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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 ＭＲＯ 系统的可扩展数据管理策略研究

汤小春， 周佳文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２）

摘　 要：现代 ＭＲＯ 系统是对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各种不同类型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和存储的数据管理平

台，既要具有海量存储的能力，亦需要具有可扩展性。 而现存的 ＭＲＯ 系统，要么只关注存储问题，要
么只解决可扩展性问题。 提出了一种二层数据管理模型，上层利用内存存储解决可扩展性，下层使用

分布式键值存储（ＫＶ 存储）达到海量存储的目的。 通过在应用程序和 ＫＶ 存储系统之间添加键分组

的中间层，使得实时处理所需要的键被组合起来缓存在一个节点上，既满足了实时应用的特性，又提

高了动态可扩展性。 首先给出了实时处理键组的数据模型，其次介绍实时处理键组的创建和删除协

议，最后提出了支持实时处理键组的海量数据存储系统结构并对系统进行了评价，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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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 ＭＲＯ［１⁃３］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ｖｅｒｈａｕｌ）
是在借鉴航空维修 ＭＲＯ［４］概念的基础上，增加了产

品的状态监视及运行控制等业务内容。 它的最大特

点是支持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５⁃６］，即涵盖产品

的设计、生产、运行以及回收等全部阶段。 因此，与
传统 ＭＲＯ 比较，现代 ＭＲＯ 系统的数据管理特点

是：①数据量大。 产品的设计、生产、运行以及报废

的整个生命周期，每个产品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②
数据处理任务数量快速增长。 产品数量的增加使得

实时处理负荷变大；③数据类型多样化。 系统中有

实时数据、基础数据、业务知识数据以及用户交互数

据，这些数据的类型不一样。 ④共享性高。 终端用

户、制造商、销售商以及相关零部件的供应商都参与

到产品中，信息共享性要求大幅提高。
现代 ＭＲＯ 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历史数据庞

大，并且这些历史数据能够被反复利用，进行产品运

行中的预测和评估计算，例如，最佳维护时间的计算

等，因此，既需要海量的存储空间亦需要好的计算能

力。 目前，有关现代 ＭＲＯ 系统的数据管理文献中，
有些专注于如何满足海量数据存储的要求［２⁃３］，另
外一些则只考虑计算能力问题［６］，而综合考虑全生

命周期中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计算的则较少。 现有

的 ＭＲＯ 系统以采用传统的关系数据库和 ＮｏＳｑｌ 数
据存储为主，文献［７］利用实时数据库系统保存数

据，它只支持对动态采样数据的处理；文献［８］针对

ＭＲＯ 系统中数据的多源、异构、海量、动态等特点，
提出了一种综合运用云计算技术解决这一问题的思

路，它很好地解决了存储问题，但是对于数据操纵问

题却没有涉及。 文献［９］针对数据模型、数据预处

理与集成和数据查询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

了基于云平台的数据管理框架，但是其核心在于数

据模型方面。 文献［１０］针对传感器采样数据管理

中所面临的数据海量性、异构性、时空敏感性、动态

流式特性等问题，提出了使用数据库集群来管理采

样数据，但是没有涉及事务数据的管理。
鉴于现存系统中的不足，提出了一个可扩展键

值存储［１１⁃１２］系统来满足现代 ＭＲＯ 系统的数据处理

要求。 通过本地化实时应用和数据缓存的特点，在
应用程序和 ＫＶ 存储之间增加一个中间层，实时更

新的数据被缓存到内存的不同组中；收到读取数据

请求，直接返回内存中的数据，避免过多的 Ｉ ／ Ｏ 操

作。 对于需要多个数据经过融合才能进行实时分析

计算的请求，按照应用要求对数据分组，一起工作的

键缓存在同一个计算节点中，避免了分布式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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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由于以键值存储为基础，系统允许用户灵活

