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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与增量数据分离架构下的分布式连接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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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数据背景下，数据库系统表连接操作的效率急需优化，尤其对于基线与增量数据分离的数据库系统

来说，其连接操作更是成为其性能的主要瓶颈．为了有效提升事务处理的性能，在基线与增量数据分离的数据库系

统架构中，通常将基线数据存储于磁盘中，增量数据存储于内存中，进而获得较高的事务处理吞吐量和可扩展性．

Ｈｂａｓｅ、ＢｉｇＴａｂｌｅ、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等系统是典型的基线与增量数据分离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但是他们的表连接效率较

低，其主要原因包括：每次表连接前必须先合并基线数据和增量数据；数据存储模式更为复杂，导致过大的网络开

销．该文提出了一种基线与增量数据分离架构下的排序归并连接优化算法．该算法对连接属性做范围切分，在多个

节点上并行做排序归并连接．该算法无需在连接前合并基线数据和增量数据，进而实现对基线和增量数据并行处

理，同时也避免了大量非连接结果集数据的基线与增量合并操作．并在开源的数据库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上实现了该算法，

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该算法可以极大提高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数据库的表连接处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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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好地管理和

利用大数据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在２００８年，

《Ｎａｔｕｒｅ》推出了ＢｉｇＤａｔａ专刊①；２０１１年２月，《Ｓｃｉｅｎｃｅ》

也接着推出专刊：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ａｔａ②．美国奥巴马

政府在２０１２年提出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共

投资了２亿美元，正式开始“大数据发展计划”，并计

划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在科学研究、生物医学、环境

等领域的突破．

当数据的规模达到ＰＢ、ＥＢ或ＺＢ的时候，传

统关系型数据库将面临极大的考验．所以近几年

ＮｏＳＱＬ
［１］数据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比如 ＨＢａｓｅ

［２］，

ＭｏｎｇｏＤＢ
［３］等，这些数据库解决了大规模数据集合

多重数据种类带来的挑战，攻克了一些大数据应用难

题．但是ＮｏＳＱＬ数据库的数据模型比较简单，以牺

牲数据库的高度数据一致性实现更高的数据库

性能．

因此对于数据一致性要求高的应用来说，传统

的分布式关系数据库模型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例如

谷歌公司最新公开的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Ｆ１，由前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工程师创办的号称世界上最快的分布式

关系型数据库 ＭｅｍＳＱＬ，还有已经全面支撑支付宝

业务的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 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
［４］．这些数

据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业上对数据库的需求．

连接操作是关系型数据库最重要的数据分析操

作之一．以某国有银行历史库交易为例，所有的查询

ＳＱＬ中单表查询占１１．３％，两张表连接的查询占

６５．２％，多表连接的查询占２３．５％．如何在大数据

量的情况下保证连接操作的正确性与实时性是一个

很难解决的技术．这一问题对具有基线数据和增量

数据分离架构的数据库来说更为突出．对于该架构

的数据库来说，基线数据是存储在磁盘上的数据，增

量数据采用类似于Ｌｏ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ＭｅｒｇｅＴｒｅｅ
［５］的

架构，在内存中存储一段时间内对数据库的修改数

据，当修改增量到达一定大小时，增量数据会被物化

到磁盘上．与很多基于Ｌｏ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ＭｅｒｇｅＴｒｅｅ

架构的数据库（例如 ＬｅｖｅｌＤＢ，ＨＢａｓｅ，Ｃａｓｓａｎｄｒａ

等）相似，这种架构的数据库能够极大地提高事务

的处理性能，并且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但是它的

缺点是在做连接操作之前必须先把基线数据和增

量数据合并，这通常会导致连接操作的效率低下．

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就是典型的基线与增量分离架构的分布

式关系数据库，在超大表做连接的情况下，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

的处理时间是在分钟级别的．对于一个实时的系统

来说，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可以看出，基线与增量数据分离架构的数据库

具有以下缺点：（１）查询处理效率低下，每次查询前

都要先将增量数据和基线数据合并；（２）数据模式

复杂，有的数据在内存中，有的数据在磁盘中，并且

由于数据分布在不同的机器上，导致处理数据时产

生了很多额外的开销；（３）网络负载远大于传统的

数据库．

以上３个缺点导致了在该架构下，连接操作的

效率非常低下．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分布

式连接算法，该算法基于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框架，将基线

数据和增量数据同时分发到多个节点，每个节点内

先不合并数据，而是对增量数据和基线数据并行的

做排序归并连接．该算法有以下贡献：（１）解决了在

基线与增量数据分离架构下连接效率低下的问题；

（２）提供了一种如何在该架构下避免在连接前先合

并数据的思路；（３）在开源的数据库 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上

实现了该算法，并通过一系列测试证明该算法的正

确性和高效率．

本文第２节介绍３种基本的连接算法的实现以

及优化；第３节形式化定义了该算法所解决的问题；

第４节介绍算法在开源数据库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上的详细

实现；第５节分析该算法的正确性和算法效率；第６

节补充算法实现过程中对增量数据的一些特殊处

理；第７节通过一系列实验结果验证算法的效率；

第８节总结本文所做的工作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２　相关工作

传统的连接算法主要有３种：嵌套循环连接、哈

希连接、排序归并连接．这３种算法有着各自的特

色，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对这３种算法的优化也

有很多．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３种算法．

２１　嵌套循环连接

嵌套循环连接（ＮｅｓｔｅｄＬｏｏｐＪｏｉｎ）是一种相对

稳定、简单的表连接方法．它使用两层嵌套循环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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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循环和内层循环，从而得到最终的连接结果集．在

