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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分布式高性能数据库一体

机系统，包括数据库一体机和架设在数据库一体

机上的辅助模块，数据库一体机包括：用户主机，

用于进行业务处理；Oracle应用主机，用于向用

户主机并返回处理结果；存储设备，用于存储用

户主机所需数据；数据存储网络，用于连接

Oracle应用主机和存储设备；辅助模块包括：存

储设备管理模块，用于统一调度存储设备；分布

式高性能智能存储模块；用于与存储设备管理模

块通讯，实现存储设备的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

储；Oracle主机适配模块，用于将存储设备映射

为标准存储硬件资源。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

具有处理数据量大、处理速度快、处理性能强以

及可靠性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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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布式高性能数据库一体机系统，包括数据库一体机和架设在数据库一体机上

的辅助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库一体机包括：

用户主机，用于进行业务处理；

Oracle应用主机，通过TCP/IP网络连接用户主机，用于向用户主机返回处理结果；

存储设备，用于存储用户主机所需的数据，该存储设备为分布式高性能并行存储系统，

包含多个存储节点，每个存储节点包括PC服务器本地磁盘和相应容量的高性能Flash  SSD；

数据存储网络，分别连接Oracle应用主机和存储设备，用于使Oracle应用主机可以访

问存储设备；

所述辅助模块包括：

存储设备管理模块，架设于存储设备上，用于统一调度存储设备，完成存储设备的基础

管理工作；

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模块，架设于存储设备上，用于与存储设备管理模块通讯，实现

存储设备的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

Oracle主机适配模块，架设于Oracle应用主机上，用于将存储设备映射为标准存储硬

件资源使Oracle应用主机访问存储设备；

所述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模块包括：

通讯单元，用于与存储设备管理模块通讯，实现对存储设备的数据存取操作；

分布存储单元，用于将数据均匀的分布在所有对象数据空间之中，并根据访问频度调

入Flash  SSD中，同时在每一个存储节点保留2份或3份数据副本防止节点故障导致数据丢

失；

智能调度单元，用于将故障的PC服务器本地磁盘标记为失效并将该故障磁盘中的数据

策略冗余分布至剩余磁盘，并在故障磁盘被替换后重新均匀分布数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布式高性能数据库一体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Oracle应

用主机为开放的X86架构的服务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布式高性能数据库一体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存储

网络为InfiniBand网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布式高性能数据库一体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存储设备

管理模块包括：

存储调度单元，用于将PC服务器本地磁盘划分为不同的区块，并将各个区块标记为对

象数据空间，同时将Flash  SSD标记为缓存空间；

存储通讯单元，用于与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模块通讯，实现对存储设备的高性能智

能存储；

存储驱动单元，用于根据存储调度单元和存储通讯单元的命令，实现存储设备的读写

操作。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分布式高性能数据库一体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InfiniBand网络中的交换机每端口的交换速率为56Gb/s。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布式高性能数据库一体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存储

节点包含的PC服务器本地磁盘的数量在12块至24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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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布式高性能数据库一体机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Oracle数据库存储管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分布式高性能数据库一体

机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Oracle数据库是Oracle公司推出的十分优秀的DMBS，当前Oracle  DBMS以及相关

产品几乎在全世界各个工业领域中都有应用。无论大型企业的在线事物处理及数据仓库应

用，还是中小型的联机事物处理业务，都有众多Oracle数据库系统成功使用的典范应用。

[0003] 为了部署Oracle数据库，最常见的结构为多节点RAC(Real  Application 

Cluster)加共享存储的方式来实现。图1是典型建设方式，包括1为用户主机1、Oracle  RAC

节点2和共享存储设备3，这样的结构模式在数据中心中已经存在十多年，成熟可靠，相当稳

定。

[0004] 一般选择小型机或者高端PC服务器部署为Oracle  RAC  Node，也就是常说的数据

库高可用节点，通过高速的FC存储网络，访问共享存储设备(Shared  Storage)。用户(User)

