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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云数据时代，面对各种复杂的数据管理工作，数据管理服务可以帮您便捷访问数
据、轻松管理数据。

数据管理服务根据使用场景不同进行了差异化的界面设计，从而更友好地为您提供层
次清晰的功能特性。

开发工具

为您提供数据库可视化操作的界面，包括基础SQL操作、高级数据库管理、智能化运
维等功能，旨在帮助您易用、安全、智能的进行数据库管理。

不同类型的数据库的数据管理操作存在差异性，为此，将根据数据库类型不同而分别
阐述。

● MySQL数据库管理（标准版）

● 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管理（标准版）

● 文档数据库DDS管理（标准版）

● PostgreSQL数据库管理（标准版）

●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管理（标准版）

● 分布式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管理（标准版）

● GaussDB(for cassandra)数据库管理（标准版）

● GaussDB数据库管理（标准版）

● GaussDB(DWS)数据仓库管理

DBA 智能运维

DBA智能运维赋予了用户对实例进行全面分析的能力，集中反映了数据库实例的性能
及运行状况。提供多维度、可视化实时性能监控信息：单例实时性能、多实例性能对
比、多实例性能看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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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权限管理

2.1 创建用户并授权使用 DAS
如果您需要对您所拥有的DAS进行精细的权限管理，您可以使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IAM），通过IAM，您可以：

● 根据企业的业务组织，在您的华为云帐号中，给企业中不同职能部门的员工创建
IAM用户，让员工拥有唯一安全凭证，并使用DAS资源。

● 根据企业用户的职能，设置不同的访问权限，以达到用户之间的权限隔离。

● 将DAS资源委托给更专业、高效的其他华为云帐号或者云服务，这些帐号或者云
服务可以根据权限进行代运维。

如果华为云帐号已经能满足您的要求，不需要创建独立的IAM用户，您可以跳过本章
节，不影响您使用DAS服务的其它功能。

本章节为您介绍用户组授权，操作流程如图2-1所示。

如果您需要在IAM侧授予DAS权限，请参考创建用户组并授权。

如果您需要在EPS企业项目管理侧授予DAS权限，请参考为企业项目添加授权。

前提条件

给用户组授权之前，请您了解用户组可以添加的DAS系统策略，并结合实际需求进行
选择，DAS支持的系统策略，请参见：DAS系统权限。若您需要对除DAS之外的其它服
务授权，IAM支持服务的所有策略请参见权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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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流程

图 2-1 给用户授权 DAS 权限流程

1. 创建用户组并授权

在IAM控制台创建用户组，并授予数据管理服务 “DAS FullAccess”权限。

2. 创建用户并加入用户组

在IAM控制台创建用户，并将其加入1中创建的用户组。

3. 用户登录并验证权限

在“服务列表”中选择“数据管理服务 DAS”，进入DAS主界面，单击详情页左
上角“新增数据库登录”，若可以正常创建数据库登录，则表示DAS所需权限策
略均已生效。

2.2 DAS 自定义策略
如果系统预置的DAS权限，不满足您的授权要求，可以创建自定义策略。

目前华为云支持以下两种方式创建自定义策略：

● 可视化视图创建自定义策略：无需了解策略语法，按可视化视图导航栏选择云服
务、操作、资源、条件等策略内容，可自动生成策略。

● JSON视图创建自定义策略：可以在选择策略模板后，根据具体需求编辑策略内
容；也可以直接在编辑框内编写JSON格式的策略内容。

具体创建步骤请参见：创建自定义策略。本章为您介绍常用的DAS自定义策略样例。

DAS 自定义策略样例

示例1：授权用户只包含DAS服务的策略

{
    "Versi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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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
        {
            "Action": [
                "das:*:*"
            ],
            "Effect": "Allow"
        }
    ]
}

示例2：授权用户可以使用DBA智能运维，不能使用开发工具DAS服务的策略

{ 
    "Version": "1.1",
    "Statement": [
       { 
           "Action": [
               "das:connections:list" 
],
           "Effect": "Allo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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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登录华为云管理控制台

步骤1 在云登录页面，输入帐号及密码，登录管理控制台。

图 3-1 控制台登录

步骤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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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数据库 > 数据管理服务 DAS”，进入数据管理服务信
息页面。

图 3-2 数据管理服务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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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增数据库登录

操作场景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对关系型数据库、文档数据库服务、ECS自建库管理，提供数据管
理、结构管理服务。用户通过创建数据库登录，进入可视化的数据管理操作页面。

