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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QL 是一种编程语言， 用来解决关系数据库中的相关问题。SQL 编程就是通过 SQL
语句来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种编程方式。 本章将介绍 MySQL 数据库中与 SQL 编程相

关的基础知识， 帮助 SQL 用户更好地理解 MySQL 数据库、 数据库应用类型， 以及与 SQL
编程相关的特定问题。

1.1

MySQL 数据库

1.1.1

MySQL 数据库历史

毫无疑问， 目前 MySQL 已经成为最为流行的开源关系数据库系统， 并且一步一步地占
领了原有商业数据库的市场。 可以看到 Google、Facebook、Yahoo、 网易、 久游等大公司都
在使用 MySQL 数据库， 甚至将其作为核心应用的数据库系统。 而 MySQL 数据库也不再仅
仅应用于 Web 项目， 其扮演的角色更为丰富。 在网络游戏领域中， 大部分的后台数据库都
采用 MySQL 数据库， 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劲舞团、 魔兽世界、Second Life 等。 很少能看到有
哪个网络游戏数据库不是采用 MySQL 数据库的。 此外， MySQL 数据库已成功应用于中国
外汇交易中心、 中国移动、 国家电网等许多项目中。 越来越多的企业级项目应用“ 见证 ” 了
MySQL 数据库的飞速发展， 并预示着 MySQL 数据库本身正在逐渐完善并走向成熟。 以前
会有人诟病 MySQL 为什么没有视图， 没有存储过程， 没有触发器， 没有事件调度器。 而现
在，MySQL 还没有什么呢？ 经历了 MySQL 5.0 和 5.1 的发展， 如今 MySQL 数据库迎来了
重要的 5.5 版本。 在了解 MySQL 5.5 带给我们的新特性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MySQL 的发展
历程。简单来说，MySQL 数据库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初期开源数据库阶段。
Sun MySQL 阶段。
Oracle MySQL 阶段。
很多人以为 MySQL 是最近 15 年内才出现的数据库， 其实 MySQL 数据库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 1979 年， 那时 Bill Gates 退学没多久， 微软公司也才刚刚起步， 而 Larry 的 Oracle 公司
也才成立不久。 那时有一个天才程序员 Monty Widenius 为一个名为 TcX 的小公司打工， 并
且用 BASIC 设计了一个报表工具， 使其可以在 4MHz 主频和 16KB 内存的计算机上运行。
没过多久，Monty 又将此工具用 C 语言进行了重写并移植到了 UNIX 平台。 当时， 这只是一
个很底层的且仅面向报表的存储引擎，名叫 Unireg。
虽然 TcX 这个小公司资源有限， 但 Monty 天赋极高， 面对资源有限的不利条件， 反而
更能发挥他的潜能。Monty 总是力图写出最高效的代码， 并因此养成了习惯。 与 Monty 在一
起的还有一些别的同事，很少有人能坚持把那些代码持续写到 20 年后，而 Monty 却做到了。
1990 年 ，TcX 公司的客户中开始有人要求为他的 API 提供 SQL 支持。 当时有人提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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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使用商用数据库， 但是 Monty 觉得商用数据库的速度难以令人满意。 于是， 他直接借助
