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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述 

北京数贝软件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基于 Web、流处理(Stream 

Processing)技术和微服务容器技术的数据交换软件 TurboDX 系列产

品，提供元数据目录、异构数据库复制、实时同步、交换整合、ELT/ETL

及跨网络远程通道传输服务等集成一体化的功能，可用于数据复制、

数据同步、数据备份/恢复、数据迁移、数据归档卸载(off-loading)、

ELT/ETL、数据汇聚整合、读写分离、数据分发、数据服务、大数据

集成(MPP、Hadoop、Kafka)等应用场景，满足各种应用场景的统一使

用和监控管理需求，已成功应用于大型企业集团、国家部委、北京市

及数十家省市跨部门数据共享交换项目，获得了客户的信赖和赞誉。 

TurboDX秉承“复杂技术简单化、易用化、场景化”的设计理念，

力求通过产品智能设计来降低用户的总体拥有成本，实现可自助服务

的目标。用户通过几次 Web图形化页面点击操作，就能方便快速地实

现各种数据交换同步/整合的应用场景，数据实时性和交换效率均处

于业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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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优势与特点 

数贝 TurboDX 与国内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相比，除了常规数据库到

数据库的全量复制、增量复制、双向同步、格式转换、断点续传等基

本功能以外，在复制同步、交换整合、冲突策略、安全可靠、容错机

制、集中运维等方面，均有独到的设计。此外，一些扩展功能的加入，

比如数据文件解析入库、二进制文件与数据库内容的同步传输、远程

数据发布/订阅服务、对大数据平台的集成、对数据仓库的集成，大

大增强了 TurboDX对不同应用需求的适应性。 

 

 

一、 复制同步 

1.1 在线数据同步功能（全量+增量） 

数贝 TurboDX 所支持的同步任务除了 FullLoad 全量同步和 CDC

增量同步以外，还支持一类复合任务，即 FullLoad+CDC全量+增量的

数据同步任务，专门应用于系统的在线数据迁移、数据复制和同步场

景。 

由于应用系统处于在线状态，不断有新的业务数据产生，为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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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源端数据和目标端数据的一致性，在全量+增量的数据同步任务运

行时，首先要启动增量同步进程，但于对新产生的数据只缓存不同步；

第二步启动全量同步进程，对当前时间点的全量数据进行同步；待全

量同步完成后，再将缓存的增量数据同步到目标，同时新的数据也持

续缓存在队列末尾；最后，当缓存数据全部完成同步后，正式进行常

规的 CDC增量数据同步过程。 

 

图 1 在线数据同步（全量+增量） 

 

1.2 数据比对功能 

数据比对功能是对源库和目标库的数据进行比较，找出不一致的

数据。此功能可以应用在以下场景： 

⚫ 一对一同步场景下，发现目标库数据和源库数据可能不一致

时； 

⚫ 多对一汇聚场景下，确保汇聚数据准确到达（需加入过滤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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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活场景下，定时检查确保双方数据一致； 

⚫ 更多场景…… 

 

数据比对功能分为简单比对、常规比对和深度比对三种模式。 

 

图 2 数据比对功能 

⚫ 简单比对是只比对源表与目标表的记录总数，比对结果为两

边的记录总数； 

⚫ 常规比对是按源表主键到目标表中进行逐一比对，比对结果

包括源表主键总数、与目标表主键匹配数量、在目标表中无

对应主键数量（这表示有多少主键在目标表中应该存在却没

有存在）； 

⚫ 深度比对则是比常规比对更加细致的一种比对模式，除了进

行主键比对之外，还将对字段（大字段、有公式的映射字段

除外）进行逐一比对。 

注：深度比对是很消耗计算资源的一种比对模式，尤其是数

据量较大时，切勿在业务繁忙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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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常规数据比对结果 

 

图 4 深度数据比对结果 

 

对于要进行比对的数据（行），可以通过指定源端或目标端的过

滤条件的方式来进行筛选。如：在多对一汇聚场景下，可以在目标端

指定来自“广东”的数据，与广东的上报数据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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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添加数据比对的过滤条件 

