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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一个 MYSQL

数据库及作用：mysql,oracle,sqlserver 等
学习 SQL 参考：http://www.w3school.com.cn/sql/index.asp
关系数据库：

数据的逻辑结构----二维表

数据库 表 数据行 数据字段，key
NOSQL：key value，redis
LAMP
1970 年，IBM 的研究员，有“关系数据库之父”之称的埃德加·弗兰克·科德（Edgar Frank
Codd 或 E. F. Codd）博士在刊物《Communication of the ACM》上发表了题为“A Relational Model
of Data for Large Shared Data banks（大型共享数据库的关系模型）”的论文，文中首次提出了

数据库的关系模型的概念，奠定了关系模型的理论基础。

本人已经安装 XAMPP,集成了 MYSQL

SQL 试验

1：ISO SQL编程:也是以后学习 sql 注入的基础

2：C 程序中调用 SQL接口

（每个编程语言都会提供这样一个调用执行 SQL 的编程接口 API）

SQL 全称是“结构化查询语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是一种数据库查询和程序设计语

言，用于存取数据以及查询、更新和管理关系数据库系统。

17-sql/sql programming demo.txt
DDL
1．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dbname
2．删除数据库

drop database dbname
3．创建新表

create table tbname(col1 type1 [not null] [primary key],col2 type2 [not null],..)
根据已有的表创建新表：

A：create table table_new like table_old (使用旧表创建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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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reate table table_new as select col1,col2… from table_old definition only
4．删除新表：drop table tablename
5．增加一个列：alter table tablename add column col type
6．添加主键：alter table tablename add primary key(col)

删除主键：alter table tablename drop primary key(col)
7．创建索引：create [unique] index idxname on tablename (col1, ….)

删除索引：drop index idxname
8．创建视图：create view viewname as select statement

删除视图：drop view viewname

数据库设计与 SQL 语句编程

其中 SQL 四条最基本的数据操作语句：Insert，Select，Update 和 Delete，这四条语句是数据

库查询中使用最频繁的四条语句，因此应该牢固掌握。

1. 选择：select * from table where 范围

2. 插入：insert into table(field1,field2) values(value1,value2)
3. 删除：delete from table1 where 范围

4. 更新：update table set field1=value1 where 范围

5. 查找：select * from table where field1 like ‘%value%’
6. 排序：select * from table order by field1,field2 [desc]

MYSQL 数据类型

MySql 数据库的字段类型

(1)数
TINYINT：1 字节 非常小的正整数，带符号：-128~127，不带符号：0~255
SMALLINT：2 字节 小整数，带符号：-32768~32767，不带符号：0~65535
MEDIUMINT：3 字节 中等大小的整数，带符号：-8388608~8388607，不带符号：0~16777215
INT：4 字节 标准整数，带符号：-2147483648~2147483647，不带符号：0~4294967295
BIGINT：8 字节 大整数，带符号：-9223372036854775808~9233372036854775807，不带符

号：0~18446744073709551615
FLOAT： 4 字节 单精度浮点数，最小非零值： +-1.175494351E-38，最大非零值：

+-3.402823466E+38
DOUBLE：8 字节 双精度浮点数，最小非零值：+-2.2250738585072014E-308，最大非零值：

+-1.7976931348623157E+308
(2)日期,时间型数据列类型

DATE 1000-01-01~9999-12-31 3 字节(MySQL3.23 版以前是 4 字节 ) 0000-00-00
TIME -838:59:59~838:59:59 3字节 00:00:00
DATETIME 1000-01-01 00:00:00~9999-12-31 23:59:59 8 字节 0000-00-00 00:00:00
TIMESTAMP 19700101000000~2037 年的某个时刻 4 字节 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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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YEAR(4)：1901~2155 YEAR(2)：1970~2069 1 字节 0000
(3)大数据

BLOB：大数据，二进制

TEXT：大数据，非二进制

有关 BLOB 和 TEXT 索引的建立：

BDB表类型和MySQL3.23.2以上版本的MyISAM表类型允许在 BLOB和 TEXT数据列上建立索

引。

ISAM、HEAP 和 InnoDB 表不支持大对象列的索引。

(4)ENUM 与 SET
ENUM：ENUM 只能取单值，它的数据列表是一个枚举集合。它的合法取值列表最多允许有

65535 个成员。

SET：SET 可取多值。它的合法取值列表最多允许有 64 个成员。空字符串也是一个合法的 SET
值。

(5)字符串数据类型

CHAR：是固定长度的，每个值占用相同的字节，不够的位数 MySQL 会在它的右边用空格字

符补足。

VARCHAR：是一种可变长度的类型，每个值占用其刚好的字节数再加上一个用来记录其长度

的字节即 L+1 字节。

DECIMAL：M+2 字节 以字符串形式表示的浮点数，它的取值范围可变，由 M 和 D 的值决定。

CHAR[(M)] M 字节 M 字节

VARCHAR[(M)] M 字节 L+1 字节

TINYBLOB，TINYTEXT 2^8-1 字节 L+1 字节

BLOB，TEXT 2^16-1 字节 L+2
MEDIUMBLOB，MEDIUMTEXT 2^24-1 字节 L+3
LONGBLOB，LONGTEXT 2^32-1 字节 L+4
ENUM(‘value1’,’value2’,…) 65535 个成员 1 或 2 字节

SET(‘value1’,’value2’,…) 64 个成员 1,2,3,4 或 8 字节

DML

基本 sql 语句：

选择：select * from table1 where 范围

插入：insert into table1(field1,field2) values(value1,value2)
删除：delete from table1 where 范围

更新：update table1 set field1=value1 where 范围

查找：select * from table1 where field1 like ‘%value%’
排序：select * from table1 order by field1,field2 [desc]
总数：select count * as totalcount from table1
求和：select sum(field1) as sumvalue from table1
平均：select avg(field1) as avgvalue from table1
最大：select max(field1) as maxvalue from tab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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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select min(field1) as minvalue from table1

Join:连接

使用连接

内连接 join
左外连接（左连接 left join）：结果集既包括连接表的匹配行，也包括左连接表的所有行。

SQL: select a.a, a.b, a.c, b.c, b.d, b.f from a LEFT JOIN b ON a.a = b.c
右外连接(右连接 right join)：结果集既包括连接表的匹配连接行，也包括右连接表的所有行。

全外连接(full join)：不仅包括符号连接表的匹配行，还包括两个连接表中的所有记录。

Join,left join, right join
练习

name:
id name

1 jack
2 lily
4 david
5 lilei

score:
1 85
2 77
3 89
4 96

join:
left join:
right join:

