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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对 Amoeba 历史、内部技术以及未来发展进行相关的描述，希望本文档对

Amoeba 架构设计以及使用的人有所帮助。 



Amoeba Blog: http://amoeba.meidusa.com 

 2 / 12 

目录 

一、 引言 ................................................................................................................................... 3 

二、 Amoeba 简介 .................................................................................................................... 3 

三、 为什么需要 Amoeba ........................................................................................................ 3 

四、 Amoeba 框架描述 ............................................................................................................ 6 

1. Amoeba 与应用层的关系 ................................................................................................ 6 

2. 内部模块以及技术描述 ................................................................................................... 8 

五、 如何使用 Amoeba .......................................................................................................... 10 

六、 Amoeba 未来的发展 ..................................................................................................... 11 

1. 产品发展 ......................................................................................................................... 11 

2. 应用 Amoeba 的领域 ..................................................................................................... 11 

七、 联系我们 ......................................................................................................................... 12 

 

  



Amoeba Blog: http://amoeba.meidusa.com 

 3 / 12 

一、 引言 

为什么会有 Amoeba 这个产品，在接受 InfoQ 中文站 Fenng 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

问题。主要原因是自己在使用 mysql，并且关注 MySQL Proxy 也有一段时间了。MySQL Proxy 

的这种想法做的非常棒，它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构造目标的 MySQL Proxy 应用，比如监

控 SQL 执行、数据流量、读写分离。但由于我们使用 MySQL Proxy 并不能非常轻易地解决

一些问题（读写分离、数据切分、水平切分、负载均衡），而是需要写大量的 Lua Script，这

些 Lua 并不是现成的而是自己需要去写。这个工作对于并不熟悉 MySQL Proxy 内置变量、

MySQL Protocol 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带着这个想法去设想做一个非常容易使用、可移植性非常强的软件。Amoeba 就因

此诞生了。为什么叫 Amoeba? 这个想法我是突然想到的，Amoeba 中文意思是"变形虫"，

Amoeba 被设想为数据库代理的开发框架，它可以为符合 Amoeba 框架的任何数据库开发代

理层。因此也比较象"变形虫"一样能够变成目标数据库的代理层软件。 

二、 Amoeba 简介 

开源 Amoeba(变形虫)项目,该开源框架于 2008 年 发布一款基于 amoeba 框架的产品 

amoeba for mysql 软件而开始，框架自 2.0以及未来版本 License在AGPL协议下发布。Amoeba  

for mysql 这个软件致力于 mysql 的分布式数据库代理层，座落在 Client 与服务（数据库服务

以及其他服务）之间。对客户端透明，具有负载均衡、高可用性、query filter、读写分离、

可路由相关的 query 到目标数据库也可并发请求多台数据库合并结果。 在 amoeba 上面你

能够完成多数据源的高可用、负载均衡、数据切片等功能。目前在很多企业的生产线上面使

用。 

Amoeba(变形虫)项目的定位：Proxy frameWork，专注后端服务代理开发。Amoeba 本身具备服

务管理，网络连接管理、心跳管理器、路由规则控制等、后端服务负载均衡策略。 

三、 为什么需要 Amoeba 

 随着传统的数据库技术日趋成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范围的扩充，数据库应用 已

经普遍建立于计算机网络之上。这时集中式数据库系统表现出它的不足以及商业分布式方案代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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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中式处理，势必造成性 能瓶颈；应用程序集中在一台计算机上运行，一旦该计算机发生故障，

则整个系统受到影响，可靠性不高，集中式处理引起系统的规模和配置都不够灵活，系统的可

扩展性差。 

2) 海量数据无法支撑，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在使用着一些关系型数据库以及非关系型数

