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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子查询在数据库中的应用较为广泛，根据是否与父查询的表有依赖关系，可以将其分为相关

子查询和非相关子查询。 相关子查询需要先从父查询中取出一个元组后执行子查询，即需要反复对

子查询的内容进行运算。 这种策略的磁盘访问开销很大，在分布式数据库中，由于存在数据通信开

销，在父查询元组过多时效率较低。 针对该类子查询，在现有的优化查询策略的基础上，结合分布式

数据库的特点，提出了通过子查询上拉为连接查询，消除子查询中冗余子句，消除聚集函数等方法实

现的基于分布式数据库的子查询优化策略，并通过实验验证了所提优化策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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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数据量的不断激增，分布

式数据库已经逐渐取代单机数据库，成为金融、互联

网等行业应用的主流存储系统。
在当前的数据库使用中，读操作占了数据库操

作的大多数，反映到 ＳＱＬ语句中即查询语句被经常

使用。 将一个由 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ＷＨＥＲＥ 组成的结

构称为查询块，对于一个查询块作为另一个查询块

的查询条件嵌套在其中的语句，称为子查询［１］。 目

前对于子查询的执行，如果是不依赖于父查询的非

相关子查询，实现比较简单，只需先对子查询进行处

理，将结果与父查询绑定后执行父查询，由内向外每

个查询只需要执行一次。 但对于依赖于父查询的相

关子查询，需要先对父查询计算，对于父查询结果中

的每一个元组，都需要将其重写到子查询中进行一

次子查询的计算。 这种执行策略使得相关子查询的

执行会随着父查询元组数的增多而增长，对于嵌套

层次更多的复杂相关子查询，时间开销将会是指数

级增加。 同时，在分布式数据库环境中，这种执行策

略还会增加数据通信的时间开销。
子查询为 ＳＱＬ 查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表达能

力，在数据库使用当中，大多数查询语句都含有子查

询，比如在 ＴＰＣ⁃Ｈ基准测试中就含有近乎一半的子

查询语句。 因此，对于相关子查询进行性能优化，对
于分布式数据库的高效执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现有的查询优化主要是基于 ２ 个方面进行，即
基于规则的查询优化和基于代价的查询优化。 基于

规则的研究一般是通过重写查询计划，去除查询的

嵌套性来降低复杂度和子查询的执行次数来提高性

能，基于代价的研究则是根据统计信息来进行查询

计划的代价计算，选择代价最小的查询方案。
ＣＢａｓｅ 是西北工业大学联合交通银行、华东师

范大学研发的分布式关系数据库，基于阿里巴巴的

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０．４．２，目前已经在交通银行上线应用［２⁃４］。
ＣＢａｓｅ目前仅仅支持部分相关子查询，且性能不佳。
本文在对现有的查询优化策略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

上，结合分布式数据库的特点，以查询重写为主，设
计了相关子查询的优化策略，在 ＣＢａｓｅ 上实现了对

于谓词 ＩＮ和 ＥＸＩＳＴＳ相关子查询的上拉、无用分支

切除和聚集函数消除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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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相关研究

１．１　 基于规则的研究

对于子查询，按照关键字的不同，可以划分为 ３
类：①ＩＮ 为标志的集合成员查询；②ＡＮＹ ／ ＳＯＭＥ ／
ＡＬＬ关键词引导的比较查询；③以 ＥＸＩＳＴＳ 为关键

词的空判断查询。
对于这三类子查询，均可以等价为 ＥＸＩＳＴＳ 语

义的查询。 在 ＭｙＳＱＬ 的研究中，将以 ＩＮ 为关键词

的子查询，转换成了同义的 ＥＸＩＳＴＳ 语句。 该转换

策略主要思路是将 ＩＮ查询相关的列转换为 ＥＸＩＳＴＳ
子句的等值过滤条件，遵循如下转换规则：

对于原有的 ＩＮ查询：
ＳＥＬＥＣＴ Ｃ１ ＦＲＯＭ Ｔ１ ＷＨＥＲＥ Ｃ２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Ａ１ ＦＲＯＭ Ｔ２ ＷＨＥＲＥ Ｔ１．Ｃ３＝Ｔ２．Ｃ３）；
可以将其转换成等价的 ＥＸＩＳＴＳ语义的语句：
ＳＥＬＥＣＴ Ｃ１ ＦＲＯＭ Ｔ１ Ｗ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 １ ＦＲＯＭ Ｔ２ ＷＨＥＲＥ Ｔ１．Ｃ３ ＝ Ｔ２．Ｃ２ ＡＮＤ
Ｔ１．Ｃ２ ＝ Ｔ２．Ａ１）；

不同于其他子查询需要扫描全表，ＥＸＩＳＴＳ 子查

询只需要取一次查询结果进行空判断。 相较于其他

的子查询，ＥＸＩＳＴＳ 子查询是一种最优的子查询，因
此在 ＭｙＳＱＬ 中，对于 ＩＮ 子查询的优化，采取了和

ＥＸＩＳＴＳ谓词相似的策略：
１） 查询展开，将子查询上拉；
２） 消除冗余子树；
３） 在相关列上构建索引。
而在 Ｏｒａｃｌｅ的研究当中，Ｏｒａｃｌｅ 对子查询的优

