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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是华为自研的最新一代企业级高扩展高性能分布式数
据库，完全兼容MySQL。基于华为最新一代DFV存储，采用计算存储分离架构，
128TB的海量存储，故障秒级切换，既拥有商业数据库的高可用和性能，又具备开源
低成本效益。

GaussDB(for MySQL)支持的版本请参见数据库引擎和版本。

成长地图

您可以通过GaussDB(for MySQL)成长地图快速了解GaussDB(for MySQL)的相关概
念、入门使用、高手进阶等。

如何使用 GaussDB(for MySQL)

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使用GaussDB(for MySQL)。

管理控制台：您可以使用管理控制台为您提供的Web界面完成GaussDB(for MySQL)的
相关操作。

了解产品优势和价值可以帮助您更好地选购GaussDB(for MySQL)。

产品优势
● 性能强悍

– 采用计算与存储分离，日志即数据架构，性能提升至开源MySQL的7倍。

– 通过RDMA协议进行数据库传输，使用IO性能不再成为瓶颈。

– 引入内核特性，例如Query result cache、Query plan cache、Online DDL
等，提升用户体验。

● 弹性扩展

– 横向扩展：1写15只读节点，快速添加只读节点，满足高并发场景性能需求。

– 纵向扩展：分钟级规格升降级，轻松应对业务高峰。

● 高可靠性

– 支持跨可用区、跨region部署，提升实例容灾能力。

– 存储三副本，数据更安全。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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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分布式存储，主节点故障时，只读节点自动升级成主节点，RPO为0。
● 安全防护

– 采用共享分布式存储，故障秒级恢复，数据“0”丢失。

– 采用VPC、安全组、SSL连接和数据加密等严格控制安全访问。

– 已通过ISO 27001、CSA、可信云、等保三级等国内外15+安全认证，国内首
家获得NIST CSF最高认证。

● 高兼容性：

完全兼容MySQL，应用无需改造即可轻松迁移上云。

● 高效备份

– 全量备份采用快照机制，秒级完成创建快照，具有更高的备份效率。

– 基于底层存储系统的多时间点特性，不需增量日志回放，可直接实现按时间
点回滚。

● 海量存储

– 华为自研DFV分布式存储，容量高达128TB，存储自动分片，无需分库分表。

– 根据数据量自动伸缩，无须提前规划，节约成本。

● 算子下推

将过滤条件、列投影、聚合运算从计算节点下推到存储节点，跨存储节点并行处
理，减少网络流量和计算节点的压力，提升查询执行效率。同时与并行查询功能
进行融合，达成全流程并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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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架构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整体架构自下向上分为三层。

1. 存储层： 基于华为DFV存储，提供分布式、强一致和高性能的存储能力，此层来
保障数据的可靠性以及横向扩展能力，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不低于
99.999999999%。DFV (Data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是华为提供的一套通过存
储和计算分离的方式，构建以数据为中心的全栈数据服务架构的解决方案。

2. 存储抽象层 （Storage Abstraction Layer）：将原始数据库基于表文件的操作抽
象为对应分布式存储，向下对接DFV，向上提供高效调度的数据库存储语义，是
数据库高性能的核心。

3. SQL解析层：与MySQL 8.0开源版100%兼容，客户业务从MySQL生态可以平滑迁
移， 从其他数据库迁移也能使用MySQL生态的语法、工具，降低开发、学习成
本。基于原生MySQL，在100%兼容的前提下进行大量内核优化，以及开源加
固，开源生态，商用能力。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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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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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用概念

了解以下概念，有助于您更好地选购和使用GaussDB(for MySQL)：

● 主备实例：标准存储计算分离架构，支持1写15读，最高支持128TB存储容量，支
持只读节点分钟级扩展。

● 单机实例：仅有1个主节点，没有只读节点。单机版无需处理多个节点之间的同步
协作，易满足ACID事务需求。

● 区域（Region）：从地理位置和网络时延维度划分，同一个Region内共享弹性计
算、块存储、对象存储、VPC网络、弹性公网IP、镜像等公共服务。Region分为
通用Region和专属Region，通用Region指面向公共租户提供通用云服务的
Region；专属Region指只承载同一类业务或只面向特定租户提供业务服务的专用
Region。一般情况下，GaussDB(for MySQL)实例应该和弹性云服务器实例位于
同一地域，以实现最高的访问性能。

● 可用区（Availability Zone，简称AZ）：一个AZ是一个或多个物理数据中心的集
合，有独立的风火水电，AZ内逻辑上再将计算、网络、存储等资源划分成多个实
例，可用区是指在某个地域内拥有独立电力和网络的物理区域。

可用区之间内网互通，不同可用区之间物理隔离。每个可用区都不受其他可用区
故障的影响，并提供低价、低延迟的网络连接，以连接到同一地区其他可用区。
通过使用独立可用区内的GaussDB(for MySQL)，可以保护您的应用程序不受单一
位置故障的影响。同一Region的不同AZ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

