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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数据库发展概述 

从种子萌芽到百花齐放，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理论探索、 
原型研究 

高校及科研机构 
的研究、探索 

市场竞争期 产品研究 成果转化期 

高校及科研机 
构的原型研究， 
产品开发 

公司化运作， 
产学研结合， 
示范推广 

全面推广应用， 
市场化竞争 



第一个十年：理论探索与原型研究 

源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及科研工作者的自发探索 

1988年，《数据库系统基础》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抗“疫” 公益系列活动之二十一（二）· 



第一个阶段：理论探索与原型研究 

中国第一个数据库系统原型 

1988年 

DM原型CRDS研发成功 

获国家教育部教委的科技进步二等奖 
 
 

计算机世界、中国电子报等六大报纸报道  

“中国系统软件研发有重大突破” 

抗“疫” 公益系列活动之二十一（二）· 



第二个阶段（1990-2000）原型研发，产品开发 

DM 
Database 

Cobase Openbase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工学院） 

中软 北大 人大 东软 

抗“疫” 公益系列活动之二十一（二）· 



1992年 

第二个阶段（1990-2000）原型研发，产品开发 

武汉达梦数据库多媒 
体技术研究所成立 

承接第一个型号项目 

1996年 

DM2发布 

六位院士参评并高度评价 

DM2应用于国家电力财务总公司 

1997年 

参加国家科技部招标  

DM连续测评6年第一 

抗“疫” 公益系列活动之二十一（二）· 



DM系列 

第三个阶段（2000-2013）产品研发、应用示范 

国家科技政策的支持吸引更多厂商加入 

航天神舟 

Oscar系列 

神通 

东软、浙大、神舟、通用 

Kingbase 系列 Gbase 系列 

抗“疫” 公益系列活动之二十一（二）· 



自主设计、自主编码 
（仅达梦） 

自主研发数据库系 

基于K-V键值对非结 
构化数据和列存等开 

源数据库技术 

NewSQL系 

基于开源代码 
PostgreSQL内核 

PostgreSQL系 

基于开源代码MySQL 
内核 

MySQL系 

第四阶段（2013至今）市场化运作阶段 

基于印度HCL公司 
Informix源代码大陆 
使用权（所有权被 
IBM公司在2017年出 

售） 

Informix系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中国数据库行业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截至目前已经接近200家
： 

NewSQL 

抗“疫” 公益系列活动之二十一（二）· 



从默默无闻到百花齐放 why ？ 

两位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抗“疫” 公益系列活动之二十一（二）· 



从默默无闻到百花齐放 why ？ 

严重威胁国家信息安全 严重威胁供应链安全 

抗“疫” 公益系列活动之二十一（二）· 



国产数据库面临的挑战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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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数据库面临的挑战 

04 

03 02 

性能如何保障 

01 复杂应用如何移植 

高可用如何保障 

领导如何抉择 

抗“疫” 公益系列活动之二十一（二）· 



复杂Oracle应用如何移植? 



性能如何保障？ 

我的并发量超大 

我的SQL很复杂 

抗“疫” 公益系列活动之二十一（二）· 



领导如何抉择？ 

技术路线是什么？ 

是否具备持续的创新能力？ 

是否有平滑切换的方案？ 

是否有本地化的原厂服务？ 

是否有稳定的研发团队？ 

是否经过了核心生产系统的考验？ 

抗“疫” 公益系列活动之二十一（二）· 



为什么是达梦？ 

Part 3 



关于达梦 

源于 

战略参股 
 
 

产品坚持独立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中心、 

商务智能套件及整体的数据解决方案 



行业地位 

连续10年国产数据库市场占有率第一 

率先打入海外市场的国产数据库品牌 



中国数据库标准委员会组长单位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数据库组组长单位 

连续10年被评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行业地位 

LEADING  
ENTERPRISE 



播 下 载 次 数进行十倍的 索取赔偿！  

产业生态 

硬件 

芯片 

中间件 
 
 
数据库 

操作系统 

云平台 

龙芯 飞腾 申威 兆芯 



挑战如何应对？ 

让去O不再难 

持续的创新能力 

稳定的研发团队 

极致的性能 

完善的高可用方案 



让去O不再难 

OLTP、OLAP、ETL、数据实时同步工具，达梦都有对标ORACLE的产品 

DM达梦数据库管理系统DM8 

DMDSC磁盘共享集群 

DMMPP分布式并行集群 DM 

MGBase非结构化数据库 

DMTDD透明分布式数据库 

DMETL数据抽取、转换、加载工具  

DMHS异构数据同步工具 

DM Designer数据仓库建模工具 

DM OLAP联机分析服务 

DM DataMinner数据挖掘工具 

Oracle Database Software 12C 

Oracle RAC  

Oracle Exadata  

Oracle NoSQL  

暂无 

Oracle ODI 

Oracle Golden Gate  

Oracle Data Designer  

Oracle Data Warehouse  

Oracle Intelligence BI 

ORACLE甲骨文 达梦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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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系架构、并发机制、语法、接口、运维等方面与Oracle全面兼容，基于 

Oracle的系统可轻松移植到达梦。 

 
提供达梦数据迁移工具完成数据迁 
移，支持数据快速装载 

 

