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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MySQL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之一。无论是用

在小型开发项目上，还是用来构建那些声名显赫的网站，MySQL都证明

了自己是个稳定、可靠、快速、可信的系统，足以胜任任何数据存储业

务的需要。 

本书基于我的一本畅销书Sams Teach Yourself SQL in 10 Minutes（中文

版《SQL必知必会》，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那本书堪称全世界用得最

多的一本SQL教程，重点讲解读者必须知道的东西，条理清晰，系统而

扼要。但是，即使是那样一本广为使用的成功的书，也还存在着以下这

些局限性。 

 由于要面向所有主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我不得不把针

对具体DBMS的内容一再压缩。 

 为了简化SQL的讲解，我必须（尽可能）只写各种主要的DBMS

通用的SQL语句。这要求我不得不舍弃一些更好的、针对具体

DBMS的解决方案。 

 虽然基本的SQL在不同的DBMS间具有较好的可移植性，但是高

级的SQL显然不是这样的。因此，那本书里无法详细讲解比较高

级的内容，如触发器、游标、存储过程、访问控制、事务等。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本书沿用了前一本书业已成功的教程模式和组

织结构，除了MySQL以外，不在其他内容上过多纠缠。书从简单的数据

检索开始，逐步进入一些复杂的内容，包括联结的使用、子查询、正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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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    言 

 

表达式和基于全文本的搜索、存储过程、游标、触发器、表约束，等等。

通过重点突出的章节，条理清晰、系统而扼要地让读者学到应该学到的

知识，使他们不经意间立刻功力大增。 

请先到第1章开始学习。读者会立刻体会到MySQL提供的所有好处。 

读者对象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这样一些人： 

 他没有学过SQL； 

 他刚开始用MySQL，并希望一举成功； 

 他想迅速地、尽可能多地学会使用MySQL； 

 他希望学习怎样在自己的应用程序开发中使用MySQL； 

 他希望通过使用MySQL轻松快速地提高工作效率，而不用劳烦他

人帮忙。 

配套网站 
本书有一个配套网站，网址是：http://forta.com/books/0672327120/。 

读者可以通过该网站访问如下内容： 

 表格创建和表格填充的脚本，可用来创建书中使用的样例表； 

 在线支持论坛； 

 在线勘误（如果发现了勘误的话）； 

 或许他会感兴趣的其他书。 

本书约定 
本书使用不同的字体区分代码和一般正文内容，对于重要的概念也

采用特殊的字体。 

键入的文本和屏幕上显示出的文本用等宽代码字体表示。如：It 

looks like this to mimic the way text looks on your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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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3 

 

一行代码最前面如果出现箭头（➥）表示该行代码较长，书中一行放

不下。读者录入时需要把这一行的内容紧接着上一行输入。 

 

 说明：表示跟上下文的内容相关的一些有意思的信息。 

 

 提示：提供建议，教读者用容易的办法完成某项任务。 

 

 注意：向读者提示可能出现的问题，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新术语，提供新的基本词汇的清晰定义。 

表示读者自己键入的代码。通常出现在程序清单的旁边。 

表示运行MySQL代码后得到的结果，通常出现在程序清单之后。 

告诉读者这是作者对输入或输出的逐行分析。 

 输出 

 分析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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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SQL  
本章将介绍数据库和SQL，它们是学习MySQL的先决条件。 

1.1  数据库基础 
你正在阅读本书，这表明你需要以某种方式与数据库打交道。在深

入学习MySQL及其SQL语言的实现之前，应该对数据库及数据库技术的

某些基本概念有所了解。 

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其实你自己一直在使用数据库。每当你从自

己的电子邮件地址簿里查找名字时，你就在使用数据库。如果你在某个

因特网搜索站点上进行搜索，也是在使用数据库。如果你在工作中登录

网络，也需要依靠数据库验证自己的名字和密码。即使是在自动取款机

上使用ATM卡，也要利用数据库进行PIN码验证和余额检查。 

虽然我们一直都在使用数据库，但对究竟什么是数据库并不十分清

楚。特别是不同的人可能会使用相同的数据库术语表示不同的事物，更

加剧了这种混乱。因此，我们学习的良好切入点就是给出一张最重要的

数据库术语清单，并加以说明。 

 

基本概念回顾  下面是某些基本数据库概念的简要介绍。如果

你已经具有一定的数据库经验，这可以用于复习巩固；如果你

是一个数据库新手，这将给你提供一些必需的基本知识。理解

数据库是掌握MySQL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有必要的话，你

应该参阅一些有关数据库基础知识的书籍①。 

                                                    
① 推荐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由Kifer、Bernstein和Lewis合著的《数据库系统：面向应

用的方法》或Elmasri和Navathe合著的《数据库系统基础》。——编者注 

第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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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 章  了解SQL 

 

1.1.1 什么是数据库 

数据库这个术语的用法很多，但就本书而言，数据库是一个以某种

有组织的方式存储的数据集合。理解数据库的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其

想象为一个文件柜。此文件柜是一个存放数据的物理位置，不管数据是

什么以及如何组织的。 

数据库（database） 保存有组织的数据的容器（通常是一个文

件或一组文件）。 

 

误用导致混淆  人们通常用数据库这个术语来代表他们使用

的数据库软件。这是不正确的，它是引起混淆的根源。确切

地说，数据库软件应称为DBMS（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库

是通过DBMS创建和操纵的容器。数据库可以是保存在硬设备

上的文件，但也可以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说，数据库究竟是

文件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并不重要，因为你并不直接访问数据

库；你使用的是DBMS，它替你访问数据库。 

1.1.2 表 

在你将资料放入自己的文件柜时，并不是随便将它们扔进某个抽屉就完

事了，而是在文件柜中创建文件，然后将相关的资料放入特定的文件中。 

在数据库领域中，这种文件称为表。表是一种结构化的文件，可用

来存储某种特定类型的数据。表可以保存顾客清单、产品目录，或者其

他信息清单。 

表（table） 某种特定类型数据的结构化清单。 

这里关键的一点在于，存储在表中的数据是一种类型的数据或一个

清单。决不应该将顾客的清单与订单的清单存储在同一个数据库表中。这

样做将使以后的检索和访问很困难。应该创建两个表，每个清单一个表。 

数据库中的每个表都有一个名字，用来标识自己。此名字是唯一的，

这表示数据库中没有其他表具有相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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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库基础  3 

 

 

表名  表名的唯一性取决于多个因素，如数据库名和表名等的

结合。这表示，虽然在相同数据库中不能两次使用相同的表名，

但在不同的数据库中却可以使用相同的表名。 

表具有一些特性，这些特性定义了数据在表中如何存储，如可以存

储什么样的数据，数据如何分解，各部分信息如何命名，等等。描述表

的这组信息就是所谓的模式，模式可以用来描述数据库中特定的表以及

整个数据库（和其中表的关系）。 

模式（schema） 关于数据库和表的布局及特性的信息。 

 

是模式还是数据库？  有时，模式用作数据库的同义词。遗憾

的是，模式的含义通常在上下文中并不是很清晰。本书中，模

式指的是上面给出的定义。 

1.1.3 列和数据类型 

表由列组成。列中存储着表中某部分的信息。 

列（column） 表中的一个字段。所有表都是由一个或多个列组

成的。 

理解列的最好办法是将数据库表想象为一个网格。网格中每一列存

储着一条特定的信息。例如，在顾客表中，一个列存储着顾客编号，另

一个列存储着顾客名，而地址、城市、州以及邮政编码全都存储在各自

的列中。 

 

分解数据  正确地将数据分解为多个列极为重要。例如，城市、

州、邮政编码应该总是独立的列。通过把它分解开，才有可能

利用特定的列对数据进行排序和过滤（如，找出特定州或特定

城市的所有顾客）。如果城市和州组合在一个列中，则按州进

行排序或过滤会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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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中每个列都有相应的数据类型。数据类型定义列可以存储的

数据种类。例如，如果列中存储的为数字（或许是订单中的物品数），则

相应的数据类型应该为数值类型。如果列中存储的是日期、文本、注释、

金额等，则应该用恰当的数据类型规定出来。 

数据类型（datatype） 所容许的数据的类型。每个表列都有相

应的数据类型，它限制（或容许）该列中存储的数据。 

数据类型限制可存储在列中的数据种类（例如，防止在数值字段中

录入字符值）。数据类型还帮助正确地排序数据，并在优化磁盘使用方面

起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创建表时必须对数据类型给予特别的关注。 

1.1.4 行 

表中的数据是按行存储的，所保存的每个记录存储在自己的行内。

如果将表想象为网格，网格中垂直的列为表列，水平行为表行。 

例如，顾客表可以每行存储一个顾客。表中的行数为记录的总数。 

行（row） 表中的一个记录。 

 

是记录还是行？  你可能听到用户在提到行（row）时称其为

数据库记录（record）。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术语是可以互相

替代的，但从技术上说，行才是正确的术语。 

1.1.5 主键 

表中每一行都应该有可以唯一标识自己的一列（或一组列）。一个顾

客表可以使用顾客编号列，而订单表可以使用订单ID，雇员表可以使用

雇员ID或雇员社会保险号。 

主键（primary key）①一一列（或一组列），其值能够唯一区分表

中每个行。 

                                                           
①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key在数据库中的对应名词为“键码”或“码”，

本书采用了已约定俗成的“键”，请读者注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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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标识表中每行的这个列（或这组列）称为主键。主键用来表示

一个特定的行。没有主键，更新或删除表中特定行很困难，因为没有安

全的方法保证只涉及相关的行。 

 

应该总是定义主键  虽然并不总是都需要主键，但大多数数据

库设计人员都应保证他们创建的每个表具有一个主键，以便于

以后的数据操纵和管理。 

表中的任何列都可以作为主键，只要它满足以下条件： 

 任意两行都不具有相同的主键值； 

 每个行都必须具有一个主键值（主键列不允许NULL值）。 

 
主键值规则 这里列出的规则是MySQL本身强制实施的。 

主键通常定义在表的一列上，但这并不是必需的，也可以一起使用

多个列作为主键。在使用多列作为主键时，上述条件必须应用到构成主

键的所有列，所有列值的组合必须是唯一的（但单个列的值可以不唯一）。 

 

主键的最好习惯  除MySQL强制实施的规则外，应该坚持的

几个普遍认可的最好习惯为： 

 不更新主键列中的值； 

 不重用主键列的值； 

 不在主键列中使用可能会更改的值。（例如，如果使用一个

名字作为主键以标识某个供应商，当该供应商合并和更改其

名字时，必须更改这个主键。） 

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键，称为外键，我们将在第15章中介绍。 

1.2  什么是SQL 
SQL（发音为字母S-Q-L或sequel）是结构化查询语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的缩写。SQL是一种专门用来与数据库通信的语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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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语言（如，英语以及Java和Visual Basic这样的程序设计语言）

不一样，SQL由很少的词构成，这是有意而为的。设计SQL的目的是很好

地完成一项任务，即提供一种从数据库中读写数据的简单有效的方法。 

SQL有如下的优点。 

 SQL不是某个特定数据库供应商专有的语言。几乎所有重要的

DBMS都支持SQL，所以，学习此语言使你几乎能与所有数据库

打交道。 

 SQL简单易学。它的语句全都是由描述性很强的英语单词组成，

而且这些单词的数目不多。 

 SQL尽管看上去很简单，但它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语言，灵活

使用其语言元素，可以进行非常复杂和高级的数据库操作。 

 

DBMS专用的SQL  SQL不是一种专利语言，而且存在一个标

准委员会，他们试图定义可供所有DBMS使用的SQL语法，但

事实上任意两个DBMS实现的SQL都不完全相同。本书讲授的

SQL是专门针对MySQL的，虽然书中所讲授的多数语法也适

用于其他DBMS，但不要认为这些SQL语法是完全可移植的。

1.3 动手实践 
本书所有章节都采用可上机运行的例子来说明SQL语法，它的功能是

什么，为什么起这样的作用。作者强烈建议读者试验每个例子，以便掌

握MySQL的第一手资料。 

附录B描述了本书中使用的样例表，说明如何获得和安装它们。如果

你还没有获得和安装它们，请在继续学习前先学习这个附录。 
 

 

你需要MySQL 显然，你需要能访问某个MySQL副本，以便

学习本书的内容。附录A说明了在何处获得MySQL的副本，并

提供一定的入门指导。如果你已经能访问某个MySQL副本，

在继续学习之前，也请阅读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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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小结 
这一章介绍了什么是SQL以及它为什么很有用。因为SQL是用来与数

据库打交道的，所以，我们也复习了一些基本的数据库术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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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简介 

本章将介绍什么是MySQL，以及在MySQL中可以应用什么工具。 

2.1 什么是MySQL 

我们在前一章中介绍了数据库和SQL。正如所述，数据的所有存储、

检索、管理和处理实际上是由数据库软件——DBMS（数据库管理系统）

完成的。MySQL是一种DBMS，即它是一种数据库软件。 

MySQL已经存在很久了，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安装和使用。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司和开发人员使用MySQL？以下列出其原因。 

 成本——MySQL是开放源代码的，一般可以免费使用（甚至可以

免费修改）。 

 性能——MySQL执行很快（非常快）。 

 可信赖——某些非常重要和声望很高的公司、站点使用MySQL，

这些公司和站点都用MySQL来处理自己的重要数据。 

 简单——MySQL很容易安装和使用。 

事实上，MySQL受到的唯一真正的批评是它并不总是支持其他

DBMS提供的功能和特性。然而，这一点也正在逐步得到改善，MySQL

的各个新版本正不断增加新特性、新功能。 

2.1.1 客户机—服务器软件 

DBMS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基于共享文件系统的DBMS，另一类为基

于客户机—服务器的DBMS。前者（包括诸如Microsoft Access和FileMaker）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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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什么是 MySQL  9 

 

用于桌面用途，通常不用于高端或更关键的应用。 

MySQL、Oracle以及Microsoft SQL Server等数据库是基于客户机—服

务器的数据库。客户机—服务器应用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服务器部分是

负责所有数据访问和处理的一个软件。这个软件运行在称为数据库服务

器的计算机上。 

与数据文件打交道的只有服务器软件。关于数据、数据添加、删除

和数据更新的所有请求都由服务器软件完成。这些请求或更改来自运行

客户机软件的计算机。客户机是与用户打交道的软件。例如，如果你请

求一个按字母顺序列出的产品表，则客户机软件通过网络提交该请求给

服务器软件。服务器软件处理这个请求，根据需要过滤、丢弃和排序数

据；然后把结果送回到你的客户机软件。 

 

有多少计算机？  客户机和服务器软件可能安装在两台计算

机或一台计算机上。不管它们在不在相同的计算机上，为进行

所有数据库交互，客户机软件都要与服务器软件进行通信。 

所有这些活动对用户都是透明的。数据存储在别的地方，或者数据

库服务器为你完成这个处理这一事实是隐藏的。你不需要直接访问数据

文件。事实上，多数网络的建立使用户不具有对数据的访问权，甚至不

具有对存储数据的驱动器的访问权。 

这样的意义何在？因为为了使用MySQL，你需要访问运行MySQL服

务器软件的计算机和发布命令到MySQL的客户机软件的计算机。 

 服务器软件为MySQL DBMS。你可以在本地安装的副本上运行，

也可以连接到运行在你具有访问权的远程服务器上的一个副本。 

 客户机可以是MySQL提供的工具、脚本语言（如Perl）、Web应用

开发语言（如ASP、ColdFusion、JSP和PHP）、程序设计语言（如

C、C++、Java）等。 

2.1.2 MySQL版本 

客户机工具稍后介绍。我们先简要介绍DBMS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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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的当前版本为版本5①（虽然许多公司正在使用MySQL 3和4）。

下面是最近版本中引入的主要更改。 

 4——InnoDB引擎，增加事务处理（第26章）、并（第17章）、改

进全文本搜索（第18章）等的支持。 

 4.1——对函数库、子查询（第14章）、集成帮助等的重要增加。 

 5——存储过程（第23章）、触发器（第25章）、游标（第24章）、

视图（第22章）等。 

版本4.1和版本5对MySQL增加了重要的功能，本书中涵盖了这些功

能的大多数。 

 

使用4.1或更高版本  MySQL 4.1对MySQL函数库引入了重要

更改，本书是为使用此版本或更高版本而撰写的。多数内容实

际上也适用于MySQL 3和4，不过许多例子在这两个版本中不

工作。 

 

 版本要求说明  如果某章针对具体某个MySQL版本，则将在

该章开始处明确说明。 

2.2 MySQL工具 

如前所述，MySQL是一个客户机—服务器DBMS，因此，为了使用

MySQL，需要有一个客户机，即你需要用来与MySQL打交道（给MySQL

提供要执行的命令）的一个应用。 

有许多客户机应用可供选择，但在学习MySQL（确切地说，在编写

和测试MySQL脚本时），最好是使用专门用途的实用程序。特别是有3个

工具需要提及。 

                                                           
① 目前最新的稳定版本为5.1。——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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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ySQL 工具  11 

 

2.2.1 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 

每个MySQL安装都有一个名为mysql的简单命令行实用程序。这

个实用程序没有下拉菜单、流行的用户界面、鼠标支持或任何类似的

东西。 

在操作系统命令提示符下输入mysql将出现一个如下的简单提示： 

 

 

MySQL选项和参数  如果仅输入mysql，可能会出现一个错误

消息。因为可能需要安全证书，或者是因为MySQL没有运行

在本地或默认端口上。mysql接受你可以（和可能需要）使用

的一组命令行参数。例如，为了指定用户登录名ben，应该使

用mysql -u ben。为了给出用户名、主机名、端口和口令，

应该使用mysql -u ben -p -h myserver -P 9999。 

完整的命令行选项和参数列表可用mysql --help获得。 

当然，具体的版本和连接信息可能不同，但都可以使用这个实用程

序。请注意： 

 命令输入在mysql>之后； 

 命令用;或\g结束，换句话说，仅按Enter不执行命令； 

 输入help或\h获得帮助，也可以输入更多的文本获得特定命令的

帮助（如，输入help select获得使用SELECT语句的帮助）； 

 输入quit或exit退出命令行实用程序。 

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是使用最多的实用程序之一，它对于快速测试

和执行脚本（如前一章和附录B中的样例表创建和填充脚本）非常有价

值。事实上，本书中使用的所有输出例子都是从mysql命令行输出中抓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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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  即使你选择使用后面描述的某

个图形工具，也应该保证熟悉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因为它

是你可以安全地依靠的一个总是会被给出的客户机（因为它是

核心MySQL安装的一部分）。 

2.2.2 MySQL Administrator 

MySQL Administrator（MySQL管理器）是一个图形交互客户机，用

来简化MySQL服务器的管理。 

 

获得MySQL Administrator  MySQL Administrator不作为核心

MySQL 的 组 成 部 分 安 装 。 必 须 从 http://dev.mysql.com/ 

downloads/下载它（可得到用于Linux、Mac OS X和Windows

的版本，其源代码也可以下载）。 

MySQL Administrator提示输入服务器和登录信息（并且允许你保存

服务器定义供以后选择），然后显示允许选择不同视图的图标。其中： 

 Server Information（服务器信息）显示客户机和被连接的服务器的

状态和版本信息； 

 Service Control（服务控制）允许停止和启动MySQL以及指定服务

器特性； 

 User Administration（用户管理）用来定义MySQL用户、登录和权

限； 

 Catalogs（目录）列出可用的数据库并允许创建数据库和表。 

 

为本书创建数据源  可以使用Create New Schema选项为本书

的表和各章节创建一个数据源。书中各个例子使用一个名为

crashcourse的数据源，你可以使用这个名字，也可以使用自

己选择的名字。 

 

17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2.2 MySQL 工具  13 

 

 

快速访问其他工具  MySQL Administrator工具菜单包含有启

动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前面描述）和MySQL Query Browser

（MySQL查询浏览器）（下面描述）的选项。 

MySQL Query Browser也包含启动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和

MySQL Administrator的菜单选项。 

2.2.3  MySQL Query Browser 

MySQL Query Browser为一个图形交互客户机，用来编写和执行

MySQL命令。 

 

获得MySQL Query Browser  与MySQL Administrator一样，

MySQL Query Browser不作为核心MySQL安装的成分。也必须

从http://dev.mysql.com/downloads/下载它（可得到用于Linux、

Mac OS X和Windows的版本，其源代码也可以下载）。 

MySQL Query Browser要求输入服务器和登录信息（在MySQL Query 

Browser和MySQL Administrator之间共享保存的定义），然后显示应用界

面。注意下面几点。 

 输入MySQL命令到屏幕顶上的窗口中。在输入语句后，单击

Execute按钮把它提交给MySQL处理。 

 结果（如果有）显示在屏幕左边的大区域网格中。 

 多条语句和结果显示在它们自己的标签中，并且允许快速切换。 

 屏幕右边是一个标签，它列出所有可能的数据源（这里称为大纲），

展开任一数据源查看它的表，展开任一个表查看它的列。 

 你还可以选择表和列让MySQL Query Browser为你编写MySQL语

句。 

 Schemata（大纲）标签的右边是一个History（历史）标签，它保

持MySQL语句的执行历史。在需要测试不同版本的MySQL语句

时，它非常有用。 

 关于MySQL语法、函数等的帮助可在屏幕右下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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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 2 章  MySQL简介 

 

 

执行保存的脚本  可用MySQL Query Browser执行保存的脚

本（如用来创建和填充本书中使用的表的脚本）。为执行保存

的脚本，请选择File, Open Script，选择相应的脚本（它将显

示在一个新标签中），然后单击Execute按钮。 

2.3 小结 

本章介绍了什么是MySQL，并引入了几个客户机实用程序（一个命

令行实用程序，两个可选但强烈建议使用的图形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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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MySQL 

本章将学习如何连接和登录到MySQL，如何执行MySQL语句，以及

如何获得数据库和表的信息。 

3.1  连接 
在具有可供使用的MySQL DBMS和客户机软件之后，有必要简要讨

论一下如何连接到数据库。 

MySQL与所有客户机—服务器DBMS一样，要求在能执行命令之前登

录到DBMS。登录名可以与网络登录名不相同（假定你使用网络）。MySQL

在内部保存自己的用户列表，并且把每个用户与各种权限关联起来。 

在最初安装MySQL时，很可能会要求你输入一个管理登录（通常为

root）和一个口令。如果你使用的是自己的本地服务器，并且是简单地

试验一下MySQL，使用上述登录就可以了。但现实中，管理登录受到密

切保护（因为对它的访问授予了创建表、删除整个数据库、更改登录和

口令等完全的权限）。 

 

使用MySQL Administrator  MySQL Administrator Users视图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界面，可用来定义新用户，包括赋予口令和

访问权限。 

为了连接到MySQL，需要以下信息： 

 主机名（计算机名）——如果连接到本地MySQL服务器，为localhost； 

 端口（如果使用默认端口3306之外的端口）； 

第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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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合法的用户名； 

 用户口令（如果需要）。 

如第2章所述，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传递给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或

输入到MySQL Administrator和MySQL Query Browser的服务器连接屏幕。 

 使用其他客户机  如果你使用的客户机不是这里提到的客户

机，则为了连接到MySQL，仍然需要提供上述信息。 

在连接之后，你就可以访问你的登录名能够访问的任意数据库和表

了。（登录、访问控制和安全可参阅第28章。） 

3.2 选择数据库 
在你最初连接到MySQL时，没有任何数据库打开供你使用。在你能

执行任意数据库操作前，需要选择一个数据库。为此，可使用USE关键字。 

关键字(key word)  作为MySQL语言组成部分的一个保留字。决

不要用关键字命名一个表或列。附录E列出了MySQL的关键字。 

例如，为了使用crashcourse数据库，应该输入以下内容： 

 

 

USE语句并不返回任何结果。依赖于使用的客户机，显示某种

形式的通知。例如，这里显示出的Database changed消息是

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在数据库选择成功后显示的。 

 

使用MySQL Query Browser  在MySQL Query Browser中，双

击Schemata列表中列出的任一数据库以使用它。你看不到USE

命令的实际执行，但会看到被选择的数据库（黑体加亮），而

且应用标题栏将显示所选择的数据库名。 

记住，必须先使用USE打开数据库，才能读取其中的数据。 

 输入 

 输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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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了解数据库和表  17 

 

3.3  了解数据库和表 
如果你不知道可以使用的数据库名时怎么办？这时，MySQL 

Administrator和MySQL Query Browser怎样能显示可用的数据库列表？ 

数据库、表、列、用户、权限等的信息被存储在数据库和表中（MySQL

使用MySQL来存储这些信息）。不过，内部的表一般不直接访问。可用

MySQL的SHOW命令来显示这些信息（MySQL从内部表中提取这些信息）。

请看下面的例子： 

 

 

SHOW DATABASES;返回可用数据库的一个列表。包含在这个列

表中的可能是MySQL内部使用的数据库（如例子中的mysql和

information_schema）。当然，你自己的数据库列表可能看上去与这里的

不一样。 

为了获得一个数据库内的表的列表，使用SHOW TABLES;，如下所示： 

 

 

 输入 

 输出 

 分析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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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TABLES;返回当前选择的数据库内可用表的列表。 

SHOW也可以用来显示表列： 

 

 输出 
 

 

SHOW COLUMNS要求给出一个表名（这个例子中的 FROM 
customers），它对每个字段返回一行，行中包含字段名、数据

类型、是否允许NULL、键信息、默认值以及其他信息（如字段cust_id
的auto_increment）。 

 

什么是自动增量？  某些表列需要唯一值。例如，订单编号、

雇员ID或（如上面例子中所示的）顾客ID。在每个行添加到表

中时，MySQL可以自动地为每个行分配下一个可用编号，不

用在添加一行时手动分配唯一值（这样做必须记住最后一次使

用的值）。这个功能就是所谓的自动增量。如果需要它，则必

须在用CREATE语句创建表时把它作为表定义的组成部分。我们

将在第21章中介绍CREATE语句。 

 

 

DESCRIBE语句  MySQL支持用DESCRIBE作为SHOW COLUMNS 

FROM的一种快捷方式。换句话说，DESCRIBE customers;是
SHOW COLUMNS FROM customers;的一种快捷方式。 

所支持的其他SHOW语句还有： 

 输入 

 分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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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结  19 

 

 SHOW STATUS，用于显示广泛的服务器状态信息； 

 SHOW CREATE DATABASE和SHOW CREATE TABLE，分别用来显示创

建特定数据库或表的MySQL语句； 

 SHOW GRANTS，用来显示授予用户（所有用户或特定用户）的安

全权限； 

 SHOW ERRORS和SHOW WARNINGS，用来显示服务器错误或警告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客户机应用程序使用与这里相同的MySQL命令。显

示数据库和表的交互式列表、允许交互式创建和编辑表、便于数据录入

和编辑或允许管理用户账号和权限等的应用全都使用你可以直接执行的

相同的MySQL命令完成它们的工作。 

 进一步了解SHOW  请在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中，执行命令

HELP SHOW;显示允许的SHOW语句。 

 

 MySQL 5的新增内容 MySQL 5支持一个新的INFORMA- 

TION_SCHEMA命令，可用它来获得和过滤模式信息。 

3.4  小结 
本章介绍了如何连接和登录MySQL，如何用USE选择数据库，如何用

SHOW查看MySQL数据库、表和内部信息。在这些知识的帮助下，我们可

以进一步深入学习所有重要的SELECT语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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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索 数 据 

本章将介绍如何使用SELECT语句从表中检索一个或多个数据列。 

4.1  SELECT语句 
正如第1章所述，SQL语句是由简单的英语单词构成的。这些单词称

为关键字，每个SQL语句都是由一个或多个关键字构成的。大概，最经常

使用的SQL语句就是SELECT语句了。它的用途是从一个或多个表中检索

信息。 

为了使用SELECT检索表数据，必须至少给出两条信息——想选择什

么，以及从什么地方选择。 

4.2  检索单个列 
我们将从简单的SQL SELECT语句开始介绍，此语句如下所示： 

 

上述语句利用SELECT语句从products表中检索一个名为

prod_name的列。所需的列名在SELECT关键字之后给出，FROM

关键字指出从其中检索数据的表名。此语句的输出如下所示： 

 

第 4 章 

 输入 

 分析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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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检索单个列  21 

 

 

 

未排序数据  如果读者自己试验这个查询，可能会发现显示输

出的数据顺序与这里的不同。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如果没有

明确排序查询结果（下一章介绍），则返回的数据的顺序没有

特殊意义。返回数据的顺序可能是数据被添加到表中的顺序，

也可能不是。只要返回相同数目的行，就是正常的。 

如上的一条简单SELECT语句将返回表中所有行。数据没有过滤（过

滤将得出结果集的一个子集），也没有排序。以后几章将讨论这些内容。 

 

结束SQL语句  多条SQL语句必须以分号（；）分隔。MySQL

如同多数DBMS一样，不需要在单条SQL语句后加分号。但特

定的DBMS可能必须在单条SQL语句后加上分号。当然，如果

愿意可以总是加上分号。事实上，即使不一定需要，但加上

分号肯定没有坏处。如果你使用的是mysql命令行，必须加上

分号来结束SQL语句。 

 

 

SQL语句和大小写  请注意，SQL语句不区分大小写，因此

SELECT与select是相同的。同样，写成Select也没有关系。

许多SQL开发人员喜欢对所有SQL关键字使用大写，而对所有

列和表名使用小写，这样做使代码更易于阅读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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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定要认识到虽然SQL是不区分大小写的，但有些标识

符（如数据库名、表名、列名）可能不同：在MySQL 4.1及之

前的版本中，这些标识符默认是区分大小写的；在MySQL 4.1.1

版本中，这些标识符默认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最佳方式是按照大小写的惯例，且使用时保持一致。 

 

 

使用空格  在处理SQL语句时，其中所有空格都被忽略。SQL

语句可以在一行上给出，也可以分成许多行。多数SQL开发人

员认为将SQL语句分成多行更容易阅读和调试。 

4.3  检索多个列 
要想从一个表中检索多个列，使用相同的SELECT语句。唯一的不同

是必须在SELECT关键字后给出多个列名，列名之间必须以逗号分隔。 

 

当心逗号  在选择多个列时，一定要在列名之间加上逗号，但

最后一个列名后不加。如果在最后一个列名后加了逗号，将出

现错误。 

下面的SELECT语句从products表中选择3列： 

 

与前一个例子一样，这条语句使用SELECT语句从表products

中选择数据。在这个例子中，指定了3个列名，列名之间用逗

号分隔。此语句的输出如下： 

 

 输入 

 分析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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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检索所有列  23 

 

 

 

数据表示  从上述输出可以看到，SQL语句一般返回原始的、

无格式的数据。数据的格式化是一个表示问题，而不是一个

检索问题。因此，表示（对齐和显示上面的价格值，用货币

符号和逗号表示其金额）一般在显示该数据的应用程序中规

定。一般很少使用实际检索出的原始数据（没有应用程序提

供的格式）。 

4.4  检索所有列 
除了指定所需的列外（如上所述，一个或多个列），SELECT语句还可

以检索所有的列而不必逐个列出它们。这可以通过在实际列名的位置使

用星号（*）通配符来达到，如下所示： 

 

如果给定一个通配符（*），则返回表中所有列。列的顺序一般

是列在表定义中出现的顺序。但有时候并不是这样的，表的模

式的变化（如添加或删除列）可能会导致顺序的变化。 

 

使用通配符  一般，除非你确实需要表中的每个列，否则最

好别使用*通配符。虽然使用通配符可能会使你自己省事，不

用明确列出所需列，但检索不需要的列通常会降低检索和应

用程序的性能。 

 

 输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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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未知列  使用通配符有一个大优点。由于不明确指定列

名（因为星号检索每个列），所以能检索出名字未知的列。 

4.5 检索不同的行 
正如所见，SELECT返回所有匹配的行。但是，如果你不想要每个值

每次都出现，怎么办？例如，假如你想得出products表中产品的所有供

应商ID： 

 

 

SELECT语句返回14行（即使表中只有4个供应商），因为products表

中列出了14个产品。那么，如何检索出有不同值的列表呢？ 

解决办法是使用DISTINCT关键字，顾名思义，此关键字指示MySQL

只返回不同的值。 

 

SELECT DISTINCT vend_id告诉MySQL只返回不同（唯一）的

vend_id行，因此只返回4行，如下面的输出所示。如果使用

DISTINCT关键字，它必须直接放在列名的前面。 

 输入 

 输出 

 输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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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限制结果  25 

 

 

 

不能部分使用DISTINCT  DISTINCT关键字应用于所有列而

不仅是前置它的列。如果给出SELECT DISTINCT vend_id, 

prod_price，除非指定的两个列都不同，否则所有行都将被

检索出来。 

4.6 限制结果 
SELECT语句返回所有匹配的行，它们可能是指定表中的每个行。为

了返回第一行或前几行，可使用LIMIT子句。下面举一个例子： 

 

此语句使用SELECT语句检索单个列。LIMIT 5指示MySQL返回

不多于5行。此语句的输出如下所示： 

 

 

为得出下一个5行，可指定要检索的开始行和行数，如下所示： 

 

