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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系统概述 

SQLite DBSync是开源嵌入式数据库SQLite的数据同步中间件，实现了SQLite 

与异构数据库之间的增量的、双向的数据同步功能。在本章中对SQLite DBSync 的

体系结构、产品特色以及功能做了详细的介绍。 

如果用户需要快速了解和学习整个同步过程，可以先阅读如下章节： 

第一章 1.1 系统结构 

第二章 安装部署 

第六章 一个同步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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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系统结构 

SQLite DBSync 应用场景是由同步客户端、同步服务端和中心数据库三部分组

成，实现了多个同步客户端上的SQLite数据库与Oracle或MySQL等中心数据库之间

数据同步功能。 

 同步客户端 

同步客户端主要由客户端同步引擎和SQLite数据库组成，客户端同步引擎提

供了对同步客户端上SQLite数据库的同步管理、同步增量数据捕获以及同步数据

上载与下载等功能，客户端同步引擎与同步服务器之间的通过HTTP/HTTPS传输增

量的同步数据。  

 同步服务端 

同步服务器端主要由SQLite DBSync WEB Server（SDWS）和同步服务执行引擎

等组成，它们可以部署在应用服务器上，是同步客户端与中心数据库之间的桥梁，

SDWS 组件通过同步服务执行引擎完成与中心数据库双向的数据同步。  

SDWS主要完成同步客户端并发同步请求处理及同步数据的网络传输等功能。

同步服务执行引擎主要完成同步服务端的同步对象管理、增量数据捕获以及同步

数据上载与下载等功能 

 中心数据库 

 中心数据库是部署在数据库服务器的关系型数据库比如Oracle、MySQL和

SQLServer。一般是企业的生产数据库，是集中存放企业生产数据的地方。 

下图是该SQLite DBSync的体系结构图，通过上面提到的所有同步组件共同协

作实现了SQLite数据库与中心数据库之间的自动化的、增量的、双向的数据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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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品特色 

SQLite DBSync具有产品功特色如下： 

 同步客户端零管理：无需安装与配置，以接口库的方式嵌入到用户应用

程序中，可以与用户应用一起进行部署安装。 

 同步系统近乎零开发：同步系统提供了同步管理工具，用户只需简单的

配置和设计就可以实现数据同步了。 

 多平台支持：可以运行于 Windows、Linux、WinCE、Android 等操作系

统平台。 

 同步安全性：支持同步用户的登录、数据传输加密，提供数据同步的安

全保障。 

 同步事务支持：能够保障同步过程完整性，提供高可靠同步机制。 

 同步表权重支持：能够有效解决同步表之间的外键约束问题。 

 增量同步：提供数据库之间增量同步，有效减少同步数据容量，实现高

效的数据同步能力。 

 多种同步方式：支持仅下载，仅上载及双向的数据同步。 

 数据同步过滤：支持同步表的水平过滤、垂直过滤与水平垂直混合过

滤。 

 多种数据类型：支持数值、字符串、日期时间、二进制、BLOB 等多种

数据类型的数据同步。 

 异构数据库支持：目前已实现与 MySQL 或 Oracle、SQLServer 之间的数

据同步。 

 全面的同步管理：同步发布管理、同步表管理、同步用户管理及同步变

量管理，可以灵活、简便地实现用户的数据同步开发与管理。 

 同步服务器支持：提供 WEB 服务中间件，可以完成多用户并发地自动化

的数据同步。 

 数据同步的高性能：同步服务器可以支持秒级的数据同步响应。 

 数据同步的高并发：同步服务器可以稳定的支持 100 个以上用户在线同

步并发。 

 数据同步的高可靠性：SQLite DBSync 可以有效地保证同步数据的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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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功能介绍 

SQLite DBSync是开源嵌入式数据库SQLite的数据同步中间件，实现了SQLite 

与异构数据库之间的增量的、双向的数据同步功能。数据同步主要功能如下： 

§1.3.1 增量同步 

SQLite DBSync 采用触发器来实现增量变化数据的捕获，能够仅仅同步两个数

据库不同的部分，有效减少同步数据容量，实现高效的数据同步能力。 

§1.3.2 多种同步方式 

根据同步过程中数据传输的方向，SQLite DBSync 提供三种同步方式： 

 仅上载：仅将同步客户端上 SQLite 数据库的变更同步到同步服务端的中

心数据库。 

 仅下载：与仅上载同步相反，仅将中心数据库的更改同步到同步客户端

上的 SQLite 数据库。 

 双向同步：双向同步能实现中心数据库与同步客户端上 SQLite 数据库之

间数据的双向同步。既能将同步客户端上 SQLite 数据库的变更同步到中

心数据库中，也能将中心数据库的变更同步到同步客户端上 SQLite 数据

库中。 

§1.3.3 同步管理 

SQLite DBSync提供对同步发布、同步表、同步用户及同步变量的管理，可以

灵活、简便地实现用户的数据同步开发与管理。这几种同步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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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用户：同步客户端与同步服务器进行同步时用于身份验证与同步发布预

订的用户。一个同步用户可以预订多个同步发布，一个同步发布可以被多个用户

预订。 

同步变量：实现垂直过滤时，可以根据用户对变量的不同设置来动态地选择

数据库表中的数据行。每个用户可以使用多个同步变量，一个同步变量可以被多

个用户使用。 

同步发布： 一个规范，说明要把哪些同步表同步到SQLite数据库中。可以被

同步用户订阅后实现同步表的数据同步，一个同步发布可以包含多个同步表。 

同步表：对需要数据同步的数据库关系表进行定义、管理和同步。定义时可

以指定关系表水平过滤和垂直过滤同步条件。一个同步表可以被包含到多个同步

发布里。 

§1.3.4 同步安全保障 

同步用户登录认证：支持同步用户的登录，保障数据同步的安全，防止非法

用户登录。 

传输加密：WEB同步服务器支持HTTPS传输加密，保障同步数据的不被窃听

和篡改，保障数据的完整性。 

同步过滤：可以很好的支持应用系统数据私密性的需求。我们可以简单地将

过滤功能看成是系统提供的一个视图的功能，它能使同步客户端用户只能访问到

他能够访问到的数据，从而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和私密性。 

§1.3.5 同步过滤 

 SQLite DBSync支持三种同步过滤的方法，即水平过滤、垂直过滤和水平垂

直混合过滤。垂直过滤就是包含了表中的一部分列，是列的子集。这时只有可以

同步的列中的数据才会出现在同步客户端数据库中。水平过滤就是包含了表中的

一部分行，是行的子集。当使用水平过滤时，只有这一部分行中的数据才可以同

步到同步客户端数据库中。另外，还可以采取水平垂直混合过滤的方法，即通过

选择表中的一部分列和一部分行，同步表中的一部分数据。 

同步过滤功能，不仅可以有效减少数据同步容量问题提供数据同步性能，也

可以很好的支持应用系统数据私密性的需求。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过滤功能看成是

系统提供的一个视图的功能，它能使同步客户端用户只能访问到他能够访问到的

数据，从而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和私密性。 

§1.3.6 并发高效的 WEB 同步服务 

SQLite DBSync提供WEB同步服务，可以作为一个中间件部署到主流的应用服

务器服务器上，充当同步客户端与中心数据库之间数据同步的桥梁，高效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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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的自动化数据同步。WEB同步服务构建在Servlet容器之上，具有高并发

