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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术语 

1.1. 调度对象 

调度对象是指MoiaControl中用于调度的单位，MoiaControl中共有 3级调度

对象：计划、作业流、作业，呈上下级关系。 

1.2. 程序 

程序是可被操作系统直接执行或者其它工具执行的代码，MoiaControl通过

执行作业对应的程序完成对该作业的调度工作。 

1.3. 作业 

作业是参数数目和形式固定、功能确定、返回码或退出码确定、完成特定功

能的基本调度执行单位，多个作业可以指定同一个程序。 

1.4. 作业流 

作业流是一组按照特定的业务控制流程组织起来的作业序列，它是作业的容

器，作业流是MoiaControl中基本的流程组织单位，并可嵌套使用。 

1.5. 计划 

计划是MoiaControl中一个基本的调度对象实例化管理单位，一个计划就是

一个要执行的任务和控制命令的集合，计划中的节点之间可以设置流程依赖。 

计划可以被实例化多份，每个实例可以设定不同的机构、批次和参数，以及

不同的翻牌策略。同一个计划的实例只能有一个运行状态，一个实例只能运行一

个日期的数据。 

1.6. 事件 

事件是某个对象对自身状态或者行为变化的一种通知消息，事件机制是驱动

MoiaControl流程和运转的唯一途径。 

在MoiaControl调度中，事件分为流程事件和全局事件，流程事件只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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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效，用于实现同一级调度对象间流程依赖；全局事件在整个调度系统内均有

效，通常实现跨层次对象之间的依赖。 

一个全局事件通过事件名称、机构号、日期、批次号等 4个因素来标识。 

1.7. 流程 

流程是同一层次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的体现，一个对象的流程表示了该对象

的下级对象执行路线。 

在MoiaControl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流程依赖通过连线及箭头来表示，并通

过用户自行绘制流程图来实现对象间依赖的配置和运行状态监控。 

1.8. 执行日历 

执行日历是MoiaControl中调度对象的属性，标识了调度对象执行周期或规

律，是判断日常计划翻牌后下级对象是否执行的依据。 

执行日历分为日期日历和周日历，日期日历以年月日为选择范围，周日历以

周一到周日为选择范围。 

1.9. 返回值 

返回值是作业所对应程序执行完毕时返回的代码。在MoiaControl中可为每

个作业自定义返回值表示其执行结束状态(成功、成功警告或失败)及描述，从而

更准确的体现作业运行结果并采取相应的运维措施。 

1.10. 物理节点 

物理节点是指在MoiaControl调度系统中所有物理机器，通常由一个调度节

点和多个执行节点组成，调度节点主要进行调度决策、资源分配和作业下发，执

行节点接收调度节点下发的作业并执行，执行完毕后上传状态信息。 

MoiaControl中，资源控制是通过每个执行节点上的资源总量和运行作业上

限来实现的。 

1.11. 执行域 

执行域是作业的调度属性，同时也是给作业运行分配的一批区域，作业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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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区域内执行；每个作业在配置时必须指定执行域，一个执行域内包含了一

个或者多个执行节点，作业指定某个执行域就表示作业只能在执行域内的节点上

执行及分配资源。 

由于环境(开发环境、测试环境、生产环境等)的差异，不同的环境中节点的

数量、配置均有区别，所以不同的环境中同样名称的执行域需要分别进行节点配

置，这也是MoiaControl屏蔽环境差异的手段。 

1.12. 独立资源 

独立资源是为某类特殊作业设定的，通常这类作业在启动前进行资源分配

时，除了要受到资源量和作业运行数的限制，同时还受到同类作业在单个物理节

点或者全局运行总数的限制。我们把这类作业归类为使用某种独立资源的作业，

在资源分配时进行有效控制。 

1.13. 部署 

部署是将配置数据从一个环境导入到另一个环境的过程，MoiaControl中部

署通过从提供数据的环境中导出XML数据文件，再导入到目标环境中。部署的类

型即可以是计划、任务，也可以是环境变量、执行域等。 

1.14.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是为屏蔽各个环境之间的差异而设定的，每个环境变量通常由一个

变量名称和一个变量值组成，在不同的环境上，相同的环境变量名称可以设定不

同的变量值。 

环境变量通常用于作业执行参数，比如PATH、用户名或者密码等，通过环境

变量可以实现作业在从一个环境部署到另一个环境之后，不需要修改任何参数就

能运行。 

2. 系统启动 

2.1. 调度服务启动 

进入调度服务安装目录，进入 bin目录，执行 sh startup.sh即可启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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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sh shutdown.sh 可停止服务。 

2.2. 用户界面启动 

根据安装的应用服务器类型，直接启动应用服务器即可。 

3. 配置入门 

本章主要讲解如何配置一个简单的计划，启动并监控。配置流程如图所示： 

 

 配置前提 

配置一个执行域节点，执行域节点下配置可用执行节点。 

配置执行日历类（可使用默认日历类）。 

配置返回值类（可使用默认返回值类）。 

 配置程序 

配置一个程序包，程序包下配置程序。 

 配置计划。 

配置一个计划，再配置计划流程，计划流程可以配置作业流以及作

业，并且可以对流程下的对象添加依赖关系。 

 实例化计划 

进入监控管理-》初始化管理页面，选择新增实例化。选择刚才配置的计

划，并填写实例化属性，以及翻牌参数，点击实例化并调度。 

 计划监控 

 计划初始化完成后就开始调度，进入计划监控页面进行监控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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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页 

对系统运行状况进行全方位监控，监控角度包括计划、作业、物理节点、节

点磁盘、表空间、异常信息。界面如图： 

 

4.1. 计划监控 

统计当前规则下，计划调度完成情况。统计内容包括：总数、成功、失败、

处理中和未处理。  

4.2. 作业监控 

统计当前规则下，作业调度完成情况。统计内容包括：总数、成功、失败、

处理中和未处理。 

4.3. 作业总数 

当前统计规则下，当日应当跑作业总数。 

4.4. 未完成作业 

当前统计规则下，当日未完成作业总数 

4.5. 物理节点 

当前应用，正常和异常物理节点数统计。若用户拥有“节点监控”菜单权限，

点击此功能模块，可跳转到“节点监控”页面，查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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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节点磁盘 

统计当前应用，节点磁盘正常和异常情况。当节点磁盘使用率超过 90%时，

系统会判定为异常。若用户拥有“系统检测”菜单权限，点击此功能模块，可跳

转到“系统监测”页面，查看详细信息。 

4.7. 资源库表空间 

当前资源库表空间使用情况。在系统参数设置中设置总量后，显示使用百分

比。不设置，显示已使用大小。 

如果无法获取表空间，则展示为零。 

4.8. 异常作业统计 

当前统计规则下，各种异常作业统计。异常详细说明如下： 

忽略失败：作业跑完是失败状态，通过人工干预强制成功的作业； 

成功警告：作业成功，但是有警告信息作业统计； 

处理中超时：作业运行时长超过“系统参数配置”中超时判断比率设定值，

作业仍然处于处理中； 

当前错误：作业监控中错误作业。此类型错误需要处理，不然会影响翻牌； 

当日错误：当天作业错误次数总数统计。 

4.9. 异常看板 

从下向上滚动显示异常节点、作业、节点磁盘和节点服务信息。此类错误对

系统正常运行影响较大，应当及时处理。 

5. 系统管理 

5.1. 角色管理 

角色用于管理系统权限，一个角色包含“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 

功能权限指用户通过角色访问的菜单； 

数据权限指用户通过角色能访问的数据。权限类型分两类，查看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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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只能查看数据，不能做增、删、改操作； 

控制：能对数据进行增、删、改、查操作。 

数据权限类型包含：计划、程序包、执行域、日历、返回值、环境变量、数

据源、独立资源、ETL源和事件。如图所示： 

 

系统应用角色只能配置“功能权限”，不能配置“数据权限”。 

配置计划数据权限时，可以“同步权限”。同步后，计划下作业和作业流使

用到的：日历、返回值、程序包、执行域、事件、独立资源、数据源、etl源，

会同步相同权限。若角色已存在权限，则以已有权限为准。 

 

5.2.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用于集中管理用户信息，功能包括：新增、修改、删除、角色配置

和密码重置。 

为更好使用系统，先了解权限体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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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装完成后，默认有一个系统应用超级管理员sysadmin，一个普通应用

管理员admin。 

在“用户管理”中，系统应用可以看到系统应用所有用户和普通应用管理员。 

新增用户：新增用户密码和用户名相同。 

修改用户：只能修改用户基本信息，不能修改密码。修改密码在页面右上角

导航栏。 

删除用户：管理员不能删除。 

角色配置：适用于普通用户，一个用户可配置若干个角色。添加角色后，默

认不同步数据权限到角色。选择角色，可修改同步权限到角色，设置同步后，此

用户添加数据时，会同步权限到角色。配置页面如图： 

 

重置密码：管理员才能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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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应用管理 

此菜单只属于系统应用。 

新增应用时，填写应用名称和管理员名称。新增应用是初始状态，管理员密

码和用户名一样。初次登陆管理员，应用从初始变为激活状态。添加页面如下： 

 

修改应用：初始状态应用随便修改，激活状态应用不能修改管理员名称。 

删除应用：只能删除初始状态应用，激活后无法删除。 

部署管理用于数据迁移，实现环境之间数据同步。 

部署功能可对多种粒度数据进行迁移，以下分别进行介绍： 

 计划：计划所有配置信息，包括计划下所有作业流和作业配置信息，以

及使用到的程序、独立资源、执行日历、执行域和返回值。 

 作业流：作业流所有配置信息，包括作业流下所有作业流和作业，以及

使用到的程序、独立资源、执行日历、执行域和返回值。 

 作业：导出作业配置信息，以及使用到的程序、独立资源、执行日历、

执行域和返回值。 

 程序：导出相关程序属性及参数。 

 用户：用户信息和用户配置角色基本信息； 

 角色：角色基本信息，角色菜单权限和角色数据权限信息。 

 环境参数：导出环境参数完整信息。 

 执行域：执行域基本信息，不包含节点配置信息； 

 数据源：数据源基本信息，不包含连接配置； 

 独立资源：独立资源完整信息； 

规则： 

1、环境之间应当确保应用名称和用户名称一致，否则无法实现导入； 

2、环境变量、机构，不存在新增，存在跳过；其余对象都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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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入计划或作业流时，会删除多余下级对象。 