通过TCP/IP网络连接Oracle数据库的RAC节点，Oracle  RAC节点可以处理结果返回用户，当

其中一个数据库节点出现异常时，不影响用户使用。

[0005] 新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伴随着数据量的高速增长，产生了海量的数据需要处理，

数据规模动辄几十TB，上百TB，甚至达到PB的数据。这种情况下传统的Oracle共享式存储架

构就因为有太多的存储输入/输出的等待不仅产生巨大的浪费，同时因产生的性能瓶颈，使

得这种低效率架构方式不能满足用户的业务需求。同时这种系统结构的在存储性能、容量

扩展和管理方面越来越成为信息化发展的瓶颈。

[0006] 当前传统架构下的共享存储设备，即使在大量磁盘支持下，IOPS值维持在5～10

万/秒。当前FC网路最高能够达到16Gb/s的接口速率，即使中高端的存储，采用多端口并行，

其吞吐率也只能到4～5GB/s的水平，这在面对TB级别的数据处理来说，一般业务时间都要

超过20小时，明显是无法满足用户业务需求。

[0007] 所以，传统Oracle  RAC结构下的数据库部署模式，在现在大数据量处理中存在较

为严重的性能瓶颈问题。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处理数据量大、处理速度快、处理性能强

以及可靠性高的分布式高性能数据库一体机系统。

[0009] 为实现本发明所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分布式高性能数据库一体机系统，包括

数据库一体机和架设在数据库一体机上的辅助模块，所述数据库一体机包括：

[0010] 用户主机，用于进行业务处理；

[0011] Oracle应用主机，通过TCP/IP网络连接用户主机，用于向用户主机返回处理结果；

[0012] 存储设备，用于存储用户主机所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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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数据存储网络，分别连接Oracle应用主机和存储设备，用于使Oracle应用主机可

以访问存储设备；

[0014] 所述辅助模块包括：

[0015] 存储设备管理模块，架设于存储设备上，用于统一调度存储设备，完成存储设备的

基础管理工作；

[0016] 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模块，架设于存储设备上，用于与存储设备管理模块通讯，

实现存储设备的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

[0017] Oracle主机适配模块，架设于Oracle应用主机上，用于将存储设备映射为标准存

储硬件资源使Oracle应用主机访问存储设备。

[0018] 所述Oracle应用主机为开放的X86架构的服务器。

[0019] 所述数据存储网络为InfiniBand网络。

[0020] 所述存储设备为分布式高性能并行存储系统，包含多个存储节点，每个存储节点

包括PC服务器本地磁盘和相应容量的高性能Flash  SSD。

[0021] 所述存储设备管理模块包括：

[0022] 存储调度单元，用于将PC服务器本地磁盘划分为不同的区块，并将各个区块标记

为对象数据空间，同时将Flash  SSD标记为缓存空间；

[0023] 存储通讯单元，用于与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模块通讯，实现对存储设备的高性

能智能存储；

[0024] 存储驱动单元，用于根据调度单元和通讯单元的命令，实现存储设备的读写操作。

[0025] 所述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模块包括：

[0026] 通讯单元，用于与存储设备管理模块通讯，实现对存储设备的数据存取操作；

[0027] 分布存储单元，用于将数据均匀的分布在所有对象数据空间之中，并根据访问频

度调入Flash  SSD中，同时在每一个存储节点保留2份或3份数据副本防止节点故障导致数

据丢失；

[0028] 智能调度单元，用于将故障的PC服务器本地磁盘标记为失效并将该故障磁盘中的

数据策略冗余分布至剩余磁盘，并在故障磁盘被替换后重新均匀分布数据。

[0029] 所述InfiniBand网络中的交换机每端口的交换速率为56Gb/s。

[0030] 所述每个存储节点包含的PC服务器本地磁盘的数量在12块至24块之间。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2] (1)Oracle应用主机采用开放的X86架构的服务器，满足大规模的在TB级数据量以