同步处理能力，支持多个同步客户端同时进行数据同步。 

§1.3.7 客户端同步工具 

SQLite DBSync客户端同步工具dbsync-tool，为同步客户端提供了数据同步的

管理和同步功能。使用该工具能够为SQLite数据库创建和删除同步表，能够在同

步客户端实现数据同步。 

§1.3.8 客户端同步 API 

SQLite DBSync客户端同步API，为同步客户端提供了数据同步的管理和同步功

能，可以同用户应用程序一起集成，具有更高的数据同步可控性和灵活性。使用

该同步API能够为SQLite数据库创建和删除同步表，能够在同步客户端实现数据同

步。 

§1.3.9 同步服务器管理工具 

同步服务器管理工具SQLite DBSyncMTool，实现对同步服务器的同步对象管

理和维护功能，通过同步服务器管理工具，使用户可以更简便地，实现创建和浏

览同步表、同步用户、同步发布和同步变量。协助用户实现整个同步方案的设计

和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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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安装部署 

本章重点讲述SQLite DBSync 同步客户端和同步服务端的支持的平台、安装部

署以及同步服务的配置、启动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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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支持平台 

 同步客户端 

Windows XP/2003/7 

Windows CE/Windows Mobile 

Linux 

嵌入式 Linux 

Android 

 

 同步服务端 

Windows XP/2003/7 

Linux、U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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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务端部署 

服务端的部署非常简单就是把SQLite DBSync 软件包解压即可，解压后可以得

到SQLiteDBSync1.0 文件夹目录，同步服务端部署后只需要修改一下中心数据库

的配置参数就可以使用了： 

具体就是修改 SQLiteDBSync1.0\tomcat\conf\web.xml 文件中如下配置，可以

在文件尾最后一行的前面找到该部分配置参数。 

注意：下面关于 oracle 数据库配置参数以实际为准。 

 

<!--   可修改参数说明（该部分仅用于说明，不用修改）：                   --> 

<!--   DBType=Oracle               支持数据库有MySQL、Oracle、SQLServer --> 

<!--   DBServerIP=localhost        数据库服务器IP地址                   --> 

<!--   DBServerPort=1521           数据库端口号                         --> 

<!--   DBName=orcl                 数据库名                             --> 

<!--   DBUser=test                 数据库用户                           --> 

<!--   DBPassword=test             数据库用户密码                       --> 

<!--   DBSyncLogFile=d:\dbsynclog.txt  同步服务器同步日志文件           --> 

<!--   下面关于数据库配置参数以实际为准（下面黑色字体部分需要修改）：   --> 

     <servlet> 

        <servlet-name>DBSyncWeb</servlet-name> 

        <servlet-class>org.sqlite.dbsync.web.DBSyncServlet</servlet-class> 

        <init-param> 

            <param-name>DBType</param-name> 

            <param-value>Oracle</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DBServerIP</param-name> 

            <param-value>localhost</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DBServerPort</param-name> 

            <param-value>1521</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DBName</param-name> 

            <param-value>orcl</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DBUser</param-name> 

            <param-value>test</param-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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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DBPassword</param-name> 

            <param-value>test</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DBSyncLogFile</param-name> 

            <param-value>d:\dbsynclog.txt</param-value> 

        </init-param> 

        <load-on-startup>10</load-on-startup>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DBSyncWeb</servlet-name> 

        <url-pattern>/DBSyncWeb</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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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客户端部署 

 安装 

客户端无需安装，只需要把SQLiteDBSync1.0\client目录中对应平台的同步工

具包复制到您所需要部署的位置即可。开发人员只要获得SQLite DBSync 客户端

同步引擎动态库、手册即可进行应用程序的开发。 

在每个同步客户端上都需要部署一个SQLite DBSync 的客户端同步引擎，客户

端同步引擎不是以独立的进程服务形式提供给应用程序，而是以动态库的形式嵌

入到应用程序中，因此不需要独立的安装过程，可以随着用户的应用程序一起发

布安装 

 设置环境变量 

SQLite DBSync 客户端同步引擎动态库中包括了数据库同步的全部核心功能，

动态库在不同系统上名称一般是不同的，比如 Linux 系统名称为 libsqlitedbsync.so，

Window 系统平台上名称为 sqlite-dbsync.dll。客户端应用程序运行时需要动态加

载这个动态库，这样就需要设置系统环境变量，不同的平台设置的方法不一样，

设置完环境变量后就可以使用了。 

Linux 设置环境变量的方法是：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动态库所在的绝对路径 

Windows 设置环境变量的方法是： 

在计算机属性选择高级属性，然后点击环境变量按钮，如下图在环境变量对

话框中，对 Path 环境变量进行设置，把动态库所在的绝对路径追加到 Path 环境

变量数值中（使用符合“；”进行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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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服务端管理 

 启动同步服务 

执行 SQLiteDBSync1.0\bin\startup.bat 命令来启动同步服务。 

 

 关闭同步服务 

执行 SQLiteDBSync1.0\bin\shutdown.bat 命令来关闭同步服务。 

 

 验证同步服务是否启动成功 

启动一个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网址： 

http://127.0.0.1:8080/sqlite-dbsync-web/DBSyncWeb 

如果服务器配置成功了，应该有下面的输出： 

 

 

 

 

  

http://127.0.0.1:8080/sqlite-dbsync-web/DBSync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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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使用约束 