于 mSQL 的代码， 将它集成到自己的存储引擎中。 令人失望的是， 效果并不太令人满意， 于
是，Monty 雄心大起，决心自己重写一个 SQL 支持。
1996 年，MySQL 1.0 发布， 它只面向一小拨人， 相当于内部发布。 到了 1996 年 10 月，
MySQL 3.11.1 发布（MySQL 没有 2.x 版本 ）， 最开始只提供 Solaris 下的二进制版本。 一个
月后，Linux 版本出现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MySQL 被依次移植到各个平台。 在发布时，MySQL 数据库采用的
许可策略有些与众不同 ：允许免费使用，但是不能将 MySQL 与自己的产品绑定在一起发布。
如果想一起发布， 就必须使用特殊许可， 意味着要花“ 银子 ”。 当然， 商业支持也是需要花
“银子”的。其他方面，随用户怎么用都可以。这种特殊许可为 MySQL 带来了一些收入，从
而为它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MySQL 关系型数据库于 1998 年 1 月发行第一个版本。 它使用系统核心的多线程机制提
供完全的多线程运行模式， 并提供了面向 C、C++、Eiffel、Java、Perl、PHP、Python 及 Tcl
等编程语言的编程接口（API），支持多种字段类型，并且提供了完整的操作符支持。
1999 ～ 2000 年，MySQL AB 公司在瑞典成立。Monty 雇了几个人与 Sleepycat 合作， 开
发出了 Berkeley DB 引擎 , 因为 BDB 支持事务处理，所以 MySQL 从此开始支持事务处理了。
2000 年 4 月，MySQL 对旧的存储引擎 ISAM 进行了整理， 将其命名为 MyISAM。2001
年，Heikki Tuuri 向 MySQL 提出建议， 希望能集成他的存储引擎 InnoDB， 这个引擎同样支
持事务处理，还支持行级锁。该引擎之后被证明是最为成功的 MySQL 事务存储引擎。
2003 年 12 月，MySQL 5.0 版本发布，提供了视图、存储过程等功能。
2008 年 1 月，MySQL AB 公司被 Sun 公司以 10 亿美金收购，MySQL 数据库进入 Sun
时代。在 Sun 时代，Sun 公司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推广、优化、Bug 修复等工作。
2008 年 11 月，MySQL 5.1 发布， 它提供了分区、 事件管理， 以及基于行的复制和基于
磁盘的 NDB 集群系统，同时修复了大量的 Bug。
2009 年 4 月，Oracle 公司以 74 亿美元收购 Sun 公司， 自此 MySQL 数据库进入 Oracle
时代，而其第三方的存储引擎 InnoDB 早在 2005 年就被 Oracle 公司收购。
2010 年 12 月，MySQL 5.5 发 布， 其 主 要 新 特 性 包 括 半 同 步 的 复 制 及 对 SIGNAL/
RESIGNAL 的异常处理功能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 InnoDB 存储引擎终于变为当前 MySQL 的
默认存储引擎。MySQL 5.5 不是时隔两年后的一次简单的版本更新， 而是加强了 MySQL 各
个方面在企业级的特性。Oracle 公司同时也承诺 MySQL 5.5 和未来版本仍是采用 GPL 授权
的开源产品。
随着 MySQL 的不断成熟及开放式的插件存储引擎架构的形成， 越来越多的开发人员加
入到 MySQL 存储引擎的开发中。 而随着 InnoDB 存储引擎的不断完善， 同时伴随着 LAMP
架构的崛起，在未来的数年中，MySQL 数据库仍将继续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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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MySQL 数据库的分支版本