处理一些选择性强、约束性高，并且最终结果集较小

的查询时，嵌套循环连接能够显示出较高的性能．嵌

套循环连接由驱动表和被驱动表循环比较得到连接

结果，当驱动表的记录较少，被驱动表连接列有唯一

索引时，两张表记录比较的次数会较少，所以嵌套循

环连接的效率变得很高．当使用了嵌套循环后，数据

库不需要等到全部循环结束再返回结果集，而是可

以不断地将查询出来的局部结果集返回，所以嵌套

循环连接在返回前几行的记录方面上是非常快的．

但是，当驱动表的记录很多，或者是被驱动表的连接

列上没有索引时，两张表循环比较的时间变长，从而

导致嵌套循环连接的效率变得十分低下．

在共享内存架构中，减少高速缓存缺失和充分

利用ＳＩＭＤ技术是提升嵌套循环连接算法性能的两

种手段．Ｚｈｏｕ和Ｒｏｓｓ
［６］提出了利用ＳＩＭＤ技术优

化嵌套循环连接的３种方式：复制外层循环、复制内

层循环和旋转方式．而Ｓｈａｔｄａｌ等人
［７］提出了基于

块的处理方式，使得连接时高速缓存缺失尽量少．在

无共享架构下，通常采用复制分片将一张表的数据

复制到所有节点上，Ｈａｄｏｏｐ框架
［８］中采用分布式

缓存，Ｓｐａｒｋ框架
［９］中则采用广播变量．

２２　哈希连接

哈希连接由构建阶段和探测阶段两个阶段组成．

（１）构建阶段：选择一张小表作为驱动表，使用

特定的哈希函数计算连接列的值，最终产生一张哈

希表．由于计算是在内存里面进行的，因此该阶段的

时间较短．

（２）探测阶段：使用相同的哈希函数计算被驱

动表的连接列上的值，将计算的结果与第１阶段形

成的哈希表进行探测，并返回符合条件的记录．当被

驱动表和驱动表的某些记录在连接列上的值不相等

时，这些记录会在探测阶段被丢弃．

在大数据量时，哈希连接只会用小表的连接列

构建一个哈希表，所用内存不多，不会发生排序溢

出．所以在大数据量时，采用哈希连接会更好．但由

于哈希算法所特有的特点，哈希连接只适用于等值

连接．

多核大内存计算环境成了哈希连接的一个优化

的新切入点．Ｂｏｎｃｚ等人
［１０］中提出的ｒａｄｉｘ连接算

法就是充分利用了硬件特征，极大地优化了连接

算法在内存中的 Ｃａｃｈｅ缺失和 ＴＬＢ缺失．但是，

Ｂｌａｎａｓ和Ｐａｔｅｌ在文献［１１］中提到，ｒａｄｉｘ算法的连

接效率与数据在内存中并且没有分区阶段的哈希连

接算法相比，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因为在没有分区阶

段时，该算法能充分利用硬件的预取而提高一定的

效率．然而，Ｂａｌｋｅｓｅｎ等人
［１２］通过论文实验证明：即

使是无分区阶段的连接算法，性能上还是比不上

ｒａｄｉｘ连接算法．他指出Ｂｌａｎａｓ只是利用小表建立

哈希表，因此减少了分区阶段在连接算法中的占比，

明显低估了ｒａｄｉｘ连接的整体性能．

２３　排序归并连接

排序归并连接指的是两个表连接时，先通过连接

列排序后，再通过合并操作来得到最后返回的结果集

的方法．在对排序归并算法的研究中，Ｋｉｍ等人
［１３］

指出，排序归并连接的效率与ＳＩＭＤ宽度相关，当宽

度超过２５６位的时候，排序归并连接的性能能够超

过哈希连接．而Ａｌｂｕｔｉｕ等人
［１４］提出的ＭＰＳＭ并行

排序归并算法则充分考虑了 ＮＵＭＡ架构，他强调

ＭＰＳＭ算法能够超过哈希连接算法的性能，即使在

没有ＳＩＭＤ的支持下．

２４　分布式计算

在ＮｏＳＱＬ领域，基于Ｓｐａｒｋ内核的数据仓库

基础架构Ｓｈａｒｋ
［１５］对连接性能做了很大的优化．

Ｓｈａｒｋ中有两种分布式连接算法，分别为ｍａｐ连接，

ｓｈｕｆｆｌｅ连接．ｍａｐ连接的思路是将小表的全部数据

广播传输到所有含有大表分区数据的节点上，每个

节点并行做连接．ｓｈｕｆｆｌｅ连接的核心是将两个表的

记录都按照相同的哈希函数在连接属性上进行切

分，最后在切分后的第３批节点上并行地做连接

操作．

对于基线与增量数据分离架构的数据库来说，

优化连接性能显得更加复杂．以ＨＢａｓｅ为例，ＨＢａｓｅ

不能支持ｗｈｅｒｅ条件，ｏｒｄｅｒｂｙ查询，只能按照主键

和主键的ｒａｎｇｅ来查询．但是可以通过将 Ｈｉｖｅ和

ＨＢａｓｅ结合，使用Ｈｉｖｅ提供的ＨＱＬ语言实现ＨＢａｓｅ

大表连接查询，同时使用底层的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计算

框架处理连接查询任务，将满足条件的结果存放在

ＨＢａｓｅ表中．

虽然有很多对连接算法的优化，但是大部分优

化算法都没有考虑到基线数据与增量数据分离的情

况．本文提出的算法本质上是ｓｈｕｆｆｌｅ连接，但是在

连接之前没有把所有的基线数据和增量数据都合

并，而是对基线数据和增量数据并行处理，减少了数

据的交互，同时也保证了数据的正确性．

３　问题定义

互联网企业的很多应用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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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总量很大，但是一段时间内的修改增量相对很

