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进程被杀，整个数据库都崩溃..

MySQL是单进程多线程的架构
最上边的连接池

这玩意要是被打满，那就麻烦了了

还有备份组件、恢复组件、复制组
件、安全组件
DDL、DML处理理器器、存储过程、视
图、触发器器等模块

MySQL结构

结构图

解析器器、优化器器、缓存
MySQL⾮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
插件式存储引擎

更更神奇的是引擎以表作为维度，不不同
的表有不不同的存储引擎，666

最底层的物理理⽂文件
最出名的⼀一款引擎

不不知道是不不是所有互联⽹网公司都⽤用它

从5.5.8版本开始，作为MySQL默认
引擎，厉害了了

好像美团默认版本已经是5.7了了，也就是俗称的MySql7，18年年发布MySql8

⽀支持事务、⾏行行锁、外键
使⽤用MVCC实现读取⾼高并发、⽀支持4种事务隔离级别，默认的
RR通过Next Key Lock避免幻读，变相实现了了串串⾏行行化级别！
InnoDB

提供插⼊入缓存（Insert Buﬀer）、⾃自适应哈希等⾼高性能功能

插⼊入缓存？hold住⾮非聚集索引的插⼊入

⼆二次写？防⽌止部分写失败，数据⻚页毕
竟是16KB，容易易部分失败

提供⼆二次写、重写⽇日志等⾼高可⽤用功能

主键索引默认使⽤用聚簇（Cluster），叶⼦子节点存放数据
所以使⽤用⾮非主键索引查询的话，最终
还是变成使⽤用主键索引...

⾮非主键索引使⽤用⾮非聚簇，叶⼦子节点存放指向主键索引的指针
既缓存索引、也缓存数据
MySQL结构体系与存储引擎

不不⽀支持事务、表锁、⽀支持全⽂文索引

MyISAM

存储引擎

仅缓存索引

真正要查数据的时候，估计要查很久...

索引⽅方式是哈希索引，⽽而不不是常⻅见的
B+树索引
所有数据均放在内存中，如果挂机
了了，哦豁~完了了...

Memory

仅⽀支持表锁、varchar被它当成char
来处理理
如果查询结果中间集⼤大于内存容量量，会转换成MyISAM临时表放在磁盘上，后者速度很慢。
仅⽀支持查询和插⼊入，使⽤用zlib压缩算
法，压缩⽐比⾼高达1：10

Archive

虽然使⽤用了了⾏行行锁，但并不不是事务安全
可以当成第⼆二代MyISAM，想重新成
为MySQL默认引擎
Maria

⽀支持缓存数据和索引

MyISAM不不⽀支持缓存数据

使⽤用⾏行行锁、⽀支持事务、⽀支持MVCC

咋感觉和InnoDB好像呢，重复造轮⼦子？
按照⾼高度为3、⻚页为16K、⼀一⾏行行记录1K、主键bigint占8字节
来计算，⾮非叶⼦子可带16K / (8 + 6指针) = 1170个叶⼦子节
点，则最⼤大数量量为1170 * 1170 * 16 = 2.19千万⾏行行数据
需查找2次⾮非叶⼦子节点，⼀一次叶⼦子节
点，共3次IO操作

InnoDB⽬目前可存1T数据（官⽅方最⼤大64T），插⼊入
更更新QPS可达800

MYSQL极限值

数据量量超过2千万，则每次查询要耗
费4次IO
为何不不⽤用B树做索引结构呢？因为B树的⾮非叶⼦子节点⻚页保存
数据，会占⽤用⻚页空间，导致扇出度不不够⼤大，IO次数变多。

innodb的B+树出度⼤大约为1000吧
TCP/IP

连接MySQL的⽅方式

Unix套接字
⽀支持完整事务、⽀支持⾏行行锁、⽀支持
MVCC

最⽼老老版本
1.0.x

MySQL5.1开始，⽀支持compress和
dynamic⻚页格式

1.1.x

MySQL5.5开始（2010），⽀支持
Linux Native AIO

看来这⼏几项是InnoDB最重要的部分
对数据存储的损耗下功夫呀
对数据读写速度⽤用⼼心了了

历史版本问题

优化数据查询...
其实MySQL在5.0的时候功能就完备
了了，后⾯面是Sun和Oracle在修bug，
最近MySQL8出来：默认使⽤用
utf8mb4字符集

MySQL5.6开始（2012），⽀支持全⽂文
索引、在线添加索引

1.2.x

utf8mb4到底是指？

之前也可以在线添加，但是服务会中断，因为是⽤用临时表替换的⽅方式来添加索引
综上来看，InnoDB最重要的是事务、⾏行行锁和MVCC，后⾯面是对数据存储读写查询做优化

架构图如右

主要是将缓存中的脏⻚页刷新会磁盘（渐渐交给page
Cleaner）、回收undo⻚页（渐渐交给purge）、合并插⼊入缓存等

Master线程

IO操作均是AIO，IO线程⽤用于接收
AIO的回调

IO线程

AIO到底是指？

相⽐比java的nio，aio更更先进

4个写线程、4个读线程、1个⽇日志线程、1个insert buﬀer线程

后台线程

某些事务被提交后，其undo log可能不不再需
要，undo log所在的⻚页由此线程负责回收

Purge线程
Page Cleaner线程

Redo⽇日志修改的是物理理⻚页的数据，
那么Undo⽇日志形式是怎么样的呢

负责脏⻚页刷新操作

理理解上⾯面4类线程的⼯工作内容与原理理，⼤大概也深⼊入InnoDB了了
读硬盘先读缓冲池
写硬盘先写缓冲池，以⼀一定的频率把
脏⻚页（内存与硬盘不不⼀一样）刷新回硬
盘（check point技术）

