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4 章
Database System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6E

DDBMS——概念与设计

本章目标
本章我们主要学习：
●

分布式数据库的必要性

●

分布式 DBMS 与分布式处理、并行 DBMS 之间的区别

●

分布式 DBMS 的优缺点

●

分布式 DBMS 中的异构问题

●

基本的网络概念

●

分布式 DBMS 应有的功能

●

分布式 DBMS 体系结构

●

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涉及的主要问题：分段、复制和分配

●

怎样分段

●

在分布式数据库中分配和复制的重要性

●

分布式 DBMS 应提供的透明性

●

分布式 DBMS 的对比标准

早期的数据处理要求每个应用都必须自己定义和维护数据，正是数据库技术的出现，使
我们可以集中地定义和管理所有数据。然而近年来，网络和数据通信技术迅猛发展，表现为
Internet、移动与无线计算、智能设备和网格计算等技术的不断涌现。如今，作为这两类技
术的结合物—分布式数据库技术，又将工作的模式由集中转化为分散，并且这种组合技术
正成为数据库系统领域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
在前面的章节中，主要讨论的是集中式数据库系统。这类系统的特点是在一个结点上
只有一个单独的逻辑数据库，并且由一个单独的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控制。本章将介
绍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Distributed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DDBMS）的概念和相
关问题。在这类系统中，用户不仅可以访问本地结点上的数据，而且可以访问远程结点上的
数据。有预言宣称，当各组织机构都步入分布式 DBMS 时代后，集中式 DBMS 将成为“老
古董”。

本章结构
24.1 节将介绍 DDBMS 的基本概念，DDBMS 与分布式处理、并行 DBMS 之间的区别。
24.2 节将简要介绍网络技术，以帮助阐明后续的一些问题。24.3 节将讨论期望 DDBMS 扩展
的功能以及如何将第 2 章介绍的 ANSI-SPARC 体系结构扩展为 DDBMS 参考结构。24.4 节
讨论在数据分布的情况下，如何扩展本书第四部分介绍的数据库设计方法学。24.5 节讨论期
望 DDBMS 提供的透明性。最后，24.6 节简要回顾 Date 关于 DDBMS 的 12 条规则。本章中
的例子仍取自于 11.4 节和附录 A 中具体描述的 DreamHome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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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中，将研究如何扩展第 22 章中讨论的并发控制协议、死锁管理和恢复控制以
适应分布式环境。在第 26 章将讨论复制服务器和移动数据库，后者是另一种潜在的、更加
简化的实现数据分布的方法，最后将介绍 Oracle 如何支持数据复制和移动。

24.1

引言

推动数据库系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人们希望将一个企业的运营数据集成起来并
提供对数据的受控访问。尽管集成和受控访问可能意味着集中管理，但这并不是本意。实际
上，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促进了分散式的作业模式。而这种分散的方法恰好反映了许多公司的
组织结构，即逻辑上可分成多个分公司、部门、项目等，物理上分为办公室、车间、工厂，
每一个单元都维护着自己的运营数据（Date，2000）。因为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反映了上述组
织结构，发展它可望提高数据的共享和数据访问效率，它使得每个单元的数据都可访问，并
能将数据存放于最近的常用位置上。
分布式 DBMS 有助于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一个个数据库常被看作是孤立的、不可访
问的电子岛，就像远洋上的小岛。这可能是由于地理分隔、计算机体系结构不兼容或通信协
议不兼容等原因造成的。当把数据库集成为一个逻辑整体后就可能不再有这种看法。

24.1.1

概念

在开始讨论分布式 DBMS 之前，先给出分布式数据库的定义。
分布式数据库 | 物理上分布于计算机网络、逻辑上相互关联的共享数据（和数据描述）集。
分布式 DBMS | 管理分布式数据库并对用户提供分布透明性的软件系统。
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DDBMS）由一个被分为若干段（fragment）的逻辑数据库构成。
每个段由一个 DBMS 控制，可以存储在一或多个通过通信网络互联起来的计算机上。每一
个结点都可以独立地处理用户访问本地数据的请求（即每个结点都有一定的本地自治性），
并且也可以处理存储在网络上其他计算机中的数据。
用户通过应用来访问分布式数据库。应用进一步分为不需要从其他结点获得数据的应用
（本地应用）和确实需要从其他结点获得数据的应用（全局应用）。一般要求 DDBMS 至少包
含一个全局应用。因此，DDBMS 应当具有如下特征：
●

逻辑上相关的共享数据的集合。

●

数据分段。

●

段可复制。

●

段或副本分配在各个结点上。

●

结点用通信网络连接起来。

●

每个结点的数据都由 DBMS 控制。

●

每个结点的 DBMS 都能自治地处理本地应用。

●

每个 DBMS 至少参与一个全局应用。

并非系统中每个结点都必须有自己的本地数据库，图 24-1 显示了 DDBMS 的拓扑结构。

例 24.1
DreamHome
DreamHome 将使用分布式数据库技术，在多个分立的计算机系统上实现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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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使用单个集中式大型机。这些计算机系统可以位于每个分公司当地，例如，在伦敦、
阿伯丁和格拉斯哥。连接这些计算机的网络可以使各个分公司相互通信，而 DDBMS 使它们
可以访问其他分公司存储的数据。这样，格拉斯哥的用户就可以通过数据库查看伦敦有哪些
房产可租，而不用打电话或写信到伦敦分公司。
换句话说，如果每一个 DreamHom e 分公司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数据库，DDBMS 可
以将这些分散的数据库综合成一个逻辑数据库，同时也可以使本地的数据得到更为广泛的
利用。

图 24-1

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

从 DDBMS 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系统期望分布性对用户透明（即不可见）。这样，用户
就不需要知道分布式数据库是如何分段存储在多个不同计算机上以及可能被复制等细节。透
明性的目的就是要使用户使用分布式系统如同使用集中式系统一样。这常常被称为 DDBMS
的基本原则（Date，1987b）。这个要求为终端用户提供了强大的功能，但遗憾的是，它同时
也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需要 DDBMS 来解决，24.5 节将讨论这些问题。
分布式处理
将分布式 DBMS 与分布式处理区分开来非常重要。
分布式处理 | 一个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来访问的集中式数据库。
分布式 DBMS 定义的关键点在于该系统是由物理上分布于网络各个结点上的数据构成
的。如果数据是集中式的，即使其他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来访问该数据，仍然不能认为它是一
个分布式 DBMS，而仅仅是分布式处理而已。图 24-2 说明了分布式处理的拓扑结构。比较
图 24-1 与图 24-2，可以看出图 24-2 中的结点 2 有一个集中式数据库，而图 24-1 中多个结
点都有自己的数据库（DB）。
并行 DBMS
同样也需要区分分布式 DBMS 与并行 DBMS。
并行 DBMS | 运行在多个处理器和磁盘上的 DBMS，可用来尽可能地并行执行多个操作，
目的在于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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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 DBMS 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就是单处理器系统不再能够满足对于低成本的可
扩展性、可靠性和高性能的需求。不同于单处理器
驱动的 DBMS，多处理器驱动的并行 DBMS 是一种
强有力的、划算的方案。并行 DBMS 把多个小型机
连接起来，以获得和大型机相同的吞吐量，并且比
单处理器 DBMS 具有更强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
为了使多个处理器能正常访问同一个数据库，
并 行 DBMS 必 须 提 供 共 享 资 源 管 理。 哪 些 资 源
共 享？ 如 何 实 现 这 些 资 源 的 共 享？ 这 些 问 题 直 接
影 响 到 系 统 的 性 能 和 可 扩 展 性， 而 系 统 的 性 能 和
可扩展性又决定了该系统是否适合给定的应用或
环 境。 图 24-3 说明了并行 DBMS 的三种主要体系
结构：
●

共享存储器。

●

共享磁盘。

●

无共享。

图 24-2

图 24-3

并行数据库结构

分布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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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存储器（shared memory）结构是一种紧耦合结构，该结构中同一系统内的多个处理
器共享系统内存。就像我们所熟知的对称多处理机（SMP），这种体系结构从小到只有几个
微处理器并行工作的个人工作站到基于 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精简指令
集计算机）的大型机器，甚至到巨型机都有着广泛应用。这种结构只能为有限个数的处理器
提供高速的数据访问，当处理器个数超过 64 时，处理器之间的互连网络就会成为系统性能
的瓶颈。
共享磁盘（shared disk）结构是一种松耦合结构，这种结构有利于内部相对集中并且需
要高可用性和高性能的一类应用。在这种结构下，每个处理器都能直接访问所有的磁盘，但
它们都拥有各自的私有内存。与无共享结构一样，共享磁盘结构消除了共享存储器结构所带
来的系统性能的瓶颈。但是，与无共享结构不同的是，共享磁盘系统在消除瓶颈时并没有引
入由于物理上分区数据带来的开销。采用共享磁盘结构的系统有时也被称为集群（cluster）。
无共享（shared nothing）结构经常被称为大规模并行处理（MPP），是一种多处理器结
构，组成该结构的每一个处理器都有自己的内存和磁盘存储器。数据库被分割存放在各个与
数据库相关的子系统的磁盘上，并且数据可以被系统的所有用户透明地使用。这种结构比共
享存储器结构具有更强的可扩展性，并能更轻松地支持更多的处理器。但系统性能只有当所
需的数据均为本地数据时才最佳。
尽管无共享结构有时也包括了分布式 DBMS，但并行 DBMS 的数据分布主要考虑性能。
此外，分布式 DBMS 的结点通常为地理上分布、分别管理，并且通过相对较慢的网络互连，
而并行 DBMS 的各结点通常处于同一台计算机或同一个结点中。
并行技术通常用于容量为 TB（1012 字节）级的超大型数据库，或每秒钟处理上千条事
务的系统。这种系统需要访问大容量的数据，并且必须对查询及时响应。并行 DBMS 能利
用其基本体系结构，采用并行扫描、连接和排序技术来改进复杂查询的执行性能，这些技术
使多个处理器结点能自动地分担工作负荷。在第 31 章的数据仓库中将进一步探讨这种结构。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各主要的 DBMS 提供商都生产并行版本的数据库引擎。

24.1.2

DDBMS 的优缺点

数据分布以及应用分布比传统的集中式数据库系统更具有潜在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不
足。本节将讨论 DDBMS 的优缺点。
优点
反映了组织机构的结构

许多组织机构都是自然地分布于各个地方。例如，DreamHome

在 许 多 城 市 都 设 有 分 公 司。 于 是 该 应 用 的 数 据 库 将 很 自 然 地 分 布 于 这 些 不 同 的 地 方。
DreamHome 的每个分公司都有一个数据库用来记录该机构的员工信息、出租房产信息以及
房产业主的信息。本地的员工可以在本地数据库上进行本地查询，而公司的高层则可以访问
所有分公司的任何数据，进行全局查询。
改进了共享性和本地自治性