小．这种情况下，基线与增量分离架构的数据库是很

好的选择．这类数据库的设计思路在很早就已经被

提出了，例如谷歌的ＢｉｇＴａｂｌｅ
［１６］．对于ＢｉｇＴａｂｌｅ来

说，每一个节点有一个 ｍｅｍｔａｂｌｅ，当该节点接收到

一个写请求，它会将数据写到内存中的 ｍｅｍｔａｂｌｅ

里去．当ｍｅｍｔａｂｌｅ成长到一定规模会被冻结，冻结

的ｍｅｍｔａｂｌｅ会转换成ＳＳＴａｂｌｅ形式写入 ＧＦＳ．当

该节点接收到一个读请求，这个读操作会查看所有

ＳＳＴａｂｌｅ文件和ｍｅｍｔａｂｌｅ的合并视图．

在国内对数据库的研究中，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是最典

型的基线与增量分离的数据库．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是阿里

巴巴研发的可扩展型关系数据库，它以成本低，高可

扩展性，高可用性和高可靠性著称．现已支持了阿里

集团包括支付宝在内的许多业务．

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的实现借鉴了ＢｉｇＴａｂｌｅ的思路，但

又有一些自己的改动．它的基线数据分布式地存在

多台机器上，这些机器被称为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ＣＳ）．而

它的所有的增量数据集中的存在一台机器上，这台

机器被称为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ＵＰＳ）．如图１．

图１　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读请求处理流程

在基线与增量分离的架构下，事务处理的速度

明显加快，但查询处理方面，尤其是对连接操作的处

理，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１）对于读请求来说，每

次读操作都要做一次基线数据与增量数据的合并，

由于基线数据和增量数据在不同的机器上，每次合

并都要有网络的开销．在查询的数据量很少的时候，

这对查询性能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当表的数据上

千万或者上亿行的时候，每一行都要做一次基线数

据与增量数据的合并，这中间的网络开销是非常大

的；（２）在连接算法的选择上，大多数数据库采用的

是排序归并连接算法．传统的实现是先把各个表的

基线数据和增量数据合并，然后把各个表合并后的

数据串行发送到一台主节点上面，再在该主节点的

内存里对各个表的数据排序，最后对排完序的结果

做归并连接．这种实现方式的优点是简单、稳定．缺

点是性能太差了，连接的处理时间过长，无法支持对

实时性要求高的系统．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在基线与

增量分离架构下对连接操作的优化算法．由于算法

在开源数据库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上做了实现，为了更直观

的介绍该算法，本文在这里对问题进行一些形式化

定义：

（１）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集群．现有一个集群，集群有狀

台机器．节点 犕 代表 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节点犝 代表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节点犆犻至节点犆犼代表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

其中，节点犝 集中的存储所有的增量数据，节点犆犻

至节点犆犼分布式的存储基线数据．

（２）数据分布．现有犚表和犛 表在属性犪上面

做自然连接．犚 表的增量数据全部存在节点犝 上

面．犚 表的基线数据共有犿 个ｔａｂｌｅｔ：犚１，犚２，…，

犚犿，分别存在节点犆犻至节点犆犼上面．犛表的增量数

据全部存在节点犝 上面．犛表的基线数据共有犿 个

ｔａｂｌｅｔ：犛１，犛２，…，犛犿，也分别存在节点犆犻至节点犆犼

上面．

（３）连接操作．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介绍自然连

接下算法的实现，现有犚表和犛表在连接属性犪上做

自然连接：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犚ｉｎｎｅｒｊｏｉｎ犛ｏｎ犚．犪＝犛．犪；

（４）连接结果．将满足条件的犚表和犛 表的数

据返回给节点犕．节点犕 再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４　算法介绍

算法基于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１７］框架，在多个节点上并

行地做排序归并连接．首先对连接属性做范围

（ｒａｎｇｅ）切分，为每个节点分配一个范围．其次在多

个节点之间做基线数据混洗（ｓｈｕｆｆｌｅ），将连接属性

值在同一范围的记录传输到相同的节点上，同时根

据连接属性范围信息对增量数据做切分，将一个范

围内的所有增量数据发送到该范围对应的节点上．

最后在每个节点上并行地做排序归并连接，并将连

接的结果发送给主节点．

４１　算法实现

由于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是国内著名的基于基线与增量

分离的分布式数据库，并且已经在阿里巴巴公司的

很多线上系统得到了应用．所以从实用性上考虑，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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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开源的数据库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上做了实现．Ｏｃｅａｎ

Ｂａｓｅ的基线数据是分布式存储的，每一台存储基线

数据的机器叫做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它的增量数据是集中

式存储在一台机器上，该机器叫做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算

法中还有一个主节点的角色，负责发送请求和合并子

节点返回的连接结果．在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中，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

充当主节点角色．

根据第３部分的问题定义，算法实际分为５个

阶段，具体流程如图２所示．

（１）并行统计各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上面两张表在

连接属性犪上的数据分布，并将各个节点上的数据

分布信息统一发送到一台 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上面．由于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存的数据只是基线数据，想要得到正

确的连接属性犪上的数据分布，还需要获得增量数

据中连接属性犪上的数据分布信息；

（２）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根据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传输

来的犪的统计信息，对连接属性犪进行范围划分，每

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对应一个范围．并把范围划分的结

果发送给所有的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以及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

（３）各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之间做数据的交互，最

终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都得到了对应的连接属性范围

内里的犚表和犛表的基线数据．同时，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

也根据连接属性的范围信息，将相应的增量数据发

送到相应的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上面去；

（４）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都获得了自己对应的连

接属性范围上的４个部分数据：犚表的基线数据和

增量数据，犛 表的基线数据和增量数据．所有的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并行地对自己的４个部分数据做排序

归并连接，并将连接的结果发送给 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

（５）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整合所有的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发

送过来的合并的结果，并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图２　算法流程

４２　统计信息计算

在算法的开始阶段，主节点向各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

发送计算统计信息的请求，也会同时把犚 表和犛

表在各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上的数据分布信息发送给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这里的数据分布是以犚表和犛 表在

各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上的主键范围来标识的．如图３．

图３　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发送请求

这样，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和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就会并行地处

理请求．首先看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这端，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

要把自己在相应主键范围内的犚表和犛 表的基线

数据从磁盘中读到内存里面，并计算连接属性上

的统计信息．由于基线数据是以ＳＳＴａｂｌｅ的形式存

储的，一个ＳＳＴａｂｌｅ最大为２５６ＭＢ，所以在一个主

键范围内可能有多个ＳＳＴａｂｌｅ．算法的实现是在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上开启一个线程池，用多个线程并行

