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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5 年开始，AUL (MyDUL)已经为全球不同国家及地区的众多客户恢复了

数十 TB 计的 Oracle 数据，从损坏的 Oracle 8, Oracle 8i, Oracle 9i, Oracle 

10g, Oracle 11g，Oracle 12c, Oracle 18c, Oracle 19c 及 Oracle ASM 上为

客户快速恢复数据. AUL(MyDUL)可以脱离 Oracle 运行环境，直接从数据文件中

读取记录，与官方工具 Oracle DUL 具有同等功效并且功能更加丰富。当你遇到

下列极端情况，并且没有有效备份(客户有备份动作，备份不起作用的情况也遇

到过)用来恢复数据时, AUL(MyDUL)是往往是你最后的机会. 一直坚持“拯救数

据，帮助客户”的原则！在最新版本 AUL 6 中, 可以直接访问 Oracle ASM 来恢

复数据，或从 Oracle ASM 中将数据文件拷贝出来。 

 

针对以下场景，AUL 可以有效地进行数据恢复： 

 

1. 丢失系统表空间。 

2. 系统表空间有坏块，无法启动 Oracle 数据库。 

3. 表空间被删除，但数据文件还在。 

4. 表被删除（Drop）后，马上被发现，释放的空间还没有被其他表重用。 

5. 表被截断（Truncate）后，马上被发现，释放空间未被其他表重用。 

6. 一个表空间丢失部份文件或文件中的部份损坏，导致表无法正常访问。 

7. 数据文件头被勒索病毒破坏或加密。 

8. Oracle ASM 存储损坏或磁盘损坏。 

9. 其他无法正常打开数据库的情况。 

 

AUL(MyDUL)并不提供免费服务，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最多允许同时打开10个

数据文件，并且只能访问文件的前 512MB 内容，要支持更多的数据文件或更大的

数据文件恢复，你必须获得许可证并在使用前进行注册。另外一个免费工具 AUL 

for Oracle ASM (下载)可以将存放在 Oracle ASM 中的数据文件拷到文件系统， 

在 Oracle ASM 损坏或磁盘不可用时，进行文件级的数据恢复，在 AUL(MyDUL 6)

中也集成了这个工具的所有功能，并且免费使用，最大支持 2028 块盘的 Oracle 

ASM 存贮。 



最新版本 

 AUL 最新版本为 8.1，增强了对 Oracle 19c 版本的正式支持，从 2005 年第

一版开始到现在已经有 15 年历史了。AUL 为命令行工具，启动 AUL 后会看到如

下信息。 

 

 

 

 其中第一行为注册码，需要购买许可时将第一行信息给我；第二行和第三行

为软件版本信息；第四行为注册信息，在这台机器上已经注册成功，所以显示的

是注册的版本，没有“同时打开 10 个数据文件，并且只能访问文件的前 512MB

内容”的限制。 

购买许可 

 如果没有许可（请体谅一下，做软件研发真是投入很大的事情，Oracle 数据

库也是极其复杂的，研发第一版时差点累到吐血），则启动软件后显示如下： 

 

 

 

 需要将第一行的 Register Code 给我，就是“FHBR-SFEX-TJXK-WPRL-HUHI”，



这个 Register Code 在同一台机器上会固定不变（不重装系统），因此只需要注

册一次，就可以多次使用，属于非常划算的投资，国内不少做数据恢复的同行用

的都是 AUL 软件。 

 在这里生成的许可码为“ABPHDYJ”，启动 AUL 软件，然后输入“SET LICENCE 

许可码”命令就会生成许可文件“AULLIC.DAT”，如下图所示： 

 

 

 

 在启动 AUL 的目录（当前工作目录）中可以找到许可文件“AULLIC.DAT”，将

许可文件拷到 Windows 系统目录（Windows 主机）或“/etc”目录（Linux/Unix

主机），就完成了软件注册。再次启动软件就会显示已注册。如下所示： 

 