一个组织机构在地理上的分布可以在数据的分布中反映出

来，而一个结点的用户可以访问其他结点上的数据。数据会存放在与经常使用这些数据的用
户靠近的结点上。这样，用户就可以对数据拥有本地控制权，从而可以建立和执行关于使用
这些数据的本地策略。全局数据管理员（DBA）对整个系统负责。通常也可以把责任部分地
下放到本地级，所以本地 DBA 可以管理本地 DBMS（参见 10.15 节）。
改进了可用性

对于集中式 DBMS，计算机的一次故障会中断所有的 DBMS 操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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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DDBMS 系统中，一个结点的故障或通信链路的故障只会使某些结点不能被访问，但
绝不会中断整个系统的操作。分布式 DBMS 就是设计用来使系统在这些故障发生时仍然可
以继续工作的。即使一个结点出现故障，系统也可以把对故障结点的访问请求重定向到其他
结点。
提高了可靠性

因为数据可以被复制到多个结点上，所以一个结点的故障或通信链路故

障不会妨碍对该数据的访问。
改进了性能

因为数据是放置在离“最大需求”最近的结点上的，而且由于分布式

DBMS 内在的并行机制，所以访问分布式数据库的速度肯定比访问远程集中式数据库要快。
而且，由于每个结点都只处理整个数据库系统的一部分工作，所以不会出现像集中式 DBMS
系统中那样竞争 CPU 和 I/O 服务的情况。
20 世纪 60 年代，计算能力是通过设备成本的平方来衡量的：3 倍的成本能

节约成本

产生 9 倍的能力。这就是著名的 Grosch 定律。然而，现在通常认为用相对低得多的成本建
立的小型计算机系统就能够获得与大型计算机相当的计算能力。这将使各个合作部门配备独
立的计算机更为经济。而且在网络中添加一个工作站也会比升级大型计算机系统更加经济。
另一个可能节约开销的地方是，若应用要求访问地理上远离的分布数据时，在网络中传
送数据所需的开销相对本地访问开销要大得多。因此对应用进行划分，在每个结点中执行一
部分，开销将会变少。
模块化增长

在分布式环境中，扩展显得更加容易一些。新结点可以添加到网络中，而

不会影响其他结点的操作。这种适应性使得组织机构的扩展相对容易一些。可以通过增强
系统的处理和存储能力来适应日益增长的数据库规模需要。集中式 DBMS 的扩展会使硬件
和软件都需要升级（硬件升级以获得更强大的系统，软件升级以获得更强大、更加可配置的
DBMS）。
集成度高

本节一开头就说明，集成而不是集中是 DBMS 的一个主要优点。遗留系统

集成就是一个实例，说明某些组织机构内部不得不依靠分布式数据处理来使得其历史遗留系
统与更现代的系统共存。与此同时，当今已没有哪一个软件包能提供组织机构所需的所有功
能。因此，组织机构具备集成来自不同厂商的软件产品的能力非常重要。
保持竞争力

有若干新的技术进展强烈依赖于分布式数据库技术，例如电子商务、计

算机支持的合作、工作流管理等。许多企业不得不重新组织它们的业务并采用分布式数据库
技术来保持其竞争力。例如，由于 Internet 的出现，DreamHome 如果不支持客户在线看房，
就会失掉一部分市场。
缺点
复杂性高

分布式 DBMS 需要对用户隐藏其分布式的本质，且要为用户提供令人满意

的性能、可靠性和可用性，这就注定了它比集中式 DBMS 更加复杂。而且数据复制更进一
步增加了分布式 DBMS 的复杂性。如果软件不能完善地处理数据复制，那么分布式 DBMS
的可用性、可靠性和性能相对于集中式 DBMS 都会降低。此时，前述的种种优点就会变成
缺点。
成本高

复杂性的增加意味着获得和维护 DDBMS 的成本会比集中式 DBMS 更高。而

且分布式 DBMS 需要额外的硬件开销以建立连接各个结点的网络。此外，分布式 DBMS 还
需要额外的硬件设备来维持网络通信，甚至在管理和维护本地 DBMS 和底层网络时也需要
一定的人力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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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低

在集中式系统中，对数据的访问很容易控制。而在分布式 DBMS 中，不仅

需要对各个结点上复制数据的访问进行控制，而且还要保证网络本身的安全。过去往往认为
网络是不安全的通信媒介，今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事实，但显然网络的安全性已大大
改善。
完整性控制更困难

数据库的完整性就是指存储数据的可用性和一致性。完整性通常用

一系列一致性的约束条件来表述，数据库不能违反这些规则。进行完整性约束检查通常要访
问大量定义这些约束用到的但在更新操作中并未真正涉及的数据。在分布式 DBMS 中，完整
性约束对通信和处理开销的要求使得它几乎不可能实现。在 25.4.5 节中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缺乏标准

分布式 DBMS 的实现基于有效的通信网络的支持，但直到现在才逐渐出现

了标准的通信和数据访问协议。这些标准的缺乏严重地限制了分布式 DBMS 的发展。而且，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种工具或方法能将集中式 DBMS 转换为分布式 DBMS。
缺乏经验

尽管人们已经对多用途的分布式 DBMS 的协议以及相关问题理解得很透彻，

但多用途的分布式 DBMS 仍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因此，在分布式 DBMS 方面所积累的工
业经验与集中式 DBMS 无法比拟。这些对于未来用户来讲是个很大的障碍。
数据库的设计更加复杂

分布式数据库的设计除了要考虑集中式数据库设计所要考虑的

所有问题之外，还要考虑到数据分段、数据段的分配以及数据复制。在 24.4 节中将讨论这
些问题。
在表 24-1 中对 DDBMS 的优点和缺点进行了总结。
表 24-1
优

DDBMS 优缺点的总结

点

缺

点

反映了组织机构的结构

复杂性高

改进了共享性和本地自治性

成本高

改进了可用性

安全性低

提高了可靠性

完整性控制更困难

改进了性能

缺乏标准

节约成本

缺乏经验

模块化增长

数据库设计更加复杂

集成度高
保持竞争力

24.1.3 同构 DDBMS 和异构 DDBMS
DDBMS 可以分为同构和异构两类。同构系统中，所有结点使用相同的 DBMS 产品。
异构系统中，不同结点可能使用不同的 DBMS 产品，而这些产品不必基于同一底层数据模
型。因此，系统中可能包含关系、网状、层次和面向对象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库。
同构系统的设计和管理相对简单得多。这种方法构建的系统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向
DDBMS 中添加新的结点也很容易，并且可以通过开发多结点的并行处理能力来提高系统的
性能。
异构系统的形成通常是由于系统中的某些结点在系统集成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数据库。
在异构系统中，不同的 DBMS 之间的通信必须要经过翻译。为了保持 DBMS 的透明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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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必须完成数据定位工作并进行一些必要的翻译。有时需要从其他结点上获得数据，而这些
结点可能具有：
●

不同的硬件。

●

不同的 DBMS 产品。

●

不同的硬件和不同的 DBMS 产品。

如果硬件不同，但 DBMS 产品是一样的，翻译起来会很简单，只要改变一些代码和
字长就可以了。如果 DBMS 产品不一样，翻译起来就会复杂一些，包括将一种数据模型
中的数据结构映射为另一种数据模型中对等的数据结构。例如，把关系数据模型中的关系
（relation）映射为网状数据模型中的记录（record）和络（set）。还需要翻译所用的查询语言
（例如，将关系模型中的 SQL SELECT 语句翻译为网状模型中的 FIND 和 GET 语句）。如果
硬件和 DBMS 产品都不同，这两种翻译就都是必需的，处理过程也就更加复杂。
若要求公共概念模式还将带来额外的复杂性，公共概念模式由各个本地的概念模式集
成。在第 17 章讨论逻辑数据库设计方法学的步骤 2.6 中曾经讲过，由于语义的异构性而使
数据模型的集成变得非常困难。例如，两种模式中的同名属性很可能是毫不相关的两个事
物。同样，名字不同的两个属性也可能是指同一事物。如何检测和解决语义的异构性不在本
书的讨论范围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Garcia-Solaco 等人（1996）的论文。
作为异构 DDBMS 的一部分，某些关系型系统通常采用网关（gateway）来将其他不同
种类的 DBMS 的语言和模型转换为关系型的语言和模型。但网关有一些严重的缺陷。首先，
它可能不支持事务管理，哪怕只是在两个系统之间。换句话说，两个系统之间的网关只是一
个查询翻译器。例如，当一个事务涉及更新这两个数据库时，系统可能就难以协同事务的并
发控制和恢复。其次，使用网关方法只解决了将一种语言中的查询语句翻译成为另一种语言
中对等语句的问题。因而它通常不能解决不同模式之间结构和表示的差异同构化的问题。
开放数据库访问和互操作
开放组（Open Group）成立了一个规范工作组（SWG）专门负责起草开放数据库访问和
互操作白皮书。该工作组的目标就是提供规范，或确保已有及正在制定的规范所创建的数据
库基础环境包括以下方面：
●

强大、通用的 SQL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使得在客户端开发应用时无须知道正
在访问的 DBMS 的提供商。

●

通用的数据库协议，使得不同厂家生产的 DBMS 可直接通信，而不需要网关。

●

通用的网络协议，使得不同的 DBMS 可以通信。

最高的目标就是不借助网关事务能跨越多个数据库，而这些数据库可能由不同厂商提供
的 DBMS 管理。该工作组在制定分布式关系数据库体系结构（DRDA）的第三版时，演变为
数据库互操作联盟（DBIOP），我们将在 24.5.2 节简要讨论 DRDA。
多数据库系统
在结束本节的讨论之前，先简要地讨论一种名叫多数据库系统的特殊分布式 DBMS。
多数据库系统（MDBS）| 系统中每个结点都保持完全自治的分布式 DBMS。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 MDBS，因为它能在本地 DBMS 完全控制自己操作的
前提下将多个独立的 DDBMS 在逻辑上集成起来。保持完全自治的一个结果就是不能对本地
DBMS 进行任何软件修改。因此，MDBS 需要在本地系统的顶层再建立一个软件层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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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功能。
MDBS 允许用户访问和共享数据，而不要求完整的数据库模式集成。然而，它还允许
用 户 自 己 管 理 数 据 库， 而 不 是 集 中 控 制， 就 像 是 一 个 真 正 的 DDBMS 一 样。 本 地 DBMS
的 DBA 可以通过指定一种输出模式来授权对其数据库指定部分的访问，这种输出模式定
义了非本地用户可以访问的数据库内容。MDBS 可以分为非联邦 MDBS（没有本地用户的
MDBS）和联邦 MDBS。联邦系统是分布式 DBMS 和集中式 DBMS 的交叉：它对于全局用
户来讲是分布式的，而对于本地用户来讲又是集中式的。图 24-4 说明了 DBMS 的一种不
完全的分类方式（也见图 26-20）。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Sheth and Larson（1990）以及
Bukhres and Elmagarmid（1996）关于分布式 DBMS 的分类。
简单地说，MDBS 是一种居于现存的数据库和文件系统之上的透明 DBMS，它呈现给
用户的是单一的数据库。MDBS 仅维护供用户提出查询和更新请求用的全局模式，而所有用
户数据则由本地 DBMS 自己来维护。全局模式是集成本地数据库模式而建立起来的。MDBS
首先将全局查询和更新翻译成本地 DBMS 上的查询和更新，然后再将本地结果进行合并，
最后产生用户所需的全局结果。此外，MDBS 由处理全局事务的本地 DBMS 来协调该事务
的交付和撤销操作，以维护本地数据库中数据的一致性。MDBS 控制多个网关并通过这些网
关来管理本地数据库。我们将在 24.3.3 节讨论 MDBS 的体系结构。