地计算统计信息．统计信息的计算有两种方法：抽样

统计和直方图统计．前者扫描的数据少，速度快，

但后者比前者更精确．这里由于数据已经被读到内

存中并且是多线程计算，所以算法采用了直方图的

形式来计算统计信息．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计算完基

线数据的统计信息后，不能立刻将结果发送给

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因为还需要获得增量数据的统计

信息．

再看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的处理，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根据

犚表和犛表的主键范围，对增量数据进行范围遍历．

增量数据存在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内存中的数据结

构ｍｅｍｔａｂｌｅ里面，ｍｅｍｔａｂｌｅ的本质是一个Ｂ＋树，

每张表的每一个主键对应一个叶节点，一个叶节点

指向一个行操作链表，链表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

ｃｅｌｌ，记录了对该行的某一列上的修改．如图４所示．

图４　ｍｅｍｔａｂｌｅ的结构

算法使用一个类似ｂｉｔｍａｐ的数据结构来存储

对ｍｅｍｔａｂｌｅ遍历的结果，每个主键对应一个值，如

果该行上面的修改没有涉及到连接属性，则该行对

应的值为０，否则，该行对应的值为１，并且将该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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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属性上的最新值也存起来．

遍历结束后，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把遍历结果发送给

相应的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由于在 ｍｅｍｔａｂｌｅ中，只有被

修改的行才会作为叶节点，没有被修改的行不会在

ｍｅｍｔａｂｌｅ上出现，所以最后遍历的结果不会很大，

同时遍历都是在内存中完成的，整体速度不会太慢．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会根据接收到的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

上的遍历结果，对基线数据的直方图进行修改，

将修改后的统计信息发送给 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同时，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也会根据遍历结果中所有对应的值为

１的主键，来修改基线数据中的对应行．如图５所示．

图５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合并连接属性上的增量

４３　增量数据划分

在算法的第３阶段中，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要根据连

接属性的范围分布信息，将每个连接属性范围内的

增量数据发送到对应的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上面去．但是

根据ｍｅｍｔａｂｌｅ的构造，有些行只修改了连接属性

之外的属性，所以这些行的增量数据中没有连接属

性的值．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确定把这些行的增量数

据发到哪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上面去．基于这种情况，本

文提出了“最大范围”算法，来保证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发

给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的增量数据包含了该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

在自己的连接属性范围上的所有增量．

最大范围算法：由于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对应一

个连接属性上的范围，而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只能把一个

主键范围上的增量数据发给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所以如

何确定这个主键范围是该算法的核心．最大范围算法

的思路是由各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发给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

多个子主键范围，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整合所有的主键范

围，生成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对应的最终的主键范围，

并保证该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对应的连接属性范围上的所

有增量都在这个最终主键范围内．

最大范围算法分为两个阶段．

（１）第１阶段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生成多个子主键范围．下面介绍

一下该阶段的伪代码

子主键生成伪代码：

输入：犱犪狋犪＿狊犮犪狀狀犲狉＿（存储基线数据），犼狅犻狀＿犮狅犾狌犿狀＿犻犱

（连接属性的列ｉｄ）

输出：犅狌犳犳犲狉１，犅狌犳犳犲狉２，…，犅狌犳犳犲狉５（存储不同范围

内的数据）

１． ＷＨＩＬＥ（不停地从犱犪狋犪＿狊犮犪狀狀犲狉＿中取一行记录：狉狅狑）

２． ＯｂＯｂｊ犼狅犻狀＿狏犪犾狌犲＝狉狅狑．ｒａｗ＿ｇｅｔ＿ｃｅｌｌ（犼狅犻狀＿犮狅犾狌犿狀＿

犻犱）；／／获得该行在连接属性上的值

３． 　Ｉｎｔ犾狅犮犪狋犻狅狀＝ｊｏｉｎ＿ｒａｎｇ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犼狅犻狀＿狏犪犾狌犲）；

／／判断该值属于哪个范围

４． 　ＳＷＩＴＣＨ（犾狅犮犪狋犻狅狀）

５． 　　Ｃａｓｅ１：

６． 　　　犅狌犳犳犲狉１．ａｄｄ＿ｒｏｗ（狉狅狑）；

／／将该行记录保存到对应的范围内

７． 　　　Ｂｒｅａｋ；

８． 　　…

９． 　　Ｃａｓｅ５：

１０．　　　犅狌犳犳犲狉５．ａｄｄ＿ｒｏｗ（狉狅狑）；

１１．　　　Ｂｒｅａｋ；

１２．ＲｏｗＫｅｙＲａｎｇｅ狊狌犫＿狉犪狀犵犲１＝犅狌犳犳犲狉１．ｇｅｔ＿ｓｕｂ＿ｊｏｉｎ＿

ｒａｎｇｅ（）；／／获得子主键范围

１３．　　…

１４．ＲｏｗＫｅｙＲａｎｇｅ狊狌犫＿狉犪狀犵犲５＝犅狌犳犳犲狉５．ｇｅｔ＿ｓｕｂ＿ｊｏｉｎ＿

ｒａｎｇｅ（）；

在做数据ｓｈｕｆｆｌｅ前，每一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的内

存中都有犚表和犛 表在相应主键范围上的基线数

据．并且这些基线数据在连接属性上的值都是最新

的（上文中计算统计信息的时候已经将连接属性上

的增量数据与基线数据合并了）．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

同时也拥有连接属性范围的切分信息：ＣＳ１对应

［犪＿犿犻狀１，犪＿犿犪狓１］，ＣＳ２对应［犪＿犿犻狀２，犪＿犿犪狓２］，

ＣＳ３对应［犪＿犿犻狀３，犪＿犿犪狓３］，ＣＳ４对应［犪＿犿犻狀４，

犪＿犿犪狓４］，ＣＳ５对应［犪＿犿犻狀５，犪＿犿犪狓５］．

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在做数据Ｓｈｕｆｆｌｅ之前会在

内存中申请５个犅狌犳犳犲狉：犅狌犳犳犲狉１，犅狌犳犳犲狉２，犅狌犳犳犲狉３，

犅狌犳犳犲狉４，犅狌犳犳犲狉５．这５个犅狌犳犳犲狉分别对应上述的

５个连接属性上的ｒａｎｇｅ．在做数据Ｓｈｕｆｆｌｅ之前，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会遍历内存中的基线数据（犚 表和犛

