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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企业为什么需要专业的调度管理平台 

企业调度系统面临的一些问题 

 调度原始落后 

 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系统使用人工调度或操作系统的crontab方式调度。

在如今追求自动化甚至智能化的时代已显得非常原始和落后，耗费人力、

容易出错、难以监控已成为这类系统的致命性问题。 

 使用开源软件 

调度系统使用开源软件，学习成本较高并且没有服务保障，bug修复不及

时，生命周期不确定。 

 调度自主研发 

调度系统伴随项目自主研发，投入产出比小并且影响项目周期，软件质

量也难以保证，需求扩展性差。 

 系统间协调交互困难 

各系统独立建设，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无法简单有效的实现系统间

的交互。运维效率较低，当一个系统出现问题，可能需要运维人员逐个

联系上游系统确认问题根源。运维效率低下。 

 作业规模变大 

随着ODS、BIG DATA的建设，批量处理作业规模越来越大，相对应的调度

场景更加多样系统调度逻辑也会更加复杂，系统开发人员很大一部分精

力花费在了调度逻辑的控制，而非业务处理本身。另外，随着作业规模

的增长，对调度性能和稳定性、扩展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些现有系统

已经逐渐不能满足要求。 

 系统越来越多带来管理和运维困难 

系统越来越多，不同系统，技术要求不同，批处理作业管理越来越复杂，

IT技术异构风险变大。一个技术人员很难同时熟悉多个系统，导致需要

大量的技术人员分别管理和运维。夜间值班人员同时开着十几个甚至更

多监控屏幕也成为常态和痛点。这些问题很显然的造成了运维投入的不

断增加。 

 

1.2. MoiaControl的核心优势 

Moia Control定位于企业统一调度管理平台。致力于为企业的批处理作业制

定统一的开发规范、运维方法，对各系统的批量作业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和监控。

那么自然拥有领先的技术架构以及完善的调度策略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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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平台架构 

调度场景、服务器资源、容错容灾模式等都会影响到调度平台的架构，那么

架构的灵活性就显得非常重要。MoiaControl支持如下多种架构模式，并且能轻

松进行架构间的转换： 

 统一调度整体架构 

方式一：集中部署、集中监控。多个业务系统集中部署为一套MoiaControl,

集中监控。 

方式二：独立部署、统一监控。多个业务系统独立部署为多套MoiaControl,

通过上层的统一监控节点实现统一监控。 

 调度节点架构 

方式一：调度节点多活集群模式。调度节点以多活集群方式部署，多个调度

节点同事工作，执行节点智能选择可用的调度节点进行通讯。 

方式二：调度节点单点主备模式。调度节点以主备方式部署，正常情况主机

提供调度服务，当主机出现故障时由备机提供服务。 

 执行节点架构 

方式一：执行节点集群负载均衡模式。运行作业的多个执行节点以集群方式

部署，作业可在进群内任意节点完成调度，集群内负载均衡。 

方式二：执行节点单点主备模式。运行作业两个的执行节点以主备方式部署，

正常情况由主机运行作业，当主机依次，由备机运行作业。 

 系统扩展能力 

系统扩展性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良好的系统扩展能力是一个优秀系统

的重要指标。企业调度平台的建设和使用期间一定会伴随着作业量的增长和新系

统的接入，Moia Control支持不停机执行节点横向扩展。可以在任意时刻增加执

行节点（跑批服务器），并且不影响平台正常调度。 

1.2.2. 调度策略 

 容灾策略 

调度节点: 

调度server节点支持集群模式，正常情况多个调度节点同时工作，调度节点

互相检测，互为灾备。执行节点智能选择调度节点进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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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内调度服务相互监听，发现服务异常能够自动重启。 

执行节点： 

执行域内各个执行节点互为灾备，当一个执行节点故障后系统会将作业分发

给执行域内其他正常的执行节点正常完成调度。 

执行节点支持作业状态回传失败后本地缓存并自动重传，保障系统异常后作

业状态的正常登记。 

 

 资源控制策略 

完善的资源控制策略，解决作业的并发控制、资源竞争控制、服务器的负载

均衡等问题。充分利用机器资源。 

 

 

 触发式调度 

调度过程采用事件触发机制。前作业完成后主动触发后续作业，避免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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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询扫描机制因作业量的增长导致调度延时的快速增加。保障超大作业量情况下

的高效率调度。 

 

1.2.3. 监控运维 

 多维度监控 

 