SQLite DBSync 使用时需要注意下面的约束限制： 

 同步对象名称不区分大小写，不能使用特殊字符。 

 同步表定义时，只提供对具有主键的表同步支持。 

 同步表定义时，在指定同步列时必须选择主键，并且只能包含表中列。如

部分列“col1, col2, col3”或所有列“*”。 

 同步表定义时，水平过滤（WHERE 条件）中的列必须指定表名，如“t1.col1 > 

2”。 

 同步表定义时，水平过滤（WHERE 条件）中的同步变量必须以@开头，如

"t1.col1 > @sync_bianliang" 

 在同步客户端，更新表中的主键默认是不会同步到同步服务端的，考虑可

以先删除再插入来实现。 

 在同步服务端，获取 DELETE 增量数据，是不进行水平过滤（WHERE 条件）

判断。 

 同步服务端，更新数据时如果该记录更改后不满足水平过滤条件，将不能

同步到客户端了，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先删除后添加，这样同步客户端将移

除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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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同步服务端 

本章主要介绍了同步服务端的同步管理工具 DBSyncMTool 的使用方法及相

应的注意事项，使用该工具可以创建同步系统所需要的同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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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同步服务管理工具 

为了便于开发和维护，SQLite DBSync提供了同步管理工具DBSyncMTool，同

步管理工具为服务端提供了同步发布、同步表、同步用户及同步变量的管理，可

以灵活、简便地实现用户的数据同步开发与管理。本节主要介绍这几种同步对象

创建和查询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同步对象名称不区分大小写，不能使用特殊字

符。 

该工具需要在CMD命令窗口下， 执行SQLiteDBSync1.0\bin\DBSyncMTool.bat 

批处理文件。执行后进入命令提示符“$>”，等待用户输入命令。 

§4.1.1 Help 命令 

执行后进入命令提示符“$>”，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命令“help”，可以打印

帮助信息如下： 

【例子一】 

 

§4.1.2 Exit 命令 

执行后进入命令提示符“$>”，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命令“exit”或“quit”，

可以退出管理工具。 

§4.1.3 Connect 命令 

执行后进入命令提示符“$>”，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命令“connect”，可以连

接中心数据库，在执行其他同步访问命令前必须要执行的命令。 

命令格式如下: 

connect [Oracle|MySQL|SQLServer]://USERNAME:PASSWORD@IP:PORT/DBNAME 

【例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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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Oracle 数据库服务器，IP地址是 192.168.195.190、端口号 1521、用户

名和密码均是exedesktop、数据库名是orcl。可以使用下面的connect连接命令: 

connect Oracle://exedesktop:exedesktop@192.168.195.190:1521/orcl 

执行结果如下: 

 

§4.1.4 Import 命令 

执行后进入命令提示符“$>”，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命令“import”，可以实

现同步模式的导入，完成同步对象创建工作。 

使用该命令前需要执行“Connect”命令。 

命令格式如下: 

import 模式文件名 

【例子一】 

模式文件 dbsync-schema.xml 文件内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DBSyncSchema> 

  <!-- 创建一个同步发布，发布名pub3 --> 

  <CreateSyncPublication 

  name="pub3" 

  />     

  <!-- 同步发布pub3订阅4个同步表 --> 

  <SyncPublicationOrder name="pub3">  

  <OrderSyncTable name="t4" syncweight="1" synctype = "T"/> 

  <OrderSyncTable name="tb" syncweight="1" synctype = "T"/> 

  <OrderSyncTable name="TB_EXEDT_OLAP_SCHEMA" syncweight="1" synctype = "T"/> 

  <OrderSyncTable name="TB_EXEDT_OLAP_S1" syncweight="1" synctype = "T"/> 

  </SyncPublicationOrder>      

  <!-- 创建一个同步变量，变量名是my_proc_count2，默认值是零 --> 

  <CreateSyncVariable  

  name="my_proc_count2" 

  defvalue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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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建一个同步用户，用户名jerry，密码是abc --> 

  <CreateSyncUser  

  name="jerry" 

  password="abc" 

  />    

  <!-- 同步用户jerry 订阅一个同步 pub3, 同步用户jerry订阅一个同步变量并设置数值为david --> 

  <SyncUserOrder name="jerry">  

  <OrderPublication name="pub3"/> 

  <OrderVariable name="my_proc_count2" value="'david'"/> 

  </SyncUserOrder>               

</DBSyncSchema> 

 

§4.1.5 Show 命令 

执行后进入命令提示符“$>”，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命令“show”，可以实现

查询各种同步对象。 

使用该命令前需要执行“Connect”命令。 

命令格式如下: 

show [syncuser|synctable|syncpub|syncvar] [Name|ALL] 

该命令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show syncuser [Name|ALL]：查询一个或所有同步用户及其订阅的同步对

象。 

show synctable [Name|ALL]: 查询一个或所有同步表。 

show syncvar [Name|ALL]：查询一个或所有同步变量。 

show syncpub [Name|ALL]：查询一个或所有同步发布及其订阅的同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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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一】 

查询同步表t4，命令如下： 

show synctable t4 

执行结果如下: 

 

【例子二】 

查询所有同步表，命令如下： 

show synctable all 

执行结果如下: 

 

【例子三】 

查询所有同步发布，命令如下： 

show syncpub all 

执行结果如下: 

 

【例子四】 

查询所有同步变量，命令如下： 

show syncvar all 

执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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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五】 

查询所有同步用户，命令如下： 

show syncuser all 

执行结果如下: 

 

【例子六】 

查询同步用户david，命令如下： 

show syncuser david 

执行结果如下: 

 

§4.1.1 Alter 命令 

执行后进入命令提示符“$>”，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命令“alter”，可以实现

修改同步用户的同步密码功能。 

使用该命令前需要执行“Connect”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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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格式如下: 

alter syncuser Name Password 

【例子一】 

修改同步用户david的同步密码为abc，命令如下： 

alter syncuser david abc 

执行结果如下: 

 

§4.1.2 Drop 命令 

执行后进入命令提示符“$>”，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命令“drop”，可以实现

删除各种同步对象。 

使用该命令前需要执行“Connect”命令。 

命令格式如下: 

drop [syncuser|synctable|syncpub|syncvar] [Name|ALL] 

该命令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drop syncuser [Name|ALL]：删除一个或所有同步用户及其订阅的同步对

象。 

drop synctable [Name|ALL]: 删除一个或所有同步表。 

drop syncvar [Name|ALL]：删除一个或所有同步变量。 

drop syncpub [Name|ALL]：删除一个或所有同步发布及其订阅的同步表。 

【例子一】 

删除同步表t4，命令如下： 

drop synctable t4 

执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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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二】 

