................................................... 81 

8.5 菜单授权 ...................................................... 81 

8.6 操作日志 ...................................................... 82 

8.7 登录日志 ...................................................... 83 

8.8 在线用户 ...................................................... 83 

8.9 全局设置 ...................................................... 84 



 数贝 TurboDX 操作手册 V5.0 

 

3 

8.9.1 异常策略 .................................................. 84 

8.9.2 日志设置 .................................................. 85 

8.9.3 目标库大小写 .............................................. 85 

8.9.4 数据库类型字典 ............................................ 86 

8.10 事件模板管理 .................................................. 86 

附录 1 TURBODX 支持数据源列表 ......................................... 87 

 

 



 数贝 TurboDX 操作手册 V5.0 

 

1 

1 产品介绍 

北京数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基于 Web、流处理和微服务容器技

术的数据同步交换整合软件 TurboDX 系列产品，提供元数据目录、异构数据库复制、

实时同步、交换整合、ELT/ETL及跨网络远程通道传输服务等集成一体化的功能，可

用于数据复制、数据同步、数据备份，数据迁移、实时 ETL、数据汇聚整合、读写分

离、数据分发、数据服务、大数据集成(MPP、Hadoop、Kafka)等应用场景，满足各种

应用场景的统一使用和监控管理需求，已成功应用于大型企业集团、国家部委、北京

市及数十家省市跨部门数据共享交换项目，获得了客户的信赖和赞誉。 

TurboDX 秉承“复杂技术简单化、易用化、场景化”的设计理念，力求通过产品

智能设计来降低用户的总体拥有成本，实现可自助服务的目标。用户通过几次 Web图

形化页面点击操作，就能方便快速地实现各种数据交换同步/整合的应用场景，数据

实时性和交换效率均处于业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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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复制同步（Data Replicate） 

复制是指一个保持两个或多个数据集的相同和同步过程，应用于并有助于： 

⚫ 降低主服务器负载：在不同的服务器保持一份完全或部分的拷贝数据将减

少主服务器的负载，提升应用的性能。 

⚫ 提升访问服务性能：读写分离，通过读取拷贝的数据比读取原始系统中的

数据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 

⚫ 限制数据访问：如果某些用户只允许访问数据的某些子集，复制部分数据

更易于实现数据安全权限控制。 

⚫ 数据分发服务：根据节点应用(或地域)对数据的需求，将数据分发于分布

式企业应用的节点系统，你仍然可以在中心保留数据全集供使用。 

⚫ 数据同步：支持单向或双向。根据应用系统业务数据流需求，通过复制同

步异构系统间的数据，从而实现应用的数据交换与集成。 

⚫ 数据仓库及报表分析(BI)：将数据从应用系统复制汇聚于数据仓库中，进

行处理、分析和报表展现。 

⚫ 备份：保留一份主要数据的可用拷贝，以便快速恢复数据。 

 

复制过程的特点往往是要求以数据事务为边界，保证数据传输交换的时间次序

性。 

复制(Replication)场景中，一个数据集从 A系统拷贝到 B系统，这里 A称为源

（Source），B称为目标(Target)。一个系统可以是源、或是目标、或者是两者(在

某些约束下)。更复杂的场景可以定义有多个源、多个目标及多个数据集。 

复制过程必须考虑到源数据在拷贝过程进行中可能有持续变化的事实，不可能

因为为了“冻结”信息而停止源应用系统及保证即时数据的一致性，因此，复制过

程必须考虑以几点： 

⚫ 完整性(Integrity)：即目标数据必须反映在复制过程中源端数据完整的变

化结果。 

⚫ 一致性(Consistency)：即如果变化影响了不同的表和行，那么复制数据必

须反映出对这些表和行的一致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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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Latency)：复制过程必须把延迟降低到最小值。理想情况下，延迟不

应超过几秒钟。 

 

1.2 文件传输（File Transfer） 

TurboDX 支持非结构化的文件的传输和复制，包括从异构操作系统(Windows、

Linux)服务器下的文件路径到文件路径或者到 FTP服务器/HDFS 服务器。TurboDX支

持文件的增量感知，并自动按任务的配置路径进行传输交换。支持一次性任务按时

间规则调度或是增量自动交换模式。 

基于与数据库同步相同的基础构架与实现理念，文件传输也同样具备如下特

点： 

⚫ 场景化：所有文件传输按应用场景划分为 1对 1、1 对多分发、推/或拉模

式、中心集中部署/或分布客户端部署等；既需要支持大文件流式传输，也

要支持大量小文件并发的场景，文件目录层次深度不限、文件大小和多少

不限； 

⚫ 人性化：文件传输从创建、配置、调试，到调度、运行、监控等各个环节

均需以 B/S图形化方式实现； 

⚫ 自动化：文件传输除了一次性同步指定路径（包括其子路径）中的全部或

部分文件外，还要可设置为持续监听模式，一旦路径中的文件发生变化，

可自动感知并同步到目标端； 

⚫ 可靠性：支持断点续传，保证文件不漏传、不重复； 

⚫ 安全性：文件传输过程中可压缩、可加密，保障文件数据安全； 

⚫ 可追溯：任务运行过程中有完备的运行日志、异常日志、监控日志等，供

用户在需要的查看、分析。 

 

1.3 TurboDX 复制同步 

TurboDX 是一款高性能的数据复制同步，可以使得政府部门或企业在进行跨异

构系统数据库间的数据同步、数据发布、数据共享和非结构化文件传输时，确保数

据可靠、可用，大大降低成本费用，提升实施速度和交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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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oDX 的体系结构有助于从多个企业数据库（包括主流国外关系型数据库及

国产关系型数据库）的数据复制和交换，旨在提供快速的时间价值和易用性： 

⚫ “点击”式设计：直观易用的 B/S用户界面是 TurboDX 区别于传统复制产

品、ETL 产品的重要特色。TurboDX 屏蔽了数据交换复杂的操作过程，通过

几步界面点击操作，就可实现数据交换同步/整合的应用场景。 

⚫ “零插件”技术：基于日志捕获和事务数据发布的技术减少了对 IT 操作

的影响，无需在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上安装任何驻留插件软件，把对源

库及目标库的影响降到最小。 

使用数贝 TurboDX，可以实现： 

⚫ 异构数据库间的实时复制同步、交换整合； 

⚫ 高效快速地抽取和加载数据到数据存储/数据仓库 ； 

⚫ 创建生产数据库副本，用以业务报告分析； 

⚫ 使“零停机迁移和升级”变得更容易； 

⚫ 跨数据源/数据中心分发数据。 

TurboDX 提供了基于 web 的直观用户体验，使用户能够快速配置、运行以及监

视任务运行过程和状态，通过“点击”式设计，TurboDX能自动实现数据库结构

（schemas）复制 DDL、全表数据复制（快照复制）以及增量同步（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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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urboDX 功能特点 