地建立分组，实现不同的计算要求，所以满足了可扩

展性［１２］。

１　 现代 ＭＲＯ 的实时数据存储模型

现代 ＭＲＯ 系统的数据存储模型需要实现实时

数据更新、实时数据分析处理以及实时数据状态显

示功能。 实时数据更新负责获得设备中各个部件的

传感器的最新状态参数，然后保存。 实时分析根据

产品的最新状态数据，再利用历史数据，及时准确地

判断产品的状态。 实时状态显示负责从数据存储中

心获得产品的最新数据及状态，向终端用户展示。
为了有效利用二级存储设备，降低磁盘 Ｉ ／ Ｏ 次

数，将数据存储功能分为分组存储层和数据存储层。
分组存储层以内存为主，用于实时数据的计算；数据

存储层采用 ＫＶ 存储模型，可以满足海量存储。 当

系统启动一个实时处理业务时，将业务需要的数据

从 ＫＶ 存储中取出，分组存储层进行汇聚后，再执行

计算。
为了与传统的关系数据库融合，ＫＶ 存储中的

键由多个部分组合形成，按照树模型组织起来，而每

个部分可以对应关系中的属性。
定义 １　 父子关系是指有序对集合 ｛（ｐ，ｑ１），

（ｐ，ｑ２），…，（ｐ，ｑｌ）｝ 上，ｐ 与 ｛ｑ１，ｑ２，…，ｑｌ｝ 之间是

一对多的联系，集合中的任何一个有序对称为父子

关系，其中 ｐ 叫父键，ｑ１，ｑ２，…，ｑｌ 都叫子键， 个数

为 ｌ。
定义 ２　 层次模型是由一组键和键之间的父子

关系构成的一棵有向树 Ｔ ＝ （Ｖ，Ｅ）。 其中 Ｖ和 Ｅ定

义为：①Ｖ 是键的集合；② 如果（ｖ１，ｖ２） ∈ Ｅ，当且仅

当存在一个从 ｖ１ 到 ｖ２ 的父子关系。
现代 ＭＲＯ 系统中，产品、部件以及零件等之间

的装配关系是树状的，所以实时处理键组可以很好

地描述产品中每个零部件的信息。 例如产品是根，
产品与部件是父子关系，部件和零件是父子关系，零
件的运行状态与时间戳是父子关系，其键表示为 ／
ｓｉｄ ／ ｃｉｄ ／ ｑｉｄ ／ 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 因此，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产

品，可以用层次模型表示。
现代 ＭＲＯ 系统计算产品的指定状态时，需要

将涉及到的零部件信息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计算

单元。
定义 ３ 　 实时处理键组是一组层次模式的

集合。
实时键组的操作主要包括：键组的建立和删除；

键组元素的增减操作。
约束规则为：①进行插入时，如果没有相应的父

键存在，子键不能插入；②进行删除操作时，如果删

除父键，则子键记录必须被全部删除；③只有一个键

没有父键，其为根键；没有子键的键称为叶子键。 除

根键外，每个键有且只有一个父键；除叶子键外，每
个键至少存在一个子键。

例如，当分析采摘定的状态时，需要将转速、油
压、风管参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计算单元，其包

含的键形成实时处理键组。 但是由于这些参数可能

来自不同的物理节点，也有可能一些键被其他计算

单元使用，因此实时处理键组是动态组合的，因此需

要进行实时键组的管理。

２　 实时处理键组的管理

２．１　 实时处理键组软件结构

如图 １ 所示，每个物理节点包含一个协调器、一
个实时应用管理器以及实时处理键组。

图 １　 实时处理键组存储模型

应用管理器主要调度该节点上的实时计算程

序，协调器执行用户实时处理键组的建立和撤销请

求。 当需要执行实时计算时，协调器从各个 ＫＶ 存

储节点获取指定的键值，然后形成一个实时处理键

组，最后由应用管理器调度执行。 一旦计算结束，撤
销对应的键组。
２．２　 实时处理键组注册和撤销过程

实时处理键组的注册是由实时计算发起的，它

·０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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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一组需要更新的成员键，然后向实时处理键组

管理器发送注册请求，实时处理键组管理器就开始

一个实时处理键组的注册过程。 注册过程采用原子

方式，要么注册成功，形成一个实时处理键组，要么

注册失败，实时处理键组无法产生。
算法： 注册过程。
输入： 新收到的键 Ｋ ＝ ｛ｋ１，ｋ２，…，ｋｍ｝
输出： 新键组 ｔ

过程：
Ｔ ＝ ｛ ｔ１，ｔ２，…，ｔｎ｝ ／∗ 已经存在的键组 ∗ ／
ｗｈｉｌｅ（ｋ ∈ Ｋ）｛
　 ｉｆ（（ｋ ∉ ｔｉ ．ｋ） ∧ （∀ｔｉ ∈ Ｔ））｛
　 　 ｉｆ（！ ｔ） ｔ ＝ ｍｇ（ｋ）
　 　 ｅｌｓｅ ｔ．ｋ ＝∪ ｛ｋ｝
　 ｝ｅｌｓｅ
　 　 ｒｅｔｕｒｎ ϕ
　 Ｔ ＝ Ｔ ∪ ｛ ｔ｝ ／∗ｔ 与 Ｔ 合并 ∗ ／
｝
ｒｅｔｕｒｎ ｔ
实时处理键组注册时，应用管理器向协调器发