提供多个维度的可视化监控，便于运维人员从不同视角了解系统运行情况，

有助于及时发现和快速定位问题，极大的缩短问题处理周期。 

 

 数据可视化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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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数据可视化大屏，并提供大屏个性化定制服务。 

 

 丰富的人工干预功能 

 

 

 

 异常自动提醒 

 

监控中，通过不同颜色区分不同运行状态，形成视觉

上的冲击，达到提醒和警示运维人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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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播放音乐的方式，提醒运维人员系统出现错误，并

且支持播放间隔及白名单设置，方便运维人员对错误进

行灵活处理 

 

通过系统预留的短信二次开发接口，接入用户已有短信

平台，将错误信息发送给相关人员  

 

 

通过系统自带的邮件发送端，将错误信息组装成用户自

定义的邮件主题及内容格式，发送给相关人员  

 

 

 失败自动重做 

支持作业失败后自动重做，可以设定重做次数以及重做间隔。 

1.2.4. 开发接口 

提供RMI和RESTFUL WEB两种方式的完善的开发接口，包含调度开发配置、配

置信息查询、配置信息删除、监控、人工干预等完善的接口。便于与第三方系统

对接。 

 

通过Moia Control提供的服务接口，可以在完全不使用Moia Control界面的

情况下，完成调度信息的配置、运行状态和日志的获取以及人工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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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产品支持 

 产品组织架构 

 

 

 服务范围  

    售前培训：专业产品售前人员提供产品培训服务 

    售后支持：提供远程的技术支持服务 

    现场支持：提供产品现场技术支持或客户化定制开发服务 

 服务承诺  

产品购买日起，我们将根据MA服务提供产品后续服务，产品自身缺陷，我们将无

条件修复。 

    致命性缺陷：产品严重影响生产上线，我们于 24小时内解决 

    严重性缺陷：严重影响正常调度，我们于 48小时内解决 

    一般性缺陷：可提供其他方式暂时规避的，我们将于 5个工作日内解决  

 

2. 产品概述 

2.1. 产品介绍 

Moia Control是北京先进数通自主研发的企业级调度与监控管理系统，多年



Moia Control 产品白皮书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 8 - 

来一直专注于调度领域，在国内银行、证券、保险、制造等行业均有大量的用户。 

Moia Control主要实现：作业管理、调度管理、集群管理和运维监控几大核

心功能，如下图所示： 

 

2.2. 产品历史 

 
时至今日，先进数通MOIA产品研发走过十多年，研发了多个版本，直至今日

的Moia Control5.10。其间产品用户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制造、零售、通讯

等多个行业的用户，感谢这些用户的一路相随，给予先进数通和MOIA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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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和支持服务团队大力的支持和鼓励。Moia Control在今后也会持续投入研发，

对产品进一步打磨雕琢，致力于打造调度界的明星产品。 

 

2.3. 产品定位 

MoiaControl定位为企业级调度平台，位于从硬件设施到业务数据展现的中间

层，通过集群管理功能对下层物理节点进行管理、控制及监控，通过作业调

度功能对ETL过程进行有效调度，最终将业务数据展现给用户。 

 

2.4. 产品架构 

2.4.1. 产品架构 

Moia Control产品由两部分组成：调度系统和用户界面。 

调度系统部署在各个ETL节点上，根据节点完成的功能，节点分为调度主节

点和执行节点。主节点主要进行事件决策、资源分配以及作业下发；执行节点主

要接收作业、执行作业并上传执行结果。 

用户界面服务可构建于任何支持J2EE的应用服务器上，和调度主节点共用参

数库，主要完成系统管理、开发配置和运行监控。 

另外，产品提供移动端远程监控APP，可监控系统的运行情况，并支持基础

的人工干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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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核心由以下服务构成： 

 调度节点启动服务 

 MTaskScan – 扫描服务 

 MTaskDec – 调度决策服务 

 MTaskRes – 资源分配服务 

 MCtrlSrv – 作业分发服务 

 MTimeScan – 定时扫描服务 

 MClmSrv – 节点管理服务 

 MCmdSrv – 命令接收服务 

 MDataSync - 数据同步服务 

 MAppSend - 应状态推送服务 

 执行节点启动服务 

 MCtrlAgt – 作业控制服务 

 MClmAgt – 节点代理服务 

 

 

主节点服务： 

 事件服务：接收调度系统内部和外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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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度决策服务：对事件依赖以及流程依赖等进行判断。 