高性能：吞吐量，速度，规模 

TurbuDX支持具有多服务器、多任务和多线程体系架构的大规模企业数据复制

同步和交换整合方案。政府部门或企业可以安装多个 TurboDX 服务器，每个服务器

上都可以运行多个任务，分别负责一组库表的交换复制。该解决方案可以扩展以处

理成千上万的表，利用高速提取和加载技术实现数据库表的快照复制和基于日志变

化数据捕获 (CDC) 的增量复制。 

事务性复制：低影响、 低延迟、 完整性  

TurboDX 使用增量数据捕获 (CDC) 复制源数据库中变化，使用基于日志的 CDC

技术以确保最低限度的影响。数据变化从源到目标以数据流形式进行以保证低延

迟，并在最终按事务提交，以保证事务性数据的完整性。TurboDX 将会保持最后传

送的事务的位置，以确保可靠的提交与恢复。 

多种业务模式：TurboDX具有多种业务模式，包括一对一复制模式、多对一汇

聚模式和一对多分发模式。 

 

Schema 和 DDL 复制：TurboDX可自动生成基于源数据库结构的目标数据库元数

据定义，这可以简化数据库复制工作，确保目标库与源库一致。 

任务监控与任务控制：TurboDX内置基于 web的任务监控界面，使用户可以即

时查看服务器状态和任务状态，包括任务的进度、日志以及错误警报等。使用浏览

器，用户可以从任何地方查看系统，并控制任务（如：开始/停止/重启任务等）。 

 

一对一 

复制模式 

多对一 

汇聚模式 

一对多 

分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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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主界面 

开始使用前，请从系统管理人员处获得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系统安装后缺省

管理员用户：admin，密码：admin。打开浏览器键入登录地址：https://ip:端口号

/turbodx/，将显示系统登录页（如下图）。 

 

首次使用时，可能会由于 https的根证书问题而进行风险提示（如下图），此时

可点击【高级】→“继续前往……”。 

 

当用户进入系统登录页面后，录入“登录名、密码”信息后，点击“登录”按

钮后进行系统操作界面（如下图）。 

根据岗位设置，不同的用户工号登录后可以看见的菜单、数据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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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操作页面功能区分为三大部分，顶端为系统信息显示区、左侧系统模块和

功能菜单区、右侧为工作区。 

其中右侧数据显示区在缺省情况下是显示相应的数据项列表，单击某数据项后

右侧区域将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依然是数据项列表 ，下方则显示被选中数据项的

详细内容及其操作（如上图）。下部窗口将以 TAB分页形式显示数据项的基本信息以

及相应的分类信息，在不同的分页中可进行不同的功能操作。上部功能按键分布在

顶端，是对数据项列表的操作（如新建、删除等），下部功能按键分布在右下端，是

对分页中内容的操作（如保存、配置等）。此外，在上部的数据项列表中，每行数据

项的右侧也会根据内容有相应的指定操作功能图标（如修改、查看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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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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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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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功能按键

数据项列表翻页控制

数据内容分页显示

数据项单项功能

下部功能按键

数据内容单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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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源连接 

数据源连接时任务配置和运行的第一步。数贝 TurboDX支持多种数据源的连

接，包括关系型数据库、MPP数据仓库、半结构化文件(txt、csv、excel、json、

xml)、非结构化文件、以及大数据平台 Hadoop-Hive、Kafka 等，并在持续增加中。 

 

新建数据源连接按如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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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系型数据库 

用户可以选择相应的关系型数据库，然后按要求录入数据库相关连接信息，连

接测试通过后即可完成关系型数据库连接的注册。 

3.1.1 连接列表 

该功能显示系统中所有关系型数据库及其它类型的连接信息（如下图），用户可

以对连接信息进行新建、编辑、删除等操作。 

 

 

3.1.2 新建连接 

在连接信息列表界面中点击“新建”按钮，进入到新建关系型数据库连接子页

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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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结合实际数据库类型及相关信息，依次录入页面中各项内容。 

其中“驱动”项需从驱动列表中选择（如下图），如系统不含该驱动，用户可在

“系统管理”→“驱动包管理”功能中新增，然后选择即可。 

 

URL 格式 有“基本”和“自定义”两个选项。选择“基本”，则需手动输入服

务器地址、端口和数据库(Oracle 称为“SID”)等三项参数，“Url”项根据此三项

参数自动拼接生成，且不可编辑；如选择“自定义”，则输入较复杂的“JDBC 

URL”，例如 oracle 的集群自定义：

jdbc:oracle:thin:@(description=(address_list= (address=(host=i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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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tcp)(port=1521))(address=(host=ip2)(protocol=tcp) (port=1521)) 

(load_balance=yes)(failover=yes))(connect_data=(service_name= orcl))) 

用户名、密码 要求输入访问该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Schema 的初始设置为“全部”，是指该用户在数据库系统中所拥有权限的所有

数据库都在本系统的访问范围内;而“默认”则是指在后续操作中将访问数据库用户

在数据库系统中的默认库。 

可用性 的设置 默认为 “激活”，也可以选择“冻结”，“冻结”情况下，该连

接暂不可用。 

角色的设置支持选择该连接的数据库是作为源库、还是目标库使用，默认为都

勾选。 

用户完成页面信息后，可点击页面右下角“测试连接”按钮，对本连接进行测

试，如系统显示连接成功即完成连接设置，此时可点右下角“保存”按钮将连接信

息存入系统中。 

“库表选择”按钮功能可以实现用户对连接中对应库表及其字段的采集（如下

图），便于对指定库表以及指定字段进行管理与标注。用户可以在“元数据目录”

中，对该数据源下的库表和字段进一步管理，并进行元数据标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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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删除连接 

要删除某项连接，在连接列表中选中该数据源连接，随后点页面上面“删除”

按钮即可完成（如下图）。但用户在删除时一定要慎重，删除后系统内所有与之相关

的数据交换任务均无法使用。 

 

 

3.1.4 连接可用性 

连接可用性是指该连接是否可供用户在后续操作中使用。如显示为 表示可以

使用，如显示为 则表示不能使用。可以通过点该图标更改其可用性。 

 

 

3.1.5 指定分组 

为了方便用户管理，关系型数据库的连接可以由用户自定义分组。右键点击数据

源连接下的关系型数据库（或其下的分组节点），可新增子分组、修改分组名称、删

除分组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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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关系型数据库的连接可根据业务需要或管理需要，放置于不同的分组中。

也可通过连接列表界面中的“指定分组”按钮重新为数据源连接指定新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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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连接另存为 

当有多个相同或相似的数据源连接时，用户可以使用“另存为”功能来提高工作

效率。 

 

 

 

3.2 主题服务 

TurboDX 的扩展服务组件之一的数据通道服务，可以为多个 TurboDX 节点提供统

一数据通道，具有安全可靠、全程可控、授权管理、授权使用等特点，是替代前置机

/前置库方案的最佳服务功能。 

数据通道服务中，是以“主题”为服务通路的，一个数据通道服务中可以包含数

量不限的服务主题。 

在 TurboDX 中，既可以使用本服务器提供的数据通道服务，也可以使用其它

TurboDX服务器提供的数据通道服务。为了区分这两种服务，在使用其它 TurboDX服

务器提供的数据通道服务时，我们把与它的连接称为“主题服务”。 

3.2.1 连接列表 

该功能显示系统中所使用的主题服务的连接信息（如下图），用户可以对连接信

息进行新建、编辑、删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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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新建连接 