MySQL 是 开 源 的 数 据 库， 这 意 味 着 任 何 人 都 可 以 在 其 源 码 的 基 础 上 分 支 出 自 己 的
MySQL 版本，并且可以在原 MySQL 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修改，这是开源赋予用户的
权力。
MariaDB 是由 MySQL 创始人之一 Monty 分支的一个版本。 在 MySQL 数据库被 Oracle
公司收购后，Monty 担心 MySQL 数据库发展的未来， 从而分支出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和
其他分支有很大的不同， 其默认使用崭新的 Maria 存储引擎， 是原 MyISAM 存储引擎的升
级版本。 此外， 其增加了对 Hash Join 的支持和对 Semi Join 的优化， 使 MariaDB 在复杂的
分析型 SQL 语句中较原版本的 MySQL 性能提高很多。 另外， 除了包含原有的一些存储引
擎， 如 InnoDB、Memory， 还整合了 PBXT、FederatedX 存储引擎。 不得不承认，MariaDB
数据库是目前 MySQL 分支版本中非常值得使用的一个版本， 尤其是在 OLAP 的应用中， 对
Hash Join 的支持和对 Semi Join 的优化可以大大提高 MySQL 数据库在这方面的查询性能。
MariaDB 的官方网站为 http://mariadb.org/。
关于 MariaDB、MySQL、MaxDB 名字的由来，这里有个不得不说的小插曲。Monty 有一
个女儿， 名叫 My， 因此他将自己开发的数据库命名为 MySQL。Monty 还有一个儿子， 名为
Max， 因此在 2003 年，SAP 公司与 MySQL 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后，Monty 又将与 SAP 合
作开发的数据库命名为 MaxDB。而现在的 MariaDB 中的 Maria 是 Monty 小孙女的名字。
Drizzle 是 基 于 原 MySQL 6.0 代 码 分 支 出 的 一 个 版 本， 官 方 网 站 为 http://www.drizzle.
org/。Drizzle 有个很明显的区别于 MySQL 的地方就是， 它的核心代码很有限， 目前也致力
于继续保持微小内核的方式。Drizzle 支持一系列的接口，其他模块能很好地以插件方式加载
进来， 这样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扩展。 同时， 对于用户来说使用了什么模块更加一
目了然，更加个性化。Drizzle 的特点为：
一个更适合云计算组件和 Web 应用的数据库。
专为多 CPU/ 多核 CPU 服务器在高并发情况下而设计。
高效的内存使用。
开放源代码、开源社区，开放型设计。
Percona Server 是 Percona 公司分支的一个 MySQL 数据库版本。 该版本对高负载情况下
的 InnoDB 存储引擎进行了一定的优化，为 DBA 提供一些非常有用的性能诊断工具，另外有
更多的参数和命令可以用来控制服务器行为。Percona 公司最大的贡献是发布了免费开源的
XtraBackup 工具，可实现对 InnoDB 存储引擎表的在线热备份操作。
InnoSQL 是笔者分支的一个 MySQL 版本， 其目标是提供更好的数据库性能， 以及将一
些富有创意的想法用于数据库的生产环境。InnoSQL 完全兼容于 Oracle MySQL 版本， 所有
添加的补丁、 插件、 存储引擎都是动态的。 如果不开启这些功能， 那么它和原版本是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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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目前其独有的功能有：
InnoDB Flash Cache
InnoDB Share Memory
IO Statistics
InnoDB Flash Cache 将 SSD 作 为 Flash Cache（ 之 前 版 本 的 实 现 为 Secondary Buffer
Pool）。目前一些解决方案如 Facebook Flash Cache 是通用的解决方案，Oracle 的 Flash Cache
性能较为一般。InnoSQL 的解决方案针对 MySQL 数据库的特性对 SSD 进行了大幅的优化，
性能较直接将 SSD 作为持久存储性能可有 1 倍多的提升。
InnoDB Share Memory 将 Share Memory 作为 InnoDB 的共享内存，以此提高数据库的预
热速度。 预热对数据库的 benchmark 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而对于生产环境中的使用却有着非
常大的帮助。InnoDB Share Memory 可将 InnoDB 缓冲池迅速恢复到数据关闭时的状态， 以
此来保证应用的连续性。
IO Statistics 扩展了 MySQL 原有 Slow Log 的内容， 现在可记录某 SQL 语句的逻辑读取
和物理读取的 IO。这有助于 DBA 和开发人员更好地了解 SQL 语句的工作，同时帮助他们更
好地进行 SQL 语句的调优。当打开 IO Statistics 时，会在 MySQL 的 Slow Log 中看到类似如
下的内容：
# Time: 111227 16:29:54
# User@Host: root[root] @ localhost [::1]
# Query_time: 0.310018 Lock_time: 0.203012 Rows_sent:
1 Rows_examined: 30000 Logical_Reads: 30145 Physical_Reads: 50
use tpcc;
SET timestamp=1324974594;
SELECT COUNT(1) FROM history;

