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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数据存储应用中的多个事务，在运行过

程中，将根据所述多个事务的日志条目( log 

entry)存储在多个日志缓冲区中。所述日志条目

被顺序写入当前日志缓冲区并且根据轮转分布

将多个日志缓冲区写入多个日志分区。之后，响

应于数据恢复事件，日志缓冲区中的日志条目的

顺序列表被组合以生成日志，该日志可以被数据

存储应用用于数据恢复。还描述了相关的装置、

系统、技术和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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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非暂时性机器可读介质，该机器可读介质存储指令，当该指令被至少一个可编

程处理器运行时，使得该至少一个可编程处理器执行下列操作：

运行数据存储应用中的多个事务；

将根据所述多个事务的日志条目存储到多个日志缓冲区中，所述日志条目被顺序写入

当前日志缓冲区，所述多个日志缓冲区根据轮转分布被写入多个日志分区，每个日志分区

被存储在单独的物理存储设备中；以及

响应于数据恢复事件，组合日志缓冲区中的日志条目的顺序列表并且通过恢复分派器

处理日志缓冲区以产生日志，该日志被该数据存储应用用于数据恢复，

其中写入特定分区的单个日志段的日志缓冲区是不连续的；

其中每个日志缓冲区包含I/O结束标记，其指示向相应日志分区写入日志缓冲区的输

入/输出操作已经结束；

其中每个日志缓冲区包含先前的I/O结束标记，其指示轮转分布中的紧前一个日志缓

冲区已经被写入相应的日志分区；并且

其中恢复分派器从各个日志分区接收日志缓冲区并将日志缓冲区重新排序为日志条

目的原始顺序。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非暂时性机器可读介质，其中该数据存储应用包含内存数据库。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非暂时性机器可读介质，其中每个日志缓冲区具有关联的提交

回调集合，并且其中在调用紧前一个日志缓冲区的提交回调集合之后设置当前日志缓冲区

的先前I/O标记。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非暂时性机器可读介质，其中当相应的I/O结束标记和先前的I/

O结束标记都已经被设置时，将成功的提交调用告知每个日志缓冲区的提交回调集合。

5.一种用于由一个或多个可编程处理器来实现的方法，包括：

由至少一个数据处理器运行数据存储应用中的多个事务；

将根据所述多个事务的日志条目存储到多个日志缓冲区中，所述日志条目被顺序写入

当前日志缓冲区，所述多个日志缓冲区根据轮转分布被写入多个日志分区，每个日志分区

被存储在单独的物理存储设备中；以及

响应于数据恢复事件，由至少一个数据处理器组合日志缓冲区中的日志条目的顺序列

表并且通过恢复分派器处理日志缓冲区以产生日志，该日志被该数据存储应用用于数据恢

复，

其中写入特定分区的单个日志段的日志缓冲区是不连续的；

其中每个日志缓冲区包含I/O结束标记，其指示向相应日志分区写入日志缓冲区的输

入/输出操作已经结束；

其中每个日志缓冲区包含先前的I/O结束标记，其指示轮转分布中的紧前一个日志缓

冲区已经被写入相应的日志分区；并且

其中恢复分派器从各个日志分区接收日志缓冲区并将日志缓冲区重新排序为日志条

目的原始顺序。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该数据存储应用包含内存数据库。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每个日志缓冲区具有关联的提交回调集合，并且其中

在调用紧前一个日志缓冲区的提交回调集合之后设置当前日志缓冲区的先前I/O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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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当相应的I/O结束标记和先前的I/O结束标记都已经

被设置时，将成功的提交调用告知每个日志缓冲区的提交回调集合。

9.一种用于管理数据库的系统，包括：

至少一个可编程处理器；以及

非暂时性机器可读介质，其存储指令，当所述指令被所述至少一个可编程处理器运行

时，使得所述至少一个可编程处理器执行以下操作：

运行数据存储应用中的多个事务；

将根据所述多个事务的日志条目存储到多个日志缓冲区中，所述日志条目被顺序写入

当前日志缓冲区，所述多个日志缓冲区根据轮转分布被写入多个日志分区，每个日志分区

被存储在单独的物理存储设备中；以及

组合日志缓冲区中的日志条目的顺序列表并且通过恢复分派器处理日志缓冲区以产

生日志，该日志被该数据存储应用用于数据恢复，

其中写入特定分区的单个日志段的日志缓冲区是不连续的；

其中每个日志缓冲区包含I/O结束标记，其指示向相应日志分区写入日志缓冲区的输

入/输出操作已经结束；

其中每个日志缓冲区包含先前的I/O结束标记，其指示轮转分布中的紧前一个日志缓

冲区已经被写入相应的日志分区；并且

其中恢复分派器从各个日志分区接收日志缓冲区并将日志缓冲区重新排序为日志条

目的原始顺序。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该数据存储应用包含内存数据库。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

