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aussDB数据库在金融分布式新核心的应用与实践

华为云数据库金融行业解决方案总监 徐冰

Security Level:



70%+

60%+

60%+

Source: IDC<中国ICT市场预测2020>

CIO表示投资云对未来成功至关重要

创业公司依靠云化技术进入传统行业市场

中国1000强企业依托云化技术进行业务转型

过去工业化的标

志是“上电”

现在: 数字化的

标志是“上云”

~2025年，

应用运行于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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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服务化”、“云化”的趋势不可逆

Source: GIV@2025

华为云 华为云全栈云

政企全栈云

统一运维管理

统一应用生态

统一高阶服务

敏捷上线 可集成性 按需结算 高可用 高可靠 托管运维灵活扩展

云是数字化与新基建的关键要素，云数据库是数据库领域产业升级转折点



非常重要
比如银行的狭义核心账务，

要求永不停机

很重要
比如银行的广义核心和渠道，运营商的B域

要求尽量不停机，停机后快速恢复

一般重要
比如内部IT支撑系统、办公系统

允许少量停机时间

IBM大机+DB2
单系统99.999%可靠性

Oracle RAC+小机+阵列
多机达到整系统99.999%可靠性

重要性分档 行业客户主流现状

1

2

分布式数据库+x86/鲲鹏
通过分布式数据库软件优化

RTO/RPO，整系统99.999%可靠性

3

Oracle/MySQL单机or分布式
单系统99.99%可靠性

4

看重可靠性
大于扩展性

看重扩展性
大于可靠性

变化趋势

大行

中小行

某银行

数据库
套数

集中式 分布式

8x

12xx

6

25xx

1

2

3

4

从集中式方案独大走向集中式+分布式：

1. 传统业务、核心业务等选择点对点替换O

2. 分析类业务、创新业务、面向互联网业务

选择分布式方案，云化部署

金融大客户从集中式独大，逐步过渡集中式+云化分布式，创新/互联网/分析类选择云化分布式部署

分布式云数据库成为金融行业智能化升级的关键



华为云全栈云+GaussDB数据库，加速金融客户核心交易系统分布式改造

① 解决容量瓶颈

② 满足金融级高可用

③支持混合负载高性能

银行业务系统

互联网金融业务

（读多写少）

核心交易业务

（分布式高可用）

渠道类业务

（大容量、高并发）

CRM/ERP/OA

（分布式混合负载）

同城机房A 同城机房BGaussDB主集群

异地机房

跨AZ双活：RPO=0、RTO<60s

移动互联网改变用户消费行为，新常态、新技术加速金融行业转型，智慧金融进入新时代

银行业务架构变化，推动核心系统分布式改造和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G行具备国有大行担当，加快分布式新核心建设

数据库分布式改造挑战

互联网金融业务井喷式发
展，传统集中式数据库扩
展性差

传统数据库，报表和复
杂查询类业务性能不足

金融监管要求同城双活+
两地三中心容灾高可用能
力

GaussDB容灾集群

巅峰级性能

多层级全并行

Numa-Aware

GTM-Lite技术

多层映射数据分片

全密态

两地三中心实时灾备

不停机线性扩展 金融级安全可靠

20min 秒级

大并发高性能

报表和复杂查询类场景执行耗时

百秒 3s
并发交易响应时延

TB级 PB级

大容量高扩展

单库容量

离线 在线
节点扩容

分钟级 秒级

安全可靠

单数据中心故障恢复时间



GaussDB(for openGauss)：企业级高性能数据库

定位为企业级云分布式数据库，架构上着重构筑传统数据库的企业级能力和互联网分布式数据库的高扩展和高可用能力

核心优势

① 极致高可用： 两地三中心架构，跨Region数据实时灾备

② 数据安全： 实现跨AZ部署数据强一致性，保证数据0丢失

③ 高扩展性：容器化部署，性能容量按需水平扩展，高达256分片

④ 性能强劲：鲲鹏2路服务器，32节点1500万tpmC（华为内部测试）

⑤ 全栈软硬自研可控：业界领先的鲲鹏+openGauss自研开放内核

… …

Shard 1 Shard 2 Shard N

DN2(S)

DN1(M)

DN3(S)