5.3.1. 部署导出 

部署方式选择“部署导出”，再选择部署类型，获得对象列表，选择导出对

象后，被导出对象会进入右方导出对象列表，然后点击“导出”，数据以xml文

件形式导出。导出界面如下： 

 

5.3.2. 部署导入 

部署方式选择“部署导入”，再选择部署类型，点击“导入”按钮，选择和

部署类型对应的xml文件，点击确定，等待导入完成。 

导入页面如下图所示： 

 

5.4. 系统参数配置 

参数配置分为三部分：环境参数、总览参数和服务参数 

系统参数配置为平台全局配置，请谨慎修改。 

5.4.1. 环境参数 

 调度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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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属性解释： 

 环境名称：通常用于区别不同应用。 创建应用后，默认需要创建环境名

称； 

 扫描时间间隔：每隔一段固定时间扫描一次环境信息，以便实时更新系

统配置； 

 服务日志保留天数：微服务各个服务的日志记录保存天数 

 数据库日志保留：调度日志的保留天数； 

 作业日志保留：调度基本单位作业的日志文件保留天数； 

 数据库状态保留天数：数据库的状态保留天数 

 超时判断比率：作业运行完成后，会统计作业平均运行时间，在每次作

业运行过程中，会判断作业当次运行时间是否超过平均运行时间以上的

比率，超过阀值则判断为超时报警； 

 超时报警固定时间：超过固定时间报警，大于 0有效 

 作业平均统计偏移量：运行时间在平均运行时间的偏移量，该变量是判

断作业运行时间是否应该统计入平均运行时间的基数，超过该偏移量则

表示作业运行时间不正常，不计入正常统计时间 

 人工复核标志：执行人工干预时，是否需要多人复核的标志 

 外部状态发送：是否发送外部状态的标志 

 调度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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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属性解释： 

 音乐报警标志：达到相应级别触发音乐报警 

 消息报警标志：达到相应级别触发短信、邮件 

 邮件发送标志：对配置了邮件发送的计划，计划下作业失败会发送邮件

到用户指定邮箱地址（收件人为用户属性配置中指定邮箱）。 

 邮件服务器地址(SMTP)：邮件发送的服务器地址。 

 发件邮箱地址：邮件发送人的邮箱地址，配置后，整个调度系统的邮件

均由该地址发出。 

 发件邮箱用户名：作为邮件发送人身份验证的邮箱用户名。（注：邮箱

用户名最好使用发件人完整邮箱，即与邮件发送地址相同。） 

 邮箱密码：登陆邮箱的验证密码。 

 发件端口：邮件发送的服务器端口。通常来说，非SSL加密填写 25，SSL

加密填写 465。 

 短信发送标志：对配置了短信发送的计划，计划下作业失败会发送短信

到用户指定号码（此功能需要根据客户短信平台定制开发，详见《Moia 

Control接口开发指南》）。 

 Web界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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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属性解释： 

 分页记录数：配置和监控页面中的列表监控每页默认显示记录数。 

 血缘关系层级：依赖关系展示层数，0表示所有。 

 系统日报配置： 

 

参数属性解释： 

 统计规则：日报统计规则，默认 24小时周期规则 

 生成发送时间：日报统计时间节点，并生成日报，在该时间节点上

按统计规则生成 

 发送用户：配置日报邮件发送用户 

 排名显示最大条数：日报统计中排名的最大条数 

5.4.2. 总览参数 

设置首页统计规则。默认统计当前状态所有对象。 

根据统计方式不同，分为“当前状态”和“自定义”。 

5.4.2.1. 当前状态 

当前状态统计，是指对计划监控所有能看到的内容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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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页面如下： 

 

可设置项有统计类型和不统计实例，各设置项如下： 

统计类型：“当前用户”和“所有”；“当前用户”统计当前用户拥有控制

权限的所有实例，“所有”统计当前应用所有实例。 

不统计实例：添加到列表后，实例不会被统计。 

最终统计实例 =“统计类型”-“不统计实例”。 

5.4.2.2. 自定义 

自定义统计功能是根据设置“统计日期”和“统计范围”进行统计。 

此功能用于统计当天计划和作业完成情况。 

 

统计日期：选项包含T（当前日期）、T-1（前一天）、MAX（计划监控中最

大业务日期）、min（计划监控中最小业务日期）和特定实例 

当“统计日期”为T和T-1 时，增加“日期结束时间”设置，默认为 23：59

点，可填写 00:00到 23:59之间的值。 

统计日期date计算方式： 

date= “日期结束时间”-当系统当前时间； 

当date大于零时，“统计日期”为当前日期； 

当date小于等于零时，“统计日期”加 1天 

当“统计日期”为“特定实例”时，可指定一个实例，以该实例的业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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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计日期，进行统计。若实例业务日期为空，以T-1统计。 

统计范围：统计范围包括两个选项，“所有实例”和“自定义实例”； 

当“统计范围”为“所有实例”时，计划实例化中所有对象都会被统计。点

击不统计实例设置按钮，可添加不统计实例，最终统计结果为“所有实例”减去

不统计实例。 

当“统计范围”为“自定义实例”选项时，会根据设置统计实例进行统计。

最终统计范围为：“统计实例”减去“不统计实例”。 

注意：如果有无效作业流，作业总数、未处理和未完成作业统计不准确。 

5.4.3. 服务参数 

用于服务报警设置。 

参数配置：参数设置可设置服务是否报警，以及服务最大实例数。 

邮件报警：设置邮件发送内容和用户。服务异常或未达到节点最大实例数发

送邮件。 

5.5. 机构管理 

机构是调度对象运行产生实例的重要标识，主要用于需要用机构进行多实例

调度的情景，机构编号可作为参数传入到作业进行使用。通常情况下，调度系统

只需要使用默认机构即可。 

机构功能是对系统机构进行维护，其中机构编号为 00000是系统默认机构，

不能修改和删除，机构配置界面如下： 

 

5.6. 节点管理 

管理所有节点，实现节点新增、修改、卸载、升级、启停服务和发送邮件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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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节点是否安装，可将节点分为“代理节点”和“无代理节点”。 

代理节点：节点信息通过安装Moia Control调度节点服务或者执行节点服务

注册到参数库中。 

无代理节点：节点通过页面直接配置，对应的机器上不会启动任何服务。但

是需要配置节点用户和密码，调度通过ssh连接节点进行作业执行。 

5.6.1. 节点属性 

用于查看修改节点信息。界面如图： 

 

物理节点有以上属性，其中，对于用户来说比较重要、需要用户关注并根据

具体情况修改的属性有： 

 资源总量：物理节点上可以提供的资源总数，与每个作业运行所占的资

源量对应，用于资源分配及控制并发； 

 作业运行数上限：物理节点上能够运行的最大作业数，用于并发控制； 

 CPU分配阈值：节点上CPU占用高于此阈值，则不再分配作业； 

 内存分配阈值：节点上内存占用高于此阈值，则不再分配作业。 

5.6.2. 邮件报警 

为节点配置责任人，当节点服务异常时，可向配置责任人发送邮件。 

5.6.3. 节点卸载 

选择节点后，点击卸载，可将节点信息完全删除。代理节点服务也会停

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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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节点升级 

节点升级是通过ssh远程连接方式，远程登录节点，完成升级。升级节点

必须配置用户名和密码。 

选中需要升级节点，点击升级，然后选择升级包，点击升级，从web端上

传升级包，升级包通过服务分发给各执行节点完成升级。 

注意：升级采用多线程方式。有时候页面关闭，实际后台有可能并未停

止升级。 

5.7. 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能够查看所有用户对调度平台进行的操作，包括新增、删除、修改

和人工干预等操作。 

 
 

5.8. 版本管理 

版本管理功能包括新增版本、备份版本、修改版本、回退版本和删除版本等

功能，如下图所示： 

 

版本状态：未备份、备份中，已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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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创建版本 

创建版本是将当前系统的配置参数进行备份，并形成一个新的版本或者覆盖

当前基线。此时创建的版本只是拥有版本号，该版本中无任何内容，需要手动进

行备份操作，备份完成才形成一个当前环境下的完整版本，如下图所示： 

 

5.8.2. 修改版本 

编辑版本只是对版本本身的属性：版本名称及版本描述信息，进行更新，并

不会对版本备份内容有修改，同时记录操作员和操作时间。 

5.8.3. 版本回退 

版本回退功能是指将系统中的数据信息回退到某一个版本备份时的状态，

如：当前版本为‘版本-2021/11/01’，系统中的版本有‘版本-2020/11/01’和

‘版本-2019/11/01’，此时选择版本‘版本-2019/11/01’进行回退，则系统数

据将回退到版本‘版本-2019/11/01’所保存的数据，而‘版本-2021/11/01’的

数据将丢失 

5.8.4. 版本删除 

版本删除即删除版本本身信息及备份数据。 

如果删除的是当前基线版本，则删除后，自动将该基线版本的前置版本变更

为新的基线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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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版本操作建议 

定期备份：无论开发环境或者是生产环境，定期进行新版本的创建，比如：

一个月一次； 

部署前备份：进行数据部署前(通常是从开发环境部署对象到生产环境)，进

行目标环境版本保存操作(创建新版本或者版本覆盖)，以备部署遇到问题时进行

版本切换(回退)。 

5.9. 授权管理 

授权管理页面可以查看该系统的授权情况。包括：产品名称、授权环境类型

（开发环境、生产环境、测试环境等）、产品版本、授权用户、状态、授权可运

行作业上限、节点安装上限、到期时间等。如下图所示： 

 

