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先构造from中的笛卡尔乘积，再根据where进⾏行行选择筛选，最
后做select⼦子句句中的投影

该书第12章讲⾼高效优化

对应关系运算中的投影运算，只列列出部分字段
可以在select后⾯面增加distinct来去
除重复⾏行行

select

可以对select的字段做算术运算（+
- * /）
三个⼦子句句

对应关系运算中的笛卡尔乘积，将多
个表做交集

from

对应关系运算中的选择，筛选出符合
谓词的⾏行行

基本操作
where

可以⽤用算术表达式、⽐比较运算符合逻
辑运算符（and or not）

为表更更名，为字段更更名

更更名运算as

不不仅可以出现在select⼦子句句，更更可以出现在from⼦子句句（查询并构建出临时表）

转义符

反斜线\
可以根据多个字段进⾏行行排序

排序

Order by

排序代价很⼤大，除⾮非不不得已，否则不不
要排序

将多个select结果合并
并集union

会⾃自动去除重复，若想要重复，则得
⽤用union all

集合操作
交集intersect

⾃自动去除重复，可以intersect all

差集except

⾃自动去除重复，可以⽤用except all

对某个集合做运算，结果是单⼀一的值
分组也可以有限定条件having
选出分组数量量⼤大于5的分组：group by xx having count(xx) > 5

若想同时针对多个集合做运算，可以
⽤用group by

聚集操作

SQL

平均值

avg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总和

数据库系统概念

若同时有where和having，则先根据
where筛选，再进⾏行行分组，最后再根
据having筛选。

第⼀一步的筛选往往是where，⽽而且现在有ICP，部分
筛选甚⾄至不不是有mysql完成，⽽而是由存储引擎完成

sum

集合数量量

想去除重复元素，count中也可以⽤用
distinct

count

在其中：in ()

集合成员资格

不不在其中：not in ()
= some()

⾄至少⽐比集合中的⼀一个⼤大：> some ()
集合⽐比较

等价于in ()

< some()
!= all ()

⽐比集合中所有的都打：> all ()

等价于not in ()

< all ()

⼀一般⽤用于查找“⽐比任意⼀一个都多”、“⽐比所有都⼤大”

嵌套⼦子查询

从B中剔除A已经拥有的元素，结果B
变成空集，说明B所有元素都在A
⾥里里，A包含B

A包含B可以表示成not exists(B
except A)

集合为空

⼀一般⽤用于查找“是否包含”
unique
集合重复

not unique
⼀一般⽤用于查找“只有⼀一个”、“两个以上”

注意，⼦子查询中可以⽤用到⽗父查询的表
可以将select结果as成⼀一个新的临时
表和临时字段

派⽣生查询

Insert into table select * from
table

死循环插⼊入

Inner join
以左边的表为主，右边表有同样的元
素则连接起来，没有则置为null

Left outer join
连接类型

Where xxx is null

Right outer join

连接

Full outer join

在执⾏行行inner join之后，再将左右表没有没匹配上的⾏行行数添加上去

Inner 和 outer可省略略
连接条件

范式

Natural

不不显示重复字段

On 谓词

⽐比较常⽤用，类似where/having

DDL

定义表格式，或索引

DML

对表中的数据进⾏行行⼀一般的增删改查

第三范式

不不可冗余（有时候为了了提升sql性能，故意反第三范式）

第⼀一范式

属性不不可再分（基本上都可以符合）

第⼆二范式

只在历史上起作⽤用？

⼤大多数CS架构的⼯工具都有该模
块，负责处理理连接、认证和安全

连接处理理

查询缓存

select可以使⽤用缓存
解析和优化算是mysql的核⼼心
了了，尤其是优化

解析器器
核⼼心功能

创建解析树
优化器器
触发器器、存储过程和视图等⼀一些
不不常⽤用的功能也在这⾥里里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存储引擎不不解析sql，它们只是实现
了了API，⽐比如开启事务、根据主键key查询某⼀一⾏行行

存储引擎

mysql逻辑架构

innodb除外，它会解析外键

Mysql架构与历史

并发控制

是个内容超⼤大的话题
是⾏行行级锁的⼀一个变种，很多情况下避免了了加锁操作
很多数据库和引擎都实现了了⾏行行级锁
更更新的时候其实是创建了了新的⼀一
⾏行行，旧⾏行行添加删除版本
在innodb的实现中，通过在每⼀一
⾏行行记录后⾯面添加2个隐形列列实现
（当前⾏行行的系统版本和删除版
本）

