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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五件套是指关系型数据库、索引型数据库、时序型数据库、文档型数据库和缓存型

数据库。 

 

上图显示了一套读写服务搭配这五种类型数据库的例子： 

1. 这里只是说明了我们可以这么来搭配这些类型的数据库，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应用都需

要用到这些类型的数据库。 

2. 同步写服务负责第一时间把重要的数据落地和落缓存。 

3. 异步写服务通过监听MQ 来感知数据的变化，然后重新读取最新的数据来把数据写入

其它次要数据源，比如文档性数据库和索引型数据库，需要的话可以在缓存中回写一

个状态。 

4. 由一个专门的数据查询服务来根据需求做数据路由，根据需求和性能因素，从不同的

数据源读取数据。 

5. 数据聚合服务根据需求从次要数据源进一步读取数据以时间维度进行聚合，聚合到时

间序列数据库，供监控查询服务查询。 

下面我们来具体说说这些存储系统。 



关系型数据库 

毫无疑问，强事务性的数据写入MySQL 之类的关系型数据库是最可靠的，搭配 SSD 盘的使

用，关系型数据库也很容易达到万级的 QPS。对于超大数据量加上超大并发的应用来说，单

表的数据量过千万伴随着数万的 QPS 很难以单体数据库来支撑，我们需要对数据表进行

Sharding 分片处理，把数据按照一定的维度切分到比如 128 个数据表，然后分散在 8 套甚至

16 套数据集群，这样每一台 MySQL 的实例只需要承受 1/8 或 1/16 的请求压力而且数据量更

小。随之带来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对应用进行改造，使之只能按照一定的查询条件来查询这个

切片后的表，如果不带条件或带任意条件的话，我们是无法知道数据实际存储在哪个表哪个实

例上的。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我们的查询条件可能有十几个，只能按照一个维度来查询满足

不了我们的需求。一个折中的方式是我们引入所谓的 Index 数据表，也就是在写入实际的完整

数据到 Sharding 的数据表的同时，我们把数据表里需要查询的字段写入一个专门的没有经过

Sharding 处理的 Index 数据表，这个数据表里存放的几乎没有 varchar 类型的数据，全部是各

种 bigint 的各类业务 ID 或是 tinyint 类型的各种状态，以及时间。由于这个表非常亲，虽然数

据条数多但是表空间几乎可以在数据库的缓存中容纳，性能会高不少。对于实时性要求非常强

的基于条件的查询可以从这个数据表来进行查询。而 Sharding 后的数据只能用于按 ShardKey

来进行查询。 

 

缓存数据库 

Redis 是最常用的分布式缓存解决方案，几乎在任何互联网应用中都会用到，特点是： 

1. 能持久化数据，但是我的观点是缓存数据库还是仅仅作为缓存的好，要能够承受丢失

数据的风险，否则可能会死的比较难看。因为 RDB 或主从复制导致的一些事故也是层

出不穷的。 

2. 丰富的数据结构是一定要利用的，丰富的数据结构代表了可以依赖丰富的 API 在服务

端做复杂的运算，性能比反序列化取出后运算再序列化存入效率高的多。有的时候甚

至可以把这些数据结构和 API 组合在一起碰撞出绝妙的方案以极高效的方式实现一个

高性能的业务逻辑。可以看看《Redis 实战》一书。 



3. 超高的性能（当然了，配合一些集群方案比如 codis 就更上一层楼了）足以抵挡任何

业务请求的直接访问，很多时候缓存的方案挂是挂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穿透缓存而

不是 Redis 档不住。 

4. 丰富的集群和高可用方案以及各类各种实用的功能（管道、事务、Lua 脚本），5.0 的

版本还推出了 Stream 特性来替代少有人关注的 Disque 值得关注。 

所以 Redis 的应用也很广泛： 

• 数据缓存 

• 分布式锁 

• 消息队列 

• 服务端运算 

在上图的架构中，我们通过同步写服务对数据库和缓存进行双写，目的也就是为了让缓存

中能有新鲜热数据，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这种单条数据的查询可以直接路由到缓存。 

 

文档型数据库 

文档型数据库的代表就是耕耘多年的 Mongodb，我在一些非重要业务的场景使用过

Mongodb 几次，我的评价如下（最近 1 年多没有碰过 Mongodb，也可能评价有失偏颇）： 

1. 超高的写入性能，非常不错的读取性能（和 Redis 是不能比的，性质不同），数据量

增多后可能会有很厉害的性能衰退，不是 Hbase 那种无底洞型的存储，不维护就往里

面一直堆数据进去最后的性能可能比如MySQL。 

2. 因为存的是文档，所以是弱结构的，存一些事先不能确定的数据非常非常合适，而且

以后要查的时候可以任何加索引对需要的数据进行搜索查询。一个很实用的场景就是

作为爬虫的数据源，数据变化多端而且不那么重要，而且写入性能很重要。 

3. 不太可靠和稳定，可能会丢数据，强烈不建议作为核心数据存储，建议作为一个旁路

数据库用在非关键的业务。比如在上图的架构图中，我们可能会拿到核心数据后再从

其它地方去补一些数据然后进行适当的加工，保存到 Mongodb 作为一个监控数据库

或者面向后台的数据库来用（MEAN 套件之一，可以想象对于简单的应用来说配合脚

本语言用起来多舒服了），挂了也就挂了，没挂的话可以分担很多MySQL 的压力。 



4. 玩法虽然多，什么 Sharding、复制、集群都有，但随着数据量的增多运维可能是一个

大坑，很可能遇到集群全军覆没无法启动的情况，数据的恢复耗时很长。内存的使用

相当疯狂，对硬件的使用总感觉性价比不高。 

 