 

 

 接下来就可以大显身手来进行数据恢复了。 

恢复示例 

 在这里假定 SYSTEM 表空间没有被严重破坏，虽然 Oracle 数据库不能起动，

但并不影响AUL从SYSTEM中读取必要的字典信息。首先需要一个数据文件列表，

需要包含系统表空间和用户表空间，不需要临时表空间文件、UNDO 表空间文件、



控制文件、联机日志和归档日志文件。如下所示： 

 

1. SYSTEM01.DBF 

2. PDSCI.DBF 

 

用任何文本编辑工具，依次写入文件列表（包含路径，不能有空格），每一行

代表一个数据文件，可以使用“#”开头来表示注释。需要将 SYSTEM 表空间文件

写在最第一行，因为系统字典信息是扫描获取的，放在第一个可以加快扫描速度。

假设配置文件名字为“db.txt”，接下来在 AUL 软件中运行“open db.txt”命令，

如下所示： 

 

 

 

可以看到数据文件被成功打开了，一些关键信息被自动读出来。每个列的含 

义如下： 

 

1. *，用来表示是否能自动识别到关键信息，“Y”表能，“N”表示不能。 

2. ts#，表空间编号，如果数据文件文件头破坏，这此值为 0，不影响使用。 

3. rfn，文件编号，数据文件在 Oracle 中的内部编号，非常关键的信息。 

4. ver，数据块格式的版本号，可以见到的值一般有“02”和“a2”。 

5. bsize，数据库大小，这个不是从文件中读取出来的，而是通过“set 

block_size 大小”来进行设置的，默认的设置为 8192，刚好对上了。

AUL 只能处理同一种块大小的数据文件，如果不同的表空间用不同的块



大小，则需要按表空间来进行恢复。 

6. blocks，可以访问的数据块的数量，也表示了数据文件大小。 

7. sizemb，数据文件的大小，通过 blocks 换算而来的。 

8. hsize，头部保留空间，仅用于 AIX 等机器的裸设备场景，可能操作系统

保留了前 4K 空间，一般情况下都为 0。 

9. filename，数据文件名。 

 

如果看不到这些信息，则可能不是 Oracle 的数据文件，或者块大小设错了，

或者数据文件已经完全损坏，比如从磁盘阵列中恢复出来的文件错位了。 

字典信息 

字典信息只存在于系统表空中，这一步最好只打开系统表空间数据文件，而

不要包含用户表空间文件，以加快速度节约时间。在 AUL 软件中运行“UNLOAD 

TABLE DICT$”命令（命令后面加分号），如下所示： 

 

系统表空间一般不会太大，这一步会比较快，这一步会在“AULDICT”目录中

生成数据字典信息，供后续的数据恢复使用。在这一步完成后，就可以在 AUL 中

使用“DESC 用户.表名”来查看表结构了。如下所示： 

 

如果能看到表结构，则表示系统字典信息是好的。其中“Storage”这一行显

示了目标表的存储信息，各字段信息如下所示： 



1. OBJ#，对象编号 

2. OBJD，数据编号，在数据文件中只有此编号和真实数据，没有结构信息。

因表结构的信息都存放在 SYSTEM 表空间中，如果没有 SYSTEM 表空间，

能过扫描数据文件，则只能得到一个编号和真实数据，无法精确知道数

据是属于哪个表，需要对应用非常熟悉了解的人来进行匹配。 

3. TS，目标表所在的表空间编号。 

4. FILE，目标表第一个数据块（Segment Header）所在数据文件编号。 

5. BLOCK，目标表第一个数据块（Segment Header）所在数据块位置。 

6. CLUSTER，如果多个表建在 Cluster 上，则表示在 Cluster 上的位置，如

果为 0 表示此表不是建在 Cluster 上的，Oracle 系统表有很多是基于

Cluster 存放的。 

 