同时，若需要更新license，则点击页面右下角设置按钮，同时支持文件导

入与手动输入授权信息。文件向产品服务商申请提供，文件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次安装新产品时，首先需要获取环境码，将该环境码提供给产品开发方，

开发方根据该环境码生成license，在设置中点击获取环境码，环境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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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到license后，更新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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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发管理 

6.1. 程序配置 

程序配置功能用于把物理作业信息配置到系统。在系统中操作时无需关心具

体物理作业，只需要使用已配置好的程序。一次配置，多次使用。 

程序不能单独存在，必需属于程序包下。在程序管理中能同时对程序包、程

序进行管理。 

程序管理界面如下： 

 

 

6.1.1. 程序属性 

新增程序界面如下： 

 

其中，各个类型程序的必输项如下： 

 普通类型：物理程序名(程序绝对路径)； 

 DSEE/DSSE：物理程序名(DS作业名)、工程名； 

 存储过程：数据库源、物理程序名(存储过程名称)。 

 SQL作业：数据源、物理程序名(SQL)。 

 PERL作业/OSHELL作业/PHTHON作业/SCALA作业/KETTLE作业：物理程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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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绝对路径) 

 JAVA作业：物理程序名(JAVA作业名) 

 WEB SERVICE作业/DATA SERVICE作业：物理程序名、数据源 

 INFORMATICA作业：工程名、数据源 

 

 程序名称：在平台中的名称标示。 

 物理程序名：为实际执行的程序或者DS作业。如命令行作业的sleep，需

要填写全路径/bin/sleep（注：存储过程物理程序名必须是数据库schema.

程序名称） 

 互斥：引用相同程序的作业，即使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也只允许运行

一个实例。 

6.1.2. 程序参数 

程序参数是指程序被执行时传入的参数，程序在被作业引用后，参数会继承

到作业参数。但此处的程序参数只具有标识意义，并不是真正调度参数，因为参

数在被作业继承后，可以继续新增、修改和删除，作业参数才是实际调度需要传

入的参数。选择程序，对程序进行修改时可配置参数，页面如下： 

 

6.1.3. 程序执行 

6.1.3.1. 程序执行 

直接执行已配置的程序，执行参数可以选择程序执行的日期、节点以及返回

值。 

程序执行完成后，可以使用工具栏状态查询功能查看运行状态，也可以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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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监控的程序监控页面查看程序运行状态。 

 

6.1.3.2. 批量执行 

程序批量执行方式： 

1、选择程序包点击执行，此方式会执行包下所有程序。 

2、多选程序点击执行，此方式只执行选中的程序。 

6.1.4. 状态查询 

选择单个程序，点击工具栏状态查询按钮查看程序运行状态。 

 

 

6.1.5. 程序配置示例 

6.1.5.1. Java程序 

 Java class 

程序类型：JAVA类型 

物理程序名：java类名称 

     

参数配置： 

Java命令中的-cp类型参数，参数位置属性选择命令参数。如示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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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env。 

程序传入参数位置属性选择作业参数。如示例中的参数param。 

 

如上配置的java程序执行命令行为： 

Java –cp /opt/java_job java_test 123 

 jar包 

程序类型：JAVA类型 

物理程序名：jar包文件名 

 

 

参数配置： 

调用jar包的参数-jar参数位置属性选择命令参数。如示例中的env参数。 

程序传入参数位置属性选择作业参数。如示例中的参数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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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配置的java程序执行命令行为： 

Java -jar test_java.jar 123 

 Java函数 

程序类型：JAVA类型 

物理程序名：jar包文件名 

 

 

参数配置： 

Java函数调用是直接使用agent的jvm执行函数方法，需要明确指定

jar包的className和方法名。 

配置参数时，使用-c前缀指定className，-f前缀指定函数方法。其他参

数将作为函数传入参数，并且限定为字符串类型。 

 

 

6.1.5.2. WebService程序 

程序类型：WEBSERVICE 

物理程序名称：URL地址（排除基础地址，基础地址配置在服务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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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配置： 

url请求的参数，程序会自动拼接。 

 

6.1.5.3. DataService 程序 

程序类型：DAVASERVICE 

物理程序名：DataService作业名 

数据源：DataService类型数据源 

其余信息在参数数据源中配置。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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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4. Informatica程序 

程序类型：INFORMATICA 

物理程序名：Informatica作业名称 

工程名：Informatica forlder名称 

数据源：Informatica类型服务源 

其余信息在服务源中配置。 

 

6.1.5.5. 存储过程 

程序类型：DBS（包含ORACLE、DB2、HANA） 

物理程序名：Schema.存储过程名 

数据源：存储过程作业的数据库数据源 

 

参数配置： 

存储过程需要使用参数前缀，I为输入参数；O为传出参数；R为返回值参数

（只能存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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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如果使用了F参数前缀，表示该作业是一个数据库函数，将使用调

度函数的方式调度作业。 

6.1.5.6. SQL程序 

程序类型：SQL 

物理程序名：SQL语句 

数据源：SQL语句执行操作的数据库数据源 

 

参数配置： 

SQL程序中的参数配置可代替物理程序名SQL语句中同名参数，如下图示例中

的参数parm： 

 

如上配置的SQL语句为： 

UPDATE SYSTEM_PLAN SET  PLAN_NAME='plan' WHERE  PLAN_TYP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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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7. oshell、python、scala、perl、kettle 

程序类型：对应的程序类型 

物理程序名称：可执行程序文件 

 

执行中会自动补充执行命令（如perl、python等）,需要执行节点环境变量

中包含这些执行命令。 

6.2. 计划配置 

计划配置是对计划属性、参数、告警、事件以及计划流程进行配置，从“开

发管理->计划管理”功能菜单进入。 

 

 

6.2.1. 计划属性 

计划属性配置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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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计划参数 

计划参数配置主要用于从计划处传递参数到作业，即作业可向上引用计划的

参数，并且在引用的过程中，可进行字符串拼接及表达式计算。适用于严格控制

环境变量引用的场合。 

 

6.2.3. 发送配置 

6.2.3.1. 邮件发送配置 

邮件发送配置主要用于计划执行失败时向指定用户邮箱发送邮件。一个计划

可配置多个用户接收邮件，邮件内容还可实现宏替换。配置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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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 短信发送配置 

短信发送配置功能参考邮件发送配置。 

6.2.4. 计划事件 

6.2.4.1. 计划产生事件 

计划产生事件配置流程参考“作业节点产生事件配置”。 



MoiaControl 操作指南-V6.0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 32 

- 

 

6.2.4.2. 计划依赖事件 

计划依赖事件配置流程参考“作业节点依赖事件配置”。 

 

6.2.5. 计划流程 

计划流程由若干作业流、若干作业与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组成。顾名思义，

流程是按规则与依赖形成的节点运行过程，通过对流程中节点基本信息、参数信

息、依赖关系的配置，从而控制流程节点调度运行流程。 

进入配置计划流程界面有两种方式： 

一、 选中一个计划，点击表格上方的流程配置按钮 

二、 选中一个计划，点击该行右边的流程配置操作按钮 

流程配置界面由两部分组成：操作栏与视图区，操作栏功能区包括：新增作

业、新增作业流、依赖连线选择、快捷搜索、返回上一级流程、刷新按钮、保存

按钮、自动布局按钮等；视图区主要是流程绘制区域，具体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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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一个简单的计划到运行调度成功，请参考快速入门文档里场景模拟。 

 更详细细致的图形配置方案与操作方式，请参考图形功能专题文档 

6.2.5.1. 作业节点 

6.2.5.1.1. 属性配置 

作业节点属性配置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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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对关键属性进行说明： 

 优先级：0-99，数字越大表示优先级越高；作业进入队列的优先级规则

为：计划优先级*10000+作业优先级； 

 作业资源量：作业在运行时所占用的物理节点的资源量，默认值 100；

存储过程作业是占用数据库的资源量； 

 并行度上限：DSEE作业可大于 1，其他作业都只能为 1； 

 启动时间：作业的最早启动时间点，作业只能在该时间后启动； 

 预计结束时间：作业预计结束时间点，作业运行超过此时间点为超时状

态。该属性用于判断作业超时； 

 预计运行时间：作业预计运行时间，作业运行超过该时间作业为超时状

态。该属性用于判断作业超时； 

 执行域：作业所运行的域环境； 

 前处理脚本：作业运行前执行的脚本；可以使用宏来进行特殊处理，例

如： 

$RunAs 用户名 

使用sudo su - 方式切换到用户下执行作业，前提是需要安装用户具有

sudo的无密码访问和root权限。 

 后处理脚本：作业运行成功后执行的脚本；可以使用宏来进行特殊处理，

例如： 

可以使用宏$CaptureVariable来获取作业执行完成的日志里面对应变

量值，并将这些值设置到环境变量中，以供后续的作业使用。 

配置示例：$CaptureVariable INC_DATE INC_REFSN  

日志中需要如下格式才能获取到对应的值: 

*** INC_DATE 20211115 INC_REFSN 001 ***    

或者   

*** INC_DATE=20211115 INC_REFSN=001 *** 

 节点死亡转移标识：作业运行过程中，节点死亡，作业是否转移到其他

节点运行； 

 断点标志：断点表示运行到该作业时，调度暂停，需要手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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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1.2. 参数配置 

参数是指作业运行时传入的参数，主要包含了参数名和参数值等属性。 

 

有关参数的介绍参见专题介绍中的参数。 

6.2.5.1.3. 产生事件配置 

作业产生事件是指作业在运行结束后，产生的全局事件，配置过程中，可定

义一个新的产生事件，也可以选择一个已有的事件,如图所示： 

 

 

产生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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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产生规则：可以直接输入指定日期，可以产生该指定日期事件。也可以

