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151025.4

(22)申请日 2019.02.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94774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6.28

(73)专利权人 上海交通大学

地址 200240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

(72)发明人 陈榕　陈海波　臧斌宇　管海兵　

魏星达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汉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1236

代理人 庄文莉

(51)Int.Cl.

G06F 16/21(2019.01)

G06F 16/23(2019.01)

(56)对比文件

CN 102682071 A,2012.09.19

CN 103744936 A,2014.04.23

CN 105138310 A,2015.12.09

CN 101699439 A,2010.04.28

US 2017364545 A1,2017.12.21

审查员 周勇攀

 

(54)发明名称

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

法和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面向二阶段锁提供高效

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的方法和系统，利用二

阶段锁作为并发控制的特点，高效的获取事务的

时间戳；在多版本数据库中，为只读事务选取合

适的数据读取版本，为读写事务选取合适的数据

写入版本，使得只读事务和读写事务之间不会受

到锁的竞争带来的影响。和传统的二阶段锁相

比，只读事务和读写事务之间没有冲突，极大的

提升了只读事务和读写事务的性能。和传统的时

间戳方法相比，不需要一个中心的时间戳服务

器，因此不会给事务带来额外的通信开销和性能

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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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读写事务开始步骤：读写事务开始时，获取事务本地的时间戳，记为事务时间戳；

二阶段锁读取步骤：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读取或者修改数据时，将事务时间戳更新

为比所述数据的数据时间戳大；

事务提交前步骤：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前，将事务时间戳增加；

事务提交时步骤：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时，将事务时间戳写回数据中；

能够在使用二阶段锁的数据库上支持多版本数据库，并提供了可序列化的隔离级别；

时间戳以分布式的方式进行获取，避免分布式系统中的性能瓶颈；

读写事务和只读事务之间不会有锁的竞争，减少系统被阻塞的时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只读事务读取步骤：将数据时间戳和事务时间戳进行比较，得到数值较大的时间戳，将

数据的数据时间戳更新为所述时间戳；

二阶段释放步骤：当当前要读取的数据的二阶段锁被释放后，只读事务使用事务时间

戳读取一个数据库快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获取事务本地的时间戳能够使用本地当前的物理时钟，或者将事务时间戳初始化为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二阶段锁读取步骤中，事务时间戳更新需要在事务利用二阶段锁对数据上锁成功之后。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事务提交时步骤中，将事务时间戳写回数据中需要在事务利用二阶段锁对数据放锁之

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事务提交时步骤中，所述数据包括事务的只读数据和读写数据。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二阶段释放步骤中，若当前要读取的数据没有被上锁，则无需等待二阶段锁释放，只读事

务使用事务时间戳读取一个数据库快照。

8.一种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读写事务开始模块：读写事务开始时，获取事务本地的时间戳，记为事务时间戳；

二阶段锁读取模块：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读取或者修改数据时，将事务时间戳更新

为比所述数据的数据时间戳大；

事务提交前模块：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前，将事务时间戳增加；

事务提交时模块：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时，将事务时间戳写回数据中；

能够在使用二阶段锁的数据库上支持多版本数据库，并提供了可序列化的隔离级别；

时间戳以分布式的方式进行获取，避免分布式系统中的性能瓶颈；

读写事务和只读事务之间不会有锁的竞争，减少系统被阻塞的时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只读事务读取模块：将数据时间戳和事务时间戳进行比较，得到数值较大的时间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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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数据时间戳更新为所述时间戳；

二阶段释放模块：当当前要读取的数据的二阶段锁被释放后，只读事务使用事务时间

戳读取一个数据库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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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数据库并发处理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

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数据库事务极大的简化了开发人员对应用的开发：开发人员无需推导数据在并发

访问下的正确性以及可靠性，只需要关注应用的实现逻辑。开发人员一般希望数据库能够

提供可序列化隔离级别。

[0003] 然而，数据库的并发控制通常具有比较大的开销，尤其是当用户的事务变得复杂。

因此，传统的数据库通常提供了比可序列化弱的隔离级别。一个较弱的隔离级别会给用户

返回不一致的数据，降低用户的使用体验，并造成经济损失。

[0004] 有研究表明，一般复杂的事务为只读事务，即不修改数据库数据的事务。只读事务

可以用多版本数据库高效的支持，只读事务只需要访问一个数据库快照，这样只读事务和

读写事务之间不会受到影响。

[0005] 多版本数据库可以高效的支持只读事务，通常多版本数据库需要一个时间戳来支

持，然而很难高效的实现时间戳。对于修改数据的读写事务，他需要一个时间戳来确认数据

的新版本。对于只读事务来说，需要一个时间戳来选择数据读取的版本。因此，如何实现时

间戳对事务来说非常重要。

[0006] 传统的系统中，通常使用一个中心服务器来管理所有的时间戳。这方便时间戳的

管理，然而却对性能带来影响，尤其是在分布式环境中。这是因为所有的数据通信都需要和

中心服务器来通信，造成额外的通信开销。同时，一个中心的服务器会成为分布式系统中的

瓶颈。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

并发控制方法和系统。

[0008]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包括：

[0009] 读写事务开始步骤：读写事务开始时，获取事务本地的时间戳，记为事务时间戳；

[0010] 二阶段锁读取步骤：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读取或者修改数据时，将事务时间戳

