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MySQL数据库基础知识

本章知识点

MySQL数据库的安装和配置;

MySQL数据库的功能及特点;

MySQL常用命令;

MySQL数据库的构成、文件以及对象等。

所支撑的职业技能

能熟练安装 MySQL数据库,熟悉系统安装环境,掌握 MySQL数据库的整体结构。

1.1 MySQL软件安装和配置

下面详细介绍5.6版本 MySQL的下载、安装及配置过程。

图1-1 MySQL5.6

目前针对不同用户,MySQL主要提供了2个不同的版本:
● MySQLCommunityServer:社区版,该版本完全免费,但是官方不提供技术支持。
● MySQLEnterpriseServer:企业版,该版本能够以高性价比为企业提供数据仓库应

用,支持ACID事物处理,提供完整的提交、回滚、崩溃恢复和行级锁定功能。但是该版本需

付费使用,官方提供电话及文档等技术支持。
目前最新的 MySQL版本为 MySQL8,可以在 MySQL官方网站上面下载该软件。在

下图1-2所示的 MySQL下载界面上按照图示选取版本与操作系统,然后根据图1-3选择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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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安装包,点击“Download”,一步步操作就可以将 MySQL软件下载到本地计算机中了。注

意:这里我们选择的是数据库版本是“5.6.50Windows(x86,32-bit),MSIInstaller291.2M”。

图1-2 MySQL版本与平台的选择

图1-3 选择 MySQL版本

MySQL下载完成后,找到下载到本地的文件,按照下面所示的步骤双击进行安装:
步骤1:双击 MySQL安装程序(mysql-installer-community-5.6.50.0.msi),等待片刻,

会弹出如图1-4所示的欢迎窗口。

图1-4 MySQL欢迎界面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第1章 MySQL数据库基础知识 3    

表1-1 安装类型界面各设置项含义

选项 含义

DeveloperDefault 默认安装类型

Serveronly 仅作为服务器

Clientonly 仅作为客户端

Full 完全安装类型

Custom 自定义安装类型

  步骤2:选择如图1-4中的“Custom”选项,然后单击【Next】按钮,弹出功能选择界面,如
图1-5所示。

图1-5 MySQL选择产品界面

步骤3:按照如图1-5中选择,点击行头的“+”以展开选项,这里只安装(x86)MYSQL

Server和全部的Documentation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Next】按钮,弹出安装条件检查界

面,如图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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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安装条件检查界面

步骤4:单击如上图1-6的【Execute】按钮,开始安装程序。当安装完成之后,安装向导

过程中所做的设置将在安装完成之后生效,并会弹出如图1-7所示的窗口。

图1-7 安装完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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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ySQL数据库基础知识 5    

步骤5:单击如图1-7的【Next】按钮,会进入产品配置页面,效果如图1-8所示。

图1-8 产品预配置界面

步骤6:单击如图1-8所示的【Next】按钮,效果如图1-9所示。

图1-9 配置页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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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中的“ServerConfigurationType”下面的“ConfigType”下拉列表项用来配置当

前服务器的类型。选择哪种服务器将影响到 MySQLConfigurationWizard(配置向导)对内

存、硬盘和过程或使用的决策,可以选择如下所示的3种服务器类型:
●DeveloperComputer(开发机器):该选项代表典型个人用桌面工作站。假定机器上

运行着多个桌面应用程序。将 MySQL服务器配置成使用最少的系统资源。
●ServerComputer(服务器):该选项代表服务器,MySQL服务器可以同其他应用程序

一起运行,例如FTP、Email和 Web服务器。MySQL服务器配置成使用适当比例的系统

资源。
●DedicatedComputer(专用 MySQL服务器):该选项代表只运行 MySQL服务的服务

器。假定运行没有运行其他应用程序。MySQL服务器配置成使用所有可用系统资源。
作为初学者,选择“DeveloperMachine”(开发者机器)已经足够了,这样占用系统的资源

不会很多。
在EnableTCP/IPNetworking左边的复选框中可以启用或禁用TCP/IP网络,并配置

用来连接 MySQL服务器的端口号,默认情况启用TCP/IP网络,默认端口为3306。要想更

改访问 MySQL使用的端口,直接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新的端口号即可,但要保证新的端口

号没有被占用。OpenWindowsFirewallportfornetworkaccess意思是在 Windows防火

墙打开对应网络端口。
步骤7:单击如图1-9的【Next】按钮,效果如图1-10所示。

图1-10 配置页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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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ySQL数据库基础知识 7    

  步骤8:在如图1-10所对应的界面中,我们需要设置root用户的密码,在“MySQLRoot
password”(输入新密码)和“RepeatPassword”(确认)两个编辑框内输入期望的密码。也可

以单击下面的【AddUser】按钮另行添加新的用户,效果如图1-11所示,添加完毕点击

【OK】,以返回图1-10。(注意:Root用户必须有密码)

图1-11 配置页面3

步骤9:单击如图1-10所示的【Next】按钮,进入系统服务创建页面,效果如图1-12
所示。

图1-12 配置页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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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单击如图1-12所示的【Next】按钮,打开应用配置页面,如图1-13所示。

图1-13 应用配置页面

步骤11:单击如图1-13所示的【Execute】按钮,效果如图1-14所示。

图1-14 配置完成度页面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第1章 MySQL数据库基础知识 9    

步骤12:单击【Finish】按钮,即可完成 MySQL数据库的整个安装配置过程。之后再打

开任务管理器,可以看到 MySQL服务进程mysqld.exe已经启动了,如图1-15所示。

图1-15 任务管理器窗口

步骤13:然后返回 MySQL安装程序,继续文档的配置,如图1-16所示。

图1-16 产品配置

步骤14:单击如图1-16所示的【Next】,继续项目案例的配置,在Password中输入密码

后,点击【Check】后,如图1-17所示。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10   
JavaWeb应用开发

“ 课 证 融 通 ” 系 列
MySQL数据库应用开发

图1-17 案例配置

步骤15:单击如图1-17所示的【Next】,进入案例应用配置,如图1-18所示。

图1-18 案例应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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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ySQL数据库基础知识 11   

  步骤16:单击如图1-18所示的【Execute】,案例配置成功,如图1-19。

图1-19 案例配置成功

步骤17:单击如图1-19所示的【Finish】按钮,即可完成 MySQL案例数据库的整个安装

配置过程。然后进入如图1-20所示的产品配置界面。

图1-20 产品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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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8:单击如图1-20所示的【Next】,进入如图1-21所示的安装完成界面。点击

【Finish】退出。

图1-21 产品配置界面

步骤19:用管理员打开CMD命令行窗口,键入setPATH=%PATH%;%CD% 回车,

%CD%为任务管理器中mysqld.exe的所在路径,如图1-22所示。
例:笔者得到路径为C:\ProgramFiles(x86)\MySQL\MySQLServer5.6\bin,所以笔者需

要键入:
setPATH=%PATH%;C:\ProgramFiles(x86)\MySQL\MySQLServer5.6\bin

图1-22 mysqld.exe路径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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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ySQL数据库基础知识 13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在 Windows上顺利地安装了 MySQL。接下来就可以启动 MySQL服