使用系统环境变量进行映射如[DATE]，产生经过规则计算后的日期事件。具体计

算方式参见“日期环境变量引用规则”。 

6.2.5.1.4. 依赖事件配置 

依赖事件是指作业在运行前的启动条件，作业启动需等到依赖事件就绪，一

个作业可依赖于多个全局事件。 

 

 

依赖类型： 

事件依赖：依赖对象为事件，可依赖任何一种类型的事件。 

对象依赖：依赖对象为[计划、作业流、作业] 

6.2.5.2. 作业流节点 

6.2.5.2.1. 属性配置 

作业流属性配置界面如下，主要配置作业流执行日历、启动时间点、预计结

束时间、作业流循环、断点等信息。属性说明参照“作业节点属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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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选中作业流弹出功能菜单，可配置作业流有效性、属性及流程。作业流

下可嵌套配置作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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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2.2. 产生事件配置 

参考“作业节点产生事件配置”。 

6.2.5.2.3. 依赖事件配置 

参考“作业节点依赖事件配置”。 

 

6.2.6. 血缘关系 

以选中计划为当前对象，查看计划已配置的前置后置依赖关系。所依赖对象

范围可以是所有事件类型和所有对象类型。 

 

6.2.7. 文件触发 

计划配置数据事件依赖，当 FIleScan发送数据事件相关文件到达

MoiaControl，会获取文件中的日期、机构号和批次号，并实例化计划。 

如果计划配置多个数据事件，或者一个数据事件配置多个数据文件，只需要

其中一个文件到达，则可以触发计划启动。多个文件到达，会根据日期、机构号

和批次号的不同，进行多实例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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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作业管理 

作业管理以列表的形式展示作业详细信息。主要功能有修改、删除、参数配

置和血缘关系。 

作业管理从“开发管理”->“作业管理”菜单进入。 

6.3.1. 作业修改 

作业修改提供对作业相关属性的修改，选中作业，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作业

属性修改页面，如图所示： 

 

6.3.2. 作业删除 

删除功能和计划流程中删除作业节点一样，都会删除作业基本信息和作业相



MoiaControl 操作指南-V6.0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 40 

- 

关信息。 

6.3.3. 参数配置 

选择单个作业，点击参数配置，可对该作业进行新增、修改和删除参数操作，

界面如下： 

 

 

6.3.4. 血缘关系 

选中单个作业，点击血缘关系，可查看完整流程依赖、对象依赖、全局事件

依赖。 

 

6.3.5. 流程跳转 

从作业管理界面跳转到作业所属流程配置界面，并在流程配置中定位到作业

位置。 

6.4. 执行域配置 

执行域配置是对执行域的基本信息进行维护，以及对每个执行域进行物理节

点配置。 

执行域配置完成后，可以从一个环境导入到另一个环境，但由于每个环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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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节点存在差异，因此导入后，需要在导入环境，根据系统规划和节点实际情况，

进行执行域节点配置，才能调度作业。 

执行域列表如下： 

 

执行域节点配置，选择一个执行域点击节点配置，以列表显示域下已配置节

点信息，在列表中可对域下节点新增删除。如下所示： 

 

6.5. 系统视图配置 

系统视图配置是为整个系统配置统一监控视图，无论任何用户登陆进来，监

控到的都是相同的视图，一般只有管理员才具有该菜单权限。 

配置对象包含计划、作业流、作业和计划组。 

系统视图是将系统中的调度对象通过拖拽的方式配置到图形界面中，并根据

需要配置对象间的逻辑或者事件依赖。 

 逻辑依赖：两个计划间配置一条“虚线”连线，该连线只具有展示效果，

两个对象之间并无实际的依赖关系； 

 事件依赖：两个对象间配置一条“实线”连线，表示在两个对象之间增

加一条事件依赖，该连线标识了两个对象执行的先后次序，必须等前一

个对象执行成功后，后面一个对象才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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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组：对计划分组管理，添加计划组后，可直接新增计划到计划组或

添加已有计划到计划组。 

系统视图配置如图所示： 

 

 

6.6. 数据源管理 

数据源配置是对调用作业所需要的数据源信息进行配置，配置过程分基本信

息和详细参数两部分。 

基本信息是指数据库在Moia Control中注册的信息，该信息可部署到其他环

境，每个环境上都必须相同，如下所示： 

 

 

其中，部分参数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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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总量：数据库上全部资源量，结合该数据库上所配置的存储过程的

作业资源量，进行并发控制； 

 运行作业数上限：该数据库上能同时启动的存储过程作业数量。 

6.6.1. 常规数据库配置 

数据库类型有：MYSQL、POSTGRESQL、DB2、ORACLE、GBASE、HIVE、HANA等，

数据库详细参数主要配置数据库连接信息，如下图所示： 

 

6.6.2. 复杂数据库配置 

数据库服务器参数 

 

6.7. 独立资源配置 

独立资源功能主要配置独立资源的物理节点并发数及全局节点并发数，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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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节点并发数：该类型的独立资源在单台物理节点的并发限制； 

全局并发数：该类型的独立资源在调度集群内全局的并发限制。 

同时设置两种控制并发，作业会同时受两个控制条件限制。 

6.8.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分为两种类型：系统默认环境变量与用户自定义环境变量，此处定

义的是用户环境变量，在调度全局有效，环境变量使用[环境变量名]来引用。 

从“开发管理”->“环境变量管理”菜单进入，对用户自定义的环境变量进

行配置，如下图所示： 

 

变量类型支持加密和不加密类型，加密类型的在引用过程中会自动解密后再

作为参数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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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数中引用环境变量需要使用“[]”包含变量名称，例如[VAR],调度过程

中会将其解析为xvSS。 

自定义环境变量名称不能和系统默认环境变量名称重复，否则会将系统环境

变量覆盖。 

6.9. 返回值配置 

每个作业必须指定一个返回值类，返回值配置就是对返回值类信息进行配

置，返回值类有名称、描述、重做策略、重做次数和重做时间间隔等属性。重做

策略分为：不重做、失败自动重做和所有失败重做，重做次数为负数表示一直重

做，重做时间间隔单位为“秒”。如下图所示： 

 

选择某个类，进行返回值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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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警告标识属于成功标识的一种，只是在作业监控界面上给予用户警告

提示。 

6.10. 日历管理 

每个调度对象在指定执行日历时，必须选择一个日历类，而日历配置功能就

是对日历类进行配置。系统默认日历不可删除，但可配置。 

日历类上只对名称和描述进行配置，如下： 

 

对日历类选择“日历配置”功能，进行该类下的具体执行日历配置。日历分

为执行日历和非执行日历。 

执行日历：作业执行日期，包括日期日历和周日历。 

不执行日历：作业不执行日期，包括日期日历和周日历。 

每个日历类可包含多个日历，最终执行日历为执行日历减去不执行日历，未

配置的日历日期视为非执行日。配置界面如下： 

 日期日历与不执行日期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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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历与不执行周日历： 

 

 

 

6.11. 事件管理 

事件管理功能用于对事件进行维护，包括事件产生对象、依赖对象、规则、

成员和传输设置。 

事件分为“自定义事件”、“外部事件”、“数据事件”和“事件组”四种

类型。 

自定义事件：对象按照指定触发类型和日期规则（日期加减）产生的事件。 

对象包括：计划、作业流、作业。 

触发类型：成功、失败、完成。 

外部事件：没有产生源的事件。 

数据事件：根据文件路径，产生一个事件。需要安装文件扫描扩展程序

FileScan使用。 

事件组：多个事件完成后产生一个事件。 

完整事件触发需要日期、机构和批次号对应。 

修改事件时，不能修改事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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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事件时，必须先删除事件配置。 

6.11.1. 产生对象 

产生对象，表示此对象按照触发规则和日期规则完成后，产生这个事件。 

自定义事件和数据事件可以配置产生对象。 

自定义事件添加产生源配置页面如图： 

 

触发类型：成功、失败、完成 

日期规则：填写整数 

对象类型：计划、作业流或作业。 

“数据事件”事件源为路径。配置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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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事件如果配置多个路径，任意一个路径文件到达都会触发事件。 

6.11.2. 依赖对象 

依赖对象表示该对象执行依赖于此事件完成。依赖对象可以是计划、作业流

或作业。 

6.11.3. 事件组规则 

用于事件组配置产生规则。一条完整规则包含机构号和批次号。 

 

机构号：通过下拉菜单选择； 

批次号：填写正整数。 

事件组只能指定一条规则。 

6.11.4. 事件组成员 

“事件组”指定规则后才能指定事件组成员。 

事件组成员可以是计划、作业流、作业、“外部事件”或“自定义事件”。 

添加事件组成员时，需指定对象、机构号和批次号。 

机构号：通过下拉菜单选择； 

批次号：填写正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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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页面如图： 

 

6.11.5. 传输 

将“自定义事件”传输到其它应用。传输时必须填写发送目标事件名称。 

发送页面如下： 

 

6.12. 日历配置 

每个调度对象在指定执行日历时，必须选择一个日历类，而日历配置功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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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日历类进行配置。系统默认日历不可修改、删除和配置。 

日历类上只对名称和描述进行配置，如下： 

 

对日历类选择“日历策略”功能，进行该类下的具体执行日历配置。日历分

为执行日历和非执行日历。 

执行日历：作业执行日期，包括日期日历和周日历。 

不执行日历：作业不执行日期，包括日期日历和周日历。 

每个日历类可包含多个日历，最终执行日历为执行日历减去不执行日历，未

配置的日历日期视为非执行日。配置界面如下： 

 

6.13. 批量开发 

批量开发包括批量导入和批量导出两个功能。支持计划、作业流、作业、程

序、日历、返回值、独立资源、环境变量、数据源、机构和事件批量操作。 

6.13.1. 批量导入 

批量导入提供了各种导入类型模板的下载。下载模板，严格按照要求填写

excel。在导入页面点击“导入”，选择需要导入文件，进行导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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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 批量导出 

批量导出时，首先选择导出对象类型，再根据搜索条件，选择导出对象，最

后点击“导出”。界面如下图所示： 

 

