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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手册介绍了 GBase 8s 数据库产品的安全技术。
GBase 8s 是一款安全数据库，因此安全技术是 GBase 8s 数据库产品的核心价值
所在。本手册描述了 GBase 8s 数据库的管理员分类与职责，以及安全模块的全部功
能，分别是身份鉴别、自主访问控制、标记与强制访问控制、数据保护、备份与恢复、
资源管理、安全审计和安全总开关配置管理。对于这些功能，本手册详尽地介绍了其
功能概述、配置说明、基本语法等信息。手册的最后提供了针对安全模块功能的使用
示例，涵盖了通用功能和数据库安全功能，仅供用户参考。
本手册的读者包括并不局限于以下人员：
•

数据库管理员

•

数据库服务器管理员

•

操作系统管理员

•

数据库系统安全维护员

-1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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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员分类与职责
2.1 管理员的分类
系统提供三个方面的管理员操作：数据管理员操作、安全管理员操作和审计管理
员操作。为此，系统设置了三类管理人员：数据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和审计管理员。
数据管理员使用企业管理器负责数据的管理、用户管理以及设定用户对数据库对

象（库、表、字段等）的操作权限（DDL、DML 等）。在系统初始版本生成时建立并激
活第一个负责数据管理的数据管理员 sysdba 并定义其初始口令，为 GBase8szyj 。
安全管理员使用安全管理器进行系统的强制访问控制管理。包括安全标记设置、

授权及安全审计员日志的审查分析，它为每个主体和每个客体设置安全级别，包括密
级、范畴和访问特性。任何经过该软件的操作都要由统一的安全机制对主体及客体的
安全级别进行比较审查。强制访问控制安全管理员还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自己的口令。
具体地讲，安全管理员负责所有强制访问控制命令的操作。其具体职能是：
•

标识、修改（安全标签）

•

标识、修改与删除客体标识

•

标识、修改与删除主体标识

•

有关安全信息的浏览

在系统初始版本生成时建立并激活数据安全管理员 sysdsa 并定义其初始口令，
为 GBase8szyj。
审计管理员使用审计工具进行审计功能的设置、维护和管理操作，负责系统审计

功能的管理。对用户在数据库中的活动事件进行记录，该活动可能是修改或展示数据，
或者是审计和安全策略的配置等。在系统初始版本生成时建立并激活审计管理员
sysdaa 并定义其初始口令，为 GBase8szyj 。

2.2 数据库登录模式分类
2.2.1 功能概述
GBase 8s Server 提供三种用户登录模式，分别是数据库内部用户模式、维护模
式和全模式，描述如下：
•

数据库内部用户模式：仅支持 sysdba、sysdsa、sysdaa 以及由 sysdba 创建的

用户使用数据库。
•

维护模式：仅支持 root、gbasedbt 用户访问数据库，可用于进行数据库备份恢

复、导入导出等工作。该模式下不支持数据库内部用户登录。
-2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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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模式：同时支持数据库内部用户模式和维护模式。

2.2.2 配置说明
用户登录模式功能可通过设置 ONCONFIG 文件 CONF_SWITCH 配置项控制登录模
式。推荐使用CONF_SWITCH=2 模式，可通过 onmode -wf CONF_SWITCH=2 设置。
CONF_SWITCH 值

行为说明

1) 仅 sysdba、sysdsa、sysdaa 以及由 sysdba 创建的用户可使用数
据库
0

2) root、gbasedbt 用户不可登录数据库
3) onbar,ontape,onparams,onspaces,dbexport,dbimport,archecker
,onunload,onload 不可用
1) 仅 root、gbasedbt 可登录数据库，其余用户不可登录数据库

1

2) onbar,ontape,onparams,onspaces,dbexport,dbimport,archecker
,onunload,onload可用

2

同时支持 CONF_SWITCH 值为 0 和 1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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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份鉴别
3.1 功能概述
DBMS 的身份鉴别功能分为两个部分：用户标识与身份鉴别。

3.1.1 用户标识
每个进入 DBMS 的用户首先需要有一个用户标识，并在 DBMS 的整个生命周期实
现用户标识的唯一性。

3.1.2 身份鉴别
系统按照基本鉴别、不可伪造鉴别及一次性使用鉴别要求进行用户身份鉴别，用
户在使用 DBMS 时必须首先给出用户标识，通过检验合格后才能进入使用 DBMS。
身份鉴别功能实现包括：
•

强化管理的口令鉴别：系统采用存储哈希口令的方式提高口令安全性。

•

密码复杂度检查：口令长度不得低于 8 位，口令必须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

母、数字。
•

密码时效性检查：用户口令有效期最多为 7 天，超过 7 天未修改口令，登录

时需要重新设置口令。
•

尝试次数限制：提供用户鉴别尝试次数限制功能，用户可设定尝试次数，最多

为 5 次。超过后用户挂起，间隔一段时间后才可以正常登录。
•

用户密码传输加密：用户在客户端登录数据库服务器时，输入的密码信息进行

加密传输，server 端进行密码解密并校验。
•

超时认证：用户登录数据库长时间空闲不进行操作，再次操作时，需要输入管

理员信息重新登录。
•

支持证书鉴别：采用 SSL 协议，通过双向认证，即客户端或工具端在申请访

问服务端时，利用对方的验证算法来验证通信中收到的签名信息。

3.2 配置说明
3.2.1 强化管理的口令鉴别
该功能无需配置，GBase 8s 对用户密码采用 sha-256 和 Base64 编码方式进行
加密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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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密码复杂度检查
ONCONFIG 文件中 PWDCOMPLEXCHK 配置项设置为 1 时，启动密码复杂度检查模块，
设置为 0 时，关闭此模块。
ONCONFIG 文件中 PWD_MIN_LENGTH 配置项设置密码最小长度，最小值为 8，即密
码长度不低于 8 位，最大值 32。启用密码复杂度检查模块后，该参数生效。
更改 PWDCOMPLEXCHK 和 PWD_MIN_LENGTH 后，需要重启数据库才可生效。
【示例 11.2.2】

3.2.3 密码时效性检查
ONCONFIG 文件中 PWDDATECHK 配置项设置为 1 时，启动密码时效性检查模块，
设置为 0 时，关闭此模块。
ONCONFIG 文件中 CFPWDPERIOD 配置项设置最长更换周期（天），最大值为 7。
启用本模块后，该参数生效。
更改 PWDDATECHK 和 CFPWDPERIOD 后，需要重启数据库才可生效。
密码使用时间超出最长更换周期后，用户可通过企业管理器、安全管理器、审计
工具登录数据库，在登录后的弹出窗体中更新密码。
【示例 11.2.4】

3.2.4 尝试次数限制
ONCONFIG 文件中 CF_LIMIT_SWITCH 配置项设置为1时，启动尝试次数限制模块，
设置为0时，关闭此模块。
ONCONFIG 文件中 CFLIMITNUM 配置项设置登录失败超次阈值，单位为天，最大值
7。启用本模块后，该参数生效。
ONCONFIG 文件中 LOCKPERIOD 配置项设置登录失败超过阈值后，用户被锁定时间，
单位为天，最大值为 7。启用本模块后，该参数生效。
更改 CF_LIMIT_SWITCH、CFLIMITNUM 和 LOCKPERIOD 后，需要重启数据库才可生
效。
【示例 11.2.3】

3.2.5 用户密码传输加密
该功能无需配置，GBase 8s 对用户密码采用 AES 算法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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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超时认证
ONCONFIG 文件中 SESTO_SWITCH 配置项设置为 1 时，启动超时认证模块，设置 0
时，关闭此模块。
ONCONFIG 文件中 SES_TIMEOUT 配置项设置超时时间，单位为秒，最小值为 1，
最大值 2147483647（约 68 年）。如设置 SES_TIMEOUT 为 600，表示用户登录数据
库后，超过 600 秒为进行操作，再次操作时，需要重新登录。启用本模块后，该参数
生效。
更改 SESTO_SWITCH 和 SES_TIMEOUT 后，需要重启数据库才可生效。
【示例 11.2.5】

3.2.7 支持证书鉴别
GBase 8s 支持数字证书模式进行用户登录鉴别，配置方式见 6.2 数据传输保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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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主访问控制(Discretionary access
control)
4.1 功能概述
GBase 8s 提供的自主访问控制（Discretionary Access Control， DAC）功能非
常灵活，用户可对不同的数据对象设定不同的访问权限，同时，不同的用户对同一数
据对象也有不同的权限。用户可以将其拥有的访问权限转授给其他用户。自主访问控
制是基于用户的，由数据对象的拥有者决定哪些用户可以对该数据对象进行访问，访
问权限完全由数据对象的拥有者决定。
用户对数据对象的操作权利被称为权限，用户权限是由数据库对象（库、表、字
段等）和操作类型（DDL、DML 等）两个要素组成，对用户权限的定义就是定义该用户
可以对哪些数据库对象进行哪些类型的操作。
该功能不受配置参数控制。