务与登录数据库进行自己的操作了。

1.2 MySQL的功能和特点

存储引擎是MySQL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具体开发时,为了提高 MySQL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使用效率和灵活性,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存储引擎。因为存储引擎指

定了表的类型,即如何存储和索引数据、是否支持事务等,同时存储引擎也决定了表在计算机

中的存储方式。下图1-23是MySQL5.6中默认支持的几种存储引擎,其中InnoDB是默认的

存储引擎。
mysql>showengines;

图1-23 MySQL默认支持的几种存储引擎

有些存储引擎暂时用不到,在编译的时候可以忽略掉。但哪些存储引擎是必不可少的呢?
下图1-24中5种存储引擎是 MySQL自带的schema中使用到的。即使在编译时指定忽略了

某种存储引擎,例如:

-DWITHOUT_CSV_STORAGE_ENGINE=1,指定忽略了CSV引擎,在安装后用show
engines还是可以看到mysql支持CSV存储引擎。

mysql>selectdistinct TABLE_SCHEMA,engine from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图1-24 MySQL自带引擎

因为在mysql这个schema中general_log,slow_log默认使用的是CSV存储引擎。下图

1-25可得到CSV引擎下的表信息。
mysql>SELECT TABLE_SCHEMA,TABLE_NAME,ENGINEFROM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WHEREENGINE=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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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CSV引擎下的表信息

1.3 MySQL常用命令

1.启动/关闭MySQL
$path/mysqld_safe-user=mysql&
$/mysqladmin-pshutdown

2.修改root口令

$mysqladmin-uroot-ppassword '新密码 '

3.查看服务器状态

$path/mysqladminversion-p

4.连接远端mysql服务器

$path/mysql-u用户名-p#连接本机

$path/mysql-h远程主机IP-u用户名-p#连接远程MYSQL服务器

5.创建/删除 数据库或表

$mysqladmin-uroot-pcreatexxx

mysql>createdatabase数据库名;

mysql>createTABLEitems(

idINT(5)NOTNULLAUTO_INCREMENTPRIMARYKEY,

symbolCHAR(4)NOTNULL,

usernameCHAR(8),

INDEXsym(symbol),INDEX…..

UNIQUE(username)
)type=innodb;

mysql>dropdatabase[ifexists]数据库名

mysql>createtable表名;

mysql>droptable表名;

6.查看数据库和查看数据库下的表

mysql>showdatabases;

mysql>showtables;

mysql>showtablestatus;

mysql>desc表名;#查看具体表结构信息

mysql>SHOWCREATEDATABASEdb_name#显示创建db_name库的语句

mysql>SHOWCREATETABLEtbl_name#显示创建tbl_name表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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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ySQL数据库基础知识 15   

7.创建用户

mysql>grantselect,insert,update,delete,alteronmydb.*totest2@localhostidentifiedby"abc";

mysql>grantallprivilegeson*.*totest1@"%"identifiedby"abc";

mysql>flushprivileges;

8.用户管理

mysql>updateusersetpassword=password('11111')whereuser= 'test1';#修改test1密码为111111
mysql>DELETEFROMuserWHEREUser="testuser"andHost="localhost";#删除用户账号

mysql>SHOWGRANTSFORuser1;#显示创建user1用户的grant语句

9.mysql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

$mysqldump-uuser-ppassword-BDB_name[--tablestable1--tablestable2]>exportfile.sql

$mysql-uroot-pxxx<aaa.sql#导入表

$mysqldump-u用户名-p数据库名 表名> 导出的文件名 ##导出单独的表

10.导出一个数据库结构

$mysqldump-uwcnc-p-d-add-drop-tablesmgp_apps_wcnc>wcnc_db.sql
-d没有数据-add-drop-table在每个create语句之前增加一个droptable

11.忘记MySQL密码

先停止所有mysql服务进程

$mysqld_safe
#skip-grant-tables&mysql
mysql>usemysql;

mysql>updateusersetpassword=password('111111')whereuser= 'root';

mysql>flushprivileges;

然后重启MySQL并以新密码登入即可

12.当前使用的数据库

mysql>selectdatabase();

13.创建表

mysql>createtabletable_name
(column_namedatatype{identity|null|notnull},f_timeTIMESTAMP(8),…)ENGINE=MyISAMAUTO_

INCREMENT=3811DEFAULTCHARSET=utf8;

例:CREATETABLEguest(namevarchar(10),sexvarchar(2),ageint(3),careervarchar(10));

#descguest可查看表结构信息

#TIMESTAMP(8)YYYYMMDD其中(2/4/6/8/10/12/14)对应不同的时间格式

mysql>SHOWCREATETABLEtbl_name#显示创建tbl_name表的语句

14.创建索引

可以在建表的时候加入indexindexname(列名)创建索引,
也可以手工用命令生成createindexindex_nameontable_name(col_name[(length)],… )

mysql>CREATEINDEXnumberONguest(number(10));

mysql>SHOWINDEXFROMtbl_name[FROMdb_name]#显示现有索引

mysql>repairTABLEdateQUICK;#索引列相关变量变化后自动重建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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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查询及常用函数

mysql>selectt1.name,t2.salaryfromemployeeASt1,infoASt2wheret1.name=t2.name;

mysql>selectcollege,region,seedfromtournamentORDERBYregion,seed;

mysql>selectcol_namefromtbl_nameWHEREcol_name>0;

mysql>selectDISTINCT…… [DISTINCT关键字可以除去重复的记录]

mysql>selectDATE_FORMAT(NOW(),'%m/%d/%Y')asDATE,DATE_FORMAT(NOW(),'%H:%m:%s')ASTIME;

mysql>selectCURDATE(),CURTIME(),YEAR(NOW()),MONTH(NOW()),DAYOFMONTH(NOW()),HOUR(NOW()),

MINUTE(NOW());

mysql>selectUNIX_TIMESTAMP(),UNIX_TIMESTAMP(20080808),FROM_UNIXTIME(UNIX_TIMESTAMP());

mysql>selectPASSWORD("secret"),MD5("secret");#加密密码用

mysql>selectcount(*)fromtab_nameorderbyid[DESC|ASC];#DESC倒序/ASC正序

*函数count,AVG,SUM,MIN,MAX,LENGTH字符长度,LTRIM去除开头的空头,RTRIM去尾部空格,TRIM
(str)去除首部尾部空格,LETF/RIGHT(str,x)返回字符串str的左边/右边x个字符,SUBSTRING(str,x,y)返

回str中的x位置起至y位置的字符

mysql>selectBINARY 'ross'IN('Chandler','Joey','Ross');#BINARY严格检查大小写

*比较运算符IN,BETWEEN,ISNULL,ISNOTNULL,LIKE,REGEXP/RLIKE

mysql>selectcount(*),AVG(number_xx),Host,userfrommysql.userGROUPbyuser[DESC|ASC]

HAVINGuser=root;#分组并统计次数/平均值

16.UNIX_TIMESTAMP(date)

返回一个Unix时间戳记(从 '1970-01-0100:00:00'GMT开始的秒数)
mysql>selectUNIX_TIMESTAMP();

mysql>selectUNIX_TIMESTAMP('1997-10-0422:23:00');

mysql>selectFROM_UNIXTIME(875996580);#根据时间戳记算出日期

17.控制条件函数

mysql>selectif(1<10,2,3),IF(55>100,'true','false');

#IF()函数有三个参数,第一个是被判断的表达式,如果表达式为真,返回第二个参数,
如果为假,返回第三个参数。

mysql>selectCASEWHEN(2+2)=4THEN“OK”WHEN(2+2)<>4THEN 'NOTOK'ENDASstatus;

18.系统信息函数

mysql>selectDATABASE(),VERSION(),USER();

mysql>selectBENCHMARK(9999999,LOG(RAND()*PI()))ASPERFORMANACE;#一个测试mysql运算性

能工具

19.将wp_posts表中post_content字段中文字”old”替换为”new”
mysql>updatewp_postssetpost_content=replace(post_content,'old','new')

20.改变表结构

mysql>altertabletable_namealter_spec[,alter_spec...]