化处理也采用了反嵌套的思想，主要包括了 ２ 种类

型的反嵌套，一种是生成派生表，另一种是合并子查

询。 接下来，将详细地讨论以上几种优化策略的

思想。
１．１．１　 子查询上拉

一个相关的 ＩＮ ／ ＥＸＩＳＴＳ 子查询在语义上等价

于一个半连接查询语句，将父查询块与子查询块的

表格在父查询中做半连接操作，以子查询块中与父

查询块相关的过滤条件作为连接条件，如果是 ＩＮ子

查询则 ＩＮ引导的列也将作为连接条件。 根据这一

理论，Ｂｅｌｌａｍｋｏｎｄａ等［５］提出了将相关子查询上拉展

开为同语义的半连接查询的优化策略，通过对子查

询的执行计划进行上拉，可以将子查询的嵌套层数

减少一层，减少了相关子查询执行时需要多次运算

子查询的时间，提高了查询性能。
但是这种优化策略对于待处理的子查询语句有

着一定的限制，对于子查询中含有聚集函数、ｗｉｔｈ 子

句、子查询的 ＦＲＯＭ 项为空或 ＥＸＩＳＴＳ 子查询的

ＷＨＥＲＥ项为空时，将无法采用这种优化策略。
除了可以上拉为半连接语句之外，还可以将子

查询上拉为内连接查询。 根据关系代数公式，假设

有 ２个关系 Ｒ 与 Ｓ，在属性 ａ 和 ｂ 上进行半连接，用
关系代数表示为 Ｒ ａ ＝ ｂＳ，通过关系代数运算可以

发现：Ｒ ａ ＝ ｂＳ ＝ ΠＲ（Ｒ ａ ＝ ｂＳ） ＝ Ｒ ａ ＝ ｂ（Πｂ（Ｓ））。
关系 Ｒ 和关系 Ｓ 在属性 ａ 和 ｂ 上进行半连接的语义

与 Ｒ和 Ｓ在属性 ａ 和 ｂ 上进行内连接后对 Ｒ 的属性

进行投影的语义是等价的。 根据这条理论，由在文

献［５⁃６］中指出可以将子查询上拉为内连接查询的

优化策略，该优化策略同样可以减少子查询嵌套的

层数。 在上拉为内连接的优化策略中，将相关子查

询分为了两类，一类为不含有聚集函数可以直接进

行上拉的子查询，而另一类则是含有聚集函数的子

查询。 在该优化策略中，对于含有聚集函数的相关

子查询，文献［５⁃６］中指出通过临时表的机制消除聚

集函数，成为不含聚集函数的相关子查询后再进行

上拉优化。
将子查询上拉为内连接相较于转换为半连接的

策略，只解决了聚焦函数造成的优化限制，对于其余

限制条件仍不能解决。
以上 ２ 种优化的主要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都

是对于待优化的相关子查询的查询计划中的父子查

询块的 ＦＲＯＭ项进行连接，作为父查询的 ＦＲＯＭ，再
将子查询块 ＷＨＥＲＥ中的过滤条件中与父表相关的

属性作为连接属性上拉，并用 ＡＮＤ 连接，其余的子

查询过滤条件则依次填充进父查询块的 ＷＨＥＲＥ
中，对于 ＩＮ相关子查询，需要将 ＩＮ相关的属性改为

“ ＝”关系填充进连接条件，额外的，如果要转换为内

连接查询，可能会有重复的结果出现，需要进行投影

运算去重。 在效果上，２种方法也是基本一致的，都
是将子查询的嵌套层数减去了内部的一层，减少了

子查询块多次执行的时间开销。
１．１．２　 冗余子树切除

对于相关子查询来说，由于 ＩＮ相关子查询可以

通过转换变为语义等价的 ＥＸＩＳＴＳ 相关子查询，因
此，对于子查询中的一些限制子句的处理，可以按照

ＥＸＩＳＴＳ的语义进行考虑。 ＥＸＩＳＴＳ 的语义对于子查

询的结果只判断是否为空，并不关心结果中的顺序

·０１９·



第 ４期 张晨煜，等：基于分布式数据库的相关子查询优化

等具体内容，所以子查询中的排序、去重等都是对于

查询结果毫无贡献的无用操作，去除掉这些子句可

以减少查询计划的内容，切除子树的规则如下：
例：原句为：
ＳＥＬＥＣＴ Ｃ１ ＦＲＯＭ Ｔ１ ＷＨＥＲＥ Ｃ２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Ａ１） ＦＲＯＭ Ｔ２ ＷＨＥＲＥ Ｔ１． Ｃ３ ＝ Ｔ２． Ｃ３
ＯＲＤＥＲ ＢＹ （Ａ２） ＧＲＯＵＰ ＢＹ（Ａ３））；

优化后为：
ＳＥＬＥＣＴ Ｃ１ ＦＲＯＭ Ｔ１ ＷＨＥＲＥ Ｃ２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Ａ１ ＦＲＯＭ Ｔ２ ＷＨＥＲＥ Ｔ１．Ｃ３＝Ｔ２．Ｃ３）；
对于子句中的 Ｄ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ＧＲＯＵＰ ＢＹ、ＯＲＤＥＲ

