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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TP相关新增功能



什么是Hekaton

集成入SQL Server的另一套内存数据库引擎，遵循事务的
ACID原则（可以通过选项不支持D）。有如下特点：

• 集成在SQL Server引擎中

• 数据的结构针对内存优化（Hash Index）

• 利用多版本行控制去除锁（包括lock、latch、spinlock）

• 本地编译存储过程可以将T-SQL编译成机器编码

内存数据库（代号Hekaton）



Hekaton适用场景

应存在大量锁等待

高并发，小事务

存储过程中大量复杂逻辑需要优化

Summary：典型OLTP场景



所支持的隔离级别

快照（默认，所读的数据是事务开始时的数据）

可重复读

序列化



Hekaton使用相关变化

表相关
– 表结构不能改，没有Alter Table，改表结构必须重建新表

– 没有LOB数据类型（Text，varchar(max)），行大小不能超过8060

– 除主键外，不支持任何约束

– 无自增和计算列，不支持CLR类型

DBA相关需要考虑
– 持久和非持久（SCHEMA_ONLY vs. SCHEMA_AND_DATA）

– 内存表必须放入内存优化文件组

– 事务日志减少



开发人员需要考虑

并发写冲突，其中后写会失败。所以程序里必须有Retry的
机制（因此避免运行时间长的事务）

内存数据库（代号Hekaton）



内存优化表创建方式



本地编译存储过程适用场景和局限

适用场景

– OLTP式查询

– 存储过程中包含影响性能的复杂业务逻辑

局限性

– 只能访问内存优化表数据

– 使用该类存储过程中某些语句无法适用（参考
：http://msdn.microsoft.com/en-

us/library/dn452279.aspx#qsancsp）



可能的报错

内存不够

– 事务失败

Recover 内存优化表时内存不足

– 报错

非内存优化表内存被内存优化表挤占内存过多

– 未用到内存优化表的事务开始失败



性能测试



事务延迟写

出现背景
– 传统关系数据库为了保持ACID中的D，需要Write Ahead Log来实

现，即为事务在提交之前，必须先写入日志。因此在某些情况下，
写日志的IO可能成为性能瓶颈（可以观测等待类型的WriteLog等
待）

SQL Server 2014中在数据库级别增加Delayed Durability

选项，实现异步写日志，来在Durability和性能之间做
Trade-off,该特性适用下述场景：

– 允许一部分数据丢失

– 日志写入IO成为瓶颈

– 日志写入造成的事务延长所造成的锁等待成为瓶颈



事务延迟写启用方式



事务延迟写事务级别控制

当Delayed Durability选项为Allowed时，可以在事务级别
控制事务持久性。示例代码：

COMMIT WITH （DELAYED_DURABILITY = ON）



分区统计信息出现背景

SQL Server对于统计信息的更新必须扫描（或采样扫描）
全表，即使表分区之后，还是需要扫描全表而不是分区。
因此，如果自上次统计信息更新以后，仅仅最新的分区有
数据更新，还是需要扫描全表，因此有很高的开销。

使用增量统计信息可以针对分区进行统计信息更新，在更
新后，将分区统计信息并入现有统计信息中（单个统计信
息步长仍然是200）

自动更新统计信息的阈值只需要达到分区的20%数据变更
即可，而无需达到整表数据的20%



分区统计信息的使用

创建统计信息时启用选项：

– CREATE STATISTICS incrstats ON 

dbo.TransactionHistory(TransactionDate) 

WITH FULLSCAN, INCREMENTAL = ON;

创建索引时启用选项

– ALTER INDEX ALL ON Production.Product

REBUILD WITH 

(STATISTICS_INCREMENTAL = ON);

自动创建索引启用选项

– alter database adventureworks2014 set 

AUTO_CREATE_STATISTICS ON ( 

INCREMENTAL = ON ) 



按分区更新统计信息

在统计信息的增量更新启用后，使用下述命令更新分区

UPDATE STATISTICS dbo.TransactionHistory(incrstats)           

WITH RESAMPLE ON PARTITIONS(12);