MVCC

RR：查找的时候只找⽐比事务版本
低的⾏行行，版本⾼高说明是更更加新的
事务在update
RC：⽤用于读取最新的版本记录，
不不符合隔离性要求

这样⼀一来，读取时不不必加锁，⽽而
不不像串串⾏行行化⼀一样，读取也加锁
2001年年算是正式发布
性能
定义

优化

性能优化
性能剖析

完成某项任务需要的时间度量量
降低时间消耗
要先测量量出影响因⼦子才进⾏行行优化
阿姆达尔定律律：占总响应时间⼩小
于5%的查询不不值得优化

值得优化的查询

选择范围尽可能⼩小的类型，不不过⼀一般情况下默认⽤用
int就好，不不必特意⽤用tinyin...毕竟省不不了了多少空间

越⼩小越好

整数⽐比字符串串好，后者需要校对
和复杂的排序
原则

越简单越好

时间戳可以⾃自动更更新、⽀支持市
区，但对⽐比dateTime，它能⽀支持
的时间短了了很多

使⽤用内建的时间类型⽽而不不是字符
串串来存时间
默认可以有null的

尽量量避免null

Null会让索引、索引统计和⽐比较
等变得更更加复杂

⼀一般可以指定宽度，⽐比如int(11)，但这
个没有意义，mysql已经弃⽤用这个特性

整数类型

范围：-2的N-1次⽅方，到2的N-1
次⽅方再-1
ﬂoat
不不精确实数

数据类型

8个字节，对⽐比int默认4个字节，
它翻了了⼀一倍

double

cpu不不⽀支持decimal计算，是
mysql⾃自⼰己实现的

实数类型
精确实数

decimal

这个idea挺好，⼀一般存⾦金金额相关
的内容，也就是2位⼩小数，⼤大不不
了了4位⼩小数

在数据量量很⼤大的时候，可以考虑
乘以⼀一个数，变成bigint来存

char vs varchar
字符串串
库表优化

blob家族 vs text家族
利利⽤用枚举代替字符串串，mysql⽤用
整数表示枚举，映射关系保存在
frm⽂文件中，和create在⼀一块
dateTime

⽤用8个字节存储
⽤用4个字节存储

时间类型

尽可能⽤用这种，因为省空间，但
有时候不不能⽤用，⽐比如快到2038年年
了了...

timestamp

避免使⽤用
位类型

bit

Mysql将其当成字符串串⽽而不不是数
字0和1

在范式化的数据库中，每个数据
只会出现⼀一次

范式

复杂的查询许多多次多张表的关
联

问题

在反范式的数据库中，信息是冗
余的，可能会存储在多个地⽅方
范式和反范式

1.痛苦的地⽅方在于update时，需
要update超级多的地⽅方

反范式
问题

拆分表之后，符合第⼆二范式

最常⻅见的是复制同⼀一个字段，多
个表中同时保存

混⽤用

缓存表

2.多种实体放在同⼀一个表中，如
果表是空的，那么2种实体都没
有了了

夸张⼀一点其实就是建⽴立lucence
等搜索
计数器器表

建⽴立多⾏行行，当做slot，每次随机更更新⼀一个
slot，这样⽀支持⼤大量量并发（⽤用空间换时间）

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update语句句需要⽤用到2个以上的索引，那么是怎么对索引加锁的呢？按顺序吗？或者
说，mysql最多只会⽤用到⼀一个索引项

⾼高版本（5.0）有index merge

第⼀一个表sql

CREATE TABLE `OD_OtaOrder` (
xxx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UX_OrderId` (`OrderId`),
KEY `IX_OtaOrderId` (`OtaOrderID`),
KEY `IX_OtaId` (`OtaId`),
KEY `IX_UpdateTime` (`UpdateTime`),
KEY `IX_Cate` (`CategoryId`),
KEY `ix_OtaId_UpdateTime` (`OtaId`,`UpdateTime`)
) ENGINE=InnoDB AUTO_INCREMENT=1474930 DEFAULT CHARSET=utf8