ＢＹ谓词都可以切除以减少查询计划的路径长度，
缩短时间开销。
１．１．３　 相关列构建索引

对于相关子查询的优化，除了可以通过规则优

化减少子查询的执行次数外，Ｓｈｉｏｉ等［７］提出了通过

在 ＷＨＥＲＥ项的属性上建立索引的方式来提升子查

询执行的性能。 这种优化策略，在子表数据量很大

的情况下，可以大大缩短对子表访问所造成的时间

开销，缩短查询时间。
１．１．４　 子查询合并

子查询合并技术［５］指的是对于一个查询语句

中，由 ＡＮＤ或者 ＯＲ 谓词连接的多个子查询，可以

在一定条件下将其合并为一个子查询，从而减少对

表的访问次数。
如果一个子查询的结果集包含了另一个查询块

的结果集，将其称为容器查询块，另一个称为包含查

询块。 对于同类型的 ２ 个子查询，如果满足包含关

系，那么保留容器查询块，删去包含查询块。
当子查询块之间不满足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时，可以将具有等价语义的语义合并，并将其余下等

非的条件合取或析取，使之成为一个子查询。
如果 ２ 个子查询块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但是 ２个查询块类型不同。 假定 ＥＸＩＳＴＳ 是容器子

查询块，需要在合并后引入一个 ＨＡＶＩＮＧ 子句，将
满足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Ｓ条件的查询结果返回值设为 ０，模
拟其筛选过程。
１．１．５　 聚集函数消除

对于聚集函数的处理策略是比较复杂的，在这

里只讨论了一些简单的处理策略。 在 ＥＸＩＳＴＳ 中对

于聚集函数的一些处理是简单的。 由于 ＥＸＩＳＴＳ 子

查询的返回结果只是是否为空，而对于聚集函数的

运算来说，无论是否有满足过滤条件的行，都会返回

一个运算结果，即使是没有满足子查询过滤条件的

元组，也会返回一个 ０或者 ＮＵＬＬ的结果，而非空结

果，这就说明聚集函数在 ＥＸＩＳＴＳ 的子句中是返回

一个恒为 ＴＲＵＥ的值的，即子查询恒成立，所以可以

将含有聚集函数的子查询删去，减少子查询的执行。
例：
ＳＥＬＥＣＴ ∗ ＦＲＯＭ Ｔ１ ＷＨＥＲＥ Ｔ１．Ｃ２ ＝ １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ＵＮＴ （∗） ＦＲＯＭ Ｔ２ ＷＨＥＲＥ
Ｔ１．Ｃ１＝Ｔ２．Ｃ１）；

优化后的结果为：
ＳＥＬＥＣＴ ∗ ＦＲＯＭ Ｔ１ ＷＨＥＲＥ Ｔ１．Ｃ２＝ １；
这种优化策略删去了对结果毫无影响的含有聚

集函数的子查询，消去了子查询执行的时间，在面对

可优化的情况下，性能比较显著，但是可优化的类型

比较局限。
１．２　 基于代价的研究

基于代价的优化需要引入统计信息、直方图等

的功能［８⁃１０］。 基于代价的优化需要统计信息提供的

关于表的相关信息，预先的估算查询可用的若干计

划的可能开销，从中选择出代价最小的执行方案

执行。
由于本文暂时只考虑了基于规则的优化设计，

所以在此对于目前基于代价的研究只进行简单的

讨论。
在商业数据库 ＤＢＭＳ⁃Ｘ［１１］中提出了一种名为

位向量过滤器的优化措施。 这种优化主要用于哈希

连接，在哈希连接各个表的连接操作符处创建位向

量过滤器，并将其下推到计划中可能与该操作符涉

及到的表相关的表或者其他位向量过滤器上。 位向

量过滤器的应用并非对已经过代价计算选择出的最

优计划直接添加维向量过滤器，而是在代价计算中

直接考虑了维向量过滤器的影响。 因为相关的实验

已表明，在考虑了维向量过滤器后生成的查询计划

的代价，远小于对最优计划添加维向量过滤器后的

代价，这也就说明，对于位向量过滤器的考虑，需要

在基于代价的优化过程中进行，而位向量过滤器的

引入，也可能破坏了最优子计划的原则，破坏了现有

的动态规划框架，因为考虑位向量过滤器的最小代

价计划，在删去位向量过滤器后，代价可能是高于不

考虑位向量过滤器的情况下生成的执行计划的。
在 Ｐｏｓｔｇｒｅ ＳＱＬ［１２］中，提出了一种子查询计划重

用的方法，来提高动态规划得出最优执行计划的代

价。 其主要思想是优化了得出最优执行计划的计算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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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销和空间开销。 这种策略允许了子查询在搜索空

间中共享相似子查询的查询计划。 这种优化策略的

主要思想在于将每个查询抽象成一个与之对应的

图，并且生成他的子图覆盖集，对于后来的查询，在
子图覆盖集中发现与之同构的子图，共享对应的查

询计划。 而生成子图覆盖集是一个内存密集的运

算，在该研究中，对于覆盖集的生成也进行了优化，
减少了内存开销。
１．３　 分布式系统中的优化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与集中式数据库系统之间查