6.14. 服务源 

服务源主要分为两种DATASERVICE和INFORMATICA 

6.14.1. DATASERVICE 

提供DATASERVICE数据源的连接配置 

6.14.2. INFORMATICA 

     提供INFORMATICA服务源的连接配 

 

6.14.3. WEBSERVICE 

详见如下案例： 

WEBSERVICE服务源配置如下：其中接口地址为基础URL，真正请求地址需配置在程序的

物理程序名上，我们会对这两个URL做拼接，如下真正请求地址为： 

http://10.10.100.243:8099/api/moiaweb/planInfo/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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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监控 

7.1. 系统视图监控 

系统视图监控是根据系统视图配置的图形，再结合调度对象运行状态，对系

统运行视图进行展示，如图所示： 

 

 

7.2. 计划实例化 

实例化是将计划由配置状态转为实例状态，此时计划仅仅是根据实例信息实

例，并未调度。可在实例化后单独调起或是实例后直接触发调度。 

实例化界面如下： 

 
 

 日期：计划启动运行业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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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启动时间：是由年月日时分秒组成，通过与当前调度系统时间进行

判断，小于当前系统时间立即执行。 

 日切类型：日切，追数日切，追数完正常日切 

7.3. 计划监控 

计划监控是从纵向的角度，对计划及计划下级所有对象进行监控，下级对象

通过对上级对象展开的方式进行展现。 

监控的内容包括对象状态，进度，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运行节点，运行时

间，运行描述信息，如下图所示： 

 

在计划监控列表页面，可以对列表中不同类型的各种对象进行人工干预和查

看操作，关于人工干预的详细介绍见“人工干预”和“查看”章节。 

责任人功能用于查看计划相关负责人。 

7.4. 流程监控 

计划监控页面，点击调度对象名称进入流程监控。流程监控是对用户配置的

计划或作业流的流程进行状态展示，监控的图形来源于用户配置的流程图形，图

形以当前运行状态展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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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象上右键点击，可列出调度对象的人工干预功能选项。 

7.5. 作业流监控 

作业流监控是对系统中所有作业流运行情况的横向监控，用户可根据查询条

件对作业流状态进行过滤查询。同时，也可以根据作业流运行状态类型进行分类

查询，如下图所示： 

 

在作业流监控列表页面，可以对列表中不同状态的作业流进行人工干预操

作，关于人工干预的详细介绍见“人工干预”章节。 

血缘分析查看对象依赖关系链，包括对象前置依赖和后续依赖。 

7.6. 作业监控 

作业监控是对系统中所有作业运行情况的横向监控，用户可根据查询条件对

作业状态进行过滤查询，同时，也可以根据作业运行状态类型进行分类查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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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业监控列表页面，可以对列表中不同状态的作业进行人工干预操作，关

于人工干预的详细介绍见“人工干预”章节。 

对于成功、失败、中断的作业，可进行日志下载及查看操作。 

7.7. 程序监控 

程序监控是程序管理中执行程序的监控页面，如图所示： 

 

7.8. 人工干预 

人工干预是对调度状态的对象(包括运行前、运行中和运行完毕的对象)，通

过手工的方式，对其运行状态或者运行结果进行干预。 

7.8.1. 中断 

停止初始化、待处理、正在处理的作业，中断对象为计划或作业流时将会中

断对象下级所包含所有作业 

7.8.2. 续作 

对本层次全部对象，从所有失败点开始重做，并按照流程运行后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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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 强制成功 

对于启动条件不满足或者执行失败的对象，直接置为成功状态，对象后续流

程将继续运行。 

7.8.4. 调整优先级 

优先级规则：计划优先级*10000+作业优先级 

插队：插队对象优先级大于非插队对象。插队对象之间再次通过优先级判断

执行顺序。 

强制执行：可指定运行节点，跳过资源分配过程，直接执行。 

该功能只能对待处理、待分配、待执行作业使用。 

7.8.5. 重做 

重做是对计划、作业流、作业指定日期重新执行。重做类型分为重做、自定

义重做和依赖链重做。 

7.8.5.1. 重做 

对本层次全部对象，按照流程全部重做。对于作业，直接重做。 

7.8.5.2. 自定义重做 

自定义重做适用于所有对象。 

运行方式分为三种：正常执行、指定节点和随机节点。 

 正常执行：按照正常流程处理，需要进行调度决策(执行日历、启动时间、

流程及事件依赖)和资源分配； 

 指定节点：直接下发到指定节点执行，不进行调度决策和资源分配； 

 随机节点：在作业执行域范围内，随机选择节点并下发执行，不进行调

度决策和资源分配。 

作业自定义重做后不会产生全局事件。 

7.8.5.3. 依赖链重做 

按照流程依赖关系，以选中的作业或作业流为起点，对其后续流程依赖和事

件依赖链上的所有对象全部重做。 

级联：对于事件依赖或者流程依赖线上的计划、作业流，其下级对象同样按

照依赖链重做方式执行，及下级对象的流程依赖和事件依赖会进行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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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 忽略限制 

包括忽略所有、忽略事件、忽略流程和忽略启动时间四个功能，对处于等待

依赖条件的对象，忽略其相应的依赖后，相应条件判断立即满足。 

7.8.6.1. 忽略所有 

忽略所有事件依赖、流程依赖和启动时间直接执行。 

7.8.6.2. 忽略事件 

忽略该节点所依赖的所有流程事件和全局事件，直接执行。 

7.8.6.3. 忽略流程 

忽略该节点所依赖所有节点，不管流程节点之前的作业状态直接执行。 

7.8.6.4. 忽略启动时间 

忽略启动时间限制直接执行 

7.8.7. 暂停 

包括设置暂停和取消暂停功能，对一个对象设置暂停后，调度流程运行到该

断点时，将停止到当前状态，取消暂停后，流程继续运行。 

7.8.7.1. 设置暂停 

设置暂停功能适用于作业和作业流，当对一个对象设置暂停后，调度流程运

行到该对象将暂停执行。 

7.8.7.2. 恢复 

恢复功能使已经暂停的作业和作业流，继续运行。 

7.8.8. 断点 

包括设置断点和取消断点功能，对一个对象设置断点后，调度流程运行到该

断点时，停止到预处理，取消断点后，流程继续运行。 

7.8.8.1. 设置断点 

设置断点功能适用于作业和作业流，当对一个对象设置断点后，调度流程运

行到该断点将停止执行。 

7.8.8.2. 取消断点 

取消断点功能和设置断点功能相反。取消断点后作业或作业流会按照调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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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继续运行。 

7.8.9. 清除历史 

清除对象历史运行统计记录，重新计算对象平均运行时间。 

7.9. 查看 

7.9.1. 血缘分析 

查看对象依赖关系链，包括对象前置依赖和后续依赖。 

7.9.2. 作业属性 

用于查看作业详细配置。 

7.9.3. 生命周期 

记录作业当前状态和历史运行信息，信息包括初始化时间、事件就绪时间、

资源分配时间、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7.10. 文件监控 

监控数据事件中文件数据的到达情况，需配合文件扫描扩展端使用。文件监

控页面有新增、删除和查询功能，页面如下： 

 

新增功能是直接通过手动方式添加一条数据，使文件到达事件成立，触发事

件。新增页面中文件路径和文件日期必须和数据事件对应。配置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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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事件监控 

事件监控提供对就绪事件的查询以及新增或删除就绪事件。 

 

7.11.1. 新增就绪事件 

新增就绪事件是直接添加事件，让指定事件处于就绪状态，从而触发事件的

后续操作。点击事件监控页面的新增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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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删除就绪事件 

删除就绪事件基本功能和新增就绪事件相反，是删除已经处于就绪状态事

件，让依赖于该事件的后续操作无法触发。 

 

7.12. 服务监控 

监控系统所有微服务，实现跟踪运行状态，此外，若有异常服务会出发邮件

报警，并可一键清楚异常的服务信息。服务邮件报警的配置参照上方系统管理--》

系统参数配置--》服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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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系统监测 

数据库表空间：查询MoiaControl资料库的表空间，需要有dba权限。 

 

 

物理节点磁盘空间：查询物理节点log目录所在磁盘的磁盘空间。 

 

 

7.14. 节点监控 

物理节点监控是对物理节点的状态、资源使用情况以及运行的作业数进行监

控，如下图所示： 

 

7.15. 系统日报 

系统日报是根据作业运行结果，依据统计规则，统计一天内各项数据状态， 

 调度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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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点作业加工情况： 

 

 节点作业运行情况： 

 

 运行耗时TOP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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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耗时TOP排序： 

 

 资源等待耗时TOP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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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日报支持下载和邮件发送功能。 

下载功能是将当前选中日期数据以EXCEL的形式导出到本地。 

邮件功能是根据设定统计间隔统计，直到生成时间为止，生成一个报告，然

后发送给指定用户。在系统参数管理中系统日报配置模块进行配置  

 

8. 历史分析 

调度对象每运行结束(包括成功，失败和中断)一次，均会记录日志，日志内

容与调度对象状态内容一致。 

调度日志保存的天数，在“系统参数配置”页面进行设置。 

8.1. 计划日志 

每当计划实例化并调度完成后，都会在此被记录下来，记录计划的基本信息。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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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作业流日志 

每当计划实例化并调度完成后，该对象内的作业流都会在此被记录下来，记

录其基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8.3. 作业日志 

每当计划实例化并调度完成后，该对象内的作业都会在此被记录下来，记录

其基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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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运行报告 

运行报告是对调度对象的平均运行耗时，以图表的方式进行展现，可以进行

统计的调度对象有计划、任务和作业，统计图如下图所示： 

 历史运行时长排序： 

 

 历史出错排序 

 

 历史告警排序： 

 

9. 专题文档 

9.1. 权限 

在MoiaControl中，用户权限分为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功能权限及数据权

限根据角色控制，一个用户可以承载多个角色，该用户所拥有的权限是其配置的

角色的权限的合集。权限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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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安装完成以后默认有一个管理员admin用户，他拥有所有权限，包括 

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无需配置角色。权限体系如下图所示： 

 

9.1.1. 功能权限 

功能权限用来控制用户登录后的访问菜单，分为“首页”、“系统管理”、

“开发管理”、“监控管理”、“系统监控”以及“历史分析”，其中“首页”

默认存在，无需配置。其余每个模块功能都有其下对应的子菜单，每个菜单都有

其独特的意义，由此可以按需给用户配置不同的菜单权限，如下图是为菜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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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数据权限 

9.1.2.1. 数据权限 

数据权限用来控制已有计划、返回值、环境变量等的控制或查看权限，这里

解释一下控制权限和查看权限的差别。控制权限：可对数据做增删改查，能使用

监控中所有人工干预功能。查看权限：只能对数据进行查看，在监控页面也只能

查看，不能做人工干预操作. 