例:altertabledbnameaddcolumnuseridint(11)notnullprimarykeyauto_increment;
这样,就在表dbname中添加了一个字段userid,类型为in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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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调整列顺序
mysql>altertabletablenameCHANGEididint(11)first;

22.修改表中数据

insert[into]table_name[(column(s))]values(expression(s))

例:mysql>insertintomydatabasevalues('php','mysql','asp','sqlserver','jsp','oracle');

mysql>createtableuserselecthost,userfrommysql.userwhere1=0;

mysql>insertintouser(host,user)selecthost,userfrommysql.user;

23.更改表名

命令:renametable原表名to新表名;

24.表的数据更新

mysql>updatetable01setfield04=19991022[,field05=062218]wherefield01=1;

25.删除数据

mysql>deletefromtable01wherefield01=3;

#如果想要清空表的所有记录,建议用truncatetabletablename,而不是deletefrom
tablename.

26.SHELL提示符下运行SQL命令

$mysql-e"showslavestatus\G"

27.坏库扫描修复

cd/var/lib/mysql/xxx&&myisamchkplaylist_block

28.insertintoa(x)values('11a')
出现:atatruncatedforcolumn 'x'atrow1
解决办法:
在my.ini里找到

sql-mode="STRICT_TRANS_TABLES,NO_AUTO_Create_USER,NO_ENGINE_SUBSTITUTION"

把其中的STRICT_TRANS_TABLES,去掉,然后重启mysql就ok了

29.复制表

mysql>createtabletarget_tablelikesource_table

30.innodb支持事务

新表:createTABLEtable-name(field-definitions)TYPE=INNODB;
旧表:alterTABLEtable-nameTYPE=INNODB;
mysql>starttransaction#标记一个事务的开始

mysql>insertinto…#数据变更

mysql>ROLLBACK或commit#回滚或提交

mysql>SETAUTOCOMMIT=1;#设置自动提交

mysql>select@@autocommit;#查看当前是否自动提交

31.表锁定相关

mysql>LOCKTABLEusersREAD;#对user表进行只读锁定

mysql>LOCKTABLESuserREAD,pfoliosWRITE#多表锁控制

mysql>UNLOCKTABLES;#不需要指定锁定表名字,MySQL会自动解除所有表锁定

=====一些MySQL优化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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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管理用命令

mysql>showvariables#查看所有变量值

mysql>showvariableslike 'max_connections' 数据库允许的最大可连接数

#需要加大max_connections可以在my.cnf中加入set-variable=max_connections=32000,可以

对下面的threads_connected值决定是否需要增大

mysql>showstatus[like...];

mysql>showstatuslike 'threads_connected';数据库当前的连接线程数

mysql>FLUSHSTATUS可以重置一些计数器

mysql>showprocesslist;查询线程状态

mysql>killid;结束进程

33.my.cnf配置

#EnableSlowQueryLog
long_query_time=1
log-slow-queries=/var/log/mysql/log-slow-queries.log
log-queries-not-using-indexes

#mysqldumpslow-sc-t20host-slow.log#访问次数最多的20个sql语句

#mysqldumpslow-sr-t20host-slow.log#返回记录集最多的20个sql

#others

max_connections=500#用过的最大连接数SHOWStatuslike 'max_used_connection';

wait_timeout=10#终止所有空闲时间超过10秒的连接

table_cache=64#任何时间打开表的总数

ax_binlog_size=512M#循环之前二进制日志的最大规模

max_connect_errors=100

query_cache_size=256M#查询缓存

#可用SHOWSTATUSLIKE 'qcache% ';查看命中率

#FLUSHSTATUS重置计数器,FLUSHQUERYCACHE清缓存

thread_cache=40

#线程使用,SHOWSTATUSLIKE 'Threads_created% ';值快速增加的话考虑加大

key_buffer=16M

#showstatuslike'%key_read% ';Key_reads代表命中磁盘的关键字请求个数

#A:到底KeyBuffer要设定多少才够呢?Q:MySQL只会Cache索引(*.MYI),因此参考所有MYI文件

的总大小

sort_buffer_size=4M#查询排序时所能使用的缓冲区大小,每连接独享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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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statuslike'%sort% ';如sort_merge_passes很大,就表示加大

sort_buffer_sizesort_buffer_size=6M#查询排序时所能使用的缓冲区大小,这是每连接独享值6M
read_buffer_size=4M #读查询操作所能使用的缓冲区大小

join_buffer_size=8M#联合查询操作所能使用的缓冲区大小

skip-locking#取消文件系统的外部锁

skip-name-resolve

thread_concurrency=8  #最大并发线程数,cpu数量*2
long_query_time=10#Slow_queries记数器的查询时间阀值

1.4 MySQL数据库的构成、文件以及对象

MySQL两种常用存储引擎:myisam和innodb。

myisam不支持事务;innodb支持事务;MySQL5.5.5之后,InnoDB为默认引擎。
数据库物理文件地址查询:mysql>showglobalvariableslike"%datadir%";下图1-26

是 MySQL物理文件查询地址

图1-26 MySQL物理文件查询地址

innodb的数据库的物理文件结构为:
.frm文件

.ib_logfiles文件 是InnoDB的redolog。

.ibd文件和.ibdata文件:

这两种文件都是存放innodb数据的文件,之所以用两种文件来存放innodb的数据,是
因为innodb的数据存储方式能够通过配置来决定是使用共享表空间存放存储数据,还是用

独享表空间存放存储数据。
独享表空间存储方式使用.ibd文件,并且每个表一个ibd文件,
共享表空间存储方式使用.ibdata文件,所有表共同使用一个ibdata文件。
如下两图图1-27图1-28:

图1-27 World案例数据库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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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World案例数据库物理文件

myisam的数据库的物理文件结构为

.frm文件:与表相关的元数据信息都存放在frm文件,包括表结构的定义信息等。各

种存储引擎都需要frm文件,并且存放于数据库名目录下。

.myd文件:myisam存储引擎专用,用于存储myisam表的数据。

.myi文件:myisam存储引擎专用,用于存储myisam表的索引相关信息。
下面简单列出 MySQL常见的对象:
DataBase/Schema 数据库/架构