● 规格：每个节点的资源配置，比如16核64GB。
● 浏览器：GaussDB(for MySQL)对浏览器的兼容性，详见浏览器兼容性一览表。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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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优势和价值

GaussDB(for MySQL)为计算存储分离、云化架构的企业级云数据库。

超高性能

相比开源MySQL，性能提升7倍，可达到百万级QPS。

高扩展性
● 横向扩展：支持分钟级添加只读节点，最大支持15只读，解决性能扩展问题。

● 纵向扩展：支持规格升级，应对不确定的业务增长。

● 存储扩展：根据数据容量自动弹性伸缩，无须提前规划容量，最大支持128TB，
解决海量数据问题。

高可靠性

支持跨AZ部署、异地容灾，金融级别可靠性。

跨AZ部署，数据三副本，安全性有保障。

高兼容性

100%兼容MySQL，应用上云无须改造。

超低成本

十分之一的商用数据库成本。

非中间件式架构

业务性能正常情况下，无需搭载分布式数据库中间件分库分表。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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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例说明

5.1 数据库实例规格
GaussDB(for MySQL)的实例规格CPU架构分为X86架构和ARM架构，详见表5-1。支
持的规格列表请参见表5-3和表5-4。

● X86架构：通用型、独享型

● ARM架构：独享型

说明

TPS和QPS性能数据，请参见《性能白皮书》。

表 5-1 实例规格类型

规格 说明 适用场景 约束限制

独享型（推
荐）

一主多读部署模式，最多
支持15只读。完全独享的
CPU和内存，性能长期稳
定，不会因为物理机上其
他实例的行为而受到影响

适用于对性能稳定
性要求较高的应用
场景。

支持的区域如表5-2
所示。

通用型 一主多读部署模式，最多
支持15只读。与同一物理
机上的其他通用版规格实
例共享CPU和内存，通过
资源复用换取CPU使用率
最大化，性价比较高。

适用于对性能稳定
性要求较低的应用
场景。

支持的区域如表5-2
所示。

 

表 5-2 通用型、独享型支持的区域

规格类型 区域

独享型 华北-北京四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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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类型 区域

华东-上海一

华南-广州、华南-广州-友好用户环境

西南-贵阳一

华北-乌兰察布一

亚太-新加坡、亚太-雅加达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拉美-圣保罗一

通用型 华北-北京四

华东-上海一

华南-广州

 

表 5-3 X86 性能规格（通用型、独享型）

规格 规格码 vCPU（个） 内存
（GB）

独享型 gaussdb.mysql.large.x86.4 2 8

gaussdb.mysql.large.x86.8 2 16

gaussdb.mysql.xlarge.x86.4 4 16

gaussdb.mysql.xlarge.x86.8 4 32

gaussdb.mysql.2xlarge.x86.4 8 32

gaussdb.mysql.2xlarge.x86.8 8 64

gaussdb.mysql.4xlarge.x86.4 16 64

gaussdb.mysql.4xlarge.x86.8 16 128

gaussdb.mysql.8xlarge.x86.4 32 128

gaussdb.mysql.8xlarge.x86.8 32 256

gaussdb.mysql.
16xlarge.x86.4

60 256

gaussdb.mysql.
16xlarge.x86.8

64 512

通用型 gaussdb.mysql.large.x86.nor
mal.4

2 8

gaussdb.mysql.xlarge.x86.nor
mal.2

4 8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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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规格码 vCPU（个） 内存
（GB）

gaussdb.mysql.xlarge.x86.nor
mal.4

4 16

gaussdb.mysql.
2xlarge.x86.normal.2

8 16

gaussdb.mysql.
2xlarge.x86.normal.4

8 32

gaussdb.mysql.
4xlarge.x86.normal.2

16 32

gaussdb.mysql.
4xlarge.x86.normal.4

16 64

gaussdb.mysql.
8xlarge.x86.normal.2

32 64

gaussdb.mysql.
8xlarge.x86.normal.4

32 128

 

表 5-4 鲲鹏性能规格（独享型）

规格 规格码 vCPU（个） 内存（GB）

独享型 gaussdb.mysql.xlarge.ar
m.4

4 16

gaussdb.mysql.xlarge.ar
m.8

4 32

gaussdb.mysql.
2xlarge.arm.4

8 32

gaussdb.mysql.
2xlarge.arm.8

8 64

gaussdb.mysql.
4xlarge.arm.4

16 64

gaussdb.mysql.
4xlarge.arm.8

16 128

gaussdb.mysql.
8xlarge.arm.4

32 128

gaussdb.mysql.
8xlarge.arm.8

32 256

gaussdb.mysql.
12xlarge.arm.4

48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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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规格码 vCPU（个） 内存（GB）

gaussdb.mysql.
12xlarge.arm.8

48 384

gaussdb.mysql.
15xlarge.arm.8

60 480

 