注：需要 WITH RESAMPLE，因为使用不同抽样率生成的分
区统计信息不能合并在一起



并行SELECT…INTO

SELECT…INTO在SQL SERVER 2014中兼容级别为120

的库中允许并行



并行SELECT….INTO性能测试

测试环境，100万数据，做SELECT…INTO测试，堆表



新的基数评估方式（cardinality estimator）

从SQL Server 7.0开始的基数估计是传统基数估计方式，
例如

Where a=x and b=x 估计行数的计算方法是：

（A的选择性*B的选择性）*表中总行数

Where a=x or b=x估计行数的计算方法是：

（(A的选择性+B的选择性)-A的选择性*B的选择性）*表中总
行数



传统基数估计的弊端

当其中某一列上的统计信息没有更新时，估计会非常不准
，例如按日期列搜索，Date=2014/12/1，统计信息更新时
间为2014.11.30，虽然12/1存在数据，但查询优化器会估
计行数为0。（只能用TF 2389和2390解决）

传统的估计方式认为同一个表where子句涉及不同列时没
有关联，因此当两个条件AND连接时，重复的行过多可能
造成估计行数的严重偏差，当过滤条件足够多时估计行数
可能会为1。

传统的估计方式认为多表连接时来自不同表的过滤条件也
有一定关联，比如A join b on a.x=b.x where a.a=1 and 

b.b=2，通常情况下，a.a=1与b.b=2应该是相互独立没有
关联的，但传统的估计方式会把这两列的选择性相乘。



新的基数评估方式算法

新的基数评估算法采用所谓的指数退让算法，公式为：

𝑝0 ⋅ 𝑝1
 1 2 ⋅ 𝑝2

 1 4 ⋅ 𝑝3
 1 8

注1：P代表列的选择性，其中p0<p1<p2<p3

注2：无论有多少条件，只选择其中选择性最大(即选中的
行数最少)的4个值

例子p0=0.3 p1=0.2 p2=0.1 p3=0.02



新的基数评估方式优势1

如果自增列由于统计信息不新估计行数为0，新的评估方
式会采用平均密度。（新评估方式中没有行数为0的估计
情况，除非平均值为0，也就是列值全为NULL，解决所谓
的Ascending Keys Problem）

对于多表连接的过滤值，比如a join b join c on a.a=bb 

and b.b=c.c,传统估计方式会将这三列的选择性相乘，会导
致估计行数的低估,而新的基数估计会假设这种连接是以其
中最大的表为中心，和其他小表做连接，连接操作符的估
计行数等于最大表的行数，从而造成估计行数的高估（大
多数情况是好事，因为低估往往采用Loop Join 在行数不
准时相比hash join有极大的性能开销）



新的基数评估方式优势2

在多表连接的查询中，如果包含Distinct或Group By语句
时，新基数评估方式采用所谓的“ambient cardinality”,

即使用涉及到Group By或Distinct列所在的表上（如果有
多个表，则取最小表）的扫描或查找操作符的估计行数，
因此，估计的行数与传统的基数估计器比会低。



的基数评估方式的使用

数据库兼容级别为120时，所有的语句都会自动使用新的
基数估计方式。

数据库兼容级别为120时，如果希望在语句级别使用传统
的基数估计方式，使用跟踪标记9481。

数据库兼容级别为110时，如果希望在语句级别使用新的
基数估计方式，使用跟踪标记2312。

最佳实践：升级后对重点语句测试，如果发现性能下降，
对下降的语句使用9481使得该语句使用传统的行估计方式
。



新基数的TroubleShooting(扩展事件)

使用sqlserver.query_optimizer_estimate_cardinality

CREATE EVENT SESSION 

[CardinalityEstimate] ON SERVER

ADD EVENT 

sqlserver.query_optimizer_estimate_cardinality

ADD TARGET package0.ring_buffer



新的基数估计方式总结

大多数情况下，新基数估计行数都会大于传统的基数估计

在Distinct或Group By情况下新的基数估计会比传统基数
估计行数要少

新基数估计算法的核心是微软认为该类算法对于大多数
OLTP负载来说会有更好的性能，并不适用所有的系统负
载类型，因此切换之前需要严格的测试。



ADO.NET connection resiliency(弹性连接控制)