图 24-4

24.2

DBMS 集成方案分类

网络概述

网络 | 能够进行信息交换且具有自主控制权的互连计算机集合。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复杂且变化非常快的领域，但其中的部分知识对于理解分布式系统非
常有帮助。几十年前，系统都是独立的，而现在计算机网络已经无处不在—从几台 PC 组
成的小型网络系统到全世界范围内互连的包含上千台机器甚至超过百万用户的大型网络系
统。为我们讨论方便起见，DDBMS 建在网络之上，但网络对用户不可见。
通信网络有多种分类方法，其中一种是根据计算机之间的距离长短来分类的（短的叫局
域网，长的叫广域网）。局域网（LAN）主要用来连接距离相对短的多台机器，例如，一栋
办公楼内、一所学院或学校内、一个家庭内部等。有时一栋建筑内有几个 LAN，有时一个
LAN 又覆盖几栋建筑。LAN 通常由一个组织机构或个人所有、控制和管理。LAN 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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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连技术主要是以太网和 Wi-Fi。广域网（WAN）用来连接距离很远的多个 LAN 或计算机。
最大的 WAN 就是 Internet。不像 LAN，WAN 一般不由单个组织所有，而是在集体所有、分
布管理下运行。WAN 采用 ATM、帧中继、SONET/SDH 和 X.25 等技术互连。WAN 的一个
特例是城域网（MAN），它主要覆盖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
由于距离的原因，WAN 的通信链路比 LAN 更慢、可靠性更低。通常情况下，WAN 的
数据传输速率范围从 33.6 Kb/s（通过调制解调器拨号方式）到 45 Mb/s（T3 非交换专线），或
T4 下的 274 Mb/s。SONET 从 50 Mb/s（OC-1）到大约 40 Gb/s（OC-768）。LAN 的传输速
率更快一些，从 10 Mb/s（共享以太网）到 2500 Mb/s（ATM），并且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显然，
使用 LAN 进行通信的 DDBMS 在响应时间上比用 WAN 进行通信的 DDBMS 要快得多。
如果考察路径的选择方法，即路由，可以将网络分为点对点式或广播式。点对点式网络
中，如果一个结点想把消息发送给所有结点，需要重复发送多次。而在广播式网络中，所
有的结点都能收到在网上发布的所有信息，但每条信息都有一个前缀用来指明目标结点，
其他结点便将该消息忽略。WAN 通常是基于点对点网络的，而 LAN 通常使用广播式网络。
表 24-2 列出了 WAN 和 LAN 的典型特征。
表 24-2

WAN 和 LAN 的特征

WAN

LAN

距离达到数百万米

距离为数千米（WLAN 即无线 LAN 在数十米量级）

连接自主控制的计算机

连接在分布式应用中协作的计算机

由独立的组织管理网络（使用电话或卫星连接）

由用户管理网络（使用私有的线缆）

数据传输速率范围从 33.6 Kb/s（调制解调器拨号
方式）到 45 Mb/s（T3 环路）

数据传输速率达到 2500 Mb/s（ATM）。快速以太网
传 输 速 率 为 100Mb/s。WLAN 通 常 为 1～108Mb/s， 而
802.11n 标准可达 600 Mb/s

协议复杂

协议简单

使用点对点路由

使用广播路由

使用不规则的拓扑结构
错误率约为 1:10

5

使用总线或环形拓扑
错误率约为 1:109

国际标准化组织已经制定了用于管理系统之间通信的协议（ISO，1981）。该协议对网
络进行了分层，每一层为其上一层提供特定服务，隐藏实现细节。ISO 开放系统互连模型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Model，OSI 模型）包含七个独立的层。各层分别负责通过
网络传输原始比特流，管理连接并保障链路中没有差错，路由并进行拥塞控制，管理机器间
的会话以及解决不同机器的格式以及数据表示之间的差异。该协议的具体描述对于本章以及
下一章并不是必需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Halsall（1995）和 Tanenbaum（1996）。
国际电话与电报顾问委员会（CCITT）推出了 X.25 标准，该标准符合 OSI 模型的下三
层结构。大部分 DDBMS 都是在 X.25 标准之上开发的。不过，关于上几层的新标准正在制
定之中，例如，远程数据库访问（RDA）
（ISO 9579）或分布式事务处理（DTP）
（ISO 10026），
它们可能会为 DDBMS 提供更多、更有用的服务。我们将在 25.5 节中研究 X/Open DTP 标
准。作为背景知识，在此简要介绍一下主要的网络协议。
网络协议
网络协议 | 关于计算机之间如何发送、翻译以及处理信息的一组规则。

12

第六部分 分布式 DBMS 与复制

本节将简要地对主要的网络协议进行描述。
TCP/IP（传输控制协议 / 网际协议） 这是 Internet 即世界范围内计算机网络互联的标
准通信协议。TCP 负责验证从客户端到服务器端发送数据的正确性。IP 基于一个 4 字节的
目标地址（即 IP 地址）来提供路由机制。IP 地址的首端指示的是地址的网络部分，尾端指
示的是主机部分。IP 地址中网络地址和主机地址的分界线是不固定的。TCP/IP 是一种可路
由协议，意思是说发送的信息中不但包含目标结点的地址，而且还包括目标网络的地址。
这使得 TCP/IP 的信息可以传送给一个组织机构或世界各地的多个网络，因此该协议用于
Internet。
SPX/IPX（顺序包交换 / 互连网包交换） Novell 为它的 NetWare 操作系统创建了 SPX/
IPX 协议。和 TCP 类似，它使用 SPX 协议作为信息发送机制来保证信息的完整性。IPX 协
议处理路由的方式和 IP 协议类似。和 IP 协议不同的是，IPX 使用 80 位的地址空间，其中
32 位用来指示网络部分，48 位指示主机部分（这比 IP 的 32 位地址空间大得多）。与 IP 不
同的是，IPX 协议不进行包分割。然而，IPX 协议的优势之一是自动主机寻址。用户可以
在网络中随意移动 PC，并且简单地插接就可以恢复工作。这对于移动用户尤其重要。直到
NetWare 5 之前都是使用 SPX/IPX 作为默认协议，但为了反映 Internet 的重要性，NetWare 5
采用了 TCP/IP 作为默认协议。
NetBIOS（网络基本输入 / 输出系统） NetBIOS 作为一种 PC 应用通信标准是由 IBM
和 Sytek 于 1984 年开发出来的。NetBIOS 和 NetBEUI（NetBIOS 扩展用户协议）原本被认
为是同一个协议。后来，由于 NetBIOS 可以和其他可路由协议一起使用，就把 NetBIOS 分
离 出 来， 现 在 NetBIOS 会 话 可 以 在 NetBIOS 协 议、TCP/IP 和 SPX/IPX 协 议 上 进 行 传 输。
NetBEUI 是一种小型、快速、高效的协议。但它不可路由，所以一种典型的配置方法就是在
LAN 内部使用 NetBEUI 协议进行通信，而在 LAN 外部使用 TCP/IP 进行通信。
APPC（高级程序到程序的通信） 由 IBM 推出的一种高级通信协议，可以允许程序通
过网络相互作用。它提供一个跨 IBM 所有平台的通用编程接口来支持客户 - 服务器和分布
式计算。它提供若干命令用于管理会话、收发数据和采用两段式提交（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的事务管理。APPC 软件在所有 IBM 操作系统和许多非 IBM 操作系统中部分可用或可选择
使用。因为 APPC 只支持 IBM 系统网络结构，而这种网络结构又是用 LU 6.2 建立会话的，
所以有时 APPC 和 LU 6.2 被认为是同义词。
DECnet

DECnet 是 Digital 公司的可路由通信协议，它支持以太网样式的 LAN 和基

带，以及专用或公用的宽带 WAN。它能将 PDP、VAX、PC、Mac 和工作站互连。
AppleTalk

这是由 Apple 公司于 1985 年推出的 LAN 可路由协议，它支持 Apple 公司

专有的 LocalTalk 访问方式，也支持以太网和令牌环网。所有的 Macintosh 和 LaserWriter 都
内建了 AppleTalk 网络管理器和 LocalTalk 访问方式。后来 Apple 已用 TCP/IP 取而代之。
WAP（无线应用协议） 这是一种为蜂窝电话、寻呼机和其他手持设备提供的标准，使
这些手持设备能安全访问 E-mail 和基于文本的网页。WAP 由 Phone.com（以前的 Unwired
Planet）、Ericsson、Motorola 和 Nokia 等公司于 1997 年提出，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无线应用
环境，包括与 TCP/IP 相应的无线协议和诸如呼叫控制和电话本访问的电话集成框架。
通信时间
发送一条信息花费的时间取决于信息的长度和所使用的网络类型。可以用以下公式来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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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时间＝C0＋（信息位数 / 传输速率）
其中，C0 是固定的用来初始化信息的时间耗费，称为访问延时。例如，假设访问延时为 1s，
传输速率为 10 000b/s，发送 100 000 个记录，每个记录 100 位，那么所花费的时间就是：
通信时间＝1＋（100 000×100/10 000）＝1001s
如果希望一次只传送一个记录，那么传送 100 000 个记录所花费的时间就是：
通信时间＝100 000×[1＋（100/10 000）]＝100 000×[1.01]＝101 000s
显然，由于访问延时，分离地传送 100 000 个记录所需的时间长得多。因此，DDBMS
的目标就是既要减小发送数据的容量，又要减少发送次数。这个问题将在 24.5.3 节中讨论分
布式查询优化时再详细说明。