接下来还需要来生成数据分配信息，假设数据文件是坏的，需要通过扫描所

有数据文件的方式，来知道不同表的存放信息，以加速后续的数据恢复。 

分配信息 

这一步需要打开所有的用户数据文件，如果要恢复系统表空间上的对象，或

有数据表建在系统表空间上，也需要包含进来。然后运行“SCAN DATABASE”命

令来扫描生成空间分配信息，这一步需要访问所有的数据块，会耗时比较长，需

要耐心等待。还好这一步和前面的字典信息，针对同一个数据库仅需要执行一次，

而不是每次起动 AUL 都需要执行一次。如下所示：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数据恢复了。 



字符集信息 

 接下来需要获取数据库字符集信息，如果系统表空间是好的，可以从

“SYS.PROPS$”表中获取，就是前面我们查看过表结构的那张表，如下所示： 

 

 

 

 接下来运行“UNLOAD TABLE SYS.PROPS$”命令，就可以看到这个表的内容

了，不同字段之间默认使用竖线分隔。如下所示： 

 

 

 



 找到第一列为“NLS_CHARACTERSET”的那一行，表示了数据库的字符集，在

这里是“ZHS16GBK”；接下来找到“NLS_NCHAR_CHARACTERSET”开头的一行，表

示了数据库的 NCHAR 字符集，在这里是“AL16UTF16”。这两个信息需要记住，每

次重新启动 AUL，都需要重新设置一次，如下所示： 

 

 

 

 AUL 会将字符集的名字自动转化为字符集的内部编号，内部集成了 Oracle 

19c 所支持的所有字符集，应当是非常齐全了。 

 

数据恢复 

 在前面获取字符集信息时，已经相当于恢复了一个表了，就是使用“UNLOAD 

TABLE”命令来进行数据恢复。我们来恢复一下“SYSTEM”用户下的“HELP”表

看看，只需要运行“UNLOAD TABLE SYSTEM.HELP TO HELP.TXT”命令，如下所示： 

 

 

 

 可以看到成功恢复了 938 条记录。默认的恢复格式是文本方式，将数据恢复

成格式化文本文件，然后同步生成建表的 SQL 语句文件和用于 SQL*Loader 工具

装载的控制文件，分别为： 

  

1. HELP.TXT，数据文件 

2. HELP_syntax.sql，基本建表语句，无分区、索引、约束等信息。 



3. HELP_sqlldr.ctl，用于 SQL*Loader 工具装载的控制文件。 

 

有了这三个文件，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数据恢复。可以在数据文件中找到以下

信息： 

 

 

 

可以在建表语句文件中看到以下内容： 

 

 

 

 可以在 SQL*Loader 工具装载的控制文件看到以下内容： 

 

 

 

 接下来只需要运行 SQL*Loader 工具来进行数据恢复（请自行在目标用户下

创建表结构），在操作系统下（需要在机器上安装 Oracle 客户端及工具，或者将



文件拷到 Oracle 服务器上运行，需要注意设置准确的字符集环境变量）运行命

令“sqlldr user/password control=HELP_sqlldr.ctl”。先在“SCOTT”用户下

创建“HELP”表，如下所示： 

 

 然后使用 SQL*Loader 工具来装载数据，如下所示： 

 

 可以看到全部 938 条记录装载成功，可以到 SQL*Plus 中去查一下记录数，

如下所示： 

 

 可以在数据库中查到一致的记录数，说明数据恢复完全成功了。 

 

将数据恢复成文本格式时,由于真实数据千变成化，需要注意设置准确的字



段与字段之间的分隔符号（“FIELD_TAG”）以及记录与记录之间的分隔符号

（“RECORD_TAG”）。字段分隔符默认为竖线（“|”）,记录分隔符默认为换行符，

当表中数据本身会包含竖线或换行符时，就需要显式设置分隔符号了。可以设置

任何不会出现在数据库的字符或字符串，或使有用“\xXX”格式来设置任何字符，

如下所示： 

 