数据库三大范式

每一列都具有原子性：地址--》国家，省，市，详细地址

每一列都和联合主键相关，而不是和一部分主键相关：(订单号，商品号，订单信息，商品

信息） (订单号，商品号，数量)(订单号，订单信息)(商品号，商品信息)
每一列都和主键直接相关，而非间接相关:(学号，姓名，年龄，院校，院校地址) (学号，

姓名，年龄，院校)(院校，院校地址)，院校地址与学号间接相关了

存储引擎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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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中的数据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存储在文件(或者内存)中。这些技术中的每一种技术都

使用不同的存储机制、索引技巧、锁定水平并且最终提供广泛的不同的功能和能力。这些不

同的技术以及配套的相关功能在 MySQL 中被称作存储引擎(也称作表类型)。
MyISAM： Mysql 的默认数据库，最为常用。拥有较高的插入，查询速度，但不支持事务

InnoDB ：事务型数据库的首选引擎，支持 ACID 事务，支持行级锁定

BDB： 源自 Berkeley DB，事务型数据库的另一种选择，支持 COMMIT 和 ROLLBACK 等其他

事务特性

Memory ：所有数据置于内存的存储引擎，拥有极高的插入，更新和查询效率。但是会占用

和数据量成正比的内存空间。并且其内容会在 Mysql 重新启动时丢失

Merge ：将一定数量的 MyISAM 表联合而成一个整体，在超大规模数据存储时很有用

Archive ：非常适合存储大量的独立的，作为历史记录的数据。因为它们不经常被读取。

Archive 拥有高效的插入速度，但其对查询的支持相对较差

Ederated： 将不同的 Mysql 服务器联合起来，逻辑上组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库。非常适合分

布式应用

Cluster/NDB ：高冗余的存储引擎，用多台数据机器联合提供服务以提高整体性能和安全性。

适合数据量大，安全和性能要求高的应用

CSV： 逻辑上由逗号分割数据的存储引擎

BlackHole ：黑洞引擎，写入的任何数据都会消失，一般用于记录 binlog 做复制的中继

MySQL>:show engines;
CREATE TABLE mytable (id int, title char(20)) ENGINE = INNODB
ALTER TABLE mytable ENGINE = MyISAM

C 语言 SQL 编程 DEMO

购买火车票

C 语言 MYSQL 编程接口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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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mysql, *sock; //声明 MySQL 的句柄

const char * sqlstr = "select * from student_info";
MYSQL_RES * result; //保存结果集的

MYSQL_ROW row;
mysql_init(&mysql);
sock = mysql_real_connect(&mysql, host,

user, passwd, db, port, unix_socket, client_flag) ) ;
mysql_query(&mysql, sqlstr ) ;

result = mysql_store_result(&mysql) ;
row = mysql_fetch_row(result)) //row[0]/row[1]
mysql_free_result(result); //释放结果集

mysql_close(sock);
其它语言：PHP，C#，python 等与此类似

MYSQL C 编程

安装：mysql-connector-c-6.1.6-win32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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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优化技巧

数据库一直是系统的瓶颈之一，优化方案包括：

SQL优化

缓存

主从分离

分库分表

升级硬件等等

前置基础：

周哥教 IT.数据库 SQL 编程 https://ke.qq.com/course/251674
周哥教 IT.MYSQL 索引与锁机制 https://ke.qq.com/course/408110

http://www.zhougejiaoit.com


周哥教 IT 视频课配套课件 结合视频课程学习效果更佳

www.zhougejiaoit.com

周哥教 IT www.zhougejiaoit.com
9

索引优化

对查询进行优化，在 where 及 order by 涉及的列上建立索引（B+树），以此尽量避免全表

扫描（双向链表）。

Select * from xxtbl where name=“xxx” order by id;
并不是所有索引对查询都有效，SQL 是根据表中数据来进行查询优化的，当索引列有大量数

据重复时，SQL 查询可能不会去利用索引，如一表中有字段 sex，male、female 几乎各一半，

那么即使在 sex上建了索引也对查询效率起不了作用。

索引并不是越多越好，索引固然可以提高相应的 select 的效率，但同时也降低了 insert 及

update 的效率，因为 insert 或 update 时有可能会重建索引，所以怎样建索引需要慎重考

虑，视具体情况而定。一个表的索引数最好不要超过 6 个，若太多则应考虑一些不常使用到

的列上建的索引是否有必要。

必要时可以使用 force index 来强制查询走某个索引。有的时候 MySQL 优化器采取它认为合

适的索引来检索 SQL 语句，但是可能它所采用的索引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时就可以采用

forceindex来强制优化器使用我们制定的索引。

SELECT * FROM applog force index(logtime) WHERE (`logtime` BETWEEN '2020-01-11 23:59:59'
AND '2020-01-14 23:59:59')

索引的创建

创建索引方法

CREATE TABLE users(
userid INT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primary key,
username VARCHAR(16) NOT NULL,
pwd VARCHAR(16),
index idx_username(username) # index idx_username(username(10))
);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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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TABLE users ADD INDEX idx_username (username)#可以重复

ALTER TABLE users ADD UNIQUE (username)#不重复,
ALTER TABLE users ADD PRIMARY KEY (username)#不重复,唯一标识表中的每一条数据

DROP INDEX idx_username ON users
ALTER TABLE users DROP INDEX idx_username
ALTER TABLE users DROP PRIMARY KEY

show index from users;
show keys from users;
联合索引: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tom’ and pwd='mallocfree';
CREATE TABLE users(
userid INT NOT NULL,
username VARCHAR(16) NOT NULL,
pwd VARCHAR(16),
phone VARCHAR(16),
index idx_username_pwd(username,pwd,phone)
);
相当于创建了(username,pwd,phone)、(username,pwd)、(username)三个索引

最左匹配

索引注意事项

适合建立索引的情况：

表的主关键字，自动建立唯一索引

表的字段唯一约束

直接条件查询的字段

查询中与其它表关联的字段

查询中排序的字段

查询中统计或分组统计的字段（max和 group by 的字段）

不适合建立索引的情况：

表记录太少(一般索引表与数据表不在同一个数据块，需先访问索引表，再通过索引表访问

数据表)
经常插入、删除、修改的表（B+树平衡调整）

数据重复且分布均匀的表字段（比如性别字段：只有男，女两个值）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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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索引注意事项

在使用索引字段作为条件时，如果该索引是复合索引，那么必须使用到该索引中的第一个字

段作为条件时才能保证系统使用该索引，否则该索引将不会被使用，并且应尽可能的让字段

顺序与索引顺序相一致。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tom’ and pwd='mallocfree';
CREATE TABLE users(
userid INT NOT NULL,
username VARCHAR(16) NOT NULL,
pwd VARCHAR(16),
phone VARCHAR(16),
index idx_username_pwd(username,pwd,phone)
);
相当于创建了(username,pwd,phone)、(username,pwd)、(username)三个索引