询代价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查询代价的构成上。 传

统的集中式数据库，查询代价由 ＣＰＵ 执行时间与

Ｉ ／ Ｏ构成。 而分布式数据库由于各个节点分布在网

络当中，除了基础的 ＣＰＵ 时间和 Ｉ ／ Ｏ 外，还有各个

节点之间的网络通信耗时。 所以分布式数据库在优

化策略的设计上，除了结合自身分布式特点的策略

外，还借鉴了传统的数据库。
分布式数据库的查询优化主要考虑 ２ 个方面：

减少查询耗时和通过分布式特点并行处理查询。
查询耗时的优化主要是通过对查询路径的优化

减少磁盘块的传递次数和对扫描次数进行优化减少

对磁盘块的扫描次数［１３］。 这一目标的优化方案通

常借鉴了传统数据库的方法，对逻辑计划和物理计

划进行优化。
而并行处理则是结合了分布式的特点，提出了

一种以操作符为中心的数据流模型［１４］，将生成的查

询计划按照操作符进行拆分，每个操作符都对应一

个引擎，分发到各个服务器进行计算，最后将结果合

并。 通过较低的计算代价和数据冗余存储换取高昂

的网络开销，把一个查询分到数据节点上进行并发

查询，最后在主节点融合数据结果，使得总体响应时

间很短。 同时，考虑到查询批处理［１０］的情况，对于

每个引擎设置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延迟时间，将若干

查询中对于同一个服务器的数据请求整合起来进行

访问，减少了多次访问数据造成的网络开销。

２　 算法实现

对于分布式数据库优化的 ２ 个目标，本文主要

关注于第一个目标，减少查询时间消耗，参考传统数

据库对于查询优化的一些思想，进行基于规则的

优化。
本文的思想是通过聚集函数消除和切除子查询

中的无用子树，优化查询路径，减少磁盘块的传递次

数，减少各服务站点之间的网络开销。 通过将相关

子查询上拉为连接查询，减少对子查询表的扫描次

数和反复将子表数据传输的网络开销。
２．１　 实现背景介绍

本文的研究环境基于分布式数据库 ＣＢＡＳＥ，其
架构 中 分 为 ４ 类 服 务 器， 分 别 是： ＲｏｏｔＳｅｒｖｅｒ、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 和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 。 数据包

括基 准 数 据 和 增 量 数 据， 基 准 数 据 存 储 在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中，增量数据存储在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 中，对
于查询的处理，将从 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 收到查询请求后，
根据 ＲｏｏｔＳｅｒｖｅｒ 上的信息，访问相关的 ＣｈｕｎｋＳｅｒｖｅｒ
和 ＵｐｄａｔｅＳｅｒｖｅｒ 的数据，在 ＭｅｒｇｅＳｅｒｖｅｒ 上合并后返

回给用户。 对于查询表的访问，除了含有主键的查

询会采用 ＧＥＴ方法直接访问表中的对应元组外，其
他的过滤条件都将采用 ＳＣＡＮ的方式逐行扫描查询

表中的元组。 这就导致了被访问的表的元组数越

多，时间开销越大。 在面对嵌套查询的时候，多次访

问子表将会造成极大的时间开销。
在目前的 ＣＢＡＳＥ 环境中，只支持了 ＥＸＩＳＴＳ 的

子查询功能和 ＩＮ 的非相关子查询功能，本文参考

ＭｙＳＱＬ中的转换规则实现 ＩＮ 相关子查询并对 ＩＮ
和 ＥＸＩＳＴＳ相关子查询进行优化。
２．２　 现有 ＩＮ 子查询执行策略

本文将详细讨论并实现 ＩＮ相关子查询的方法，
并介绍在未优化的情况下 ＩＮ相关子查询与 ＥＸＩＳＴＳ
相关子查询的执行方法。

对于 ＩＮ相关子查询，考虑可以通过转换现有的

执行计划，使其成为等价的 ＥＸＩＳＴＳ 相关子查询，转
换的普遍规则如下：

原查询：
ＳＥＬＥＣＴ ｅｘｐｒ ＦＲＯ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ＨＥＲＥ

ｏｕｔｅｘｐｒ１，ｏｕｔｅｘｐｒ２，…，ｏｕｔｅｘｐｒｎ ＩＮ（ＳＥＬＥＣＴ ｉｎｎｅｒｅｘ⁃
ｐｒ１， ｉｎｎｎｅｒｅｘｐｒ２， …， 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ＨＥＲＥ ｗｈｅｒｅ－ｅｘｐｒ）；

转换后查询：
ＳＥＬＥＣＴ ｅｘｐｒ ＦＲＯ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 １ ＦＲＯＭ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ＨＥＲＥ ｗｈｅｒｅ－ ｅｘｐ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ｘｐｒ１ ＝ 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ｒ１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ｘｐｒ２ ＝ 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ｒ２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ｘｐｒｎ ＝ 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ｒｎ）；

由于 ＥＸＩＳＴＳ 子查询的返回结果只是空与非

空，对具体内容并不关心，所以子查询的目标并不需

要指定，为 １ 即可， 保留原有的子查询的过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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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有查询中 ＩＮ相关的属性一一对应改为“ ＝ ”作
为子查询的新过滤条件。

这是最为普遍的转换方法，额外的，需要讨论被

转换的查询中，ＩＮ 相关的属性允许为 ＮＵＬＬ 值的

情况。
当 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ｒ 可能为 ＮＵＬＬ 值时，在添加过滤条

件 ｏｕｔｅｘｐｒ ＝ 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ｒ时，要析取一个判断 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ｒ
ＩＳ ＮＵＬＬ，将析取后的结果作为过滤条件添加进子