Table 表

Index 索引

View/Trigger/Function/Procedure 视图/触发器/功能/过程

Index
索引就是数据库中数据的目录:
索引和数据是两个对象;
索引主要用来提高数据库的查询效率;
数据库中数据变更同样需要同步索引数据的变更,
因为索引是按照B+TREE,排好位置的,一旦数据变化,则这个数据的相应位置也要变

化,这样之后再查找,才能快速索引到,而变化位置就是索引的维护;下图1-29就是创建索

引过程。
mysql>helpcreateindex;

View
作用:
视图是将一组查询语句构成的结果集,是一种虚拟结构,并不是实际数据。
视图能简化数据库的访问,能够将多个查询语句结构化为一个虚拟结构。
视图可以隐藏数据库后端表结构,提高数据库的安全性。
视图也是一种权限管理,只对用户提供部分数据。
mysql>CREATETABLEt(qtyINT,priceINT);

mysql>INSERTINTOtVALUES(3,50);

mysql>CREATEVIEWvASSELECTqty,price,qty*priceASvalueFROMt;

mysql>SELECT*FROMv;

+------+-------+-------+
|qty |price|value|
|  3|  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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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9 创建索引

Trigger
意义:
触发器是加在表上的特殊程序,当表上出现特定的事件(insert/update/delete/alter

table)时触发该程序执行。
对一个表的一个事件 MySQL中只能定义一个触发器。
作用:
数据订正;
迁移表;
实现特定的业务逻辑。

Trigger的两个用户:
执行者;
调用者。
案例:
CREATE
[DEFINER= {user|CURRENT_USER}]  --定义执行着的权限

TRIGGERtrigger_nametrigger_time

trigger_eventONtbl_name

FOREACHROW                  --涉及的每一行都会执行trigger_body
trigger_body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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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_time:{BEFORE|AFTER}

trigger_event:{INSERT|UPDATE|DELETE}

特点:
触发器对性能有损耗,应慎用。
同一类事件在一个表中只能创建一次。
对于事务表,触发器执行失败则整个语句回滚。

row格式主从复制,触发器不会在从属库上执行。
使用触发器时应该防止递归执行。
可以协助应用在数据库端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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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数据库设计

本章知识点

数据库设计基本步骤;
数据库概念结构设计;
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
数据库物理结构设计。

所支撑的职业技能

能够使用 MySQL数据库进行表结构及表之间关联关系的设计。

2.1 数据库设计概述

在数据库领域内,通常把使用数据库的各类信息系统都称为数据库应用系统。例如,以
数据库为基础的各种管理信息系统:银行系统、票务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电子商务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等都可以称为数据库应用系统。

整个数据库应用系统的设计,包括数据库及其应用程序的设计,是广义上的数据库设

计,而本章主要讲述数据库本身的设计,即设计数据库的各层模型并建立数据库。
按照规范设计的方法,考虑数据库及其应用系统开发全过程,数据库设计通常分为六个

阶段:
(1)需求分析阶段。需求分析阶段是整个数据库设计的基础,这一阶段要收集和分析用

户对系统的信息需求和处理需求,得到设计系统所必需的信息,建立系统的需求说明文档。
(2)概念结构设计阶段。概念结构设计是整个数据库设计的关键。它通过对用户的需

求进行综合、归纳与抽象,形成一个独立于具体DBMS的概念模型。可以用E-R图来表示。
(3)逻辑结构设计阶段。在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根据转换规则导出一种DBMS支持的

逻辑数据库模型(如目前最常用的关系型),该模型应满足数据库存取、一致性及运行等各方

面的用户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模型进行优化。
(4)物理结构设计阶段。为逻辑数据模型选取一个最适合应用环境的物理结构(包括存

储结构和存取方法)。但一般情况下,在关系型数据库系统中,数据的存取对用户是透明的,
故对物理设计考虑会相对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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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库实施阶段。根据逻辑设计和物理设计的结果建立数据库,编写与调试应用程

序,将数据录入到数据库中,同时进行数据库系统的试运行。
(6)数据库运行与维护阶段。数据库应用系统试运行后,即可以投入正式运行。在此过

程中必须不断地对其进行评价、调整与修改。
设计一个完善的数据库应用系统不可能一蹴而就,往往需要不断重复上述六个过程。

2.2 商品管理数据库系统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设计数据库的起点。需求分析的结果是否能准确地反映用户的实际需求,
将直接影响到后面各个阶段的设计,并影响设计结果是否合理、实用。

这里以商品管理数据库系统为例讲解需求分析。首先,商品管理系统至少包含系统管

理员、分店管理员、店员和顾客四类用户。
各类用户的主要功能需求如下:
(1)顾客:能够注册成为商店的用户,能够查看和修改其个人信息;能够查看商品信息、

下订单购买某些商品。
(2)职工(店员):能够出售商品,可以查看顾客的购买订单信息,并能够处理订单,发出

货物。
(3)分店管理员(店长):可以管理商品信息,对商品信息进行增删改查操作,可以查看顾

客信息,还可以管理职工信息。
(4)系统管理员:负责各类信息的管理工作,包括顾客、店员、分店管理员的信息管理,包

括商品的信息管理以及供应商的信息管理等。

2.3 概念结构设计

在需求分析阶段,数据库设计人员将用户的需求进行合理的分析与总结,并且形成了需

求说明书。概念结构就是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数据库的概念模型,这是语义层的描

述,与具体的DBMS无关。

2.3.1 概念模型

1.主要概念

概念模型也称为信息模型,用于信息世界的建模,实现了由现实世界到信息世界的第一

层抽象。它是面向用户、面向现实世界的数据模型,与具体的DBMS无关。它是在数据库

设计阶段设计人员使用的有力工具,也是数据库设计人员和用户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因

此,概念模型首先应该具有较强的语义表达能力,能够方便、直接地表达应用中的各种语义

知识,其次它还应该简单、清晰,易于用户理解。
信息世界涉及的主要概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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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体(Entity)
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可以相互区分的事物或概念称为实体。例如,一个学生、一个部门、

一门课程、一种商品、一次采购等都是实体。实体是现实世界中各种事物的抽象,一般来说,
每个实体都相当于数据库中的一个表。

(2)实体集(EntitySet)
同一类实体的集合称为实体集。如:全体职工、全体学生、所有商品等。注意区分“型”

与“值”的概念。如每个职工是职工实体“型”的一个具体“值”。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实体集简称为实体。
(3)属性(Attribute)
属性是实体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一个实体可以通过若干个属性来刻画。例如,职工由职

工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工种等属性组成。商品实体可以由商品编号、商品名称、商品价

格、商品类别、供应商等属性组成。学生实体可以由学号、姓名、性别、年龄、专业等属性组

成。一次购物的实体可以由顾客编号、商品编号、购买日期、购买数量等属性组成。实体的

属性值是数据库中存储的主要数据,一个属性实际上相当于表中的一个列。
(4)码(Key)
唯一标识实体的属性集称为码(键)。例如,学生实体的学号是码。顾客实体的顾客编