索引型数据库 

ElasticSearch 作为其代表是最近几年的黑马。ELK 集群各大互联网公司都有使用，只要集群配

置得当，每秒几十万的写入不是大问题，毕竟彻底的分布式化理论上可以有无限高的写入能

力。ES 的特点如下： 

1. 非常丰富的查询 API，不仅仅是全文索引查询，普通的查询 API 丰富多样，组合起来

可以在服务端完成各种业务逻辑，基本上 SQL+MySQL 可以实现的，ES 查询都可以实

现，而且还多了更强大的全文搜索。当然，查询的语法稍显晦涩肯定没有 SQL 来的直

挂。 

2. 类似于Mongodb 的 schema-free，无需实现定义表结构。 

3. 还算强大的写入和读取能力，当然，索引多的话写入文档的效率肯定会降低。这也是

图中对于 ES 的写入由专门的异步流程进行的原因。 

4. ES 天生的分布式配置决定了，在写入亿、十亿的数据量之后，还能在相当可以接受的

时间内（比如 10 秒）完成一个多条件复杂查询，对于 MySQL 这个量级下这样的查询

可能需要 10 分钟甚至 100 分钟的时间来执行，完全不能接受。 

5. ES 对嵌套型数据的查询支持不错，经过测试我们倾向于把多标关联的数据作为一个大

的嵌套的 JSON 拍扁了直接存入 ES，比如我们可以把用户个人唯独的基本信息+充值

订单+提现订单+投资订单，一人一个 JSON 存进去，然后对于嵌套的下层 JSON 数据

也是可以方便的利用查询 API 进行查询。 

因为这些特点，在这个架构图上，我们把 ES 也作为了查询服务的数据源，对于满足下面这些

条件的查询，我们可以走 ES： 

• 对数据延迟不敏感，可以接受一段时间查不到新鲜数据 

• 查询特别复杂，或是全文搜索，不能走 Sharding 后的 RouteKey，Index 表也无法满足

需求 



• 查询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单表的数据而是比较丰富的数据，查询数据库需要查询多个表

多次 

索引型数据库和文档型数据库的底层存储结构是截然不同的，虽然现在有很多人使用 ES 来完

全替代Mongodb，但是个人觉得 ES 适合存比Mongodb 更大的一个数据量，分布式不利用

起来发挥不了 ES，Mongodb 还是适合中型数据非 Sharding 的存储。 

 

时序型数据库 

InfluxDb 是时序型数据库的代表。对于按照时间段进行 Group By 查询的话，不管是 ES 还是

MySQL 还是Mongodb 在 API 层面当然都是支持的，但是查询效率不堪入目。因此对于诸如

下面的需求首当其中可以考虑时序型数据库： 

• 监控图表 

• 按时间维度聚合 

• 查询的时间维度可以跨度很长 

• 需要定期归档 

如果使用传统方案的话，我们往往会以固定的时间维度来聚合保存数据，如果我们要查 1 小

时和 1 年的维度，都使用 5 秒的聚合粒度显然不合适，我们需要在写入数据到时候针对不同

的粒度进行聚合，需要一定的工作量，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库可以少一些这样的烦恼。而且

InfluxDb 之类的数据库的性能是非常高的，写入数据的性能堪比 Redis，单节点甚至可以承受

十万指标的写入，基本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场景的需求。对于一些业务指标的监控，业务事件

的打点，业务数据的时间维度聚合，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引入专门的时序型数据库。 

 

综上所述，这里的架构图只是体现了几个重要思想： 

1. 使用专门的服务来做数据的写入和读取，方便进行路由。 

2. 合理规划好 Sharding 的方式，以及想好 RDBMS 在 Sharding 后的全套查询方案。 

3. 数据的写入区分主要数据源的同步写入和次要数据源的异步写入，让主流程更快。 

4. 合理利用不同数据源的特性，组合使用发挥所长，避免所短。 

5. 数据的加工可以是一个层级的关系，可以由专门业务中间件来进行数据加工。 



6. RDBMS 以外的数据库如果打算作为主核心存储引擎的话千万慎重思考。 

7. 采用丰富的数据源意味着维护成本的增多，数据不同步的问题在所难免，需要考虑一

下我们是否可以接受一定层度的数据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