每个日志缓冲区具有关联的提交回调集合，

在调用紧前一个日志缓冲区的提交回调集合之后设置当前日志缓冲区的先前I/O标

记，以及

当相应的先前的I/O结束标记已经被设置时，将成功的提交调用告知每个日志缓冲区

的提交回调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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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日志并行化

技术领域

[0001] 这里描述的主题涉及用于生成能够实现简化的数据恢复的并行数据库日志的技

术。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数据库一般使用日志记录（logging）将对相应数据执行的操作以同步的方

式存储到日志中，而同时将数据异步地写入相应的数据区中。在崩溃或其它数据恢复事件

的情况下，数据区被恢复到可能较旧的状态。回放（replaying）日志会将数据库带到最终提

交状态(last  committed  state)。因此，对于在线操作以及数据恢复来说，日志记录是数据

库的重要的性能关键(performance-critical)的组件。

发明内容

[0003] 在一个方面中，运行数据存储应用中的多个事务。根据多个事务的日志条目(log 

entry)被存储在多个日志缓冲区中。日志条目被顺序写入当前日志缓冲区并且根据轮转分

布(round-robin  distribution)将多个日志缓冲区写入多个日志分区(log  partition)。

之后，响应于数据恢复事件，日志缓冲区中的日志条目的顺序列表被组合以生成日志，该日

志可以被数据存储应用用于数据恢复。

[0004] 本主题可以与各种数据存储应用(包括但不限于内存数据库(in-memory 

database))一起操作。写入单个日志分区的至少两个日志缓冲区可以是非连续(non-

consecutive)的（其是轮转分布方案的产物(artifact)）。

[0005] 每个日志缓冲区可以包括I/O结束标记，其指示与该日志缓冲区相关联的输入/输

出操作已经结束(即，该日志缓冲区已经被写入相应的日志分区，等等)。每个日志缓冲区也

可以包括先前的I/O结束标记，其指示轮转分布中的紧前一个（immediately  preceding）日

志缓冲区已经被写入相应的日志分区。

[0006] 每个日志缓冲区可以具有关联的提交回调（commit  callback）集合，使得在调用

紧前一个日志缓冲区的提交回调的集合之后设置当前日志缓冲区中的先前I/O结束标记。

[0007] 可以在相应的I/O结束标记和先前的I/O结束标记都已经被设置时，将成功的提交

调用告知每个日志缓冲区的提交回调集合。

[0008] 还描述了生产物品，其包括持久地存储在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上的计算机可

执行的指令，当计算机执行所述指令时，使得计算机执行这里的操作。类似地，也描述了计

算机系统，其可以包括处理器和耦合到处理器的存储器。该存储器可以临时或持久地存储

使得该处理器执行这里描述的操作中的一个或多个操作的一个或多个程序。此外，方法所

规定的操作可以通过单个计算系统内的一个或多个数据处理器或分布在两个或多个计算

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数据处理器来实现。

[0009] 这里描述的主题提供许多优点。例如，这里提供的日志分区被视为单个逻辑日志

分区，从而充当线性日志(linear  log)，其与传统数据库相比允许简化的回放（即，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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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太复杂的回放算法，从而减少处理功耗以及回放时间，等等）。此外，本主题允许更高效

的OLAP事务的恢复，OLAP事务一般包括仅使用单个日志分区的大负荷操作。更具体来说，本

主题的优点在于：其确保跨日志分区的提交持久性(commit  durability)，进而确保提交回

调的正确排序(与日志记录提交记录的排序相同)。

[0010] 这里描述的主题的一个或多个变形的细节在附图和下面的描述中进行陈述。这里

描述的主题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从该描述和附图中以及从权利要求中变得明显。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图示包括数据存储应用的系统的示图；

[0012] 图2是图示用于生成数据存储应用的数据恢复日志的技术的处理流程图；

[0013] 图3是图示图1的系统的细节的示图；以及

[0014] 图4是图示存储在多个日志分区中的日志缓冲区的示图。

[0015] 各个附图中的相同的参考符号指示相同的元素。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图1示出系统100的示例，在系统100中，计算系统102可以包括可以在一个或多个