最左匹配：遇到范围查询(>、<、between、like左匹配)等就不能进一步匹配了，后续退化为

线性查找。如为一表创建联合索引(a, b, c, d)，查询 select * from mytable where a = 1 and b = 2
and c > 3 and d = 4，则会依次命中 a、b、c，无法命中 d。
联合索引(a, b, c, d)，查询条件 c > 7 and b = 5 and a = 1 and d < 3 与 a = 1 and c > 7 and b = 5 and
d < 3 等顺序都是可以的，MySQL 会自动优化为 a = 1 and b = 5 and c > 7 and d < 3，依次命中

a、b、c。

Where 子句优化

使用不当可能造成索引失效

尽量避免在 where 子句中对字段进行 null 值判断，否则将导致引擎放弃使用索引而进行

全表扫描，如：

select id from t where num is null。
num上设置默认值 0，确保表中 num 列没有 null 值，然后这样查询：

select id from t where num=0
尽量避免在 where 子句中对字段进行表达式操作，这将导致引擎放弃使用索引而进行全表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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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如：

select id from t where num/3=100
可改为:
select id from t where num=100*3
尽量避免在 where 子句中对字段进行函数操作，这将导致引擎放弃使用索引而进行全表扫

描。如：

select id from t where substr(name,1,3)='abc'
应改为:
select id from t where name like 'abc%'
不要在 where 子句中的“=”左边进行函数、算术运算或其他表达式运算，否则系统将可

能无法正确使用索引。

如果列类型是字符串，那么一定记得在 where 条件中把字符常量值用引号引起来，否则的

话即便这个列上有索引，MySQL 也不会用到的，因为，MySQL 默认把输入的 常量值进行

转换以后才进行检索

Select * from t where name=‘xxx’;
Select * from t where name=xxx;
使用>=，而不是>
直接定位到 4 的记录

select .. from .. where num >= 4 ;
先定位到 3，再向后找 1 个

select .. from .. where num > 3 ;
or 与 union all
尽量避免在 where 子句中使用 or 来连接条件，否则引擎将放弃使用索引而进行全表扫描，

如：

select id from t where num=10 or num=20
可以结合 union all 查询：

select id from t where num=10
union all
select id from t where num=20
or 连接的前后两个条件中的列都是索引时（不是复合索引），也会走索引 ；如果 or 前的条

件中的列有索引，而后面的列中没有索引， 那么涉及到的索引都不会被用到

union & union all
union 具有去重的操作，增加了计算时间。union all 不需要去重，但会包含相同记录。同样

功能下，首选 union all 操作。

in，not in，!=
in 和 not in 也要慎用，否则可能会导致全表扫描，如：

select id from t where num in(1,2,3)
对于连续的数值，能用 between 就不要用 in 了：

select id from t where num between 1 and 3
not in 或者!=可能会导致索引失效。对于数据较为均匀时会失效，但如果严重不均的字段加

了索引不一定失效，由mysql自己判断从而选择最优的检索方式。比如表 A性别列有男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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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女 10 条，当 sex!=‘男’，可以使用索引的 sex=‘男’反而不会使用索引。还和版本有关

系（mysql5.0 以下不会使用）

like
like查找性能极低，下面的查询也将导致全表扫描：

select id from t where name like '%abc%'
不要从开头进行%模糊匹配

select id from t where name like 'abc%'
可以使用 elasticsearch，solr 等改进查找方法

避免使用耗费资源的操作

带有 DISTINCT,UNION,MINUS,INTERSECT,ORDER BY的 SQL语句会启动 SQL引擎 执行耗费资源

的排序(SORT)功能.
DISTINCT 需要一次排序操作, 而其他的至少需要执行两次排序.
可以用其他方式重写

limit 1
当只需要一条数据的时候，使用 limit 1
Select * from t where id=‘xxx’ and pwd=‘yyy’ limit 1;
尽量避免大事务操作，提高系统并发能力。

尽量避免向客户端返回大数据量，若数据量过大，应该考虑相应需求是否合理。

不写没有意义的查询

不写没有意义的查询，如需要生成一个空表结构：

select col1,col2 into t1 from t where 1=0
会消耗系统资源，应改直接使用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t1(...)
in 和 exists，not in 和 not exists 性能

in 和 exists 的用法

select num from a where num in(select num from b)
select num from a where exists(select num from b where num=a.num)
如果查询的两个表大小相当，那么用 in 和 exists差别不大；如果两个表中一个较小一个较大，

则子查询表大的用 exists，子查询表小的用 in:
A 小表，B 大表

select * from A where cc in(select cc from B)子查询 B 大表，in 效率低

select * from A where exists(select cc from B where cc=A.cc)子查询 B 大表，exists 效率高

select * from B where cc in(select cc from A)子查询 A 小表，效率高

select * from B where exists(select cc from A where cc=B.cc)子查询 A 小表，exists 效率低

原因：

select * from a where x in ( select y from b )
可以理解为：

select *
from a, ( select distinct y from b ) b
where a.x = b.y;
b不能为大表，因为要做全表扫描去重。a 可以很大，因为可以用到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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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a where exists ( select null from b where y = x )
可以理解为：

for x in ( select * from a)
loop
if ( exists ( select null from b where y = x.x )
then
OUTPUT THE RECORD!
end if
end loop
b可以使用索引，a 全表扫描，所以 b 可以大表，a不能是大表

查询语句使用 not in，那么对内外表全表扫描，没用索引；not exists的子查询依然能用到表

上的索引。无论哪个表大，用 not exists 都比 not in 要快

定义表字段时的优化注意事项

尽量使用数字型字段，若只含数值信息的字段尽量不要设计为字符型，这会降低查询和连接

的性能，并会增加存储开销。这是因为引擎在处理查询和连接时会逐个比较字符串中每一个

字符，而对于数字型而言只需要比较一次就够了。

尽可能的使用 varchar 代替 char ，因为首先变长字段存储空间小，可以节省存储空间;其
次对于查询来说，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字段内搜索效率显然要高些。

任何地方都不要使用 select * from t ，用具体的字段列表代替“*”，不要返回用不到的任何

字段。

临时表注意事项

CREATE TEMPORARY TABLE tmp_table(…)[ TYPE = HEAP]。临时表将在你连接 MySQL 期间存在。

当你断开时，MySQL 将自动删除表并释放所用的空间。 TYPE = HEAP 指定在内存中创建

避免频繁创建和删除临时表，以减少系统表资源的消耗。

临时表并不是不可使用，适当地使用它们可以使某些例程更有效，例如，当需要重复引用大

型表或常用表中的某个数据集时。但是，对于一次性事件，最好使用导出表。

在新建临时表时，如果一次性插入数据量很大，那么可以使用 select into 代替 create table，
避免造成大量 log ，以提高速度；如果数据量不大，为了缓和系统表的资源，应先 create
table，然后 insert。
如果使用到了临时表，在存储过程的最后务必将所有的临时表显式删除，先 truncate table ，