在主题服务列表界面中点击“新建”按钮，进入到主题服务连接子页面（如下

图）。 

 

【基本信息】 

用户填写连接名称、描述信息、服务器地址及端口、连接的用户名、密码，选

择数据传输过程中是否需要加密、是否需要压缩，选择该连接是作为目标还是源使

用，该连接是激活还是冻结状态等。在连接高级设置中还可以自定义超时时间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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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包最大值。连接信息填写完，点击右下方“保存”。可以点击右下方“测试连接”

进行连接测试。 

【可用主题】 

每个主题服务中可能有多个主题，当测试连接可以成功连接到该服务后，可以从

服务器上获取可访问的主题（如下图）。 

 

主题的创建是在提供数据通道服务的 TurboDX 服务器端进行的，并且可以为每

个连接用户设置访问列表。因此，在此处所列的主题都是本连接用户有权访问的主题，

可以是主题中的数据发布方或（和）订阅方。 

【数据结构】 

主题列表最右列数据结构，是指绑定在该主题上的数据包所使用的数据结构。无

论是数据发布方还是数据订阅方，均应按此处绑定的数据结构来产生或解析数据包。 

 

若本连接用户有权指定数据结构，则可以在此进行数据结构绑定操作，可以从交

换数据结构库（见“元数据目录→交换数据结构”）中选用，也可以从元数据库（见

“元数据目录→元数据”）中选用；此外，还可以为绑定的数据结构中的每张表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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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访问用户，也就是说，主题中的数据结构可以有多张表，每个访问主题的用户可以

分别访问不同的表，访问用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 

 

3.2.3 删除连接 

要删除某个或某几个连接，用户需勾选该连接，随后点页面上面“删除”按钮

即可完成（如下图）。但用户在删除时一定要慎重，删除后系统内所有与之相关的数

据交换任务均无法使用。 

 

 

3.2.4 连接可用性 

连接可用性是指该连接是否可供用户在后续操作中使用。如显示为 表示可以

使用，如显示为 则表示不能使用。可以通过点击该图标更改其可用性。 

 

3.3 数据文件 

TurboDX 支持结构化的数据文件（包括 excel、txt、csv、json、xml等格式）

的解析加载入库，或反向的关系型数据库中的表导入数据文件。数据文件可以存放

在服务器下的本地路径、或远程路径、或 FTP服务器、 HDFS、 或 S3/OSS存储中。

TurboDX支持数据文件的增量感知，并自动按任务的配置进行加载入库。 

在进行数据文件加载任务或数据库表导入数据文件任务设置前，需要先建立数

据文件连接，即建立 TurboDX与数据文件目录或 FTP服务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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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连接列表 

该功能显示系统中所有数据文件存储的服务器连接信息（如下图），用户可以对

连接信息进行新建、编辑、删除等操作。 

 

3.3.2 新建连接 

在数据文件列表界面中点击“新建”按钮，进入到数据文件连接子页面（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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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件缺省的连接类型为“本地路径”，此时，用户填写连接名称、描述信

息，并选择该连接是激活还是冻结状态后，点击右下方“保存”即可。 

若连接类型选用“FTP”，则需填写连接用户名、密码、服务器地址及端口（缺

省 21），选择连接模式（被动或主动）、服务器字符编码（缺省 UTF-8）、协议类型

（ftp、sftp、ftps）等。可通过测试连接按钮来进行连通性测试。 

 

若连接类型选用“远程路径”，则需填写连接用户名、密码、服务器地址，选择

协议类型（目前只支持 samba）。可通过测试连接按钮来进行连通性测试。 

 

若连接类型选用“HDFS”，则根据服务器类型（单服务器、集群服务器）需填服

务器地址及端口（单服务器时）或名称节点 url（集群服务器时），选择安全认证方

式（支持 Kerberos 认证），可选填写自定义的高级连接设置。 

此外，可通过导入客户端配置能数文件来自动填写相应内容。 

可通过测试连接按钮来进行连通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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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源文件集和目标文件集 

数据文件中既然是格式化数据，就一定会有相应的数据结构。一个 TurboDX数

据文件连接中可以包含多种数据结构，每种数据结构对应一个文件集；文件集又分

为作为源时使用的源文件集和作为目标时使用的目标文件集，如下图所示。 

 

【源文件集】 

源文件集是用于从数据文件解析加载入库，对文件集可以进行新增、编辑、绑

定数据结构、删除等操作。 

新增或编辑文件集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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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文件集名称、说明信息，选择文件类型（excle、csv、txt、json、xml），

填写文件根路径后，可选填“附加动态子路径”（如每天按日期生成的子路径），选

择是否向下包含所有子路径，填写数据文件的名称（可使用通配符）和排除文件

名。 

绑定数据结构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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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除了指定数据项的结构（手工逐一添加或从数据文件中提取）外，还可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数据文件的参数，包括字符编码、行分隔符、列分隔符、引用符、

转义符、空值转换、数据起始行等项。 

【目标文件集】 

目标文件集是用于从关系型数据库表导出数据至文件。除了不需要绑定数据结

构之外，其它功能与源文件集相同。 

目标文件集的数据结构将默认使用对应的关系型数据库表的结构。 

 

3.3.4 删除连接 

要删除某个或某几个连接，用户需勾选该连接，随后点页面上面“删除”按钮

即可完成。但用户在删除时一定要慎重，删除后系统内所有与之相关的数据交换任

务均无法使用。 

 

3.3.5 连接可用性 

连接可用性是指该连接是否可供用户在后续操作中使用。如显示为 表示可以

使用，如显示为 则表示不能使用。可以通过点击该图标更改其可用性。 

 

3.4 二进制文件 

TurboDX 支持非结构化的文件的传输和复制，包括从异构操作系统(Windows、

Linux)服务器下的文件路径到文件路径或者到 FTP或者 S3/OSS 服务器。TurboDX支

持文件的增量感知，并自动按任务的配置路径进行传输交换。支持一次性任务按时

间规则调度或是增量自动交换模式。 

在进行二进制文件复制任务设置前，需要先建立文件数据源的连接，即建立

TurboDX与源和目标的文件目录或 FTP 服务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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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连接列表 

该功能显示系统中所有二进制文件存储的服务器连接信息（如下图），用户可以

对连接信息进行新建、编辑、删除等操作。 

 

3.4.2 新建连接 

在二进制文件界面中点击“新建”按钮，进入到二进制服务器连接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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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填选连接名称、描述信息、连接类型、连接的用户名、密码、主机名、端