4.2 基本语法
GBase 8s 的权限赋予语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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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ANT

Database-Level Privileges

(2)

TO

PUBLIC

(3)
DEFAULT ROLE Role Name
(3)

Role Name

‘user’

TO Options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ptions
(5)

Table-Level Privileges

Routine-Level Privileges
Language-Level Privileges
Type-Level Privileges

(4)
TO Options

(6)
(6)
(7)

Sequence-Level Privileges (8)
TO Options 子句语法如下：

,
TO

‘user’
WITH GRANT OPTION

,
’role‘
’user‘

AS ’grantor

‘

PUBLIC

收回权限的语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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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VOKE

(2)

Database-Level Privileges
DEFAULT ROLE

Role Name FROM

(3)

(3)

FROM

FROM

PUBLIC
,
‘user

PUBLIC

,

’
AS ’revoker‘

‘user’
‘role’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ptions
Table-Level Privileges

Routine-Level Privileges
Language-Level Privileges
Type-Level Privileges

(5)

USER List

(4)
FROM Options

(6)
(6)
(7)

Sequence-Level Privileges (8)

FROM Options 子句语法如下：
FROM

,
‘user’

CASCADE
RESTRICT
AS ’revoker‘

,
’role‘
’user‘

说明如下：
1)

GBase 8s 赋权和收回权限关键字；

2)

数据库级别权限授权和收回；

3)

角色及默认角色授予和收回；

4)

基于标签的访问控制（LBAC）相关设置；

5)

表级（字段级）权限授权的授予和收回；

6)

SPL（存储过程、函数、触发器）授权和收回；

7)

自定义数据类型授权的授权和收回；

8)

序列（Sequence）的授权和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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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权限划分
在 GBase 8s 中，可以对数据库、表、字段、视图、SPL（存储过程、函数、触发
器）、分片等数据库对象进行权限的授予和收回操作，如下图所示：

图 1 GBase 8s 安全数据库的不同安全层面

其中，数据库的权限是其他权限的基础，用户只有拥有数据库的权限后才能访问
表、视图、存储过程等其他数据库资源。
数据库以及其中的每个表、视图、存储过程和自定义数据类型都具有所有者。对
象的所有者通常是创建该对象的人员。数据库对象的所有者默认对该对象具有所有权
限。
数据库不同元素的权限如下表所示：
对象

权限

Database

Connect, resource, DBA

Table

Select, update, insert, delete, index, alter, references

Column

Select, update, references

Fragment

Insert, update, delete

View

Select, insert, delete, update

Sequence

Select, alter

UDT

Usage, under

SPL

Execute

4.4 数据库级别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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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有权使用指定数据库的用户都必须赋予其数据库级别的用户权限。在
GBase 8s 中，数据库级别的用户权限有三种，按权限从低到高排列依次为：CONNECT、
RESOURCE、DBA。
1.

CONNECT

这是级别最低的一种数据库级别用户权限。拥有该权限的用户可以执行
SELECT、INSERT、UPDATE 和 DELETE 语句，针对数据表执行存储过程，创建数据
表的视图，创建临时表。
具有 connect 特权的任何用户都可以执行以下的功能:
• 使用语句连接数据库
• 执行 Select, Insert, Update, Delete 语句（如果用户有必要的表
级别权限）
• 创建视图，如果用户对基本表有 select 权限
• 创建同义词
• 创建临时表以及创建临时表的索引
• 改变或删除表或索引，如果用户拥有表或者索引
• 对表或者视图授予特权，如果用户拥有表

2.

RESOURCE

拥有该权限的用户除拥有 CONNECT 的全部权限外，还可以创建新表，并可
以对自己创建的表执行 ALTER 和 DROP 操作，并执行创建索引，执行自定义函数
（UDR）等操作。
除了具有 connect 特权的功能，Resource 特权的持有者可执行以下的功能：
• 创建新表
• 创建新索引
• 创建新 UDR
• 创建新数据类型

3.

DBA

数据库的建立者和拥有者被自动受于这种权限。拥有该权限的用户除拥有
CONNECT、RESOURCE 的全部权限外，还可以对其他用户授予或解除 CONNECT、
RESOURCE 和 DBA 权限，可以对其他用户创建的表和视图执行 DROP 和 ALTER 操
作。也可以对数据库执行 DROP、START、STOP 和 RECOVER 操作。
拥有 Resource 特权的所有能力，并且能执行以下的附加操作：
• 将任何数据库特权（包括 DBA 特权）授予其他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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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任何表级别特权授予其他用户和角色
• 创建表，视图和索引，指定其他用户作为这些对象的所有者
• 改变，删除或者重命名数据库对象，不管谁拥有它们
• 插入，删除或更新除 systables 之外的任何系统目录表的行

表 2 数据库级别权限表
权限
Select, insert, update, delete, use
temporary tables, and use views.
Create, alter, drop, and index own tables.
Grant, revoke, drop other owned tables, and
start and stop server.

n

Connect

Resource

DBA

Yes

Yes

Yes

No

Yes

Yes

No

No

Yes

数据库权限的授予和撤销

在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后，创建者将对新创建的数据库拥有 DBA 权限。该用户连
接到这个库后，通过 GRANT 命令可以对其他用户授予相应的数据库级别权限。
GBase 8s 使用 PUBLIC 关键字代表访问该数据库的所有用户。任何赋予 PUBLIC
的权限都会被当做用户的缺省权限。如果需要指定某个用户，使用该用户的用户 IDs。
如需指定多个用户，多个用户名之间用逗号分隔。
l

赋予 CONNECT 权限，使用如下语法：

GRANT CONNECT TO PUBLIC;
GRANT CONNECT TO user1;
GRANT CONNECT TO usera, userb, userc;
l

收回 CONNECT 权限，使用如下语法：

REVOKE CONNECT FROM PUBLIC;
REVOKE CONNECT FROM user1;
REVOKE CONNECT FROM usera, userb, userc;
l

赋予 RESOURCE 权限，使用如下语法：

GRANT RESOURCE TO PUBLIC;
GRANT RESOURCE TO user1;
GRANT RESOURCE TO usera, userb, userc;
l

收回 RESOURCE 权限，使用如下语法：

REVOKE RESOURCE FROM PUBLIC;
REVOKE RESOURCE FROM user1;
REVOKE RESOURCE FROM usera, userb, use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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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赋予 DBA 权限，使用如下语法：

GRANT DBA TO user1;
GRANT DBA TO usera, userb, userc;
l

收回 DBA 权限，使用如下语法：

REVOKE DBA FROM user1;
REVOKE DBA FROM usera, userb, userc;
对于拥有 DBA、RESOURCE 权限的用户，收回其对应的 DBA、RESOURCE 权限，将
自动将其权限降为 CONNECT 权限。而对于只拥有 CONNECT 权限的用户，收回其
CONNECT 权限，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删除该数据库用户。

4.5 表和字段级权限
当一个用户访问数据库时，该数据库的 DBA 可以限制其对数据库内指定表和表中
指定字段的访问。任何 RESOURCE 级别或 DBA 级别的用户都可以创建表。表的拥有者
或任何 DBA 级别的用户都可以对其他用户授予或收回针对该数据表的表级别和字段
级别的权限。针对表和字段的权限共有 8 种：INSERT、DELETE、SELECT、UPDATE、
REFERENCES、INDEX、ALTER、ALL。
与数据库级别的权限相同，用户可以采用 GRANT 和 REVOKE 命令对其他用户授予
和收回对用户表级别和字段级别的权限。
基本语法如下：
PRIVILEGES
ALL

ON

table

,
owner .

