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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本章主要描述GaussDB(for openGauss)的产品能力与架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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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了解GaussDB(for openGauss)的关键能力、特性和部署形态；

 了解GaussDB(for openGauss)的内部架构；

 掌握各组件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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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数据库产业简介

2. 数据库基础理论和技术趋势介绍

3. GaussDB(for openGauss)产品与架构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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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概述和学习目标

⚫ 本节主要学习数据库相关产业的知识，了解数据库是IT三大基础设施之一（芯

片、OS、数据库），以及数据库的发展历史和未来的趋势。

⚫ 学习完本节之后，学员可以对数据库的产业、地位、演进历史和未来趋势有一

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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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 业务连续性和服务客户的重要保障

存储：EMC、NetApp、华为

服务器： IBM、Dell、HP、华为

应用（运营商/金融/政企）

企业生产交易
OLTP 数据库

中间件：PaaS/Weblogic/WAS…

操作系统：Win/Linux

ISV

芯片/介质：Intel、三星

开发商

IT产业全栈视图 核心控制点

数据库/操作系统是
IT软件产业核心控制点

DB：RDBMS ，
四巨头垄断

OS：Win（桌面）
和Linux（服务器）垄

断

芯片/介质是
IT硬件产业核心控制点
Dell/HP/EMC聚焦硬件

服务客户
运营商+政企+消费者

网络：思科、华为

企业分析
OLAP
数据库

服务自身业务底座
保障业务连续性

数据库不可或缺

企业客户：To B的应用如财务SaaS软
件、工程外包平台系统

终端消费者：To C的应用APP，如外
卖点餐、网购、游戏等应用

企业内部IT：
如企业内部使用的财务ERP系统、办
公OA系统、客户关系管理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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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s 诞生
70s 兴起

关系型数据库
SQL语言

80s 发展

SQL事实标准化
I&O的黄金岁月

90s 转型

互联网数据
爆发

00s 新玩家

4V
NoSQL

当前演进

Scale-Out
未来创新

层次型数据库
IBM

网状型数据库
CODASTY

关系模型
白皮书

关系型数据库

System R IBM（SQL）

ORACLE IBM
DB2

SAP
Sybase

Informix

分布式

实体关系型

面向对象型

Teradata

分析

New分布式SQL数据湖

应用

互联网兴起

NoSQL
Google

Big Table
CouchDB

MongoDB

Cassandra

Redis

Neo4J

分布式SQL

Clustrix
NuoDB VoltDB

Google Spanner

规模并行处理

SAP HANA

纵列

Oracle in-memory option

规模并行处理 MS、Oracle、SAP、IBM

Hadoop Spark SQL HIVE

通常不支持事务及SQL语言，性能、容量、可扩展性突出

全分析实时分析

商业
智能

分布式

云化

HTAP

多模
图、时序、

帐本

AI

数据库趋势：云化、分布式、多模处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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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型数据库
Oracle/MySQL等

键值数据库
Redis

宽列数据库
Cassandra

文档数据库
MongoDB

图数据库
Neo4J

ML数据解决方案
Spark/Tensorflow

数据湖解决方案
融合数据分析

应用
场景

事务处理
储存用户信

息等
日志等 Web应用等

图分析、搜
索

数据分析、特征抽
取

全场景

数据
模型

关系表 K-V键值对 以列簇式存储
KV键值对，V结

构化
图模型 稀疏矩阵 关联数组

数学
基础

关系代数，集合论 hash table KV二维数组 嵌套KV 图论 线性代数 关联代数

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满足不同的数据管理、处理需求

数据库趋势：云化、分布式、多模处理（2）



Huawei Confidential8

数据库属于生态型的软件，呼唤开放生态

用户社区及DBA获取

接口、工具

使用习惯

SQL语法

数据迁移

数据库功能

开发者对SQL语法有学习成本

异构数据迁移“0”停机不现实->减
少停机时间

技术专利和IP保护->高级功能很难相似

需应用修改替换SDK或接口如
JDBC/ODBC驱动生态

需要开源社区、高校、合作伙伴、厂商共同培育

事实标准变成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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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数据库产业简介

2. 数据库基础理论和技术趋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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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概述和学习目标

⚫ 本节介绍了关系型和非关系型数据库所解决的场景特点，包括关系型数据库的

简要模型、关系型数据库的基本概念、事务和CAP机制；同时还介绍了关系型

数据库从单机到分布式的架构演进，并对比了两种分布式实现方案的特点。

⚫ 学习完本节之后，学员可以了解单机到分布式的演进原因，各自能够在什么场

景下解决什么问题，可以了解分布式的两种实现方案，以及这两种方案的各自

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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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型数据库和非关系型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是指采用了关系模型来组织数据的数据库，其以行和列的形式存储数据，关系型数据库这一系列的行和列

被称为表，一组表组成了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的最大特点就是事务的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和持久性（ACID）。

⚫ 非关系型数据库：像微博、Facebook这类SNS的应用，单个服务对并发读写能力要求极高，关系型数据库已经无法应付，

因此，必须用新的一种数据结构存储，即非关系型数据库来代替。

关系型数据库适用场景

姓名 ID 年龄

小王 S0001 12

张三 s0002 13

学生表

ID 姓名 年龄

T001 李Sir 32

T002 黄sir 25

老师表N:1

银行交易 纳税申报 企业资源管理 电子商务

ID 名称 XX

C01 语文 xx

C02 数学 xx

课程表1:N

学生老师
关系表

学生ID 老师ID

S0001 T001

…… ……

课程ID 老师ID

C01 T001

…… ……

老师课程
关系表

关系模型：

非/弱关系型数据库适用场景

日志 社交 地理信息

非关系信息模型举例
Graph DB
图数据库

Document
文档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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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型数据库和E-R模型

⚫ 关系型数据库（RDBMS）是建立在关系模型上的数据库系统。关系模型就是指满足一定条件的二维表，该二维表具有固定

的列数和任意的行数，一个关系型数据库就是由多个二维表及其之间的关联关系组成的一个数据库系统。

⚫ E-R模型：包含实体、属性、联系三大概念。

 实体：是一个数据对象，指应用中可以区别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可以认为如下数据库表里的某一行为一个实体。

 属性：实体的某一特性称为属性，可以认为如下数据库表里的列。

 联系：表示一个或多个实体之间的关联关系。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学院 班级

3106009501 张三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学院 1601

3106009502 李四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学院 1601

3106009503 王五 男 软件工程 计算机学院 1603

学号 科目 成绩

3106009501 高等数学 98

3106009501 大学英语 96

3106009501 C语言 97

3106009502 高等数学 89

3106009502 大学英语 92

3106009502 C语言 92

学生表

成绩表

学号 姓名 科目 成绩

3106009501 张三 高等数学 98

需要查询张三的高等数学考试成绩，通过如下SQL将两个表关联和过滤
Select a.学号, a.姓名, b.科目, b.成绩 from 学生表 a, 成绩表 b
Where a.学号 = b.学号
And a.姓名='张三'
And b.科目='高等数学';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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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处理与ACID特性

⚫ 事务是作为单个逻辑单元执行的一系列操作，这些操作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向系统提交，

要么都执行，要么都不执行。事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逻辑单元。

事务是一个完整的操作。事务的各步骤
是不可分割的（原子的），要么都执行，
要么都不执行。

数据库事务
ACID特性

原子性Atomicity 隔离性Isolation

持久性Durability一致性Consistency

当事务完成时，数据必须从一个一致性
状态到另一个一致性状态。

对数据进行修改的所有并发事务都是彼
此隔离的。

事务完成后，它对数据库的修改被永久
保存。事务日志能够保存事务的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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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 - 三者不可兼得

⚫ 数据库为了达到业务的可用可靠，强调数据一致性、高可用性和分区容错性，但有个著名的CAP理论：指在

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中， Consistency（强一致性）、Availability（高可用性）、Partition tolerance（分区容

错性），三者不可同时获得。

 1）C：Consistency（强一致性）

 2）A：Availability（高可用性）

 3）P：Partition tolerance（分区容错性）

CA

CP AP

传统Oracle数据库，GaussDB(for openGauss) ，
OceanBase，TiDB……

大多数互联网网站架构的
选择

MongoDB

Partition tolerance

Consistency 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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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型数据库系统架构朝分布式演进

GaussDB(for MySQL)开源生态 GaussDB(for openGauss)华为生态分布式

Server1 Server2

磁盘阵列

R/W R/W

Oracle RAC

R/W R R

RDMA

Server1
(Primary)

Server2
(Replica)

Server n
(Replica)

A b c a B c a b C

DFV Storage

三副本存储

主从架构

Serv
er1

Serv
er2

R/W R

Shared-Nothing（多节点并行）Shared-Virtual-Disk （读写分离）Shared-Disk单机

代表：PG、MySQL

特点：

1、单机主备架构

2、扩展能力不足

代表：Oracle RAC

特点：

1、多写、多读

2、Scale-up性能较高；Scale-

out扩展性不足

代表：GaussDB(for MySQL)、Aurora、PolarDB

特点：

1、一写、多读；计算、存储分离；多副本读提

升性能，写性能受单Primary节点限制

2、支持paxos/raft多AZ高可用

代表：GaussDB(for openGauss)、Spanner、

OceanBase

特点：

1、sharding多写、多读；读写性能均可Scale-out，

不受限于单节点处理能力

2、支持paxos/raft多AZ高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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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对分布式数据库的路线选择

⚫ 分布式的实现路径：

 路线一：将能力（分布式查询、分布式事务等）尽可能落地到企业的应用框架或数据库中间件，

数据库只负责最基本的增删改查操作及数据同步。

◼ 典型代表：头部互联网行业、金融行业的稳态业务；

◼ 优劣分析：对数据库无依赖，开放性好，但对业务侵入大，对企业的IT能力有较高要求。

 路线二：将所有能力都基于数据库构建，本质上仍然是黑盒子模式。

◼ 典型代表：一般政企、金融行业的敏态业务；

◼ 优劣分析：对业务侵入小，能力更强，提升客户的开发效率，但在架构层面会对分布式数据库形成一

定的“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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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中间件 VS 分布式数据库

代表：TDSQL、GoldenDB、DDM+RDS for MySQL

特点：

• 兼容MySQL生态

• 生态成熟，使用人数较多

• 本质是数据库中间件，内核需要保持和开源一致（包括

功能和缺陷），且受限于开源协议

• 单库容量小（500GB），性能瓶颈明显

中间件+单机MySQL内核

DDM

APP

RDS

代表：GaussDB(for openGauss)

特点：

• 自主可控，全自研

• Ustore存储引擎，各类场景表现较好，匹配金融领域的频繁更新类

的场景

• 整体分布式数据库能力深度优化，能承载较复杂分析型业务

• 可基于云分布式存储做存算分离，多引擎融合，架构灵活

原生分布式架构、高性能企业级存储引擎

DDM

RDS RDS
厂商1 GaussDB

54%

交易型事务
处理性能领先

53w

82w tpmc

厂商1 GaussDB

82%

超低复杂查询时延

1087s

197s

1 2 4 8 N

弹性扩展
性能线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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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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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概述和学习目标

⚫ 本节主要从产品、生态、部署形态、各组件、各角色、高可用实现方式、备份

恢复等全方位介绍了GaussDB(for openGauss)数据库。

⚫ 学习完本节之后，学员可以了解GaussDB(for openGauss)的产品能力，有哪些组

件组成数据库内核，有哪些服务提供GaussDB(for openGauss)整体云服务的能力，

支持哪些部署形态，数据库的高可用是如何实现的，数据库的备份恢复是如何

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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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数据库统一内核长期演进，部分核心能力开源到openGauss社区

合作伙伴->满足非云场景需求

12家合作伙伴基于openGauss社区版
发行自有品牌，独立销售、交付与运维

华为云 GaussDB(for openGauss)
企业级分布式数据库

统一内核

华为云/华为云Stack->服务金融政企+自有业务

消费者云

内部流程与IT

运营商业务

数据库内核

开源openGauss单机社区版

应用场景

金融 大企业泛政府

GaussDB聚焦华为云场景，在非华为云的独立软件交付场景，优先由伙伴DBV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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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六大数据库技术趋势，打造根技术竞争力

新需求新场景
的驱动

高扩展性 数据共享

Discovery/Integrate

Automate/Optimize

Protect/Secure

数据库提升易用性

六大技术趋势
数据安全与可信
（全密态）

AI-Native
智能运维与调优

企业级
混合负载

软硬深度协同
（新硬件+新网络）

全球多活
高可用

云原生
分布式

新技术的驱动

内存与存储界限被打破
->对数据库性能、可靠性带来新机遇

新存储：内存型，块->字节 新网络：填平内存网络GAP 新计算：细粒度/端边云/新范式

1 km, 
1 K machine, 
10 ns

RDMA/RoCE、全光交换
单机和分布式界限被打破

->数据库分布式架构和扩展性带来新机遇
进程/服务器/DC界限被打破

->对数据库应用场景和TCO带来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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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penGauss开放生态，打造企业级分布式云数据库

定位为企业级云分布式数据库，架构上着重构筑传统数据库的企业级能力和互联网分布式数据库的高扩展和高可用能力

Coordinator 
Node

APP

负载均衡

分布式计算层，多点写入

GTM

CMS

DBS

集群管理工具

…

Coordinator 
Node

Coordinator 
Node

存储引擎，分库分表

DN1
（主）

DN1
（备）

DN2
（主）

DN2
（备）

DN3
（主）

DN3
（备）

DN4
（主）

DN4
（备）

HA自动切换，异地容灾

GaussDB(for openGauss)分布式架构

高性能: 支持高吞吐强一致性事务能力

• 单节点：处理能力达150万tpmC(鲲鹏2路服务器)

• 分布式强一致：32节点1500万tpmC(鲲鹏2路服务器)

高可用:  同城AZ内/跨AZ、异地跨Region高可用

• 同城AZ内节点故障，RPO=0，RTO<10 s

• 同城跨AZ级故障，RPO=0、RTO<60 s

• 两地三中心异地容灾方案，实现1000公里以上城市级容灾

能力

高安全: 业界首个纯软全密态数据库技术

• 实现数据从传输、计算到存储的全程加密，解决数据库

云上隐私泄露及第三方信任问题

高扩展:  容量和性能按需水平扩展

• 1000+计算节点在线扩展能力，卓越线性比

• 自动完成数据的在线重新分布

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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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形态：主备和分布式

全分布式部署主备部署

⚫ 1+1（最大可用）或1+2（最大保护）主备
⚫ 基于数据库日志复制的热备
⚫ 单机性能可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提供高可用

⚫ 分布式高扩展：数据按shard划分，读写负载准线性扩展，满足
大规模业务量场景

⚫ 分布式高可用：支持同城双活、两地三中心等高可用部署

… …

Shard 1 Shard 2 Shard N

DN2(S)

DN1(M)

DN3(S)

云底座（支持x86和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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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主备

Server1

网络域1(AZ1)

DN主

CMS主

ETCD主

CMA

OMA

Server2

DN备

CMS备

ETCD备

CMA

OMA

Server3

DN备

CMS备

ETCD备

CMA

OMA

网络域1(AZ2) 网络域1(AZ3)

应用（主）

J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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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 - 同城双活

JDBC

应用（主） 应用（主）

Server1

DN1主

DN2备

GTM备

CMA

OMA

Server2

DN2主

DN3备

ETCD备

OMA

CN1

Server3

DN3主

DN4备

ETCD主

CN2

Server4

DN1备

DN4主

GTM主

Server9

ETCD备

Server5

DN1备

DN2备

GTM备

Server6

DN2备

DN3备

ETCD备

CN3

Server7

DN3备

DN4备

ETCD备

CN4

Server8

DN4备

DN1备

GTM备

网络域1(AZ1) 网络域2(AZ2) 网络域2(AZ3)

C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JDBC

CMS主 CMS备 CMS备 CMS备



Huawei Confidential27

分布式 - 同城3AZ多活

Server1

DN1主

DN2备

网络域1(AZ1)

GTM主

CN1

CMS主

ETCD主

CMA

OMA

Server2

DN2主

DN1备

GTM备

CN2

CMS备

ETCD备

CMA

OMA

Server3

DN3主

DN2备

GTM备

CN3

CMS备

ETCD备

CMA

OMA

DN3备 DN1备DN3备

网络域1(AZ2) 网络域1(AZ3)

应用（主）

JDBC

应用（主）

JDBC

应用（主）

J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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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 - 两地三中心

JDBC

应用（主） 应用（备）

上海1 上海2

Server1

DN1主

DN2备

GTM备

CMA

OMA

Server2

DN2主

DN3备

ETCD备

OMA

CN1

Server3

DN3主

DN4备

ETCD主

CN2

Server4

DN1备

DN4主

GTM主

Server9

ETCD备

Server5

DN1备

DN2备

GTM备

Server6

DN2备

DN3备

ETCD备

CN3

Server7

DN3备

DN4备

ETCD备

CN4

Server8

DN4备

DN1备

GTM备

网络域1(AZ1) 网络域2(AZ2) 网络域2(AZ3)

C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JDBC

CMS主 CMS备 CMS备 CMS备

北京

Server10

DN2备

GTM备

Server11

DN3备

ETCD备

CN5

Server12

DN4备

CN6

Server13

DN1备

GTM主

网络域3(AZ1)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A

OMA

CMS主 CMS备ETCD主

DN1主 DN2主 DN3主 DN4主

JDBC

应用

ETCD备GTM备CMS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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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组件介绍

实例管
理

GaussDB
Console

HAProxy

GaussDB
Instance

GaussDB内核

GaussDBAgent

ECS / EVS / VPC

OBS

IAM

ECS Instance

Tenant APP

GaussDB
Console

备份恢
复

HA
Monitor

Monitor
监控、告警

Metering
计量

OpenAPI

PlatformAPI
元数据库

Workflow
工作流

CES

OPS CLS

Global域

Region域

Pod域

部件内部通信

创建虚拟机

Token Verification

应用访问数据库 上传下载备份

RPC

GaussDB周边依赖部件

GaussDB部件

GaussDB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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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组件介绍

CM

⚫ 集群管理模块（Cluster Manager）；
⚫ 管理和监控分布式系统中各个功能单元

和物理资源的运行情况，确保整个系统
的稳定运行。

GTM

WLM
⚫ 工作负载管理器（Workload Manager）；
⚫ 控制系统资源的分配，防止过量业务负载，

对系统的冲击导致业务拥塞和系统崩溃。

CN
⚫ 整个系统的业务入口和结果返回；
⚫ 接收来自业务应用的访问请求；
⚫ 分解任务并调度任务分片的并行执行。

DN ⚫ 执行查询任务分片的逻辑实体。
DN

CN

DN DN DN

业务应用2

…

CM GTM WLM CN …ETCD CN

业务应用1

网络通道（10GE）

云存储/
Local Disk

ETCD ⚫ 分布式键值存储系统（Editable Text 
Configuration Daemon）。用于共享配置
和服务发现（服务注册和查找）。

⚫ 全局事务控制器（Global Transaction 
Manager）；

⚫ 提供全局事务控制所需的信息，采用多
版本并发控制MVCC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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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逻辑结构

⚫ 集群的每个DN上负责存储数据，其

存储介质也是磁盘，下图主要从逻

辑视角介绍每个DN上都有哪些对象，

以及这些对象之间的关系。
DN1

Tablespace2

Tablespace1

Database2Database1

Table 1

Datafile Segment 
1

Block 1

Block 2…
Datafile Segment 

2

Block n

Datafile Segment 4

Datafile Segment 5

Datafile Segment 6

Datafile Segment 7

Table 2
Datafile Segment 

3

Database Cluster

D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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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查询请求响应过程

客户端 CN GTM DN

1. 监听服务端口

2. 请求连接服务器

3. 验证权限

4. 发送查询请求

5. 分配服务线程

6. 请求分配全局事务信息

7. 返回全局事务信息

8. 查询解析优化

9. 发送查询计划给各DN

11. 返回查询结果 10. 启动执行线程并执行查询

12-2. 返回查询结果

13. 关闭连接
14. CN摧毁执行线程

12-1. DN摧毁执行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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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事务隔离级别
⚫ READ COMMITTED：读已提交隔离级别，事务只能读到已提交的数据而不会读到未提交的数据，这是缺省值。

 实际上，SELECT查询会查看到在查询开始运行的瞬间该数据库的一个快照。不过，SELECT能查看到其自身所在事务中先前更新的执行结果。即使先前更新尚未

提交。请注意，在同一个事务里两个相邻的SELECT命令可能会查看到不同的快照，因为其它事务会在第一个SELECT执行期间提交。

 因为在读已提交模式里，每个新的命令都是从一个新的快照开始的，而这个快照包含所有到该时刻为止已提交的事务，因此同一事务中后面的命令将看到任

何已提交的其它事务的效果。这里关心的问题是在单个命令里是否看到数据库里完全一致的视图。

 读已提交模式提供的部分事务隔离对于许多应用而言是足够的，并且这个模式速度快，使用简单。不过，对于做复杂查询和更新的应用，可能需要保证数据

库有比读已提交模式更加严格的一致性视图。

⚫ READ UNCOMMITTED：读未提交隔离级别。不推荐使用，可能产生数据不一致现象。在协调节点故障无法恢复时或应急时可考虑使用，越

过GTM与CN/DN不一致时的阻塞，但建议若写事务不要使用，以免产生数据不一致，读事务可应急使用。

⚫ REPEATABLE READ：事务可重复读隔离级别，事务只能读到事务开始之前已提交的数据，不能读到未提交的数据以及事务执行期间其它并发

事务提交的修改（但是，查询能查看到自身所在事务中先前更新的执行结果，即使先前更新尚未提交）。这个级别和读已提交是不一样的，

因为可重复读事务中的查询看到的是事务开始时的快照，不是该事务内部当前查询开始时的快照，就是说，单个事务内部的select命令总是

查看到同样的数据，查看不到自身事务开始之后其他并发事务修改后提交的数据。使用该级别的应用必须准备好重试事务，因为可能会发

生串行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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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云部署形态：虚拟机部署

虚拟机独立部署方案

方案：
➢ 关键角色进程分开部署，对外体现CN、DN节点

优势：
➢ 用户可以根据业务负载确定CN和DN的最佳比例，达成最高效的组

网

CN1 CN2 CNn

DN1_1 DN2_1 DNm_1

DN1_2

DN1_3

DN2_2

DN2_3

DNm_2

DNm_3

GTM1

GTM2

GTM3

CMS1

CMS2

CMS3

…

…
1、支持单AZ或者3AZ。默认3副本。3AZ下每个AZ一个DN副本。

2、CN、DN每个实例均独立部署，即每个CN、DN实例占用一

个VM，根据规格确定VM的资源。GTM独立部署，CMS和ETCD

部署在一起。

3、不同集群规模下，GTM和CMS需要的硬件规格不同。

4、支持每次扩容最小1分片，支持单独扩容CN。

5、计算采用ECS，支持鲲鹏和X86服务器。

6、存储采用超高IO EVS。

方案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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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混合云部署形态：BMS部署（1）

方案：
➢ 各角色进程合一部署，对外只体现数据库节点

优势：

➢ 组网简洁明了，交付界面高效

➢ 起点配置要求低，适配场景比较通用

…数据库节点
1

数据库节点
2

数据库节点
n

1、基于BMS裸金属服务发放GaussDB(for openGauss)实例，

需要独占服务器。主要用于华为云Stack场景，适用于对性能、

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场景。

2、存储采用本地盘，通过RAID10提升可靠性。

3、支持同城高可用及同城高可用+异地容灾两种场景。支持

3副本和4副本两种形态。3副本下，分片扩容步长为3，即3

分片、6分片、9分片等。4副本下，分片扩容步长为4或者8。

方案要点BMS混合部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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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混合云部署形态：BMS部署（2）

部署形态 副本 AZ 说明

同城高可用
4 2 每个AZ 2个副本对称部署
3 1 3副本部署在1个AZ
3 3 每个AZ 1个副本

同城高可用+异
地容灾

6 2 同城1AZ3副本，异地1AZ，和主集群采用相同的分片数，3副本

6 4 同城3AZ，每个AZ 1个副本；异地1AZ，和主集群采用相同的分片数，3副本

6 3 同城2AZ，每个AZ 2个副本；异地1AZ，和主集群采用相同的分片数，2副本

部署形态 副本 AZ 说明

同城高可用

4 2 每个AZ 2个副本对称部署

3 1 3副本部署在1个AZ

3 3 每个AZ 1个副本

同城高可用+异
地容灾

6 2 同城1AZ，3个副本；异地1AZ，3副本

6 4 同城3AZ，每个AZ 1个副本；异地1AZ，3副本

8 3 同城2AZ，每个AZ 2个副本；异地1AZ，4副本

分布式

集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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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集群部署拓扑 - 3AZ3副本样例

AZ2AZ1

CN1 CN2 CN3

DN1主 DN1备1 DN1备2

DN2备1 DN2主 DN2备2

CMS_1

ETCD_1

CMS_2 CMS_3

ETCD_2 ETCD_3

JDBC

GTM GTM GTM

AZ3

DNn备1 DNn备2 DNn主

… … …

VM

CM Agent

OM Monitor

Crontab

CN/DN/GTM

状态上报

节点的监控链路

集群高可用：
1. 3AZ容灾，除CMS和ETCD合设外其它进程均
独立虚拟机部署
2. CN各节点对等，多活
3. DN每个分片1主2备，主副本支持读写，其
它副本纯备份；副本间通过quorum协议保障
一致性；同一分片副本间反亲和性部署(不同
物理机)，不同分片的主副本无反亲和性
4. CMS\ETCD\GTM三副本部署

集群仲裁：
1. ETCD自选主
2. CMS依托ETCD选主
3. CMS为CN/DN/GTM仲裁

关键指标：
RPO=0
RTO：分片故障RTO<10 s；AZ间 RTO<6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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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region容灾 - 基于逻辑复制

DN1节点（主）

WalWriter Wal File

WalSender

WalSender

DN1节点（备）

Log 回放

Wal FileWalWriter

WalRecv

DN1节点（备）

Log 回放

Wal FileWalWriter

WalRecv

WalSender

城市1
DN2节点（主）

WalWriter Wal File

WalSender

WalSender

DN2节点（备）

Log 回放

Wal FileWalWriter

WalRecv

DN2节点（备）

Log 回放

Wal FileWalWriter

WalRecv

WalSender

城市2

Wal 日志
recveiver

转换逻辑日志，
从CN 执行

转换逻辑日志，
从CN 执行

发送wal

发送wal

关键点：
异步发送wal日志，在异地
解析逻辑日志，保证跨城市
RPO秒级

事务一致性：
数据库保证分片间的数据一
致性，而跨节点是最终一致
的逻辑

冲突解决策略：
应用层业务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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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恢复（1）

⚫ 可靠性和可用性

 EVS：可靠性99.9999999%（9个9），可用性99.95%

 OBS：可靠性99.9999999999%（12个9），可用性

99.995%

⚫ 集群规模和业务负载举例

 华为云北京2区域，100分片集群， 3 AZ 1主2备，单分

片全量数据2 T

 sysbench read-write业务模型，读写比3:1，单条记录长

度1 K，40%资源负载

 日数据变化率2.8%，周数据变化率20%

⚫ 备份策略

 1周一次全量备份，增量备份周期间隔最小5分钟

⚫ RPO和RTO

 RPO：增量备份周期，最小5分钟

 RTO：10小时（包括1次全量恢复和最多672次增量恢复）

 业务影响：<  20%

⚫ OBS带宽需求

 单分片150 MB/s。北京2区为公有云预留的OBS带宽15 

GB，可以支撑100分片集群。后续集群规模如果增加，

需提前2个月申请OBS带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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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恢复（2）

DN1(主)

DNn(主)

Roach

OBS

Roach

Roach

Roach

备份

恢复

Roach 租户上传带宽

租户下载带宽

CN1 Roach

GTM(主) Roach

CMS(主) Roach

Roach

DN1(主)

DNn(主)

CN1

GTM(主)

CMS(主)

Roach

CN1

CN2 CNn

build build

DN(主)

DN(备) DN(备)

build build

GTM(主)

GTM(备) GTM(备)

build build

ETCD(主)

DN GTM

CMSbuild

CMS(主)

CMS(备) CMS(备)

build build

恢复的时候重点恢复各组件的主节点，再由主节点重建该组件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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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 CN剔除流程

故障发现和隔离：

CMA检测CN状态并上报CMS，CMS判

断CN故障且25秒（可配置）未恢复，

则需要隔离该CN，下发命令给CMA执

行对CN的剔除动作。

业务影响：

正在通过故障CN执行的业务失败；在

检测CN的隔离期，通过JDBC发往该CN

的新连接会失败。

故障处理：

JDBC定期（默认10秒，可配置）查询

可用CN，并分配连接给这些可用CN。

CN修复加入集群，并可接受新的连接

请求。

CM Agent

检测CN状态

CM Server

满足剔
除条件

CM Server
CN：deleting

剔除
成功

CM Agent
执行剔除

CM Server
CN：deleted

是

否

是否

CN进程Down/僵死
CN命令停止/多次启动/重启
磁盘故障/端口冲突/网卡故障
CN连不上所有主DN

CN故障

25秒未恢复；
剔除后CN数量≥1

pgxc_node表isactive=false
pgxc_pool_reload()
clean 2pc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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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 CN恢复流程

CM Agent：自动修复CN

集群加DDL锁

CN全量build

满足恢
复条件

CM Server
CN：deleted

是

否

失败

CN恢复完成

CN增量build

CN启动

更新正常CN
nodeis_active=true

解锁

CM Agent上报CM Server

CM Server
CN：normal

解锁

失败

失败重
试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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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副本
• 副本反亲和性部署；
• 副本同步：每个分片通过quorum多数派写，

每次事务至少写2个副本则成功, RPO=0。

故障：
• 单个备副本故障不影响业务；RPO=0，RTO=0；
• 主副本故障，备副本升主接管业务，RPO=0，

RTO<10s；
• 单分片任意2副本故障，该分片故障；若存活

的是主副本，则可读不可写；若存活的是备
副本，则该分片不可读写；

• 3副本全故障，该分片故障。

CN

DN1主 DN1备 DN1从备AZ1 AZ2 AZ3

3AZ3副本

CN

DN1主

CN

CM Agent

CMS主

DN1备 DN1从备

CM AgentCM Agent

备升主

CN

failover

CMS备 CMS备

2.仲裁DN 2s

3. Redo n秒

ETCD备 ETCD主

1. 故障检测

故障检测：
a.心跳超时 6s
b.进程down/磁盘故障/端口故障/网卡 1s
c. 进程僵死 50s
d. 反复重启 10分钟内6次

ETCD备

可靠性 - DN故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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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MS主故障，通过ETCD仲裁选主；正常选主

期间不影响集群提供读写业务；（CMS选主时

间 10s）

2. CMS备故障，不影响CMS服务，不影响数据

库集群提供读写服务；

3. CMS全故障，集群节点的监控进程CMA无法

正常连接CMS主，有两种可选处理方式：

（1）CMA杀掉本节点上的实例，不再提供读写

服务；

（2）CMA不对本节点实例进行干预，当前集群

可提供读写服务；默认处理方式是(2)。

AZ1 AZ2 AZ3

3AZ3副本

DN1主

CM Agent

CMS备

DN1备 DN1备

CM AgentCM Agent

CMS备CMS主

CN

CM Agent CM Agent

CN

CM Agent

CN

ETCD备ETCD主ETCD备

心跳：6s次超时 心跳：仲裁升主2s心跳

可靠性 - CMS故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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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D作用

• 全局事务ID、Sequence依赖ETCD存储；

• CMS自身仲裁和CMS对其他数据库组件的仲

裁依赖ETCD。

ETCD故障

• ETCD少数派故障，若主ETCD故障，重新选主

（10s）;

• ETCD全故障或故障半数以上，主CMS降为备，

全局无主CMS，等价于CMS全故障。

ETCD的修复

• 少数派故障，可自动修复；

• 多数派故障，手动修复。

未来方案演进：

1. GTM-Free场景，ETCD故障，不影响数据库集群

正常读写；

2. 去GTM中心化，长期采用高精度时钟方案解决，

去除事务管理对ETCD的依赖；

3. DN支持基于raft自选主机制，去除对CMS第三方

仲裁的依赖。

AZ1 AZ2 AZ3

3AZ3副本

DN1主

CM Agent

CMS备

DN1备 DN1备

CM AgentCM Agent

CMS备CMS主

CN CN CN

ETCD备ETCD主ETCD备
心跳 5s 心跳 5s

可靠性 - ETCD故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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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指标

VM：CPU、内存、IO、网络负载；
性能数据：QPS/TPS、IOPS、IO吞吐量、buffer
命中率、日志写次数、日志写响应时间、数据
块读写次数、数据块读写响应时间、实例时间
分布；
连接：连接信息、login/logout次数；
SQL：执行次数、执行时间、时间分布、
Cache/IO。

集群运维
告警

集群健康告警：进程、实例健康、switch over、
failover、un-balance、build等；
HA告警: 主备复制反压流控，RTO
内核告警：TPS、QPS、活跃会话、buffer命中
率、IO、死锁、Query Response time percentile
等。

VM dbs_Agent

数据库组件

adapter

日志 Rest接口查询视图

监控告警
DBS

CES

用户

OPS

运维人员

HA Monitor

CLS

GaussDB

监控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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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C
1. 通过内网连接GaussDB

数据库实例（相同安全组）；

2. 通过内网连接GaussDB数据

库实例（不同安全组）；

3. 通过公网连接GaussDB数据

库实例。

不同VPC之间默认隔离，VPC

内可划分子网，子网内的ECS

服务器可通过配置安全组进行

访问控制。

子网

安全组

安全组

GaussDB

弹性公网IP

1

2

3

数据库集群访问

ECS

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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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小结

⚫ GaussDB(for openGauss)主要包含了GTM（Global Transaction Manager）、OM

（Operation Manager）、CM（Cluster Manager）、CN（Coordinator Node）和

DN（Data Node）等模块，模块间各自承担了一部分的能力，各自满足组件的高

可用，组成分布式数据库的整体解决方案。

⚫ GaussDB(for openGauss)支持虚拟机、BMS安装模式，也支持集中式和分布式两

种形态。

⚫ GaussDB(for openGauss)基于逻辑复制实现的跨Region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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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简答题）为什么分布式数据库要各自组件满足高可用？

2. （简答题）全局事务管理器（Global Transaction Manager）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存在？

3. （简答题）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如何组合成按时间点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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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了解数据库的演进历史，地位和未来发展趋势；

⚫ 了解数据库的基本概念；

⚫ 了解GaussDB(for openGauss)的产品能力和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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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缩略语 英文全称 解释

OS Operating System 操作系统

HTAP Hybrid Transaction Analytical Processing 在线事务处理和在线分析处理的合称

KV Key Value 键值对

SN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社交服务网络

RDBMS Relational Database System 关系型数据库管理服务

RDMA Remote Direct Memory Access 远程直接数据存取

TCO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总拥有成本



02 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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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GaussDB(for openGauss)是基于Shared-Nothing架构，它是由众多拥有独立且互不

共享CPU、内存、存储等系统资源的逻辑节点组成。在这样的系统架构中，业

务数据被分散存储在多个计算节点上，数据查询任务被推送到数据所在位置就

近执行，通过协调节点的协调，并行地完成大规模的数据处理工作，实现对数

据处理的快速响应。

⚫ 本章主要介绍GaussDB(for openGauss)的关键技术，包括存储引擎、计算框架、

AI特性、资源管理、安全管理等几个方面的关键技术分析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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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掌握GaussDB(for openGauss)的独特技术优势；

 掌握如何发挥GaussDB(for openGauss)关键技术来应对各种挑战；

 熟悉数据库AI特性的架构和功能点；

 掌握如何通过CPU、内存及IO的一些关键技术实现资源的精细化管控；

 掌握GaussDB(for openGauss)的安全机制体系和各种高安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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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存储引擎及计算框架关键技术

2. GaussDB(for openGauss) AI特性

3. 资源管理关键技术

4. 数据库安全管理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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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一：分布式执行框架

⚫ 分布式执行框架会根据业务SQL生成最优执行计划，通过算子下推、并行执行等技术，提升分布式执行效率：

 算子下推

◼ 完美sharding的单节点执行，点查、增删改等不需要DN间数据交互的场景下，CN将SQL直接下发至DN执行；

◼ 跨节点分布式执行，关联查询等需要DN间数据交互的场景下，CN将执行计划下发给DN，DN间通过Streaming算子完成数据聚合。

 并行执行

◼ 节点间支持DDL、DML等SQL语句并行执行；节点内支持基于数据页的并行查询。

业务应用下发SQL给Coordinator ，SQL可以包含
对数据的增（insert）、删（delete/drop）、改
（update）、查（select）。

Coordinator利用数据库的优化器生成执行计划，
每个DN会按照执行计划的要求去处理数据。

因为数据是通过一致性Hash技术均匀分布在每
个节点，因此DN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可能需
要从其他DN获取数据，GaussDB 提供了三种
stream流（广播流、聚合流和重分布流）来降
低数据在节点间的流动。

DN将结果集返回给Coordinate进行汇总。

Coordinator将汇总后的结果返回给业务应用。

1

2

4

5

3

业务应用2

…

CM GTM-Lite WLMOM …GDS  Loader

业务应用1

Coordinator
Node-2

Coordinator
Node-1

Data Node-1 Data Node-2 Data Node-3 Data Node-n

1

2 4

3

网络通道（10GE）

5

Coordinator
No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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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M-Lite
(全局事务管理)

DataNode (DN)
数据节点

Sharded Data
本地数据

Coordinator 
(协调节点)

TXN Begin/Commit

Use CSN Replace Snapshot 

DataNode (DN)
数据节点

Sharded Data
本地数据

DataNode (DN)
数据节点

Sharded Data
本地数据

…

Local TXID,
Local CSN Snapshot

关键技术二：分布式事务处理性能，GTM-Lite技术

⚫ GTM-Lite技术，在保证事务全局强一致的同时，提供高性能的事务处理能力，避免了单

GTM的性能瓶颈。

⚫ 高性能事务管理：无锁、多版本、高并发事务技术。

⚫ 分布式强一致：分布式的GTM-Lite方案提供全局事务快照

和提交号管理，实现强一致性，且无中心节点性能瓶颈。

 GTM-Lite仅仅管理全局时间戳；

 本地时间戳和全局时间戳两维度管理；

 仅在事务提交时推进全局时间戳；

 仅在涉及跨Shard访问时才访问全局时间戳，否则使用本地时

间戳；

 GTM-Lite异步同步，降低GTM-Lite访问时延，支持分布式事务

强一致性读。

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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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事务强一致写

CN DN1 DN2 GTM

CN DN1 DN2 GTM

prepare

prepare

prepare,set csn to 
commit-in progress prepare,set csn to 

commit-in progress
prepare success

prepare success

1.commit TX
2.csn++

return csn

3.commit TX

4.commit TX and set xid-csn

5.commit TX and set xid-c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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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事务强一致读

1 2 3 4 5 6 7 8 CSN

xid1 2 3 4 5 6 7 8

snapshot

TX1

TX2

TX7

TX8

TX3 TX6

TX4

TX5

CS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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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三：列存加速

⚫ 相等数据量场景Function call次数为原来的1/N，

降低函数调用的开销；

⚫ 向量化引擎将处理的数据进行最大限度的遵守

局部性原理，尽可能的保持指令和数据在cache

中，有效避免cacheline miss, 能够显著提升执行

的效率；

⚫ 支持批量数据返回，完全重写原有的执行引擎，

性能提升3X+。

C1

C2

C3

Row

C1 C1 C1 C1 C1 C1 C1

C2 C2 C2 C2 C2 C2 C2

C3 C3 C3 C3 C3 C3 C3

Row Row Row Row Row Row Row

行存引擎 *TupleTableSlot 向量引擎 *VectorBatch

执行器中的处理单元（OneRow vs Batch）

Ta
b

le
 R

o
w

C1

C2

C3

Row

一次迭代执行 一次迭代执行

应用程序APP

统一的SQL引擎：对业务透明

分布式引擎

列存、向量化执行引擎

列存：每次查询只
需要读取需要的列
向量化执行：优化
迭代执行模式为一
次处理一批元组

SELECT COL1,AVG(COL2) FROM FOO WHERE 
COL1>25 GROUP BY COL1

AGGREGATION
OPERATOR

FILTER
OPERATOR

SCAN OPERATOR

AGGREGATION
OPERATOR

FILTER
OPERATOR

FILTER
OPERATOR

Input Batch

Next Tuple

Next Tuple Next Vectors with N record

Next Vectors with N record

Record 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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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四：NUMA-Aware鲲鹏优化

DRAM

CPU1

DIE 1

DIE 2DRAM

DRAM

CPU2

DIE 1

DIE 2 DRAM

1

2

3

4

hydra

hydra

典型鲲鹏多核 C P U架构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X86 鲲鹏

OLTP - TPCC标准Benchmark

1.5x

全局数据结构NUMA化改造

关键优化点

• 工作进程NUMA绑核、全局数据结构（ProcArray/Buffer/B-Tree等
NUMA分区化改造，减少跨核、跨处理器竞争冲突。

• WAL和Clog等日志从串行改为多核并行，消除串行瓶颈。

多核原生指令级优化

关键优化点

• 鲲鹏原生Atomic_LSE实现NUMA-Aware自旋锁，四个指令改为1个
指令，提升指令效率。

• cache-line padding技术，将WAL等组件保护全局位置索引的两个
cache-line原子操作改为一个操作，提升指令和数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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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五：高扩展Scale-out在线横向扩展

性能、容量在线扩容

Scale out华为云资源

性能和容量线性扩展，最大1000+节点

通过增加服务器，实现系容量和性能的线性Scale Out

DN DN DN DN

Delta Delta

Delta Delta Delta Delta

SQL引擎

扩容机制：

1. 基线数据搬迁：通过hashbucket聚集存储，快速识别需要搬迁的数据文件，进行整个文件迁移。

2. 采用一致性Hash算法和两层映射机制，扩容时，只调整二层映射，数据搬迁最小，即数据只会搬迁到新节点，已有节点之间不会互相搬迁数据。

3. 增量数据追平：多轮追增，减少锁表时间；满足阈值（可配置）后锁表，完成最后一轮追增量及元数据切换。

SQL

data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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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六：连接池加速短查询
⚫ 连接池加速短查询

 通过共享线程池节省线程反复建立销毁的成本

 特别适用于短查询高并发场景

⚫ 以gsql -p 31100 -d postgres -U wdmpp -c “create

table a(a int)“为例：

⚫ 首先用户通过gsql客户端连接数据库的PM线程后，

生成一个socket，PM线程（PostmasterMain）监

听到用户的连接请求会fork出一个新的PG工作线

程（PostgresMain）。

⚫ 之后gsql通过PG线程进行通信，PostgresMain线程

中的for(;;)循环用来接收用户输入的查询语句。

⚫ 在PG线程初始化时，会生成对应agent代理，并根

据database来匹配连接池DatabasePool，若没有匹

配的连接池，就根据 database 创建一个新的

database pool。

gsql

gsql

gsql

PG线程

PM线程

PG线程

PG线程

agent

agent

agent

database poolA

database poolC

database poolB

CN[n]

DN1[n]

DNn[n]

CN

DN1

Postgres thread

Postgres thread

Postgres thread

Postgres thread

Postgres thread

Postgres thread

pooler

CN

listen

accept
fork

new
session

gsql exit

s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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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存储引擎及计算框架关键技术

2. GaussDB(for openGauss) AI特性

◼ AI能力整体规划

 AI4DB能力介绍

 DB4AI能力介绍

3. 资源管理关键技术

4. 数据库安全管理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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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openGauss)的AI整体架构

操作系统指标 数据库指标

自监控

数据脱敏 行为分析

自安全

慢SQL诊断 系统根因诊断

自诊断

索引和分布键
推荐

参数调优

自优化

DBMind自治系统

解析器 AI训练语法及执行计划

SQL引擎

RBO\CBO优化器

负载自适应

基于学习查询重写 基于学习代价估计

基于学习行数估计 计划自适应选择

存储引擎
行引擎/列引擎/内存引擎

Btree索引、Masstree索引

基于学习Index 缓存自适应淘汰

模型管理 模型漂移

执行引擎

行引擎/向量引擎

分布式并行框架

AI执行算子 AI资源管控

AI并行训练框架 异构计算调度

常用及其学习和深度算法

AI引擎
算法API接口 算法SQL执行接口

GaussDB Kernel

异构硬件
鲲鹏 X86昇腾 GPU

已有

自治系统

库内AI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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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openGauss)AI架构的子系统