LIMIT 5, 5指示MySQL返回从行5开始的5行。第一个数为开始

位置，第二个数为要检索的行数。此语句的输出如下所示： 

 输出 

 输入 

 输出 

 分析 

 输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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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带一个值的LIMIT总是从第一行开始，给出的数为返回的行数。

带两个值的LIMIT可以指定从行号为第一个值的位置开始。 

 行0  检索出来的第一行为行0而不是行1。因此，LIMIT 1, 1
将检索出第二行而不是第一行。 

 

 

在行数不够时  LIMIT中指定要检索的行数为检索的最大行

数。如果没有足够的行（例如，给出LIMIT 10, 5，但只有13

行），MySQL将只返回它能返回的那么多行。 

 

 

MySQL 5的LIMIT语法  LIMIT 3, 4的含义是从行4开始的3

行还是从行3开始的4行？如前所述，它的意思是从行3开始的4

行，这容易把人搞糊涂。 

由于这个原因，MySQL 5支持LIMIT的另一种替代语法。LIMIT 

4 OFFSET 3意为从行3开始取4行，就像LIMIT 3, 4一样。 

4.7 使用完全限定的表名 
迄今为止使用的SQL例子只通过列名引用列。也可能会使用完全限定

的名字来引用列（同时使用表名和列字）。请看以下例子： 

 

这条SQL语句在功能上等于本章最开始使用的那一条语句，但这里指

 输出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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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小结  27 

 

定了一个完全限定的列名。 

表名也可以是完全限定的，如下所示： 

 

这条语句在功能上也等于刚使用的那条语句（当然，假定products

表确实位于crashcourse数据库中）。 

正如以后章节所介绍的那样，有一些情形需要完全限定名。现在，

需要注意这个语法，以便在遇到时知道它的作用。 

4.8  小结 
本章学习了如何使用SQL的SELECT语句来检索单个表列、多个表列

以及所有表列。下一章将讲授如何排序检索出来的数据。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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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检索数据 

本章将讲授如何使用SELECT语句的ORDER BY子句，根据需要排序检

索出的数据。 

5.1  排序数据 
正如前一章所述，下面的SQL语句返回某个数据库表的单个列。但请

看其输出，并没有特定的顺序。 

 

 

其实，检索出的数据并不是以纯粹的随机顺序显示的。如果不排

序，数据一般将以它在底层表中出现的顺序显示。这可以是数据最初

第５章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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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排序数据  29 

 

添加到表中的顺序。但是，如果数据后来进行过更新或删除，则此顺

序将会受到MySQL重用回收存储空间的影响。因此，如果不明确控

制的话，不能（也不应该）依赖该排序顺序。关系数据库设计理论认

为，如果不明确规定排序顺序，则不应该假定检索出的数据的顺序有

意义。 

子句（clause） SQL语句由子句构成，有些子句是必需的，而

有的是可选的。一个子句通常由一个关键字和所提供的数据组

成。子句的例子有SELECT语句的FROM子句，我们在前一章看到过这个子

句。 

为了明确地排序用SELECT语句检索出的数据，可使用ORDER BY子句。

ORDER BY子句取一个或多个列的名字，据此对输出进行排序。请看下面

的例子： 

 

这条语句除了指示MySQL对prod_name列以字母顺序排序数据

的ORDER BY子句外，与前面的语句相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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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第 5 章  排序检索数据 

 

 通过非选择列进行排序  通常，ORDER BY子句中使用的列将

是为显示所选择的列。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要这样，用非

检索的列排序数据是完全合法的。 

5.2  按多个列排序 
经常需要按不止一个列进行数据排序。例如，如果要显示雇员清单，

可能希望按姓和名排序（首先按姓排序，然后在每个姓中再按名排序）。

如果多个雇员具有相同的姓，这样做很有用。 

为了按多个列排序，只要指定列名，列名之间用逗号分开即可（就

像选择多个列时所做的那样）。 

下面的代码检索3个列，并按其中两个列对结果进行排序——首先按

价格，然后再按名称排序。 

 

 

重要的是理解在按多个列排序时，排序完全按所规定的顺序进行。

换句话说，对于上述例子中的输出，仅在多个行具有相同的prod_price

值时才对产品按prod_name进行排序。如果prod_price列中所有的值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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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指定排序方向  31 

 

唯一的，则不会按prod_name排序。 

5.3  指定排序方向 
数据排序不限于升序排序（从A到Z）。这只是默认的排序顺序，还可

以使用ORDER BY子句以降序（从Z到A）顺序排序。为了进行降序排序，

必须指定DESC关键字。 

下面的例子按价格以降序排序产品（最贵的排在最前面）： 

 

 

但是，如果打算用多个列排序怎么办？下面的例子以降序排序产品

（最贵的在最前面），然后再对产品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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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关键字只应用到直接位于其前面的列名。在上例中，只对

prod_price列指定DESC，对prod_name列不指定。因此，

prod_price列以降序排序，而prod_name列（在每个价格内）仍然按标准

的升序排序。 

 在多个列上降序排序  如果想在多个列上进行降序排序，必须

对每个列指定DESC关键字。 

与DESC相反的关键字是ASC（ASCENDING），在升序排序时可以指定它。

但实际上，ASC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升序是默认的（如果既不指定ASC也

不指定DESC，则假定为ASC）。 

 

区分大小写和排序顺序  在对文本性的数据进行排序时，A与

a相同吗？a位于B之前还是位于Z之后？这些问题不是理论问

题，其答案取决于数据库如何设置。 

在字典（dictionary）排序顺序中，A被视为与a相同，这是MySQL

（和大多数数据库管理系统）的默认行为。但是，许多数据库

管理员能够在需要时改变这种行为（如果你的数据库包含大量

外语字符，可能必须这样做）。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确实需要改变这种排序顺序，用简

单的ORDER BY子句做不到。你必须请求数据库管理员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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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小结  33 

 

使用ORDER BY和LIMIT的组合，能够找出一个列中最高或最低的值。

下面的例子演示如何找出最昂贵物品的值： 

 

 

prod_price DESC保证行是按照由最昂贵到最便宜检索的，而

LIMIT 1告诉MySQL仅返回一行。 

 

 

ORDER BY子句的位置  在给出ORDER BY子句时，应该保证它

位于FROM子句之后。如果使用LIMIT，它必须位于ORDER BY

之后。使用子句的次序不对将产生错误消息。 

5.4  小结 
本章学习了如何用SELECT语句的ORDER BY子句对检索出的数据进行

排序。这个子句必须是SELECT语句中的最后一条子句。可根据需要，利

用它在一个或多个列上对数据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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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滤 数 据 

本章将讲授如何使用SELECT语句的WHERE子句指定搜索条件。 

6.1  使用WHERE子句 
数据库表一般包含大量的数据，很少需要检索表中所有行。通常只

会根据特定操作或报告的需要提取表数据的子集。只检索所需数据需要

指定搜索条件（search criteria），搜索条件也称为过滤条件（ filter 

condition）。 

在SELECT语句中，数据根据WHERE子句中指定的搜索条件进行过滤。

WHERE子句在表名（FROM子句）之后给出，如下所示： 

 

这条语句从products表中检索两个列，但不返回所有行，只返

回prod_price值为2.50的行，如下所示： 

 

这个例子采用了简单的相等测试：它检查一个列是否具有指定的值，

据此进行过滤。但是SQL允许做的事情不仅仅是相等测试。 

第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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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WHERE 子句操作符  35 

 

 

SQL过滤与应用过滤  数据也可以在应用层过滤。为此目

的，SQL的SELECT语句为客户机应用检索出超过实际所需的

数据，然后客户机代码对返回数据进行循环，以提取出需要

的行。 

通常，这种实现并不令人满意。因此，对数据库进行了优化，

以便快速有效地对数据进行过滤。让客户机应用（或开发语言）

处理数据库的工作将会极大地影响应用的性能，并且使所创建

的应用完全不具备可伸缩性。此外，如果在客户机上过滤数据，

服务器不得不通过网络发送多余的数据，这将导致网络带宽的

浪费。 

 

 

WHERE子句的位置  在同时使用ORDER BY和WHERE子句时，应

该让ORDER BY位于WHERE之后，否则将会产生错误（关于ORDER 

BY的使用，请参阅第5章）。 

6.2  WHERE子句操作符 
我们在关于相等的测试时看到了第一个WHERE子句，它确定一个列是

否包含特定的值。MySQL支持表6-1列出的所有条件操作符。 

表6-1  WHERE子句操作符 

操 作 符 说  明 

= 等于 

<> 不等于 

!= 不等于 

< 小于 

<= 小于等于 

> 大于 

>= 大于等于 

BETWEEN 在指定的两个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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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检查单个值 

我们已经看到了测试相等的例子。再来看一个类似的例子： 

 

 

检查WHERE prod_name=‘fuses’语句，它返回prod_name的值

为Fuses的一行。MySQL在执行匹配时默认不区分大小写，所

以fuses与Fuses匹配。 

现在来看几个使用其他操作符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列出价格小于10美元的所有产品： 

 

 

下一条语句检索价格小于等于10美元的所有产品（输出的结果比第

一个例子输出的结果多两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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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WHERE 子句操作符  37 

 

 

6.2.2  不匹配检查 

以下例子列出不是由供应商1003制造的所有产品： 

 

 

 

何时使用引号  如果仔细观察上述WHERE子句中使用的条件，

会看到有的值括在单引号内（如前面使用的'fuses'），而有

的值未括起来。单引号用来限定字符串。如果将值与串类型的

列进行比较，则需要限定引号。用来与数值列进行比较的值不

用引号。 

下面是相同的例子，其中使用!=而不是<>操作符： 

 

6.2.3  范围值检查 

为了检查某个范围的值，可使用BETWEEN操作符。其语法与其他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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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句的操作符稍有不同，因为它需要两个值，即范围的开始值和结束值。

例如，BETWEEN操作符可用来检索价格在5美元和10美元之间或日期在指

定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之间的所有产品。 

下面的例子说明如何使用BETWEEN操作符，它检索价格在5美元和10

美元之间的所有产品：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在使用BETWEEN时，必须指定两个值

——所需范围的低端值和高端值。这两个值必须用AND关键字

分隔。BETWEEN匹配范围中所有的值，包括指定的开始值和结束值。 

6.2.4  空值检查 

在创建表时，表设计人员可以指定其中的列是否可以不包含值。在

一个列不包含值时，称其为包含空值NULL。 

NULL  无值（no value），它与字段包含0、空字符串或仅仅包含

空格不同。 

SELECT语句有一个特殊的WHERE子句，可用来检查具有NULL值的列。

这个WHERE子句就是IS NULL子句。其语法如下： 

 

这条语句返回没有价格（空prod_price字段，不是价格为0）的所有

产品，由于表中没有这样的行，所以没有返回数据。但是，customers

表确实包含有具有空值的列，如果在文件中没有某位顾客的电子邮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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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小结  39 

 

址，则cust_email列将包含NULL值： 

 

 

 

NULL与不匹配  在通过过滤选择出不具有特定值的行时，你

可能希望返回具有NULL值的行。但是，不行。因为未知具有

特殊的含义，数据库不知道它们是否匹配，所以在匹配过滤

或不匹配过滤时不返回它们。 

因此，在过滤数据时，一定要验证返回数据中确实给出了被

过滤列具有NULL的行。 

6.3  小结 
本章介绍了如何用SELECT语句的WHERE子句过滤返回的数据。我们学

习了如何对相等、不相等、大于、小于、值的范围以及NULL值等进行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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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过 滤 

本章讲授如何组合WHERE子句以建立功能更强的更高级的搜索条件。

我们还将学习如何使用NOT和IN操作符。 

7.1  组合WHERE子句 
第6章中介绍的所有WHERE子句在过滤数据时使用的都是单一的条

件。为了进行更强的过滤控制，MySQL允许给出多个WHERE子句。这些子

句可以两种方式使用：以AND子句的方式或OR子句的方式使用。 

操作符（operator） 用来联结或改变WHERE子句中的子句的关键

字。也称为逻辑操作符（logical operator）。 

7.1.1  AND操作符 

为了通过不止一个列进行过滤，可使用AND操作符给WHERE子句附加

条件。下面的代码给出了一个例子： 

 

此SQL语句检索由供应商1003制造且价格小于等于10美元的所

有产品的名称和价格。这条SELECT语句中的WHERE子句包含两

个条件，并且用AND关键字联结它们。AND指示DBMS只返回满足所有给

定条件的行。如果某个产品由供应商1003制造，但它的价格高于10美元，

则不检索它。类似，如果产品价格小于10美元，但不是由指定供应商制

造的也不被检索。这条SQL语句产生的输出如下： 

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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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组合 WHERE 子句  41 

 

 

AND  用在WHERE子句中的关键字，用来指示检索满足所有给定

条件的行。 

上述例子中使用了只包含一个关键字AND的语句，把两个过滤条件组

合在一起。还可以添加多个过滤条件，每添加一条就要使用一个AND。 

7.1.2  OR操作符 

OR操作符与AND操作符不同，它指示MySQL检索匹配任一条件的行。 

请看如下的SELECT语句： 

 

此SQL语句检索由任一个指定供应商制造的所有产品的产品

名和价格。OR操作符告诉DBMS匹配任一条件而不是同时匹配

两个条件。如果这里使用的是AND操作符，则没有数据返回（此时创建

的WHERE子句不会检索到匹配的产品）。这条SQL语句产生的输出如下： 

 

 输出 

 输入 

 输出 

 分析 
54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42  第 7 章  数 据 过 滤 

 

OR  WHERE子句中使用的关键字，用来表示检索匹配任一给定

条件的行。 

7.1.3  计算次序 

WHERE可包含任意数目的AND和OR操作符。允许两者结合以进行复杂

和高级的过滤。 

但是，组合AND和OR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来

看一个例子。假如需要列出价格为10美元（含）以上且由1002或1003制

造的所有产品。下面的SELECT语句使用AND和OR操作符的组合建立了一个

WHERE子句： 

 

 

请看上面的结果。返回的行中有两行价格小于10美元，显然，

返回的行未按预期的进行过滤。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计

算的次序。SQL（像多数语言一样）在处理OR操作符前，优先处理AND操

作符。当SQL看到上述WHERE子句时，它理解为由供应商1003制造的任何

价格为10美元（含）以上的产品，或者由供应商1002制造的任何产品，

而不管其价格如何。换句话说，由于AND在计算次序中优先级更高，操作

符被错误地组合了。 

此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使用圆括号明确地分组相应的操作符。请看下

面的SELECT语句及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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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IN 操作符  43 

 

 

这条SELECT语句与前一条的唯一差别是，这条语句中，前两个

条件用圆括号括了起来。因为圆括号具有较AND或OR操作符高

的计算次序，DBMS首先过滤圆括号内的OR条件。这时，SQL语句变成了

选择由供应商1002或1003制造的且价格都在10美元（含）以上的任何产

品，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在WHERE子句中使用圆括号  任何时候使用具有AND和OR操作

符的WHERE子句，都应该使用圆括号明确地分组操作符。不要

过分依赖默认计算次序，即使它确实是你想要的东西也是如

此。使用圆括号没有什么坏处，它能消除歧义。 

7.2  IN操作符 
圆括号在WHERE子句中还有另外一种用法。IN操作符用来指定条件范

围，范围中的每个条件都可以进行匹配。IN取合法值的由逗号分隔的清

单，全都括在圆括号中。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个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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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SELECT语句检索供应商1002和1003制造的所有产品。IN操

作符后跟由逗号分隔的合法值清单，整个清单必须括在圆括号

中。 

如果你认为IN操作符完成与OR相同的功能，那么你的这种猜测是对

的。下面的SQL语句完成与上面的例子相同的工作： 

 

 

为什么要使用IN操作符？其优点具体如下。 

 在使用长的合法选项清单时，IN操作符的语法更清楚且更直观。 

 在使用IN时，计算的次序更容易管理（因为使用的操作符更少）。 

 IN操作符一般比OR操作符清单执行更快。 

 IN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包含其他SELECT语句，使得能够更动态地建

立WHERE子句。第14章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IN  WHERE子句中用来指定要匹配值的清单的关键字，功能与OR

相当。 

7.3  NOT操作符 
WHERE子句中的NOT操作符有且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否定它之后所

跟的任何条件。 

NOT  WHERE子句中用来否定后跟条件的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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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小结  45 

 

下面的例子说明NOT的使用。为了列出除1002和1003之外的所有供应

商制造的产品，可编写如下的代码： 

 

 

这里的NOT否定跟在它之后的条件，因此，MySQL不是匹配1002

和 1003的 vend_id，而是匹配 1002和 1003之外供应商的

vend_id。 

为什么使用NOT？对于简单的WHERE子句，使用NOT确实没有什么优

势。但在更复杂的子句中，NOT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在与IN操作符联合

使用时，NOT使找出与条件列表不匹配的行非常简单。 

 

MySQL中的 NOT  MySQL支持使用 NOT对 IN、 BETWEEN和

EXISTS子句取反，这与多数其他DBMS允许使用NOT对各种条件

取反有很大的差别。 

7.4  小结 
本章讲授如何用AND和OR操作符组合成WHERE子句，而且还讲授了如

何明确地管理计算的次序，如何使用IN和NOT操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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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配符进行过滤 

本章介绍什么是通配符、如何使用通配符以及怎样使用LIKE操作符

进行通配搜索，以便对数据进行复杂过滤。 

8.1  LIKE操作符 
前面介绍的所有操作符都是针对已知值进行过滤的。不管是匹配一

个还是多个值，测试大于还是小于已知值，或者检查某个范围的值，共

同点是过滤中使用的值都是已知的。但是，这种过滤方法并不是任何时

候都好用。例如，怎样搜索产品名中包含文本anvil的所有产品？用简单

的比较操作符肯定不行，必须使用通配符。利用通配符可创建比较特定

数据的搜索模式。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你想找出名称包含anvil的所有产

品，可构造一个通配符搜索模式，找出产品名中任何位置出现anvil的产

品。 

通配符（wildcard） 用来匹配值的一部分的特殊字符。 

搜索模式（search pattern）①  由字面值、通配符或两者组合构

成的搜索条件。 

通配符本身实际是SQL的WHERE子句中有特殊含义的字符，SQL支持几

种通配符。 

                                                           
① 数据库中的schema（见1.1.2节）和pattern都译作“模式”，特此说明，请读者注意。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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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LIKE 操作符  47 

 

为在搜索子句中使用通配符，必须使用LIKE操作符。LIKE指示MySQL，

后跟的搜索模式利用通配符匹配而不是直接相等匹配进行比较。 

 

谓词 操作符何时不是操作符？答案是在它作为谓词（predi- 

cate）时。从技术上说，LIKE是谓词而不是操作符。虽然最终

的结果是相同的，但应该对此术语有所了解，以免在SQL文档

中遇到此术语时不知道。 

8.1.1  百分号（%）通配符 

最常使用的通配符是百分号（%）。在搜索串中，%表示任何字符出现

任意次数。例如，为了找出所有以词jet起头的产品，可使用以下SELECT

语句： 

 

 

此例子使用了搜索模式'jet%'。在执行这条子句时，将检索任

意以jet起头的词。%告诉MySQL接受jet之后的任意字符，不

管它有多少字符。 

 区分大小写  根据MySQL的配置方式，搜索可以是区分大小

写的。如果区分大小写，'jet%'与JetPack 1000将不匹配。

通配符可在搜索模式中任意位置使用，并且可以使用多个通配符。

下面的例子使用两个通配符，它们位于模式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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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模式'%anvil%'表示匹配任何位置包含文本anvil的值，而

不论它之前或之后出现什么字符。 

通配符也可以出现在搜索模式的中间，虽然这样做不太有用。下面

的例子找出以s起头以e结尾的所有产品：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除了一个或多个字符外，%还能匹配0个字符。%

代表搜索模式中给定位置的0个、1个或多个字符。 

 

注意尾空格  尾空格可能会干扰通配符匹配。例如，在保存词

anvil时，如果它后面有一个或多个空格，则子句 WHERE 

prod_name LIKE '%anvil'将不会匹配它们，因为在最后的l

后有多余的字符。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在搜索模

式最后附加一个%。一个更好的办法是使用函数（第11章将会

介绍）去掉首尾空格。 

 

注意NULL  虽然似乎%通配符可以匹配任何东西，但有一个例

外，即NULL。即使是WHERE prod_name LIKE '%'也不能匹配

用值NULL作为产品名的行。 

8.1.2  下划线（_）通配符 

另一个有用的通配符是下划线（_）。下划线的用途与%一样，但下划

线只匹配单个字符而不是多个字符。 

举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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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WHERE子句中的搜索模式给出了后面跟有文本的两个通配

符。结果只显示匹配搜索模式的行：第一行中下划线匹配1，

第二行中匹配2。.5 ton anvil产品没有匹配，因为搜索模式要求匹配两

个通配符而不是一个。对照一下，下面的SELECT语句使用%通配符，返回

三行产品： 

 

 

与%能匹配0个字符不一样，_总是匹配一个字符，不能多也不能少。 

8.2  使用通配符的技巧 
正如所见，MySQL的通配符很有用。但这种功能是有代价的：通配

符搜索的处理一般要比前面讨论的其他搜索所花时间更长。这里给出一

些使用通配符要记住的技巧。 

 不要过度使用通配符。如果其他操作符能达到相同的目的，应该

使用其他操作符。 

 在确实需要使用通配符时，除非绝对有必要，否则不要把它们用

在搜索模式的开始处。把通配符置于搜索模式的开始处，搜索起

来是最慢的。 

 仔细注意通配符的位置。如果放错地方，可能不会返回想要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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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总之，通配符是一种极重要和有用的搜索工具，以后我们经常会用

到它。 

8.3  小结 
本章介绍了什么是通配符以及如何在WHERE子句中使用SQL通配符，

并且还说明了通配符应该细心使用，不要过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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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则表达式 
进行搜索 

本章将学习如何在MySQL WHERE子句内使用正则表达式来更好地控

制数据过滤。 

9.1  正则表达式介绍 
前两章中的过滤例子允许用匹配、比较和通配操作符寻找数据。对

于基本的过滤（或者甚至是某些不那么基本的过滤），这样就足够了。但

随着过滤条件的复杂性的增加，WHERE子句本身的复杂性也有必要增加。 

这也就是正则表达式变得有用的地方。正则表达式是用来匹配文本

的特殊的串（字符集合）。如果你想从一个文本文件中提取电话号码，可

以使用正则表达式。如果你需要查找名字中间有数字的所有文件，可以

使用一个正则表达式。如果你想在一个文本块中找到所有重复的单词，

可以使用一个正则表达式。如果你想替换一个页面中的所有URL为这些

URL的实际HTML链接，也可以使用一个正则表达式（对于 后这个例子，

或者是两个正则表达式）。 

所有种类的程序设计语言、文本编辑器、操作系统等都支持正则表

达式。有见识的程序员和网络管理员已经关注作为他们技术工具重要内

容的正则表达式很长时间了。 

正则表达式用正则表达式语言来建立，正则表达式语言是用来完成

刚讨论的所有工作以及更多工作的一种特殊语言。与任意语言一样，正

则表达式具有你必须学习的特殊的语法和指令。 

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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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更多内容  完全覆盖正则表达式的内容超出了本书的范

围。虽然基础知识都在这里做了介绍，但对正则表达式更为透

彻的介绍可能还需要参阅作者的《正则表达式必知必会》①。

9.2  使用MySQL正则表达式 
那么，正则表达式与MySQL有何关系？已经说过，正则表达式的作

用是匹配文本，将一个模式（正则表达式）与一个文本串进行比较。MySQL

用WHERE子句对正则表达式提供了初步的支持，允许你指定正则表达式，

过滤SELECT检索出的数据。 

 

仅为正则表达式语言的一个子集  如果你熟悉正则表达式，需

要注意：MySQL仅支持多数正则表达式实现的一个很小的子

集。本章介绍MySQL支持的大多数内容。 

我们举几个例子，更清晰地描述正则表达式的概念。 

9.2.1  基本字符匹配 

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开始。下面的语句检索列prod_name包含

文本1000的所有行： 

 

 

除关键字LIKE被REGEXP替代外，这条语句看上去非常像使用

LIKE的语句（第8章）。它告诉MySQL：REGEXP后所跟的东西作

为正则表达式（与文字正文1000匹配的一个正则表达式）处理。 

                                                           
① 已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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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费力地使用正则表达式？在刚才的例子中，正则表达式确

实没有带来太多好处（可能还会降低性能），不过，请考虑下面的例子： 

 

 

这里使用了正则表达式.000。.是正则表达式语言中一个特殊

的字符。它表示匹配任意一个字符，因此，1000和2000都匹配

且返回。 

当然，这个特殊的例子也可以用LIKE和通配符来完成（参阅第8章）。 

 

LIKE与REGEXP  在LIKE和REGEXP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请

看以下两条语句： 

 

 

如果执行上述两条语句，会发现第一条语句不返回数据，而第

二条语句返回一行。为什么？ 

正如第8章所述，LIKE匹配整个列。如果被匹配的文本在列值

中出现，LIKE将不会找到它，相应的行也不被返回（除非使用

通配符）。而REGEXP在列值内进行匹配，如果被匹配的文本在

列值中出现，REGEXP将会找到它，相应的行将被返回。这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差别。 

那么，REGEXP能不能用来匹配整个列值（从而起与LIKE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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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答案是肯定的，使用^和$定位符（anchor）即可，

本章后面介绍。 

 

 

匹配不区分大小写  MySQL中的正则表达式匹配（自版本

3.23.4后）不区分大小写（即，大写和小写都匹配）。为区分大

小写，可使用BINARY关键字，如WHERE prod_name REGEXP 

BINARY 'JetPack .000'。 

9.2.2  进行OR匹配 

为搜索两个串之一（或者为这个串，或者为另一个串），使用|，如

下所示： 

 

 

语句中使用了正则表达式1000|2000。|为正则表达式的OR操作

符。它表示匹配其中之一，因此1000和2000都匹配并返回。 

使用|从功能上类似于在SELECT语句中使用OR语句，多个OR条件可并

入单个正则表达式。 

 两个以上的OR条件  可以给出两个以上的OR条件。例如，

'1000 | 2000 | 3000'将匹配1000或2000或3000。 

9.2.3  匹配几个字符之一 

匹配任何单一字符。但是，如果你只想匹配特定的字符，怎么办？

可通过指定一组用[和]括起来的字符来完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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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使用了正则表达式[123] Ton。[123]定义一组字符，它

的意思是匹配1或2或3，因此，1 ton和2 ton都匹配且返回（没

有3 ton）。 

正如所见，[]是另一种形式的OR语句。事实上，正则表达式[123]Ton

为[1|2|3]Ton的缩写，也可以使用后者。但是，需要用[]来定义OR语句

查找什么。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请看下面的例子： 

 

 

这并不是期望的输出。两个要求的行被检索出来，但还检索出

了另外3行。之所以这样是由于MySQL假定你的意思是'1'或

'2'或'3 ton'。除非把字符|括在一个集合中，否则它将应用于整个串。 

字符集合也可以被否定，即，它们将匹配除指定字符外的任何东西。

为否定一个字符集，在集合的开始处放置一个^即可。因此，尽管[123]

匹配字符1、2或3，但[^123]却匹配除这些字符外的任何东西。 

9.2.4  匹配范围 
集合可用来定义要匹配的一个或多个字符。例如，下面的集合将匹

配数字0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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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这种类型的集合，可使用-来定义一个范围。下面的式子功能

上等同于上述数字列表： 
 

范围不限于完整的集合，[1-3]和[6-9]也是合法的范围。此外，范

围不一定只是数值的，[a-z]匹配任意字母字符。 

举一个例子： 

 

 

这里使用正则表达式[1-5] Ton。[1-5]定义了一个范围，这个

表达式意思是匹配1到5，因此返回3个匹配行。由于5 ton匹配，

所以返回.5 ton。 

9.2.5  匹配特殊字符 
正则表达式语言由具有特定含义的特殊字符构成。我们已经看到.、[]、

|和-等，还有其他一些字符。请问，如果你需要匹配这些字符，应该怎么

办呢？例如，如果要找出包含.字符的值，怎样搜索？请看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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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期望的输出，.匹配任意字符，因此每个行都被检索出

来。 

为了匹配特殊字符，必须用\\为前导。\\-表示查找-，\\.表示查找.。 

 

 

这才是期望的输出。\\.匹配.，所以只检索出一行。这种处理

就是所谓的转义（escaping），正则表达式内具有特殊意义的所

有字符都必须以这种方式转义。这包括.、|、[]以及迄今为止使用过的

其他特殊字符。 

\\也用来引用元字符（具有特殊含义的字符），如表9-1所列。 

表9-1  空白元字符 

元 字 符 说  明 
\\f 换页 

\\n 换行 

\\r 回车 

\\t 制表 

\\v 纵向制表 

 

 
匹配\  为了匹配反斜杠（\）字符本身，需要使用\\\。 

 

 

\或\\?  多数正则表达式实现使用单个反斜杠转义特殊字符，

以便能使用这些字符本身。但MySQL要求两个反斜杠（MySQL

自己解释一个，正则表达式库解释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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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匹配字符类 

存在找出你自己经常使用的数字、所有字母字符或所有数字字母字

符等的匹配。为更方便工作，可以使用预定义的字符集，称为字符类

（character class）。表9-2列出字符类以及它们的含义。 

表9-2  字符类 

类 说  明 
[:alnum:] 任意字母和数字（同[a-zA-Z0-9]） 

[:alpha:] 任意字符（同[a-zA-Z]） 

[:blank:] 空格和制表（同[\\t]） 

[:cntrl:] ASCII控制字符（ASCII 0到31和127） 

[:digit:] 任意数字（同[0-9]） 

[:graph:] 与[:print:]相同，但不包括空格 

[:lower:] 任意小写字母（同[a-z]） 

[:print:] 任意可打印字符 

[:punct:] 既不在[:alnum:]又不在[:cntrl:]中的任意字符 

[:space:] 包括空格在内的任意空白字符（同[\\f\\n\\r\\t\\v]） 

[:upper:] 任意大写字母（同[A-Z]） 

[:xdigit:] 任意十六进制数字（同[a-fA-F0-9]） 

9.2.7  匹配多个实例 

目前为止使用的所有正则表达式都试图匹配单次出现。如果存在一

个匹配，该行被检索出来，如果不存在，检索不出任何行。但有时需要

对匹配的数目进行更强的控制。例如，你可能需要寻找所有的数，不管

数中包含多少数字，或者你可能想寻找一个单词并且还能够适应一个尾

随的s（如果存在），等等。 

这可以用表9-3列出的正则表达式重复元字符来完成。 

表9-3  重复元字符 

元 字 符 说  明 
* 0个或多个匹配 

+ 1个或多个匹配（等于{1,}） 

? 0个或1个匹配（等于{0,1}） 

{n} 指定数目的匹配 

{n,} 不少于指定数目的匹配 

{n,m} 匹配数目的范围（m不超过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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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几个例子。 

 

 

正则表达式\\([0-9] sticks?\\)需要解说一下。\\(匹配)，

[0-9]匹配任意数字（这个例子中为1和5），sticks?匹配stick

和sticks（s后的?使s可选，因为?匹配它前面的任何字符的0次或1次出

现），\\)匹配)。没有?，匹配stick和sticks会非常困难。 

以下是另一个例子。这次我们打算匹配连在一起的4位数字： 

 

 

如前所述，[:digit:]匹配任意数字，因而它为数字的一个集

合。{4}确切地要求它前面的字符（任意数字）出现4次，所以

[[:digit:]]{4}匹配连在一起的任意4位数字。 

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正则表达式时，编写某个特殊的表达式几乎

总是有不止一种方法。上面的例子也可以如下编写： 

 

9.2.8  定位符 

目前为止的所有例子都是匹配一个串中任意位置的文本。为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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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位置的文本，需要使用表9-4列出的定位符。 

表9-4  定位元字符 

元 字 符 说  明 

^ 文本的开始 

$ 文本的结尾 

[[:<:]] 词的开始 

[[:>:]] 词的结尾 

例如，如果你想找出以一个数（包括以小数点开始的数）开始的所

有产品，怎么办？简单搜索[0-9\\.]（或[[:digit:]\\.]）不行，因为

它将在文本内任意位置查找匹配。解决办法是使用^定位符，如下所示： 

 

 

^匹配串的开始。因此，^[0-9\\.]只在.或任意数字为串中第

一个字符时才匹配它们。没有^，则还要多检索出4个别的行（那

些中间有数字的行）。 

 

^的双重用途  ^有两种用法。在集合中（用[和]定义），用它

来否定该集合，否则，用来指串的开始处。 

 

 

使REGEXP起类似LIKE的作用  本章前面说过，LIKE和REGEXP

的不同在于，LIKE匹配整个串而REGEXP匹配子串。利用定位

符，通过用^开始每个表达式，用$结束每个表达式，可以使

REGEXP的作用与LIKE一样。 

 

 输入 

 输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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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正则表达式测试  可以在不使用数据库表的情况下用

SELECT来测试正则表达式。REGEXP检查总是返回0（没有匹配）

或1（匹配）。可以用带文字串的REGEXP来测试表达式，并试

验它们。相应的语法如下： 

 