说明

● 当您一年内未通过创建的登录连接登录数据库实例，系统会自动清除此条数据库的所有信
息，包括保存的密码。

● 在DAS登录数据库与在其他客户端软件登录数据库是不同的数据库登录入口，两者互不影
响。

● DAS服务支持多种数据库引擎，以下以MySQL引擎下的RDS实例为例，介绍如何新增数据库
登录。

新增 RDS 实例登录

步骤1 在数据管理服务DAS左侧导航栏，单击“开发工具”，进入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
页面。

步骤2 单击“新增数据库实例登录”，打开新增数据库登录窗口。

步骤3 选择“数据库引擎”、“数据库来源”、目标实例，填写登录用户名、密码以及描述
（非必填项）信息，开启定时采集、SQL执行记录功能。

数据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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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新增数据库登录

说明

● 选择完数据库实例类型后，会自动显示该帐号下的所有当前类型的实例。

● 新增数据库登录所需的登录用户名及密码为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 用户可通过修改登录信息或删除登录信息的方式清除密码。

● 建议您打开定时采集开关，若不开启，DAS只能实时的从数据库获取结构定义数据，将会影
响数据库实时性能。

采集时间不支持自定义，启用“定时采集”后，系统会在UTC时间每天20:00点自动采集数
据。如果您本地不是UTC时间，请根据本地时区转换成对应时间即可。即使未启用“定时采
集”，您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单击“立即采集”采集数据。

● 建议您开启SQL执行记录，开启后，便于在“SQL操作>SQL执行记录”查看，并可再次执
行，无需重复输入。

步骤4 您可根据需要选择“测试连接”（必选操作步骤）。如测试连接成功，将提示“连接
成功”，您可继续新增操作。如测试连接失败，将提示连接失败原因，您需根据提示
信息进行修改，以便新增数据库登录成功。

步骤5 设置完登录信息，单击“立即新增”。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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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ECS 自建库登录

步骤1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单击“新增数据库登录”，打开新增数据库登录弹
窗。

步骤2 选择数据库类型、数据库来源、目标实例，填写端口、登录用户名、密码以及备注
（非必填项）信息，开启元数据采集、SQL记录功能。

步骤3 您可根据需要选择“测试连接”（必选操作步骤）。如测试连接成功，将提示“连接
成功”，您可继续新增操作。如测试连接失败，将提示连接失败原因，您需根据提示
信息进行修改，以便新增数据库登录成功。

说明

● ECS自建库支持MySQL5.5、5.6、5.7、8.0版本实例； 暂不支持HA集群。

● ECS自建库支持PostgreSQL9.4、9.5、9.6、10、11、12版本的实例。

● ECS自建库支持Microsoft SQL Server2008、2012、2014、2016、2017版本实例；暂不支持
HA集群。

● 创建连接所需的用户名及密码为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 端口为用户自建实例对应的端口，须确保ECS所对应的安全组允许此端口被访问。为避免与
系统保留端口冲突，建议实例端口范围为1024~65535。

● 用户可通过修改连接或删除连接的方式清除密码。

设置完登录信息，单击“立即新增”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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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录数据库（DAS 入口）

操作场景

通过登录数据管理服务，在登录数据库列表页面进入数据库管理界面，实现数据库的
操作与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选择需要登录的目标数据库，单击操作列表中的
“登录”，进入数据库内部控制台页面。

系统可以根据您选择实例类型的不同显示不同的登录信息列表。下图以RDS实例为例
说明。

图 5-1 登录数据库列表

说明

● 当实例不存在时，无法进行登录操作，登录置灰，处于不可操作状态。

● 当用户打开数据管理服务，单击“登录”页面无反应时，请检查浏览器拦截窗口，须自行设
置为始终允许显示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的弹出窗口，设置成功后，再次登录
将不会出现被拦截现象。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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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登录数据库（RDS 入口）

操作场景

通过登录云数据库RDS服务，在服务信息页面直接登录数据库管理界面，实现数据库
的操作与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控制台，选择“数据库 > 云数据库RDS”，进入云数据库RDS数据库信息页面。

图 6-1 选择云数据库 RDS

步骤2 在云数据库RDS服务信息页面，选择需要登录的目标数据库，单击操作列表中的“登
录”，进入数据管理服务数据库登录界面。

步骤3 在登录界面，填写用户名及密码，并建议您勾选“记住密码”、“定时采集”、
“SQL执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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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确认无误后，单击“登录”。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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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登录数据库（DDS 入口）