INSERT

view
synonym

DELETE
UPDATE
SELECT

(

,
column

)

REFERENCES
ALTER
INDEX
UNDER

对于表和字段权限的授予和收回示例如下：
1.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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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权限表示用户可以向表中增添新的数据。
授权语法示例如下：
GRANT INSERT ON customer_table TO user1;
GRANT INSERT ON customer_table TO usera, userb, userc;
GRANT INSERT ON customer_table TO PUBLIC;
收回权限语法示例如下：
REVOKE INSERT ON customer_table FROM PUBLIC;
REVOKE INSERT ON customer_table FROM usera, userb, userc;
REVOKE INSERT ON customer_table FROM user1;
2. DELETE

该权限表示用户可以删除表中的数据。
授权语法示例如下：
GRANT DELETE ON customer_table TO user1;
GRANT DELETE ON customer_table TO usera, userb, userc;
GRANT DELETE ON customer_table TO PUBLIC;
收回权限语法示例如下：
REVOKE DELETE ON customer_table FROM PUBLIC;
REVOKE DELETE ON customer_table FROM usera, userb, userc;
REVOKE DELETE ON customer_table FROM user1;
3. SELECT

该权限可以扩展到指定字段，表示用户可以查询表中的记录或指定字段，授权语法
示例如下：
GRANT SELECT ON customer_table TO usera, userb, userc;
GRANT SELECT (customer_id, customer_name) ON customer_table TO PUBLIC;
收回权限语法示例如下：
REVOKE SELECT (customer_id, customer_name) ON customer_table FROM PUBLIC;
REVOKE SELECT ON customer_table FROM usera, userb, userc;
4. UPDATE

该权限可以扩展到指定字段，表示用户可以修改表中的记录或指定字段，授权语法
示例如下：
GRANT UPDATE ON customer_table TO usera, userb, userc;
GRANT UPDATE (customer_id, customer_name) ON customer_table TO PUBLIC;
收回权限语法示例如下：
REVOKE UPDATE (customer_id, customer_name) ON customer_table FROM PUBLIC;
REVOKE UPDATE ON customer_table FROM usera, userb, userc;
5.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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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权限可以扩展到指定字段，表示用户可以针对表中的记录、指定字段制定参考性
约束条件。参考性约束条件用来执行诸如多级删除和字段之间关联的工作。授予该权
限的用户至少是 RESOUCE 级别的用户，授权语法示例如下：
GRANT REFERENCES ON customer_table TO usera, userb, userc;
GRANT REFERENCES (customer_id, customer_name) ON customer_table TO PUBLIC;
收回权限语法示例如下：
REVOKE REFERENCES (customer_id, customer_name) ON customer_table FROM PUBLIC;
REVOKE REFERENCES ON customer_table FROM usera, userb, userc;
6. INDEX

该权限表示用户可以建立或删除与指定表有关的索引。授予该权限的用户应该至少
是 RESOURCE 级别的用户。一个 CONNECT 级别的用户即使被授予该权限也不能建立永
久索引，但具有 connect 权限的用户可以创建临时表的索引。该权限不能扩展到指定
字段，因为索引是建立在表的所有行的基础上，授权语法示例如下：
GRANT INDEX ON customer_table TO usera, userb, userc;
GRANT INDEX ON customer_table TO PUBLIC;
收回权限语法示例如下：
REVOKE INDEX ON customer_table FROM PUBLIC;
REVOKE INDEX ON customer_table FROM usera, userb, userc;
7. ALTER

该权限表示用户可以改变表的结构。所谓改变表的结构是指添加或者删除行，修改
列数据类型，添加或者删除约束，将表的锁定方式从 page 更改为 row，或为表添加
或删除相应的行类型名称。该权限只能针对数据表。授予该权限的用户必须是DBA级别
的用户。授权语法示例如下：
GRANT ALTER ON customer_table TO usera, userb, userc;
GRANT ALTER ON customer_table TO PUBLIC;
收回权限语法示例如下：
REVOKE ALTER ON customer_table FROM PUBLIC;
REVOKE ALTER ON customer_table FROM usera, userb, userc;
8. ALL

该权限包含上面的所有 7 种权限。授权语法示例如下：
GRANT ALL ON customer_table TO usera, userb, userc;
GRANT ALL ON customer_table TO PUBLIC;
收回权限语法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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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KE ALL ON customer_table FROM PUBLIC;
REVOKE ALL ON customer_table FROM usera, userb, userc;

l

权限组合

可以使用一条命令同时针对某一（或多个）用户授予或解除多种表级别或字段级别
的权限。例如同时授予所有用户对表 customer_table 的 INSERT、DELETE 和 UPDATE
权限：
GRANT INSERT, DELETE, UPDATE ON customer_table TO PUBLIC;
又如使用一条命令同时收回用户 user1 对表 customer_table 的I NDEX、SELECT
权限以及对字段 phone 的 ALTER 权限：
REVOKE INDEX, SELECT, ALTER (phone) ON customer_table FROM user1;
【示例 11.1.21】

4.6 分片表（Fragment）权限
分片（Fragment）是 GBase 8s 数据库服务器提供的一种内部的把大表拆分为多个
小表，同时对外提供同一个表的管理方式。有了 fragment 层面的权限后，可以对“分
片的数据表”实现更细粒度的权限控制。
例如,下面的示例表示仅赋予用户 user1 对数据表某个分片的访问权限：
REVOKE FRAGMENT ALL ON customer_table FROM USER1;
GRANT FRAGMENT INSERT, UPDATE, DELETE ON customer_table (dbspace1) TO user1;

4.7 视图权限
视图时由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查询定义的虚拟表（Virtual Table）。视图所对应的
查询被称为视图定义，它规定了如何从一个或者几个基本表（Base Table）中导出视
图。在数据库中只存放视图的定义，不存放视图对应的数据，数据仍存放在导出视图
的基本表中。修改基本表中的数据，相应视图中的数据也随之改变。视图就像一个窗
口，透过视图可以看到数据库中待观察的数据。
在创建视图时，创建者需要对数据库拥有 Resource 或以上权限。
由于视图是不实际存储数据的虚拟表，因此对视图的更新最终要转换为对基本表的
更新。同理，对于视图的访问，权限划分为对视图和导出视图的基本表两部分，对于
视图的访问，权限要求视图使用者同时拥有视图和导出视图的基本表的权限。其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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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规则如下表所示：
表 3 视图权限判定
访问者
基本表权限
Yes

权限判定

Yes

创建者
基本表权限
Yes

Yes

Yes

No

No

Yes

No

Yes

Yes

Yes

No

No

No

No

Yes

Yes

No

No

Yes

No

No

No

No

Yes

No

No

No

No

No

视图权限

Yes

对于视图权限的授予和收回，语法等同于对表的权限授予和收回，示例如下：
创建视图示例：
GRANT VIEW customer_view AS
SELECT *
FROM customer_table
WHERE AS customer_id = 199;
授权语法示例如下：
GRANT SELECT, UPDATE ON customer_view TO usera, userb, userc;
GRANT ALL ON customer_view TO PUBLIC;
收回权限语法示例如下：
REVOKE ALL ON customer_view FROM PUBLIC;
REVOKE UPDATE ON customer_view FROM usera, userb, userc;

4.8 SPL(存储过程、函数、触发器)的权限
SPL（Stored Procedure Language）是在 GBase 8s 中提供的一种流程控制（分
支和循环）的 SQL，是 GBase 8s 对标准SQL的扩充，用于编写存储过程。GBase 8s 的
存储过程包括 SPL 过程（没有返回值）和 SPL 函数（有返回值）。在创建 SPL 时，
创建者需要对数据库拥有 Resource 或以上权限。
在 GBase 8s 中，触发器（Trigger）是一个特殊的存储过程。在对表执行 INSERT、
DELETE 或 UPDATE 操作时，通过定义触发器使 GBase 8s 自动调用存储过程或SQL语
句。由于触发器是由系统所调用执行，所以触发器不涉及执行权限。
同视图相似，对于 SPL 执行时的权限判定也受SPL本身权限和 SPL 内SQL 访问的
基本表权限所限制。在 GBase 8s 的权限判定规则中，只要 SPL 的创建者和使用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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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人对被 SPL 访问的基本表有权限，即可判定该 SPL 权限通过，其判定规则如
下表所示：
表 4 SPL权限判定
访问者
基本表权限
Yes

权限判定

Yes

创建者
基本表权限
Yes

Yes

Yes

No

Yes

Yes

No

Yes

Yes

Yes

No

No

No

No

Yes

Yes

No

No

Yes

No

No

No

No

Yes

No

No

No

No

No

SPL权限

Yes

对于存储过程权限的授予和收回，语法同于对表的权限授予和收回相似，示例如
下：
授权语法示例如下：
GRANT EXECUTE ON square(x INT) TO usera, userb, userc ;
GRANT EXECUTE ON proc_abc TO PUBLIC;

-- function
-- procedure

收回权限语法示例如下：
REVOKE EXECUTE ON proc_abc FROM PUBLIC;
REVOKE EXECUTE ON square(x INT) FROM usera, userb, userc;

4.9 用户自定义类型 UDT 权限
GBase 8s 支持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类型(UDT：User Define Type)。创建用户自定义
的数据类型时，只有 DBA 或该数据类型的拥有者才能够授予或撤销该自定义类型级别
的权限(这些权限控制哪些用户可以使用该UDT）。针对 UDT，支持两种类型级别的权
限控制。
对用户自定义的类型的 Usage 权限： 当用户创建了自定义数据类型后，其他用户
必须通过 grant 语句得到 usage 权限后才可以使用这些 UDT。
对该 UDT 的 Under 特权：用户 user1 拥有创建的已命名的 UDT ty_a。如果
user1 想要用户 user2 能够在 UDT a 上创建子类型 ty_b，则必须将 ty_a 的 under
特权授予用户 user2。
授权语法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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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USAGE ON TYPE ty_a TO usera, userb, userc ;
GRANT UNDER ON TYPE ty_a TO PUBLIC;
收回权限语法示例如下：
REVOKE UNDER ON ty_a FROM PUBLIC;
REVOKE USAGE ON ty_a FROM usera, userb, userc;