这个例子显然将返回0（因为文本hello中没有数字）。 

9.3  小结 
本章介绍了正则表达式的基础知识，学习了如何在MySQL的SELECT

语句中通过REGEXP关键字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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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计算字段 

本章介绍什么是计算字段，如何创建计算字段以及怎样从应用程序

中使用别名引用它们。 

10.1  计算字段 
存储在数据库表中的数据一般不是应用程序所需要的格式。下面举

几个例子。 

 如果想在一个字段中既显示公司名，又显示公司的地址，但这两

个信息一般包含在不同的表列中。 

 城市、州和邮政编码存储在不同的列中（应该这样），但邮件标签

打印程序却需要把它们作为一个恰当格式的字段检索出来。 

 列数据是大小写混合的，但报表程序需要把所有数据按大写表示

出来。 

 物品订单表存储物品的价格和数量，但不需要存储每个物品的总

价格（用价格乘以数量即可）。为打印发票，需要物品的总价格。 

 需要根据表数据进行总数、平均数计算或其他计算。 

在上述每个例子中，存储在表中的数据都不是应用程序所需要的。

我们需要直接从数据库中检索出转换、计算或格式化过的数据；而不是

检索出数据，然后再在客户机应用程序或报告程序中重新格式化。 

这就是计算字段发挥作用的所在了。与前面各章介绍过的列不同，

计算字段并不实际存在于数据库表中。计算字段是运行时在SELECT语句

内创建的。 

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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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field） 基本上与列（column）的意思相同，经常互换使

用，不过数据库列一般称为列，而术语字段通常用在计算字段的

连接上。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只有数据库知道SELECT语句中哪些列是实际的

表列，哪些列是计算字段。从客户机（如应用程序）的角度来看，计算

字段的数据是以与其他列的数据相同的方式返回的。 

 

客户机与服务器的格式  可在SQL语句内完成的许多转换

和格式化工作都可以直接在客户机应用程序内完成。但一

般来说，在数据库服务器上完成这些操作比在客户机中完

成要快得多，因为DBMS是设计来快速有效地完成这种处

理的。 

10.2  拼接字段 
为了说明如何使用计算字段，举一个创建由两列组成的标题的简单

例子。 

vendors表包含供应商名和位置信息。假如要生成一个供应商报表，

需要在供应商的名字中按照name(location)这样的格式列出供应商的位

置。 

此报表需要单个值，而表中数据存储在两个列vend_name和vend_ 

country中。此外，需要用括号将vend_country括起来，这些东西都没有

明确存储在数据库表中。我们来看看怎样编写返回供应商名和位置的

SELECT语句。 

拼接（concatenate） 将值联结到一起构成单个值。 

解决办法是把两个列拼接起来。在MySQL的SELECT语句中，可使用

Concat()函数来拼接两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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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的不同之处   多数DBMS使用+或||来实现拼接，

MySQL则使用Concat()函数来实现。当把SQL语句转换成

MySQL语句时一定要把这个区别铭记在心。 

 

 

Concat()拼接串，即把多个串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较长的串。

Concat()需要一个或多个指定的串，各个串之间用逗号分隔。

上面的SELECT语句连接以下4个元素： 

 存储在vend_name列中的名字； 

 包含一个空格和一个左圆括号的串； 

 存储在vend_country列中的国家； 

 包含一个右圆括号的串。 

从上述输出中可以看到，SELECT语句返回包含上述4个元素的单个列

（计算字段）。 

在第8章中曾提到通过删除数据右侧多余的空格来整理数据，这可以

使用MySQL的RTrim()函数来完成，如下所示： 

 

RTrim()函数去掉值右边的所有空格。通过使用RTrim()，各个

列都进行了整理。 

 输入 

 分析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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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函数  MySQL除了支持RTrim()（正如刚才所见，它去掉

串右边的空格），还支持LTrim()（去掉串左边的空格）以及

Trim()（去掉串左右两边的空格）。 

使用别名 

从前面的输出中可以看到，SELECT语句拼接地址字段工作得很好。

但此新计算列的名字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没有名字，它只是一个值。如

果仅在SQL查询工具中查看一下结果，这样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一个未

命名的列不能用于客户机应用中，因为客户机没有办法引用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QL支持列别名。别名（alias）是一个字段或值

的替换名。别名用AS关键字赋予。请看下面的SELECT语句： 

 

 

SELECT语句本身与以前使用的相同，只不过这里的语句中计算

字段之后跟了文本AS vend_title。它指示SQL创建一个包含

指定计算的名为vend_title的计算字段。从输出中可以看到，结果与以

前的相同，但现在列名为vend_title，任何客户机应用都可以按名引用

这个列，就像它是一个实际的表列一样。 

 

别名的其他用途  别名还有其他用途。常见的用途包括在实际

的表列名包含不符合规定的字符（如空格）时重新命名它，在

原来的名字含混或容易误解时扩充它，等等。 

 输入 

 输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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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列  别名有时也称为导出列（derived column），不管称为

什么，它们所代表的都是相同的东西。 

10.3  执行算术计算 
计算字段的另一常见用途是对检索出的数据进行算术计算。举一个

例子，orders表包含收到的所有订单，orderitems表包含每个订单中的

各项物品。下面的SQL语句检索订单号20005中的所有物品： 

 

 

item_price列包含订单中每项物品的单价。如下汇总物品的价格（单

价乘以订购数量）： 

 

 

输出中显示的expanded_price列为一个计算字段，此计算为

quantity*item_price。客户机应用现在可以使用这个新计算

列，就像使用其他列一样。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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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支持表10-1中列出的基本算术操作符。此外，圆括号可用来

区分优先顺序。关于优先顺序的介绍，请参阅第7章。 

表10-1  MySQL算术操作符 

操 作 符 说  明 
+ 加 

- 减 

* 乘 

/ 除 

 

 

如何测试计算  SELECT提供了测试和试验函数与计算的一个

很好的办法。虽然SELECT通常用来从表中检索数据，但可以

省略FROM子句以便简单地访问和处理表达式。例如，SELECT 

3*2;将返回6，SELECT Trim('abc');将返回abc，而SELECT 

Now()利用Now()函数返回当前日期和时间。通过这些例子，

可以明白如何根据需要使用SELECT进行试验。 

10.4  小结 
本章介绍了计算字段以及如何创建计算字段。我们用例子说明了计

算字段在串拼接和算术计算的用途。此外，还学习了如何创建和使用别

名，以便应用程序能引用计算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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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处理函数 

本章介绍什么是函数，MySQL支持何种函数，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函数。 

11.1  函数 
与其他大多数计算机语言一样，SQL支持利用函数来处理数据。函数

一般是在数据上执行的，它给数据的转换和处理提供了方便。 

在前一章中用来去掉串尾空格的RTrim()就是一个函数的例子。 

 

函数没有SQL的可移植性强  能运行在多个系统上的代码称

为可移植的（portable）。相对来说，多数SQL语句是可移植的，

在SQL实现之间有差异时，这些差异通常不那么难处理。而函

数的可移植性却不强。几乎每种主要的DBMS的实现都支持其

他实现不支持的函数，而且有时差异还很大。 

为了代码的可移植，许多SQL程序员不赞成使用特殊实现的功

能。虽然这样做很有好处，但不总是利于应用程序的性能。如

果不使用这些函数，编写某些应用程序代码会很艰难。必须利

用其他方法来实现DBMS非常有效地完成的工作。 

如果你决定使用函数，应该保证做好代码注释，以便以后你（或

其他人）能确切地知道所编写SQL代码的含义。 

11.2  使用函数 
大多数SQL实现支持以下类型的函数。 

 用于处理文本串（如删除或填充值，转换值为大写或小写）的文

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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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函数。 

 用于在数值数据上进行算术操作（如返回绝对值，进行代数运算）

的数值函数。 

 用于处理日期和时间值并从这些值中提取特定成分（例如，返回

两个日期之差，检查日期有效性等）的日期和时间函数。 

 返回DBMS正使用的特殊信息（如返回用户登录信息，检查版本

细节）的系统函数。 

11.2.1 文本处理函数 

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过一个文本处理函数的例子，其中使用RTrim()

函数来去除列值右边的空格。下面是另一个例子，这次使用Upper()函数： 

 

 

 

正如所见，Upper()将文本转换为大写，因此本例子中每个供

应商都列出两次，第一次为vendors表中存储的值，第二次作

为列vend_name_upcase转换为大写。 

表11-1列出了某些常用的文本处理函数。 

表11-1  常用的文本处理函数 

函  数 说  明 
Left() 返回串左边的字符 

Length() 返回串的长度 

Locate() 找出串的一个子串 

Lower() 将串转换为小写 

LTrim() 去掉串左边的空格 

Right() 返回串右边的字符 

 输入 

 输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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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函  数 说  明 
RTrim() 去掉串右边的空格 

Soundex() 返回串的SOUNDEX值 

SubString() 返回子串的字符 

Upper() 将串转换为大写 

表11-1中的SOUNDEX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SOUNDEX是一个将任何文

本串转换为描述其语音表示的字母数字模式的算法。SOUNDEX考虑了类似

的发音字符和音节，使得能对串进行发音比较而不是字母比较。虽然

SOUNDEX不是SQL概念，但MySQL（就像多数DBMS一样）都提供对

SOUNDEX的支持。 

下面给出一个使用Soundex()函数的例子。customers表中有一个顾

客Coyote Inc.，其联系名为Y.Lee。但如果这是输入错误，此联系名实

际应该是Y.Lie，怎么办？显然，按正确的联系名搜索不会返回数据，如

下所示： 

 

 

现在试一下使用Soundex()函数进行搜索，它匹配所有发音类似于

Y.Lie的联系名： 

 

 

在这个例子中，WHERE子句使用Soundex()函数来转换cust_ 

contact列值和搜索串为它们的SOUNDEX值。因为Y.Lee和

Y.Lie发音相似，所以它们的SOUNDEX值匹配，因此WHERE子句正确地过滤

出了所需的数据。 

 输入 

 输出 

 输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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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2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11.2  使用函数  71 

 

11.2.2 日期和时间处理函数 

日期和时间采用相应的数据类型和特殊的格式存储，以便能快速和

有效地排序或过滤，并且节省物理存储空间。 

一般，应用程序不使用用来存储日期和时间的格式，因此日期和时

间函数总是被用来读取、统计和处理这些值。由于这个原因，日期和时

间函数在MySQL语言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表11-2列出了某些常用的日期和时间处理函数。 

表11-2  常用日期和时间处理函数 

函  数 说  明 
AddDate() 增加一个日期（天、周等） 

AddTime() 增加一个时间（时、分等） 

CurDate() 返回当前日期 

CurTime() 返回当前时间 

Date() 返回日期时间的日期部分 

DateDiff() 计算两个日期之差 

Date_Add() 高度灵活的日期运算函数 

Date_Format() 返回一个格式化的日期或时间串 

Day() 返回一个日期的天数部分 

DayOfWeek() 对于一个日期，返回对应的星期几 

Hour() 返回一个时间的小时部分 

Minute() 返回一个时间的分钟部分 

Month() 返回一个日期的月份部分 

Now() 返回当前日期和时间 

Second() 返回一个时间的秒部分 

Time() 返回一个日期时间的时间部分 

Year() 返回一个日期的年份部分 

这是重新复习用WHERE进行数据过滤的一个好时机。迄今为止，我

们都是用比较数值和文本的WHERE子句过滤数据，但数据经常需要用日

期进行过滤。用日期进行过滤需要注意一些别的问题和使用特殊的

MySQL函数。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MySQL使用的日期格式。无论你什么时候指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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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日期，不管是插入或更新表值还是用WHERE子句进行过滤，日期必须为

格式yyyy-mm-dd。因此，2005年9月1日，给出为2005-09-01。虽然其他的

日期格式可能也行，但这是首选的日期格式，因为它排除了多义性（如，

04/05/06是2006年5月4日或2006年4月5日或2004年5月6日或……）。 

 

应该总是使用4位数字的年份  支持2位数字的年份，MySQL

处理00-69为2000-2069，处理70-99为1970-1999。虽然它们可

能是打算要的年份，但使用完整的4位数字年份更可靠，因为

MySQL不必做出任何假定。 

因此，基本的日期比较应该很简单： 

 

 

此SELECT语句正常运行。它检索出一个订单记录，该订单记录

的order_date为2005-09-01。 

但是，使用WHERE order_date = '2005-09-01'可靠吗？order_ 

date的数据类型为datetime。这种类型存储日期及时间值。样例表中

的值全都具有时间值00:00:00，但实际中很可能并不总是这样。如果

用当前日期和时间存储订单日期（因此你不仅知道订单日期，还知道

下订单当天的时间），怎么办？比如，存储的 order_date值为

2005-09-01 11:30:05，则WHERE order_date = '2005-09-01'失败。

即使给出具有该日期的一行，也不会把它检索出来，因为WHERE匹配失

败。 

解决办法是指示MySQL仅将给出的日期与列中的日期部分进行比

较，而不是将给出的日期与整个列值进行比较。为此，必须使用Date()

函数。Date(order_date)指示MySQL仅提取列的日期部分，更可靠的

SELECT语句为： 

 输入 

 输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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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的是日期，请使用Date()  如果你想要的仅是日期，

则使用Date()是一个良好的习惯，即使你知道相应的列只包

含日期也是如此。这样，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表中以后有日期和

时间值，你的SQL代码也不用改变。当然，也存在一个Time()

函数，在你只想要时间时应该使用它。 

Date()和Time()都是在MySQL 4.1.1中第一次引入的。 

在你知道了如何用日期进行相等测试后，其他操作符（在第6章中介

绍）的使用也就很清楚了。 

不过，还有一种日期比较需要说明。如果你想检索出2005年9月下的

所有订单，怎么办？简单的相等测试不行，因为它也要匹配月份中的天

数。有几种解决办法，其中之一如下所示： 

 

 

其中，BETWEEN操作符用来把2005-09-01和2005-09-30定义为

一个要匹配的日期范围。 

还有另外一种办法（一种不需要记住每个月中有多少天或不需要操

心闰年2月的办法）： 

 

Year()是一个从日期（或日期时间）中返回年份的函数。类似，

Month()从日期中返回月份。因此，WHERE Year(order_date) 

 输入 

 输入 

 输出 

 分析 

 输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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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AND Month(order_date) = 9检索出order_date为2005年9月的

所有行。 

 

MySQL的版本差异  MySQL 4.1.1中增加了许多日期和时间

函数。如果你使用的是更早的MySQL版本，应该查阅具体的

文档以确定可以使用哪些函数。 

11.2.3 数值处理函数 

数值处理函数仅处理数值数据。这些函数一般主要用于代数、三角

或几何运算，因此没有串或日期—时间处理函数的使用那么频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主要DBMS的函数中，数值函数是最一致最统

一的函数。表11-3列出一些常用的数值处理函数。 

表11-3  常用数值处理函数 

函  数 说  明 
Abs() 返回一个数的绝对值 

Cos() 返回一个角度的余弦 

Exp() 返回一个数的指数值 

Mod() 返回除操作的余数 

Pi() 返回圆周率 

Rand() 返回一个随机数 

Sin() 返回一个角度的正弦 

Sqrt() 返回一个数的平方根 

Tan() 返回一个角度的正切 

11.3  小结 
本章介绍了如何使用SQL的数据处理函数，并着重介绍了日期处理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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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总 数 据 

本章介绍什么是SQL的聚集函数以及如何利用它们汇总表的数据。 

12.1  聚集函数 
我们经常需要汇总数据而不用把它们实际检索出来，为此MySQL提

供了专门的函数。使用这些函数，MySQL查询可用于检索数据，以便分

析和报表生成。这种类型的检索例子有以下几种。 

 确定表中行数（或者满足某个条件或包含某个特定值的行数）。 
 获得表中行组的和。 
 找出表列（或所有行或某些特定的行）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

值。 

上述例子都需要对表中数据（而不是实际数据本身）汇总。因此，

返回实际表数据是对时间和处理资源的一种浪费（更不用说带宽了）。重

复一遍，实际想要的是汇总信息。 

为方便这种类型的检索，MySQL给出了5个聚集函数，见表12-1。
这些函数能进行上述罗列的检索。 

聚集函数（aggregate function） 运行在行组上，计算和返回单

个值的函数。 

 

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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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表12-1  SQL聚集函数 

函  数 说  明 

AVG() 返回某列的平均值 

COUNT() 返回某列的行数 

MAX() 返回某列的最大值 

MIN() 返回某列的最小值 

SUM() 返回某列值之和 

以下说明各函数的使用。 

 

标准偏差 MySQL还支持一系列的标准偏差聚集函数，但本书

并未涉及这些内容。 

12.1.1  AVG()函数 

AVG()通过对表中行数计数并计算特定列值之和，求得该列的平均

值。AVG()可用来返回所有列的平均值，也可以用来返回特定列或行的平

均值。 

下面的例子使用AVG()返回products表中所有产品的平均价格： 

 

 

此SELECT语句返回值avg_Price，它包含products表中所有

产品的平均价格。如第10章所述，avg_price是一个别名。 

AVG()也可以用来确定特定列或行的平均值。下面的例子返回特定供

应商所提供产品的平均价格： 

 

 输入 

 输出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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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聚集函数  77 

 

 分析 

 分析 

 

这条SELECT语句与前一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包含了WHERE子

句。此WHERE子句仅过滤出vend_id为1003的产品，因此

avg_price中返回的值只是该供应商的产品的平均值。 

 

只用于单个列  AVG()只能用来确定特定数值列的平均值，而

且列名必须作为函数参数给出。为了获得多个列的平均值，

必须使用多个AVG()函数。 

 

 NULL值  AVG()函数忽略列值为NULL的行。 

12.1.2  COUNT()函数 

COUNT()函数进行计数。可利用COUNT()确定表中行的数目或符合特

定条件的行的数目。 

COUNT()函数有两种使用方式。 

 使用COUNT(*)对表中行的数目进行计数，不管表列中包含的是空

值（NULL）还是非空值。 
 使用COUNT(column)对特定列中具有值的行进行计数，忽略

NULL值。 

下面的例子返回customers表中客户的总数： 

 

 

在此例子中，利用COUNT(*)对所有行计数，不管行中各列有

什么值。计数值在num_cust中返回。 

 输出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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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分析 

下面的例子只对具有电子邮件地址的客户计数： 

 

 

这条SELECT语句使用COUNT(cust_email)对cust_email列

中有值的行进行计数。在此例子中，cust_email的计数为3（表

示5个客户中只有3个客户有电子邮件地址）。 

 

NULL值  如果指定列名，则指定列的值为空的行被COUNT()

函数忽略，但如果COUNT()函数中用的是星号（*），则不忽

略。 

12.1.3  MAX()函数 

MAX()返回指定列中的最大值。MAX()要求指定列名，如下所示： 

 

 

这里，MAX()返回products表中最贵的物品的价格。 

 

对非数值数据使用MAX()  虽然MAX()一般用来找出最大的

数值或日期值，但MySQL允许将它用来返回任意列中的最大

值，包括返回文本列中的最大值。在用于文本数据时，如果数

据按相应的列排序，则MAX()返回最后一行。 

 

 NULL值  MAX()函数忽略列值为NULL的行。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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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聚集函数  79 

 

 分析 

12.1.4  MIN()函数 

MIN()的功能正好与MAX()功能相反，它返回指定列的最小值。与

MAX()一样，MIN()要求指定列名，如下所示： 

 

 

其中MIN()返回products表中最便宜物品的价格。 
 

 

对非数值数据使用MIN()  MIN()函数与MAX()函数类似，

MySQL允许将它用来返回任意列中的最小值，包括返回文本

列中的最小值。在用于文本数据时，如果数据按相应的列排序，

则MIN()返回最前面的行。 

 

 NULL值  MIN()函数忽略列值为NULL的行。 

12.1.5  SUM()函数 

SUM()用来返回指定列值的和（总计）。 

下面举一个例子，orderitems表包含订单中实际的物品，每个物品

有相应的数量（quantity）。可如下检索所订购物品的总数（所有

quantity值之和）：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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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分析 

函数SUM(quantity)返回订单中所有物品数量之和，WHERE子

句保证只统计某个物品订单中的物品。 

SUM()也可以用来合计计算值。在下面的例子中，合计每项物品的

item_price*quantity，得出总的订单金额： 

 

 

函数SUM(item_price*quantity)返回订单中所有物品价钱

之和，WHERE子句同样保证只统计某个物品订单中的物品。 

 在多个列上进行计算  如本例所示，利用标准的算术操作符，

所有聚集函数都可用来执行多个列上的计算。 

 

 NULL值  SUM()函数忽略列值为NULL的行。 

12.2  聚集不同值 

 

MySQL 5 及后期版本  下面将要介绍的聚集函数的

DISTINCT的使用，已经被添加到MySQL 5.0.3中。下面所述

内容在MySQL 4.x中不能正常运行。 

以上5个聚集函数都可以如下使用： 
 对所有的行执行计算，指定ALL参数或不给参数（因为ALL是默认

行为）； 
 只包含不同的值，指定DISTINCT参数。 

 ALL为默认  ALL参数不需要指定，因为它是默认行为。如果

不指定DISTINCT，则假定为ALL。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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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下面的例子使用AVG()函数返回特定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的平均价格。

它与上面的SELECT语句相同，但使用了DISTINCT参数，因此平均值只

考虑各个不同的价格： 

 

 

可以看到，在使用了DISTINCT后，此例子中的avg_price比

较高，因为有多个物品具有相同的较低价格。排除它们提升了

平均价格。 

 

注意  如果指定列名，则DISTINCT只能用于COUNT()。DISTINCT

不能用于COUNT(*)，因此不允许使用COUNT（DISTINCT），

否则会产生错误。类似地，DISTINCT必须使用列名，不能用

于计算或表达式。 

 

 

将DISTINCT用于MIN()和MAX()  虽然DISTINCT从技术上可

用于MIN()和MAX()，但这样做实际上没有价值。一个列中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不管是否包含不同值都是相同的。 

12.3  组合聚集函数 
目前为止的所有聚集函数例子都只涉及单个函数。但实际上SELECT

语句可根据需要包含多个聚集函数。请看下面的例子： 

 

 输入 

 输出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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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这里用单条SELECT语句执行了4个聚集计算，返回4个值

（products表中物品的数目，产品价格的最高、最低以及平均

值）。 

 

取别名  在指定别名以包含某个聚集函数的结果时，不应该使

用表中实际的列名。虽然这样做并非不合法，但使用唯一的名

字会使你的SQL更易于理解和使用（以及将来容易排除故障）。

12.4  小结 
聚集函数用来汇总数据。MySQL支持一系列聚集函数，可以用多种

方法使用它们以返回所需的结果。这些函数是高效设计的，它们返回结

果一般比你在自己的客户机应用程序中计算要快得多。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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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组 数 据 

本章将介绍如何分组数据，以便能汇总表内容的子集。这涉及两个

新SELECT语句子句，分别是GROUP BY子句和HAVING子句。 

13.1  数据分组 
从上一章知道，SQL聚集函数可用来汇总数据。这使我们能够对行进

行计数，计算和与平均数，获得 大和 小值而不用检索所有数据。 

目前为止的所有计算都是在表的所有数据或匹配特定的WHERE子句的

数据上进行的。提示一下，下面的例子返回供应商1003提供的产品数目： 

 

 

但如果要返回每个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数目怎么办？或者返回只提供

单项产品的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或返回提供10个以上产品的供应商怎

么办？ 

这就是分组显身手的时候了。分组允许把数据分为多个逻辑组，以

便能对每个组进行聚集计算。 

13.2  创建分组 
分组是在SELECT语句的GROUP BY子句中建立的。理解分组的 好办

第 13 章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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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看一个例子： 

 

 

上面的SELECT语句指定了两个列，vend_id包含产品供应商的ID，

num_prods为计算字段（用COUNT(*)函数建立）。GROUP BY子句指

示MySQL按vend_id排序并分组数据。这导致对每个vend_id而不是整个表

计算num_prods一次。从输出中可以看到，供应商1001有3个产品，供应商

1002有2个产品，供应商1003有7个产品，而供应商1005有2个产品。 

因为使用了GROUP BY，就不必指定要计算和估值的每个组了。系统

会自动完成。GROUP BY子句指示MySQL分组数据，然后对每个组而不是

整个结果集进行聚集。 

在具体使用GROUP BY子句前，需要知道一些重要的规定。 

 GROUP BY子句可以包含任意数目的列。这使得能对分组进行嵌套，

为数据分组提供更细致的控制。 

 如果在GROUP BY子句中嵌套了分组，数据将在 后规定的分组上

进行汇总。换句话说，在建立分组时，指定的所有列都一起计算

（所以不能从个别的列取回数据）。 

 GROUP BY子句中列出的每个列都必须是检索列或有效的表达式

（但不能是聚集函数）。如果在SELECT中使用表达式，则必须在

GROUP BY子句中指定相同的表达式。不能使用别名。 

 除聚集计算语句外，SELECT语句中的每个列都必须在GROUP BY子

句中给出。 

 如果分组列中具有NULL值，则NULL将作为一个分组返回。如果列

中有多行NULL值，它们将分为一组。 

 GROUP BY子句必须出现在WHERE子句之后，ORDER BY子句之前。 

 分析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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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OLLUP  使用WITH ROLLUP关键字，可以得到每个分组以

及每个分组汇总级别（针对每个分组）的值，如下所示： 

 

13.3  过滤分组 
除了能用GROUP BY分组数据外，MySQL还允许过滤分组，规定包括

哪些分组，排除哪些分组。例如，可能想要列出至少有两个订单的所有

顾客。为得出这种数据，必须基于完整的分组而不是个别的行进行过滤。 

我们已经看到了WHERE子句的作用（第6章中引入）。但是，在这个例

子中WHERE不能完成任务，因为WHERE过滤指定的是行而不是分组。事实

上，WHERE没有分组的概念。 

那么，不使用WHERE使用什么呢？MySQL为此目的提供了另外的子

句，那就是HAVING子句。HAVING非常类似于WHERE。事实上，目前为止所

学过的所有类型的WHERE子句都可以用HAVING来替代。唯一的差别是

WHERE过滤行，而HAVING过滤分组。 

 

HAVING支持所有WHERE操作符  在第6章和第7章中，我们学习

了WHERE子句的条件（包括通配符条件和带多个操作符的子

句）。所学过的有关WHERE的所有这些技术和选项都适用于

HAVING。它们的句法是相同的，只是关键字有差别。 

那么，怎么过滤分组呢？请看以下的例子：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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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SELECT语句的前3行类似于上面的语句。 后一行增加了

HAVING子句，它过滤COUNT(*) >=2（两个以上的订单）的那些

分组。 

正如所见，这里WHERE子句不起作用，因为过滤是基于分组聚集值而

不是特定行值的。 

 

HAVING和WHERE的差别  这里有另一种理解方法，WHERE在数据

分组前进行过滤，HAVING在数据分组后进行过滤。这是一个重

要的区别，WHERE排除的行不包括在分组中。这可能会改变计

算值，从而影响HAVING子句中基于这些值过滤掉的分组。 

那么，有没有在一条语句中同时使用WHERE和HAVING子句的需要呢？

事实上，确实有。假如想进一步过滤上面的语句，使它返回过去12个月

内具有两个以上订单的顾客。为达到这一点，可增加一条WHERE子句，过

滤出过去12个月内下过的订单。然后再增加HAVING子句过滤出具有两个

以上订单的分组。 

为更好地理解，请看下面的例子，它列出具有2个（含）以上、价格

为10（含）以上的产品的供应商： 

 

 

这条语句中，第一行是使用了聚集函数的基本SELECT，它与前

面的例子很相像。WHERE子句过滤所有prod_price至少为10的

行。然后按vend_id分组数据，HAVING子句过滤计数为2或2以上的分组。

如果没有WHERE子句，将会多检索出两行（供应商1002，销售的所有产品

价格都在10以下；供应商1001，销售3个产品，但只有一个产品的价格大

于等于10）： 

 分析 

 分析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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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分组和排序 
虽然GROUP BY和ORDER BY经常完成相同的工作，但它们是非常不同

的。表13-1汇总了它们之间的差别。 

表13-1  ORDER BY与GROUP BY 

ORDER BY GROUP BY 

排序产生的输出 分组行。但输出可能不是分组的顺序 

任意列都可以使用（甚至

非选择的列也可以使用） 
只可能使用选择列或表达式列，而且必须使用每个选择

列表达式 

不一定需要 如果与聚集函数一起使用列（或表达式），则必须使用

表13-1中列出的第一项差别极为重要。我们经常发现用GROUP BY分

组的数据确实是以分组顺序输出的。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它并不是SQL

规范所要求的。此外，用户也可能会要求以不同于分组的顺序排序。仅

因为你以某种方式分组数据（获得特定的分组聚集值），并不表示你需要

以相同的方式排序输出。应该提供明确的ORDER BY子句，即使其效果等

同于GROUP BY子句也是如此。 

 

不要忘记ORDER BY  一般在使用GROUP BY子句时，应该也给

出ORDER BY子句。这是保证数据正确排序的唯一方法。千万

不要仅依赖GROUP BY排序数据。 

为说明GROUP BY和ORDER BY的使用方法，请看一个例子。下面的

SELECT语句类似于前面那些例子。它检索总计订单价格大于等于50的订

单的订单号和总计订单价格：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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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按总计订单价格排序输出，需要添加ORDER BY子句，如下所示： 

 

 

在这个例子中，GROUP BY子句用来按订单号（order_num列）

分组数据，以便SUM(*)函数能够返回总计订单价格。HAVING子

句过滤数据，使得只返回总计订单价格大于等于50的订单。 后，用ORDER 

BY子句排序输出。 

13.5  SELECT子句顺序 
下面回顾一下SELECT语句中子句的顺序。表13-2以在SELECT语句中

使用时必须遵循的次序，列出迄今为止所学过的子句。 

表13-2  SELECT子句及其顺序 

子  句 说  明 是否必须使用 
SELECT 要返回的列或表达式 是 

FROM 从中检索数据的表 仅在从表选择数据时使用 

WHERE 行级过滤 否 

 分析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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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子  句 说  明 是否必须使用 
GROUP BY 分组说明 仅在按组计算聚集时使用 

HAVING 组级过滤 否 

ORDER BY 输出排序顺序 否 

LIMIT 要检索的行数 否 

13.6  小结 

在第12章中，我们学习了如何用SQL聚集函数对数据进行汇总计算。

本章讲授了如何使用GROUP BY子句对数据组进行这些汇总计算，返回每

个组的结果。我们看到了如何使用HAVING子句过滤特定的组，还知道了

ORDER BY和GROUP BY之间以及WHERE和HAVING之间的差异。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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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子查询 

本章介绍什么是子查询以及如何使用它们。 

14.1  子查询 

 

版本要求  MySQL 4.1引入了对子查询的支持，所以要想使用

本章描述的SQL，必须使用MySQL 4.1或更高级的版本。 

SELECT语句是SQL的查询。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所有SELECT语句

都是简单查询，即从单个数据库表中检索数据的单条语句。 

查询（query） 任何SQL语句都是查询。但此术语一般指SELECT

语句。 

SQL还允许创建子查询（subquery），即嵌套在其他查询中的查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理解这个概念的最好方法是考察几个例子。 

14.2  利用子查询进行过滤 
本书所有章中使用的数据库表都是关系表（关于每个表及关系的描

述，请参阅附录B）。订单存储在两个表中。对于包含订单号、客户ID、

订单日期的每个订单，orders表存储一行。各订单的物品存储在相关的

orderitems表中。orders表不存储客户信息。它只存储客户的ID。实际

的客户信息存储在customers表中。 

现在，假如需要列出订购物品TNT2的所有客户，应该怎样检索？下

面列出具体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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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索包含物品TNT2的所有订单的编号。 

(2) 检索具有前一步骤列出的订单编号的所有客户的ID。 

(3) 检索前一步骤返回的所有客户ID的客户信息。 

上述每个步骤都可以单独作为一个查询来执行。可以把一条SELECT

语句返回的结果用于另一条SELECT语句的WHERE子句。 

也可以使用子查询来把3个查询组合成一条语句。 

第一条SELECT语句的含义很明确，对于prod_id为TNT2的所有订单物

品，它检索其order_num列。输出列出两个包含此物品的订单： 

 

 

下一步，查询具有订单20005和20007的客户ID。利用第7章介绍的IN

子句，编写如下的SELECT语句： 

 

 

现在，把第一个查询（返回订单号的那一个）变为子查询组合两个

查询。请看下面的SELECT语句：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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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ELECT语句中，子查询总是从内向外处理。在处理上面的

SELECT语句时，MySQL实际上执行了两个操作。 

首先，它执行下面的查询： 

 

此查询返回两个订单号：20005和20007。然后，这两个值以IN操作符要

求的逗号分隔的格式传递给外部查询的WHERE子句。外部查询变成： 

 

可以看到，输出是正确的并且与前面硬编码WHERE子句所返回的值相同。 

 

格式化SQL  包含子查询的SELECT语句难以阅读和调试，特

别是它们较为复杂时更是如此。如上所示把子查询分解为多行

并且适当地进行缩进，能极大地简化子查询的使用。 

现在得到了订购物品TNT2的所有客户的ID。下一步是检索这些客户

ID的客户信息。检索两列的SQL语句为： 

 