操作场景

通过登录文档数据库服务DDS，在服务信息页面登录到数据库管理界面，实现数据库
的操作与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控制台，选择“数据库 > 文档数据库服务 DDS”，进入文档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2 在“文档数据库服务 DDS”信息页面，选择需要登录的目标数据库，单击操作列表中
的“登录”，进入数据管理服务数据库登录界面。

图 7-1 DDS 实例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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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登录界面，填写用户名及密码，并建议您勾选“记住密码”、“SQL执行记录”。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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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修改登录信息

操作场景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对已创建的数据库登录信息如用户名、密码、是否记住密码及开启
元数据采集等信息进行修改。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选择指定的目标数据库，在“操作”栏，单击“修
改”。

图 8-1 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

步骤2 在“修改数据库登录信息”页面修改相关信息。

● 如不进行信息修改，单击“取消”，返回“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

● 修改连接信息，确认修改无误后单击“确认”，提交修改信息，将返回开发工具
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

数据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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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修改登录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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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删除数据库登录

操作场景

您可以在不需要登录数据库时删除自己创建的数据库登录信息

须知

删除对象为在DAS中创建的登录入口，虽对您的数据库运行无任何影响，但数据库登
录信息一旦删除，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选择待删除的数据库连接，单击操作列表的“删
除”。

图 9-1 删除数据库登录

步骤2 在删除确认弹出框中，单击“是”删除数据库登录信息。

----结束

数据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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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共享数据库登录

操作场景

假设我有一个数据库实例，想让另一个华为云帐号或者同一个主帐号下的子帐号登录
这个实例，并且不允许另一个华为云帐号或者子帐号看到数据库列表中的其他数据库
实例，也不想让其他用户知道数据库密码，还是可以登录实例。您可以使用共享数据
库登录特性。

前提条件
● 两个华为云帐号或一个云帐号下两个子帐号。

● 已获取子帐号的UID（User ID）。

● 已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使用限制
● 获得共享数据库登录的用户不能新增数据库、新增用户。

● 被共享数据库中不包括数据追踪与回滚和后台任务特性。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子帐号的用户帐号和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选择产品概览页面，单击“进入开发工具”

步骤3 在当前页面选择“他人共享给我的数据库登录”页签。

图 10-1 他人共享给我的数据库登录页面

步骤4 单击“查看我的用户ID”，复制UID。

数据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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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我的 UID

步骤5 输入主帐号的帐户名和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6 在选择产品概览页面，单击“进入开发工具”

步骤7 在数据库列表页面选择需要共享的数据库，单击共享用户数下的数字。

图 10-3 数据库列表页面

步骤8 在查看共享数据库用户窗口单击“添加共享”。

图 10-4 查看共享数据库登录用户

步骤9 在添加共享用户窗口选择添加方式。

图 10-5 添加共享用户

数据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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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录入：输入需要被共享用户的UID，添加多个用户时，用分号隔开。

● 同步子帐号：选择当前登录主帐号下的其他子帐号。

● 同步EPS用户：选择企业下的分组，在待选用户中添加需要共享的用户。

步骤10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

步骤11 返回子帐号所在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查看是否添加成功。

图 10-6 添加成功

步骤12 单击登录，即可登录被共享数据库。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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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ySQL 数据库管理（开发工具）

11.1 首页

11.1.1 概述

登录数据管理服务

步骤1 已获取权限并登录到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选择RDS实例下的MySQL引擎，单击“登录”进入
数据管理页面。

图 11-1 登录 MySQL 数据库

----结束

首页栏目介绍

图 11-2 MySQL 管理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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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功能界面说明

功能名称 说明

顶部菜单栏 ● SQL操作

● 库管理

● 导入·导出

● 结构方案

● 数据方案

● 后台任务

● 帐号管理

帐户信息及退出登录 显示当前帐户信息及退出该数据库登录。

实例信息 显示当前数据库信息，如引擎标志、实例名称、版本类型
等信息。

数据库列表 显示当前实例所创建的数据库列表信息，分为用户库、系
统库两大类型。

● 支持通过数据库名称快速查找功能。

● 支持新建数据库功能。

 

11.1.2 新建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首页数据库列表栏单击“新建数据库”。

图 11-3 数据库列表页面

步骤2 在弹窗中填写数据库名、字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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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新建数据库

步骤3 填写数据库信息完成，单击“确定”。您可在数据库列表中查看新建的数据库。

----结束

11.1.3 删除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库列表操作栏单击“更多 > 删除”。

图 11-5 数据库列表页

步骤2 在删除数据库确认弹窗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该数据库。

图 11-6 删除数据库确认窗口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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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数据字典

前提条件

当前数据库中存在表格。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库列表操作栏单击“数据字典”。进入数据字典文档页面。