删除所有同步表，命令如下： 

删除 synctable all 

执行结果如下: 

 

【例子三】 

删除所有同步发布，命令如下： 

drop syncpub all 

执行结果如下: 

 

【例子四】 

删除所有同步变量，命令如下： 

drop syncvar all 

执行结果如下: 

 

【例子五】 

删除同步用户david，命令如下： 

drop syncuser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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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如下: 

 

【例子六】 

删除所有同步用户，命令如下： 

drop syncuser all 

执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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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错误码说明 

 同步服务执行引擎错误码说明 

 

错误码 错误常量定义 错误信息说明 

0 DBSYNC_ERROR_NOERROR 没有错误 

1 DBSYNC_ERROR_DBNONSUPPORT 指定的数据库不支持 

2 DBSYNC_ERROR_TABLENOKEY 选择的同步表必须有主键 

3 DBSYNC_ERROR_OBJECTNOTFOUND 没有找到指定的对象 

4 DBSYNC_ERROR_OBJECTEXISTS 指定的对象已存在 

5 DBSYNC_ERROR_UNKNOWNOPERATE 未知的指定操作 

6 DBSYNC_ERROR_AUTHFAILD 用户不存在或密码错误 

7 DBSYNC_ERROR_NOPERMISSION 不具有访问权限 

8 
DBSYNC_ERROR_COLUMN_NOTMATCH 同步文件中的列描述信息与数据库中的同

步列信息不匹配 

9 DBSYNC_ERROR_UPDATE_FAILD 同步上载插入更新失败 

10 DBSYNC_ERROR_DATA_COLUMN_NEQ 同步上载列的个数与数据的个数不一致 

11 
DBSYNC_ERROR_DATA_KEY_NEQ 同步上载主键列的个数与数据的个数不一

致 

12 DBSYNC_ERROR_TIMEINVALID 同步系统过了使用期限 

13 DBSYNC_ERROR_UNKNOWNCOLUMN 指定的同步表列在数据表中不存在 

14 DBSYNC_ERROR_TABLENOTFOUND 没有找到与同步表同名的数据表 

15 DBSYNC_ERROR_INVALIDTOKEN 无效的 Token 

16 DBSYNC_ERROR_DLLLOADFAILD 同步动态库加载失败 

 

 DBSync Web Server 错误码说明 

 

错误码 错误常量定义 错误信息说明 

0 DBSYNC_WEB_OK 没有错误 

1000 DBSYNC_WEB_ERROR_INITSYNCFAILED WEB 同步服务初始化失败 

1100 DBSYNC_WEB_ERROR_PARSEHTTPFAILED 解析 HTTP 协议失败 

1200 DBSYNC_WEB_ERROR_GETFORMFAILED 得到 HTTP 表单失败 

1300 DBSYNC_WEB_ERROR_USERAUTHFAILED 用户名或密码认证失败 

1400 DBSYNC_WEB_ERROR_GETUPLOADFILEFAILED 得到同步上载文件失败 

15XX 
DBSYNC_WEB_ERROR_PERFORMSYNCFAILED 同步服务执行引擎执行失败，XX 是同

步服务执行引擎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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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同步客户端 

本章主要介绍了SQLite DBSync 同步客户端的同步工具与开发接口使用方法

及使用示例。使用该工具能够为SQLite数据库创建和删除同步表，并能够在同步

客户端实现数据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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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客户端同步工具 

为了便于开发和维护，SQLite DBSync 提供了客户端同步工具，在 client\win32 

目录下，键入 dbsync-tool 命令可以显示的使用帮助信息如下： 

下面分别介绍三种命令形式的使用方法。 

§5.1.1 创建一个同步表 

【命令】 

dbsync-tool addsynctable dbname tablename synctype syncweight 

【功能】 

为SQLite数据库上的一个数据表创建其同步表，同步表的表名必须与数据表

相同，其中数据库表必须是具有主键的表。 

【说明】 

addsynctable：子命令由于创建同步表。 

dbname：SQLite数据库文件路径。 

tablename：同步表名称，必须与数据表名称相同。 

synctype：同步表同步类型，1 仅上载、2 仅下载、3 双向同步。 

syncweight：指定同步表的权重，权重值低的表先被导入到数据库中，用于

解决外键约束问题。 

【例子一】 

1、首先在 SQLite 数据库 my.db 上创建数据表 t4，建表 SQL 语句如下 

CREATE TABLE t4 ( 

  col1 int, 

  col2 varchar(20), 

  col3 varchar(200), 

  col4 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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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5 varchar(20), 

  col6 varchar(20), 

  col7 varchar(20), 

  col9 numeric(10,2), 

  PRIMARY KEY (col1,col2) 

); 

2、然后为表 t4 创建一个同步类型为双向同步的、权重值为 1 的同步表，命

令如下： 

dbsync-tool addsynctable my.db t4 3 1 

成功提示如下： 

ADD SYNCTABLE OK 

【例子二】 

1、首先在 SQLite 数据库 my.db 上创建数据表 tb，建表 SQL 语句如下 

CREATE TABLE tb ( 

  col1 int, 

  col2 varchar(20) , 

  col3 varchar(200), 

  col4 numeric(10,2), 

  col5 long raw, 

  col6 varchar(20), 

  PRIMARY KEY (col2,col1) 

); 

2、然后为表 tb 创建一个同步类型为双向同步的、权重值为 2 的同步表，命

令如下： 

dbsync-tool addsynctable my.db tb 3 2 

成功提示如下： 

ADD SYNCTABLE OK 

§5.1.2 删除一个同步表 

【命令】 

dbsync-tool delsynctable dbname tab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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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删除一个同步表。 

【说明】 

addsynctable：子命令由于创建同步表。 

dbname：SQLite数据库文件路径。 

tablename：同步表名称，必须与数据表名称相同。 

【例子】 

删除一个同步表 t4，命令如下： 

dbsync-tool addsynctable my.db t4 

成功提示如下： 

DEL SYNCTABLE OK 

§5.1.3 数据同步 

【命令】 

dbsync-tool dosync dbname exportpath importpath syncurl syncuser password 

【功能】 

实现同步客户端与同步服务器进行双向的数据同步。 

【说明】 

addsynctable：子命令由于创建同步表。 

dbname：SQLite数据库文件路径。 

tablename：同步表名称，必须与数据表名称相同。 

syncurl：同步服务器URL。 

syncuser：同步用户名称。 

password：同步用户密码。 

【例子】 

与远程同步服务器进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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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ync-tool dosync my.db http://127.0.0.1:8080/sqlite-dbsync-web/DBSyncWeb 

david abc 

成功提示如下： 

DBSYNC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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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客户端 C 接口 