可以把其中的WHERE子句转换为子查询而不是硬编码这些客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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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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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执行上述SELECT语句，MySQL实际上必须执行3条SELECT

语句。最里边的子查询返回订单号列表，此列表用于其外面的

子查询的WHERE子句。外面的子查询返回客户ID列表，此客户ID列表用于

最外层查询的WHERE子句。最外层查询确实返回所需的数据。 

可见，在WHERE子句中使用子查询能够编写出功能很强并且很灵活的

SQL语句。对于能嵌套的子查询的数目没有限制，不过在实际使用时由于

性能的限制，不能嵌套太多的子查询。 

 

列必须匹配  在WHERE子句中使用子查询（如这里所示），应

该保证SELECT语句具有与WHERE子句中相同数目的列。通常，

子查询将返回单个列并且与单个列匹配，但如果需要也可以

使用多个列。 

虽然子查询一般与IN操作符结合使用，但也可以用于测试等于（=）、

不等于（<>）等。 

 

子查询和性能  这里给出的代码有效并获得所需的结果。但

是，使用子查询并不总是执行这种类型的数据检索的最有效

的方法。更多的论述，请参阅第15章，其中将再次给出这个

例子。 

14.3  作为计算字段使用子查询 
使用子查询的另一方法是创建计算字段。假如需要显示customers

表中每个客户的订单总数。订单与相应的客户ID存储在orders表中。 

为了执行这个操作，遵循下面的步骤。 

(1) 从customers表中检索客户列表。 

(2) 对于检索出的每个客户，统计其在orders表中的订单数目。 

正如前两章所述，可使用SELECT COUNT(*)对表中的行进行计数，并

且通过提供一条WHERE子句来过滤某个特定的客户ID，可仅对该客户的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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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进行计数。例如，下面的代码对客户10001的订单进行计数： 

 

为了对每个客户执行COUNT(*)计算，应该将COUNT(*)作为一个子查

询。请看下面的代码： 

 

 

这条 SELECT语句对 customers表中每个客户返回 3 列：

cust_name、cust_state和orders。orders是一个计算字段，

它是由圆括号中的子查询建立的。该子查询对检索出的每个客户执行一

次。在此例子中，该子查询执行了5次，因为检索出了5个客户。 

子查询中的WHERE子句与前面使用的WHERE子句稍有不同，因为它使

用了完全限定列名（在第4章中首次提到）。下面的语句告诉SQL比较

orders表中的cust_id与当前正从customers表中检索的cust_id： 

 

相关子查询（correlated subquery） 涉及外部查询的子查询。 

这种类型的子查询称为相关子查询。任何时候只要列名可能有多义

性，就必须使用这种语法（表名和列名由一个句点分隔）。为什么这样？

我们来看看如果不使用完全限定的列名会发生什么情况： 

 分析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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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返回的结果不正确（请比较前面的结果），那么，为什么

会这样呢？有两个cust_id列，一个在customers中，另一个在

orders中，需要比较这两个列以正确地把订单与它们相应的顾客匹配。

如果不完全限定列名，MySQL将假定你是对orders表中的cust_id进行

自身比较。而SELECT COUNT(*) FROM orders WHERE cust_id = cust_id;

总是返回orders表中的订单总数（因为MySQL查看每个订单的cust_id

是否与本身匹配，当然，它们总是匹配的）。 

虽然子查询在构造这种SELECT语句时极有用，但必须注意限制有歧

义性的列名。 

 

不止一种解决方案  正如本章前面所述，虽然这里给出的样

例代码运行良好，但它并不是解决这种数据检索的最有效的

方法。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要遇到这个例子。 

 

 

逐渐增加子查询来建立查询  用子查询测试和调试查询很有

技巧性，特别是在这些语句的复杂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更是如

此。用子查询建立（和测试）查询的最可靠的方法是逐渐进行，

这与MySQL处理它们的方法非常相同。首先，建立和测试最

内层的查询。然后，用硬编码数据建立和测试外层查询，并且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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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确认它正常后才嵌入子查询。这时，再次测试它。对于要

增加的每个查询，重复这些步骤。这样做仅给构造查询增加了

一点点时间，但节省了以后（找出查询为什么不正常）的大量

时间，并且极大地提高了查询一开始就正常工作的可能性。 

14.4  小结 
本章学习了什么是子查询以及如何使用它们。子查询最常见的使用

是在WHERE子句的IN操作符中，以及用来填充计算列。我们举了这两种操

作类型的例子。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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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结 表 

本章将介绍什么是联结，为什么要使用联结，如何编写使用联结的

SELECT语句。 

15.1  联结 
SQL最强大的功能之一就是能在数据检索查询的执行中联结（join）

表。联结是利用SQL的SELECT能执行的最重要的操作，很好地理解联结

及其语法是学习SQL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能够有效地使用联结前，必须了解关系表以及关系数据库设计的

一些基础知识。下面的介绍并不是这个内容的全部知识，但作为入门已

经足够了。 

15.1.1  关系表 

理解关系表的最好方法是来看一个现实世界中的例子。 

假如有一个包含产品目录的数据库表，其中每种类别的物品占一行。

对于每种物品要存储的信息包括产品描述和价格，以及生产该产品的供

应商信息。 

现在，假如有由同一供应商生产的多种物品，那么在何处存储供应

商信息（如，供应商名、地址、联系方法等）呢？将这些数据与产品信

息分开存储的理由如下。 

第 1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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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同一供应商生产的每个产品的供应商信息都是相同的，对每

个产品重复此信息既浪费时间又浪费存储空间。 

 如果供应商信息改变（例如，供应商搬家或电话号码变动），只需

改动一次即可。 

 如果有重复数据（即每种产品都存储供应商信息），很难保证每次

输入该数据的方式都相同。不一致的数据在报表中很难利用。 

关键是，相同数据出现多次决不是一件好事，此因素是关系数据库

设计的基础。关系表的设计就是要保证把信息分解成多个表，一类数据

一个表。各表通过某些常用的值（即关系设计中的关系（relational））互

相关联。 

在这个例子中，可建立两个表，一个存储供应商信息，另一个存储

产品信息。vendors表包含所有供应商信息，每个供应商占一行，每个供

应商具有唯一的标识。此标识称为主键（primary key）（在第1章中首次

提到），可以是供应商ID或任何其他唯一值。 

products表只存储产品信息，它除了存储供应商ID（vendors表的主

键）外不存储其他供应商信息。vendors表的主键又叫作products的外键，

它将vendors表与products表关联，利用供应商ID能从vendors表中找出

相应供应商的详细信息。 

外键（foreign key）  外键为某个表中的一列，它包含另一个表

的主键值，定义了两个表之间的关系。 

这样做的好处如下： 

 供应商信息不重复，从而不浪费时间和空间； 

 如果供应商信息变动，可以只更新vendors表中的单个记录，相

关表中的数据不用改动； 

 由于数据无重复，显然数据是一致的，这使得处理数据更简单。 

总之，关系数据可以有效地存储和方便地处理。因此，关系数据库

的可伸缩性远比非关系数据库要好。 

可伸缩性（scale）  能够适应不断增加的工作量而不失败。设

计良好的数据库或应用程序称之为可伸缩性好（scale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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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为什么要使用联结 

正如所述，分解数据为多个表能更有效地存储，更方便地处理，并

且具有更大的可伸缩性。但这些好处是有代价的。 

如果数据存储在多个表中，怎样用单条SELECT语句检索出数据？ 

答案是使用联结。简单地说，联结是一种机制，用来在一条SELECT

语句中关联表，因此称之为联结。使用特殊的语法，可以联结多个表返

回一组输出，联结在运行时关联表中正确的行。 

 

维护引用完整性  重要的是，要理解联结不是物理实体。换句

话说，它在实际的数据库表中不存在。联结由MySQL根据需

要建立，它存在于查询的执行当中。 

在使用关系表时，仅在关系列中插入合法的数据非常重要。回

到这里的例子，如果在products表中插入拥有非法供应商ID

（即没有在vendors表中出现）的供应商生产的产品，则这些

产品是不可访问的，因为它们没有关联到某个供应商。 

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可指示MySQL只允许在products表的

供应商ID列中出现合法值（即出现在vendors表中的供应商）。

这就是维护引用完整性，它是通过在表的定义中指定主键和外

键来实现的。（这将在第21章介绍。） 

15.2  创建联结 
联结的创建非常简单，规定要联结的所有表以及它们如何关联即可。

请看下面的例子：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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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考察一下此代码。SELECT语句与前面所有语句一样指定

要检索的列。这里，最大的差别是所指定的两个列（prod_name

和prod_price）在一个表中，而另一个列（vend_name）在另一个表中。 

现在来看FROM子句。与以前的SELECT语句不一样，这条语句的FROM

子句列出了两个表，分别是vendors和products。它们就是这条SELECT

语句联结的两个表的名字。这两个表用WHERE子句正确联结，WHERE子句

指示MySQL匹配vendors表中的vend_id和products表中的vend_id。 

可 以 看 到 要 匹 配 的 两 个 列 以 vendors.vend_id 和 products. 

vend_id指定。这里需要这种完全限定列名，因为如果只给出vend_id，

则MySQL不知道指的是哪一个（它们有两个，每个表中一个）。 

 

完全限定列名  在引用的列可能出现二义性时，必须使用完

全限定列名（用一个点分隔的表名和列名）。如果引用一个

没有用表名限制的具有二义性的列名，MySQL将返回错误。

15.2.1  WHERE子句的重要性 

利用WHERE子句建立联结关系似乎有点奇怪，但实际上，有一个很充

分的理由。请记住，在一条SELECT语句中联结几个表时，相应的关系是

在运行中构造的。在数据库表的定义中不存在能指示MySQL如何对表进

行联结的东西。你必须自己做这件事情。在联结两个表时，你实际上做

的是将第一个表中的每一行与第二个表中的每一行配对。WHERE子句作为

过滤条件，它只包含那些匹配给定条件（这里是联结条件）的行。没有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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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子句，第一个表中的每个行将与第二个表中的每个行配对，而不管

它们逻辑上是否可以配在一起。 

笛卡儿积（cartesian product）  由没有联结条件的表关系返回

的结果为笛卡儿积。检索出的行的数目将是第一个表中的行数乘

以第二个表中的行数。 

为理解这一点，请看下面的SELECT语句及其输出：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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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输出中可以看到，相应的笛卡儿积不是我们所想要

的。这里返回的数据用每个供应商匹配了每个产品，它包括了

供应商不正确的产品。实际上有的供应商根本就没有产品。 

 

不要忘了WHERE子句  应该保证所有联结都有WHERE子句，否

则MySQL将返回比想要的数据多得多的数据。同理，应该保

证WHERE子句的正确性。不正确的过滤条件将导致MySQL返回

不正确的数据。 

 

 叉联结  有时我们会听到返回称为叉联结（cross join）的笛卡

儿积的联结类型。 

15.2.2  内部联结 

目前为止所用的联结称为等值联结（equijoin），它基于两个表之间的

相等测试。这种联结也称为内部联结。其实，对于这种联结可以使用稍

微不同的语法来明确指定联结的类型。下面的SELECT语句返回与前面例

子完全相同的数据： 

 

此语句中的SELECT与前面的SELECT语句相同，但FROM子句不

同。这里，两个表之间的关系是FROM子句的组成部分，以INNER 

JOIN指定。在使用这种语法时，联结条件用特定的ON子句而不是WHERE

子句给出。传递给ON的实际条件与传递给WHERE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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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哪种语法  ANSI SQL规范首选INNER JOIN语法。此外，

尽管使用WHERE子句定义联结的确比较简单，但是使用明确的

联结语法能够确保不会忘记联结条件，有时候这样做也能影响

性能。 

15.2.3  联结多个表 

SQL对一条SELECT语句中可以联结的表的数目没有限制。创建联结

的基本规则也相同。首先列出所有表，然后定义表之间的关系。例如： 

 

 

此例子显示编号为20005的订单中的物品。订单物品存储在

orderitems表中。每个产品按其产品ID存储，它引用products

表中的产品。这些产品通过供应商ID联结到vendors表中相应的供应商，

供应商ID存储在每个产品的记录中。这里的FROM子句列出了3个表，而

WHERE子句定义了这两个联结条件，而第三个联结条件用来过滤出订单

20005中的物品。 

 

性能考虑  MySQL在运行时关联指定的每个表以处理联结。

这种处理可能是非常耗费资源的，因此应该仔细，不要联结

不必要的表。联结的表越多，性能下降越厉害。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第14章中的例子了。该例子如下所示，其SELECT

语句返回订购产品TNT2的客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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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14章所述，子查询并不总是执行复杂SELECT操作的最有效的

方法，下面是使用联结的相同查询： 

 

 

正如第14章所述，这个查询中返回数据需要使用3个表。但这里

我们没有在嵌套子查询中使用它们，而是使用了两个联结。这

里有3个WHERE子句条件。前两个关联联结中的表，后一个过滤产品TNT2

的数据。 

 

多做实验  正如所见，为执行任一给定的SQL操作，一般存在

不止一种方法。很少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方法。性能可能

会受操作类型、表中数据量、是否存在索引或键以及其他一些

条件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的选择机制进行实验，以找

出最适合具体情况的方法。 

15.3  小结 
联结是SQL中最重要最强大的特性，有效地使用联结需要对关系数据

库设计有基本的了解。本章随着对联结的介绍讲述了关系数据库设计的

一些基本知识，包括等值联结（也称为内部联结）这种最经常使用的联

结形式。下一章将介绍如何创建其他类型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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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高级联结 

本章将讲解另外一些联结类型（包括它们的含义和使用方法），介

绍如何对被联结的表使用表别名和聚集函数。 

16.1  使用表别名 
第10章中介绍了如何使用别名引用被检索的表列。给列起别名的语

法如下： 

 

别名除了用于列名和计算字段外，SQL还允许给表名起别名。这样做

有两个主要理由： 

 缩短SQL语句； 

 允许在单条SELECT语句中多次使用相同的表。 

请看下面的SELECT语句。它与前一章的例子中所用的语句基本相同，

但改成了使用别名： 

 

可以看到，FROM子句中3个表全都具有别名。customers AS c

建立c作为customers的别名，等等。这使得能使用省写的c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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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全名customers。在此例子中，表别名只用于WHERE子句。但是，表

别名不仅能用于WHERE子句，它还可以用于SELECT的列表、ORDER BY子句

以及语句的其他部分。 

应该注意，表别名只在查询执行中使用。与列别名不一样，表别名

不返回到客户机。 

16.2  使用不同类型的联结 
迄今为止，我们使用的只是称为内部联结或等值联结（equijoin）的简

单联结。现在来看3种其他联结，它们分别是自联结、自然联结和外部联结。 

16.2.1  自联结 

如前所述，使用表别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能在单条SELECT语句中不

止一次引用相同的表。下面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发现某物品（其ID为DTNTR）存在问题，因此想知道生产该物

品的供应商生产的其他物品是否也存在这些问题。此查询要求首先找到

生产ID为DTNTR的物品的供应商，然后找出这个供应商生产的其他物品。

下面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种方法： 

 

 

这是第一种解决方案，它使用了子查询。内部的SELECT语句做

了一个简单的检索，返回生产 ID为DTNTR的物品供应商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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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d_id。该ID用于外部查询的WHERE子句中，以便检索出这个供应商生

产的所有物品（第14章中讲授了子查询的所有内容。更多信息请参阅该

章）。 

现在来看使用联结的相同查询： 

 

 

此查询中需要的两个表实际上是相同的表，因此products表在

FROM子句中出现了两次。虽然这是完全合法的，但对products

的引用具有二义性，因为MySQL不知道你引用的是products表中的哪个

实例。 

为解决此问题，使用了表别名。products的第一次出现为别名p1，

第二次出现为别名p2。现在可以将这些别名用作表名。例如，SELECT语

句使用p1前缀明确地给出所需列的全名。如果不这样，MySQL将返回错

误，因为分别存在两个名为prod_id、prod_name的列。MySQL不知道想

要的是哪一个列（即使它们事实上是同一个列）。WHERE（通过匹配p1中

的vend_id和p2中的vend_id）首先联结两个表，然后按第二个表中的

prod_id过滤数据，返回所需的数据。 

 

用自联结而不用子查询  自联结通常作为外部语句用来替代

从相同表中检索数据时使用的子查询语句。虽然最终的结果是

相同的，但有时候处理联结远比处理子查询快得多。应该试一

下两种方法，以确定哪一种的性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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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自然联结 

无论何时对表进行联结，应该至少有一个列出现在不止一个表中（被

联结的列）。标准的联结（前一章中介绍的内部联结）返回所有数据，甚

至相同的列多次出现。自然联结排除多次出现，使每个列只返回一次。 

怎样完成这项工作呢？答案是，系统不完成这项工作，由你自己完

成它。自然联结是这样一种联结，其中你只能选择那些唯一的列。这一

般是通过对表使用通配符（SELECT *），对所有其他表的列使用明确的子

集来完成的。下面举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通配符只对第一个表使用。所有其他列明确列

出，所以没有重复的列被检索出来。 

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建立的每个内部联结都是自然联结，很可能

我们永远都不会用到不是自然联结的内部联结。 

16.2.3  外部联结 

许多联结将一个表中的行与另一个表中的行相关联。但有时候会需

要包含没有关联行的那些行。例如，可能需要使用联结来完成以下工作： 

 对每个客户下了多少订单进行计数，包括那些至今尚未下订单的

客户； 

 列出所有产品以及订购数量，包括没有人订购的产品； 

 计算平均销售规模，包括那些至今尚未下订单的客户。 

在上述例子中，联结包含了那些在相关表中没有关联行的行。这种

类型的联结称为外部联结。 

下面的SELECT语句给出一个简单的内部联结。它检索所有客户及其

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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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联结语法类似。为了检索所有客户，包括那些没有订单的客户，

可如下进行： 

 

 

类似于上一章中所看到的内部联结，这条SELECT语句使用了关

键字OUTER JOIN来指定联结的类型（而不是在WHERE子句中指

定）。但是，与内部联结关联两个表中的行不同的是，外部联结还包括没

有关联行的行。在使用OUTER JOIN语法时，必须使用RIGHT或LEFT关键字

指定包括其所有行的表（RIGHT指出的是OUTER JOIN右边的表，而LEFT

指出的是OUTER JOIN左边的表）。上面的例子使用LEFT OUTER JOIN从FROM

子句的左边表（customers表）中选择所有行。为了从右边的表中选择所

有行，应该使用RIGHT OUTER JOIN，如下例所示： 

 

 

没有*=操作符  MySQL不支持简化字符*=和=*的使用，这两

种操作符在其他DBMS中是很流行的。 

 

 

外部联结的类型  存在两种基本的外部联结形式：左外部联结

和右外部联结。它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所关联的表的顺序不

同。换句话说，左外部联结可通过颠倒FROM或WHERE子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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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顺序转换为右外部联结。因此，两种类型的外部联结可互

换使用，而究竟使用哪一种纯粹是根据方便而定。 

16.3  使用带聚集函数的联结 
正如第12章所述，聚集函数用来汇总数据。虽然至今为止聚集函数

的所有例子只是从单个表汇总数据，但这些函数也可以与联结一起使用。 

为说明这一点，请看一个例子。如果要检索所有客户及每个客户所

下的订单数，下面使用了COUNT()函数的代码可完成此工作： 

 

 

此SELECT语句使用INNER JOIN将customers和orders表互相关联。

GROUP BY子句按客户分组数据，因此，函数调用 COUNT 

(orders.order_num)对每个客户的订单计数，将它作为num_ord返回。 

聚集函数也可以方便地与其他联结一起使用。请看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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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使用左外部联结来包含所有客户，甚至包含那些没有

任何下订单的客户。结果显示也包含了客户Mouse House，它

有0个订单。 

16.4  使用联结和联结条件 
在总结关于联结的这两章前，有必要汇总一下关于联结及其使用的

某些要点。 

 注意所使用的联结类型。一般我们使用内部联结，但使用外部联

结也是有效的。 

 保证使用正确的联结条件，否则将返回不正确的数据。 

 应该总是提供联结条件，否则会得出笛卡儿积。 

 在一个联结中可以包含多个表，甚至对于每个联结可以采用不同

的联结类型。虽然这样做是合法的，一般也很有用，但应该在一

起测试它们前，分别测试每个联结。这将使故障排除更为简单。 

16.5  小结 
本章是上一章关于联结的继续。本章从讲授如何以及为什么要使用

别名开始，然后讨论不同的联结类型及对每种类型的联结使用的各种语

法形式。我们还介绍了如何与联结一起使用聚集函数，以及在使用联结

时应该注意的某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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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合 查 询 

本章讲述如何利用UNION操作符将多条SELECT语句组合成一个结果

集。 

17.1  组合查询 
多数SQL查询都只包含从一个或多个表中返回数据的单条SELECT语

句。MySQL也允许执行多个查询（多条SELECT语句），并将结果作为单个

查询结果集返回。这些组合查询通常称为并（union）或复合查询

（compound query）。 

有两种基本情况，其中需要使用组合查询： 

 在单个查询中从不同的表返回类似结构的数据； 

 对单个表执行多个查询，按单个查询返回数据。 

 

组合查询和多个WHERE条件  多数情况下，组合相同表的两个

查询完成的工作与具有多个WHERE子句条件的单条查询完成的

工作相同。换句话说，任何具有多个WHERE子句的SELECT语句

都可以作为一个组合查询给出，在以下段落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这两种技术在不同的查询中性能也不同。因此，应该试一下这

两种技术，以确定对特定的查询哪一种性能更好。 

17.2  创建组合查询 
可用UNION操作符来组合数条SQL查询。利用UNION，可给出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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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语句，将它们的结果组合成单个结果集。 

17.2.1  使用UNION 

UNION的使用很简单。所需做的只是给出每条SELECT语句，在各条语

句之间放上关键字UNION。 

举一个例子，假如需要价格小于等于5的所有物品的一个列表，而且

还想包括供应商1001和1002生产的所有物品（不考虑价格）。当然，可以

利用WHERE子句来完成此工作，不过这次我们将使用UNION。 

正如所述，创建UNION涉及编写多条SELECT语句。首先来看单条语句： 

 

 

 

 

第一条SELECT检索价格不高于5的所有物品。第二条SELECT使

用IN找出供应商1001和1002生产的所有物品。 

为了组合这两条语句，按如下进行：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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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输出  

 

这条语句由前面的两条SELECT语句组成，语句中用UNION关键

字分隔。UNION指示MySQL执行两条SELECT语句，并把输出组

合成单个查询结果集。 

作为参考，这里给出使用多条WHERE子句而不是使用UNION的相同查询： 

 输入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使用UNION可能比使用WHERE子句更为复杂。

但对于更复杂的过滤条件，或者从多个表（而不是单个表）中检索数据

的情形，使用UNION可能会使处理更简单。 

17.2.2  UNION规则 

正如所见，并是非常容易使用的。但在进行并时有几条规则需要注意。 

 UNION必须由两条或两条以上的SELECT语句组成，语句之间用关

键字UNION分隔（因此，如果组合4条SELECT语句，将要使用3个

UNION关键字）。 

 UNION中的每个查询必须包含相同的列、表达式或聚集函数（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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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列不需要以相同的次序列出）。 

 列数据类型必须兼容：类型不必完全相同，但必须是DBMS可以

隐含地转换的类型（例如，不同的数值类型或不同的日期类型）。 

如果遵守了这些基本规则或限制，则可以将并用于任何数据检索任务。 

17.2.3  包含或取消重复的行 

请返回到17.2.1节，考察一下所用的样例SELECT语句。我们注意到，

在分别执行时，第一条SELECT语句返回4行，第二条SELECT语句返回5行。

但在用UNION组合两条SELECT语句后，只返回了8行而不是9行。 

UNION从查询结果集中自动去除了重复的行（换句话说，它的行为与

单条SELECT语句中使用多个WHERE子句条件一样）。因为供应商1002生产

的一种物品的价格也低于5，所以两条SELECT语句都返回该行。在使用

UNION时，重复的行被自动取消。 

这是UNION的默认行为，但是如果需要，可以改变它。事实上，如果

想返回所有匹配行，可使用UNION ALL而不是UNION。 

请看下面的例子：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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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UNION ALL，MySQL不取消重复的行。因此这里的例子返

回9行，其中有一行出现两次。 

 

UNION与WHERE  本章开始时说过，UNION几乎总是完成与多个

WHERE条件相同的工作。UNION ALL为UNION的一种形式，它完成

WHERE子句完成不了的工作。如果确实需要每个条件的匹配行全

部出现（包括重复行），则必须使用UNION ALL而不是WHERE。 

17.2.4  对组合查询结果排序 

SELECT语句的输出用ORDER BY子句排序。在用UNION组合查询时，只

能使用一条ORDER BY子句，它必须出现在最后一条SELECT语句之后。对

于结果集，不存在用一种方式排序一部分，而又用另一种方式排序另一

部分的情况，因此不允许使用多条ORDER BY子句。 

下面的例子排序前面UNION返回的结果： 

 输入  

 

 输出  

 

这条UNION在最后一条SELECT语句后使用了ORDER BY子句。虽

然ORDER BY子句似乎只是最后一条SELECT语句的组成部分，但

实际上MySQL将用它来排序所有SELECT语句返回的所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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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不同的表  为使表述比较简单，本章例子中的组合查询使

用的均是相同的表。但是其中使用UNION的组合查询可以应用

不同的表。 

17.3  小结 
本章讲授如何用UNION操作符来组合SELECT语句。利用UNION，可把

多条查询的结果作为一条组合查询返回，不管它们的结果中包含还是不

包含重复。使用UNION可极大地简化复杂的WHERE子句，简化从多个表中

检索数据的工作。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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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本搜索 

本章将学习如何使用MySQL的全文本搜索功能进行高级的数据查询

和选择。 

18.1  理解全文本搜索 

 

并非所有引擎都支持全文本搜索  正如第21章所述，MySQL

支持几种基本的数据库引擎。并非所有的引擎都支持本书所描

述的全文本搜索。两个最常使用的引擎为MyISAM和InnoDB，

前者支持全文本搜索，而后者不支持。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本书

中创建的多数样例表使用 InnoDB，而有一个样例表

（productnotes表）却使用MyISAM的原因。如果你的应用中需

要全文本搜索功能，应该记住这一点。 

第8章介绍了LIKE关键字，它利用通配操作符匹配文本（和部分文

本）。使用LIKE，能够查找包含特殊值或部分值的行（不管这些值位于列

内什么位置）。 

在第9章中，用基于文本的搜索作为正则表达式匹配列值的更进一

步的介绍。使用正则表达式，可以编写查找所需行的非常复杂的匹配模

式。 

虽然这些搜索机制非常有用，但存在几个重要的限制。 

 性能——通配符和正则表达式匹配通常要求MySQL尝试匹配表

第 1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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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有行（而且这些搜索极少使用表索引）。因此，由于被搜索行

数不断增加，这些搜索可能非常耗时。 

 明确控制——使用通配符和正则表达式匹配，很难（而且并不总

是能）明确地控制匹配什么和不匹配什么。例如，指定一个词必

须匹配，一个词必须不匹配，而一个词仅在第一个词确实匹配的

情况下才可以匹配或者才可以不匹配。 

 智能化的结果——虽然基于通配符和正则表达式的搜索提供了非

常灵活的搜索，但它们都不能提供一种智能化的选择结果的方法。

例如，一个特殊词的搜索将会返回包含该词的所有行，而不区分

包含单个匹配的行和包含多个匹配的行（按照可能是更好的匹配

来排列它们）。类似，一个特殊词的搜索将不会找出不包含该词但

包含其他相关词的行。 

所有这些限制以及更多的限制都可以用全文本搜索来解决。在使用

全文本搜索时，MySQL不需要分别查看每个行，不需要分别分析和处理

每个词。MySQL创建指定列中各词的一个索引，搜索可以针对这些词进

行。这样，MySQL可以快速有效地决定哪些词匹配（哪些行包含它们），

哪些词不匹配，它们匹配的频率，等等。 

18.2  使用全文本搜索 

为了进行全文本搜索，必须索引被搜索的列，而且要随着数据的改

变不断地重新索引。在对表列进行适当设计后，MySQL会自动进行所有

的索引和重新索引。 

在索引之后，SELECT可与Match()和Against()一起使用以实际执行

搜索。 

18.2.1  启用全文本搜索支持 

一般在创建表时启用全文本搜索。CREATE TABLE语句（第21章中介

绍）接受FULLTEXT子句，它给出被索引列的一个逗号分隔的列表。 

下面的CREATE语句演示了FULLTEXT子句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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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将详细考察CREATE TABLE语句。现在，只需知道这条

CREATE TABLE语句定义表productnotes并列出它所包含的列

即可。这些列中有一个名为note_text的列，为了进行全文本搜索，

MySQL根据子句FULLTEXT(note_text)的指示对它进行索引。这里的

FULLTEXT索引单个列，如果需要也可以指定多个列。 

在定义之后，MySQL自动维护该索引。在增加、更新或删除行时，

索引随之自动更新。 

可以在创建表时指定FULLTEXT，或者在稍后指定（在这种情况下所

有已有数据必须立即索引）。 

 

不要在导入数据时使用FULLTEXT  更新索引要花时间，虽然

不是很多，但毕竟要花时间。如果正在导入数据到一个新表，

此时不应该启用FULLTEXT索引。应该首先导入所有数据，然

后再修改表，定义FULLTEXT。这样有助于更快地导入数据（而

且使索引数据的总时间小于在导入每行时分别进行索引所需

的总时间）。 

18.2.2  进行全文本搜索 

在索引之后，使用两个函数Match()和Against()执行全文本搜索，

其中Match()指定被搜索的列，Against()指定要使用的搜索表达式。 

下面举一个例子： 

 

 输入 

 分析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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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SELECT语句检索单个列note_text。由于WHERE子句，一个全

文本搜索被执行。Match(note_text)指示MySQL针对指定的

列进行搜索，Against('rabbit')指定词rabbit作为搜索文本。由于有

两行包含词rabbit，这两个行被返回。 

 

使用完整的 Match()说明   传递给 Match()的值必须与

FULLTEXT()定义中的相同。如果指定多个列，则必须列出它

们（而且次序正确）。 

 

 

搜索不区分大小写  除非使用BINARY方式（本章中没有介绍），

否则全文本搜索不区分大小写。 

事实是刚才的搜索可以简单地用LIKE子句完成，如下所示： 

 

 

这条SELECT语句同样检索出两行，但次序不同（虽然并不总是

出现这种情况）。 

上述两条SELECT语句都不包含ORDER BY子句。后者（使用LIKE）以

不特别有用的顺序返回数据。前者（使用全文本搜索）返回以文本匹配

 输出 

 分析 

 输入 

 输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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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程度排序的数据。两个行都包含词rabbit，但包含词rabbit作为

第3个词的行的等级比作为第20个词的行高。这很重要。全文本搜索的一

个重要部分就是对结果排序。具有较高等级的行先返回（因为这些行很

可能是你真正想要的行）。 

为演示排序如何工作，请看以下例子：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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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在SELECT而不是WHERE子句中使用Match()和Against()。这

使所有行都被返回（因为没有WHERE子句）。Match()和Against()

用来建立一个计算列（别名为rank），此列包含全文本搜索计算出的等级

值。等级由MySQL根据行中词的数目、唯一词的数目、整个索引中词的

总数以及包含该词的行的数目计算出来。正如所见，不包含词rabbit的

行等级为0（因此不被前一例子中的WHERE子句选择）。确实包含词rabbit

的两个行每行都有一个等级值，文本中词靠前的行的等级值比词靠后的

行的等级值高。 

这个例子有助于说明全文本搜索如何排除行（排除那些等级为0的

行），如何排序结果（按等级以降序排序）。 

 

排序多个搜索项  如果指定多个搜索项，则包含多数匹配词的

那些行将具有比包含较少词（或仅有一个匹配）的那些行高的

等级值。 

正如所见，全文本搜索提供了简单LIKE搜索不能提供的功能。而且，

由于数据是索引的，全文本搜索还相当快。 

18.2.3  使用查询扩展 

查询扩展用来设法放宽所返回的全文本搜索结果的范围。考虑下面

的情况。你想找出所有提到anvils的注释。只有一个注释包含词anvils，

但你还想找出可能与你的搜索有关的所有其他行，即使它们不包含词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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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vils。 

这也是查询扩展的一项任务。在使用查询扩展时，MySQL对数据和

索引进行两遍扫描来完成搜索： 

 首先，进行一个基本的全文本搜索，找出与搜索条件匹配的所有

行； 

 其次，MySQL检查这些匹配行并选择所有有用的词（我们将会简

要地解释MySQL如何断定什么有用，什么无用）。 

 再其次，MySQL再次进行全文本搜索，这次不仅使用原来的条件，

而且还使用所有有用的词。 

利用查询扩展，能找出可能相关的结果，即使它们并不精确包含所

查找的词。 

 

只用于MySQL版本4.1.1或更高级的版本  查询扩展功能是在

MySQL 4.1.1中引入的，因此不能用于之前的版本。 

下面举一个例子，首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全文本搜索，没有查询扩展： 

 

 

 

 

只有一行包含词anvils，因此只返回一行。 

 