在SQL Server 2014上，如果使用的是.Net Framework 

4.5.1,会引入自动连接机制

出现背景

– 公有云和私有云由于网络限制或者PAAS服务的
Noise neighbour问题导致访问数据库的连接经
常会断。

– 传统的方式是捕捉SQL Exception在应用程序的
数据连接层用代码实现Retry机制，额外引入和
业务无关的成本。



传统的实现方式

SqlCommand command = new SqlCommand(queryString, 

Program.SqlConnection); SqlDataReader reader = null; 

try { 

// Fetch the results reader = command.ExecuteReader(); 

} 

catch (SqlException) 

{ 

//这里报错,提示连接错误让用户重新执行，或者自动重新执
行代码

报错（）;

}



传统连接方式举例

报错->



connection resiliency机制

自动重新
连接->

客户端无
感知，仅
仅慢一下



如何使用connection resiliency

connection resiliency机制是透明的，只要.net版本和SQL 

Server版本支持，则自动应用该机制。

连接字符串多了两个相关选项：

ConnectRetryCount 重试次数

ConnectRetryInterval 重试间隔（单位：秒）

注： ConnectRetryInterval 不控制第一次重试间隔，这
意味着当发现连接中断，第一次连接会马上重试。



在线重建索引调整WAIT_AT_LOW_PRIORITY 

给予在线重建索引更细的力度，其中有两个选项：

MAX_DURATION 单位为分钟

ABORT_AFTER_WAIT 等待到期后采取的操作，选项分
别为:NONE, SELF, BLOCKERS 分别代表在操作到期后不
进行任何操作、终结重建索引操作、杀死所有阻塞重建索
引操作的SP

例：
ALTER INDEX IX_1 ON schemamodlock REBUILD WITH (ONLINE = 

ON

(WAIT_AT_LOW_PRIORITY (MAX_DURATION = 1 , 

ABORT_AFTER_WAIT = SELF))    )

注：如果不指定该选项，相当于:WAIT_AT_LOW_PRIORITY ( 

MAX_DURATION = 0 minutes, ABORT_AFTER_WAIT = NONE). 



HA/DR相关新增功能



原生备份加密

传统对数据库加密的方式

– 使用透明数据加密（TDE）加密整个数据库，
从而使得备份和事务日志也会被加密,带来性能
损耗。如果使用TDE，则备份压缩几乎就没有
压缩率。

– 使用第三方备份加密工具



原生备份加密对压缩的影响

压缩前2.5GB，使用加密仅仅多几百字节



原生备份加密效率

除去3DES加密算法之外，其他加密算法对
备份时间几乎无影响



原生备份加密使用方法

服务器上必须有证书：

CREATE CERTIFICATE BackupCertificate

WITH SUBJECT = 'Backup Encryption 

Certificate';

使用指定证书在备份时指定加密算法:

BACKUP DATABASE TestBK TO DISK 

='C:\Test_Encrypted.bak'WITH COMPRESSION, 

ENCRYPTION (ALGORITHM = AES_256, SERVER 

CERTIFICATE = BackupCertificate);

只有拥有该证书的实例上才能还原加密后的备份。



备份到URL

该特性是一个云相关特性，可以将备份指定到远程URL

（该URL是Windows Azure上的一个Blob存储服务）

例：

BACKUP DATABASE AdventureWorks2012 TO 

URL = 

'https://mystorageaccount.blob.core.windows.net/mycontain

er/AdventureWorks2012_1.bak' URL = 

'https://mystorageaccount.blob.core.windows.net/mycontain

er/AdventureWorks2012_2.bak' 

WITH CREDENTIAL = 'mycredential' ,

STATS = 5; 



AlwaysOn

重点内容，见PPT“AlwaysOn”



OLAP在数据引

擎相关新增功能



可更新聚集列存储索引

数据存储按列存储，优势如下：

查询时只需要必要的列，极大降低IO，提升性能

数据存储空间极大幅度降低，同一列数据类型相同，更容
易有更好的压缩比率



列存储存储结构

Segment一列中部分行的一个集
合。

包含相同行的Segment是一个
Row Group。

数据以Segment为单位进行压缩
。

每一个Segment存储在不同的
LOB页中。

Segment是IO访问的最小单元。



列存储存储结构

某些数据类型压缩比率略高，但每个
Row Group中包含的行数一样



列存储存储结构

Where OrderDateKey<20101108,只
查询需要的Segments.