数据权限分为：“计划”、“程序包”、“执行域”、“日历”、“返回值”、

“环境变量”、“数据源”、“独立资源”、“ETL源”以及“事件”，可按需

给用户分配相对应的查看或是控制权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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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2. 权限同步 

在给用户配置角色时可一并设置权限是否同步，分为查看权限同步和控制权

限同步。设置同步后，用户添加数据时，会同步权限到角色。之后，若有其他用

户承担了此角色，可共享该用户的数据信息。如果不特意设定，则会默认权限不

同步。如下图所示： 

 

9.2. 依赖 

 依赖：一个对象的行为或者状态需要根据另一个对象的状态或者行为的改变

而改变，这种关系就称为依赖。在调度流程中，这个对象可以是作业、计划、作

业流、事件等等。举个例子，如下图，job_B是否运行依赖于job_A状态，只有job_A

状态改变后，job_B才会判断是否运行，这就是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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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moiaControl系统中，设计了一套管理这种依赖关系的规则，命名为[事

件]。事件机制是驱动MoiaControl流程和运转的唯一途径。虽然事件是管理依赖

的一套规则，但是在用户角度上广义上的依赖主要分为流程依赖与外部依赖（内

部机制都是基于事件驱动）。 

9.2.1. 流程依赖 

 流程依赖，一个流程内的对象不依赖于外部对象，只在流程内对象相互依赖。

在moiacontrol中主要体现在一个计划内或一个作业流内。 

常规在流程内的依赖均为流程依赖，其中依赖类型又分为状态依赖、返回值

依赖、事件依赖 

 状态依赖：指后置对象的行为只根据前置对象的状态改变而改变，如A、

B两个对象，只有当A为成功状态时，B对象才会运行。 

 返回值依赖：指后置对象的行为只根据前置对象产生的特定返回值才进

行改变。返回值依赖可以捕获对象的多种状态，以方便后置对象根据不

同状态做不同反应或取各自需要的状态。如A、B、C对象，A的状态可能

会有[成功、失败、警告]，其状态对应的返回值为[0、1、2]。对于B来

说，只有返回值为 0时才运行，对于C来说，只有返回值为 1时才运行。 

注意事项： 

一个对象只能产生一种依赖，如作业A要么产生状态依赖，要么产生返回值

依赖。 

返回值依赖只针对作业产生。 

 事件依赖 

在流程内，事件依赖主要是流程内对象产生的事件被流程内另一个对象所依

赖。事件源可以是作业、作业流、事件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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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内事件依赖（主要是自定义事件）表现形式都相同，均是前置对象产生

事件，后置对象依赖这个事件。对象间的自定义事件依赖有一套规则，如下 

事件日期规则等： 规则： 

1、 针对同一批次号、同一机构号 

2、 针对产生对象状态[成功、失败、完成] 

3、 具有日期规则配置，默认 0(对象日期)，T+(-)N，日期前推后推N天 

第一步：新增作业job_C,打开它的配置属性，然后选择场景：现有A、B三个

对象，现在状态为：A[成功，20211201]，当前时间为 20211202，对于B来

说，B需要依赖A今天日期的状态，但是A是昨天日期的状态，且以后调度过

程中B的运行始终滞后A一天，那么B始终不满足条件，永远不会运行。此时，

若配置A的产生事件为EVENT_A，规则为[成功，T+1]，表示状态为成功，且

日期规则向后加一天，B依赖这个事件，则B接收到EVENT_A恰好满足条件，

调度成功。 

9.2.2. 外部依赖 

在流程内，对象依赖的对象不在流程内或产生源不在流程内的依赖均属于外

部依赖。外部依赖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9.2.2.1. 依赖流程外对象 

主要分为事件依赖与对象依赖。 

 依赖对象 

 指流程类对象依赖另一个流程内的对象，如：现有计划A、B，A计划内有

流程ab,B计划内有c、d两个作业，d作业依赖与c的同时又依赖于b，但是

计划B的调度过程中无b的调度过程，此时对b—>d依赖来说就是流程外依赖

的对象依赖 

 依赖事件 

 指流程类对象依赖一个流程外的事件，不关注事件的产生对象，如：现

有计划A、B、C，A计划内有流程ab，且b运行成功后会产生事件e,B计划内

有c作业，c运行成功也会产生事件e，C计划内有作业d，d依赖于事件e，此

时只要有事件e的生成且符合d的调度规则，则d运行，至于事件e是由b产生

还是由c产生的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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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2. 依赖外部事件 

在moiacontrol中，外部事件是指没有产生源的事件，可以理解为在

moiaControl系统中不存在这个产生源，但是它可能是第三方系统产生的事件，

通过调用moiaControl的相关接口通知。 

9.2.2.3. 依赖外部数据 

同外部事件类似，但是在依赖对象选择时，选择数据事件。其配置规则如下： 

 支持宏配置：[DATE]-日期  [ORGCODE]-机构号  [BATCHNUM]-批次号 

 以路径/data/[DATE]/TEST_FILE_[DATE].da为例，如

/data/20160928/TEST_FILE_20160928.dat 到达,则产生对应事件并驱动依赖于

该事件且日期为 20160928 的调度对象 
 当文件路径与文件名均有日期时，以文件名为准 

9.2.3. 事件组 

在依赖类型中，有一种特别依赖，它可能既包括流程内依赖也包括外部依赖，

这时候就可以使用事件组依赖。 

事件组：多个对象或事件的组合。 

9.2.3.1. 事件组配置 

场景：现有计划A,计划A内有作业j，j是否运行同时依赖于对象a、事件e，

对象a属于计划B，此时可以配置一个事件组g，g包含了a、e，那么j的配置就可

以简化为gj 

9.3. 参数 

 参数是指作业运行时传入的参数，主要包含了参数名和参数值等属性。参数

使用比较灵活，参数值可以自己设定，可引用上一级对象参数，还可以引用环境

变量。 

9.3.1. 规则 

 1、参数类型支持字符串和字符串密文两种类型，字符串支持字符串拼接。 

 2、存储过程作业参数配置必须要选择参数前缀。参数前缀对应如下： 

 输入：I 

  存储过程作业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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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O 

  存储过程作业输出参数,不能超过 5 个； 

 返回：R 

  存储过程作业返回参数，最多只有 1个返回值类。 

 3、参数配置支持顺序设置 

 4、参数分为命令参数与作业参数，命令参数指需要执行的命令，如有一个

shell程序jobA，添加命令参数a，当执行程序jobA时，执行方式可能就是  ./jobA 

-a,参数位置取决于参数配置时位置 

9.3.2. 引用 

1、参数值可引用环境变量，需要在参数值中使用“[]”包含环境变量名。

环境变量分为系统默认环境变量和自定义环境变量。在参数引用中，系统环境变

量主要用到了DATE,有关计算和其它系统环境变量使用规则查看MoiaControl环

境变量章节。自定义环境变量是指用户在“开发管理”—>“环境变量管理”中

设置的环境变量。 

 2、参数值可引用上一层参数（作业参数值可引用计划参数），需要在参数

值中使用“#”包含上一级参数名。  

 3、参数值引用环境变量或者上一级参数时，参数类型必须是日期或者字符

串，如果是常量类型，参数值不解析参数，原样输出配置信息。 

9.3.3. 传递 

参数传递是指通过参数引用，将参数值从上级传递到下级，如：从计划传递

到作业，以下通过实例进行说明。 

计划参数及参数值：log_main_path=/home/user/logs 

作业引用方式：job_log_path=#log_main_path#/[DATE] 

计划当前业务日期：20211102 

 字符串类型，参数值解析结果：/home/user/logs/20211102 

 字符串密文类型，与字符串相同 

9.3.4. 配置 

参数配置有三个入口，分别是程序管理、作业管理、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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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1. 程序管理里配置参数 

从开发管理—》程序管理进入，点击新增程序，如下图： 

 

新建一个程序，param_test，如下图所示： 

 

点击下一步，进行参数配置，点击新增，如下图： 

 

现配置参数如下图，其中可以在右侧排序处，点击上下箭头对参数顺序进

行升序与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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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2. 流程管理配置参数 

 打开开发管理—》计划管理，选择目标计划，点击流程配置，如下图： 

 

选则一个作业，并打开它的配置属性，选则参数配置。 

 

后续配置同程序管理参数配置 

9.3.4.3. 作业管理配置参数 

 打开开发管理—》作业管理，选择目标作业，点击参数配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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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配置同程序管理参数配置 

9.3.4.4. 程序参数与作业参数关系 

程序参数是指程序被执行时传入的参数，程序在被作业引用后，参数会继承

到作业参数。但此处的程序参数只具有标识意义，并不是真正调度参数，因为参

数在被作业继承后，可以继续新增、修改和删除，作业参数才是实际调度需要传

入的参数。 

9.4. 并发控制 

并发控制是指控制多个调度任务在同一时间间隔内执行。在moiaControl系

统中，控制并发的策略主要是从物理节点、独立资源、数据源和程序设置。具体

可以结合业务需求来改变并发策略，以达到资源最大使用率。 

在MoiaControl中，被调度的基本单位是作业，要想控制作业并发，需要在

作业属性配置页面设置。从“开发管理”—》“作业管理”中选择作业进行修改

（也可以通过在计划管理流程配置中，选择一个作业进行属性修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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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页面中，带红框的属性都会影响作业并发。 