送建立命令，协调器并发地向各个键所在的数据存

储节点（参与者）发送消息（Ｃ），参与者收到消息后，
将成员键的值发送到协调器（ＣＡ），若有错误发生则

返回错误（Ａ）。 协调器根据所有参与者的回复决定

实时处理键组的建立或者中止。 如果存在成员键的

值无法取得，协调器负责通知管理器建立失败。 如

果成功取得所有成员键的值，协调器负责通知管理

器建立成功。
当应用程序不再需要某个实时处理键组时，首

先向管理器发送解散实时处理键组的命令，此时，管
理器向协调器发送释放消息，实时应用存储节点上

的键值即为不可用状态。 若实时处理键组中某个键

值的变更未被提交，在发送解除消息之前，协调器必

须保证数据提交到各个成员节点。
２．３　 实时数据分析处理的实现

图 １ 中的分组管理器为每一个实时处理键组设

置一个对象标识，称之为应用对象。 图 ２ 展示了系

统的数据处理过程。
①根据实时处理键组建立应用对象；②ｂｕｆｆｅｒ

取得键值并处理；③处理完的数据写入应用对象；④
分组管理器采用 ｐｕｔ２ｎｅｗ 策略检查③中的数据是否

全部得到，若是，则向异步更新服务发送 ｃｏｍｍｉｔ 请
求；⑤异步更新服务采用 ｐｕｔ 方法将数据回写到数

图 ２　 实时数据处理应用的提交

据存储系统；⑥异步更新服务也将其他备份进行

ｃｏｍｍｉｔ 更新，分组管理器检查③提交的数据，若发

现有数据未到达，则应用程序显示分析处理失败。
实时处理键组的数据存储在内存中，既提高了

响应速度，又提高了故障发生时执行失效接管的

速度。
２．４　 可扩展性

在图 ２ 中，当某个节点的负荷较大时，系统可以

增加新的计算节点，并且将部分实时处理键组转移

到新的节点，从而提高系统计算能力。 另外，由于采

用分布式 ＫＶ 存储策略，扩展数据存储节点非常容

易，从而满足海量数据存储的要求。

３　 实　 现

系统组成如图 ３ 所示，用户的实时处理请求到

达后，实时处理服务建立实时处理键组，从数据存储

服务器中取得数据，数据的更新写入分组对象。 分

析处理完的数据定期更新到键值存储系统中，实现

持久化。 由于内存中数据容易丢失，所以采用先写

日志的方式（ＷＡＬ）将数据写入日志中。

图 ３　 系统实现结构

·１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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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处理业务执行时，必须保证分组中的键值