据库，但目前很多产品目前没有一个很好数据库架构来解决海量数据存储以及高访问

量问题，通常受限于软件、硬件、网络 IO 瓶颈，它们无法支撑更多的访问量以及数据

容量，在目前互联网上很少有一种比较通用的解决手段。 

3) 一般企业在这方面没有投入大量成本去做相关的技术研究，通常会在客户端做相应的

技术改造，而这些方案是在特定语言以及特定的软件框架下形成的，很难有一个通用

型，跨语言、开发框架难以复用的问题，也对相关的运维人员（比如 DBA）带来维护

上面的困难，因为这个方案 DBA 很难介入。 

4) 一些商业软件它们的费用非常昂贵，不仅软件成本包括硬件的实施成本也是一笔不小

的开销。 

引入 Amoeba 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1) 引入 Amoeba 的成本很小，熟悉过程需要的时间也很少，目前 Amoeba 的使用文档也

相对比较完善 

2) 能够在很多场景解决单机大数据量问题、大访问量的问题 

3) 很容易解决读写分离（Amoeba for mysql） 

 

4) 能够轻松的配置后端被代理服务的负载均衡，Amoeba 内部可用构建一个虚拟的服务

池，该服务池有多个目标服务构成。他们之间可采用多种负载均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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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支持 HA 机制：Pool 中只有一个服务处于 active 状态，只有 active Pool 不可用的

时候才会切换到备用的 Pool 

ii. 支持活动连接数均衡：amoeba 会优先选择当前正忙于处理业务请求的队列较少

的服务进行接待当前的请求 

iii. 支持权重配置：Amoeba 会根据配置比例进行轮询，支持 1:1 或者其他比例,例如

2:3 等 

5) 数据切分：强大的规则路由支持，能够支撑足够想象空间的路由规则，使得绝大多数

数据切分的想法得以实现。 

i. 支持 Query routing 

根据路由规则 Amoeba 非常轻松地能够解决这类问题 

 

ii. 支持 Parallel Computing 

Amoeba 采用 NIO 无阻塞机制，此时 Amoeba 的开销也非常小，它所消耗的无非

Analysis query 与 Merge results，此时模式比较类似 Map/Reduce 或者 Parallel 

Computing：它会将 query 解析以后发送给所有符合目标的节点，然后每个节点分

别计算自己的数据，然后将结果返回到 Amoeba，Amoeba 接收到所有数据以后进

行合并，然后一起返回给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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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moeba 框架描述 

1. Amoeba 与应用层的关系 

前面简介也提到了 Amoeba 的所处位置，座落在应用层与后端服务或者数据库等中间的一个中间件

代理层。它前端连接应用层，后端维护目标服务以及数据库，属于中间件，为了能够让应用层更加透明更

加方便使用，或者说引入 Amoeba 框架的代价对一个项目来说几乎可以不用考虑成本问题。因此 Amoeba

需要做的就是保持现有的通讯协议，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以 Amoeba for mysql 这个产品为例： 

用户在使用 mysql 的时候通常会采用与开发语言相关的驱动程序去连接 mysql，比如 PHP 会采用

PDO，ASP 通常会采用 ODBC，java 语言会采用 mysql 出品的 Connector-J 的 JDBC 驱动。那么引入

amoeba for mysql 需要客户端在代码层面上面如何改动呢？唯一需要改动的是，将 mysql 地址修改成

amoeba for mysql 的服务地址，当然 Amoeba 内部还是需要经过一系列配置的。 

下面用一幅图来描述 java 程序引入 Amoeba for mysql 与未引入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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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语言与工具同样可以与 Amoeba 进行通讯，只要采用 Mysql 通讯协议即可，各种语言、客户端

与 Amoeba 通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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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部模块以及技术描述 

Amoeba 框架不仅仅代码上面作为其他产品的开发框架，也提供了启动方面的框架，仅

仅修改 amoeba 的配置就能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产品。 

Amoeba 的配置分成几个文件：amoeba.xml、dbServer.xml、rule.xml、log4j.xml，其中不

同产品有所变化的文件是：amoeba.xml、dbServer.xml。 

模块相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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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模块的描述说明： 