更新为比所述数据的数据时间戳大；

[0011] 事务提交前步骤：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前，将事务时间戳增加；

[0012] 事务提交时步骤：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时，将事务时间戳写回数据中。

[0013] 优选地，所述的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还包括：

[0014] 只读事务读取步骤：将数据时间戳和事务时间戳进行比较，得到数值较大的时间

戳，将数据的数据时间戳更新为所述时间戳；

[0015] 二阶段释放步骤：当当前要读取的数据的二阶段锁被释放后，只读事务使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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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戳读取一个数据库快照。

[0016]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系统，包括：

[0017] 读写事务开始模块：读写事务开始时，获取事务本地的时间戳，记为事务时间戳；

[0018] 二阶段锁读取模块：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读取或者修改数据时，将事务时间戳

更新为比所述数据的数据时间戳大；

[0019] 事务提交前模块：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前，将事务时间戳增加；

[0020] 事务提交时模块：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时，将事务时间戳写回数据中。

[0021] 优选地，所述的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系统，还包括：

[0022] 只读事务读取模块：将数据时间戳和事务时间戳进行比较，得到数值较大的时间

戳，将数据的数据时间戳更新为所述时间戳；

[0023] 二阶段释放模块：当当前要读取的数据的二阶段锁被释放后，只读事务使用事务

时间戳读取一个数据库快照。

[0024] 优选地，所述获取事务本地的时间戳能够使用系统当前的物理时钟，或者将事务

时间戳初始化为0。

[0025] 优选地，所述二阶段锁读取步骤中，事务时间戳更新需要在事务利用二阶段锁对

数据上锁成功之后。

[0026] 优选地，所述事务提交时步骤中，将事务时间戳写回数据中需要在事务利用二阶

段锁对数据放锁之前。

[0027] 优选地，所述事务提交时步骤中，所述数据包括事务的只读数据和读写数据。

[0028] 优选地，所述二阶段释放步骤中，若当前要读取的数据没有被上锁，则无需等待二

阶段锁释放，只读事务使用事务时间戳读取一个数据库快照。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30] 1、能够在使用二阶段锁的数据库上支持多版本数据库，并提供了可序列化的隔离

级别；

[0031] 2、时间戳以分布式的方式进行获取，避免了分布式系统中的性能瓶颈；

[0032] 3、读写事务和只读事务之间不会有锁的竞争，减少系统被阻塞的时间。

附图说明

[0033]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34] 图1为本发明的数据存储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至图6为本发明的二阶段锁执行步骤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化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37] 本发明利用二阶段锁作为并发控制的特点，高效的获取事务的时间戳；在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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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中，为只读事务选取合适的数据读取版本，为读写事务选取合适的数据写入版本，使

得只读事务和读写事务之间不会受到锁的竞争带来的影响。本发明利用数据库事务的并发

控制来进行时间戳管理，这样完全绕过了中心的服务器，从而减少了数据之间的通信，去除

了系统中的性能瓶颈。本发明中的时间戳作为整数处理，能够直接比较大小，本发明利用二

阶段锁的并发控制来管理时间戳，从而为利用二阶段锁的数据库系统提供高效的多版本支

持，用来支持多版本的时间戳的获取和更新方法和原先二阶段锁相比非常小。

[0038]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包括：

[0039] 读写事务开始步骤：读写事务开始时，获取事务本地的时间戳，记为事务时间戳；

[0040] 二阶段锁读取步骤：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读取或者修改数据时，将事务时间戳

更新为比所述数据的数据时间戳大；

[0041] 事务提交前步骤：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前，将事务时间戳增加；

[0042] 事务提交时步骤：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时，将事务时间戳写回数据中。

[0043] 具体地，所述的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还包括：

[0044] 只读事务读取步骤：将数据时间戳和事务时间戳进行比较，得到数值较大的时间

戳，将数据的数据时间戳更新为所述时间戳；

[0045] 二阶段释放步骤：当当前要读取的数据的二阶段锁被释放后，只读事务使用事务

时间戳读取一个数据库快照。

[0046]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系统，包括：

[0047] 读写事务开始模块：读写事务开始时，获取事务本地的时间戳，记为事务时间戳；

[0048] 二阶段锁读取模块：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读取或者修改数据时，将事务时间戳