24.3

DDBMS 的功能和体系结构

在第 2 章中介绍了集中式 DBMS 的功能、体系结构和组成。本节将考虑分布是如何影
响期望的功能和体系结构的。

24.3.1

DDBMS 的功能

我们期望 DDBMS 至少应该具有在第 2 章中已讨论的集中式 DBMS 的所有功能。另外，
还希望增加以下功能：
●

扩展通信服务以提供对远程结点的访问，并允许通过网络在各结点间传送查询和
数据。

●

扩展系统目录以存储数据分布的细节。

●

分布式查询处理，包括查询优化和远程数据访问。

●

扩展安全控制机制，以维护适合于分布式数据的授权 / 访问权限。

●

扩展并发控制机制，以维护分布式数据和复制的数据的一致性。

●

扩展恢复机制，以防出现由于个别结点的故障或通信链路故障使整个系统崩溃的
情况。

在第 25 章中将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24.3.2

DDBMS 的参考体系结构

在 2.1 节中介绍的 ANSI-SPARC 的 DBMS 三级体系结构为集中式 DBMS 提供了参考体
系结构。由于分布式 DBMS 的多样性，很难给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统一的分布式 DBMS 体
系结构。然而，给出一个考虑了数据分布的可能的参考体系结构仍然有用。图 24-5 所示的
参考体系结构由下列模式组成：
●

一组全局外部模式。

●

一个全局概念模式。

●

一个分段模式和一个分配模式。

●

每个本地 DBMS 上符合 ANSI-SPARC 三级结构的一组模式。

该图的边代表不同模式之间的映射。根据所支持的透明性级别的不同，该结构中某些层
次可能不复存在。
全局概念模式
全局概念模式是整个数据库的逻辑描述，就好像它没被分布一样。这个级别对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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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SPARC 体系结构的概念级，包含了对于实体、联系、约束、安全以及完整性信息的定
义。它提供分布式环境中的物理数据独立性。而全局外部模式提供逻辑数据独立性。

图 24-5

DDBMS 的参考体系结构

分段模式和分配模式
分段模式描述数据如何进行逻辑划分。分配模式考虑在复制情况下数据存放的位置。
本地模式
每一个本地 DBMS 都有自己的一些模式。本地概念模式和本地内部模式分别对应于
ANSI-SPARC 体系结构的相应级别。本地映射模式将分配模式中的段映射为本地数据库的外
部对象。这独立于 DBMS，也是支持异构 DBMS 的基础。

24.3.3

联邦 MDBS 的参考体系结构

在 24.1.3 节中简要地讨论了联邦多数据库系统（FMDBS）。联邦系统在所提供的本地自
治性级别上和 DDBMS 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在参考体系结构上也有所反映。图 24-6 给出了
紧耦合 FMDBS 的一种参考体系结构，就是说，它具有一个全局概念模式（GCS）。DDBMS
中，GCS 是所有本地概念模式的联合。而在 FMDBS 中，GCS 是本地概念模式的一个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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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每个本地系统同意共享出来的数据。紧耦合系统的 GCS 或者是部分本地概念模式的集
成，或者是本地外部模式的集成。

图 24-6

紧耦合 FMDBS 的参考体系结构

有人认为 FMDBS 不应该具有 GCS（Litwin，1988），这种系统被称为松散耦合的。这
种情况下，外部模式由一个或多个本地概念模式组成。可以参考 Litwin（1988）、Sheth 和
Larson（1990），了解更多关于 MDBS 的信息。

24.3.4

DDBMS 的组成结构

不考虑上面给出的参考体系结构，也可以假定 DDBMS 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

本地 DBMS（LDBMS）组件。

●

数据通信（DC）组件。

●

全局系统目录（GSC）。

●

分布式 DBMS（DDBMS）组件。

图 24-7 说明了一个基于图 24-1 的 DDBMS 的组成结构。为了清楚起见，图中去掉了结
点 2 和 4，因为它们的结构和结点 1 完全相同。
本地 DBMS 组件
本地 DBMS 是标准的 DBMS，负责控制每个拥有数据库的结点上的本地数据。它具
有自己的本地系统目录，用来存储该结点中所存数据的信息。在同构系统中，每一个结点
的本地 DBMS 组件是相同的。在异构系统中，至少有两个结点使用不同的 DBMS 产品或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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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

DDBMS 的组件

数据通信组件
数据通信组件是使所有结点都能互相通信的软件。数据通信组件包含结点和链路信息。
全局系统目录
GSC 和集中式系统的系统目录具有相同的功能。GSC 包含能够表明系统分布式本质的
信息，如分段、复制和分配方案。它本身就可以看作一个分布式数据库，因为它就和其他关
系一样，可以分段、分布、完全复制或集中，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完全复制的 GSC 对结
点自治性的影响是，对于 GSC 的任何修改都必须通知到分布式系统中的所有结点。集中式
的 GSC 也会影响结点的自治性，并且它对中心结点的故障更为敏感。
分布式系统 R* 采取的方法克服了这些问题（Williams 等人，1982）。R* 的每一个结点
中都有一个本地目录，包含了与存在该结点中的数据相关的元数据。对于在某个结点上创建
的关系（该结点被称为该关系的出生结点），该结点的本地目录负责记录该关系的每个分段
的定义、每个分段的每一个副本的定义，以及每个分段或副本所在的位置。一旦分段或副本
转移到了其他位置，其对应关系的出生结点上的本地目录就进行相应修改。这样，要定位一
个关系的某个分段或副本，就必须访问该关系的出生结点。全局关系的出生结点在每一个本
地 GSC 中都有记录。在 24.5.1 节中介绍命名透明性时再来讨论对象命名。
分布式 DBMS 组件
分布式 DBMS 组件是整个系统的控制单元。上一节中简要地列出了该组件的功能，在
24.5 节和第 25 章中将集中讨论这些功能。

24.4

分布式关系数据库设计

在第 16 章和第 17 章给出了集中式关系数据库的概念设计和逻辑设计的方法学。本节将
研究在设计分布式关系数据库时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具体来说将研究以下内容：
●

分段。关系可以分若干子关系（称为段），然后分布到各个结点。分段有两种主要类
型：水平分段和垂直分段。水平分段是元组的子集，垂直分段是属性的子集。

●

分配。将每个分段都“最佳”地分布存储到结点中。

●

复制。DDBMS 可能在不同结点中维护一个分段的多个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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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定义以及分配方式必须基于数据库如何使用。这主要涉及事务的分析。通常情况
下，对所有的事务都进行分析是不可能的，所以只集中分析最重要的一些事务。正如在 18.2
节提到过的，用户最常用的 20% 的查询占据了数据访问总量的 80%。这个 80/20 规则就是
进行分析的基本方针（Wiederhold，1983）。
设计必须同时考虑定量和定性的信息。定量信息用于分配，定性信息用于分段。
定量信息包括：
●

事务运行的频率。

●

运行事务的结点。

●

事务性能指标。

定性信息可能包括已经执行的事务的信息，如：
●

访问过的关系、属性和元组。

●

访问的类型（读或写）。

●

读操作的谓词。

段的定义与分配主要是为了达到以下目标：
●

引用本地性。数据应该尽可能地存放在离使用者最近的位置。如果有多个结点都要
使用同一个段，在这些结点上各保存一份该段的副本将更加有利。

●

改进可靠性和可用性。通过复制可以提高可靠性和可用性。如果一个结点发生故障，
其他结点上还会保存着该结点分段的副本。

●

可接受的性能。不好的分配会引起性能瓶颈，即一个结点可能被其他结点的请求阻
塞，可能会导致性能的降低。另外，不好的分配会使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

平衡的存储容量和成本。必须考虑每个结点的可用性和存储成本，尽量使用廉价的
存储器。但必须与引用本地性进行权衡。

●

最小化通信成本。必须考虑远程访问的成本。当引用本地性最大时或当每个结点都
有数据副本时，检索的成本最小。但是，当复制的数据有更新了，每一个拥有该数
据副本的结点都必须进行相应的更新，这样又会增大通信的成本。

24.4.1

数据分配

数据分配有四种可选策略：集中、分段、完全复制和有选择复制。下面将对这些策略进
行比较。
集中策略
这种策略下，只有唯一一个数据库和 DBMS，并且存储在同一个结点上，而用户分布于
整个网络之上（前面曾把这种策略称为分布式处理）。
除了中心结点以外，所有结点的引用本地性都降到了最低，因为它们必须通过网络来完
成所有的数据访问。这也意味着很高的通信成本。同时，可靠性和可用性也很低，因为中心
结点的故障可能会使整个数据库系统瘫痪。
分段策略（或者称为划分策略）
这种策略将数据库划分为不相交的段，每个段分配给一个结点。如果数据项都位于最常
被使用的结点，引用本地性很高。因为没有复制，所以存储成本很低。同样可靠性和可用性
也很低，可能比集中式策略略好一点，因为当一个结点发生故障时，只会丢失故障结点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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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如果分布设计得好，性能应该不错并且通信成本很低。
完全复制策略
这种策略在每个结点都维护一个数据库的完整副本。所以，引用本地性、可靠性和可用
性以及性能都达到了极致。然而，它是存储成本和通信成本最昂贵的一种策略。有时会使用
快照来解决这些问题。快照是一个给定时间的数据副本。定时更新副本，比如，每小时一次
或每周一次，而不是实时进行更新。有时也用快照来实现分布式数据库的视图，从而减少在
视图上完成数据库操作所需的时间。26.3 节将讨论快照。
有选择复制策略
这种策略是分段策略、复制策略和集中策略的组合。一部分数据项被分段以获得高的引
用本地性，另外一部分在多个结点上经常使用，就采用复制策略。最后，还有一部分数据项
采用集中策略。本策略的目的是集其他所有方法的优点而避免其他方法的缺陷。由于具有很
强的适应性，这种策略被广泛使用。表 24-3 总结了所有可供选择的策略。感兴趣的读者如
果想进一步了解分配技术细节，可以参考 Ozsu and Valduriez（1999）和 Teorey（1994）。
表 24-3
引用本地性
集中策略