下面是相同的搜索，这次使用查询扩展： 

 

 输入 

 分析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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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返回了7行。第一行包含词anvils，因此等级最高。第二

行与anvils无关，但因为它包含第一行中的两个词（customer

和recommend），所以也被检索出来。第3行也包含这两个相同的词，但它

们在文本中的位置更靠后且分开得更远，因此也包含这一行，但等级为

第三。第三行确实也没有涉及anvils（按它们的产品名）。 

正如所见，查询扩展极大地增加了返回的行数，但这样做也增加了

你实际上并不想要的行的数目。 

 

行越多越好  表中的行越多（这些行中的文本就越多），使用

查询扩展返回的结果越好。 

18.2.4  布尔文本搜索 

MySQL支持全文本搜索的另外一种形式，称为布尔方式（boolean 

mode）。以布尔方式，可以提供关于如下内容的细节： 

 输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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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匹配的词； 

 要排斥的词（如果某行包含这个词，则不返回该行，即使它包含

其他指定的词也是如此）； 

 排列提示（指定某些词比其他词更重要，更重要的词等级更高）； 

 表达式分组； 

 另外一些内容。 

 

即使没有FULLTEXT索引也可以使用  布尔方式不同于迄今为

止使用的全文本搜索语法的地方在于，即使没有定义

FULLTEXT索引，也可以使用它。但这是一种非常缓慢的操作

（其性能将随着数据量的增加而降低）。 

为演示IN BOOLEAN MODE的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此全文本搜索检索包含词heavy的所有行（有两行）。其中使用

了关键字IN BOOLEAN MODE，但实际上没有指定布尔操作符，

因此，其结果与没有指定布尔方式的结果相同。 

 

IN BOOLEAN MODE的行为差异  虽然这个例子的结果与没有

IN BOOLEAN MODE的相同，但其行为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即

使在这个特殊的例子没有表现出来）。我们将在18.2.5节指

出。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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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匹配包含heavy但不包含任意以rope开始的词的行，可使用以下

查询： 

 

 
 

 

这次只返回一行。这一次仍然匹配词heavy，但-rope*明确地

指示MySQL排除包含rope*（任何以rope开始的词，包括

ropes）的行，这就是为什么上一个例子中的第一行被排除的原因。 

 

在MySQL 4.x中所需的代码更改  如果你使用的是MySQL 

4.x，则上面的例子可能不返回任何行。这是*操作符处理中的

一个错误。为在MySQL 4.x中使用这个例子，使用-ropes而不

是-rope*（排除ropes而不是排除任何以rope开始的词）。 

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全文本搜索布尔操作符-和*，-排除一个词，而*

是截断操作符（可想象为用于词尾的一个通配符）。表18-1列出支持的所

有布尔操作符。 
表18-1  全文本布尔操作符 

布尔操作符 说  明 
+ 包含，词必须存在 
- 排除，词必须不出现 
> 包含，而且增加等级值 
< 包含，且减少等级值 
() 把词组成子表达式（允许这些子表达式作为一个组被包含、

排除、排列等） 
~ 取消一个词的排序值 
* 词尾的通配符 
"" 定义一个短语（与单个词的列表不一样，它匹配整个短语以

便包含或排除这个短语）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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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某些操作符如何使用： 

 

这个搜索匹配包含词rabbit和bait的行。 

 

没有指定操作符，这个搜索匹配包含rabbit和bait中的至少一

个词的行。 

 

这个搜索匹配短语rabbit bait而不是匹配两个词rabbit和

bait。 

 

匹配rabbit和carrot，增加前者的等级，降低后者的等级。 

 

 

这个搜索匹配词safe和combination，降低后者的等级。 

 

排列而不排序  在布尔方式中，不按等级值降序排序返回的

行。 

18.2.5  全文本搜索的使用说明 

在结束本章之前，给出关于全文本搜索的某些重要的说明。 

 在索引全文本数据时，短词被忽略且从索引中排除。短词定义为

那些具有3个或3个以下字符的词（如果需要，这个数目可以更改）。 

 MySQL带有一个内建的非用词（stopword）列表，这些词在索引

 输入 

 分析 

 分析 

 输入 

 输入 

 分析 

 输入 

 分析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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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本数据时总是被忽略。如果需要，可以覆盖这个列表（请参

阅MySQL文档以了解如何完成此工作）。 

 许多词出现的频率很高，搜索它们没有用处（返回太多的结果）。

因此，MySQL规定了一条50%规则，如果一个词出现在50%以上

的行中，则将它作为一个非用词忽略。50%规则不用于IN BOOLEAN 

MODE。 

 如果表中的行数少于3行，则全文本搜索不返回结果（因为每个词

或者不出现，或者至少出现在50%的行中）。 

 忽略词中的单引号。例如，don't索引为dont。 

 不具有词分隔符（包括日语和汉语）的语言不能恰当地返回全文

本搜索结果。 

 如前所述，仅在MyISAM数据库引擎中支持全文本搜索。 

 

没有邻近操作符  邻近搜索是许多全文本搜索支持的一个特

性，它能搜索相邻的词（在相同的句子中、相同的段落中或者

在特定数目的词的部分中，等等）。MySQL全文本搜索现在还

不支持邻近操作符，不过未来的版本有支持这种操作符的计

划。 

18.3  小结 
本章介绍了为什么要使用全文本搜索，以及如何使用MySQL的

Match()和Against()函数进行全文本搜索。我们还学习了查询扩展（它

能增加找到相关匹配的机会）和如何使用布尔方式进行更细致的查找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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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 入 数 据 

本章介绍如何利用SQL的INSERT语句将数据插入表中。 

19.1  数据插入 
毫无疑问，SELECT是最常使用的SQL语句了（这就是为什么前17章

讲的都是它的原因）。但是，还有其他3个经常使用的SQL语句需要学习。

第一个就是INSERT（下一章介绍另外两个）。 

顾名思义，INSERT是用来插入（或添加）行到数据库表的。插入可

以用几种方式使用： 

 插入完整的行； 

 插入行的一部分； 

 插入多行； 

 插入某些查询的结果。 

下面将介绍这些内容。 

 

插入及系统安全  可针对每个表或每个用户，利用MySQL的

安全机制禁止使用INSERT语句，这将在第28章介绍。 

19.2  插入完整的行 
把数据插入表中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基本的INSERT语法，它要求

第 1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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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表名和被插入到新行中的值。下面举一个例子： 

 输入  

 

 没有输出  INSERT语句一般不会产生输出。 

此例子插入一个新客户到customers表。存储到每个表列中的

数据在VALUES子句中给出，对每个列必须提供一个值。如果某

个列没有值（如上面的cust_contact和cust_email列），应该使用NULL

值（假定表允许对该列指定空值）。各个列必须以它们在表定义中出现的

次序填充。第一列cust_id也为NULL。这是因为每次插入一个新行时，该

列由MySQL自动增量。你不想给出一个值（这是MySQL的工作），又不

能省略此列（如前所述，必须给出每个列），所以指定一个NULL值（它被

MySQL忽略，MySQL在这里插入下一个可用的cust_id值）。 

虽然这种语法很简单，但并不安全，应该尽量避免使用。上面的SQL

语句高度依赖于表中列的定义次序，并且还依赖于其次序容易获得的信

息。即使可得到这种次序信息，也不能保证下一次表结构变动后各个列

保持完全相同的次序。因此，编写依赖于特定列次序的SQL语句是很不安

全的。如果这样做，有时难免会出问题。 

编写INSERT语句的更安全（不过更烦琐）的方法如下： 

 输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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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子完成与前一个INSERT语句完全相同的工作，但在表名后

的括号里明确地给出了列名。在插入行时，MySQL将用VALUES
列表中的相应值填入列表中的对应项。VALUES中的第一个值对应于第一

个指定的列名。第二个值对应于第二个列名，如此等等。 

因为提供了列名，VALUES必须以其指定的次序匹配指定的列名，不

一定按各个列出现在实际表中的次序。其优点是，即使表的结构改变，

此INSERT语句仍然能正确工作。你会发现cust_id的NULL值是不必要的，

cust_id列并没有出现在列表中，所以不需要任何值。 

下面的INSERT语句填充所有列（与前面的一样），但以一种不同的次

序填充。因为给出了列名，所以插入结果仍然正确： 

 输入  

 

 

总是使用列的列表  一般不要使用没有明确给出列的列表的

INSERT语句。使用列的列表能使SQL代码继续发挥作用，即使

表结构发生了变化。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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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地给出值   不管使用哪种INSERT语法，都必须给出

VALUES的正确数目。如果不提供列名，则必须给每个表列提供

一个值。如果提供列名，则必须对每个列出的列给出一个值。

如果不这样，将产生一条错误消息，相应的行插入不成功。 

使用这种语法，还可以省略列。这表示可以只给某些列提供值，给

其他列不提供值。（事实上你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例子：当列名被明确列出

时，cust_id可以省略。） 

 

省略列  如果表的定义允许，则可以在INSERT操作中省略某

些列。省略的列必须满足以下某个条件。 

 该列定义为允许NULL值（无值或空值）。 

 在表定义中给出默认值。这表示如果不给出值，将使用默

认值。 

如果对表中不允许NULL值且没有默认值的列不给出值，则

MySQL将产生一条错误消息，并且相应的行插入不成功。 

 

 

提高整体性能  数据库经常被多个客户访问，对处理什么请

求以及用什么次序处理进行管理是MySQL的任务。INSERT操

作可能很耗时（特别是有很多索引需要更新时），而且它可能

降低等待处理的SELECT语句的性能。 

如果数据检索是最重要的（通常是这样），则你可以通过在

INSERT和INTO之间添加关键字LOW_PRIORITY，指示MySQL

降低INSERT语句的优先级，如下所示： 

 

顺便说一下，这也适用于下一章介绍的UPDATE和DELETE语句。

19.3 插入多个行 
INSERT可以插入一行到一个表中。但如果你想插入多个行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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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多条INSERT语句，甚至一次提交它们，每条语句用一个分号结

束，如下所示： 

 

 

或者，只要每条INSERT语句中的列名（和次序）相同，可以如下组

合各语句： 

 

 输入 

 输入 

181 

182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136  第 19 章  插 入 数 据 

 

 

其中单条INSERT语句有多组值，每组值用一对圆括号括起来，

用逗号分隔。 

 

提高INSERT的性能  此技术可以提高数据库处理的性能，因

为MySQL用单条INSERT语句处理多个插入比使用多条INSERT

语句快。 

19.4  插入检索出的数据 
INSERT一般用来给表插入一个指定列值的行。但是，INSERT还存在

另一种形式，可以利用它将一条SELECT语句的结果插入表中。这就是所

谓的INSERT SELECT，顾名思义，它是由一条INSERT语句和一条SELECT

语句组成的。 

假如你想从另一表中合并客户列表到你的customers表。不需要每次

读取一行，然后再将它用INSERT插入，可以如下进行： 

 

新例子的说明  这个例子把一个名为custnew的表中的数据

导入customers表中。为了试验这个例子，应该首先创建和填

充custnew表。custnew表的结构与附录B中描述的customers

表的相同。在填充custnew时，不应该使用已经在customers

中使用过的cust_id值（如果主键值重复，后续的INSERT操作

将会失败）或仅省略这列值让MySQL在导入数据的过程中产

生新值。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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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使用INSERT SELECT从custnew中将所有数据导入

customers。SELECT语句从custnew检索出要插入的值，而不

是列出它们。SELECT中列出的每个列对应于customers表名后所跟的列

表中的每个列。这条语句将插入多少行有赖于custnew表中有多少行。

如果这个表为空，则没有行被插入（也不产生错误，因为操作仍然是合

法的）。如果这个表确实含有数据，则所有数据将被插入到customers。 

这个例子导入了cust_id（假设你能够确保cust_id的值不重复）。你

也可以简单地省略这列（从INSERT和SELECT中），这样MySQL就会生成

新值。 

 

INSERT SELECT中的列名  为简单起见，这个例子在INSERT和

SELECT语句中使用了相同的列名。但是，不一定要求列名匹配。

事实上，MySQL甚至不关心SELECT返回的列名。它使用的是

列的位置，因此SELECT中的第一列（不管其列名）将用来填充

表列中指定的第一个列，第二列将用来填充表列中指定的第二

个列，如此等等。这对于从使用不同列名的表中导入数据是非

常有用的。 

INSERT SELECT中SELECT语句可包含WHERE子句以过滤插入的数据。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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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例子  如果想看INSERT用法的更多例子，请参阅附录B中

给出的样例表填充脚本，这主要用于创建本书中使用的样例

表。 

19.5  小结 
本章介绍如何将行插入到数据库表。我们学习了使用INSERT的几种

方法，以及为什么要明确使用列名，学习了如何用INSERT SELECT从其他

表中导入行。下一章讲述如何使用UPDATE和DELETE进一步操纵表数据。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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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和删除数据 

本章介绍如何利用UPDATE和DELETE语句进一步操纵表数据。 

20.1  更新数据 
为了更新（修改）表中的数据，可使用UPDATE语句。可采用两种方

式使用UPDATE： 

 更新表中特定行； 

 更新表中所有行。 

下面分别对它们进行介绍。 

 

不要省略WHERE子句  在使用UPDATE时一定要注意细心。因为

稍不注意，就会更新表中所有行。在使用这条语句前，请完

整地阅读本节。 

 

 

UPDATE与安全  可以限制和控制UPDATE语句的使用，更多内

容请参见第28章。 

UPDATE语句非常容易使用，甚至可以说是太容易使用了。基本的

UPDATE语句由3部分组成，分别是： 

 要更新的表； 

 列名和它们的新值； 

第 2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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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要更新行的过滤条件。 

举一个简单例子。客户10005现在有了电子邮件地址，因此他的记录

需要更新，语句如下： 

 

UPDATE语句总是以要更新的表的名字开始。在此例子中，要更新的

表的名字为customers。SET命令用来将新值赋给被更新的列。如这里所

示，SET子句设置cust_email列为指定的值： 

 

UPDATE语句以WHERE子句结束，它告诉MySQL更新哪一行。没有

WHERE子句，MySQL将会用这个电子邮件地址更新customers表中所有

行，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更新多个列的语法稍有不同： 

 

在更新多个列时，只需要使用单个SET命令，每个“列=值”对之间

用逗号分隔（最后一列之后不用逗号）。在此例子中，更新客户10005的

cust_name和cust_email列。 

 

在UPDATE语句中使用子查询  UPDATE语句中可以使用子查

询，使得能用SELECT语句检索出的数据更新列数据。关于子

查询及使用的更多内容，请参阅第14章。 

 

 

IGNORE关键字  如果用UPDATE语句更新多行，并且在更新这些

行中的一行或多行时出一个现错误，则整个UPDATE操作被取消

（错误发生前更新的所有行被恢复到它们原来的值）。为即使是发

生错误，也继续进行更新，可使用IGNORE关键字，如下所示： 

UPDATE IGNORE customers… 

 输入 

 输入 

187 

188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20.2  删除数据  141 

 

为了删除某个列的值，可设置它为NULL（假如表定义允许NULL值）。

如下进行： 

 

其中NULL用来去除cust_email列中的值。 

20.2  删除数据 
为了从一个表中删除（去掉）数据，使用DELETE语句。可以两种方

式使用DELETE： 

 从表中删除特定的行； 

 从表中删除所有行。 

下面分别对它们进行介绍。 

 

不要省略WHERE子句  在使用DELETE时一定要注意细心。因为

稍不注意，就会错误地删除表中所有行。在使用这条语句前，

请完整地阅读本节。 

 

 

DELETE与安全  可以限制和控制DELETE语句的使用，更多内

容请参见第28章。 

前面说过，UPDATE非常容易使用，而DELETE更容易使用。 

下面的语句从customers表中删除一行： 

 

这条语句很容易理解。DELETE FROM要求指定从中删除数据的表名。

WHERE子句过滤要删除的行。在这个例子中，只删除客户10006。如果省

略WHERE子句，它将删除表中每个客户。 

DELETE不需要列名或通配符。DELETE删除整行而不是删除列。为了

删除指定的列，请使用UPDATE语句。 

 输入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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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表的内容而不是表  DELETE语句从表中删除行，甚至是

删除表中所有行。但是，DELETE不删除表本身。 

 

 

更快的删除  如果想从表中删除所有行，不要使用DELETE。

可使用TRUNCATE TABLE语句，它完成相同的工作，但速度更

快（TRUNCATE实际是删除原来的表并重新创建一个表，而不

是逐行删除表中的数据）。 

20.3  更新和删除的指导原则 
前一节中使用的UPDATE和DELETE语句全都具有WHERE子句，这样做的

理由很充分。如果省略了WHERE子句，则UPDATE或DELETE将被应用到表中

所有的行。换句话说，如果执行UPDATE而不带WHERE子句，则表中每个行

都将用新值更新。类似地，如果执行DELETE语句而不带WHERE子句，表的

所有数据都将被删除。 

下面是许多SQL程序员使用UPDATE或DELETE时所遵循的习惯。 

 除非确实打算更新和删除每一行，否则绝对不要使用不带WHERE

子句的UPDATE或DELETE语句。 

 保证每个表都有主键（如果忘记这个内容，请参阅第15章），尽可能

像WHERE子句那样使用它（可以指定各主键、多个值或值的范围）。 

 在对UPDATE或DELETE语句使用WHERE子句前，应该先用SELECT进

行测试，保证它过滤的是正确的记录，以防编写的WHERE子句不

正确。 

 使用强制实施引用完整性的数据库（关于这个内容，请参阅第15

章），这样MySQL将不允许删除具有与其他表相关联的数据的行。 

 

小心使用  MySQL没有撤销（undo）按钮。应该非常小心地

使用UPDATE和DELETE，否则你会发现自己更新或删除了错误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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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小结 
我们在本章中学习了如何使用UPDATE和DELETE语句处理表中的数

据。我们学习了这些语句的语法，知道了它们固有的危险性。本章中还

讲解了为什么WHERE子句对UPDATE和DELETE语句很重要，并且给出了应该

遵循的一些指导原则，以保证数据的安全。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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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操纵表 

本章讲授表的创建、更改和删除的基本知识。 

21.1  创建表 
MySQL不仅用于表数据操纵，而且还可以用来执行数据库和表的所

有操作，包括表本身的创建和处理。 

一般有两种创建表的方法： 

 使用具有交互式创建和管理表的工具（如第2章讨论的工具）； 

 表也可以直接用MySQL语句操纵。 

为了用程序创建表，可使用SQL的CREATE TABLE语句。值得注意的

是，在使用交互式工具时，实际上使用的是MySQL语句。但是，这些语

句不是用户编写的，界面工具会自动生成并执行相应的MySQL语句（更

改现有表时也是这样）。 

 

另外的例子  关于表创建脚本的另外例子，请参阅本书中用

来创建样例表的代码。 

21.1.1  表创建基础 
为利用CREATE TABLE创建表，必须给出下列信息： 

 新表的名字，在关键字CREATE TABLE之后给出； 

 表列的名字和定义，用逗号分隔。 

CREATE TABLE语句也可能会包括其他关键字或选项，但至少要包括表的

名字和列的细节。下面的MySQL语句创建本书中所用的customers表： 

第 2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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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表名紧跟在CREATE TABLE关键字后

面。实际的表定义（所有列）括在圆括号之中。各列之间用逗

号分隔。这个表由9列组成。每列的定义以列名（它在表中必须是唯一的）

开始，后跟列的数据类型（关于数据类型的解释，请参阅第1章。此外，

附录D列出了MySQL支持的数据类型）。表的主键可以在创建表时用

PRIMARY KEY关键字指定。这里，列cust_id指定作为主键列。整条语句

由 右 圆 括 号 后 的 分 号 结 束 。（ 现 在 先 忽 略 ENGINE=InnoDB 和

AUTO_INCREMENT，后面会对它们进行介绍。） 

 

语句格式化  可回忆一下，以前说过MySQL语句中忽略空格。

语句可以在一个长行上输入，也可以分成许多行。它们的作

用都相同。这允许你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安排语句的格式。

前面的CREATE TABLE语句就是语句格式化的一个很好的例

子，它被安排在多个行上，其中的列定义进行了恰当的缩进，

以便阅读和编辑。以何种缩进格式安排SQL语句没有规定，

但我强烈推荐采用某种缩进格式。 

 

 

处理现有的表  在创建新表时，指定的表名必须不存在，否则

将出错。如果要防止意外覆盖已有的表，SQL要求首先手工删

除该表（请参阅后面的小节），然后再重建它，而不是简单地

用创建表语句覆盖它。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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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仅想在一个表不存在时创建它，应该在表名后给出IF 

NOT EXISTS。这样做不检查已有表的模式是否与你打算创建

的表模式相匹配。它只是查看表名是否存在，并且仅在表名不

存在时创建它。 

21.1.2  使用NULL值 

第6章中说过，NULL值就是没有值或缺值。允许NULL值的列也允许在

插入行时不给出该列的值。不允许NULL值的列不接受该列没有值的行，

换句话说，在插入或更新行时，该列必须有值。 

每个表列或者是NULL列，或者是NOT NULL列，这种状态在创建时由

表的定义规定。请看下面的例子： 

 输入  

 

这条语句创建本书中所用的orders表。orders包含3个列，分

别是订单号、订单日期和客户ID。所有3个列都需要，因此每

个列的定义都含有关键字NOT NULL。这将会阻止插入没有值的列。如果

试图插入没有值的列，将返回错误，且插入失败。 

下一个例子将创建混合了NULL和NOT NULL列的表： 

 输入  

 

这条语句创建本书中使用的vendors表。供应商ID和供应商名

 分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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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列是必需的，因此指定为NOT NULL。其余5个列全都允许NULL值，所以

不指定NOT NULL。NULL为默认设置，如果不指定NOT NULL，则认为指定

的是NULL。 

 

理解NULL  不要把NULL值与空串相混淆。NULL值是没有值，

它不是空串。如果指定''（两个单引号，其间没有字符），这

在NOT NULL列中是允许的。空串是一个有效的值，它不是无

值。NULL值用关键字NULL而不是空串指定。 

21.1.3 主键再介绍 

正如所述，主键值必须唯一。即，表中的每个行必须具有唯一的主

键值。如果主键使用单个列，则它的值必须唯一。如果使用多个列，则

这些列的组合值必须唯一。 

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CREATE TABLE例子都是用单个列作为主键。其

中主键用以下的类似的语句定义： 

 

为创建由多个列组成的主键，应该以逗号分隔的列表给出各列名，

如下所示： 

 

orderitems表包含orders表中每个订单的细节。每个订单有多项物

品，但每个订单任何时候都只有1个第一项物品，1个第二项物品，如此

等等。因此，订单号（order_num列）和订单物品（order_item列）的组

合是唯一的，从而适合作为主键，其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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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键可以在创建表时定义（如这里所示），或者在创建表之后定义（本

章稍后讨论）。 

 

主键和NULL值  第1章介绍过，主键为其值唯一标识表中每个

行的列。主键中只能使用不允许NULL值的列。允许NULL值的

列不能作为唯一标识。 

21.1.4 使用AUTO_INCREMENT 

让我们再次考察customers和orders表。customers表中的顾客由列

cust_id唯一标识，每个顾客有一个唯一编号。类似，orders表中的每个

订单有一个唯一的订单号，这个订单号存储在列order_num中。 

这些编号除它们是唯一的以外没有别的特殊意义。在增加一个新顾

客或新订单时，需要一个新的顾客ID或订单号。这些编号可以任意，只

要它们是唯一的即可。 

显然，使用的最简单的编号是下一个编号，所谓下一个编号是大于

当前最大编号的编号。例如，如果cust_id的最大编号为10005，则插入

表中的下一个顾客可以具有等于10006的cust_id。 

简单吗？不见得。你怎样确定下一个要使用的值？当然，你可以使

用SELECT语句得出最大的数（使用第12章介绍的Max()函数），然后对它

加1。但这样做并不可靠（你需要找出一种办法来保证，在你执行SELECT

和INSERT两条语句之间没有其他人插入行，对于多用户应用，这种情况

是很有可能出现的），而且效率也不高（执行额外的MySQL操作肯定不是

理想的办法）。 

这就是AUTO_INCREMENT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请看以下代码行（用来

创建customers表的CREATE TABLE语句的组成部分）： 

 

AUTO_INCREMENT告诉MySQL，本列每当增加一行时自动增量。每次

执行一个INSERT操作时，MySQL自动对该列增量（从而才有这个关键字

AUTO_INCREMENT），给该列赋予下一个可用的值。这样给每个行分配一个

唯一的cust_id，从而可以用作主键值。 

198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21.1  创建表  149 

 

每个表只允许一个AUTO_INCREMENT列，而且它必须被索引（如，通

过使它成为主键）。 

 

覆盖AUTO_INCREMENT  如果一个列被指定为AUTO_INCRE- 

MENT，则它需要使用特殊的值吗？你可以简单地在INSERT语句

中指定一个值，只要它是唯一的（至今尚未使用过）即可，该

值将被用来替代自动生成的值。后续的增量将开始使用该手工

插入的值。（相关的例子请参阅本书中使用的表填充脚本。） 

 

 

确定AUTO_INCREMENT值  让MySQL生成（通过自动增量）主

键的一个缺点是你不知道这些值都是谁。 

考虑这个场景：你正在增加一个新订单。这要求在orders表

中创建一行，然后在orderitms表中对订购的每项物品创建一

行。order_num在orderitems表中与订单细节一起存储。这

就是为什么orders表和orderitems表为相互关联的表的原

因。这显然要求你在插入orders行之后，插入orderitems行

之前知道生成的order_num。 

那么，如何在使用AUTO_INCREMENT列时获得这个值呢？可使

用last_insert_id()函数获得这个值，如下所示： 

() 

此语句返回最后一个AUTO_INCREMENT值，然后可以将它用于

后续的MySQL语句。 

21.1.5 指定默认值 

如果在插入行时没有给出值，MySQL允许指定此时使用的默认值。

默认值用CREATE TABLE语句的列定义中的DEFAULT关键字指定。 

请看下面的例子： 

 

 输入 

199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150  第 21 章  创建和操纵表 

 

 

这条语句创建包含组成订单的各物品的orderitems表（订单本

身存储在orders表中）。quantity列包含订单中每项物品的数

量。在此例子中，给该列的描述添加文本DEFAULT 1指示MySQL，在未

给出数量的情况下使用数量1。 

 

不允许函数  与大多数DBMS不一样，MySQL不允许使用函

数作为默认值，它只支持常量。 

 

 

使用默认值而不是NULL值  许多数据库开发人员使用默认

值而不是NULL列，特别是对用于计算或数据分组的列更是如

此。 

21.1.6 引擎类型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迄今为止使用的CREATE TABLE语句全都以

ENGINE=InnoDB语句结束。 

与其他DBMS一样，MySQL有一个具体管理和处理数据的内部引擎。

在你使用CREATE TABLE语句时，该引擎具体创建表，而在你使用SELECT

语句或进行其他数据库处理时，该引擎在内部处理你的请求。多数时候，

此引擎都隐藏在DBMS内，不需要过多关注它。 

但MySQL与其他DBMS不一样，它具有多种引擎。它打包多个引擎，

这些引擎都隐藏在MySQL服务器内，全都能执行CREATE TABLE和SELECT

等命令。 

为什么要发行多种引擎呢？因为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和特性，

为不同的任务选择正确的引擎能获得良好的功能和灵活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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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完全可以忽略这些数据库引擎。如果省略ENGINE=语句，则

使用默认引擎（很可能是MyISAM），多数SQL语句都会默认使用它。但并

不是所有语句都默认使用它，这就是为什么ENGINE=语句很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为什么本书的样列表中使用两种引擎的原因）。 

以下是几个需要知道的引擎： 

 InnoDB是一个可靠的事务处理引擎（参见第26章），它不支持全文

本搜索； 

 MEMORY在功能等同于MyISAM，但由于数据存储在内存（不是磁盘）

中，速度很快（特别适合于临时表）； 

 MyISAM是一个性能极高的引擎，它支持全文本搜索（参见第18章），

但不支持事务处理。 

 

更多知识  所支持引擎的完整列表（及它们之间的不同），请

参阅http://dev.mysql.com/doc/refman/5.0/en/storage_engines.html。

引擎类型可以混用。除productnotes表使用MyISAM外，本书中的样

例表都使用InnoDB。原因是作者希望支持事务处理（因此，使用InnoDB），

但也需要在productnotes中支持全文本搜索（因此，使用MyISAM）。 

 

外键不能跨引擎  混用引擎类型有一个大缺陷。外键（用于

强制实施引用完整性，如第1章所述）不能跨引擎，即使用一

个引擎的表不能引用具有使用不同引擎的表的外键。 

那么，你应该使用哪个引擎？这有赖于你需要什么样的特性。MyISAM

由于其性能和特性可能是最受欢迎的引擎。但如果你不需要可靠的事务

处理，可以使用其他引擎。 

21.2  更新表 
为更新表定义，可使用ALTER TABLE语句。但是，理想状态下，当表

中存储数据以后，该表就不应该再被更新。在表的设计过程中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来考虑，以便后期不对该表进行大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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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用ALTER TABLE更改表结构，必须给出下面的信息： 

 在ALTER TABLE之后给出要更改的表名（该表必须存在，否则将

出错）； 

 所做更改的列表。 

下面的例子给表添加一个列： 

 

这条语句给vendors表增加一个名为vend_phone的列，必须明

确其数据类型。 

删除刚刚添加的列，可以这样做： 

 

ALTER TABLE的一种常见用途是定义外键。下面是用来定义本书中的

表所用的外键的代码： 

 

 

这里，由于要更改4个不同的表，使用了4条ALTER TABLE语句。为了

对单个表进行多个更改，可以使用单条ALTER TABLE语句，每个更改用逗

号分隔。 

复杂的表结构更改一般需要手动删除过程，它涉及以下步骤： 

 用新的列布局创建一个新表； 

 使用INSERT SELECT语句（关于这条语句的详细介绍，请参阅第

 输入 

 分析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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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章）从旧表复制数据到新表。如果有必要，可使用转换函数和

计算字段； 

 检验包含所需数据的新表； 

 重命名旧表（如果确定，可以删除它）； 

 用旧表原来的名字重命名新表； 

 根据需要，重新创建触发器、存储过程、索引和外键。 

 

小心使用ALTER TABLE  使用ALTER TABLE要极为小心，应该

在进行改动前做一个完整的备份（模式和数据的备份）。数据

库表的更改不能撤销，如果增加了不需要的列，可能不能删

除它们。类似地，如果删除了不应该删除的列，可能会丢失

该列中的所有数据。 

21.3  删除表 
删除表（删除整个表而不是其内容）非常简单，使用DROP TABLE语

句即可： 

 输入   

这条语句删除customers 2表（假设它存在）。删除表没有确认，

也不能撤销，执行这条语句将永久删除该表。 

21.4  重命名表 
使用RENAME TABLE语句可以重命名一个表： 

 输入   

RENAME TABLE所做的仅是重命名一个表。可以使用下面的语

句对多个表重命名： 

 

 分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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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小结 
本章介绍了几条新SQL语句。CREATE TABLE用来创建新表，ALTER 

TABLE用来更改表列（或其他诸如约束或索引等对象），而DROP TABLE用

来完整地删除一个表。这些语句必须小心使用，并且应在做了备份后使

用。本章还介绍了数据库引擎、定义主键和外键，以及其他重要的表和

列选项。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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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视 图 

本章将介绍视图究竟是什么，它们怎样工作，何时使用它们。我们

还将看到如何利用视图简化前面章节中执行的某些SQL操作。 

22.1  视图 

 

需要MySQL 5  MySQL 5添加了对视图的支持。因此，本章

内容适用于MySQL 5及以后的版本。 

视图是虚拟的表。与包含数据的表不一样，视图只包含使用时动态

检索数据的查询。 

理解视图的 好方法是看一个例子。第15章中用下面的SELECT语句

从3个表中检索数据： 

 

此查询用来检索订购了某个特定产品的客户。任何需要这个数据的

人都必须理解相关表的结构，并且知道如何创建查询和对表进行联结。

为了检索其他产品（或多个产品）的相同数据，必须修改 后的WHERE子

句。 

现在，假如可以把整个查询包装成一个名为productcustomers的虚

拟表，则可以如下轻松地检索出相同的数据： 

第 22 章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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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视图的作用。productcustomers是一个视图，作为视图，它

不包含表中应该有的任何列或数据，它包含的是一个SQL查询（与上面用

以正确联结表的相同的查询）。 

22.1.1  为什么使用视图 

我们已经看到了视图应用的一个例子。下面是视图的一些常见应用。 

 重用SQL语句。 

 简化复杂的SQL操作。在编写查询后，可以方便地重用它而不必

知道它的基本查询细节。 

 使用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整个表。 

 保护数据。可以给用户授予表的特定部分的访问权限而不是整个

表的访问权限。 

 更改数据格式和表示。视图可返回与底层表的表示和格式不同的

数据。 

在视图创建之后，可以用与表基本相同的方式利用它们。可以对视

图执行SELECT操作，过滤和排序数据，将视图联结到其他视图或表，甚

至能添加和更新数据（添加和更新数据存在某些限制。关于这个内容稍

后还要做进一步的介绍）。 

重要的是知道视图仅仅是用来查看存储在别处的数据的一种设施。

视图本身不包含数据，因此它们返回的数据是从其他表中检索出来的。

在添加或更改这些表中的数据时，视图将返回改变过的数据。 

 