1.3 数据回补（对齐）功能 

当通过数据比对发现目标端与源端数据不一致时（数据行丢失、

数据项不相同），可以使用数据回补（数据对齐）功能来将相应的数



 

- 7 - 

www.synball.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十三号5幢3007室
电话：010-82608511， 010-82609880

据从源端重新同步到目标端，使两边的数据达到一致。 

 

图 6 数据对齐 

 

图 7 数据对齐后的结果 

 

1.4 集群数据源无缝切换 

数贝 TurboDX的 CDC增量同步功能支持集群数据源的无縫平滑切

换。 

对于高可用（HA）集群数据源，只需要在数据源连接信息中填写

集群 VIP（虚拟 IP）即可，当集群中数据库实例发生故障时自动随集

群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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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备模式的数据源，TurboDX提供一个双数据源的专用入口，

可在同步任务中支持主备双数据源。当主数据源发生故障时，可根据

全局 ID 自动从主数据源切换到备数据，继续运行同步任务，无需人

工干预（对于一些老版本的 MySQL 数据库，无法支持全局 ID，则通

过时间定位切换点，数据会有少量重复，可通过冲突策略加以过滤）。 

 

 

图 8 集群数据源 

 

二、 交换整合 

2.1 多表整合 

不同于复制同步任务中以事务为边界的数据交换，在交换整合任

务中，数据交换是以数据表内容为驱动、以数据的关联性为边界来进

行的。一种典型的应用场景是：在医院中，以病人的挂号信息为驱动，

整合该病人的病历信息、处方信息、检验检查结果信息等为一整体，



 

- 9 - 

www.synball.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十三号5幢3007室
电话：010-82608511， 010-82609880

再推送到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站等目标。 

 

2.2 一对多分发 

通过远程数据发布/订阅服务可以实现跨部门的一用户对多用户

数据分发，也可通过内部数据主题通道实现一表对多表的数据分发。 

 

三、 冲突策略 

3.1 标准策略 

在多对一汇聚的场景、双活场景下，目标端的已有数据可能会跟

源端交换过来的数据发生冲突，比如插入数据时发现主键已存在、更

新数据时发现主键找不到等等，这时就需要采用一定的冲突策略来应

对。最常用的就是 TurboDX 提供的标准策略： 

⚫ 以源为主，凡是有数据冲突时均以源端数据为准。当插入数

据时发现主键已存在则自动改为更新语句执行；当更新数据

时发现主键找不到则自动改为插入语句执行。 

⚫ 源目标为主，凡是有数据冲突时均以目标端数据为准，即有

冲突就放弃源端数据。 

⚫ 自定义，由用户自行规定发生冲突后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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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标准冲突策略 

 

3.2 智能策略 

在一些应用场景中，并不能简单的确定数据冲突后要采用源端的

数据还是目标端的数据，而是要根据具体内容来确定，比如哪边的更

新时间新就采用哪边的、哪边的值大就采用哪边的，等等。这时，就

需要用到 TurboDX提供的智能冲突策略来解决了。 

在智能策略中，需要为每一张表设置一个比较规则，当冲突发生

后，满足比较规则的数据可以被写到目标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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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任务级智能冲突策略 

 

图 11 表级智能更新规则 

 

四、 运维管理 

4.1 图形化统一运维 

实现接入节点和全网的实时运行监控、运营统计分析、报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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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果展现。实时运行监控支持对主机、任务、通道的运行监控以及

对交换数据流转的跟踪。运营分析支持对设定时间段的任务运营情况、

交换业务运营情况等提供多视角、多维度的统计分析，并以图表方式

展现，作为科学分析交换应用及相关决策的有效辅助手段。报警通知

实现对运行异常情况进行报警，对运营状况定时告知。成果展现面向

领导提供交换数据动态展示、交换任务和业务运营展示以及交换业绩

展示功能。 

 

 

图 12 丰富、详细的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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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系统总控台 

