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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封裝 

• 封裝內含各種物件，是最外層的容器 

• 編輯畫面根據性質可分為： 

「XML」：透過XML描述封裝檔案 

「設計(design)」：提供多個設計頁籤編輯以所見即所得的方式設計封裝 

• 控制流程 

• 資料流程 

• 封裝總管 

• 進度/執行結果 

• 連接管理員 

• 事件處理常式 

 



工具箱 

• 控制流程 

控制流程項目 

維護計畫工作 

• 資料流程 

資料流程來源 

資料流程轉換 

資料流程目的地 



執行 SQL 工作 

• 執行 SQL 陳述式或預存程序。可包含批次 SQL 陳述式： 

清理資料表或檢視涵蓋的紀錄，為新增資料做準備 

建立、改變和卸除資料庫物件，例如資料表、檢視和預存程序 

將查詢傳回的資料列集存到變數中 

• 注意資料連線的設定，會影響 SQL 語法參數設定與回傳結果的物件架構 



指令碼工作 

• 使用 Visual Studio Tools for Application 延伸功能 

• 可選擇 VB.NET/C# 

一旦進入到 VSTA 後，立即產生了程式碼，也就不能再更改該「指令碼」工作所

使用的語言 

• 讀取或修改封裝的屬性 

無法存取某個工作或轉換的內部工作， 

無法修改 pipeline 的 metadata (例如：加入  

pipe 的欄位數) 

• 使用 Dts 屬性傳回的  ScriptObjectModel 物件之集合屬性 
Connections 

Events 

Variables 

• 可呼叫外部組件 

需將該 .NET 組件註冊到 GAC(Global Assembly Cache)中， 

SSIS 引擎在執行程式碼時，才呼叫得到該元件 

參考 Web 服務/外部組件後，需要選擇主選單 

「檔案」->「全部儲存」選項 

 



執行封裝工作 

•將其他封裝當作工作流程的一部份來執行 
細分複雜的封裝工作流程：將工作流程分解成多個子封裝，以方便
讀取、測試和維護 

重複使用部份封裝：類似呼叫副函數的方式重複使用子封裝 

群組工作單位：工作的單位可以分割成個別的封裝，並整合父封裝
流程的交易管理 

•以「父封裝變數」組態將值從父封裝傳遞至子封裝。組態建
立在子封裝上，並使用父封裝中的變數(近似 ByVal) 

•變數可以直接在子封裝叫用 (近似 ByRef) 

•事件可向外層傳遞 



資料流程概覽 
• 特殊的工作流程：Data Flow Task 

• 資料處理導向，在記憶體中，以管線流程的概念
(pipeline)處理資料 

• 可觀察資料變化的過程 

• 來源：讓資料流程中的其他元件使用外部的資料 

• 轉換：具有廣泛的功能。執行如更新、彙總、摘
要、清除、合併、散發資料以及與分析服務相關
的工作 

• 目的地：將資料流程中的資料寫入特定存放區，
或在記憶體中建立資料集 

• 若 SSIS 提供的來源、轉換和目的地不夠用，可
以 ”指令碼元件” 延伸，或以程式撰寫自訂元件 

• 資料源勿選擇整個資料表 

• 各種資料來源，如 Attunity 

 
 