查询的 ＷＨＥＲＥ中。 假设 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ｒ１可能为 ＮＵＬＬ，
例：
ＳＥＬＥＣＴ ｅｘｐｒ ＦＲＯ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 １ ＦＲＯＭ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ＨＥＲＥ ｗｈｅｒｅ－ ｅｘｐｒ
ＡＮＤ（ｏｕｔｅｘｐｒ１ ＝ 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ｒ１ ＯＲ 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ｒ１ ＩＳ ＮＵＬＬ）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ｘｐｒ２ ＝ 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ｒ２…ＡＮＤ ｏｕｔｅｘｐｒｎ ＝ ｉｎｎｅｒｅｘ⁃
ｐｒｎ）；

在完成上述转换后，在物理计划的执行上对于

相关子查询是类似的，物理计划会首先执行主查询

块的查询，取出主查询中的每一个元组，对于多个过

滤条件的，如果是用 ＯＲ连接的过滤条件，则只需判

断其余过滤条件，如果其余过滤条件为假，再将该元

组传递给子查询执行，如果为真，则可以不用执行子

查询。 对于由 ＡＮＤ连接的过滤条件，需要判断是否

满足其他过滤条件，只有满足其他条件的元组信息

会被传递给子查询执行。
对于传递给子查询的元组信息，物理计划会将

子查询中主查询相关的属性改写成元组中具体的

值，然后根据重写后的物理计划进行执行计算子查

询的结果，如果子查询执行后存在满足条件的结果，
将返回给主查询一个 ＴＲＵＥ 值，否则返回 ＦＡＬＳＥ
值。 对于可以使子查询结果为 ＴＲＵＥ 的元组，会将

该元组的信息输出，然后取出下一行元组，如此进行

直到将主查询中的所有元组扫描完成。
目前的执行流程如图 １所示。
从流程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出，现有的执行策略

对于每一个子查询都有着嵌套的 ２ 个循环过程，对
于外层父查询的每一个元组都需要经过一次完整的

子查询执行流程，这在外层查询的元组增加时大量

的增加时间开销，同时，如果存在多层嵌套的子查

询，那么时间开销更是会指数级增加，反复对子查询

的执行，也将会导致数据频繁的进行通信，在分布式

的环境下也会产生大量的通信时间开销，接下来，将
讨论对子查询优化的具体策略与实现方法。

图 １　 现有子查询执行流程图

２．３　 优化策略

对分布式数据库不同的语句环境，本文选择了

３种优化方案：子查询冗余子树消除、聚集函数消除

和子查询上拉方案，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优化。
２．３．１　 子查询冗余子树切除

对于 ＩＮ和 ＥＸＩＳＴＳ的相关子查询来说，ＩＮ 子查

询等价于在原有子查询的过滤条件中添加了一个

ＩＮ内外表达式的等值过滤，在执行时只是判断是否

对于过滤条件有非空结果产生，因此，子查询的结果

集是否排序、是否按某一属性进行分组、选择对象是

否有唯一性限制并不会对查询的结果产生影响。 然

而，这些子句会在物理计划的生成与执行时产生多

余的执行路径与操作符，进而导致执行时间开销增

加，所以对于子查询中的去重限制，无其他子句的

ｇｒｏｕｐ ｂｙ子句和 ｏｒｄｅｒ ｂｙ子句进行切除，减少子查询

的操作。 切除示例：
ＳＥＬＥＣＴ Ｃ１ ＦＲＯＭ Ｔ１ ＷＨＥＲＥ Ｃ２ ＩＮ（ＳＥＬＥＣ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Ａ１） ＦＲＯＭ Ｔ２ ＷＨＥＲＥ Ｔ１． Ｃ３ ＝ Ｔ２． Ｃ３
ＯＲＤＥＲ ＢＹ （Ａ２） ＧＲＯＵＰ ＢＹ（Ａ３））；

优化后为：
ＳＥＬＥＣＴ Ｃ１ ＦＲＯＭ Ｔ１ ＷＨＥＲＥ Ｃ２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Ａ１ ＦＲＯＭ Ｔ２ ＷＨＥＲＥ Ｔ１．Ｃ３＝Ｔ２．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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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聚集函数消除

对于涉及到聚集函数的大部分情况来说，要消

除聚焦函数是比较复杂的，本文只实现了对于

ＥＸＩＳＴＳ相关子查询的聚集函数消除。 聚集函数的

计算结果对于即使是表中不存在满足过滤条件的元

组，也会返回一个有着具体值的结果，比如 ｃｏｕｎｔ（ ）
会返回 ０值，ｓｕｍ（）会返回 ＮＵＬＬ 值，然而无论返回

什么样的值，结果总是非空的，对于 ＥＸＩＳＴＳ 的子查

询来说，恒为非空的子查询将总会允许主查询的元

组被输出，所以带有聚集函数的子查询并没有对整

个查询产生影响，因此可以在构造计划时，删去含有

聚集函数的子查询。
例：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 Ｔ１ ＷＨＥＲＥ Ｔ１．Ｃ２＝ １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Ｓ（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ＵＮＴ（∗）ＦＲＯＭ Ｔ２ ＷＨＥＲＥ Ｔ１．
Ｃ１＝Ｔ２．Ｃ１）；