号是码。然而,在顾客采购商品的采购实体中,需要通过顾客编号、商品编号和购买日期才

能够唯一确定某一次购买,因此,顾客编号、商品编号和购买日期的组合为采购实体的码。
(5)联系(Relationship)
在现实世界中,事务内部以及事物之间是有关系的。实体集之间的对应关系称为联系,

它反映现实世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实体内部的联系通常是指组成实体的各属性之间的

联系,实体之间的联系通常是指不同实体集之间的联系。

2.E-R模型

概念模型的表示方法很多,其中最常用的是P.P.S.Chen于1976年提出的实体-联系

(Entity-Relationship)模型(简称E-R模型或E-R图)。它是描述信息世界,建立概念模型的

实用工具。

E-R图主要包括三要素:
(1)实体:用矩形框表示,矩形框内标明实体名称。
(2)属性:用椭圆或圆角矩形表示,其内标明属性名称。属性与它所属的实体之间用线

连接。作为码的属性通常用下划线标识。
(3)联系:用菱形框表示,框内标注联系名。并用连线将菱形框及其相关的实体相连,在

连线上注明联系的类型。

3.联系的类型

实体之间的联系可以是两个实体之间的联系,三个或三个以上实体之间的联系以及一

个实体集内部的联系。
一般说来,两个实体之间的联系归结为如下三种:
(1)一对一联系:指实体集A 中的每个实体最多只与实体集B 中的一个实体相联系,且

实体集B 中的每个实体最多和A 中的一个实体相联系,称A 对B 或B 对A 是1∶1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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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分店铺只能有一名店长,而一名店长也只能管理一个分店,因此分店与店长之间

是一个1:1的联系,用E-R图表示如图2-1(a)所示。
(2)一对多联系:表示实体集A 中的每个实体可与实体集B 中的多个实体相联系,而B

中的每个实体至多和A 中的一个实体有联系,A 对B 属于1∶n联系。例如,对于部门和职

工两个实体集,一个部门有若干职工,而一名职工只能在一个部门就职,那么部门与职工之

间是1∶n联系。用E-R图表示如图2-1(b)所示。
(3)多对多联系:表示实体集A 中的每个实体可与实体集B 中的多个实体相联系,反过

来,B 中的每个实体也可以与A 中的多个实体有联系,称A 对B 或B 对A 是m :n联系。
例如,一个顾客可以购买多种商品,一种商品可以由多个顾客购买,那么,顾客和商品之间是

一个m ∶n的联系,用E-R图表示如图2-1(c)所示。

图2-1 两个不同实体集之间的1∶1、1∶n和 m∶n联系

两个以上不同实体集之间存在1∶1∶1、1∶1∶n、1∶m∶n和r∶m∶n的联系。图2-2
表示3个不同实体集之间的联系。其中:

图2-2(a)表示供应商、项目和零件之间的多对多(r∶m∶n)的联系,联系名为“SP_P”。
表示供应商为多个项目供应多种零件,每个项目可用多个供应商供应的零件,每种零件可由

不同的供应商供应给多个项目的语义。
图2-2(b)表示病房、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一对多(1∶m∶n)的联系,联系名为“P_D”。表

示一个病房有多个病人和多名医生,一名医生只负责一个病房的多个病人,一个病人只属于

一个病房,但可能由多名医生诊治。

图2-2 3个不同实体集之间的r∶n∶m和1∶n∶m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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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3个实体集之间的多对多联系和3个实体集两两之间的多对多的联系的语义是不

同的。例如,供应商和项目实体集之间的“合同”联系,表示供应商签了哪几个工程合同。供

应商与零件两个实体集之间的“库存”联系,表示供应商库存零件的数量。项目与零件两个

实体集之间的“组成”联系,表示一个项目由哪几种零件组成。
同一实体集内的各实体之间也存在1∶1、1∶n和m∶n的联系,如图2-3所示。

图2-3 同一实体集之间的1∶n和1∶1联系

从图2-3中可见,职工实体集中的领导与被领导的联系是1∶n的。但是,职工实体集

中的婚姻联系是1∶1的。
实体之间的联系类型并不取决于实体本身,而是取决于现实世界的管理方法,或者说取

决于语义,即同样两个实体,如果有不同的语义则可以得到不同的联系类型。
下面以仓库和商品两个实体之间的关联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如果规定一个仓库只能存放一种商品,并且一种商品只能存放在一个仓库,这时仓库和

商品之间的联系是一对一的;
如果规定一个仓库可以存放多种商品,但是一种商品只能存放在一个仓库,这时仓库和

商品之间的联系是一对多的;
如果规定一个仓库可以存放多种商品,同时一种商品可以存放在多个仓库,这时仓库和

商品之间的联系是多对多的。

4.实例分析

【例2-1】下面用E-R图来表示某个连锁商店商品管理的概念模型。
商品管理涉及的实体有:
(1)仓库:属性包括仓库号、面积、电话号码;
(2)商品:属性包括商品号、名称、种类、单价、生产日期;
(3)供应商:属性包括供应商号、供应商名、地址、联系电话、账号;
(4)职工:属性包括职工号、姓名、年龄、性别;
(5)分店:属性包括分店号、地址、开店时间、店长。
这些实体之间的联系如下:
(1)一种商品可以存放在多个仓库,因此仓库和商品之间具有1∶n的联系。用库存量

来表示某种零件在某个仓库中的数量。
(2)一个仓库有多个职工当仓库保管员,一个职工只能在一个仓库工作,因此仓库和职

工之间是1∶n的联系。
(3)职工之间具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即仓库主管领导若干保管员,因此职工实体集

内部具有1∶n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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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应商、分店和商品三者之间具有r∶m ∶n的联系。即一个供应商可以供给若干

分店多种商品,每个分店可以从多个供应商处进货,每种商品可由不同供应商供给。
该连锁商店商品管理的E-R图如图2-4所示。

图2-4 连锁商店商品管理E-R图

2.3.2 概念结构设计方法和步骤

在概念结构设计中,主要会用到以下几种策略:
自底向上:先定义每个局部应用的概念结构,然后按一定的规则把它们集成起来,从而

得到全局概念模型。

自顶向下:即首先定义全局的概念结构框架,然后再逐步细化。

由里向外:先定义最重要的核心结构,然后再逐步向外扩展。

混合策略:将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方法结合起来,先用自顶向下方法设计一个概念结构

框架,然后以此为框架再用自底向上策略设计局部概念结构,最后把它们集成起来。

这里只介绍自底向上的策略,它是四种策略中最为常见的。

采用自底向上的策略,用E-R方法的概念结构设计可分为如下三步:
(1)设计局部E-R模型。设计内容包括确定局部E-R模型的范围、定义实体、联系以及

它们的属性。
(2)集成局部视图,形成全局的E-R模型。
(3)对全局E-R模型做进一步的优化。

下面用商品管理的项目来详细讨论这三个步骤。

2.3.3 数据抽象与局部视图设计

概念结构设计的第一步是利用抽象机制对需求分析阶段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类、组织

(聚集),形成实体、实体的属性,标识实体的码,确定实体之间的联系类型,设计局部E-R图。

1.数据抽象

概念结构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将现实世界中有共同特征的实际的人、事、物、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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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等进行分类,并用相应的符号表达出来。常用的抽象方法有三种:

