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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多数据库事务处理模型中，局部代理提供了全局事务管理层与局部数据库系统的接口，它使多数据库
系统能够对分布在不同站点的局部数据库进行透明访问。
本文提出了基于两阶段代理（2PCA）的局部代理模型，它集成了支持两阶段提交或单阶段提交的数据
库系统、以及并不支持事务提交协议的文件系统。本文还介绍了采用专用接口和 ODBC 两种实现局部代理
的方法。文中着重介绍了使用 ODBC 方法的具体实现，并对两种方法实现的局部代理作了性能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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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ultidatabase transaction model, local agent is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global transaction manager and the
local database systems. It provides transparently accessing local database distributed at different sites for
multidatabase system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local agent model based on two_phase commit agent(2PCA). The model integrated
database systems that two_phase commit protocol or one_phase commit protocol is supported and file system
without any transaction processsing protocol. Two methods, using special interface and using ODBC, which
implement the local agent are also introduced.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that using ODBC is specially
addressed in this thesis. The performanc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is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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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众多数据库系统的出现。这些数据库可能在物理上和逻辑上都存在着差异，如
数据模型的不同。因此，研制能集成现在已有的数据库系统以及文件系统的多数据库系统成为数据库发展的
必然趋势。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用户访问和处理多数据库中的数据提供了可能，它使得多个异构的数据库之
间可以共享它们相互依赖的数据，并具有相互操作的能力。多数据库系统屏蔽了现在已有的各数据库系统不
同的访问方法和用户界面，给用户呈现一个访问多种数据库的公共接口，从而减少各数据库之间的差异。
事务处理是多数据库系统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多数据库事务处理模型中，我们既要保证多数
据库事务的全局原子性和数据一致性，而且还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各个局部数据库系统的自治性。基于局部自
治性问题的考虑，一般采用弱化传统事务的 ACID（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和持久性）特性的方法来实现
多数据库事务处理模型。
局部代理是多数据库事务处理模型中全局事务管理层（也称全局事务处理核心）与局部数据库系统的接
口。它主要包括局部事务管理，全局子事务执行状态管理，局部日志的管理及子事务结果处理。本文针对局
部代理提出了局部代理模型，并介绍了两阶段提交代理（2PCA，简称两阶段代理）的方法，以解决多数据
库系统中各局部数据库系统在数据模型、事务提交协议和并发控制方面的差异。同时，本文还着重介绍了使
用 ODBC 实现局部代理的方法，并和采用专用接口的方法作了性能方面的比较。
２．局部代理模型

2．1

局部代理在多数据库系统中的位置

多数据库系统（MDBS）是多个现存的、自治的、异构的数据库系统的联合。它在所有局部数据库系统
（LDBS）之上构成全局系统管理层，提供外部用户接口，使用户能实现对异种数据库的透明访问。MDBS
屏蔽了不同数据库在物理上和逻辑上的差异，各 LDBS 有充分的自治性。多数据库事务处理模型的体系结
构如图（1）所示。
局部代理作为全局事务管理层与 LDBS 的接口，在多数据库事务处理模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 MDBS 中，所有对数据库的实际操作都是由 LDBS 完成的。从 LDBS 的角度看，局部代理仅仅是 LDBS
的一个应用。局部代理从全局事务管理层那里接收子事务操作，然后向 LDBS 提交，再将子事务处理的结
果返回给全局事务管理层。全局事务管理层根据各个局部代理的执行情况来决定全局事务的提交与否，然后
将全局决定通知各个局部代理。在事务提交协议中，每个局部代理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它必须对全局事
务管理层负责。
２．２

局部代理模型

通常，多个不同的数据库组成一个异构或异质 MDBS。从广义上来说，MDBS 的单元子系统可以是关
系数据库系统、网状数据库系统，也可以是层次数据库系统，甚至还可以是文件系统。不同的数据库系统支
持不同的事务提交协议，有的并不支持事务处理。例如 Oracle、Sybase、SQLServer、Informix 等支持两阶
段提交（2PC）协议，dBase、Foxbase、Foxpro、Access 等支持单阶段提交协议，而文件系统则不支持事务