 

 

例如： 

 

 

 

可以看到恢复出为的数据中，字段及记录分隔符不再是默认的竖线和换行了，

对应生成的 SQL*Loader 控制文件也会相应变化，不影响数据载装。当然也可以

将数据恢复成 Oracle Dump 格式（简称“DMP 格式”），就不需要这么小心地设置



字段与记录分隔符了。可以在“UNLOAD”命令之前执行“SET OUTPUT_STYLE {DMP 

| TXT}”来切换文格格式或 DMP 格式，如果输出的文件扩展名为“DMP”，则会自

动临时切换为 DMP 格式。如下所示： 

 

 

 

接下来使用 Import 工具进行导入，如下所示产： 

 

 

 

可以看到已经成功导入938行记录，和前面文本方式的导入记录数完全一致。

DMP 格式的生成需要完整的数据字典信息，即要求 SYSTEM 表空间相对 AUL 是完

好的，比如一个月之前的系统表空间文件备份，对 Oracle 来讲可能时间差距过

大，但对 AUL 来讲信息也是完整的（不包含最近一个月内创建或重建的表）。 



INIT.SQL 

从前面的恢复步骤里可以看到，启动 AUL 后通常需要打开数据文件，并运行

一些设置命令，然后才可以开始工作。为方便起见，可以将这些命令放到当前目

录的“init.sql”文件中，好让 AUL 在起动时默认运行这些命令，为数据恢复做

好准备，如下所示： 

 

 

 

接下来启动 AUL，就可以看到这些命令被自动执行了，如下所示： 

 

 

 

接下来只需要直接运行数据恢复的主要命令“UNLOAD TABLE …”就行了。 



选项设置 

 AUL 中的“SET”命令用来进行选项设置，比较常用的选项有如下所示： 

  

 BLOCK_SIZE 

设定数据库大小，可选值为 2048、4096、8192、16384、32768，暂时不

支持其他的块大小。AUL 同时只能处理一种块大小，如果一个数据库不

同的表空间使用了不同的块大小，则按单个表空间恢复来进行处理。 

 

 BYTE_ORDER 

CPU 的字节对齐，一个 32 位整数有 4个字节，在写到内存或存储时，可

以先写高位字节（BIG）或先写低位字节（LITTLE）。一般 Intel CPU 是

低位优先，而传统 UNIX 或安腾上则是高位优先。 

 

 FIELD_TAG 

字段分隔符，在导出成文档方式时，字段与字段之间会有此分隔符。需

要选择不会出现在字段值中的字符串，可以用“\xXX”格式来设置表示

任何字符。 

 

 RECORD_TAG 

记录分隔符，在导出成文本方式时，记录与记录之间会有此分隔符。需

要选择不会出现在字段值中的字符串，可以用“\xXX”格式来设置表示

任何字符。 

 

 CHARSET 

数据库基本字符集，内部用一整型数值表示，在 SET 时可以使用字符集

名字。可以使用“LIST CHARSET”命令来查看所有支持的字符集。 



 

 

 NLSCHARSET 

数据库扩展字符集，内部用一整型数值表示，在 SET 时可以使用字符集

名字。可以使用“LIST CHARSET”命令来查看所有支持的字符集。 

 

 

 BIGFILE 

是否为 BIGFILE 模式的表空间，默认情况下块地址的前 10 位表示文件

号，但在 BIGFILE 模式的表空间中，整个表空间只有一个文件，所有位

都用来表示块的地址。 

 

 OUTPUT_STYLE 

设置恢复文件的数据格式，支持将数据恢复成文本格式和 DMP 格式。此

选项目前已经不再需要了，只需要将目标文件改成以“dmp”为后缀，则

自动切换为 DMP 格式，否则为文本格式。 

 