性能问题  因为视图不包含数据，所以每次使用视图时，都

必须处理查询执行时所需的任一个检索。如果你用多个联结

和过滤创建了复杂的视图或者嵌套了视图，可能会发现性能

下降得很厉害。因此，在部署使用了大量视图的应用前，应

该进行测试。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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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视图的规则和限制 

下面是关于视图创建和使用的一些 常见的规则和限制。 

 与表一样，视图必须唯一命名（不能给视图取与别的视图或表相

同的名字）。 

 对于可以创建的视图数目没有限制。 

 为了创建视图，必须具有足够的访问权限。这些限制通常由数据

库管理人员授予。 

 视图可以嵌套，即可以利用从其他视图中检索数据的查询来构造

一个视图。 

 ORDER BY可以用在视图中，但如果从该视图检索数据SELECT中也

含有ORDER BY，那么该视图中的ORDER BY将被覆盖。 

 视图不能索引，也不能有关联的触发器或默认值。 

 视图可以和表一起使用。例如，编写一条联结表和视图的SELECT

语句。 

22.2  使用视图 

在理解什么是视图（以及管理它们的规则及约束）后，我们来看一

下视图的创建。 

 视图用CREATE VIEW语句来创建。 

 使用SHOW CREATE VIEW viewname；来查看创建视图的语句。 

 用DROP删除视图，其语法为DROP VIEW viewname;。 

 更新视图时，可以先用DROP再用CREATE，也可以直接用CREATE OR 

REPLACE VIEW。如果要更新的视图不存在，则第2条更新语句会创

建一个视图；如果要更新的视图存在，则第2条更新语句会替换原

有视图。 

22.2.1  利用视图简化复杂的联结 

视图的 常见的应用之一是隐藏复杂的SQL，这通常都会涉及联结。

请看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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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语句创建一个名为productcustomers的视图，它联结三个

表，以返回已订购了任意产品的所有客户的列表。如果执行

SELECT * FROM productcustomers，将列出订购了任意产品的客户。 

为检索订购了产品TNT2的客户，可如下进行： 

 

 

这条语句通过WHERE子句从视图中检索特定数据。在MySQL处

理此查询时，它将指定的WHERE子句添加到视图查询中的已有

WHERE子句中，以便正确过滤数据。 

可以看出，视图极大地简化了复杂SQL语句的使用。利用视图，可一

次性编写基础的SQL，然后根据需要多次使用。 

 

创建可重用的视图  创建不受特定数据限制的视图是一种

好办法。例如，上面创建的视图返回生产所有产品的客户而

不仅仅是生产TNT2的客户。扩展视图的范围不仅使得它能被

重用，而且甚至更有用。这样做不需要创建和维护多个类似

视图。 

22.2.2  用视图重新格式化检索出的数据 

如上所述，视图的另一常见用途是重新格式化检索出的数据。下面

的SELECT语句（来自第10章）在单个组合计算列中返回供应商名和位置： 

 分析 

 输入 

 输入 

 输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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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如经常需要这个格式的结果。不必在每次需要时执行联结，

创建一个视图，每次需要时使用它即可。为把此语句转换为视图，可按

如下进行： 

 

这条语句使用与以前的SELECT语句相同的查询创建视图。为了

检索出以创建所有邮件标签的数据，可如下进行： 

 

 

22.2.3  用视图过滤不想要的数据 

视图对于应用普通的 WHERE子句也很有用。例如，可以定义

customeremaillist视图，它过滤没有电子邮件地址的客户。为此目的，

可使用下面的语句： 

 输入 

 分析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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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发送电子邮件到邮件列表时，需要排除没有电子邮件

地址的用户。这里的WHERE子句过滤了cust_email列中具有

NULL值的那些行，使他们不被检索出来。 

现在，可以像使用其他表一样使用视图customeremaillist。 

 

 

 

WHERE子句与WHERE子句  如果从视图检索数据时使用了一条

WHERE子句，则两组子句（一组在视图中，另一组是传递给视

图的）将自动组合。 

22.2.4  使用视图与计算字段 

视图对于简化计算字段的使用特别有用。下面是第10章中介绍的一

条SELECT语句。它检索某个特定订单中的物品，计算每种物品的总价格： 

 

 

为将其转换为一个视图，如下进行： 

 输入 

 分析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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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索订单20005的详细内容（上面的输出），如下进行： 

 

 

可以看到，视图非常容易创建，而且很好使用。正确使用，视图可

极大地简化复杂的数据处理。 

22.2.5 更新视图 

迄今为止的所有视图都是和SELECT语句使用的。然而，视图的数据

能否更新？答案视情况而定。 

通常，视图是可更新的（即，可以对它们使用INSERT、UPDATE和

DELETE）。更新一个视图将更新其基表（可以回忆一下，视图本身没有数

据）。如果你对视图增加或删除行，实际上是对其基表增加或删除行。 

但是，并非所有视图都是可更新的。基本上可以说，如果MySQL不

能正确地确定被更新的基数据，则不允许更新（包括插入和删除）。这实

际上意味着，如果视图定义中有以下操作，则不能进行视图的更新： 

 分组（使用GROUP BY和HAVING）； 

 联结； 

 子查询； 

 并； 

 聚集函数（Min()、Count()、Sum()等）； 

 输入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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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INCT； 

 导出（计算）列。 

换句话说，本章许多例子中的视图都是不可更新的。这听上去好像

是一个严重的限制，但实际上不是，因为视图主要用于数据检索。 

 

可能的变动  上面列出的限制自MySQL 5以来是正确的。不

过，未来的MySQL很可能会取消某些限制。 

 

 

将视图用于检索  一般，应该将视图用于检索（SELECT语句）

而不用于更新（INSERT、UPDATE和DELETE）。 

22.3  小结 
视图为虚拟的表。它们包含的不是数据而是根据需要检索数据的查

询。视图提供了一种MySQL的SELECT语句层次的封装，可用来简化数据

处理以及重新格式化基础数据或保护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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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存储过程 

本章介绍什么是存储过程，为什么要使用存储过程以及如何使用存

储过程，并且介绍创建和使用存储过程的基本语法。 

23.1  存储过程 

 

需要MySQL 5  MySQL 5添加了对存储过程的支持，因此，

本章内容适用于MySQL 5及以后的版本。 

迄今为止，使用的大多数SQL语句都是针对一个或多个表的单条语

句。并非所有操作都这么简单，经常会有一个完整的操作需要多条语句

才能完成。例如，考虑以下的情形。 

 为了处理订单，需要核对以保证库存中有相应的物品。 

 如果库存有物品，这些物品需要预定以便不将它们再卖给别的人，

并且要减少可用的物品数量以反映正确的库存量。 

 库存中没有的物品需要订购，这需要与供应商进行某种交互。 

 关于哪些物品入库（并且可以立即发货）和哪些物品退订，需要

通知相应的客户。 

这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例子，它甚至超出了本书中所用样例表的范

围，但足以帮助表达我们的意思了。执行这个处理需要针对许多表的多

条MySQL语句。此外，需要执行的具体语句及其次序也不是固定的，它

们可能会（和将）根据哪些物品在库存中哪些不在而变化。 

那么，怎样编写此代码？可以单独编写每条语句，并根据结果有条

第 2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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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地执行另外的语句。在每次需要这个处理时（以及每个需要它的应用

中）都必须做这些工作。 

可以创建存储过程。存储过程简单来说，就是为以后的使用而保存

的一条或多条MySQL语句的集合。可将其视为批文件，虽然它们的作用

不仅限于批处理。 

23.2  为什么要使用存储过程 
既然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存储过程，那么为什么要使用它们呢？有许

多理由，下面列出一些主要的理由。 

 通过把处理封装在容易使用的单元中，简化复杂的操作（正如前

面例子所述）。 

 由于不要求反复建立一系列处理步骤，这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如果所有开发人员和应用程序都使用同一（试验和测试）存储过

程，则所使用的代码都是相同的。 

这一点的延伸就是防止错误。需要执行的步骤越多，出错的可能

性就越大。防止错误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 

 简化对变动的管理。如果表名、列名或业务逻辑（或别的内容）

有变化，只需要更改存储过程的代码。使用它的人员甚至不需要

知道这些变化。 

这一点的延伸就是安全性。通过存储过程限制对基础数据的访问减

少了数据讹误（无意识的或别的原因所导致的数据讹误）的机会。 

 提高性能。因为使用存储过程比使用单独的SQL语句要快。 

 存在一些只能用在单个请求中的MySQL元素和特性，存储过程可

以使用它们来编写功能更强更灵活的代码（在下一章的例子中可

以看到。） 

换句话说，使用存储过程有3个主要的好处，即简单、安全、高性能。

显然，它们都很重要。不过，在将SQL代码转换为存储过程前，也必须知

道它的一些缺陷。 

 一般来说，存储过程的编写比基本SQL语句复杂，编写存储过程

需要更高的技能，更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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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没有创建存储过程的安全访问权限。许多数据库管理员限

制存储过程的创建权限，允许用户使用存储过程，但不允许他们

创建存储过程。 

尽管有这些缺陷，存储过程还是非常有用的，并且应该尽可能地使

用。 

 

不能编写存储过程？你依然可以使用  MySQL将编写存储过

程的安全和访问与执行存储过程的安全和访问区分开来。这

是好事情。即使你不能（或不想）编写自己的存储过程，也

仍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执行别的存储过程。 

23.3 使用存储过程 
使用存储过程需要知道如何执行（运行）它们。存储过程的执行远

比其定义更经常遇到，因此，我们将从执行存储过程开始介绍。然后再

介绍创建和使用存储过程。 

23.3.1 执行存储过程 

MySQL称存储过程的执行为调用，因此MySQL执行存储过程的语句

为CALL。CALL接受存储过程的名字以及需要传递给它的任意参数。请看

以下例子： 

 

其中，执行名为productpricing的存储过程，它计算并返回产

品的最低、最高和平均价格。 

存储过程可以显示结果，也可以不显示结果，如稍后所述。 

23.3.2 创建存储过程 

正如所述，编写存储过程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为让你了解这个

过程，请看一个例子——一个返回产品平均价格的存储过程。以下是其

代码：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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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稍后介绍第一条和最后一条语句。此存储过程名为

productpricing，用CREATE PROCEDURE productpricing()语

句定义。如果存储过程接受参数，它们将在()中列举出来。此存储过程没

有参数，但后跟的()仍然需要。BEGIN和END语句用来限定存储过程体，过

程体本身仅是一个简单的SELECT语句（使用第12章介绍的Avg()函数）。 

在MySQL处理这段代码时，它创建一个新的存储过程product- 

pricing。没有返回数据，因为这段代码并未调用存储过程，这里只是为

以后使用而创建它。 

 

mysql命令行客户机的分隔符  如果你使用的是mysql命令行

实用程序，应该仔细阅读此说明。 

默认的MySQL语句分隔符为;（正如你已经在迄今为止所使用

的MySQL语句中所看到的那样）。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也使

用;作为语句分隔符。如果命令行实用程序要解释存储过程自

身内的;字符，则它们最终不会成为存储过程的成分，这会使

存储过程中的SQL出现句法错误。 

解决办法是临时更改命令行实用程序的语句分隔符，如下所示：

 

其中，DELIMITER //告诉命令行实用程序使用//作为新的语

句结束分隔符，可以看到标志存储过程结束的END定义为END 

//而不是END;。这样，存储过程体内的;仍然保持不动，并且

正确地传递给数据库引擎。最后，为恢复为原来的语句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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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DELIMITER ;。 

除\符号外，任何字符都可以用作语句分隔符。 

如果你使用的是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在阅读本章时请记住

这里的内容。 

那么，如何使用这个存储过程？如下所示： 

 

 

 

CALL productpricing();执行刚创建的存储过程并显示返回

的结果。因为存储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函数，所以存储过程名后

需要有()符号（即使不传递参数也需要）。 

23.3.3 删除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在创建之后，被保存在服务器上以供使用，直至被删除。

删除命令（类似于第21章所介绍的语句）从服务器中删除存储过程。 

为删除刚创建的存储过程，可使用以下语句： 

 

 

这条语句删除刚创建的存储过程。请注意没有使用后面的()，

只给出存储过程名。 

 

仅当存在时删除  如果指定的过程不存在，则DROP PROCEDURE

将产生一个错误。当过程存在想删除它时（如果过程不存在也

不产生错误）可使用DROP PROCEDURE IF EXISTS。 

23.3.4 使用参数 
productpricing只是一个简单的存储过程，它简单地显示SELECT语

句的结果。一般，存储过程并不显示结果，而是把结果返回给你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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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变量（variable）内存中一个特定的位置，用来临时存储数据。 

以下是productpricing的修改版本（如果不先删除此存储过程，则

不能再次创建它）： 

 

此存储过程接受3个参数：pl存储产品最低价格，ph存储产品

最高价格，pa存储产品平均价格。每个参数必须具有指定的类

型，这里使用十进制值。关键字OUT指出相应的参数用来从存储过程传出

一个值（返回给调用者）。MySQL支持IN（传递给存储过程）、OUT（从存

储过程传出，如这里所用）和INOUT（对存储过程传入和传出）类型的参

数。存储过程的代码位于BEGIN和END语句内，如前所见，它们是一系列

SELECT语句，用来检索值，然后保存到相应的变量（通过指定INTO关键

字）。 

 

参数的数据类型  存储过程的参数允许的数据类型与表中使用

的数据类型相同。附录D列出了这些类型。 

注意，记录集不是允许的类型，因此，不能通过一个参数返回

多个行和列。这就是前面的例子为什么要使用3个参数（和3

条SELECT语句）的原因。 

为调用此修改过的存储过程，必须指定3个变量名，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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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存储过程要求3个参数，因此必须正好传递3个参数，不

多也不少。所以，这条CALL语句给出3个参数。它们是存储过

程将保存结果的3个变量的名字。 

 变量名  所有MySQL变量都必须以@开始。 

在调用时，这条语句并不显示任何数据。它返回以后可以显示（或

在其他处理中使用）的变量。 

为了显示检索出的产品平均价格，可如下进行： 

 

 

 

为了获得3个值，可使用以下语句： 

 

 

 

下面是另外一个例子，这次使用IN和OUT参数。ordertotal接受订单

号并返回该订单的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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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umber定义为IN，因为订单号被传入存储过程。ototal定义

为OUT，因为要从存储过程返回合计。SELECT语句使用这两个

参数，WHERE子句使用onumber选择正确的行，INTO使用ototal存储计算

出来的合计。 

为调用这个新存储过程，可使用以下语句： 

 

 

必须给ordertotal传递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为订单号，第二

个参数为包含计算出来的合计的变量名。 

为了显示此合计，可如下进行： 

 

 

 

@total已由ordertotal的CALL语句填写，SELECT显示它包含

的值。 

为了得到另一个订单的合计显示，需要再次调用存储过程，然后重

新显示变量： 

 

23.3.5 建立智能存储过程 

迄今为止使用的所有存储过程基本上都是封装MySQL简单的SELECT

语句。虽然它们全都是有效的存储过程例子，但它们所能完成的工作你

直接用这些被封装的语句就能完成（如果说它们还能带来更多的东西，

 分析 

 输入 

 分析 

 输入 

 输出 

 分析 

 输入 

226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23.3 使用存储过程  171 

 

那就是使事情更复杂）。只有在存储过程内包含业务规则和智能处理时，

它们的威力才真正显现出来。 

考虑这个场景。你需要获得与以前一样的订单合计，但需要对合计

增加营业税，不过只针对某些顾客（或许是你所在州中那些顾客）。那么，

你需要做下面几件事情： 

 获得合计（与以前一样）； 

 把营业税有条件地添加到合计； 

 返回合计（带或不带税）。 

存储过程的完整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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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存储过程有很大的变动。首先，增加了注释（前面放置--）。

在存储过程复杂性增加时，这样做特别重要。添加了另外一个

参数taxable，它是一个布尔值（如果要增加税则为真，否则为假）。在

存储过程体中，用DECLARE语句定义了两个局部变量。DECLARE要求指定

变量名和数据类型，它也支持可选的默认值（这个例子中的taxrate的默

认被设置为6%）。SELECT语句已经改变，因此其结果存储到total（局部

变量）而不是ototal。IF语句检查taxable是否为真，如果为真，则用另

一SELECT语句增加营业税到局部变量total。最后，用另一SELECT语句将

total（它增加或许不增加营业税）保存到ototal。 

 

COMMENT关键字  本例子中的存储过程在CREATE PROCEDURE语

句中包含了一个COMMENT值。它不是必需的，但如果给出，将

在SHOW PROCEDURE STATUS的结果中显示。 

这显然是一个更高级，功能更强的存储过程。为试验它，请用以下

两条语句： 

 

 

 

 

BOOLEAN值指定为1表示真，指定为0表示假（实际上，非零值

都考虑为真，只有0被视为假）。通过给中间的参数指定0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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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条件地将营业税加到订单合计上。 

 

IF语句  这个例子给出了MySQL的IF语句的基本用法。IF语

句还支持ELSEIF和ELSE子句（前者还使用THEN子句，后者不

使用）。在以后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IF的其他用法（以及其他

流控制语句）。 

23.3.6 检查存储过程 

为显示用来创建一个存储过程的CREATE语句，使用SHOW CREATE 

PROCEDURE语句： 

 

为了获得包括何时、由谁创建等详细信息的存储过程列表，使用SHOW 

PROCEDURE STATUS。 

 

限制过程状态结果  SHOW PROCEDURE STATUS列出所有存储过

程。为限制其输出，可使用LIKE指定一个过滤模式，例如： 

 

23.4  小结 
本章介绍了什么是存储过程以及为什么要使用存储过程。我们介绍

了存储过程的执行和创建的语法以及使用存储过程的一些方法。下一章

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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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游 标 
本章将讲授什么是游标以及如何使用游标。 

24.1  游标 

 

需要MySQL 5  MySQL 5添加了对游标的支持，因此，本章内容

适用于MySQL 5及以后的版本。 

由前几章可知，MySQL检索操作返回一组称为结果集的行。这组返

回的行都是与SQL语句相匹配的行（零行或多行）。使用简单的SELECT语

句，例如，没有办法得到第一行、下一行或前10行，也不存在每次一行

地处理所有行的简单方法（相对于成批地处理它们）。 

有时，需要在检索出来的行中前进或后退一行或多行。这就是使用

游标的原因。游标（cursor）是一个存储在MySQL服务器上的数据库查询，

它不是一条SELECT语句，而是被该语句检索出来的结果集。在存储了游

标之后，应用程序可以根据需要滚动或浏览其中的数据。 

游标主要用于交互式应用，其中用户需要滚动屏幕上的数据，并对

数据进行浏览或做出更改。 

 

只能用于存储过程  不像多数DBMS，MySQL游标只能用于

存储过程（和函数）。 

24.2  使用游标 
使用游标涉及几个明确的步骤。 

第 2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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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能够使用游标前，必须声明（定义）它。这个过程实际上没有

检索数据，它只是定义要使用的SELECT语句。 

 一旦声明后，必须打开游标以供使用。这个过程用前面定义的

SELECT语句把数据实际检索出来。 

 对于填有数据的游标，根据需要取出（检索）各行。 

 在结束游标使用时，必须关闭游标。 

在声明游标后，可根据需要频繁地打开和关闭游标。在游标打开后，

可根据需要频繁地执行取操作。 

24.2.1  创建游标 

游标用DECLARE语句创建（参见第23章）。DECLARE命名游标，并定义

相应的SELECT语句，根据需要带WHERE和其他子句。例如，下面的语句定

义了名为ordernumbers的游标，使用了可以检索所有订单的SELECT语句。 

 

这个存储过程并没有做很多事情，DECLARE语句用来定义和命

名游标，这里为ordernumbers。存储过程处理完成后，游标就

消失（因为它局限于存储过程）。 

在定义游标之后，可以打开它。 

24.2.2  打开和关闭游标 

游标用OPEN CURSOR语句来打开： 

 

 

在处理OPEN语句时执行查询，存储检索出的数据以供浏览和滚

动。 

游标处理完成后，应当使用如下语句关闭游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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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释放游标使用的所有内部内存和资源，因此在每个游标

不再需要时都应该关闭。 

在一个游标关闭后，如果没有重新打开，则不能使用它。但是，使

用声明过的游标不需要再次声明，用OPEN语句打开它就可以了。 

 

隐含关闭  如果你不明确关闭游标，MySQL将会在到达END语

句时自动关闭它。 

下面是前面例子的修改版本： 

 

这个存储过程声明、打开和关闭一个游标。但对检索出的数据

什么也没做。 

24.2.3 使用游标数据 

在一个游标被打开后，可以使用FETCH语句分别访问它的每一行。

FETCH指定检索什么数据（所需的列），检索出来的数据存储在什么地方。

它还向前移动游标中的内部行指针，使下一条FETCH语句检索下一行（不

重复读取同一行）。 

第一个例子从游标中检索单个行（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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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ETCH用来检索当前行的order_num列（将自动从第一行开

始）到一个名为o的局部声明的变量中。对检索出的数据不做

任何处理。 

在下一个例子中，循环检索数据，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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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一个例子一样，这个例子使用FETCH检索当前order_num

到声明的名为o的变量中。但与前一个例子不一样的是，这个

例子中的FETCH是在REPEAT内，因此它反复执行直到done为真（由UNTIL 

done END REPEAT;规定）。为使它起作用，用一个DEFAULT 0（假，不结

束）定义变量done。那么，done怎样才能在结束时被设置为真呢？答案

是用以下语句： 
 

这条语句定义了一个CONTINUE HANDLER，它是在条件出现时被执行

的代码。这里，它指出当SQLSTATE '02000'出现时，SET done=1。SQLSTATE 

'02000'是一个未找到条件，当REPEAT由于没有更多的行供循环而不能继

续时，出现这个条件。 

 

MySQL的错误代码  关于MySQL 5使用的MySQL错误代码列

表，请参阅http://dev.mysql.com/doc/mysql/en/error-handling.html。

 

 

DECLARE语句的次序  DECLARE语句的发布存在特定的次序。

用DECLARE语句定义的局部变量必须在定义任意游标或句柄

之前定义，而句柄必须在游标之后定义。不遵守此顺序将产

生错误消息。 

如果调用这个存储过程，它将定义几个变量和一个CONTINUE 

HANDLER，定义并打开一个游标，重复读取所有行，然后关闭游标。 

如果一切正常，你可以在循环内放入任意需要的处理（在FETCH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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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循环结束之前）。 

 

重复或循环？  除这里使用的REPEAT语句外，MySQL还支持

循环语句，它可用来重复执行代码，直到使用LEAVE语句手动

退出为止。通常REPEAT语句的语法使它更适合于对游标进行循

环。 

为了把这些内容组织起来，下面给出我们的游标存储过程样例的更

进一步修改的版本，这次对取出的数据进行某种实际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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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增加了另一个名为t的变量（存储每个订

单的合计）。此存储过程还在运行中创建了一个新表（如果它不

存在的话），名为ordertotals。这个表将保存存储过程生成的结果。FETCH

像以前一样取每个order_num，然后用CALL执行另一个存储过程（我们在

前一章中创建）来计算每个订单的带税的合计（结果存储到t）。最后，

用INSERT保存每个订单的订单号和合计。 

此存储过程不返回数据，但它能够创建和填充另一个表，可以用一

条简单的SELECT语句查看该表：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存储过程、游标、逐行处理以及存储过程调用

其他存储过程的一个完整的工作样例。 

24.3 小结 
本章介绍了什么是游标以及为什么要使用游标，举了演示基本游标

使用的例子，并且讲解了对游标结果进行循环以及逐行处理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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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触发器 

本章学习什么是触发器，为什么要使用触发器以及如何使用触发器。

本章还介绍创建和使用触发器的语法。 

25.1  触发器 

 

需要MySQL 5  对触发器的支持是在MySQL 5中增加的。因

此，本章内容适用于MySQL 5或之后的版本。 

MySQL语句在需要时被执行，存储过程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你

想要某条语句（或某些语句）在事件发生时自动执行，怎么办呢？例

如： 

 每当增加一个顾客到某个数据库表时，都检查其电话号码格式是

否正确，州的缩写是否为大写； 

 每当订购一个产品时，都从库存数量中减去订购的数量； 

 无论何时删除一行，都在某个存档表中保留一个副本。 

所有这些例子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需要在某个表发生更改时自动

处理。这确切地说就是触发器。触发器是MySQL响应以下任意语句而

自动执行的一条MySQL语句（或位于BEGIN和END语句之间的一组语

句）： 

 DELETE； 

 INSERT； 

 UPDATE。 

第 2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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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MySQL语句不支持触发器。 

25.2  创建触发器 
在创建触发器时，需要给出4条信息： 

 唯一的触发器名； 

 触发器关联的表； 

 触发器应该响应的活动（DELETE、INSERT或UPDATE）； 

 触发器何时执行（处理之前或之后）。 

 

保持每个数据库的触发器名唯一  在MySQL 5中，触发器名必

须在每个表中唯一，但不是在每个数据库中唯一。这表示同一

数据库中的两个表可具有相同名字的触发器。这在其他每个数

据库触发器名必须唯一的DBMS中是不允许的，而且以后的

MySQL版本很可能会使命名规则更为严格。因此，现在最好

是在数据库范围内使用唯一的触发器名。 

触发器用CREATE TRIGGER语句创建。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CREATE TRIGGER用来创建名为newproduct的新触发器。触发器

可在一个操作发生之前或之后执行，这里给出了AFTER INSERT，

所以此触发器将在INSERT语句成功执行后执行。这个触发器还指定FOR 

EACH ROW，因此代码对每个插入行执行。在这个例子中，文本Product 

added将对每个插入的行显示一次。 

为了测试这个触发器，使用INSERT语句添加一行或多行到products

中，你将看到对每个成功的插入，显示Product added消息。 

 

仅支持表  只有表才支持触发器，视图不支持（临时表也不

支持）。 

触发器按每个表每个事件每次地定义，每个表每个事件每次只允许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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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触发器。因此，每个表 多支持6个触发器（每条INSERT、UPDATE

和DELETE的之前和之后）。单一触发器不能与多个事件或多个表关联，所

以，如果你需要一个对INSERT和UPDATE操作执行的触发器，则应该定义

两个触发器。 

 

触发器失败  如果BEFORE触发器失败，则MySQL将不执行请

求的操作。此外，如果BEFORE触发器或语句本身失败，MySQL

将不执行AFTER触发器（如果有的话）。 

25.3  删除触发器 
现在，删除触发器的语法应该很明显了。为了删除一个触发器，可

使用DROP TRIGGER语句，如下所示： 

 

触发器不能更新或覆盖。为了修改一个触发器，必须先删除它，

然后再重新创建。 

25.4  使用触发器 
在有了前面的基础知识后，我们现在来看所支持的每种触发器类型

以及它们的差别。 

25.4.1  INSERT触发器 

INSERT触发器在INSERT语句执行之前或之后执行。需要知道以下几

点： 

 在INSERT触发器代码内，可引用一个名为NEW的虚拟表，访问被

插入的行； 

 在BEFORE INSERT触发器中，NEW中的值也可以被更新（允许更改

被插入的值）； 

 对于AUTO_INCREMENT列，NEW在INSERT执行之前包含0，在INSERT

执行之后包含新的自动生成值。 

 输入 

 分析 

243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184  第 25 章  使用触发器 

 

下面举一个例子（一个实际有用的例子）。AUTO_INCREMENT列具有

MySQL自动赋予的值。第21章建议了几种确定新生成值的方法，但下面

是一种更好的方法： 

 

此代码创建一个名为neworder的触发器，它按照AFTER INSERT 

ON orders执行。在插入一个新订单到orders表时，MySQL生

成一个新订单号并保存到order_num中。触发器从NEW. order_num取得

这个值并返回它。此触发器必须按照AFTER INSERT执行，因为在BEFORE 

INSERT语句执行之前，新order_num还没有生成。对于orders的每次插

入使用这个触发器将总是返回新的订单号。 

为测试这个触发器，试着插入一下新行，如下所示： 

 

 

orders包含 3 个列。 order_date和 cust_id必须给出，

order_num由MySQL自动生成，而现在order_num还自动被返

回。 

 

BEFORE或AFTER？  通常，将BEFORE用于数据验证和净化（目

的是保证插入表中的数据确实是需要的数据）。本提示也适用

于UPDATE触发器。 

25.4.2  DELETE触发器 

DELETE触发器在DELETE语句执行之前或之后执行。需要知道以下两

点： 

 在DELETE触发器代码内，你可以引用一个名为OLD的虚拟表，访

问被删除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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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D中的值全都是只读的，不能更新。 

下面的例子演示使用OLD保存将要被删除的行到一个存档表中： 

 

在任意订单被删除前将执行此触发器。它使用一条INSERT语句

将OLD中的值（要被删除的订单）保存到一个名为archive_ 

orders的存档表中（为实际使用这个例子，你需要用与orders相同的列

创建一个名为archive_orders的表）。 

使用BEFORE DELETE触发器的优点（相对于AFTER DELETE触发器

来说）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订单不能存档，DELETE本身将被放弃。 

 

多语句触发器  正如所见，触发器deleteorder使用BEGIN和

END语句标记触发器体。这在此例子中并不是必需的，不过也

没有害处。使用BEGIN END块的好处是触发器能容纳多条SQL

语句（在BEGIN END块中一条挨着一条）。 

25.4.3  UPDATE触发器 

UPDATE触发器在UPDATE语句执行之前或之后执行。需要知道以下几

点： 

 在UPDATE触发器代码中，你可以引用一个名为OLD的虚拟表访问

以前（UPDATE语句前）的值，引用一个名为NEW的虚拟表访问新

更新的值； 

 在BEFORE UPDATE触发器中，NEW中的值可能也被更新（允许更改

将要用于UPDATE语句中的值）； 

 OLD中的值全都是只读的，不能更新。 

下面的例子保证州名缩写总是大写（不管UPDATE语句中给出的是大

写还是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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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任 何数据净化都需要在UPDATE语句之前进行，就像这

个 例 子 中一样。每次更新一个行时，NEW.vend_state中的

值（将用来更新表行的值）都用Upper(NEW.vend_state)替换。 

25.4.4  关于触发器的进一步介绍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再介绍一些使用触发器时需要记住的重点。 

 与其他DBMS相比，MySQL 5中支持的触发器相当初级。未来的

MySQL版本中有一些改进和增强触发器支持的计划。 

 创建触发器可能需要特殊的安全访问权限，但是，触发器的执行

是自动的。如果INSERT、UPDATE或DELETE语句能够执行，则相关

的触发器也能执行。 

 应该用触发器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大小写、格式等）。在触发器

中执行这种类型的处理的优点是它总是进行这种处理，而且是透

明地进行，与客户机应用无关。 

 触发器的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使用是创建审计跟踪。使用触发器，

把更改（如果需要，甚至还有之前和之后的状态）记录到另一个

表非常容易。 

 遗憾的是，MySQL触发器中不支持CALL语句。这表示不能从触发

器内调用存储过程。所需的存储过程代码需要复制到触发器内。 

25.5  小结 
本章介绍了什么是触发器以及为什么要使用触发器，学习了触发器

的类型和何时执行它们，列举了几个用于INSERT、DELETE和UPDATE操作

的触发器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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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事务处理 

本章介绍什么是事务处理以及如何利用COMMIT和ROLLBACK语句来管

理事务处理。 

26.1  事务处理 

 

并非所有引擎都支持事务处理  正如第21章所述，MySQL支

持几种基本的数据库引擎。正如本章所述，并非所有引擎都

支持明确的事务处理管理。MyISAM和InnoDB是两种最常使用

的引擎。前者不支持明确的事务处理管理，而后者支持。这

就是为什么本书中使用的样例表被创建来使用InnoDB而不是

更经常使用的MyISAM的原因。如果你的应用中需要事务处理

功能，则一定要使用正确的引擎类型。 

事务处理（transaction processing）可以用来维护数据库的完整性，它

保证成批的MySQL操作要么完全执行，要么完全不执行。 

正如第15章所述，关系数据库设计把数据存储在多个表中，使数据

更容易操纵、维护和重用。不用深究如何以及为什么进行关系数据库设

计，在某种程度上说，设计良好的数据库模式都是关联的。 

前面章中使用的orders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订单存储在orders

和orderitems两个表中：orders存储实际的订单，而orderitems存储订

购的各项物品。这两个表使用称为主键（参阅第1章）的唯一ID互相关联。

这两个表又与包含客户和产品信息的其他表相关联。 

第 26 章

249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188  第 26 章  管理事务处理 

 

给系统添加订单的过程如下。 

(1) 检查数据库中是否存在相应的客户（从customers表查询），如果

不存在，添加他/她。 

(2) 检索客户的ID。 

(3) 添加一行到orders表，把它与客户ID关联。 

(4) 检索orders表中赋予的新订单ID。 

(5) 对于订购的每个物品在orderitems表中添加一行，通过检索

出来的ID把它与orders表关联（以及通过产品ID与products表关联）。 

现在，假如由于某种数据库故障（如超出磁盘空间、安全限制、表

锁等）阻止了这个过程的完成。数据库中的数据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故障发生在添加了客户之后，orders表添加之前，不会有什么

