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3

第 13 章

善用索引加快查詢效率



2/83

本章提要

1. 叢集索引與非叢集索引

2. Unique 與 Composite 索引

3. 建立索引的注意事項

4. 使用建立索引精靈建立索引

5. 在 Enterprise Manager 中管理索引

6. 用 SQL 敘述處理索引

7. 檢視查詢的執行計劃

8. 設定計算欄位的索引

9. 設定檢視表的索引

10. 在 Query Analyzer 中管理查詢



3/83

索引

善用索引的功能, 將記錄依順序排列整齊, 
如此就能夠提高查詢的效率。

索引雖可加快搜尋的速度, 但並非資料表
的每個欄位都需要建立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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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引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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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集索引與非叢集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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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集索引與非叢集索引

將 ID 欄位設為叢集索引後此資料表的內
容會自動依照 ID 的大小來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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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與 Composite 索引

索引值是否唯一

是否只用單一欄位做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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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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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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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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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欄位中的填滿因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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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key 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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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key 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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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key 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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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索引的注意事項

一個資料表中只能有一個叢集索引。必
要時可以將多個欄位組會起來做為叢集
索引。

一個索引所使用的欄位最多只能包括 16 
個欄位, 而且 ntext、text、及 image 型別
的欄位不能做為索引。

做為索引的欄位總長度限制在 900 bytes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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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索引的注意事項

一個資料表中最多可以有 249 個非叢集
索引。

資料表的內容很少時, 除了做為 Primary 
Key 或 Unique 欄用的索引外, 不建議再
增加其他索引。

如果欄位的內容同質性很高, 那麼就不適
合做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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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立索引精靈建立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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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立索引精靈建立索引

執行工具 / 精靈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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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立索引精靈建立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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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立索引精靈建立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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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立索引精靈建立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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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立索引精靈建立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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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立索引精靈建立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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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立索引精靈建立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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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立索引精靈建立索引

執行所有工作 / 管理索引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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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nterprise Manager 中
管理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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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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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新增索引的 SQL 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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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新增索引的 SQL 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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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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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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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索引

若修改由 SQL Server 自動建立的索引
(PRIMARY KEY 或 UNIQUE 欄位), 則會
出現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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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索引

在管理索引交談窗中選取要刪除的索引, 
然後按刪除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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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資料表視窗中管理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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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資料表視窗中管理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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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資料表視窗中管理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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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QL 敘述處理索引

建立索引的語法

刪除索引

修改或重建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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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最基本的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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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最基本的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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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最基本的索引

執行所有工作 / 管理索引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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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索引的完整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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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索引的完整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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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資料表中有哪些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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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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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刪除的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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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刪除的索引

使用下面這兩個敘述刪除索引時, 一定會
發生錯誤的：



47/83

不可刪除的索引

要刪除這種索引, 請使用 ALTER TABLE 
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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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或重建索引

使用 DROP_EXISTING 修改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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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或重建索引

使用 DBCC DBREINDEX 重建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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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查詢的執行計劃

執行查詢 / 顯示執行計劃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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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查詢的執行計劃

將員工資料表中索引全部刪除時, 然後再
執行以上的查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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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計算欄位的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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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計算欄位的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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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計算欄位的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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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計算欄位的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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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計算欄位的索引

執行查詢 / 顯示執行計劃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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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計算欄位索引的限制

計算欄位的值必須是決定性的 。

計算欄位的值必須是精確的。

計算欄位傳回的值不可以是 text、ntext
或 image 型別。

在建立資料表時, 當時的 ANSI_NULLS 
選項必須設為 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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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計算欄位索引的限制

有 6 個 SQL 選項必須設為 NO, 有 1 個
SQL 選項必須設為 O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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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檢視表索引的好處

當檢視表是由多個資料表 JOIN 起來的, 
而每個資料表中的記錄都很多時, 可以提
高檢視表的效率。

當檢視表中包含很多複雜的運算, 或針對
大量資料做統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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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檢視表建立索引



61/83

替檢視表建立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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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檢視表建立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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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唯一性叢集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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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非叢集索引



65/83

在 Enterprise Manager 中管理
檢視表的索引

執行所有工作 / 管理索引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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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索引加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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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索引加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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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索引加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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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索引加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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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索引加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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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索引加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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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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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視表中建立時的限制

在建立檢視表時, ANSI_NULLS 及
QUOTED_IDENTIFIER 選項必須設為
ON 。
在建立檢視表時, 必須設定
SCHEMABINDING 選項。

檢視表中所有的欄位都必須是決定性
的。

檢視表中不可參考到其他任何的檢視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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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視表中建立時的限制

在檢視表的定義中, 資料表與自訂函數都
必須使用二段式的名稱。

檢視表的 SELECT 敘述中不可包括下列
的語法元素：
– SELECT 的欄位清單中必須明確指出實際欄
位名稱。

– SELECT 欄位清單中不可出現重複的欄位名
稱。

– 不可以使用衍生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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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視表中建立時的限制

– 不可使用資料列集函數 (Rowset functions) 。
– 不可使用 TOP、DISTINCT、及全文檢索的

CONTAINS 或 FREETEXT 關鍵字。

– 不可有 UNION、 OUTTER (FULL) JOIN 、
SELF JOIN 、ORDER BY 、COMPUTE 子
句。

– 不可使用除了 SUM() 及 COUNT_BIG() 之外
的彙總函數。

– SUM 函數中不能包含可能會傳回 NULL 值的
欄位或運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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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視表中建立時的限制

檢視表中不可包含任何的 text、 ntext 、
或 image 欄位。

如果未指定 GROUP BY, 則檢視表的欄位
清單中不可包含任何的彙總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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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視表中建立時的限制

在建立檢視表索引 (執行 CREATE 
INDEX 敘述) 時必須符合下列限制：
– 必須先建好唯一的叢集索引, 才可建立其他
的非叢集索引。

– 執行 CREATE INDEX 敘述的使用者必須是
檢視表的擁有者。

– 若檢視表的 SELECT 敘述中包含了 GROUP 
BY 子句, 那麼主索引鍵便只能是 GROUP 
BY 子句中有出現的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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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視表中建立時的限制

– 在執行 CREATE INDEX 敘述時, 必須設定
ANSI_NULLS、ANSI_PADDING、
ANSI_WARNINGS、ARITHABORT、
CONCAT_NULL_YIELDS_NULL、及
QUOTED_IDENTIFIERS 必須設為 ON, 而
NUMERIC_ROUNDABORT 必須設為
OFF。

在替檢視表建立好索引之後, 當我們要去
異動檢視表的底層資料表時, 前述的 7 項
選項也都必須正確設定, 否則會取消異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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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uery Analyzer 中管理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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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uery Analyzer 中管理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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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uery Analyzer 中管理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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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uery Analyzer 中管理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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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uery Analyzer 中管理查詢

若出現錯誤訊息如上, 可預先用
sp_dboption 來設定資料庫的預設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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