以缓存为核⼼心

⼯工作原理理

有个问题：InnoDB主键索引是聚簇
的，那么数据⻚页其实也就是主键索引
⻚页吗？

数据⻚页缓冲

是主键索引的叶⼦子节点

索引⻚页缓冲
热点索引再转成哈希索引，Just In
Time的思路路

⾃自适应哈希索引

内容

insert buﬀer
对某⻚页的某个偏移位置，执⾏行行的物理理
操作（写xxx）

redo的格式到底是咋样的？
重做⽇日志（redo log）

事务提交后，先写redo⽇日志，再改具
体⻚页

缓冲池

最热的数据⻚页在头部，没空间时挤掉
末尾的⻚页⾯面
⾃自从⽀支持压缩⻚页技术后，可能有1K，
8K等
对压缩⻚页的管理理，是尽可能申请⼩小的
⻚页⾯面，没⽅方法的情况下再申请⼤大的⻚页
⾯面，⼤大的⻚页⾯面可以拆成⼩小的，和操作
系统很像

数据⻚页⼤大⼩小默认16K，现在看来算是⽐比较⼩小的了了....

整体架构
数据⻚页索引⻚页缓冲-维护⽅方法

LRU

InnoDB存储引擎
内存

InnoDB对LRU稍作修改，从硬盘读取的⻚页⾯面并不不是放在头
部，⽽而是放在midpoint的地⽅方（约37%）。因为有些sql查
询可能会查全表，如果从硬盘来的⻚页⾯面都插头部，那真正
热点数据可能会被挤出去
LRU似乎只会对数据⻚页缓冲和索引⻚页缓存起作⽤用
仅需保证1s内事务⼤大⼩小不不要太⼤大就好

我记得⼤大⼩小只有8M来着
master每秒⼀一次看起来没什什么作⽤用...唯⼀一的作⽤用是防⽌止某个事务
太⼤大，相当于增量量刷新了了。
问题：某事务需1.5s，
master线程在1s时刷新磁盘，如果正好机器器断电，该事务后⾯面
的语句句岂不不是丢失了了...（除⾮非执⾏行行事物重做⽇日志时，会判断该⽇日
志对应的事务是否commit）

master每秒⼀一次

重做⽇日志缓冲

刷新回磁盘（重写⽇日志⽂文件）时机

如果在事务提交前（重做⽇日志已经写
到缓存但刷新到硬盘），突然断电，
那么通电后，只会认为该事务没有
commit吧，利利⽤用undo⽇日志来回滚事
务

似乎，这个就能保证事务提交后肯定
就是持久的？

事务提交后触发⼀一次

这个是防⽌止单个事务太⼤大，耗光了了缓
冲空间都没完...

重做⽇日志缓冲池已⽤用了了⼀一半

重做⽇日志本身会先缓存在内存中，每
隔1s由master落实到磁盘⾥里里。
在更更新磁盘中的数据前（⽐比如执⾏行行了了某个DML），
先将数据保存在重做⽇日志中（若因为断电导致DML
的更更新没⽣生效，可以利利⽤用重做⽇日志进⾏行行恢复），再将
更更新数据缓存池，利利⽤用check point技术刷回磁盘

如果⼤大⼩小是⼏几个T，从崩溃中恢复耗
时太久

重做⽇日志本身不不能太⼤大

其实呢，内存都是要钱的，⽬目前家⽤用
8G内存市场价300元...（服务器器内存
会便便宜⼀一点）

数据缓存池理理论上越⼤大越好

更更新数据前先更更新redo的缓存（定时刷新磁盘），再更更新数据⻚页的缓存（也定时刷新磁盘）
Write Ahead Log

若空重做⽇日志⻚页也耗光，则找那些不不再需要的重做⽇日志⻚页（对应的脏⻚页
已刷回磁盘），找不不到的话->将缓冲池中的脏⻚页刷回磁盘，刷到重做⽇日
志的位置（差不不多是将所有脏⻚页都刷新了了？应该说是刷新了了所有曾经的
修改）

防⽌止重做⽇日志过⼤大

若即将耗光，则⼲干掉LRU队列列中冷⻔门
的⻚页（若正好是脏⻚页则刷写会磁盘）

防⽌止缓冲池耗光

Check Point技术

Check Point会记录⾃自⼰己已经刷新到哪个LSN，启动它的时候，它会刷新到下⼀一个LSN
重做⽇日志⻚页有LSN，每个数据⻚页有LSN，CheckPoint也有LSN

LSN有8个字节，2的64次⽅方=10亿个10亿
LSN记录的是重做⽇日志的字节总量量

总是强制把redo⽇日志缓存写⼊入硬盘，即使当时的事务还没提交（每秒写⼊入⼀一次，所以不不管事务有多⼤大，总能很快commit）
若脏⻚页过多，则把100个脏⻚页写⼊入硬盘