(1)分类:分类是定义某一组对象具有共同的特性和行为。它抽象的是“值”与“型”的关

系。在E-R图中,用实体来描述这种抽象,如图2-5所示:

图2-5 分类示例

(2)概括:概括定义的是实体之间的一种子集联系。例如,商品是一个实体,日用商品、

电子类商品也是实体,然而这两类商品是商品实体的子集。如图2-6所示:

图2-6 概括示例

(3)聚集:

聚集定义的是某一类型的组成成分。在E-R图中,若干属性的聚集组成了实体型,这就

是聚集。如图2-7所示:

图2-7 聚集示例

为了简化E-R图现实世界的事物能作为属性对待的,应尽量作为属性对待。

那么,符合什么条件的事物可以作为属性对待呢? 本来,实体和属性之间并没有形式上

可以截然划分的界限,但可以给出两条准则:

①作为“属性”,不能再具有需要描述的性质。即“属性”必须是不可分的数据项,不能包

含其他属性。

②“属性”不能与其他实体具有联系。即E-R图中所表示的联系是实体之间的联系。

凡满足上述两条准则的事物,一般均可作为属性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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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2-2】职工是一个实体,职工号、姓名、年龄是职工的属性,工种如果没有与工资、福利

挂钩,即没有需要进一步描述的特性,则根据准则:①可以作为职工实体的属性,但如果不同

的工种有不同的工资、福利,则应作为一个实体看待。

图2-8 工种实体的提取

【例2-3】如果一种货物只存放在一个仓库,那么就可以把存放货物的仓库号作为描述货

物存放地点的属性,但如果一种货物可以存放在多个仓库中,或者仓库本身又用面积作为属

性,或者与职工实体发生管理的联系,那么就应该把仓库作为一个实体。

图2-9 仓库实体的提取

2.设计局部E-R模型

根据商品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结果,可以将系统分为前台购物和后台管理两部分:前台

主要包括顾客购买商品,职工销售商品;后台包括店长管理分店以及商品库存的局部应用以

及系统管理员对所有信息的管理。接下来为每个局部应用组成一个设计分析小组,对每个

局部应用逐一设计分E-R图。

【例2-4】前台顾客购买商品的局部E-R图如图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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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顾客购买商品的局部E-R图

【例2-5】职工销售商品的局部E-R图如图2-11所示。

图2-11 职工销售商品的局部E-R图

【例2-6】店长管理分店及商品库存的局部E-R图如图2-12所示。
注意:为了更清晰地显示图形,实体与属性的关系没有在E-R图中表示出来,在下面列

出了实体与其属性的关系,其中实体的标识码用下划线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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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店长管理分店信息的局部E-R图

店长(店长姓名,负责店号,电话)
分店(分店号,分店地址,客服电话)
职工(职工编号,姓名,所属店号,性别)
商品(商品号,名称,价格,供应商名称,入库时间,出库时间)
供应商(供应商代号,供应商名,联系人,电话)
仓库(仓库代号,所属分店,看管人)

2.3.4 视图的集成与优化

各子系统的分E-R图设计好以后,数据库概念结构的下一步任务就是要将所有的局部

E-R图综合成一个系统的全局E-R图。在将局部E-R图集成为全局E-R图的时候,可以采

用一次将所有的E-R图集成在一起,也可以用逐步集成、进行累加的方式,一次只集成少量

几个E-R图,这样实现起来会容易一些。在合并E-R图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冲突。

1.属性冲突

一种是属性域冲突,即属性值的类型、取值范围或取值集合不同。例如,商品号,有的分

店把它定义为整数,有的部门把它定义为字符串类型;又如年龄,有的分店以出生日期表示

职工的年龄,而有些分店用整数表示职工年龄。另一种是属性取值冲突,例如,商品的价格

有的以元为单位,有的以美元为单位。
属性冲突理论上好解决,但实际上需要各分店部门之间讨论协商,解决起来并非易事。

2.命名冲突

一种是同名异义,即不同意义的对象在不同的局部应用中具有相同的名字。另一种是

异名同义,即同一含义的对象在不同的局部应用中具有不同的名字。比如分店在有些E-R
图中被称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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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冲突可能发生在实体、联系上,也可能发生在属性上。其中,属性的命名冲突更为

常见。处理命名冲突通常也和处理属性冲突一样,通过讨论、协商等行政手段加以解决。

3.结构冲突

一种情况是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E-R图中,有的作为实体,有的作为属性。解决方法通

常是把属性变换为实体或把实体变换为属性,使同一对象具有相同的抽象。但变换时仍要

遵循上一小节中讲述的两个原则。
另一种情况是同一实体在不同分E-R图中所包含的属性个数和属性排列次序不完全相

同。这是很常见的一类冲突,原因是不同的局部应用关心的是该实体的不同侧面。解决方

法是使该实体的属性取各分E-R图中属性的并集,再适当调整属性的次序。
实体间的联系在不同的局部E-R图中为不同的类型,如两个实体在一个局部E-R图中

是多对多联系,而同样的两个实体在另一个局部E-R图中是一对多联系。
解决方法是根据应用的语义对实体联系的类型进行综合或调整。
【例2-7】根据商品管理的各个局部E-R图,先将顾客购买商品的E-R模型和职工销售

商品的E-R模型进行合并,得到前台销售应用的E-R图,如图2-13所示。

图2-13 前台销售应用的合并E-R图

对前台销售应用E-R图(图2-13)与店长管理E-R图(图2-12)的合并,因篇幅有限,请
读者自行设计。

将各个局部E-R图合并为全局E-R图之后,还需要对全局E-R图进行优化,消除其中

存在的一些冗余的数据和冗余的联系。所谓冗余的数据,是指可由其他基本数据导出的数

据,冗余的联系是指可由其他联系导出的联系。冗余数据和冗余联系会破坏数据库的完整

性,给数据库维护增加困难,应当予以消除。
如在图2-11中订单实体中包含顾客号属性,该属性是顾客实体的标识属性,那么在将

图2-10与图2-11合并后,顾客实体以及在当前的全局E-R图中,顾客实体与订单实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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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的联系,因而在进行优化时,订单实体的顾客号属性则应该去掉。同理,如果将图2-13
的E-R图与图2-12的E-R图合并后,商品实体中的供应商名称属性与库存量属性都是冗余

数据,都应该去掉。
总之,一个好的全局E-R模型除了能反映用户的需求之外,还应尽量满足如下条件:
(1)实体个数尽可能少。
(2)实体所包含的属性尽可能少。
(3)实体间联系无冗余。

2.4 逻辑结构设计

逻辑结构设计的任务就是将概念结构设计阶段产生的E-R图转换为具体的数据库管理

系统(DBMS产品)所支持的数据模型。在前面已经学习过,数据模型包括层次模型、网状模

型、关系模型、面向对象模型等,其中目前最常用的是关系模型。因此,本节讨论从概念模型

到关系模型的转换。

逻辑结构设计一般分为下面三步进行(如图2-14所示):