然后 drop table ，这样可以避免系统表的较长时间锁定。

关于 insert 插入优化

如果同时从同一客户插入很多行，尽量使用多个值表的 INSERT 语句，这种方式将大大 缩

减客户端与数据库之间的连接、关闭等消耗，使得效率比分开执行的单个 INSERT 语句快

insert into 表名（字段名 1，字段名 2）values(值 a1，值 b1), (值 a2,值 b2),
如果从不同客户插入很多行，能通过使用 INSERT DELAYED 语句得到更高的速度。 DELAYED
的含义是让 INSERT 语句马上执行，其实数据都被放在内存的队列中，并没有 真正写入磁

盘，这比每条语句分别插入要快的多;LOW_PRIORITY 刚好相反，在所有其 他用户对表的读

写完后才进行插入;
当从一个文本文件装载一个表时，使用 LOAD DATA INFILE。这通常比使用很多 INSERT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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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20 倍

LOAD DATA INFILE '/home/zyr/test.txt' INTO TABLE t FIELDS TERMINATED BY ','
Group by 优化

默认情况下，MySQL 对所有 GROUP BY col1，col2, …的字段进行排序。与在查询中指定

ORDER BY col1，col2，…类似。因此，如果显式包括一个包含相同的列的 ORDER BY 子句，

则对 MySQL 的实际执行性能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查询包括 GROUP BY 但用户想要避免排序结果的消耗，则可以指定 ORDER BY NULL 禁

止排序

MySQL 可以使用一个索引来满足 ORDER BY 子句，而不需要额外的排序。 WHERE 条件和

ORDER BY 使用相同的索引，并且 ORDER BY 的顺序和索引顺序相同，并且 ORDER BY 的字

段都是升序或者都是降序

select * from t where name='tom' and phone='18601111111' order by name desc, phone desc
mysql诊断命令

show [session|global] status like 'Com_%'
统计各个 sql 语句，比如 select，insert，update，delete 的操作次数

show [session|global] status like 'Innodb_rows_%'
存储引擎 innodb 各种操作的行数

show status like 'Handler_read%';
handler_read_key 值高，索引使用次数高

handler_read_rnd_next 高，读一下行的请求数，进行了大量的表扫描

mysqld -log-slow-queries[=filename]，生成一个包含所有执行时间超过 long_query_time 的 sql
语句文件

show processlist 查看当前 mysql 在运行的线程状态以及是否锁表等

针对较慢的 sql select，使用 explain 查看执行情况

explain select * from emp where name = 'xxx';
id:选择标识符

select_type:表示查询的类型。

table:输出结果集的表

partitions:匹配的分区

type:表示表的连接类型

possible_keys:表示查询时，可能使用的索引

key:表示实际使用的索引，如果没有使用，需要优化

key_len:索引字段的长度

ref:列与索引的比较

rows:扫描出的行数(估算的行数)
filtered:按表条件过滤的行百分比

Extra:执行情况的描述和说明

show index from tablename; or show create table mfusers;
试验 demo：mysql -uroot -pmfroot911;use mfwebsecdb;show create table mf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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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索引与锁机制

MYSQL 的索引和锁机制，是高性能数据库开发、互联网名企面试重点

前置基础：SQL 编程

W3school SQL 编程

http://www.w3school.com.cn/sql/index.asp
《周哥教 IT.数据库 SQL 编程》

https://ke.qq.com/course/251674?tuin=a71606
参考资料：

《高性能 mysql》（第三版）

《mysql 技术内幕 innoDB 存储引擎》

存储引擎

MyISAM
INNODB
等

索引

B+树
聚簇索引和二级索引，回表

事务

脏读

不可重复读

幻读

锁

表锁，行锁，乐观锁，悲观锁，间隙锁

MVCC

存储引擎及分类

MySQL 中的数据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存储在文件(或内存)中。每一种技术都使用不同的存储机

制、索引技巧、锁定水平等。这些不同的技术以及配套的相关功能在 MySQL 中被称作存储

引擎。

MyISAM： Mysql 的默认数据库存储引擎，最为常用。拥有较高的插入，查询速度，但不支

持事务和行级锁

InnoDB ：事务型数据库的首选引擎，支持 ACID 事务（原子性（Atomicity）、一致性

（Consistency）、隔离性（Isolation）、持久性（Durability） ），支持行级锁定

BDB： 源自 Berkeley DB，事务型数据库的另一种选择，支持 COMMIT 和 ROLLBACK 等其他

事务特性

Memory ：所有数据置于内存的存储引擎，拥有极高的插入，更新和查询效率。但是会占用

和数据量成正比的内存空间。并且其内容会在 Mysql 重新启动时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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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ge ：将一定数量的 MyISAM 表联合而成一个整体，适用于超大规模数据存储

Archive ：非常适合存储大量的独立的，作为历史记录的数据。因为它们不经常被读取。

Archive 拥有高效的插入速度，但其对查询的支持相对较差

Ederated： 将不同的 Mysql 服务器联合起来，逻辑上组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库。适合分布式

应用

Cluster/NDB ：高冗余的存储引擎，用多台数据机器联合提供服务以提高整体性能和安全性。

适合数据量大，安全和性能要求高的应用

CSV： 逻辑上由逗号分割数据的存储引擎

BlackHole ：黑洞引擎，写入的任何数据都会消失，一般用于记录 binlog 做复制的中继

查看与设置存储引擎：

show engines;
CREATE TABLE mytable (id int, title char(20)) ENGINE = INNODB
ALTER TABLE mytable ENGINE = MyISAM
show create table mytable;

B（B-）树（balance tree）

M 阶的 B 树（也叫 B-树），即 M 叉的多路平衡查找树，特征：

1.定义任意非叶子结点最多只有 M 个儿子；且 M>2；
2.根结点的儿子数为[2, M]；
3.除根结点以外的非叶子结点的儿子数为[M/2, M](M/2 向上取整）；

4.每个结点存放至少 M/2-1（取上整）和至多 M-1 个关键字；（至少 2 个关键字）

5.非叶子结点的关键字个数=指向儿子的指针个数-1；
6.非叶子结点的关键字：K[1], K[2],…, K[M-1]；且 K[i] < K[i+1]；
7.非叶子结点的指针：P[1], P[2],…, P[M]；其中 P[1]指向关键字小于 K[1]的子树，P[M]指向

关键字大于 K[M-1]的子树，其它 P[i]指向关键字属于(K[i-1], K[i])的子树；

8.所有叶子结点位于同一层；

9.B 树的每个结点里存放着 key，value 和指针

B 树的插入，删除和平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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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树