表的数据并行处理，现以犚表为例），根据每一行在

连接属性的值，将该行追加到相应的犅狌犳犳犲狉里面．

如图６所示．

这样在基线数据遍历结束的时候，５个犅狌犳犳犲狉

里面都被填充了很多行，由于基线数据是按照主键

排序的，所以此时每个犅狌犳犳犲狉中的数据也是按照

主键排序的．将每个犅狌犳犳犲狉内的第１行和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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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ＣＳ１根据连接属性的值将自己的基线数据分成５块

行的主键取出来，这样就产生了５个子主键范围：

［犽＿犿犻狀１，犽＿犿犪狓１］，［犽＿犿犻狀２，犽＿犿犪狓２］，［犽＿犿犻狀３，

犽＿犿犪狓３］，［犽＿犿犻狀４，犽＿犿犪狓４］，［犽＿犿犻狀５，犽＿犿犪狓５］．

例如对于犅狌犳犳犲狉１来说，若犅狌犳犳犲狉１内存储的主键

集合为｛２，３，５，７，９，１１，１５｝，则犅狌犳犳犲狉１生成的子

主键范围就是［２，１５］．

子主键范围生成后，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封装一

个特殊的包（ＳＰ）发送给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特殊包ＳＰ

里面包含的信息有：机器ｉｐ，表的ｉｄ，每个连接属性

上的ｒａｎｇｅ对应的主键ｒａｎｇｅ．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发送完

ＳＰ包之后再做数据的ｓｈｕｆｆｌｅ，将Ｂｕｆｆｅｒ里的全部

数据发送给相应的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

（２）第２阶段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接收到了所有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发

送的ＳＰ包之后，根据连接属性的ｒａｎｇｅ，把所有ＳＰ

包的信息整合起来．如图７所示．

图７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整合所有的ＳＰ包

整合结束时，５个连接属性的ｒａｎｇｅ分别对应

了犚表和犛表的５个最终主键范围．例如［犪＿犿犻狀１，

犪＿犿犪狓１］对应了犚表的［犲＿犿犻狀１，犲＿犿犪狓１］和犛表的

［犲＿犿犻狀１，犲＿犿犪狓１］．此时，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会根据这些

最终主键范围遍历ｍｅｍｔａｂｌｅ，将范围内的增量数据

发给相应的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

４４　基线数据与增量数据归并连接

当算法进行到第４阶段的时候，每个Ｃｈｕｎｋ

Ｓｅｒｖｅｒ的内存中已经有了４块数据．

　　对犚表和犛表的基线数据做归并连接（如下面

伪代码所述）：从每张表的基线数据中取一行记录开

始匹配，如果符合连接条件，则根据该行的主键到该

表的增量数据中二分查找，如果找到，则将该行的增

量数据和基线数据合并，并把合并后的结果放到结

果集中．如果不符合连接条件，则将连接字段较小的

记录抛弃，从这条记录对应的表中取下一条记录继

续进行匹配，直到整个循环结束．如图８所示．

图８　ＣＳ１内存中要做连接的数据

归并连接伪代码：

输入：狉狅狑＿狊狋狅狉犲＿狉（存储犚表数据），狉狅狑＿狊狋狅狉犲＿狊（存储

犛表数据），犼狅犻狀＿犮狅犾狌犿狀＿犻犱（连接属性的列ｉｄ）

输出：ｒｅｓｕｌｔ＿ｂｕｆｆｅｒ（存储连接操作的结果）

１． ＷＨＩＬＥ（狉狅狑＿狊狋狅狉犲＿狉和狉狅狑＿狊狋狅狉犲＿狊都还有数据）

２． 　从狉狅狑＿狊狋狅狉犲＿狉中取一行记录：狉狅狑＿狉

３． 　从狉狅狑＿狊狋狅狉犲＿狊中取一行记录：狉狅狑＿狊

４． 　根据犼狅犻狀＿犮狅犾狌犿狀＿犻犱从狉狅狑＿狉里面获得该行在

索引列上的值：犼狅犻狀＿狏犪犾狌犲＿狉

５． 　根据犼狅犻狀＿犮狅犾狌犿狀＿犻犱从狉狅狑＿狊里面获得该行在

索引列上的值：犼狅犻狀＿狏犪犾狌犲＿狊

６． 　ＩＦ（犼狅犻狀＿狏犪犾狌犲＿狉＜犼狅犻狀＿狏犪犾狌犲＿狊）

７． 　　从狉狅狑＿狊狋狅狉犲＿狉中取下一行记录

８． 　ＥＬＳＥＩＦ（犼狅犻狀＿狏犪犾狌犲＿狉＞犼狅犻狀＿狏犪犾狌犲＿狊）

９． 　　从狉狅狑＿狊狋狅狉犲＿狊中取下一行记录

１０．　ＥＬＳＥＩＦ（犼狅犻狀＿狏犪犾狌犲＿狉＝＝犼狅犻狀＿狏犪犾狌犲＿狊）

１１．　　根据狉狅狑＿狉和狉狅狑＿狊的主键到犚 表和犛 的增

量犅狌犳犳犲狉中查找这两行．

１２．　　ＩＦ（犚表的增量犅狌犳犳犲狉中找到了狉狅狑＿狉的主键）

１３．　　　将狉狅狑＿狉与该行的增量数据合并

１４．　　ＩＦ（犛表的增量犅狌犳犳犲狉中找到了狉狅狑＿狊的主键）

１５．　　　将狉狅狑＿狊与该行的增量数据合并

１６．　　将合并后的狉狅狑＿狉与狉狅狑＿狊存到狉犲狊狌犾狋＿犫狌犳犳犲狉中．

５　算法分析

５１　算法正确性

算法通过以下细节保证了结果的准确性．

８０１２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１）在统计连接属性上的信息时，不是只把对

基线数据的统计结果发送给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而是将

连接属性上的增量数据也算入到统计信息里面．这

样保证了在切分连接属性ｒａｎｇｅ的时候，能够根据

真正的统计信息，做出正确的、均匀的ｒａｎｇｅ切分．

（２）最大范围算法的正确性：在基线数据的

Ｓｈｕｆｆｌｅ过程中，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对应一个连接属

性上的ｒａｎｇｅ，每个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会接收到其他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发送来的属于该ｒａｎｇｅ里的数据块，