数据库实例规格请以实际环境为准。

说明

可通过调整max_connections参数值来修改最大连接数。具体操作请参见编辑参数模板。

5.2 数据库实例状态

数据库实例状态

数据库实例状态是数据库实例的运行情况。用户可以使用管理控制台查看数据库实例
状态。

表 5-5 状态及说明

状态 说明

正常 数据库实例正常和可用。

异常 数据库实例不可用。

创建中 正在创建数据库实例。

创建失败 数据库实例创建失败。

重启中 正在重启数据库实例。

实例名称修改中 正在修改数据库实例名称。

端口修改中 正在修改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端口。

规格变更中 正在变更数据库实例的CPU和内存规格。

添加只读中 正在进行数据库实例添加只读节点。

删除只读中 正在进行数据库实例删除只读节点。

只读升主中 只读节点正在切换为主节点。

只读节点隔离中 只读节点正在进行隔离。

只读节点已隔离 只读节点完成隔离操作。

备份中 正在备份数据库实例。

扩容中 正在扩容数据库实例的磁盘空间。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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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说明

冻结 账户余额小于或等于0元，系统对该用户下的实例进行冻结。您
需前往费用中心充值成功，欠款核销后，冻结保留期内的实例才
会解冻。

证书配置变更中 正在进行数据库实例证书配置变更。

Serverless算力
变更中

Serverless实例正在进行算力变更。

小版本升级中 正在进行数据库实例内核版本升级。

已删除 数据库实例已被删除，对于已经删除的实例，将不会在实例列表
中显示。

 

5.3 数据库引擎和版本
GaussDB(for MySQL)目前支持的数据库引擎和版本如表5-6所示。

表 5-6 数据库引擎和版本

数据库引擎 兼容的数据库
版本

支持的内核小版本

GaussDB(for
MySQL)

MySQL 8.0 ● 2.0.28.12
● 2.0.28.10
● 2.0.28.9
● 2.0.28.7
● 2.0.28.4
● 2.0.28.1

 

5.4 数据库内核版本说明
本章节介绍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的内核版本更新说明。

2.0.28.12

表 5-7 2.0.28.12 版本说明

日期 特性描述

2022-12-07 修复更新有虚拟列的表之后，使用skip scan触发了扫描错误的
问题。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产品介绍 5 实例说明

文档版本 16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



2.0.28.10

表 5-8 2.0.28.10 版本说明

日期 特性描述

2022-11-16 修复主备倒换过程中，连接备机超时触发数据库崩溃问题。

 

2.0.28.9

表 5-9 2.0.28.9 版本说明

日期 特性描述

2022-09-23 ● 修复在Condition_pushdown::replace_columns_in_cond中
使用不正确的条件判断的问题。

● 修复递归调用存储函数之后导致数据库崩溃的问题。

● 修改多表删除和full-text搜索的时候导致数据库崩溃的问
题；

● 修复运行多个窗口函数的SQL查询语句之后导致数据库崩溃
的问题；

● 修复具有全局级别权限的用户，执行SHOW CREATE
DATABASE失败的问题。

 

2.0.28.7

表 5-10 2.0.28.7 版本说明

日期 特性描述

2022-08-29 修复存储过程中的ptrc crash问题。

 

2.0.28.4

表 5-11 2.0.28.4 版本说明

日期 特性描述

2022-07-22 ● 修复空用户导致数据库崩溃的问题。

● 修复更新用于聚合的临时表时，BLOB指针指向的数据过期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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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1

表 5-12 2.0.28.1 版本说明

日期 特性描述

2022-05-19 ● GaussDB(for MySQL)增加orphaned definer check控制开
关。

● GaussDB(for MySQL)支持Proxy IP透传。

● GaussDB(for MySQL) Proxy提供会话一致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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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典型应用

6.1 读写分离
GaussDB(for MySQL)支持直接挂载只读节点，用于分担主节点读取压力。

GaussDB(for MySQL)的主节点和只读节点都具有独立的连接地址，每个GaussDB(for
MySQL)实例最多支持创建15个只读节点，创建方法请参见创建只读节点。

用户只需通过添加只读节点的个数，即可不断扩展系统的处理能力，无需更改应用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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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

7.1 责任共担
华为云秉承“将公司对网络和业务安全性保障的责任置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之上”。针
对层出不穷的云安全挑战和无孔不入的云安全威胁与攻击，华为云在遵从法律法规业
界标准的基础上，以安全生态圈为护城河，依托华为独有的软硬件优势，构建面向不
同区域和行业的完善云服务安全保障体系。

安全性是华为云与您的共同责任，如图7-1所示。

● 华为云：负责云服务自身的安全，提供安全的云。华为云的安全责任在于保障其
所提供的 IaaS、PaaS 和 SaaS 类云服务自身的安全，涵盖华为云数据中心的物理
环境设施和运行其上的基础服务、平台服务、应用服务等。这不仅包括华为云基
础设施和各项云服务技术的安全功能和性能本身，也包括运维运营安全，以及更
广义的安全合规遵从。