是最新的，否则不能进行处理。 如果应用不需要访

问分组内的全部键值，而仅仅需要访问组内的一个

键，那么就不使用分组管理。
在实时处理键组的生命周期内，实时键组管理

器负责实时处理键组内键的访问，它独占访问键组

内键的权利。 虽然实时处理键组内的键可能来自不

同的数据存储节点，但是实时处理键组服务可以缓

存实时处理键组内的键值，从而避免了代价高昂的

磁盘 Ｉ ／ Ｏ，减少了延迟时间。

４　 评　 价

论文实现了一个现代 ＭＲＯ 软件中的数据管理

系统。 分布式键值存储采用数据存储服务，采用

Ｖｏｌｄｅｍｏｒｔ 和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ＤＢ 实现数据存储服务，对

Ｖｏｌｄｅｍｏｒｔ 封装了一个接口，可以连接实时处理键组

服务的内存存储。
４．１　 实时处理键组注册和撤销的模拟方法

假设有 Ｇ 个并发的实时处理键组，每个实时处

理键组中包含 Ｋ 个键，则系统中至少包含 ｎ × Ｇ × Ｋ
个键，其中 ｎ 是可扩展因子，它表示没有被包含到实

时处理键组中的键数量。 实时处理任务发出创建实

时处理键组的请求，其中包含实时处理键组成员，实
时处理键组的成员的选择是随机的，成员的平均个

数是Ｋ，标准偏差是σ ｋ。 实时处理键组创建成功后，
每个实时分析处理程序获得全部的键值，全部获得

后执行分析计算，等待数据的时间间隔为 δ 或者 ２δ，
然后继续重复以上的数据处理。

使用参数 Ｇ，Ｋ，ｎ，δ 来评价系统各个方面的性

能，前 ３ 个参数来说明可扩展性，而 Ｎ用于评价实时

处理键组建立和删除时的系统开销，δ 则体现系统

进行并发操作时的压力测试。
４．２　 实时处理键组的创建时间评价

通过将实时处理键组中的其他操作设置为 ０，
从而使得创建过程的负载只包含创建操作，创建成

功后立即执行删除操作。 评价了使用不同传输方式

及实时处理键组成员选择方法时的延迟和吞吐量，
其中传输协议分为可靠传输协议和不可靠传输协

议，选择方法分为随机选择参与者键和顺序选择参

与者键。
随着并发实时分析计算的请求增加，图 ４ 描述

了实时处理键组创建请求的延迟情况。 延迟时间是

图 ４　 创建实时处理键组请求的延迟时间

指客户发出创建请求与收到建立成功消息之间的时

间。 从图中明显可以看出，顺序选择参与者键优于

随机选择参与者键，因为这些键存在于一个节点上，
所以使用单个创建消息即可满足；另外，实时处理键

组中键的个数对延迟时间影响较小，因为请求是依

照批处理方式发送的，假如有 ｎ 个分布式节点，最多

只发送 ｎ 个消息，与参与者键的个数没有关系。
图 ５ 给出了一定时间内建立实时处理键组的个

数，客户数量从 ５０ 增加到 １０ ０００ 的过程中，每秒钟

创建实时处理键组的个数也呈线性增长，但是随着

客户数量的增大，增长停滞，其原因从图 ４ 中也可以

得到，客户数量的增大，创建组的平均延迟时间增

大，导致创建的组数量停滞。

图 ５　 创建组的吞吐量

·２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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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实时处理键组的操作评价

本节评价实时处理键组操作的性能。 实时处理

键组建立后，从客户端就模拟大量的操作，在评价

中，主要比较论文中的系统与 Ｖｏｌｄｅｍｏｒｔ、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ＤＢ、文献［１１］ 中的 Ｍｅｇａｓｔｏｒｅ 以及文献［１２］ 中的

ＦｏｒｅｓｔＤＢ 系统在操作上的平均延迟时间。 论文中的

系统延迟时间包括实时处理键组的建立、删除时间

以及附加的操作时间。 对于 Ｖｏｌｄｅｍｏｒｔ 系统，不需要

建立组，也不需要保证实时应用特性，因此它被作为

性能基准来评价本系统的额外开销。 对于本系统，
更新操作产生后，系统保证全部的键更新完成。 在

实验中，针对不同的 Ｎ 值进行评价，每个实时处理

键组中键的个数 Ｋ 设置为 １５ 和 ６０，δ 设置为 １０ ｍｓ。

图 ６　 每个实时处理键组中每个操作的平均延迟时间（ｍｓ）

　 　 图 ６ 给出了 Ｎ 值不同时每个操作的延迟时间。
延迟时间计算方法是：

ｔ ＝
ｔｃ ＋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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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ｔｃ 表示实时处理键组建立与删除时间，ｔｏ 表示

操作花费时间，Ｎｏ 表示操作的数量。
对于 Ｖｏｌｄｅｍｏｒｔ 系统，延迟时间就是所有操作时

间的平均时间。 如图 ６ 所示，由于 Ｍｅｇａｓｔｏｒｅ 以及

ＦｏｒｅｓｔＤＢ 采用本文类似的技术，所以这 ３ 种系统与

Ｖｏｌｄｅｍｏｒｔ 比较，实时处理键组带来的额外开销大约

有 １０％～３０％，随着实时处理键组中操作数量的增

加，额外开销占用的比例进一步降低。 尽管键值的

更新不是直接进行持久存储，而是通过实时处理键

组服务被异步地提交到持久存储，但是这种方式并

没有影响键值的更新效率。 由于 Ｍｅｇａｓｔｏｒｅ 以及

ＦｏｒｅｓｔＤＢ 是针对大规模事务操作以及数据类型多

样，而本文对于实时要求相对较高，并且数据类型单

一，所以，相比较而言，本文中的系统比 Ｍｅｇａｓｔｏｒｅ 以

及 ＦｏｒｅｓｔＤＢ 性能要好一些，大约有 １０％左右。 故这

种采用二级缓存来形成实时应用型可扩展大数据存

储系统的方式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５　 结　 论

随着数据密集型计算的不断增多，数据规模的

不断增大，可扩展性作为重要的特性被提出。 本文

提出的实时处理键组协议很好的满足了可扩展性，
系统已经在项目中应用，并得到评价，既可以满足实

时应用的需求，也不降低键值存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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