SQLite DBSync 提供了客户端开发同步接口，通过这些同步接口用户可以自己

来确定同步时机，这样用户可以更加便利、更加灵活地进行数据同步。 

§5.2.1 sqlite3_dbsync_version 

【功能】 

获取 SQLite DBSync 同步客户端版本号 

【语法】 

const char* sqlite3_dbsync_version(void); 

§5.2.2 sqlite3_dbsync_errinfo  

【功能】 

获取 SQLite DBSync 同步错误信息 

【语法】 

const char* sqlite3_dbsync_errinfo(sqlite3_dbsync *pDBSync, int err_no); 

【说明】 

参数：ppDBSync sqlite3_dbsync 指针类型，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指针句柄。 

参数：err_no int 类型，同步错误码 

错误码与错误信息说明，参见 1.4.8 章节中错误代码部分。 

§5.2.3 sqlite3_dbsync_env 

【功能】 

SQLite DBSync 同步环境初始化函数，完成同步的初始化工作。 

【语法】 

int sqlite3_dbsync_env(sqlite3_dbsync **ppDBSync); 

【说明】 

参数： ppDBSync sqlite3_dbsync 指针类型，返回 SQLite DBSync 同步指针句柄。 

返回值：成功返回 SQLITE3_DBSYNC_OK，失败返回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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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sqlite3_dbsync_destroy 

【功能】 

SQLite DBSync 同步资源销毁函数。 

【语法】 

int sqlite3_dbsync_destroy(sqlite3_dbsync *pDBSync); 

【说明】 

参数：ppDBSync sqlite3_dbsync 指针类型，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指针句柄。 

返回值：成功返回 SQLITE3_DBSYNC_OK，失败返回错误码。 

§5.2.5 sqlite3_dbsync_setopt 

【功能】 

SQLite DBSync 同步客户端设置同步选项。 

【语法】 

int sqlite3_dbsync_setopt(sqlite3_dbsync *pDBSync, int option, void *p1, int p2); 

【说明】 

参数：ppDBSync sqlite3_dbsync 指针类型，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指针句柄。 

参数：p1 char* 类型， 用来指定数据库同步选项的数据，对于整形的数据也需要 

用字符串来表达，如 timeout 的数值为"300"秒。 

参数：p2 int 类型， 用来指定数据库同步选项的数据的长度。 

返回值：成功返回 SQLITE3_DBSYNC_OK，失败返回错误码。 

参数：option int 类型， 用来指定数据库同步选项参数，改选项说明如下： 

 

/** 

 * 指定 SQLite 数据库文件路径的选项。 

 */ 

#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DBPATH            1 

/** 

 * 指定 SQLite 数据库加密密钥的选项，仅在加密引擎下有效。 

 */ 

#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DBKEY             2 

/** 

 * 指定 SQLite 数据库字符编码的选项。 

 */ 

#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DBENCODE          3 

/** 

 * 指定 SQLite 数据库临时路径的选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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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DBTEMPDIR         4 

/** 

 * 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服务器 URL 的选项。 

 */ 

#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SYNCURL           5 

/** 

 * 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用户的选项。 

 */ 

#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SYNCUSER          6 

/** 

 * 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用户密码的选项。 

 */ 

#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SYNCPASSWD        7 

/** 

 * 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导出文件路径的选项。 

 */ 

#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EXPPATH           8 

/** 

 * 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导入文件路径的选项。 

 */ 

#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IMPPATH           9 

/** 

 * 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通信传输超时的选项，默认是 0 即永不超时。 

 */ 

#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TIMEOUT           10 

/** 

 * 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通信连接超时的选项，默认是 30 秒。 

 */ 

#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CONNECTTIMEOUT    11 

/** 

 * 指定 SQLite DBSync 更新 DBSync ID 的选项，关闭是 0（默认），开启是非 0。 

 */ 

#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UPDATE_DBSYNCID   12 

/** 

 * 指定 SQLite DBSync SSL 检查选项，关闭是 0（默认），开启是非 0。 

 */ 

#define SQLITE3_DBSYNC_OPT_SSL_VERIFYPEER    13 

/** 

 * 指定 SQLite DBSync LOCKMODE 互斥方式关闭选项，开启是 0（默认），关闭是非 0。 

 */ 

#define SQLITE3_DBSYNC_LOCKMODE_NOEXCLUSIVE  14 

/** 

 * 指定 SQLite DBSync 更新同步表属性的开启选项，关闭是 0（默认），开启是非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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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SQLITE3_DBSYNC_UPDATE_SYNCATTRIBUTE  15 

/** 

 * 指定 SQLite DBSync 文本数据是否转 base64 的开启选项，关闭是 0，开启是非 0（默认）。 

 */ 

#define SQLITE3_DBSYNC_TEXT2BASE64  19 

 

§5.2.6 sqlite3_dbsync_open 

【功能】 

SQLite DBSync 同步客户端打开同步数据库，在导出和导入同步数据等同步操作前

使用。 

【语法】 

int sqlite3_dbsync_open(sqlite3_dbsync *pDBSync); 

【说明】 

参数：pDBSync sqlite3_dbsync 指针类型，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指针句柄。 

返回值：成功返回 SQLITE3_DBSYNC_OK，失败返回错误码。 

§5.2.7 sqlite3_dbsync_close 

【功能】 

SQLite DBSync 同步客户端关闭已打开的同步数据库。 

【语法】 

int sqlite3_dbsync_close(sqlite3_dbsync *pDBSync); 

【说明】 

返回值：成功返回 SQLITE3_DBSYNC_OK，失败返回错误码。 

§5.2.8 sqlite3_dbsync_add_synctable 

【功能】 

SQLite DBSync 同步客户端创建添加一个同步表，使用前需要打开同步数据库。 

【语法】 

int sqlite3_dbsync_add_synctable(sqlite3_dbsync *pDBSync, char *tabname, int 

synctype, int syncweight); 

【说明】 

参数： pDBSync sqlite3_dbsync 指针类型，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指针句柄。 