第⼆二个表sql

CREATE TABLE `OD_OtaOrderLog` (
xxx
PRIMARY KEY (`Id`),
KEY `IX_OrderId` (`OrderId`),
KEY `IX_UpdateTime` (`UpdateTime`),
KEY `IX_OtaID` (`OtaId`),
KEY `IX_ActionType` (`ActionType`)
) ENGINE=InnoDB AUTO_INCREMENT=169807231 DEFAULT CHARSET=utf8

# 索引随机IO太多，mysql宁愿全表扫描, type是all
explain select * from OD_OtaOrder where OtaID != 3 and CategoryId != 0;
# 使⽤用唯⼀一键，type是const
explain select * from OD_OtaOrder where orderId = 37591;
# 使⽤用⾮非唯⼀一索引，type是ref（最好能优化成ref，即是直接命中⼀一般索引）
explain select * from OD_OtaOrder where CategoryId = 1001;
我做的⼀一些关于查询type的测试

# ⾮非唯⼀一索引的范围搜索，type是range（最少要优化到range级别，即是⼀一般索引的范围查询）
explain select * from OD_OtaOrder where UpdateTime between "2019-02-18" and "2019-02-21" limit 100;
# 使⽤用2个选择度很低的索引，成功触发index merge
explain select * from OD_OtaOrderLog where otaId = 3 and ActionType = 1;
Group by之后，得到的每⼀一组只会有⼀一⾏行行记录
const

⼀一般是唯⼀一键或主键
是最好的join类型，其中⼀一个表
⽤用到了了唯⼀一键或主键

eq_ref

对⽐比const，eq_ref⽤用唯⼀一键扫描
了了整个主键树

ref

命中⾮非唯⼀一索引
在ref的基础上，可以搜索null值

ref_or_null

explain的各种type

explain select OD_OtaOrderLog.addTime from OD_OtaOrder,
OD_OtaOrderLog where OD_OtaOrderLog.otaId = OD_OtaOrder.orderid;

对⽐比ref，它要处理理null的情况，相对更更复杂

index_merge

使⽤用了了索引合并

unique_subquery

注：这意味着需要优化索引

⼦子查询语句句中select了了唯⼀一键

index_subquery

⼦子查询中select了了⾮非唯⼀一索引

range

⾮非唯⼀一索引的范围查询

index

扫描了了整颗⾮非唯⼀一索引树

all

explain select * from OD_OtaOrder where CategoryId = 1001 or CategoryId is null;

explain select otaOrderId from OD_OtaOrder where updateTime > "2019-02-22 14:44:41";

⽤用主键扫描了了全表

explain select otaOrderId from OD_OtaOrder where otaOrderId != "qiuyongchen";
explain select otaId from OD_OtaOrder where otaOrderId != "qiuyongchen";
全部扫描出来后，再利利⽤用where
做过滤

注：在explain中，mysql会给出预估需要扫描的⾏行行数rows
以联合索引（a, b, c）为例例
1.全值匹配

命中abc

常⽤用

2.最左前缀

只命中a，或命中ab

常⽤用，提⾼高了了联合索引的利利⽤用率
这个⽤用法倒是没在联合索引中⽤用
过，单列列索引倒是经常⽤用

索引优化

这个是为什什么呢？

3.列列前缀

命中a列列的xx%

4.范围值

根据第⼀一列列查找范围

如果加了了前缀索引，那么该前缀
索引就⽆无法⽤用来排序了了

我感觉是信息被裁减了了，拿不不到
完整字段，所以⽆无法group by和
order by

常⽤用
好像很少触发过Index merge？

B树索引

⾼高性能SQL

索引类型
5.精确匹配左前缀，后⾯面范围查
询

初步看下来，如果有多个索引，
那么mysql⼀一般不不会merge多个
索引，⽽而是挑选其中最好的来⽤用

我之前⼀一直以为这种情况下，
innodb的索引只能精确命中a，
后⾯面b的范围查询是mysql把⻚页拉
取到内存中进⾏行行筛选的？

精确命中a，再利利⽤用索引对b进⾏行行
范围查询

还有⼀一个问题，使⽤用⾮非聚集索
引，加锁时是先锁⾮非聚集索引，
再锁聚集索引（⼀一般是主键）吗

使⽤用2个区分度很低的索引，成
功触发index merge
如果其中某个索引区分度⾼高，
mysql宁愿只⽤用⼀一个索引
如果⽤用到主键索引，则优先锁主
键，再锁⾮非聚集索引
如果没有⽤用到主键索引，则优先
锁⾮非聚集索引，再锁住⾮非聚集索
引对应的主键索引