每秒⼀一次刷新

若IO不不是很繁忙，则合并5个插⼊入缓
存（插⼊入缓存到底是啥？）

合并⾮非聚集索引的IO操作

总是强制把redo⽇日志缓存写⼊入硬盘（看得出来redo缓存很重要，需经常保存，不不然的话没能记
下commit，我猜得⽤用undo⻚页回滚事务吧）

master线程1.0版本之前

每10秒⼀一次刷新

总是删除⽆无⽤用undo⻚页

master线程

前提是事务提交，且不不再需要⽤用

总是刷新最多100个脏⻚页到硬盘
总结起来，每10秒肯定刷新redo⻚页，
刷新数据脏⻚页，删除undo⻚页
如果数据库即将关闭

脏⻚页、redo⻚页、undo⻚页，这3种数据
⻚页是innodb的核⼼心

每秒仅保证刷新redo⻚页

删除所有Undo⻚页，刷新所有脏⻚页

主要是IO发展加快，磁盘刷新放⼤大脚
步，刷新数量量变⼤大

1.2版本之前
1.2版本

把脏⻚页刷新任务交给page cleaner，不不再负责脏⻚页刷新

⾮非聚集索引的IO不不是顺序的，为了了降低其IO量量，引⼊入插⼊入缓存：插⼊入⾮非聚集索引前，先放到插⼊入缓存中，定时合并⾄至真正的⾮非聚集索引
插⼊入缓存

不不能是唯⼀一索引：如果是唯⼀一索引，mysql肯定会查具体索引来裁决
是否违反唯⼀一约束，这样的话该缓存的减IO就没意义了了
将脏⻚页刷新回硬盘前，先写doublewrite的缓存，再写其硬盘⻚页，最后再
将脏⻚页刷回硬盘

数据⻚页的可靠性

脏⻚页的两次写

这⾥里里解决了了重写⽇日志解决不不了了的问
题：刷新数据⻚页时断电，某⻚页损坏，
部分写失效

两次写

关键特性

如果系统本身提供了了防⽌止『部分写失效』的功能，那么也不不⽤用开启两次写的功能了了。
对访问频繁的内容（⽐比如100次）建
⽴立哈希索引

⾃自适应哈希（just in time）

根据缓冲池中的B+树构建，所以速
度很快。

1.1.x之前，通过代码模拟实现AIO，
之后通过系统⾃自身⽀支持AIO，称作
Native AIO

AIO
刷新邻居⻚页
错误⽇日志
慢查询⽇日志

这个经常⽤用到，slow.log
⼆二进制⽇日志是mysql本身的⽂文件，⽽而不不是innodb的⽂文
件，记录了了所有引擎表的变更更
记录了了有可能导致数据库变化的语句句，select语句句就不不⽤用记到⼆二进制⽇日志中去。
⽤用途⼀一个是恢复，⼀一个是复制到slave中，还有
可以做databus等需要获取db变化的组件
有时候刚写完⼆二进制⽇日志，在引擎提
交事务之前突然断电，下次恢复时引
擎尝试回滚但mysql不不能回滚

⼆二进制也有可能因为断电⽽而部分丢失
⼆二进制⽇日志

有个xa参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部分获取时间等函数语句句会出问题
Mysql5.1之前，全部记录sql语句句
⼆二进制格式

在rc级别下会有主从不不⼀一致，所以默
认rr，速度稍微慢了了⼀一些。

5.1开始，有row格式，记录⾏行行变更更

更更新全表的话，⽇日志超多

还有mix模式，⾃自动选择
仅在事务提交前⼀一刻记录⼀一次⼆二进制⽇日志（有时会特别⼤大，也许主从延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文件

⽇日志⽂文件

表结构定义⽂文件

相⽐比innodb的重做⽇日志，后者更更像是重做流⽔水

Mysql表的引擎可以选不不⼀一样的，所以每个表都有⼀一个frm定义⽂文件
表空间⽂文件

.ibd⽂文件，保存该表的数据、索引和
插⼊入缓存bitmap

可以很多个innodb表公⽤用⼀一个共享空间，也可以每个表⽤用⼀一个空间⽂文件
⼀一个⽇日志组中有2个重做⽇日志⽂文件，
⼀一个写满再写另⼀一个。
1.2.x之前，重做⽇日志最⼤大4g，后来改成512g了了
记录的是每个⻚页的物理理修改

重做⽇日志⽂文件

事务没提交前，源源不不断地有重做⽇日志

Innodb⽂文件

⽬目前已经有51种重做⽇日志类型了了！！！
将重做⽇日志对应的缓存从内存中存⾄至磁盘时，按
照512字节⼀一次（⼀一个扇区），所以不不会有部分失
败，不不需要脏⻚页那种⼆二次写来保障成功。
重做⽇日志类型 + 表空间ID + ⻚页偏移量量 + 重做上下⽂文（重做时有专⻔门⽅方法来解析）

重做⽇日志格式

据说⻚页偏移量量0-16K表示第⼀一⻚页，16K-32K表示第⼆二⻚页，不不知是真是假，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
1.master每秒钟刷新