⚫ GaussDB(for openGauss) AI整体架构分为AI4DB和DB4AI两个子系统。

子系统 子系统内容

AI4DB自治系统

⚫ 自监控：采集OS、数据库、日志、SQL等多维指标，进行趋势预测、异常检测
⚫ 自诊断：慢SQL诊断、系统亚健康诊断、集群故障诊断
⚫ 自优化：索引智能推荐、分布键推荐、参数调优、SQL智能重写
⚫ 自安全：敏感信息发现、数据智能脱敏、行为异常分析

⚫ AI优化器：智能查询重写、代价估计、行数估计、计划自适应选择
⚫ 存储引擎：自学习索引、缓存自适应淘汰
⚫ 系统调度：负载自适应调度

DB4AI库内AI引擎

⚫ 训练和推理SQL语法、训练语句执行计划及代价
⚫ AI执行算子、并行训练框架、分布式训练
⚫ 模型管理、模型漂移、超参优化

⚫ 20+常用机器学习算法
⚫ 算法API接口，供学习型内核组件调用
⚫ 算法SQL执行接口，供AI执行算子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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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监控，异常检测

⚫ 信息收集：

 信息采集：OS、数据库、慢SQL信息、

安全等多维度信息采集，支持用户自

定义采集策略。

⚫ 异常检测

 趋势预测：基于AI算法推测数据趋势，

提前给出告警或者用于用户资源编排，

支撑用户高效编排业务、智能负载调

度。

 异常检测：多维度信息异常检测，支

持阈值或者趋势异常，进行时间推测

及问题影响评估。

HOST

DB

Source

Channel

Sink(Sender)

Timer

Timer
Agent Detector

Receiver

SQLite

Buffer

Webview

Timer

interface

Anomaly Detection 
Algorithm

Timeseries forecast Algorithm

Pu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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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诊断自愈，提高数据库可用性

⚫ 自诊断

 诊断引擎：支持AI和Rule引擎结合的基于Trace

智能诊断系统，推断问题根因；

 诊断模式库：支持常见故障模式库，智能可扩

展的模式库。

⚫ 自愈和故障预警

 统计信息恢复：根据系统查询数据STAT老化程

度自动修复统计信息；

 故障预警：预测软件&硬件故障，故障检测时

间小于5秒。

Business DB

1.Root causes
2.Recoomend ations

Snapshot1 Baseline

Snapshot2 Snapshot3
Snapshot n

Self-Diagnosis Engine
1.Load diagnosis tree at 

startup
2.init context based on 

baseline or 
configuration 

Instrumentation 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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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调优，持续高性能

⚫ 智能调优

 参数自调优：调优时间从天改为分钟级；相比

普通DBA调参，DB性能提升30%以上；

 索引推荐：基于用户的单条语句或批量负载，

推荐合适索引。

⚫ 在线调优

 在线调参：结合数据库负载预测模型动态调参，

让数据库执行性能最大化；

 自动查询重写：自动查询重写，利用最优序列

的优化问题，基于蒙特卡洛树搜索算法实现语

句重写。

QTune
Performance

Model

ML Models

DB

TensorFlow

Latency
throughput

Tuner
Tools

OS info
DB info
WL info

Best Knobs
Trained
Models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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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栈原生AI库内算子训练框架

In-Database AI引擎

模型丰富

• 库内原生支持20多种常用AI算子，满足

超过95%的机器学习使用场景

高性能

• 性能相比开源产品提升5-10倍

低门槛

• 极简SQL语法，易学习、易使用

安全高效

• 库内全流程AI框架，数据不出库，E2E

完成数据清洗、特征工程、模型选择和

模型训练，安全可靠、简单高效

GaussDB Kernel

Data 
Exploration

Data 
Cleaning

Feature 
Engineerig

Model 
Selection

Model 
Training

Hyper 
Param 
Tuning

Initial Analyze

Classification

Categorization

Aggregation

…

Extration

Translation

Loading

Modification

Controller Parameter 
Service

1.特征工程

2.模型选择

3.模型训练

4.效果评估

CREATE MODEL price_model USING 
logistic_regression
FEATURES size, lot
TARGET price
FROM HOUSES;

SELECT id, PREDICT 
BY price_model (FEATURES size, lot), 
size
FROM houses;

Original Data Training Data

ML Architecture

ML Training

Hyperparameters①版本化数据管理

②训练平台及超参优化

Model Test/Deploy

③概念漂移检测

DB4AI功能模块与全流程

原生SQL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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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调优与诊断

⚫ 调优参数列表：根据不同的场景预设，用户也可以根据经验配置。

⚫ 调优方法概括：结合深度强化学习与全局优化算法，针对不同类别的参数进行细粒度调优。

⚫ 调优效果评估：观察benchmark的跑分结果，预置的benchmark丰富，极简可扩展。

⚫ 离线参数调优流程概述：

 利用长期参数调优总结出的先验规则进行参数配置诊断与生成数据库workload报告；

 根据系统的workload、环境信息推荐初始参数配置，包括推荐参数值、建议最大值和最小值（用以保证稳定性，供用户结合自身经验进

行选择）；

 利用训练好的强化学习模型进行调优，或者使用全局优化算法在给定的参数空间内进行搜索；

 常规评价调优效果好坏的方法是跑benchmark获得反馈，调优框架除支持常规benchmark如TPC-C、TPC-H等，还为用户提供了自定义

benchmark的框架，用户只需要进行少量工作进行适配即可；目前还在演进支持Performance Model的参数调优，将更进一步加快调优速

度。

⚫ 在线参数调优流程概述：

 采集用户系统内的统计信息和workload，根据训练好的监督学习模型和先验规则，推荐给用户对应的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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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场景：

 1. 上线业务预检测：上线一批新业务前，使用SQL诊断功能评估此次上

线业务的预估执行时长，便于用户参考是否应该修改上线业务。

 2. Workload分析：能够对现有workload进行分析，将现有workload自动

分为若干类别，并依次分析此类别SQL语句执行代价，以及各个类别之

间的相似程度。

 3. SQL透视：能够将workload进行可视化，通过不同颜色和距离远近判

断SQL语句之间的相似性，从而供用户直观地分析SQL语句的特点。

⚫ 关键功能：

 预估SQL语句的执行时间

 根据SQL语句类型进行类别区分

 SQL语句分布情况的可视化

慢SQL发现

SQL透视效果

具备较高的预测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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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Query/Workload级别索引推荐
⚫ 使用场景介绍：根据用户的Workload整体信息，为用户推荐需要创建的索引。

⚫ 使用示例：使用gs_index_advise() 推荐索引，相比无索引情况下，性能提高。

⚫ 建议在lineitem表的l_orderkey列上创建索引。

⚫ 对索引推荐效果的整体评估：

 TPC-DS/TPC-H: 部分语句均有不同程度的执行时间缩短；

 TPC-C: 与原生索引基本持平，比无索引有巨大性能提升。

无索引 原索引 算法一 算法二

tpmC 3.22 135.64 134.27 134.49 

tpmTOTAL 8.06 299.64 299.24 298.69 

Transaction Count 120.67 4495.00 4489.00 44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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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推荐的原理与细节

⚫ 单Query索引推荐的核心方法：

 采用索引设计和优化的相关理论，基于原生的词法和语法解析，对查询语句中的子句和谓词

进行分析和处理，再结合字段选择度、聚合条件、多表Join关系等输出最终建议。

⚫ 索引性能验证的方法：

 通过修改优化器相应的数据结构，利用优化器评估，进而判断创建该索引后，对优化器生成

执行计划的影响。该过程可以不用真正创建索引，即业内所谓的“假设索引”，业内也多采

用此种方法。

⚫ Workload级别索引推荐的核心方法：

 通过用户输入（或自主采集）得到的workload信息，根据预设模型，进一步评估创建索引对

整体Workload的影响，从而从候选索引中筛选出若核心索引。该过程中通过对SQL语句进行模

板化，将具体的value值用统一的占位符替代，同时采用水库抽样的方法采样和保留部分value

的值。通过特征过程，对SQL中可能作为索引的列名进行提取作为特征，并进行向量化聚类。

最终提取把生成的聚类中心中的语句作为压缩后的工作负载，进行索引推荐。

单条
Query
索引
推荐

索引
性能
验证

Workload
级别索引
推荐

从单条到work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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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推荐使用方法

⚫ 单条索引推荐：系统函数select * from gs_index_advise(‘SQL statement’)。

⚫ 虚拟索引：使用系统函数hypopg_create_index(‘SQL statement’)创建虚拟索引。

⚫ 开启GUC参数enable_hypo_index，该参数控制数据库的优化器进行EXPLAIN时是否考虑创建的虚拟索引。

⚫ Workload索引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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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SQL诊断和建议
⚫ 业务慢SQL来源：

 慢SQL数据从GaussDB系统视图dbe_perf.statement_history获取，该视图

包含慢SQL文本、开始和结束执行时间、行数等相关信息。

⚫ 慢SQL关键指标来源：

 慢SQL关键指标指能表征慢SQL执行状态的指标，其可分为数据库相关

和系统相关，数据库相关指标从系统表和系统视图中获取，例如返回行

数、索引信息等；系统相关指标则直接从当前系统中获取，例如CPU 

USAGE、IOWAIT等。

⚫ 特征构建:

 特征构建主要指在上述指标的基础上，构建分析慢SQL根因所需的特征，

例如通过SQL执行的返回行数和总行数，判断慢SQL是否具有大查询的

特征，这样可以将每个异常构建成对应的特征向量。

⚫ 特征权重调整：

 诊断框架使用KNN进行根因定位，即找寻与当前慢SQL特征向量最相似

的topK个根因，再基于多数表决的方式确定根因类别。

业务慢SQL

慢SQL信息

离线训练平台

关键指标获取

特征构建特征权重调整

FeatureLib

在线推理平台

关键指标获取

特征构建根因分析结果

insert( root cause )

update( root cause )

delete( root cause )

KNN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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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故障根因诊断

专家故障排查图谱流程

日志故障信息提取

根因诊断路径学习

Connection Refused
告警

排查ssh连接情况

ssh

排查网络 排查丢包率

ping

机器资源耗
尽

丢包

网卡故障

Yes No

Yes High

ssh连接

结果

丢包率 ping连接

结果 结果

网卡故障 机器资源耗尽 未知

Yes No

High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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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预测及告警明细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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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推荐明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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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 Driver

GaussDB(for openGauss) DB4AI架构框架
⚫ 用户接口层：实现SQL-like 语法，提供PREDICT、MODEL等关键字，

支持模型的训练、预测以及管理等。

⚫ 语句优化层：实现业内首创的原生AI算子，优化器生成包含原生

AI算子的执行计划；实现代价估计，支持通过EXPLAIN语句查看详

细的执行开销，并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能力（ShuffleScan 下推）。

⚫ AI全流程管理：支持对模型的管理、评估，支持模型的定期、定

点更新与 fine-tune等；支持 AutoML能力，具有超参数调优

（Hyper Parameter Optimization, HPO）能力；具备特征选择、特

征处理、与数据清洗能力。

⚫ AI执行器：负责执行AI执行计划，支持算法的并行执行。

⚫ 存储层：支持为数据创建快照并进行管理，负责模型文件的存储

与组织。

⚫ 异构计算能力：支持多种计算平台，包括X86架构、ARM架构、

以及具备GPU的环境。

⚫ AI底座：提供数据库内部API，支持数据库内AI能力，如AI优化器、

AI buffer、AI索引等。

User
JDBC

ODBC

libpq

驱动

Fenced Python

TensorFlow

Pytorch

Mindspore

Linux 
IPC

User Interface

AI Training 
Plan

AI Prediction 
Plan

Query Plan

Query Optimizer

GaussDB Kernel

HPO
Feature 

Selection
Model 

Evaluation

E2E AI Manager & Executor

Drift 
Detection

Model 
Management

Snapshot 
Manager

Storage Engine

X86-64 ARM Ascend

Heterogeneous Computing

AI Lib

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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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openGauss)DB4AI SQL方式训练和推理的流程
⚫ 使用Create Model语法实现数据库内AI训练和模型存储：

 通过数据库并行训练算法，实现库内训练加速；

 通过执行代价估计及资源管控，实现迭代轮次和模型参数最优化；

 提供可视化执行计划，实现AI可查、可解释性。

⚫ 举例：Create Model price_model using logistic_regression Features

size, lot Target price < 1000 from Houses;

⚫ 使用Predict By语法实现数据库内AI模型推理：

 基于数据集和查询特征进行模型归类；

 优化器通过同类模型的精准度，自适应选择算法，实现最优化模型推理；

 AI推理算子结合其他执行算子，实现关联分析。

⚫ 举例：Select address, Predict By price_model(Features size, lot), size

from houses;

训练语句
(Create Model）

推理语句
（Predict By)

优化器
执行估计

执行计划

算法选择

执行计划

执行器

常执行算子

资源管控

存储
引擎

置乱数据及
数据分片 算法模型

并行训练算法

抽取数据

推理算子和其他
SQL执行算子

抽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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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和推理SQL语法

⚫ AlgorithmML

⚫ DirectML

DirectML

SQL

nodeTrainModel

relation

AlgorithmML

tabular
data

executor

SPI

result

任务 语法

训练 CREATE MODEL model_name
USING architecture_name,
[FEATURES {attribute_list}, 
TARGET attribute_name, 
[,attribute_name]*],
FROM ([schema.]table_name | 
subquery)
WITH (hyper_parameter_name [= 
{hp_value}]) [, ...]*]

推测 PREDICT BY model_name
[ (FEATURES attribute [, attribute] 
+]) ]

解释 EXPLAIN MODEL model

删除 DROP MODE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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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和推理SQL语法示例
> explain CREATE MODEL patient_bayes USING naive_bayes FEATURES 
second_attack,treatment TARGET trait_anxiety > 50 FROM patients;

QUERY PLAN
-------------------------------------------------------------------
Train Model - naive_bayes (cost=0.00..0.00 rows=0 width=0)
->  Seq Scan on patients  (cost=0.00..32.20 rows=1776 width=12)

(2 rows)

> CREATE MODEL patient_bayes USING naive_bayes FEATURES 
second_attack,treatment TARGET trait_anxiety > 50 FROM patients;
MODEL CREATED. PROCESSED 1

> SELECT PREDICT BY patient_bayes (FEATURES 
second_attack,treatment) FROM patients LIMIT 3;              
patient_bayes_pred
--------------------
f
t
t
(3 rows)

> EXPLAIN MODEL patient_bayes;
DB4AI MODEL

------------------------------------------------------------------- Name: 
patient_bayes
Algorithm: naive_bayes
Query: CREATE MODEL patient_bayes USING naive_bayes FEATURES 
second_attack,treatment TARGET trait_anxiety > 50 FR
OM patients;
Return type: Boolean
Pre-processing time: 0.000000
Execution time: 0.000186
Processed tuples: 22
Discarded tuples: 2
prob: 
{"{.590909090909091,.409090909090909}","{.384615384615385,.615
384615384615,.777777777777778,.22222222222222
2}","{.307692307692308,.692307692307692,.666666666666667,.3333
33333333333}"}
features: {"{true,false}","{0,1}","{1,0}"}
(11 rows)

F = a (X)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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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Boost性能测试(MADlib VS openGauss XGboost)

⚫ 结果分析：

 1、数据读取（批次读取）

 2、MADlib在计算过程中存在大

量的数据转写环节

 3、DB4AI存在指令集加速：

(option)

xgboost
with hyperparams: “n_iter=10, max_depth=5, 
min_child_weight=1, nthread=10,
eta=0.1, booster='gbtree'”

Classification (s) Prediction (s)

Python UDF 29.29 227.36

In-operator 3.18 14.46

KPI Speedup 9.2x 15.7x

Classification (s) Prediction (s)

Python UDF N/A (Error) N/A (Error)

In-operator 43.0 204.7

Results for dataset with 1m rows: Results for dataset with 10m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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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概览

用户

持久数据存储空间

内存可用量

最大并发度

控制组信息

资源池配置

Cpushares

作业查询规则

Cpusetgs_CGroup工具

并发作业数量

存储
资源

计算资
源

负载管
理

优先级调度

资源隔离

查询规则处理

并发作业队列

算子内存自适应

并行算子数量

多维度资源监控

映射

动态负载管理

动态内存管理

数据库操作

控制组配置

全局并发作业队列

报表查询资源池

即席查询资源池

批量导入资源池

资源池名称

关联

关联

计算资
源

数据库逻辑层

存储空间管理
全局动态负载管理

临时数据存储空间

组用户

用户

用户

TOP SQL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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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使用场景

内存cpu 存储

本地存储/ HDFS

Query（执行作业）

计算资源池定义

⚫ 指定租户的CPU、内存和
IO的系统资源定义；

⚫ 运行时的租户任务队列、
并发度及异常阈值信息。

存储空间定义

通过用户数据表空间管
理机制，为不同的租户
设置不同的空间配额；
通过权限设置，保证各
租户安全访问。

授权的用户

创建用户时指定
资源池。

Static Resource Pool

Queue

I/O

DOP

DN DN DN DN

CN

DN DN DN DN

Exception

执行作业时，根
据资源池定义，
进行CPU/内存/IO/
存储的资源控制
和隔离。

2
3

1

关键技术

1、不同租户（数据库用户）关

联不同的资源池，每个资源池

通过CGroup 控制CPU资源，通

过逻辑内存管理机制控制内存

使用。

2、支持计算资源池内并发队列、

异常作业处理。

3、支持用户数据表空间管理，

实现租户间存储资源的控制和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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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效果

提供实时查询作业和历史查询作业的分析能力（TOP 

SQL – 内存、CPU和执行时间）；

提供视图查询业务用户资源使用情况（CPU、内存和

存储空间）。

多维度监测，提供性能、资源视图

免运维、参数（内存/并发）免调优，自动适应系统

负载变化；

保障系统高可靠，无论查询作业压力多大，系统平

稳运行。

自适应负载

根据作业优先级实时调度，满足客户需求。

满足客户优先级调度

彻底解决系统OOM；实现即时下盘功能提升3X

并发性能；

实现栈式内存上下文，减少hashjoin内存消耗

40%。

逻辑内存管理保障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

提供两层用户机制，分层资源隔离，满足

客户对计算和存储资源的自主控制需求。

多租户特性满足客户混合负载处理需求

内部逻辑控制高IO作业消耗，提升其他点查性能。

IO资源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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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资源管理
⚫ GaussDB(for openGauss)的CPU资源管理通过控制组(CGroup)实现，在操作系统CGroup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层级划分。

⚫ GaussDB(for openGauss)支持两层的CGroup架构，包含Class控制组和Workload控制组：

 Top Group为顶层控制组，包括Root控制组、Gaussdb:gaussdba控制组、Class控制组和Backend控制组。

 Backend控制组含有Vacuum和DefaultBackend两个子控制组。只允许用户修改资源比率，不允许用户创建新的子Backend控制组。

 Class控制组为数据库业务运行所在的顶层控制组，DefaultClass是集群在部署时，自动生成的默认子Class控制组。

 Workload控制组为Class控制组的子控制组，每个Class组最多10层Workload CGroup。

 每个Workload控制组下面划分了四个Timeshare控制组，分别占不同的资源比例，Rush:High:Medium:Low=8:4:2:1。

⚫ 支持四个维度隔离：

 GaussDB(for openGauss)与其他程序之间隔离

 后台线程与作业线程之间隔离

 多租户之间隔离

 作业之间隔离

⚫ GaussDB支持CPU核数隔离，通过指定CGroup能够使用的CPU核，实现控制组CPU核的隔离，使不同的控制组互不干扰，为多租户场景提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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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roup基础知识
⚫ Linux CGroup全称Linux Control Group， 是Linux内核的一个功能，用

来限制，控制与分离一个进程组群的资源（如CPU、内存、磁盘输

入输出等）。

⚫ 主要功能：

 限制资源使用，比如内存使用上限以及文件系统的缓存限制。

 优先级控制，CPU利用和磁盘IO吞吐。

 一些审计或一些统计，主要目的是为了计费。

 挂起进程，恢复执行进程。

⚫ 子系统：

 cpu 子系统，主要限制进程的 cpu 使用率。

 cpuacct 子系统，可以统计 CGroups 中的进程的 cpu 使用报告。

 cpuset 子系统，可以为 CGroups 中的进程分配单独的 cpu 节点或者内存节

点。

 memory 子系统，可以限制进程的 memory 使用量。

 blkio 子系统，可以限制进程的块设备 io。

 devices 子系统，可以控制进程能够访问某些设备。

 net_cls 子系统，可以标记 CGroups 中进程的网络数据包，然后可以使用 tc

模块（traffic control）对数据包进行控制。

 net_prio — 这个子系统用来设计网络流量的优先级。

 freezer 子系统，可以挂起或者恢复 CGroups 中的进程。

 ns 子系统，可以使不同 CGroups 下面的进程使用不同的 nam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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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roup层级

⚫ CGroup结构体可以组织成一颗树的形式，每一棵CGroup结构体组成的树称之为一个

CGroups层级结构。

⚫ CGroups层级结构可以attach一个或者几个CGroups子系统，当前层级结构可以对其 attach

的CGroups子系统进行资源的限制。每一个CGroups子系统只能被attach到一个 cpu层级结

构中。

⚫ 创建了CGroups层级结构中的节点（CGroup结构体）之后，可以把进程加入到某一个节点

的控制任务列表中，一个节点的控制列表中的所有进程都会受到当前节点的资源限制。

同时某一个进程也可以被加入到不同的CGroups层级结构的节点中，因为不同的CGroups

层级结构可以负责不同的系统资源，所以说进程和CGroup结构体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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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管控具体应用

⚫ GaussDB(for openGauss)通过用户、资源池、CGroup的相互绑定来对用户所使用的CPU进行管控。

⚫ 超管用户通过gs_CGroup工具在操作系统层面创建不同资源比例的控制组。超管用户在数据库层面创建资源

池，根据资源划分关联创建的控制组。

⚫ 超管用户创建普通用户，根据用户使用的资源，关联对应的资源池。

⚫ 创建的普通用户连接数据库执行作业，会根据用户关联的资源池找到对应的控制组信息，将该用户执行SQL

的线程绑定在对应的控制组上，由操作系统的CGroup机制来控制CPU使用。

⚫ GaussDB(for openGauss)提供gs_CGroup工具支持对CPU核数的动态调整，通过指定CGroup能够使用的CPU核，

实现控制组CPU核的隔离。

CREATE RESOURCE POOL pool_name [WITH ({MEM_PERCENT=pct | CONTROL_GROUP="group_name" | 
ACTIVE_STATEMENTS=stmt | MAX_DOP = dop | MEMORY_LIMIT='memory_size' | io_limits=io_limits | 
io_priority='io_priority' | nodegroup="nodegroupname" | is_foreign=boolean }[, ... ])];

create ROLE role_name password 'password' resource pool 'res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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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内存机制（1）

⚫ 物理内存：物理可见的硬件，即内存条。

⚫ 虚拟内存

 进程运行时所有内存空间的总和，以32位系统为例，每

个进程有4G的内存空间，各进程的内存空间具有类似的

结构。

 一个新进程建立的时候，将会建立起自己的内存空间，

此进程的数据，代码等从磁盘拷贝到自己的进程空间，

哪些数据在哪里，都由进程控制表中的task_struct记录，

task_struct中记录中一条链表，记录中内存空间的分配

情况，哪些地址有数据，哪些地址无数据，哪些可读，

哪些可写，都可以通过这个链表记录。

 每个进程已经分配的内存空间，都与对应的磁盘空间映

射。

⚫ 物理内存地址和虚拟内存地址

 内存分页机制：

◼ 虚拟内存中的页（page）和物理内存页帧（page frame）相

同大小；

◼ 页表（page table）维护虚拟内存页到物理内存页的映射；

◼ 页面失效（page fault）功能：操作系统找到一个最少使用

的页帧，让他失效，并把它写入磁盘，随后把需要访问的

页放到页帧中，并修改页表中的映射。

 虚拟内存地址：页号（与页表中的页号关联）和偏移量

（页的大小）组成；

 虚存寻址：页表中找到页帧号，若失效则调入页，页帧

号及偏移量传给内存管理单元，组成一个物理存在的地

址，即可访问物理内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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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内存机制（2）

⚫ Buffer

 根据磁盘的读写设计的，把分散的写操作集中进行，减少磁盘碎片和硬盘的反复寻道，

从而提高系统性能。

 Linux有一个守护进程定期清空缓冲内容（即写入磁盘），也可以通过sync命令手动清空

缓冲。

⚫ Cache

 读取过的数据保存起来，重新读取时若命中（找到需要的数据）就不要去读硬盘了，若

没有命中就读硬盘。其中的数据会根据读取频率进行组织，把最频繁读取的内容放在最

容易找到的位置，把不再读的内容不断往后排，直至从中删除。

内存虚拟存储器

用户栈
（在运行时创建）

共享库的存储区映
射区域

运行时堆
（运行时由malloc

创建）

读/写段
（data,bss）

只读段
（.init,.text,.rodata）

未用的

0xc0000000

0x40000000

0x08048000

从可
执行
文件
加载

brk

栈指针

用户代码
不可见的
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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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openGauss)内存资源管理（1）

⚫ GaussDB(for openGauss)对于内存资源的管理分为两级，分别是：

 内存节点级别控制：通过max_process_memory限制CN、DN上可以使用的内存上限；

 内存作业级别控制：通过资源池属性memory_limit或memory_percent来决定用户使用的内存使用量，并结合资源池属

性active_statements，推断出一个执行作业可用的内存资源。

⚫ 内存节点级别控制

 在Linux操作系统中，内存空间通常由物理内存RAM和虚拟内存Swap组成。其中，物理内存由数据库程序和非数据库程

序共同使用；而数据库程序的内存空间由CN节点和DN节点共同使用。

⚫ 内存作业级别控制

 提供“query_mem”参数，根据资源池能使用的内存量和能同时运行的作业数，指定每个作业执行时能够使用的内存

量。

 针对重消耗内存算子，实现算子内存自适应算法，动态调整重消耗算子使用的内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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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openGauss)内存资源管理（2）

⚫ 逻辑内存管理机制

 GaussDB的内存管理是通过逻辑内存管理来实现的。其实现原理是在原始的内存分配之上增加一层逻辑内

存管理，通过检查已分配内存是否超过规定的内存来决定是否为作业分配内存。

 逻辑内存管理没有更改原有的内存资源分配机制，仅在分配内存之前增加一个逻辑判断层，查看是否达

到允许使用的内存上限，来决定是否分配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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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openGauss)内存上下文机制
⚫ 机制

 GaussDB(for openGauss)引入内存上下文机制对内存进行管理，在内存上下文的机制上，加入逻辑内存管理机制，同时提供多项视图来追踪内存使用情况。

 通过数据库进程内部记账，控制单进程内存使用的上限，进程最大使用内存通过设置max_process_memory参数确定。

⚫ 内存统计

 可统计进程总体使用、共享和非共享内存上下文使用及重点模块内存使用(通信库、pooler等)，通过pv_total_memory_detail查询（图1）；

 可统计Session上通用内存上下文使用，通过pv_session_memory_detail查询（图2）；

 可统计全局通用内存上下文使用，通过pg_shared_memory_detail查询（图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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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管控原理基础知识

⚫ 传统磁盘的I/O读写速度成为了计算机系统性能提高的瓶颈，在数据库

场景下，多条SQL语句对于磁盘的I/O争抢会导致部分SQL持续争抢不到

IO而“饿死”，对于不同SQL语句实现IO管控变得极为重要。

⚫ CGroup工具提供了I/O控制的能力，可以加载blkio子系统，I/O的配额

weight保持与CPUshare一致，且可对控制组设置IO读写（bps和iops）

上限，但是配额的I/O调控能力有限，而设置读写上限的操作性又过于

复杂，需要用户自己设定bps和iops的限额，而通常情况下，用户很难

对此有概念。

⚫ 因此，我们需要引入基于优先级的I/O管控，高优先级的作业优先使用

I/O资源，低优先级的作业在I/O请求发生时，可以加入等待队列，在

I/O资源不紧张时，唤醒这些等待的I/O请求。

⚫ 在操作系统层面难以实现不同优先级的SQL语句I/O管控，GaussDB(for

openGauss)通过在工作线程和DB共享缓存之间增加了逻辑IO管控，实

现了对SQL基于用户优先级的I/O管控策略。

Datanode

work thread

Buffer Pool

逻辑IO
管控

OS系统缓存

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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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管控关键设计

⚫ GaussDB(for openGauss)摒弃了操作系统管控I/O的方式，

采用业务层面逻辑I/O管控方式对数据库内部IO进行管控。

⚫ 在数据库的I/O满负载时，数据库内部工作线程的I/O请求

将加入到后台线程的一个请求队列里，后台线程负责对系

统的I/O资源进行监控，维护读写一个请求队列，同时，

在一定的条件下，将这些I/O请求队列唤醒。

⚫ 用户给出每个需要进行I/O控制的作业的I/O资源配额，如

果用户不设置，证明这个作业的I/O资源不需要受控。

⚫ 设置的I/O配额将作为一个I/O请求入队列的参数。对于其

中优先级最高的query，可优先执行。

DataNode

DB Buffer Cache

Data

DB worker 
thread

Scheduler

IO Request 
Queue

AIO
Requests

Utilization 
Monitor

Li
n

u
x 

A
IO

WLM IO Scheduler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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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管控具体实现

IO管控

1 2

3 4

a) 用户绑定资源池，资源池定义了io管控参数
b) 直接连接数据库设置session级别的io管控参数
以上两种方式都设置的情况下，session级别优先级
更高

a) 设置io_limits作为管控时，每秒达到
max_io_limits上限时，把新的请求加入请求队列，
1 s后全部唤醒，且把这些新加入队列的请求计
入下一秒的io请求次数统计中

b) 设置io_priority作为管控时，当有新加入的作业
时，每个作业可用的max_io_limits可以重新规划。
若当前只有一个作业，此作业不受I/O控制

a) io_limits直接设置单个周期内逻辑IO请求的最大
次数

b) io_priority为io执行的优先级，分为FULL（不管
控），High，Medium，Low四个等级

两种方式都设置时，io_limits优先级更高；且两种
方式都是为了确定IO请求最大次数max_io_limits

a) monitor线程周期性遍历IO等待队列，唤醒等
待时间为0的IO请求

b) monitor线程周期性获取磁盘IO负载情况，结
合设置的io_priority值，动态更新每个用户的
max_io_limits值

c) monitor线程周期性重置每个用户统计的io请
求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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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管控具体场景及效果
⚫ 用户1

 IO优先级为High

 能使用较多的IO请求向Buffer pool写入数据

 少量IO请求会进入等待队列等待，等满足唤醒条件时被唤醒继续

执行

⚫ 用户2

 IO优先级为Low

 只能使用较少的IO请求向Buffer pool写入数据

 大量IO请求会进入等待队列等待，等满足唤醒条件时被唤醒继续

执行

⚫ 用户3

 IO优先级为Full，即不管控

 所有的IO请求都会向Buffer pool写数据，不存在有IO请求进入等待

队列的情况

datanode

resource_pool1
(IO：High)

resource_pool2
(IO：Low)

用户1 用户2 用户3

Buffer pool

resource_pool2
(IO：FULL)

存储

IO
请
求

Request 
queue

IO
请
求

Request 
queue

IO
请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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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租户概述

⚫ 租户是系统资源的申请者和消费者，系统的资源以租户为单位进行计划和分配。一个租户可以包含多个用户/用户组。

⚫ 租户之间的资源必须是隔离的，一个租户对资源的使用不能影响其它租户，必须保证每个租户的SLA（Service Level

Agreement）。

⚫ 多租户（Multi-Tenancy）是一种软件架构技术，它在服务器上运行单个应用实例，为多个租户提供服务。它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在多用户的环境下共用相同的系统或程序组件，并且仍然可以确保各用户间资源的隔离性。

“多租户”的核心是资源隔离

多用户

资源

多租户

逻辑隔离物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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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openGauss)多租户方案

⚫ GaussDB(for openGauss)采用两层用户的架构来组织租户。一个组用户下可以有多个业务

用户，但一个业务用户只能属于一个组用户。

⚫ 不同的租户（数据库用户）关联不同的资源池，每个资源池通过CGroup控制CPU资源，通

过逻辑内存管理机制控制内存使用。

⚫ 资源池分配以百分比的形式提供用户计算资源的隔离，数据库集群部署环境对用户透明。

⚫ 创建用户时，指定用户持久化存储空间大小，结合用户权限，提供用户存储资源的隔离。

存储空间大小可在组用户级别指定，统筹所有业务用户的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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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存储引擎及计算框架关键技术

2. GaussDB(for openGauss) AI特性

3. 资源管理关键技术

4. 数据库安全管理关键技术

◼ 安全能力框架

 数据库审计

 动态数据脱敏

 防篡改账本数据库

 全密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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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能力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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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openGauss) 整体安全框架（1）

⚫ 构建完整的基础安全能力，并依据环境诉求不断强化，满足上层业务诉求。

GaussDB

◼用户与身份管理
◼口令登录认证机制
◼口令安全策略
◼Kerberos认证

◼动态数据脱敏
◼静态数据脱敏
◼差分隐私安全
◼安全多方计算

◼TLS
◼HTTPS

◼密钥管理
◼证书管理
◼列加密函数
◼备份加密
◼透明加密(TDE)
◼全程加密(密态)

◼基于角色的权限管理模型
◼三权分立模型
◼行级访问控制(RLS)
◼标签安全(MAC)
◼内置角色机制

◼ 已支持
◼ 预研中
◼ 部分支持



Huawei Confidential110

GaussDB(for openGauss) 整体安全框架（2）

⚫ 围绕系统整体韧性能力，构建系统外部感知能力和内核审计追溯能力。

GaussDB ◼传统审计机制，支持DDL&DML
◼审计日志查询
◼审计日志管理
◼细粒度审计机制，自定义策略

◼账本数据库机制
◼单中心化部署防篡改机制
◼多中心化部署防篡改机制

◼异常访问检测
◼SQL注入检测
◼配置管理行为分析
◼敏感数据发现

◼ 已支持
◼ 预研中
◼ 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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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存储引擎及计算框架关键技术

2. GaussDB(for openGauss) AI特性

3. 资源管理关键技术

4. 数据库安全管理关键技术

 安全能力框架

◼ 数据库审计

 动态数据脱敏

 防篡改账本数据库

 全密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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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审计

⚫ 传统审计功能采用记录到OS文件中（即审计日志）的方式来保存审计结果，日志文件的

存储目录由audit_directory参数指定。

⚫ 审计日志记录用户对数据库的启停、连接、DDL、DML、DCL等操作。审计日志机制主要

增强数据库系统对非法操作的追溯及举证能力。

⚫ 用户可以通过参数配置对哪些语句或操作记录审计日志。

⚫ 审计日志记录事件的时间、类型、执行结果、用户名、数据库、连接信息、数据库对象、

数据库实例名称和端口号以及详细信息。支持按起止时间段查询审计日志，并根据记录

的字段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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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配置项开关
⚫ 提供审计总开关audit_enabled来实现系统级审计控制，支持动态加载。

配置项 审计开关 描述 默认值

用户登录、注销审计
audit_login_logout 默认值为7，表示开启用户登录、退出的审计功能。设置为0 表示关闭用户

登录、退出的审计功能。不推荐设置除0和7之外的值
7

数据库启动、停止、恢复和切换审计 audit_database_process 默认值为1，表示开启数据库启动、停止、恢复和切换的审计功能 1

用户锁定和解锁审计 audit_user_locked 默认值为1，表示开启审计用户锁定和解锁功能 1

用户访问越权审计 audit_user_violation 默认值为0，表示关闭用户越权操作审计功能 0

授权和回收权限审计 audit_grant_revoke 默认值为1，表示开启审计用户权限授予和回收功能 1

数据库对象的CREATE，ALTER， DROP操作审计 audit_system_object
默认值为12295，表示只对DATABASE、SCHEMA、USER、 DATA SOURCE、
NODE GROUP这五类数据库对象的 CREATE、ALTER、DROP操作进行审计

12295

具体表的INSERT、 UPDATE和DELETE操作审计 audit_dml_state 默认值为0，表示关闭具体表的DML操作（SELECT除外）审计功能 0

SELECT操作审计 audit_dml_state_select 默认值为0，表示关闭SELECT操作审计功能 0

COPY审计 audit_copy_exec 默认值为1，表示打开copy操作审计功能 1

存储过程和自定义函数的执行审计 audit_function_exec 默认值为0，表示不记录存储过程和自定义函数的执行审计日志 0

SET审计 audit_set_parameter 默认值为1，表示记录set操作审计日 1

参数值修改：gs_guc set -Z coordinator -Z datanode –N all –I all -c “audit_set_parameter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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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和管理审计日志
⚫ 查看、删除审计日志需要具有auditadmin属性(审计管理员)的用户才可以查看。

⚫ 传统审计日志定义了审计的行为，但并没有关联具体的用户，具体的访问源，部分压力场景下日志刷新较快。

⚫ 通过pg_query_audit(‘start-time’, ‘end_time’) ; 查看审计日志。

⚫ 通过配置以下参数设置审计日志管理策略。

配置项 含义 默认值

audit_directory 审计文件的存储目录。 $GAUSSLOG/pg_audit

audit_resource_policy 审计日志的保存策略。 on（表示使用空间配置策略）

audit_space_limit 审计文件占用的磁盘空间总量。 1GB

audit_file_remain_time 审计日志文件的最小保存时间。 90

audit_file_remain_threshold 审计目录下审计文件的最大数量。 1048576

openGauss=# SELECT * FROM pg_query_audit('2022-03-31 21:00:00', '2022-03-31 22:00:00') where username = 'user1' limit 1;

time          |     type      | result | userid | username | database | client_conninfo | object_name |                          detail_info | node_name |            

thread_id | local_port | remote_port

------------------------+---------------+--------+--------+----------+----------+-----------------+-------------+---------------------------------------------------------------+-----------+----------------------------

-----+------------+-------------

2022-03-31 21:53:20+08 | login_success | ok     | 16677  | user1    | postgres | gsql@[local]    | postgres | login db(postgres) success,the current user is:user1, 

SSL=off | cn_5001   | 140037316212480@702050000857036 | 18000      | null

mk:@MSITStore:D:/Document/项目文档库/GaussDB%20Kernel%20V5R1/V500R001C20/05.资料组/05%20日构建版本/V500R001C20SPC005/分布式/CHM/GaussDB%20Kernel%20V500R001C20SPC005%20开发者指南_For%20Kernel.chm::/zh-cn_topic_0237124745.html#ZH-CN_TOPIC_0237124745__zh-cn_topic_0059777744_sd283781eb52b490db30d6a5549f7db3e
mk:@MSITStore:D:/Document/项目文档库/GaussDB%20Kernel%20V5R1/V500R001C20/05.资料组/05%20日构建版本/V500R001C20SPC005/分布式/CHM/GaussDB%20Kernel%20V500R001C20SPC005%20开发者指南_For%20Kernel.chm::/zh-cn_topic_0237124745.html#ZH-CN_TOPIC_0237124745__section939915522551
mk:@MSITStore:D:/Document/项目文档库/GaussDB%20Kernel%20V5R1/V500R001C20/05.资料组/05%20日构建版本/V500R001C20SPC005/分布式/CHM/GaussDB%20Kernel%20V500R001C20SPC005%20开发者指南_For%20Kernel.chm::/zh-cn_topic_0237124745.html#ZH-CN_TOPIC_0237124745__zh-cn_topic_0059777744_s167d5900250946bca199444c0617c714
mk:@MSITStore:D:/Document/项目文档库/GaussDB%20Kernel%20V5R1/V500R001C20/05.资料组/05%20日构建版本/V500R001C20SPC005/分布式/CHM/GaussDB%20Kernel%20V500R001C20SPC005%20开发者指南_For%20Kernel.chm::/zh-cn_topic_0237124745.html#ZH-CN_TOPIC_0237124745__section149961828185211
mk:@MSITStore:D:/Document/项目文档库/GaussDB%20Kernel%20V5R1/V500R001C20/05.资料组/05%20日构建版本/V500R001C20SPC005/分布式/CHM/GaussDB%20Kernel%20V500R001C20SPC005%20开发者指南_For%20Kernel.chm::/zh-cn_topic_0237124745.html#ZH-CN_TOPIC_0237124745__zh-cn_topic_0059777744_s7fbbb3e514454b11aa33310454965b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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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审计机制

⚫ 传统审计机制会在并发业务场景（如高并发、高压力）下，导致日志产生较多，更新较快，不利

于审计管理员管理。传统审计机制无法区分访问源、访问对象等信息，审计日志无法支撑定向管

理。

⚫ 统一审计机制是一种通过定制化制定审计策略而实现高效安全审计管理的一种技术，管理员可以

对数据库资源或资源标签统一地配置审计策略，从而达到简化管理、针对性地生成审计日志、减

少审计日志冗余、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

⚫ 当管理员定义审计对象和审计行为后，用户执行的任务如果关联到对应的审计策略，则生成对应

的审计行为，并记录审计日志。

⚫ 定制化审计策略可涵盖常见的用户管理活动、DDL和DML行为，满足日常审计诉求。

⚫ 统一审计的目的是将现有的传统审计行为转变为针对性的跟踪审计行为，将目标之外的行为排除

在审计之外，从而简化了管理，提高了数据库生成审计数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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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审计策略

⚫ 只有具有poladmin，sysadmin或初始用户才能进行统一审计策略的创建。

⚫ 需开启安全策略开关，即设置GUC参数enable_security_policy=on，策略才会生效。

⚫ 统一审计语法格式。

⚫ 资源标签（RESOURCE LABEL）：基于数据库对象定义具有某种相同属性的资源集合。

CREATE AUDIT POLICY [ IF NOT EXISTS ] policy_name { { privilege_audit_clause | access_audit_clause } 
[ filter_group_clause ] [ ENABLE | DISABLE ] };
• privilege_audit_clause：
PRIVILEGES { DDL | ALL } [ ON LABEL ( resource_label_name [, ... ] ) ]
• access_audit_clause：
ACCESS { DML | ALL } [ ON LABEL ( resource_label_name [, ... ] ) ]
• filter_group_clause：
FILTER ON { ( FILTER_TYPE ( filter_value [, ... ] ) ) [, ... ] }

CREATE RESOURCE LABEL [IF NOT EXISTS] label_name ADD label_item_list[, ...]*;

示例:  CREATE RESOURCE LABEL IF NOT EXISTS table_label add TABLE(public.tb_for_label);

CREATE RESOURCE LABEL IF NOT EXISTS column_label add COLUMN(public.tb_for_label.col1);



Huawei Confidential117

创建统一审计策略示例

⚫ 步骤一：创建dev_audit和bob_audit用户。

⚫ 步骤二：创建表tb_for_audit。

⚫ 步骤三：创建资源标签。

⚫ 步骤四：对数据库执行SELECT操作创建审计策略。

⚫ 步骤五：仅审计记录用户dev_audit和bob_audit、客户端工具为gsql、IP地址为‘10.20.30.40’或 '127.0.0.1/24'，在执行针对

adt_lb0资源进行的select、insert、delete操作数据库创建审计策略。

CREATE USER dev_audit PASSWORD 'dev@1234';
CREATE USER bob_audit PASSWORD 'bob@1234';

CREATE TABLE tb_for_audit(col1 text, col2 text, col3 text);

CREATE RESOURCE LABEL adt_lb0 ADD TABLE(tb_for_audit);

CREATE AUDIT POLICY adt2 ACCESS SELECT;

CREATE AUDIT POLICY adt3 ACCESS SELECT ON LABEL(adt_lb0), INSERT ON LABEL(adt_lb0),DELETE FILTER ON 
ROLES(dev_audit, bob_audit), APP(gsql), IP('10.20.30.40', '127.0.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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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数据脱敏