问题。某些客户没有订单是完全合法的。在重新执行此过程时，所插入

的客户记录将被检索和使用。可以有效地从出故障的地方开始执行此过

程。 

但是，如果故障发生在orders行添加之后，orderitems行添加之前，

怎么办呢？现在，数据库中有一个空订单。 

更糟的是，如果系统在添加orderitems行之中出现故障。结果是数

据库中存在不完整的订单，而且你还不知道。 

如何解决这种问题？这里就需要使用事务处理了。事务处理是一种

机制，用来管理必须成批执行的MySQL操作，以保证数据库不包含不完

整的操作结果。利用事务处理，可以保证一组操作不会中途停止，它们

或者作为整体执行，或者完全不执行（除非明确指示）。如果没有错误发

生，整组语句提交给（写到）数据库表。如果发生错误，则进行回退（撤

销）以恢复数据库到某个已知且安全的状态。 

因此，请看相同的例子，这次我们说明过程如何工作。 

(1) 检查数据库中是否存在相应的客户，如果不存在，添加他/她。 

(2) 提交客户信息。 

(3) 检索客户的ID。 

(4) 添加一行到orders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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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在添加行到orders表时出现故障，回退。 

(6) 检索orders表中赋予的新订单ID。 

(7) 对于订购的每项物品，添加新行到orderitems表。 

(8) 如果在添加新行到orderitems时出现故障，回退所有添加的

orderitems行和orders行。 

(9) 提交订单信息。 

在使用事务和事务处理时，有几个关键词汇反复出现。下面是关于

事务处理需要知道的几个术语： 

 事务（transaction）指一组SQL语句； 

 回退（rollback）指撤销指定SQL语句的过程； 

 提交（commit）指将未存储的SQL语句结果写入数据库表； 

 保留点（savepoint）指事务处理中设置的临时占位符（place- 

holder），你可以对它发布回退（与回退整个事务处理不同）。 

26.2  控制事务处理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事务处理，下面讨论事务处理的管理中

所涉及的问题。 

管理事务处理的关键在于将SQL语句组分解为逻辑块，并明确规定数

据何时应该回退，何时不应该回退。 

MySQL使用下面的语句来标识事务的开始： 

 

26.2.1  使用ROLLBACK 
MySQL的ROLLBACK命令用来回退（撤销）MySQL语句，请看下面的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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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从显示ordertotals表（此表在第24章中填充）的内

容开始。首先执行一条SELECT以显示该表不为空。然后开始一

个事务处理，用一条DELETE语句删除ordertotals中的所有行。另一条

SELECT语句验证ordertotals确实为空。这时用一条ROLLBACK语句回退

START TRANSACTION之后的所有语句，最后一条SELECT语句显示该表不为

空。 

显然，ROLLBACK只能在一个事务处理内使用（在执行一条START 

TRANSACTION命令之后）。 

 

哪些语句可以回退？  事务处理用来管理INSERT、UPDATE和

DELETE语句。你不能回退SELECT语句。（这样做也没有什么意

义。）你不能回退CREATE或DROP操作。事务处理块中可以使用

这两条语句，但如果你执行回退，它们不会被撤销。 

26.2.2  使用COMMIT 

一般的MySQL语句都是直接针对数据库表执行和编写的。这就是

所谓的隐含提交（implicit commit），即提交（写或保存）操作是自动

进行的。 

但是，在事务处理块中，提交不会隐含地进行。为进行明确的提交，

使用COMMIT语句，如下所示： 

 

在这个例子中，从系统中完全删除订单20010。因为涉及更新

两个数据库表orders和orderItems，所以使用事务处理块来

保证订单不被部分删除。最后的COMMIT语句仅在不出错时写出更改。如

果第一条DELETE起作用，但第二条失败，则DELETE不会提交（实际上，

它是被自动撤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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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含事务关闭  当COMMIT或ROLLBACK语句执行后，事务会自

动关闭（将来的更改会隐含提交）。 

26.2.3  使用保留点 

简单的ROLLBACK和COMMIT语句就可以写入或撤销整个事务处理。但

是，只是对简单的事务处理才能这样做，更复杂的事务处理可能需要部

分提交或回退。 

例如，前面描述的添加订单的过程为一个事务处理。如果发生错误，

只需要返回到添加orders行之前即可，不需要回退到customers表（如果

存在的话）。 

为了支持回退部分事务处理，必须能在事务处理块中合适的位置放

置占位符。这样，如果需要回退，可以回退到某个占位符。 

这些占位符称为保留点。为了创建占位符，可如下使用SAVEPOINT

语句： 

 

每个保留点都取标识它的唯一名字，以便在回退时，MySQL知道要

回退到何处。为了回退到本例给出的保留点，可如下进行： 

 

 

保留点越多越好  可以在MySQL代码中设置任意多的保留

点，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保留点越多，你就越能按自己

的意愿灵活地进行回退。 

 

 

释放保留点  保留点在事务处理完成（执行一条ROLLBACK或

COMMIT）后自动释放。自MySQL 5以来，也可以用RELEASE 

SAVEPOINT明确地释放保留点。 

 输入 

 输入 

253 

254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192  第 26 章  管理事务处理 

 

26.2.4  更改默认的提交行为 

正如所述，默认的MySQL行为是自动提交所有更改。换句话说，任何

时候你执行一条MySQL语句，该语句实际上都是针对表执行的，而且所做

的更改立即生效。为指示MySQL不自动提交更改，需要使用以下语句： 

 

autocommit标志决定是否自动提交更改，不管有没有COMMIT

语句。设置autocommit为0（假）指示MySQL不自动提交更改

（直到autocommit被设置为真为止）。 

 

标志为连接专用  autocommit标志是针对每个连接而不是服

务器的。 

26.3  小结 
本章介绍了事务处理是必须完整执行的SQL语句块。我们学习了如何

使用COMMIT和ROLLBACK语句对何时写数据，何时撤销进行明确的管理。

还学习了如何使用保留点对回退操作提供更强大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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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本地化 

本章介绍MySQL处理不同字符集和语言的基础知识。 

27.1  字符集和校对顺序 
数据库表被用来存储和检索数据。不同的语言和字符集需要以不同

的方式存储和检索。因此，MySQL需要适应不同的字符集（不同的字母

和字符），适应不同的排序和检索数据的方法。 

在讨论多种语言和字符集时，将会遇到以下重要术语： 

 字符集为字母和符号的集合； 

 编码为某个字符集成员的内部表示； 

 校对为规定字符如何比较的指令。 

 

校对为什么重要  排序英文正文很容易，对吗？或许不。考

虑词APE、apex和Apple。它们处于正确的排序顺序吗？这有

赖于你是否想区分大小写。使用区分大小写的校对顺序，这

些词有一种排序方式，使用不区分大小写的校对顺序有另外

一种排序方式。这不仅影响排序（如用ORDER BY排序数据），

还影响搜索（例如，寻找apple的WHERE子句是否能找到

APPLE）。在使用诸如法文à或德文ö这样的字符时，情况更复

杂，在使用不基于拉丁文的字符集（日文、希伯来文、俄文

等）时，情况更为复杂。 

在MySQL的正常数据库活动（SELECT、INSERT等）中，不需要操心太

第 2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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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东西。使用何种字符集和校对的决定在服务器、数据库和表级进行。 

27.2  使用字符集和校对顺序 
MySQL支持众多的字符集。为查看所支持的字符集完整列表，使用

以下语句： 

 

这条语句显示所有可用的字符集以及每个字符集的描述和默认

校对。 

为了查看所支持校对的完整列表，使用以下语句： 

 

此语句显示所有可用的校对，以及它们适用的字符集。可以看

到有的字符集具有不止一种校对。例如，latin1对不同的欧洲

语言有几种校对，而且许多校对出现两次，一次区分大小写（由_cs表示），

一次不区分大小写（由_ci表示）。 

通常系统管理在安装时定义一个默认的字符集和校对。此外，也可

以在创建数据库时，指定默认的字符集和校对。为了确定所用的字符集

和校对，可以使用以下语句： 

 

实际上，字符集很少是服务器范围（甚至数据库范围）的

设置。不同的表，甚至不同的列都可能需要不同的字符集，而且两者都

可以在创建表时指定。 

为了给表指定字符集和校对，可使用带子句的CREATE TABLE（参见

第21章）： 

 

此语句创建一个包含两列的表，并且指定一个字符集和一个校

对顺序。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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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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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中指定了CHARACTER SET和COLLATE两者。一般，MySQL如

下确定使用什么样的字符集和校对。 

 如果指定CHARACTER SET和COLLATE两者，则使用这些值。 

 如果只指定CHARACTER SET，则使用此字符集及其默认的校对（如

SHOW CHARACTER SET的结果中所示）。 

 如果既不指定CHARACTER SET，也不指定COLLATE，则使用数据库

默认。 

除了能指定字符集和校对的表范围外，MySQL还允许对每个列设置

它们，如下所示： 

 

这里对整个表以及一个特定的列指定了CHARACTER SET和

COLLATE。 

如前所述，校对在对用ORDER BY子句检索出来的数据排序时起重要

的作用。如果你需要用与创建表时不同的校对顺序排序特定的SELECT语

句，可以在SELECT语句自身中进行： 

 

此SELECT使用COLLATE指定一个备用的校对顺序（在这个例子

中，为区分大小写的校对）。这显然将会影响到结果排序的次

序。 

 

临时区分大小写  上面的SELECT语句演示了在通常不区分大

小写的表上进行区分大小写搜索的一种技术。当然，反过来

也是可以的。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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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的其他COLLATE子句  除了这里看到的在ORDER BY子

句中使用以外，COLLATE还可以用于GROUP BY、HAVING、聚集

函数、别名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绝对需要，串可以在字符集之间进行转

换。为此，使用Cast()或Convert()函数。 

27.3  小结 
本章中，我们学习了字符集和校对的基础知识，还学习了如何对特

定的表和列定义字符集和校对，如何在需要时使用备用的校对。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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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管 理 

数据库服务器通常包含关键的数据，确保这些数据的安全和完整需

要利用访问控制。本章将学习MySQL的访问控制和用户管理。 

28.1  访问控制 
MySQL服务器的安全基础是：用户应该对他们需要的数据具有适当

的访问权，既不能多也不能少。换句话说，用户不能对过多的数据具有

过多的访问权。 

考虑以下内容： 

 多数用户只需要对表进行读和写，但少数用户甚至需要能创建和

删除表； 

 某些用户需要读表，但可能不需要更新表； 

 你可能想允许用户添加数据，但不允许他们删除数据； 

 某些用户（管理员）可能需要处理用户账号的权限，但多数用户

不需要； 

 你可能想让用户通过存储过程访问数据，但不允许他们直接访问

数据； 

 你可能想根据用户登录的地点限制对某些功能的访问。 

这些都只是例子，但有助于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你需要给用户

提供他们所需的访问权，且仅提供他们所需的访问权。这就是所谓的访

问控制，管理访问控制需要创建和管理用户账号。 

第 2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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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MySQL Administrator  MySQL Administrator（在第2章中

描述）提供了一个图形用户界面，可用来管理用户及账号权限。

MySQL Administrator在内部利用本章介绍的语句，使你能交互

地、方便地管理访问控制。 

回忆一下第3章的内容，我们知道，为了执行数据库操作，需要登录

MySQL。MySQL创建一个名为root的用户账号，它对整个MySQL服务

器具有完全的控制。你可能已经在本书各章的学习中使用root进行过登

录，在对非现实的数据库试验MySQL时，这样做很好。不过在现实世界

的日常工作中，决不能使用root。应该创建一系列的账号，有的用于管

理，有的供用户使用，有的供开发人员使用，等等。 

 

防止无意的错误  重要的是注意到，访问控制的目的不仅仅

是防止用户的恶意企图。数据梦魇更为常见的是无意识错误

的结果，如错打MySQL语句，在不合适的数据库中操作或其

他一些用户错误。通过保证用户不能执行他们不应该执行的

语句，访问控制有助于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 

 

 

不要使用root  应该严肃对待root登录的使用。仅在绝对需

要时使用它（或许在你不能登录其他管理账号时使用）。不应

该在日常的MySQL操作中使用root。 

28.2  管理用户 
MySQL用户账号和信息存储在名为mysql的MySQL数据库中。一般

不需要直接访问mysql数据库和表（你稍后会明白这一点），但有时需要

直接访问。需要直接访问它的时机之一是在需要获得所有用户账号列表

时。为此，可使用以下代码：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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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数据库有一个名为user的表，它包含所有用户账号。user

表有一个名为user的列，它存储用户登录名。新安装的服务器

可能只有一个用户（如这里所示），过去建立的服务器可能具有很多用户。 

 

用多个客户机进行试验  试验对用户账号和权限进行更改的

最好办法是打开多个数据库客户机（如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的

多个副本），一个作为管理登录，其他作为被测试的用户登录。

28.2.1  创建用户账号 

为了创建一个新用户账号，使用CREATE USER语句，如下所示： 

 

CREATE USER创建一个新用户账号。在创建用户账号时不一定需

要口令，不过这个例子用IDENTIFIED BY 'p@$$wOrd'给出了

一个口令。 

如果你再次列出用户账号，将会在输出中看到新账号。 

 

指定散列口令  IDENTIFIED BY指定的口令为纯文本，MySQL

将在保存到user表之前对其进行加密。为了作为散列值指定口

令，使用IDENTIFIED BY PASSWORD。 

 

 

使用GRANT或INSERT  GRANT语句（稍后介绍）也可以创建用

户账号，但一般来说CREATE USER是最清楚和最简单的句子。

此外，也可以通过直接插入行到user表来增加用户，不过为安

全起见，一般不建议这样做。MySQL用来存储用户账号信息

的表（以及表模式等）极为重要，对它们的任何毁坏都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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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分析 

265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200  第 28 章  安 全 管 理 

 

 可能严重地伤害到MySQL服务器。因此，相对于直接处理来

说，最好是用标记和函数来处理这些表。 

为重新命名一个用户账号，使用RENAME USER语句，如下所示： 

 

 

MySQL 5之前  仅MySQL 5或之后的版本支持RENAME USER。

为了在以前的MySQL中重命名一个用户，可使用UPDATE直接

更新user表。 

28.2.2  删除用户账号 

为了删除一个用户账号（以及相关的权限），使用DROP USER语句，

如下所示： 

 

 

MySQL 5之前  自MySQL 5以来，DROP USER删除用户账号和

所有相关的账号权限。在MySQL 5以前，DROP USER只能用来

删除用户账号，不能删除相关的权限。因此，如果使用旧版

本的MySQL，需要先用REVOKE删除与账号相关的权限，然后

再用DROP USER删除账号。 

28.2.3  设置访问权限 

在创建用户账号后，必须接着分配访问权限。新创建的用户账号没有访

问权限。它们能登录MySQL，但不能看到数据，不能执行任何数据库操作。 

为看到赋予用户账号的权限，使用SHOW GRANTS FOR，如下所示： 

 

 

 输入 

 输入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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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显示用户bforta有一个权限USAGE ON *.*。USAGE表

示根本没有权限（我知道，这不很直观），所以，此结果表示在

任意数据库和任意表上对任何东西没有权限。 

 

用户定义为user@host  MySQL的权限用用户名和主机名结

合定义。如果不指定主机名，则使用默认的主机名%（授予用

户访问权限而不管主机名）。 

为设置权限，使用GRANT语句。GRANT要求你至少给出以下信息： 

 要授予的权限； 

 被授予访问权限的数据库或表； 

 用户名。 

以下例子给出GRANT的用法： 

 

此GRANT允许用户在crashcourse.*（crashcourse数据库的所

有表）上使用SELECT。通过只授予SELECT访问权限，用户bforta

对crashcourse数据库中的所有数据具有只读访问权限。 

SHOW GRANTS反映这个更改： 

 

 

每个GRANT添加（或更新）用户的一个权限。MySQL读取所有

授权，并根据它们确定权限。 

GRANT的反操作为REVOKE，用它来撤销特定的权限。下面举一个例子： 

 

这条REVOKE语句取消刚赋予用户bforta的SELECT访问权限。被

撤销的访问权限必须存在，否则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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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和REVOKE可在几个层次上控制访问权限： 

 整个服务器，使用GRANT ALL和REVOKE ALL； 

 整个数据库，使用ON database.*； 

 特定的表，使用ON database.table； 

 特定的列； 

 特定的存储过程。 

表28-1列出可以授予或撤销的每个权限。 

表28-1  权限 

权    限 说    明 

ALL 除GRANT OPTION外的所有权限 

ALTER 使用ALTER TABLE 

ALTER ROUTINE 使用ALTER PROCEDURE和DROP PROCEDURE 

CREATE 使用CREATE TABLE 

CREATE ROUTINE 使用CREATE PROCEDURE 

CREATE TEMPORARY 
TABLES 

使用CREATE TEMPORARY TABLE 

CREATE USER 使用CREATE USER、DROP USER、RENAME USER和REVOKE 
ALL PRIVILEGES 

CREATE VIEW 使用CREATE VIEW 

DELETE 使用DELETE 

DROP 使用DROP TABLE 

EXECUTE 使用CALL和存储过程 

FILE 使用SELECT INTO OUTFILE和LOAD DATA INFILE 

GRANT OPTION 使用GRANT和REVOKE 

INDEX 使用CREATE INDEX和DROP INDEX 

INSERT 使用INSERT 

LOCK TABLES 使用LOCK TABLES 

PROCESS 使用SHOW FULL PROCESSLIST 

RELOAD 使用FLUSH 

REPLICATION CLIENT 服务器位置的访问 

REPLICATION SLAVE 由复制从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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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权    限 说    明 

SELECT 使用SELECT 

SHOW DATABASES 使用SHOW DATABASES 

SHOW VIEW 使用SHOW CREATE VIEW 

SHUTDOWN 使用mysqladmin shutdown（用来关闭MySQL） 

SUPER 使用CHANGE MASTER、KILL、LOGS、PURGE、MASTER
和SET GLOBAL。还允许mysqladmin调试登录 

UPDATE 使用UPDATE 

USAGE 无访问权限 

使用GRANT和REVOKE，再结合表28-1中列出的权限，你能对用户可以

就你的宝贵数据做什么事情和不能做什么事情具有完全的控制。 

 

未来的授权  在使用GRANT和REVOKE时，用户账号必须存在，

但对所涉及的对象没有这个要求。这允许管理员在创建数据库

和表之前设计和实现安全措施。 

这样做的副作用是，当某个数据库或表被删除时（用DROP语

句），相关的访问权限仍然存在。而且，如果将来重新创建该

数据库或表，这些权限仍然起作用。 

 

 

简化多次授权  可通过列出各权限并用逗号分隔，将多条

GRANT语句串在一起，如下所示： 

 

28.2.4  更改口令 

为了更改用户口令，可使用SET PASSWORD语句。新口令必须如下加密： 

 

SET PASSWORD更新用户口令。新口令必须传递到Password()函

数进行加密。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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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PASSWORD还可以用来设置你自己的口令： 

 

 

在不指定用户名时，SET PASSWORD更新当前登录用户的口令。  

28.3  小结 
本章学习了通过赋予用户特殊的权限进行访问控制和保护MySQL服

务器。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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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维护 

本章学习如何进行常见的数据库维护。 

29.1  备份数据 
像所有数据一样，MySQL的数据也必须经常备份。由于MySQL数据

库是基于磁盘的文件，普通的备份系统和例程就能备份MySQL的数据。

但是，由于这些文件总是处于打开和使用状态，普通的文件副本备份不

一定总是有效。 

下面列出这个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 

 使用命令行实用程序mysqldump转储所有数据库内容到某个外部

文件。在进行常规备份前这个实用程序应该正常运行，以便能正

确地备份转储文件。 

 可用命令行实用程序mysqlhotcopy从一个数据库复制所有数据

（并非所有数据库引擎都支持这个实用程序）。 

 可以使用MySQL的BACKUP TABLE或SELECT INTO OUTFILE转储所

有数据到某个外部文件。这两条语句都接受将要创建的系统文件

名，此系统文件必须不存在，否则会出错。数据可以用RESTORE 

TABLE来复原。 

 

首先刷新未写数据  为了保证所有数据被写到磁盘（包括索引

数据），可能需要在进行备份前使用FLUSH TABLES语句。 

第 2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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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 

29.2  进行数据库维护 
MySQL提供了一系列的语句，可以（应该）用来保证数据库正确和

正常运行。 

以下是你应该知道的一些语句。 

 ANALYZE TABLE，用来检查表键是否正确。ANALYZE TABLE返回如

下所示的状态信息： 

 

 

 CHECK TABLE用来针对许多问题对表进行检查。在MyISAM表上还对

索引进行检查。CHECK TABLE支持一系列的用于MyISAM表的方式。

CHANGED检查自最后一次检查以来改动过的表。EXTENDED执行最

彻底的检查，FAST只检查未正常关闭的表，MEDIUM检查所有被删

除的链接并进行键检验，QUICK只进行快速扫描。如下所示，CHECK 

TABLE发现和修复问题： 

 

 

 

 

 如果MyISAM表访问产生不正确和不一致的结果，可能需要用

REPAIR TABLE来修复相应的表。这条语句不应该经常使用，如果

需要经常使用，可能会有更大的问题要解决。 

 如果从一个表中删除大量数据，应该使用OPTIMIZE TABLE来收回

 输入 

 输出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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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的空间，从而优化表的性能。 

29.3  诊断启动问题 
服务器启动问题通常在对MySQL配置或服务器本身进行更改时出

现。MySQL在这个问题发生时报告错误，但由于多数MySQL服务器是作

为系统进程或服务自动启动的，这些消息可能看不到。 

在排除系统启动问题时，首先应该尽量用手动启动服务器。MySQL

服务器自身通过在命令行上执行mysqld启动。下面是几个重要的mysqld

命令行选项： 

 --help显示帮助——一个选项列表； 

 --safe-mode装载减去某些最佳配置的服务器； 

 --verbose显示全文本消息（为获得更详细的帮助消息与--help

联合使用）； 

 --version显示版本信息然后退出。 

几个另外的命令行选项（与日志文件的使用有关）在下一节列出。 

29.4  查看日志文件 
MySQL维护管理员依赖的一系列日志文件。主要的日志文件有以下

几种。 

 错误日志。它包含启动和关闭问题以及任意关键错误的细节。此

日志通常名为hostname.err，位于data目录中。此日志名可用

--log-error命令行选项更改。 

 查询日志。它记录所有MySQL活动，在诊断问题时非常有用。此

日志文件可能会很快地变得非常大，因此不应该长期使用它。此

日志通常名为hostname.log，位于data目录中。此名字可以用

--log命令行选项更改。 

 二进制日志。它记录更新过数据（或者可能更新过数据）的所有

语句。此日志通常名为hostname-bin，位于data目录内。此名字

可以用--log-bin命令行选项更改。注意，这个日志文件是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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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添加的，以前的MySQL版本中使用的是更新日志。 

 缓慢查询日志。顾名思义，此日志记录执行缓慢的任何查询。这

个日志在确定数据库何处需要优化很有用。此日志通常名为

hostname-slow.log ， 位 于 data 目 录 中 。 此 名 字 可 以 用

--log-slow-queries命令行选项更改。 

在使用日志时，可用FLUSH LOGS语句来刷新和重新开始所有日志文

件。 

29.5  小结 
本章介绍了MySQL数据库的某些维护工具和技术。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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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性 能 

本章将复习与MySQL性能有关的某些要点。 

30.1  改善性能 
数据库管理员把他们生命中的相当一部份时间花在了调整、试验以

改善DBMS性能之上。在诊断应用的滞缓现象和性能问题时，性能不良的

数据库（以及数据库查询）通常是最常见的祸因。 

可以看出，下面的内容并不能完全决定MySQL的性能。我们只是

想回顾一下前面各章的重点，提供进行性能优化探讨和分析的一个出

发点。 

 首先，MySQL（与所有DBMS一样）具有特定的硬件建议。在学

习和研究MySQL时，使用任何旧的计算机作为服务器都可以。但

对用于生产的服务器来说，应该坚持遵循这些硬件建议。 

 一般来说，关键的生产DBMS应该运行在自己的专用服务器上。 

 MySQL是用一系列的默认设置预先配置的，从这些设置开始通常

是很好的。但过一段时间后你可能需要调整内存分配、缓冲区大

小等。（为查看当前设置，可使用SHOW VARIABLES;和SHOW 

STATUS;。） 

 MySQL一个多用户多线程的DBMS，换言之，它经常同时执行多

个任务。如果这些任务中的某一个执行缓慢，则所有请求都会执

行缓慢。如果你遇到显著的性能不良，可使用SHOW PROCESSLIST

显示所有活动进程（以及它们的线程ID和执行时间）。你还可以用

第 3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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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命令终结某个特定的进程（使用这个命令需要作为管理员登

录）。 

 总是有不止一种方法编写同一条SELECT语句。应该试验联结、并、

子查询等，找出最佳的方法。 

 使用EXPLAIN语句让MySQL解释它将如何执行一条SELECT语句。 

 一般来说，存储过程执行得比一条一条地执行其中的各条MySQL

语句快。 

 应该总是使用正确的数据类型。 

 决不要检索比需求还要多的数据。换言之，不要用SELECT *（除

非你真正需要每个列）。 

 有的操作（包括INSERT）支持一个可选的DELAYED关键字，如果

使用它，将把控制立即返回给调用程序，并且一旦有可能就实际

执行该操作。 

 在导入数据时，应该关闭自动提交。你可能还想删除索引（包括

FULLTEXT索引），然后在导入完成后再重建它们。 

 必须索引数据库表以改善数据检索的性能。确定索引什么不是一

件微不足道的任务，需要分析使用的SELECT语句以找出重复的

WHERE和ORDER BY子句。如果一个简单的WHERE子句返回结果所花

的时间太长，则可以断定其中使用的列（或几个列）就是需要索

引的对象。 

 你的SELECT语句中有一系列复杂的OR条件吗？通过使用多条

SELECT语句和连接它们的UNION语句，你能看到极大的性能改

进。 

 索引改善数据检索的性能，但损害数据插入、删除和更新的性能。

如果你有一些表，它们收集数据且不经常被搜索，则在有必要之

前不要索引它们。（索引可根据需要添加和删除。） 

 LIKE很慢。一般来说，最好是使用FULLTEXT而不是LIKE。 

 数据库是不断变化的实体。一组优化良好的表一会儿后可能就面

目全非了。由于表的使用和内容的更改，理想的优化和配置也会

改变。 

 最重要的规则就是，每条规则在某些条件下都会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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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文档  位于http://dev.mysql.com/doc/的MySQL文档有许

多提示和技巧（甚至有用户提供的评论和反馈）。一定要查看

这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30.2  小结 
本章回顾了与MySQL性能有关的某些提示和说明。当然，这只是一

小部分，不过，既然你已经完成了本书的学习，你应该能试验和掌握自

己觉得最适合的内容。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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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入门 

如果你是MySQL的初学者，本附录是一些需要知道的基本知识。 

A.1  你需要什么 
为使用MySQL和学习本书中各章的内容，你需要访问MySQL服务器

和客户机应用（用来访问服务器的软件）副本。 

你不一定需要自己安装MySQL副本，但需要访问服务器。基本上有

下面两种选择。 

 访问一个已有的MySQL服务器，或许是你的公司或许是商用的或

院校的服务器。为使用这个服务器，你需要得到一个服务器账号

（一个登录名和一个口令）。 

 下载MySQL服务器的一个免费副本，安装在你自己的计算机上

（MySQL运行在所有主要的平台上，包括Windows、Linux、Solaris、

Mac OSX等）。 

 

如果条件允许，安装一个本地服务器  为了得到完全的控制，

包括访问你使用别人的MySQL服务器可能得不到授权的命令

和特性，你应该安装自己的本地服务器。即使你的最终生产

DBMS不使用你自己的服务器，你也能从对服务器必须提供的

所有功能具有完全的无约束的访问中受益。 

不管是否使用本地服务器，你都需要客户机软件（用来实际运行

MySQL命令的程序）。最容易得到的客户机软件是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

附录 A 

281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附录 A  MySQL 入门  213 

 

（它包含在每个MySQL安装中）。另外两个重要实用程序是MySQL 

Adiminstrator和MySQL Query Browser。 

A.2  获得软件 
为了学习更多的MySQL知识，请访问http://dev.mysql.com/。 

为了下载服务器的一个副本，请访问http://dev.mysql.com/downloads/。

为学习本书中的知识，建议下载和安装MySQL 5（或之后的版本）。具体

的下载随平台的不同而不同，但它有清晰的解释。 

MySQL Adiminstrator和MySQL Query Browser不作为MySQL的核心

部分安装，必须从http://dev.mysql.com/downloads/下载。 

A.3  安装软件 
如果你要安装一个本地MySQL服务器，应该在安装可选的MySQL实

用程序之前进行。安装过程随平台不同而不同，但所有安装都会提示你

输入需要的信息，包括： 

 安装位置（通常用默认位置就行了）； 

 root用户的口令； 

 端口、服务或进程名等，一般来说，如果你不确定要指定什么，

可使用默认值。 

 

多个MySQL服务器  多个MySQL服务器的副本可安装在单

台机器上，只要每个服务器使用不同的端口即可。 

A.4  各章准备 
第3章说明在安装了MySQL后如何登录和退出服务器，如何执行命令。 

本书各章将使用真实的MySQL语句和真实的数据。附录B描述了本

书中使用的样例表，说明了如何获得和使用表创建和填充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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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例  表 

本附录简要描述本书中所用的表及它们的用途。 

编写SQL语句需要对基础数据库的设计有良好的理解。不知道什么信

息存储在什么表中，表之间如何相互关联以及行内数据如何分解，是不

可能编写出高效的SQL的。 

建议你实际试验本书中每章的每个例子。各章都使用相同的一组数

据文件。为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些例子和掌握各章介绍的内容，本附录

描述了所用的表、表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获得它们。 

B.1  样例表 
本书中使用的样例表为一个想象的随身物品推销商使用的订单录

入系统，这些随身物品可能是你喜欢的卡通人物需要的（是的，卡通

人物，没人规定学习MySQL必须沉闷地学）。这些表用来完成以下几

个任务： 

 管理供应商； 

 管理产品目录； 

 管理顾客列表； 

 录入顾客订单。 

要完成这几个任务需要作为关系数据库设计成分的紧密联系的6个

表。以下几节描述各个表。 

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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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的例子  这里使用的表并不完整。现实中的订单录入系

统必须记录这里没有包含的大量其他数据（如，报酬和记账

信息、发货跟踪信息等）。不过，这些表演示了你在多数安装

中会遇到的各种数据的组织和关系。你可以把这些方法和技

术应用到自己的数据库中。 

表的描述 

以下介绍6个表以及每个表中的列。 

 

表的列出顺序  6个表之所以要用这里的次序列出是因为它

们之间的依赖关系。因为products表依赖于vendors表，所以

先列出vendors，其他表的列出也有类似的关系。 

vendors表 

vendors表存储销售产品的供应商。每个供应商在这个表中有一个记

录，供应商ID（vend_id）列用来匹配产品和供应商。 

表B-1  vendors表的列 

列 说    明 
vend_id 唯一的供应商ID 

vend_name 供应商名 

vend_address 供应商的地址 

vend_city 供应商的城市 

vend_state 供应商的州 

vend_zip 供应商的邮政编码 

vend_country 供应商的国家 

 所有表都应该有主键。这个表使用vend_id作为主键。vend_id为

一个自动增量字段。 

products表 

products表包含产品目录，每行一个产品。每个产品有唯一的ID

（prod_id列），通过vend_id（供应商的唯一ID）关联到它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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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products表的列 

列 说    明 
prod_id 唯一的产品ID 

vend_id 产品供应商ID（关联到vendors表中的vend_id） 

prod_name 产品名 

prod_price 产品价格 

prod_desc 产品描述 

 所有表都应该有一个主键，这个表用prod_id作为其主键。 

 为实施引用完整性，应该在vend_id上定义一个外键，关联到

vendors的vend_id。 

customers表 

customers表存储所有顾客的信息。每个顾客有唯一的ID（cust_id

列）。 

表B-3  customers表的列 

列 说    明 
cust_id 唯一的顾客ID 

cust_name 顾客名 

cust_address 顾客的地址 

cust_city 顾客的城市 

cust_state 顾客的州 

cust_zip 顾客的邮政编码 

cust_country 顾客的国家 

cust_contact 顾客的联系名 

cust_email 顾客的联系email地址 

 所有表都应该定义主键，这个表将使用cust_id作为它的主键。

cust_id是一个自动增量字段。 

orders表 

orders表存储顾客订单（但不是订单细节）。每个订单唯一地编号

（order_num列）。订单用cust_id列（它关联到customer表的顾客唯一ID）

与相应的顾客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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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orders表的列 