● 租户：负责云服务内部的安全，安全地使用云。 华为云租户的安全责任在于对使
用的 IaaS、PaaS 和 SaaS 类云服务内部的安全以及对租户定制配置进行安全有效
的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虚拟网络、虚拟主机和访客虚拟机的操作系统，虚拟防火
墙、API 网关和高级安全服务，各项云服务，租户数据，以及身份帐号和密钥管
理等方面的安全配置。

《华为云安全白皮书》详细介绍华为云安全性的构建思路与措施，包括云安全战略、
责任共担模型、合规与隐私、安全组织与人员、基础设施安全、租户服务与租户安
全、工程安全、运维运营安全、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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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华为云安全责任共担模型

7.2 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

身份认证

用户访问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时支持对数据库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包含密码
验证和IAM验证两种方式。

● 密码验证

您需要对数据库实例进行管理，使用数据管理服务（Data Admin Service）登录
数据库时，需要对帐号密码进行验证，验证成功后方可进行操作。

● IAM验证

您可以使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进行
精细的权限管理。该服务提供用户身份认证、权限分配、访问控制等功能，可以
帮助您安全地控制华为云资源的访问。您创建的IAM用户，需要通过验证用户和
密码才可以使用GaussDB(for MySQL)资源。具体请参见创建IAM用户并登录。

访问控制
● 权限控制

购买实例之后，您可以使用IAM为企业中的员工设置不同的访问权限，以达到不
同员工之间的权限隔离，通过IAM进行精细的权限管理。具体内容请参见权限管
理。

● VPC和子网

虚拟私有云（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为云数据库构建隔离的、用户自主配
置和管理的虚拟网络环境，提升用户云上资源的安全性，简化用户的网络部署。
您可以在VPC中定义安全组、VPN、IP地址段、带宽等网络特性，方便管理、配置
内部网络，进行安全、快捷的网络变更。

子网提供与其他网络隔离的、可以独享的网络资源，以提高网络安全性。

具体内容请参见创建虚拟私有云和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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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组

安全组是一个逻辑上的分组，为同一个虚拟私有云内具有相同安全保护需求并相
互信任的弹性云服务器和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提供访问策略。为了保
障数据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使用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之前，您需
要设置安全组，开通需访问数据库的IP地址和端口。

具体请参见设置安全组规则。

7.3 数据保护技术
GaussDB(for MySQL)通过多种数据保护手段和特性，保障存储在GaussDB(for
MySQL)中的数据安全可靠。

表 7-1 多种数据保护手段

数据保护手段 简要说明 详细介绍

传输加密
（HTTPS）

支持HTTP和HTTPS两种传输协议，为保证
数据传输的安全性，推荐您使用更加安全的
HTTPS协议。

构造请求

数据备份 支持设置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来保障数据
的可靠性。

数据备份

敏感操作保护 控制台支持敏感操作保护，开启后执行删实
例等敏感操作时，系统会进行身份验证，进
一步保证GaussDB(for MySQL)配置和数据
的安全性。

敏感操作保护介绍

SSL数据加密 可以使用SSL来加密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和客户端的连接。SSL通过互相认
证、使用数字签名确保完整性、使用加密确
保私密性，以实现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安
全通讯。

设置SSL数据加密

 

7.4 审计与日志

审计

云审计服务（Cloud Trace Service，CTS），是华为云安全解决方案中专业的日志审计
服务，提供对各种云资源操作记录的收集、存储和查询功能，可用于支撑安全分析、
合规审计、资源跟踪和问题定位等常见应用场景。

CTS的详细介绍和开通配置方法，请参见CTS快速入门。

通过云审计服务，您可以记录与GaussDB(for MySQL)实例相关的操作事件，便于日后
的查询、审计和回溯。具体内容请参见支持审计的关键操作列表。

日志

出于分析或审计等目的，用户可以开启实例的日志记录功能。当用户开启日志记录功
能后，GaussDB(for MySQL)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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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日志

GaussDB(for MySQL)支持查看数据库级别的日志，包括数据库运行的错误信息，
以及运行较慢的SQL查询语句，有助于您分析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 慢日志

慢日志用来记录执行时间超过当前慢日志阈值“long_query_time”（默认是10
秒）的语句，您可以通过查询慢日志的日志明细、统计分析情况，查找出执行效
率低的语句，进行优化。

● 全量SQL

当您开启全量SQL功能，系统会将所有的SQL文本内容进行存储，以便进行分析。

GaussDB(for MySQL)默认关闭全量SQL功能，如需打开，请参考设置全量SQL。

全量SQL打开后，可以通过数据库管理服务（Data Admin Service ，DAS）查看
SQL语句耗时信息，例如平均执行耗时、总耗时、 平均锁等待耗时、平均扫描行
数等。具体操作请参见全量SQL洞察。