B+树是 B-树的变体，其定义基本与 B-树相同，除了：

非叶子结点的子树指针与关键字个数相同（B 树是关键字个数=子树指针个数-1）。
非叶子结点的子树指针 P[i],指向关键字值[k[i],k[i+1]]的子树（例：取 key=10，他的子树在 10
到 20 间）

非叶子结点仅用来索引，数据都保存在叶子结点中

所有叶子结点均有一个链指针指向下一个叶子结点

广泛用于各种文件系统和数据库，比如：

Windows：HPFS 文件系统

Mac：HFS，HFS+文件系统

Linux：ResiserFS，XFS，Ext3FS，JFS 文件系统

数据库：ORACLE，MYSQL，SQLSERVER 等中

B+树演示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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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s.usfca.edu/~galles/visualization/BPlusTree.html

B+树比 B 树的优点

b+树的中间结点只保存数据（key-value）中的关键字（key），不保存数据（一条记录由 key
和其它字段组成，比如学生信息（学号，姓名，年龄，成绩，身高，性别）），所以磁盘页能

容纳更多结点元素，更“矮胖”；

b+树查询必须查找到叶子结点，b 树只要匹配到即可不管元素位置，因此 b+树查找更稳定；

对于范围查找来说，b+树只需遍历叶子结点链表即可，b 树却需要重复地中序遍历

为什么不用二叉查找树，而用 B+树？

主要考虑磁盘 IO的影响：

如果树太大，就不能把整个树全部加载到内存了，只能逐一加载每一个磁盘页（树的结点）。

要减少 IO 次数，即要减少树的高度，而“矮胖”就是 b+树的特征之一（高度小），每个结

点最多包含 m 个孩子，m 称为 b+树的阶，大小取决于磁盘页的大小。

一般情况下，B+树都不会超过 4 层，一个页存 1000,4 层 1000^4
数据库的检索过程

MySQL 的基本存储结构是页，各个数据页组成一个双向链表，单个数据页中的记录又组成

一个单向链表。

每个数据页都会为存储的记录生成一个页目录，在通过主键查找某条记录时可在页目录中使

用二分法快速定位对应的槽，然后再遍历该槽对应分组中的记录即可快速找到指定的记录数

据。以非主键作为搜索条件：只能从最小记录开始依次遍历单链表中的每条记录。即：

遍历双向链表，找到所在的页

从所在的页内中查找相应的记录，由于不根据主键查询，只能遍历所在页的单链表，当数据

量过大时（比如上亿条记录），结果会很慢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id= 10010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 =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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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索引

索引是对数据库表中一列或多列的值进行排序的一种存储结构（B+树），可以加快数据库的

检索速度。

索引的作用相当于书的目录，可以根据目录中的页码快速找到所需的内容。

没有用索引需要遍历双向链表来定位对应的页，现在通过索引就可以很快地定位到对应的页

上。索引底层结构就是 B+树(也有 hash 表的），B+树作为树的一种实现，能够让我们很快地

查找出对应的记录。

索引的创建

创建索引方法

CREATE TABLE users(
userid INT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primary key,
username VARCHAR(16) NOT NULL,
pwd VARCHAR(16),
index idx_username(username) # index idx_username(username(10))
);

ALTER TABLE users ADD INDEX idx_username (username)#可以重复

ALTER TABLE users ADD UNIQUE (username)#不重复,
ALTER TABLE users ADD PRIMARY KEY (username)#不重复,唯一标识表中的每一条数据

DROP INDEX idx_username ON users
ALTER TABLE users DROP INDEX idx_username
ALTER TABLE users DROP PRIMARY KEY

show index from users;
show keys from users;
联合索引: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tom’ and pwd='mallocfree';
CREATE TABLE users(
userid INT NO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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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VARCHAR(16) NOT NULL,
pwd VARCHAR(16),
phone VARCHAR(16),
index idx_username_pwd(username,pwd,phone)
);
相当于创建了(username,pwd,phone)、(username,pwd)、(username)三个索引

最左匹配：遇到范围查询(>、<、between、like左匹配)等就不能进一步匹配了，后续退化为

线性查找。如为一表创建联合索引(a, b, c, d)，查询 select * from mytable where a = 1 and b = 2
and c > 3 and d = 4，则会依次命中 a、b、c，无法命中 d。
联合索引(a, b, c, d)，查询条件 c > 7 and b = 5 and a = 1 and d < 3 与 a = 1 and c > 7 and b = 5 and
d < 3 等顺序都是可以的，MySQL 会自动优化为 a = 1 and b = 5 and c > 7 and d < 3，依次命中

a、b、c。

索引注意事项

适合建立索引的情况：

表的主关键字，自动建立唯一索引

表的字段唯一约束

直接条件查询的字段

查询中与其它表关联的字段

查询中排序的字段

查询中统计或分组统计的字段（max和 group by 的字段）

不适合建立索引的情况：

表记录太少(一般索引表与数据表不在同一个数据块，需先访问索引表，再通过索引表访问

数据表)
经常插入、删除、修改的表（B+树平衡调整）

数据重复且分布均匀的表字段（比如性别字段：只有男，女两个值）

聚簇索引与非聚簇索引

聚簇索引

以主键创建的索引，在叶子结点处存储的记录包含了表中所有的列（key-value）。
二级索引（非聚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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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键创建的索引，在叶子结点处存储的记录内容是主键。使用非聚簇索引查询出数据时，

拿到叶子上的主键再去聚簇索引的 B+树上查想要的数据(这个过程叫做回表)。
每增加一种索引，就会新建一颗对应的 B+树，彼此独立的。

MyISAM 单独为表的主键创建一个 B+树索引，在 B+树的叶子节点中存储的不是完整的用户

记录，而是主键值 + 行号的组合。也就是先通过索引找到对应的行号，再通过行号去找对

应的记录。

InnoDB 存储引擎只需要根据主键值对聚簇索引进行一次查找即可找到对应的记录，MyISAM
中需进行一次回表操作，意味着 MyISAM 中建立的索引全部都是二级索引

Hash 索引

哈希索引就是采用哈希算法，把键值换算成新的哈希值，检索时不需要类似 B+树那样从根

结点到叶子结点逐级查找，只需一次哈希算法即可立刻定位到相应的位置，速度快。

局限性：

无法利用索引完成排序

不支持最左匹配原则

在有大量重复键值情况下，存在 hash 冲突，效率低。

不支持范围查询

主流数据库都使用 B+树索引，InnoDB 使用的是自适应哈希索引，即会根据表的使用情况自

动为表生成哈希索引，不能人为干预。

什么是事务

事务是指访问并可能更新数据库中各种数据项的一个程序执行单元(unit)。一个事务可以是

一条 SQL 语句，一组 SQL 语句或整个程序。主要用于处理操作量大，复杂度高的数据。事

务处理可用来维护数据库的完整性，保证成批的 SQL 语句要么全部执行，要么全部不执行。

例如：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人员，需要删除人员的基本资料，也要删除和该人员相关的信息，