网络上并置、链接的一个或多个可编程处理器，等等，计算系统102运行数据存储应用的一

个或多个模块、软件组件等等。数据存储应用104可以包括数据库、企业资源程序、分布式存

储系统(例如，加拿大NetApp  of  Sunnyvale公司的NetApp  Filer)中的一个或多个。

[0017] 所述一个或多个模块、软件组件等等对于计算系统102的本地用户以及从一个或

多个客户端机器106通过网络连接110访问计算系统102的远程用户来说是可访问的。由一

个或多个第一模块产生的一个或多个用户界面屏幕可以通过本地显示器或通过与客户端

机器106中的一个相关联的显示器显示给用户。数据存储应用104的数据单元可以暂时存储

在持久层(persistence  layer)112（例如，页缓冲器或其它类型的临时持久层），持久层112

可以通过例如输入/输出组件116将数据以存储页的形式写入一个或多个存储器114中。一

个或多个存储器114可以包括被配置为用于写入要长期存储的数据的一个或多个物理存储

介质或设备(例如，硬盘驱动器、持久快闪存储器、随机访问存储器、光介质、磁介质等等)。

应当注意的是，存储器114和输入/输出组件116可以被包括在计算系统102中，尽管它们在

图1中被示出为在计算系统102的外部。

[0018] 保留在长期存储器114中的数据可以按页来组织。每一页被分配了规定量的存储

空间。在一些实现方案中，分配给每一页的存储空间的量可以是不变和固定的。然而，其中

分配给每一页的存储空间的量可以变化的其它实施方案也在本主题的范围内。

[0019] 图2是处理流程图200，在图220中，在210，在数据存储应用中运行多个事务。在

220，与多个事务相对应的日志条目被存储在多个日志缓冲区中。每次，正好只有一个日志

缓冲区是“当前缓冲器”，日志条目随着它们被事务生成而按顺序存储到该当前缓冲器中。

当这个缓冲器变满时，下一个缓冲器被拾取作为当前缓冲器而原来的当前缓冲器被写入日

志分区。要写入日志缓冲区的日志分区按照轮转方式从多个日志分区中选择。之后，响应于

数据恢复事件，在230，可以通过适当地串接(concatenate)从多个日志分区读取的日志缓

冲区中的数据，按照相应日志缓冲区中的第一条目的日志序号排序，来组合日志条目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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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表，以生成可以用于数据恢复的日志。该条目列表的排序与在日志写入期间这些条目

被生成的顺序1:1地匹配。

[0020] 图3示出与当前主题的一个或多个特征一致的软件架构300。数据存储应用104可

以以一个或多个硬件和软件来实现，并且可以包括数据库应用、网络附接的存储系统等等

中的一个或多个。根据当前主题的至少一些实现方案，这样的数据存储应用104可以包括持

久层112或者具有持久层112的界面，或者经由例如持久界面302的其它类型的日志缓冲区

界面。持久层112中的页缓冲器304可以存储一个或多个逻辑页306，并且可选地可以包括隐

式页(shadow  page)、活动页(active  page)等等。保留在持久层112中的逻辑页306可以经

由输入/输出组件116被写入存储器(例如，长期存储器等等)114，输入/输出组件116可以是

软件模块、以一个或多个软件和硬件实现的子系统、等等。存储器114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