資料來源 

• 將不同資料來源類型的資料提供給資料流程 

• 來源可規範輸出內容，許多來源有錯誤輸出 

來源 說明 

ADO.NET   從 .NET Framework Data Provider 取資料，除
了 .NET 與 OLE DB 外，還可支援 ODBC 

Excel  從 Excel 檔擷取資料 

一般檔案 從一般檔案擷取資料 

OLE DB  從 OLE DB 提供者取用資料 

原始檔案 從檔案擷取原始資料 

指令碼元件 使用指令碼擷取、轉換或載入資料 

XML  從 XML 檔擷取資料 

快取連接管
理員 

從「快取轉換」元件和快取檔案中讀取資料 



資料目的地 

• 將資料流程的結果載入不同資料目的地，或建立記憶體中的資

料集。目的地具有一個輸入和一個錯誤輸出 

目的地 說明 

ADO.NET 載入資料到與 ADO.NET 相容的資料庫資料表或檢視中 

資料採礦模型培訓 訓練資料採礦模型 

DataReader 使用 ADO.NET DataReader 介面公開資料流程中的資料 

維度處理 載入並處理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維度 

Excel  將資料寫入 Excel 活頁簿 

一般檔案 將資料寫入一般檔案 

OLE DB 使用 OLE DB 提供者載入資料 

資料分割處理 載入並處理 Analysis Services 資料分割 

原始檔案 將原始資料寫入檔案 

資料錄集 建立 ADO 資料錄集 

指令碼元件 使用指令碼擷取、轉換或載入資料 

SQL Server Mobile 在 SQL Server Mobile 資料庫中插入資料列 

SQL Server 在 SQL Server  資料表或檢視中大量插入資料 



使用連接 

• 不要從來源端取得不需要的資料 

• ADO.NET 目的地因為不支援 SQL Server BULK API，

新增資料進 SQL Server 效率較差 

ADO.NET 2.0 後就支援 Bulk API，但 ADO.NET 目的地未支援，SQL 

Server 2008 R2 會加入 

• 可以測試協力廠商(如 Attunity)所提供的連接 



多重傳遞與條件式分割 

• 多重傳遞 

將輸入複製至一或多個輸出 

• 條件式分割 

根據資料的內容，將資料列傳送至不同的輸出 

指定評估條件的順序。 

資料列會傳送至評估為 

True之第一項符合條件 

的輸出 



容器 

• 提供各個工作(task)相同的基本服務，如共通的屬性
設定、中斷除錯等 

支援個別單一工作的 TaskHost 容器 

沒有 UI 設計畫面 

• 讓封裝設計結構化，支援封裝中的重複控制流程，
且會將工作和容器分組成有意義的工作單位 

For 迴圈容器 

Foreach 迴圈容器 

時序容器 

• 除了包含工作外，還可包含其他容器 

• 交易管理 



Integration Services 運算式 

• 一段程式語法傳回單一值，其內可包含常數值、變數、

函數和運算子 

• 利用運算式動態地設定「工作」屬性 

• 可使用運算式的地方： 

工作的「運算式」頁籤 

資料轉換元件提供的設定 

變數 

優先順序條件約束 

For 迴圈容器 

連接 



SSIS 功能 

• 記錄：記錄封裝在執行階段所引發的事件 

• 封裝組態：在封裝開發期間設定封裝物件的屬性 

• 數位簽章：經由簽章和確認機制保證封裝內容未被竄改 

• 變數：顯示「變數」視窗 

• 離線工作：當封裝的資料來源無法使用時，以此來避開無法使

用連接所觸發的錯誤訊息 

• 記錄事件：顯示「記錄事件」對話窗 

• 新增連接：顯示「加入 SSIS 連接管理員」對話窗 



SSIS 2008 新增功能 

• 強化以及新增的工作/元件 

Lookup 元件可以整合快取 

Data Profiling 工作 

C# Scripting 

以 VSTA 取代 VSA 

可擴增的資料流程 

• 單一的同步資料流，在多CPU 的機器上，SSIS 2008 會自動採用平行運算 

• 強化並新增 connectivity 

ADO.NET Source 和 Destination 

新增對 Oracle, Teradata 和 SAP BI 的連接 

 

 



相關資源 

• http://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For

ums/zh-TW/sqlintegrationservices 

• http://sqlcat.com/top10lists/archive/200

8/10/01/top-10-sql-server-integration-

services-best-practices.aspx 

• We Loaded 1TB in 30 Minutes with 

SSIS, and So Can You 

http://msdn.microsoft.com/en-

us/library/dd537533.aspx 

• SSIS 2005 Performance Tuning 

Techniques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

tw/library/cc966529(en-us).aspx 

• http://www.sqlis.com/ 

• http://www.codeplex.com/ 搜尋 SSIS 

或 http://ssisctc.codeplex.com/ 





周邊用餐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