重做⽇日志缓冲

2.事务提交时，刷新⾄至磁盘
每个区的⼤大⼩小均是1M，默认每⻚页仅16K的话，⼀一个区中有64⻚页。
如果⽤用压缩⻚页，每⻚页⼤大⼩小最⼩小可能为2K，⼀一个区中最多有512个⻚页。
⼀一般情况下mysql不不要存⼤大⽂文件，⽐比如20M的⽂文件，占⽤用20个区，占⽤用1000多⻚页...恐怖如斯
所以新建表时表空间⼤大⼩小仅为96K，3个⾮非数据
⻚页，⼀一个叶⼦子数据⻚页

Extent（区）
每个表在新建的时候，有⼏几个段，其中数据段不不会默认新建区，⽽而
是⽤用半区（即32个碎⽚片的叶⼦子数据⻚页，外加⼀一个⾮非叶⼦子⻚页），填满
之后才开始⽤用区作单位

使⽤用32个数据⻚页之后⼤大⼩小为576K，32个叶⼦子数据
⻚页，1个⾮非叶⼦子数据⻚页，3个⾮非数据⻚页
貌似⼀一⾏行行记录不不会利利⽤用⻚页⾥里里⾯面的空洞洞？

每个⻚页还会存放⼀一些其他字段，且⻚页有填充
因⼦子，导致⼀一个⻚页不不可能全部⽤用来存放数据

Page（⻚页）

数据⻚页（B-tree Node）
undo⻚页（undo log page）
系统⻚页
Page

事务数据⻚页
插⼊入缓存位图⻚页
插⼊入缓存空闲列列表⻚页
⼆二进制⼤大对象⻚页
每个⻚页中有⻚页⽬目录模块，作⽤用：通过索引定位到具体的⻚页后，将⻚页加载⼊入内存，通过⻚页⽬目录来执⾏行行⼆二分查找。

Page

其中⼀一项是LSN，⽤用来记录最新被刷
新到磁盘中的⻚页⾯面版本。脏⻚页刷新会
⽤用到这个吧

File Header模块
Row（⾏行行）

硬性规定，每⼀一⻚页最多存放16k / 2 - 200 = 7992⾏行行记录（这要求每⼀一个只有
2个字节，仅有shot int ⼀一个字段吧）
数据库实例例的作⽤用是读取并解析每⼀一⾏行行吧
按字段顺序逆序存放

变⻓长字段⻓长度列列表

Leaf node segment（段）

⻓长度⼩小于255则为1字节，⼤大于255则为2字节

NULL标志位

该⾏行行数据是否有NULL值
固定5字节，也就是40位

tableSpace

Extent

该⾏行行是否被删除

记录头信息

该⾏行行在索引中的排序
下⼀一⾏行行的相对位置

⾏行行ID
隐藏的事务ID列列和回滚列列
列列与列列之间的区分分隔符是什什么呢？
已经计算出变⻓长的⻓长度了了（最开始的
⻓长度列列表），其他的⻓长度可以计算的
innodb逻辑存储

列列1
Row

5.0开始，⾏行行格式是compact

不不知道text和blob算不不算变⻓长？

试了了⼀一把，从hex看出来也是变⻓长
不不知道插⼊入很⼤大的blog会怎么样？

放⾄至压缩⻚页

最多⽀支持1023个列列，因为记录头中
⽤用10bit来表示列列个数
并不不⾜足64K，要扣掉3个字节

Page
列列2

Mysql规定varchar最多占⽤用64K字节（建表sql中varchar后⾯面的数字表示字符数量量，不不是字节）

如果是utf-8编码的话，最多21844
个字符，超过的话mysql⾃自动转成
text

在数据⻚页中仅存放头768个字节，超
过的部分放在未压缩⻚页中

列列3

表结构

⼀一⻚页最多才16K，肯定放不不下最⼤大的
varchar，超出时数据放在未压缩
⻚页，⽽而不不是B-tree Node Page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行行⻓长度不不是特别⻓长，⼀一⻚页中⾄至少能
放2⾏行行，那么不不会启⽤用未压缩⻚页的；（如果innode提前
判断⼀一⻚页只能放⼀一⾏行行数据，B+树就失去意义，退化成
链表了了，为了了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启⽤用未压缩⻚页）

blob、text不不能建索引，只能建前缀索引咯？

列列N
5.1开始的compress/dynamic

blob数据全部放在未压缩⻚页中，数据
⻚页中仅保留留指针

Trx id
Roll Pointer
Col1（字段）

Row

Col2
Col3
Col4

数据段，即B+树上的叶⼦子节点（包括聚集索引和⾮非聚集索引）
Non-leaf node segment
Rollback segment

B+树上的⾮非叶⼦子节点（由此可以看出，查找B+树的数据，先要查本段，再查数据段，IO操作还蛮多的）
回滚段，较为特殊

也就是undo段

表空间，既可以每个表⼀一个表空间，⻚页可以所有表共享⼀一个表空间（SHOW VARIABLES LIKE'innodb_ﬁle_per_table'\G;）
每个表⼀一个表空间

查了了⼀一下，好像默认是打开的
查询数据⽬目录：SHOW VARIABLES LIKE'datadir'