数据卷(volume)310，其中所存储的页312被分配在物理存储块上。

[0021] 在一些实现方案中，数据存储应用104可以包括页管理器314和/或保存点管理器

316，或者与页管理器314和/或保存点管理器316通信。页管理器314可以与持久层112中的

页管理模块320通信，页管理模块320可以包括空闲块(free  block)管理器322，其监视页状

况信息324，例如存储器114内的物理页和持久层112中(并且可选地在页缓冲器304中)的逻

辑页的状况。保存点管理器316可以与持久层204处的保存点协调器326通信以操控保存点，

所述保存点被用于创建数据库的一致的持久状态(consistent  persistent  state)，供在

可能的崩溃之后重新启动。

[0022] 在数据存储应用104的一些实施方案中，持久层112的页管理模块可以实现隐式分

页(shadow  paging)。页管理模块320中的空闲块管理器322可以维护物理页的状况。页缓冲

器304可以包括按照这里所讨论的方式操作的固定页状况缓冲区。转换器组件340可以是页

管理模块320的部分或者与页管理模块320通信，并且可以负责写入到存储器114中的逻辑

页和物理页之间的映射。转换器340可以在一个转换器表格342中维护逻辑页到相应的物理

页的当前映射。转换器340可以在一个或多个转换器表格342中维护逻辑页306到相应的物

理页的当前映射。当从存储器114读取逻辑页306时，可以使用转换器340从所述一个或多个

转换器表格342中查找将要加载的存储页。当在保存点之后第一次向存储器114写入逻辑页

时，向该逻辑页分配新的空闲物理页。空闲块管理器322将该新的物理页标记为“已使用”并

且该新的映射被存储在所述一个或多个转换器表格342中。

[0023] 持久层112可以确保在数据存储应用104中做出的变化是持久的并且确保数据存

储应用104可以在重启之后被恢复到最新提交的状态(most  recent  committed  state)。向

存储器114写数据不需要与写事务(writing  transaction)的结束同步。这样，当写事务结

束时，未提交的变化能够被写入盘中，而已提交的变化可能尚未被写入盘中。在系统崩溃之

后，可以回滚未结束的事务所做出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提交的事务所产生的变化不

会丢失。日志记录器(logger)组件344也可以被包括以将对数据存储应用的数据做出的变

化存储在线性日志中。日志记录器组件344可以在恢复期间用于回放从上一个保存点以来

的操作，以确保对数据应用所有操作并且确保在恢复过程的结尾回滚仍然打开(still-

open)的事务之前提交具有已记录的“提交”记录的事务(transaction  with  a  logged

“commit”record)。

[0024] 对于一些数据存储应用，向盘写数据不一定与写事务的结束同步。可能发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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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即，当写事务结束时，未提交的变化被写入盘中，而同时已提交的变化尚未写入盘

中。在系统崩溃之后，未结束的事务所做出的变化必须被回滚，并且已提交的事务所做出的

变化一定不能丢失。

[0025] 为了确保已提交的变化不丢失，每当做出变化时，日志记录器组件344都会写入重

做(redo)日志信息。该信息可以最迟在事务结束时被写入盘中。日志条目可以持久存留在

单独的日志卷中，而正常数据被写入数据卷中。利用重做日志，即使相应的数据页没有被写

入盘中，也可以恢复已提交的变化。对于撤销(undo)未提交的变化，持久层112可以使用（一

个或多个日志中的）撤销日志条目和隐式分页的组合。

[0026] 持久界面302可以操控存储库(store)（例如，内存存储库(in-memory  store)等）

的读请求和写请求。持久界面302也可以提供用于写数据的具有日志记录的写方法和不具

有日志记录的写方法。如果使用经日志记录的写操作，那么持久界面302调用日志记录器

344。此外，日志记录器344提供用于允许存储库（例如，内存存储库等）直接将日志条目添加

到日志队列中的界面。日志记录器界面还提供用于请求将内存日志队列中的日志条目清理

到盘中的方法。

[0027] 日志条目包含日志序列号、日志条目的类型和事务的标识符。取决于操作类型，日

志记录器344登记附加信息。例如，对于类型为“更新”的条目，这应当是受影响的记录的标

识和被修改的数据的后像(after  image)。

[0028] 当数据应用104被重启时，需要处理日志条目。为了加速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从开

始处理重做日志。而是，如上所述，周期性地执行保存点，保存点将从上一个保存点起做出

的所有变化都写入盘（例如，内存，等等）中。当启动系统时，只有在上一个保存点之后创建

的日志需要被处理。在下一个备份操作之后，该保存点位置之前的旧日志条目可以被移除。

[0029] 当日志记录器344被调用以写日志条目时，其并不立即向盘写入。而是，其可以将

日志条目放入内存的日志队列中。日志队列中的条目可以最迟在相应的事务结束(被提交

或终止)时被写入盘中。为了保证提交的变化不丢失，在相应的日志条目被清理到盘中之

前，提交操作不能成功结束。将日志队列条目写入盘中也可以被其它事件触发，所述其它事

件，例如，当日志队列页变满或当保存点被执行时。

[0030] 利用当前主题，日志记录器344可以将数据库日志(或者这里简单地称为“日志”)

以自然次序(例如，顺序次序，等等)依次写入日志缓冲区中。如果使用若干物理硬盘/存储

设备来存储日志数据，则可以定义若干日志分区。之后，日志记录器344(如上所述，用于生

成和组织日志数据)可以对向所有可用日志分区写入日志缓冲区进行负载均衡。在一些情

况中，负载均衡是根据轮转分布（round-robin  distribution）方案的，其中各种写操作以

顺序和连续的方式被导向日志分区。利用这种布置，被写入多分区日志的特定分区的单个

日志段的日志缓冲区是不连续的。然而，在恢复期间可以将所有分区的日志段中的日志缓

冲区重新排序为正确次序。

[0031] 参考图4的示图400，为了确保持久性，跨日志分区410i...n的内存中的跨分区的日

志缓冲区420i...n可以在I/O次序上被改变，并且每个日志缓冲区420i...n可以与(i)I/O结束

标记430i...n、(ii)先前的I/O结束标记440i...n、以及(iii)提交回调的集合相关联。I/O结束

标记可以在日志缓冲区被安全地写入日志分区时被更新（在图4的示例中，日志分区410i的

标记430i)。在这个事件处，确定是否已经设置了先前的I/O标记440i(如果已经设置了，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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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轮转分布方案中的所有先前的I/O日志缓冲区都已经被写入)。在所有先前的I/O都已