 资源分配服务：负责作业的运行节点分配，实现负载均衡。 

 作业下发服务：解析作业参数以及获取作业运行信息，发送到执行节点

进行处理。 

 状态统计服务：根据作业状态，逐级向上统计出流程、任务以及计划状

态。 

 时钟事件服务：根据当前时间点，发送计划启动时点信息。 

 网络传输服务：建立主节点和执行节点间网络通信。 

 节点管理服务：管理执行节点，获取执行节点进程状态和资源信息。 

 监听服务：查询进程状态和进程服务启停。 

 

执行节点服务： 

 作业执行服务：从队列中获取作业信息，根据作业类型进行处理。 

 节点代理服务：向主节点发送进程信息和资源信息。 

 

用户界面主要由三大系统构成： 

 管理系统 

 开发系统 

 监控系统 

2.4.2. 企业级统一调度平台架构 

 方式一： 

集中部署、集中监控。多个业务系统集中部署为一套MoiaControl,集中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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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二： 

独立部署、统一监控。多个业务系统独立部署为多套MoiaControl,通过上层

的统一监控节点实现统一监控。 

 

 

 架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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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对于架构的选择，可根据作业的体量、机器资源的情况、管理方面的

要求，综合考虑选择。 

 

2.5. 产品特点 

Moia Control产品研发时，充分考虑企业数据线建设的各个环节的工作内容，

包括规划、开发、部署和运维，以期能企业数据线的管理和建设提供平台级支撑。

产品具有统一的作业管理、智能全局调度、多角度运行监控和便捷的运维操作等

特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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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功能介绍 

3.1. 调度核心 

3.1.1. 调度 Server 分布式部署 

调度Server是一套调度系统的大脑，负责整个调度系统的计算工作，包括：

初始化、调度决策、资源分配、作业下发、状态统计、事件决策等工作，一旦调

度Server出现问题，那么整套调度系统都将停滞。Moia Control为提高调度系统

的容错能力及灾备能力，采用调度Server分布式部署，多节点同时工作，互为灾

备且可提高调度效率。 

 

3.1.2. 事件决策 

Moia Control调度采用事件驱动机制，该机制是在调度过程中进行决策的一

种策略，即跟随当前时间点上出现的事件，调动可用资源，执行相关任务。 

事件驱动机制相比传统扫描机制需要更复杂、更全面的设计，但同时也具有

以下优势： 

• 减少资源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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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系统效率 

事件接收及决策服务示意图： 

 

3.1.3. 资源分配 

资源分配是根据节点状态、节点物理资源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节点逻辑资源、

作业数限制、作业优先级、作业资源等因素，决策作业分配到最适合的执行节点

上进行执行的过程。 

资源分配根据以下条件进行： 

 作业执行域：只在作业指定的执行域中的节点进行资源分配； 

 CPU和内存阀值：由管理员进行设置，执行节点实际资源情况一旦超过该

阀值，则不往该执行节点上分配作业； 

 节点剩余资源：在作业可运行的多个节点均有剩余资源时，按照剩余资

源量的大小进行分配；如果所有剩余资源均小于该作业需要使用的资源，

则该作业必须等待下一轮进行分配； 

 作业数限制：单个节点上的作业运行数量限制，作业数限制和节点剩余

资源需要同时满足； 

 作业优先级：优先级高的作业优先分配资源。 

3.1.4. 作业下发 

作业下发服务从执行队列中取出待执行作业，根据分配的物理节点，将作业

通过网络传输到该执行节点上进行处理。 

作业下发前，会解析作业参数，并一起传输到执行节点。对于DSEE作业将会

自动生成apt_config_file文件，以实现并发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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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作业执行 

执行节点根据作业的类型、调度属性和传入参数运行作业。运行完成后，将

作业执行结果发送到主节点进行后续处理。 

Datastage作业：通过调度Datastage API，对作业进行启动重做以及中断功

能。 

命令行作业：通过系统调度，完成作业的启动。 

存储过程作业：包含Oracle和DB2存储过程的调度执行，能够调度有返回参

数类型的存储过程。 

自定义类型作业：通过自定义的执行命令、状态查询命令等进行同步或异步

调度。 

3.1.6. 执行结果上传 

执行节点将作业执行完毕后的信息(状态、日志等)上传到主节点进行处理。 

3.2. 系统管理 

3.2.1.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除了对用户进行新增、修改和删除等操作外，还提供用户所属角色