以及自己本地的属于该ｒａｎｇｅ里的数据块．这些数

据块都有主键范围，取这些主键范围的并集，得到最

终的主键范围．虽然最终的主键范围并不精确，因为

它是不连续的．但是该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在连接属性

ｒａｎｇｅ上的所有数据都在这个主键范围内．所以最

终在做 ｍｅｒｇｅｊｏｉｎ的时候，每一行基线数据肯定能

够从增量Ｂｕｆｆｅｒ中找到对应的增量数据（如果该行

被修改了的话）．

５２　算法效率分析

与传统的排序归并连接算法相比，改进后的算

法极大地提高了连接的效率．设两张表的基线数据

行数为狀犅犪狊犲，增量数据行数为狀犐狀犮狉犲犪狊犲，连接结果

的行数为狀犚犲狊狌犾狋，每一行数据在网络上的传输时间

为狋狀犲狋，每一行增量数据和一行基线数据合并的时

间为狋犿犲狉犵犲，内存中每排序一行数据的时间为

狋狊狅狉狋，排序归并连接时每处理一行数据的时间为

狋犼狅犻狀，节点的个数为 犖．则可得到传统的连接算法

下的连接时间犜＿狅犾犱：

犜＿狅犾犱＝（狀犅犪狊犲＋狀犐狀犮狉犲犪狊犲）×　　　　

（狋狀犲狋＋狋犿犲狉犵犲＋狋狊狅狉狋＋狋犼狅犻狀），

优化后的算法处理时间犜＿狀犲狑：

犜＿狀犲狑＝
（狀犅犪狊犲＋狀犐狀犮狉犲犪狊犲）×狋狀犲狋

犖
＋　　　　　

（狋狊狅狉狋＋狋犼狅犻狀）×狀犅犪狊犲

犖
＋
狀狉犲狊狌犾狋×狋犿犲狉犵犲

犖
．

由公式可以看出，优化后的算法明显地减少了

基线与增量数据合并所用的时间，当节点个数犖 较

大时，犜＿狀犲狑远小于犜＿狅犾犱．

下面从３个方面详细介绍下算法如何提升了连

接效率：

（１）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在切分连接属性范围的时候，

会根据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上的统计信息，尽量使得

切分后的每个范围里的数据量是平均的．如果总的

数据量是犿，对犿行数据做排序归并连接的时间为

狊，范围的个数为狉．则如果每个范围里的数据量是平

均的，最终的连接处理时间为狊／狉．如果每个范围里

的数据量是不平均的，假设最大的范围的数据量为

犿１，则最终的连接处理时间为狊×犿１／犿．

同时，在给每个ＣＳ分配范围的时候，如果某个

范围内的数据大部分都在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１上面，就把

该范围分配给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１．这样就使得网络间

Ｓｈｕｆｆｌｅ的数据量最少，减少做数据Ｓｈｕｆｆｌｅ所用的

时间．

（２）使用最大范围算法避免了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将

所有的增量数据发给每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如果没有

最大范围算法，为保证结果的正确性，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

需要将每张表所有的增量数据发送给每个Ｃｈｕｎｋ

Ｓｅｒｖｅｒ，这样在做ｍｅｒｇｅｊｏｉｎ的时候，基线数据才能

够从增量Ｂｕｆｆｅｒ中找到自己的增量数据．但是每张

表的所有增量是很大的，这会导致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与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之间的网络开销特别大．如果使用最

大范围算法，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只需要将一个主键范围

内的增量数据发送给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虽然这个主键

范围内的数据会比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真正需要的增量数

据多，但是与所有的增量数据相比，最大范围算法提

升的效率还是很大的．

（３）４．１节中的算法在很多处都采用了并行的实

现：第１阶段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和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并行地处

理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发送的请求；第３阶段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

之间基线数据的Ｓｈｕｆｆｌｅ和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内增量数

据的划分是并行的；第４阶段多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之

间是并行地做 ｍｅｒｇｅｊｏｉｎ的．并行的处理能够充分

的利用分布式数据库的特点，极大地提高算法的

效率．

５３　算法适用性

之所以选择在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上实现该算法，是因

为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的增量数据全部集中在一台机器上，

基线数据分布式地存储在多台机器上．基线数据和

增量数据不在一台机器内，真正实现了物理上的分

离．这一特性能够更好地符合该算法的特点，使得该

算法在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上的优化效果更好．对于其他的

分布式数据库来说，该算法也是适用的，只是需要在

实现的时候根据数据库的特点做不同的修改．以

ＨＢａｓｅ为例，Ｈｂａｓｅ的基线数据和增量数据是存储

在一台机器上的，则只需要在算法的第３阶段增加

不同机器之间增量数据的交互，算法的整体思路在

Ｈｂａｓｅ还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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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对增量数据的特殊处理