⚫ 数据隐私保护是数据库安全所需要具备的安全能力之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非授权

用户对隐私数据的访问，保证隐私数据安全。

⚫ 动态数据脱敏（Dynamic Data Masking），就是将敏感数据通过变形、屏蔽等方式处理以

保护隐私数据信息，防止数据泄露和恶意窥探。

⚫ 动态数据脱敏机制是一种通过定制化制定脱敏策略从而实现对隐私数据保护的一种技术，

可以有效地在保留原始数据的前提下解决非授权用户对敏感信息的访问问题。

⚫ 动态数据脱敏策略需要由具备POLADMIN或SYSADMIN属性的用户或初始用户创建，普通

用户没有访问安全策略系统表和系统视图的权限。

⚫ 动态数据脱敏仅支持对SELECT查询到的数据进行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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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置的脱敏函数

⚫ 预置的脱敏函数如下表所示，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通过自定义函数UDF创建脱敏规则。

脱敏函数名 示例

creditcardmasking '4880-9898-4545-2525' 将会被脱敏为 'xxxx-xxxx-xxxx-2525'，该函数仅对后4位之前的数字进行脱敏

basicemailmasking 'abcd@gmail.com' 将会被脱敏为'xxxx@gmail.com'，对出现第一个'@'之前的文本进行脱敏

fullemailmasking 'abcd@gmail.com' 将会被脱敏为 'xxxx@xxxxx.com'，对出现最后一个'.'之前的文本（除'@'符外）进行脱敏

alldigitsmasking 'alex123alex' 将会被脱敏为 'alex000alex'，仅对文本中的数字进行脱敏

shufflemasking 'hello word' 将会被随机打乱顺序脱敏为 'hlwoeor dl'，该函数通过字符乱序排列的方式实现，属于弱脱敏函数，
语义较强的字符串不建议使用该函数脱敏

randommasking 'hello word' 将会被脱敏为 'ad5f5ghdf5'，将文本按字符随机脱敏

regexpmasking 需要用户顺序输入四个参数，reg为被替换的字符串，replace_text为替换后的字符串，pos为目标字符串开始
替换的初始位置，为整数类型，reg_len为替换长度，为整数类型。reg、replace_text可以用正则表达，pos如
果不指定则默认为0，reg_len如果不指定则默认为-1，即pos后所有字符串。如果用户输入参数与参数类型不
一致，则会使用maskall方式脱敏
CREATE MASKING POLICY msk_creditcard regexpmasking('[\d+]', 'x', 5, 9 ) ON LABEL(label_for_creditcard);'4880-
9898-4545-2525' 将会被脱敏为 '4880-xxxx-xxxx-2525'

maskall '4880-9898-4545-2525' 将会被脱敏为 '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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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敏策略示例

⚫ 动态数据脱敏机制基于资源标签进行脱敏策略的定制化，可根据实际场景选择特定的脱敏方式，

也可以针对某些特定用户制定脱敏策略。

⚫ 使用动态数据脱敏首先需要开启安全策略开关，设置GUC参数enable_security_policy=on，脱敏策

略才可以生效。

⚫ 脱敏策略创建的SQL语法如下所示：

 为table1.creditcard 和 table1.name 添加资源标签

 使用预置函数 creditcardmasking 和 randommasking进行脱敏

CREATE MASKING POLICY msk_creditcard creditcardmasking ON LABEL(label_for_creditcard); 
CREATE MASKING POLICY msk_name randommasking ON LABEL(label_for_name) FILTER ON IP(local), ROLES(dev);

CREATE RESOURCE LABEL label_for_creditcard ADD COLUMN(user1.table1.creditcard); 
CREATE RESOURCE LABEL label_for_name ADD COLUMN(user1.table1.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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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篡改账本机制

⚫ 核心思想：

 数据完整性(Integrity)保护：对防篡改账本表进行数据增、删、改操作，

系统会在历史表和全局表中记录行级数据变化追溯信息，操作的追溯信

息，并通过密码学算法生成校验信息。通过对校验信息的保护、比对、

验证，起到对重要数据的完整性保护，识别、阻止未授权更改。

⚫ 核心价值：

 易用：使用SCHEMA级别隔离，创建SCHEMA时指定账本属性，在该

SCHEMA中创建的用户表自动成为账本；

 无感：账本表支持增、删、改、查，与普通表语法一致；

 可追溯：对账本表的数据修改，均会以hash变迁的形式在历史表中记录

数据的变迁记录，以SQL的形式在全局表中记录数据操作；

 融合：账本表可以和其他表关联进行事务或查询；

 高并发：账本表中数据行与行之间无关联，可以支持并发更改。

全局表
存储数
据操作，
仅追加

账本表
存储数据，
支持增删

改

历史表
存储数据
变化历史，
仅追加

用户历史表结构示意图

Digest(new_data)id pre_hash

…… … …

id pre_hash

id pre_hash

Digest(old_data)

Digest(new_data)

Digest(new_data)

Digest(old_data)

Digest(old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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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篡改账本数据库基础功能使用

⚫ 账本表的使用

 账本表使用与普通表一样，支持全量的增、删、改、查

操作，在用户看来，仅仅是普通表多增加了一列hash列。

用户可以显式的查询每行数据的hash。

⚫ 校验信息的记录（历史表和全局表）

 账本表的数据增删改操作均会被记录到历史表和全局表。

记录到历史表的形式为只记录hash摘要，不记录数据；

记录到全局表的形式为记录操作的SQL语句和操作造成

的摘要更改。
#step1.创建防篡改Schema
openGauss=# create schema ledger with blockchain;

#step2.创建账本表
openGauss =# create table ledger.user(id int, name varchar);

#step3.对账本表进行增、删、改
openGauss =# insert into ledger.user values(1, 'alex'), (2, 'bob’);

#step4.查询数据以及校验数据
openGauss =# select *, hash from ledger.user;

id | name |       hash
----+------+------------------

1 | alex | 1f2e543c580cb8c5
2 | bob  | 8fcd74a8a6a4b484

(2 rows)

#查询历史数据追溯信息
openGauss=# select * from blockchain.ledger_user_hist limit 1;
-[ RECORD 1 ]------------------------------
rec_num | 0
hash_ins | 1f2e543c580cb8c5
hash_del |
pre_hash | b62faf1967d78a3043a2b4ea5cc075d2
#查询历史操作追溯信息
openGauss=# select blocknum, username, starttime, relhash, txcommand from 
gs_global_chain limit 1;
-[ RECORD 1 ]-----------------------------------------------------
blocknum | 28
username  | herui
starttime | 2022-03-31 11:20:34.202908+08
relhash | aefbc8e4feb16d49
txcommand | insert into ledger.user values(1, 'alex'), (2, '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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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篡改账本进阶功能：数据全流程追踪演示

⚫ 数据全流程追踪

 账本数据提供了历史追溯信息和操作的追溯信息，结合数据库物理日志/逻辑日志（例如，可

以使用逻辑解码功能获取历史数据）中的历史数据信息进行关联查询可以对数据的全流程进行

追踪审计，知道：a. 谁执行了哪些命令；b. 命令改动了哪些数据；c. 数据被谁修改过。同时，

追踪功能的每一步都能结合校验信息进行篡改校验。

 同时，对导出的数据，能够跟库内的数据进行关联校验，保证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的追踪。

starttime |                        txcommand |  data_ins | data_del

-------------------------------+--------------------------------------------------------------------+------------+--------------

2022-03-31 11:22:22.168519+08 | insert into ledger.t1 values(1, ‘alex’), (2, ‘bob’), (3, ‘peter’); | 1, ‘alex’  | 

2022-03-31 11:22:22.168519+08 | insert into ledger.t1 values(1, ‘alex’), (2, ‘bob’), (3, ‘peter’); | 2, ‘bob’   | 

2022-03-31 11:22:22.168519+08 | insert into ledger.t1 values(1, ‘alex’), (2, ‘bob’), (3, ‘peter’); | 3, ‘peter’ |

2022-03-31 11:22:22.170443+08 | update ledger.t1 set name = ‘bob2’ where id = 2;                   | 2, ‘bob2’  | 2, ‘bob’ 

2022-03-31 11:22:22.171845+08 | delete from ledger.t1 where id = 3;                                |            | 3, ‘peter’

2021-12-02 11:22:22.173231+08 | update ledger.t1 set name = ‘bob3’ where id = 2;                   | 2, ‘bob3’  | 2, ‘bo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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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密态数据库原理
⚫ 数据隐私：用户将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在传输、计算、

存储过程中，数据面临众多威胁

⚫ 计算效率：用户先对数据加密，再将密文存储在数据库

中，数据库对密文的计算受限

⚫ 解决方案：全密态数据库

⚫ 高效解决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隐私保护问题，兼顾计算功

能与性能

⚫ 数据存储：在GaussDB Client，用户数据被加密成密文，

并以密文的形式被传输和存储

⚫ 等值查询：GaussDB Server将数据密文传输到Client，

Client对数据进行解密，对用户返回数据明文

⚫ 安全设计：关键密钥仅存储在GaussDB Client，大幅降低

系统攻击面

⚫ 易用性设计：仅扩展DDL语句，DML语句未做更改

假设的非安全环境

GaussDB 
Client

User Disk
GaussDB 

Server

数据 数据 数据

安全
传输 安全

计算

安全
存储

假设的非安全环境

GaussDB 
ClientUser Disk

GaussDB 
Server

明文 密文 密文

密文 密文明文

数据存储：

等值查询：

解密

加密

全密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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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密态数据库使用
⚫ CREATE TABLE：

 将想要加密的列定义为加密列

 列加密定义将被存储在数据库中

 （其实，在定义加密列前，应先创建密钥，密钥管理

体系在后面介绍）

⚫ INSERT/UPDATE/DELETE...：

 客户端先查询全部列加密定义

 如果操作的表含加密列，客户端根据列加密定义自动

加密SQL中的数据

⚫ SELECT：

 目前，暂仅支持等值查询，更多功能在后续版本演进

 客户端先查询全部列加密定义

 如果服务端返回数据含加密列，客户端根据列加密定

义自动解密数据

GaussDB 
Client

User
GaussDB 

Server

CREATE TABLE t1
(c1 INT, 
c2  INT ENCRYPTED ...)

GaussDB 
Client

User
GaussDB 

Server

INSERT ... t1
VALUES (1, 100)

c1 c2

1 enc[100]

INSERT ... t1
VALUES (1, 
enc[100])

GaussDB 
Client

User
GaussDB 

Server

SELECT *
FROM t1
WHERE c2 = 100

SELECT *
FROM t1
WHERE c2 = 
enc[100]

{1, enc[100]}{1, 100}

扩展语法：定义本列的加密算法、加密密钥等

c1 c2

1 enc[100]

c1 c2

1 enc[100]

enc[100]表示100的密文，由Cleint根据列加密定义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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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密钥管理模型

⚫ 密钥体系：

 采用三级密钥管理模型

 根密钥、主密钥、列加密密钥职责清晰独立

⚫ 密钥生成：

 新增客户端密钥管理工具gs_ktool，生成root key与master key

 新增SQL语法：

◼ CREATE CLIENT MASTER KEY

◼ CREATE COLUMN ENCRYPTION KEY

⚫ 密钥使用：

 CLIENT MASTER KEY的密钥信息存储在服务端，不包含密钥本身；客户端根据密钥信息读取gs_ktool中指定密钥

 COLUMN ENCRYPTION KEY的密钥信息与密钥密文存储在服务端

 COLUMN ENCRYPTION KEY由CLIENT MASTER KEY加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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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密态数据库的密钥管理体系

gs_ktool

GaussDB Client

Column Encrypt Key

master key 

Client Master Key

Colunn Data

root key

加密

加密

加密

关联

GaussDB Server

gs_client_global_keys...

gs_column_keys...

user_table

存储

存储

存储

• 客户端密钥管理工具

• 根密钥

• 主密钥

• 客户端主密钥：
• 仅存储gs_ktool中
主密钥的信息，并
不是真正的密钥

• 列加密密钥：
• 创建表时，定义加
密列由指定的列加
密密钥加密

• SQL语句中的
数据

• 支持全密态的
客户端

• 存储客户端
主密钥信息
的系统表

• 存储列加密
密钥信息与
列加密密钥
密文的系统
表

• 含加密列的
用户表

• 支持全密态的
服务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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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融合的构思

⚫ 密态价值：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数据密文查询和计算，彻底解决数据上云隐私泄露问题及第三方服务信任问题

⚫ 软件思路：在数据库服务侧全程存储密文，通过数学算法在密文空间直接查询运算，保障数据隐私不泄露

⚫ 硬件思路：借助物理隔离或逻辑隔离明文计算空间，通过访问控制，实现计算及数据对外“不可见”，防止数据泄露

纯软思路：

• 不同业务模型采用不同算法

• 密钥不离开用户环境

• 支持常见SQL查询

软硬思路：

• 支持全功能业务模型

• 应用场景无约束

• 支持全功能SQL查询

• 提供与密文环境隔离的明文环境

基于可信通道传输Column Encryption Key

ARM X86
ARM 

Trustzone
Intel
SGX

可信执行环境(TEE)密态内核(REE)

secGearEulerOS/SUSE

GaussDB Kernel

ODBC/JDBC

加密驱动(User Side)

数据加解密

密文数据 密文数据

密文数
据

明文数据

Application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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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判断题）数据库初始用户不可以远程连接访问数据库。

A. True

B. False

2. （判断题）通过角色可以继承系统权限和对象权限。

A. True

B.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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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3. （单选题）业务实践中，建议使用（ ）来连接数据库，创建、访问数据库对象和执行

SQL语句，使用（ ）用来组织和管理权限。

A. 用户，用户

B. 用户，角色

C. 角色，角色

D. 角色，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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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4. （单选题）用户根据实际业务场景需求，为某列数据配置安全策略，使得返回的是一

列全量为零的数据，该用户最可能使用了哪种安全策略？

A. 统一审计

B. 行级访问控制

C. 动态数据脱敏

D. UDF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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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5. （多选题）连接数据库时，服务端会校验客户端的哪些信息？

A. 客户端IP地址

B. 用户名和口令

C. 用户是否被锁定

D. 用户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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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本章介绍了GaussDB的整体安全架构，从系统风险维度介绍了GaussDB安全能力构建的思路和以及

当前GaussDB的安全架构能力。

⚫ 审计机制可有效帮助业务监管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各类行为，通过配置项可决定具体的审计对象，

并通过系统提供的审计函数接口进行业务查询；更进一步，统一审计机制提供一种精细化的审计

管理策略，可针对特定行为进行专项审计。

⚫ 账本数据库提供对用户数据的操作记录、数据历史变化记录以及易用的一致性的校验接口，方便

用户随时校验数据库中的敏感信息是否被恶意篡改，有效提高数据库防篡改能力。

⚫ 数据安全保护是系统最为核心的任务之一，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可选择对应的保护措施，如动态

数据脱敏，而全密态数据库机制是一种全新的数据保护方案，可有效解决数据库存在的信息泄露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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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缩略语 英文全称 解释

NUMA Non-Uniform Memory Access 非一致性内存访问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SQL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结构化查询语言

GTM Global Transaction Manager 全局事务管理器

CN Connection Node 协调节点

CM Cluster Manager 集群管理模块

DN Data Node 数据节点



03 高可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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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本章主要讲述GaussDB(for openGauss)的高可用方案，首先介绍高可用架构，然

后介绍集群管理和各组件高可用原理以及数据节点故障恢复和副本同步原理，

最后讲解双集群高可用和容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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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了解数据库高可用架构；

 掌握集群管理和各组件高可用原理；

 掌握数据节点故障恢复和副本同步原理；

 了解双集群高可用和容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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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高可用架构简介

2. 集群管理和各组件高可用原理

3. 数据节点故障恢复和副本同步原理

4. 双集群高可用和容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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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定义

⚫ 使用X个9表示，X代表数字3~5。X个9表示系统1年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可以正常使用的时间与总时

间之比。由停机时间决定，需要对系统内所有组件的停机时间做统计平均。

 3个9：(1-99.9%)*365*24=8.76小时

 4个9：(1-99.99%)*365*24=0.876小时=52.6分钟

 5个9：(1-99.999%)*365*24*60=5.26分钟

⚫ 相关概念：

 MTBF：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TR：平均故障恢复时间

 可用度：A=MTBF/(MTBF+MTTR)

 停机时间：产品在一段时间内的不可用、业务或功能中断的时间。

◼ 计算公式：(1-A)*365*24*60（分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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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目标和价值

⚫ 高可用主要目标减少停机时间（计划内停机和计划外停机），具体包含以下方面：

 数据可用性：确保可以访问数据以防止业务中断

 数据保护：防止数据丢失，从而影响业务的可行性

 性能：为高效的业务运营提供足够的响应时间

 成本：减少部署、管理和支持成本，以节省企业资源

 风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如一地达到所需的服务水平

⚫ 高可用要达到上述目标的最优化，其设计实现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利用内部组件实现最大程度的数据保护

 提供应用程序级别的高可用

 提供具有高投资回报的集成，自动化和开放式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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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手段

⚫ 高可用主要手段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冗余部署

 备份恢复

 日志同步

 主备倒换

 数据重建

 集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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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影响因素

计划停机

例行操作 定期维护 新部署

备份

性能管理

安全管理

批处理

存储维护

初始化参数

软件修补程序

方案管理

操作系统

中间件

网络

硬件升级

操作系统升级

数据库升级

中间件升级

应用程序升级

网络升级

计划外停机

软件故障 硬件故障 人为错误 灾难

操作系统

数据库

中间件

应用程序

网络

CPU

内存

电源

总线

磁盘

磁带

控制器

网络

电力

操作者错误

用户错误

DBA

系统管理员

蓄意破坏

火灾

洪水

地震

电源故障

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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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高可用目标

⚫ 本地盘

 AZ内RPO=0，同城AZ间RPO=0，异地RPO=5 s

 读RTO=0（单shard保证会话级一致性，跨shard不一致），AZ内写RTO=（故障检测时间20 s，恢

复时间10 s），同城AZ间写RTO=（故障检测时间40 s，恢复时间10 s），异地双活写RTO= （故

障检测时间5 min，恢复时间30 s）

⚫ 基于DFV的计算与存储分离

 AZ内RPO=0，同城AZ间RPO=0，异地RPO=5 s

 读RTO=0，AZ内写RTO=（故障检测时间1 s，恢复时间10 s），同城AZ间写RTO=（故障检测时间

5 s，恢复时间10 s），异地双活写RTO=（故障检测时间5 min，恢复时间30 s）



Huawei Confidential147

GaussDB高可用架构

高可用
软件高可用：

✓协调节点CN实例多活冗余

✓数据节点/全局事务管理/ 集群

管理器实例Active-Standby冗余

故障检测

硬件高可用：

✓ 存储：磁盘RAID冗余

✓ 网络：双交换机冗余

✓ 网卡：多网卡冗余

✓ 主机：UPS电源保护

✓ 网络故障检测和处理（交换机路由器等）

✓ 网卡故障检测和处理（本地网卡故障检测）

✓ 磁盘故障检测和处理：磁盘心跳，处理文件系统返回的

错误码

✓ 主机掉电检测和处理：Heartbeat机制

✓ 集群实例故障检测和处理（CN/DN/GTM进程非法终止）

✓ 集群软件故障

通过硬件冗余、实例冗余、数据冗余，实现整个系统无单点故障

注：
CN: 协调节点；DN：数据节点；GTM：全局事务管理；CM Server：集群管
理器；CM Agent：集群管理客户端；Monitor：集群管理监视器。

Host 0

DN 0 
Primary 

DN 1 
Standby

CM Agent

CN 0

Monitor

Host 1

DN 0 
Standby 

DN 1 
Primary

CN 1

Monitor

CM Agent

Host 3

GTM 
Standby

CM Agent CM Server 
Primary

Monitor

Host 4

GTM 
Primary

CM Server 
Standby

Monitor

CM Agent

Active-
Standby

Active-
Active

Active-
Standby

Active-
Stand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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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典型高可用部署方式
序号 典型部署 应用场景

1
单AZ DN/GTM/CM 一主二备

ETCD 3节点集群
金融级高可用：对高可靠、

高可用有要求

2
双AZ DN/GTM/CM 一主二备

ETCD 3节点集群
跨AZ应用级高可用：对性

能、高可用有要求

3
双AZ DN/GTM/CM 一主三备

ETCD 3节点集群

跨AZ金融级高可用：对跨
AZ的高可靠、高可用有要

求

4
三AZ DN/GTM/CM 一主三备

ETCD 5节点集群
第三方仲裁跨AZ金融级高

可用

5
三AZ DN/GTM/CM 一主四备

ETCD 5节点集群
两地三中心跨Region金融

级高可用

6
同城双活+

异地灾备（物理日志）

两地三中心数据一致性跨
Region金融级高可用：物

理复制

7
同城双活+

异地灾备（逻辑日志）

两地三中心数据一致性跨
Region金融级高可用：逻

辑复制
ETCD5

应用 应用

CN1 CN2

GTM备1 GTM主 GTM备2 GTM备3

CMS备1 CMS主 CMS备2 CMS备3

DN1备1 DN1主 DN1备2 DN1备3

DN2备1 DN2主 DN2备2 DN2备3

DN3备3 DN3备2 DN3主 DN3备1

DN4备3 DN4备1 DN4主 DN4备2

ETCD1 ETCD2 ETCD3 ETCD4

生产机房AZ1 本地容灾机房AZ2

分片1

分片2

分片3

分片4

仲裁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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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高可用架构简介

2. 集群管理和各组件高可用原理

3. 数据节点故障恢复和副本同步原理

4. 双集群高可用和容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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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管理简介和架构

⚫ 集群管理主要功能有：

 实现集群、AZ、节点、实例的启动和停止

 提供集群状态查询、主备切换、备机重建等基本功能

 实现对集群内进程、磁盘、网络、日志的监控和处置

 实现对CN、DN、GTM节点故障检测与仲裁

 实现自动升降数据库副本

 多AZ网络故障检测与仲裁

 少数派强起与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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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管理状态查询

⚫ 工具常用运维命令：

 查询静态配置

 执行KV操作

 查询配置参数

 设置CMS/CMA的配置参数

 加载静态配置文件

 修改副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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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CMA模块设计

⚫ 模块设计

 CMS内部模块设计

◼ Monitor线程：提供定时器等；

◼ HA线程：CMS自选主；

◼ Main线程：启动子线程，加载配置等；

◼ Worker线程：实例仲裁线程；

◼ AZ级网络检测与仲裁。

 CMA内部模块设计

◼ 采集信息上报；

◼ CN/DN/GTM指标采集；

◼ 磁盘使用率采集；

◼ 进程状态采集；

◼ 仲裁/启停等命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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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处理原理（1）

⚫ 故障类别

 实例故障（Monitor、CMA、CN、DN、GTM、CMS、ETCD）

 磁盘故障/网卡故障/网络故障

 节点故障（节点上包含组合实例）

 AZ级别（AZ内包含多个节点）

⚫ 无状态的实例故障

 Monitor故障，借助操作系统定时任务进行恢复

 Agent故障，由Monitor进行恢复

 CN故障，由Agent进行恢复，如果开启CN自动剔除，25 s未恢复

且满足多数派情况下，自动将其剔除，以不影响DDL执行

⚫ 备实例故障

 DN备故障，由Agent拉起，如果拉不起来，不影响DN主业务

 GTM备故障，由Agent拉起，如果拉不起来，不影响GTM主业务

 CM备故障，由Agent拉起，如果拉不起来，不影响CM主业务

 ETCD备故障，由Monitor进行恢复，如果拉不起来，但不造成少

数派，不影响ETCD主业务

⚫ 主实例故障

 DN主故障，由Agent拉起，如果拉不起来，CM仲裁DN备升主

 GTM主故障，由Agent拉起，如果拉不起来，CM仲裁GTM备升

主

 CM主故障，CM备发现CM主心跳超时，CM备仲裁新主

 ETCD主故障，ETCD集群自仲裁选主，完成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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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处理原理（2）

⚫ 备实例故障

 DN备故障，由Agent拉起，如果拉不起来，不影响DN主业务

 GTM备故障，由Agent拉起，如果拉不起来，不影响GTM主业务

 CM备故障，由Agent拉起，如果拉不起来，不影响CM主业务

 ETCD备故障，由Monitor进行恢复，如果拉不起来，但不造成少数派，不影响ETCD主业务

⚫ 主实例故障

 DN主故障，由Agent拉起，如果拉不起来，CM仲裁DN备升主

 GTM主故障，由Agent拉起，如果拉不起来，CM仲裁GTM备升主

 CM主故障，CM备发现CM主心跳超时，CM备仲裁新主

 ETCD主故障，ETCD集群自仲裁选主，完成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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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实例仲裁和故障切换

CN故障，RTO ≤ 30秒

序号 描述 耗时

A 分布式数据库正常运行。

B Agent探测到CN故障。 1秒

C
Agent尝试拉起CN，如果拉起则继续回到正常状态，如果拉不起则
转下一步。

25秒

D CM仲裁触发自动CN剔除，将该CN信息从所有其他CN节点中删除。 3秒

E 数据库恢复正常状态，DDL可以执行成功。 约1秒

CN剔除步骤：
1、CM检测到CN连续故障时长超过25 s, 
CMS会发起CN剔除的操作，CN处于
Deleting过程中；
2、CM更新其它CN节点的pgxc_node系统
表；
3、将CN隔离状态保存到分布式存储组
件（ETCD）；
4、数据库状态恢复，CN可以执行DDL成
功。

D
ataB

ase
A

vailab
ility

Full

Partial

None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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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实例故障仲裁和切换

DN主故障，RTO ≤ 约10秒

序号 描述 耗时

A 分布式数据库正常运行。

B Agent探测到某分片的DN主故障。 1秒

C
Agent尝试拉起DN主，如果拉起则继续为主，如果拉不起则进入选
新主流程。

6秒

D CM仲裁DN新主，并触发备升主。 2秒

E 备机连接主机，应用恢复连接。 2秒

DN仲裁选主过程：
1、DN主实例故障；
2、CMS等待6 s，若原主能恢复，则不需要
选新主；
3、超过6 s原主状态没有恢复，CMS开启发
起选择新DN主，并行给备选副本发送Lock1
命令；
4、从锁住的多数派副本中，选择最大的
term/Lsn副本，并通知升主；
5、CMS发起lock2命令给备机，告知新主；
6、CMS发起unlock解锁。

D
ataB

ase
A

vailab
ility

Full

Partial

None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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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M实例故障仲裁和切换

GTM主故障，RTO ≤ 10秒

序号 描述 耗时

A 分布式数据库正常运行。

B Agent探测到GTM主故障。 1秒

C
Agent尝试拉起GTM主，如果拉起则继续为主，如果拉不起则
进入选主流程。

3秒

D CM仲裁GTM备升主。 2秒

E 恢复CN的连接请求。 约2-3秒

GTM仲裁选主过程：
1、GTM主故障；
2、判断GTM备与主的连接状态；
3、若GTM备与主连接断开，直接判
定上报节点升主；
4、若GTM备与主保持连接，达到超
时时间前，触发主备切换，并杀掉
原主。

D
ataB

ase
A

vailab
ility

Full

Partial

None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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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实例故障仲裁和切换

序号 描述（ETCD模式） 耗时

A 分布式集群管理状态正常。

B CMS备检测CMS主与ETCD心跳超时。 3秒

C
CMS备进入仲裁新主流程，判断是否主KEY已经被写
入到ETCD中。

2秒

D 往ETCD的KEY写入本节点ID，并由备机升主。 5秒

E 候选CMS备升主完成切换，并提供集群查询服务。

CMS仲裁选主过程：
1、CMS主节点异常；
2、尝试拉起CMS进程，并触发选主过程；
3、CMS依赖的组件选主成功，etcd模式下，
etcd先选主，CMS执行选主流程；dcc模式下，
dcc先选主，CMS跟随选主；
4、CMS选主成功。

CM主故障，RTO ≤ 10秒

D
ataB

ase
A

vailab
ility

Full

Partial

None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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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故障仲裁和切换

序号 描述（ETCD模式） 耗时

A 分布式数据库正常运行。

B
节点被停止、掉电、网络断开等。
（假如各个节点的主实例都在故障节点上）

3-6秒

C ETCD重新选主。 5秒

D CMS选新主并仲裁新的GTM、DN节点。 6秒

E CN恢复，应用侧连接恢复。 10

组合故障场景下的恢复路径：
1、etcd恢复并选主；
2、cms恢复并选主；
3、gtm/dn恢复并选主；
4、cn恢复并选主。

节点故障，RTO ≤ 30秒

D
ataB

ase
A

vailab
ility

Full

Partial

None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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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故障仲裁和切换

序号 描述 耗时

A 分布式数据库正常运行。

B 网络故障检测。 约30-40秒

C ETCD备升主。
10秒

D CMS备升主。 10秒

E
CMS主获知GTM和DN主故障，并行仲裁GTM备升主、各分
片的DN备升主。

10秒

F CN恢复，应用侧的连接。 约2-5秒

G 应用侧连接恢复并恢复业务执行。

AZ网络故障仲裁与切换步骤：
1、网络故障检测；
2、仲裁本AZ启停；
3、触发新的选主流程；
4、etcd恢复并选主；
5、cms恢复并选主；
6、gtm/dn恢复并选主；
7、cn恢复并选主。

生产机房故障，RTO ≤ 约1分钟

D
ataB

ase
A

vailab
ility

Full

Partial

None

A

B C D

G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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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管理高阶功能（1）

⚫ 自动降副本与加回

 降副本触发条件：DN副本多次启动异常（无法启动），或者网络隔离

 副本加回条件：DN副本实例恢复正常

4副本降到2副本；恢复阶段，从2副本加回到3, 或者4副本；

5副本降到2副本；恢复阶段，从2副本加回到3, 或者4副本，或者5副本；

6副本降到3副本，降到2副本；恢复阶段，从2副本加回升到3副本，一直到6副本。

自动降副本步骤：
1、副本故障检测；
2、修改同步列表；
3、CMS往ETCD持久化副本状态；
4、降副本完成。

自动升副本步骤：
1、检测副本故障恢复；
2、检测副本重建进度；
3、修改同步列表；
4、写日志检测；
5、升副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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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管理高阶功能（2）

⚫ 3AZ网络仲裁
AZ网络故障仲裁与切换
步骤：
1、网络故障检测；
2、仲裁本AZ启停；
3、触发新的选主流程。

故障类型：
1、双边网络隔离；
2、单边网络隔离。

双边网络隔离 单边网络隔离

AZ1

AZ2 AZ3

AZ1

AZ2 A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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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管理高阶功能（3）

⚫ 一键强启动与加回 约束：

1、仅解决与多数派网络故障

场景的问题，需要人为保

证该前置条件。

2、强启动的AZ在故障前是集

群中正常的AZ，否则数据

不是最新的，会引起数据

丢失。

3、离线完成强启动过程，防

止强启期间故障恢复引起

多主可写的问题。

说明：
若强启动不符合约束，
强制执行，可能存在
丢失数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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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分类

undo/redo日志

Undo Log：用于事务的取消与回滚，
记录的是数据被修改前的值。

Redo Log：用于恢复已确认但未写
入数据库的数据，记录的是数据修
改后的值。

错误的数据输入

介质故障

灾难性故障

系统故障
(掉电/软件错误)

磁盘raid

维护多个备份

多个数据中心

日志

undo日志

redo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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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o日志处理原理

⚫ 记录规则：

 记录修改记录（修改后的值）

 生成commit日志记录

 修改数据落盘

⚫ 系统恢复过程（无检查点）：

 确定已经提交的事务

 扫描日志，对每一条记录：

◼ a）如果未提交事务的记录，则什么不做

◼ b）如果是已提交事务的记录，则更新数据

 对未完成的事务，添加abort日志记录

⚫ 系统恢复过程（有检查点）：

 找到最后一个end ckpt，找到对应的start 

ckpt，获取到记录的活跃事务列表(T1,…,Tk)

 重做在start ckpt1之后开始并且已经提交的

事务

 确认(T1,…,Tk)中已经提交的事务，根据往前

根据start ckpt的活跃事务列表信息，找到对

应的日志记录，并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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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点原理

⚫ 检查点：

 恢复原则上需要检查所有的日志，通过对日志周期性的做检查点来减少系统恢复过程中的日志量,针对

redo日志，同时需要将已经提交的事务的数据落盘

⚫ Online检查点:

 1.写入日志记录<start ckpt(T1,…,Tk)>,其中T1,…,Tk是所有活跃的事务

 2.将写入start ckpt记录写入日志时，所有已提交的事务的还没落盘的数据落盘

 3.写入日志<end ckpt>

⚫ Down检查点：

 1.停止接收新事务

 2.等待所有活跃事务结束或者终止

 3.写入日志记录<c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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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o日志实现

⚫ 实际实现上原理有一些区别：

 1.通过使用clog来记录事务的状态（commit、abort、inprogress）

 2.使用MVCC来做多版本控制，每个事务的修改无论最终该事务是否提交都会落盘（是否可见则是通过

snapshot来判断）

 3.引入pg_control文件记录最近一次检查点的记录

 4.通过redo_loc记录开始做检查点的位置，检查点保证在redo_loc之前的所有修改都已经落盘

⚫ 检查点（checkpoint）：

 1.记录当前日志的最新位置redo_loc

 2.将redo_loc之前所有的数据修改都落盘

 3.生成新的ckpt日志,其中ckpt日志包含redo_loc信息

 4. pg_control更新检查点信息

恢复：
• 1.读取pg_control文件获取检查点信息
• 2.从redo_loc开始，重做之后的每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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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检查点原理

CheckPoint

Buffer Pool

Table File Control File

全量checkpoint 增量checkpoint

CheckPoint

Dirty page queue

Table File

PageWriter

Control File

recovery lsn

CheckPoint线程同一时刻将
BufferPool中全部脏页刷盘，完成
打点。

CheckPoint 刷
页打点

PageWriter线程维护一个脏页队列，
定期刷页，CheckPoint线程根据
PageWriter刷页进度进行打点。

PageWriter刷页
CheckPoint打点



Huawei Confidential171

日志管理

⚫ Redo 文件结构 每条日志对应的有StartPosition 和
EndPosition，LSN对应的是EndPosition
一个8字节的数,并且全局唯一，以
492F5F09BD8为例，我们通常显示为
00000492/F5F09BD8。

00000492/F5F09BD8

高5字节叫做xlog id或者segment id，
而低3字节叫做段内偏移。

Xlog日志文件名：0000000100000492000000F5

timeline 填充

WAL SEGMENT

16 M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2

Xlog id

活动日志的数量由参数
checkpoint_segments指定

记录1 记录2

Tx300,update,tupleid,olddata,newdata

更新操作的事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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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回放流程（1）

Start Database

ConfigRecoveryParallelism()

StartupXLOG

Recovery_
parallelism==1

StartPageRedoWorkers()

Start Redo

Y

N

StartXLOG()

StartRecoveryWorkers()

ReadRecord()

RecoveryStopH
ere()

SendRecoveryEndMarkToWorke
rsAndWaitForFinish()

End

DispatchRedoRecord()

Recovery_
parallelism==1

Log Type

ApplyRedoRecord()

DispatchTxnRecord()

DispatchRecordWithPages()

DispatchRecordWithoutPages()

Y
Y

N

N

事务相关

页面相关

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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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回放流程（2）

⚫ 回放优化，充分利用现代CPU多核的处理能力：

 1.将回放过程拆开，建立多级流水线：在每一级上分别处理回放过程中的一部分。（上页所示）

 2.针对回放过程中最耗时的处理回放日志流程分配多个线程，将回放日志任务分发到多个线程

同时处理，提升并行度。

读取xlog日志

解析xlog日志

回放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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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数据落盘

• 采用多级hash表，减少buff

查询冲突；

• 采用双写技术，防止半页

写问题；

• 采用多个后台刷页线程和

面向大内存的脏页淘汰机

制，动态控制刷页速度，

同时兼顾故障恢复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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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rum同步协议
⚫ 参 数 ： 主 机 同 步 列 表 设 置

synchronus_standby_names=ANY

xx(dn list)。

⚫ 机制：主机同时向所有备机发送日

志，事务提交以同步快的备机为准，

多数备机同步日志后主机事务即可

提交。作为事务提交参考的是同步

备，其他备机是异步备，作为冗余

备份。

⚫ 实现：每个WalSnd都记录已经同步

的日志进度，并在收到备机应答后

及时更新同步信息，并及时唤醒

backend线程，backend线程只需要

等待唤醒就可以回复给调用者事务

已提交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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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复制协议（1）

⚫ 一致性复制协议Paxos、Raft等，在事务提交前，会进行一致性检测，满足半数以上的多

数派响应之后才可以提交。

⚫ 两阶段提交

 第一阶段：Propose阶段。Proposers向Acceptors发出Propose请求，Acceptors针对收到的Propose

请求进行Promise承诺。

 第二阶段：Accept阶段。收到多数派Acceptors承诺的Proposer，向Acceptors发出Accept请求，

Acceptors针对收到的Accept请求进行接收处理。

 第三阶段：Commit阶段。发出Accept请求的Proposer，在收到多数派Acceptors的接收之后，标

志着本次Accept成功。向所有Acceptors追加Commit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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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复制协议（2）
Basic Paxos协议

Proposer

Proposer

Proposer

Proposer

Proposer

Proposer

Follower Candidate Leader

Starts Up

Times out,
starts election

Discovers current leader 
or new term

Times out,
new election

Receives votes 
from majority 
of servers

Discovers server with 
higher term

Basic Raft协议-选主

Basic Raft协议-复制

1
x<-3

1
X<-3

1
x<-3

1
x<-3

1
x<-3

1
y<-1

1
y<-1

1
y<-1

1
y<-1

1
y<-1

1
y<-9

1
y<-9

1
y<-9

1
y<-9

2
x<-2

2
x<-2

2
x<-2

2
x<-2

3
x<-0

3
x<-0

3
x<-0

3
x<-0

3
y<-7

3
y<-7

3
y<-7

3
x<-5

3
x<-5

3
x<-5

3
x<-4

3
x<-4

1 2 3 4 5 6 7 8 Log Index

Leader

Follows

Committed E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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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同步流程

xlog1 xlog2 xlog3 xlog4 xlog5

xlog1 xlog2 xlog3 xlog4 xlog5

xlog1 xlog2 xlog3 xlog4 xlog5

xlog1 xlog2 xlog3 xlog4 xlog5

Primary Standby
WAL Sender

WAL Receiver

Xlog Segment1 Xlog Segment2

Wal日志消息类型 ’d’

Wal日志消息类型 ’d’

1
2 3

Xlog顺序读入消息缓冲
output_xlog_message Xlog顺序Copy到接收队列

WalDataWriterQueue

WAL日志
文件

4

WAL Writer

DB数据文件

Apply
StartupXlog



Huawei Confidential179

主备日志同步
Wal Sender Wal Receiver walrcvWriter工作线程

XLogFlush

SyncRep
WaitForLSN

start transaction

XLogInsert

enable_stream_replication
walsender_max_send_size
wal_receiver_buffer_size

WalRcv
WalSndCtl
MyWalSnd

pq_putmessage_
noblock

XLogWalRcv
Receive

XLogWalRcv
SendReply

walRcvCtlBlock
XLogWalRcvWrite

write(...)

