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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l  MySQL常用HA架构 
l  我们的HA方案 

 
 



MySQL常用HA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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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HA：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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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一主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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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传统双主复制 

l  主动与被动模式 
l  应用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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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VIP 

l  应用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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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alived + MHA 

l  Slave auto switchover： 
l  可以根据主库失效时日志完成度
来提升从库 
l  应用透明 
l  基本无脑裂（对比MMM） 
l  不完美 



我们的HA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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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出现的问题 

l  为什么不完美： 
l  VIP单点 
l  单机多实例冗余切换 
l  Keepalived 脑裂 

l  使用VIP目的：应用透明 
l  有没有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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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解决思路 

l  思路：将IP转化为命名服务 
l  服务注册：包括所在项目、Master、Slave节点及端口信息等 
l  服务订阅：节点信息变更进行服务信息推送 

l  可能使用的技术： 
l  Pacemaker or Zook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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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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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细节：模块职责 

l  MHA： 
l  原有功能： 

l  容灾，Failover 
l  新增功能： 

l  Failover后向服务注册中心注册当前MySQL服务信息 

l  Service Center： 
l  功能：服务注册中心，提供MySQL节点命名服务 
l  实现：Zookeeper 

l  HAgent： 
l  功能：订阅节点信息并将更新的节点信息同步到应用服务器的Host文件中 
l  实现：Python Ka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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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细节：Servi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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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细节：Failover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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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细节：代码细节 

l  MHA Publish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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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细节：代码细节 

 

 

 

l  HAgent： 

 

 

 



支付     财富管理     供应链融资     消费金融     征信     技术 
支付  |		财富管理  |		供应链融资  |	  消费金融  |	  征信   |	 技术 

优化与改进 

 

 

 

l  v1.0版本存在的一些问题： 
l  MySQL集群扩容无法自动生成ZK中的节点 
l  /etc/hosts文件修改时没有加锁，导致应用访问异常 
l  HAgent根据不同项目需要生成相应的订阅分支，额外增加自动化运维成本 

l  新上线的v1.2版本中： 
l  使用Ansible解决了1、3两个问题 
l  /etc/hosts文件修改时增加了文件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