4.10 序列（Sequence）、同义词（Synonym）
级别权限
GBase 8s 对于序列和同义词提供两种操作的权限管理，Select 和 Alter，其语法
如下：
ALL

sequence

ON

,
SELECT

Owner .

synonym

ALTER
授权语法示例如下：
GRANT ALL ON sequence_1 TO usera, userb, userc ;
GRANT SELECT ON synonym_2 TO PUBLIC;
收回权限语法示例如下：
REVOKE SELECT ON synonym_2 FROM PUBLIC;
REVOKE ALL ON sequence_1 FROM usera, userb, userc;
【示例 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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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记与强制访问控制
5.1 功能概述
DBMS 中的主体与客体均需标以敏感标记（简称标记），标记分为安全等级标记与
范畴标记，等级标记是用正整数表示，而范畴标记则用集合表示。
由负责 MAC 管理的安全管理员设定主体和客体的密级和范畴。
在标记的基础上可以进行强制访问控制，强制访问控制采用 Bell Lapadula 访问
策略模型，即当主体访问客体时，对主体与客体的标记作比较，一般而言，只有当主
体安全等级标记大于等于客体安全等级标记并且其主体范畴标记包含客体范畴标记时，
才能进行读访问（称向下读原则）。只有当主体安全等级标记小于等于客体安全等级
标记并且其主体范畴标记被客体范畴标记包含时，才能进行写（包括修改、删除）访
问（称向上写原则）。Bell-La Padula 模型的基本安全策略是“下读上写”，在 GBase
8s 中，基于实用性的考虑对安全策略进行了优化。默认的安全访问策略为：下读等写。
当主体访问客体时，强制访问控制需按安全访问策略模型作安全检查，只有当符
合模型要求时访问才能进行，否则为非法，访问不能进行。
强制访问控制粒度支持记录、字段级。

5.2 配置说明
该功能可通过设置 ONCONFIG 文件 LBAC_SWITCH 配置项控制是否启用。当
LBAC_SWITCH 设置为1时，启用此功能。LBAC_SWITCH 设置为 0 时，关闭此功能。更
改LBAC_SWITCH后，需要重启数据库，方可生效。
另外，启用该功能后，用户才可以在安全管理器中使用该功能，详见《安全管理
器使用手册》。
【示例 11.1.23】
【示例 11.1.24】
【示例 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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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保护
6.1 数据存储保密性
6.1.1 功能概述
存储数据的保密性是安全数据库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GBase 8s 安全数据库的数
据加密采用库内加密的方式，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内核存储引擎级进行数据加解密处
理，即数据在进行物理 I/O 时完成加解密工作。
支持 onbar、ontape 在加密模式下进行备份恢复。
由于数据页只有在真正进行 I/O 时才进行加解密操作，从而对于合法用户来讲是
完全透明的，因此也可以称为透明存储加密。
密/明文：数据库数据经加密后落地，即为密文。从磁盘加载后经数据库解密即为
明文。

6.1.2 配置说明
ONCONFIG 文件 SERVER_ENCRYPTION_TYPE 配置项用来设定数据存储类型，支持明
文、软加密和加密卡三种方式。其中 CLEARTEXT 为明文存储；SOFT 为软加密方式存
储。如需支持其他加密方式，请联系 GBase 8s 技术支持人员获得更进一步的信息。
更改数据存储方式，即修改 SERVER_ENCRYPTION_TYPE 参数值，需要对数据库进
行初始化，即执行 oninit –ivy，方可正常使用。初始化后，数据库将清除用户数据。

6.2 数据传输保密性
6.2.1 功能概述
用户端与数据库服务端的信息访问，使用以 SSL 为基础的安全协议来建立安全保
密数据传输路径。使用加密算法保护链路层安全，使用证书对服务端和客户端进行双
向验证，保证客户端和服务端之间通讯的保密性和完整性。

6.2.2 配置说明
GBase 8s Server 启用 SSL 模块，涉及三个配置文件，ONCONFIG、SQLHOSTS、
SQLHOSTS.EXT 文件。
1. ONCONFIG 设置 VPCLASS、NETTYPE 参数，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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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CLASS encrypt,num=1
NETTYPE onsocssl,1,150,CPU
2. SQLHOSTS 设置 onsocssl 通信类型，示例如下：
ol_gbase8s onsocssl 127.0.0.1 10603
3. SQLHOSTS.EXT 设置预置证书（DEMO）级，示例如下：
SQLHOSTS.EXT 文件为 /opt/gbase8s/etc/sqlhosts.ol_gbase8s.ext，初始化设
置内容：
[config]
GBS_TYPE=gbasessl

[ol_gbase8s]
server=ol_gbase8s
client=ids1_client

[ol_gbase8s]
TLSCACertificateFile=/opt/gbase8s/ids_cfg/security/GBASECA.pem
TLSCertificateFile=/opt/gbase8s/ids_cfg/security/GBase8s.pem
TLSCertificateKeyFile=/opt/gbase8s/ids_cfg/security/GBase8s.key
TLSCertificateKeyFilePasswd=
TLSVerifyCert=verify

[ids1_client]
TLSCACertificateFile=/opt/gbase8s/ids_cfg/security/GBASECA.pem
TLSCertificateFile=/opt/gbase8s/ids_cfg/security/root.pem
TLSCertificateKeyFile=/opt/gbase8s/ids_cfg/security/root.key

GBase TLSCertificateKeyFilePasswd=
8s 安装后，提供上述证书相关文件，供 demo 使用。如需使用正式证书文
件，请联系
TLSVerifyCert=verify
GBase 8s 技术支持人员获得更进一步的信息。

6.2.3 重启服务
服务端证书配置好后，需要重启 IDS 服务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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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备份与恢复
7.1 功能概述
GBase 8s 提供 onbar、ontape 备份恢复工具。他们都可以用来完成系统备份、
逻辑日志备份以及系统恢复等功能，同时这两种工具也有着不同的特性。

7.2 使用
Onbar、ontape 的使用十分简单、方便，但必须在命令行环境中执行。Onbar 还
支持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某时间点的功能。同时支持在加密模式下进行数据备份与恢
复，配置参数同数据存储保密。
onbar、ontape 用户同非安全版，具体使用说明详见《GBase 8s 备份与恢复指南》。
【示例 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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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源管理
8.1 功能概述
资源管理主要包括对用户连接数量控制、服务器存储空间监控预警、数据空间占
用监控等功能。

8.2 会话限制
GBase 8s 提供会话限制功能，即限制最大连接数（session）。
ONCONFIG 中 SES_NUM_SWITCH 配置项和 MAX_SESSION_NUM 配置项设置会话限制
功能。
SES_NUM_SWITCH 配置项负责启停会话限制模块。当 SES_NUM_SWITCH 为 1 时，
启动会话限制模块。当 SES_NUM_SWITCH 为 0，关闭该模块。该参数改变需要重启数
据库才可生效。
SES_NUM_SWITCH 为 1 时，设置 MAX_SESSION_NUM 参数，确定最大用户连接数，
如 MAX_SESSION_NUM 200，表示支持最大连接数为 200。该参数改变需要重启数据库
才可生效。

8.3 低限报警
GBase 8s 提供服务器存储空间低限报警功能。用于监控根目录空间剩余值是否低
于阈值，当磁盘空间小于阈值时，数据库会发出预警邮件，并在 online.log 中打印
报警信息。
ONCONFIG 中 RESOURCE_CHECK 配置项和 DISK_THRESHOLD 配置项用于设定低限
报警功能。
RESOURCE_CHECK 配置项负责启停会话限制模块。当 RESOURCE_CHECK 为 1 时，
启动模块。当 RESOURCE_CHECK 为 0，关闭该模块。该参数改变需要重启数据库才可
生效。
RESOURCE_CHECK 为 1 时，设置 DISK_THRESHOLD 参数，确定磁盘空间剩余量阈
值（千分比），例如设置为 50 时，当根目录剩余空间低于千分之50时，数据库会发
出预警邮件，并在 online.log 中打印报警信息。
【示例 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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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资源占用监控
GBase 8s 提供资源占用监控功能，无需专门配置。用于监控内存、磁盘等数据库
资源使用情况。可通过 onstat 工具查看。
【示例 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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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审计
9.1 功能概述
GBase 8s 提供安全审计机制，对用户在数据库中的活动事件进行记录，该活动可
能是修改或展示数据，或者是审计和安全策略的配置等。通过对这些活动的记录就可
对可疑的活动进行分析。
为便于独立审计，设有专门的审计员进行审计管理，审计员可利用专门的审计操
作界面对审计事件进行选择，查阅有关审计数据，处理报警信号。