7.5 监控安全风险
云监控服务为用户提供一个针对云数据库、云服务器等资源的立体化监控平台。使您
全面了解云上的资源使用情况、业务的运行状况，并及时收到异常告警做出反应，保
证业务顺畅运行。

监控指标

GaussDB(for MySQL)提供基于云监控服务的资源和操作监控能力，例如CPU使用率、
网络吞吐量的等。支持的监控指标以及如何创建告警规则，具体请参见监控指标。

监控指标周期目前支持1分钟、1秒、5秒，默认监控周期为1分钟。通过开启秒级监控
可以提高监控指标的精确值。

事件监控

事件监控提供了事件类型数据上报、查询和告警的功能。方便您将业务中的各类重要
事件或对GaussDB(for MySQL)的操作事件收集到云监控服务，并在事件发生时进行告
警。支持的事件以及如何创建告警规则，具体请参见事件监控。

7.6 故障恢复
GaussDB(for MySQL)会在数据库实例的备份时段中创建数据库实例的自动备份。系统
根据您指定的备份保留期（1-732天）保存数据库实例的自动备份。具体请参见自动备
份。

GaussDB(for MySQL)提供了多种方式恢复实例的数据，用以满足不同的使用场景：

● 恢复数据到当前实例、新实例或者已有实例

● 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 库表数据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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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备份

GaussDB(for MySQL)支持将备份文件存放到另一个区域存储，某一区域的实例故障
后，可以在异地区域使用备份文件在异地恢复到新的GaussDB(for MySQL)实例，用来
恢复业务。

实例开启跨区域备份策略后，会自动将该实例的备份文件备份到目标区域。

多可用区

可用区指在同一区域下，电力、网络隔离的物理区域，可用区之间内网互通，不同可
用区之间物理隔离。GaussDB(for MySQL)支持将实例的节点分别部署在多个可用区，
以此来实现跨region容灾能力。

故障转移

GaussDB(for MySQL)是一个多节点的实例，每个实例默认只有1个主节点，其余节点
为只读节点。当主节点发生故障时，只读节点会自动升级为主节点，保证实例的可用
性。

7.7 认证证书

合规证书

华为云服务及平台通过了多项国内外权威机构（ISO/SOC/PCI等）的安全合规认证，用
户可自行申请下载合规资质证书。

图 7-2 合规证书下载

资源中心

华为云还提供以下资源来帮助用户满足合规性要求，具体请查看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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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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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权限管理

如果帐号已经能满足您的要求，不需要创建独立的IAM用户进行权限管理，您可以跳
过本章节，不影响您使用GaussDB(for MySQL)的其他功能。

如果您需要对购买的GaussDB(for MySQL)资源，为企业中的员工设置不同的访问权
限，为达到不同员工之间的权限隔离，您可以使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IAM）进行精细的权限管理。该服务提供用户身份认证、
权限分配、访问控制等功能，可以帮助您安全的控制资源的访问。

通过IAM，您可以在帐号中给员工创建IAM用户，并授权控制员工对资源的访问范围。
例如您的员工中有负责软件开发的人员，您希望开发人员拥有GaussDB(for MySQL)的
使用权限，但是不希望拥有删除GaussDB(for MySQL)等高危操作的权限，那么您可以
使用IAM为开发人员创建用户，通过授予仅能使用GaussDB(for MySQL)，但是不允许
删除GaussDB(for MySQL)的权限，控制开发人员对GaussDB(for MySQL)资源的使用
范围。

IAM是提供权限管理的基础服务，无需付费即可使用，您只需要为您帐号中的资源进
行付费。关于IAM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AM产品介绍。

GaussDB(for MySQL)权限

默认情况下，管理员创建的IAM用户没有任何权限，需要将其加入用户组，并给用户
组授予策略或角色，才能使得用户组中的用户获得对应的权限，这一过程称为授权。
授权后，用户就可以基于被授予的权限对云服务进行操作。

GaussDB(for MySQL)部署时通过物理区域划分，为项目级服务。授权时，“作用范
围”需要选择“区域级项目”，然后在指定区域对应的项目中设置相关权限，并且该
权限仅对此项目生效；如果在“所有项目”中设置权限，则该权限在所有区域项目中
都生效。访问GaussDB(for MySQL)时，需要先切换至授权区域。

● 策略：IAM最新提供的一种细粒度授权的能力，可以精确到具体服务的操作、资
源以及请求条件等。基于策略的授权是一种更加灵活的授权方式，能够满足企业
对权限最小化的安全管控要求。例如：针对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管理
员能够控制IAM用户仅能对某一类数据库资源进行指定的管理操作。

如表8-1所示，包括了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的所有系统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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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GaussDB(for MySQL)系统权限

策略名称 描述 类别

GaussDB FullAccess 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服务的所有执行权
限。

系统策略

GaussDB
ReadOnlyAccess

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服务的只读访问权
限。

系统策略

 

表8-2列出了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常用操作与系统权限的授权关系，您可以
参照该表选择合适的系统权限。