沈阳永卓科技科有限公司 

38 

参数：synctype int 类型，指定同步类型可选仅上载（1）、仅下载（2）和双向 

同步（3）。同步类型说明如下： 

/** 

 * SQLite DBSync 同步表同步类型，UPLOAD 表示仅上载、DOWNLOAD 表示仅

下载、TWOWAY 表示双向同步。 

 */ 

#define SQLITE3_DBSYNC_TYPE_UPLOAD           1 

#define SQLITE3_DBSYNC_TYPE_DOWNLOAD         2 

#define SQLITE3_DBSYNC_TYPE_TWOWAY           3 

 

参数：tabname char *类型，指定同步表的名称（必须与需要同步的数据表一个名 

称）。 

参数：syncweight int 类型，指定同步表的权重，权重值低的表先被导入到数据库 

中，可以解决外键约束问题。 

返回值：成功返回 SQLITE3_DBSYNC_OK，失败返回错误码。 

§5.2.9 sqlite3_dbsync_del_synctable 

【功能】 

SQLite DBSync 同步客户端删除一个同步表，使用前需要打开同步数据库。 

【语法】 

int sqlite3_dbsync_del_synctable(sqlite3_dbsync *pDBSync, char *tabname); 

【说明】 

参数：pDBSync sqlite3_dbsync 指针类型，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指针句柄。 

参数：tabname char *类型，指定同步表的名称。 

返回值： 成功返回 SQLITE3_DBSYNC_OK，失败返回错误码。 

§5.2.10 sqlite3_dbsync_export 

【功能】 

SQLite DBSync 同步客户端导出同步数据到同步导出文件，使用前需要打开同步数

据库。 

【语法】 

int sqlite3_dbsync_export(sqlite3_dbsync *dbsync); 

【说明】 

参数：pDBSync sqlite3_dbsync 指针类型，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指针句柄。 

返回值： 成功返回 SQLITE3_DBSYNC_OK，失败返回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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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sqlite3_dbsync_import 

【功能】 

SQLite DBSync 同步客户端导入同步数据到同步数据库中，使用前需要打开同步数

据库。 

【语法】 

int sqlite3_dbsync_import(sqlite3_dbsync *dbsync); 

【说明】 

参数：pDBSync sqlite3_dbsync 指针类型，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指针句柄。 

返回值： 成功返回 SQLITE3_DBSYNC_OK，失败返回错误码。 

§5.2.12 sqlite3_dbsync_clear_datachange 

【功能】 

SQLite DBSync 同步客户端清理同步增量数据的标记位，客户端同步增量数据导出

后需要调用此函数。 

【语法】 

int sqlite3_dbsync_clear_datachange(sqlite3_dbsync *pDBSync); 

【说明】 

参数：pDBSync sqlite3_dbsync 指针类型，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指针句柄。 

返回值： 成功返回 SQLITE3_DBSYNC_OK，失败返回错误码。 

§5.2.13 sqlite3_dbsync_perform 

【功能】 

实现同步客户端与同步服务器进行双向的数据同步，使用前需要设置 URL、同步用

户及同步用户密码。 

【语法】 

int sqlite3_dbsync_perform(sqlite3_dbsync *pDBSync); 

【说明】 

参数：pDBSync sqlite3_dbsync 指针类型，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指针句柄。 

返回值： 成功返回 SQLITE3_DBSYNC_OK，失败返回错误码。 

§5.2.14 sqlite3_dbsync_dbsyncid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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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步客户端得到当前打开同步数据库的同步 ID 号。 

【语法】 

const char* sqlite3_dbsync_dbsyncid(sqlite3_dbsync *pDBSync); 

【说明】 

参数：pDBSync sqlite3_dbsync 指针类型，指定 SQLite DBSync 同步指针句柄。 

返回值：成功返回 10 个长度的 ID 字符串，失败返回 空指针（pDBSync 指针句柄 

为空）或 空字符串（数据同步未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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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 接口编译与运行 

客户端同步引擎在支持的所有操作系统平台中，一般都提供了 C 访问接口

（Android 是 Java API）。下面介绍使用 C 接口进行开发的编译和运行方法。 

同其他动态库的使用方法相同，即需要把引擎动态库配置到项目工程当中，

并与用户的应用程序一起绑定链接。 

Linux 系统平台编译例子： 

gcc p1.c -o app –L dllpath -lsqlitedbsync -lm -lsqlite3 -lcurl 

p1.c 是应用程序 C 代码文件，app 是生存的可执行程序，dllpath 是引擎动态

库所在的路径，如果运行调试或发布应用程序还需要把 libsqlitedbsync.so 所在目

录设置到 LD_LIBRARY_PATH 环境变量中。 

Windows 系统平台：     

如果使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集成开发环境，需要把 sqlite-dbsync.lib 添加

到工程属性当中，比如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下添加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需要在附加依赖项栏目填写 sqlite-dbsync.lib。另外，需要用户把 sqlite-dbsync.lib

复制到用户应用所在的工程目录下，如果运行调试或发布应用程序也需要把

sqlite-dbsync.dll 复制到用户的应用程序所在的目录或设置 Path 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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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C 接口开发例子 

§5.4.1 同步表管理代码示例 

该代码示例是SQLite DBSync 同步表管理使用到的方法函数。其中橘色部分是

注释说明，蓝色部分是使用到的同步函数。 

// 打印 DBSync 错误信息 

void printDBSyncErrInfo(sqlite3_dbsync *pDBSync, int code, char *desc) 

{ 

  char buf[DBSYNC_ERRINFO_MAXLEN + 40]; 

  sprintf(buf, "DBSync (%s): ERROR CODE: %d, ERROR INFO: %s\n", desc, code, sqlite3_dbsync_errinfo(pDBSync , 

code)); 

  printf(buf); 

} 

static int managerSyncTable( int flags, char *tabname, int weight) 

{ 

  int rc = 0; 

  sqlite3_dbsync *pDBSync = 0;  

  char *dbname = “/home/dbsync/my.db”; 

// 初始化 DBSync 同步句柄 

  rc = sqlite3_dbsync_env(&pDBSync); 

  if (rc != SQLITE3_DBSYNC_OK) 

  { 

    printDBSyncErrInfo(pDBSync , rc, "env init"); 

    return 1; 

  } 

  // 设置需要同步的SQLite数据库文件路径 

  rc = sqlite3_dbsync_setopt(pDBSync, SQLITE3_DBSYNC_OPT_DBPATH, dbname, strlen(dbname)); 

  if (rc != SQLITE3_DBSYNC_OK) 