这些 SQL 操作语句就可构成一个事务。

MySQL 中只有使用 Innodb 存储引擎的数据库或表才支持事务。一般来说，事务必须满足 4
个条件（ACID）：原子性（Atomicity）、一致性（Consistency）、隔离性（Isolation）、持久性

（Durability）。
原子性：一个事务（transaction）中的所有操作，要么全部完成，要么全部不完成，不会结

束在中间某个环节。事务在执行过程中发生错误，会被回滚（Rollback）到事务开始前的状

态，就像这个事务从来没有执行过一样。

一致性：在事务开始之前和事务结束以后，数据库的完整性没有被破坏。这表示写入的资料

必须完全符合所有的预设规则，这包含资料的精确度，后续数据库可以自发性地完成预定的

工作。

隔离性：数据库允许多个并发事务同时对其数据进行读写和修改的能力，隔离性可以防止多

个事务并发执行时由于交叉执行而导致数据的不一致。事务隔离分为不同级别，包括读未提

交（Read uncommitted）、读提交（read committed）、可重复读（repeatable read）和串行化

（Serializable）。
持久性：事务处理结束后，对数据的修改就是永久的，即便系统故障也不会丢失。

如何使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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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 'localhost'; // mysql 服务器主机地址

$user = ‘mallocfree'; // mysql 用户名

$pass = 'mf123456'; // mysql 用户名密码

$conn = mysqli_connect($host, $user, $pass);
if(! $conn )
{

die('连接失败: ' . mysqli_error($conn));
}
// 设置编码，防止中文乱码

mysqli_query($conn, "set names utf8");
mysqli_select_db( $conn, 'sqlDemoDb' );

mysqli_query($conn, "SET AUTOCOMMIT=0"); // 设置不自动提交，因为 MYSQL 默认立即执行

mysqli_begin_transaction($conn); // 开始事务

if(!mysqli_query($conn, "insert into users (id) values(1001)"))
{

mysqli_query($conn, "ROLLBACK"); // 判断当执行失败时回滚

}

if(!mysqli_query($conn, "insert into users (id) values(1002)"))
{

mysqli_query($conn, "ROLLBACK"); // 判断执行失败时回滚

}
mysqli_commit($conn); //提交事务

mysqli_close($conn);

事务隔离级别及问题

读未提交（RU）：read uncommitted
在 RU 的隔离级别下，事务 A 对数据做的修改，即使没有提交，对于事务 B 可见，这种现象

叫“脏读” 。隔离程度较低的一种级别，会引起很多问题，一般不常用。

读已提交（RC）：read committed
事务 A 对数据做的修改，提交之后会对事务 B 可见。在 RC 级别下，不会出现脏读，但会出

现不可重复读的问题。比如：事务 A 开启时读到数据 1，事务 B 开启，把这个数据改成 2，
提交，A 再次读取这个数据，会读到最新的数据 2。这个隔离级别是许多数据库的默认隔离

级别。

可重复读（RR）：repeatable read
某事务对数据做完修改，提交之后，对于先于该事务开启的事务不可见。例如：事务 A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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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时读到数据 1，接下来事务 B 开启，把这个数据改成 2，提交，A 再次读取这个数据，仍

然只能读到 1（A 在 B 之前）。在 RR 的隔离级别下，不再出现不可重复读的问题。但会出现

幻读的问题。即当某个事务在读取某个范围内的值的时候，另外一个事务在这个范围内插入

了新记录，那么之前的事务再次读取这个范围的值，会读取到新插入的数据。Mysql 默认的

隔离级别是 RR，mysql 的 innoDB 引擎“间隙锁”解决了幻读的问题。

串行化：serializable
强制要求所有事物串行执行，读取的每行数据都加锁，性能最差。

mysql事务隔离级别与设置

//查看当前事物级别：

SELECT @@tx_isolation;

//设置 read uncommitted 级别：

set session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read uncommitted;

//设置 read committed 级别：

set session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read committed;

//设置 repeatable read 级别：

set session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repeatable read;

//设置 serializable 级别：

set session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serializable;

在 MySQL 命令行的默认设置下，事务都是自动提交的，即执行 SQL 语句后就会马上执行

COMMIT 操作

SET AUTOCOMMIT=0
BEGIN 开始一个事务

ROLLBACK 事务回滚

COMMIT 事务确认

数据库隐式加锁

一般情况下，没有用锁，数据库隐式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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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DB 对于 UPDATE、DELETE、INSERT 语句会自动给涉及数据集加排他锁（X)
MyISAM 执行查询语句 SELECT 前，自动给涉及的所有表加读锁，在执行 UPDATE、DELETE、
INSERT 等前，会自动给涉及的表加写锁

表锁与行锁

表锁：

对整个表加锁。开销小，加锁快；不出现死锁；锁定粒度大，发生锁冲突概率高，并发度低

表锁分两种：

表读锁（Table Read Lock），也叫共享锁（S，Shared）
表写锁（Table Write Lock），也叫排它锁（X，Exclude）
LOCK TABLE mytable READ; 用读锁锁表，会阻塞其他事务修改表数据。

LOCK TABLE mytable WRITE; 用写锁锁表，会阻塞其他事务读和写。

SELECT * FROMmytable WHERE ... LOCK IN SHARE MODE。
SELECT * FROMmytable WHERE ... FOR UPDATE。
读读不阻塞，读写阻塞，写写阻塞

行锁：

对某一行加锁，开销大，加锁慢；会出现死锁；锁定粒度小，发生锁冲突的概率低，并发度

高

InnoDB 支持行锁和表锁，其中行锁是基于索引的，只有通过索引条件检索数据才使用行级

锁

MyISAM 只支持表锁

InnoDB 意向锁

为了允许行锁和表锁共存，实现多粒度锁机制，InnoDB 还有两种意向锁（Intention Locks）：
意向共享锁（IS）：事务打算给数据行加行共享锁(S)，在给一个数据行加共享锁前必须先取

得该表的 IS 锁。

意向排他锁（IX）：事务打算给数据行加行排他锁(X)，在给一个数据行加排他锁前必须先取

得该表的 IX 锁。

意向锁都是表锁

事务在尝试获取需要的行锁时, 会先通过意图锁检查表锁占用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获得行

锁, 判断规则:
如果表 X 锁被占有,则其他事务尝试获得 IS、IX 均会阻塞,不能继续获取行 X 锁或行 S 锁了.
如果表 S 锁被占有,则其他事务可以获得 IS, 而获得 IX 会阻塞. 从而阻止其他事务获得行 X
锁