列 说    明 

order_num 唯一订单号 

order_date 订单日期 

cust_id 订单顾客 ID （关系到 customers表的

cust_id） 

 所有表都应该定义主键，这个表使用order_num作为它的主键。

order_num是一个自动增量字段。 

 为实施引用完整性，应该在cust_id上定义一个外键，关联到

customers的cust_id。 

orderitems表 

orderitems表存储每个订单中的实际物品，每个订单的每个物品占

一行。对orders中的每一行，orderitems中有一行或多行。每个订单物

品由订单号加订单物品（第一个物品、第二个物品等）唯一标识。订单

物品通过order_num列（关联到orders中订单的唯一ID）与它们相应的订

单相关联。此外，每个订单项包含订单物品的产品ID（它关联物品到

products表）。 

表B-5  orderitems表的列 

列 说    明 

order_num 订单号（关联到orders表的order_num） 

order_item 订单物品号（在某个订单中的顺序） 

prod_id 产品ID（关联到products表的prod_id） 

quantity 物品数量 

item_price 物品价格 

 所有表都应该有主键，这个表使用order_num和order_item作为

其主键。 

 为实施引用完整性，应该在order_num上定义外键，关联它到

orders的order_num，在prod_id上定义外键，关联它到products

的prod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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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notes表 

productnotes表存储与特定产品有关的注释。并非所有产品都有相

关的注释，而有的产品可能有许多相关的注释。 

表B-6  productnotes表的列 

列 说    明 
note_id 唯一注释ID 

prod_id 产品ID（对应于products表中的prod_id） 

note_date 增加注释的日期 

note_text 注释文本 

 所有表都应该有主键，这个表应该使用note_id作为其主键。 

 列note_text必须为FULLTEXT搜索进行索引。 

 由于这个表使用全文本搜索，因此必须指定ENGINE=MyISAM。 

B.2  创建样例表 
为了学习各个例子，需要一组填充了数据的表。所需要获得和运行

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在http://www.forta.com/books/0672327120/上找到。 

此网页包含两个可以下载的SQL脚本文件。 

 create.sql包含创建6个数据库表（包括所有主键和外键约束）

的MySQL语句。 

 populate.sql包含用来填充这些表的INSERT语句。 

 

仅对于MySQL  可下载的.sql文件中的SQL语句是DBMS专

用的，它们仅用于MySQL。 

这两个脚本用MySQL 4.1和MySQL 5进行了广泛的测试，但没

有用更早的MySQL版本进行测试。 

在下载了脚本后，可用它们创建和填充本书各章所用的表。以下是

要遵循的步骤。 

(1) 创建一个新数据源（为安全考虑，不要使用已有的数据源）。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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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办法是使用MySQL Administrator（第2章中描述）。 

(2) 保证选择新数据源（如果使用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用USE命令；

如果使用MySQL Query Browser，则直接选择相应的数据源）。 

(3) 执行create.sql脚本。如果使用mysql命令行实用程序，可给出

source create.sql;（指定create.sql文件的完全路径）。如果使用

MySQL Query Browser，选择File，Open Script，create.sql，然后单击Execute

按钮。 

(4) 重复前面的步骤，用populate.sql文件填充各个新表。 

这样之后就做好了准备。 

 

创建，然后填充  必须在运行表填充脚本之前运行表创建脚

本。一定要查看这些脚本返回的错误消息。如果创建脚本失

败，则在进行表填充之前需要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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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语句的语法 

为帮助读者在需要时找到相应语句的语法，本附录列出了最常使用

的MySQL语句的语法。每条语句以简要的描述开始，然后给出它的语法。

为增加方便性，还给出对讲授相应语句的章的交叉引用。 

在阅读语句语法时，应该记住以下约定。 

 |符号用来指出几个选择中的一个，因此，NULL | NOT NULL表示

或者给出NULL或者给出NOT NULL。 

 包含在方括号中的关键字或子句（如[like this]）是可选的。 

 既没有列出所有的MySQL语句，也没有列出每一条子句和选项。 

C.1  ALTER TABLE 
ALTER TABLE用来更新已存在表的模式。为了创建新表，应该使用

CREATE TABLE。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1章。 

 输入 
 

 

C.2  COMMIT 
COMMIT用来将事务处理写到数据库。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6章。 
 

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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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CREATE INDEX 
CREATE INDEX用于在一个或多个列上创建索引。详细请参阅第21章。 

 

C.4  CREATE PROCEDURE 
CREATE PROCEDURE用于创建存储过程。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3章。 

 

C.5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用于创建新数据库表。为更新已经存在的表的结构，

使用ALTER TABLE。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1章。 

 

C.6  CREATE USER 
CREATE USER 用于向系统中添加新的用户账户。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8章。 

 

C.7  CREATE VIEW 
CREATE VIEW用来创建一个或多个表上的新视图。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章。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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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  DELETE 
DELETE从表中删除一行或多行。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0章。 

 

C.9  DROP 
DROP永久地删除数据库对象（表、视图、索引等）。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21、22、23和第24章。 

 

C.10  INSERT 
INSERT给表增加一行。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9章。 

 

C.11  INSERT SELECT 
INSERT SELECT插入SELECT的结果到一个表。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9

章。 

 

C.12  ROLLBACK 
ROLLBACK用于撤销一个事务处理块。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6章。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295 

图灵社区会员 臭豆腐(StinkBC@gmail.com) 专享 尊重版权



附录 C  MySQL 语句的语法  223 

 

C.13  SAVEPOINT 
SAVEPOINT为使用ROLLBACK语句设立保留点。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6

章。 

 

C.14  SELECT 
SELECT用于从一个或多个表（视图）中检索数据。更多的基本信息，

请参阅第4、5和第6章（第4～17章都与SELECT有关）。 

 

C.15  START TRANSACTION 
START TRANSACTION表示一个新的事务处理块的开始。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26章。 

 

C.16  UPDATE 
UPDATE更新表中一行或多行。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0章。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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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数据类型 

本附录介绍了MySQL中不同的数据类型。 

正如第1章所述，数据类型是定义列中可以存储什么数据以及该数据

实际怎样存储的基本规则。 

数据类型用于以下目的。 

 数据类型允许限制可存储在列中的数据。例如，数值数据类型列

只能接受数值。 

 数据类型允许在内部更有效地存储数据。可以用一种比文本串更

简洁的格式存储数值和日期时间值。 

 数据类型允许变换排序顺序。如果所有数据都作为串处理，则1

位于10之前，而10又位于2之前（串以字典顺序排序，从左边开始

比较，一次一个字符）。作为数值数据类型，数值才能正确排序。 

在设计表时，应该特别重视所用的数据类型。使用错误的数据类型

可能会严重地影响应用程序的功能和性能。更改包含数据的列不是一件

小事（而且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本附录虽然不是关于数据类型及其如何使用的一个完整的教材，但

介绍了MySQL主要的数据类型和用途。 

D.1  串数据类型 
最常用的数据类型是串数据类型。它们存储串，如名字、地址、电

话号码、邮政编码等。有两种基本的串类型，分别为定长串和变长串（参

见表D-1）。 

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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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长串接受长度固定的字符串，其长度是在创建表时指定的。例如，

名字列可允许30个字符，而社会安全号列允许11个字符（允许的字符数

目中包括两个破折号）。定长列不允许多于指定的字符数目。它们分配的

存储空间与指定的一样多。因此，如果串Ben存储到30个字符的名字字段，

则存储的是30个字符，CHAR属于定长串类型。 

变长串存储可变长度的文本。有些变长数据类型具有最大的定长，

而有些则是完全变长的。不管是哪种，只有指定的数据得到保存（额外

的数据不保存）TEXT属于变长串类型。 

既然变长数据类型这样灵活，为什么还要使用定长数据类型？回答是

因为性能。MySQL处理定长列远比处理变长列快得多。此外，MySQL不

允许对变长列（或一个列的可变部分）进行索引。这也会极大地影响性能。 

表D-1  串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说    明 
CHAR 1～255个字符的定长串。它的长度必须在创建时指定，否则MySQL

假定为CHAR(1) 

ENUM 接受最多64 K个串组成的一个预定义集合的某个串 

LONGTEXT 与TEXT相同，但最大长度为4 GB 

MEDIUMTEXT 与TEXT相同，但最大长度为16 K 

SET 接受最多64个串组成的一个预定义集合的零个或多个串 

TEXT 最大长度为64 K的变长文本 

TINYTEXT 与TEXT相同，但最大长度为255字节 

VARCHAR 长度可变，最多不超过255字节。如果在创建时指定为VARCHAR(n)，
则可存储0到n个字符的变长串（其中n≤255） 

 

 使用引号  不管使用何种形式的串数据类型，串值都必须括在

引号内（通常单引号更好）。 

 

 

当数值不是数值时  你可能会认为电话号码和邮政编码应该

存储在数值字段中（数值字段只存储数值数据），但是，这样

做却是不可取的。如果在数值字段中存储邮政编码01234，则

保存的将是数值1234，实际上丢失了一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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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遵守的基本规则是：如果数值是计算（求和、平均等）中使

用的数值，则应该存储在数值数据类型列中。如果作为字符串（可

能只包含数字）使用，则应该保存在串数据类型列中。 

D.2  数值数据类型 
数值数据类型存储数值。MySQL支持多种数值数据类型，每种存储

的数值具有不同的取值范围。显然，支持的取值范围越大，所需存储空

间越多。此外，有的数值数据类型支持使用十进制小数点（和小数），而

有的则只支持整数。表D-2列出了常用的MySQL数值数据类型。 

 

有符号或无符号  所有数值数据类型（除BIT和BOOLEAN外）

都可以有符号或无符号。有符号数值列可以存储正或负的数

值，无符号数值列只能存储正数。默认情况为有符号，但如

果你知道自己不需要存储负值，可以使用UNSIGNED关键字，

这样做将允许你存储两倍大小的值。 

表D-2  数值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说    明  
BIT 位字段，1～64位。（在MySQL 5之前，BIT在功能上等价于

TINYINT 

BIGINT 整数值，支持9223372036854775808～9223372036854775807
（如果是UNSIGNED，为0～18446744073709551615）的数 

BOOLEAN（或BOOL） 布尔标志，或者为0或者为1，主要用于开/关（on/off）标志

DECIMAL（或DEC） 精度可变的浮点值 

DOUBLE 双精度浮点值 

FLOAT 单精度浮点值 

INT（或INTEGER） 整数值，支持2147483648～2147483647（如果是UNSIGNED，
为0～4294967295）的数 

MEDIUMINT 整数值，支持8388608～8388607（如果是UNSIGNED，为0～
16777215）的数 

REAL 4字节的浮点值 

SMALLINT 整数值，支持32768～32767（如果是UNSIGNED，为0～
65535）的数 

TINYINT 整数值，支持128～127（如果为UNSIGNED，为0～255）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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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使用引号  与串不一样，数值不应该括在引号内。 

 

 存储货币数据类型  MySQL中没有专门存储货币的数据类

型，一般情况下使用DECIMAL(8, 2) 

D.3  日期和时间数据类型 
MySQL使用专门的数据类型来存储日期和时间值（见表D-3）。 

表D-3  日期和时间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说  明 
DATE 表示1000-01-01～9999-12-31的日期，格式为

YYYY-MM-DD 

DATETIME  DATE和TIME的组合 

TIMESTAMP 功能和DATETIME相同（但范围较小） 

TIME 格式为HH:MM:SS 

YEAR 用2位数字表示，范围是70（1970年）～69（2069
年），用4位数字表示，范围是1901年～2155年 

D.4  二进制数据类型 
二进制数据类型可存储任何数据（甚至包括二进制信息），如图像、

多媒体、字处理文档等（参见表D-4）。 

表D-4  二进制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说  明 
BLOB Blob最大长度为64 KB 

MEDIUMBLOB Blob最大长度为16 MB 

LONGBLOB Blob最大长度为4 GB 

TINYBLOB Blob最大长度为255字节 
 

 

数据类型对比  如果你想看一个使用不同数据类型的例子，

请参看附录B中样例表的表创建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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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保留字 

MySQL是由关键字组成的语言，关键字是一些用于执行MySQL操作

的特殊词汇。在命名数据库、表、列和其他数据库对象时，一定不要使

用这些关键字。因此，这些关键字是一定要保留的。本附录列出主要

MySQL（自MySQL 5以后的版本）中所有的保留字。 

 

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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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英文原书的页码、与书中边栏的页码一致。 

 

符号 

* (wildcards)（*通配符），31 

*=，149 

[]，71-73，另见matches(regular expressions)  

^，80 

-，73 

()，56-59 

% (wildcards)（%通配符），62-63 

;，28 

_ (wildcards)（_通配符），64-65 

A 
access controls（访问控制） 

mistakes，preventing（错误，防止），264 

overview（概述），263-264 

user accounts（用户账号），267-270 

Administrators (MySQL)，18，264 

advantages of MySQL（MySQL的优点），13 

AFTER versus BEFORE（AFTER与BEFORE），245 

Against()，164-168 

aggregate functions（聚集函数），另见

individual functions 

combining（组合），108 

joins，utilizing（联结，利用），149-151 

overview（概述），99-100 

aliases（别名） 

alternative uses（替换使用），85 

concatenating fields（拼接字段），84-85 

naming（命名），109 

table names（表名），143-144 

ALL arguments（ALL参数），107 

ALTER TABLE statements（ALTER TABLE语句），

203-204 

ANALYZE TABLE，274 

anchors (regular expressions)（定位（正则表

达式）），78-79 

AND operators（AND操作符），53-57 

application filtering（应用过滤），46 

AS keyword（AS关键字），85 

ASC，42 

asterisk wildcards（星号通配符），31 

AUTO INCREMENT，198-199 

auto increment（自动增量），25 

autocommit flags（自动提交标志），255 

AVG()，100-101，107 

B 
backing up data（备份数据），273 

basic character matching（基本字符匹配），

68-70，另见matches(regular expressions) 

BEFORE versus AFTER（BEFORE与AFTER），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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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49-50 

binary datatypes（二进制数据类型），304 

Boolean mode（布尔方式），170-175 

C 
calculated fields（计算字段） 

concatenating fields（拼接字段），82-85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数学运算），

86-87 

overview（概述），81-82 

subqueries as（子查询作为计算字段），

126-128 

Cartesian products（笛卡儿积），136-138 

case sensitivity（区分大小写） 

expression matching（表达式匹配），70 

full-text searches（全文本搜索），165 

sort orders（排序顺序），42 

searches（搜索），63 

statements（语句），29 

character classes (regular expressions) ，

matching（字符类（正则表达式），匹配），

76 

character matching（字符匹配），68-70，另

见matches (regular expressions) 

characters sets（字符集） 

overview（概述），257-258 

working with（使用），258-261 

CHECK TABLE，274 

clauses（子句），38，另见individual clauses 

client-based results formatting（基于客户机

的结果格式化），82 

client-server software（客户机—服务器软

件），14-15 

collation sequences（校对顺序） 

overview（概述），257-258 

working with（使用），258-261 

column aliases（列别名），84-85 

columns（列），另见fields 

commas between names（名字之间的逗

号），29 

definition of（定义），8 

derived（推导出的），86 

fully qualified names（完全限定名），135 

INSERT statements（INSERT语句），181 

padded spaces（填补空格），84 

primary keys（主键），9-10 

retrieving with SELECT（用SELECT检索） 

all（所有列），31 

individual（单个列），27-28 

multiple（多个列），29-30 

separating correctly（正确分隔），8 

sorting by multiple（按多个列排序），

39-42 

subquery result restrictions（子查询结果

约束），125 

combined queries，creating（组合查询，创

建），156 

command-line (mysql)（命令行（mysql）），

16-17 

command-line utilities（命令行实用程序），

221-222 

commands （ 命 令 ）， 参 见 individual 

commands 

commas between column names（列名之间

的逗号），29 

COMMENT keywords（COMMENT关键字），229 

commits（提交），253-255 

committing（提交），251 

complex joins（复杂联结），210-211 

compound queries（复合查询） 

creating（创建），154-156 

overview（概述），153 

rows ， eliminating/including duplicates

（行，删除/包括复制）），157-158 

rules of（规则），156-157 

sorting results（排序结果），158-159 

WHERE clause combinations（WHERE子句组

合），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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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atenating（拼接） 

column aliases（列别名），84-85 

definition of（定义），83 

fields（字段），82-84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数学计算），

86-87 

COUNT()，102-103 

COUNT() functions（COUNT()函数） 

DISTINCT arguments（DISTINCT参数），108 

joins（联结），149 

performing through subqueries（通过子查

询执行），126 

CREATE，25 

CREATE TABLE，另见tables 

engines（引擎），201-202 

statements（语句），193-195 

cross joins（叉联结），138 

currency numbers，storing（货币数，排序），

303 

cursors（游标） 

creating（创建），232-233 

FETCH statements（FETCH语句），234-239 

opening/closing（打开/关闭），233-234 

overview（概述），231 

utilizing（利用），232 

customers table（customers表），287-288 

D 
database client-server software interactions

（数据库客户机—服务器软件的相互作

用），14 

databases（数据库） 

backing up（备份），273 

compared to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DBMSs)（与DBMS的比较），6 

compared to schema（与模式的比较），7 

definition of（定义），6 

maintenance，performing（维护，执行），

274-275 

selecting with USE（用USE选择），22-23 

datatypes（数据类型） 

binary datatypes（二进制数据类型），304 

date and time datatypes（日期和时间数据

类型），303 

definition of（定义），8 

numeric datatypes（数值数据类型），

301-303 

overview（概述），299 

string datatypes（串数据类型），300-301 

date and time manipulation functions（日期

和时间处理函数），93-96 

DBMSs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

（数据库管理系统） 

compared to databases（与数据库比较），

6 

performance，improving（性能，改进），

277-279 

DECLARE statements（DECLARE语句），228，

237 

DEFAULT，200 

DELAYED keywords（DELAYED关键字），278 

DELETE statements（DELETE语句），189-191 

DELETE triggers（DELETE触发器），245-246 

delimiters（分隔符），221-222 

derived columns（推导出的列），参见aliases 

DESC，42 

DESCRIBE，25 

DISTINCT arguments（DISTINCT参数） 

overview（概述），106-108 

retrieving distinct rows（检索不同的行），

31-33 

downloading MySQL（下载MySQL），282 

DROP PROCEDURE，223 

DROP TABLE statement（DROP TABLE语句），205 

DROP USER，267 

E 
encoding（编码），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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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s（引擎），201-202，249 

error codes（错误代码），236 

expression matching（表达式匹配），参见

matches (regular expressions)  

F 
FETCH statements（FETCH语句），234-239 

fields (calculated)（字段（计算）），另见

columns 

concatenating fields（拼接字段），82-85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数学计算），

86-87 

overview（概述），81-82 

FLUSH LOGS statements（FLUSH LOGS语句），

276 

FLUSH TABLES statements（FLUSH TABLES语

句），273 

foreign keys（外键），202 

formatting（格式化），82 

FROM，27 

full-text searches（全文本搜索） 

Boolean mode（布尔方式），170-175 

case sensitivity（区分大小写），165 

enabling（启用），163-164 

engine support（引擎支持），161 

multiple search terms，ranking（多个搜

索项，等级），168 

overview（概述），175-176 

performing（执行），164-168 

query expansion（查询扩展），168-170 

FULLTEXT clauses（FULLTEXT子句），163-164，

171 

fully qualified table names（完全限定的表

名），35-36 

functions（函数），另见individual functions 

date and time manipulation functions（日

期和时间处理函数），93-96 

numeric manipulation functions（数值处

理函数），97 

overview（概述），89-90 

text-manipulation functions（文本处理函

数），90-92 

G 
GRANT statements（GRANT语句） 

simplifying multiple statements（简化多

条语句），271 

user accounts，creating（用户账号，创

建），266 

user rights（用户权限），268-270 

GROUP BY 

compared to ORDER BY（与ORDER BY比较），

116-118 

creating groups with（创建组），112-113 

filtering groups with（过滤组），113-116 

H 
HAVING clauses（HAVING子句），114-116 

I 
IF NOT EXISTS，195 

IF statements（IF语句），230 

IGNORE，189 

implicit commits（隐含提交），253 

IN 

definition of（定义），59 

utilizing in WHERE clauses（在WHERE子句中

使用），57-59 

IN BOOLEAN MODE，172，另见Boolean mode 

inner joins（内部联结），139 

InnoDB 

description of（描述），202 

full-text searching support（全文本搜索支

持），161 

INSERT SELECT statement（INSERT SELECT语

句），183-185 

INSERT statement（INSERT语句），266 

complete rows，inserting（完整行，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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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81 

multiple rows，inserting（多个行，插入），

181-183 

overview（概述），177 

performance of，improving（性能，改善），

183 

retrieved data，inserting（检索数据，插

入），183-185 

security privileges（安全权限），177 

INSERT triggers（INSERT触发器），244-245 

installing MySQL（安装MySQL），282 

J 
joins（联结） 

aggregate functions interaction（聚集函数

相互作用），149-151 

as system drags（使系统缓慢），140 

Cartesian products（笛卡儿积），136-138 

column names，qualifying（列名，限定），

135 

creating（创建），134-135 

cross joins（叉联结），138 

general guidelines（通用指南），151 

inner joins（内部联结），139 

multiple table joins（多表联结），139-141 

natural joins（自然联结），146-147 

outer joins（外部联结），147-149 

overview（概述），131 

purpose of（用途），133 

referential integrity，maintaining（引用完

整性，维护），133-134 

self joins（自联结），144-146 

views，simplifying with（视图，简化），

210-211 

WHERE clause importance（WHERE子句的重

要性），135-136 

K 
keywords（关键字），22，另见 individual 

keywords 

L 
left outer joins（左外部联结），148-149 

LIKE operators（LIKE操作符），另见wildcards 

compared to REGEXP（与REGEXP比较），70 

limitations of（限制），162 

utilizing REGEXP like（使REGEXP类似于

LIKE），80 

LIMIT 

highest/lowest values，finding（ 高/

低值，查找），43 

retrieving rows（检索行），33-34 

local servers，advantages of（本地服务器，

优点），281 

log files，reviewing（日志文件，查看），

275-276 

logical operators（逻辑操作符），参见

operators 

logins (MySQL)（登录（MySQL）），21-22 

LOOP statements versus REPEAT statements

（LOOP语句与REPEAT语句），237 

LTRIM() function（LTRIM()函数），84 

M 
Match()，164-168 

matches (regular expressions)（匹配（正则

表达式）） 

[]，utilizing（[]，使用），71-73 

anchors（定位符），78-79 

character classes，matching（字符类，匹

配），76 

OR matches（OR匹配），70-71 

repetition metacharacters（重复元字符），

76-78 

set matches（集合匹配），73 

special characters，matching（特殊字符，

匹配），74-75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performing（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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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计算，执行），86-87 

mathematical operators（数学操作符），87 

MAX()，103-104，108 

MEMORY，202 

MIN()，104-105，108 

MyISAM，161，202 

MySQL Administrators，18，264 

MySQL command-line（MySQL命令行），

16-17 

MySQL Query Browser，19 

MySQL software（MySQL软件），282 

N 
names (fully qualified table names)（名字（完

全限定表名）），35-36 

natural joins（自然联结），146-147 

nested groups（嵌套组），113，另见GROUP BY 

non-numeric data（非数值数据），104-105 

nonmatches（不匹配），48-51 

NOT，59-60 

NULL 

checking for with WHERE clauses（用WHERE

子句检查），50-51 

compared to nonmatches（不匹配比较），

51 

function interactions（函数相互作用），

102-106 

tables（表），195-197 

versus empty strings（NULL与空串），197 

wildcard searches（通配符搜索），64 

numeric datatypes（数值数据类型），301-303 

numeric manipulation functions（数值处理函

数），97 

O 
operators（操作符） 

definition of（定义），53 

full-text Boolean mode（全文本布尔方

式），173 

HAVING clause（HAVING子句），114 

mathematical（数学），87 

WHERE clauses（WHERE子句），46-47 

OPTIMIZE TABLE，275 

OR 

matches（匹配），70-71 

overview（概述），54-57 

ORDER BY 

case sensitivity in sort（排序中区分大小

写），42 

compared to GROUP BY clause（与GROUP BY

子句比较），116-118 

descending order（降序），40-43 

highest/lowest values，finding（ 高/

低值，查找），43 

utilizing（利用），38 

orders table（orders表），288-289 

outer joins（外部连接），147-149 

P 
parameters（参数），223-227 

parentheses（圆括号） 

grouping related operators（分组相关的操

作符），56-57 

IN，57-59 

passwords（口令），266，271 

percent signs (wildcards)（百分号（通配

符）），62-63 

portability (INSERT statements)（可移植性

（INSERT语句）），180 

portable code（可移植代码），89 

primary keys（主键） 

definition of（定义），9-10 

tables（表），197-198 

productnotes table（productnotes表），290 

products table（products表），287 

Q 
queries（查询），另见subqu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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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incrementally（增量地建立），129 

calculated fields（计算字段） 

concatenating fields（拼接字段），82-85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数学计算），

86-87 

overview（概述），81-82 

combining（组合），123 

compound queries（复合查询），153 

creating（创建），154-156 

rows ， eliminating/including duplicates

（行，删除/包括复制），157-158 

rules of（规则），156-157 

sorting results（排序结果），158-159 

definition of（定义），121 

formatting effectively（有效地格式化），

124 

WHERE clauses，combining with（WHERE子

句，组合），153 

Query Browser (MySQL)，19 

query expansion (full-text searches)（查询扩

展（全文本搜索）），168-170 

quotes（引号） 

numeric datatypes（数值数据类型），303 

string datatypes（串数据类型），301 

utilizing in WHERE clauses（在WHERE子句中

使用），49 

R 
range values，checking（范围值，检查），

49-50 

records compared to rows（记录与行比较），9 

referential integrity，maintaining（引用完整

性，维护），133-134 

REGEXP，70，80 

regular expressions（正则表达式）^，80 
basic character matching（基本字符匹

配），68-70 

limitations of（限制），162 

matches（匹配），参见matches (regular 

expressions)  

overview（概述），67-68 

ranges，defining（范围，定义），73 

testing（测试），80 

whitespace metacharacters（空白元字

符），75 

relational tables（关系表），131-133 

RENAME TABLE，205 

REPAIR TABLE，275 

REPEAT statements（REPEAT语句），237 

repetition metacharacters (regular expressi- 

ons)（重复元字符（正则表达式）），76-78 

reserved words（保留字），305 

REVOKE statements（REVOKE语句），268-270 

right outer joins（右外部联结），148-149 

rollbacks（回退），251-253 

ROLLUP，113 

root dangers（root的危险），264 

rows（行） 

complete rows，inserting（完整行，插入），

177-181 

definition of（定义），9 

duplicates，eliminating/including（复制，

删除/包含）），157-158 

limiting retrieve results（限制检索结果），

33-34 

multiple rows，inserting（多行，插入），

181-183 

retrieving（检索），31-33 

RTRIM() function（RTRIM()函数），84 

S 
savepoints（保留点），251，254 

scalability（可伸缩性），133 

schema（模式），7 

scripts，executing（脚本，执行），20 

searches（搜索），63 

SELECT（查询），另见queries 

AS keyword（AS关键字），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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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s，retrieving（列，检索） 

all（全部列），31 

individual（单个列），27-28 

multiple（多个列），29-30 

concatenating fields（拼接字段），84 

purpose of（用途），27 

sequencing（排序），119 

self joins（自连接），144-146 

semicolons（分号），28 

server software（服务器软件），14-15 

server-based results formatting（基于服务器

的结果格式化），82 

SET PASSWORD statements（SET PASSWORD语

句），271 

sets，matching regular expressions（集合，

匹配正则表达式），73 

SHOW，23-26 

SHOW PROCEDURE STATUS，230 

sign values（符号值），47-48 

signed datatypes（有符号的数据类型），302 

sorting data（排序数据） 

by multiple columns（按多个列），39-42 

case sensitivity（区分大小写），42 

in descending order（以降序），40-43 

overview（概述），37-38 

SOUNDEX() function（SOUNDEX()函数），91-92 

spaces，removing（空格，删除），84 

special characters (regular expressions)（特殊

字符（正则表达式）），74-75 

SQL，11，46 

startup problems，diagnosing（启动问题，

诊断），275 

statement syntax（语句语法），293 

statements（语句），另见individual statements 

formatting（格式化），195 

overview（概述），28-29 

stopwords（非用词），175 

stored procedures（存储过程） 

creating（创建），220-222 

cursors（游标），参见cursors 

disadvantages of（缺点），219 

dropping（删除），222-223 

executing（执行），220 

inspecting（检查），230 

intelligent stored procedures，building（智

能存储过程，建立），227-230 

overview（概述），217-218 

parameters（参数），223-227 

uses for（使用），218-219 

string datatypes（串数据类型），300-301 

subqueries（子查询），另见WHERE clauses 

as calculated fields（作为计算字段），

126-128 

combining queries with（查询与子查询组

合），123 

definition of（定义），121 

filtering by（用子查询过滤），121-125 

formatting effectively（有效地格式化），

124 

order of process（处理次序），123 

self joins（自联结），145-146 

UPDATE statements（UPDATE语句），188 

SUM()，105-106 

syntax（语法） 

joins（联结），139 

statements（语句），293 

T 
tables（表） 

aliasing（起别名），143-144 

AUTO INCREMENT，198-199 

calculated fields（计算字段） 

concatenating fields（拼接字段），

82-85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 （数学计

算），86-87 

overview（概述），81-82 

Cartesian products（笛卡儿积），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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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sets，specifying（字符集，说明），

259 

creating（创建），193-195，290-291 

customers table（customers表），287-288 

default values，specifying（默认值，说

明），200 

DELETE statements（DELETE语句），190 

deleting（删除），205 

joins（联结），131 

multiple tables，joining（多个表，联结），

139-141 

NULL values（NULL值），195-197 

orderitems table（orderitems表），289 

orders table（orders表），288-289 

overview（概述），6-7 

overwriting（覆盖），195 

primary keys（主键），197-198 

productnotes table（productnotes表），

290 

products table（products表），287 

relational tables（关系表），131-133 

renaming（重命名），205 

updating（更新），203-204 

vendors table（vendors表），286-287 

views（视图），参见views 

text（文本），104-105 

text-manipulation functions（文本处理函

数），90-92 

time datatypes（时间数据类型），303 

trailing space dangers in wildcards（通配符

中尾空格的危险），64 

transactions（事务处理） 

controlling（控制），252-255 

engine support（引擎支持），249 

overview（概述），249-251 

triggers（触发器） 

BEFORE versus AFTER（BEFORE与AFTER），

245 

creating（创建），242-243 

DELETE triggers（DELETE触发器），245-246 

dropping（删除），243-244 

failure of（故障），243 

guidelines（指南），247-248 

INSERT triggers（INSERT触发器），244-245 

multi-statement triggers（多语句触发器），

246 

overview（概述），241-242 

UPDATE triggers（UPDATE触发器），246-247 

TRIM()，84 

trimming padded spaces（去头尾空格），84 

TRUNCATE TABLE，190 

U 
underscores (wildcards)（下划线（通配符）），

64-65 

UNION operators（UNION操作符），158，另见

compound queries 

UNSIGNED keywords（UNSIGNED关键字），302 

UPDATE statements（UPDATE语句），187-191 

UPDATE triggers（UPDATE触发器），246-247 

USE，22-23 

user accounts（用户账号） 

access rights，setting（访问权限，设置），

267-270 

creating（创建），265-266 

deleting（删除），266 

managing（管理），264-265 

passwords，changing（口令，更改），271 

renaming（重命名），266 

V 
VALUES，180 

variables（变量），223 

vendors table（vendors表），286-287 

versions of MySQL（MySQL版本），15 

views（视图） 

calculated fields（计算字段），214-215 

common uses for（普通使用），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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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joins，simplifying（复杂联结，

简化），210-211 

data，reformatting（数据，重新格式化），

211-212 

overview（概述），207-208 

performance issues（性能问题），209 

reusable views（可重用视图）， 

creating（创建），211 

rules and restrictions（规则和约束），209 

unwanted data，filtering（不需要的数据，

过滤），213 

updating（更新），215-216 

utilizing（利用），210 

W 
WHERE clauses（WHERE子句），另见SELECT 

checking against single values（检查单个

值），47-48 

checking for nonmatches（不匹配检查），

48-49 

combining（组合），53-55 

combining AND/OR（组合AND/OR），55-57 

combining queries（组合查询），153，另

见compound queries 

compared to UNION（与UNION比较），158 

dates，filtering by（日期，过滤），94-95 

filtering groups（过滤组），115 

importance of in joins（在联结中的重要

性），135-136 

IN，57-59 

NOT，59-60 

NULL values（NULL值），50-51 

operators（操作符），46-47 

overview（概述），45-46 

parentheses（圆括号），57 

quotes，utilizing（引号，利用），49 

range values，checking（范围值，检查），

49-50 

whitespace metacharacters（空白元字符） 

regular expressions（正则表达式），75 

statements（语句），29 

wildcards（通配符） 

*，31 

%，62-63 

_，64-65 

guidelines for（指南），65-66 

LIKE operator compared to REGEXP（LIKE

操作符与REGEXP的比较），70 

overview（概述），62 

limitations of（限制），162 

NULL interaction（与NULL的相互作用），

64 

overview（概述），61-62 

trailing spaces，dangers of（尾空格，危

险），64 

WITH ROLLU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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