  { 

    printDBSyncErrInfo(pDBSync , rc, "set dbpaty"); 

    return 1; 

  } 

  // 开启数据库同步管理 

  rc = sqlite3_dbsync_open(pDBSync); 

  if (rc != SQLITE3_DBSYNC_OK) 

  { 

    printDBSyncErrInfo(pDBSync , rc, "dbsync open"); 

    return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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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flags == 0) // 添加一个同步表，tabname表名就是实际的数据表 

    rc = sqlite3_dbsync_add_synctable(pDBSync, tabname, SQLITE3_DBSYNC_TYPE_TWOWAY, weight); 

  else   // 删除一个同步表，tabname表名就是实际的数据表 

    rc = sqlite3_dbsync_del_synctable(pDBSync, tabname); 

  if (rc != SQLITE3_DBSYNC_OK) 

  { 

    printDBSyncErrInfo(pDBSync , rc, "dbsync table add/del"); 

    return 1; 

  } 

  // 关闭同步管理 

  rc = sqlite3_dbsync_close(pDBSync); 

  if (rc != SQLITE3_DBSYNC_OK) 

  { 

    printDBSyncErrInfo(pDBSync , rc, "dbsync close"); 

    return 1; 

  } 

   // 销毁同步句柄 

  sqlite3_dbsync_destroy(pDBSync); 

 

  if (flags == 0) 

   printf("ADD SYNCTABLE OK\n"); 

  else 

   printf("DEL SYNCTABLE OK\n"); 

 

  return 0; 

} 

§5.4.2 双向同步代码示例 

下面代码是完成自动化同步的调用方法的一个示例，其中橘色部分是注释说

明，蓝色部分是使用到的同步函数。 

// 打印 DBSync 错误信息 

void printDBSyncErrInfo(sqlite3_dbsync *pDBSync , int code, char *desc) 

{ 

  char buf[DBSYNC_ERRINFO_MAXLEN + 40]; 

  sprintf(buf, "DBSync (%s): ERROR CODE: %d, ERROR INFO: %s\n", desc, code, sqlite3_dbsync_errinfo(pDBSync , 

code)); 

  printf(buf); 

} 

static int doSync( ) 

{ 

  int rc = 0; 

  sqlite3_dbsync *pDBSync = 0;  

  char *dbname = “/home/dbsync/my.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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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 *url = "http://localhost:8080/sqlite-dbsync-web/DBSyncWeb"; 

  char *user = ”david”; 

  char *pass = ”abc”; 

 

  // 初始化 DBSync 同步句柄 

  rc = sqlite3_dbsync_env(&pDBSync); 

  if (rc != SQLITE3_DBSYNC_OK) 

  { 

    printDBSyncErrInfo(pDBSync , rc, "env init"); 

    goto end; 

  } 

 

  // 设置需要同步的SQLite数据库文件路径 

  rc = sqlite3_dbsync_setopt(pDBSync, SQLITE3_DBSYNC_OPT_DBPATH, dbname, strlen(dbname)); 

  if (rc != SQLITE3_DBSYNC_OK) 

  { 

    printDBSyncErrInfo(pDBSync , rc, "set dbname"); 

    goto end; 

  } 

 

  // 设置同步URL 

  rc = sqlite3_dbsync_setopt(pDBSync, SQLITE3_DBSYNC_OPT_SYNCURL, url, strlen(url)); 

  if (rc != SQLITE3_DBSYNC_OK) 

  { 

    printDBSyncErrInfo(pDBSync , rc, "set syncurl"); 

    goto end; 

  } 

 

  // 设置同步用户 

  rc = sqlite3_dbsync_setopt(pDBSync, SQLITE3_DBSYNC_OPT_SYNCUSER, user, strlen(user)); 

  if (rc != SQLITE3_DBSYNC_OK) 

  { 

    printDBSyncErrInfo(pDBSync , rc, "set syncuser"); 

    goto end; 

  } 

 

  // 设置同步用户密码 

  rc = sqlite3_dbsync_setopt(pDBSync, SQLITE3_DBSYNC_OPT_SYNCPASSWD, pass, strlen(pass)); 

  if (rc != SQLITE3_DBSYNC_OK) 

  { 

    printDBSyncErrInfo(pDBSync , rc, "set syncpass"); 

    goto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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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WEB服务，执行同步 

  rc = sqlite3_dbsync_perform(pDBSync); 

  if (rc != SQLITE3_DBSYNC_OK) 

  { 

    printDBSyncErrInfo(pDBSync , rc, "sync perform"); 

    goto end; 

  } 

 

end: 

  // 销毁同步句柄 

  sqlite3_dbsync_destroy(pDBSync); 

 

  if ( rc==SQLITE3_DBSYNC_OK ) 

    my_printf("DBSYNC OK\n"); 

 

  return 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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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错误码说明 

 C 接口开发错误码说明： 

 