增量数据一般存储在内存中，不同的数据库采

用不同的数据结构来存储增量数据．以 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

为例，增量数据是存储在一个叫做内存表的结构里

面．下面详细介绍一下内存表的架构．

６１　内存表结构

内存表本质上是一个Ｂ＋树．它的非叶子节点

是由表ｉｄ和主键组成的，叶节点则存储某张表的某

一行的所有增量．例如想要更新表ｔ１的主键为Ｒ１

的行的某一个非主键列ｃ１，则首先根据ｔ１的表ｉｄ查

找Ｂ＋树，找到ｔ１对应的节点，再通过Ｒ１查找该节

点的孩子节点，如果找到某个叶子节点对应的主键

为Ｒ１，则在该叶子节点指向的链表的尾部再增加一

个链表节点，该链表节点的值为ｃ１更新后的值．这

里需要指出的是，叶子节点指向的链表是不存储该

行的所有列的值的，它只存储该行被修改的列的值．

如果某一列未被修改过，它是不存在内存表中的．

可以看出，一张内存表是可以存储数据库中所

有表的增量数据的．数据库刚启动的时候，内存表是

初始为空的．当有事务来临时，如果事务更新的行在

内存表里面不存在，则在内存表内新增节点．随着事

务越来越多，内存表的大小也会逐渐增加，当增加到

一个阈值的时候，会触发内存表的冻结操作．冻结操

作会将该内存表转存到磁盘上，并且在内存中新建

一张空的内存表．所以，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系统运行时最多

只有一个内存表，但是可能有多个被转储到磁盘中

的冻结内存表．

针对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内存表的这些特性，本文在算

法设计的时候提出了最大范围算法来进行增量数据

的分发．

由于内存表的结构限制，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只支持通

过主键或者主键范围向内存表拉取增量数据．而本

文算法在实现的时候，是为每个节点分配一个连接

列上的范围，根据这个连接列范围向内存表拉取该

范围内的增量数据．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当连接列不

是主键的时候，无法通过连接列的范围向内存表拉

取该范围内的增量数据．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通过连接列的范围

生成一个近似的主键范围，然后通过这个近似的主

键范围向内存表拉取增量数据，并且保证连接列范

围内的基线数据所对应的增量全部都在该近似的主

键范围内．上文提出的最大范围算法就是用来求出

这个近似的主键范围的．

６２　数据修改操作

增量数据的类型有很多种，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支持

４种对数据修改的操作：ｉｎｓｅｒｔ，ｒｅｐｌａｃｅ，ｕｐｄａｔｅ和

ｄｅｌｅｔｅ．这４种操作在 ｍｅｍｔａｂｌｅ上增加的增量数据

是不同的．所以在算法的第１阶段，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给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发送遍历ｍｅｍｔａｂｌｅ的结果的时候，需

要对不同类型的增量数据进行特殊的处理：

（１）因为ｄｅｌｅｔｅ操作在 ｍｅｍｔａｂｌｅ的表示是只

在该行的行操作链表中增加一个删除的标识，所以

即使该行的行操作链表中没有连接属性上的值，也

要把该行对应的犫犻狋犿犪狆里的值置为１，并且连接属

性的值为空．

（２）对于ｉｎｓｅｒｔ操作来说，基线数据是没有新插

入的行的，所以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在根据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

的遍历结果修改基线数据的时候，需要在基线数据

中添加那些新插入的行．

（３）对于ｒｅｐｌａｃｅ操作来说，基线数据中可能

有该行，也可能没有．所以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在根据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的遍历结果修改基线数据的时候，如

果某一个主键对应的犫犻狋犿犪狆里面的值为１，但是在

基线数据中找不到该主键，同样也需要在基线数据

中添加一行．

７　实验评估

为了验证算法的正确性与效率，本文设计了一

系列实验．实验的思路是通过对比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开源

的版本与经算法改进后的版本对相同ＳＱＬ的处理

时间与处理结果，最终得出结论．

７１　实验环境

实验有两个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集群，每个集群都有一

台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一台 ＲｏｏｔＳｅｒｖｅｒ，１０台 Ｃｈｕｎｋ

Ｓｅｒｖｅｒ和一台 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其中一个集群使用的

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开源的０．４版本．另一个集群使用的是

实现了上述算法的版本．实验采用的数据是使用数

据生成器随机生成的数据，数据集的大小从１ＧＢ到

６ＧＢ不等．为了保证两个集群使用同样的数据，我

们首先把随机生成的数据存到文件中，然后使用工

具ＯｂＩｍｐｏｒｔ将该文件导入两个集群中．

７２　实验变量

（１）做连接的表的数据量；（２）集群中Ｃｈｕｎｋ

Ｓｅｒｖｅｒ的个数；（３）基线数据与增量数据的比例．

７３　实验流程

在两个集群中建立相同的两张表，插入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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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执行相同的查询：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ｔａｂｌｅ＿犚ｉｎｎｅｒ

ｊｏｉｎｔａｂｌｅ＿犛ｏｎｔａｂｌｅ＿犚．ｃｏｌ２＝ｔａｂｌｅ＿犛．ｃｏｌ２；

比较在不同数据量、不同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个数的

情况下，两个集群的处理时间与处理结果．最终得到

的结论如图９．

图９　实验对比结果

　　实验结果分析：

（１）当数据行数较少时，两个集群的处理时间

相差不大．但是，当数据行数超过１５００万行的时候，

开源版本集群的处理时间出现大幅增长，而算法改

进后集群的处理时间呈近线性增长．

这是因为开源版本集群只在一台 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

上做排序归并连接，当 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的内存不能容

纳所有的数据的时候，一部分数据会被物化到磁盘

上，等需要的时候再从磁盘中取出来，这极大地影响

了连接处理的效率．

（２）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的个数对开源版本集群的处

理时间几乎没有影响．而算法改进后集群的处理时

间随着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的个数增加而呈近线性减少．

这是因为无论有多少台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开源版本集

群只在一台 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上做连接．而算法改进后

集群则是在多个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上并行地做连接．

　　（３）当增量数据占总数据量的比例越来越大时，

开源版本集群的处理时间呈近线性增长，这是因为要

做合并操作的增量数据越来越多，导致网络传输量增

加．而算法改进后集群的处理时间呈先下降后上升的

趋势，这是因为当基线数据减少时，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之

间数据交互的数量变少，整体的处理时间下降．但是

当增量数据越来越多的时候，增量数据的网络传输时

间增加，导致整体的处理时间上升．

７４　犜犘犆犎测试

除了通过对比实验来测试算法的优化性能，本

文还参考了 ＴＰＣＨ 基准测试对算法优化后的

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进行了进一步测试．ＴＰＣＨ基准测试是

由ＴＰＣＤ发展而来，包括２２个查询，其主要评价指

标是各个查询的相应时间，其度量单位是每小时执

行的查询数．本文使用了 ＴＰＣＨ 不同大小的数据

集，修改了查询语句．最终生成的测试结果如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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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１０台ＣＳ下的连接时间比较