处理。这使多数据库事务处理变得异常复杂。
这里提出一种适合多数据库环境的局部代理模型。局部代理模型是 MDBS 中全局事务管理层与多个异
构或异质的 LDBS 之间接口的实现模式的总和。在局部代理模型中，一个局部代理关联一个 LDBS，它负责
与该 LDBS 的接口。一个局部代理由一个 2PCA 方法来实现。而每个 LDBS 由于其数据模型及其它一些内
部结构和实现机制的不同，它们有各自不同的事务提交协议。2PCA 方法针对不同的事务提交协议有不同的
实现途径。这就构成了局部代理的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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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多数据库事务处理模型的体系结构
在 MDBS 中，事务作为它的基本执行单位，一般须支持两阶段提交协议。局部代理模型就是要对那些
并不支持两阶段提交协议的 LDBS 模拟准备状态，甚至是准备和提交两个状态，使 MDBS 中的全局事务管
理层所处理的事务均能以两阶段提交协议来完成。这里我们采用 2PCA 方法实现局部代理模型，它主要解决
MDBS 中事务提交协议不一致的问题。下面分别介绍单阶段提交数据库系统和文件系统中的 2PCA 方法。
（１）单阶段提交数据库系统
在支持单阶段提交协议的数据库系统中，事务一旦执行成功就立即提交；当执行失败时，就立即回退掉。
它不具备两阶段提交协议中的准备提交状态。2PCA 所要实现的就是要模拟一个准备状态，使 MDBS 全局
事务管理层所看到的事务在各 LDBS 上的处理是无差异的。
在单阶段提交数据库系统的 2PCA 方法中，局部代理设置一个局部日志，它记录一个事务（需要指出，
局部代理中所执行的事务一般是指全局子事务）所执行的各个步骤。如果事务执行失败，情况比较简单，只
需向全局层汇报事务执行失败即可。如果事务执行成功，根据单阶段提交协议，它会立即局部提交。此时，
局部代理向全局事务管理层发送该 LDBS 上的子事务执行成功的信息。最后，若全局管理层发布全局提交
命令，则局部代理不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动作；若为全局回退命令，那么局部代理应根据日志中记录的信息

产生一个补偿事务让局部数据库去执行，以恢复数据库原来的状态。这里存在提交过的子事务的结果会显露
给其它事务的问题。若最后的决定为全局提交，则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一旦决定全局回退，则会发生意想
不到的后果。在这里我们假设一个事务在全局提交或全局回退之前，不存在其它事务读取该事务所处理过的
数据的情况。
（２）文件系统
由于文件系统不支持事务处理，所以局部代理模型中需要为其模拟准备和提交两个状态。事务一般具有
ACID 特性，下面主要从原子性和隔离性两方面来介绍文件系统的两阶段代理。
事务的原子性是指事务的操作系列要么全部正确地完成，要么全不被执行。文件系统并不具有这样的特
性，可能它的一部分读写文件操作成功，而另一部分读写文件操作失败。成功的操作会直接写到物理存储上
去，而不管有没有失败出现。为了保证模拟的文件系统上的事务支持原子性，在此采用备份文件的方法。如
果所有对该文件的操作成功，则释放备份文件空间；一旦有文件操作失败，则使用备份文件来覆盖原有文件，
从而保证其原子性。相应地，文件系统上的模拟事务的一致性也得到了保证。
隔离性是指某个未完成的事务在提交之前不能对其它事务显露其中间结果。在文件系统中，由于模拟事
务的一个操作完成之后，其它事务即可看到修改后的该文件，所以文件系统并不具有隔离性。在这里，主要
采用锁的机制来实现其隔离性。当一个事务对某个文件开始操作之前，即给该文件上锁，不允许其它事务再
读写该文件；当该事务提交或回退之后，即释放该文件上的锁，以 让其它事务对该文件进行操作。文件系统
上的模拟事务的持久性是显然的。
通过上面的方法，我们已在文件系统上模拟了支持单阶段提交协议的事务，利用本文 2. 2（1）中所介
绍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实现文件系统上的两阶段代理。
３．局部代理的设计与实现
３．１

采用专用接口实现局部代理

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几乎都是商品化的 DBMS，一般而言，这些 DBMS 的内部结构并不可知，且不允许
改动，要为每个 LDBS 设计一个专用接口，我们只能根据这些 DBMS 的用户资料来构造局部代理。
在多数据库事务处理模型中，局部代理要求以各 LDBS 支持的数据库语言的子事务语句序列为输入，
以子事务各语句的处理结果为输出，对于查询语句，需要返回关于该查询结果关系的模式描述以及全部元组
数据。根据我们对 Oracle、Sybase 和 Informix 进行的分析和我们自行研制的实验系统 MDBT_1 中的验证实
践，利用它们的宿主语言如 Oracle 的 Pro*c、Informix 的 ESQL/C 等的动态机制和带参机制，可以实现满足
上述要求的 Oracle 局部代理、Sybase 局部代理和 Informix 局部代理。此外，文件系统、dBase、Foxbase 及
Foxpro 等的数据文件格式对用户是开放的，可以直接对其操作，从而与数据库接口，它们的局部代理的实
现则相对较为容易。在局部代理与 LDBS 的通讯方面，目前的网络技术已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如具有网络
双向通讯的 socket 为局部代理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持。
３．２

使用 ＯＤＢＣ 实现局部代理

ODBC 定义了访问多个后端数据源（它们是 LDBS 的实例）的统一界面标准 ，它独立于 LDBS，为开
发者提供了一套命令集用于与远程（或本地）数据库建立连接，并向其发送 SQL 语句。ODBC 的目的是要