(1)遵循某些原则,将概念模型转换成关系模型。

(2)对转换后的关系模型向特定DBMS支持下的数据模型转换;
(3)对数据模型进行优化。

图2-14 逻辑结构设计的三个步骤

2.4.1 E-R图向关系模型的转换

关系模型的逻辑结构是一组关系模式的集合。而E-R图则是由实体、实体的属性和实

体之间的联系三个要素组成的。所以将E-R图转换为关系模型实际上就是要将实体、实体

的属性和实体之间的联系转化为关系模式,这种转换一般遵循如下原则:

(1)一个实体转换为一个关系模式。实体的名字作为关系的名字,实体的属性作为关系

的属性,实体的主码作为关系的主码。

(2)一个1∶1联系可以转换为一个独立的关系模式,也可以与任意一端的实体所对应

的关系模式合并。如果转换为一个独立的关系模式,则联系的名称作为关系的名称,与联系

相关联的两端实体的主码以及联系本身的属性都作为关系的属性,任选一个与之相关联的

实体的主码作为主码。如果与某一端实体所对应的关系模式合并,则需要在该关系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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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中添加另一个实体对应关系模式的主码和联系本身的属性。

(3)一个1∶n联系可以转换为一个独立的关系模式,也可以与n端实体所对应的关系

模式合并。如果转换为一个独立的关系模式,则联系的名称作为关系的名称,与联系相关联

的各实体的主码以及联系本身的属性都作为关系的属性,多端实体的主码作为关系的主码。

如果与多端实体所对应的关系模式合并,则需要在该关系模式的属性中添加1端实体所对

应关系模式的主码和联系本身的属性。

(4)一个m ∶n联系必须转换为一个关系模式,联系的名称作为关系的名称,相关联的

两个实体的主码以及联系本身的属性都作为关系的属性,各实体的主码联合起来作为该表

的主码。

(5)3个或3个以上实体间的多元联系可以转换为一个关系模式,各个实体的主码以及

联系本身的属性作为关系的属性,各个实体的主码联合起来作为关系的主码或主码的一

部分。

(6)具有相同主码的关系模式可以合并。

【例2-8】有1∶1联系的E-R图如图2-15所示,将其转换成合适的关系模式。

图2-15 1∶1联系示例

两个实体要分别转换为两个关系模式:
部门(部门编号,部门名)
主任(主任号,姓名)
如果把“管理”联系单独转换为一个关系模式,则关系名叫作“管理”,该关系的字段包含

相关联的两个实体的主码。其中,两端实体的主码均可作为“管理”表的主码。结果为:
管理(部门编号,主任号)
如果把“管理”联系放到部门实体中,转换后的关系模式如下:
部门(部门编号,部门名,主任号)
主任(主任号,姓名)
如果把“管理”联系放到主任实体中,相应的关系模式如下:
部门(部门编号,部门名)
主任(主任号,姓名,部门编号)
在1∶1联系中,一般不将联系单独转换为一个关系模式,因为这样转换出来的关系表

太多,查询时涉及的表的个数越多,效率就越低。
【例2-9】有1:n联系的E-R图如图2-16所示,将其转换成合适的关系模式。
两个实体要分别转换为两个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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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部门号,部门名)
员工(员工号,姓名)

图2-16 1∶n联系示例

如果把“隶属”联系单独转换为一个关系模式,则关系名是“隶属”,关系的字段包含相关

联的两个实体的主码———部门号和员工号,以及联系本身的属性———入职时间。结果为:
隶属(部门号,员工号,入职时间)
如果把“隶属”联系放到多端实体“员工”中,则要把另一端“部门”的主码———部门号,以

及联系本身的属性———入职时间都作为员工关系的属性:
员工(员工号,姓名,部门号,入职时间)
部门关系不变。
【例2-10】有m ∶n联系的E-R图如图2-17所示,将其转换成合适的关系模式。

图2-17 m∶n联系示例

两个实体要单独转换成两张表:
顾客(顾客编号,姓名)
商品(商品编号,商品名)
“订购”联系必须单独转换为一个关系模式,关系名是“订购”,关系的字段包含相关联的

两个实体的主码———顾客编号、商品编号,以及联系本身的属性———数量。结果为:
订购(顾客编号,商品编号,数量)
【例2-11】回到商品管理项目中,根据图2-13中的E-R图,结合上面的转换规则,把其

转换为关系模式。
可转换为如下7个关系模式:
顾客(顾客编号,姓名,性别,地址,电话)
订单(订单号,订单日期,收货地址,是否收货,顾客号)
订单细节(细节编号,订单号,商品号,订购数量)
商品(商品号,商品名称,商品单价,类别,供应商,库存量)
职工(职工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入职时间,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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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工号,商品编号)
处理(职工号,订单号,处理时间)
其中,“订购”联系是1∶n联系,将其合并到n端实体订单的关系模式中,即将1端实体

的主码加到订单关系中。
“组成”和“包含”联系也都是1∶n联系,因此将其合并到n端实体订单细节的关系模式

中,即将2个1端实体的主码订单号和商品号加到订单细节关系中,并作为该关系的联合

主码。

2.4.2 数据模型优化

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的结果并不是唯一的。为了进一步提高数据库应用系统的性能,
通常以规范化理论为指导,还应该适当地修改、调整数据模型的结构,这就是数据模型的

优化。
数据模型的优化方法为:
(1)确定数据依赖。分析出每个关系模式的各属性之间的依赖关系以及不同关系模式

各属性之间的数据依赖关系。
(2)对于各个关系模式之间的数据依赖进行极小化处理,消除冗余的联系。
(3)按照数据依赖的理论对关系模式逐一进行分析,考查是否存在部分函数依赖、传递

函数依赖、多值依赖等,确定各关系模式分别属于第几范式。
(4)按照需求分析阶段得到的各种应用对数据处理的要求,分析对于这样的应用环境这

些模式是否合适,确定是否要对它们进行合并或分解。
(5)对关系模式进行必要的分解,提高数据操作的效率和存储空间的利用率。常用的分

解方法是水平分解和垂直分解。水平分解是把关系的元组分解为若干个集合,每个子集合

作为一个子关系,以提高系统效率。垂直分解是把关系模式的属性分解为若干个子集合,形
成若干子关系模式。这里就不详细举例了。

2.4.3 设计外模式

前面根据用户需求设计了局部应用视图,这种局部应用视图只是概念模型,用E-R图表

示。在将概念模型转换为逻辑模型后,即生成了整个应用系统的模式后,还应该根据局部应

用需求,结合具体DBMS的特点,设计用户的外模式。
外模式的概念对应于关系数据库视图(View)的概念,目前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一般都

提供了视图的概念,可以利用这一功能设计更符合局部用户需要的用户子模式。设计外模

式的好处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局部用户的需要。因此在设计外模式的时候更应该考虑用户

的习惯与方便:

1.使用更符合用户习惯的别名。
可以利用视图的功能,对某些属性进行重新命名,也可以将视图的名字换成符合用户习

惯的名字,使用户的操作方便。

2.针对不同级别的用户定义不同的外模式,以满足系统对安全性的要求。

3.简化用户对系统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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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些局部应用经常要进行复杂的查询,为了方便用户,可以将这些复杂的查询定义