口号、字符编码等，选择连接作为目标还是源使用，该连接是激活还是冻结状态。

连接信息填写完，点击右下方“保存”。可以点击右下方“测试连接”进行连接测

试。 

3.4.3 删除连接 

要删除某个或某几个连接，用户需勾选该连接，随后点页面上面“删除”按钮

即可完成。但用户在删除时一定要慎重，删除后系统内所有与之相关的数据交换任

务均无法使用。 

 

3.4.4 连接可用性 

连接可用性是指该连接是否可供用户在后续操作中使用。如显示为 表示可以

使用，如显示为 则表示不能使用。可以通过点击该图标更改其可用性。 

 

3.5 其他类型连接 

其他类型的数据源连接还包括：S3服务、JMS、

REST、AMQP、Kafka、Hive、MongoDB、ElasticSearch、

Kudu、Pulsar等等，并在持续增加中。 

 

这些类型连接的建立和管理方式与前述类型连接基本

一致，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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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元数据目录 

元数据目录用以展示各个数据源连接中采集进入本系统的库表相关结构、连接

的实例数据，并对库表元数据进行进一步梳理和标注；也用于配置交换的数据结构

（可绑定至数据通道主题中）。交换数据结构应该在任务创建前配置完毕。 

元数据目录包含元数据、主数据表、敏感信息表、分类管理和交换数据结构

（交换数据标准）等功能。 

 

4.1 元数据 

“元数据”以树形结构展示各连接采集到系统中来的元数据信息，树中的一级

节点为连接类型，末节点是连接，中间各级节点则是对应“数据源连接”菜单中的

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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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关系型数据库 

元数据管理界面如下： 

 

在左侧目录树点击展开“元数据”下的“关系型数据库”直至显示各数据源连

接，点击某个数据源连接，在右侧工作区内显示该连接下的数据库表列表。可以选

中某库表，在工作区下部显示该库表的详细内容并可进行梳理与标注。 

上部列表区的功能有： 

⚫ 增选库表 

⚫ 删除 

⚫ 删除 schema 

⚫ 数据分析接口 

⚫ 挂接分类 

⚫ 列表过滤 

⚫ 查看库表样例 

⚫ 查看库表关系图 

下部库表详细内容区的功能有： 

⚫ 表级标注与标签：包括库表中文名称、使用说明、主数据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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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段级功能有：增选字段、查看元信息、编辑与标注、批量编辑与标注、删

除字段。 

⚫ 字段级标注与标签：包括主键、唯一键、业务键、中文语义词、语义标签、

敏感、非空等等。 

 

 

4.1.1.1  增选库表 

可从联机的数据源连接中采集新的库表进入元数据目录中。 

 

增选库表有两种方式：浏览增选和指定增选。 

浏览增选如下图所示，从联机的数据源连接中获取所有 schema及库表或视图信

息，并列在左侧。用户可勾选未选择的库表或视图（黑色显示），加入要右侧列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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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 schema 中的库表数量太多时，如果全部提取出来会有内存溢出的风险，

因此建议当库表数量多于 5000时使用“指定增选”方式。 

指定增选是在指定的 schema中，选取指定名称的库表或视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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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名称可以是明确的，也可以是带通配符的，多个名称间以英文逗号中换

行隔开。 

可以使用复制粘贴的方式将事先准备好的库表清单填写入框中。 

 

4.1.1.2  删除 

在列表中选中一个或多张表，点击“删除”按钮，经确认后可将这些表从元数

据目录中删除掉。该删除功能并不会从联机数据源中删除库表。 

 

 

4.1.1.3  删除 schema 

当需要从元数据目录中删除某个或多个“schema及其所包含的库表/视图”

时，可以使用“删除 schema”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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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数据分析接口 

数贝 TurboDX 提供一类针对数据源的分析任务“元数据分析”，可以对源库中的

库表活跃程度、引用关系、字段唯一性、字段含义等进行分析和标注，在元数据目

录中，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接口中”来查看和引入。 

 

前面提到的对表级或字段级的标注与标签，通过元数据分析任务自动或半自动

进行，可以大大提供标注效率、减少用户工作量。 

4.1.1.5  挂接分类 

在前述的元数据中，各库表是按数据源连接进行分类展示的。出于业务或管理

的需要，有时跨连接进行展示和管理，如按科室划分、按业务行业划分、按地址划

分等。数贝 TurboDX 的元数据目录中，提供了“分类管理”的模块（详见 4.4分类

管理），可以自定义分组层级，对元数据进行分类管理。 

此处的“挂接分类”，即是将选中的库表/视图挂接到用户指定的分类树节点中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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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  列表过滤与搜索 

当元数据目录中的库表/视图比较多时，为了方便快速查找与定位，可以使用

“列表过滤”功能。 

 

使用列表区右上角的搜索框，则可以按关键词模糊查找、快速定位。 

 

 

4.1.1.7  查看库表样例 

为了方便用户理解库表，通过查看库表“样例”功能可以展示该库表的前 20条

记录。 



 数贝 TurboDX 操作手册 V5.0 

 

33 

 

点击本窗口右下角的“查询总数”可以显示该库表的记录总数。 

 

4.1.1.8  查看库表关系图 

按引用关系（含主外键关系、业务引用关系）展示库表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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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9  梳理元数据 

元数据梳理包括对数据库表的基本信息、字段、关系的梳理（如下图）。 

基本信息 

标注该项数据资源（库表）的基本信息（元数据信息）。 

输入库表的标注，填写说明。基本信息输入完成，点击右下角“保存”。 

 

 

字段 

⚫ 查看字段元数据信息 

点击字段列表右侧“元信息”列下的图标，显示原库中关于该字段的元数据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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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元数据 

点击“编辑”列下的图标，可对该字段进行中文标注和说明。如下图所示。 

 

 

⚫ 批量编辑 

点击窗口右下角的“批量编辑”按钮，可对该库表的全部字段进行批量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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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段减选 

如上图所示，选中某字段，点击右下侧的“删除”，则减选要梳理的字段。 

⚫ 字段增选 

如上图所示，点击右下侧的“增选字段”，可以选择以前没有采集的字段。已选

择的字段位于右侧。左侧未选择的字段（黑色）可以勾选，点击下方“保存”而增

选。同时，可以清除垃圾字段（原库中已删除的）、更新变动字段（原库中已有变化

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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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Kafka 

元数据中除了关系型数据库外的另一大类是 Kafka。与关系型数据库的元数据

类似，点击左侧菜单区中的元数据目录→元数据→Kafka下的某一连接，在右侧列

表区会展示从该连接采集到的主题信息。 

 

在 TurboDX 中，用于交换的 Kafka 主题需要绑定一个数据结构，以便于交换任

务中与相应的源或目标映射。数据结构可从以下三种类型中任选其一： 

⚫ TurboDX 私有结构，为类库表样式、单层、支持多表； 

⚫ 公共 JSON 结构，为树状结构，支持多层； 

⚫ 公共 XML 结构，为树状结构，支持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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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Hive 