9.2 审计事件
9.2.1 审计事件
GBase 8s 系统定义了28种审计事件来决定什么事件进行审计，如下表。通过审计
工具对审计事件的设置，可以指定数据库服务或某个用户需要审计的事件组合。可以
对成功或者失败的操作记录分别记录，或者两种同时记录。
序号

1

2

审计类型

数据库管理类事件

用户管理类事件

审计事件

审计掩码

创建数据库

CRDB

删除数据库

DRDB

创建用户

CRUR

删除用户

DRUR

密码修改

PWUR

信息修改

ALUR

库特权授予

GRDB

表特权授予

GRTB

库特权回收

RVDB

表特权回收

RVTB

3

用户登录类事件

用户登录

STSN

4

表管理类事件

创建表

CRTB

删除表

DRTB

修改表

ALTB

创建索引

C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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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5

6

7

审计类型

表操作类事件

MAC 类事件

审计分析类事件

审计事件

审计掩码

删除索引

DRIX

修改索引

ALIX

插入数据

INRW

删除数据

DLRW

更新数据

UPRW

读取数据

RDRW

清空数据

TCTB

创建安全标签

CRLB

删除安全标签

DRLB

添加主体标记

GRLB

回收主体标记

RVLB

异常检测

LCPM

侵害分析

LKUR

9.2.2 配置说明
用户通过审计配置数据库审计事件，详细参见《GBase 8s 审计工具用户手册》中
3.2节“审计配置”。

9.3 审计日志
9.3.1 审计日志配置
ONCONFIG 文件 AUDIT_TYPE 配置项用来设定审计日志类型，值为 0 或 1。其中，
设置为 1 时，数据库将审计信息存储系统表内，用户可以通过审计工具查看审计日志。
设置为 0 时，日志信息将已数据文件形式存储到数据库所在服务器中，此时审计工具
无法读取、分析审计日志。

9.3.2 审计日志一键迁出
GBase 8s 支持审计日志一键迁出功能，迁出审计日志后，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是否清空审计数据库。
审计日志迁出工具为 sysaudit.sh，位于 /opt/gbase8s/etc/sysadmin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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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具能够将审计数据库“sysadt”备份至用户输入目录，备份成功后，用户可
以使用 dbimport 工具，将所备份的审计数据库导入其他 GBase 8s 数据库中。
[root@build220 sysadmin]# sh sysaudit.sh

It will reset 'sysadt' database and reboot GBase8s Server, please back up
the 'sysadt' database if necessary.
Finally, the server will switch to user mode.

Do you want to bakup the 'sysadt' database(y/n) y
Input the backup dir for 'sysadt' :/opt/gbase8s
Back up 'sysadt' to /opt/gbase8s, please wait a moment.
……
dbexport completed

Back up to /opt/gbase8s/sysadt.exp completely!
备注：此时 sysadt 数据库已备份至 /opt/gbase8s/sysadt.exp 目录
用户可使用 dbimport 工具，将 /opt/gbase8s/sysadt.exp 导入其他 GBase 8s 数
据库中，查看审计信息。
Do you really want to reset 'sysadt'(y/n) y
备注：输入 y 表示清空审计数据库 sysadt，输入 n 表示不清空审计数据库
sysadt 。
Starting reset 'sysadt' database , please wait a moment....

Space successfully dropped.
** WARNING ** A level 0 archive will need to be done before any chunks from
DBspace sysauditdbs can be reused (see Database Server Administrator's
manual).
Verifying physical disk space, please wait ...
Space successfully added.

** WARNING ** A level 0 archive of Root DBSpace will need to be done.
Reset 'sysadt' completely!
备注：“Reset 'sysadt' completely!”表示清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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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空失败，请查看 ${GBASEDBTDIR}/etc/sysadmin/sysaudit.log 日志，获取
相关信息。

9.4 审计关联分析
9.4.1 异常检测
当用户通过审计工具，开启“审计分析”中“异常检测”项，当用户访问其不具备
CONNECT、RESOURCE、DBA 权限的数据库时，GBase 8s 将记录此事件至审计数
据库中，可通过审计工具中“审计分析”-“异常检测”功能查看。

9.4.2 侵害分析
当用户通过审计工具，开启“审计分析”中“侵害分析”项，当用户连接数据库
的连续失败次数大于阈值 CF_LIMIT_SWITCH 时，GBase 8s 将记录此事件至审计数据
库中，可通过审计工具中“审计分析”-“潜在侵害”功能查看。

10 安全总开关及安全配置项汇总
10.1 功能概述
GBase 8s 提供安全模块总启动和关闭配置项。为 ONCONFIG 文件中 SEC_SWITCH
配置项，将 SEC_SWITCH 设置为1时，数据库启用安全模块，各子安全模块配置项生效
（存储加密、通信加密除外）。将 SEC_SWITCH 设置为 0 时，数据库关闭安全模块（存
储加密、通信加密除外）。
另外，GBase 8s 提供密码传输加密功能，无需对 Server 进行配置。

10.2 配置说明
配置文件
ONCONFIG

配置项
SEC_SWITCH

说明

1) 安全总开关，取值 0 或 1
2) 0：关闭配置项 2-17 对应安全模块
3) 1：启用配置项 2-17 对应安全模块，
各子模块行为由各自参数控制

CONF_SWITCH

1) 登录模式，取值 0、1、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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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

配置项

说明

2) 0：仅数据库内部用户可登录，如
sysdba
3) 1：仅操作系统用户可登录，如root
4) 2：支持操作系统用户和数据库内部用
户
5) 详见 2.2 节
PWDCOMPLEXCHK

1） 密码复杂度检查模块，取值0或1
2） 0：关闭模块
3） 1：启用模块
4） 详见 3.2.2 节

PWD_MIN_LENGTH

1) 最小密码长度，取值8-32
2) 详见 3.2.2 节

PWDDATECHK

1) 密码时效性检查模块，取值0或1
2) 0：关闭模块
3) 1：启用模块
4) 详见 3.2.3 节

CFPWDPERIOD

1) 密码更新最大周期，取值 1-7
2) 详见 3.2.3 节

CF_LIMIT_SWITCH

1) 尝试次数限制模块，取值 0 或 1
2) 0：关闭模块
3) 1：启用模块
4) 详见 3.2.4 节

CFLIMITNUM

1) 最大尝试失败次数，取值0-5
2) 详见 3.2.4 节

LOCKPERIOD

1) 用户被锁定后自动解锁时间（天），
取值1-1000
2) 详见 3.2.4 节

SESTO_SWITCH

1) 超时认证模块，取值 0 或 1
2) 0：关闭模块
3) 1：启用模块
4) 详见 3.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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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

配置项
SES_TIMEOUT

说明

1) 超时时间（秒），取值1-2147483647
2) 详见 3.2.6 节

LBAC_SWITCH

1) 强制访问控制模块，取值0或1
2) 0：关闭模块
3) 1：启用模块
4) 详见 第 5 节

SES_NUM_SWITCH

1) 会话限制模块，取值0或1
2) 0：关闭模块
3) 1：启用模块
4) 详见 8.2 节

MAX_SESSION_NUM

1) 最大用户连接数，取值1-2147483647
2) 详见 8.2 节

RESOURCE_CHECK

1) 资源预警模块，取值 0 或 1
2) 0：关闭模块
3) 1：启用模块
4) 详见 8.3 节和 8.4 节

DISK_THRESHOLD

1) 根目录空间剩余量预警阈值，单位千
分比
2) 详见 8.3 节和 8.4 节

AUDIT_TYPE

3) 审计日志类型，取值 0 或 1
4) 0：日志文件模式，不支持审计工具查
看审计日志、进行审计分析
5) 1：数据库文件模式，支持审计工具
6) 详见 9.3 节

SERVER_ENCRYPTION_TY
PE

1) 数据存储加密模块，取值 SOFT 或
CLEARTEXT
2) SOFT：加密
3) CLEARTEXT：不加密
4) 详见 6.1 节

VPCLASS

1) 通信加密控制参数
2) 开启SSL需要增加 encrypt 类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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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

配置项

说明

VPCLASS encrypt,num=1
NETTYPE

1) 通信加密控制参数
2) 开启 SSL 需要增加 onsocssl 类型，
如 NETTYPE onsocssl,1,150,CPU

SQLHOSTS

onsocssl

1) 通信加密控制参数
2) 开启 SSL 需要增加 onsocssl 类型，
如 ol_gbase8s onsocssl 127.0.0.1
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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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示例
11.1 通用功能
11.1.1 数据库安装实例路径
/opt/gbase8s