优化后：
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 Ｔ１ ＷＨＥＲＥ Ｔ１．Ｃ２＝ １；

２．３．３　 子查询上拉

由于在语义上，ＩＮ 相关子查询和 ＥＸＩＳＴＳ 相关

子查询是等价的，又都等价于半连接语义，所以可以

考虑将子查询中的表与条件展开上拉到主查询中，
这样可以使得嵌套的子查询变成了一层的连接查

询，减少了查询执行的次数。
由于目前的 ＣＢＡＳＥ 中暂不支持半连接语义的

查询，由 １．１．１节的公式可知，２ 个关系 Ｒ 与 Ｓ 在某

一属性上的半连接，等价于对 Ｒ 与 Ｓ 在该属性上进

行内连接后对关系 Ｒ 的属性进行投影。 所以在这

里采用内连接的策略，将 ＩＮ 相关子查询的内容，上
拉合并到主查询中。

将 ＩＮ 子查询的表作为连接表合并进主查询的

ＦＲＯＭ中，用 ＩＮＮＥＲ ＪＯＩＮ 连接，将子查询中与主查

询相关的过滤条件作为连接条件，其余过滤条件上

拉合并至主查询的过滤条件中。 对于 ＩＮ 相关的内

外表达式，依次构造成等值过滤条件，添加进连接条

件中，对于主查询的目标，需要进行额外的去重

操作。
但是这种优化策略仅支持简单的相关子查询，

要求子查询中不含有聚集函数，不含有 ｗｉｔｈ 子句，
且子查询的 ＦＲＯＭ 和 ＷＨＥＲＥ 内容不能为空，否则

无法构造连接查询。 具体如下：
例：
ＳＥＬＥＣＴ Ｃ１ ＦＲＯＭ Ｔ１ ＷＨＥＲＥ Ｃ２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Ａ１ ＦＲＯＭ Ｔ２ ＷＨＥＲＥ Ｔ１．Ｃ３ ＝ Ｔ２．Ｃ３ ＡＮＤ Ｔ２．Ａ２ ＝

３）；
优化后：
ＳＥＬＥＣ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 Ｃ１ ） ＦＲＯＭ Ｔ１ ＩＮＮＥＲ

ＪＯＩＮ Ｔ２ ＯＮ Ｔ１． Ｃ２ ＝ Ｔ２． Ａ１ ＡＮＤ Ｔ１． Ｃ３ ＝ Ｔ２． Ｃ３
ＷＨＥＲＥ Ｔ２．Ａ２＝ ３；

子查询上拉为连接查询的优化方法虽然对于待

优化的语句类型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局限于简单

的子查询语句，但是在日常的使用中，简单的子查询

语句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相关子查询在面对查询

数据的增加时，耗时也会随之剧增，因此，即使子查

询上拉只针对于简单子查询，也有着很大的应用

环境。
２．４　 优化算法设计

对于优化的进行，需要在解析语法树的过程中

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将查询语句中的 ＩＮ ／ ＥＸＩＳＴＳ 查

询块的外部表达式和子查询的查询对象存储起来预

备进行上拉优化。 优化的预处理工作与优化器的调

用流程如图 ２所示。

图 ２　 优化预处理及优化器流程图

本文将综合 ２．３ 节中讲述的几种策略进行优

化，对于每一个进入优化器的查询，将依次处理每一

个子查询块，先对输入的子查询可切除冗余子树进

行切除，之后，对含有聚集函数的 ＥＸＩＳＴＳ 子查询进

行消除。 经过前 ２ 步处理后的子查询，如果存在满

足可优化的简单子查询，进行上拉展开，子查询中还

含有子查询，则递归地调用优化器，从最底层的子查

询依次向上优化展开，减少查询层数。 伪代码如下：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ｑｕｅ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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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ｑｕｅｒｙ－ ｉ｛
　 　 　 Ｉｆ（ｓｕｂｑｕｅｒｙ＿ｉ存在冗余子树）｛
　 　 　 　 切除冗余子树；
　 　 　 ｝
　 　 　 Ｉｆ （ ｓｕｂｑｕｅｒｙ－ ｉ 存 在 聚 集 函 数 且 是

ＥＸＩＳＴＳ）｛
　 　 　 　 消除 ｓｕｂｑｕｅｒｙ－ ｉ；
　 　 　 ｝ｅｌｓｅ（ｓｕｂｑｕｅｒｙ－ ｉ是简单相关子查询）｛
　 　 　 　 Ｉｆ（是叶子子查询）｛
　 　 　 　 　 ｓｕｂｑｕｅｒｙ－ ｉ ＦＲＯＭ项上拉；
　 　 　 　 　 ｓｕｂｑｕｅｒｙ－ ｉ ＷＨＥＲＥ 与父查询相关

项上拉为连接条件；
　 　 　 　 ｓｕｂｑｕｅｒｙ－ ｉＷＨＥＲＥ剩余项上拉；
　 　 　 　 　 ｓｕｂｑｕｅｒｙ－ ｉ ｉｎ 相关项重构为等值语

句上拉为连接条件；
　 　 　 　 ｝ｅｌｓ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ｓｕｂｑｕｅｒｙ－ ｉ）；
　 　 　 　 ｝
　 　 　 ｝
　 　 ｝
｝