Hive 的元数据与关系型数据库类似，也是以库表-字段形式展现。 

 

与关系型数据库的库表不同，除了有字段项以外，Hive 还有“分区”项信息。 

 

 

4.2 主数据表 

在关系型数据库列表中，所有“主数据标签”标注为“字典表”、“实体主表”

或“交易主表”的，都会在主数据表中集中展现，以提供对主数据表的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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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数据表中，所有信息只是关系型数据库的库表信息的链接，只展现，不能

编辑。 

 

4.3 敏感信息表 

在关系型数据库的库表中，字段项可以被标注为“敏感”字段，如身份证号、

银行账号、手机号等，这些字段被称为敏感字段，而含有敏感字段的库表被称为敏

感表。 

 

在元数据目录的敏感信息表模块中，则集中展示了元数据目录中的所有敏感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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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分类管理 

在前述的元数据中，各库表是按数据源连接进行分类展示的。出于业务或管理

的需要，有时跨连接进行展示和管理，如按科室划分、按业务行业划分、按地址划

分等。数贝 TurboDX 的元数据目录中，提供了“分类管理”的模块，可以自定义分

组层级，对元数据进行分类管理。 

⚫ 自定义分类树 

在界面左侧菜单区的元数据目录→分类管理树下，通过右键弹出功能可以自定

义分类管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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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接库表/视图 

在树中某节点下的挂接库表/视图，参见“4.1.1.5 挂接分类”。 

⚫ 分类管理列表 

点击分类管理树的某一节点，展示该节点下挂接的所有库表/视图。 

 

此处的所有信息只展示，不能修改。 

⚫ 移除 

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库表/视图后，点击左上角的“移除”按钮可将选择的

库表从本分类节点中移除。 

⚫ 指定分类 

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库表/视图后，点击左上角的“指定分类”按钮可为选

择的库表重新指定到更合适的分类节点中。 

 

4.5 交换数据结构 

在 TurboDX 中，从源库到目标库的数据交换是需要（或可以）进行两端数据映

射的，尤其是在两端数据结构异构的情况下。 

当源库到目标库的交换不能直接到达时（如：网络不能直接访问、安全要求不

能外部访问、跨互联网访问等情况下），源和目标之间需要通过“数据通道”或

“Kafka 主题通道”来中转，这时就需要为中转通道绑定一个数据结构来实现双方

的数据映射。这个中间的数据结构被称为交换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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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目录下的“交换数据结构”模块提供了对此结构的管理功能。 

 

⚫ 基本信息 

交换数据结构的基本信息包括数据结构名称、说明、版本数、最新版本号、最

新发布时间等项。 

⚫ 在编版本 

处于编辑过程中的数据结构版本。在此页可对数据结构进行编辑和发布。 

 

数据结构支持多表，可以手工编辑，也可以从元数据库中导入。 

⚫ 发布 

在编版本一经发布，就产生一个发布版本。发布时可以指定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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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发布版本 

展示该数据结构的所有发布版本，可查看详细内容、指定是否可用、删除发布

版本。 

 

发布版本可以导出到文本文件中，导出的文件存放（下载）在本地指定路径。 

 

⚫ 导入 

导出的数据结构文件可以编辑后再次导入成为一个新的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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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务管理 

5.1 任务流程 

任务管理是本系统的核心功能，实现数据交换任务的制定、配置、执行、监控

以及任务调度管理。一个交换任务，从产生到运行结束的整个生命周期，可以有下

图所示的流程步骤： 

 

5.2 任务类型 

数贝 TurboDX 的设计理念之一是“场景化”，按不同的业务场景划分不同的任

务类型。用户只需要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选用不同类型的交换任务，就能快速实

现不同功能的数据交换。 

当前版本的 TurboDX中，提供如下 9种任务类型： 

 

确定任务类型 创建任务 选择源、目标 选择交换表
映射

[可选]

源数据过滤

[可选]

任务设置

[可选]

创建目标表

[可选]
运行任务

任务调度

[可选]

任务监控 任务日志 系统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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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制同步任务 

异构数据库间全表复制或以事务为边界的（CDC）增量复制，支持显式选表、字

段，支持数据结构转换和映射、数据过滤、清洗与函数处理、智能化类型匹配等处

理，不支持自动 DDL复制（可捕获源端 DDL操作并手工同步到目标），常用于数据

实时同步、读写分离、实时 ETL等应用场景 

(2) 动态复制任务 

相同或不同类型数据库间全表复制或以事务为边界的（CDC）增量复制，支持模

糊表名、动态表和字段的实时同步，不支持数据过滤、转换、映射、函数等中间处

理，可自动 DDL 复制，常用于需要支持 DML+DDL实时复制同步、数仓/数据湖加载、

源库结构变化但不停服等应用场景 

(3) 交换整合任务 

全表复制或以表/视图为边界的增量交换，支持表/视图增量，支持数据过滤、

转换、映射和函数等处理，常用于应用系统间数据交换、多表整合、ETL等数据交

换与整合应用场景，与复制同步任务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各表数据交换没有时间次序

和事务性的保证。 

(4) SQL-EL 任务 

以可自定义的 SQL查询结果集作为数据源的数据交换，支持数据转换、映射等

处理，常用于源端只有查询权限的数据交换场景 

(5) 服务对接任务 

对接第三方的数据服务（WS/REST、Kafka、MQ）和 Json 交换数据，分为发送

任务、接收任务两类 

(6) 数据文件加载任务 

将 excel、txt、csv、json、xml 等文件中的格式化数据加载到数据库中 

(7) 文件同步任务 

二进制文件（音频、视频、图片、图像、检查报告、WORD、PDF等等）的远程

同步任务，支持本地路径、远程路径、FTP(s)、Kafka、HDFS、S3/OSS等，支持自

动感知文件增量及自动同步，支持作为数据库记录的附件随动同步 

(8) 数据比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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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源端和目标端的数据进行定期比对，产生差异报告并可对齐数据(回补)，可

手动运行或调度运行 

(9) 元数据分析任务 

对源端数据库的元数据进行智能分析，以辅助用户进行数据梳理和标注，找出

活跃表、库表引用关系、相关事务表，分析字段语义、字段唯一性，找出敏感信息

等 

5.3 任务导航树 

TurboDX 的每种任务类型下，都可自定义任务导航树。导航树下，每类任务均

可自定义多级别的分组便于将任务分门别类存放与管理。 

在父类下，点击鼠标右键，可新增、修改或删除某分组，以及导出、导入任

务。如下图所示。 

 

可在任务导航树的任一节点创建、管理交换任务，也可将任务重新移动到更合

适的节点下。 

 

5.4 任务列表 

点击任务导航树的某一节点，显示该节点下已建立的交换任务列表（如下图），

包括任务状态、运行状态等信息的显示。任务列表是进行任务管理的主要界面，所

有任务的创建、配置、运行、监控等操作均可从这里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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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新建任务 

在任务列表界面，点击上方的新建按钮后，在下方的任务基本信息页填写任务

名称、任务描述后保存。 

 