表空间中仅会保存数据、缓存、插⼊入缓存的bitmap，其它信息仍旧保存在共享表空间

共享表空间

保存回滚信息，⼆二次写缓存、插⼊入缓存等

图示

实体完整性（⾏行行完整性）：保证表中肯定有主键
⼏几种类型

域实体性（字段完整性）：选择数据类型 || 外键约束特定值 || Default约束
Primary key, Unique key, Foreign key, default, not null

约束Constraint

建表时
使⽤用altert命令：altert table add
key xxx

约束的建⽴立

create index xxx on table(column)
视图

不不⽀支持物化视图

可以⽤用⼀一些⼿手段间接实现

分区功能在mysql层实现，⽽而不不是存储引擎层实现（不不过部分引擎不不⽀支持）
range

按照区间放⼊入分区

list

MySQL-Innodb原理理

⽀支持的分区类型

⽐比如按照年年分区、按照天分区

⾯面向离散的值

根据⽤用户⾃自定义表达式的返回值来分
区

hash

分区表

CREATE TABLE t_hash(
a INT,
b DATETIME
)ENGINE=InnoDB
PARTITION BY HASH(YEAR(b))
PARTITIONS 4;

还有⼀一种线性hash，根据2的幂来计
算分区⽽而不不是取模
key
分区列列必须是唯⼀一索引的⼀一部分
分区之后，表空间⽂文件从⼀一个ibd变成分区数个
在range和list的基础上再进⾏行行hash
分区

⾃自分区
null值处理理

类似order by，将其当做最⼩小的数值
平衡⼆二叉树（AVL）的查找效率接近最⾼高，维护有些麻烦（需要左
旋右旋）

⼆二叉树

有些畸形⼆二叉树的查找效率特低，接近顺序查找
从平衡⼆二叉树演化⽽而来，找不不到具体的⾏行行，只能找到⻚页，
把⻚页复制到内存中去找（⻚页⽬目录）

数据结构

B+树的叶⼦子节点都是相连的，就像双向链表⼀一样，且按顺序排
列列，顺序查找也OK

B+树

⻚页满了了之后需要拆⻚页来存放新记录，但拆⻚页意味着许多IO操作，所以B+树提供了了旋转
（挪动数据⽽而不不是B+树结构）
按照表的主键构建⼀一颗B+树，所有数据均放在叶⼦子节点（此叶⼦子节点被称为数据⻚页）
聚集索引

物理理上不不是连续（也不不需要做到连续），仅仅逻辑上连续⽽而已

B+树索引

对排序查询与范围查询特别友好，速度很快
辅助索引（⾮非聚集索引）
并发分裂

叶⼦子节点中存放的是某⼀一⾏行行的主键，需要到聚集索引中继续查找⾏行行记录才⾏行行（相当于要查2颗B+树）

特难的⼀一部分
⽐比如表仅存放性别，则不不管有多少数
据，cardinality只有2

表示表中独⼀一⽆无⼆二的数据的量量

该值越接近⾏行行数越好，越可以建⽴立辅助索引

Cardinality
Mysql通过采样的⽅方式计算各引擎的
值（innodb通过随机8个⻚页来⼤大概计
算）

联合索引

建不不再是⼀一列列数据，⽽而是多列列数据

那么，在索引加锁的时候，估计也是
多列列数据⼀一起加锁？

从第⼆二个索引开始，已经是有序的
了了，这点有意思。

（在执⾏行行计划⾥里里，如果有using ﬁlesort，则意味着需要执⾏行行额外的排序，⽐比不不上联合索引）

从⾮非聚集索引即得到查询结果，不不需
要再次查询聚集索引

索引

⽐比如count操作

覆盖索引

节省⼏几次IO操作

（在执⾏行行计划⾥里里，如果有using index，则意味着使⽤用覆盖索引的⽅方式查询）
范围查找时使⽤用⾮非聚集索引是顺序
IO，最后到聚集索引上找数据却是随
机索引。。。（固态硬盘⽆无所谓，可
以加上force index）

某字段在既有聚集索引也有⾮非聚集索引的情况下，如果不不能
仅通过覆盖索引拿到结果，那么：若查询结果⼤大于全表
20%，则使⽤用聚集索引全表扫描，否则才使⽤用⾮非聚集索引。
将⾮非聚集索引结果按照rowId排序，
再到聚集索引上顺序地查找数据。把
原本随机查聚集索引转换成顺序查
找。
mysql5.6开始⽀支持

⽀支持range/ref/eq_ref类型的查询
在向存储引擎fetch数据时，优化
fetch条件，并告知引擎可以做⾮非聚
集索引的排序

这主要是mysql优化器器和存储引擎做
的⼯工作
Multi-Range Read

没开启MRR之前，mysql需要把
key_part1在1000到2000的聚集索引
数据⻚页全部加载到内存中，再进⾏行行筛
选

SELECT*FROM t
WHERE key_part1＞=1000 AND
key_part1＜2000
AND key_part2=10000;