表 8-2 常用操作与系统权限的关系

操作 GaussDB FullAccess GaussDB ReadOnlyAccess

创建GaussDB(for
MySQL)实例

支持 不支持

删除GaussDB(for
MySQL)实例

支持 不支持

查询GaussDB(for
MySQL)实例列表

支持 支持

 

表 8-3 常用操作与对应授权项

操作名称 授权项 备注

修改参数模板 gaussdb:param:modify -

变更数据库实例的规格 gaussdb:instance:modify
Spe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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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名称 授权项 备注

创建数据库实例 gaussdb:instance:create 界面选择VPC、子网、安
全组需要配置：
vpc:vpcs:list
vpc:vpcs:get
vpc:subnets:get
vpc:securityGroups:get
创建加密实例需要在项目
上配置KMS
Administrator权限。

创建包周期实例需要配置
CBC权限：
bss:renewal:view
bss:renewal:update
bss:balance:view
bss:order:view

创建手动备份 gaussdb:backup:create -

查询备份列表 gaussdb:backup:list -

查询错误日志 gaussdb:log:list -

重启实例 gaussdb:instance:restart -

查询数据库实例列表 gaussdb:instance:list -

创建参数模板 gaussdb:param:create -

删除参数模板 gaussdb:param:delete -

修改备份策略 gaussdb:instance:modify
BackupPolicy

-

查看参数模板 gaussdb:param:list -

删除实例 gaussdb:instance:delete -

删除手动备份 gaussdb:backup:delete -

查询项目标签 gaussdb:tag:list -

应用参数模板 gaussdb:param:apply -

批量添加删除项目标签 gaussdb:instance:dealTag -

变更配额 gaussdb:quota:modify -

升级数据库实例版本 gaussdb:instance:upgrad
e

-

只读升主 gaussdb:instance:switcho
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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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名称 授权项 备注

修改数据库端口 gaussdb:instance:modify
Port

-

修改实例安全组 gaussdb:instance:modify
SecurityGroup

-

修改读写内网地址 gaussdb:instance:modifyI
p

界面选择ip需要配置：
vpc:vpcs:listvpc:vpcs:get

开启、关闭SSL gaussdb:instance:modify
SSL

-

修改实例名称 gaussdb:instance:rename -

添加只读节点 gaussdb:instance:addNod
es

-

删除只读节点 gaussdb:instance:deleteN
odes

-

修改存储空间 gaussdb:instance:modify
StorageSize

-

修改数据库实例密码 gaussdb:instance:modify
Password

-

绑定公网IP gaussdb:instance:bindPu
blicIp

界面列出公网IP需要配
置：

vpc:publicIps:getvpc:publi
cIps:list

解绑公网IP gaussdb:instance:unbind
PublicIp

-

修改监控策略 gaussdb:instance:modify
MonitorPolicy

-

修改节点倒换优先级 gaussdb:instance:modify
SwitchoverPriority

-

修改可维护时间窗 gaussdb:instance:modify
MaintenanceWindow

-

节点隔离 gaussdb:instance:isolate
Nodes

-

修改全量SQL策略 gaussdb:instance:modify
TraceSQLPolicy

-

创建数据库代理 gaussdb:proxy:create -

修改读写分离地址 gaussdb:proxy:modifyIp -

修改数据库代理读权重 gaussdb:proxy:modifyWei
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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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名称 授权项 备注

修改数据库代理端口 gaussdb:proxy:modifyPor
t

-

修改数据库代理访问控制 gaussdb:proxy:modifyAcc
ess

-

删除数据库代理 gaussdb:proxy:delete -

查询数据库代理列表 gaussdb:proxy:list -

升级数据库代理版本 gaussdb:proxy:upgrade -

修改数据库代理名称 gaussdb:proxy:rename -

扩容数据库代理节点 gaussdb:proxy:addNodes -

缩容数据库代理节点 gaussdb:proxy:deleteNod
es

-

变更数据库代理规格 gaussdb:proxy:modifySpe
c

-

申请数据库代理内网域名 gaussdb:proxy:createDns -

创建数据库用户 gaussdb:user:create -

删除数据库用户 gaussdb:user:delete -

修改数据库用户密码 gaussdb:user:modify -

查询数据库用户 gaussdb:user:list -

数据库用户授权 gaussdb:user:grantPrivile
ge

-

回收数据库用户权限 gaussdb:user:revokePrivil
ege

-

创建数据库 gaussdb:database:create -

删除数据库 gaussdb:database:delete -

查询数据库列表 gaussdb:database:list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产品介绍 8 权限管理

文档版本 16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5



9 使用限制

GaussDB(for MySQL)使用上有一些固定限制，用来提高实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具体
详见表9-1。

表 9-1 功能使用限制

功能 使用限制

GaussDB(for
MySQL)访问

● 如果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没开通公网访问，则该
实例必须与弹性云服务器在同一个虚拟私有云内才能访问。