意向锁负责协调行锁和表锁之间关系，意向锁由数据库自动完成，程序员无需手动参与

IX，IS 是表级锁，只和表级的 X，S 发生冲突，和行级的 X，S 锁不冲突。意向锁是在添加行

锁之前添加。当向一个表添加表级 X 锁的时候，如果没有意向锁，需要遍历整个表判断是否

有行锁存在，以免发生冲突。有了意向锁，只需判断该意向锁与即将添加的表级锁是否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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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因为意向锁的存在意味着有行级锁的存在或者即将有行级锁的存在。因而无需遍历整

个表，即可获取结果，提高了加锁的效率。

另外，行锁的事务 A 获取了表 X 锁之后，如果没有 IX，事务 B 还可以获得行 X 锁，因此行

锁获得和表锁没有任何关系，表锁失去对行锁的控制。因此，需要 IX 锁，来协调。

乐观锁与悲观锁

乐观锁：

表中有一个版本字段，第一次读的时候，获取到这个字段。处理完业务逻辑开始更新的时候，

需要再次查看该字段的值是否和第一次的一样。如果一样更新，反之拒绝。之所以叫乐观，

因为这个模式没有从数据库加锁，等到更新的时候再判断是否可以更新

update mytable set Name='tom',version=version+1 where ID=#{id} and version=#{version}
update mytable set Name= ‘lucy',version=version+1 where ID=#{id} and version=#{version}
悲观锁：

select * from mytable for update
在 select 语句后边加了 for update 相当于加了排它锁(写锁)，加了写锁以后，其他的事务就

不能对它修改了，需要等待当前事务修改完之后才可以修改

InnoDB 间隙锁 GAP

当用范围条件检索数据并请求共享或排他锁时，InnoDB 会给符合范围条件的已有数据记录

的索引项加锁；对于键值在条件范围内但并不存在的记录，称为“间隙（GAP)”。InnoDB 会

对“间隙”加锁，即间隙锁。比如：

select * from mytable where id > 100 for update;
假如表中只有 101 条记录，其 id 的值分别是 1,2,...,100,101。InnoDB 不仅会对符合条件的 id
值为 101 的记录加锁，也会对 id 大于 101（并不存在）的“间隙”加锁。

间隙锁只会在 Repeatable read 隔离级别下使用

间隙锁目的：

防止幻读(Repeatable read 隔离级别下通过 GAP 锁避免了幻读)
死锁

1）访问表和行顺序固定。如两个批量更新 job，对 id 列表先排序，后执行，避免交叉等锁

情形；又如将两个事务的 sql 顺序调整为一致，也能避免死锁。

2）使用小事务。大事务更倾向于死锁，如果业务允许，将大事务拆小。

3）一次锁定。在同一个事务中，尽可能做到一次锁定所需要的所有资源，减少死锁概率。

4）降低隔离级别。如将隔离级别从 RR 调整为 RC，可以避免因 gap 锁造成的死锁。

5）为表添加合理的索引。如果不索引将会为表的每一行记录加锁，死锁的概率增大。

多版本并发控制-MVCC（1）

MVCC（ Multi-Version Concurrency Control ），即多版本并发控制。MVCC 一般读写是不阻塞

的，避免了加锁的操作，它通过一定机制生成一个数据快照（Snapshot)，并用这个快照来

提供一定级别（语句级或事务级）的一致性读取。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好像是数据库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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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同一数据的多个版本。每个连接到数据库的读者，在某个瞬间看到的是数据库的一个快照，

写者写操作造成的变化在写操作完成之前（或数据库事务提交之前）对于读者来说是不可见

的。当一个 MVCC 数据库需要更一个一条数据记录的时候，它不会直接用新数据覆盖旧数据，

而是将旧数据标记为过时（obsolete）并在别处增加新版本的数据。这样就会有存储多个版

本的数据，但是只有一个是最新的。这种方式允许读者读取在他读之前已经存在的数据，即

使这些在读的过程中半路被别人修改、删除了，也对先前正在读的用户没有影响。一句话：

MVCC 就是用同一份数据临时保留多版本的方式的方式，实现并发控制。

MySQL 的大多数事务型（如 InnoDB,Falcon 等）存储引擎实现的都不是简单的行级锁。基于

提升并发性能的考虑，他们一般都同时实现了 MVCC。当前不仅仅是 MySQL,其它数据库系

统（如 Oracle,PostgreSQL）也都实现了 MVCC。
MVCC 会保存某个时间点上的数据快照。这意味着事务可以看到一个一致的数据视图，不管

他们需要跑多久。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同的事务在同一个时间点看到的同一个表的数据可能是

不同的。

多版本并发控制-MVCC（2）

InnoDB:通过为每一行记录添加两个额外的隐藏的值来实现 MVCC，这两个值一个记录这行数

据何时被创建，另外一个记录这行数据何时过期(或者被删除)。但是 InnoDB 并不存储这些

事件发生时的实际时间，只存储这些事件发生时的系统版本号。这是一个随着事务的创建而

不断增长的数字。每个事务在事务开始时会记录它自己的系统版本号。每个查询必须去检查

每行数据的版本号与事务的版本号是否相同。让我们来看看当隔离级别是 REPEATABLE READ
时这种策略是如何应用到特定的操作的:
SELECT: InnoDB 必须保证每行数据符合两个条件:1、InnoDB 必须找到一个行的版本，它至少

要和事务的版本一样老(也即它的版本号不大于事务的版本号)。这保证了不管是事务开始之

前，或者事务创建时，或者修改了这行数据的时候，这行数据是存在的。2、这行数据的删

除版本必须是未定义的或者比事务版本要大。这可以保证在事务开始之前这行数据没有被删

除。这里不是真正的删除数据，而是标志出来的删除。真正意义的删除是在 commit的时候。

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行可能会被当作查询结果而返回。

INSERT:InnoDB 为这个新行记录当前的系统版本号。

DELETE:InnoDB 将当前的系统版本号设置为这一行的删除 ID。
UPDATE:InnoDB 会写一个这行数据的新拷贝，这个拷贝的版本为当前的系统版本号。它同时