３　 实验设计与结果

３．１　 实验环境

实验选择在 Ｌｉｎｕｘ 服务器上部署的 ＣＢＡＳＥ 分

布式数据库上进行，Ｌｉｎｕｘ 服务器环境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测试机器配置

操作系统 Ｒｅｄ Ｈａ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Ｌｉｎｕｘ Ｓｅｒｖｅｒ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６．２
内核版本号 Ｌｉｎｕｘ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６．３２⁃２２０．ｅｌ６．ｘ８６－ ６４

内存 １６Ｇ
ＣＢａｓｅ版本 ＣＢａ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０．４．２．２１单集群

ＣＰＵ ４核
硬盘 １Ｔ

ＴＰＣ⁃Ｈ数据量 １万，１０万

性能测试采用了 ＴＰＣ⁃Ｈ 基准的 ３ 张表：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和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并生成测试数据。 指定 ＴＰＣ⁃Ｈ
生成总量为 １Ｇ 的随机数据，其中，ｎａｔｉｏｎ 表数据量

为 ２５行，ｓｕｐｐｌｉｅｒ表数据量为 １ 万行，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表数

据为 １０万行以上。 以 ｎａｔｉｏｎ 表作为外表，其他 ２ 张

表作为构成子查询的内表，分别用来进行不同数据

量的测试。 实验目的是验证目前选择的 ３ 种策略，
在单独作用的情况下，是否能减少查询的执行时间。
针对 ３种情况设计了不同的 ＳＱＬ 语句来进行验证

优化前后的性能。 对于聚集函数消除，由于这种优

化方案针对的情况与其他 ２ 种方案并不重合，所以

仅设计单独的情况来验证性能。 对于冗余子树切除

和子查询上拉，除了分别验证各自的性能外，还设计

了 ２种情况的 ＳＱＬ语句，测试综合性能。 在实验结

果展示中，将分别表示出对不同类型语句优化前后

的时间开销，以及对冗余子树切除后仍能进行上拉

优化的语句再次优化的效果，称之为二次优化。
为了使性能测试的结果更接近实际用途，测试

表的数据量外表 ２５ 行数据，内表 １０ ０００ 数据和外

表 ２５行数据，内表 １００ ０００数据测试集。
３．２　 实验结果

１） ２５×１０ ０００数据

外表的内容为：
ｎａｔｉｏｎ（Ｎ－ 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Ｎ－ ＮＡＭ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ＫＥＹ，
Ｎ－ＣＯＭＭＥＮＴ）；
内表的内容为：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ＳＵＰＰＫＥＹ，Ｓ－ＮＡＭＥ，Ｓ－ＡＤＤＲＥＳＳ，Ｓ－ＮＡ⁃
ＴＩＯＮＫＥＹ，－ＰＨＯＮＥ，Ｓ－ＡＣＣＴＢＡＬ，Ｓ－ＣＯＭＭＥＮＴ）；
设计的测试语句为：
针对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子句切除：
ｓｅｌ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 ｓｅｌｅｃ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 ｓ－
ｎ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
ｎａｔｉｏｎ．ｎ－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
针对 ｇｒｏｕｐ ｂｙ子句切除：
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ｎ－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ｉｎ（ｓｅｌｅｃｔ ｓ－ｎａ⁃
ｔｉｏｎｋｅｙ 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ｎ－ ｒｅｇｉｏｎｋｅｙ ＝ １
ｇｒｏｕｐ ｂｙ （ｓ－ｓｕｐｐｋｅｙ））；
针对 ｏｒｄｅｒ ｂｙ切除：
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ｎ－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ｉｎ（ｓｅｌｅｃｔ ｓ－ｎａ⁃
ｔｉｏｎｋｅｙ 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ｎ－ ｒｅｇｉｏｎｋｅｙ ＝ １
ｏｒｄｅｒ ｂｙ （ｓ－ｓｕｐｐｋｅｙ））；
聚集函数消除：
ｓｅｌ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ｕｎｔ （∗）
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ｎａｔｉｏｎ．ｎ－ｎａ⁃
ｔｉｏｎｋｅｙ ）；
上拉优化：
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ｎ－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ｓ－ｎａ⁃
ｔｉｏｎｋｅｙ 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ｎ－ ｒｅｇｉｏｎｋｅｙ ＝ １）；

对于这几种优化的实际执行结果如图 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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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５×１万数据优化性能显示

可以从实验的结果中直观地看出，聚集函数由

于直接切除了整个子查询，在无其他子查询时，相当

于对主查询的表进行一个简单的扫描，所以优化性

能非常显著，但是这种优化方案的应用环境非常受

限，适用不广。 冗余子树的切除虽然对于性能有一

定的提升，但是可以看出提升并不显著。 切除 ｄｉｎ⁃
ｓｔｉｎｃｔ路径的优化有 １９％，切除 ｇｒｏｕｐｂｙ和 ｏｒｄｅｒｂｙ的
性能提升比较接近，都是 ５％左右。 可以看出，在冗