● 弹性云服务器必须处于目标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
所属安全组允许访问的范围内。
如果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与弹性云服务器处于不
同的安全组，系统默认不能访问。需要在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的安全组添加一条“入”的访问规则。“入”
规则开放TCP协议，使用数据库实例的默认端口。

●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的默认端口：
主备版默认端口为3306，需用户手动修改端口号后，ECS或
外网才能访问其他端口。具体操作请参见修改数据库端口。

数据库的root权
限

创建实例页面只提供管理员root用户权限（仅限主备版）。

修改数据库参数
设置

大部分数据库参数可以通过控制台进行修改。

数据迁移 使用DRS或mysqldump迁移到GaussDB(for MySQL)数据。

MySQL存储引擎 GaussDB(for MySQL)只支持InnoDB存储引擎。

重启
GaussDB(for
MySQL)实例

无法通过命令行重启，必须通过GaussDB(for MySQL)的管理控
制台重启实例。

查看
GaussDB(for
MySQL)备份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在对象存储服务上的备份文
件，对用户不可见。

开启binlog GaussDB(for MySQL) 不支持只读节点开启bin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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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使用限制

分区表 GaussDB(for MySQL)现有产品能力和社区8.0.22版本是兼容
的，对于分区表，如果是list分区，目前每个分区的values最多
只支持256个，超出会报错。（规避措施：将values个数过多的
分区拆成更小的分区，确保每个分区的values个数都不超过25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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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计费说明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仅按使用情况付费，没有最低收费。

计费项

GaussDB(for MySQL)产品计费项如表1所示。

表 10-1 产品 GaussDB(for MySQL)计费项说明

计费项 计费说明

数据库实例 对所选的实例规格进行计费，提供包年包月和按需计费方式，实
例购买后立即开始计费。

数据库存储 对数据库存储空间进行计费，提供包年包月和按需计费方式。

● 包年包月：购买时需要选择容量，存储空间如果超过当前容
量，超出的部分将按需计费。

● 按需：购买时无需选择存储容量，存储费用按照实际使用量
每小时计费。

备份存储 GaussDB(for MySQL)提供了部分免费存储空间，用于存放您的
备份数据，其总容量约为您购买存储容量的100%。备份存储用
量超过数据库存储空间的100%，超出部分将按照备份计费标准
收费。

公网流量 GaussDB(for MySQL)实例支持公网访问，公网访问会产生带宽
流量费；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在云内部网络产生的
流量不计费。

秒级监控 GaussDB(for MySQL)为您免费提供监控频率为60秒/次的监控
服务，开通秒级监控会产生额外费用，且计费方式为按需计费
（每小时扣费一次），不足一小时按照实际使用时长收费。具体
收费标准请参见秒级监控。

 

GaussDB(for MySQL)管理费用详情，请参见产品价格详情。您可以通过GaussDB(for
MySQL)提供的价格计算器，选择您需要的实例规格，来快速计算出购买GaussDB(for
MySQL)实例的参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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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模式

提供按小时、按月、按年的计费方式供您灵活选择，使用越久越便宜。

● 预付费（包年包月）：这种购买方式相对于按需付费提供更大的折扣，对于长期
使用者，推荐该方式。如果包周期实例的存储空间不足，超过购买存储的多余部
分会按照按需模式收费。

● 按需付费（小时）：这种购买方式比较灵活，可以即开即停，按实际使用时长计
费，精确到秒。

计费方式更改：支持按需实例转包周期和包周期实例转按需。

变更配置
● 变更GaussDB(for MySQL)实例规格：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变更GaussDB(for

MySQL)实例规格，变更后即刻按照变更后的实例规格的价格计费。

● 容量变更：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变更您的存储空间，仅“包年/包月”实例支持，
变更后即刻按照新的存储空间计费。您需要注意的是存储空间支持扩容和缩容，
每次扩容和缩容的最小步长为10GB。

● Serverless算力变更：Serverless实例主要监控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和缓冲池
命中率。满足一定条件，触发Serverless算力扩容和缩容。

表 10-2 Serverless 算力变更

算力变更类型 触发条件

扩容 满足其一即触发扩容：

● “CPU使用率”大于90%，持续15秒，距离上次扩
容间隔30秒

● “内存使用率”大于90%，持续15秒，距离上次扩
容间隔30秒

● “缓冲池命中率”小于90%，持续15秒，距离上次
扩容间隔30秒

缩容 满足其一即触发缩容：

● “CPU使用率”小于30%，“缓冲池命中率”大于
等于95%，且持续3分钟，距离上次扩容间隔3分钟

● “内存使用率”小于30%、“CPU使用率”小于
70%、“缓冲池命中率”大于等于95%，且持续3分
钟，距离上次缩容间隔3分钟

● “缓冲池命中率”大于等于99%，“CPU使用率”
小于70%，且持续3分钟，距离上次缩容间隔3分钟

● “CPU使用率”小于30%，“内存使用率”小于
40%，且持续3分钟，距离上次缩容间隔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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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GaussDB(for MySQL)与其他服务的关