主备式部署

Coordinator 
Node

APP

负载均衡

分布式计算层，多点写入

GTM

CM

OM

集群管理工具

…

Coordinator 
Node

Coordinator 
Node

存储引擎，分库分表

DN1（主）

DN1（备）

DN2（主）

DN2（备）

DN3（主）

DN3（备）

DN4（主）

DN4（备）

HA自动切换，两地三中心部署

GaussDB(for openGauss)分布式架构

分布式部署



GaussDB(for openGauss)：开放兼容，适配政企，一站式上云

开放

GaussDB(for openGauss) 
支持华为开源的openGauss社区

• 开源的、开放的，客户无需担心LOCKIN单一厂商；

• 繁荣鲲鹏生态，与鲲鹏深度优化，提供全栈国产化能力；

• 匹配更多合作伙伴，满足多种商业诉求；

云化

GaussDB(for openGauss) 
支持公有云&混合云部署

• 支持公有云、混合云多种形态；

• AZ内、跨AZ多活、两地三中心多层次容灾；

• 实例在线扩容，系统在线升级；

高效

GaussDB(for openGauss) 
从Oracle高效迁移到分布式数据库

• 在国有G行，用户10万级存储过程从Oracle迁移到分

布式数据库GaussDB(openGauss)，业界改动量最小； 性能

GaussDB(for openGauss) 
混合负载能力强

• 支持金融级核心交易&批处理场景的混合负载；

• 分布式场景下存储过程能力在国有G行实际使用中受到

客户高度认可；



GaussDB(for openGauss)：三大黑科技驱动分布式架构创新

关键技术一：全局数据结构NUMA化改造

工 作 线 程 NUMA 绑 核 ， 全 局 数 据 结 构 （ 如
WALInsertLock和Clog等）NUMA分区化改造，减少
跨Die、跨处理器竞争冲突。

Die 0

Die 1

Die 0

Die1

CPU 0 CPU 1

Micro 
partition

GaussDB 
process

Micro 
partition

GaussDB 
process

全
局
数
据
结
构

全
局
数
据
结
构

… …

技术效果：
• 2P鲲鹏单机150万tpmC，32节点分布式1500万tpmC

• 基于相同硬件配置，使用TPCC用例，GaussDB(for 

openGauss) 82万tpmC，优于业界50%以上

关键技术二：分布式优化器
业务应用2

…

CM GTM-Lite WLMOM …GDS  Loader

业务应用1

Coordinator
Node-2

Coordinator
Node-1

Data Node-1 Data Node-2 Data Node-3 Data Node-n

网络通道（10GE）

Coordinator
Node-n

关键技术点：视图展开、谓词下推、基数估算、代价估算、Global Plan Cache、Local Plan Cache、
Light Proxy、Fast Query Shipping、Remote Query Shipping、自研Cascade优化器

关键技术三：基于无锁并行日志恢复的极致RTO技术

redo record

磁盘

redo record

record queue

…

txn record

事务相关record queue

…

…
redo record

批量redo解析线程

record queue

1

2

Bucket
Tag

page1

Tag

page2

Tag

page3

page queue page queuepage queue
page2 page2 page3 page3page1 page1

经实验室测定：
openGauss的并行日志恢复技术，在60%负载、70+万tpmC下可达RTO<10s（主备切换指令后10秒内，
备机接管业务）

DRAM

DRAM

DRAM

DRAM

DRAM

DRAM



优秀实践：国有大行核心交易系统分布式改造需求与背景

会计核算 网银 柜台 ERP/OA

互联网金融类业务
（MySQL）

渠道类业务
（Oracle/DB2/Sybase）

核心交易业务
（IBM大机/Oracle小型机）

CRM/ERP/OA
（Oracle/HANA/SQL Server…）

信用卡 手机银行 中间业务系统 声誉风险

贵金属 融e行 ATM 生物特征识别

支付清算 融e购 POS 电子公文

… … … …

分布式高可用 大容量、高并发 分布式混合负载读多写少

上海(外高桥) 上海(嘉定)

DB2 pureScale
磁盘级复制

Data Guard
Oracle

DB2 pureScale

Oracle

北京(西三旗)