使开发者可不依赖于 DBMS 厂商的应用工具，按标准的方法开发自己的访问后端数据库的应用程序，从而
代替现有的一些数据库前端应用软件。
ODBC 的体系结构如图（2）所示。 应用程序调用库函数来实现对 SQL 语句的语法检查以及数据类型
的检查，将检查过的结果移交驱动程序管理器； 驱动程序管理器确定相应目标数据库的驱动器，并执行初
始化； 然后由驱动器把目标数据库的逻辑名映射成数据库的实际名，完成客户 API 到服务器 API 的转换；
并发送 SQL 请求，提供事务处理服务以及与网络通信协议的接口。当 LDBS 响应后，再把结果返回给应用
程序。我们开发出来的局部代理正处于这里的应用程序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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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ODBC 的体系结构

图（3）使用 ODBC 实现局部代理的程序结构

既然局部代理所要完成的中心任务是对全局管理层发布下来的子事务进行处理，那么使用 ODBC 设计
的局部代理也必须为完成局部站点上全局子事务的处理提供最优的支持。在我们所开发的多数据库原型系统
MDBT_1 中，我们使用 ODBC 设计了一个通用的局部代理，其程序结构如图（3）所示，步骤大致如下：
（1） 局部代理启动并建立 ODBC 环境，它为 ODBC 函数调用建立工作空间。局部代理或自动建立与
ODBC 连接，或让用户登录。由局部代理把用户提供的信息传给 ODBC，它根据这些信息建立与数据源的
通信。局部代理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 ODBC 与数据源建立连接。按照一般多数据库理论，一个数据源应配
置一个局部代理。在 MDBT_1 中，这一点是通过单进程多线索技术实现的。
（2） 建立连接后，局部代理需要建立语句句柄。实际上是分配内存存储，以便通过它执行 ODBC 命
令。建立语句句柄后，局部代理可能需要获取 LDBS 结构方面的信息以便工作，如了解当前连接对事务支
持的程度。这可通过字典和统计函数调用来获取这些信息。
（3） 接下来是局部代理的核心内容，即完成对 LDBS 上全局子事务的处理。在这里，子事务可以是
由多个标准 SQL 语句或一个 SQL 语句组成。在有多个 SQL 语句的情况下，必须是由全局事务管理层根据
各语句之间的语义联系进行串行化处理过的，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持多数据库中数据的一致性。子事务语句执
行完毕后，需要根据语句的执行情况决定子事务的提交与否。如果 LDBS 上子事务的所有语句都执行成功，
则提交该子事务，否则回退该子事务，并将子事务提交或回退的信息送给全局事务管理层。
（4） 在局部代理退出工作之前，应首先释放 ODBC 语句句柄，再释放数据库连接，最后释放 ODBC
环境。在驱动程序关闭与数据库服务器的会话之后，才能最后停止局部代理的工作。
４．两种实现方法的性能比较
采用专用接口实现的局部代理在性能方面的优点是明显的。它不仅可以支持各数据库公有的数据类型和

公共特性，而且可以支持各 LDBS 特有的数据类型，充分体现各 LDBS 的私有特性，如数据模型、存取方
法、事务协议、并发控制、用户接口等方面。这将大大提高整个 MDBS 的效率。并且，对那些并不支持两
阶段提交协议的数据库系统及文件系统，采用这种方法能较容易地实现局部代理，较好地体现 MDBS 的异
构性。但与此同时，我们要获得其优良的性能，也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在开发局部代理之前，必须对各个
LDBS 的数据类型、数据库语言、接口特性、事务模式、封锁协议、权限控制等方面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而
且需要为每一个 LDBS 开发一个专用接口，而真正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在实现局部代理的过程中，
也还会由于不了解各 LDBS 的内部结构而遇到许多问题。
使用 ODBC 开发局部代理则把问题简化了许多。采用 ODBC 实现的局部代理实际上是一个公用接口，
它所支持的数据类型是各 LDBS 所共有的数据类型，它不需要我们深入地了解各 LDBS 所独有的某些特性。
由于 ODBC 正趋于标准化和它本身的规范性，使用 ODBC 设计局部代理更为方便，实现难度大为简化。和
大多数情况一样，采用这种方法实现的局部代理在性能上将会有所欠缺。它缺少了许多 LDBS 的私有特性，
而且由于它并非 LDBS 的专用接口，使得 MDBS 的效率有所降低。
５．结束语
局部代理作为全局事务管理层与局部数据库系统的接口，为多数据库事务处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由
于基于 SAG 标准的 ODBC 接口即将成为事实上的工业标准，因此本文提出了使用 ODBC 实现局部代理的
方法。根据上述讨论的局部代理模型，在我们自行研制的多数据库原型系统 MDBT_1 中，我们使用 ODBC
开发出了一个通用的局部代理 LA_1。全局事务管理层可以根据需要启动多份 LA_1，来负责管理不同的数
据源。这种方法适合于那种并不复杂的多数据库系统，并且它的子系统最好具有更多相同的数据类型、数据
库语言、事务模式、封锁协议、接口特性等。如果希望得到高效的局部代理，那得采用专用接口的方法来设
计局部代理。尽管这种方法复杂得多，但它还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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