系

GaussDB(for MySQL)与其他服务之间的关系，具体表11-1所示。

表 11-1 与其他服务的关系

相关服务 交互功能

弹性云服务器
（ECS）

GaussDB(for MySQL)配合弹性云服务器（Elastic Cloud
Server，简称ECS）一起使用，通过内网连接GaussDB(for
MySQL)可以有效的降低应用响应时间、节省公网流量费用。

虚拟私有云
（VPC）

对您的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进行网络隔离和访问
控制。

对象存储服务
（OBS）

存储您的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的自动和手动备份
数据。

云监控服务
（Cloud Eye）

云监控服务是一个开放性的监控平台，帮助用户实时监测
GaussDB(for MySQL)资源的动态。云监控服务提供多种告警
方式以保证及时预警，为您的服务正常运行保驾护航。

云审计服务
（CTS）

云审计服务（Cloud Trace Service，简称CTS），为用户提供
云服务资源的操作记录，供您查询、审计和回溯使用。

数据复制服务
（DRS）

使用数据复制服务，实现数据库平滑迁移上云。

企业管理服务
（EPS）

企业管理服务（Enterprise Project Management Service，简
称EPS）提供统一的云资源按企业项目管理，以及企业项目内
的资源管理、成员管理。

标签管理服务
（TMS）

标签管理服务（Tag Management Service，简称TMS）是一
种快速便捷将标签集中管理的可视化服务，提供跨区域、跨服
务的集中标签管理和资源分类功能。

分布式数据库中间
件（DDM）

对于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使用分布式数据库中间
件服务（Distributed Database Middleware，简称DDM），
后端对接多个数据库实例，实现分布式数据库的透明访问。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产品介绍 11 GaussDB(for MySQL)与其他服务的关系

文档版本 16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0



12 GaussDB(for MySQL)与 RDS for
MySQL 的区别

GaussDB(for MySQL)拥有较好的性能、扩展性和易用性，详情请参见表12-1。

表 12-1 GaussDB(for MySQL)与 RDS for MySQL 的差异

类别 RDS for MySQL GaussDB(for MySQL)

架构 传统主备架构，主备通过binlog
同步数据。

存算分离架构，计算节点共享一份数
据，无需通过binlog同步数据。

性能 十万级QPS，高并发场景下性能
提升3倍。

百万级QPS，性能是开源MySQL的7
倍；复杂查询场景，支持将提取列、
条件过滤、聚合运算等操作向下推给
存储层处理，性能相比传统架构提升
数十倍。

扩展性 ● 最多添加5个只读节点，添加
只读所需时间与数据量大小相
关，并且需要增加一份存储。

● 存储自动扩容，最大支持
4TB。

● 最多添加15只读，由于共享存
储，添加只读节点所需时间与数
据量大小无关，且无需增加一份
存储。

● 存储自动扩容，最大支持
128TB。

可用性 故障自动倒换，RTO通常小于30
秒。

主节点和只读节点无需通过binlog进
行数据同步，延时更低，故障自动切
换，RTO通常小于10秒。

备份恢复 通过全量备份+binlog回放实现任
意时间点回滚。

通过全量备份（快照）+redo回放实
现任意时间点回滚，备份恢复速度更
快。

数据库版
本

MySQL 5.6、5.7和8.0。 MySQL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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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3-05-22 第十六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新增单机版实例。

2023-04-20 第十五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新增通用版实例规格，详细内容请参考数据库实例规格。

2023-03-20 第十四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补充细粒度权限“申请数据库代理内网域名”，详细内容请参考
权限管理。

2023-03-14 第十三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优化GaussDB(for MySQL)与RDS for MySQL的区别。

2023-01-11 第十二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优化数据库引擎和版本，补充支持的内核小版本。

● 新增数据库内核版本说明。

2022-12-07 第十一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新增GaussDB(for MySQL)与RDS for MySQL的区别。

● 优化产品优势和价值。

2022-11-10 第十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新增责任共担。

● 新增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

● 新增数据保护技术。

● 新增审计与日志。

● 新增监控安全风险。

● 新增故障恢复。

● 新增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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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2-11-04 第九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优化权限管理。

2022-10-26 第八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优化产品架构中的存储层说明。

● 优化计费说明中的“数据库存储”计费项说明。

● 优化计费说明中的变更配置，补充容量变更支持缩容相关描
述。

● 数据库实例规格补充规格码。

2022-01-28 第七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GaussDB(for MySQL)与其他服务的关系，增加和DDM服务的关
系说明。

2021-11-30 第六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优化计费说明中按需计费说明。

2021-11-08 第五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新增权限管理。

2021-05-31 第四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优化计费说明中备份存储的计费说明。

2021-03-17 第三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优化GaussDB(for MySQL)架构流程图；

● 优化数据库实例规格参数。

2021-02-27 第二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优化数据库实例规格参数。

● 优化表10-1表格内容描述。

2020-10-27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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