配置，以及用户的对象权限(任务、计划)。 

用户所属角色决定了用户所能访问的功能菜单，用户可属于多个角色，多个

角色之间采用并集的方式控制访问菜单。 

用户的任务权限表示用户在开发系统中可访问的任务对象。 

用户的计划权限表示用户在开发系统和监控系统中可访问的计划对象。 

3.2.2. 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对系统角色进行新增、修改和删除操作，并定义角色可访问的菜单

资源。 

3.2.3. 权限管理 

在Moia Control权限体系中，对用户来说，通过所对应的角色进行访问资源

的控制，通过对象权限进行对象的编辑和监控权限控制，如下所示： 



Moia Control 产品白皮书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 17 

- 

 

 

3.2.4. 节点管理 

节点管理是对系统下所有物理节点属性进行设置，包括主节点和执行节点，

主要属性如下： 

 资源量：根据作业所占用资源量，控制作业并发数； 

 作业数上限：根据作业运行数量控制作业并发数； 

 Cpu、内存分配阀值：高于该阀值，不进行作业分配； 

 日志文件路径：存储调度核心日志信息； 

 监听端口：各种监听端口配置。 

3.2.5. 执行域管理 

每个作业配置属性时，必须指定一个执行域，一个执行域内包括一个或多个

物理节点，并可以根据需要组成Server和Client的关系(DSEE作业)。作业指定执

行域后，只能在执行域包含的节点内分配资源。 

执行域内节点关系根据用户配置后，系统自动生成图形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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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数据源管理 

数据源管理是对系统要调用的存储过程、DataService、Informatica作业所

在数据源进行配置。 

数据源上也可以进行资源控制，控制同一个数据源上运行的作业的总资源量

或者总数量。 

3.2.7. 独立资源管理 

通常有这样一类特殊作业，这类作业在和其他类型作业共同运行时，只受到

资源总量或作业运行数的限制，但同类作业的运行数量在同一个节点或者全局并

发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把这类型的作业归类为某种占用独立资源的作业。 

独立资源是控制特殊作业资源分配的手段，主要控制单个物理节点和全局并

发限制数，如下所示： 

 

3.2.8. 环境变量管理 

环境变量分为系统环境变量和用户定义的环境变量，本功能配置的是用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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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环境变量。 

用户自定义的环境变量在计划、任务、作业的参数配置中使用，使用时以#

变量名称#的格式引用。 

3.2.9. 部署管理 

部署是指从一个环境导出数据并导入到另一个环境的过程，分为导出和导入

两个过程，部署过程通过XML文件传递数据，Moia Control支持任意两个环境之

间的部署，如下图所示： 

 

3.2.10. 操作日志管理 

操作日志记录了用户从登陆到退出期间所有对系统进行操作的轨迹，以查询

数据变化的原因。 

3.3. 开发管理 

3.3.1. 对象管理 

Moia Control中将调度对象分为：计划、任务、作业流、作业四个层级，各

个层级之间从上到下呈包含关系，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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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计划 

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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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分为日常计划和不定期计划。 

 

3.3.1.2. 任务 

任务是Moia Control中一个基本的调度管理单位，一个任务由一组作业系列

(作业流或作业）和一组上下文信息构成。 

在Moia Control中，任务在不同计划甚至是相同计划中，都是可以复用的，

灵活运用此功能，可实现例如追数、多实例调度等一系列复杂的调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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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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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调度中基本的流程组织单位，可嵌套使用。 

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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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成特定

功能的基本调度执行单位，每个作业对应一个实际可执行程序。 

3.3.1.5. 程序 

程序是可被操作系统外壳直接执行或者其它工具外壳执行的代码，Moia 

Control通过执行作业对应的程序完成对该作业的调度工作。 

3.3.2. 事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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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IA.SMS流程和运转的唯一途径。 

Moia Control中，事件分为流程事件和全局事件，流程事件作用于计划流程

或者任务流程内部，通过事件标识和运行实例号来确定；全局事件作用于整个调

度系统，通过事件标识、机构号、日期、批次号来确定。 

流程事件只能由流程内部的对象产生，也只能被流程内部的对象所依赖。 

全局事件可由任意调度对象产生，也可以被任意调度对象依赖，只有在事件

标识、机构号、日期和批次号都匹配的情况下，才能判定依赖满足。 

3.3.3. 日历管理 

每个日常计划下的任务、作业流和作业在配置调度属性时均需要指定一个日

历类别，每个日历类别可包含多个日历。 

单个日历又分为日期日历和周日历两种，日期日历是指定跟年、月、日有关

的日历，如：每日、月初、月末、每年几号等；周日历是指定周一到周日的具体

某个周几。 

3.3.4. 返回值管理 

程序执行完毕时，都会有返回值，通常 0 表示成功，其他返回值表示失败。

但在调度过程这种笼统的方式并不能满足所有应用的需求，有时候我们需要定义

多种不同类型的成功，有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失败是哪种类型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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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oia Control中，每一个作业都必须定义一个返回值类，系统提供不同类