ProcessRepliesIfAny

SyncRepRelease
Waiters

wait latch

complete

主DN

备DN
EndPrepare/Commit

Return

y

N

XLogRead

output_message

XLogSend

wak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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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化和恢复状态查询

执行需要管理员权限；
显示连接的备机的日志同步信息；
sender*显示的主机发送的日志的位置；
receiver*显示的备机接收到的日志的位置。

显示的本节点的日志同步信息；
信息内容与pg_stat_get_wal_sender查询到的内容基
本一致，但仅包含本节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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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同步与业务可用模式
⚫ 最大保护

 一主多备的场景下，如果主机的一个事务必须要等到该事务对应的xlog日志在多数派的主机上都落盘之后才能提交。如果因为网络原因或者多数的备机发生故

障，此时主机的事务将无法提交。

 此模式下，在主机故障时可以保证RPO=0。

 synchronous_commit=on。

⚫ 最大可用

 如果配置支持最大可用模式，当主机发现备机不可用（网络故障或者备机异常）的时候，会自动从最大保护模式切换到最大可用模式，保证主机的事务能够

继续执行。之后备机恢复之后，再从最大可用模式自动切回最大保护模式。

 此模式下，在主机故障时无法保证RPO=0。

 most_available_sync=on。

⚫ 最大性能

 此模式下，主机的事务在该事务对应的xlog日志在本地落盘之后就可以提交。主机的性能不受备机的影响。

 此模式下，在主机故障时，可能会有一定的数据丢失。

 synchronous_commit=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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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备计划内切换（1）

⚫ 用于切换主备的角色（负载均衡、手工切换AZ的场景下）。

⚫ switchover比failover多了一个主机降备的处理，如图所示。必须主机先降备然后备机再升

主（保证主机日志已经完全同步备机）。备机升主过程参考failover流程。

⚫ 主机降备后给备机发送NODESTATE_PROMOTE_APPROVE让备机启动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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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备计划内切换（2）

WAL Sender WAL Receiver StartupXlog PostMaster

1. 判断主备状态，
生成switchover
表级文件，获取
PM PID

gs_ctl
2. 向备机发送sigusr1信号

3. 接收sigusr1信号判断
switchover文件然后发送
switchover，给WalReceiver发
送信息

do_switchover

Kill((pid_t)pid,sig)
Sigusr_handler/CheckSwitch
overSignal signal child

4. 接收sigusr1信号，设置start_switchover=true

sigusr1_handler

5. 检查start_switchover，
向主发起demote请求

WalReceiverMain
XLogWalRcvSendSwitchRequest

6. 向主机发送NODESTATE_FAST_DEMOTE_REQUEST，备机修改为
NODESTATE_STANDBY_WAITING，并更新DBState

Libpqrcv_send
SendPostmasterSignal

7. WalSender状态修改为
NODESTATE_STANDBY_WAITING，发送
PMSIGNAL_DEMOTE_PRIMARY

ProcessStandbySwitchRequestMessage
SendPostmasterSignal

9. 启动数据库，PM变为
PM_STARTUP

StartupDatabase

8. 更新DBState为
DEMOTING_STATE，关闭所
有线程

CheckPostmasterSignal/Process
DemoteRequest
PostmasterState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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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备计划外切换（1）

⚫ 用于无主状态下升主（集群启动、主机挂掉场景下）。

⚫ 实现的核心是设置条件来关闭Startup线程，并在Startup停止信号后，将实例状态、实例

角色和数据库状态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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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备计划外切换（2）

gs_ctl WAL Receiver StartupXlog PostMaster

1. 判断主备状态，
生成switchover
标记文件，获取
PM PID

do_switchover

2. 向备机发送sigusr1信号

Kill((pid_t)pid,sig)

3. 接收sigusr1信号判断
failover标记文件然后failover，
设置NODESTATE_NORMAL为
NODESTATE_STANDBY_FAILOV
ER_PROMOTING

Sigusr1_handler/CheckProm
oteSignal

4. 发送sigusr2信号，然后接
收sigusr2信号，设置
failover_triggered=true

SendNotifySignal
/gs_signal_send
StartupProcSigusr2Handler

5. 检查failover_triggered=true，
设置recoveryTriggered=true

XLogPageRead
CheckForFailoverTrigger

6. 判断recoveryTriggered=true后结
束读循环，关闭WALReceiver和
DataReceiver，恢复完成退出
StartupXLOG

ReadRecord

7. 清理退出的线程，设置实
例状态为PM_RUN，设置角
色为PRIMARY_MODE，设置
数据库状态NORMAL_STATE

re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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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机全量重建

⚫ 用于实例故障后数据的重建

 分类：按照功能分为DN Build DN、CN build CN、CN build DN；按照实现分为全量build和增量build

 场景：重建功能的主要目的是单点故障修复（DN build DN、CN build CN），另一个作用是进行在线扩容元数据的同步

（CN build DN）

 全量build要全部依据主机数据进行重建，增量build只拷贝差异文件，一般用于主机故障后重新加入集群

DN主备重建

gs_ctl

数据复制

DN主 DN备

CN重建

gs_ctl

数据复制

CN CN/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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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机增量重建

主机 备机

主机 备机

主机

流复制

备机 主机

如何恢复？

天灾人祸

增量重建

主机 备机升主

原主机 新主机

补齐

删除

不变

全量重建

主机 备机升主

原主机 新主机

原
数
据
删
除

拷贝

• 全量重建：改造于pg_basebackup工具，基本原理是删除当前节点所有数据，然后
利用节点数据全量备份，将备机重建（破而后立）

• 增量重建：改造于pg_rewind工具，基本原理是比较主备间差异，利用“多退少补”
思想，将主备间的日志分叉拉齐（不破而立，只针对日志分叉场景）

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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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高可用部署方式总览（1）

序号 典型部署 应用场景 约束 备注

1

单AZ 
DN/GTM/CM 一
主二备
ETCD 3节点集群

金融级高可用：
对高可靠、高
可用有要求

高可靠：■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双点故障
高可用：■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城市故障
高性能：□不写同机房同步备；■不写同城同步备

线上和线下项目推
荐升级的部署形态。

2

双AZ 
DN/GTM/CM 一
主二备
ETCD 3节点集群

跨AZ应用级高
可用：对性能、
高可用有要求

高可靠：■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双点故障
高可用：■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城市故障
高性能：□不写同机房同步备；■不写同城同步备

生产机房故障后，
同城容灾可手动恢
复，数据可能丢失。
应用场景少，非推
荐部署形态。

3

双AZ 
DN/GTM/CM 一
主三备
ETCD 3节点集群

跨AZ金融级高
可用：对跨AZ
的高可靠、高
可用有要求

高可靠：■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双点故障
高可用：■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城市故障
高性能：□不写同机房同步备；□不写同城同步备

相对于第1种，生产
中心故障，数据不
丢失。不能部署第
三方AZ时的部署形
态，不推荐。

4

三AZ 
DN/GTM/CM 一
主三备
ETCD 5节点集群

第三方仲裁跨
AZ金融级高可
用

高可靠：■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双点故障
高可用：■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城市故障
高性能：□不写同机房同步备；□不写同城同步备

相对于第3种，生产
中心故障，集群继
续可用。推荐部署
形态之一。



Huawei Confidential190

GaussDB高可用部署方式总览（2）

序号 典型部署 应用场景 约束 备注

5

三AZ 
DN/GTM/C
M 一主四备
ETCD 5节点
集群

两地三中心跨
Region金融级
高可用

高可靠：■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双点故障
高可用：■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城市故障
高性能：□不写同机房同步备；□不写同城同
步备

相对于第4中，城市
故障，集群手动恢复
后可提供读写服务，
但是数据可能丢失，
DN分片间数据也可
能不一致。推荐部署
形态之一。

6
同城双活
+Roach+
异地灾备

两地三中心数
据一致性跨
Region金融级
高可用：物理
复制

高可靠：■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双点故障
高可用：■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城市故障
高性能：□不写同机房同步备；□不写同城同
步备

相对于第5种，通过
Roach的物理日志复
制解决DN分片间数
据不一致的问题，但
是数据可能丢失。类
Oracle Dataguard。

两集群，可异构

7
同城双活
+逻辑日志+
异地灾备

两地三中心数
据一致性跨
Region金融级
高可用：逻辑
复制

高可靠：■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双点故障
高可用：■单点故障；■机房故障；■城市故障
高性能：□不写同机房同步备；□不写同城同
步备

相对于第5种，通过
逻辑日志复制解决
DN分片间数据不一
致的问题，但是数据
可能丢失；后续可支
持异构数据库。类
Oracle GoldenGate。

两集群，可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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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双集群简介
主AZ

Dorado 主

Share 
Redo 

log

本地存储 共享卷

GAUSSDB
primary

GAUSSDB
standby

同步
复制

Data
File

Redo 

log

Data
File

Redo 

log

备AZ

Dorado 备

Share 
Redo 

log

本地存储共享卷

GAUSSDB
standby

Data
File

Redo 

log

Data
File

Redo 

log

GAUSSDB
standby

XLOG storagemetadata

LUN

xlog

headtail
nas

lock1

nas
lock2

使用基于NFS V4的文件锁，控
制主集群节点对 share Redo log
的访问。

Om 
share 
disk

Om 
share 
disk

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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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相关GUC参数
参数名称 描述 说明

xlog_file_path share redo log的路径 在集群初始时配置给数据库节点

xlog_file_size Share redo log的存储空间大小

默认情况下，主备集群的Share redo 
log的大小是一样的。其值大小为
16MB的整数倍。配置时，还需预留
16MB的空间存储mata data

xlog_lock_file_path NAS文件锁的路径 节点初始化时配置给数据库节点

cross_cluster_replconninfo 跨集群的HA端口信息
配置主要用来供备集群build和状态
信息同步

cluster_run_mode 集群的模式

本参数为了在双集群的场景下区分
集群是主集群还是备集群。可配置
的值为cluster_primary（表示节点是
主集群的节点）和
cluster_standby（表示节点是备集群
的节点）。在非双集群的场景下，
值为cluster_primary（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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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双集群备集群搭建

管控A 集群A 集群B 管控B

集群初始化请求

初始化完成

集群初始化

搭建容灾

集群初始化请求

集群初始化

初始化完成

停止集群

建立Dorado盘映射关系

Check Dorado盘进入normal
状态

建容灾集群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OK

Build请求数据

数据传输 数据处理
备集群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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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双集群日志同步原理

Xlog datametadata unused

Xlog datametadata
New 
data

unused

Xlog datametadata
New 
data

unused

节点间日志同步的处理 日志在dorado共享盘上的更新流程

WalWriter
(Primary)

Xlog Redo
(Standby)

Xlog Redo
(Standby)

Dorado Write
(Primary)

WalReceiver
(Standby)

WalReceiver
(Standby)

Lcal Xlog
(Primary)

Lcal Xlog
(Standby)

Dorado Xlog
(Primary)

Lcal Xlog
(Standby)

Dorado Xlog
(Stand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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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双集群切换 - 计划内切换switchover

管控A 集群A 集群B 管控B

降备请求

降备完成

集群降备处理

检查Dorado盘状态

Check Dorado盘进入normal
状态

升主处理

升主完成

Dorado主从切换

升主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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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双集群切换 - 计划外切换failover

集群B 管控B

检查Dorado盘状态

check Dorado盘进入normal
状态或者进行分裂，去写
保护

升主处理

升主完成

升主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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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双集群状态（1）
状态标识 状态定义 dorado双集群高可用流程 dorado双集群高可用约束

normal
标识该集群未
参与流式容灾

搭建过程中，配置还没完成，还是
normal

1、可以搭建双集群
2、不可failover
3、不可switchover

full_backup
主集群数据全
量复制中

容灾搭建主集群配置已经完成，返回
给管控是成功。内核等待备集群链接
过程中，切换为这个状态

dorado双集群主集群完成搭建，等待备集群链接，此状态
说明搭建流程已成功结束。
1、可停止双集群
2、不可failover
3、不可switchover

archive
主集群日志流
式复制中

有备集群的节点链接过来后，主集群
从full_backup切换为archive

dorado双集群主集群处于日志归档状态
1、可停止双集群
2、不可failover(不涉及)
3、可以switchover

archive_fail
主集群日志流
式复制失败

流程上不会置这个状态

容灾中仅主集群有此状态，主集群停机或者容灾异常时
主集群处于该状态
1、可以停止双集群
2、不可failover(不涉及)
3、不可以switchover

switchover
计划内主备倒
换中

发起switchover流程就置了

主备集群皆有此状态
流式容灾中主备集群皆有此状态
1、不可执行停止双集群
2、不可failover
3、不可switchover

switchover_fail
计划内主备倒
换失败

流程返回失败

switchover出现失败，可重入
1、不可停止双集群
2、不可failover
3、不可switch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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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双集群状态（2）

状态标识 状态定义 dorado双集群高可用流程 dorado双集群高可用约束

restore
灾备集群数据全量恢
复中

容灾搭建，在完成配置build

之前置上

灾备集群基本处于获取主集群数据阶段。
1、不可执行停止双集群
2、不可failover
3、不可switchover

restore_fail
灾备集群全备恢复失
败

容灾搭建，build失败

仅灾备集群有此状态，此时灾备集群已不可
用，只能重入执行。
1、可执行容灾停止双集群
2、不可failover
3、不可switchover

recovery
灾备集群日志流式复
制中

build完成，集群状态normal

时会置

仅灾备集群有此状态。
1、不可执行停止双集群
2、可failover
3、可switchover

recovery_fail
灾备集群日志流式复
制失败

build完成，集群状态非
normal时会置

仅灾备集群有此状态，可以升主。灾备集群
非normal或非degraded态显示recovery_fail。
1、可执行容停止双集群
2、不可failover
3、不可switchover

promote 灾备集群升主中 进去升主流程
仅灾备集群有此状态。
1、不可switchover

promote_fail 灾备集群升主失败 升主流程失败
仅灾备集群有此状态。
1、不可switch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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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容灾方案

应用

Server2

ETCD主

OMA

DN主

Server1

ETCD备

DN备1

CMACMA

OMA

JDBC

CMS主CMS备

JDBC

应用（备）

容灾集群生产集群

ETCD备

Server3

CMA

OMA

CMS备

DN备2

Server5

ETCD主

OMA

DN主备

Server4

ETCD备

DN备4

CMACMA

OMA

CMS主CMS备

ETCD备

Server6

CMA

OMA

CMS备

DN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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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灾灾备集群搭建

管控A 主集群 备集群 管控B

集群初始化请求

初始化完成

集群初始化

集群初始化请求

初始化完成

建立容灾关系

发送build请求

Build请求数据

数据传输

数据处理
备集群OK

建立容灾关系

配置容灾参数

建立数据流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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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灾日志同步原理

DN1备 DN1备 DN1备 DN1主

walsender

DN1首备
DN1级联

备

walreceiver walsender walreceiver

请求日志复制建连
轮询所有主Region的DN副
本，找到主DN或者采用多
数派所分配方式指定主DN

请求日志复制建连遍历所有walsender，获取本
region内的多数派同步lsn位置

将上述lsn之前尚未发送的日志通过报文发送 将lsn请求之后的日志通过报文发送

walreceiver writer接收到的
日志落盘

walreceiver writer接收到的
日志落盘

反馈region2中多数派备机日志落盘回放位置 反馈备机日志落盘和回放位置

推进region2对应备机的流复制槽，
并将多数派备机日志落盘最小位置
作为日志回收的判断条件之一

Region 1 Region 2

轮询所有主Region的DN副
本，找到主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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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灾计划内切换

管控A 主集群 备集群 管控B

降备请求

降备完成

升主请求

等待switchover barrier

升主完成

灾备集群升主

停集群业务截断

集群按灾备启动

Switchover b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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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灾计划外切换

灾备集群 管控

核查集群状态

升主完成

升主请求

集群状态不正确

升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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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容灾双集群状态（1）
状态名称 状态定义 流式容灾约束 流式容灾涉及流程

normal 标识该集群未参与流式容灾

1、可以搭建容灾
2、不可停止容灾
3、不可failover
4、不可switchover

搭建过程中，配置还没完成前还是
normal态

full_backup 主集群数据全量复制中

流式容灾中仅主集群有此状态，此状态说明搭建流程还没有结
束，或者搭建进程被杀。1、可以容灾搭建重入
2、不可停止容灾
3、不可failover
4、不可switchover

搭建阶段处于配置完成，等待首备
链接，停在这个状态

archive 主集群日志流式复制中

流式容灾中仅主集群有此状态，容灾搭建已经完成，持续容灾
归档数据中。1、不可停止容灾(在灾备集群升主以后,主集群会
处于archive_fail状态，可以执行容灾停止)
2、不可failover(不涉及)
3、可以switchover

容灾搭建流程中，灾备首备链接主
dn完成，主集群从full_backup切换为
archive

backup_fail 主集群数据全量复制失败
流式容灾中仅主集群有此状态，此状态为搭建流程还没有结束
超时退出，待重入。1、不可failover(不涉及)
2、不可switchover

搭建阶段处于等待首备链接超时，
切换为这个状态。我们返回给管控
是失败，需要重入

archive_fail 主集群日志流式复制失败

流式容灾中仅主集群有此状态，在灾备集群升主以后,主集群会
处于该状态。1、主集群停机，容灾异常时主集群处于该状态
2、可以执行容灾停止
3、不可failover(不涉及)
4、不可以switchover

流程上不会置这个状态

switchover 计划内主备倒换中

1、流式容灾中主备集群皆有此状态
2、不可停止
3、不可failover
4、不可switchover

发起switchover流程就置该值



Huawei Confidential205

流式容灾双集群状态（2）
状态名称 状态定义 流式容灾约束 流式容灾涉及流程

restore
灾备集群数据全量恢
复中

流式容灾中仅灾备集群有此状态，此时灾备集群基本处于获取主集群数据
阶段
1、灾备集群没有解除容灾的概念
2、不可failover
3、不可switchover

容灾搭建，在完成灾备获取完主集群
数据之前置为该值

restore_fail
灾备集群全备恢复失
败

流式容灾中仅灾备集群有此状态，此时灾备集群已不可用，只能重入执行
或修复
1、灾备集群没有解除容灾的概念
2、不可failover
3、不可switchover

容灾搭建，获取主集群数据失败

recovery
灾备集群日志流式复
制中

流式容灾中仅灾备集群有此状态
1、灾备集群没有解除容灾的概念
2、可failover
3、可switchover

获取主集群数据完成，进入流式复制
阶段，集群状态normal时会置为该值

recovery_fail
灾备集群日志流式复
制失败

流式容灾中仅灾备集群有此状态，灾备集群非normal或非degraded态显示
recovery_fail，灾备日志恢复出现异常，上报recovery_fail
1、灾备集群没有解除容灾的概念
2、不可failover
3、不可switchover

获取主集群数据完成，灾备集群日志
恢复出现异常，置为该值

promote 灾备集群升主中
流式容灾中仅灾备集群有此状态
1、灾备集群没有解除容灾的概念
2、不可switchover

进入升主流程置为此状态

promote_fail 灾备集群升主失败

流式容灾中仅灾备集群有此状态，此状态说明升主流程还没有结束，或者
升主进程被杀。
1、灾备集群没有解除容灾的概念
2、不可switchover

升主流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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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群容灾方案简介

JDBC

应用 应用

Server2

ETCD主

OMA

DN主

Server1

ETCD备

DN备1

CMACMA

OMA

JDBC

CMS主CMS备

ETCD备

JDBC

应用（备）

Server1

ETCD备

DN备

Server2

DN备

CMA

OMA

CMA

OMA

CMS备 CMS备

ETCD备

Server6

ETCD主

DN备

CMA

OMA

CMS主

Server7

ETCD备

DN首备

CMA

OMA

CMS备

容灾集群生产集群

Server3 Server8

CMA

OMA

CMS备

OMA

CMA

CMS备

dorado dorado

ETCD备

Server3

CMA

OMA

CMS备

ETCD备

DN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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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 A

Dorado A Dorado B

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Dorado B rebuild

Stream rebuild

Dorado A

stream

三集群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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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Dorado 
switchover

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Dorado 
switchover

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Dorado 
failover

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Dorado A 
build and add 
back

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集群切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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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Stream
switchover

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Stream
switchover

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集群切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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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Stream
failover

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Dorado B 
rebuild

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Dorado A 
rebuild

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Stream 
switchover

Dorado 
A

Dorado 
B

stream

集群fai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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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判断题）实例故障后数据的重建按照功能可以分为DN Build DN、CN build CN、CN

build DN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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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2. （多选题）GaussDB(for openGauss)可以设置成以下哪几种日志同步与业务可用模式？

A. 最大可用

B. 最大性能

C. 最小丢失

D. 最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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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通过本章的学习，希望学员学习了解GaussDB(for openGauss)数据库的高可用方

案，从集群到各个组件的高可用原理，到节点数据同步和故障恢复的原理，最

后了解双集群乃至多集群的高可用容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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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缩略语 英文全称 解释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TR Mean time to repair 平均故障恢复时间

DFV Data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 华为云上分布式存储池

AZ Available Zone 可用区

RPO Recovery Point Objective 恢复时间点目标

RTO Recovery Time Objective 恢复时间目标



04 备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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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即使是最稳定的系统也会存在意外，如断电、硬件故障、文件系统损坏等，此

时数据备份就显得极为重要。

⚫ 通过合理规划备份方式和备份频率，可以有效避免意外场景下的数据损坏。作

为数据库管理员需要设计和管理备份恢复的策略，在意外发生后能够重建数据

库并恢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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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了解数据库备份恢复的运行原理

 通过物理备份恢复数据库数据

 通过逻辑备份恢复数据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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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备份？

⚫ 防止误操作

 当数据库或表被恶意或误删除，虽然GaussDB(for openGauss)支持高可用，但备机数据库会被同

步删除且无法还原。因此，数据被删除后可以通过实例的备份来保障数据安全。

⚫ 提升数据高可靠

 华为OBS（Object Storage Service，对象存储服务）提供高达12个9的可靠性，将数据库实例的

数据备份存储到OBS上，提高硬件故障、灾难等场景下的数据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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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恢复分类概述

⚫ 备份集数据组织形式维度

 物理备份：备份数据组织形式保留其在数据库中的原始组织形式，备份性能更高，适用于数据量大以及全量备份恢复的场景。

 逻辑备份：备份数据组织形式为通用格式（如CSV格式），适合数据量小以及表级的备份恢复，可以支持跨库和跨平台的恢复。

⚫ 备份对象范围维度

 集群级备份：集群内所有对象和表进行备份，用于容灾场景。

 单对象备份、多对象备份和库级备份：单个对象和表或者一个库中所有对象和表，用于重要对象的单点备份和审计。

⚫ 恢复对象范围维度（针对集群级物理备份）

 可以分为：集群级恢复、实例级恢复、库级恢复、表级恢复。

⚫ 备份数据完整性维度

 可以分为：全量备份、增量备份和日志归档；分别对应：全量恢复、增量恢复和PITR （Point-In-Time Recovery）恢复。

⚫ 备份集存储介质维度

 可以分为：本地磁盘备份、远端磁盘备份、NBU备份、OBS备份、SAN备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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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原理

⚫ GaussDB(for openGauss)提供基于OBS存储介质的集群级、物理备份能力，并在同构数据库（分片个数相同，

大版本号相同）中提供集群级恢复能力，支持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

lsn1 lsn2 lsn3 lsn4 lsn5 lsn6 lsn7 lsn8 lsn9 lsn10日志

start lsn barrier lsn

数据文件1 数据文件2

OBS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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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量备份原理

⚫ 备份内容：

 备份全量数据文件；

 截止一致性barrier点的增量日志。

lsn1 lsn2 lsn3 lsn4 lsn5 lsn6 lsn7 lsn8 lsn9 lsn10日志

黄色表示修改的页面已下盘
灰色表示修改的页面未下盘

start lsn barrier lsn

数据文件1 数据文件2

OBS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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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备份原理

⚫ 备份内容：

 备份增量数据页面；

 截止一致性barrier点的增量日志。

增量修改数据位图

lsn1 lsn2 lsn3 lsn4 lsn5 lsn6 lsn7 lsn8 lsn9 lsn10日志

start lsn barrier lsn

数据文件

OBS

DN

rel1 rel2 rel3 rel4 rel5

Change
bitmap1

Change
bitmap2

Change
bitmap3

Change
bitmap4

Change
bitma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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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备份

⚫ 操作场景：

 创建GaussDB(for openGauss)实例时，系统默认开启自动备份策略。实例创建成功后，您可根据业务需要设置自动备份

策略。

 GaussDB(for openGauss)按照用户设置的自动备份策略对数据库实例进行备份，备份以压缩包的形式存储在对象存储服

务上，以保证用户数据的机密性和持久性。

 由于备份会损耗数据库读写性能，建议您选择业务低峰时间段启动自动备份。

⚫ GaussDB(for openGauss)默认开启的自动备份策略设置如下：

 保留天数：默认为7天。

 备份时间段：默认为24小时中，间隔一小时的随机的一个时间段，例如01:00～02:00，12:00～13:00等。

 备份周期：默认为一周内的每一天。

 增量备份策略：默认每30分钟备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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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备份策略设置

⚫ 操作示例：

 登录管理控制台，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备份恢复”，然后单击“修改备份策略”，按照界面提示修改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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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备份创建

⚫ 操作场景：GaussDB(for openGauss)支持对运行正常的实例创建手动备份，用户可以通过手动备份恢复数据，从而保证数据

可靠性。

⚫ 操作示例：

 登录管理控制台，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备份恢复”；

 在操作页签选择“创建备份”；

 在创建备份弹出框中，命名该备份并添加描述；

 单击“确定”，提交备份创建，单击“取消”，取消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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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恢复原理

⚫ 备份恢复采用分布式并行技术，并行地对每个数据实例的数据文件进行物理备份恢复，提供了极高的备份恢

复性能。在此基础之上，还提供备份数据压缩、备份流控、断点续备等高阶功能。

⚫ 备份恢复原理：

 恢复全量数据

 恢复增量备份1的增量页面

 恢复增量备份2的增量页面

 恢复增量备份2的日志

 启动集群

日志

start lsn0 barrier lsn0 start lsn1 barrier lsn1 start lsn2 barrier lsn2

全量备份：
start lsn0与barrier lsn0之间的日志。

增量备份1：
start lsn0与start lsn1之间的差异页面；
start lsn1与barrier lsn1之间的日志。

增量备份2：
start lsn1与start lsn2之间的差异页面；
start lsn2与barrier lsn2之间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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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的备份恢复流程

⚫ 备份的流程：

 管控面下发并行备份指令；

 集群某节点om_agent收到全量备份请求，执行全量备份；

 om_agent返回管控面全备成功信息。

⚫ 恢复的流程：

 管控面下发并行恢复指令；

 集群某节点om_agent收到并行恢复请求，执行并行恢复功能。

主副本和所有备副本同时从OBS下载备份集数据；

 om_agent返回管控面并行恢复成功信息。

管控面节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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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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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备份恢复PITR

⚫ 通过PITR技术实现将数据库恢复到指定的某个时间点：

 首先恢复用户指定时间点之前最后一次全量备份。

 最后回放用户指定时间点到上述最后那次增量备份之间的然后恢复用户指定时间点之前、上述全量备份之后的若干次

增量备份。

 增量归档日志。

⚫ 结合日志归档的PITR完整备份策略，由三部分组成：

 后台持续执行的日志归档操作。

 周期性执行的全量备份操作。

 周期性执行的增量备份操作。

全量1

增
量1

增
量2

增
量3

全量2

增
量4

增
量5

增
量6

PITR恢复
时间点

增量日志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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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备份恢复优缺点

⚫ 优点：

 基于物理文件的读取和写入，备份和恢复速度快。

 备份redo日志，能够完全恢复到备份结束时间点的所有数据。

数据恢复完整度高。

⚫ 缺点：

 只有全量备份和基于全量备份的增量备份，不能只备份数据库一部分数据。

 占用磁盘空间大，恢复时也是基于全库的恢复，不够灵活。

⚫ 应用场景：

 适合全部备份恢复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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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实例

⚫ 操作场景：GaussDB(for openGauss)支持使用已有的自动备份和手动备份，将实例数据恢

复到备份被创建时的状态。该操作恢复的为整个实例的数据。

⚫ 并行恢复

 如果打开并行恢复功能，那么恢复过程中，所有主、备副本会同时从OBS服务器下载备份数据。

 与默认的串行恢复相比，OBS带宽消耗量增加到N倍（N等于每个分片的副本个数）。

 为了防止OBS带宽达到上限导致恢复速度反而下降的情况，当待恢复集群的分片个数大于5个时，

建议先咨询运维当前OBS服务器空闲带宽，然后再决定是否开启并行恢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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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恢复方式

⚫ 恢复到新实例

 数据库大版本与原实例相同。例如：1.1.x的实例仅可以

恢复到1.1.y版本的实例。

 存储空间大小默认和备份时实例磁盘空间相同，且必须

大于或等于备份时实例存储空间大小。

 新实例的规格默认和原实例相同，如果需要修改规格，

新实例的规格必须大于或等于原实例的规格，数据库密

码需重新设置。

 新实例的节点配置需要与备份时保持一致。

⚫ 恢复到已有实例或当前实例

 恢复时的实例要与备份时实例版本号和节点配置相同。

 选择该选项时，会将目标实例上的数据全部覆盖，且恢

复过程中数据库不可用。

 建议先对目标实例进行手动备份后再进行恢复操作。



Huawei Confidential235

目录

1. 备份恢复概述

2. 物理备份恢复

3. 逻辑备份恢复

◼ 逻辑备份恢复原理

▫ 逻辑备份恢复工具



Huawei Confidential236

逻辑备份恢复原理

⚫ 逻辑备份

 通过查询系统表，将对象创建语句拼接为SQL，并存放到导出文件中去。

 数据在文本模式下是拼接的insert sql，在二进制模式下是存放的二进制数据。

⚫ 逻辑恢复

 按照用户指定的过滤规则从导出文件中过滤执行需要恢复的对象。

 数据在文本模式下是拼接的insert sql，会直接执行，在二进制模式下是存放的二进制数据，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解析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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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备份恢复的优缺点

⚫ 优点：

 可按用户需要进行指定对象的备份和恢复，灵活度高。

 对于很少变化的数据，可以通过逻辑备份快速恢复。

 具有平台无关性。

⚫ 缺点：

 当数据量大时，备份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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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备份恢复场景

⚫ 数据库日常逻辑的备份

 与物理备份场景一致，为了异常场景下的恢复。

 可以只备份和恢复某个用户或者表的数据。

⚫ 在线状态下的数据迁移

 新增、扩容数据库时，通过数据库的导出导入功能，能够完整、安全、快速的完成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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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备份恢复工具 - gs_dump

⚫ GaussDB提供服务器端工具gs_dump，在线导出数据库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整个数据库或数据库

中指定的对象(如：模式、表、视图等)，并且支持导出完整一致的数据。

⚫ gs_dump可以创建四种不同的导出文件格式，通过[-F或者--format=]选项指定。

格式名称 -F的参数值 描述 导入工具

纯文本格式 p
纯文本脚本文件包含SQL语句和命令，小型数据库一般推荐

纯文本格式。

使用gsql工具恢复数据库对象前，
可根据需要使用文本编辑器编辑纯

文本导出文件。

自定义归档格式 c 一种二进制文件，中型或大型数据库推荐自定义归档格式。

gs_restore，并且可以选择要从自
定义归档导出文件中导入相应的数

据库对象。
目录归档格式 d

该格式会创建一个目录，包含两类文件，一类是目录文件，
另一类是每个表和blob对象对应的数据文件。

tar归档格式 t
tar归档文件支持从导出文件中恢复所有或所选数据库对象。

tar归档格式不支持压缩且对于单独表大小应小于8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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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_dump语法

⚫ 语法：

 gs_dump [OPTION] [DBNAME]

⚫ 常见参数：

 执行gs_dump，导出postgres数据库全量信息，导出的MPPDB_backup.sql文件格式为纯文本格式。

◼ -U：指定所连接主机的用户名。

◼ -f：将输出发送至指定文件或目录。

◼ -p：指定主机端口。

◼ -F：选择输出格式。

postgres=# gs_dump -U omm -f backup/MPPDB_backup.sql -p 37300 postgres -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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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_dump示例

⚫ 示例

-- 创建备份用户
postgres=# gsql -d mydb -p 26000 -c "create user rep1 with sysadmin identified by 'gauss@123';"
postgres=# gsql -d mydb -p 26000 -c "alter user rep1 with replication;" 
-- 修改hba.conf
postgres=# sed -i '/192.168.0.99/d' /gauss/data/db1/pg_hba.conf
postgres=# gs_guc reload -N all -I all -h "host replication rep1 192.168.0.99/24 sha256"
gs_guc reload -N all -I all -h "host all rep1 192.168.0.99/24 sha256" 
-- 备份数据库
postgres=# gs_dump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mydb -f /home/omm/gs_dump/db_backup.sql -F p -- 导出纯文档格式
postgres=# gs_dump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mydb -f /home/omm/gs_dump/db_backup.tar -F t -- 导出tar格式
postgres=# gs_dump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mydb -f /home/omm/gs_dump/db_backup.dmp -F c -- 导出自定义归档格式
postgres=# gs_dump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mydb -f /home/omm/gs_dump/db_define.sql -s -F p -- 仅备份定义
postgres=# gs_dump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mydb -f /home/omm/gs_dump/data_only.sql -a -F p -- 仅备份数据
-- 备份schema
postgres=# gs_dump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mydb -n user1 -n user2 -Z 9 -f /home/omm/gs_dump/schema_bak.tar.gz -F p -- 压缩备份schema(user1和
user2)
postgres=# gs_dump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mydb -N user2 -f /home/omm/gs_dump/schema_bak2.sql -F p -- 备份数据库mydb并排除schema(user2)
-- 备份Table
postgres=# gs_dump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mydb -t public.emp -f /home/omm/gs_dump/emp_bak.sql -F p -- 备份指定表
-- 仅备份user1.*表的依赖对象
postgres=# gs_dump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mydb -t user1.* --include-depend-objs --exclude-self -f /home/omm/gs_dump/user1_emp_dep.sql -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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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备份恢复工具 - gs_dumpall

⚫ gs_dumpall是GaussDB用于导出所有数据库相关信息工具，它可以导出数据库的所有数据，包括默

认数据库postgres的数据、自定义数据库的数据、以及所有数据库公共的全局对象。

 gs_dumpall工具在进行数据导出时，其他用户可以访问数据库（读或写）。

 gs_dumpall工具支持导出完整一致的数据。

 gs_dumpall在导出所有数据库时分为两部分：

◼ gs_dumpall自身对所有数据库公共的全局对象进行导出，包括有关数据库用户和组，表空间以及属性（例如，适用

于数据库整体的访问权限）信息。

◼ gs_dumpall通过调用gs_dump来完成数据库中各数据库的SQL脚本文件导出，该脚本文件包含将数据库恢复为其保

存时的状态所需要的全部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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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_dumpall语法

⚫ 语法：

 gs_dumpall [OPTION]

⚫ 常见参数：

 使用gs_dumpall一次导出数据库的所有信息。

◼ -f：将输出发送至指定文件。

◼ -p：数据库服务器端口。

postgres=# gs_dumpall -f backup/bkp2.sql -p 3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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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_dumpall示例

⚫ 示例

-- 备份所有数据库
postgres=# gs_dumpall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f /home/omm/gs_dumpall/gs_all.sql
-- 备份全局用户和表空间
postgres=# gs_dumpall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f /home/omm/gs_dumpall/gs_all1.sql -g
-- 备份全局用户信息
postgres=# gs_dumpall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f /home/omm/gs_dumpall/gs_all2.sql -r
-- 仅备份数据库定义
postgres=# gs_dumpall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f /home/omm/gs_dumpall/gs_all3.sql -s
-- 仅加密备份数据
postgres=# gs_dumpall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f /home/omm/gs_dumpall/gs_all4.sql -a --with-
encryption=AES128 --with-key=123456781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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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备份恢复工具 - gs_restore

⚫ gs_restore是GaussDB提供的针对gs_dump导出数据的导入工具，通过此工具可将gs_dump

导出生成的文件进行导入。

⚫ 主要功能：

 导入到数据库：如果连接参数中指定了数据库，则数据将被导入到指定的数据库中。其中，并

行导入必须指定连接的密码。导入时生成列会自动更新，并像普通列一样保存。

 导入到脚本文件：如果未指定导入数据库，则创建包含重建数据库所必须的SQL语句脚本并写

入到文件或者标准输出。等效于直接使用gs_dump导出为纯文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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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_restore语法
⚫ 语法：

 gs_restore [OPTION] FILE

⚫ 常见参数：

 执行gs_restore，将导出的MPPDB_backup.dmp文件导入到postgres数据库。

◼ -p：指定服务器所侦听的TCP端口或本地Unix域套接字后缀。

◼ -d：指定连接数据库的dbname并直接导入到该数据库中。

⚫ 特例：

 由于gs_dumpall仅支持纯文本格式导出，所以可以使用gsql客户端读取备份文件，以恢复gs_dumpall导出的数据。

 执行gsql程序，使用如下选项导入由gs_dump/gs_dumpall生成导出文件夹（纯文本格式）的MPPDB_backup.sql文件。

postgres=# gs_restore backup/MPPDB_backup.dmp -p 8000 -d postgres

postgres=# gsql -d postgres -p 8000 -f /home/omm/test/MPPDB_backup.sql

postgres=# gsql -d postgres -p 26000 -f /home/omm/gs_all.b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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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_restore示例

⚫ 示例：

-- 恢复普通格式的备份
postgres=# gsql -d mydb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f /home/omm/gs_dump/db_define.sql
-- 恢复数据库
postgres=# gs_restore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d postgres -c -C -v -F c /home/omm/gs_dump/db_backup.dmp
-- 恢复schema
postgres=# gs_restore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d mydb -n public -F c /home/omm/gs_dump/db_backup.dmp
-- 恢复表(-t不支持schema_name.table_name的输入格式) ## 前提是必须有对应的schema
postgres=# gs_restore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d mydb -n public -t emp -F c /home/omm/gs_dump/db_backup.dmp
-- 恢复表定义
postgres=# gs_restore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d mydb -e -c -s -n public -t emp -F c /home/omm/gs_dump/db_backup.dmp
-- 恢复表数据
postgres=# gs_restore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d mydb -e -a -n public -t emp -F c /home/omm/gs_dump/db_backup.dmp
-- 恢复索引
postgres=# gs_restore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d mydb -I t1_id_indx -F c /home/omm/gs_dump/db_backup.dmp
-- 恢复函数get_id
postgres=# gs_restore -U rep1 -W gauss@123 -h 192.168.0.99 -p 26000 -d mydb -n public -P 'get_id()' -F t /home/omm/gs_dump/db_backup.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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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备份恢复工具 - GaussRoach.py

⚫ GaussRoach.py工具可用于逻辑备份与恢复、物理备份与恢复，当用于逻辑备份与时支持

单表和多表的备份与恢复。

⚫ 示例：

 备份单表到磁盘

 从磁盘恢复单表

postgres=# python GaussRoach.py -t backup --master-port 6000 --media-destination /home/userA/backup --
media-type DISK --agent-port 7000 --dbname postgres --tablename tbl_backup --metadata-destination 
/home/userA/metadata

postgres=# python GaussRoach.py -t restore --master-port 6000 --media-destination /home/userA/backup --
media-type DISK --agent-port 7000 --dbname postgres --tablename tbl_backup --backup-key 
20160126_164639 --metadata-destination /home/userA/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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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Roach.py语法

⚫ 参数说明：

 共同的参数

◼ --master-port：该参数用于指定Roach主代理所在主机的端口，用于Roach进程在主代理主机和其他代理主机间通信。

◼ --agent-port：该参数用于指定在备份/恢复表时，Roach与数据库内核之间建立外表所需要的端口。

◼ --media-type：该参数用于指定本次备份/恢复的介质。

◼ --media-destination：该参数用于指定本次备份/恢复的数据存储路径。

◼ --metadata-destination：该参数用于指定本次备份/恢复的元数据存储路径。

◼ --dbname：该参数用于指定本次备份/恢复的表所在数据库的名称。

◼ --tablename：该参数用于指定本次待备份/恢复的表名。

 恢复需额外提供的参数

◼ --backup-key：该参数用于指定本次恢复的备份文件信息。每次备份成功后都会生成一个以时间戳命名的备份文件夹，该时间戳

（文件夹名称）就是backup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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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简答题）物理备份时，为什么需要一致性barrier点？

2. （简答题）物理恢复时，并行恢复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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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本课程介绍了GaussDB(for openGauss)的备份的作用、备份的类别与原理、

备份策略的修改以及通过备份恢复数据库实例的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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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文全称 解释

OBS Object Storage Service

对象存储服务，基于对象的云存储服务，提供易扩展、高安全、高
可靠性、低成本的数据存储能力，用户可以通过基于HTTP协议的接
口对对象进行管理和使用。对象存储服务一般应用于大规模的数据
存储服务

PITR Point-In-Time Recovery 时间点恢复，将数据库恢复到过去的某个时间

NBU NetBackup
NBU是VERITAS公司提供的企业级备份管理软件，它支持多种操作系
统，包括UNIX、 Microsoft Windows、OS/2以及 Macintosh等

SAN Storage Area Network
计算机系统与存储单元之间以及存储单元与存储单元之间数据传输
的网络

DN Data Node
数据节点是个逻辑概念，是一组相同副本数据源的集合，并非物理
的节点

缩略语



05 数据库性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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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对数据库性能进行优化是令人激动的，富于变化同时又充满挑战的工作，本章

对“数据库性能”进行系统化的介绍。首先，从数据库在现代软件栈中所处的

位置出发，介绍系统性能、涉及的人员、所做的事情、分析的视角以及面临的

挑战；其次，介绍对GaussDB数据库查询处理的主要流程，帮助大家理解数据库

的各个模块对整体性能的影响，以及数据库优化主要的技术和手段，最后对衡

量数据库性能的主流测评体系TPC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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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掌握系统调优的方法论；

 掌握GaussDB(for openGauss)的查询处理流程；

 了解影响系统性能问题的主要瓶颈；

 掌握针对不同场景如何进行性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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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系统性能绪论

2. GaussDB(for openGauss)查询处理流程

3. 性能优化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技术

4. 数据库性能测评体系TPC Benchmark

5. 总结数据库优化技术以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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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绪论 - 系统性能介绍

⚫ 在深入数据库性能这个领域之前，我们需要明白数据库作为系统软件，如何把数据库的处理性能、吞吐量发

挥到极致，其本质上是对整个计算机系统的研究，包含了所有的硬件组件和整个软件栈，近年随着新硬件、

新技术的出现数据库的优化不断的下沉到OS、网络协议栈、硬件层，可以说包括几乎所有的硬件组件和整个

软件栈。凡是处于处理路径的环节都可以对数据库的性能产生影响。

设备

线程调度器 文件系统 网络协议栈 虚拟内存

设备驱动

系统调用

数据库（Database System）

应用程序

内核态进程空间

用户态进程空间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中间件Middleware

OS内核

JDBC/ODBC Python/Perl

数据库应用系统软件栈

Physics（物理原材料）

Transistors（晶体管）

Gates/Registers（门/寄存器）

Micro Architecture（微架构）

Assembly Language（汇编语言）

Programming Language（高级编程语言）

Algorithm（算法）

Application（应用）

Machine Code（二进制机器码）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指令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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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绪论 - 从数据库优化是个系统性工程
⚫ 数据库的性能优化是个系统性工程，它包含从对象建模、部署模型

设计、业务流程设计、局部处理优化等多个环节。

⚫ 从软件工程的角度来看，对数据库优化有以下2个关键要素需要明确。

⚫ 性能设计需要合理分工，优化系统性能是一项需要多类人员参与合

作完成的事务，其中包括：

 系统设计师：负责系统的整体设计，包括系统级架构设计分析，为容量规

划（capacity planning）、性能规划（performance planning）定义明确的指

标，以及对各个子模块的指标分解。

 应用开发人员：负责具体某一个模块的开发，确保在软件模块在局部的性

能指标达成。

 数据库性能专家：参与系统的整体设计，从数据库容量、性能诉求的角度

出发给出数据面的优选部署方案、以及对象模型在库内的实现（索引、数

据类型等），同时对模块与数据库的交互进行细节优化达成优化目标。

⚫ 性能设计需要流程规范化，性能开发过程包含了以下的事情，建议

按照顺序执行：

 设置性能目标、建立性能模型。

 基于已有的硬件条件和数据库本身的能力，给出部署模型建议。

 对开发代码进行性能分析，整理出数据库处理部分的占比、以及优化任务

分解。

 对数据库的建表语句、数据类型、索引方面结合具体业务查询进行详细设

计。

 系统联调确定当前应用程序与数据库交互效率是否达成性能指标。

 特定问题的性能分析。

 重复5/6确定所有的性能问题都已经解决。

⚫ 性能设计的建议：

 性能设计和开发是贯穿整个系统开发过程的，数据库性能专家在硬件选型、

软件设计开发之前，就应当开始工作并持续到系统转维阶段。

 性能设计需要有设定明确的性能目标、以及可验证、可度量的性能模型，

如果缺失了这一步性能工程工作会被推迟直到问题出现，假设在架构决策

确定以后，随着系统开发一步步推进，修复性能问题的难度和成本会越来

越大。



Huawei Confidential260

系统性能绪论 - 性能问题的挑战

⚫ 性能问题充满挑战：系统的性能工程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领域，具体的原因很多，通常系

统性的性能问题有主观的成分也有其复杂的一面，而且常常是多问题并存的。

⚫ 性能问题的主观性（subjective）

 性能问题按照不同的视角去理解问题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 性能问题的复杂性（complexity）

 性能问题往往由多个模块交互相互作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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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绪论 - 性能问题的主观性

⚫ 性能的主观性

 软件工程等计算机相关的科学理论知识往往是建立在客观具体范畴上的，大多数业界人士审视问题非黑即白。在进行

软件故障查找的时候，只需要判断问题bug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已修复就可以了。因为问题bug总是伴随着错误信息，而

错误信息通常容易解读。

 性能问题往往是主观的，开始着手性能问题时，对问题是否存在的判断都有可能是模糊的，在性能问题被修复的时候，

被一个用户认为是“不好”的性能，另一个可能认为是“好”的。例如：某个查询耗时1s返回，这里是“好性能” 还

是“不好的性能呢”？虽然查询响应时间可以用具体的时间单位来准确度量，但如果脱离目标还是很难说明达成的情

况或者效果，因此对于性能需要定义清晰的目标。

⚫ 核心重点

 性能目标定义要清晰，诸如平均响应时间latency、吞吐量throughput，考虑到波动因素时需要定义的最大响应时间、落

进一定响应时间范围内的请求统计其百分比，一定要尽可能的把主观的问题客观化。

 性能问题描述要具体，需要包含硬件配置、组网、部署模型、测试模型、测试结果的量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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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绪论 - 描述性能问题时需要准确的描述

不恰当的性能描述 推荐的性能描述

测试环境：鲲鹏2p服务器分布式集群环境下，3节点场景
测试结果：查询A的执行时间慢

① 部署模型：分布式3节点3副本一主两备，主DN独占
1*NVMe，2个备DN共享1块NVMe

② 节点信息：鲲鹏2p-128核、768GB内存、4*NVMe盘、
25GE网络

③ 测试模型：客户端分离部署
④ 测试结果：xxx业务场景yyy数据量场景下，查询A的平均

时延是zzz秒

因为描述需要配置、组网、部署模型、测试模型、结果等准确的量化信息

为什么以上的描述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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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绪论 - 性能问题的复杂性

⚫ 特征1：性能问题通常缺少一个明确的分析起点。

⚫ 问题暴露的表象往往只是结果而不是根因，有时候我

们只能从猜测开始，比如：

 猜测网络时延大；

 猜测磁盘IO成为了瓶颈；

 猜测操作系统在调度上不符合我们的预期；

 猜测某个位置不受控的进程影响了我们。

⚫ keep in mind：分析性能问题的开始往往需要对这个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做出判断，一个有经验的性能

专家往往能够在开始找准方向。

⚫ 特征2：性能问题可能出现在子系统之间复杂的互联

上。

⚫ 即便这些子系统隔离时都表现的很好，也可能是由于

连锁故障出现的性能问题（模块间交互逻辑不匹配）；

⚫ Keep in mind：不仅清晰理解模块间数据流、组件之

间的关系，还需要理解他们之间是如何协作的，往往

需要全局系统的方法。

⚫ 特征3：性能问题可能是多个问题并存。

⚫ 在复杂的系统中可能会有多个问题，他们之间可能相

关也可能不相关，因此真正的任务可能不是寻找问题，

而是辨别问题或者说辨别哪些问题是重要的；

⚫ Keep in mind：需要造成当前性能问题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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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绪论 - 性能相关的术语
⚫ 关键术语：IOPS（PPS）