 

新建任务时，需要在确定任务大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任务子类型。 

序号 任务大类型 子类型 1 子类型 2 

1 复制同步 全量交换 增量事务 CDC 

2 动态复制 全量交换 增量事务 CDC 

3 交换整合 全量交换 增量事件（需再确定增量触发方式） 

4 SQL-EL 内部参数 外部参数（通道） 

5 服务对接 服务类型 4 选 1，收发类型 2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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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文件加载 加载文件类型 5选 1 

7 二进制文件同步 常规同步 
数据驱动同步（从通道数据吕获取文件

信息） 

8 数据比对 全量比对 增量比对 

9 元数据分析 

字段智能识别（字段语义识别，如：个人身份证）； 

唯一字段识别(识别除主键、唯一索引外具有业务唯一值

的字段)； 

库表引用分析（字典表、业务主表及引用关系分析）； 

增量事务分析（活跃表及关联分析、数据反查，通过动态

业务数据进行分析，需 CDC支持）； 

库表行数分析（库表记录数变化定时监控、活跃表分析，

需配合任务调度使用）。 

5.6 任务配置 

在任务列表界面，选择要配置的任务，点击页面上方“打开”按钮，在【设

计】页面进行任务配置。 

每种类型的任务配置内容各不相同，但配置的步骤基本协同，包括 5步：1、选

择源数据连接和目标数据连接；2、选择要交换的源库表；3 对所有选择的库表进行

映射（可选）；4、设置源数据过滤条件（可选）；5任务设置（可选）。用户完成上

述 5步后即可完成一个任务的配置。 

 

以下我们以复制同步任务为例进行说明。 

 

5.6.1 选择数据源连接和目标连接 

任务配置的第一步是要确定“要把谁的数据传给谁”。 

 

选择源、目标 选择交换表
映射

[可选]

源数据过滤

[可选]

任务设置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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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选择某一任务后，点击页面上方“打开”按钮，进入任务配置界面（如下

图），点击“选择数据源”图标后在弹出页面中选择源连接，点“确认”完成数据源

连接选定。根据任务类型的不同，源连接可以是关系型数据库、主题服务连接、内

部通道主题、Kafka 连接、Hive连接、Mongo连接、消息中间件等。 

 

在任务配置界面的右侧点击目标图标，选择目标连接（具体操作及页面选择同

数据源连接操作） 

 

 

 

5.6.2 选择交换表 

任务配置的第二步是要确定“要把哪些数据传出去”。 

 

在任务配置页面点击“选择源库表”按钮后，系统弹出页面进行数据源连接下

的库表选择（如下图），一个交换任务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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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源端与目标端的表结构是同构的，到此任务配置就可以结束了。但如果两

端的表结构不相同，就需要进行下一步的表间映射，即库表配置。 

 

5.6.3 映射（库表配置，可选） 

库表配置是对库表中的字段时行转换、计算、映射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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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进行配置的库表，然后点列表上方“库表配置”按钮，系统弹出具体配

置页面（如下图）。  

 

 

表配置页面包含两部分： 

一是上方显示源表和目标表的字段映射对应信息，以线条的方式显示；目标表

中可对字段重命名、更改字段类型及长度，也可新增、删除字段，可以点击右上方

“刷新目标表”按初始设置刷新重新选择目标表的字段。 

二是下方的函数列表显示区域，用户可根据某字段信息的数据转换要求，通过

函数来指定字段数据的转换、计算。TurboDX DM 迁移工具仅支持常用的函数转换， 

TurboDX支持自定义 Java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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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源数据过滤（可选） 

如果是要将源端的部分满足指定条件的数据交换到目标端，可以使用源数据过

滤功能，未满足条件的数据不予以交换。 

选择要指定过滤条件的库表，再点击【源数据过滤】按钮。 

 

过滤条件输入如下图所示： 

 

5.6.5 任务设置（可选） 

TurboDX 的任务运行参数均设有缺省值，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业务场景的需要。

但针对一些特别的业务场景，可以在任务设置模块中优化任务参数。 

一般无特殊要求时，建议选用缺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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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量任务设置包括：全量加载、冲突策略（目标为关系型数据库时设置）、日志

配置。 

增量任务设置包括：增量加载、操作过滤、冲突策略（目标为关系型数据库时

设置）、日志配置。 

全量+增量任务设置包括：全量加载、增量加载、冲突策略（目标为关系型数据

库时设置）、日志配置。 

全量加载：仅适用于全量复制同步。包含读端设置、写端设置、运行设置。读

端设置包括单次处理的最大记录数和读表并发数，写端设置包括写表并发数和默认

目标 schema。特定目标设置可以指定特定的目标数据连接是否采用快速加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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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加载：仅适用于增量复制同步。包含读端设置、写端设置（目标是通道时

无此设置）、运行设置。读端设置包括增量的扫描频率、全字段获取设置(从通道读

取时无此设置），写端设置包括 Batch 设置（源和目标都是通道无此设置），运行设

置是再加载时的开始加载位置的设置 

 

 

操作过滤：仅适用于 CDC增量复制同步。设定需要同步的新增、更新、删除的

源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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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策略：目标写入冲突时的策略，可以分为标准和智能两种策略。标准策略

是按主键（键值）进行数据的插入、更新和删除的设定，智能策略是按指定规则

（如：保持最新、保持最大值等）进行数据的插入、更新，需进行表级设置。 

 

 

更新过滤：当任务中全部或部分目标表的指定字段不能进行 Update操作时需要

选择使用更新过滤功能（如分库分表时的分片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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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策略：当任务发生表异常或数据异常时，采取的动作可以包括忽略、跳

过、中止表、中止任务等，这些预先设定好的动作就形成了异常策略。 

异常策略分为全局异常策略和任务异常策略。全局异常策略在系统管理→全局

设置模块中进行设置，本处的异常策略是任务级的异常策略。 

任务级策略的优先级高于全局策略。 

 

 

日志配置：包含日志级别、大小、数量的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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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另存：常规的复制同步任务在将数据从源端交换到目标端时，数据是采用

内存流技术进行处理和传递的，不会产生落地数据。但在某些应用场景下，需要将

同步的另存一份，比如保存主键信息以供增量比对任务使用。 

打勾开启增量数据旁路另存功能后，选择落地库数据源连接，增量数据的主键

将保存在该连接中。 

 

 

扩展处理：每条数据写入目标之前，可先调用指定的用户自定义程序，根据返

回值决定后续操作，此称为前处理。每条数据交换完成后，根据需要可调用指定的

用户自定义程序，此称为后处理。 

前处理的典型应用场景是软删除，即将源端发生的删除操作转换为对目标端某

字段的 UPDATE操作；后处理的典型应用场景是数据归档，即当源端一条记录成功写

入目标端后，将源端该条记录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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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处理、后处理所用到的用户自定义程序，可在运行管理→自定义程序模块进

行加载和管理。 

 