上的OLTP/OLAP应用需要。

[0033] (2)数据存储网络选择了技术新颖、网络带宽高、网络延迟小并在超级计算机中广

泛应用的InfiniBand网络交换技术，并采用每端口56Gb/s的交换速率的交换机，相对传统

FC网络交换机带宽提升3.5倍，极大的提高数据库的IO吞吐能力。

[0034] (3)存储设备为分布式高性能的并行存储系统，相对于传统的专用共享存储架构，

存储的IOPS和吞吐能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0035] (4)设有高性能智能存储模块，实现了对存储数据的高性能分布，并在存储设备中

出现问题时自动按照新的冗余策略分布数据，保证了数据库一体机的高效性。

[0036] (5)高性能智能存储模块中对数据设有备份，不存在单点故障，任何一个存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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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坏不会影响业务应用，保证了数据库一体机的可靠性。

[0037] (6)存储设备管理模块中，引入高性能SSD磁盘及高效率的热点数据缓存技术，使

得存储节点同时具备高性能SSD特性和传统磁盘存储特性。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传统Oracle  RAC架构示意图；

[0039] 图2为分布式高性能存储Oracle  RAC架构示意图；

[0040] 图3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4为存储节点内部磁盘管理逻辑示意图；

[0042] 图5为缓存管理示意图。

[0043] 图中：1为用户主机，2为Oracle  RAC节点，3为共享存储设备，4为分布式高性能存

储系统，5为Oracle主机适配模块，6为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模块，7为存储设备管理模块，

8为磁盘管理软件，9为内存DRAM，10为NVDIMM，11为Flash  SDD，12为磁盘HDD。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发明技术方案

为前提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

下述的实施例。

[0045] 如图1所示为传统Oracle  RAC架构，本发明是基于Oracle数据库应用，在保障其

Oracle  RAC高可用的同时，通过标准硬件上实现一系列新架构软件集成系统，机在开放标

准化PC服务器和分布式、高性能软件，组建一套高性能的数据库技术架构。

[0046] 如图2-图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分布式高性能数据库一体机系统，其存储设备

为分布式高性能存储系统4，其核心组件包括Oracle主机适配模块5、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

储模块6和存储设备管理模块7，通过这些组件的协同工作来完成数据库一体机的协同工

作，提升数据库应用性能。

[0047] 在本方案中，Oracle  RAC节点采用开放的X86架构的服务器，满足大规模的OLTP/

OLAP应用需要，部署基于Oracle  RAC业务应用。数据存储网络选择技术新颖、网络带宽高、

网络延迟小，而且在超级计算机中广泛应用的InfiniBand网络交换技术，本方案中采用每

端口56Gb/s的交换速率的交换机，相对传统FC网络交换机网络带宽提升3.5倍，极大的提高

数据库的IO吞吐能力。

[0048] 存储系统应用放弃传统的专用共享存储架构，通过使用开放的标准化PC服务器本

地磁盘的模式来充当存储节点，建立一个分布式高性能的并行存储系统。新型分布式高性

能存储用PC服务器节点将拥有12～24块物理磁盘，并且配置相应容量的高性能Flash  SSD。

通过存储节点内部的热点数据缓存调度优化技术，提升存储的IOPS和吞吐能力。

[0049] 如图3所示为高性能数据库一体机的技术架构的主要逻辑结构。其中各个模块完

成的主要功能如下：

[0050] 1、存储设备管理模块

[0051] 存储设备管理模块(磁盘管理模块)统一调度管理PC服务器的磁盘以及高速Flash 

SSD的重要组件，完成磁盘的基础管理工作。该模块将本地的磁盘划分成不同的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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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每一个区块将成为智能存储软件管理的对象数据空间(Data  Unit，简称DU)，同时