⚫ 每秒钟发生的输入输出操作次数，是数据传输的一个度量方法。对

于磁盘的读写，IOPS指的是每秒钟读写次数。数据库场景中，常用

IOPS来描述数据库系统数据盘每秒钟对磁盘施加的IO频率，常用PPS

来描述网络传输包的频率。

⚫ 关键术语：吞吐量（Throughput）

⚫ 评价工作执行的速率，在数据传输方面描述的是数据传输的速度

（byte/s，bit/s）。在数据库场景中往往指的是每秒钟处理的事务数

TPS、查询数QPS。

⚫ 关键术语：响应时间（延时）Response time（Latency）

⚫ 一次操作完成的时间，包括用于等待和服务的时间，也包括用来返

回结果的时间。在数据库场景中用于描述一条查询的从发起到返回

结果时的时间开销。

⚫ 关键术语：饱和度Resource Saturation

⚫ 指的是某一资源无法满足服务的排队工作量。数据库场景中用于描

述大并发场景下处于等待工作队列的任务书，通常反映了当前系统

作业被积压的情况。

⚫ 关键数据：瓶颈Bottleneck

⚫ 在系统性能力，瓶颈指的是限制系统性能的那个资源，辨别和优化

掉瓶颈是系统性能优化的重要工作。

⚫ 关键术语：工作负载Workload

⚫ 系统的输入或者是对系统所施加的负载叫做工作负载。对数据库来

说，工作负载是用户通过客户端给数据库发送的查询、运维操作等

方面的请求。

⚫ 关键术语：缓存Cache

⚫ 用于复制或者缓冲一定数据的高速存储区域，目的是为了避免关键

路径被较慢的处理过程拖慢，从而提高性能。对数据库来说，主要

指计划缓存（避免查询重复编译）、结果集缓存物化（避免同类查

询重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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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GaussDB的查询处理流程

⚫ 查询在经典数据库实现中需要依次进行以下4个环节：

 查询解析：对用户输入查询进行编译，把查询从文本方

式翻译成执行引擎可以识别的语句；

 查询优化：对查询的进行基于规则的逻辑优化RBO和基于

代价CBO的物理优化；

 查询执行：将查询执行计划高效执行；

 数据读取：实现对数据库的高效读取；

 分布式交互：实现数据库的高效通信（分布式数据库独

有）。

⚫ 核心要点：

 对数据库的执行过程来说以上每个环节处理所花销的时

间都是对最后查询执行时间的组成，因此每个环节执行

效率都对性能会产生影响，决定查询端到端的性能。

传统SQL处理流程

查询解析

查询重写

代价估算 路径生成

查询执行
Row

数据读取

数据库执行引擎
执行框架
- 执行器、执行框架

数据库存储引擎
-存储

数据库优化引擎
-优化器

查询解析器
-词法/语法/语义

高可用 日志 事务

逻辑优化

物理优化

SQL引擎

查询执行
Vector

分布式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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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解析阶段 - Parsing Stage的定义

⚫ 什么是查询解析，将用户的SQL文本输入转换为数据

库内核能够进行逻辑运算的翻译过程，SQL的解析过

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词法分析Lexical Analysis：将用户输入的SQL语句拆解成

单词（Token）序列，并识别出关键字、标识、常量等。

 语法分析Syntax Analysis：分析器对词法分析器解析出来

的单词（Token）序列在语法上是否满足SQL语法规则，

通常识别出语法错误问题。

 语义分析Semantic Analysis：语义分析是SQL解析过程的

一个逻辑阶段，主要任务是在语法正确的基础上进行上

下文有关性质的审查，在SQL解析过程中该阶段完成表

名、操作符、类型等元素的合法性判断，同时检测语义

上的二义性问题。

SQL文本

SQL解析树
ParseTree

SQL计划树
PlanTree

词法分析

语法分析

语义分析

查询解析

查询重写

路径、计划
查询优化

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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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解析阶段 - 例举查询解析过程
⚫ 影响性能的关键因素：

 词法、语法分析效率

 语义分析效率

 查询的复杂度

⚫ 查询解析阶段优化技术：

 查询缓存技术，模板查询可以免解析

query_
string

Token,
keyword

Parse
Tree

Query
Tree

Plan
Tree

词法
分析

语法
分析

语义
分析

优化
器

Token:create,table,t,(,c
1,int,not,null,…
Keyword:create,table,i
nt,double,…
String：”abc”,”def”

struct CreateStmt
{NodeTag type = T_CreateStmt;
RangeVar *relation = {struct(t)};
List *tableElts = List(c1,c2,c3);
List *inhRelations = Null;
…
PartitionState *partTableState
={struct PartitionState};
DistributeBy *distributeby
={struct DistributeBy};…
}

struct Query
{NodeTag type = T_Query;
Cmdtype =CMD_UTILITY;
QuerySource=QSRC_ORIGINAL;
uint32 queryid=0;
…
utilityStmt=CreateStmt;
List *cteList=NULL;
List *rtable=NULL;
…

}

语义转换：
transformStmt

transformXXX

分析器：gram.y
CreateStmt:
CREATE OptTemp TABLE qualified_name

‘(‘OptTableElementList’) ‘OptInherit OptWith
OnCommitOption OptCompress …
{CreateStmt *n = makeNode(CreateStmt);
n -> relation =$4;
n ->tableElts = $6;
}

词法分析器：
scan.l
kwlist.h

<Query1>:
create table t(
c1 int not null default 4,
C2 double,
c3 varchar(20))
with (orientation=row)
distribute by hash(c1)
partition by range(c3)(
partition p1 values less than ('abc'),
partition p2 values less than ('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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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优化 - Optimization Stage的定义

⚫ 什么是查询优化阶段？

⚫ 查询优化阶段主要是SQL执行过程中在优化器SQL Optimizer中的部分，优化器作为数据库的大脑是SQL执行路

径决策者，从全局视角出发提升查询的性能，降低用户使用数据库调优的门槛。查询优化总体上分为逻辑优

化、物理优化。

查询优化在查询处理流程中所处的位置

逻辑优化

物理优化

查询优化阶段

词法分析

语法分析

语义分析

查询解析

查询重写

路径、计划
查询优化

SQL语句

Parser Optimizer
Execution 

Engine

SQL 
Statment

Relational
Expression

Excution
Plan

Query
Result

Metadata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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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规则的逻辑优化（Rule-Base）：根据等价逻辑的变换让查询的计算复杂度降低，从而达到提升查询性能的作用。

⚫ 上述例子中，通过等价outer join -> inner join变换，可以避免对内表结果集NULL的处理，减少了处理数据量，进而提升性能。

⚫ 基于代价的物理优化（Cost-Base）：根据数据的分布（统计信息）情况来对查询执行路径进行评估，从可选的路径中选择一个执行代价最

小的路径进行执行，例如是否选择索引SeqScan vs. IndexScan、选择哪个索引，两表关联选择什么样的连接顺序，选择怎样的具体算法等。

⚫ 上述例子中，对数据量的准确评估，确定表关联的顺序，进而提升性能。

⚫ 查询优化阶段的核心点：高效生成执行计划，有效消减处理数据的数据量、缩短执行流程，提升查询性能。

⚫ 查询优化阶段优化技术：查询重写、基于成本预估的路径生成。

查询优化 - 查询优化的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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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执行 - Execution Stage的定义

⚫ 执行引擎负责查询的执行，在SQL执行栈

中起到接受优化器生成的执行计划Plan、

并对通过存储引擎提供的数据读写接口，

实现对数据进行计算得到查询的结果集。

在分布式数据库中，执行引擎的范围还应

包括节点间网络数据交换和传输的部分。

查询执行在查询处理流程中所处的位置

查询解析

查询重写

代价估算 路径生成

数据读取

数据库执行引擎
- 执行器

数据库存储引
擎
-存储

数据库优化引擎
-优化器

查询解析器
-词法/语法/语义

高可用 日志 事务

逻辑优化

物理优化

查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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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执行 - 经典执行器模型

⚫ 经典的执行模型：Tuple-At-A-Time模型（Volcano-Model）

⚫ 数据库的执行以算子迭代的方式进行驱动执行，算子抽象成

open()/next()/close()三种操作，上层算子通过嵌套调用下层的next()

进行处理数据的返回，同样初始化的过程和结束过程也通过

open()/close()嵌套调用，火山模型也是大多数传统数据库实现的执

行模型。

⚫ 传统执行模型的优缺点：

 优点：逻辑清晰，可读性可维护性较好。

 缺点：由于存在大量的function call, instruction cache missing因此运行

效率低。

Volcano执行模型

AGGREGATION
OPERATOR

FILTER
OPERATOR

SCAN OPERATOR

Next Tuple

Next Tuple

Input 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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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执行 - Distribute Processing的定义

⚫ 分布式执行主要为分布式数据库提供一套完备的支撑数据跨节点交换，协同计算的计算框架，能

够支撑位于不同地点的许多计算分片机通过网络互相连接，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全局的逻辑上

集中、物理上分布的大型数据库。

数据库分布式执行分库分表过程

用户业务

CN CNGTMCMOM

DN DN DN DN DN

网络通信Network（TCP/RDMA）

Storage Storage Storage Storage Storage

1001
2001
3001

1001
2001
3001

1001
2001
3001

1002
2002
3002

1001
2001
3001

1003
2003
3003

1001
2001
3001

1004
2004
3004

1001
2001
3001

1001
200X
300X

……

……

复制表：每个节点数据
相同

哈希分布表：每个节
点保存当前分片下的
数据

Partiton1

Partiton2
Partito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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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经典分布式数据库模型

⚫ Share-Memory共享内存（典型代表SQL Server）

⚫ 多个处理进程共享同一片内存，处理进程之间通过

内部通讯机制进行通讯，通常具有很高的效率。

⚫ 但当更多的处理进程被添加到主机上时，内存

/CPU资源竞争就成为瓶颈，进程越多瓶颈越厉害。

⚫ Share-Disk共享磁盘（典型代表Oracle RAC）

⚫ 各个处理单元使用自己的私有 CPU和Memory，共

享磁盘系统。

⚫ 它是数据共享，可通过增加节点来提高并行处理的

能力，扩展能力较好，类似于SMP（对称多处理）

模式。

⚫ 但是这种架构需要通过一个狭窄的数据管道将所有

I/O信息过滤到昂贵的共享磁盘子系统。

⚫ 但是当存储器接口达到饱和的时候，增加节点并不

能获得更高的性能。

⚫ Share-Nothing无共享（典型代表GaussDB）

⚫ 各个处理单元都有自己私有的CPU/内存/硬盘等

彼此之间相互独立，类似于MPP（大规模并行

处理）模式。

⚫ 它是把某个表从物理存储上被水平分割，并分

配给多台服务器（或多个实例），每台服务器

可以独立工作，各处理单元之间通过协议通信。

⚫ 并行处理和扩展能力更好，只需增加服务器数

就可以增加处理能力和容量，缺点是对于数据

分库分表的设计存在门槛。

Intercommunication 
Network

Processor Processor Processor

Global Memory

Disk Disk Disk

Intercommunication 
Network

Processor Processor Processor

Memory

Disk Disk Disk

Memory Memory Intercommunication 
Network

Processor Processor Processor

Memory

Disk Disk Disk

Memory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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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引擎数据存储读取

⚫ 存储引擎解决什么问题

 高效存储数据，保证ACID 

 并发正确读写

 高性能读写

⚫ 存储引擎的分类

⚫ 按照存储格式划分：

 行存储格式，主要适合在线交易类型业务（OLTP）

 列存储格式，主要适合数据分析类型业务（OLAP）

 PAX混合存储格式，目前商用数据库支持的不多，开源的如

ORC，Parquet 格式，主要也是用于OLAP场景

⚫ 按照存储介质划分：

 磁盘存储引擎

 内存引擎

存储引擎在查询处理流程中所处的位置

查询解析

查询重写

代价估算 路径生成

数据读取

数据库执行引擎

数据库存储引擎

数据库优化引擎

查询解析器
-词法/语法/语义

并发控制 持久化存储 事务管理

逻辑优化

物理优化

查询执行



Huawei Confidential276

存储引擎核心模块 - 主要模块

⚫ 主要模块：

 数据页面缓存池：数据页面读写先从页面缓存里

读取和修改，如果缓存里不存在，再从数据文件

读取页面。

 堆表：表数据存储格式和访问接口。

 索引：高效查询表数据。

 WAL 日志（预写日志）：修改数据页面，必须先

写WAL日志（ redo log ），事务提交之前和脏页写

盘之前必须保证WAL日志持久化到存储设备。

 事务并发控制：正确读写，高性能并发读写。

 事务提交日志：事务状态和提交时间戳。

 WAL日志恢复：从检查点日志往后回放WAL日志。

堆表

WAL 
record
WAL 

record

WAL 
record

刷WAL日志线
程刷脏页线程

Wal日志文件控制文件

脏页队列

Checkpoint线程

数据页面缓存池

异步写盘

WAL日
志缓存

事务提交日志

事务提交日
志缓存池

垃圾回收线程 Wal日志收发线程

数据文件

索引 事务并发控制 表空间管理

Wal日志归档线程

WAL 日志恢复

事务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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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引擎核心模块 - 主要线程

⚫ 主要线程：

 刷脏页线程：后台异步刷脏页线程，刷脏页之前必须保

证WAL日志持久化到存储设备。

 刷日志线程：后台异步刷WAL日志线程，为了提高写WAL

日志性能。事务提交之前，必须等本事务的日志刷完。

 Checkpoint线程：后台异步记录一致性恢复点（WAL日志

位置），这个日志点之前的修改的数据页面已经持久化

完成，之后修改的数据页面不确定是否持久化完成。

 垃圾回收线程：重用增删改带来的垃圾空间。

 日志归档线程:   WAL日志归档，保存历史的WAL日志。

 日志收发线程:  主备WAL日志复制。

堆表

WAL 
record
WAL 

record

WAL 
record

刷WAL日志线
程刷脏页线程

Wal日志文件控制文件

脏页队列

Checkpoint线程

数据页面缓存池

异步写盘

WAL日
志缓存

事务提交日志

事务提交日
志缓存池

垃圾回收线程 Wal日志收发线程

数据文件

索引 事务并发控制 表空间管理

Wal日志归档线程

WAL 日志恢复

事务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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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引擎核心模块 - 索引技术

⚫ 索引在数据库中的实现为B树结构，索引的键

值按照B树进行排序，能够将索引键值的查找

由线性查找优化成B树查找。

 对于非叶子节点，indexTup指向下一个节点，而

对于叶子节点，indexTup指向堆表里的行。

 Special space中，实现了两个指针，用于指向左

右兄弟节点。

 索引元组有序，第一个叶子节点中indexTup3实际

为最大健值索引元组，即high key，第二个叶子

节点中IndexTup1跟indexTup3指向相同的堆表中

的行。 High key是为了减少比较次数。

GaussDB内核索引的实现

根节点

叶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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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引擎核心模块 - 数据页面缓冲池

⚫ 数据页面缓冲池设计主要是为了减少磁盘的读写。

读页面尽可能多的命中内存buffer page,减少磁盘读

取页面， 写操作批量刷盘, 而不是每修改一条数据，

就写数据页面。

 为了提高缓存命中率，设计缓存淘汰算法来保证频繁

访问的热页面尽量在内存buffer里。

 设计多个buffer pool用于缓存不同的对象，一方面为了

减少冲突，同时也提高了缓存命中率。

 对于批量导入和批量读取的场景， 为避免污染整个

buffer pool,  顺序读取一遍表数据，把整个buffer pool里

页面都淘汰。设计buffer 批量读写获取策略，采用

buffer ring的策略，固定范围的获取free buffer。

GaussDB内核数据页面缓存实现

读取表的第N个页面

查看buffer pool里是
否存在

查找free buffer

读取文件里的磁盘页面

Insert Hash table

高并
发读
写

Hash
Table

buf_desc
buf_desc
buf_desc
buf_desc

……
buf_desc

buf page

buf page

buf page

buf page

……

buf page

Free buffer list1

Free buffer list2

……

Free buffer list1024

后台刷新页面

遍历
buf_desc[]，
引用计数
为0，则
LRU淘汰
buufer复

用find

buf_id

如果是脏
页淘汰刷
盘

从hash 
table删
除

磁盘上的文件页面内存里的页面

find

读取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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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系统性能绪论

2. GaussDB(for openGauss)查询处理流程

3. 性能优化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技术

4. 数据库性能测评体系TPC Benchmark

5. 总结数据库优化技术以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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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缓存技术

⚫ 在一般OLTP业务负载中，由于涉及到的数据量较少，同时借助索引技术能够大大加速数据的访问路径，因此

查询的解析、重写、优化阶段占比会比价高，如果能够讲一些模板性质的语句计划缓存起来，每次设置不同

的参数那么点查询的处理流程能够大大简化，提升查询时延和并发吞吐量。

计划缓存在SQL处理流程中的位置
不带计划缓存的SQL执行 带计划缓存的SQL执行

Parser

Optimizer

Executor

Execution 
Plan Cache

Data Access 
Logic

Statement

Query Tree

Execution Plan

Result Set

Database

存文本SQL语句

词法分析

语法分析

语义分析

逻辑优化（规则）

逻辑优化（规则）

行数估算

路径生成

计划生成

执行查询

数据读写

存文本SQL语句

计划缓存

执行查询

数据读写

Plan Cache

Optimize Out

in-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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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优化、查询重写
⚫ 什么是逻辑优化？对查询做等价的语义转换，能够让新的查询处理

过程变得简单、轻量，e.g.避免不必要的表扫描、避免非必要的计

算表达式。

⚫ Example：谓词Predicate重写优化。

⚫ 谓词化简优化Predicate Simplification：使用谓词查询条件的可满足

性Satisfiability (SAT)&可传递性Transitive Closure(TC)对查询进行化简，

a.w.k SAT-TC，假设有T1(c1 int, c2 int)，T2(c1 int, c2 int check (c2 <

30));

核心查询重写技术

优化前 优化后

SELECT t1.c1,t1.c2,t2.c1,t2.c2 
from t1 JOIN t2 ON t1.c2=t2.c2 
WHERE t1.c2>20;

SELECT dt1.c1,dt1.c2,dt2.c1,dt2.c2 FROM (select c1,c2 
from t1 where t1.c2 between 20 an 30) as dt1,(select 
c1,c2 from t2 where t2.c2 between 20 and 30) as dt2 
where dt1.c2=dt2.c2;

查询A 查询B

等价变换

语义相同，但能够消除一些不必要的为此条件、关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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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优化 - 基于代价CBO

⚫ 什么是物理优化？

⚫ 根据数据的分布（统计信息）情况来对查询执

行路径进行评估，从可选的路径中选择一个执

行代价最小的路劲进行执行，例如是否选择索

引SeqScan vs. IndexScan、选择哪个索引，两表

关联选择什么样的连接顺序，选择怎样的具体

算法等。

⚫ 因此，可以将物理优化总结为对多个可行的物

理执行代价进行评估，选择最优的计划输出到

执行器。

核心物理优化技术

统计信息

计划生成

行数估算

代价估算

路径搜索

物理优化的依据，
来源于表信息的统
计

代价估算的基础，
来源于基表统计信
息的推算

根据关系的行数，
推算出当前算子的
执行代价

依据若干算子的执
行代价，通过求解
最优路径进行路径
搜索

将查询的执行路径
转换成PlanTree能
够输出给执行器做
查询执行

1.统计信息模型：描述基表数据的
特征包括唯一值、MCV值等，用
于行数估算

2.行数估算：估算基表baserel、
Join中间结果集joinrel、
Aggregation中结果集大小，为代
价估算做准备

3.代价估算：根据数据量估算不同
算子执行代价，各算子代价之和
即为计划总代价

4.路径搜索：通过求解路径最优算
法处理连接路径搜索过程，以最
小搜索空间找到最优连接路径

5.分布式计划生成：在分布式场景
下根据数据分布的属性决定Data-
Shuffing数据迁移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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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优化

⚫ Example：单表估算Histogram直方图场景

查询 SELECT * FROM tenk1 WHERE unique1 < 1000;
统计信息 relpages: 358

Reltuples:10000
histogram_bounds: {0,993,1997,3050,4040,5036,5957,7057,8029,9016,9995}
直方图10个区间，并且没有MCV值和NULL值

选择率估算
selectivity = (1 + (1000 - bucket[2].min)/(bucket[2].max - bucket[2].min))/num_buckets

= (1 + (1000 - 993)/(1997 - 993))/10
= 0.100697

行数估算
rows = rel_cardinality * selectivity = 10000 * 0.100697
= 1007  (rounding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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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物理优化
⚫ Data Locality（数据本地性）：基于Share Nothing的分布式数据库中有一个很关键概念就是“移动数据不如移动计算”，之所以有数据本地

性就是因为数据在网络中传输会有不小的I/O消耗，网络的overhead通常情况下会大于本地的计算，因此分布式数据库优化的一个重要的原

则就是尽量减少这个网络I/O消耗就能够提升效率。

⚫ 说明：

 执行计划A未考虑Data Locality的优化按照聚集的逻辑直接从扫描输出的100m元组进行重分布操作，造成大量的数据传输和网络资源消耗。

 执行计划B考虑Data Locality的优化，把AGG算子分解成2次AGG，其中第一次AGG在本地执行对原始数据进行缩减然后再通过网络重分布进入第二次AGG，虽说

执行计划B相比A多了1个AGG算子，尽管计算的总量未发生变化但是节省了大量的网络IO操作，端到端提升了查询性能。

表信息：

- T1: distribute By HASH(c1)

执行查询：

- select sum(c1), c2 from t1 

group by c2

标准逻辑执行过程：

① S1 = Scan(T1,(c1,c2)) 

② S2 = Redistribute(S1,(c2))

③ S3 = Group(S2,(c2))

④ S4 = Aggregate(S3,(c1))

⑤ S5 = Gather(S4, (dn[1],dn[2],..,d[x]))

⑥ Finish

Stream
Gather

Agg

Stream
Redistribute

SeqScan

执行计划A
不考虑Data Locality

Gather 100 
rows

AGG 
100,000,000
rows into 100 
rows

Send Receive
100,000,000
rows

Scan 
100,000,000
rows

Stream
Redistribute

Stream
Gather

Agg

Agg

SeqScan

执行计划B
考虑Data Locality

Gather 100 
rows

AGG 200 rows 
into 100 rows

Send 
Receive
200 rows

AGG 
100,000,000 
rows into 200 
rows

Scan 
100,000,000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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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存向量化
⚫ 核心思想，将查询处理过程批量化的元组批量化处理

⚫ 数据在行存存引擎中处理的单位是Tuple

⚫ 数据在向量引擎中处理的单位是VectorBatch

C1

C2

C3

Row

C1 C1 C1 C1 C1 C1 C1

C2 C2 C2 C2 C2 C2 C2

C3 C3 C3 C3 C3 C3 C3

Row Row Row Row Row Row Row

行存引擎 *TupleTableSlot 向量引擎 *VectorBatch

执行器中的处理单元（OneRow vs Batch）

Ta
b

le
 R

o
w

C1

C2

C3

Row

一次迭代执行 一次迭代执行

应用程序APP

统一的SQL引擎：对业务透明

分布式引擎

列存、向量化执行引擎

列存：每次查询只需要读
取需要的列
向量化执行：优化迭代执
行模式为一次处理一批元
组

⚫ 相等数据量场景Function call次数为原来的1/N，降低函数调

用的开销；

⚫ 向量化引擎将处理的数据进行最大限度的遵守局部性原理，

尽可能的保持指令和数据在cache中，有效避免cacheline miss,

能够显著提升执行的效率；

⚫ 支持批量数据返回，完全重写原有的执行引擎，性能提升

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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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技术SMP/MPP

⚫ 在计算资源可扩展的前提下，并行技术是提升数据库处理能力的有效手段。

 提升单节点ScaleUp：决定整体系统的理论性能上限，充分发挥单节点CPU、内存资源的对业务输出的贡献程度。

 提升分布式ScaleOut：决定整体系统的实际性能上限，分布式实现的好坏决定了横向的线性扩展比。

MPP节点间并行（ScaleOut） SMP节点内并行（ScaleUp）

分布式执行框架
1    2     3    4    5    6

Aggregate

Thread 0

Aggregate

Thread 0

Aggregate

Thread 1

1   3    5

2   4    6
Output

Output

D
ata p

atitio
n

in
g

D
ata p

atitio
n

i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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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查询执行

⚫ 执行的过程中对T1、T2的扫

描都在DN节点上并行完成。

⚫ 优化器生成的执行计划选择

了前一节中描述的方案3，即

T1保持不动复制T2到所有节

点，并完成分布式HASHJOIN。

⚫ HashJoin节点在所有节点上执

行完成以后通过Gather节点

在CN上进行结果集汇总。

表信息：
- T1: distribute By HASH(c1)
- T2: distribute By HASH(c2)

执行查询：
- select * from t1 join t2 on t1.c1 = t2.c1

HashJoin

SeqScan Hash

Stream
Broadcast

SeqScan

Stream
Gather

T1

T2

CN节点执行

DN节点执行

分布式执行计划

1. Stream-Gather算子完成所有DN

节点上DN-CN汇总的过程

2. Stream-Broadcast算子所有DN节

点上DN-DN的复制过程

Stream算子是分布式执行框架的核心

元素，负责DN-DN，DN-CN节点的分

布式同行能力

两个Stream算子Gather/Broadcast是执

行分布式通信的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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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流水线执行

⚫ 在分布式执行过程中，全局

执行计划被网络通信算子

Stream切分成多个计划片段，

分别有不同的线程来完成执

行，不同的线程之间采用PC

生产者消费者进行交互通信，

全局上达到并行执行的效果。

分布式计划示意图

Gather Flow
(collector)

Coordinator

Gather Flow
(source)

Crew2
Worker1

Hash Join

Seq Scan
(on scores)

Hash

Broadcast 
Flow(collector)

Broadcast Flow
(source)

Seq Scan
(on persons)

Crew3
Worker1

Gather Flow
(source)

Crew2
Worker2

Hash Join

Seq Scan
(on scores)

Broadcast 
Flow(collector)

Broadcast Flow
(source)

Seq Scan
(on persons)

Crew3
Worker2

网络传输 网络传输

网络传输

消费者：收集各个
datanote运行结果

生产者：producer

Scores是大表，保持不
动，本地读取

消费者：consumer

生产者：Persons是小表，
基于代价考虑，将其广
播分布到所有节点

Data Node1 Data Node2

Crew1

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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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流水线执行示例

Plan Segment 1 Plan Segment 2

Plan Segment 3 Plan Segment 4

Agg

Stream

Join

Scan Stream

Join

Scan Stream

全量执行计划Full Plan

Gather

Agg

Stream

Join

Scan Stream

Join

Scan Stream

AGG

Plan Segment 1

Plan Segment 2

Plan Segment 3

Plan Segment 4

Scan

AGG

Scan

计划片段Plan-Segment

CN

- Gather(S1)
Plan (S1)

- Agg
- Stream(S2)

Plan (S2)

- Join
- Scan
- Stream(s3)

Plan (S4)

-Agg
-Scan

Plan (S3)

- Join
- Scan
-Stream(s4)

分布式执行流水线

一个分布式执行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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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表

⚫ 在数据系统中，数据分区是在一个实例内部按照用户指定的策略对数据做进一步的数据切分，将表按照指定规则划分为多

个数据互不重叠的部分。一般而言，分区表和普通表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改善查询性能：对分区对象的查询可以仅搜索自己关心的分区，提高检索效率。

 增强可用性：如果分区表的某个分区出现故障，表在其他分区的数据仍然可用。

 方便维护：如果分区表的某个分区出现故障，需要修复数据，只修复该分区即可。

⚫ 常见数据库支持的分区表为范围分区表、列表分区表、哈希分区表

 范围分区表：将数据基于范围映射到每一个分区，这个范围是由创建分区表时指定的分区键决定的。这种分区方式是最为常用的。范

围分区功能，即根据表的一列或者多列，将要插入表的记录分为若干个范围（这些范围在不同的分区里没有重叠），然后为每个范围

创建一个分区，用来存储相应的数据。

 列表分区表：将数据基于各个分区内包含的键值映射到每一个分区，分区包含的键值在创建分区时指定。列表分区功能，即根据表的

一列，将要插入表的记录中出现的键值分为若干个列表（这些列表在不同的分区里没有重叠），然后为每个列表创建一个分区，用来

存储相应的数据。

 哈希分区表：将数据通过哈希映射到每一个分区，每一个分区中存储了具有相同哈希值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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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表示例
分区表 Partition Table 分区表剪枝 Partition Pruning

id Nam
e

… Month

1 A 202101

2 B 202102

3 C 202103

4 D 202101

5 E 202102

6 F 202103

7 G 202101

8 H 202102

9 I 202103

… … … …

id Nam
e

… Month

1 A 202101

4 D 202101

7 G 202101

id Nam
e

… Month

2 B 202102

5 E 202102

8 H 202102

id Nam
e

… Month

3 C 202103

6 F 202103

9 I 202103

part1

part2

part3

select * from T
where month = ‘202101’全表扫描 分区扫描

id Nam
e

… Month

1 A 202101

2 B 202102

3 C 202103

4 D 202101

5 E 202102

6 F 202103

7 G 202101

8 H 202102

9 I 202103

… … … …

id Nam
e

… Month

1 A 202101

4 D 202101

7 G 202101

id Nam
e

… Month

2 B 202102

5 E 202102

8 H 202102

id Nam
e

… Month

3 C 202103

6 F 202103

9 I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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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日志持久化问题点

⚫ 核心痛点问题：为了保证事务的持久性，在事务提交时除了将脏页数据写入到缓存以外，还需要确保Write Ahead Log(WAL)

刷入盘进行了持久化，整个过程需要经过WAL-segment申请、WAL-record-insert、WAL-flush等环节，这一系列操均处于事务

处理关键路径上。
GaussDB

Worker thread

查询解析

查询执行

WAL写盘

rec1 rec2 rec3 rec4 …WAL Buffer

WAL Insert Lock

WALA1 A2 A3 A4 .. F1 F2 ..WAL Segments

WAL Segments Extend
WAL Flush

Thread
WalWriter

GaussDB
Worker thread

查询解析

查询执行

WAL写盘

GaussDB
Worker thread

查询解析

查询执行

WAL写盘

GaussDB
Worker thread

查询解析

查询执行

WAL写盘



Huawei Confidential294

WAL日志并行流水线
⚫ WAL Insert lock锁分区：进行锁粒度细化避免全局单一lock瓶颈。

⚫ WalWriter预扩线程分离：将wal文件预扩操作从wal-writer线程分离出到wal-init线程中，逻辑上将原有的extend-insert串行机制进行流水线化

并行化处理，降低关键路径上的总体时延，提升性能。

rec1 rec2 rec3 rec4 …WAL 
Buffer

WAL Insert 
Lock

GaussDB
Worker thread

查询解析

查询执行

WAL写盘

WAL
A1 A2 A3 …

WAL Insert 
Lock…

Thread
WalWriter

WAL Segments(new)

Thread(日志预扩)
WalWriterAuxliary

F1 F2 F3 …

WAL Segments(in-use)

WAL Flush
Polling

Wal File Init

GaussDB
Worker thread

查询解析

查询执行

WAL写盘

GaussDB
Worker thread

查询解析

查询执行

WAL写盘

GaussDB
Worker thread

查询解析

查询执行

WAL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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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A-aware - 问题描述

⚫ 核心痛点问题：鲲鹏服务器多CPU-socket架构下跨NUMA内

存访问延迟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相比x86内存访问时延高

50%、并发控制原语代价高2-3倍，在数据库中以进一步恶

化OLTP瓶颈，此外鲲鹏架构下CPU物理核心数相比x86有了

大规模的提升，如何优化NUMA带来的访问时延问题，如

何充分利用众核CPU解决并发控制问题成为了鲲鹏上优化

数据库OLTP负载性能的主要挑战。

⚫ NUMA-Aware新架构关键技术

 全局数据结构NUMA化改造，降低数据缓冲跨DIE访问延迟；

 降低WAL日志写冲突：并行WAL；

 锁优化，降低冲突；

 智能Buffer pool。

DIE1

DIE4

DRAM

DRAM

DIE2

DIE3

DRAM

DRAM

hydra

hydra

1

2

3

4

Micro partition Micro partition

Micro partition Micro partition

GaussDB process GaussDB process

GaussDB process GaussDB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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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数据NUMA化分布：CLOG、WALInsertLock、PGPROC等按照NUMA node进行分布，尽量减少远端访存次数，提升锁的

访问效率。

⚫ 内核线程调度NUMA亲和：将内核工作线程根据NUMA node进行分配，避免线程的调度跨numa。

⚫ LSE指令级性能优化：借助ARMv8.1引入的新的原子操作LSE，将大量的可转换为原子类型操作（plus、minus、CAS）的部分，

替换为ARM硬件相关原语LSE指令集，提升计算性能。

NUMA-aware - 解决方案

整改前：线程随机调度 整改后：绑核调度

线程

CPU核

NUMA Node

1、网络中断和后台业务线程分开绑核。
2、不同业务线程分开绑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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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态网络加速

⚫ 核心痛点问题：传统CS模型里通过TCP网络协议与DB服务端进行互通，而传统的TCP协议

存在大量的user-space用户态和kernel-space系统态之间的切换，另外TCP的多层级L2/L3/L4

的数据拷贝造成了CPU资源消耗以及通信时延的增加，造成最终TP负载事务时延增加。

⚫ 网络协议升级：使用基于DPDK的用户态协议替换原有TCP内核态协议，获得pps、cpu-

usage优势。

⚫ 网络模型优化：对通过将网络通信和数据库内核处理进行线程分离，网络线程中使用更

高效的单向收发模式替换ping-pong收发模式，同时将网络线程使用sleepless的轮询模式绑

定在专有CPU上进行高效的网络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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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系统性能绪论

2. GaussDB(for openGauss)查询处理流程

3. 性能优化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技术

4. 数据库性能测评体系TPC Benchmark

5. 总结数据库优化技术以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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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C体系简介

⚫ TPC：Transaction Processing Performance Council，事务处理性能委员会)是由数十家会员公

司创建的非盈利组织。TPC的成员主要是计算机软件厂家，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商务应用基

准程序的标准规范、性能和价格度量，并管理测试结果的发布。

⚫ TPC不给出基准程序的代码，而只给出基准程序的标准规范。任何厂家或其他测试者都可

以根据规范，最优地构造出自己的测试系统（测试平台和测试程序）。为保证测试结果

的完整性，被测试者（通常是厂家）必须提交给TPC一套完整的报告（Full Disclosure

Report），包括被测系统的详细配置、分类价格和包含5年维护费用在内的总价格。该报

告必须由TPC授权的审核员核实（TPC本身并不做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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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C-C

⚫ TPC-C测试用到的模型是一个大型的商品批发销售公司，它拥有若干个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商品仓库。当业务扩展的时候，公司将添加新的

仓库。每个仓库负责为10个销售点供货，其中每个销售点为3000个客户提供服务，每个客户提交的订单中，平均每个订单有10项产品，所

有订单中约1%的产品在其直接所属的仓库中没有存货，必须由其他区域的仓库来供货。同时，每个仓库都要维护公司销售的100000种商

品的库存记录。TPCC常用于衡量OLTP系统的事务吞吐量性能。

⚫ TPCC中包含的五种事务

 新订单（New-Order）：客户输入一笔新的订货交易；

 支付操作（Payment）：更新客户帐户余额以反映其支付状况；

 发货（Delivery）：发货（模拟批处理交易）；

 订单状态查询（Order-Status）：查询客户最近交易的状态；

 库存状态查询（Stock-Level）：查询仓库库存状况，以便能够及时补货。

⚫ TPC-C通常使用性能、性价比两个维度对系统性能进行衡量：

 性能维度，单位是tpmC（transactions per minute, TPC-C）衡量，C指TPC中的C基准程序，它的定义是每分钟内系统处理的新订单个数。

 性价比维度，单位是$/tpmC，即以系统的总价格（单位是美元）/tpmC数值得出。

TPCC业务模型图

Warehouse
W

Stock
W*100k

Item
100k

Order-Line
W*300k+

Order
W*30k+

New-Order
W*9k+

History
W*30k+

Customer
W*30k+

District
W*10

100k

10

W 3+

5-15

0-1

1+
3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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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C-H

⚫ TPC-H是决策支持的基准测试。它由一套面向业务的即席查询和并发数据修改组成。 这些

查询和填充数据库的数据具有广泛的行业相关性。 该基准测试展示了决策支持系统，它

可以检索大量数据，执行高度复杂的查询，并为关键业务问题提供答案。 TPC-H报告的性

能指标称为TPC-H每小时综合查询性能指标（QphH @ Size），并反映了系统处理查询的能

力的多方面，主要包括：

 选择的数据库大小；

 单个流提交查询时的查询处理能力；

 多个并发用户提交查询时的查询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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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C-DS

⚫ TPC-DS是决策支持的基本测试，提供了决策支持系统的通用见面方式，包括数据查询和

数据维护。TPC-DS基准测试提供了通用决策支持系统的性能评估。基准测试的结果衡量

了单用户模式下的响应时间，多用户模式下的查询吞吐量，这个测试集包含对大数据集

的统计、报表生成、联机查询、数据挖掘等复杂应用，测试用的数据和值是有倾斜的，

与真实数据一致。可以说TPC-DS是与真实场景非常接近的一个测试集，也是难度较大的

一个测试集。

⚫ 表和查询类型：TPC-DS采用星型、雪花型等多维数据模式。它包含7张事实表，17张纬度

表平均每张表含有18列。其工作负载包含99个SQL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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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C-E

⚫ TPC 测试基准E（下文称 TPC-E）是由事务处理性能委员会（下称 TPC）开发的一个新的用

于测试OLTP负载的测试基准（基准于2007年被审核通过）。TPC-E通过模拟了证券交易公

司的业务来测试数据库的OLTP性能。TPC-E测试的重点是数据库，更多关注的是这个数据

库处理来自证券公司和其客户账号的相关交易。尽管在TPC-E测试基准之下的业务模型是

一个证券公司的业务，但是数据库的表结构和数据分布，以及交易本身和实现规则都是

尽最大程度的测试当下的OLTP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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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数据库的优化方向 - 内核引擎

⚫ 现有的经典数据库实现模型“解析/优化/执行/输入读取”诞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传统的查询处理主要分

为：查询解析、查询优化、查询执行模块，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模型、场景细化、硬件方面的发展，原先有

的一些假设、设计方法需要做出改进才能进一步发挥数据库本身的演进。

查询处理模块 演进方向思考总结

查询优化

重点：提升计划稳定性、突出TP/AP/混合负载方面的场景优化
1.计划稳定性：避免升级或者异常场景造成计划的回退，通过SPM(SQL-Plan-Management)对于计划runtime执行进行稳定
2.OLTP场景：
⚫ 轻量化短查询场景中查询解析、查询优化的开销，降低事务处理时延、计划缓存增强
⚫ 优化点查场景计划生成的准确性

3.混合负载场景
⚫ 解决TP、AP混合场景下xc/fps/stream计划融合的问题
⚫ 混合负载场景需要协同资源管理模块对计算资源进行联动规划co-planning

查询执行

重点：算子执行效率、存储过程执行效率、分布式协同执行
⚫ 执行轻量化、执行器算子计算能力提升，CodeGen全编译执行技术降低CPU消耗
⚫ 计算形态上引入多指令流算力单元，提升重负载计算运算能力，支撑大数据量分析型业务
⚫ 存储过程分布式执行改造，单机+分布式式对Oracle plsql
⚫ 考虑以分布式共享内存为前提的场景下解决原有数据倾斜，网络传输时延较高等固有问题

分布式
重点：网络通信不再是外部模块需要内核引擎一起演进，优化渗透到硬件、网络协议、OS内核
⚫ 作为分布式体系中决定节点间传输效率的一环，需要和执行引擎、存储引擎联动设计（主备、data-shuffling）
⚫ 对外网络走用户态协议e.g. 客户端-服务端，内部私网络走RDMA远程内存访问e.g.主备复制、DN-DN数据交换



Huawei Confidential306

总结数据库的优化方向 - 事务性、分析性负载

⚫ 数据库性能处理能力持续提升：单节点ScaleUp提升+分布式ScaleOut提升

 提升单节点ScaleUp：决定整体系统的理论性能上限，充分发挥单节点CPU、内存资源的对业务输出的贡献程度。

 提升分布式ScaleOut：决定整体系统的实际性能上限，分布式实现的好坏决定了横向的线性扩展比。

负载类型 负载特点 优化侧重点

事务型

⚫ 高并发
⚫ 低时延
⚫ 查询相对简单
⚫ 中等数据量，一般TB级
⚫ 读写混合
⚫ 查询功能相对稳定

⚫ 查询处理关键路径优化，e.g.查
询执行、事务处理..