本书的一些地方会使用 InnoSQL 的 IO Statistics 功能， 并结合原 MySQL 的 EXPLAIN
命令，以此来帮助用户更好地进行 SQL 编程。

1.2

SQL 编程
SQL 语言， 同常见的编程语言 C、C++、Java、Python 一样， 是一种编程语言。 在每月

由 Tiobe 公布的编程语言排行榜上可看到与 SQL 相关的语言上榜。 同时，SQL 又是一种标
准， 每个数据库厂商都提供了对标准 SQL 的支持， 此外 SQL 语言还扩展了每个数据库特有
的 SQL 语法。
SQL 编程是指通过 SQL 语言来完成对于数据库的逻辑操作。 这个逻辑操作可能比较简
单，只需一个很简单的 SQL 语句来完成；这个逻辑也可能非常复杂，需要联接多张表或子查
询等来完成；还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即一条 SQL 语句并不能马上完成这个逻辑操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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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存储过程，通过封装在存储过程中的各种操作来最终得到结果。
由于工作的缘故， 笔者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对开发人员进行数据库方面的沟通和培训。
在这个过程中， 笔者发现 SQL 编程已成为广大程序员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之一。
学会 SQL 并不难，要成为优秀的 SQL 程序员却绝非易事。
大多数程序员都会接触各种不同的项目， 每个项目所使用的数据库可能并不相同， 因
此， 很 多 程 序 员 往 往 惯 性 地 认 为 数 据 库 的 SQL 编 程 就 是 SELECT、INSERT、UPDATE、
DELETE 加上一些控制语句。 同时， 有些程序员在学习并从事了过程化或面向对象编程之后
才转到 SQL 编程上， 因此他们的 SQL 编程往往带有强烈的程序员特性（ 后面介绍的 SQL 编
程第一阶段的特性 ）。 在国内， 通常很少有公司会聘请面向 SQL 开发的程序员， 在国外却有
SQL 开发程序员的职位， 工作内容是从事与 SQL 编程相关的开发工作。 对于一些数据库方
面的考试， 如在 Oracle 的 OCP 考试分类中， 特别区分了面向数据库的管理和面向数据库的
开发。
而在国内， 大部分 SQL 程序员就是 C、C++ 或者 Java 程序员兼的， 他们既负责应用程
序的开发， 也包揽了 SQL 编程的工作， 这样往往会导致在数据库中大量使用或者说滥用非
关系模型的思想。 这里以笔者在一家网游公司遇到的情况为例进行介绍。 通常会因为各种原
因需要对运营中的游戏大区进行合并， 如将华东一区和华东二区合并， 底层所做的操作就是
将两个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合并， 而两个数据库的表结构都是一样的。 并区的脚本通常使用
SQL 来完成， 当然复杂一点的可能需要借助一下脚本语言。 但是不管怎么说，SQL 编程的好
坏往往会影响并区时间长短。一个好的并区程序可以在四五个小时内完成几千万数据量的表，
而有问题的 SQL 并区程序一个星期可能都不能完成任务。 时间对一个网络游戏意味着很多，
可能是玩家的回归，也可能是玩家最终的流失，更不用说那些在并区过程中收入的损失。
请原谅笔者在这里研究程序员的 SQL 习惯问题，对笔者来说 SQL 是一个具有重要哲学特
征的领域。在这里，我把 SQL 编程分为三个阶段，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同意笔者的观点。
第一阶段是面向过程化的 SQL 编程阶段。 这是 SQL 程序员刚开始使用数据库的阶段，
此时他们没有多少处理关系模型的经验和基于集合的思想。 在这一阶段， 经常会有滥用各种
工具（如游标、临时表、动态 SQL 语句等）的情况，而程序员自己通常意识不到他们正在引
起破坏。
第二阶段是面向集合的 SQL 编程阶段。 这个阶段 SQL 程序员开始意识到 SQL 编程与
面向过程和对象编程的不同之处， 知道运用 SQL 编程需要更多的东西， 慢慢发现 SQL 不再
是妨碍编程的令人讨厌的东西， 而是建立在基于关系模型集合理论的强大基础上的产物。 从
这一阶段开始， 程序员开始相信那些说游标、 临时表、 动态 SQL 有害而永远不应该使用的
“专家”。
第三阶段是融合的 SQL 编程阶段。 这个阶段 SQL 程序员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知识并对
SQL 有了深入理解， 他们对自己的代码非常自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停止钻研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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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以及提高关键性的技术。 在这一阶段，SQL 程序员不再迷恋所谓的专家， 他们可能意
识到即使是游标，也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无用和有害的。
第三阶段的 SQL 程序员已经具备了判断什么时候使用纯静态的 SQL 编程方法不能完成
某些任务的能力。尽管纯静态 SQL 编程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方法，但是它只在大部分情况下适
用。有时候，使用临时表可以显著地改善性能，使用动态 SQL 可以解决复杂的问题，适当地
使用游标可以提高程序运行的效率， 使用 C、C++ 这样的过程语言可以带来更大的灵活性，
而且不会与关系模型发生冲突。