型作业的默认返回值(如命令行作业、DataStage作业等)，同时用户也可以自定

义返回值，作业执行完成后，返回值及描述在对象状态监控中体现。 

如以下的返回值类配置： 

 

3.3.5. 批量开发 

在调度配置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面临的是成千上万个作业，如果全部靠手工

配置，将是巨大的工作量。在Moia Control中，批量开发是指用大家所熟练掌握

的Excel，进行调度对象属性、参数及对象间关系开发。 

与传统界面配置方式相比，通过Excel批量开发可提高数倍以上的开发效率，

从Moia4.4版本推出Excel批量开发功能以来，据统计，95%的调度开发工作量由

批量开发功能完成。 

同时，使用Excel进行批量开发，可将Excel数据文件留存，以备不时之需。 

Excel批量开发模板示例： 

 

3.4. 监控管理 

3.4.1. 系统总览 

总览页面主要对系统进行全方位监控，监控角度包括计划、作业、物理节点、

节点磁盘、表空间、异常信息和license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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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可视化大屏 

拥有数据可视化大屏功能，支持个性化定制开发。 

 

 

3.4.3. 移动端监控 

提供移动端远程监控APP，可监控系统的运行情况，并支持基础的人工干预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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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调度对象监控 

调度对象监控是对调度对象(计划、任务、作业流、作业)在运行过程中产生

的状态进行监控，并可在监控过程对调度对象进行人工干预操作。 

调度对象的监控范围受到登陆用户所拥有的权限的限制，对调度对象具有查

看及以上权限的用户才能进行监控，具有控制权限的用户才能进行人工干预。 

系统提供纵向、横向、流程等多个视角进行监控。 

3.4.4.1. 纵向监控 

以类似于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方式，对计划进行逐层展开监控，完整监控

一个计划下所有的调度对象，并在父层显示子层对象运行进度，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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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2. 横向监控 

通过列表的方式，对系统当前所有作业运行状态进行监控。用户可根据作业

名称、状态进行定位、分类或排序，如下图所示： 

 

3.4.4.3. 流程监控 

以用户配置的流程图为基础并结合对象运行实际产生状态，用流程图的方式

展示统一层级对象的运行进度。 

流程图上通过钻取的方式展示流程下的子流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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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4. 异常监控 

监控并展示系统异常，包括计划失败、节点异常等。支持音乐报警和暂停，

以及白名单管理。并提供数据库表空间、物理节点磁盘空间的查看和调度数据异

常检查。 

3.4.4.5. 人工干预 

人工干预操作及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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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6. 血缘关系 

用于查看所选对象的前后所有流程依赖和事件依赖关系。 

 

3.4.4.7. 生命周期 

用于查看作业调度整个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时间信息。用于调度调优以及异常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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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节点监控 

显示物理节点状态、剩余资源数、运行作业数等信息。 

 

3.4.6. 日志查询 

监控内容与调度对象状态监控相同，调度对象每运行结束一次(成功、失败、

中断)均会记录日志。 

日志保留天数可在系统参数中进行设置。 

4. 我们的用户 

（部分列举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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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支持服务 

服务范围  

    售前培训：专业产品售前人员提供产品培训服务 

    售后支持：提供远程的技术支持服务 

    现场支持：提供产品现场技术支持或客户化定制开发服务 

服务承诺  

产品购买日起，我们将根据MA服务提供产品后续服务，产品自身缺陷，我们将无

条件修复。 

    致命性缺陷：产品严重影响生产上线，我们于 24小时内解决 

    严重性缺陷：严重影响正常调度，我们于 48小时内解决 

一般性缺陷：可提供其他方式暂时规避的，我们将于 5个工作日内解决 

6. 联系我们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http://www.adtec.com.cn 

产品网站： http://www.moia.com.cn 

电话：400-67606626 转 3 

MOIA远程支持群：93765789 

邮件支持：moia@adtec.com.cn 

http://www.adtec.com.cn/
mailto:moia@adte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