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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应用
场景 

中台 
系统 

用户的全局数据、共享数据、参数、字典、统计类

数据的查询等 

策略 
量化 主要用于行情数据存储和访问 

线上 
投顾 

主要对外提供共享的产品、资讯等数据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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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台MongoDB应用

一. 目前使用MongoDB的场景

三. MongoDB应用遇到的问题

四. MongoDB的性能监控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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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什么选择MongoDB 

全局 

效率 

选择
Mongo 

DB 

No-SQL

数据库的 

决策选择 

1、中台系统使用分库分表的方式，用户根据UUID离散的分布在不同的数据库和表中，因此需

求全局的账号对应的UUID存储，方便系统根据用户的UUID去路由 

2、公司三端一微除交易外其他大多数业务均需要进入中台系统进行业务处理，目前每秒的峰

值的吞吐量达到30000/s，因此需要高效数据库读取功能 

3、非关系型数据的临时存储和全局数据的统计查询，需要一个No-SQL类型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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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DB 在公司内应用发展历程 

MongoDB Server  

2014年2.9.10 

主从模式 

C Driver  

2014年v1.1.0 MongoDB Server  

2017年3.2.9 

主从模式 

C Driver  

2018年v1.5.0 

MongoDB Server  

2018年3.4.13 

分片+主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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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DB 在中台的部署 

Mongos 

Mongos 

Mongos 

Primary 

Shard1（Replica set） 

Secondary 

Secondary 

Primary 

Shard2（Replica set） 

Secondary 

Secondary 

Primary 

Shard3（Replica set） 

Secondary 

Secondary 

Config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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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DB 在中台的应用范围 

• 用户标签数据 

• 标签模板 

• 产品信息 

• 资讯数据 

• 模拟盘数据 

• 大数据分析数据 

• 活动数据 

• 用户行为数据 

• 新股数据 

• 账户标识数据 

• 认证&token 

• 参数和字典 

核心 
MongoDB 

业务
MongoDB 

用户标签
MongoDB 

共享
MongoDB 



第9页 

MongoDB中台业务拆分规则 

核心 

• 基础的公共核心数据，确保整个中台核心业务正常运转，所以存储全局等基础数据： 

• 1、存储账号对应的UUID数据，登录、注册、路由使用、存储字典、系统参数等全局数据 

• 2、存储统一认证的token等信息，校验客户的token 

业务 

• 为确保中台其他业务对核心MongoDB不产生影响，新增加了一套业务MongoDB，与核心MongoDB完全隔离 

• 主要存储新股、互联网活动等参数、用户行为等数据 

共享 

 

• 以上2个MongoDB主要是中台系统内部的数据交互，因业务需要，在公司内各个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增加了共享的MongoDB 

• 主要存储产品、资讯数据、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数据等； 

 

用户标签 

• 中台系统为配合公司营业部管理需要，增加了用户标签的MongoDB 

• 主要存储用户的标签数据、生成标签的模板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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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MongoDB的特性 

非关系型数据的快速存取 

无事务一致性要求 

数据结构松散的集合性数据 

性能要求高的实时写入和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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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DB 场景部署特性 

认证 

SlaveOk 

集中管理 读写分离 

分片 

    数据库增加认证 

    Mongos按分片模式部署 

    SlaveOk 

    读写分离，Readpreference = 

SecondaryPreferred 

    集群由OpsManager 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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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MongoDB应用遇到的问题 

 一.  目前使用MongoDB的场景 

 二.   中台MongoDB应用 

  四.  MongoDB的性能监控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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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db://[username:password@] 
                     host1[:port1][,host2[:port2],…[,hostN[:portN]]][/[database][?options]] 

 
Options  
 

1. Readpreference覆盖slaveok导致不能读取从节点 

2. “slaveOk”, “ReplicaSet”are legacy options 

3. “;”连接导致配置项不可用 

4. 代码指定优先于option配置 

5. “authMechanism=SCRAM-SHA-1”is default 
 
 
 

MongoDB 连接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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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DB Client 连接OK？ 

不存在用户名/密码 认证关闭 需不带认证的访问才允许 

存在用户名/密码 认证关闭 不带认证访问   OK 

存在用户名/密码 认证关闭 带认证访问，但是用户名密码不正确 Not OK 

存在用户名/密码 认证开启 身份正确才允许访问 

Client带认证的情况下，Server端是会默认做校验的 

MongoDB 认证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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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集群中某mongos有故障 
 
Client单连接方式下，会有周期性慢查询，每分钟一次 

  C Driver 1.5.0：慢查询耗时10s 
  C Driver 1.10.0：慢查询耗时1s 

所有的访问都在一个连接上，导致业务访问被检查mongos是否恢复给堵塞了 

Pool方式建立client连接，正常failover 

使用pool中的连接做mongo访问。 

由pool负责检测各个mongo主机的存活情况，不会有慢查询的情况 

mongos fai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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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认证后，周期性的mongod连接数突增，导致有慢查询 
 
增加认证后，mongod和mongos之间会有建立新连接用于认证； 
建立新连接导致mongo开销增大。 
 
升级版本后解决该问题 
 

MongoDB 认证导致慢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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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MongoDB的性能监控和优化 

 一.  目前使用MongoDB的场景 

 二.   中台MongoDB应用 

 三.   MongoDB应用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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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业务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长，每个进程和每个库都建立一个连接，导致连接数增加 
 

应用程序实例增多 

进程数增加 

Mongo database数量增多 

 

Mongos连接数优化 

Mongo库的动态选择 

Mongo连接只连接集群 

Mongo连接不指定database 

业务代码执行决定要访问的database 

    mongodb://127.0.0.1:27017, 127.0.0.2:27017, 127.0.0.3:27017[/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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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单节点存储限制 

  提高查询效率 

MongoDB 分片提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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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索引：  
提高查询效率 
保证数据一致性 

片键：  
  数据均匀分配 
  访问的效率、成功、正确 

a. 不推荐顺序索引做片键用，因为插入是总在最后一个分片上执行 
b. 代码指定只更新单条记录的情况下，只能用片键做查询条件 
c. Muti-update，查询条件可以为非片键 
d. 除了片键字段外，不能在其他字段上创建唯一索引 
e. 但是做片键的字段是不能被修改的，无论是否唯一索引 

MongoDB 索引提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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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固态硬盘 
   Slave节点从Master节点同步数据，需要落到本地硬盘，如果速度过慢，会影响mongo性能 
 
• 合理规划集群/数据库 
   访问比较集中、数据量比较大的库，尽量分配到不同的集群上 
 
• 设置分片均衡的时间窗 
   尽量在空闲时间去做分片均衡，比如放在凌晨做 

db.settings.update( 
   { _id: "balancer" }, 
   { $set: { activeWindow : { start : “02:00:00", stop : " 04:00:00 " } } }, 
   { upsert: true }) 

 
• 升级过低的驱动和mongo版本 

     版本过低而缺少mongo的不断优化和修改 
 

MongoDB 其他方式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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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MongoDB优化后的效果 

功能耗时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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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MongoDB优化后的效果 

慢查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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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标签使用MongoDB后达到的性能 

Storm分布式计算 
充分利用MongoDB高并发、
高吞吐性能 

处理峰值达到万级/秒
的营销活动框架 

MongoDB分片副本集 

十个分片、千万级行数、
三百列数据 

活动不同字段可存同一张表，
记录字段无须预定义，模板

化活动 

响应时间10ms量级
的自定义客户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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