⚫ 挖掘OS协议栈等体系结构优化
点

⚫ 分布式场景两阶段事务优化
⚫ 分布式场景下线性扩展比
⚫ 主备同步RTO优化

分析型

⚫ 数据量大一般PB级甚至
EB级

⚫ 查询复杂
⚫ 查询功能多样化
⚫ 只读操作
⚫ 功能定向优化

⚫ 精确的代价估算计划生成
⚫ 有效的查询等价重写
⚫ 计算高度并行化SMP/MPP
⚫ 高效的数据导入、转换ETL
⚫ 特定功能场景的优化

负载类型 优化策略 未来机会点

单节点
ScaleUp

⚫ 充分发挥节点内多核CPU
的处理能力

⚫ 降低多线程之间的临界资
源的并发冲突

⚫ 多数据库事务关键路径、
模块进行轻量化、异步流
水线处理

⚫ 千核NUMA-CPU场景下，numa-aware
进一步优化，线程的调度、以及对应
的资源，尽量控制在单个NUM节点内

⚫ 软硬协同，使用指令集的锁原语优化
并发处理模块

⚫ 软硬结合对于计算密集型的负载，考
虑使用异构加速如GPU、昇腾等批处
理指令模式提升计算密度，进行更高
效的运算

分布式
ScaleOut

⚫ 实现有效的分布式并行算
法，对作业做step/step交
互做最优的访问路径

⚫ 从网络时延、传输速率、
交互机制多个维度提升分
布式网络通信交互的效率

⚫ 充分利用新型网络协议如DPDK、
RDMA对原有基于内核态TCP传输的场
景进行时延、带宽传输改进和提升

⚫ 分布式事务算法改进2pc->occ，悲观->
乐观

⚫ 基于分布式共享内存的实现前提下对
原有分布式交互设计模型进行进一步
改进Network Bond -> Cpu-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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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性能指标体系

⚫ 系统级：集群级别或节点级别指标

 OS

 Instance Time

 Memory

 Session,Thread

 Events,Utility

⚫ 对象级：数据库对象指标

 Database、Table、Index

 File

 Lock

⚫ 应用级：表征应用负载性能

 Transaction、Statement

 Active session Profile

 Slow query

 Full SQL 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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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指标矩阵（1）

分类 项目 Instance Session
Unqiue
Query

Query DB

时间细分

DB_TIME – 作业在多核下的有效时间花费
CPU_TIME – CPU时间的消耗
EXECUTION_TIME – 执行器内花费的时间
PARSE_TIME – SQL解析的时间花费
PLAN_TIME – 生成Plan的时间花费
REWRITE_TIME – SQL重写的时间消耗
PL_EXECUTION_TIME  - 存储过程的执行时间
PL_COMPILATION_TIME - 存储过程编译时间
NET_SEND_TIME - 网络上的时间花销
DATA_IO_TIME - IO时间上的花销

INSTANCE_TIME SESSION_TIME STATEMENT STATEMENT_HISTORY

内存

全局内存块（全局，动态内存，共享内存，通信）MEMORY_NODE_DETAIL

内存上下文分配，使用 SHARED_MEMORY_DETAIL
SESSION_MEMORY
SESSION_MEMORY_DETAIL

排序 STATEMENT

执行器HASH STATEMENT

网络
通信组件性能

COMM_DELAY
COMM_RECV_STREAM
COMM_SEND_STREAM
COMM_STATUS

COMM_DELAY
COMM_RECV_STREAM
COMM_SEND_STREAM
COMM_STATUS

SQL网络消耗 STATEMENT STATEMENT_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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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指标矩阵（2）

分类 项目
Insta
nce

Session
Unqiue
Query

Query DB Table Index Redo

IO活动

读/写物理文件次数 FILE_IOSTAT

读/写物理文件总时长 FILE_IOSTAT

读写物理文件响应时间 FILE_IOSTAT

写xlog文件总时长 FILE_REDO_IOSTAT

写xlog文件响应时间 FILE_REDO_IOSTAT

数据块（元组，toast）缓冲命中
率

SESSION_STAT STATEMENT
STATEMENT_HI
STORY

STATIO_USER_TABLES
GLOBAL_STAT_HOTKEYS_IN
FO

索引块缓冲命中率 STATIO_USER_INDEXES

行活动

表扫描/索引扫描 SESSION_STAT STAT_USER_TABLES

索引扫描次数，索引返回数，索
引返回表行数

STAT_USER_INDEXES
STATIO_USER_INDEXE
S

行更新（插入，更新，删除）
STAT_DATABA
SE

查询返回行，随机/顺序扫描行 STATEMENT
STATEMENT_HI
STORY

STAT_DATABA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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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指标矩阵（3）

分类 项目 Instance Session
Unique
Query

Query DB

负载

提交/回滚事务数 WORKLOAD_TRANSACTION SESSION_STAT STAT_DATABASE

SQL分布(DDL,DML,DCL,SUID) WORKLOAD_SQL_COUNT SESSION_STAT

SQL执行次数 STATEMENT

EVENTS

IO WAIT_EVENTS WAIT_EVENTS

LOCK WAIT_EVENTS WAIT_EVENTS

LWLOCK WAIT_EVENTS WAIT_EVENTS

STATUS WAIT_EVENTS WAIT_EVENTS

LOCK
实时锁信息 LOCKS LOCKS

历史锁信息 STATEMENT_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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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R报告详解

⚫ WDR（Workload Diagnosis Report，负载诊断报告）报告是GaussDB(for openGauss)提供的一种性能

收集和分析工具，它能提供一个时间段内整个系统资源使用情况的报告，通过此报告可以了解数

据库整体运行情况，像是数据库的体检报告。数据库内核定期创建性能视图快照（WDR

snapshot），并持久化至系统表；对于任意两次WDR snapshot，可以生成WDR报告。

⚫ WDR snapshot默认每小时触发一次，保留8天。

⚫ WDR报告种类：

 实例级

 节点级

⚫ WDR报告内容：

 Summary（概要）

 Detail（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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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R报告内容 - Summary介绍

Summary项 集群级 节点级

Database Stat
库级统计数据，如：事务数、物理(逻辑)读、行活动、文件读写耗时等



Load Profile
负载信息，如：DB/CPU时间、表IO信息、SQL量、事务量、登录数、P80(95)等



Instance Efficiency Percentages
当前仅包含Buffer命中率

 

Top 10 Events by Total Wait Time
按时间排序的Top 10 wait events



Wait Classes by Total Wait Time
按wait event类型的时间排序



Host CPU
CPU信息，如：user/system/idle/wait io的时间占比等



IO Profile
IO信息，如：表(索引)等文件IO次数(大小)、WAL文件的次数(大小)等

 

Memory Statistics
内存信息，如: process_used_memory/shared_used_memor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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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R报告内容 - Detail介绍

Detail项 集群级 节点级

Time Model
时间模型，如：DB_TIME/CPU_TIME/NET_TIME/DATA_IO_TIME/PLAN_TIME等



SQL Statistics
SQL统计信息，如：行活动、Cache/IO、Time Model等

 

Wait Events
Wait Event信息，如：总次数、总(Min/Max/Avg)时间等



Cache IO Stats
表(索引)的Cache/IO信息，如：物理(逻辑)读、Buffer命中率等

 

Utility status
包含：主备复制状态、BgWriter信息等



Object stats
表(索引)等信息，如：插入(删除/更新)行、live/dead元组数、vacuum/analyze信息、坏块等

 

Configuration settings
数据库相关GUC信息



SQL Detail
包含:归一化SQL文件以及ID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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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WDR报告

⚫ 生成WDR报告
gsql方式连接数据库，切换至postgres库
\a：切换非对齐模式。
\t：切换输出的字段名的信息和行计数脚注。
\o：把所有的查询结果发送至服务器文件里。(如：/data1/cluster.html)
select generate_wdr_report(begin_snap_id, end_snap_id, report_type, report_scope, node_name);

参数 说明 取值范围

begin_snap_id WDR报告的起始snapshot ID 取自snapshot.snapshot

end_snap_id WDR报告的结束snapshot ID 取自snapshot.snapshot

report_type WDR报告的内容 summary/detail/all

report_scope 生成WDR报告的范围 cluster/node

node_name 当report_scope为node时，指定此参数为节点名
称；report_scope为cluster时，可以省略或者为
任意值

取自pgxc_node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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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R相关参数与限制

⚫ WDR相关GUC参数：

⚫ 以下情况不支持生成WDR报告：

 两次Snapshot中间有节点重启；

 两次Snapshot中间有Drop database；

 两次Snapshot中间有主备导换；

 重置dbe_perf.statement视图。

GUC 默认值 说明

enable_wdr_snapshot on 是否开启WDR snapshot

wdr_snapshot_interval 60 WDR snapshot周期(单位：分钟)

wdr_snapshot_retention_days 8 WDR snapshot数据保留期限(单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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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整体性能不达标案例（1）

⚫ 查CN结点等待视图

 发现大部分SQL在等待dn_6007_6008_6009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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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整体性能不达标案例（2）

⚫ 异常节点wait_events，平均等待时间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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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整体性能不达标案例（3）

⚫ 正常节点wait_events

 异常节点的wait wal sync的avg_wait_time明显较正常节点高；

 此event表示主备日志同步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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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整体性能不达标案例（4）

⚫ 使用SQL进行查询，可以发现dn_6007_6008_6009某个备机日志有堆积，发现主备复制LSN此分片差异较大。

⚫ 登录日志堆积分片的备机，使用iostat –xm 1命令，发现磁盘使用率满。

⚫ 最终发现是由于此虚拟机IO带宽被限制导致。

SELECT nodename AS node_name,pg_xlog_location_diff(sender_flush_location,receiver_replay_location) FROM 
global_wal_sender_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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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PCC的性能调优案例

⚫ 本节将以TPCC测试模型为例，给出了一个性能调优案例。在本案例中，使用了2台鲲鹏2路128核服

务器分别作为服务端和客户端，在服务端挂载了4块Nvme盘。需要说明的是，数据库调优是一个

繁琐的工作，需要不断去修改配置，反复调试以达到最优性能配置。本节给出的调优案例，所列

参数仅为案例环境下一个推荐参考值，具体设置应取决于实际使用环境。

⚫ OLTP性能调优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 数据库配置

 分盘部署

 数据分区

 自动清理

 表填充因子

 数据预热

 参数配置

⚫ 硬件配置

 BIOS配置调整

 OS配置调整

 文件系统调整

 内存调整

⚫ 网络配置

 多中断队列设置

 中断调优

 服务端绑核

 客户端绑核

 服务端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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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配置

⚫ BIOS配置调整：检查配置

⚫ 服务器上的SMMU一般用来完成设备的地址转换，并且可以实现设备隔离，在虚拟化中

很实用，但是在物理机测试场景下，SMMU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尤其对于小包网络场

景，因此建议关闭该功能提升服务器性能。

⚫ CPU将内存中的数据读到CPU的高速缓冲Cache时，会根据局部性原理，除了读取本次要

访问的数据，还会预取本次数据的周边数据到Cache里面，如果预取的数据是下次要访问

的数据，那么性能会提升，如果预取的数据不是下次要取的数据，那么会浪费内存带宽，

因此数据库场景需要关闭CPU预取。

# BIOS->Advanced->MISC Config

配置Support Smmu为Disabled

配置CPU Prefetching Configuration为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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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配置调整：关闭服务

⚫ 在root账户下执行以下命令，关闭对应服务：

⚫ irq balance关闭：为避免gaussdb进程与客户端抢用CPU，导致CPU使用不均衡。如果htop

呈现出部分CPU压力很大，部分CPU很空闲时需要考虑是否关闭了irqbalance。

service sysmonitor stop #系统监控

service irqbalance stop #动态分配中断，影响绑核

service rsyslog stop #系统日志

service firewalld stop #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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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调整（1）

⚫ 使用xfs，blocksize设置8k；通过df -T -h命令可以查看当前挂载磁盘信息。如果文件系统是ext4，需要使用mkfs命令将ext4改

为xfs。

⚫ 通过xfs_info命令可以查看所使用Nvme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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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调整（2）

⚫ 图中block大小正好为8k，不需要进行修改。若不为8k，需要重新格式化磁盘，格

式化之前注意数据备份。以分区/dev/nvme0n1，加载点/data1为例，执行以下命

令。

umount /data1

mkfs.xfs -b size=8192 /dev/nvme0n1 -f

mount / dev/nvme0n1 /dat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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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调整

⚫ 操作系统内存页大小一般为4k，可以通过如下命令查看。

⚫ 随着系统内存越来越大，linux内核引入Huge pages。标准大页分为2MB及1GB两种，2MB页块大小适合GB大小

的内存，更大TB级别内存的大页为1GB。为获得更好的性能，数据库负载系统一般设置大页，如oracle设置大

页容量比SGA略大。

⚫ 可以通过如下命令查看大页。

⚫ 标准大页管理是预分配的方式，而透明大页管理则是动态分配的方式，启用透明大页存在性能问题，建议关

闭。

cat /proc/meminfo | grep Hugepagesize

getconf PAGESIZE

echo 'never' > /sys/kernel/mm/transparent_hugepage/enabled

echo 'never' > /sys/kernel/mm/transparent_hugepage/def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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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置 - 多中断队列

⚫ 对多核服务器，可以在服务器端和客户端设置网卡多队列。以鲲鹏2路128核服务器为例，推荐服务端网卡配置16中断队列，

客户端网卡配置48中断队列。具体绑核情况可以根据服务器配置自行调整。

⚫ 通过lscpu命令可以查看numa节点与CPU的对应关系。

⚫ 通过ifconfig命令查看当前连接的物理端口使用的网卡，进而进行网卡绑核。

⚫ 网卡绑核命令

⚫ 中断调优

⚫ 在数据库满跑的情况下（CPU占比90%以上），CPU成为瓶颈，开启offloading，将网络分片offloading到网卡上

ethtool -L enp6s0 combined 16

ethtool –K enp3s0 tso on

ethtool –K enp3s0 lro on

ethtool –K enp3s0 gro on

ethtool –K enp3s0 g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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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服务端及客户端绑核（1）

⚫ 业务进程在运行过程中，硬件上报的网络中断会导致频繁的上下文切换，严重影响效率，

因此需要将网络中断和业务分开绑定在不同的核上运行。

⚫ GaussDB引入线程池机制，数据库启动时，线程池将创建指定数目的线程来服务，线程在

创建时会进行绑核，因此需要将网卡的绑核信息通过GUC参数传入，方便运行期间绑核

设置。以128核为例，对应参数如下。

⚫ 以集中式为例，通过绑核启动数据库，可以执行以下任一命令。

numactl -C 0-27,32-59,64-91,96-123 gaussdb --single_node -D {DATA_DIR} -p {PORT} &

numactl --interleave=all gaussdb --single_node -D {DATA_DIR} -p {PORT} &

thread_pool_attr = ‘812,4,(cpubind:0-27,32-59,64-91,96-123)’

worker线程总数 numa节点数 处理业务的CPU和列表，未列
出的CPU核用于处理网络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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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服务端及客户端绑核（2）

⚫ 服务端postgresql.conf中新增如下参数：

 advance_xlog_file_num

◼ 若设置为N，后台线程BackgroundWALWriter会周期性地提前检测并初始化未来N个xlog文件，避免事务提交时才去执行xlog文件初始化，从而降低事务提

交时延。只有在性能压力测试时作用才会体现出来，一般不用配置。默认为0，即不进行提前初始化。性能压力测试时建议设为10。

 numa_distribute_mode

◼ 参数有all和none两个取值。all表示启用NUMA优化，将工作线程和对应的PGPROC、WALInsertlock进行统一分组，分别绑定到对应的NUMA Node下，以减

少关键路径上的CPU远端访存。默认取值为none，表示不启用NUMA分布特性。在涉及到多个NUMA节点，且远端访存代价明显高于本地访存时设置为all。

性能压力测试时建议设为all。

 thread_pool_attr线程池配置

◼ thread_pool_attr = '812,4,(cpubind: 0-27,32-59,64-91,96-123)'

⚫ 客户端绑核

 客户端通过numactl将客户端绑定在除网卡外的核上。以128核环境为例，共80个核用于处理业务逻辑，剩余48个核处理网络中断。

numactl -C 0-19,32-51,64-83,96-115 ./runBenchmark.sh props.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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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置 - 分盘部署

⚫ 服务器存在多块磁盘时，可采用分盘部署，增加IO的吞吐量，避免单块磁盘成为性能瓶颈。

⚫ 以TPC-C程序为例，新建两个表空间tablespace2、tablespace3，推荐将表bmsql_customer、索引bmsql_new_order_pkey放在

表空间tablespace2下，表bmsql_stock放在表空间tablespace3下。

⚫ 将xlog文件放到单独的磁盘上，避免xlog日志写入与数据库业务抢占磁盘IO。

⚫ 完成分盘部署后，数据目录与磁盘对应关系如下。

CREATE TABLESPACE tablespace2 location '/data2/omm/tablespace2';

CREATE TABLESPACE tablespace3 location '/data3/omm/tablespace3';

cd /data1/omm/data_test

mv pg_xlog /data4/omm/

ln -s /data4/omm/pg_xlog pg_xlog

主数据目录 /data1/omm/data_test

tablespace2   /data2/omm/tablespace2

tablespace3   /data3/omm/tablespace3

xlog日志 /data4/omm/pg_x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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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置 - 数据分区

⚫ 数据分区可以将很大的表/索引分解为更小、更易于管理的部分，每个分区都是独立的对象，有自己分区名和表空间。

⚫ 在OLTP业务中，使用数据分区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

 将业务表做不同的文件和磁盘分布，降低磁盘IO对业务瓶颈的限制；

 减少对共享资源的占用；

 通过分区剪枝，可以提高部分场景查询性能。

⚫ 下面给出了一种对TPCC1000仓的业务表bmsql_stock进行分区的方式。

create table bmsql_stock (
……
) partition by range (s_w_id)
(

partition bmsql_stock_p1 values less than (126),
partition bmsql_stock_p2 values less than (251),
partition bmsql_stock_p3 values less than (376),
partition bmsql_stock_p4 values less than (501),
partition bmsql_stock_p5 values less than (626),
partition bmsql_stock_p6 values less than (751),
partition bmsql_stock_p7 values less than (876),
partition bmsql_stock_p8 values less than (1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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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置 - 自动清理
⚫ 在数据库操作里，DELETE和UPDATE行为并不会将修改行从所属表中进行物理删除，需要经VACUUM操作，清理表中的死元组，以保证buffer

命中率。此外，当表中数据被大量修改后，需要经ANALYZE操作，更新表的统计信息，以保证计划的准确性。系统自动清理线程

（autovacuum）自动执行VACUUM和ANALYZE命令，回收被标识为删除状态的记录空间，并更新表的统计数据。

⚫ VACUUM和ANALYZE操作会导致IO流量大幅增加，可能会影响期间TPCC业务的性能。TPCC业务使用PBE，运行过程中的统计信息变更不会对

计划造成影响，故需要设置参数开启autovacuum，关闭autoanalyze。配置参数如下。

参数名 默认值 修改值 参数说明

vacuum_cost_limit -1 10000 设置在自动VACUUM操作里使用的开销限制数值。

autovacuum on on 控制数据库自动清理进程的启动。

autovacuum_mode mix vacuum 该参数控制autoanalyze或autovacuum的打开情况。

autovacuum_max_workers 3 5 同时运行的自动清理线程的最大数量。

autovacuum_naptime 600s 20s 设置两次自动清理操作的时间间隔。

autovacuum_vacuum_cost_delay 20ms 10ms 设置在自动VACUUM操作里使用的开销延迟数值。

autovacuum_vacuum_scale_factor 0.2 0.02 设置触发一个VACUUM时增加到autovacuum_vacuum_threshold的
表大小的缩放系数。

autovacuum_analyze_scale_factor 0.1 0.1 设置触发一个ANALYZE时增加到autovacuum_analyze_threshold的表
大小的缩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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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置 - 表填充因子

⚫ 填充因子（fillfactor）是一个介于10和100之间的百分数。100（完全填充）是默认值。如

果指定了较小的填充因子，INSERT操作仅按照填充因子指定的百分率填充表页。每个页

上的剩余空间将用于在该页上更新行，这就使得UPDATE有机会在同一页上放置同一条记

录的新版本，这比把新版本放置在其他页上更有效。

⚫ 推荐将需要频繁更新的业务表设置fillfactor为80。

create table bmsql_warehouse (
……
) WITH (FILLFACTOR=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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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置 - 数据预热

⚫ 事务提交时会将日志写入xlog中，xlog段文件的创建数量由wal_file_init_num决定。大量创

建xlog段文件会影响期间TPCC业务的性能，故需要采用数据预热的方式，保证xlog段文件

在正式执行TPCC业务之前创建完毕。推荐方案如下：

 导入数据时，设置wal_file_init_num值为2000；

 运行TPCC业务时，设置wal_file_init_num值为20000；

 业务运行流程：预热5min -> sleep 2min -> 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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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C-C参数总结

# 自动清理 #
vacuum_cost_limit = 10000
autovacuum = on
autovacuum_mode = vacuum
autovacuum_max_workers = 5
autovacuum_naptime = 20s
autovacuum_vacuum_cost_delay = 10
autovacuum_vacuum_scale_factor = 0.02
autovacuum_analyze_scale_factor = 0.1
# 调优参数 #
enable_mergejoin = off
enable_nestloop = off
enable_hashjoin = off
enable_bitmapscan = on
enable_material = off
enable_opfusion = on
enable_beta_opfusion=on
# 线程池绑核 #
enable_thread_pool = on
thread_pool_attr = '812,4,(cpubind: 0-28,32-
60,64-92,96-124)' 
enable_double_write = on
enable_incremental_checkpoint = on
advance_xlog_file_num = 10
numa_distribute_mode = 'all'

# 配置参数1 #
allow_concurrent_tuple_update = true
audit_enabled = off
checkpoint_segments = 1024
checkpoint_timeout = 15min
cstore_buffers = 16MB
enable_alarm = off
enable_codegen = false
enable_data_replicate = off
full_page_writes = off
max_files_per_process = 100000
max_prepared_transactions = 2048
shared_buffers = 350GB
use_workload_manager = off
wal_buffers = 1GB
work_mem = 1MB
log_min_messages = FATAL
transaction_isolation = 'read committed'
default_transaction_isolation = 'read committed'
synchronous_commit = on
fsync = on
maintenance_work_mem = 2GB
xloginsert_locks = 48
update_lockwait_timeout = 20min
wal_log_hints = off
log_duration = off

# 统计信息 #
track_activities = off
enable_instr_track_wait = off
enable_instr_rt_percentile = off
track_counts = on
track_sql_count = off
enable_instr_cpu_timer = off
# 配置参数2 #
checkpoint_timeout = 15min
enable_save_datachanged_timestamp = false
plog_merge_age = 0
session_timeout = 0
enable_instance_metric_persistent = off
enable_logical_io_statistics = off
enable_page_lsn_check = off
enable_user_metric_persistent = off
enable_xlog_prune = off
enable_resource_track = off
instr_unique_sql_count=0
remote_read_mode=non_authentication
wal_level = archive
hot_standby = off
hot_standby_feedback = off
wal_file_init_num =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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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与调整

⚫ 使用htop命令监控服务端和客户端CPU利用情况，在

极限性能测试情况下,各个业务CPU的占用率都非常高

（>90%），若有CPU占用率没有达标,需要进行调整。

⚫ 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调整。

 并发连接数terminals，一般建议设置为服务器使用CPU

总线程数的2-6倍

 调整调整服务端线程池绑核与网络中断绑核情况

⚫ 通过iostat命令可以监控磁盘IO使用情况，如果发现

部分磁盘利用率过高，可以考虑重新调整数据在磁盘

的部署方式。

⚫ 在客户端ping服务端IP，可以监控网络连接延时。如

果网络延时过高，需要排查网络原因。

⚫ 业务表调整

⚫ 从以下三个方面调整业务表。

 调整业务表填充因子fillfactor

 对于大表，使用分区表，调整分区方式

 对于分布式TPCC，调整业务表的分布方式

⚫ 参数调整

 调整autovacuum相关参数

 调整影响计划生成的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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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 调优结果：TPC-C100个仓30分钟压测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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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型业务性能调优案例

⚫ 影响数据库性能的因素有很多：

⚫ 系统资源

 数据库性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磁盘的I/O和内存使用情况。为了准确设置性能指标，用户需要了解集群部署硬件的基本性能。CPU，

硬盘，磁盘控制器，内存和网络接口等这些硬件性能将显著影响数据库的运行速度。

⚫ 工作负载

 等于数据库系统的需求总量，它会随着时间变化。总体负载包含用户查询，应用程序，并行作业，事务以及数据库随时传递的系统命

令。比如：多用户在执行多个查询时会提高负载。负载会显著地影响数据库的性能。了解工作负载高峰期可以帮助用户更合理地利用

系统资源，更有效地完成系统任务。

⚫ 竞争

 竞争是指两组或多组负载组件尝试使用冲突的方式使用系统的情况。比如，多条查询视图同一时间更新相同的数据，或者多个大量的

负载争夺系统资源。随着竞争的增加，吞吐量下降。

⚫ 优化

 数据库优化可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性能。在执行SQL制定、数据库配置参数、表设计、数据分布等操作时，启用数据库查询优化器打造

最有效的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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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配置 - CPU

⚫ 通过top命令查看集群内各节点CPU使用情况，分析是否存在由于CPU负载过高导致的性能瓶颈。

⚫ 执行top命令后，按“1”键，可查看每个CPU核的使用率。分析时请主要关注gaussdb的CPU占用

率。

⚫ 其中，统计信息中“us”表示用户空间占用CPU百分比，“sy”表示内核空间占用CPU百分比，

“id”表示空闲CPU百分比。如果“id”低于10%，即表明CPU负载较高，当前CPU为性能瓶颈，可

尝试通过降低本节点任务量等手段降低CPU负载。

⚫ 也可以通过sar命令对CPU进行监控。sar命令来自于sysstat工具包，如果提示sar命令不存在，需

先安装sysstat。

sar -u [ <时间间隔> [ <次数> ] ]
CPU：all 表示统计信息为所有 CPU 的平均值。
%user：显示在用户级别(application)运行使用 CPU 总时间的百分比
%nice：显示在用户级别，用于nice操作，所占用 CPU 总时间的百分比
%system：在核心级别(kernel)运行所使用 CPU 总时间的百分比
%iowait：显示用于等待I/O操作占用 CPU 总时间的百分比
%steal：管理程序(hypervisor)为另一个虚拟进程提供服务而等待虚拟 CPU 的百分比
%idle：显示 CPU 空闲时间占用 CPU 总时间的百分比
1. 若 %iowait 的值过高，表示硬盘存在I/O瓶颈
2. 若 %idle 的值高但系统响应慢时，有可能是 CPU 等待分配内存，此时应加大内存容量
3. 若 %idle 的值持续低于1，则系统的 CPU 处理能力相对较低，表明系统中最需要解决的资源是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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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配置 - 内存
⚫ 通过top命令查看集群内各节点内存使用情况，分析是否存在由于内存占用率过高导致的性能瓶颈。

⚫ 执行top命令后，按“Shift+M”键，可按照内存大小排序。

⚫ 分析时，请主要关注每个进程占用的内存百分比（%MEM）、整系统的剩余内存。如果出现内存

较高的情况也需要考虑减少当前节点的负载，并查看计划是否存在连接中间结果集过大的场景。

⚫ 主要属性解释如下：

sar -r [ <时间间隔> [ <次数> ] ]
kbmemfree：这个值和 free 命令中的 free 值基本一致，所以它不包括 buffer 和 cache 的空间
kbmemused：这个值和 free 命令中的 used 值基本一致,所以它包括 buffer 和 cache 的空间
%memused：这个值是 kbmemused 和内存总量(不包括 swap)的一个百分比
kbbuffers 和 kbcached：这两个值就是 free 命令中的 buffer 和 cache
kbcommit：保证当前系统所需要的内存，即为了确保不溢出而需要的内存(RAM + swap)
%commit：这个值是 kbcommit 与内存总量(包括 swap)的一个百分比

属性 解释

total 物理内存总量

used 已使用的物理内存总量

free 空闲内存总量

buffers 缓存的内存量

%MEM 进程占用的内存百分比

VIRT 进程申请的虚拟内存总量

SWAP 进程使用的交换分区的总量

RES 进程使用的物理内存总量

SHR 共享内存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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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配置 - I/O

⚫ 通过iostat、pidstat命令或集群健康检查工具查看集群内各节点I/O繁忙度和吞

吐量，分析是否存在由于I/O导致的性能瓶颈。“rMB/s” 为每秒读取的MB数，

“wMB/s”为每秒写入的MB数，“%util”“为硬盘使用率。

⚫ 使用pidstat命令查看I/O情况。此命令主要关注单个进程每秒读取、写入的数量。

“kB_rd/s”为每秒读取的kB数，“kB_wr/s”为每秒写入的kB数。

⚫ 使用sar命令为：

sar -b [ <时间间隔> [ <次数> ] ]
tps：每秒钟物理设备的 I/O 传输总量
rtps：每秒钟从物理设备读入的数据总量
wtps：每秒钟向物理设备写入的数据总量
bread/s：每秒钟从物理设备读入的数据量，单位为：块/s
bwrtn/s：每秒钟向物理设备写入的数据量，单位为：块/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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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配置 - 网络

⚫ 通过ifconfig命令查看集群内各节点网络使用情况，分析是否存在由于网络导致的性能瓶

颈。

⚫ ifconfig的结果需要关注的主要有：

 errors表示收包错误的总数量。

 dropped表示数据包已经进入了Ring Buffer，但是由于内存不够等系统原因，导致在拷贝到内存的

过程中被丢弃的总数量。

 overruns表示Ring Buffer队列中被丢弃的报文数目，由于Ring Buffer(aka Driver Queue)传输的IO大

于kernel能够处理的IO导致。

⚫ 分析时，如果发现上述三个值持续增长，则表示网络负载过大或者存在网卡、内存等硬

件故障。

⚫ 如果使用sar命令，语句为：

sar -n <关键词> [ <时间间隔> [ <次数> ] ]

命令执行后会列出每个网卡这 5 次取值的平均数据，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带宽跑满的网卡名称，默认情况下 eth0 为内网网卡，eth1 为外网网卡。
“rxkB/s”为每秒接收的kB数，“txkB/s ”为每秒发送的kB数。分析时，请主要关注每个网卡的传输量和是否达到传输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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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创建（1）

⚫ 以TPCH Q14为例：lineitem.l_shipdate上包含范围过滤条件，可以通过在该列上创建索引

提升基表扫描性能。

⚫ 建索引前：

select  100 * sum(case when p_type like 'PROMO%' then l_extendedprice * (1 - l_discount)/10
else 0

end)/sum(l_extendedprice * (1 - l_discount)/1000) as promo_revenue
from lineitem,part
where l_partkey = p_partkey

and l_shipdate >= date '1995-09-01'
and l_shipdate <  date '1995-09-01' + interval '5 day';



Huawei Confidential345

索引创建（2）

⚫ 建索引后：

⚫ 可以看到，创建索引后原查询瓶颈算子--lineitem的基表扫描算子耗时大幅减少，整体性能提升。

⚫ 需要注意的是，索引扫描虽然可以削减基表的扫描开销，但索引扫描需要对索引表和基表都执行IO操作，且

会引入随机扫描。优化器会基于索引条件选择率和页面数量估算代价并选择较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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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与列存（1）

⚫ GaussDB支持行列混合存储。行、列存储模型各有优劣，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执行复杂查询且数据量大的分析型场

景，使用列存储为主。对于分析型场景中的表达式计算、多表连接、聚集等操作，GaussDB提供的向量化引擎对能够大幅

提升性能。选择列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局部聚簇索引对IO进行提前过滤。创建索引时，尽量选择常备用作过滤条件且过

滤性更好的字段放在局部聚簇索引的前面。

⚫ 以TPC-H Q1为例，lineitem表全扫描+聚集操作，行存与列存对比如下：

⚫ 行存，不使用向量化引擎：（3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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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与列存（2）

⚫ 行存，使用向量化引擎：（7.4秒）

⚫ 列存，使用向量化引擎行：（4.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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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区和分布式数据分片
⚫ 分区表是把逻辑上的一张表根据某种方案分成几张物理块进行存储。这张逻辑上的表称之为分区表，物理块称之为分区。分区表是一张逻

辑表，不存储数据，数据实际是存储在分区上的。目前GaussDB分布式下支持范围分区表，集中式下支持范围分区、列表分区、哈希分区及

以上两两组合的二级分区表。

⚫ 分析型场景下，常用的分区方式是将事实表按日期进行分区，从而区分冷热数据，减少数据访问。

⚫ 在分布式部署形式下，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策略将数据分布到各个节点上：

⚫ 分析型场景下，Hash分布表的分布键选择尤其重要，需要考虑数据本身分布各节点间均衡和业务中查询语句过滤后的数据在各节点间的均

衡。对于数据的分布，可以使用table_skewness进行倾斜检测；对于过滤条件需要排查业务中使用常量作为过滤条件的字段不要作为分布列。

⚫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常作为连接条件的字段作为分布列，这样可以将连接操作下推的DN本地执行，减少DN间数据交互带来

的额外开销。

策略 描述 场景

Hash 数据通过哈希的方式散列到各DN上。 数据量较大的事实表。

Replication 各个DN上都有一份全量数据。 数据量较小的维度表。

Range 数据根据指定的范围映射到各DN。 需要自定义分布规则的场景。

List 数据根据指定的值列表映射到各DN。 需要自定义分布规则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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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计划调优（1）

⚫ 各个算子节点序号已在图片中标出，算子后的cost部分为计划生成阶段的估算信息，包含代价、行数、数据

宽度；算子后的actual部分为执行阶段的实际统计信息，包含实际耗时、实际行数、循环调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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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计划调优（2）

⚫ 7、10层为Scan算子，表示获取基表数据，除SeqScan外还可能是IndexScan，BitMapIndexScan等；

⚫ 4、9层为Stream算子，实现了数据shuffle的功能，包含gather、redistribute、broadcast三种方式；

⚫ 6层为Join算子，实现了结果集的关联，除HashJoin外还有NestLoop和MergeJoin；

⚫ 3层为Agg算子，实现了查询语句中的min和group by操作；

⚫ 此外还有Limit和Sort等数据操作算子；

⚫ 如果SQL长时间运行没有返回结果，建议先通过EXPLAIN命令查看执行计划，根据代价和行数估算结果识别瓶

颈算子。如果可以返回结果，可以执行EXPLAIN ANALYZE或EXPLAIN PERFORMANCE查看各个算子的实际耗时，

更精准的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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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改写和Hint

⚫ 在保证业务逻辑的前提下，通过查询语句的改写可以大幅提升性能：

 使用union all代替union；

 Join列增加非空过滤条件；

 Not in转not exists；

 将函数替换为case语句；

 尽量避免在where子句中使用!=或<>操作符、null值判断、or连接、参数隐

式转换；

 对复杂SQL语句进行拆分从而提升代价的估算准确性。

⚫ 此外，SQL引擎提供了hint接口，供用户手动指定不同计划的优先级，

或扩大路径的搜索范围。Hint在语句中体现为以/*+ <hint string >*/的

一段注释，需要跟随在SELECT, INSERT, UPDATE, DELETE, MERGE关键

字后。可以在子查询内指定，如果需要在一个子查询中同时指定多

个hint需要写在同一个注释块中。GaussDB当前支持的hint语法在右

边列出。

类型 支持范围

Join顺序 • leading(join_table_list) 
仅指定join顺序，不指定内外表顺序。
• leading((join_table_list)) 
同时指定join顺序和内外表顺序，内外表顺序仅在最外层生效。

Join方式 • [no] nestloop|hashjoin|mergejoin(table_list)

行数 • rows(table_list #|+|-|* const)
#表示直接使用后面的行数进行hint。
+,-,*表示对原来估算的行数进行加、减、乘操作。

Stream • [no] broadcast|redistribute(table_list)
table_list为进行stream操作的单表或多表join结果集

Scan方式 • [no] tablescan|indexscan|indexonlyscan(table [index])

参数化路径 • predpush(src1 src2 ..)
表示生成括号中的表为参数化路径提供参数
• predpush(src, dest)
表示生成src到dest表的参数化路径
使用predpush hint需要确保rewrite_rule GUC参数包含
PREDPUSH|REDPUSHFORCE|PREDPUSHNORMAL选项。

指定参数 • set(param value)
当前支持的参数请参考产品文档

PBE计划选择 • use_cplan
• use_gplan

子查询不展开 • no_ex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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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调优

⚫ SQL引擎还提供了大量GUC参数，针对不同场景进行调优，下面给出关键参数列表和AP场景推荐配置。

GUC 说明 AP推荐值

enable_nestloop 控制是否优先使用nestloop
连接

Off

enable_bitmapscan 控制是否优先使用位图索引
扫描

On

enable_hashagg 控制是否优先使用Hash聚集 On

enable_hashjoin 控制是否优先使用Hash连接 On

enable_mergejoin 控制是否优先使用Merge连
接

On

enable_sort 控制是否优先生产sort计划 On

enable_indexscan 控制是否优先使用index扫描 On

enable_indexonlyscan 控制是否优先使用indexonly
扫描

On

enable_material 控制是否优先使用物化算子 On

GUC 说明 AP推荐值

enable_index_nestloop 控制是否优先使用nestloop参数化路径 On

enable_seqscan 控制是否优先使用全表扫描 On

best_agg_plan 控制Stream下Agg计划的选择
1.hashagg+gather(redistribute)+hashagg。
2.redistribute+hashagg(+gather)。
3.hashagg+redistribute+hashagg(+gather)。
0.根据代价选择

0

query_dop 控制算子执行的并发度 0

try_vector_engine_strate
gy

是否适用向量化引擎对行存查询进行优化
Off.关闭此特性
Force.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强制开启
Optimal.根据查询的复杂度进行选择

Optimal

seq_page_cost, 
random_page_cost, 
cpu_tuple_cost, 
cpu_index_tuple_cost, 
cpu_operator_cost, 
effective_cache_size

代价估算基数参数，影响不同维度算子资
源开销的权重

使用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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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判断题）在数据库场景中数据库的IOPS往往指的是每秒钟处理的事务数TPS、查询数

QPS。

A. True

B.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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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2. （单选题）以下哪项不是执行计划的三要素？

A. 访问路径

B. 连接方式

C. 索引使用

D. 连接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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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3. （多选题）GaussDB(for openGauss)数据库在进行查询时，会使用以下哪些组件？

A. 执行引擎

B. 查询解析器

C. 存储引擎

D. 优化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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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4. （多选题）在针对TPC-C测试时，通过以下哪些方面进行性能调优？

A. 硬件配置

B. 网络配置

C. 数据库配置

D. SQL语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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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本章主要讲述了数据库性能调优的基本知识，并基于GaussDB(for openGauss)对

性能调优进行了展开，帮助学员掌握GaussDB(for openGauss)性能调优的整体思

路，构建GaussDB(for openGauss)性能调优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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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缩略语 英文全称 解释

CBO Cost-Based Optimization 基于代价的优化方式

RBO Rule-Based Optimization 基于规则的优化方式

OLTP 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联机事务处理

OLAP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联机分析处理

IOPS Input/Output operations Per Second 每秒进行读写操作的次数

SMP 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 对称多处理

MPP 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 大规模并行处理

WAL Write-Ahead Log 预写日志

TPC Transaction Processing Council 事务处理委员会

WDR Workload Diagnosis Report 负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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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故障处理与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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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为了在数据库出现故障时减少服务中断时间，GaussDB提供了高可靠机制，通过

保护关键用户程序对外不间断提供服务，把因为硬件、软件和人因造成的故障

对业务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以保证业务的持续性。

⚫ GaussDB运行在操作系统和硬件上，当业务出现中断时，可能是数据库中的某

些组件故障，也可能是硬件、操作系统出现了故障，本章主要讲述了GaussDB的

常见故障场景及定位定界措施和典型案例的处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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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了解GaussDB数据库系统的故障定位分析流程；

 知道如何查看数据库集群的状态和告警了解集群常见故障和原因；

 掌握集群故障定位和修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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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故障定位处理流程

2. 故障信息收集

3. 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4. 应急处理

5. 高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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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处理流程

⚫ 出现故障后一般先定界；

⚫ 定界之后再进行进一步定位；

⚫ 根据定位结果采取故障排除措施；

⚫ 如果故障排除则记录故障处理过程；

⚫ 如果没有排除则联系华为技术支持人员。 联系华为技术支持
人员

开始

查看故障是
否已清除

收集并记录相关信息

确定故障范围和类别

进行故障排除

记录故障处理过程

结束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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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处理流程 - 信息收集

⚫ 故障信息收集

 故障信息是故障处理的重要依据，系统维护人员应尽可能多的收集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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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处理流程 - 故障判断

⚫ 在获取故障信息后，需要对故障现象作出判断，确定故障范围与种类。 为方便用户使用，采用基于故障现象进行分类，主

要类型如下：

 操作系统故障：管理节点操作系统连接失败，响应慢。

 网络故障：关键服务之间无法ping通、网络中断、掉包率高。

 磁盘类故障：磁盘损坏、磁盘容量不足，影响到整体数据库服务。

 业务类故障：

◼ 实例管理故障：用户无法创建实例、删除实例及扩容。

◼ 备份恢复故障：用户无法对实例进行备份和恢复。

◼ 实例访问故障：用户无法通过弹性云主机（ECS）访问实例数据库。

◼ 实例主备故障：HA模式下，备机升主失败。

 关键服务故障：

◼ GaussDB Console服务故障：用户无法跳转到GaussDB Console页面。

◼ 实例管理服务故障：实例管理服务无响应、进程假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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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处理流程 - 故障定位

⚫ 故障定位就是从众多可能原因中找出故障原因的过程，通过一定方法或手段分析、比较各种可能的故障成因，不断排除非

可能因素，最终确定故障发生的具体原因。

⚫ 关键服务故障定位

 此类故障的原因相对简单，同时会有服务日志、告警、错误提示和监控状态等信息。用户根据关键服务日志信息、告警处理建议、错

误提示、进程拉起等，一般就能定位故障。

⚫ 业务类故障定位：业务类故障定位主要包括四种。

 实例管理故障，一般是通过DBS-xxxInstanceManager查询到实例创建、删除的状态，根据DBS-xxxInstanceManager日志打印信息定位出故

障的原因。

 备份恢复故障，一般先排查对象存储（OBS）服务是否可以连接，再查看实例面是否可以访问，如有实例访问类故障，先按照实例访问

故障进行排查，然后再查看DBS-xxxBackupManager日志信息定位。

 实例访问故障，查看实例子网与客户弹性云主机是否在同一虚拟私有云（VPC）的同一子网内，如果不在，则无法访问。查看实例是否

设置安全组阻止访问。

 实例主备故障，HA模式下，如果是备机升主机失败或者备机升主机后无法访问，请先查看相同引擎的主备机的配置项是否相同，如果

不相同，查看具体配置项是否会导致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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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处理流程 - 故障排除

⚫ 故障排除

 定位故障原因后，需要进行故障排除。故障排除是指采取适当的措施或步骤清除故障、恢复系

统的过程。如检查进程状态、查看日志、修改相关配置文件和重启服务等。根据不同的故障

按照不同的操作规程操作，进行故障排除。

⚫ 确认故障是否被排除

 故障排除之后要注意进行检测，以确保故障真正被排除。通过查看日志、重复引发故障发生的

动作和告警等方法确认系统已正常运行，并进行功能测试，以确保故障排除，业务正常。

⚫ 记录故障处理过程

 故障排除后应回顾故障处理全过程，记录故障处理要点，给出针对此类故障的防范和改进措施，

避免同类故障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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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故障定位处理流程

2. 故障信息收集

3. 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4. 应急处理

5. 高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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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概述和学习目标

⚫ 本节课程介绍了故障信息收集流程的相关步骤。

⚫ 学完本节课程后，您将能够：

 了解数据库故障处理基本信息收集的内容

 了解告警查看方法

 了解数据库错误码的查看方法及用途

 了解数据库监控方法及用途



Huawei Confidential370

基本信息收集

⚫ 通过对基本故障信息收集，可大致了解现场发

生的问题、目前的状态、产生故障前的 设备状

态和引起故障的可能因素。

⚫ 待收集的现场信息：

 故障现象描述

 故障出现时间

 故障出现频率

 业务影响程度

 当前故障是否已经处理

 问题出现时，是否有相关系统进行过

 调整或者任何操作

 是否是新建局中遇到的问题

 在维护的哪个过程中（扩容、割接、升级）出现

的问题

 对维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实施的操作

 问题出现后，是否采用什么措施进行处理

 对问题进行处理后，达到的效果

 现场有无明显的告警信息

 现场告警信息是否已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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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信息收集
⚫ 通过查看告警，用户可以快速了解告警历史发生次数，告警对象、级别、监控周期、指标及阈值。

⚫ 查看告警基本步骤：

 登录管理控制台。

 单击“服务列表 > 云监控服务”。

 单击“告警 > 告警历史”，进入“告警历史”界面。

⚫ 通过设置数据库告警规则，用户可自定义监控目标与通知策略，及时了解数据库运行状况，从而起到预警作用。

⚫ 创建告警规则步骤：

 登录管理控制台。

 在“服务列表”中选择“管理与监管 > 云监控”，进入“云监控”服务信息页面。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云服务监控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openGauss)”。

 选择需要添加告警规则的实例，单击操作列的“创建告警规则”。

 在“创建告警规则”页面，填选相关信息。

 单击“立即创建”，告警规则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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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信息收集

⚫ 在数据库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大量日志，既有保证数据库安全可靠的WAL日志（预写式日志，也

称为Xlog），也有用于数据库日常维护的运行和操作日志等。在数据库发生故障时，可以参考这

些日志进行问题定位和数据库恢复的操作。

 系统日志集群运行时CN、DN、GTM、CM以及集群安装部署时产生的日志统称为系统日志。如果集群在运

行时发生故障，可以通过这些系统日志及时定位故障发生的原因，根据日志内容制定恢复集群的方法。

 日志文件存储路径：CN、DN、GTM的运行日志放在“$GAUSSLOG/pg_log”中各自对应的目录下。

⚫ 操作日志操作日志是指数据库管理员使用工具操作数据库时以及工具被集群调用时产生的日志。

如果集群发生故障，可以通过这些日志信息跟踪用户对数据库进行了哪些操作，重现故障场景。

 日志文件存储路径：默认在“$GAUSSLOG/bin”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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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 错误码包括内核错误码及管控台错误码。

 1、内核错误码，在执行SQL及数据库日志中可以看到，包括：

◼ SQL 标准错误码说明，GaussDB Kernel也遵循SQL标准返回错误码的SQLSTATE值

◼ 第三方库错误码说明，第三方错误码的值是包含五个字符的字符串，由3个字符的错误类型和2个字符的子类构成

◼ 高斯内核错误码，格式：GAUSS-XXXXX，详见《GaussDB Kernal开发者指南》。

◼ 例如：GAUSS-00011: “hash table corrupted"  SQLSTATE: LL002

◼ 错误原因：哈希表损坏

◼ 解决办法：请联系技术支持工程师提供技术支持

 2、管控面错误码，在调用api或者前端执行时可以看到，例如：

⚫ 链接：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opengauss/opengauss_api_0033.html

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处理措施

400 DBS.200001 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 检查传入的参数或URL是否全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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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 云服务平台提供的云监控，可以对数据库的运行状态进行日常监控。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直观地查看数据