 VERBOSE 

调试级别以输出更多的信息，比如数据库损坏时，有些块可能会导致 AUL

程序异常中止，这时需要调高 VERBOSE 的值，可以在处理数据块前打印

出正在处理的数据块地址，以便后续处理。 



 

 

AUL 中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项设置，最基本的是以上几个。完整的 SET 选项如

下所示： 

 

 

 

 使用不带值的 SET 命令可以查看当前的设置值，例如： 

 

 



 

 其中带 LOB 字样的选项和恢复 LOB 类型数据有关，会在 LOB 恢复中单独进行

介绍。其他一些非常用选项，可以在用到时进行咨询。 

缺失 SYSTEM 

通常我们谈论数据时，会包含业务记录、表结构、视图定义、存储过程、触

发器等等，但从数据恢复技术的角度出发，则只有记录。在 SYSTEM 表空间中有

很多预定义格式（用户无法修改）的系统表，这些系统表描绘了用户表（指包含

业务数据的用户创建的表）的结构。当丢失 SYSTEM 表空间时，在基他数据文件

的数据块中，只能看到一个数字编号和按字段排的真实数据，如下图所示： 

 

在没有 SYSTEM 的情况下做数据恢复，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扫描所有数据文件，分析数据文件中的数据分布情况，比如数

据文件中有多少个不同的数据编号，以及每个数据编号的数据分布情况。 

 第二步：针对每个不同的数据编号，进行字段类型猜测，生成 UNLOAD 命

令，生成的 UNLOAD 命令中列的类型（猜测不准）可能有误。 

 第三步：运行 UNLOAD 命令恢复数据，每个不同的数据编号会生成一个独

立的文件，猜测的数据类型可能有误，需要检查字段类型的准确性。 

 第四步：对生成的文件进行分析，确定数据属于哪个表，建立数据编号

和业务表的对应关系。 

 第五步：将恢复出来的数据导入到合适的业务表中，以完成数据恢复。 

数据块 1（数据编号） 

记录 1（字段 1，字段 2，…） 

记录 2（字段 1，字段 2，…） 

…… 

记录 n（字段 1，字段 2，…） 

数据块 2（数据编号） 
记录 1（字段 1，字段 2，…） 

记录 2（字段 1，字段 2，…） 

…… 

记录 n（字段 1，字段 2，…） 

数据块…（数据编号） 
记录 1（字段 1，字段 2，…） 

记录 2（字段 1，字段 2，…） 

…… 

记录 n（字段 1，字段 2，…） 

数据块 n（数据编号） 
记录 1（字段 1，字段 2，…） 

记录 2（字段 1，字段 2，…） 

…… 

记录 n（字段 1，字段 2，…） 



下面我们用一个用户表空间（包含一个数据文件：users01.dbf）做恢复例子，

来详细讲解在没有 SYSTEM 的情况下如何将数据恢复出来。 

扫描数据文件 

 参照前面的步骤将“users01.dbf”文件添加到配置文件中，并在 AUL 中打开

配置文件，然后运行“SCAN DATABASE”命令来完成数据文件扫描。如下图所示： 

 

 扫描所需要的时间要看数据文件的大小、恢复所用机器的硬件条件，如果 CPU

及 IO 不是问题，大约一分钟能够扫描 4-6GB 的样子。这一步只需要做一次，除

非配置文件中的数据文件有增减。 

猜测字段类型 

 在这一步只需要运行“SCAN TABLE”命令，就会自动猜测各个列的数据类型，

并为你生成一个恢复数据用的 UNLOAD 命令。如下图所示： 

 

 也可以在“SCAN TABLE”命令后面添加“TO 文件名”选项来输出到一个文

件。如下图所示： 



 

 然后用文本编辑工具打开“scan_table.log”文件，就可以进行数据恢复了。 

执行恢复命令 

 命令“SCAN TABLE”的输出中，“UNLOAD”字样开头的多行命令就是用来恢复

数据的完整命令，从命令也可以看出没有字段名，只有字段类型和编号。下面我

们来运行一个“UNLOAD”命令： 

 