 

图 14 全量任务监控 

 

图 15CDC 增量任务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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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可定制化事件通知 

事件通知功能是运维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运维人员不可能一天

24 小时盯着系统运行，事件通知功能则可以在第一时间把运维人员

关心的事件送到面前。事件的种类和内容可以由用户自行配置，通知

的方式内置有桌面通知和邮件通知（手机短信通知需定制短信接口）。 

 

图 16 配置通知规则 

 

 

图 17 发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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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卓越性能 

CDC 写端性能往往是整个交换流程的主要瓶颈。对于不同厂商的

数据库/数仓来说，读和写性能往往差异较大，有针对批量加载、事

务多线程并发写、分区技术等个性化差异，所以写端组件设计往往需

要针对不同的数据库做个性化的优化设计。有的产品支持增量 CDC串

行和协同并行加载，但没有针对批量加载的功能；有的产品支持全量

和增量，但不支持个性化流文件接口的全量快速加载模式。数贝

TurboDX支持全量、CDC 增量及在线复制的全量+CDC增量模式，全量

交换支持 JDBC batch 和高速文件流加载技术（如个性化针对华为

Gauss 200、Gbase 8a、PostgreSQL、MySQL、Greenplum 等，采用了

不落地文件的流加载模式），且 CDC 增量支持按单事务串行、合并事

务、及多线程协同并发写入等多种模式供不同场景来选择，大大提升

写端的写入性能。 

 

图 18 TurboDX 协同并行加载提升 CDC 写入效率 

 

基于数贝 TurboDX 的数据复制同步加载系统采用了多种优化技

术和优化策略，在标准模式下可达到 3 万记录/秒或 12MB/秒，在采

用流加载的交换模式下，异构数据库复制端到端性能最高可达到 69

万条/秒或 60MB/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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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数据目标

加载处理模块

内存流处理读取处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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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
分块读取分块读取Dispatcher

并行处理
控制器

加载线程1

加载线程2

加载线程3

TurboDX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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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华为 PG HA→华为数仓 DWS 全量加载测试结果截图 

 

六、 扩展功能 

6.1 二进制文件交换 

提供基于本地目录/远程路径/FTP/HDFS 的二进制文件交换，可

自动监控源文件目录，发现有新文件时自动交换到目标端。 

结合主题通道，可按数据库表中的内容交换数据的附件文件。 

6.2 数据文件入库 

提供基于本地目录/远程路径/FTP/HDFS 的数据文件解析加载入

库功能。数据文件格式包括 excel、csv、json、xml等，可自动监控

源文件目录，发现有新文件时自动读取文件内容，解析后加载到目标

库。 

 

6.3 MPP 数仓支持 

在常见的数据库到数据仓库的交换需求中，由于往往要写入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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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量都非常大，对于写端的性能要求非常高。数贝 TurboDX 对市场上

不同的 MPP 数仓产品采用了不同的针对性技术，使写入性能达到了最

佳。如：针对 Greenplum、华为 MPP 数仓、GBase 8a、Vertica 等，

采用了独有的内存流加载技术，使加载性能高达 69 万条/秒或 60MB/

秒。 

 

6.4 高可用性集群版 

数贝 TurboDX的高可用集群部署版本支持 24x7高可用性 HA功能。

对于服务端的任务运行服务器 TurboDX Task 釆用基于 Zookeeper技

术实现三机+以上的集群热备，对于任务配置数据库 TurboDX DB采用

PostgreSQL XL 数据库实现双机集群热备，并对服务提供负载均衡和

自动故障转移/自动恢复功能，即在某一节点服务器中运行的服务出

现故障，则可在另一备份节点服务器上自动启动该服务，复制任务和

数据服务流程不受影视，正在交换复制的数据不会丢失且任务保持断

点续传。 

在任务级，系统支持数据发布/订阅服务远程传输的可靠性、断

点续传和可回溯重订的特性, 以及按系统处理事务的时间次序传输

发送数据，保证业务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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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高可用部署构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