　　通过以上实验和测试可以看出，改进后的算法

的确极大地提高了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对连接操作的处理效

率．并且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个数越多，改进后的算法效率

越高．

８　总结以及未来工作

本文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环境下的排序归并连接

算法，该算法充分利用了基线数据与增量数据分离

的特点，通过对连接属性做范围切分，并行地处理基

线数据和增量数据，避免了在做连接前把大量的基

线数据和增量数据合并导致的查询效率低下的情

况．通过在开源数据库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上实现该算法并

做了一系列的测试，充分验证了所提连接算法能够

极大地提升大表连接的效率．本文重点讨论了两张

大表连接的情况，对于多表连接，如何根据统计信

息、中间结果集的大小来确定连接的顺序，以及如何

对多表的数据同时进行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操作等优化方

法，将是未来连接优化算法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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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ｔＣｌｏｕｄ’１０）．Ｂｏｓｔｏｎ，ＵＳＡ，２０１０：１０１６

［１０］ ＢｏｎｃｚＰＡ，ＺｕｋｏｗｓｋｉＭ，ＮｅｓＮ．ＭｏｎｅｔＤＢ／Ｘ１００：Ｈｙｐｅｒ

ｐｉｐｅｌｉｎｉｎｇ ｑｕｅｒｙ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 ＣＩＤＲ．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２００５：２２５２３７

［１１］ ＢｌａｎａｓＳ，ＬｉＹ，ＰａｔｅｌＪ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ｈａｓｈｊｏｉ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ｃｏｒｅＣＰＵｓ／／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１ＡＣＭＳＩＧＭＯ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ｔａ．Ａｔｈｅｎｓ，Ｇｒｅｅｃｅ，２０１１：３７４８

［１２］ ＢａｌｋｅｓｅｎＣ，ＴｅｕｂｎｅｒＪ，ＡｌｏｎｓｏＧ，ｅｔａｌ．Ｍａｉｎｍｅｍｏｒｙｈａｓｈ

ｊｏｉｎｓｏｎｍｕｌｔｉｃｏｒｅＣＰＵｓ：Ｔｕ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ＣＤＥ．Ｂｒｉｓｂａ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３：

３６２３７３

［１３］ ＫｉｍＣ，ＰａｒｋＪ，ＳａｔｉｓｈＮ，ｅｔａｌ．ＣｌｏｕｄＲＡＭＳｏｒｔ：Ｆａｓｔ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ＲＡＭｓｏｒｔｏｎｓｈａｒｅｄｎｏｔｈｉｎｇ

ｃｌｕｓ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２ＡＣＭＳＩＧＭＯ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ｔａ．Ｓｃｏｔｔｓｄａｌｅ，ＵＳＡ，２０１２：

８４１８５０

［１４］ ＡｌｂｕｔｉｕＭ Ｃ，ＫｅｍｐｅｒＡ，ＮｅｕｍａｎｎＴ．Ｍａｓｓｉｖｅｌｙ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ｏｒｔｍｅｒｇｅｊｏｉｎｓｉｎｍａｉｎｍｅｍｏｒｙｍｕｌｔｉｃｏｒ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ＶＬＤＢ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５（１０）：１０６４

１０７５

［１５］ ＸｉｎＲＳ，ＲｏｓｅｎＪ，ＺａｈａｒｉａＭ，ｅｔａｌ．Ｓｈａｒｋ：ＳＱＬａｎｄｒｉｃｈ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ａｔｓｃａｌ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３ＡＣＭＳＩＧＭＯ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ｔａ．ＮｅｗＹｏｒｋ，

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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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ＣｈａｎｇＦ，ＤｅａｎＪ，ＧｈｅｍａｗａｔＳ，ｅｔａｌ．Ｂｉｇｔａｂｌｅ：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ｄａｔａ．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８，２６（２）：４

［１７］ ＡｆｒａｔｉＦＮ，ＵｌｌｍａｎＪ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ｊｏｉｎｓｉｎａ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３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ａｕｓａｎｎｅ，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９９１１０

犉犃犖犙犻狌犛犺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９３，Ｍ．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ｅ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ｑｕｅｒ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犣犎犗犝犕犻狀犙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０，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ｍｏｒｙ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ａｎｄ

ｓｏｏｎ．

犣犎犗犝犃狅犢犻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５，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ｓｏｏｎ．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ｑｕｅｒ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ｊｏ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ｑｕｅｒｙ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ｏｆ

ｔｈｅｑｕｅ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ａｓ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Ｆｅｗ ｗｏｒｋ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ｊｏ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ｏ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ｈａ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ｌｏ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ｍｅｒｇｅｔｒｅｅｗｉｔｈ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ｉｓ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ｌｙ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ｂｙｌｏｔｓ

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Ｂｉｇｔａｂｌｅ，Ｈｂａｓｅ，Ｃａｓｓａｎｄｒａ，Ｏｃｅａｎ

ｂａｓｅ，ａｎｄｅｔｃ．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ｉｌｌｕｐｔｈｉｓｂｌａｎｋ，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ａｎｅｗ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ｊｏ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ｊｏｉｎ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ｉｎｔｏｒａｇｅｓｆｏ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ｓｏｒｔ，ｍｅｒｇｅｊｏｉｎ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ｎｏｄｅｓ．

３１１２１０期 樊秋实等：基线与增量数据分离架构下的分布式连接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