 从这个例子来看，字段类型猜的结果是完全准确的。我们再来看一个有

NUMBER 字段的数据的恢复。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就需要对数据十分熟悉的人员来进行数据和表的匹配工作了，后面我

们还会讲更高效的方式，可以借用表结构信息，然后让 AUL 作自动匹配，来减轻

表结构的匹配工作。 



表结构自动匹配 

 如果数据文件有成百上千个表，匹配表结构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情。假设

你还有重建表结构的 SQL 语句，或者你可以从其他数据库实例中获得同样的表结

构，则可以借用这些表结构信息。首先需要用“UNLOAD TABLE DICT$”命令来生

成 AUL 可识别的表结构信息。如下所示： 

 

 然后打开要恢复的数据文件，在运行“SCAN TABLE”命令前先使用“LOAD TABLE”

命令将要恢复的表的结构信息装载到 AUL 中，再运行“SCAN TABLE”命令，就会

自动进行表结构的匹配。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运行“SCAN TABLE”命令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输出中多了两行，多出的第一行显示的表名匹配的猜测结果，多出

的第二列给出了使用表结构信息进行恢复的命令。“Match Count”表示多少个字

段匹配上了，“Score”则表示有值的字段的匹配比例。当然这个表名的自动匹配



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如果你的每个表的表结构都很有特征，相互之前都不相同，

则这个匹配程度还是很高的。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匹配的字段数最多。 

 尽力匹配字段数最少的表。 

 满足表结构 NOT NULL 限制。 

“SCAN TABLE”输出中各个字段的含义，如下所示： 

 Object：数据编号+表号 

 Columns：扫描出来的字段数，也是有数据的字段数 

 Sample：用来分析字段类型的样本大小（记录数），样本大小为 8192 

 Blocks：数据所占的数据块的数量，用来估算表的大小 

 Size：根据块数乘以数据块大小进行计算的表大小，单位为兆 

 Guess：自动匹配的表名 

 Match Count：匹配的表名/表结构的字段数 

 Score：匹配的字段数占有明确值的字段数的比重，最高为 100% 

 

可以看到，在表结构自动匹配的功能下，缺失系统表空间的数据恢复在 AUL

中也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表结构匹配的结果仍然做不到 100%准确，在

Oracle 存储数据时，中间的 NULL 值（最后一个非空列之前的 NULL 值）只有占

位标志可被识别成一个字段，但无法判断值的类型，而后面的 NULL 值则是连占

位标识也没有，连字段数信息也丢失了。比如一个表定义有 10 个列，但只有前

面两个列有值，后面 8 个列都为空值的话，在扫描这个表的数据块时，发现只有

两个列，因此扫描结果中“Match Count”的两个值可能相差很大。如下图所示： 

 

 在这里扫描出来的字段个数有 25 个（见“Columns”字段），其中有值的有 14

个（见“Match Count”的第一个数值），而匹配的表的字段数则有 26 个（见“Match 

Count”的第二个值），而匹配度（见“Score”字段）则是匹配的字段数与有值

的字段数的比重，没有值的字段无法做任何比较。 



多份重复数据 

 也会发现多份不同的数据会匹配到同一个表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出现这个情况可能有很多种原因，第一种是使用了分区表的原因，分区表的

每一个分区在数据文件中都有独立的数据编号，第二种是表移动（MOVE）、截断

（TRUNCATE）、删除重建（DROP）后留下的影子数据，为了加快这些操作，Oracle

并不会将原有的数据区域全部清零，而是做了删除标志或修改了空间使用信息，

这也是 AUL 能够恢复 DROP/TRUNCATE 操作的底层原理（需要这些操作后释放的空

间还未被重复使用）。 

 出现这种情况时，仍然需要非常懂业务和数据的人来验证自动匹配表结构的

准确性，以及数据的准确性。 

  