看起来可以利利⽤用a和b两个索引
俗称覆盖索引，只需访问⾮非聚集
索引即可

6.只访问索引
哈希索引

想要使⽤用这种，就不不能使⽤用
select * 了了

不不⽀支持范围查询
不不⽀支持最左前缀查询

空间索引（R-tree）
全⽂文索引
前缀索引和区分度

多列列索引

在⽼老老版本中（5.0之前），mysql只能⽤用到⼀一个索引；如
果选择度低的话，会顺序扫描⼤大量量⾮非聚集索引，接着随
机扫描⼤大量量聚集索引，因为涉及到海海量量随机IO，mysql
宁愿切换成全表扫描
后来推出索引合并，可以将多个索引的结果做集合运算
当mysql启⽤用索引合并时，说明索引确实很糟糕

可以⽤用ignore index忽略略某些索引

⼀一般来说区分度⾼高的放在前⾯面会
⽐比较快

多列列索引的顺序

我很惊讶，mysql居然不不具备⾃自动重写sql语句句中索引顺序的能⼒力力？⾃自动适配到已有索引上去⽐比较好呀
聚集索引
覆盖索引

索引策略略

不不再解释
Using index

在mysql层完成，只需过滤⾮非聚集索引，不不需要回表向引擎请求主键索引

某种意义上，⾮非聚集索引就是另外⼀一张表，只不不过它字段很少
要想得到排序结果，要么有排序操作（有Using
ﬁlesort），要么利利⽤用已排好序的索引（⾼高效）

利利⽤用索引扫描来排序

已排好序的索引有个缺点：已经按照各个字段排好
序，各个字段的排序⽅方向只能相同
如果已经有⼀一个联合索引，那么
就不不必要再有冗余的了了。⽐比如已
经有(abc)，不不能再建(a)或(ab)

避免冗余索引
删除没必要的索引
索引和锁

Innodb会锁住所有返回给mysql的数据，哪怕mysql后⾯面会⽤用where过滤掉
在⾮非聚集索引上使⽤用共享锁，在主键索引上使⽤用排他锁

应该尽可能优化复⽤用现有的索引，⽽而不不是重新创建索引
因为最左索引遇到第⼀一个范围查
询后就不不再继续了了
不不知道ICP能否优化？

应该尽可能将需要范围查询的字段放在组合查询的最后

mysql⽆无法使⽤用范围查询后⾯面的
索引列列

⼿手动测试了了⼀一下，只使⽤用ICP，
没有使⽤用where，似乎ICP可以
优化这种情况？

因为mysql会将多个in转化成inA * inB * inC种组合，执⾏行行计划需
要检查所有组合，如果达到上千种组合，对系统是个很⼤大的负载

不不应该滥⽤用in()语句句

从客户端发送sql（连接池等技术）
服务器器解析sql
优化sql
调⽤用存储引擎
⽣生成执⾏行行计划，执⾏行行

innodb引擎⾃自身查询

执⾏行行查询时的⼦子任务

调⽤用存储引擎之后的处理理，⽐比如分组，排序
返回不不需要的数据

应该加上limit

多表关联时返回全部列列
将数据返回给客户端

应该返回想要的数据

总是返回所有列列, select *

有些DBA禁⽤用该语句句...

重复查询相同的东⻄西

这种case可以加缓存了了

尽量量分解关联查询，不不⽤用join，在应⽤用中处理理join

流程图

使⽤用半双⼯工
客户端服务端通信

查询缓存

客户端只⽤用⼀一个数据包将查询传
给服务端

max_allowed_packet

对⼤大⼩小写敏敏感，只要有⼀一个字节
对不不上就不不⾏行行
如果某个表发⽣生变化，那么该表缓存全部失效
如果有不不确定函数，那么mysql禁⽌止将该sql的结果放⼊入缓存
⽬目的是将sql转成执⾏行行计划，
mysql根据它与innodb交互
1.解析预处理理

我想知道，执⾏行行计划的格式是怎么样的？

是⼀一个数据结构，不不像别的数据
库那样是字节码

将sql转成⼀一颗合法的语法树，⽐比如没有不不合理理的关键字
涉及到编译原理理
⽬目的：从众多执⾏行行计划中找到最优的⼀一个执⾏行行计划
涉及到最优路路径算法了了吧
Mysql最开始以查询⼀一个随机4K⻚页作为基本成本单
位，后来⼜又加了了许多因⼦子
show status like
'%Last_query_cost%';