最低
a

分段策略

高

完全复制策略

最高

有选择复制策略

高

a

数据分配策略的比较

可靠性和可用性
最低

性能
不满意
a

考虑项时低，考虑系统时高

满意

最高

读时最好

考虑项时低，考虑系统时高

满意

a

存储成本

通信成本

最低

最高

最低

低a

最高

更新时高，读时低

平均

低a

a：依赖于好的设计。

24.4.2

分段

分段的原因
在具体讨论分段之前，首先列出对关系进行分段的四个理由：
●

用途。通常来讲，应用使用视图而不使用整体关系。所以，分布数据时，似乎更加
适宜使用关系的子集作为一个分布的单元。

●

效率。数据存储在最常被使用的位置。另外，不应存储本地应用不使用的数据。

●

并行性。使用段作为分布单元，事务的操作就可以被分成对于不同段的几个子查询
操作。这将会提高系统的并发性，或称并行性，从而允许事务安全地并行执行。

●

安全性。因为不存储与本地应用无关的数据，所以这些数据不会被未经授权的用户
获得。

以前曾提及过，分段有两个主要的缺点：
●

性能。需要从多个结点上获得分段数据的全局应用性能可能会下降。

●

完整性。如果数据和函数相关性被分段并且分配到多个不同结点上，就会使完整性
控制更加困难。

分段的正确性
分段不能随意地进行，在分段时必须遵守以下三条规则：
（1）完整性。如果一个关系实例 R 被分解为 R1, R2, …, Rn，那么 R 中的每一个数据项必

第 24 章 DDBMS——概念与设计

19

须至少在其中一个分段中出现。这条规则对于在分段中保护数据不丢失是很必要的。
（2）重组。必须定义一种关系操作，可以将分段重组为关系 R。这条规则确保功能相关
性被保留。
（3）不相交。如果数据项 di 出现在分段 Ri 中，它就不能再在其他分段中出现。垂直分
段是该规则的一个例外，它的主关键字属性必须重复出现以便于重组。这条规则确保了最小
的数据冗余性。
对于水平分段，数据项指一个元组。而对于垂直分段，数据项则指一个属性。
分段的类型
有两种主要的分段类型：水平分段和垂直分段。水平分段是元组的子集，而垂直分段是
属性的子集，如图 24-8 所示。另外，还有两种分段类型：混合分段（如图 24-9 所示）和导
出分段。导出分段是水平分段的一种类型。下面使用图 4.3 所示的 DreamHome 数据库实例
给出几种不同分段类型的例子。

图 24-8

两种主要的分段类型

图 24-9

混合分段

水平分段
水平分段 | 由关系元组的一个子集构成。
水平分段将重要的事务共同使用的关系元组集合在一起。通常指定一个谓词来产生水
平分段，该谓词给出关系元组的一个限制。一般使用关系代数中的选择操作来定义（参见
5.1.1 节）。选择操作找出具有相同性质的一组元组，比如，被同一应用使用的所有元组或在
同一结点上的所有元组。给定一个关系 R，水平分段定义如下：
σp(R)
其中 p 是基于一个或多个关系属性的谓词。

例 24.2
水平分段
假设只有两种房产类型 —Flat 和 House，那么基于房产类型对 PropertyForRent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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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段如下：
P1：σtype=‘ House ’(PropertyForRent)
P2：σtype=‘ Flat ’(PropertyForRent)
这里产生了两个段（P1 和 P2），一个由 type 属性值为 House 的所有元组组成，另一个由
type 属性值为 Flat 的所有元组组成，如图 24-10 所示。这种特殊的分段策略对于分别处理
House 和 Flat 的应用比较有利。该分段方案满足正确性规则：
●

完整性。每个元组只在 P1 中出现或只在 P2 中出现。

●

重组。关系 PropertyForRent 可以由所有段使用“并”操作来重组：
P1∪P2＝PropertyForRent

●

不相交。这些分段是不相交的，因为没有一种房产类型既是 House 又是 Flat。

图 24-10

基于房产类型对 PropertyForRent 进行水平分段

有时，水平分段策略的选择是很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就有必要仔细分析
应用。分析包括对应用中事务和查询所使用的谓词（或搜索条件）的考察。谓词可能是简单
的，涉及单个属性；也可能是复杂的，涉及多个属性。每个属性的谓词可以是单值的也可以
是多值的。在下面的例子中，值可以是离散的也可以是一个值范围。
分 段 策 略 就 是 要 找 到 的 一 个 最 小（完 整 且 相 关 的） 谓 词 集（Ceri 等 人，1982）， 它 将
作为分段方案基础。称一个谓词集是完整的当且仅当任一事务访问同一分段内的任意两个
元组概率都相同。称谓词集是相关的仅当至少存在一个事务用不同的方式访问这些段。例
如， 假 设 唯 一 的 查 询 需 求 就 是 基 于 房 产 类 型 从 PropertyForRent 中 选 择 元 组， 那 么 集 合
{type=‘ House ’，type=‘ Flat ’} 是完整的，而 {type=‘ House ’} 是不完整的。另一方面，
对于同样的需求，谓词（city=‘ Aberdeen ’）是不相关的。
垂直分段
垂直分段 | 由关系属性的一个子集构成。
垂直分段将重要事务同时使用的若干个关系属性分成组。垂直分段是使用关系代数中的
投影操作来定义的（参见 5.1.1 节）。给定一个关系 R，垂直分段定义如下：
Πa1，…，an(R)
其中 a1，…，an 是关系 R 的属性。

24.3
垂直分段
DreamHome 的发工资应用需要每个员工的 staffNo 和 position、sex、DOB、salary 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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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事部门需要 staffNo、fName、lName 和 branchNo 等属性，那么可对 Staff 垂直分段如下：
S1：ΠstaffNo, position, sex, DOB, salary(Staff)
S2：ΠstaffNo, fName, lName, branchNo(Staff)
其 中 产 生 了 两 个 段（S 1 和 S 2）， 如 图 24-11 所 示。 注 意 每 个 段 里 都 包 含 主 关 键 字
staffNo，使得原关系可以被重组出来。垂直分段的优点在于段可以只存储在需要它们的那
些结点上。另外，因为段比原关系体积小，所以性能会有所提高。该分段方案满足正确性
规则：
●

完整性。每个 Staff 关系的属性只出现在 S1 中或只出现在 S2 中。

●

重组。Staff 关系可以通过所有段的自然连接重组：
S1

●

S2＝Staff

不相交。除主关键字外，所有段都不相交，主关键字的冗余对于重组是必要的。

图 24-11

Staff 的垂直分段

垂直分段是由一个属性与其他属性间的亲和度（affinity）决定的。确定亲和度的一种
做法是建立矩阵显示涉及每对属性的访问次数。例如，一个事务访问关系 R(a1, a2, a3, a4) 的
a1、a2 和 a4 属性，那么用矩阵表示如下：
a1
a1
a2
a3

a2

a3

a4

1

0

1

0

1
0

a4

矩阵是三角形，对角线以下的部分不用填写，因为它是右上三角的镜像。矩阵中的元素
1 代表访问涉及相应的属性对，它最后将变为代表事务频率的数字。每个事务都会产生一个
矩阵，并且还会产生一个总的矩阵来显示每对属性的总访问次数。具有高亲和度的属性对显
然应当出现在同一个垂直分段中，低亲和度的属性对就有可能被分开。显然，考虑一个个属
性以及所有主要的事务是一个非常冗长的计算过程。因此，如果已知某些属性是相关的，最
好成组处理这些属性。
这种方法就称为拆分，是由 Navathe 等人（1984）首先提出来的。它能产生一个不重叠
的分段集合，而且符合前面定义的不相交原则。实际上，不重叠的特性只适用于非主关键字
的属性。主关键字会出现在每个分段中，所以可以在分析中略去。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这种方
法，可以参考 Ozsu and Valduriez（1999）。
混合分段

对于某些应用，对数据库模式单纯使用水平分段和垂直分段不能满足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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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需要，所以需要使用混合分段。
混合分段 | 由包含垂直分段的水平分段构成，或由包含水平分段的垂直分段构成。
混合分段是使用关系代数中的选择和投影操作来定义的。给定一个关系 R，混合分段定
义如下：
σp(Πa1，…，an(R))
或
Πa1，…，an(σp(R))

其中 p 是基于 R 的一个或多个属性的谓词，a1, …, an 是 R 的属性。

例 24.4
混合分段
在例 24.3 中，分别针对发工资应用和人事部门对 Staff 进行了垂直分段：
S1：ΠstaffNo, position, sex, DOB, salary(Staff)
S2：ΠstaffNo, fName, lName, branchNo(Staff)
现在可以依据分公司编号再对 S2 分段进行水平分段（为简单起见，假设只有 3 个分公司）
：
S21：σbranchNo=‘ B003’(S2)
S22：σbranchNo=‘ B005’(S2)
S23：σbranchNo=‘ B007’(S2)
这里产生了三个分段（S21、S22 和 S23），其中一个是包含分公司编号为 B003 的所有元
组（S21），一个是包含分公司编号为 B005 的所有元组（S22），还有一个是包含分公司编号为
B007 的所有元组（S23），如图 24-12 所示。该分段方案满足正确性规则：
● 完整性。每个 Staff 关系的属性只出现在 S 1 或 S 2 中，每个（或部分）元组都在 S 1 以
及 S21、S22、S23 中的某一个中出现。
● 重组。Staff 关系可以对所有的分段使用“并”操作和自然连接操作来重组：
S1 (S21∪S22∪S23)＝Staff
● 不相交。分段是不相交的，因为没有员工可以在多个分公司任职。除主关键字外，
S1 和 S2 也是不相交的。

图 24-12

Staff 的混合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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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应用可能包含两个或多个关系的连接。如果这些关系存放在不同位

置，处理连接的开销就会很大。这样，或许将这些关系或关系的分段放在一起会更适合。这
可以通过导出水平分段实现。
导出分段 | 基于父关系水平分段的水平分段。
把包含外部关键字的关系称为子关系，而把包含对应主关键字的关系称为父关系。导出
分段是使用关系代数中的半连接操作来定义的。给定一个子关系 R 和一个父关系 S，关系 R
的导出分段定义如下：
Ri＝R

f

Si

1≤i≤w

其中 w 是关系 S 上定义的水平分段数，f 是连接属性。

例 24.5
导出水平分段
可能存在一个应用需要将关系 Staff 和关系 PropertyForRent 连接起来。例如，假定关系
Staff 已根据分公司编号水平分段，因此与分公司相关的数据在本地存储：
S3: σbranchNo=‘ B003’(Staff)
S4: σbranchNo=‘ B005’(Staff)
S5: σbranchNo=‘ B007’(Staff)
同时假设房产 PG4 当前是由 SG14 管理的。使用相同的分段策略来存储房产数据显然
是有用的。这可通过使用导出分段使关系 PropertyForRent 也根据分公司编号进行水平分段，
如下所示：
Pi＝PropertyForRent staffNo Si
3≤i≤5
这里产生了三个分段（P3、P4 和 P5），其中一个包含由编号为 B003 的分公司中的员工
管理的房产（P3），一个包含由编号为 B005 的分公司中的员工管理的房产（P4），还有一个
包含由编号为 B007 的分公司中的员工管理的房产（P5），如图 24-13 所示。显然，很容易证
明该分段方案也是满足正确性规则的。这留给读者作为练习。