库的各项监控指标，可以查看实例监控。

⚫ 查看实例监控步骤：

 登录管理控制台。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选择区域和项目。

 在“所有服务”或“服务列表”中选择“管理与监管 > 云监控”，进入“云监控”服务信息页面。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云服务监控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openGauss)”。

 在云监控页面，单击需要查看监控的实例，可以查看指定实例的监控信息。

⚫ 云监控支持的性能指标监控时间窗包括：近1小时、近3小时、近12小时。

 指标包括实例、节点、组件3个级别的监控信息，链接如下：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

opengauss/opengauss_01_007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opengauss/opengauss_01_00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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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故障定位处理流程

2. 故障信息收集

3. 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4. 应急处理

5. 高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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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概述和学习目标

⚫ 本节课程介绍了GaussDB(for openGauss)常见的故障场景，以及其分析处理方法。

⚫ 学完本节课程后，您将能够：

 了解GaussDB(for openGauss)一些常见的故障场景

 掌握GaussDB(for openGauss)常见故障的分析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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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创建失败（1）

⚫ 现象描述

 GaussDB(for openGauss)实例创建失败。

⚫ 可能原因

 GaussDB(for openGauss) Service服务不正常，或者IAAS服务不正常。

⚫ 定位思路

 查看实例创建的告警信息，在Service OM查看创建失败的报错信息，查看实例创建的失败步骤，登入管理节点查看日志信息定位失败原

因。

⚫ 处理步骤

 步骤1 使用浏览器，登录华为云ManageOne运维面。在“集中监控 > 告警管理 > 当前告警”中查看集中告警，并处理告警信息，获取告

警中的实例ID（instance_id）或者工作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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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创建失败（2）

⚫ 处理步骤

 步骤2 登陆DBS运维管理平台，选择”实例运维 > 任务管理”，右上角筛选条件选择“实例ID”

或“任务流ID”，输入框中输入获取的实例ID或工作流ID，执行搜索，查看“当前状态”为失

败的任务。

 “失败原因”列输出了失败时的程序错误日志。单击“树表”，则可以查看任务失败具体的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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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创建失败（3）

⚫ 处理步骤

 步骤3 根据步骤2中任务执行结果，定位不同的故障场景操作。

 场景1：创建服务器失败（WaitCreateServersTask执行失败）

◼ 如果失败原因中包含“not enough hosts”，则说明服务器资源不足。

◼ 修复方案：联系IaaS对计算资源扩容，然后在Console实例管理页面上，等待该实例状态显示为“创建失败”，删

除实例，并重新创建新实例。

◼ 如果失败原因中包含“PlacementDiskFilter”，说明没有满足的磁盘资源。

◼ 修复方案：联系IaaS对磁盘进行扩容，然后在Console实例管理页面上，等待该实例状态显示为“创建失败”，删

除实例，并重新创建新实例。

◼ 如果失败原因中包含“No more IP addresses available”，则说明IP资源不足。

◼ 修复方案：在Console页面服务列表下，选择“网络 > 虚拟私有云”服务，释放实例所在子网下的空闲ip，然后在

Console实例管理页面上，等待该实例状态显示为“创建失败”，删除实例，并重新创建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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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创建失败（4）

⚫ 处理步骤

 步骤3 根据步骤2中任务执行结果，定位不同的故障场景操作。

 场景2：Agent执行失败（SendInitAgentCmdTask或下一个任务WaitAgentInitResulTask执行失败）

◼ 如果失败原因中包含“RPCClient.RPCClientBuilder failed”或“Agentmay not be ready to connect”，则可能是网络不

通。

◼ 修复方案：联系运维排查网络故障原因，确认网络恢复正常后，重新创建实例。

 场景3：报送审计服务失败（NotifyToCTSTask失败）

◼ 报送审计失败，对实例无影响，但是需要检查审计服务是否正常。

◼ 修复方案：在“树表”页面，单击NotifyToCTSTask的下拉按钮，选择跳过任务，跳过NotifyToCTSTask，等待任务执

行成功。审计是对事件进行记录，跳过审计步骤对实例无影响，跳过后需要对审计服务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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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创建失败（5）

⚫ 处理步骤

 步骤4 若以上步骤仍不能解决问题，参考下载管理节点日志和下载租户节点日志，并收集告警信息，联系

技术支持进行处理。需要下载的日志信息有：

◼ 管理侧：

− DBS-GaussDBforopenGauss-backup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DBS-GaussDBforopenGauss-instance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租户侧：agent组件下的

− /home/Ruby/log/agent.log

− /home/Ruby/log/asyncJobResult.dat

− /home/Ruby/log/om_agent/agent.log

⚫ GaussDB(for openGauss)Kernel组件下的：/var/lib/log/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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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备份失败（1）

⚫ 现象描述

 GaussDB(for openGauss)实例备份失败。

⚫ 可能原因

 AK、SK不对或者AK、SK权限不够；到OBS的网络异常；实例虚拟机的时间与正常时间相差10分

钟以上；备份中进行了版本升级等等。

⚫ 定位思路

 查看实例备份告警信息，在Service OM查看备份失败的报错信息，查看备份时的失败步骤。

⚫ 处理方法

 步骤1 使用浏览器，登录ManageOne运维面。在“集中监控 > 告警管理 > 当前告警”中查看集

中告警，并处理告警信息，获取告警中的实例ID（instance_id）或者工作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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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备份失败（2）

⚫ 处理步骤

 步骤2 登陆DBS运维管理平台，选择“实例运维 > 任务管理”，右上角筛选条件选择“实例ID” 或“任务流ID”，输入

框中输入获取的实例ID或工作流ID，执行搜索，查看“当前状态”为失败的任务。

 “失败原因”列输出了失败时的程序错误日志。单击：“树表”，则可以查看任务失败具体的环节。

 步骤3 根据task执行结果，在不同故障场景下执行恢复备份操作。

 场景一：备份文件导出失败（RdsExportDbStatusCheckTask执行失败），如果是此任务失败，因为可能原因众多，建议

直接参考步骤4联系技术人员定位。

 场景二：备份上报计量失败（RdsMeteringReportTask执行失败）。

 修复方案：重试RdsMeteringReportTask，等待重试结果。如果仍然上报失败，请参考步骤4联系技术人员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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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备份失败

⚫ 处理步骤

 步骤4 若以上步骤仍不能解决问题，参考下载管理节点日志和下载租户节点日志，并收集告警信息，联系

技术支持进行处理。需要下载的日志信息有：

 管理侧：

◼ DBS-GaussDBforopenGauss-backup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DBS-GaussDBforopenGauss-instance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租户侧agent组件下的：

◼ /home/Ruby/log/agent.log

◼ /home/Ruby/log/asyncJobResult.dat

◼ /home/Ruby/log/om_agent/agent.log

 GaussDB(for openGauss) Kernel组件下的：/var/lib/log/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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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备份策略失败（1）

⚫ 现象描述

 GaussDB(for openGauss)设置备份策略失败。

⚫ 可能原因

 GaussDB(for openGauss) Service服务备份服务异常。

⚫ 定位思路

 查看管理节点是否正常以及备份服务进程是否正常。

⚫ 处理方法

 步骤1 参考登录节点并查看服务进程，登录DBS-GaussDBforopenGauss节点，使用以下命令查看GaussDB backup服务进程。

◼ ps -ef | grep java | grep backup

◼ 如上述命令有结果返回，则服务进程正常,请重试设置备份策略操作

◼ 如上述命令无结果返回，请先参考•如果可以查询到service用户下运行着tom...尝试启动进程，再重试设置备份策略操作。如果仍然失败，请执行步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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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备份策略失败（2）

⚫ 处理方法

 步骤2 参考下载管理节点日志，并收集告警信息，联系技术支持进行处理。

 需要下载的日志信息有：

◼ 管理侧：

− DBS-GaussDBforopenGauss-backup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DBS-GaussDBforopenGauss-instance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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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到新实例失败（1）

⚫ 现象描述

 GaussDB(for openGauss)恢复到新实例失败。

⚫ 可能原因

 参数不合法，拒绝恢复新实例。

 工作流异常，提交工作流失败。

 创建虚拟机失败，或者资源管理服务报错。

 虚拟机上初始化节点失败。

 备份策略等信息错误导致的失败。

⚫ 定位思路

 查看实例备份告警信息，在Service OM查看备份失败的报错信息，查看具体失败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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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到新实例失败（2）

⚫ 处理步骤

 步骤1 使用浏览器，登录ManageOne运维面。在”集中监控 > 告警管理 > 当前告警”中查看集中

告警，并处理告警信息，获取告警中的实例ID（instance_id）或者工作ID。

 步骤2 登陆DBS运维管理平台，选择“实例运维 > 任务管理”，右上角筛选条件选择“实例ID”

或“任务流ID”，输入框中输入获取的实例ID或工作流ID，执行搜索，查看“当前状态”为失

败的任务。

 “失败原因”列输出了失败时的程序错误日志。单击“树表”，则可以查看任务失败具体的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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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到新实例失败（3）

⚫ 处理步骤

 步骤3 根据步骤2中任务执行结果，定位不同的故障场景操作。

 场景1：创建服务器失败（WaitCreateServersTask执行失败）

◼ 如果失败原因中包含“not enough hosts”，则说明服务器资源不足。

◼ 修复方案：联系IaaS对计算资源扩容，然后在Console实例管理页面上，等待该实例状态显示为“创建失败”，删

除实例，并重新创建新实例。

◼ 如果失败原因中包含“PlacementDiskFilter”，说明没有满足的磁盘资源。

◼ 修复方案：联系IaaS对磁盘进行扩容，然后在Console实例管理页面上，等待该实例状态显示为”创建失败”，删除实

例，并重新创建新实例。

◼ 如果失败原因中包含“No more IP addresses available”，则说明IP资源不足。

◼ 修复方案：在Console页面服务列表下，选择“网络 > 虚拟私有云”服务，释放实例所在子网下的空闲ip，然后在

Console实例管理页面上，等待该实例状态显示为“创建失败”，删除实例，并重新创建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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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到新实例失败（4）

⚫ 处理步骤

 步骤3 根据步骤2中任务执行结果，定位不同的故障场景操作。

 场景2：Agent执行失败（SendInitAgentCmdTask或下一个任务WaitAgentInitResulTask执行失败）

◼ 如果失败原因中包含“RPCClient.RPCClientBuilder failed”或“Agentmay not be ready to connect”，则

可能是网络不通。

◼ 修复方案：联系运维排查网络故障原因，确认网络恢复正常后，重新创建实例。

 场景3：校验网络连通性失败（VerifyCommunicationChannelTask失败）

◼ 说明管控面网络与实例网络连通性存在问题，请联系网络技术人员，排查网络问题,确认网络恢复正常

后，删除原有实例，重新下发恢复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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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到新实例失败（5）

⚫ 处理步骤

 步骤4 若以上步骤仍不能解决问题，参考下载管理节点日志和下载租户节点日志，并收集告警

信息，联系技术支持进行处理。需要下载的日志信息有：

◼ 管理侧：

− DBS-GaussDBforopenGauss-backup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DBS-GaussDBforopenGauss-instance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租户侧agent组件下的：

− /home/Ruby/log/agent.log

− /home/Ruby/log/asyncJobResult.dat

− /home/Ruby/log/om_agent/agent.log

◼ GaussDB(for openGauss) Kernel组件下的：/var/lib/log/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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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更新后未生效（1）

⚫ 现象描述

 用户在参数修改页面更改了默认的GaussDB(for openGauss)参数，但没有生效。分为两种情况：

◼ 更新完参数点“保存”，显示“更新参数失败”。

◼ 更新完参数点“保存”，显示”更新参数成功”，但没有生效。

⚫ 可能原因

 部分参数更新后需要重启，用户没有重启数据库；

 部分参数需要重新打开会话，用户没有关闭当前连接；

 参数修改不合理，导致GaussDB(for openGauss)故障；

 部分参数不能写进配置文件，会自动还原；

 实例故障。

⚫ 定位思路

 查看实例状态是否正常，充分了解要修改的参数配置特性，保证使用正确的值或方法进行修改，最后依据参数生效的需要，重启

GaussDB(for openGauss)或重新打开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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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更新后未生效（2）

⚫ 处理步骤

 步骤1 登录DBS运维管理平台，选择“实例运维 > 实例管理”，筛选条件选择“实例ID” 或“实例名称”，输入框中输

入获取的实例ID或实例名称，执行搜索。

◼ 如果实例状态值为正常，且进入实例详情页面后，各节点状态值显示为正常，则实例正常，再进行下面的步骤2排查。

◼ 如果实例状态值异常，则实例故障，执行步骤4。

 步骤2 在上述页面重启数据库实例，当实例状态从“重启中”转为“正常”时，表明重启成功。重启完成后检查参数

设置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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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更新后未生效（3）

⚫ 处理步骤

 步骤3 如上述步骤未成功，可能是参数值设置不正确，请查看《华为云 Stack 8.x.x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openGauss)用

户指南 01》，了解参数值的正确设置方法后重新配置。

 步骤4 若以上步骤仍不能解决问题，参考下载管理节点日志和下载租户节点日志，并收集告警信息，联系技术支持进

行处理。需要下载的日志信息有：

◼ 管理侧：

− DBS-GaussDBforopenGauss-backup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DBS-GaussDBforopenGauss-instance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租户侧agent组件下的：

− /home/Ruby/log/agent.log

− /home/Ruby/log/asyncJobResult.dat

− /home/Ruby/log/om_agent/agent.log

◼ GaussDB(for openGauss) Kernel组件下的：/var/lib/log/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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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重启失败（1）

⚫ 现象描述

 数据库重启失败。

⚫ 可能原因

 管理面与节点网络不通。

⚫ 定位思路

 查看实例重启失败的告警信息，在Service OM查看GaussDB(for openGauss)实例重启失败的报错信息，查看

数据库重启的失败步骤。

⚫ 处理步骤

 根据不同的故障场景修复故障实例。

 步骤1 使用浏览器，登录ManageOne运维面。在“集中监控 > 告警管理 > 当前告警”中查看集中告警，并

处理告警信息，获取告警中的实例ID（instance_id）或者工作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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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重启失败（2）

⚫ 处理步骤

 步骤2 选择“实例运维 > 任务管理”，右上角筛选条件选择“实例ID”或“任务流ID”，输入框中输入获取的实例ID或

工作流ID，执行搜索，查看“当前状态”为失败的任务。

 “失败原因”列输出了失败时的程序错误日志。单击“树表”，则可以查看任务失败具体的环节。

 步骤3 根据task执行结果，执行如下操作。

◼ 检查GaussDB(for openGauss) Service是否可通过SSH连接到实例：

− 若无法ping通，说明GaussDB(for openGauss) Service到实例网络不通，请联系网络管理员首先排查网络故障。

− 若可ping通，说明GaussDB(for openGauss) Service到实例网络可以联通。在Console页面，单击“重启”尝试再次重启数据库。若重启仍然失败，请

联系技术人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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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重启失败（3）

⚫ 处理步骤

 步骤4 若以上步骤仍不能解决问题，参考下载管理节点日志和下载租户节点日志，并收集告警

信息，联系技术支持进行处理。需要下载的日志信息有：

◼ 管理侧：

− DBS-GaussDBforopenGauss-backup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DBS-GaussDBforopenGauss-instance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租户侧agent组件下的：

− /home/Ruby/log/agent.log

− /home/Ruby/log/asyncJobResult.dat

− /home/Ruby/log/om_agent/agent.log

◼ GaussDB(for openGauss) Kernel组件下的：/var/lib/log/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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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删除失败（1）

⚫ 现象描述

 GaussDB(for openGauss)实例删除失败。

⚫ 可能原因

 GaussDB(for openGauss) Service服务不正常，或者IAAS服务不正常。

⚫ 定位思路

 查看实例删除的告警信息，在Service OM查看删除失败的报错信息，查看实例删除的失败步骤。

⚫ 处理步骤

 步骤1 使用浏览器，登录ManageOne运维面。在“集中监控 > 告警管理 > 当前告警”中查看集

中告警，并处理告警信息，获取告警中的实例ID（instance_id）或者工作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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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删除失败（2）

⚫ 处理步骤

 步骤2 选择“实例运维 > 任务管理”，右上角筛选条件选择“实例ID”或“任务流ID”，输入

框中输入获取的实例ID或工作流ID，执行搜索，查看“当前状态”为失败的任务。

 “失败原因”列输出了失败时的程序错误日志。单击“树表”，则可以查看任务失败具体的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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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删除失败（3）

⚫ 处理步骤

 步骤3 根据task执行结果，执行如下操作。

 场景1：删除备份策略（Gaussdbv5BackupPolicyDeletionTask）执行失败。

◼ 按以下方法重启备份管理服务，排除备份管理服务故障后通过Service OM重做失败Task。

◼ a. 参考登录管理节点并查看服务进程，登录至GaussDB(for openGauss)管理节点。

◼ b. 执行如下命令，重启tomcat进程。

− cd /opt/cloud/GaussDBforopenGauss-backupmanager/bin/

− ./shutdown.sh

− ./startup.sh

◼ c. 在步骤步骤3的“树表”页面，单击Gaussdbv5BackupPolicyDeletionTask的下拉按钮，选择“重做”

任务。



Huawei Confidential402

实例删除失败（4）

⚫ 处理步骤

 步骤3 根据task执行结果，执行如下操作。

 场景2：Iaas删除资源失败（Gaussdbv5DeleteDBInstanceTask或下一个Gaussdbv5CheckVMDeletionResultTask

执行失败），根据步骤3中展示的失败概览，分析失败原因。

− 如失败概览中有类似“network、ping”的错误信息，表示网络不通，联系运维排查网络故障原因，解决网络问题后在步骤步

骤2的“树表”页面，单击上述执行失败的“Gaussdbv5DeleteDBInstanceTask”或

◼ “Gaussdbv5CheckVMDeletionResultTask”task的下拉按钮，选择“重做”任务。

− 如失败概览中有类似“iaas、ecs”的错误信息，表明是IAAS服务异常，删除资源失败，联系运维排查IAAS故障原因，修复问题

后在步骤步骤2的”树表”页面，单击上述执行失败的“Gaussdbv5DeleteDBInstanceTask”或

“Gaussdbv5CheckVMDeletionResultTask”task的下拉按钮，选择“重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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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删除失败（5）

⚫ 处理步骤

 步骤4 若以上步骤仍不能解决问题，参考下载管理节点日志和下载租户节点日志，并收集告警

信息，联系技术支持进行处理。需要下载的日志信息有：

◼ 管理侧：

− DBS-GaussDBforopenGauss-backup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DBS-GaussDBforopenGauss-instance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租户侧agent组件下的：

− /home/Ruby/log/agent.log

− /home/Ruby/log/asyncJobResult.dat

− /home/Ruby/log/om_agent/agent.log

◼ GaussDB(for openGauss) Kernel组件下的：/var/lib/log/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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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密码重置失败（1）

⚫ 现象描述

 数据库密码重置失败。

⚫ 可能原因

 GaussDB(for openGauss) Service无法通过SSH连接到实例。

 密码重置发生在备份之后，执行恢复的时候，恢复成旧密码。

⚫ 定位思路

 检查GaussDB(for openGauss)Service是否可通过SSH连接到实例。

⚫ 处理步骤

 步骤1 通过Service OM页面，点击“服务列表 > 计算资源”，登入到计算资源管理平台，搜索虚拟机，根

据名称“DBS-GaussDBforopenGauss”查询GaussDB(for openGauss)实例管理节点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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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密码重置失败（2）

⚫ 处理步骤

 步骤2 登录DBS运维管理平台，选择“实例运维 > 实例管理”，筛选条件选择“实例ID”或“实

例名称”，输入框中输入获取的实例ID或实例名称，执行搜索。

◼ 如果实例状态值为正常，则实例正常，再进行下面的步骤3排查。

◼ 如果实例状态值异常，则实例故障，执行步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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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密码重置失败（3）

⚫ 处理步骤

 步骤3 单击步骤2中查询的实例名称ID，进入实例详情，在实例详情中查找“管理虚拟ip”，即GaussDB(for openGauss)实例的管理VIP。

 步骤4 在步骤1查询到的管理节点，执行ping命令，确认步骤3中GaussDB(for openGauss)实例的管理VIP的网络是否正常。

◼ 若无法ping通，说明管理节点到实例网络不通，请先排查网络故障。

◼ 若可以ping通，说明管理节点到实例网络可以联通，请执行步骤5。

 步骤5 在Console页面，重新执行“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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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密码重置失败（4）

⚫ 处理步骤

 步骤6 若以上步骤仍不能解决问题，参考下载管理节点日志和下载租户节点日志，并收集告警信息，联系

技术支持进行处理。需要下载的日志信息有：

◼ 管理侧：

− DBS-GaussDBforopenGauss-backup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DBS-GaussDBforopenGauss-instancemanager组件下的日志

◼ 租户侧agent组件下的：

− /home/Ruby/log/agent.log

− /home/Ruby/log/asyncJobResult.dat

− /home/Ruby/log/om_agent/agent.log

◼ GaussDB(for openGauss) Kernel组件下的：/var/lib/log/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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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询SQL错误的日志（1）

⚫ 问题现象

 连接数据库执行SQL语句时，若有语句本身有问题，如语法错误、关键字错误或者权限错误等，客户端会返回一些错误

信息来进行提示，从而支持业务上确认语句错误。我们可以通过查询SQL错误的日志来识别错误。

⚫ 处理方法

 SQL错误可以从客户端（业务应用侧）或者登录数据库后台查看。

 方法1：从客户端（业务应用侧）查看报错信息。

 常见错误如下：

◼ 语法错误

− 执行语句：select * from pg_sleep(5),; -- 多了一个逗号

− 日志报错：ERROR: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 at character 27

◼ 关键字错误

− 执行语句：select * from tmp_status; -- tmp_status表实际上不存在

− 日志报错：ERROR: relation "tmp_status" does not exist at character 15

◼ 权限错误

− 执行语句：delete from tmp_db; -- 当前用户没有tmp_db这

个表的删除权限

− 日志报错：ERROR: permission denied for relation tmp_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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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询SQL错误的日志（2）

⚫ 处理方法

 方法2：登录数据库后台查看报错信息。

 步骤1 参考登录实例节点，登录数据库节点。

◼ 分布式场景需要登录CN所在节点。

◼ 主备版场景需要登录主DN所在节点。

 步骤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节点信息。

◼ cm_ctl query -Cvd

◼ 分布式场景结果举例。

[ Coordinator State ]
node instance state
---------------------------------------------------
1 pekpopgsci00235 5001 /usr1/omm/data/cn Normal
2 pekpopgsci00236 5002 /usr1/omm/data/cn Normal
3 pekpopgsci00238 5003 /usr1/omm/data/cn Normal
[ Central Coordinator State ]
node instance state
---------------------------------------------------

如结果举例所示:

节点pekpopgsci00235对应的CN名称为5001，则此节

点的CN 日志路径为“$GAUSSLOG/pg_log/cn_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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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询SQL错误的日志（3）

⚫ 处理方法

 步骤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节点信息。

◼ cm_ctl query –Cvd

◼ 主备版场景结果举例：

◼ 如上述结果举例所示，主DN节点对应的DN名称为6001，则此节点的DN日志路径为“$GAUSSLOG/pg_log/dn_6001”

 步骤3 执行以下命令到日志路径下查看对应报错时间段的日志。

◼ 分布式：cd $GAUSSLOG/pg_log/cn_5001

◼ 主备版：cd $GAUSSLOG/pg_log/dn_6001

 步骤4 找到对应时间点的日志文件中的ERROR和对应报错的语句。

[ Datanode State ]
node instance state | node instance 
state | node instance state | node instance state
----------------------------------------------------------------------------------------------
1 25.213.51.194 6001 /var/lib/engine/data1/data/dn_1 P Primary Normal | 
2 25.213.8.118  6002 /var/lib/engine/data1/data/dn_2 S Standby Normal | 
3 25.213.11.47  6003 /var/lib/engine/data1/data/dn_3 S Standby Normal | 
4 25.213.25.32  6004 /var/lib/engine/data1/data/dn_4 S Standby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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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SQL处理方法（1）

⚫ 故障现象

 用户上报业务性能下降，执行SQL语句长时间无响应。

⚫ 故障影响

 数据库锁等待，业务中断。

⚫ 日志收集要求

 参考下载管理节点日志和下载租户节点日志收集各模块日志路径。

 Agent：

◼ /home/Ruby/log/asyncJobResult.dat

◼ /home/Ruby/log/agent.log

 GaussDB(for openGauss) Kernel：

◼ /var/lib/log/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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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SQL处理方法（2）

⚫ 处理思路

 通过结束慢SQL，保障业务的顺利运行。

⚫ 故障定位

 登录数据库，查看后台有SQL语句执行时间过长，且影响其他SQL语句执行。

⚫ 处理步骤

 步骤1 参考登录实例节点，登录集群任何一个节点，并进入沙箱。

◼ 进入沙箱的操作指导如下：

◼ 1. 执行如下指令，进入沙箱环境。

◼ /usr/sbin/chroot --userspec=Ruby:Ruby /var/chroot

◼ 请忽略 bash: EulerOS_history: command not found 的提示

◼ 2. 执行如下指令，设置环境变量

◼ /bin/env LD_LIBRARY_PATH="/usr/local/app/lib:/usr/local/app/add-ons"

◼ >>/dev/null && source /etc/profile && source ~/.bash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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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SQL处理方法（3）

⚫ 处理步骤

 步骤2 执行如下指令查询集群状态。

◼ cm_ctl query -Cvid

 步骤3 执行如下指令，连接数据库。

◼ gsql -d postgres -U root -p 8000 -h 10.0.0.0 -W Gauss_234

◼ postgres为需要连接的数据库名称，10.0.0.0为数据库所在的服务器IP地址，root为登录数据库的用户名，8000为数据库端口号，

Gauss_234为root用户的密码。

 步骤4 执行如下语句：查询SQL执行状态。

◼ SELECT * FROM pg_stat_activity;

 步骤5 执行如下指令关闭SQL语句。

◼ SELECT pg_terminate_backend(140390132872976); 

◼ 括号中的数字为步骤4查询到的慢SQL的pid。返回t则表示执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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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内存不足（1）

⚫ 问题现象

 在数据库运行过程中，产生DN内存不足的告警，或者在执行语句时产生由于DN内存。

 不足导致的报错“memory is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 原因分析

 内存不足的原因较为多样，多为并发过多的原因导致的内存使用耗尽。

⚫ 处理方法

 步骤1 参考登录实例节点，登录实例任意节点。

 步骤2 执行以下命令连接数据库。gsql -d 数据库名称 -p 端口号 -U 用户名 -W 密码 -r

 步骤3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内存视图。

select * from DBE_PERF.global_memory_node_detail where memorytype = 'dynamic_used_memory' or memorytype = 
'max_dynamic_memory' or memorytype = 'dynamic_peak_memory' or memorytype = 'process_used_memory' or memorytype = 
'other_used_memory' or memorytype = 'dynamic_used_shrctx' order by nodename, memory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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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内存不足（2）

⚫ 处理方法

 步骤4 若同节点的“dynamic_used_memory/max_dynamic_memory”大于80%，请登录该节点执

行以下命令查询视图。

◼ select contextname, sum(totalsize)/1024/1024 as total, sum(usedsize)/1024/1024,count(*) as used from 

pv_session_memory_detail group by 1 order by 2 desc limit 20;

 步骤5 若某节点存在内存不足的情况，可以登录该节点，通过查询cm_ctl query -Cvd找到对应节

点的数据目录。

 步骤6 执行如下命令，找到对应数据目录gaussdb的进程号。

◼ ps ux | grep gaussdb

◼ 通过kill -9 （进程号）的方式重启该节点的进程进行临时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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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节点网络中断（1）

⚫ 问题现象

 在数据库运行过程中，CN所在节点网络中断，后台使用“cm_ctl query -Cv”命令查看CN状态

时显示“Down”或者“Delete”。

⚫ 原因分析

 网络中断或者网卡故障等会导致CN无法与集群中其他节点正常连接，CN无法正常工作，默认

情况下30秒内故障CN会被剔除，业务不再连接故障CN，会连接到其他CN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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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节点网络中断（2）

⚫ 处理方法

 步骤1 参考登录实例节点，登录实例任意节点。

 步骤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集群状态及故障CN节点IP。CN故障时，默认情况下故障30秒内CN。

◼ 状态会显示“Down”，30秒后故障CN会被剔除，CN状态显示“Deleted”

◼ cm_ctl query -Cvid;

 步骤3 从状态正常的节点执行以下命令连接故障CN网络。

◼ ping 故障CN节点IP，若无法ping通，请检查CN节点所在机器是否下电、重启，排查网线是否断开，交换机，防火墙

配置是否有问题，恢复网络

 步骤4 网络恢复后，参考“应急预案”章节的“运维案例库 > 租户面应急预案 >节点修复”执行节点修复，

恢复被剔除的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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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drop user失败（1）

⚫ 问题现象

 drop user失败，提示该用户被其他数据库对象依赖。

⚫ 原因分析

 在这种场景下，可以通过查看系统表找到该用户被其他用户赋予权限的对象，以其他用户登录

数据库手动删除其赋予该用户的权限对象，再执行drop user。

openGauss=# drop user test1 cascade; 
ERROR: role "test1" cannot be dropped because some objects depend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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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drop user失败（2）

⚫ 处理方法

 步骤1 参考登录实例节点，登录数据库任意一个节点。

 步骤2 执行如下指令，连接数据库。

◼ gsql -d postgres -U root -p 8000 -h 10.0.0.0 -W Gauss_234

◼ postgres为需要连接的数据库名称，10.0.0.0为数据库所在的服务器IP地址，root为登录数据库的用户名，

8000为数据库端口号，Gauss_234为root用户的密码。

 步骤3 执行如下语句，查看删除失败的用户被哪些权限对象所依赖。

◼ 以用户“test1”为例。如下示例表示存在两个权限对象依赖。
postgres=# select d.datname,s.classid,s.objid from pg_roles r join pg_shdepend s on r.oid=s.refobjid join pg_database d on 
s.dbid=d.oid where rolname='test1';
datname | classid | objid
---------+---------+-------
dat1 | 826 | 16400
dat2 | 2615 | 16399
(2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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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drop user失败（3）

⚫ 处理方法

 步骤4 首先处理第一个权限对象。

◼ 1. 参考步骤1-步骤2，以root用户登录到依赖对象所在的dat1数据库。

◼ 2.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pg_class来获取依赖对象的类型。

◼ 如下示例表示对象类型为ACL默认权限。查询语句where过滤条件中的oid是步骤3中classid字段。

 步骤5 执行如下语句，查看pg_default_acl来获取具体依赖信息。

◼ 如下示例中，可以看出用户test1被用户admin赋予了模式test_schema_1下表对象的ACL默认权限。

◼ 查询语句where过滤条件中的oid是步骤3中的objid字段。

dat1=# select relname from pg_class where oid = 826;
relname

----------------
pg_default_acl

(1 row)

dat1=# select n.nspname, d.defaclacl, d.defaclobjtype from pg_default_acl d join pg_namespace n on d.defaclnamespace=n.oid where d.oid = 
16400;
nspname | defaclacl | defaclobjtype

---------------+----------------------------------------------------
test_schema_1 | {Ruby=arwd/admin,test1=arwd/admin}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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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drop user失败（4）

⚫ 处理方法

 步骤6 参考步骤1-步骤2，以admin用户登录到依赖对象所在的dat1数据库。

 步骤7 执行如下语句，用revoke命令回收admin赋予test1用户的模式test_schema_1下表的ACL默认权限。

 类似的可以执行ALTER DEFAULT PRIVILEGES语句回收权限。

 步骤8 接下来处理第二个依赖对象，方法与步骤4-步骤6类似。

◼ 1. 首先以root用户登录到依赖对象所在的dat2数据库。

◼ 2. 执行如下查询语句，查看pg_class确定依赖对象的类型。where过滤条件中的oid是步骤3中classid字段。

dat1=#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IN SCHEMA test_schema_1 revoke all privileges ON TABLES from test1;
ALTER DEFAULT PRIVILEGES

dat2=# select relname from pg_class where oid = 2615;
relname

--------------
pg_namespace

(1 row)



Huawei Confidential422

执行drop user失败（5）

⚫ 处理方法

◼ 3. 根据如下示例中，nspname与nspacl字段可以看出test1用户的test_schema_1 schema由Ruby赋予权限。

 步骤9 参考步骤1-步骤2，以Ruby用户登录dat2库。

 步骤10 执行如下命令，回收赋予test1用户的权限。

◼ 根据上一步中确定的对象类型，执行revoke语句回收权限。

 步骤11 至此，test1用户的被其他用户赋予的权限已经全部清除，可重新执行drop user命令。

dat2=# select * from pg_namespace where oid='16399';
nspname | nspowner | nsptimeline | nspacl | in_redistribution
---------------+----------+-------------+-------------------------------------------------------+-------------------
test_schema_1 | 10 | 0 | {Ruby=UC/Ruby,admin=UC/Ruby,test1=U/Ruby} | n
(1 row)

dat2=# revoke all on schema test_schema_1 from test1;
REVOKE

postgres=# drop user test1 cascade;
DROP ROLE



Huawei Confidential423

磁盘空间达到阈值，数据库变为只读

⚫ 问题现象

 磁盘空间达到阈值后，设置数据库只读，只允许只读语句执行。执行非只读sql时报错：“ERROR: cannot execute %s in 

a read-only transaction”。

 运行中部分非只读sql（insert、update、create table as、create index、alter table及copy from等）报错：“canceling 

statement due to default_transaction_read_only is on.”。

⚫ 原因分析

 磁盘空间不足。

⚫ 处理方法

 步骤1 使用gsql客户端工具连接到数据库。

 步骤2 使用DROP/TRUNCATE删除当前不再使用的用户表，直至磁盘空间使用率小于设定的阈值。

 注：删除用户表只能暂时缓解磁盘空间不足的问题，建议尽早通过扩容解决磁盘空间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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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故障定位处理流程

2. 故障信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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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处理

5. 高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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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概述和学习目标

⚫ 本节主要介绍租户面的一些故障场景的应急处理手段，如AZ级主备切换，节点

替换，节点修复，所有CMS异常导致实例不可用，gsql客户端无法连接数据库，

恢复单个表的数据，双AZ少数派强启及加回，磁盘使用率超过阈值处理，单表

数据错误情况下如何恢复前一时间点状态等场景。

⚫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需要掌握租户面这些常见故障场景的应急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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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AZ级主备切换（1）

⚫ 故障现象

 GaussDB(for openGauss)集群部署在多个AZ（数据中心），如3AZ部署、同城双活等多AZ部署场景，如果其中一个AZ发

生故障，集群将自动执行AZ切换，待故障AZ恢复正常后，需要手工执行指令进行AZ切换，将主副本切回到原来的AZ上。

其它场景下，如有需要也可以通过命令行手动切换AZ。如下所示，AZ1整体发生故障，主DN自动切到AZ2，当AZ1恢复

后，再手动将主DN切回A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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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AZ级主备切换（2）

⚫ 业务影响

 一个AZ故障后，集群自动执行AZ切换，并触发分片的主备倒换，业务会有秒级的闪断，故障AZ

后，整个集群的可靠性降低

⚫ 预期处理时长

 和具体数据量有关

 日志收集要求

⚫ 参考下载租户节点日志收集各模块日志路径

 Agent： /home/Ruby/log/asyncJobResult.dat /home/Ruby/log/agent.log 

 GaussDB(for openGauss) Kernel：/var/lib/log/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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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AZ级主备切换（3）

⚫ 处理思路

 当故障AZ恢复后，需要手动将主DN切回

⚫ 故障定位

 1. 发生AZ级故障

 2. 通过DBS运维管理平台查看该AZ内的节点状态，该AZ内实例的所有节点都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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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节点替换（1）

⚫ 故障现象

 GaussDB(for openGauss)是由多台主机组成的，当集群中主机发生故障时，为了使 GaussDB(for openGauss)快速地恢复正

常，运维人员可以使用节点替换功能将发生故障的节点替换为正常节点。以混合部署（4副本）为例，集群部署在多个

AZ（数据中心），如3AZ部署、同城双活等多AZ部署场景，节点上的进程损坏且无法修复或节点损坏。如下所示节点

损坏，便可以使用节点替换功能替换故障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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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节点替换（2）

⚫ 业务影响

 单个节点损坏，如果节点上有主DN/GTM/CMS组件，将会发生主备切换，业务有10S 的闪断；

如果该节点上的组件全是备机，则对业务没有影响，但集群可靠性会降低。节点替换时，被替

换的节点上不允许存在主DN，否则节点替换会失败。

⚫ 注意事项

 替换操作需要在一个正常主机上执行

 替换的主机上不能含有主DN

 集群内下列组件中分别至少存在一个正常运行的：CM Server、CM Agent、CN （仅混合部署）

 正常的ETCD个数必须大于ETCD总个数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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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节点替换（3）

⚫ 注意事项

 如果集群中部署有GTM，需保证至少存在一个正常运行的GTM实例（仅混合部署）。

 修复CN实例过程中，在CN状态未变为Normal前，不能连接该CN执行业务（仅混合部署）。

 节点替换完成后，需要登录告警平台查看是否有该节点的节点状态异常告警，如果有告警需要

手动清除。

 如果故障节点处于断连情况下，执行替换主机后，该节点上数据需要运维人员进行手工清理，

同时残留的数据库进程，实例目录，环境变量也需要运维人员手动清理（该节点上的实例目录，

环境变量文件与新节点的路径一致，可类比查看新节点的这些信息对该节点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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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节点替换（4）

⚫ 预期处理时长

 与节点数据量有关

⚫ 日志收集要求

 参考下载租户节点日志收集各模块日志路径

 Agent： /home/Ruby/log/asyncJobResult.dat /home/Ruby/log/agent.log 

 GaussDB(for openGauss) Kernel： /var/lib/log/Ruby 

⚫ 处理思路

 在DBS运维管理平台上通过节点替换功能，用新节点替换故障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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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节点替换（5）

⚫ 故障定位

 1. 某节点上的CN/DN/GTM/ETCD/CMS发生故障，或整个节点故障，收到故障告警。

 2. 在DBS运维管理平台实例管理的实例列表中单击实例名称，在实例基本信息页查看节点状态。如下图

所示节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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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节点修复（1）

⚫ 故障现象

 数据库集群是由多台主机组成的，当集群中主机发生故障时，为了使GaussDB(for openGauss)快速地恢复正常，运维人

员可以使用节点修复功能修复发生故障的节点。以混合部署（4副本）为例，集群部署在多个AZ（数据中心），如3AZ

部署、同城双活等多AZ部署场景，节点上的进程损坏且无法修复，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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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节点修复（2）

⚫ 业务影响

 如果主DN/GTM/CMS组件故障，将会触发主备切换，业务有10 S的闪断；如果某个备

DN/GTM/CMS故障，则对业务没有影响，但集群可靠性会降低。CN发生故障时，故障CN在被自

动剔除前集群不能做DDL操作。

⚫ 注意事项

 如果集群中部署有ETCD，则正常的ETCD个数必须大于ETCD总个数的一半，故障的ETCD才可以

被修复。

 如果故障实例所在主机的安装目录下（$GAUSSHOME/bin/）的二进制文件损坏或丢失，则不能

通过替换实例进行修复。需要复制其他正常主机对应的二进制文件到该主机，再通过替换主机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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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节点修复（3）

⚫ 注意事项

 主DN存活时，故障的备DN才可以被修复。

 主GTM存活时，故障的备GTM才可以被修复（仅混合部署）。

 在前一次修复结束后才能再次执行修复，禁止多个节点同时执行修复。

⚫ 预期处理时长

 与故障组件的数据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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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节点修复（4）

⚫ 日志收集要求

 参考下载租户节点日志收集各模块日志路径

 Agent： /home/Ruby/log/asyncJobResult.dat /home/Ruby/log/agent.log 

 GaussDB(for openGauss) Kernel： /var/lib/log/Ruby 

⚫ 处理思路

 在DBS运维管理平台上通过节点修复功能，修复故障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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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所有CMS异常导致实例不可用（1）

⚫ 故障现象

⚫ CMS是GaussDB(for openGauss)的实例管理模块，用来管理和监控分布式系统中各个 功能单元和物理资源的运

行情况，确保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如果实例中所有CMS组件状态都为“down”，那么这个实例将不可用。

以混合部署（4副本）为例，如下图所有CMS组件都损坏，其他部署形态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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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所有CMS异常导致实例不可用（2）

⚫ 业务影响

 实例中所有CMS都损坏，实例将无法进行仲裁，如果此时其他组件全部正常，那整个实例能够

正常运行，但当任意一个其他组件发生异常，因为实例无法自动切换，整个实例将不可用。

⚫ 故障原因

 CMS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种：

◼ CMS节点机器掉电、断网等

◼ CMS磁盘全故障，磁盘满

◼ CMS相关目录或配置文件被移除

◼ CMS端口被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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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所有CMS异常导致实例不可用（3）

⚫ 预期处理时长

 约50分钟

⚫ 日志收集

 参考下载管理节点日志和下载租户节点日志收集各模块日志路径

◼ Agent：

− /home/Ruby/log/asyncJobResult.dat

− /home/Ruby/log/agent.log

◼ GaussDB(for openGauss) Kernel： /var/lib/log/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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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所有CMS异常导致实例不可用（4）

⚫ 处理思路

 CMS进程异常需要及时处理，避免所有CMS组件都异常。

 如果CMS已经全部损坏，需要尽快将CMS恢复。

 恢复完成一个CMS之后，在ETCD正常的情况下，修复的CMS会自动升主。然后就可以执行命令

将整个实例重新启动，让业务恢复起来，然后再修复剩下的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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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gsql客户端无法连接数据库（1）

⚫ 故障现象

 数据库连接数达到上限导致无法连接到数据库。

⚫ 故障影响

 无法连接到数据库。

⚫ 预计处理时长

 20分钟。

⚫ 处理思路

 通过在可用的实例节点上手工执行命令，对实例最大连接数进行修改。

 通过扩容增加最大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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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gsql客户端无法连接数据库（2）

⚫ 故障定位

 用户通过客户端工具gsql无法连接到数据库，显示如下报错信息，说明数据库连接数达到设定

的最大值。

◼ gsql -d test_db user1 -p 8000 

◼ gsql: FATAL: sorry, too many clients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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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双AZ少数派强启及加回（1）

⚫ 故障现象

 混合部署（4副本）场景下，在园区A部署一个生产中心AZ1和一个同城灾备中心AZ2。如图所示，AZ1，

AZ2都有完整数据且均部署第三方仲裁ETCD，AZ2中部署的ETCD数大于AZ1中的ETCD数。此时若AZ2发生故

障时，AZ1中存在的ETCD的数量小于二分之一，无法实现自动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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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双AZ少数派强启及加回（2）

⚫ 业务影响

 混合部署（4副本）集群部署在三个AZ，如果其中多数派AZ发生故障，集群将不可用。AZ强启

之后，集群将会变为两副本状态，集群可靠性会降低，待AZ加回完成后，集群恢复正常。

⚫ 预期处理时长

 与各个实例重新启动时长有关。



Huawei Confidential446

租户面应急案例 - 双AZ少数派强启及加回（3）

⚫ 日志收集要求

 参考下载租户节点日志，收集集群运行日志。

⚫ 处理思路

 如果发生故障的AZ无法启动，此时只能强启少数派AZ。待故障AZ恢复正常后，必须手工执行AZ

加回，切回到原来的AZ上，才能执行其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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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面应急案例 - 磁盘使用率超过阈值定位及处理

⚫ 故障现象

 集群在使用过程中，磁盘空间利用超过阈值85%，实例会变为盘满只读状态。

⚫ 业务影响

 集群只读，不可写数据。

⚫ 预期处理时长

 10分钟。

⚫ 处理思路

 分布式版实例需要扩容实例。主备版实例提供磁盘扩容功能，参考“用户指南 > 实例管理 > 

磁盘扩容”章节对实例进行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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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损坏/完整性类案例 - 少数派DN副本状态异常（1）