余子树切除之间相比，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切除后的性能优化更

为明显，这说明在进行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运算时需要耗费较多

的计算时间，所以其优化性能相比其他的运算略微

明显。 而由于设计的实验语句，均为相关子查询，即
使通过冗余子树切除减少了不必要的查询路径，优
化后的语句仍是一个相关子查询语句，冗余子树进

行计算的 ＣＰＵ开销和获取相关数据的磁盘开销，相
比于相关子查询对子表进行反复扫描的磁盘 Ｉ ／ Ｏ和

网络开销，占了总耗时中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在冗余

子树切除后，实验语句的耗时仍然是较长的。 子查

询展开转换成连接的优化方案，可以看出，无论是单

独的子查询上拉的情况，还是先进行冗余子树切除

后再进行上拉的环境，都有着不错的性能，这是由于

相关子查询对于外表中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元组，都
要进行一次子表扫描，这样的耗时是非常巨大的，将
子查询上拉后，只需要进行一次扫描做连接运算，这
大大减少了对磁盘的扫描和网络通信。
２） ２５×１００ ０００数据：
外表内容：
ｎａｔｉｏｎ（Ｎ－ 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Ｎ－ ＮＡＭ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ＫＥＹ，
Ｎ－ＣＯＭＭＥＮＴ）；
内表内容：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Ｃ－ ＣＵＳＴＫＥＹ，Ｃ－ ＮＡＭＥ，Ｃ－ ＡＤＤＲＥＳＳ，Ｃ－
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Ｃ－ ＰＨＯＮＥ，Ｃ－ＡＣＣＴＢＡＬ，Ｃ－ＭＫＴＳＥＧ⁃
ＭＥＮＴ，Ｃ－ＣＯＭＭＥＮＴ）；
针对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切除：

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 ｓｅｌｅｃ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 ｃ ＿
ｃｕｓｔｋｅｙ） ｆｒｏｍ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ｃ＿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
ｎａｔｉｏｎ．ｎ－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针对 ｇｒｏｕｐ ｂｙ切除：
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ｎ－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ｎａ⁃
ｔｉｏｎｋｅｙ ｆｒｏｍ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ｎ ＿ ｒｅｇｉｏｎｋｅｙ ＝ １
ｇｒｏｕｐ ｂｙ （ｃ－ｎａｍｅ））；
针对 ｏｒｄｅｒ ｂｙ切除：
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ｎ－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ｎａ⁃
ｔｉｏｎｋｅｙ ｆｒｏｍ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ｎ－ ｒｅｇｉｏｎｋｅｙ ＝ １
ｏｒｄｅｒ ｂｙ （ｃ－ｎａｍｅ））；
聚集函数消除：
ｓｅｌ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ｕｎｔ （∗）
ｆｒｏｍ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ｃ－ 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 ｎａｔｉｏｎ． ｎ－
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ｎ－ ｒｅｇｉｏｎｋｅｙ ＝ １）；
子查询上拉：
ｓｅｌｅｃｔ∗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ｎ－ｎ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ｎａ⁃
ｔｉｏｎｋｅｙ ｆｒｏｍ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ｎ－ ｒｅｇｉｏｎｋｅｙ ＝ １）；

实验结果如下所示：

图 ４　 ２５×１０万数据优化性能显示

同样的，在数据量增多的情况下可以发现同样

的结论，此外，也可以看出，对于冗余子树切除的优

化，随着数据量的增多，其性能的提升略微有所下

降，这是由于数据量的增多使得每次扫描子表的开

销随之增加，这就导致了相关子查询多次扫描子表

内容产生的开销占据了更大的比重，因此子查询上

拉的优化策略随着数据量的增多显得性能更为

显著。
可以发现，单独的冗余子树切除对于查询性能

的提升只有不到 ２０％，而且在子查询存在有需要上

拉优化的情况下，查询内外表的数据量越多，子查询

在切除子树后越复杂，冗余子树切除对查询性能的

优化效果越不明显。 聚集函数消除仅针对特定情况

下的查询有作用，但是对于可进行优化的查询效果

提升非常显著，优化后的性能只与主查询的复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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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关。 上拉优化是进行子查询优化的主要方案，
目前大部分常用的查询语句都属于上拉优化可优化

的范围，也可以从实验中看出，上拉优化对于相关子

查询的时间开销优化作用显著，可以达到 ９０％以

上。 本文优化方案在当前的 ＣＢＡＳＥ环境下，面对特

殊的情况和大部分普遍情况都是可以进行效果显著

的优化的。

４　 结　 论

本文研究了目前现有的数据库优化策略，结合

分布式数据库 ＣＢＡＳＥ的特点，选择了子查询上拉为

内连接，聚集函数消除，冗余子树切除的方案，针对

目前 ＣＢＡＳＥ中 ＩＮ相关子查询执行性能差、时间开

销大的问题，提出了优化方案。 本文的优化方案从

理论上可以减少 ＩＮ 相关子查询执行时不必要的物

理计划操作，减少了查询的嵌套层次，转为层数较少

的连接查询。
实验结果表明：３ 种方案在面对特殊的聚集函

数消除的情况时效果最为显著；在面对普遍常见的

简单子查询时，上拉优化也可以有着显著的优化效

果；冗余子树切除的优化策略在被优化子查询数据

量大的情况时效果愈发平庸。
本文的研究中只针对了 ＩＮ 相关子查询中的简

单子查询和 ＥＸＩＳＴＳ 查询中的聚集函数的优化，且
只实现了基于规则的优化。 对于其他更为复杂的查

询语句以及基于代价选择的优化，本文暂时还没有

提出解决方案，在后续的工作中，将继续深入研究视

图消除，子查询合并等优化方案 ，并对基于代价选

择的优化提出解决方法，此外，将采用 ＭＰＰ 架构，将
查询计划按照操作符进行拆分，进行并行处理的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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