图 24-13

基于 Staff 的 PropertyForRent 的导出分段

如果一个关系包含多个外部关键字，就必须选择其中一个被引用关系作为其父关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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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选择可以基于最常使用的分段或者基于连接特性更好的分段，也就是说，考虑连接是否涉
及更小的分段或者连接是否能更高程度地并行执行等。
不分段
最后一种策略是不分段。例如，关系 Branch 只包含少量的元组并且不经常更新，与其
将它水平分段，比如按分公司编号分段，还不如保留完整的 Branch 关系并直接将其复制到
每个结点显得更加明智。
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方法学总结
下面对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方法学进行总结。
（1）使用第 16、17 章介绍的方法学为全局关系产生一个设计方案。
（2）考察系统的拓扑结构。例如，考虑 DreamHome 是在每个分公司都设一个数据库，
还是在每个城市设一个，还是仅仅在地区级设数据库。第一种情况下，对关系的分段最好基
于分公司编号，而在后两种情况下，更适宜根据城市或地区对关系进行分段。
（3）分析系统中最重要的事务，并决定在哪里进行水平分段或垂直分段。
（4）确定哪些关系不用分段，直接将这些关系复制到每个结点。从全局 ER 图上删去不
用分段的关系以及这些事务涉及的任何联系。
（5）考察一对多联系中代表一方实体的关系，并考虑系统的拓扑结构，对这些关系给出
一个适合的分段方案。而对于代表多方实体的关系可能更适合于导出分段。
（6）在上一步中，考察哪些情况下适宜使用垂直分段或混合分段（即考虑那些需要访问
关系属性子集的事务的情况）。

24.5

DDBMS 的透明性

在 24.1.1 节中给出的 DDBMS 定义说明了系统必须使分布对用户透明。透明性对用户
隐藏了实现细节。例如，集中式 DBMS 中，数据独立性就是一种透明性，它对用户隐藏了
定义的变化和数据的组织形式。DDBMS 能提供多级透明性。当然，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一个
总的目标：让用户在使用分布式数据库时就像在使用集中式数据库一样。可以确定 DDBMS
的四种主要透明性类型：
●

分布透明性。

●

事务透明性。

●

性能透明性。

●

DBMS 透明性。

在讨论各种透明性类型之前，应当注意到完全透明并不是普遍被接受的目标。例如，
Gray（1989）认为完全透明使分布式数据的管理非常困难，对地理上分布的数据库，采用透
明的访问方式编写的应用可管理性差、模块化程度低、消息性能差。注意，我们讨论的透明
性并不一定是每个系统都能满足的。

24.5.1

分布透明性

分布透明性使用户感觉到数据库是一个单独的逻辑整体。如果 DDBMS 提供了分布透明
性，用户就不需要知道数据如何分段（分段透明性）以及数据项的位置所在（位置透明性）。
如果用户必须知道数据分段以及数据项位置等信息，就把这种情况称为本地映射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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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现在依次讨论这些透明性。为了说明概念，使用例 24.4 给出的 Staff 关系的分布：
S1：ΠstaffNo, position, sex, DOB, salary(Staff)
S2：ΠstaffNo, fName, lName, branchNo(Staff)

位于结点 5
24.5

Transparencies in a DDBMS

S ：σ

(S )

S ：σ

位于结点
3
24.5 Transparencies
in a DD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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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abase may be physically reorganized without impacting on the application
复制透明性和位置透明性紧密相关，即用户察觉不到分段的复制。位置透明性暗含复制
programs
that access them.
Replication transparency
透明性。然而，一个系统可能没有位置透明性却有复制透明性。
Closely related to location transparency is replication transparency, which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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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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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ing transparency
fName,
lName
SELECT
This is the lowest
level
of distribution transparency. With local mapping transparlocal
mapping
transparency
FRO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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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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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y, the user needs to specify
both fragment names and the location of data items,
ThisWHERE
is the lowest
level
distribution
transparency.
With
local
mapping transparstaffNo
INof
(SELECT
staffNo
FROM S1 AT
SITE
5 WHERE
ency, the
user 5
needs
to specify
both fragment names and the location of data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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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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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any replication that may exist. Under local mapping
transparency the example query becomes:
fName, l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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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21 AT SITE 3
WHERE staffNo IN (SELECT staffNo FROM S1 AT SITE 5 WHERE
position 5 ‘Manager’) UNION
SELECT fName, lName
FROM S22 AT SITE 5
WHERE staffNo IN (SELECT staffNo FROM S1 AT SITE 5 WHERE
position 5 ‘Manager’) UNION
SELECT fName, lName
FROM S23 AT SITE 7
WHERE staffNo IN (SELECT staffNo FROM S1 AT SITE 5 WHERE
position 5‘Manager’);

For 为了说明的需要，在
the purposes of illustration,
have extended SQL with the
AT SITE
SQLwe
语句中扩展了一个关键字
ATkeyword
SITE，用来表达一个特定段的
to express where a particular fragment is located. Clearly, this is a more complex
位置所在。显然，和前两个例子相比，这样更复杂，输入查询条件更耗时。如果系统仅仅提
and time-consuming query for the user to enter than the first two. It is unlikely
that a system that provided only this level of transparency would be acceptable to
供这一级透明性，似乎不太可能被终端用户所接受。
end-users.

命名透明性

作为以上所有分布透明性的必然结果，可以得到命名透明性。和集中式数据库一样，分
Naming
transparency
布式数据库中每个数据项都只能有唯一一个名字。所以，DDBMS
必须保证任意两个结点都
As a corollary to the previous distribution transparencies, we have naming
transparency.
As
in
a
centralized
database,
each
item
in
a
distributed
database
must
不会创建同名的数据库对象。一种解决办法是创建集中的名字服务器，负责保证系统中所有
have a unique name. Therefore, the DDBMS must ensure that no two sites create
名字的唯一性。然而，这种方法会导致：
a database object with the same name. On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to create a
● 丧失一些本地自治性。
central
name server, which ha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uniqueness of all
names
in
the system. However, this approach results in:
● 如果这个中心结点成为瓶颈，系统性能就会出现问题。
• loss
some local autonomy;
● of
低可用性。如果这个中心结点发生故障，其他结点就不能再创建新的数据库对象。
• performance problems, if the central site becomes a bottleneck;

另一种解决办法是用创建新对象的结点的标识符作为该对象的前缀。例如，由结点 S1

• low availability; if the central site fails, the remaining sites cannot create any new

创建的关系
Branch 就可以命名为 S1.Branch。类似地，还必须标识每一个段和副本。这样，
database objects.
由结点 S1 创建的 Branch 关系的段 3 的副本 2 就可以命名为 S1.Branch.F3.C2。可这又会导致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is to prefix an object with the identifier of the site that cre-

分布透明性的丧失。
ated it. For example, the relation Branch created at site S1 might be named S1.Branch.

Similarly,
we need to be able to identify each fragment and each of its copies. Thus,
解决此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就是为每个数据库对象取别名（有时候称为同义词）
。这样，
copy 2 of fragment 3 of the Branch relation created at site S1 might be referred to as
S1 的用户可能只知道
结点
S1.Branch.F3.C2 为 LocalBranch。而 DDBMS 负责将别名映射到
S1.Branch.F3.C2
. However, this results in loss of distribution transparency.
适当的数据库对象上。
An approach that resolves the problems with both these solutions uses aliases
(sometimes
calledR*
synonyms)
for each database object. Thus, S1.Branch.F3.C2 might
分布式系统
区分对象的打印名和系统扩展名。打印名是用户通常提及该对象时使用
be known as LocalBranch by the user at site S1. The DDBMS has the task of mapping
的名称。系统扩展名是对象唯一的全局内部标识符，并且永远不改变。系统扩展名由四个部
an alias to the appropriate database object.
The distributed system R* distinguishes between an object’s printname and its
分组成：
systemwide
name.ID。创建该对象的用户的唯一结点标识符。
The printname is the name that the users normally use to refer
● 创建者
to the object. The systemwide name is a globally unique internal identifier for the
● 创建者所在结点 ID。创建该对象的结点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object that
is guaranteed never to change. The systemwide name is made up of four
● 本地名字。无限制的对象名称。
components:
●

出生结点 ID。对象最初存储的结点的全局唯一标识符（在 24.3.4 节中讨论全局系统
目录时曾经提过）。

例如，系统扩展名：

NN3067_06_SE_C24.indd 770

Manager@London.LocalBranch@Glasgow

09/11/13 4:52 PM

代表一个对象，该对象的本地名字是 LocalBranch，由 London 结点上的 Manager 用户创建
并最初存储在 Glasgow 结点上。

24.5.2

事务透明性

DDBMS 环境中的事务透明性保证了每个分布式事务都能维护分布式数据库的完整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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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分布式事务访问存储于多个位置的数据。每个事务都会分成几个子事务，每一个子
事务对应于一个需要访问的结点。子事务用代理来表示，如下例所示。

例 24.6
分布式事务
考虑打印出所有员工名字的事务 T，使用前面定义的分段方案分为 S1、S2、S21、S22 和
S23。可以定义三个子事务 Ts3、Ts5 和 Ts7 分别来代表结点 3、结点 5 和结点 7 上的代理。每
个子事务都打印出该结点所有员工的名字。分布式事务如图 24-14 所示。注意系统内在的并
行机制，每个结点上的子事务都可以并发执行。

图 24-14

分布式事务

分布式事务的原子性仍然是事务概念的基础，另外 DDBMS 还必须保证每个子事务的原
子性（参见 22.1.1 节）。所以，DDBMS 不仅要保证子事务与同一结点上其他本地事务的同
步，还要保证子事务与同一或不同结点上全局事务的同步。分布式 DBMS 的事务透明性由
于分段、分配和复制方案而变得更加复杂。下面进一步考虑事务透明性的另外两个方面：并
发透明性和故障透明性。
并发透明性
如果所有并发事务（分布式或非分布式）独立执行的结果，与以任意一种串行顺序串行
执行它们的结果逻辑一致，那么就说 DDBMS 提供了并发透明性。这个基本原则与 22.2.2
节讨论集中式 DBMS 时相同。但是，DDBMS 还需保证全局事务和本地事务互不干扰，增
加了复杂性。类似地，DDBMS 也必须保证所有全局事务的子事务的一致性。
复制使并发问题更加复杂。如果数据项的一个副本被更新了，其他所有的副本最终都必
须被更新。一种简单的策略是将这种更新视为一个原子操作随初始事务一起传播。然而，由
于可能出现的结点故障或通信故障，更新操作时可能不能到达某个结点，这时事务就会被延
后执行直到该结点可到达为止。如果一个数据项有多个副本，那么事务成功执行的概率就会
成指数级下降趋势。另一种策略是限制更新操作只对当前可用结点进行。其他结点待可用时
再更新。更进一步的策略可以是允许更新操作异步进行，即允许在初始更新之后的某个时间
间隔内再对副本进行更新。这样，再次达到一致性状态的延迟时间范围可能从几秒钟到几小
时不等。下一章将讨论如何正确处理分布式并发控制和复制问题。
故障透明性
在 22.3.2 节中说明了集中式 DBMS 必须提供恢复机制以保证故障发生时事务操作的原
子性：要么事务的所有操作都执行完毕，要么什么都不执行。更进一步来说，一旦事务提交
了，所进行的改变就是永久的。还研究了集中式系统中故障的类型，如系统崩溃、介质故
障、软件出错、误操作、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在分布式环境中，DDBMS 还要应付：
●

