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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什么？数据库

数据库的事务处理技术

数据库的并发访问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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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异常现象

有哪些？

今天分享什么？数据库

数据库的事务处理技术

数据库的并发访问控制技术



Q1	  数据异常现象有哪些？

Q2	  为什么会产生数据异常现象？

Q3	  并发控制技术有哪些？

Q4	  为什么并发控制技术能解决数据异常现象？

Q5	  Oracle等主流数据库的并发控制使用了哪些技术？

Q6	  Pg和MySQL的并发控制技术有什么差别吗？

今天分享什么？



Q1	  数据异常现象有哪些？-‐-‐常见的读异常

Q1	  -‐1	  除了读异常，还有其他异常现象吗？



Q1	  数据异常现象有哪些？-‐-‐常见的写异常

Q1	  -‐2	  除了读写异常，还有其他异常现象吗？



Q1	  数据异常现象有哪些？-‐-‐写偏序异常

语义：

至少有一个医生
在提供电话咨询

服务



Q1	  数据异常现象有哪些？-‐-‐其他异常

《High-‐Performance	  ACID	  via	  Modular	  Concurrency	  Control》



Q1	  数据异常现象有哪些？-‐-‐小结



Q2	  为什么会产生数据异常现象？

并发操作可以被区分为四种：读-‐读、读-‐写、写-‐读、写-‐写

•写-‐读•写-‐写

•读-‐写•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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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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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为什么会产生数据异常现象？

1	  事务并发 2	  同一个对象 3	  非读读并发 4	  谓词的语义



Q2	  为什么会产生数据异常现象？

1	  事务并发 2	  同一个对象 3	  非读读并发 4	  谓词的语义



Q2	  为什么会产生数据异常现象？

4	  结果违反约束的语义

1	  事务并发 2	  不同的对象 3	  非读读并发

语义：

至少有一个医生
在提供电话咨询

服务

2	  不同的对象



Q3	  并发控制技术有哪些？



Q3	  并发控制技术有哪些？-‐-‐强严格两阶段锁



Q3	  并发控制技术有哪些？-‐-‐强严格两阶段锁

SS2PL在读操作加锁 è 序列化隔离级别 è 数据一致

Q3	  -‐1	  哪个数据库使用了两阶段锁技术？

Q3	  -‐2	  使用两阶段锁技术一定能解决并发访问造成的数据不一致？

I：隔离性 C：一致性并发控制技术

确保正确性 其他的隔离级别，提高并发度



Q3	  并发控制技术有哪些？-‐-‐多版本，MVCC

图源自论文《Hekaton:	  SQL	  Server’s	  Memory	  -‐ optimized	  OLTP	  Engine》



Q3	  并发控制技术有哪些？-‐-‐多版本，MVCC

《Concurrency	  Control	  in	  Distributed	  Database	  Systems》，1981年



Q3	  并发控制技术有哪些？-‐-‐多版本，MVCC

Q3	  -‐3	  多版本 +	  快照算作上述哪一种技术？



Q3	  并发控制技术有哪些？-‐-‐严格提交顺序

Commitment	  ordering



Q4	  为什么并发控制技术能解决异常现象？-‐-‐封锁协议

规则



Q4	  为什么并发控制技术能解决异常现象？-‐-‐封锁协议

封锁技术规则



Q4	  为什么并发控制技术能解决异常现象？

现象

规则

并发控
制技术



Q5	  主流数据库的并发控制技术？

封锁技术 MVCC
Informix SS2PL -‐

Oracle SS2PL 采用
Snapshot	  isolation，假的serializable

PostgreSQL SS2PL
显式+元数据（DDL）

主要技术 +快照
DML
可重复性读、读已提交、序列化(SSI)

MySQL SS2PL
序列化(读加锁)

辅助 +快照
可重复读、读已提交



Q6	  PostgreSQL	  	  V MySQL？

PostgreSQL MySQL
系统锁 Spinlock/latch(Lwlock) my_mutex_lock

事务锁 lock Lock

元数据锁
DDL并发、DDL+DML并发

ReguarLock锁 MDL_lock

记录锁 在MVCC下，记录在元组头 记录锁表

序列化隔离级别 SSI（Serializable Snapshot	  
Isolation），基于MVCC

加读锁

其他隔离级别
RR、RC

MVCC用快照实现 依靠MVCC用快照实现



今天分享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数据库

数据库的事务处理技术

数据库的并发访问控制技术

Q1、Q2

Q3

Q4

Q5、Q6：工业实例
Q4



Q7	  为什么SQL标准只规定了三种读异常？

Q8	  如何识别某个DB的并发访问控制技术是什么？

Q9	  为什么封锁技术可以和MVCC技术混合使用？

Q10	  为什么主流数据库都采用了封锁的SS2PL？

Q11	  元数据和用户数据的并发访问控制技术有差别吗？

Q12	  怎么深入理解隔离级别？

希望有机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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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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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并发访问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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