⚫ 故障现象

 节点状态异常，某节点上的DN实例发生故障，或整个节点故障，收到故障告警。根据告警定

位信息，发现DN状态异常，如组件信息加载失败，DN组件状态为非normal状态，如Down Disk 

damaged，Down Unknow。

⚫ 故障影响

 主备切换期间业务会有分钟级中断；

 主备切换之后，业务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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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损坏/完整性类案例 - 少数派DN副本状态异常（2）

⚫ 预计处理时长

 如果是主备日志不一致，则副本会自动重建（自动Build），速率在500 GB/h（实际速率与带宽、

磁盘IO等因素有关）。

 如果涉及硬件故障（如服务器无法启动，或数据盘故障等），一般需要做节点替换，时间包括

新实例发放、安装数据库软件、副本重建，前两步一般耗时在30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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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损坏/完整性类案例 - 人因误删除导致业务执行报错（1）

⚫ 故障现象

 集群状态正常，业务执行报错，包含对象错误、或者数据逻辑错误。

⚫ 故障影响

 业务执行报错。预计处理时长与数据量大小有关。

⚫ 恢复时长：

 单分片1 TB/5小时。

⚫ 处理思路

 将数据全部或局部恢复到误操作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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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损坏/完整性类案例 - 人因误删除导致业务执行报错（2）

⚫ 故障定位

 如果开启了审计日志，对于对象类误操作，可以参考《手动执行恢复到指定时间点》手册中的

“步骤7”，通过审计日志查询到对应的误操作时间。

 如果没有打开审计日志，对于数据类误操作，可以通过日志解析工具（需要联系技术支持获

取），定位到误操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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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故障定位处理流程

2. 故障信息收集

3. 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4. 应急处理

5. 高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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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概述和学习目标

⚫ 本节主要介绍了高危操作的场景和风险。

⚫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需要掌握高危操作的规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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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操作一览表

⚫ 在操作和维护阶段，进行操作时，需要严格按照操作指导进行，否则可能会给实例的正

常运行带来潜在危险。

操作名称 操作风险 规避措施 重大操作观察项目

恢复数据库数据
操作不当会导致部分管
理数据丢失。

在对数据库进行数据恢
复操作时，需要选择正
确时间点的备份数据进
行恢复操作。

数据恢复后，检查系统是
否正常运行。

安全组设置
导致业务访问请求被拒
绝或者权限太大。

添加或者设置安全组时，
需要在满足业务的诉求下，
采取最小权限访问。

观察业务是否正常访问数
据库；限制远程主机的访
问范围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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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简答题）简述华为云数据库服务GaussDB(for openGauss)故障时的处理总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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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本课程主要介绍了GaussDB(for openGauss)的故障定位处理流程，详细讲解了常

见故障场景的分析与解决方法；同时还列举了数据库的高危操作场景，以及在

数据库异常时应急预案的处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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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缩略语 英文全称 解释

AK Access Key ID 用于标示用户

CMS Cluster Management Service 集群管理服务

DBS Database Service 华为云Stack数据库服务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基础设施即服务

OBS Object Storage Service 对象存储服务

SK Secret Access Key
用户用于加密认证字符串和鉴权服务端
用来验证认证字符串的密钥



07 数据库项目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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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本章主要讲述GaussDB(for openGauss)的项目实例，从而了解GaussDB(for

openGauss)的适用场景、技术亮点、项目解决方案规划与具体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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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了解：

 金融数据库发展趋势

 云数据库案例

 数据库改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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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数据库发展趋势

2. CBG消费者云数据库案例

3. XX银行数据库改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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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特征 工信部、国资委及相关管理机构推动、政企客户加速去O 华为数据库去O解决方案

商业诉求 IOE架构替代、互联网+创新业务 选型安心、迁移放心、管理省心

当前痛点

✓ 缺乏平滑去O产品，上层ISV应用需与数据库生态适配

✓ 创新业务并发负载大，传统IOE架构无法承载系统高并发

✓ 异构迁移难度大，改造工作量难于评估

✓ 已有系统资源利用率低，管理复杂，故障定位难

✓ 如何保证数据库安全和技术可持续创新

✓ 多种生态兼容、提供开源MYSQL生态和OpenGauss生态的全系列产品

✓ 提供存算分离、纯分布式的多种部署架构，实现超强水平扩展能力

✓ 提供异构转化评估工具UGO和数据迁移工具DRS，实现可控平滑迁移

✓ 提供云上管理平台DAS，为DBA和管理者实现轻松转型

✓ 华为云安全方案保驾护航，全球高投入研发为数据库创新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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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 - Stream流

⚫ GaussDB提供了聚合stream流，用于CN收集DN的数据，两种stream流（重分布流和广播流）

来处理数据在DN节点间的流动。

重分布流 (N:N)：当分布列与连接列不同时，
连接操作会涉及到遍历多个DN的数据，将数据
按照join列进行互相发送并重新分布。

聚合流 (N:1)：CN收集各个DN的数据。

广播流(1:N) ：由一个源DN将其数据发给N个目
标DN，一般用于点查询中将某个DN上的的数据
将发送到其它多个节点进行连接。

DN节点间的数据交换

CN

1 2 N… 1 2 N…

1 2 N

S

1 2 N…

CN与DN之间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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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 - 分布式查询引擎

⚫ 业务流向图

DN-1

CN-N

Local-Disk

DN-2

Local-
Disk

DN-3

Local-
Disk

DN-N

Local-
Disk

业务应用
2

…

CM
GT
M

WLM CN-2OM …GDS  Loader CN-1

业务应用
1

网络通道（10GE）

1

2

3

4

5
1 业务应用下发SQL给Coordinator ，SQL可以包含对数据的增（insert）、

删（delete/drop）、改（update）、查（select）。

2 Coordinator利用数据库的优化器生成执行计划，每个DN会按照执行计

划的要求去处理数据。

3 因为数据是通过Hash方法均匀分布在每个节点，因此DN在处理数据的

过程中，可能需要从其他DN获取数据。

原生pgxc类数据库的流程：DN执行基表扫描，CN执行计算。

4 通过聚合流算子，DN将结果集返回给Coordinator进行汇总。

5 Coordinator将汇总后的结果返回给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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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4P架构：突破NUMA-Aware

Die 0

Die 1

Die 0

Die1

Die 0

Die 1

Die 0

Die1

Hydra总线

CPU 0 CPU 1

CPU 3CPU 2

DRAM

DRAM

DRAM

…

DRAM

DRAM

DRAM

…

DRAM

DRAM

DRAM

…

DRAM

DRAM

DRAM

…

Micro partition

GaussDB process

Micro partition

GaussDB process

Micro partition

GaussDB process

Micro partition

GaussDB process

高性能 - Scale-up能力

⚫ NUMA-Aware新架构关键技术

 降低数据缓冲跨DIE访问延迟：Numa-Aware的Thread to Data内

存管理框架

 降低日志写冲突：Wait-free并行log，新一代日志系统

 降低索引更新冲突：Latch-free index技术，新一代索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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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 - 集群HA，多层级冗余实现系统无单点故障

⚫ 通过硬件冗余、实例冗余、数据冗余，实现整个系统软硬件无单点故障

注：
CN: 协调节点；DN：数据节点；GTM：全局事务管理；CM Server：集群管理器；
CM Agent：集群管理客户端；Monitor：集群管理监视器。

Host 0

DN 0 
Primary 

DN 1 
Standby

CM Agent

CN 0

Monitor

Host 1

DN 0 
Standby 

DN 1 
Primary

CN 1

Monitor

CM Agent

Host 3

GTM 
Standby

CM Agent
CM Server 

Primary

Monitor

Host 4

GTM 
Primary

CM Server 
Standby

Monitor

CM Agent

Active-Standby

Active-Active

Active-Standby

Active-Standby

高可用

软件高可用：

⚫ 协调节点CN实例多活冗余

⚫ 数据节点/全局事务管理/ 集群管理器实例

Active-Standby冗余

故障检测

硬件高可用：

⚫ 存储：磁盘RAID冗余

⚫ 网络：双交换机冗余

⚫ 网卡：多网卡冗余

⚫ 主机：UPS电源保护

⚫ 网络故障检测和处理（交换机路由器等）

⚫ 网卡故障检测和处理（本地网卡故障检测）

⚫ 磁盘故障检测和处理：磁盘心跳，处理文件系统返回的错误码

⚫ 主机掉电检测和处理：Heartbeat机制

⚫ 集群实例故障检测和处理（CN/DN/GTM进程非法终止）

⚫ 集群软件故障



Huawei Confidential467

Scale out华为云资源

性能和容量线性扩展

通过增加X86服务器，实现系容量和性能的线性Scale Out

DN-S

DN-S

…

DN-M

…
内核层

Data

DN

Data

DN DN DN

Delta Delta

Delta Delta Delta Delta

SQL引擎

SQL

容量、在线扩容

高扩展 - Scale-out在线横向扩展

DN-S

DN-S

…

DN-M

DN-S

DN-S

…

D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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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数据库发展趋势

2. CBG消费者云数据库案例

3. XX银行数据库改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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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云关键业务数据库分布式云化改造方案 客户挑战

解决方案

客户价值

• MySQL：

 基于binlog的跨AZ异步复制，RPO大于0，双云切换丢失数据。

 单库500GB容量瓶颈，分库分表架构无法弹性扩展，应用开发复杂。

• 分布式高扩展：提供分布式扩展能力，提供分布式事务ACID保障。

• 同城跨AZ多活、跨Region容灾：单集群同城跨AZ部署，RPO=0、 RTO<60 s，

AZ级故障数据不丢失。跨Region多活容灾，业务就近接入。

• 计算存储分离架构：构筑基于DFV的计算存储分离架构，计算弹性伸缩、存

储在线扩容。

• 大容量高扩展：支持百TB级单库容量和在线扩容，避免分库分表，降低应用

开发难度。

• AZ级故障数据不丢：Region内单集群跨AZ多活部署，AZ间日志同步复制，AZ

级故障RPO=0、RTO<60 s。

• 完备的关系型数据库特性：支持ACID分布式事务和二级索引，提供慢SQL检

测、热点数据检测等能力，提升运维检测能力。

弹幕&评论

地理大数据

Health Kit

云空间

内容托管

运动健康

截止2020年，消费者云6个关键业务完成向云分布式数据库GaussDB迁移

GaussDB(for openGauss)

北京(酒仙桥) 北京(润泽)

GaussDB(for openGauss)

一套GaussDB集群

河北(廊坊)

GaussDB(for openGauss)

北京Region

CBG消费者云数据库分布式云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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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消费者云是华为智能终端设备的“大脑”，为终端提供云服务支撑，如版本更新、数据备份、定位服务、应用下载等，

同时为第三方App开发者提供HMS云基础能力，如CloudDB、认证、地图服务等。

华为消费者云整体技术架构

gPaaS

IaaS

HMS

WiseEye

监控
大盘

交互
查询

告警
判断

定界
定位

时序/流

交互式分析

WiseSecurity

WiseCloud

MySQL Cassandra ES
Redis
DCS

数据库引擎层

关系 键值 全文 内存

• 华为消费者云全球主要有3大Region，分别位于北京、新加坡和德国，分别为中

国、亚非拉和欧美区域的华为终端设备提供云服务。

云数据库 现网用量

MySQL 主机数量 6099

Redis/DCS
内存用量 256 TB

TPS 2000万

向GaussDB迁移前，消费者云数据库规模及业务负载：

数据库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风险：

云数据库 现网用量

MySQL

同城双集群跨AZ异步日志复制，RPO大于0，双云切换有数据丢
失风险

单库容量500 GB，分库分表建设方案复杂，扩展困难

Redis/DCS
双云部署场景存在数据丢失和不一致问题

不支持持久化，版本升级方案复杂

客户项目建设背景和关键诉求

华为智能终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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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引入GaussDB：

 大容量：10亿用户、万亿数据记录存储；

 高性能：百万QPS；

 高可靠：无单点故障、扩容&升级不中断业务。

数据库服务

华为消费者云服务
（10亿账号、3亿月活）

相册 联系人 备忘录

备份 同步 …

相册数据 联系人数据 备忘录数据

备份数据 多端同步数据 …

建设方案详细介绍

用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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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测试 数据迁移 灰度验证
正式切换

（DB并线）
原DB
下线

1. 在测试环境申请
GaussDB实例。

2. 采用DRS将现有测试
数据同步到GaussDB。

3. 业务连接到GaussDB
进行功能和性能回归
测试。

1. 在现网申请GaussDB实
例。

2. 使用公有云DRS工具的
上配置数据迁移任务
（全量和增量）。

在增量同步追平后，调整
RainbowSDK配置中MySQL
和GaussDB的读写权重分配，
逐步将读SQL请求切换到
GaussDB上、直至90%，验
证GaussDB稳定性。

1. 启用10秒写保护，避免业务
双写：调整RainbowSDK的读
写权重、以及MySQL设置为
只读模式。

2. 在GaussDB上开放业务写
（CBU提供一键操作，包含：

数据追平、启动回流任务、设
置数据库读写）。
3. 在Rainbow配置上将读写流

量全部切到GaussDB。

1. 并线结束后，在DCG管理
台上将MySQL配置下掉。

2. 在DRS管理台上取消灾备
任务（数据回流）。

3. 业务集成RainbowSDK for 
GaussDB版本实现直连直
连GaussDB（可滚动升
级）、彻底去掉DCG配置。

4. 下线MySQL数据库。

建设方案流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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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部署隔离，最小化故障影响范围。

 机房级隔离，避免单点故障

◼ 采用3AZ部署，AZ间距离不低于20 KM

◼ 所有部件均采用3副本模式，每AZ部署1个副本

AZ1 AZ2 AZ3

GaussDB（for openGauss）集群

管理面

GTM

CMS

ETCD

运行面

CN

DN1

DN3

DN2

DN…

GaussDB
集群

应用A 应用B

GaussDB
集群

CN

DN

管理节点

CN

DN

管理节点

应用C

GaussDB
集群1

GaussDB
集群2

GaussDB
集群N

CN

DN

管理节点

CN

DN

管理节点

CN

DN

管理节点

具体实施案例 - 部署GaussDB（for openGauss）

 应用级隔离，避免单个数据库故障影响全部应用和用户

◼ 每个应用使用独立的GaussDB集群，禁止跨应用共享数据库

◼ 关键应用按用户拆分成多个GaussDB集群，避免单个GaussDB故

障影响所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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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ussDB(for openGauss)数据库组件说明：

 CN（ Coordinator Node ）：代理节点，负责请求接入和路

由分发。

 DN（Data Node）：数据节点，负责本分片的数据存储和

处理，通过多个副本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GTM（Global Transaction Manager）：分布式事务管理节点，

负责全局事务版本的分配，此节点可选。

 CMS（Cluster Manager Server）& ETCD：负责集群状态管理，

以及数据节点DN的仲裁选主。

⚫ NewSQL 3AZ3副本组网架构:

 组网：除CMS和ETCD合设外其它进程均独立虚拟机部署。

 副本：每个分片1主2备。主副本支持读写，其它副本纯备

份。

AZ2AZ1

CN1 CN2 CN3

DN1 主 DN1 备1 DN1 备2

DN2 备1 DN2 主 DN2 备2

CMS

ETCD

CMS CMS

ETCD ETCD

业务服务

JDBC

GTM GTM GTM

AZ3

DNn 备1 DNn 备2 DNn 主

具体实施案例 - 3AZ3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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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ussDB(for openGauss)监控链路和数据上报。

 NewSQL核心进程CN/DN/GTM由CMS通过CM Agent(简称CMA)监控；

 集群监控进程CMS和CMA本身由OM Monitor监控，OM Monitor相当于

Watchdog；

 OM Monitor由Crontab负责拉起；

 链路为：crontab->om_monitor->CM/CMS->CN/DN/GTM。

⚫ 故障检测：CMA监控NewSQL核心进程状态，上报给CMS。

⚫ 故障隔离：CMS发现进程故障通过CMA下发命令隔离。

 如果是DN/GTM主故障，则重新选主；

 如果发现AZ间断网，多数派可用时，可继续提供服务。

⚫ 集群仲裁。

 ETCD自选主；

 CMS依托ETCD选主；

 CMS为核心进程CN/DN/GTM仲裁选主。

AZ2AZ1

CN1 CN2 CN3

DN1主 DN1备1 DN1备2

CMS

ETCD

CMS CMS

ETCD ETCD

业务服务

JDBC

GTM GTM GTM

CM Agent

OM Monitor

Crontab

CM Agent

OM Monitor

Crontab

CM Agent

OM Monitor

Crontab

GTM合设

OM Monitor

Crontab

ETCD合设

AZ3

具体实施案例 - 集群监控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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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1

CN

DN1主

业务服务

JDBC

3AZ3副本

AZ2

CN

分片级故障表现：
• 单分片非主副本故障<=1，业务不感知，RPO=0，RTO=0；
• 单分片主副本故障，最新副本升主接管，RPO=0，RTO<10 s；
• 单分片任意2副本故障，该分片故障，不能支持读写。（若存活的

是主节点，可读不可写；若存活的是备节点，不可读写。）

CN

DN1主 DN1备 DN1备

副本同步机制：quorum多数派写，1
主2备，每次事务请求3写2，即成功
，强同步写RPO=0。

AZ3

AZ级故障表现：
• 若故障AZ内同一单分片故障，只是此时故障的分片数增

多，理论上不影响各自分片的RPO、RTO。

DN1备
->升主

DN1备

CN

AZ1

CN

DN1主

业务服务

JDBC

3AZ3副本

AZ2

CN

AZ3

DN1备
->升主

DN1备

CN

具体实施案例 - 故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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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

Console/Open-api

对象存储
（OBS)

1. 创建备份任务

4. 定期全量备份
5. 周期性增量备份

NewSQL

3. 物理备份

backup

2. 发送备份任务请求

dbs_agent

恢复

dbs_agent

Console/Open-api

对象存储
（OBS)

1. 创建恢复任务

3. 下载全量备份文件
4. 下载增量数据文件

NewSQL

5. 恢复全量
备份数据
6. 恢复增量
备份数据

backup

2. 遍历集群节点，发送
恢复任务请求

具体实施案例 - 备份恢复方案
⚫ 备份性能指标和约束：

 单个租户OBS带宽15 GB；

 单分片备份2 T数据约4小时；

 每5分钟增量备份产生数据量200 M（40%负荷）；

 支持限速备份。

⚫ KPI：10小时内恢复到故障发生前的15分钟的状态。

（即RPO=15分钟，RTO=10小时）

⚫ 备份策略（可配置）：

 全量备份：一周一次；

 增量备份：15分钟一次；

 保留期限3个月。

⚫ 恢复策略：指定增量备份点恢复。

⚫ 扩容和大版本升级后，原备份数据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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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老DB并线运行，确保业务可随时回退：

 应用通过DB SDK同时连接原DB集群和GaussDB集群。

 通过华为云数据复制服务DRS在新老DB集群之间迁移和回流数

据。

⚫ 业务流量灰度切换到GaussDB：

 通过设置新老DB读写比例，逐步将读请求分发到GaussDB集群，

验证GaussDB读请求处理能力（写请求处理能力已经过DRS数据

迁移验证）。

GaussDB集群
（新）

应用

DB SDK

原DB集群
（MySQL分库
/Cassandra）

数据迁移(DRS)
GaussDB集群

（新）

应用

DB SDK

原DB集群
（MySQL分库
/Cassandra）

数据回流(DRS)

读写请求
只读请求

（灰度验证） 读写请求

原DB集群：R0W0
GaussDB集群：R100W100

SDK配置中心
原DB集群：R100W100
GaussDB集群：R0W0

下发新老DB
读写权重

设置灰度比例

具体实施案例 - 业务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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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Region双活容灾云分布式数据库建设方案。

⚫ 方案亮点：

 逻辑日志异步复制：跨Region双集群通过逻辑日志双向复制，实现软件版本故障隔离，具备双集群滚动升级能力。

 分布式高扩展：基于Delta表增量追增技术，在线扩容业务不中断，最大支持256 DN、万亿记录数据规模。

 存算分离弹性伸缩：基于DFV的存算分离架构，计算秒级弹性伸缩、存储在线扩容。

华为公有云
（北京）

华为公有云
（贵阳）

数据库集群-1
（Active）

数据库集群-2
（Active）

DRS日志同步工具 DRS日志同步工具
逻辑日志异步复制

>1500 km

逻辑日志 逻辑日志

逻辑日志解码&回放 逻辑日志解码&回放

应用A 应用B

逻辑日志 逻辑日志

AZ1

AZ2 AZ3

AZ1

AZ2 AZ3

项目整体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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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20年12月，消费者云累计上线GaussDB超过400节点、千亿海量数据，系统运行平稳；定位服务吞吐量

提升4倍。

上线业务 业务归属 节点数 数据量 上线进展

AGC CloudDB & CloudStorage HMS 5.0 87 20 TB 2020.8 上线中国区，俄罗斯，新加坡

弹幕&评论 WiseContent 27 2.5 TB
2020.8 上线弹幕
2021.3 上线评论，海外同步上线

地理大数据 定位服务 231 100 TB 2020.11 上线，1400亿条数据

Health Kit HMS 5.0 45 60 TB 2020.9 已上线

ABTest 公共服务 15 2 TB 2020.11 已上线

云空间 华为图库 372 136 TB
2020.12 启动业务割接，计划2021年中全部割接完成
云盘年增长70%，相册年增长40%，预计3000+

运动健康 华为运动 904 550 TB 待上线

内容托管 WiseContent 45 50 TB 待上线

客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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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数据库发展趋势

2. CBG消费者云数据库案例

3. XX银行数据库改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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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replay

Region北京 Region合肥

合肥容灾中心北京同城双中心

北京DC1 北京DC2

云管理
云管理

HA/L3

应用AZ1
（未配置）

应用AZ2
（未配置）

数据库AZ1 数据库AZ1

数据备份
OBS

测试AZ1 测试AZ2

行内运维监控及备份平台

云管理

应用AZ3
（未配置）

容灾集群数据库
AZ

日志stage OBS

开发AZ

RPO 10秒
RTO 10分钟

合肥

仲裁服务

小型化的
测试环境

云底座

数据库及应用
服务区

GDS 
5台

客户两地三中心方案总体说明（RAID 10三集群）

⚫ 方案说明：

 两地三中心部署，6副本（北京4副本，合

肥两副本）；

 一个云两个region（北京、合肥），每个

region目前支持上限1000物理服务器，支持

双出口；

 北京在亦庄-丰台实现分片双活，写读分离

双活(副本可读）待开发，RPO=0，RTO<10 

s。需要特别关注北京双中心延时及带宽。

（IaaS平台仲裁要求50 ms，数据库 cm 

agent 仲裁要求5 s）；

 数据库节点采用RAID10,以获得最佳性能和

稳定性。采用48+51+48 = 147台服务器。具

备部署多数据库集群能力；

 北京数据库备份 1.5 PB，合肥容灾日志配置

对象存储各700 TB；

 多种接口和行内运维监控平台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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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独立拆分为3个集群，业务负载1:1:1，容量1:1:1；各集群独立备份、扩容，互不影响，故障隔离。

新业务涉及尽量保持业务之间的独立性，如果两个
业务都需要用同一张表，考虑采用如下方案：
⚫ 表D一般为维度表，例如机构基本信息。
⚫ 表D在3个集群上冗余一份。
⚫ 跑批+实时分别对表D增删改。
⚫ 应用不会单方面修改此表。

应用拆分规则：
⚫ 按照业务类型进行拆分：收支分析、明细查询、
登记簿。

⚫ 收支分析：手机银行/微信银行/个人银行等涉及
到收支类型的业务。

⚫ 明细查询：查询账户明细等涉及到历史明细的业
务。

⚫ 登记簿：他行来账登记簿、跨行汇款登记簿等涉
及到登记簿类的业务。

⚫ 其他业务：优先按相关联业务表所在集群拆分。
如无关联业务表，则按集群负载平摊拆分。

明细查询相关交易收支分析相关交易

Mybatis配置多个数据源，业务调用对应源的接口

表A 表B

表D表D

收支分析
集群

明细查询
集群

表C

表D

登记簿
集群

登记簿相关交易

实时数据

增删改 增删改 增删改

查询 查询 查询

离线数据

应用

按业务拆分整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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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集群按数据量1:1:1，业务负载1:1:1拆分。

⚫ 承载业务：

 交易明细查询。

 各渠道收支。

Top 表名 表名 日增量数据(条)

1 表1 TB_CURT_ACC_INCM_EPN_INFO 100755057

2 表2 TB_CURT_ACC_INCM_EPN_REAL_TM_INFO

3 表3 TB_CURT_ACC_INCM_EPN_CHAGE_INFO

4 表4 TB_CURT_ACC_INCM_EPN_CORRE_INFO

5 表5 TB_CURT_ACC_INCM_EPN_CHAGE_INFO

6 表6 TB_INCM_EPN_MONTH_DTL_INFO

7 表7 TB_INCM_EPN_ANNL_DTL_INFO

8 表8 TB_CURT_ACC_INCM_EPN_CHG_DTL

收支分析业务集群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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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集群按数据量1:1:1，业务负载1:1:1拆分。

⚫ 承载业务：

 助农通账户明细查询。

 查询账户明细。

 商易通-账户明细查询。

Top 表名 表名 日增量数据(条)

1 表1 TB_CURT_ACC_DTL_INFO 100755057

2 表2 TB_FIX_ACC_DTL_INFO 328072

3 表3 TB_PMDTL_FEE_INFO

4 表4 TB_PMDTL_FEE_OWE_INFO

5 表5 TB_DS_FILE_PCK_DTL

6 表6 TB_DS_FILE_PCX_DTL

7 表7 TB_DS_FILE_PKK_DTL

8 表8 TB_DS_BATCH_CONTROL_COMMON 28151

明细查询业务集群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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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集群按数据量1:1:1，业务负载1:1:1拆分。

⚫ 承载业务：

 手机银行的国际速汇交易名查询。

 本币/外币账务登记簿。

 跨行汇款登记簿。

 超级网银汇登记簿。

Top 表名 表名 日增量数据(条)

1 表1 TB_RMRGT_IBPS_IN_INFO

61408312 表2 TB_RMRGT_IBPS_OUT_INFO

3 表3 TB_RMRGT_IBPS_REFUND_IN_INFO

4 表4 TB_ACCING_OLD_TX_SRI
日增数据量可能很多，

需要在确认

5 表5 TB_ACCING_TX_DTL_INFO
日增数据量可能很多，

需要在确认

6 表6 TB_MEDIUM_DTL_INFO 1079180

7 表7 TB_RMRGT_IBR_INWARD_REM_INFO 836041

8 表8 TB_APPOINT_ACC_REM_INFO 645941

登记簿业务集群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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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业务涉及尽量保持业务之间的独立性，如果两个业务都需要用同一张表，考虑采用如下方案：

 表D一般为维度表，例如机构基本信息

 表D在3个集群上冗余一份

 应用不会单方面修改表D

表A 表B

表D表D

收支分析
集群

明细查询
集群

表C

表D

登记簿
集群

离线数据

⚫ 应用多写流程：
 把最新数据插入临时表中；

 表D和临时表做merge into。

⚫ 异常场景一致性分析：
 前两步 create table + copy 异常不

影响数据，重试即可；

 第三步merge into单条语句有事务

保证，异常重试即可；

 异常重试最大5次，超过5次还未

成功，需要告警人工介入处理。

表一致性 - 应用多写+故障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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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分析

明细查询

登记簿

明细查询相关交易收支分析相关交易 登记簿相关交易

应用场景：三种交易类型都包含

TPS 3万 QPS 15万

应用

不会出现不会出现

CN：32
DN：32

CN：32
DN：32

CN：32
DN：32

CN1 CN2 CN32

DN1 DN2 DN3 DN32

500 500 500

…

…

3500350035003500

每个CN有500连接

每个DN有3500连接

CN2

500

拆分技术分析

⚫ openGauss集中式OOM问题：

 表数量>1千，连接数>3千，内存256 G；

 每个连接占用内存40 MB，连接总计占用内存>120 GB（主要relcache、

plancache占用内存这部分内存多个连接之间不会共享）。

⚫ 分布式不会有OOM问题：

 表数量160，总连接数>15000，机器内存768 GB，部署1主3备+1CN。每

个DN分配到的内存是150 G；

 每个连接占用内存10 MB，每个CN连接数为15000/32=约500个，占用内

存2.5 GB；

 单个DN承担3375个连接，占用内存33 GB：

◼ 涉及单个DN语句：80%，12000个，每个DN承担375个

◼ 涉及所有DN语句：20%，3000个，每个DN承担3000个

 CN/DN之间有连接池，语句执行完会立即释放连接给下个语句复用；

 交易只会连接到对应的数据库集群，不会交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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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DC1 北京DC2

Server

DN备

DN主

…

Server1

DN主

DN主

Server2

DN主

DN主

Server

DN主

DN主

…

合肥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CMA

OMA

CN1 CN2 CN16CN30

GTMGTM

CMA

OMA OMA

CMA

CMS主 CMS备

ETCD ETCD

Server3

DN主

DN备

DN备

DN备

CN5

CMA

OMA

Server

DN主

DN备

Server

DN主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CN7 CN32

CMA

OMA OMA

CMA

…

Server1

DN主

DN4备

Server2

DN主

DN1备

Server

DN备

Server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DN备

DN主 DN主

CN1 CN2 CN3 CN4

GTM GTM GTMGTM

CMA

OMA OMA

CMA CMA

OMA

CMA

OMA

CMS主 CMS备 CMS备 CMS备

ETCD ETCD ETCD ETCD

Server

ETCD
备

生产集群 容灾集群网络域1(AZ1) 网络域2(AZ2) 网络域3(AZ3)

部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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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分析
⚫ 性能瓶颈点分析：

 网络宽带无瓶颈点；

 IO：每个OBS节点最大备份性能为400 MB/秒，共配置了16个OBS节点，备

份数据总流量为16 * 400 MB/秒=6.4 GB/秒。

⚫ PITR问题：

 6副本设计（北京同城4副本，合肥容灾的2副本）；

 当北京4副本全部异常时，可以从合肥获取数据，丢失数据最多是10 s；

 当北京和合肥6个副本全部异常时，从备份文件恢复，由于增量是每天备

份一次，最多丢失一天的数据；

 如果考虑恢复时减少丢失数据，可以把增量备份间隔缩短为1个小时。

管控面节点1

DataData
Data

DataData
Data

GaussRoach.py

gs_roach
Agent

gs_roach
Agent

gs_roach
Master

DataData
Data

OBS

通过Agent服务
监控心跳

备份管理备份管理

读取 读取 读取上
传
备
份
集

上
传
备
份
集

上
传
备
份
集

节点2

DataData
Data

DataData
Data

GaussRoach.py

gs_roach
Agent

gs_roach
Agent

gs_roach
Master

DataData
Data

通过Agent服务
监控心跳

备份管理备份管理

恢复 恢复 恢复上
传
备
份
集

上
传
备
份
集

上
传
备
份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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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备份策略
⚫ 收支分析业务集群

 数据量：约186 TB

 备份策略和速度

◼ 全量备份：每周一次，周一开始备份，预估时间为 186 TB*1.3 /(16 * 

400 MB/s) /3 < 4小时（备份1 ：3压缩比，索引按照30%估算）；

◼ 增量备份：每天一次，预估时间（约300 GB ）< 30分钟；

◼ 恢复时间：考虑网络带宽，IO等因素，恢复和备份时间基本持平。

⚫ 明细查询业务集群

 数据量：约186 TB

 备份策略和速度

◼ 全量备份：每周一次，周三开始备份，预估时间4小时；

◼ 增量备份：每天一次，预估时间（约300 GB ）< 30分钟；

◼ 恢复时间：考虑带宽、IO等因素，恢复和备份时间基本持平。

⚫ 登记簿业务集群

 数据量：约186 TB

 备份策略和速度：

◼ 全量备份：每周一次，周五开始备份，预估时间为 186 TB*1.3/(16 * 

400 MB/s) /3 < 4小时；

◼ 增量备份：每天一次，预估时间（约300 GB ）< 30分钟；

◼ 恢复时间：考虑网络带宽，IO等因素，恢复和备份时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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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数据迁移方案

⚫ 方案1：gds导入

 Hadoop导出csv，采用gds导入；

 可以按表或按范围，并行导入，压缩导入时间；

 导入速度可达100 MB/S。

⚫ 方案2：copy导入

 Hadoop导出csv，采用copy导入；

 速度慢。

492

逻辑集中
（旧核心）

大数据平台 分布式数据库

一次性全量铺底数据
离线；
用GDS导入；
可分批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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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DC1 北京DC2

Server

DN29
备

DN

…

Server

DN

DN主

Server

DN主

DN

…

合肥

DN28
备

DN备 DN备

DN DN DN

CN CNCN

Server

DN

DN31
备

DN30
备
DN

CN…

Server

DN主

DN备

Server

DN2备

DN备 DN1备

DN备 DN

DN

CN CN

Server

ETCD

生产集群 容灾集群

Server

DN主

DN备

DN备

DN备

CN
…

Server

DN主

DN备

DN备

DN备

CN

Server

DN主

DN备

DN备

DN备

CN
…

Server

DN主

DN备

DN备

DN备

CN

Server

DN主

DN主

DN备

DN

CN
…

Server

DN主

DN主

DN备

DN

CN扩
容
机
器

扩
容
机
器

数据库扩容

⚫ 数据库节点扩容

 扩容策略：采用1拆2的方式，在北京增加32台机

器（亦庄16台，丰台16台），合肥增加16台机器。

 扩容预估时间：每天在业务低谷期开辟4小时扩容

时间窗，32DN*2 T=64 T数据 + 30%索引，4天完成

扩容。

 对业务的影响：扩容选择在晚上时间窗（4小时）

扩容，期间会占用较多IO/网络带宽，但是期间客

户查询请求数量较少，预期影响程度可控。

⚫ 对运维的影响

 扩容保障预案：预估扩容时间，提前协商扩容时

间窗口。

 扩容失败预案：按表粒度扩容，由事务保护，如

果失败会重试，不会引起数据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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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扩展设计
⚫ 技术形态拆分原则：

 业务量小、数据量小：选取当前负载和使用空间较低的集群。

 业务量小、数据量大：选取当前使用空间较低的集群，如无法承受建议再

新增一套集群。

 业务量大，数据量小：选取当前负载相对较低的集群，如无法承受建议再

新增一套集群。

 业务量大、数据量大：建议再新增一套集群。

⚫ 应用业务拆分原则：

 明确业务所属表属于那个集群，避免大表跨集群join存在。

 多集群共同使用的表且存在跨集群join，这类表采用冗余。

 多集群共同使用的表不存在跨集群join，配置Mybatis多数据源。

明细查询相关交易收支分析相关交易

Mybatis配置多个数据源，
业务调用对应源的接口。

表A 表B

表D表D

收支分析群 明细查询集群

表C

表D

登记簿集群

登记簿相关交易

实时数据

增删改 增删改 增删改

离线数据

新业务集群

增删改

新增业务

表E

表F

如果新增业务集群，
需要应用配置数据源、
建表和基础数据导入。
此种策略对其他业务
无影响。



Huawei Confidential495

整体容量估算

⚫ 单服务器硬盘配置24*3.84 T；

⚫ 24块盘做一组RAID10，磁盘容量为24*3.84 T/2 = 46T；

⚫ 按照磁盘利用率70%计算，单台机器可用容量46 T*0.7 = 32 T；

⚫ 每台物理机上部署1主DN+3备DN；一个DN承载8 T数据；

⚫ 机器规格为96 C 768 G，平均每个DN实例规格24 C 192 G；

⚫ 裸数据大小为560 T，总数据量为560 T*1.34（索引34%）*6副本=4502 T；

⚫ 如果要承载560 T裸数据，则需要节点数： 4502 T /32 T = 141台；

⚫ 北京AZ1+北京AZ2+合肥AZ3，三中心分别47+48+47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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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能估算

⚫ 总性能需求规划为13万 TPS及65万 QPS。

⚫ 转换为TPM：13万 * 60 = 780万 TPM。

⚫ 单服务器性能能力估算：

 32节点集群性能指标1200万 TPMC（SAS SSD，单DN2 T），单节点为1200/32=37.2万 TPMC；

 将TPMC转化为TPM （TPMC/0.45） = 82.6万 TPM；

 SAS SSD硬盘换为SATA SSD，性能损失40% ，单节点性能折算为 60% = 49.56万 TPM；

 单个DN容量变大，性能损失50% = 24.78万 TPM；

⚫ 所需单集群服务器数量为：780/24.78 = 32台；

⚫ 主站点+容灾集群数量为32+1+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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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服务器估算

⚫ 容量+性能维度合并：

 需同时满足上述容量+性能 2个维度，所需数据库服务器总数为 max(141,49) = 141台；

 三中心分别47+48+47台。

⚫ 集群按照业务拆分为三集群，每个集群数据量以及业务负载，拆分比例都是1:1:1。

⚫ 结论：

 业务三集群，47台无法整除3，需向上取整为48，三中心数据库服务器分别是48+48(+3)+48台=147台；

 每个业务集群（北京AZ1+北京AZ2+合肥AZ3）都是 16+16(+1仲裁)+16=49台。

⚫ 可支撑容量及性能：

 按照70%磁盘使用率，支持裸数据量：(32T*48台*3中心/6副本/1.34索引) =573 T；

 按照80%磁盘使用率，支持裸数据量：(32T*(80%/70%)*48台*3中心/6副本/1.34索引) =655 T；

 可支撑性能： (单DN24.78万 TPM*10000/60*48*2) = 39w 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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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项 单集群 按冷热数据拆分两套集群 按业务拆分三套集群

单集群数据量 560 T 280 T*2 186 T*3

集群划分 96台服务器承担100%业务
按2年/8年数据拆分冷热
48台服务器承担80%业务（2年数据）
48台服务器承担20%业务（8年数据）

可按业务拆分【更均衡】
32台服务器承担33%业务和数据
32台服务器承担33%业务和数据
32台服务器承担33%业务和数据

性能
满足目前性能要求：13万 TPS
单节点预估性能：4130 TPS
整个集群预估性能：39万 TPS

跨冷热JOIN/GROUP BY性能无法满足此类
语句低时延高并发，此类语句较单集群、
三集群性能差3倍，吞吐量差10倍

满足目前性能要求4.33万 TPS
单节点预估性能：4130 TPS
整个集群预估性能：13万 TPS

应用开发 无额外工作量
需要针对SQL拆分冷热
需要应用改造支持多种执行策略

SQL不用改造
应用简单改造（需支持多数据源）

客户价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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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项 单集群 按冷热数据拆分两套集群 按业务拆分三套集群

数据搬迁 不涉及数据搬迁
数据搬迁（每月搬迁11 T），耗时3天（50 
MB/S），对业务的性能影响: 原集群CPU增
加7%，目标集群CPU增加45%

不涉及数据搬迁

备份
一次备份560 T数据时间较长，预
计15小时，无法避开业务高峰

冷集群可以1月备份一次
周一备份集群A，周三备份集群B，周五备份
集群C，单次备份可在5小时内完成，可以在
晚上进行，如23点开始到凌晨3点结束

扩容
一次扩容96节点560T数据，时间
较长，预计半个月才能完成

一次扩容48节点280T数据，时间较长，预计
超过一周时间才能扩容完成

一次扩容32节点186T数据，每晚选取4个小时
时间窗，预计4天即可完成扩容

升级 一次升级整个集群 冷热集群分开升级
可以先升级一套集群，观察稳定后再升级其
余集群

可靠性
无法故障隔离，故障之后影响
100%业务。

冷热集群故障隔离，冷集群故障影响20%业
务，热集群故障会影响80%业务

三个业务集群故障隔离，一个业务集群故障
只影响33%业务

业务扩展性 支持任意业务接入
需要业务单独设计路由策略，需要表有明确
冷热划分

业务如果涉及跨库关联需要一份冗余数据
新上业务灵活部署：可以使用现有集群，负
载低、空间够、表已存在。或者新增一套集
群，如果原集群性能、空间无法满足

客户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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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简答题）请简述数据库项目从设计到上线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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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本章主要讲述GaussDB(for openGauss)的项目实例，包括：

 GaussDB(for openGauss)的适用场景；

 GaussDB(for openGauss)的技术亮点；

 GaussDB(for openGauss)的项目解决方案规划；

 GaussDB(for openGauss)的具体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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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 GaussDB(for openGauss)产品主页：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gaussdb.html 

⚫ 图解GaussDB(for openGauss)：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oductdesc-opengauss/opengauss_01_picture.html 

⚫ 华为人才在线：

 https://e.huawei.com/cn/talent/cert/#/career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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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文全称 解释

OA Office Automation 办公自动化是将现代化办公和计算机网络功能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办公方式。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客户关系管理是运营商的一项商业策略，它按照客户的细分情况有效地组织资源，
实施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流程，并以此为手段来提高获利能力、收入以及客户满意
度。

OSS Operations Support System
运营支撑系统最初用于通信领域，它描述了监控底层网络的程序与小组。主要关注
解决方案或系统的功能和非功能性要求。监控、端到端设计及错误处理是其主要工
作领域。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把客户需求和企业内部的制造活动以及供应商的制造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企业
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ISV 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
数据操作语言，以INSERT、UPDATE、DELETE三种指令为核心，分别代表插入、更新
与删除。

IOE IBM Oracle EMC
IBM是服务器提供商，Oracle是数据库软件提供商，EMC则是存储设备提供商，三者
构成了一个从软件到硬件的企业数据库系统。

DRS Data Replication Service
数据复制服务是一种易用、稳定、高效，用于数据库在线迁移和数据库实时同步的
云服务。

缩略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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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文全称 解释

DAS Data Admin Service
一款专业的简化数据库管理工具，提供优质的可视化操作界面，大幅提高工作效率，
让数据管理变得既安全又简单；通过数据管理服务，能够便捷、安全地访问关系型
数据库数据，进行增、删、查、改操作；能够直接对数据结构进行查询、变更操作。

DBA Database Administrator 数据库管理员是负责管理数据库的人。DBA使用专门的软件存储和组织数据。

CN Coordinator Node 协调节点，用于解析SQL语句并分发到对应DN进行处理。

DN Data Node 数据节点，存储数据。

GTM Global Transaction Management 全局事务管理器，用于管理数据库事务处理，保证事务唯一性。

GDS Gauss Data Server 高斯数据服务工具，用于数据的并行导入导出。

CM Cluster Management 集群管理。

WLM Work Load Management 工作负载管理。

DRAM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这是计算机存储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它需要不断更新以存储
数据，因此称作为“动态”。如果下电，所有存储的数据会丢失，因此其不适用于
长期存储数据。其优点在于速度快，比闪存和其他非动态存储器都要快。

缩略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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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文全称 解释

NUMA Non-Uniform Memory Access
非一致性内存访问，NUMA模式下，处理器被划分成多个“节点”（node），每个
节点被分配有的本地存储器空间。NUMA系统(尤其是具有超过八个 CPU 的系统)通常
比一致内存访问系统更加经济且性能更高。

RAID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独立磁盘冗余数组，一种把多块独立的硬盘（物理硬盘）按不同方式组合起来形成
一个逻辑硬盘，从而提供比单个硬盘更高的存储性能和提供数据冗余的技术。

CBG Consumer Business Group 消费者BG。

AZ Available Zone
Region是最高等级的隔离，因为region是地理位置的隔离。AZ是比地理区域(region)低
一级的隔离。。

DCS Distributed Cache Service 分布式缓存中间件服务，提供轻量级、高性能、高可靠的分布式对象缓存能力。

RPO Recovery Point Object 恢复时间点目标，指数据恢复可以恢复的故障前的时间点，代表丢失数据的多少。

RTO Recovery Time Object 恢复时间目标，代表数据恢复所需的时长。

ACID Atomic, Consistency, Isolation, Durability 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持久性。

ES Elastic Search 托管的搜索引擎平台服务，支持结构化、非结构化文本的多条件检索、统计、报表。

缩略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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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文全称 解释

QPS Query Per Second 每秒查询率，每次打开或者刷新都可以计算。

ETCD Editable Text Configuration Daemon 分布式键值存储系统，用于共享配置和服务发现（服务注册和查找）。

JDBC 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
JDBC是Java语言中用来规范客户端程序如何来访问数据库的应用程序接口，提供了诸
如查询和更新数据库中数据的方法。

缩略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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