11.1.2 获取环境变量
cd /opt/gbase8s
source ol_gbase8s.ksh

11.1.3 启动实例
cd /opt/gbase8s
source ol_gbase8s.ksh
oninit -vy

11.1.4 停止实例
cd /opt/gbase8s
source ol_gbase8s.ksh
onmode -ky

11.1.5 企业管理器连接数据库实例（sysdba/GBase8szyj）
1. 以 root 用户进入路径 /opt/gbase8s_clienttool/ClientTools/Studio，
双击 GBaseStudio
2. 在左侧“GBase 服务器”节点右键，选择“新建”--“服务器”，弹出新建
服务器注册界面
3. 填写要访问实例的名称、数据库、实例名、用户名、密码等信息后，点击测
试按钮
4. 如测试成功，则保存连接信息；如测试失败，检查填写信息是否有误
5. 双击已保存的连接，再次输入连接信息，即可连接到实例

11.1.6 安全管理器连接数据库实例（sysdsa/GBase8sz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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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 root 用户进入路径/opt/gbase8s_clienttool/ClientTools/MacTool，
双击 MacTool
2. 在左侧“GBase 服务器”节点右键，选择“新建”--“服务器”，弹出新建
服务器注册界面
3. 填写要访问实例的名称、数据库、实例名、用户名、密码等信息后，点击测
试按钮
4. 如测试成功，则保存连接信息；如测试失败，检查填写信息是否有误
5. 双击已保存的连接，再次输入连接信息，即可连接到实例

11.1.7 安全管理器连接数据库实例（sysdaa/GBase8szyj）
1. 以 root 用户进入路径/opt/gbase8s_clienttool/ClientTools/AuditTool，
双击 AuditTool
2. 在左侧“GBase 服务器”节点右键，选择“新建”--“服务器”，弹出新建
服务器注册界面
3. 填写要访问实例的名称、实例名、用户名、密码等信息后，点击测试按钮
4. 如测试成功，则保存连接信息；如测试失败，检查填写信息是否有误
5. 双击已保存的连接，再次输入连接信息，即可连接到实例

11.1.8 创建数据库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左树菜单右键单击“数据库”à“新建数据库”
2. 输入数据库名称 db1，其它默认
3. 点击“确定”，在左侧目录树，能看到新建的数据库db1节点

11.1.9 删除数据库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左树菜单“数据库”à“db1”
2. 右键单击 db1，选择“删除”
3. 点击“确定”，在左侧目录树，新建的数据库 db1 节点已被删除

11.1.10 创建表
1. sysdba 连接企业管理器，连接数据库db1
2. 在表节点右键à新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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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列名 c1，选择 int 数据类型，输入列名 c2，选择 varchar 类型
4. 点击保存，输入表名 t1
5. 在左树菜单中，能够看到新建表 t1

11.1.11 修改表名
1. 左树菜单-数据库-db1-t1，右键单击“t1”
2. 选择“重命名”à重命名为 t2
3. 点击“确定”，表名由 t1 变更为 t2

11.1.12 删除表
1. 左树菜单-数据库-db1-t2
2. 右键单击“t2”à “删除”
3. 点击“确定”，t2 表删除不可见

11.1.13 创建视图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左树菜单选择“数据库” - “db1”-“视图”
2. 右键单击“视图”选择“新建视图”
3. 输入视图名“v_t1”，结构体部分语句修改为“AS SELECT * FROM t1; ”
4. 点击“下一步”，完成

11.1.14 删除视图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左树菜单选择数据库-db1-视图
2. 右键单击“视图”选择“删除”
3. 点击“确定”，视图 v_t1 被删除

11.1.15 查询表结构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左树菜单-数据库-db1-t1
2. 右键单击“t1”->“设计表”
3. 能够显示正确的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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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6 插入数据
插入合法数据时成功，插入不合法数据系统不添加数据且显示错误原因
1. sysdba 在企业管理器中选中 db1，点击“新建查询”，在 SQL 编辑器中执
行以下语句，授予 sysdsa 对表 t1 的 alter 权限：
grant alter on t1 to sysdsa;
2. sysdsa 登录安全管理器，连接数据库 db1，给用户 sysdba 和表 t1 打安
全标签 lb11，使主体 sysdba 有权限访问客体 t1（详细步骤见附录）
3. 插入合法数据成功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连接数据库db1，新建查询，打开 SQL 编辑器执
行以下语句，向表 t1（c1 int,c2 varchar(50)）插入数据成功
insert into t1 values(1,'a');
Insert into t1 values(2,'b');
4. 向表中插入非法数据，操作失败且显示出错信息
如向表 t1（c1 int,c2 varchar(50)）插入以下数据失败，报错“字符型数
据向数值型转换失败”
insert into t1 values('a','a');

11.1.17 修改数据
合法更新数据时，系统更新数据成功；不合法更新数据时不更新数据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连接数据库 db1，新建查询，在 SQL 编辑器中执
行以下语句，合法更新表中数据,操作成功
update t1 set c2='bb' where c1=2;
2. 不合法更新表中数据,操作失败
update t1 set c2='bb' where c1=4;

11.1.18 查询数据
查询符合条件的数据能检索成功；查询不符合条件数据时，系统返回空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连接数据库 db1，新建查询，在 SQL 编辑器中执
行以下语句，查询表中符合条件数据，操作成功
select * from t1 where c1=2;
2. 查询表中不符合条件数据，操作失败
select * from t1 where 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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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9 删除数据
合法删除数据时成功，非法删除数据系统不删除数据且报错显示原因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连接数据库 db1，新建查询，在 SQ L编辑器中执
行以下语句，合法删除表中数据，操作成功
delete from t1 where c1=1;
2. 非法删除表中数据,操作失败，报错提示未查询到 c1 为 3 的列
delete from t1 where c1=3;

11.1.20 修改表
增加合法字段时，字段增加成功；增加不合法字段时，系统不增加字段，显示出
错原因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左树菜单-数据库-db1-t1
2. 右键单击“t1”->“设计表”
3. 增加一列，列名输入 c3，数据类型选择 varchar(50)
4. 保存成功
5. 增加一列，列名输入 c1，数据类型选择 varchar(50)
6. 操作失败，报错列名已经存在

11.1.21 自主访问控制权限的赋予与回收
客体所有者规定并控制对客体的访问，并阻止非授权用户对客体的访问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点击”新建查询“，打开 SQL 编辑器执行以下语
句，创建用户 user1、user2，创建数据库 db1，创建表 t1，授予 sysdsa 对
表 t1 的访问权限：
create user user1 with password ‘GBase123’ subject ‘root’ issuer
‘GBASECA’;
create user user2 with password ‘GBase123’ subject ‘root’ issuer
‘GBASECA’;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db1;
create database db1 with log;
create table t1(c1 int,c2 varchar(50));
grant alter on t1 to sysdsa;
2. sysdsa 连接库 db1，登录安全管理器，给用户 sysdba、user1、user2、us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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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 t1 均打相同标签 lb11；
3.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连接库 db1，新建查询，向表中插入数据(1,’a’),
授予用户 user1、user2 对库 db1 的 connect 权限，收回 public 用户对
表 t1 的所有权限，授予用户 user1 对表 t1 的 select 权限:
insert into t1 values(1,’a’);
grant connect to user1;
grant connect to user2;
revoke all on t1 from public;
grant select on t1 to user1;
4. user1 登录企业管理器，新建查询，user1 能正常查询表 t1
select * from t1;
5. user2 登录企业管理器，并尝试查询表t1，报错没有 select 权限：
select * from t1;

11.1.22 权限传播机制
数据库管理系统应具有授权传播机制
1. user1 登录企业管理器，尝试将对表 t1 的 select 权限授予 user2,授权
失败，报错没有 GRANT 权限：
grant select on t1 to user2;
2.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授予 user1 对表 t1 的 select 权限及向其他用
户授权的权限：
grant select on t1 to user1 with grant option;
3. user1 登录企业管理器，再次尝试授予 user2 对表 t1 的 select 权限，
授权成功
grant select on t1 to user2;
4. user2 登录企业管理器，user2 能正常查询表 t1 中的数据：
select * from t1;

11.1.23 标记功能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新建查询，创建数据库 db1，创建表 t1，并授予
sysdsa 用户对表 t1 的 alter 权限：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db1;
create database db1 with log;
create table t1(c1 int,c2 varchar(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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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alter on t1 to sysdsa;
2. sysdsa 登录安全管理器，连接数据库 db1
3. 双击左树的“范畴管理”标签页，点击左下角“标识范畴”，输入范畴名 fc1，
选择范畴1（下拉菜单）
4. 双击左树的“标签管理”标签页，点击左下角“创建安全标签”，输入安全
标签名 lb11，选择密级1，范畴 fc1，点击确定
5. 双击左树的“主体管理”标签页，点击左下角“标识主体”，输入主体名 sysdba，
选择安全标签 lb11，点击确定
6. 双击左树的“客体管理”标签页，点击左下角“标识客体”，输入客体名 t1，
给每列打安全标签 lb11，点击确定
7.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连接 db1，新建查询，向表 t1 中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t1 values(1,'a');
insert into t1 values(2,'b');