信息丢失。

●

通信链路故障。

●

结点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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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分区。

DDBMS 必须保证全局事务的原子性，即所有的子事务要么都提交，要么都撤销。这
样，DDBMS 就必须对全局事务进行同步，以保证在为该全局事务最终记录 COMMIT 前，
它所有的子事务都已成功提交。例如，考虑如果一个事务要更新两个结点 S1 和 S 2 上的数
据。结点 S1 上的子事务已完成并提交，但结点 S2 上的子事务不能提交，必须回滚所做修
改，以保证本地一致性。这时分布式数据库处于不一致的状态：由于 S1 上子事务的持久性，
我们不能不提交 S1 上的数据。在下一章中再讨论如何正确处理分布式数据库的恢复问题。
事务的分类
在结束本章对事务的讨论之前，简要地介绍一下 IBM 的分布式关系数据库体系结构
（Distributed Relational Database Architecture，DRDA）对事务的分类。在 DRDA 中，共有四
种事务类型，在就 DBMS 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一种比一种更复杂：
（1）远程请求。
（2）远程工作单元。
（3）分布式工作单元。
（4）分布式请求。
其中，一个“请求”对应于一条 SQL 语句，而“工作单元”对应于一个事务。四个级
别如图 24-15 所示。

图 24-15

DRDA 的事务分类

（1）远程请求。一个结点上的应用可以将一个请求（SQL 语句）发送到某个远程结点去
执行。该请求完全在远程结点上执行，并且只能引用那个远程结点上的数据。
（2）远程工作单元。一个（本地）结点上的应用可以将一个工作单元（事务）中所有的
SQL 语句发送到某个远程结点去执行。所有的 SQL 语句都完全在远程结点上执行，并且只
能引用那个远程结点上的数据。但是由本地结点来决定该事务是提交还是回滚。
（3）分布式工作单元。一个（本地）结点上的应用可以将一个工作单元（事务）中的部
分或所有 SQL 语句发送到某个或某些远程结点去执行。每个 SQL 语句完全在远程结点上执
行，并且只能引用那个远程结点上的数据。但是，不同的 SQL 语句可以在不同的结点上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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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同样，还是由本地结点来决定该事务是提交还是回滚。
（4）分布式请求。一个（本地）结点上的应用可以将一个工作单元（事务）中的部分或
所有 SQL 语句发送到某个或某些远程结点去执行。但是，SQL 语句可以请求访问一个或多
个结点上的数据（例如，SQL 语句可能需要连接或联合不同结点上的关系或段）。

24.5.3

性能透明性

性能透明性要求 DDBMS 表现得就好像是一个集中式数据库一样。在分布式环境中，系
统不应该由于分布式体系结构的原因而降低性能，比如由于网络的存在。性能透明性还要求
DDBMS 能给出一个执行请求的最经济的策略。
在集中式 DBMS 中，查询处理器（QP）必须评估每个数据请求，并找出最优的执行策
略，即一个排好序的数据库操作序列。在分布式环境中，分布式查询处理器（DQP）将一个
数据请求映射为一个排好序的本地数据库操作序列。由于分段、复制和分配方案会增加它的
复杂性。DQP 必须决定：
●

访问哪个段。

●

如果段被复制，使用该段的哪个副本。

●

使用哪个位置。

DQP 产生关于某个代价函数最优的执行策略。典型地，与分布式请求相关的代价包括：
●

访问磁盘上物理数据的访问时间（I/O）开销。

●

执行主存数据操作时所引起的 CPU 时间开销。

●

通过网络传输数据而引起的通信开销。

集中式系统只需要考虑前两个因素。在分布式环境中，DDBMS 必须考虑通信开销，在
带宽只有每秒钟几千字节的 WAN 中 ，通信开销或许是最主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优化
工作将忽略 I/O 和 CPU 开销。然而，LAN 的带宽和磁盘差不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
24.5 Transparencies in a DDBMS
775

能完全地忽略 I/O 和 CPU 开销。

|

查询优化的一种方法是使查询执行所引起的时间总开销最小化（Sacco
minimizes
the response time of the query, in which case the DQP attempts toand Yao，1982）。
maximize
the是parallel
(Epstein
et 下
al.,DQP
1978).
Sometimes
另
一种方法
使 查 询execution
的 响 应 时of间operations
最 小 化， 这
种情况
将最
大程度地并行执行操作
the response time will b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total cost time. The following
（Epstein 等人，1978）。有时，响应时间比总的时间耗费要小得多。下面的例子取自 Rothnie
example, adapted from Rothnie and Goodman (1977), illustrates the wide variation
和
in Goodman（1977）
response times that，说明了由不同的执行策略而引起响应时间的巨大差异。
can arise from different but plausible execution strategies.

例 24.7
分布式查询处理
Distributed query processing
考虑包含以下三个关系的简化 DreamHome 关系模式：
Consider a simplified DreamHome relational schema consisting of the following three
Property(propertyNo, city)
10 000 个记录存储在伦敦
relations:
Client(clientNo,
maxPrice)
100 000
个记录存储在格拉斯哥
Property(propertyNo,
city)
10 000 records
stored
in London
Client(clientNo,
maxPrice)
100
000
records
stored
in Glasgow
Viewing(propertyNo, clientNo)
1 000 000 个记录存储在伦敦
Viewing(propertyNo, clientNo) 1 000 000 records stored in London
要求找出位于阿伯丁的这样的房产，即被愿出最高租金在 200 000 英镑以上的客户看
To list the properties in Aberdeen that have been viewed by clients who have a maxi过，可以使用如下的
SQL 查询语句：
mum price limit greater than £200,000, we can use the following SQL query:
ExaMplE 24.7

SELECT p.propertyNo
FROM Property p INNER JOIN
(Client c INNER JOIN Viewing v ON c.clientNo 5 v.clientNo)
ON p.propertyNo 5 v.propertyNo
WHERE p.city 5 ‘Aberdeen’ AND c.maxPrice＞
. 200000;
For simplicity, assume that each tuple in each relation is 100 characters long, there are
10 clients with a maximum price greater than £200,000, there are 100 000 viewings for
properties in Aberdeen, and computation time is negligible compared with communication time. We further assume that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has a data transmission
rate of 10,000 characters per second and a 1-second access delay to send a message from
one site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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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起见，假设每个关系中的每个元组长度都是 100 个字符，有 10 位客户愿出的最
高租金高于 200 000 英镑，位于阿伯丁的房产被查看过 100 000 次，并假设与通信时间相
比，计算时间可忽略不计。进一步假设通信系统的数据传输率是每秒钟 10 000 个字符，并
且信息从一个结点到另一个结点的延时为 1s。
Rothnie 为这个查询确定了 6 个可能的策略，表 24-4 对此进行了总结。使用 24.2 节中
给出的通信时间算法，可以计算出这 6 种策略的响应时间如下：
表 24-4
策

分布式查询处理策略的比较
略

时

（1）把 Client 关系传送到伦敦并在那里处理查询

16.7 分钟

（2）把 Property 关系和 Viewing 关系传送到格拉斯哥并在那里处理查询

28 小时

（3）在伦敦连接 Property 关系和 Viewing 关系，选择阿伯丁房产的元组，然后对每一
个元组依次在格拉斯哥检查以确定 maxPrice>200 000 英镑

2.3 天

（4）在格拉斯哥选择 maxPrice>200 000 英镑的客户，对于找到的每一位客户，在伦
敦检查有没有包含该客户查看阿伯丁房产的元组

20 秒

（5）在伦敦连接 Property 关系和 Viewing 关系，选择阿伯丁的房产，然后把结果投影
到 propertyNo 和 clientNo 上，再把这个结果传送到格拉斯哥去与 maxPrice>200
000 英镑的条件进行匹配

16.7 分钟

（6）在格拉斯哥选择 maxPrice>200 000 英镑的客户，并把结果传送到伦敦去与阿伯
丁的房产进行匹配

1秒

间

策略 1：把 Client 关系传送到伦敦并在那里处理查询：
时间＝1＋（100 000×100 / 10 000）≈16.7 分钟
策略 2：把 Property 关系和 Viewing 关系传送到格拉斯哥并在那里处理查询：
时间＝2＋[（1 000 000＋10 000）×100 / 10 000]≈28 小时
策略 3 ：在伦敦连接 Property 关系和 Viewing 关系，选择阿伯丁房产的元组，然后依次
对每一个元组，在格拉斯哥检查以确定相关条件 maxPrice>200 000 英镑。对每个元组的检
查包含两条消息：一条查询和一条响应。
时间＝100 000×（1＋100 / 10 000）＋100 000×1≈2.3 天
策略 4：在格拉斯哥选择 maxPrice>200 000 英镑的客户，对于找到的每一位客户，在伦
敦检查有没有包含该客户查看阿伯丁房产的元组。同样，这里也需要两条消息：
时间＝10×（1＋100/10 000）＋10×1≈20 秒
策略 5 ：在伦敦连接 Property 关系和 Viewing 关系，选择阿伯丁的房产，然后把结果投
影到 propertyNo 和 clientNo 上，再把这个结果传送到格拉斯哥去和 maxPrice>200 000 英镑
的条件进行匹配。为了简单起见，假设投影结果的长度还是 100 个字符：
时间＝1＋（100 000×100/10 000）≈16.7 分钟
策略 6：在格拉斯哥选择 maxPrice>200 000 英镑的客户，并把结果传送到伦敦去和阿伯
丁的房产进行匹配：
时间＝1＋（10×100/10 000）≈1 秒
响应时间从 1 秒到 2.3 天不等，不过每个策略都是执行该查询的合法方案。显然，如果
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策略，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在 25.6 节中将进一步讨论分布
式查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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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S 透明性

DBMS 透明性隐藏了各本地 DBMS 可能不同的信息，所以只适用于异构 DDBMS。一
般来说这是最难提供的一种透明性。在 24.1.3 节中考虑异构系统时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24.5.5