错误码 错误编码宏定义 错误信息说明 

0 SQLITE3_DBSYNC_OK no error 

1 SQLITE3_DBSYNC_INVALID_OPTION the option is invalid 

2 SQLITE3_DBSYNC_INVALID_SYNCTYPE the sync type is invalid 

3 SQLITE3_DBSYNC_NOMEM no memory 

4 SQLITE3_DBSYNC_NULLPIR null pointer 

5 SQLITE3_DBSYNC_NOTDBPATH not set database path 

6 SQLITE3_DBSYNC_NOTOPENDB not open sqlite database 

7 SQLITE3_DBSYNC_EXISTED sync table already exists 

8 SQLITE3_DBSYNC_NOTEXIST sync table does not exist 

9 SQLITE3_DBSYNC_PKTABLENOTEXIST table not exist or not have primary key 

10 SQLITE3_DBSYNC_EXPFILEFAILD export file open/write failed 

11 SQLITE3_DBSYNC_NOTEXPATH not set export path 

12 SQLITE3_DBSYNC_ABORT sqlite dbsync abort error 

13 SQLITE3_DBSYNC_DBERROR sqlite db error 

14 SQLITE3_DBSYNC_IMPFILEFAILD import file open/read failed 

15 SQLITE3_DBSYNC_NOTIMPATH not set import path 

16 SQLITE3_DBSYNC_JSONPARSE_ERROR json parse error 

17 SQLITE3_DBSYNC_JSON_TABLE_NOMATCH json and table's columns do not match 

18 SQLITE3_DBSYNC_TIMEINVALID sqlite dbsync has expired 

19 SQLITE3_DBSYNC_PERFORM_FAILED dbsync perform faild 

20 SQLITE3_DBSYNC_NOTURL not set sync server url 

21 SQLITE3_DBSYNC_CURLFILEFAILD curl file open/write faild 

22 SQLITE3_DBSYNC_CURWEB_FAILED dbsync webserver error 

23 SQLITE3_DBSYNC_INVALID_SYNCID the dbsync id is invalid 

24 SQLITE3_DBSYNC_NOT_PROVIDE s not provide for the sync function 

25 SQLITE3_DBSYNC_RENAME_FAILED rename sync output file failed 

26 SQLITE3_DBSYNC_NOTQUEUEPATH 
not set output/input/errput queue 

path 

27 SQLITE3_DBSYNC_INVALIDTOKEN invalid dbsync token 

28 SQLITE3_DBSYNC_COMPRESSFAILED dbsync data compress failed 

29 SQLITE3_DBSYNC_UNCOMPRESSFAILED dbsync data uncompress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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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一个同步例子 

本章将完整地介绍一个同步的例子，在该例子中实现了SQLite和oracle数据库

之间的数据同步。在例子中演示了，如何创建用户的数据表、如何使用同步模型

文件创建同步对象。最后分别对SQLite和oracle数据库，做一些数据库插入、更新

或删除等操作，然后使用客户端同步工具dbsync-tool与远程同步服务器进行同步。

同步过后，SQLite和oracle数据库数据可以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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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同步例子需要数据表  

演示示例之前，需要在Oracle 数据库和SQLite 数据库，中分别建立两个数据

表t4 和 tb。建表语句分别如下： 

CREATE TABLE t4 ( 

  col1 int, 

  col2 varchar(20), 

  col3 varchar(200), 

  col4 float, 

  col5 varchar(20), 

  col6 varchar(20), 

  col7 varchar(20), 

  col9 numeric(10,2), 

  PRIMARY KEY (col1,col2) 

); 

CREATE TABLE tb ( 

  col1 int, 

  col2 varchar(20) , 

  col3 varchar(200), 

  col4 numeric(10,2), 

  col5 long raw, 

  col6 varchar(20), 

  PRIMARY KEY (col2,co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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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在同步服务端中创建同步对象  

SQLite DBSync 提供了同步管理工具 DBSyncMTool，使用该工具可以创建同步

系统所需要的同步对象。该工具需要在 CMD 命令窗口下，执行 DBSyncMTool.bat 

文件，使用下面的命令可以导入 dbsync-schema.xml 文件同步对象到同步系统中。 

DBSyncMTool dbsync-schema.xml 

在 dbsync-schema.xml 文件中，做了下面的工作： 

  1、创建一个同步用户，用户名 david，密码是 abc 。 

  2、创建一个同步变量，变量名是 my_proc_count，默认值是零。 

  3、创建一个同步发布，发布名 pub1。 

  4、创建一个同步表 t4（同步表必须与用户的数据表同名）。 

  5、创建一个同步表 tb。 

  6、同步发布 pub1 订阅一个同步表 t4 和 tb。 

  7、同步用户 david 订阅一个同步 pub1, 同步用户 david 订阅一个同步变

量并设置数值为 0。 

dbsync-schema.xml 文件内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k"?> 

<DBSyncSchema> 

 

  <!-- 数据源 --> 

  <DataSource  

  type="Oracle" 

  ip="192.168.195.190" 

  port="1521" 

  db="orcl" 

  username="test" 

  password="test" 

  /> 

   

  <!-- 创建一个同步用户，用户名david，密码是abc --> 

  <CreateSyncUser  

  name="david" 

  password="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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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创建一个同步变量，变量名是my_proc_count，默认值是零 --> 

  <CreateSyncVariable  

  name="my_proc_count" 

  defvalue ="0" 

  />  

   

  <!-- 创建一个同步发布，发布名pub1 --> 

  <CreateSyncPublication 

  name="pub1" 

  />  

   

  <!-- 创建一个同步表 t4，同步表必须与用户表是同名的 --> 

  <CreateSyncTable 

  name="t4" 

  columns="col1,col2,col3,col4,col5,col6,col7,col9" 

  filter="t4.col1 > @my_proc_count" 

  />   

   

  <!-- 创建一个同步表 tb，同步表必须与用户表是同名的, *表示所有的列 --> 

  <CreateSyncTable 

  name="tb" 

  columns="*" 

  />  

   

  <!-- 同步发布pub1订阅一个同步表 t4和tb --> 

  <SyncPublicationOrder name="pub1">  

  <OrderSyncTable name="t4"/> 

  <OrderSyncTable name="tb"/> 

  </SyncPublicationOrder>  

   

  <!-- 同步用户david 订阅一个同步 pub1, 同步用户david订阅一个同步变量并设置为0 --> 

  <SyncUserOrder name="david">  

  <OrderPublication name="pub1"/> 

  <OrderVariable name="my_proc_count" value="0"/> 

  </SyncUserOrder>  

             

</DBSync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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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在同步客户端中创建同步对象  

1、创建一个 SQLite 数据库 my.db。 

2、在 SQLite 数据库 my.db 上创建数据表 t4，建表 SQL 语句参考 6.1。 

3、在 SQLite 数据库 my.db 上创建数据表 tb，建表 SQL 语句参考 6.1。 

4、使用客户端同步工具 dbsync-tool，为表 t4 创建一个同步类型为双向同步

（参数是 3）、权重值为 1 的同步表，命令如下： 

dbsync-tool addsynctable my.db t4 3 1 

成功提示如下： 

ADD SYNCTABLE OK 

4、然后为表 tb 创建一个同步类型为双向同步的、权重值为 2 的同步表，命

令如下： 

dbsync-tool addsynctable my.db tb 3 2 

成功提示如下： 

ADD SYNCTABL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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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同步客户端与远程同步服务器进行同步 

可以在 SQLite 和 oracle 数据库，做一些数据库插入、更新或删除等操作，然

后使用客户端同步工具 dbsync-tool 与远程同步服务器进行同步，同步命令如下： 

dbsync-tool dosync my.db http://127.0.0.1:8080/sqlite-dbsync-web/DBSyncWeb 

david abc 

成功提示如下： 

DBSYNC OK 

同步过后，SQLite 和 oracle 数据库数据可以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