开启之后，优化器器会先将⾮非聚集索引
进⾏行行排序和筛选，筛选出key_part2
为1000的聚集索引主键指针，再到
聚集索引中查找。

（在执⾏行行计划⾥里里，如果有using mmr，则意味着使⽤用了了mmr）
⽀支持range/ref/eq_ref/ref_or_null
类型的查询

mysql5.6开始⽀支持

这主要是为了了弥补mysql将存储引擎
插件化之后的缺陷吧，两者分家

将where过滤⼯工作分⼀一部分给存储引擎

没⽀支持ICP之前，mysql先根据索引字段向存储
引擎fetch所有符合条件的记录，load进内存
中，再按照剩余where条件进⾏行行选择

Index Condition
PushDown（where下沉）
对⽐比

⽀支持ICP之后，mysql将剩余where条件中的⼀一部
分交给存储引擎，由存储引擎做选择，这样
fetch到的数据量量会⼤大⼤大减少

（在执⾏行行计划⾥里里，如果有using index condition，则意味着使⽤用了了where下沉）
Mysql给热点的等值查询建⽴立哈希表

⾃自适应哈希

哈希算法中有表空间id和⻚页偏移oﬀset（oﬀset⼤大概是指⻚页码吧）
5.6开始⽀支持
innodb将DocumentId + Position成
为ilist

借助倒排表（key是关键字，value是关键字全部所在⽂文档的id与位置，即DocumentId + Position）
全⽂文索引

将word和ilist放在6张辅助表
（Auxiliary Table）

有对应的缓存，是红⿊黑树结构

不不⽀支持没有限定词的语⾔言，⽐比如中⽇日韩
锁⽤用于管理理对资源的并发访问
Innodb不不需要锁升级，因为⼀一个锁
和多个锁的开销是⼀一样的？
Innodb不不单单是在⾏行行数据上使⽤用
锁，在管理理缓冲池的LRU列列表等地⽅方
也会⽤用到锁
⼀一些概念

MYISAM⽀支持表锁
在RC级别下，总是读取被锁定⾏行行的
最新快照

不不同存储引擎，其锁机制不不同（有些
引擎都没有锁...）

Innodb类似Oracle，⽀支持⼀一致性⾮非
锁定读和⾏行行级锁定写

某个特别⻓长的事务，读某⼀一⾏行行数据，
读着读着就不不⻅见了了...违反了了隔离性

在RR级别下，读取事务开始时的快
照（innodb默认的加密级别）

⼀一致性⾮非锁定读（MVCC）

某⼀一⾏行行被加X锁后，不不再等待对⽅方释
放锁，⽽而是读取快照记录
Latch更更多是⽤用来保护临界点，要求
锁定时间很短

lock vs latch

Lock⽤用于事务锁定数据库中的对象
只有S锁和S锁放⼀一块才兼容，可以共同读取某⼀一⾏行行

排它锁X Lock（更更新）

只要X锁出现，那就不不兼容，不不允许别⼈人读也不不允许别⼈人更更新

⾏行行级锁

共享锁S Lock（读取）

希望得到更更细粒度的锁
想要对⾏行行上X锁，必须先对数据库、表和⻚页上意向X锁，即IX锁。
IS

想获得⼀一张表中某⼏几⾏行行的共享锁

IX

想获得⼀一张表中某⼏几⾏行行的排它锁

意向锁

锁类型

Innodb仅⽀支持表的意向锁
兼容性
正所谓你想要这个锁，我想要那个锁，这些都没关
系，梦想嘛，，⼤大家都可以有，不不管是什什么梦想

意向锁之间互相兼容

有⼈人加了了个意向IX锁，别⼈人就不不能在加S
了了，必须等毕竟讲究先来后到

反过来先加S锁，要加IX必须等

插⼊入数据时给⾃自增⻓长变量量加锁，+1后
⽴立⻢马释放锁

⾃自增⻓长锁
外键锁

插⼊入更更新外键值，需加锁查询⽗父表，不不然会出现⽗父表和⼦子表不不⼀一致的情况

Record Lock

锁住⾏行行记录

Gap Lock

锁住2⾏行行之间的空隙
结合Record Lock和Gap Lock

锁

锁住2⾏行行之间的空隙和后⾯面⼀一⾏行行（左
开右闭）

锁算法

Next-Key Lock是为了了避免幻影问题（第⼀一次查询只有1⾏行行，第⼆二次查询
多了了⼀一⾏行行），如果是唯⼀一索引，那么最多只有⼀一⾏行行，⽤用⾏行行记录锁就够了了

查询的列列若是唯⼀一索引，则NextKey Lock会退化成Record Lock

Next-Key Lock

幻影问题是指，连续执⾏行行同⼀一条语句句，先后结果不不⼀一样

查询的列列若是⾮非聚集索引，那么⾮非聚
集索引上需锁定该值左右区间（左开
右闭），⽽而聚集索引仅需锁定对应⾏行行
只需要记住RC和RR两种级别，就能联想起4种级别，以及前3种级别带来的问题
问题：脏数据，指未commit的数据被别⼈人读取，不不可接受
（另外，脏⻚页是缓存和硬盘的问题，它最终⼀一致是可以接受
的）
脏读（read unCommit级别会有该问题）

解决⽅方案：为了了解决脏读，将隔离级别提升到RC，仅读取提交
后的数据
⽬目前⼤大部分数据库的隔离级别⾄至少是RC，所以⼏几乎可以忽略略脏读
问题：针对某⼀一⾏行行的重复读取，第⼀一次读取的数值不不等于第⼆二
次读取