为一个视图,这样用户每次只需要直接查询视图就可以了,不必再写复杂的查询语句,从而

方便了用户,屏蔽了复杂的细节。

2.5 物理结构设计

2.5.1 物理结构设计内容和方法

物理结构设计是利用已经确定的逻辑结构的结果以及DBMS提供的方法、技术,以适

当的存储结构、存取路径、合理的存储位置以及存储分配,设计出一个高效的、可实现的数据

库结构。
由于各个DBMS的管理方式不尽相同,在物理结构设计中无法给出一个通用的方法,

只能给出一些基本原则。
数据库的物理设计通常分为两步:
确定数据库的物理结构,在关系数据库中主要指确定存取方法和存储结构。
对物理结构进行评价,评价的重点是时间和空间效率。

2.5.2 确定存取方法和存储结构

确定数据库存储结构时要综合考虑存取时间、存储空间利用率和维护代价三方面的因

素。这三个方面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例如,消除一切冗余数据虽然能够节约存储空间,但往

往会导致检索代价的增加,因此必须进行权衡,选择一个折中方案。常用的存储方式有顺序

存储、散列存储和聚簇存储。
关于数据的存储位置,程序设计人员是不关心数据到底存放在磁盘的什么位置上的,具

体的存储位置应该由DBMS管理。但是,有时为了提高存取效率,数据库管理员(DBA)可
以指定数据的存储位置。当服务器有多个CPU、多块硬盘的时候,把数据分布到各个磁盘

上存储,可以大大地提高存取效率。各种DBMS指定存取路径的方法不同,在这里就不赘

述了。
存取方法是快速存取数据库中数据的技术。为了提高数据的存取效率,应该建立合适

的索引。建立索引的原则为:
如果某个属性经常作为查询条件,应该在它上面建立索引。
如果某个属性经常作为表的连接条件,应该在它上面建立索引。
为经常进行连接操作的表建立索引。
用户通常可以通过建立索引来改变数据的存储方式以及存取方法。但在其他情况下,

数据是采用顺序存储、散列存储,还是其他的存储方式,是由系统根据数据的具体情况来决

定的。一般DBMS系统都会自动为数据选择一种最合适的存储方式。
最后,针对特定的DBMS,DBA还可以通过修改特定的系统参数来提高数据的存取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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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物理结构的评价

数据库物理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时间效率、空间效率、维护代价和各种用户要求进行权

衡,其结果可以产生多种方案,数据库设计人员必须对这些方案进行细致的评价,从中选择

一个较优的方案作为数据库的物理结构。
评价物理数据库的方法完全依赖于所选用的DBMS,主要是从定量估算各种方案的存

储空间、存取时间和维护代价入手,对估算结果进行权衡、比较,选择出一个较优的合理的物

理结构。如果该结构不符合用户需求,则需要修改设计。
最后,关于数据库的物理结构设计,读者要明确一点,即使不进行物理结构设计,数据库

系统照样能够正常运行,物理结构设计主要是想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存取效率。如果项目的

规模不大,数据量不多,可以不进行物理结构设计。

2.6 数据库实施与维护

完成了数据库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设计之后,已经在特定的DBMS系统下建立好了

一系列二维表。下一步就是将整个数据库投入运行了,同时还要进行相应的维护。

2.6.1 数据载入和数据库试运行

数据库实施阶段包括两项重要的工作:一项是数据的载入,另一项是应用程序的编码和

调试。
数据库结构建立好后,就可以向数据库中装载数据了。组织数据入库是数据库实施阶

段最主要的工作。在一般的数据库系统中,数据量都很大,而且数据会来源于许多不同的部

门,数据的组织方式、格式和结构都与新设计的数据库有很大的差别。甚至还有很多纸质数

据,组织录入就有很大的工作量和困难。
对于数据量不是很大的小型系统,可以用人为方式完成数据的入库,其步骤为:

1.筛选数据

需要装入数据库中的数据通常都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数据文件或原始凭证中,所以首先

必须把需要入库的数据筛选出来。

2.转化数据格式

原始的数据和资料可能与数据库的格式不一致,所以需要转换成数据库所支持的形式。

3.录入数据

将转换好的数据输入数据库中。

4.校验数据

为了保证数据库中的数据准确、无误,必须要十分重视数据的校验工作。在数据输入系

统的过程中,要进行多次的校验。对于重要的数据更是应该反复多次校验,确认无误后才能

送入数据库中。
对于中、大型系统,由于数据量极大,用人工方式组织数据入库将会耗费大量人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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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且很难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因此,应该设计一个数据输入子系统由计算机辅助数据的

入库工作。
如果新建数据库的数据来自已有的文件和数据库,那么看看以后的数据模式是否和新

的数据模式对应,然后再将旧的数据导入新的数据库中。目前很多关系型DBMS都提供了

数据导入导出功能,有些DBMS还提供了功能强大的数据转换功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方

便了数据的录入。
在将一部分数据入库后,就可以开始数据库的试运行。数据库试运行也称为联合调试,

其主要工作就是检验系统的功能是否满足需要,性能是否达到了设计目标。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首先,由于组织数据入库的工作量很庞大,如果试运行失败就要修

改数据库的逻辑设计,就需要重新组织数据的入库。因此,在试运行阶段可以先少量录入数

据进行测试,待验收基本合格后,再大批量地录入数据。其次,试运行阶段系统仍不稳定,随
时可能出现一些故障,因此需要做好数据库的备份工作。本书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讲解

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

2.6.2 数据库的运行和维护

数据库试运行结果符合设计目标后,数据库就可以真正投入运行了。数据库投入运行

标志着开发任务的基本完成和维护工作的开始,并不意味着设计过程的终结,由于应用环境

在不断变化,数据库运行过程中物理存储也会不断变化,对数据库设计进行评价、调整、修改

等维护工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是设计工作的继续和提高过程。
在数据库运行阶段,对数据库经常性的维护工作主要是由数据库系统管理员来完成的,

其主要工作包括:
数据库备份和恢复。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后面章节会专门讲解。根据系统需要,按照一

定的周期备份数据库,一旦出现故障,可以及时地将数据库恢复到某个正确一致的状态,以
减少带来的损失。

数据库的安全性、完整性控制。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授予不同的操作权限。另外,由于

应用环境的变化,数据库的完整性约束条件也会变化,也需要DBA不断修正,以满足用户

要求。
数据库性能的调整。目前很多关系型数据库提供了性能监测、调整的工具。数据库管

理员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掌握数据库运行的状况,通过分析相应的参数设置来调整其运行

性能,达到优化的目的。
数据库的重新改造。数据库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数据不断添加、修改和删除,会

使数据库的存取效率降低。这时数据库管理员可以改变数据的组织方式,比如可以通过索

引来改善系统的性能。但这并不改变数据库的逻辑结构设计。
总之,数据库维护这项后期工作必须做好,与硬件的维护是一样的。所以,数据库的设

计工作也并非一劳永逸,它同样需要精心维护,不断调整,使其适应新的变化。若应用变化

太大,已无法通过重构数据库来满足新的需求,或重构数据库的代价太大,则表明现有数据

库应用系统的生命周期已经结束,应该重新设计新的数据库系统,开始新数据库应用系统的

生命周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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