1.3

数据库的应用类型
对于 SQL 开发人员来说，必须先要了解进行 SQL 编程的对象类型，即要开发的数据库应

用是哪种类型。一般来说，可将数据库的应用类型分为 OLTP（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
联机事务处理）和 OLAP（OnLine Analysis Processing，联机分析处理）两种。OLTP 是传统关
系型数据库的主要应用 ， 其主要面向基本的 、 日常的事务处理 ， 例如银行交易 。 OLAP 是
数据仓库系统的主要应用 ， 支持复杂的分析操作 ， 侧重决策支持 ， 并且提供直观易懂的查
询结果 。

1.3.1

OLTP

OLTP 也被称为面向交易的处理系统， 其基本特征是可以立即将顾客的原始数据传送到
计算中心进行处理， 并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处理结果， 这个过程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即时地处
理输入的数据、 及时地回答， 因此 OLTP 又被称为实时系统 (Real Time System)。 衡量 OLTP
系统的一个重要性能指标是系统性能，具体体现为实时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即从用户
在终端输入数据到计算机对这个请求做出回复所需的时间。OLTP 数据库旨在使事务应用程
序仅完成对所需数据的写入，以便尽快处理单个事务。
OLTP 数据库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支持大量并发用户定期添加和修改数据。
反映随时变化的单位状态，但不保存其历史记录。
包含大量数据，其中包括用于验证事务的大量数据。
具有复杂的结构。
可以进行优化以对事务活动做出响应。
提供用于支持单位日常运营的技术基础结构。
个别事务能够很快地完成， 并且只需要访问相对较少的数据。OLTP 系统旨在处理同
时输入的成百上千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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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OLAP

OLAP 的概念最早是由关系数据库之父 E.F.Codd 博士于 1993 年提出的， 是一种用于组
织大型商务数据库和支持商务智能的技术。OLAP 数据库分为一个或多个多维数据集， 每个
多维数据集都由多维数据集管理员组织和设计， 以适应用户检索和分析数据的方式， 从而更
易于创建和使用所需的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
OLAP 是共享多维信息的 、 针对特定问题的联机数据访问和分析的快速软件技术 。 它
通过对信息的多种可能的观察形式进行快速 、 稳定一致和交互性的存取 ， 允许管理决策人
员对数据进行深入观察 。 决策数据是多维数据 ， 是决策的主要内容 。 OLAP 专门用于支持
复杂的分析操作 ， 侧重对决策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的决策支持 ， 可以根据分析人员的要求
快速 、 灵活地进行大数据量的复杂查询处理 ， 并且以一种直观易懂的形式将查询结果提供
给决策人员 ， 以便他们准确掌握企业 （ 公司 ） 的经营状况 、 了解对象的需求 、 制定正确的
方案 。
OLAP 具有灵活的分析功能、 直观的数据操作和分析结果可视化表示等突出优点， 从而
使用户对基于大量复杂数据的分析变得轻松而高效， 利于用户迅速做出正确判断。OLAP 可
用于证实人们提出的复杂假设， 是以图形或表格的形式来表示的对信息的总结。OLAP 并不
将异常信息标记出来，采取的是一种知识证实的方法。
OLAP 的主要特 点 是 直 接 仿 照 用 户 的 多 角 度 思 考 模 式 ， 预 先 为 用 户 组 建 多 维 的 数 据
模型 。 在这里 ， 维指的是用户的分析角度 ， 例如对销售数据的分析 ， 时间周期是一个维
度 ， 产品类别 、 分销渠道 、 地理分布 、 客户群类也分别是不同的维度 。 一旦多维数据模
型 建 立 完 成 ， 用 户 可 以 快 速地从各个分析角度获取数据 ， 也能动态地在各个角度之间切
换数据或者进行多角度综合分析 ， 具有极大的分析灵活性 。 这也是 OLAP 在近年来被广
泛关注的根本原因 。 OLAP 从设计理念和真正实现上都与旧有的管理信息系统有着本质的
区别 。
下面介绍一下 OLAP 的基本概念：
维（Dimension）：是用户观察数据的特定角度，是问题的一类属性，属性集合构成一
个维（时间维、地理维等）。
维的层次（Level）： 用户观察数据的某个特定角度（ 即某个维 ） 还可能存在细节程度
不同的各个描述方面（时间维包括日期、月份、季度、年）。
维的成员（Member）：即维的一个取值，是数据项在某个维中位置的描述，如“某年
某月某日”是在时间维上的位置描述。
度量（Measure）：多维数组的取值。
OLAP 的基本多维分析操作有钻取（Drill-up 和 Drill-down）
、 切片（Slice） 和切块（Dice）
以及旋转（Pivo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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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取 ： 改变维的层次， 变换分析的粒度。 它包括向下钻取（Drill-down） 和向上钻取
（Drill-up）/ 上滚 (Roll-up)。 向上钻取是在某一维上将低层次的细节数据概括到高层
次的汇总数据，或者减少维数 ；而向下钻取则相反，从汇总数据深入到细节数据进行
观察或增加新维。
切片和切块 ：在一部分维上选定值后，关心度量数据在剩余维上的分布。如果剩余的
维只有两个，则是切片；如果有三个或以上，则是切块。
旋转：变换维的方向，即在表格中重新安排维的放置（如行列互换）。