11.1.24 标记的粒度
强制访问控制范围限定在所定义的主体和客体中，粒度是表级、记录或字段级；
主体可以读/写其具有相关权限的客体，不可以读/写其不具有相关权限的客体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新建查询，创建数据库 db1，创建表 t1，并授予
sysdsa 对表 t1 的 alter 权限
create database db1 with log;
create table t1(c1 int,c2 int,c3 int,c4 int,c5 int,c6 int,c7 int,c8 int,c9 int);
grant alter on t1 to sysdsa;
2. sysdsa 登录安全管理器，给 sysdba 用户打安全标签 lb212（密级2，范畴
1,2），给表 t1 的每个列打安全标签，c1 列标签为 lb31（密级3，范畴1），
c2 列标签为 lb3123（密级3，范畴1,2,3），c3 列标签为 lb312（密级3，
范畴1,2），c4 列标签为 lb11（密级1，范畴1），c5 列标签为 lb1123（密
级1，范畴1,2,3），c6 列标签为lb112（密级1，范畴1,2），c7 列标签为lb21
（密级2，范畴1），c8 列标签为lb2123（密级2，范畴1,2,3），c9 列标签
为lb212（密级2，范畴1,2）
3.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连接数据库db1,新建查询，对表 t1 的每列进行增
删改查（读写）操作
1）主体密级大于客体密级，且主体范畴包含客体范畴时，主体（sysdba）对
客体（表的 c1 列）可读不可写
2）主体密级大于客体密级，且主体范畴不包含客体范畴时，主体（sysdba）
对客体（表的 c2 列）无读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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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体密级大于客体密级时，且主体范畴等于客体范畴时，主体（sysdba）
对客体（表的 c3 列）可读不可写
4）主体密级小于客体密级，且主体范畴包含客体范畴时，主体（sysdba）对
客体（表的 c4 列）无读写权限；
5）主体密级小于标签密级，且主体范畴不包含客体范畴时，主体（sysdba）
对客体（表的 c5 列）无读写权限
6）主体密级小于客体密级，且主体范畴等于客体范畴时，主体（sysdba）对
客体（表的 c6 列）无读写权限
7）主体密级等于客体密级，且主体范畴包含客体范畴时，主体（sysdba）对
客体（表的 c7 列）有读写权限
8）主体密级等于客体密级，且主体范畴不包含客体范畴时，主体（sysdba）
对客体（表的 c8 列）无读写权限
9）主体密级等于客体密级，且主体范畴等于客体范畴时，主体（sysdba）对
客体（表的 c9 列）有读写权限

11.1.25 标记的输入与输出
对于从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子系统控制范围外输入的未标记客体，应进行默认
标记或由安全保密管理员进行标记
前提：t1 表已带有标签
1. server 端切换到 root 用户模式下，将数据库 db1 导出到 dbexport1 文件
夹下：
su gbasedbt
cd /opt/gbase8s
source ol_gbase8s.ksh
onmode -wf CONF_SWITCH=1
mkdir dbexport1
chown gbasedbt:gbasedbt dbexport1
chmod 777 dbexport1
dbexport db1 -o dbexport1
2. 打开 dbexport.out，查看表 t1 信息是否带有安全标签 lb11
3. server 端执行 onmode -wf COND_SWITCH=0 切出 root 用户，sysdba 登录
到企业管理器，删除数据库 db1
4. server 端切换到 root 用户模式下，并进入 dbexport1 目录中，导入 db1
数据库数据
onmode -wf COND_SWIT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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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opt/gbase8s/dbexport1
dbimport db1 -lbac
5. server 端执行 onmode -wf COND_SWITCH=0 切出 root 用户，sysdsa 连接
db1 数据库，登录安全管理器，查看客体管理，t1的标签信息恢复成功
6.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连接库 db1，新建查询，查看表 t1 已恢复成功
select * from t1; (返回2行)

11.1.26 备份与恢复
1. 数据库中应具有完全（增量）备份恢复功能
【准备】
cd /opt/gbase8s
mkdir backups
chmod 777 backups
chown gbasedbt:gbasedbt backups
onmode -wf TAPEDEV=/opt/gbase8s/backups
onmode -wf LTAPEDEV=/opt/gbase8s/backups
onmode -wf BAR_BSALIB_PATH=/opt/gbase8s/lib/libbsapsm.so
export BAR_BSALIB_PATH=/opt/gbase8s/lib/libbsapsm.so
onmode -wf PSM_CATALOG_PATH=/opt/gbase8s/etc/psm
1）准备数据（sysdba 与表 db3:t1 符合强访策略）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db3;
create database db3 with log;
create table t1(id int);
insert into t1 values(1);
2）进行 0 级备份
onbar -b -w -L 0
输入用户名 sysdba
3）备份完成后，删除数据库 db3
4）关闭数据库实例，进行0级恢复
onbar –r
5）验证数据恢复成功：
connect to 'db3@ol_gbase8s' user 'sysdba';
select * from t1; --返回 1 行(1)
6）以 sysdba 身份再次插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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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 into t1 values(2);
7）进行 1 级备份
onbar -b -L 1
输入用户名 sysdba
8）关闭数据库实例,进行1级恢复
onmode -ky
onbar -r
查询表 t1 中的数据：
select * from t1; --返回2行(1) (2)
2. 数据库管理系统应对备份与恢复操作设置权限
检查各用户权限，查看备份权限是否被严格限制
1）具备备份恢复权限的授权用户执行备份还原操作，查看是否成功，如root
用户；
2）以不具备备份权限的用户登录，执行备份还原操作，查看是否失败，如新
建用户 user1。
3. 备份数据加密
以授权用户登录，对数据进行备份操作，vi备份数据文件为密文存储
4. 数据库管理系统应具有备份数据完整性保护机制
以授权用户身份分别执行备份操作，使用 vi 打开并篡改备份文件，使用修改
后的备份文件进行还原操作，操作失败

11.1.27 客体重用
产品禁止客体重用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点击“新建查询”，在 SQL 编辑器中执行以下语
句，建库 db4，建表 t1，创建用户 user1；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db4;
create database db4 with log;
create table t1(id int);
create user user1 with password 'GBase123' subject 'root' issuer
'GBASECA';
2.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选中 db4，SQL 编辑器中执行以下语句，赋予
user1 访问 db4 中 t1 的权限，并查看权限表，user1 对表 t1 有访问权
限
grant connect to us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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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ke all on t1 from public;
grant select on t1 to user1;
select tabname, grantee from systabauth a, systables b where a.tabid>99
and a.tabid=b.tabid;
3. 企业管理器中，选中db4，新建查询，SQL编辑器中执行以下语句，删除表t1，
再次查看 user1 权限表，关于db4 中t1 的权限已被收回；
drop table t1;
select tabname, grantee from systabauth a, systables b where a.tabid>99
and a.tabid=b.tabid;
4. 企业管理器中，选中 db4，新建查询，SQL 编辑器中执行以下语句，再次创
建 t1 ，此时查看 user1 权限表，user1对t1 无访问权限
create table t1(id int);
select tabname, grantee from systabauth a, systables b where a.tabid>99
and a.tabid=b.tabid;
5. 以 user1 身份登录企业管理器，选中 db4，点击“新建查询”，在 SQL 编
辑器中执行以下语句，user1 对 t1 无访问权限：
select * from t1;

11.1.28 会话机制（最大连接数）
1. 设置会话最大连接数为 2（onconfig 文件中 MAX_SESSION_NUM 设为 2）,
重启数据库实例
2. 开启 3 个 session，执行“dbaccess - -”，通过执行 connect 语句连接
实例：
connect to '@ol_gbase8s' user 'sysdba';
3. 前两个 session 中 sysdba 输入正确密码可以成功登录，第三个 session
输入正确密码，连接失败，提示已经超出连接限制。
4. 设置会话最大连接数为 3 （onconfig 文件中 MAX_SESSION_NUM 设为 3）,
重启数据库实例
3个 session 可同时连接实例

11.1.29 低限报警
产品应具有服务器存储空间低限报警功能
1. 开启邮件通知。配置 etc/alarmprogram.sh 中邮件相关参数：
ALARMADM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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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EMAIL=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MAILUTILITY=mail
2. 在数据库实例配置文件 onconfig 中，修改参数 DISK_THRESHOLD 为预警值
(以990为例)，即磁盘剩余空间如果小于预警值‰，数据库将会发出预警邮
件
3. 重启 server
4. 磁盘剩余空间小于 990‰ 时，GBase 8s 将会发出预警邮件，并且
online.log中会打印预警信息。

11.1.30 资源占用监控
1. 在 /opt/gbase8s 路径下，执行 source ol_gbase8s.ksh
2. 执行 onstat –d，查看数据库 DBSpace 占用情况
3. 执行 onstat -g mem查看数据库内存占用情况