DB2 pureScale

国有某大行自2017年启动大机业务下移和分布式改造工作：
• 核心业务下移：IBM大机、小型机&一体机->开放平台（ARM、X86）

• 关键应用云化：集中式架构、单机->分布式架构

大机下移/分布式改造背景

 目标：国有某大行2017年启动33个大机业务下移工作，当前已迁移两个

集中式应用，计划2023年迁移完毕

 迁移策略：
• 集中式：数据量小、业务负载轻场景， 使用单机承载

• 分布式：数据量大，单机无法承载，对一致性要求高，存在跨分片事

务、跨库复杂查询的场景，使用GaussDB分布式数据库承载

业务改造策略 （1）核心业务大机下移 （2）分布式改造

业务诉求
• 同城双活+两地三中心金融级高

可用
• 数百~PB级数据规模，万级TPS

• 数百~PB级数据规模，超过10万大
并发

• 支持在线横向扩展
• 在线平滑迁移，支持异常回切

典型架构
DB2+IBM大机
同城磁盘镜像+

IOE架构
RAC+同城Data Guard

痛点&挑战
• 从主机下移到开放式平台，硬件

可靠性降低，需通过软件高可弥
补用

• 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传统集中式数
据库遭遇容量性瓶颈

• 扩容不中断业务
• 部分场景报表和复杂查询耗时

>20min

需求

• 同城双活，RPO=0、RTO秒级
• 异地容灾，秒级RPO、分钟级

RTO
• 企业级运维监控和故障定界定位

能力

• 分布式在线扩容，单库TB~PB级数
据处理能力

• 性能相比集中式不劣化
• 支持存储过程、PITR、闪回、物化

视图等企业级能力，降低迁移成本



GaussDB同城跨AZ双活+两地三中心容灾方案助力分布式改造

同城跨AZ双活+两地三中心容灾分布式建设方案

手机银行

外管报送 贵金属

个人金融
…

信用卡业务

会计核算 个人贷款

对公贷款

外汇买卖

支付清算

上海(外高桥) 上海(嘉定)

华为云全栈云

北京（西三旗)

GaussDB(for openGauss)容灾集群

OBS

华为云全栈云 华为云全栈云

两地三中心

DN1 DN2 DN3 DN4

RPO=0、RTO<60s

应用（主） 应用（备）

GaussDB(for openGauss)集群

• 高可用：同城跨AZ双活，RPO=0、RTO秒级，跨Region容灾，RPO<10s、RTO分钟级

• 高扩展：支持在线横向扩展，单集群支持TB~PB级数据管理规模

• 高性能：支持超10万大并发连接、万级TPS峰值负载

建设方案技术亮点

 同城跨AZ双活：

• 一套集群同城跨AZ双活部署，物理日志同步复制，

RPO=0、RTO秒级

 两地三中心容灾：

• 双集群跨Region容灾部署，Region相距>1000km

• 基于逻辑日志异步复制技术，RPO<10s，RTO分钟

级切换，支持回切，满足金融容灾演练诉求

• 容灾集群支持拓扑异构部署，支持在线增删副本，

降低容灾方案硬件成本

 在线扩容：

• 基于Delta表增量追增技术的在线扩容能力，扩容期

间业务不中断，匹配业务持续增长



GaussDB数据库支撑10+业务上线，使能金融业务云上创新
GaussDB在国有G行已累计上线10+各类业务系统

业务系统 原数据库 上线时间 部署形态

生物特征识别系统(B类) MySQL 2019.11
GaussDB分布式

中间业务管理平台 (C类) Oracle 2019.11

声誉风险系统(D类) Oracle 2020.04 GaussDB分布式

商密公文系统(C类) Oracle 2020.08 GaussDB分布式

贵金属交易系统（A类） DB2大机 2020.11 GaussDB分布式

网讯系统(D类) SQLServer 2020.10 GaussDB分布式

办公门户系统(D类) Oracle 2020.11 GaussDB分布式

邮件系统(D类) Oracle 2020.10 GaussDB分布式

IPA流程管理(C类) Oracle 2020.12 GaussDB分布式

海外e-bank系统（A类） Oracle 2021.3 GaussD集中式

GaussDB 投产性能对比

单位：秒

序号 场景名称 Oracle GaussDB 性能对比

1 稿纸打开 1.06 1.077 持平

2 公文搜索 50 18.18 2.5X

3 监督管理-总体数量统计 >600 1.237 300X

4 监督管理-会签情况统计 500 3.655 200X

5 监督管理-发文接收情况汇总统计 >600 12.62 50X

6 监督管理-办公室核稿退稿情况汇总统计 85 0.33 100X

GaussDB
客户价值

易扩展高可用

平滑迁移

• 弹性扩展
• 在线扩容

• 全组件HA
• 同城双活容灾

• 分布式事务强一致
• 分布式存储过程
• 交易响应时间<3s
• 报表类提升1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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