1.3.3

OLTP 与 OLAP 的比较

OLTP 主要执行基本的、日常的事务处理，比如在银行存取一笔款，就是一个事务交易。
OLTP 的特点一般有：
实时性要求高。
查询的数据量不是很大。
交易一般是确定的，所以 OLTP 是对确定性的数据进行存取。
并发性要求高，并且严格要求事务的完整性、安全性。
OLAP 是数据仓库系统的主要应用， 其典型的应用就是复杂的动态报表系统。OLAP 的
特点一般有：
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很多应用最多每天更新一次数据。
数据量大。 因为 OLAP 支持的是动态查询， 用户要通过对很多数据的统计才能得到想
要知道的信息，如时间序列分析等，所以处理的数据量很大。
因为重点在于决策支持， 所以查询一般是动态的， 也就是说允许用户随时提出查询的
要求。 因此， 在 OLAP 中通过一个重要概念“ 维 ” 来搭建一个动态查询的平台（ 或技
术），供用户自己决定需要知道的信息。
OLAP 和 OLTP 的主要区别如表 1-1 所示。
表 1-1

OLTP 和 OLAP 之间的区别
OLTP

OLAP

用户

操作人员

决策人员

功能

日常操作处理

分析决策

DB 设计

面向应用

面向主题

数据

当前的，最新的

历史的，聚集的

存取

读 / 写数十条记录

读上百万的数据

工作单位

简单的事务

复杂的查询

用户数

上千个

上百个

DB 大小

一般小于 500GB

大于 1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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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MySQL 存储引擎及其面向的数据库应用

由于工作的需要笔者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与开发人员进行沟通， 并在必要时展开相关
的培训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笔者发现大多数开发人员不知道 MySQL 的存储引擎概念， 这
可 能 和 他 们 以 往 开 发 的 数 据 库 应 用 如 Microsoft SQL Server、Oracle、DB2 等 有 关。 而 在
MySQL 数据库中， 存储引擎的概念显得尤为重要， 每个存储引擎可能面向一种特定或者最
优的数据库应用环境。
图 1-1 显示了 MySQL 数据库的体系结构，可见 MySQL 数据库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连接池组件（Connection Pool）。
管理服务和工具组件（Management Services &Utilities）。
SQL 接口组件（SQL Interface）。
查询分析器组件（Parser）。
优化器组件（Optimizer）。
缓冲组件（Caches & Buffers）。
插件式存储引擎（Pluggable Storage Engines）。
物理文件（File system）。