Oracle原生接口级兼容 

 
包含几乎所有Oracle的数据库对象，且创 
建语法及使用方式与Oracle保持一致 
高度兼容的数据类型、PL/SQL、动态视 
图等特性 

 
逻辑概念相近，快速理解数据库结构 

 
采用单库、多实例的架构，与Oracle保持 
一致 
文件组织结构、并发控制特性的概念与机 
制接近 

让去O不再难 



03 采用实时数据同步工具保持国外主流数据库与达梦数据库的数据实时一致，
可 互为备份、交替运行，可实现柔性替代，提供科学有序的替换方案。 
 
部署方式： 

Oracle DM数据库 

应用系统 

实时数据同步DMHS 

核心技术： 

实时同步技术，同时支持国 

外主流系统和国产系统，并支持 

双向切换 

达梦与ORACLE高度兼容， 

客户只需要维护壹套应用 

在线数据对比技术，不停止 

在线生产系统情况下，确保两边 

数据完全一致 

Oracle为主 
达梦为备 

达梦为主 
Oracle为备 

达梦 

在线数据对比 

柔性替代方案 



国产芯片性能解决方案 

作为国产数据库厂商，有义务促进全国产生态的发展 
 
基于国产自主CPU整机环境的性能、高可用如何保证 

CUD R 

读写分离+负载均衡 

自动故障切换 

读提交事务隔离级 

大多数业务场景 
符合读多写少特征 

达梦读写分离集群 



国产芯片性能解决方案 

LOG LOG 

LOG 

LOG 

select * from t; 

insert into t values(1);  

select * from t;  

commit; 
 
select * from t; 

Trans 1 

Trans 2 

基于数据守护技术 

兼顾可靠性和性能 

不依赖于三方软件 
 
双重分发 

事务强一致性 

严格的事务内sql分发策略 



DMMPP集群源于大数据分析的需求 



DMMPP集群应用案例：国家工商总局 



DMMPP集群应用案例：河北公安 



DMDSC集群源于可靠性提升的需求 



DMDSC集群应用案例：高检 



DMDSC集群应用案例：公安 

 湖北省 

省厅（MPP集群）+17个地市（DSC集群） 



DMDSC集群应用案例：南方电网 



完善的高可用方案 

透明分布式集群DMTDD架构 

总体架构 

• 计算-存储分离架构 

• 经优化的独立日志服务 

• 日志即数据概念 

• 区为单位多副本容灾 

主要特性 

• 支持完整SQL特性 

• 多点写入 

• 多副本容灾能力 

• 在线扩/缩容 

• 完整的安全功能特性 



稳定可靠的精英团队 

产学研结合，有稳定可靠的人才储备 

核心团队成员持续稳定，二十年无重大 

人员流失 



持续创新能力 

单机SMP 

高可用需求 
主备架构 

大数据分析需求 
并行计算架构 

国产CPU+  
读写分离架构 

核心业务需求 
数据共享架构 

• 备机支持只读操作 
• 备机支持临时表读写 
• 同步备机可扩展至最多8个 
• 备库恢复流程可配置 
• 支持实时备库的异步备库 

• MPP环境下支持存储过程等特性 
• 行存储+列存储+MPP 
• 单机SQL特性全支持 
• 单机接口全支持 
• 应用无需特殊改造 

• 支持事务的读写分离 
• 读写分离策略可调 
• 提升全国产平台可用性和性能 
• 加快芯片级国产进程 

• “真正”数据共享架构 
• DMAP多中心高可用 
• 节点负载可控可分配 
• 支持DataWatch 

大并发处理需求 
分布式数据库架构 

• 计算-存储分离 
• 日志即数据 
• 多数据副本 
• 在线横向扩展 
• 强事务支持 
• 完整SQL支持 

DM4~DM6 DM7 D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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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aotu.com 

优质的本地化原厂服务能力 

覆盖全国的技术服务网络 

掌握核心代码，提供源码级服务 

提供7*24原厂商服务 

重大行业配备专职服务团队 

可对各种软硬件进行适配和调优 

大力发展优质如富福这样的合作伙伴 



经过最多核心生产系统的检验 



经过最多核心生产系统的检验 

技术指标 原DB2系统 达梦系统 

单位汇缴审核 
 

大于5分钟 
 

20秒 

单位汇缴入账 大于5分钟 
 

20秒 
 

逐月划扣周期 
 

约4小时 
 

约26分钟 
 

月末周期 
 

约5小时 
 

约30分钟 
 

月末周期 
 

5.5-7小时 
 

约50分钟 
 

每日定时任务 
 

约1.5小时 
 

8-10分钟 

替换后上线运行效率提升情况 

性能较之前DB2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国产化不仅仅是替换，我们可以做到升级 



湖北银行 

第一家在核心交易系统中采用国产数据库的银行，目前处于柔性替代第一阶段，  
承担手机银行、柜面、微信、支付宝等80 以上的核心查询业务，具备随时取代
Oracle  主库的能力，提供同城双中心解决方案，获得银监会银行科技发展奖二类奖 

湖北银行新核心 

经过最多核心生产系统的检验 



经过最多核心生产系统的检验 

民航电子客票 

中国民航市场规模达到 

日出票150万余张  

900余万次航班 

4.9亿人次出行 

经过三年的服务和支持 
达梦先后在西藏航空、首都航空、 

国航、东航 

等24家成功投产 



国家电网 

■ 调度自动化系统 

■ 调度管理系统 

覆盖国家电网四级调度，全国累计上线1000套以上的系统 

经过最多核心生产系统的检验 



国家工商总局 

截至目前，已部署DM MPP 50余套，面向互联网公众，日检索业务6980万
笔 

经过最多核心生产系统的检验 



感 谢 您 下 载包图网平台 上提供的PPT作品， 为了您和包图 网以及原创作 者的利益，请 勿复制、传播 、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ibaotu.com 

经过最多核心生产系统的检验 

监狱 
提供主备、读写分离集群、MPP集群，提高数据可靠性、提高数据高并发、提供查
询 统计性能、分析热点数据，提高热点数据访问性能。根据信息化情况，提供合适
的数 据架构。 



我们 

梦想做最好的数据库 

脚踏实地、聚焦技术 

面对用户永远谦逊!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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