将Flash  SSD标记为缓存空间(Flash  Unit)，设备驱动模块同时承担实际的数据写入工作。

存储设备管理模块软件负责和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软件通讯。

[0052] 如图4所示为本实施例使用的混合存储介质访问的数据迁移，在存储节点配置缓

存是提高存储系统性能的重要方法。通过将共享数据临时存储在高速的DRAM内存中，海量

共享数据的操作速度得到显著提升。尽管具有纳秒(ns)级的读写速度，DRAM较低的存储容

量和高昂的成本限制了其用于大规模缓存来提升HDD读写访问的能力。Flash  SSD(闪存固

态硬盘)作为新型存储介质，具有功耗小、速度快、容量大的优势，其成本和性能介于DRAM和

HDD之间，因此可以作为DRAM与HDD之间的二级缓存，来有效提高I/O带宽和IOPS。尽管Flash 

SSD作为缓存非常具有吸引力，但其在读写操作上存在较大的不对称性(即读远快于写)，闪

存的擦除次数有限。现有的缓存内容替换算法主要针对于DRAM操作，较少考虑闪存作为缓

存的特征，以及多级缓存的架构。因此，本实施例基于业务特性，联合设计两级缓存管理策

略。

[0053] 2、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软件

[0054] 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软件是整个数据存储过程的核心所在。智能存储软件负责

了多存储节点数据的性能均衡分布存储，将数据均匀的分布在所有的DU之中，并且将数据

根据访问频度调入Flash  SSD中，提高系统整体访问性能。

[0055] 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软件的另一大功能是负责数据的可靠性，智能存储软件根

据服务策略，会在不同的存贮节点间保留2～3份数据副本，从而保证当一个节点故障时，既

不会引起数据的任何丢失，又不影响上层数据库节点应用。同样，当单一磁盘发生故障的时

候，智能存储软件会将故障磁盘标记为失效状态的同时数据在剩余的磁盘中进一步策略冗

余分布，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当故障磁盘被替换后，自动的完成新加入磁盘数据的均衡分

布，恢复初始状态。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软件负责与存储设备管理模块和设备驱动模块

相互通讯，协调完成数据的存取。

[0056] 因此，本实施例基于业务特性，联合设计缓存管理策略。如图5所示，针对DRAM较低

的容量和Flash  SSD写操作上不足，引入由DRAM和非易失性内存芯片构成的超级内存

NVDIMM，设计新型的读写分离技术。设计新型的读写分离方法：针对金融数据业务具有较多

的、随机的小文件写操作特点，引入超级内存NVDIMM。易失性的DRAM将小的脏数据先写入非

易失性的NVDIMM，当NVDIMM的脏数据汇集到一定的阈值再将连续块批量写入HDD，随机块写

入Flash  SSD。本实施例与DRAM到HDD的直接写入相比，显著降低了I/O操作次数；与DRAM到

Flash  SSD的写入相比，降低了对Flash  SSD的擦除次数，提高了数据一致性。NVDIMM主要用

于HDD的写缓存，而Flash  SDD主要用于HDD的读缓存，从而实现了较大程度上的读写操作分

离。

[0057] 3、Oracle主机适配软件

[0058] Oracle数据库并不能直接识别后端分布式高性能存储系统，所以需要在Oracle应

用主机中部署Oracle主机适配软件。通过Oracle主机适配软件将分布式高性能存储映射为

标准存储硬件资源，即映射传统Oracle  ASM可识别的标准磁盘。使得Oracle应用主机就不

需要做任何改动，直接通过该软件模块访问存储硬件资源。Oracle主机适配软件模块负责

和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软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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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通过上述存储设备管理模块、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软件模块和Oracle主机适配

软件模块的有机组合，以开放式标准化PC服务器为基础，以数据存储的高效率和可靠性的

分布式高性能智能存储软件为核心，结合高速的Flash  SSD、高速、低延迟的InfiniBand交

换机。通过软硬件整合创新，达到了远超传统主机和存储系统数据库结构的性能，简化管理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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