图 1-1

MySQL 数据库的体系结构

SQL 解析器、SQL 优化器、缓冲池、存储引擎等组件在每个数据库中都存在，但不是每
个数据库都有这么多存储引擎。MySQL 的插件式存储引擎可以让存储引擎层的开发人员设
计他们希望的存储层， 例如， 有的应用需要满足事务的要求， 有的应用则不需要对事务有这
么强的要求 ；有的希望数据能持久存储，有的只希望放在内存中，临时并快速地提供对数据
的查询。下面将介绍 MySQL 数据库中一些常用的存储引擎及它们面向的数据库应用。
InnoDB 存储引擎 ：支持事务，其设计目标主要面向联机事务处理（OLTP）的应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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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行锁设计、 支持外键， 并支持类似 Oracle 的非锁定读， 即默认读取操作不会产生锁。
从 MySQL 5.5.8 版本开始是默认的存储引擎。
InnoDB 存储引擎将数据放在一个逻辑的表空间中， 这个表空间就像黑盒一样由 InnoDB
存储引擎自身来管理。从 MySQL 4.1（包括 4.1）版本开始，可以将每个 InnoDB 存储引擎的
表单独存放到一个独立的 ibd 文件中。 此外，InnoDB 存储引擎支持将裸设备（row disk） 用
于建立其表空间。
InnoDB 通过使用多版本并发控制（MVCC） 来获得高并发性， 并且实现了 SQL 标准
的 4 种隔离级别，默认为 REPEATABLE 级别，同时使用一种称为 netx-key locking 的策略来
避免幻读（phantom） 现象的产生。 除此之外，InnoDB 存储引擎还提供了插入缓冲（insert
buffer）、二次写（double write）、自适应哈希索引（adaptive hash index）、预读（read ahead）
等高性能和高可用的功能。
对于表中数据的存储，InnoDB 存储引擎采用了聚集（clustered）的方式，每张表都是按
主键的顺序进行存储的， 如果没有显式地在表定义时指定主键，InnoDB 存储引擎会为每一
行生成一个 6 字节的 ROWID，并以此作为主键。
InnoDB 存储引擎是 MySQL 数据库最为常用的一种引擎，Facebook、Google、Yahoo 等
公司的成功应用已经证明了 InnoDB 存储引擎具备高可用性、 高性能以及高可扩展性。 对其
底层实现的掌握和理解也需要时间和技术的积累。 如果想深入了解 InnoDB 存储引擎的工作
原理、实现和应用，可以参考《MySQL 技术内幕：InnoDB 存储引擎》一书。
MyISAM 存储引擎 ： 不支持事务、 表锁设计、 支持全文索引， 主要面向一些 OLAP 数
据库应用， 在 MySQL 5.5.8 版本之前是默认的存储引擎（ 除 Windows 版本外 ）。 数据库系统
与文件系统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对事务的支持，MyISAM 存储引擎是不支持事务的。 究其根
本， 这也并不难理解。 用户在所有的应用中是否都需要事务呢？ 在数据仓库中， 如果没有
ETL 这些操作，只是简单地通过报表查询还需要事务的支持吗？此外，MyISAM 存储引擎的
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的缓冲池只缓存（cache）索引文件，而不缓存数据文件，这与
大多数的数据库都不相同。
NDB 存储引擎：2003 年，MySQL AB 公司从 Sony Ericsson 公司收购了 NDB 存储引擎。
NDB 存 储 引 擎 是 一 个 集 群 存 储 引 擎， 类 似 于 Oracle 的 RAC 集 群， 不 过 与 Oracle RAC 的
share everything 结构不同的是，其结构是 share nothing 的集群架构，因此能提供更高级别的
高可用性。NDB 存储引擎的特点是数据全部放在内存中（ 从 5.1 版本开始， 可以将非索引数
据放在磁盘上），因此主键查找（primary key lookups）的速度极快，并且能够在线添加 NDB
数据存储节点（data node）以便线性地提高数据库性能。由此可见，NDB 存储引擎是高可用、
高性能、高可扩展性的数据库集群系统，其面向的也是 OLTP 的数据库应用类型。
Memory 存储引擎 ： 正如其名，Memory 存储引擎中的数据都存放在内存中， 数据库重
启或发生崩溃， 表中的数据都将消失。 它非常适合于存储 OLTP 数据库应用中临时数据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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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表， 也可以作为 OLAP 数据库应用中数据仓库的维度表。Memory 存储引擎默认使用哈希
索引，而不是通常熟悉的 B+ 树索引。
Infobright 存储引擎 ：第三方的存储引擎。 其特点是存储是按照列而非行的， 因此非常
适合 OLAP 的数据库应用。其官方网站是 http://www.infobright.org/，上面有不少成功的数据
仓库案例可供分析。
NTSE 存储引擎：网易公司开发的面向其内部使用的存储引擎。目前的版本不支持事务，
但提供压缩、行级缓存等特性，不久的将来会实现面向内存的事务支持。
MySQL 数据库还有很多其他存储引擎 ， 上述只是列举了最为常用的一些引擎 。 如果
你喜欢 ， 完全可以编写专属于自己的引擎 ， 这就是开源赋予我们的能力 ， 也是开源的魅
力所在 。