也会将这个版本号写到旧行的删除版本里。

对于大多数查询来说根本不需要获得锁。以最快的速度来读取数据，确保只选择符合条件的

行。缺点在于存储引擎必须为每一行存储更多的数据，做更多的检查工作，处理更多的善后

操作。

大流量处理

生活中例子：早晚高峰地铁，尤其下雨或者出现故障

http://www.zhougejiaoit.com


周哥教 IT 视频课配套课件 结合视频课程学习效果更佳

www.zhougejiaoit.com

周哥教 IT www.zhougejiaoit.com
28

常用方法

 扩容

 CDN
 读写分离

 缓存

 缓存穿透

 缓存雪崩

 服务降级

 限流

 限流算法

 令牌桶：按照平均速率发放令牌，获得令牌才能处理请求

 漏桶算法：按照固定速率流出水滴

 计数器算法：单位时间内允许的请求次数，比如 10 秒 5000 次，超过就拒绝或

排队，10 秒后重置

 nginx接入层限流（自带限流模块，阿里的 tengine）
 消峰：对峰值流量进行分散处理，避免在同一时间段内产生较大的用户流量冲击系统

 活动分时段

 验证码

 消息队列（Kafka，ActiveMQ,RocketMQ,RabbitMQ）

缓存穿透

一般的缓存系统，都是按照 key 去缓存查询，如果不存在对应的 value，就应该去后端

系统查找（比如 DB）。一些恶意的请求会故意查询不存在的 key,请求量很大，就会对后端系

统造成很大的压力。这就叫做缓存穿透。

如何避免？

1：对查询结果为空的情况也进行缓存，缓存时间设置短一点，或者该 key 对应的数据

insert 了之后清理缓存。

2：对一定不存在的 key 进行过滤。可以把所有的可能存在的 key 放到一个大的 Bitmap
中，查询时通过该 bitmap 过滤。

缓存雪崩

当缓存服务器重启或者大量缓存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失效，这样在失效的时候，会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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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系统带来很大压力。导致系统崩溃。

如何避免？

1：在缓存失效后，通过加锁或者队列来控制读数据库写缓存的线程数量。比如对某个

key 只允许一个线程查询数据和写缓存，其他线程等待。

2：做二级缓存，A1 为原始缓存，A2 为拷贝缓存，A1 失效时，可以访问 A2，A1 缓存

失效时间设置为短期，A2 设置为长期

3：不同的 key，设置不同的过期时间，让缓存失效的时间点尽量均匀。

BIGDATA

数据倾斜

set hive.optimize.skewjoin = true;
skew join，其原理把这种 user_id = 0 的特殊值先不在 reduce 端计算掉，而是先写入 hdfs，然

后启动一轮 map join 专门做这个特殊值的计算，期望能提高计算这部分值的处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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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值分开处理法

不过，上述方法还要去考虑阈值之类的情况，其实也不够通用。所以针对 join

倾斜的问题，一般都是通过改写 sql 解决。对于上面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

user_id = 0 是一个特殊 key，那么可以把特殊值隔离开来单独做 join，这样特

殊值肯定会转化成 map join，非特殊值就是没有倾斜的普通 join 了

随机数分配法

join的时候增加一个随机数，随机数的取值范围 n相当于将 item给分散到 n个 reducer

行为表的每条记录生成一个 1-10的随机整数，对于 item属性表，每个 item生成 10条记录，随机 key
分别也是 1-10，这样就能保证行为表关联上属性表。其中 range_list(1,10)代表用 udf实现的一个返

回 1-10整数序列的方法。这个做法是一个解决 join倾斜比较根本性的通用思路

1）对于 join，在判断小表不大于 1G的情况下，使用 map join
2）对于 group by或 distinct，设定 hive.groupby.skewindata=true
3）尽量使用上述的 SQL语句调节进行优化

http://www.zhougejiaoit.com


周哥教 IT 视频课配套课件 结合视频课程学习效果更佳

www.zhougejiaoit.com

周哥教 IT www.zhougejiaoit.com
31

Redis 相比 memcached 有哪些优势：

 memcached 所有的值均是简单的字符串，redis 作为其替代者，支持更为丰富的数据

类型

 redis 的速度比 memcached快很多

 redis 可以持久化其数据

Reids 常用 5 种数据类型

string，list，set，sorted setz(zset, hash, skiplist)，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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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eviction: 不删除策略, 达到最大内存限制时, 如果需要更多内存, 直接返回错误信

息。大多数写命令都会导致占用更多的内存。

**allkeys-lru:**所有 key 通用; 优先删除最近最少使用(less recently used ,LRU) 的 key。
**volatile-lru:**只限于设置了 expire 的部分 ; 优先删除最近最少使用 (less recently

used ,LRU) 的 key。
**allkeys-random:**所有 key 通用; 随机删除一部分 key。
volatile-random: 只限于设置了 expire 的部分; 随机删除一部分 key。
volatile-ttl: 只限于设置了 expire 的部分; 优先删除剩余时间(time to live,TTL) 短的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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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ok = $redis->set($key, $random, array('nx', 'ex' => $ttl));

if ($ok) {

$cache->update();

if ($redis->get($key) == $random) {

$redis->del($key);

}}

?>

Redis 是单线程的，但 Redis 为什么这么快？

1、完全基于内存，绝大部分请求是纯粹的内存操作，非常快速。数据存在内存

中，类似于 HashMap，HashMap的优势就是查找和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都是 O(1)；

2、数据结构简单，对数据操作也简单，Redis 中的数据结构是专门进行设计的；

3、采用单线程，避免了不必要的上下文切换和竞争条件，也不存在多进程或者

多线程导致的切换而消耗 CPU，不用去考虑各种锁的问题，不存在加锁释放锁

操作，没有因为可能出现死锁而导致的性能消耗；

4、使用多路 I/O 复用模型，非阻塞 IO；这里“多路”指的是多个网络连接，“复用”
指的是复用同一个线程

5、使用底层模型不同，它们之间底层实现方式以及与客户端之间通信的应用协

议不一样，Redis 直接自己构建了 VM 机制 ，因为一般的系统调用系统函数的话，

会浪费一定的时间去移动和请求；

为什么 Redis 是单线程的？

Redis 是基于内存的操作，CPU 不是 Redis 的瓶颈，Redis 的瓶颈最有可能是机

器内存的大小或者网络带宽。既然单线程容易实现，而且 CPU 不会成为瓶颈，那

就顺理成章地采用单线程的方案了（毕竟采用多线程会有很多麻烦！）

Reids 三种不同删除策略

定时删除：在设置键的过期时间的同时，创建一个定时任务，当键达到过期时间时，立

即执行对键的删除操作

惰性删除：放任键过期不管，但在每次从键空间获取键时，都检查取得的键是否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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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过期的话，就删除该键，如果没有过期，就返回该键

定期删除：每隔一点时间，程序就对数据库进行一次检查，删除里面的过期键，至于要

删除多少过期键，以及要检查多少个数据库，则由算法决定。

Redis 常见的几种缓存策略

Cache-Aside
Read-Through
Write-Through
Write-Behind

使用过 Redis 分布式锁么，它是怎么实现的？

先拿 setnx来争抢锁，抢到之后，再用 expire 给锁加一个过期时间防止锁忘记了

释放。

如果在 setnx之后执行 expire之前进程意外 crash 或者要重启维护了，那会怎么

样？

set指令有非常复杂的参数，这个应该是可以同时把 setnx和 expire 合成一条指

令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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