锁问题（由于事务隔离性
要求，会带来3种问题）

解决⽅方案：为了了解决不不可重复读，可以对
⾏行行记录加锁，也许这就是⼤大部分数据库的
RR？

不不可重复读（read commit级别会有该问题）

为了了解决不不可重复读，将隔离级别提升⾄至RR
重点在于update和delete
问题：第⼀一次读取的⾏行行数和第⼆二次读取的⾏行行数
不不⼀一样
幻影（⼤大部分数据库read repeatable级
别有该问题）

解决⽅方案：为了了解决幻影问题，将隔离级别提升到
Serializable（innodb不不需要，因为innodb在RR级别便便通过邻键
锁解决）
重点在于insert

还有⼀一种更更新丢失的问题，指2次操作相互覆盖，这其实是并发编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了了
最简单⽅方法是超时回滚
节点表示事务，箭头指向导致其他事务等待的事务（有种罪魁祸⾸首的感觉）
⽬目前⼤大部分数据库都⽤用更更主动的⽅方
案，也就是等待图

死锁

使⽤用深度优先的算法检测
检测出死锁，则回滚undo量量最少的
事务（改动⾏行行数最少，权重也最⼩小）

有⼀一种特殊的死锁：某个事务执⾏行行范围加锁之后，如果另外⼀一个事务执⾏行行完成，需要第⼀一个事务再次额外加锁，那么innodb主动判定为死锁
Innodb加锁⽅方式：对事务涉及到的数据
⻚页，采取位图的⽅方式来给每⼀一⾏行行加锁

锁升级

有些数据库每⼀一⾏行行都加⼀一个锁，锁越
多则内存开销越⼤大

锁住⼀一⾏行行和锁住多⾏行行的开销是⼀一样的

4⼤大特性ACID

原⼦子性

事务中⼀一连串串的sql语句句，要么都执⾏行行，要么都不不执⾏行行

⼀一致性

⼀一种⼀一致状态变成下⼀一种⼀一致状态，⽐比如约束没被破坏，唯⼀一约束等还在

隔离性

加锁

持久性

保存落地

扁平事务

最常⽤用

带保存点扁平事务

可以回滚⼀一部分的事务操作

相当于将多个事务串串联起来

链事务

只能回滚当前事务
只有顶层事务提交，其他⼦子事务才提
交

分类
嵌套事务

⽗父事务回滚，则所有⼦子事务跟着回滚
Innodb并不不⽀支持，可以⽤用保存点扁
平事务来模拟

分布式事务
恢复提交事务修改的⻚页⾯面（中途宕机
导致事务提交后没彻底落地）

保存物理理⽇日志，保存⻚页修改
Redo⽇日志

Redo⽇日志能保证事务的原⼦子性和持久性
每次事务提交时，都必须保存redo⽇日志到硬盘（顺序IO，不不过频率变⾼高的话也成了了随机IO），并且
调⽤用fsync，这说明硬盘性能影响mysql性能
保存逻辑⽇日志，记下每⾏行行记录

恢复⾏行行记录到特定版本

Undo⽇日志⽤用于保证事务的⼀一致性，当中途不不愿再继续时，能靠undo回滚到原来的状态
Undo⽇日志

也⽤用于⽀支持MVCC，所以数据库运⾏行行
时，经常读取Undo⽇日志（是随机IO）
保存在特殊的回滚段中，在共享表空
间⾥里里
注：为了了保证undo⽇日志的持久性，undo⽇日志也有对应的redo⽇日志
SELECT@@tx_isolation;

查看隔离级别

默认是REPEATABLE-READ
Innodb的串串⾏行行化级别会给每个select加共享锁，⼀一般在分布式事务时使⽤用
x/Open DTP组织定义的两阶段提交
协议

包括应⽤用程序AP、事务管理理器器TM、
资源管理理器器RM、通信资源管理理器器
CM、
事务

XA是TM（⼀一般是控制台）和RM（⼀一般是数据库）之间通信的接⼝口规范，
实现了了XA，数据库便便能加⼊入分布式事务集群中去了了

XA事务

分布式事务

第⼀一阶段：TM请求各数据库preCommit⾃自身的事务，若数据库可以提交，
便便返回同意提交（事务锁定，不不能再加⼊入任何操作），否则返回拒绝提交

两阶段

第⼆二阶段：TM得到所有数据库的同意提交相应，则让所有数据库正式
commit，否则回滚所有事务
在第⼆二阶段，由于⽹网络原因，仅有部
分RM收到commit请求，剩余RM不不
执⾏行行commit

数据不不⼀一致
缺陷

单点故障

严重依赖单点TM，若TM故障则全局不不
可⽤用

可伸缩性

业务规模越⼤大，则XA越慢

（3PC增加超时⾃自动commit，但是
没收到回滚请求⾃自动commit，问题
更更⼤大）

⽀支持不不同数据库联合事务，⽐比如
mysql/oracle/sql server
通常在应⽤用代码⾥里里完成分布式事务的
操作，JTA便便是Java提供的⼀一套操作
分布式事务的代码。