5.6.6 任务运行与监控 

5.6.6.1  创建目标表（可选） 

复制同步任务在任务运行前应保证目标端库表已正确创建。 

如果目标端库表数据结构与源端不一致，应事先创建完成。 

如果目标端库表数据结构与源端库表结构一致（数据库系统可以不一样，比如

源端是 Oracle，目标端使用 MySQL），可以使用任务中提供的创建目标表功能。 

在任务列表界面或任务设计界面，点击运行→表操作→创建表，即可弹出创建

目标表模块窗口，根据需要调整目标字段，最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根据源表结构

创建目标表。 

注：若两端数据库系统异构，TurboDX 会自动将数据结构转换到匹配类型，如

Oracle的 NUMBER 类型对应 MySQL的 DECIMAL，VARCHAR2对应 VARCHAR等等。 

用户可在系统管理→全局设置→特定数据类型映射中，管理自己的特别映射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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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2  运行任务 

当完成上述任务的配置后，任务就可以运行了。手工运行任务可以在任务列表

界面或任务设计界面，点击 运行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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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运行后，从弹出的任务运行窗口中选择合适的“运行选项”，最后点击确定

按钮，即可开始运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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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任务的运行选项皆不相同，按需要选择合适的即可。 

 

任务开始运行后，任务中的数据源图标会变成绿色，同时任务 运行按钮变为不

可用状态，而任务 停止按钮则变为可用状态。 

 

5.6.6.3  停止运行任务 

全量任务在所有库表交换完成后会自动停止，而增量任务在正常情况下是持续

运行、永不停止的。无论如何，可以通过点击 停止按钮来中止任务运行。 

 

 

5.6.6.4  任务调度（可选） 

任务的运行和停止，除了上述手工进行之外，还可以通过任务调度来实现。 

任务调度具有以下功能： 

- 可针对单个任务进行调度，也可针对任务组进行调度； 

- 任务可调度启动或是停止； 

- 可设置调度生效时间和失效时间； 

- 可设定不同周期的调度规则，包括单次、每天、每周、每月、自定周期

等； 

- 可设定周六日、节假日。 

 

点击任务管理→任务调度，打开调度列表页面，在此可以新增、编辑、删除、

启用、禁用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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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调度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录入基本信息；二是设置调度规则； 

点击“新增”按钮，页面显示新增调度基本信息页面（如下图）。按照业务需

求填写相应的数据项后点“保存”按钮完成基本信息的录入，其中“关联任务”为

已存在任务列表，为选择项；第二步打开“调度规则”标签进行规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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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关联任务如下所示。 

 

设置调度规则如下所示，点击右下方“规则设置” 

 

调度规则设置包含任务运行频率和运行时间、过期时间的设置。完成规则设置

后，当前设置的调度规则显示在“调度规则”标签下。点击屏幕上方的“启用”按

钮，则此调度任务正式纳入系统的调度列表，交换任务将按照调度规则去有序执

行。同时，具体任务调度情况可查看“调度日志”标签，该标签下详细记录本调度

任务的运行情况。 



 数贝 TurboDX 操作手册 V5.0 

 

64 

5.6.6.5  任务监控 

任务运行后，从任务列表上方，点击打开，进入任务页面，再点击监控 TAB

页，统进入任务的监控页面，实时显示任务数据交换信息图表。 

全量任务监控信息包括全量监控、输出日志、异常日志，下图为全量任务监控

页面。 

 

 

增量任务监控信息包括增量监控、输出日志、异常日志。下图为增量任务监控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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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6  任务日志 

TurboDX 除了提供统一的 Apache Log4j 的标准日志输出外，还提供详细的各类

日志，包括系统级的操作日志、登录日志、集群节点日志，任务级的任务启停日

志、交换日志、数据日志、异常数据日志、冲突日志、审核日志等，通过日志能够

快速定位诊断故障。对于异常数据，比如字段超长，系统记录完整的异常数据，并

提供异常数据的回补功能。 

历史日志可分类打包导出，可分类清理；历史日志保留时间可由用户自行设

定。 

可以在每个任务窗口的任务工具→日志查看模块中查看该任务的各类详细日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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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行管理 

运行管理模块中是对系统运行所用到的各类参数、各类配置进行管理，包括集

群管理、事件管理、语义模型、函数管理、自定义程序、驱动包管理、触发器管

理、kerberos 认证、节假日管理等。 

 

6.1 集群管理 

对 TurboDX 集群节点进行管理，包含以下功能： 

⚫ 故障转移开启或关闭； 

⚫ 故障转移策略设定； 

⚫ 故障恢复策略设定； 

⚫ 集群初始化； 

⚫ 在线扩容； 

⚫ 在线缩容； 

⚫ 设定节点参数，包括节点名称、最大运行任务数。 

 

 

6.2 事件管理 

TurboDX 运行过程中会持续产生各类事件，如服务启停、任务启停、发现 DDL操

作、数据异常、连接异常等等。这些事件会在总控台中实时滚动显示，也会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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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给指定的运维人员。但无论如何，这些事件会集中在 事件管理模块中显示并管

理。 

 

事件列表过滤 

按以下条件对事件列表进行过滤，以便快速定位。 

⚫ 事件级别：全部/INFO/WARN/ERROR 

⚫ 事件产生对象：全部/任务/系统/DDL/服务器/节点 

⚫ 事件产生时间：全部事件/指定日期事件 

 

事件搜索 

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进行搜索。 

 

 

查看事件详情 

点击列表中 查看 列下的图标，显示该事件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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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事件 

选择一个或多个事件后，点击 删除 按钮，将删除选中的事件。 

 

 

清空事件 

清空全部历史事件。 

请慎用。 

 

6.3 函数管理 

函数是用于交换过程中的处理阶段，或用于源数据过滤等条件设定。TurboDX内

置了 8大类、80 余个常用函数。用户可自行添加新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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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自定义程序 

TurboDX 交换任务中提供的扩展处理功能，包括前处理和后处理。 

每条数据写入目标之前，可先调用指定的用户自定义程序，根据返回值决定后

续操作，此称为前处理。每条数据交换完成后，根据需要可调用指定的用户自定义

程序，此称为后处理。 

自定义程序模块就是加载并管理前处理、后处理所需的用户自定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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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驱动包管理 

TurboDX 对数据源的连接是要通过驱动包来实现的，不同的数据源需要有不同的

驱动包。驱动包管理模块为用户提供了驱动包的上载和管理功能。 

 

 

新增驱动包 

点击 新增 按钮，在弹出窗口中填写相应的内容，并加载驱动包。 

 

 

修改驱动包 

点击列表中 修改 列下的图标，对该驱动包信息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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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适用库 

有的驱动包可以适用于多个数据库，则可以在基本适用类型的基础上为它指定

额外的适用数据库。 

选中列表中的某一驱动包，点击页面顶部的 指定适用库按钮，在弹出窗口中选

择额外适用数据库。 

 

 

分类管理 

按数据库类型对驱动包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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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触发器管理 