恢复数据字典 

Oracle 数据库的表结构、索引信息、函数、存贮过程、Package、视图、Sequence 等对

象的定义都放放在 SYSTEM 表空间的众多系统表中。当丢的 SYSTEM 表空间文件时，这些信

息随之丢失，只能恢复数据。当 SYSTEM 表空间文件未丢失时，可以恢复上述对象的定义，

但过程比较复杂，需要经过以下几步： 

 导出关键的系统表 

 导入关键的系统表 

 写 SQL 从系统表中生成对象定义 

 在新数据库中创建对象 

由于不同版本的系统表定义会有些差别，系统视图的定义最好从对应版本的库上去获得，

可以方便从恢复的系统表中用 SQL 来重新生成对象创建脚本。 

常见系统表 

对恢复对象比较有用的系统表可以从常见的系统视图（DBA_/ALL_）的定议中去找，找

到这些系统视图的定义后，找出里面的基础表。比较常见的有： 

 USER$：用户表 

 OBJ$：对象表 

 SOURCE$：代码表（Type、Function、Procedure、Package、Trigger 等） 

 VIEW$：视图表 

 SEQ$：Sequence 表 

 IND$：索引表 

 INDCOL$：索引列定义表 

导出系统表 

UNLOAD TABLE SYS.USER$ AS SYS_USER TO SYS_USER.dmp; 

UNLOAD TABLE SYS.OBJ$ AS SYS_OBJ TO SYS_OBJ.dmp; 

UNLOAD TABLE SYS.SOURCE$ AS SYS_SOURCE TO SYS_SOURCE.dmp; 

UNLOAD TABLE SYS.VIEW$ AS SYS_VIEW TO SYS_VIEW.dmp; 

UNLOAD TABLE SYS.SEQ$ AS SYS_SEQ TO SYS_SEQ.dmp; 



 

导入系统表 

 

导出存贮过程 、函数、Package 

user=gppls/gppls 

record= 

file=sys_source_all.txt 

query=select  

  decode(s.line, 1, '/'||chr(10)||'create or replace ', '') || s.source line 

 from  

  sys_user   u,  sys_obj    o,  sys_source s 

 where 

  s.obj# = o.obj# and  u.user# = o.owner# and 

  u.user# > 26 and u.name = 'DBUSRSYS' 

 order by o.name, o.type#, s.line 

 

导出视图 

user=gppls/gppls 

field= 

record=0x0d0x0a 

file=VIEW_DBUSRSYS.txt 

query=select  

  'create or replace ' sql_cmd, 

  o.name,  ' as ',  v.text,  ';' 

 from  

  sys_user   u,  sys_obj    o,  sys_view   v 

 where 

  v.obj# = o.obj# and  u.user# = o.owner# and 

  u.user# > 26 and u.name = 'DBUSRSYS' 

 order by o.name, o.type# 

 

导出 SEQUENCE 

user=gppls/gppls 



field= 

record=0x0d0x0a 

file=SEQ_DBUSRPUBINT.txt 

query=select  

  'CREATE SEQUENCE ' sql_cmd, 

  o.name,  

  ' START WITH ', s.highwater, 

  ' MINVALUE ', s.minvalue, 

  ' MAXVALUE ', s.maxvalue,  

  ' INCREMENT BY ', s.INCREMENT$, 

  decode(s.cycle#, 1, ' CYCLE ', ''), 

  decode(s.order$, 1, ' ORDER ', ''), 

  ' CACHE ', s.cache, ';' 

 from  

  sys_user   u,  sys_obj    o, 

  sys_seq    s 

 where 

  s.obj# = o.obj# and  u.user# = o.owner# and 

  u.user# > 26 and u.name = 'DBUSRPUBINT' 

 order by o.name, o.ty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