11.1.31 导入文件类型筛选
1.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点击“新建查询”，打开 SQL 编辑器执行以下语
句，创建数据库 db5，创建表 t1：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db5;
create database db5 with log;
create table t1(id int,name varchar(50));
2. 双击左树菜单数据库库-db5-表-t1，右键单击“t1”，选择“导入表数据“，
在弹出的导入文件窗口右下角，有多种导入文件类型可进行筛选：*.csv、
*.txt、*.xml、*.xls、*.xlsx

11.2 数据库安全功能
11.2.1 管理员身份鉴别
1. 支持多种身份鉴别方式
sysdba、sysdsa、sysdaa 登录企业管理器、安全管理器、审计工具时均采用
“用户名+口令+证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验证
2. 只有输入正确的管理员身份鉴别信息，方可通过身份鉴别
1）sysdba、sysdsa、sysdaa 分别登录企业管理器、安全管理器、审计工具，
输入正确的口令和正确的证书，登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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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入错误的口令和正确的证书，登录失败；
3）输入正确的口令和错误的证书，登录失败；
3. 确保身份标识符在此系统生命周期内用户唯一性
1) 创建用户 user1：以 sysdba 登录，执行如下语句：
create user user1 with password ‘GBase123’ subject ‘root’ issuer
‘GBASECA’;
2) 删除用户 user1：
drop user user1;
3) 再次创建用户 user1 失败,user1 用户在此系统生命周期内用户唯一：
以 sysdba 登录，执行如下语句失败
create user user1 with password ‘GBase123’ subject ‘root’ issuer
‘GBASECA’;
4. 数据库管理系统应显示管理员显示日期、时间、来源、上次登录系统情况、上
次成功访问系统以来身份鉴别失败的情况和口令到期天数

11.2.2 口令要求
管理员口令长度可设置，口令至少为 8 位，复杂度至少为字母数字组合
1. server 端分别修改 sysdba、sysdsa、sysdaa 管理员口令，修改为不符合长
度、复杂度要求的口令，修改失败；
onmode -wf CONF_SWITCH=1;
dbaccess sysuser alter user sysdba modify passowrd ‘gbase123’;
alter user sysdsa modify passowrd ‘gbaseabc’;
alter user sysdaa modify passowrd ‘GBase12’;
2. 修改为符合长度、复杂度要求的口令，修改成功；
alter user sysdba modify passowrd ‘GBase123’;
alter user sysdsa modify passowrd ‘GBase123’;
alter user sysdaa modify passowrd ‘GBase123’;

11.2.3 用户尝试次数限制功能
具有用户身份鉴别尝试次数限制功能，尝试次数应可设定，且至多为5次
1. sysdba、sysdsa、sysdaa 分别登录企业管理器、安全管理器、审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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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连续 5 次输入错误的口令，均登录失败，查看 server 端 online.log 提
示账号被锁定；
2. 超过设定的用户锁定时间后(锁定时间为配置文件中 LOCKPERIOD 参数值)，数
据库自动解锁用户
3. sysdba、sysdsa、sysdaa 重新登录企业管理器、安全管理器、审计工具，输入
正确的口令和证书，登录成功

11.2.4 口令更换周期
具有用户定期更换口令功能，更换周期不得长于一周
1. 超过 7 天使用同一口令，管理员（sysdba、sysdsa、sysdaa）登录管理界面登
录失败，查看 server 端 online.log 提示更改口令；
2. Server 端切换至 root 用户，分别修改 sysdba、sysdsa、sysdaa 管理员口令：
onmode -wf CONF_SWITCH=1;
dbaccess sysuser alter user sysdba modify passowrd ‘Gbase8szyj’;
alter user sysdsa modify passowrd ‘Gbase8szyj’;
alter user sysdaa modify passowrd ‘Gbase8szyj’;
onmode -wf CONF_SWITCH=0;
3. 管理员（sysdba、sysdsa、sysdaa）重新登录，登录成功

11.2.5 超时认证
用户登录管理界面，长时间（SESTO_SWITCH 设定值）空闲不进行操作；再次进行
操作时，需要输入管理员信息重新登录

11.2.6 管理员权限划分
系统具有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系统管理员、安全保密管理员和安全审计员三个
管理员角色。管理员权限实施了分立，不应存在超级管理员或权限过高的角色和用户。
1) 数据管理员主要负责生成用户身份标识符和数据维护；
2) 安全保密管理员主要负责标签设定、以及安全审计员日志的审查分析；
3) 安全审计员主要负责对数据管理员和安全保密管理员的日志进行审查分析

11.2.7 审计日志一键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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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管理员和用户的操作行为和登录行为进行日志记录
1. sysdaa 登录审计工具，菜单栏-系统-审计规则配置，勾选 DB 管理类事件（创
建数据库），勾选用户管理类事件（创建用户和库特权授予），勾选用户登录
类事件（用户登录），勾选表管理事件（创建表），勾选表操作事件（插入数
据、读取数据），勾选 MAC 管理类事件（创建安全标签，添加主体标记），
点击确定
2.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新建查询，创建用户 user1、user2，建库 db1，建
表 t1，授予 user1 对库 db1 的 connect 权限，并授予 sysdsa 对表 t1 的
alter 权限
create user user1 with password ‘GBase123’ subject ‘root’ issuer
‘GBASECA’;
create user user2 with password ‘GBase123’ subject ‘root’ issuer
‘GBASECA’;
create database db1 with log;
create table t1(c1 int);
grant connect to user1;
grant connect to user2;
revoke all on t1 from public;
grant select on t1 to user1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alter on t1 to sysdsa;
3. sysdsa 登录安全管理器，创建安全标签 lb11 ，并给用户 sysdba、user1、
user2 和表 t1 打标签 lb11
4.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新建查询，向表中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t1 values(11);
5. user1 登录企业管理器，选中库db1，新建查询，查询表 t1，并将对表 t1 的
select 权限授予 user2：
select * from t1;
grant select on t1 to user2;
6. user2 登录企业管理器，选中库 db1，新建查询，可查询表 t2
select * from t1;
7. sysdaa 登录审计工具，双击左树菜单-审计查看，查看以上操作的审计记录：
1) 在用户登录审计下，分别双击 user1、sysdba、sysdsa，可看到管理员和用户
登录的审计记录；
2) 在用户管理审计下，双击创建用户，可看到 sysdba 创建用户 user1、user2 的
审计记录；双击授予权限，可看到 sysdba 对 user1、user2 访问 db1 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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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授予的审计记录
3) 在 MAC 管理审计下，双击安全标签维护，可看到 sysdsa 创建安全标签记录；
双击主体标记维护，可看到 sysdsa 对主体和客体的打标签记录
4) 在 DB 管理审计下，双击创建数据库，可看到创建库 dbdb1 的审计记录
5) 在表管理审计下，双击穿件表，可看到创建表的审计记录
6) 在表操作审计下，双击插入数据和查询数据，可看到插入和查询的审计记录

11.2.8 审计策略设置
1. sysdaa 用户登录审计工具，菜单栏-系统-审计规则配置，在弹出的审计配置
窗口中，勾选想审计的事件，如选择 DB 管理类事件“CRDB(创建数据库)”和
“DRDB（删除数据库）”-确定
2. sysdba 登录企业管理器，新建查询，创建数据库 db1，随后删除：
create database db1 with log;
drop database db1;
3. sysdaa 用户登录审计工具，双击左树菜单-审计查看-DB管理审计，双击创建
数据库和删除数据库，可看到创建和删除库 db1 的记录

11.2.9 关联分析
数据库具备基于审计的潜在侵害分析能力
1. sysdaa 登录审计工具，菜单-系统-审计规则配置，弹出审计配置对话框，勾
选选择审计分析类事件（侵害分析），确定
2. sysdba 尝试登录企业管理器，连续 5 次输入错误的口令，登录失败
3. sysdaa 登录审计工具，双击左树菜单-审计查看-侵害分析-潜在侵害，审计记
录中可见锁定用户的记录
4. 超过设定的用户锁定时间后(锁定时间为配置文件中 LOCKPERIOD 参数值)，数
据库自动解锁用户

11.2.10 日志数据安全
日志数据存储空间将满时有告警提示，为防止审计数据丢失，server 自动忽略可
审计事件，存储空间恢复后可正常记录审计事件。
1. sysdaa 登录审计工具，进入“审计查看-用户登录审计-sysdaa”，查看 sysdaa
刚刚的审计记录
2. Server 端 onconfig 文件中修改 DISK_THRESHOLD 参数值为 999，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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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当磁盘剩余空间小于 999‰ 时，数据库 online.log 中会打印预警
信息，登录客户端管理器，会弹出告警界面。
3. sysdaa 重新登录审计工具，进入“审计查看-用户登录审计-sysdaa”，不记
录本次 sysdaa 登录信息
4. Server 端 onconfig 文件中修改 DISK_THRESHOLD 参数值为 50，重启
server
5. sysdaa 重新登录审计工具，进入“审计查看-用户登录审计-sysdaa”，记录
本次 sysdaa 登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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