DDBMS 的透明性小结

在前面介绍 DDBMS 的透明性时曾提到过，完全透明并不是一个普遍认可的目标。我们
已经看到，透明性并不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概念，可以提供不同级别的透明性。
每一个级别都要求参与结点之间有一些特殊的约定。例如，对于完全透明性来说，参与结点
必须在诸如数据模型、模式的解释、数据表示和每个结点所提供的功能等方面进行约定。而
作为另一个极端的不透明系统，只要求数据交换格式和每个结点所提供的功能方面的协定。
从用户角度来说，期待完全透明。但从本地 DBA 的角度来说，完全透明访问可能难以
控制。将传统的视图机制作为一种安全机制可能不足以提供充分的保护。例如，SQL 的视图
可使具名用户的访问被限制到一个基本关系或基本关系的子集，但它不能方便地按除用户名
之外的其他标准来限制访问。在 DreamHome 案例研究中，可以限制指定名称的一部分员工
能对关系 Lease 进行删除访问，但却不能方便地阻止一个租期已完、租房者已结清房租而且
房产状态良好的租约被删除。
或许我们会发现使用一个远程调用的过程将会更容易提供这种功能。这时，本地用户可
以看见通常需要通过使用标准 DBMS 安全机制才能看到的数据。然而，远程用户只能看见
那些封装在一组过程中的数据，这与面向对象系统类似。这种联邦结构比完全透明更容易实
现，并且能够提供更大程度的自治性。

24.6

Date 关于 DDBMS 的 12 条规则

本节介绍 Date 关于 DDBMS 的 12 条规则（或者称为目标）
（Date，1987b）。这些规则的
基础就是要使用户感觉使用一个分布式 DBMS 就像在使用一个非分布式 DBMS 一样。这些
规则和附录 G 中给出的 Codd 关于关系系统的 12 条规则相类似。
基本原则
对用户来说，分布式系统看起来应当就像非分布式系统一样。
（1）本地自治性
分布式系统中的结点应当是自治的。自治性在这里的意思是：
●

本地数据是本地占有且本地管理的。

●

本地操作保持其纯本地性。

●

所有在指定结点上的操作都由该结点控制。

（2）不依赖中心结点
系统中任何结点对于系统的运作都不是必需的。意思就是说，系统中不应该存在一台中
心服务器来提供诸如事务管理、死锁检测、查询优化和全局系统目录管理之类的服务。
（3）连续操作
理想情况下，进行以下操作应该不需要关闭系统：
●

在系统中添加或删除结点。

●

在一个或多个结点中动态创建或删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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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置独立
位置独立等价于位置透明。用户可以从任意结点访问数据库。进一步来说，用户访问所
有数据应当就好像它们存储在用户所在结点上一样，而不用去管它的物理存储地址。
（5）分段独立性
用户访问数据与数据如何分段无关。
（6）复制独立性
用户应该意识不到数据的复制。这样，用户就不能直接访问某个数据项的指定副本，也
不需要用户特意去更新数据项的所有副本。
（7）分布式查询处理
系统应该能够处理从多个结点上引用数据的查询。
（8）分布式事务处理
系统应该支持事务作为恢复单元。系统必须保证全局事务和本地事务满足事务的 ACID
规则，即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和持久性。
（9）硬件独立性
DDBMS 应该可以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运行。
（10）操作系统独立性
作为前一条规则的必然结果，DDBMS 应该可以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运行。
（11）网络独立性
同样，DDBMS 应该可以在各种不同的通信网络上运行。
（12）数据库独立性
DDBMS 应该可以由不同的本地 DBMS 构成，这些本地 DBMS 可以支持不同的底层数
据模型。换句话说，系统应该支持异构。
最后四条规则是理想化的。因为规则很笼统，而且计算机和网络体系结构本身都缺乏标
准，所以我们只能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供应商能部分认同。

本章小结
●

分布式数据库（distributed database）是物理分布于计算机网上、逻辑相互关联的共享数据（和数
据描述）的集合。DDBMS 是透明地管理这些分布式数据库的软件。

●

DDBMS 与分布式处理（distributed processing）不同，分布式处理只是通过网络访问集中式 DBMS。
DDBMS 与并行 DBMS（parallel DBMS）也不同，并行 DBMS 只是一个运行于多个处理机和多个磁
盘上的 DBMS，这样做只是为了尽可能地使操作并行执行，以提高系统性能。

●

DDBMS 的优点在于它反映了组织机构的组成结构，它使得远程数据能更好地被共享，提高了可靠
性、可用性和性能，并且更加经济，可以实现模块化增长。DDBMS 主要的缺点在于其成本高、复
杂性高且缺乏标准和经验。

●

DDBMS 可以分为同构和异构两种。同构（homogeneous）系统中，所有结点都使用同一种 DBMS
产品。而异构（heterogeneous）系统中，不同结点可以使用不同的 DBMS 产品，甚至可以基于不
同底层数据模型，因此，异构系统可以由关系 DBMS、网状 DBMS、层次 DBMS 以及面向对象
DBMS 等多种 DBMS 组成。

●

多数据库系统（multidatabase system，MDBS）是一种每个结点都拥有完全自治性的分布式 DBMS。
MDBS 将透明性置于现有的数据库和文件系统的顶层，只呈现给用户一个单一的数据库。它维护一

第 24 章 DDBMS——概念与设计

33

个全局方案，用户可以针对它提出查询和更新。MDBS 只维护全局方案，而由本地 DBMS 自己维
护所有的用户数据。
●

通信在网络中进行，网络可以是局域网（LAN）或广域网（WAN）。LAN 供短距离使用并提供比
WAN 更快的通信速率。城域网（MAN）是 WAN 的一个特例，它主要用来覆盖城区。

●

DDBMS 具有集中式 DBMS 应有的所有标准功能，还需要扩展的通信服务、扩展的系统目录、分布
式的查询处理、扩展的安全性、同步机制以及恢复服务。

●

关系可以分为若干称为段（fragments）的子关系，段可以分布在一个或多个结点上。复制段可以提
高可用性和性能。

●

分段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水平（horizontal）分段和垂直（vertical）分段。水平分段是元组的子集，
垂直分段是属性的子集。另外还有两种分段类型：混合分段和导出分段。导出分段是一种特殊的水
平分段，它基于另一个关系的分段来水平分段一个关系。

●

段的定义和分配策略都是要追求引用本地性，改进可靠性和可用性，得到可以接受的性能，平衡的
存储容量与成本，还有最小的通信成本。分段的正确性规则是：完整性、重构和不相交。

●

关于数据分配有四种分配策略：集中（centralized）策略（单个集中式的数据库），分段策略（每个
分段只指派到一个结点），完全复制（complete replication）策略（每个结点都维护一个完整的数据
库副本），以及可选择复制（selective replication）策略（前三种策略的结合）。

●

DDBMS 应 该 提 供 一 系 列 的 透 明 性 以 使 用 户 就 好 像 在 使 用 集 中 式 DBMS 一 样。 有 了 分 布 透 明
性（distribution transparency），用户就不需要知道数据已经被分段 / 复制过了。有了事务透明性
（transaction transparency），当有多个用户同时访问数据库或当发生故障时，全局数据库的一致性就
能得到保持。有了性能透明性（performance transparency），系统就能更有效地处理对于多个结点的
数据引用查询。有了 DBMS 透明性（DBMS transparency）
，系统中就可以存在不同的 DBMS。

思考题
24.1

解释 DDBMS 并讨论提供这类系统的原因。

24.2

比较 DDBMS 和分布式处理的区别，并说明什么情况下选择使用 DDBMS 而不使用分布式处理。

24.3

比较 DDBMS 与并行 DBMS，并说明什么情况下选择使用 DDBMS 而不使用并行 DBMS。

24.4

讨论 DDBMS 的优缺点。

24.5

比较同构 DDBMS 和异构 DDBMS 的不同，并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两种系统。

24.6

比较 LAN 和 WAN 的主要区别。

24.7

你期望 DDBMS 具有哪些功能？

24.8

什么是多数据库系统？描述一下这种系统的参考体系结构。

24.9

DDBMS 中的一个问题是分布式数据库的设计。讨论分布式数据库设计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并讨论这些问题如何作用于全局系统目录。

24.10

定义分段和分配段的目的是什么？

24.11

描述另一种全局关系的分段方案。说明如何检查正确性以确保数据库在分段中不会发生语义的
变化。

24.12

DDBMS 能提供哪几层透明性？举例说明并进行验证。

24.13

DDBMS 必须保证每个结点创建的数据库对象都不重名。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创建一个中心名字
服务器，这种方法有什么缺点？试提出另一种能克服这些缺点的方案。

24.14

IBM 的 DRDA 定义的事务的四个级别是什么？对这四个级别进行对比比较，并举例说明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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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一个跨国工程公司决定将其项目管理信息按英国的地区分布。当前的集中式关系模式如下所示：

其中

Employee

Department

包含员工的详细资料，全国保险号 NIN 作为关键字。

包含部门的详细资料并使用 deptNo 作为关键字。managerNIN 用来确定部门经理。

每个部门只有一个经理。
Project

包含公司项目的详细资料并使用 projNo 作为关键字。projectManagerNIN 用来确定项

目经理。项目的 deptNo 用来确定负责该项目的部门。
WorksOn

包含员工在每个项目中工时数的详细资料，（NIN，projNo）作为关键字。

Business

包含业务领域的详细资料，businessAreaNo 作为关键字。

Region

包含地区的详细资料，regionNo 作为关键字。

按地区对部门进行分组如下：
地区 1：Scotland

地区 2：Wales

地区 3：England

所需的业务领域包括：软件工程、机械工程以及电气工程。Wales 没有软件工程部门，并且所有
的电气工程部门都在 England。项目的人事安排由本地部门决定。
除了按地区分布数据外，还要求能通过个人信息（即员工信息）或通过工作相关信息（即工资表）
来访问员工数据。
24.15

为该系统画出实体联系（ER）图。

24.16

利用习题 24.15 中的 ER 图为该系统提出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的设计方案，必须包括：
（a）合理的系统分段方案。
（b）用于水平分段的最小谓词集。
（c）从分段中重构出全局关系。
要求对你用来支持该设计方案的假设进行说明。

24.17

对附录 A 中的 DreamHome 案例重复习题 24.16。

24.18

对附录 B.2 中的 EasyDrive School of Motoring 案例重复习题 24.16。

24.19

对附录 B.3 中的 Wellmeadows 案例重复习题 24.16。

24.20

在 24.5.1 节中讨论命名透明性时，曾经假设使用别名来唯一确定分段的每一个副本。给出实现
该命名透明性方案的概要设计。

24.21

选取一个你了解的分布式 DBMS，与 Date 关于 DDBMS 的 12 条规则进行比较。指出你所选系
统与这些规则中的哪些不相符合，并说明不一致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