在 TurboDX 的交换整合任务中，增量数据的获取方式之一是通过触发器，

TurboDX提供辅助在源端创建触发器的功能。这些由 TurboDX 辅助创建的触发器可

在 触发器管理 模块中集中管理。 

管理功能上包括：新增、删除、修改、查看触发器详情、查看所触发出来的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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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kerberos 认证 

在 kerberos 环境中部署 TurboDX时，上传或更换 kerberos 认证文件。 

 

6.8 节假日管理 

自定义节假日，以供任务调度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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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事件通知 

TurboDX 运行过程中会持续产生各类事件，如服务启停、任务启停、发现 DDL操

作、数据异常、连接异常等等。这些事件会在总控台中实时滚动显示，也可以按规

则发送给指定的运维人员。 

事件通知模块就是对事件通知的规则进行管理，同时也提供历史通知的查看和

管理功能。 

事件通知包含 3个子模块：规则管理、历史通知、接口设置。 

7.1 规则管理 

事件通知机制是根据规则去匹配事件，匹配成功的事件就会采用指定的方式发

送给指定的通知对象（运维人员）。 

因此，每个规则由以下部分组成： 

⚫ 规则名称：对该规则的命名。 

⚫ 描述：一段文字，用以描述该规则的有助于使用人员理解的信息。 

⚫ 触发对象：指定事件的来源，有“系统”和“任务”两类来源，任务又分为

“所有任务”或是“指定任务”。 

⚫ 触发事件：指定该规则匹配的事件类型。 

⚫ 通知智能合并：若同一对象在一段时间内反复产生某事件，则可选择合并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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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历史通知 

查看并管理以前发出的通知。 

 

 

7.3 接口设置 

设置邮件通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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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包括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机构管理、菜单管理、菜单授权、操作日

志、登录日志、在线用户、全局设置、事件模板管理等。 

8.1 用户管理 

管理员可在用户管理下创建、维护及查看用户。管理员可以在此页面下查看用

户名、性别、角色、所属单位、职务等信息，也可以在页面进行冻结或激活用户、

重置密码等操作。 

 

8.1.1 新建用户 

点击页面的左上角的新增按钮，在弹出窗口中填写正确的信息，点击下方确定

按钮完成用户的新建。 

 



 数贝 TurboDX 操作手册 V5.0 

 

79 

用户的角色选项，默认存在“系统管理员”，其余的由管理员用户在角色管理 

模块中创建。 

 

8.1.2 修改用户信息 

点击列表中修改列下的图标按钮，可修改用户的信息。 

 

 

8.1.3 删除用户 

点击页面的删除按钮，可删除选中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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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角色管理 

对 TurboDX 中的用户角色进行管理。 

 

 

8.3 机构管理 

TurboDX 中的机构类似租户，是用户之上的使用对象层级，每个用户只能属于一

个机构。 

机构之间是相系隔离的，即一个机构用户所创建的数据对象，只对本机构用户

可见，其它机构用户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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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菜单管理 

定置 TurboDX 系统中的菜单，仅系统管理员可用。 

 

 

8.5 菜单授权 

菜单授权用于管理员为系统的角色和用户授权。系统支持两种授权方式：按角

色授权可操作和使用的功能，之后为用户赋予不同的角色；按用户授权直接为系统

的用户在本系统中可进行的操作功能进行授权。 

1. 按角色授权 

选择按角色授权的标签页，点击选择相应的角色，页面的右侧会出现系统的功

能菜单，勾选为角色授权，点击右侧上方保存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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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用户授权 

点击选择按用户授权的标签页，点击选择要授权的用户，页面的右侧会出现系

统的功能菜单，勾选为用户授权，点击右侧上方保存。 

注意：按用户授权的功能和按角色授权的功能是叠加使用的，即如果已经为一

个角色授权了某功能，并将这个角色赋予给某个用户，则该用户就已经拥有该角色

的权限；按用户授权的功能仅用于赋予角色之外的功能。 

如果不想使用户继承角色的授权，可以先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授权的“空角

色”，把用户角色设为该空角色，再按用户授权，即可不继承任何授权。 

 

8.6 操作日志 

系统的操作日志功能记录下所有用户的操作。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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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操作日志支持查询功能，用户可根据不同的查询条件进行查询。查询条

件包括开始日期、结束日期、操作人、操作结果等。可输入多个查询条件，缩小结

果范围。 

 

8.7 登录日志 

系统的登录日志功能记录下所有的用户登录情况。界面如下图。 

 

系统的登录日志同样支持查询功能，用户可根据不同的查询条件进行查询。查

询条件包括开始日期、结束日期、用户姓名。可输入多个查询条件，缩小结果范

围。 

8.8 在线用户 

显示当前在线的用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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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全局设置 

全局设置是设置一些全局性的系统参数，包括：异常策略、日志设置、目标库

大小写、特定数据类型映射、数据库类型字典。 

8.9.1 异常策略 

当任务发生表异常或数据异常时，采取的动作可以包括忽略、跳过、中止表、

中止任务等，这些预先设定好的动作就形成了异常策略。 

 

异常策略分为全局异常策略和任务异常策略，任务级策略的优先级高于全局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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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 日志设置 

设置各类日志的最长保留期限，并提供手动释放日志空间的功能。 

 

8.9.3 目标库大小写 

各类数据库中，表名、字段名等对象的大小写规则不一致。在数据交换过程

中，如果不能正确设置好大小写规则，将会发生写数据异常。 

在 TurboDX 中，基本默认大小规则是目标库与源库保持一致。但可按已知信息

指定每类数据库的大小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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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 数据库类型字典 

数据库类型字典是 TurboDX内部使用的字典代码，无需修改。 

 

8.10 事件模板管理 

在此设定所有系统事件的编码、名称、事件内容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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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TurboDX 支持数据源列表 

序

号 

支持源数据库（全量

及传统增量读取） 

支持源数据库

（CDC 增量读取） 
支持目标数据库 

1 Oracle Oracle Oracle 

2 OracleRAC OracleRAC OracleRAC 

3 MySQL MySQL MySQL 

4 SQL Server SQL Server SQL Server 

5 PostgreSQL PostgreSQL PostgreSQL 

6 DaMengDB DaMengDB DaMengDB 

7 DB2 for LUW DB2 for LUW TiDB 

8 Informix Informix DB2 for LUW 

9 SAP Hana GBase8s Informix 

10 GaussDB Kingbase SAP Hana 

11 GBase8s MogDB Greenplum 

12 Kingbase HighGo Gauss200 

13 MogDB openGauss GaussDB 

14 HighGo   GBase8s 

15 openGauss   GBase8a 

16     Vertica 

17     Clickhouse 

18     Kingbase 

19   Mog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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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支持源数据库（全量

及传统增量读取） 

支持源数据库

（CDC 增量读取） 
支持目标数据库 

20     HighGo 

21   SequoiaDB 

22   openGauss 

23     PolarDB 

24     TDSQL 

25     OceanBase 

26     XuGuD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