1.4

图形化的 SQL 查询分析器

“ 工欲善其事 ， 必先利其器 ”， 即工匠想要做好工作 ， 一定要先使工具锋利 。 这说明
了工具的重要性 。 对于 SQL 编程 ， 开发者不能仅依靠 MySQL 的命令行工具来完成 SQL
程序的开发 ， 在开发存储过程时 ， 可能要编写几百行甚至上千行的代码 ， 然后还要对代
码进行不断的调试 ， 这时如果有一个便捷好用的工具 ， 带来的效率提升将会是非常巨大
和明显的 。

1.4.1

MySQL Workbench

MySQL Workbench 是 MySQL 官 方 推 出 的 一 款 开 源 的、 免 费 的 图 形 化 工 具， 支 持
Windows、Linux、Mac OS 操作系统。其主页为 http://wb.mysql.com/。MySQL Workbench 不单
单是一个图形化的客户端，其还有如下主要功能：
SQL 查询分析。
数据库建模。
数据库管理监控。
图 1-2 为 MySQL Workbench 在 Mac OS 操作系统下工作的情况。
MySQL Workbench 的功能实用，能很好地满足 SQL 编程工作。MySQL Workbench 是开
源的、免费的及跨平台的，因此推荐大多数 SQL 开发人员使用。

1.4.2

Toad for MySQL

Toad for MySQL 是一款免费的开发工具， 可让用户快速创建并执行查询、 自动进行数
据库对象管理、 更高效地开发 SQL 代码。 它提供的功能包括比较、 提取和搜索对象， 项目
管理， 数据导入或导出， 以及数据库管理。 用户还可通过它访问活跃的用户社区。Toa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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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其主要功能有：

图 1-2

Mac OS 下的 MySQL Workbench

版本控制集成。
宏录制和播放。
数据库浏览。
代码段编辑。
安全管理。
SQL 编辑。
快速的多标签模式浏览。
数据库提取、比较和搜索。
导入和导出。
图 1-3 显示了 Toad for MySQL 的工作界面。
Toad for MySQL 功能非常丰富，能满足各种不同类型业务的需求，缺点是只支持 Windows
平台并且收取一定的费用。不过鉴于其强大的功能，强烈建议广大 SQL 编程用户使用。

1.4.3

iMySQL-Front

iMySQL-Front 是 一 个 开 源 的、 跨 平 台 的 MySQL 图 形 化 的 查 询 工 具， 支 持 Windows、
Linux、Mac OS 系 统。 其 官 方 网 站 为 http://code.google.com/p/imysql-front/。 图 1-4 为
iMySQL-Front 在 Mac OS 下工作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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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4

Toad for MySQL 界面

iMySQL-Front 工作在 Mac OS 下

iMySQL-Front 是用 wxWidgets（www.wxwidgets.org） 开发的， 因此可以很好地进行跨
平台的开发。 在开发和设计 iMySQL-Front 之前， 其定位非常明确， 即希望达到 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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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rver 图形化工具 — 查询分析器的工作效率， 并且最大程度地符合数据库开发和管理
的要求。iMySQL-Front 在 2009 年被 Softpedia 授为“100% FREE”。

1.5

小结
这一章先介绍了 MySQL 的历史以及它的分支版本， 概括出 MySQL 数据库所经历的三

个阶段 ： 初期开源数据库阶段、Sun MySQL 阶段、Oracle MySQL 阶段。 不论 MySQL 数据
库处于哪个阶段， 它都是开源的。 此外还介绍了 MySQL 数据库独有的插件式存储引擎， 使
读者明白了存储引擎对不同数据库类型应用的重要性。 最后， 介绍了一些常用的 MySQL 图
形化的查询分析器，通过这些图形化的工具，用户可以高效率地完成 SQL 的编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