上次查询找到的⻚页⾯面数量量

重写关联表的顺序

简单地说就是join的顺序会被改变

外连接改成内连接
⽐比如合并⼀一些赋值、删掉恒不不等式
（能写出恒不不等式也是个狼⼈人了了）

表达式等价替换

执⾏行行查询的流程

这个很巧妙，B+树最左边的节点
就是min值

优化min()/ max()
查询优化

2.优化器器

预估转换常数表达式

Mysql的优化类型

覆盖索引扫描

Mysql判断出只需要扫描⾮非聚集
索引

⼦子查询优化
具体流程

这个，模糊记得任江涛讲过？
提前终⽌止优化

查询优化

已经查到满⾜足需求的数据，会⽴立
刻停⽌止查询，最典型的是limit

等值传播

in() + ⼦子查询

早期的mysql会将其当做exits来
优化，导致全扫第⼀一个表。该情
况下可以⽤用join优化
貌似mysql5.6版本做了了优化，不不
需要⼿手动⽤用join

执⾏行行计划：mysql⽣生成⼀一颗指令树，通过存储引擎执⾏行行该树上的指令
多表join时，mysql是从左边开始
嵌套循环查询，所以执⾏行行计划是
⼀一颗左深度优先树
第⼀一⼩小点、关联查询的优化

这么说，其实执⾏行行计划就是树？
实际上，嵌套查询是mysql内部
通⽤用查询，即使只查询⼀一个表，
也会⾛走到嵌套查询的代码这⾥里里来

有时调转表的join顺序能减少外层循环次数（预估原处于
后⾯面的表只需扫描很少的⻚页数），mysql就会优化
原理理就是成本越⼩小的表，放在前⾯面越能省时间，越能得到
最优执⾏行行计划（会不不会遇到贪⼼心算法缺陷⼀一类的东⻄西？）

3.执⾏行行计划

补充：好像join表数量量到⼀一定数
量量，mysql确实会启⽤用贪⼼心算法...

排序算法：若数据量量⼩小于排序缓冲区，则只使⽤用快排，否则⽤用归并排序+快排
排序查询过程：先查出所有需要的字段，再根据给定的字段进⾏行行排序，最后给客户端返回结果
（如果有group by，则先进⾏行行分组归⼀一）
第⼆二⼩小点、排序优化
涉及到join的排序

若排序字段都来⾃自第⼀一个表，那
么mysql在进⼊入嵌套循环之前就
排序

Using ﬁlesort

否则会将嵌套循环的结果放⼊入临
时表，再进⾏行行排序

Using temporary; Using ﬁlesort

相对优化部分，执⾏行行引擎⽐比较简单，按照执⾏行行计划逐步执⾏行行即可
执⾏行行引擎

不不过执⾏行行引擎内部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流程编排？和存储引
擎由什什么区别？

返回数据给到客户端
注：update的时候也可以⽤用join（只不不过⼀一般情况下没⼈人这么做）
count()
关联join查询
⼦子查询

count(字段)查询的并不不是⾏行行数，⽽而是不不为null的字段数量量
count(*)才是查询⾏行行数
因为mysql的嵌套循环，所以仅要求join右
边的表对on字段有索引
低版本时，可以改写成关联查
询，现在不不需要了了
最佳的⽅方式是根据索引来分组，如果⽤用
不不到索引，参考下⾯面的⽅方案

优化特定类型的查询
Group by

因为⽤用索引的话，分组就像是索
引的范围查询了了（如果不不⽤用索
引，基本上是全部扫描）
默认按照分组的字段升序

如果是先join再group by，可以考虑对
第⼆二个表先做group by（这个时候⽤用上
索引），再进⾏行行join
(Limit 100000，5)是mysql从存储引擎获取⼤大量量的数据后，丢弃调⼤大部分，只保留留5条
limit优化

思路路是先⽤用覆盖索引获取到主
键，再回表查询

这叫延迟关联，先⽤用覆盖索引，
之后再join到⼀一起

貌似group by 也是这个思路路，
先⽤用索引分组，再join到⼀一起

⽐比如 select xxx from A join (select id from B limit 10000,5) as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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