更新为比所述数据的数据时间戳大；

[0049] 事务提交前模块：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前，将事务时间戳增加；

[0050] 事务提交时模块：读写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时，将事务时间戳写回数据中。

[0051] 具体地，所述的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系统，还包括：

[0052] 只读事务读取模块：将数据时间戳和事务时间戳进行比较，得到数值较大的时间

戳，将数据的数据时间戳更新为所述时间戳；

[0053] 二阶段释放模块：当当前要读取的数据的二阶段锁被释放后，只读事务使用事务

时间戳读取一个数据库快照。

[0054] 具体地，所述获取事务本地的时间戳能够使用系统当前的物理时钟，或者将事务

时间戳初始化为0。

[0055] 具体地，所述二阶段锁读取步骤中，事务时间戳更新需要在事务利用二阶段锁对

数据上锁成功之后。

[0056] 具体地，所述事务提交时步骤中，将事务时间戳写回数据中需要在事务利用二阶

段锁对数据放锁之前。

[0057] 具体地，所述事务提交时步骤中，所述数据包括事务的只读数据和读写数据。

[0058] 具体地，所述二阶段释放步骤中，若当前要读取的数据没有被上锁，则无需等待二

阶段锁释放，只读事务使用事务时间戳读取一个数据库快照。

[0059] 本发明提供的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系统，可以通过面向二阶段

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的步骤流程实现。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将面向二阶段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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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方法理解为所述面向二阶段锁的多版本数据库并发控制系统的优

选例。

[006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61] 如图1所示，本发明对传统数据存储结构进行修改，所述修改基于一个传统的多版

本数据存储。在传统的多版本数据库中，数据会有多个拷贝，每个拷贝存储了数据的版本和

这个版本对应的数据(new_ver对应版本，data对应这个版本的数据)。数据的版本之间通常

使用指针来进行访问，不同版本之间可以通过old_ver这个指针进行访问(在本附图的例子

中，不同版本是从最新的版本遍历到旧的版本，这也是最常见的连接方式)。本发明对数据

结构的修改是，数据的最新版本额外存储了一个时间戳(ts)。

[0062] 如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本发明针对二阶段锁的各个步骤的进行补充。如图

2所示，在事务开始的时候，相比较传统的二阶段锁，事务需要额外的获取一个时间戳，这个

时间戳可以是任意的整数，例如0；在事务使用二阶段锁读取或者修改数据之前，二阶段锁

会对数据进行上锁。相比较传统的二阶段锁，事务在上锁之后根据数据的时间戳(ts)更新

事务的时间戳。如图3所示，事务将自身的时间戳更新为不比当前读取数据的时间戳小；和

传统的二阶段锁不同，对于只读事务来说，无需对读的数据进行拿锁操作，如图4所示。事务

首先将数据的时间戳更新为比自身时间戳更大，随后等待当前数据上的锁被释放，如果数

据没被上锁则可以跳过这个步骤。随后，事务可以按照传统多版本数据库的只读方法，遍历

数据的多个版本，找到第一个小于事务时间戳的数据版本的数据，并将这个数据返回给用

户；在事务提交前，事务需要更新下自身的时间戳，将其加1，如图5所示。这保证了事务的时

间戳比其读写的所有数据的时间戳都大；在事务使用二阶段锁提交事务时，二阶段锁会对

数据进行解锁。相比较传统的二阶段锁的执行，事务解锁数据的锁之前，事务需将自身的时

间戳写入数据的时间戳，随后按照传统的多版本数据库写入方法，将事务的时间戳作为数

据的新版本写入，如图6所示。

[0063] 没有直接注明的操作，例如何时提交事务，和原先的二阶段锁的协议一致，因此不

作额外的说明。

[0064] 本领域技术人员知道，除了以纯计算机可读程序代码方式实现本发明提供的系

统、装置及其各个模块以外，完全可以通过将方法步骤进行逻辑编程来使得本发明提供的

系统、装置及其各个模块以逻辑门、开关、专用集成电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以及嵌入式微

控制器等的形式来实现相同程序。所以，本发明提供的系统、装置及其各个模块可以被认为

是一种硬件部件，而对其内包括的用于实现各种程序的模块也可以视为硬件部件内的结

构；也可以将用于实现各种功能的模块视为既可以是实现方法的软件程序又可以是硬件部

件内的结构。

[0065]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化或修改，这并不影

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实施例和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任意相

互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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