外部事务

资源管理理器器是数据库⾃自身

Innodb必须为Serializable级别才⽀支
持分布式事务

事务管理理器器是连接数据的客户端
⽤用于保证mysql的⼆二进制⽇日志和innodb
的重做⽇日志能同时写⼊入成功或同时失败
内部事务

备份类型

在每次重启时，检查innodb的重做
⽇日志是否commit，没commit则再次
写⼊入并commit

前⾯面说的开启xa事务能防⽌止两者不不同
步，就是这个理理...
其实重写⽇日志是幂等的，每次都修改
同⼀一个物理理⻚页

拷⻉贝mysql表结构frm⽂文件、innodb
共享表空间⽂文件、innodb独⽴立表空
间⽂文件、重做⽇日志⽂文件

冷备

断电后备份

热备

不不影响数据库正常运⾏行行

温备
备份成⼀一个sql命令⽂文件，恢复时直
接执⾏行行即可。

mysqlDump
逻辑备份

Select into outFile
⼆二进制⽇日志的备份与恢复
1.记录备份前重做⽇日志的LSN
2.复制共享表空间和独⽴立表空间
ibbackup

3.记录备份后重做⽇日志的LSN

热备

4.根据上⾯面记录的2个LSN，复制备
份时产⽣生的重做⽇日志
社区免费版的ibbackup（和
ibbackup⼀一样，专⽤用于innodb）

XtraBackup
备份与恢复

原理理图
快照

LVM原理理：利利⽤用多个物理理磁盘和分区
组成多个逻辑卷组，进⽽而创建多种⽂文
件系统

依靠系统⾃自身⽂文件系统的快照实现备
份

查看卷组情况

vgdisplay

查看逻辑卷

lvdisplay

采⽤用写时复制的⽅方式创建快照，快照⽂文件中仅保存变化的部分，其余数据均读取原始卷
1.master记录⼆二进制⽇日志
复制（Replication）

2.slave把⼆二进制⽇日志复制到⾃自⼰己的
replayLog
如果binlog只为了了做复制，理理论上slave
不不再需要记录⼆二进制⽇日志了了吧...

3.slave重做replayLog
对于事务型数据库，IO是主要瓶颈
mysql5.6（innodb1.2）开始，对多
线程⽀支持很好
CPU

可是⼀一条sql查询只能在⼀一个核⼼心⾥里里
运⾏行行，有点遗憾
可以修改IO线程数量量

innodb_read_io_threads
innodb_write_io_threads

Innodb⼤大量量使⽤用缓存，所以内存容
量量越⼤大越好，越快越好
内存
查看缓冲数据

原则上缓冲池容量量和数据⼤大⼩小⼀一样最
好...只是不不太现实

SHOW GLOBAL STATUS
LIKE'innodb%read%'
命中率不不应该低于99%
看中转速和寻道时间（SAS转速普遍
⽐比家⽤用SATA快）
IO反应时间约3ms

随机每秒300次IO
4K顺序读（ﬁo -name iops rw=read -bs=4k -runtime=60 iodepth 32 -ﬁlename /dev/sda ioengine libaio -direct=1）

机械硬盘
性能优化

3.5⼨寸2T硬盘IOPS=27K
2.5⼨寸1T硬盘IOPS=17K
⾕谷歌云IOPS=6K
⾕谷歌云IOPS=2.7K

服务器器FIO测试
硬盘

4K随机读（ﬁo -name iops rw=randread -bs=4k -runtime=60
-iodepth 32 -ﬁlename /dev/sda ioengine libaio -direct=1）

3.5英⼨寸2T硬盘IOPS=97

⽼老老硬盘确实不不⾏行行了了

2.5英⼨寸1T银盘IOPS=296

新硬盘

腾讯云硬盘最⼤大随机IOPS为4K
阿⾥里里云云SSD的IOPS在4K到8K

也就是说⽤用云服务器器，搭建的数据库每秒差不不多⼏几千次IO

对⽐比缓存QPS从⼏几万到⼏几⼗十万，数据
库确实弱了了⼀一些

随机读取很快

固态硬盘

但是扇区（512个字节）不不可⽤用更更新，只能覆盖；覆盖前必须删除扇区所在擦除块
（通常为128KB）的数据；⽽而擦除块有擦除次数限制（最差的好像只有1W次）
IO延时约0.1ms
可以关闭邻接⻚页刷新，固态硬盘的随机速度很快，完全不不需要额外加载邻接⻚页了了。。。

raid0

raid

raid1（镜像）

raid5
raid10

最原始的版本，所有硬盘串串联起来，
⼀一味追求容量量（应该没⼈人⽤用这种吧，
可靠性太低）
⼀一半容量量⽤用于备份，可靠性最⾼高，利利
⽤用率最低（应该也没⼈人⽤用，浪费了了⼀一
半硬盘）
存储奇偶校验码，某硬盘的校验码存
到另⼀一个硬盘上，出现问题可以恢复
先⽤用⼀一半磁盘做镜像，再将⼀一半磁盘
组成raid0提⾼高速度

适合数据库

所以固态硬盘不不能随便便整理理磁盘，最
好全部写满再重头开始写

⼀一⻚页最多可以放2⾏行行8089字
符，超过就需要未压缩⻚页
索引数据也不不能太⼤大了了，不不然不不能仅
读取⾮非聚集索引的叶⼦子节点。
不不过blog的索引怎么做呢？还是⼆二分
吗

其实就算是char，若⽤用变⻓长编码，
mysql内部将其当做变⻓长字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