 独立资源：在独立资源配置完成后，需要在作业这里选择配置的独立资源才

能生效。详细功能见独立资源中介绍。 

 作业资源量：用来运行作业时所占用的物理节点的资源量，默认值为 100。 

（100是逻辑值，没有单位，与物理节点和数据源的资源量相对应） 

一个节点上同时运行的作业资源量总和，不能超过该节点的资源总量。 

 并行度上限：并行度上限只针对DSEE作业有效，其它作业都只能为 1。 

其中，对于作业来说，选择的程序也会影响并发，主要看程序是否互斥，如

果互斥，则限制了其并发。 

下面具体从物理节点配置、程序配置、独立资源配置、数据库配置介绍控制

并发的方法与策略。 

9.4.1. 物理节点并发控制 

 物理节点主要通过对节点属性的设置来控制作业并发。在“系统管理”—》

“物理节点管理”中，选择节点，点击属性，可查看到节点属性。在属性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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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框的四个属性都会影响作业在节点的并发度。节点属性图： 

 

 资源总量：物理节点上可以提供的资源总数，与每个作业运行所占节点资量

（系统默认为 100，存储过程只占 20）对应，当剩余资源数不足作业使用时，

则不再向该节点分发作业。 

 作业运行数上限：直接规定节点上最多运行多少个作业。如果达到此值，即

使节点还有资源也不会再分配作业。 

 CPU分配阀值：CPU分配阀值可以理解为CPU使用率，默认 100 表示使用率百

分百。节点CPU占用高于此值则会去抢占资源。 

 内存分配阀值：内存分配阀值也可以理解为内存使用率，默认 100 表示使用

率百分百，内存使用高于此值则不再向该节点分配作业。 

 物理节点上作业的并发由这四个属性共同决定。四个属性都会影响作业最大

并行度，实际作业最大并行度，由四个属性中最先达到最大值那个决定。 

9.4.2. 程序并发控制 

  在moiaControl调度系统中，程序可以被作业多次复用，当这些作业运行

时，也意味着程序同时并行。但有些程序是只允许串行，不允许同时运行多个实

例，如果有这样的程序，就需要在“开发管理”—》“程序管理”中添加作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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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互斥属性。 

只要选择了互斥属性，表示引用相同程序的所有作业，即使在资源充足的情

况下，也只能运行一个实例，其他作业将处于等待资源状态，这样相当于间接影

响了并发量。 

9.4.3. 独立资源并发控制 

 独立资源是从作业分类的角度控制作业并发。主要控制配置该独立资源的作

业，在单个物理节点并发数和全局节点并发数。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 

 

 物理节点并发控制：该类型的独立资源在单台物理节点的并发限制，默认值

为 0，表示不限制，大于 1的有效数字则标识限制数量 

 全局并发数：该类型的独立资源在调度集群内全局的并发限制，默认值为 0，

标识不限制，大于 1的有效数字则标识限制数量 

 

 独立资源只有在作业属性配置中配置后才能生效，引用该独立资源的所有作

业，只能按照该独立资源设置的全局并发限制和物理节点并发限制来执行作业，

不能超过该限制。一般说来全局并发数应该大于节点并发数。 

9.4.4. 数据源并发设置 

 数据库配置用于存储过程作业调用的数据库，在“开发管理”—》“数据源

管理”页面中，选择添加数据库，基本信息页面“资源总量”和“运行作业数上

限”都会影响存储过程作业在数据库中的并行度。基本信息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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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总量：数据库上的全部资源量，结合该数据库上所配置存储过程作业占

用数据库资源量，进行并发控制； 

 运行作业数上限：数据库上能同时启动的存储过程作业数量。 

资源总量和运行作业数上限，是对数据库存储过程作业并行度的双重限制，

只要其中一个达到上限，则不会继续向该数据库分发存储过程作业。 

9.5. 翻牌控制 

9.6.1.名词解释 

翻牌控制，主要用于对日常计划和作业流的重复调度逻辑进行控制。可以实

现自然日切调度、追数无间隔切日调度、循环调度等调度方式。是MoiaControl

的重要组成元素。 

9.6.2.日切类型 

在计划实例化的时候，会选择日切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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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日切：控制计划只调度一次。 

日切：可控制计划每天调度一次，计划日期每天只日切一次。 

追数：可控制计划每次调度完成后立即进行日切，并进行下一次调度（即一

天内可以日切多次，主要用于需要进行追数处理的情况）。 

追数日切：可控制计划追数到指定日期后，再正常日切，前两种结合。 

强制日切：不论计划计划执行是否成功，到时间强制日切。 

 

9.6.3.作业流循环方式 

在配置作业流的时候，会选择作业流的循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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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循环：执行一次。 

 

按次循环：指定作业流的循环次数,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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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段循环：时间段循环可以分为按开始循环或按结束循环，指定循环结束

时间，和循环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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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循环：根据指定作业的返回值，按一定时间隔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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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点循环：指定时间点，到时间点循环 

 

同时配置作业流循环和日切方式，在日切规则下实现作业流循环规则。举个

例子：一个计划配置了日切(即这个计划每天执行一次），计划下有 SEQ_TEST作

业流配置时间端循环，设置 6个小时循环一次；那么一天内改作业流就会执行 4

次。 

 

9.6. 日志 

日志分为对象日志，历史对象日志，操作日志，执行节点日志等其他服务日

志。 

9.7.1.对象日志 

调度对象每运行结束(包括成功，失败和中断)一次，均会记录日志，日志内

容与调度对象状态内容一致。当前日志就是指当天对象调度产生的日志。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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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管理菜单中的计划，作业列表中查询作业对象的日志信息。对象日志目录是

放在执行节点安装目录下的logs/jobLog中。 

 

9.7.2.历史对象日志 

 

指作业对象以前产生的日志，可以在系统参数里面配置日志的保留天数，以

及日志清理时间。在历史分析菜单里，有作业，作业流，计划的日志列表，可以

根据条件进行筛选日志。该类日志放在执行节点下的logs里,以日期作为父级目

录区分，以计划名称和开始时间作为日志名字。 

9.7.3.操作日志 

 

用户每次对服务的操作以及操作的ip都会记录下来，比如增,删,改,查,人工

干预，形成操作日志。在系统管理菜单的操作日志列表中，可以根据条件筛选来

查 看 操 作 日 志。 在 server 端 得 logs 目录 下 ， 在 MoiaWebService.log 和

MoiaControlServer.log里。 



MoiaControl 操作指南-V6.0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 89 

- 

9.7.4.执行节点日志 

该 日 志 位 于 执 行 节 点 的 logs 目 录 下 ， 分 为 JobExecuteCtrl 和

JobExecuteCtrlService日志，JobExecuteCtrl是记录是否有运行的作业日志，

JobExecuteCtrlService是作业执行时产生得日志。 

9.7.5.系统服务日志 

MoiaApiService.log在server端得logs目录下，记录接口得调用产生得日

志。 base-cloud-gateway.log 记录网关日志和获取 token相关的日志。

base-cloud-server.log记录配置服务得日志。base-cloud-user-service.log

记录登录相关的日志。这三个日志都在server端得logs/baseLog下。  

 

 

9.7. 消息通知 

当系统出现异常，能及时通知用户，是一个调度系统很重要的一环。MoiaV6

中消息通知分为三类：音乐报警、邮件和短信。 

9.7.1. 音乐报警 

开启音乐报警功能，需要在系统参数设置中，将报警打开，如图： 

 

登录系统后，如果有计划、服务、节点状态或节点磁盘异常信息，页面会不

停播放音乐。页面右上方铃铛会变红，点击铃铛，能看到详细错误信息，可以设

置中断报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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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邮件 

邮件发送内容分四部分：错误计划发送邮件、服务错误发送邮件、节点故障

发送邮件和日报。 

第一步：发件服务器。在系统参数中配置发件服务器。界面如图： 

 

 

属性解释： 

 消息报警标志：达到相应级别触发短信、邮件、消息报警。邮件和短信

总开关。此处如果是不发送，邮件或消息发送开关打开也无法发送。 

 邮件发送标志：对配置了邮件发送的计划，计划下作业失败会发送邮件

到用户指定邮箱地址（收件人为用户属性配置中指定邮箱）。 

 邮件服务器地址(SMTP)：邮件发送的服务器地址。 

 发件邮箱地址：邮件发送人的邮箱地址，配置后，整个调度系统的邮件

均由该地址发出。 

 发件邮箱用户名：作为邮件发送人身份验证的邮箱用户名。（注：邮箱

用户名最好使用发件人完整邮箱，即与邮件发送地址相同。） 

 邮箱密码：登陆邮箱的验证密码。 

 发件端口：邮件发送的服务器端口。通常来说，非SSL加密填写 25，SSL

加密填写 465。 

 短信发送标志：对配置了短信发送的计划，计划下作业失败会发送短信

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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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设置收件箱。收件箱和用户绑定，每个用户可配置一个收件箱。在

用户管理中，修改用户，可以对收件箱就行修改。 

第三步。发送配置。不同类型错误需要不同配置。 

计划邮件配置： 

计划管理，选中计划，点击邮件发送，配置需要发送邮件的用户，和邮件内

容。 

服务错误邮件配置： 

系统参数，服务参数页面，选择服务，配置服务报警，最大实例数，配置邮

件发送用户和信息。当服务未达到最大服务数会向用户发送报警邮件。 

节点错误邮件配置： 

节点管理页面，选择节点，配置复杂该节点的用户，以及发送内容。当节点

异常时，发送邮件给配置用户。 

日报配置： 

系统参数页面配置日报发送规则，界面如图： 

 