1) Built on Java NIO：采用 java NIO 框架无阻塞模式，不像传统的 Socket 编程在大量并发

的情况非常浪费系统资源，可以支撑数万个并发 Socket 连接，这块由 Connection 

Manager 负责管理 

2) 线程池支撑：Amoeba 网络 IO 与内部逻辑执行线程分离，减少线程资源竞争与线程资

源的利用率，充分利用多 cpu 多核的硬件资源 

3) Heartbeat Manager 负责管理每个心跳实体的生命周期以及心跳实体的任务调度，心跳

实体—这儿可泛指需要进行心跳检测服务的一些资源，比如数据库、后端的服务等等 

4) 规则表达式的服务――提高了强大的类 sql 的支持，它可以实现非常复杂的表达式，也

可以让用户参与规则函数的自定义，从而扩展规则的功能 

5) Report Service ――负责产生一些系统运行情况的日志 

6) Object Pool ―― 它负责管理后端数据库与服务的对象池，该对象池可设置对象初始化

数量、最大连接数、最大空闲连接数以及最小连接数、连接池收缩周期、以及过载保护

措施。 

Amoeba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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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何使用 Amoeba 

 大家可以阅读在线文档，共分为 6 个章节。文档地址：Amoeba 2.0 Use Guide 在线文档 

 第一章：较为粗略地介绍了 Amoeba，包括与其他产品的横向比较 

 第二章：较为详细地描述了 Amoeba 的下载和安装过程 

 第三章：通过动手成功启动一个 Amoeba 实例以及尝试使用简单的切分功能来方便用户

的上手 

 第四章：amoeba 的高级使用指南，这章讲述如何垂直、水平切分，以及规则的使用，

负载均衡策略配置 

 第五章：性能调优，amoeba 的内存以及线程配置 

 第六章：Amoeba 提供的 Benchmark 工具的使用 

 

Amoeba

ClientConnection Serv erConnectionMessageHandler DataBaseServ erQueryRouterClient

Connecti on who linked 

with Database Server

Data Base Cl ient Connecti on

 that linked

 with cl ient

Auth Resul t2: 

Handle Query4: 

Response Result15: 

Receive Result12: 

send Query10: 

Auth Request7: 

route Query Message to target Servers9: 

Merge Result13: 

Dispatch Resul t14: 

Parser Query5: 

recei ve Result11: 

Auth Resul t8: 

Get target Servers6: 

Auth Request1: 

Send Query3: 

http://docs.hexnova.org/amo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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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Amoeba 未来的发展 

1. 产品发展 

Amoeba 未来会发展成拥有分布式管理与监控体系的产品，子产品将会有多种，目前已

经有 3 个基于 Amoeba 框架的产品（Amoeba for Mysql、Amoeba for Aladdin、Amoeba for 

Mongodb），这些产品将会通过 Amoeba Manager 来负责管理这些 Amoeba Node，努力朝着

“Keep simple and stupid”目标发展。Manager 提供了 WEB UI 界面供操作人员进行简单的操

作，它的职责有： 

1) 配置管理――相关服务以及规则等配置管理。 

2) Amoeba Node 物理节点管理 

3) Amoeba Node 内部服务配置与控制管理（配置服务，启动、停止服务等控制） 

4) Amoeba Node 健康监控与报警，包括内部的服务健康状况、网络流量以及当前的

节点的内存使用情况等等 

 

 

2. 应用 Amoeba 的领域 

Amoeba 除了在目前项目中作为内部服务代理层中间件以外，其他公司诸如一些提供云

计算服务的公司用来作为云服务的一部分对外提供服务。就拿 Amoeba for Mysql 来说吧，它

对外提供了 Mysql 协议，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认证，可以想象要是能够丰富 Amoeba 认证与

授权体系、流量控制、监控等，那么让 Amoeba for Mysql 实现 Simple Mysql Cloud 不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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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联系我们 

Amoeba 在线使用文档：http://docs.hexnova.org/amoeba 此网页会定期更新，我们对本

书的修正会定期发布。 

如 果 对 本 书 有 技 术 相 关 的 问 题 或 对 我 们 有 更 好 的 建 议 ， 请 邮 件 ：

amoeba.meidusa@gmail.com。关于 Amoeba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amoeba.meidusa.com 

http://docs.hexnova.org/amoeba
amoeba.meidusa@gmail.com
http://amoeba.meid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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