结束的情况中，将成功的提交调用告知提交回调，并且先前的I/O结束标记440i可以被设置

为下一个后续的日志缓冲区420ii。在下一个日志缓冲区420ii已经被写入(即，I/O结束标记

440ii被设置)的情况中，调用该下一个日志缓冲区420ii的提交回调，并且先前的I/O结束标

记440i可以被设置为下一个后续的日志缓冲区（即，“下下个日志缓冲区”）(未示出)。这个

过程一直持续到尚未被写入其相应的日志分区的日志缓冲区（例如，当前使用的日志缓冲

区或仍然处于I/O状态的日志缓冲区等等）被定位为止。

[0032] 在恢复期间，恢复分派器(dispatcher)450处理从各个日志分区440i...n发送给它

的日志缓冲区420i...n并且将它们重新排序成正确次序。这个重新排序恢复日志条目的原始

次序，就好像日志条目在在线操作中被写入一样。这个布置消除了对可能的引起数据冲突

（解决数据冲突可能需要复杂的算法）的重新排序的日志条目的特殊同步和/或操控的需

要。

[0033] 这里描述的主题的方面可以根据期望的配置以系统、装置、方法和/或物品来实

现。具体来说，这里描述的主题的各种实现方案可以以数字电路、集成电路、专门设计的专

用集成电路(ASIC)、计算机硬件、固件、软件和/或它们的组合来实现。这些各种实现方案可

以包括在一个或多个计算机程序中的实现，所述计算机程序在包括至少一个专用或通用的

可编程处理器的可编程系统上可运行和/或可解释，所述至少一个可编程处理器被耦合以

便从存储系统、至少一个输入设备和至少一个输出设备接收数据和指令，或者向存储系统、

至少一个输入设备和至少一个输出设备发送数据和指令。

[0034] 这些计算机程序也可以被称为程序、软件、软件应用、应用、组件或代码，这些计算

机程序包括可编程处理器的机器指令并且可以以高级过程编程语言和/或面向对象的编程

语言、和/或汇编/机器语言来实现。如这里所使用的，术语“机器可读介质”是指用于向可编

程处理器提供机器指令和/或数据的任何计算机程序产品、装置和/或设备，比如，磁盘、光

盘、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PLD)，“机器可读介质”包括接收机器指令作为机器可读信号

的机器可读介质。“机器可读信号”是指用于向可编程处理器提供机器指令和/或数据的任

何信号。机器可读介质可以非暂时性地，例如像非暂时性固态存储器或磁硬驱或任何等效

的存储介质那样，存储这些机器指令。可替换地或者附加地，机器可读介质可以以暂时的方

式，例如像与一个或多个物理处理器内核相关联的处理器高速缓冲器或其它随机访问存储

器那样，存储这些机器指令。

[0035] 这里描述的主题可以在包括后端组件或包括中间件组件或包括前端组件的计算

系统中实现，或者在这样的后端、中间件、前端组件的任意组合中实现，后端组件例如数据

服务器，中间件组件例如一个或多个应用服务器，前端组件例如具有图形用户界面或Web浏

览器的一个或多个客户端计算机，用户可以通过图形用户界面或Web浏览器与这里描述的

主题的实现方案进行交互。客户端和服务器通常但不排他地相互远离，并且一般通过通信

网络来交互，尽管系统的组件可以通过任何形式或介质的数字数据通信相互连接。通信网

络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局域网（LAN）和广域网（WAN）和因特网。客户端和服务器的关系依靠

在各自的计算机上运行的并且相互具有客户端-服务器关系的计算机程序而产生。

[0036] 在前面的描述中阐述的实施方案并不代表与这里描述的主题一致的所有实施方

案。相反，它们仅仅是与所描述的主题有关的方面一致的一些示例。虽然在这里详细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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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变形，但是其它修改或添加是可能的。具体来说，除了这里阐述的那些特征和/或变形

之外，还可以提供进一步的特征和/或变形。例如，上述的实施方案可以针对所公开的特征

的组合和子组合和/或进一步属于这里公开的那些特征的一个或多个特征的组合和子组

合。此外，附图中绘制和/或这里描述的逻辑流程不一定需要所示出的特定次序或者顺序次

序来取得期望的结果。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可以包括其它实施方案或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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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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