参数属性解释： 

 统计规则：日报统计规则，默认 24小时周期规则 

 生成发送时间：日报统计时间节点，并生成日报，在该时间节点上

按统计规则生成 

 发送用户：配置日报邮件发送用户 

 排名显示最大条数：日报统计中排名的最大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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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 短信 

由于各个用户使用的消息平台互不相同，为保证产品的通用性，提供短信开

发接口(Java)供用户自行开发消息功能。 

 

短信是通过moia-control-server服务发送，使用Java语言进行开发。产品

已经指定发送短信类路径、类名、方法名以及参数。开发完成后，打包为jar文

件，放入../MoiaControlServer/lib/api目录。 

包名：com.adtec.rdc.moia； 

类名：message； 

9.7.3.1. 方法名及参数说明 

public boolean sendMessage(String userContact, String msgContent) {} 

参数说明： 

@userContact:联系方式 

@msgContent:内容，支持以下宏： 

[PLAN_NAME]----计划名称 

[INST_NAME]----实例名称 

[SEQ_NAME]-----作业流名称 

[JOB_NAME]-----作业名称 

[JOB_DESC]-----作业描述 

[ERR_MSG]------错误信息 

[ORG_CODE]-----机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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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_TIME]------开始时间  

[END_TIME]-----结束时间 

[JOB_DATE]------作业日期  

[JOB_STAT]-----作业状态 

[DETAIL_STAT]------作业详细状态 

返回值：发送成功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9.7.3.2. 示例 

package com.adtec.rdc.moia; 

public class message { 

 public boolean send (String mobile, String msgContent) { 

  return true; 

 } 

} 

9.8. 部署 

部署功能，主要解决作业上线时，环境之间迁移作业容易出错的问题。 

下面举两个常用例子： 

9.8.1. 整体部署 

整体部署一般以计划为单位，从测试迁移到生产。 

部署步骤： 

1、从测试环境导出用户（创建计划使用的非管理员用户）信息； 

2、在测试环境将需要上线的计划导出； 

3、在导入环境导入用户xml文件； 

4、在导入环境导入计划xml文件。 

5、检查执行域中有没有执行节点，如果没有添加执行节点。 

9.8.2. 变更部署 

变更部署主要用于修改，部署粒度根据修改内容选择。如果修改某作业，可

以只部署该作业。如果修改了作业流下多个作业，可部署该作业流；如果作业流

和作业都有修改，或者作业在多个作业流中，可以选择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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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步奏： 

1、导出环境，按照选定部署粒度，选择部署类型，导出xml文件； 

2、导入环境，选择对应部署类型，导入xml文件； 

3、如果变更对象涉及环境参数、执行域、数据源，导入后需要修改详细配

置。 

注意事项： 

1. 导入类型和文件类型必须匹配； 

2. 导入数据时会进行数据校验，校验不通过无法导入； 

3. 导入过程不可逆，进行较大变更时，可以在变更前先使用版本管理功能

对导入环境进行版本备份。也可以直接使用部署导出功能导出相应的变更对象备

份，以便回退。 

9.9. 系统环境变量 

系统环境变量是指系统预定义的环境变量，是指一系列随业务规则动态变化

的变量，如调度过程中不断翻牌的日期。系统环境变量全局有效，用户无法更改，

通过[系统环境变量名称]引用， 

9.9.1. 机构号 

 引用规则：[ORGCODE] 

 说明：当前调度对象机构号 

 示例：当前调度计划机构号为 00000，作业参数中配置了该环境变量

[ORGCODE]，在作业运行中，参数引用部分将会被替换成 00000 传入。 

9.9.2. 批次号 

 引用规则：[BATCHNUM] 

 说明：当前调度实例批次号 

 示例：新增计划实例时填写。作业参数中配置了该环境变量

[BATCHNUM]，在作业运行中，参数引用部分将会被替换成批次号。批

次号填写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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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 实例号 

 引用规则：实例号 [INSTID] 

 说明： 当前调度对象的实例号。 

 示例： 作业参数中配置了该环境变量，在作业运行中，参数中引用部分

将会被替换成当前调度对象实例号。 

9.9.4. 计划名称 

 引用规则：实例号 [PLANNAME] 

 说明： 当前调度对象计划名称。 

 示例：作业参数中配置了该环境变量，在作业运行中，参数中引用部分

将会被替换成当前调度对象计划名称。 

9.9.5. 计划 ID 

 引用规则：[PLANID] 

 说明：当前调度计划ID 

 示例：调度计划时系统会分配给每个计划实例一个id号，该号码为一个

“UUID”号，作业参数中配置了该环境变量[PLANID]，在作业运行中，

参数中引用部分将会被替换成“UUID”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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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 时间戳 

 引用规则：[TIMESTAMP] 

 说明：当前主机的时间点。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示例：作业参数中配置了该环境变量，在作业运行中，参数中引用部分

将会被替换成当前主机的时间戳传入。 

9.9.7. 作业名称 

 引用规则：[JOBNAME] 

 说明：当前作业名称  

 示例：作业参数中配置了该环境变量，在作业运行中，参数中引用部分

将会被替换成作业名。 

9.9.8. 实例名称 

 引用规则：[INSTNAME] 

 说明：实例名称  

 示例：参数中配置了该环境变量，在运行中，参数中引用部分将会被替

换成实例名。 

9.9.9. 执行日历日期 

 引用规则：[BIZDATE，n，YYYYMMDD] 

 说明：执行日历日期 

 BIZDATE：环境变量名 

 n：代表间隔执行日历日期天数 

 YYYYMMDD：输出格式 

 表达式支持执行日历日期加减 D，形如：1D，-3D等。1D 表示下一个

执行日日期。-3D表示往前数第三个执行日日期。 

 直接使用[BIZDATE]则按照默认格式化YYYYMMDD输出当前日期。 

 示例： 

作业参数字符串类型，参数值中使用[BIZDATE，-1D，YYYYMMDD]，

作业执行日历是工作日。今天是周一，日期是 20211227，那么参数值会被

替换为上周五的日期 20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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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 日期 

 引用规则：[DATE，n，YYYYMMDD] 

 说明：业务日期 

 DATE：环境变量名 

 n：代表间隔日期表达式 

 YYYYMMDD：输出格式 

 表达式支持加减 D，M，Y，形如：1D，-3M，2Y 等。支持从左到右的

多次计算，冒号分隔，最多支持 5 次计算。如 1D:-3M。计算日期或

月份必须带上相应的标示符号如 D,M,Y，且必须使用整数，不加标示

符视为对日期的计算。 

 支持YYYY，MM，DD不同组合。其中YYYY、MM、DD可以直接用数字指

定年、月、日。如：（“YYYYMM”“YYYYDD”“YYYYMM05”）。EN

表示计算后的当月月末日期。所有格式类型（YYYY，MM，DD，EN）

不能重复。支持格式形如 :YYYYMMDD ， YYYY/MM/DD ，

YYYY-MM-DD等有分隔符类型。 

 直接使用[DATE]则按照默认格式化YYYYMMDD输出当前日期。 

 示例 

宏变量可以支持如下类型：date=20110915 

[DATE, -10D, YYYYMMDD] = 20110905 

[DATE, 0,DDMMYYYY] = 15092011 

[DATE, +2M, YYYYMM05] = 20111105 

[DATE, -1Y, YYYYMM] = 201009 

[DATE, -10D:1M, YYYYMMDD] = 20111005 

对日期加减运算后，使用计算后日期再做格式化输出。 

date=20110915      [DATE,0, YYYYMMEN] = 20110930 

date=20110915      [DATE,-1M, YYYYMMEN] = 20110831 

date=20110930      [DATE,0, YYYYMMEN] = 20110930 

date=20110930      [DATE,-1M, YYYYMMEN] = 20110831 

date=20110930      [DATE,4D:-1M, YYYYMMEN] = 20110930 

注意：DATE和BIZDATE区别。BIZDATE是执行日历日期，有可能不连续，DATE



MoiaControl 操作指南-V6.0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 98 

- 

是当前业务日期，是连续自然日。 

9.10. 服务启停 

系统采用微服务架构，服务进程比较多。为方便管理，服务分为三部分：

docker、server、agent。 

服务启动后，可通过eureka查看。登录地址：http://ip:8761。如图： 

 

9.10.1. Docker 

为简化安装和进程管理，redis、rabbitmq和nginx都安装在docker中。 

启动docker：systemctl docker start 

查看容器id：docker ps -a 

启动服务：docker start 容器id 

停止服务：docker stop 容器id 

查看服务状态：docker ps 

查看日志：docker logs容器id 

重启服务：docker restart 容器id 

9.10.2. Server 

服务端，提供访问接口,响应web端访问请求，完成调度。包含以下服务： 

注册中心eureka:base-cloud-server 

用户管理服务：base-cloud-user-service 

Web服务：moia-control-web-service 

Server服务：moia-control-server 

Api接口服务：moia-control-api-service 

网关：api-gateway-dynamic 

http://ip:8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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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server所有服务：进入目录../MoiaControlServer/bin/，执行sh 

startup.sh 

停止server所有服务：进入目录 ../MoiaControlServer/bin/，执行sh 

shutdown.sh 

启动单个服务：进入目录../MoiaControlServer/服务名称/bin/，执行sh 

start.sh 

停止单个服务：进入目录../MoiaControlServer/服务名称/bin/，执行sh 

stop.sh 

注意：单个启动服务时，必须先启动注册中心eureka，否则无法获取配置文

件信息，启动会失败。 

9.10.3. Agent 

执行节点安装用户必须拥有作业执行权限。执行节点启停可以从web端实现，

也可以直接登录机器操作。 

web端操作：节点管理页面，选中节点，可执行起、停服务操作。注意：需

要先为执行节点配置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节点进行操作：登录到执行节点，进入到安装文件bin目录下： 

启动：sh start.sh 

停用：sh stop.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