列存储压缩比率

找一个非常复杂，接近生产环境的表

未压缩2G

左右

列存储
751MB

归档列存
储压缩
495MB



列存储性能

对于少量选择选择数据，但选择的列很多的OLTP类查询
性能很低。

列存储索引数据更新成本极高！

列存储索引对于OLAP类查询性能提升巨大（几十倍）。



列存储使用方式

CREATE CLUSTERED COLUMNSTORE INDEX 

index_name on Table_name

只能是表上的唯一一个索引（下个版本据说可以建非聚集
B-Tree索引）

ALTER TABLE Result 

REBUILD PARTITION = ALL WITH (DATA_COMPRESS

ION = COLUMNSTORE_ARCHIVE ON PARTITIONS (1,

2,3,4))

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列存储进行进一步压缩



列存储结合AlwaysOn

因为AlwaysOn副本可读时，实质上是利用快照隔离来做
Redo，而列存储不支持快照隔离级别读取，因此列存储结
合AlwaysOn只读副本时，读取列存储会报错。



Batch Mode Processing

对于列存储索引，允许批处理模式，数据以一次1000行通
过执行计划操作符。因此处理每行所需的CPU指令极大的
减少。

下述操作可以利用批处理模式
– Filter

Project

Scan

Local hash (partial) aggregation

Hash inner join

(Batch) hash table build



CPU成本大幅降低



CPU成本大幅降低



杂项



SSD缓冲区扩展



资源调控器管控IO

资源调控器优势：
 区分负载类型

 可以按资源组监控负载

 防止大查询影响性能

 给负载区分优先级



资源调控器类比



资源调控器核心思想



资源调控器资源池

系统自带Default和Internal两个资源池，默认所有的查询
都会走Default资源池

CREATE RESOURCE POOL [cccc] WITH(

CLASSIFIER_FUNCTION = dbo.fnClassifier，

min_cpu_percent=0, 

max_cpu_percent=50, 

min_memory_percent=0, 

max_memory_percent=30,

MAX_IOPS_PER_VOLUME = 20,

MIN_IOPS_PER_VOLUME = 0

)



资源调控器分类函数

登录所经历的步骤

– 1.身份验证

– 2.LOGON触发器执行

– 3.分类函数将连接导入资源池

分类函数返回Sysname（varchar30）数据类型，该返回
的变量为工作负荷组的名称



分类函数示例

CREATE FUNCTION fnTimeClassifier() RETURNS sysname WITH SCHEMABINDING 

AS

BEGIN 

DECLARE @strGroup sysname

DECLARE @loginTime time 

SET @loginTime = CONVERT(time,GETDATE()) 

SELECT TOP 1 @strGroup = strGroupName FROM 

dbo.tblClassificationTimeTable

WHERE tStartTime <= @loginTime and tEndTime >= @loginTime

IF(@strGroup is not null) 

BEGIN 

RETURN @strGroup --白天用白天的资源池

END 

RETURN N‘gOffHoursProcessing’  --晚上用晚上的资源池

END 



新增权限管控粒度

示例，系统管理员不能看数据:

CREATE LOGIN Mary WITH PASSWORD = 'strongpassword‘

CREATE SERVER ROLE MyLimitedAdmin AUTHORIZATION 

sysadmin

ALTER SERVER ROLE MyLimitedAdmin ADD MEMBER Mary

GRANT CONTROL SERVER to MyLimitedAdmin

DENY SELECT ALL USER SECURABLES to MyLimited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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