图 11-7 数据管理首页

步骤2 在该页面中，您可以查看当前数据库下数据字典文档的“文档索引”和当前数据库下
所有表格的表结构信息。

图 11-8 数据字典文档页面

步骤3 您可以单击“导出PDF”，下载到本地查看。

----结束

11.2 SQL 操作
DAS服务可通过SQL语句对数据库中的对象列表进行管理，方便用户使用。

11.2.1 SQL 查询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2 SQL操作主要针对数据库中的表与视图，您可在SQL窗口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库表或
者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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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SQL 窗口

● 执行SQL：用于执行SQL语句。

● 执行计划：用于反馈SQL的执行情况，便于排查问题，优化与提升SQL处理性能。

● 我的SQL：DAS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
的执行逻辑和语义。

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
句中的某一条进行格式化。

● SQL提示：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库名、表名、字段
名称。

● 覆盖/追加模式：

– 追加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之前结果集将会保留，创建新标签页显示新结
果集。

– 覆盖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会清空之前结果集，并显示SQL新结果集。

● 全屏显示：当输入的SQL语句较多时吗，可以打开全屏开关，方便用户查看。

图 11-10 格式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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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 格式化后

步骤3 SQL执行后，您可在页面下方的“SQL执行记录”、“消息”、“结果集”栏，查看该
SQL运行情况。

----结束

11.2.2 执行 SQL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在左侧结构树选
择数据库。

步骤2 在SQL窗口输入需要执行的SQL语句，单击“执行SQL”进行SQL查询或者更新。

● 建议打开SQL提示开关，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
库名、表名、字段名称等信息。

● 在选择字符集编码时，用户可以指定查询结果集字符集编码，避免默认采用UTF-8
导致显示乱码情况。

●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同时执行多条SQL语句，SQL语句需要用英文分号（;）隔开。
此时建议打开全屏模式开关，帮助用户清晰查看SQL语句的逻辑层次。

– 如果只执行部分SQL语句，则选中要执行的SQL语句。

– 如果全部执行，则不选中或者选中所有的SQL语句。

图 11-12 执行 SQL

说明

"SELECT * FROM student;"

其中student为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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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执行SQL后，在窗口下方可查看历史SQL执行记录及当前执行信息。单击“消息”页
签，可获取SQL语句的执行情况和执行影响范围，数据的进度及耗时信息。

图 11-13 查看消息

步骤4 在“结果集”页签下，您可以查看SQL语句的执行结果详情。并对结果集进行以下编
辑操作。

● 复制行、复制列：复制某一行或列进行重复使用。

● 列设置：当查询的结果中列字段较多时可以自定义显示，方便使用。

● 16进制显示Binary类型：将结果集中的二进制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显示。

● 刷新：刷新已变更的数据信息。

● 单行详情：显示选中行的列字段名称、类型和单行数据。

● 新增：在结果集中新增一个空行供用户使用。

● 提交编辑：查看将要变更的SQL语句，单击确定后，结果集刷新为 新结果。

● 删除行：删除选中行包括数据信息。

● 导出：支持SQL格式和CSV格式导出， 多支持1万行数据。

● 导出更多：若用户需要导出超出1万行的数据，单击此处会跳转到数据导出模块，
方便用户使用导出功能。

图 11-14 查看结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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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结果集涉及到视图时，不可进行编辑操作。

– 结果集类型为元数据时，不可进行编辑或分页操作。

– 结果集涉及多张表时，不可进行编辑操作。

– 结果集仅涉及1张表，但该表主键列未全部包含在查询结果中时或无主键时，不可进行
编辑操作。

– 虚表不能进行编辑操作（例如存储过程执行中生成的表）。

----结束

11.2.3 执行计划

操作场景

分析当前输入的SQL语句的执行路径效率。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 > 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在左侧结构树选择数
据库。

步骤2 在SQL窗口输入需要执行的SQL语句，单击“执行计划”，排查SQL问题和优化SQL性
能。

图 11-15 执行计划

● 在“SQL执行记录”页签中，查看窗口下历史执行信息。

● 在“消息”页签中，查看拆分SQL完成、执行完成及耗时等信息。

● 在“执行计划”页签中查看反馈执行语句情况，不同的页签来展示每一条SQL的
执行计划详情。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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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我的 SQL

操作场景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2 在当前打开的SQL窗口页面，选择“我的SQL”。

图 11-16 我的 SQL

● 新增我的SQL：支持增加常用的SQL，在弹出框中编辑标题、输入SQL语句，选择
适用范围后，单击“保存”即可新增SQL。

图 11-17 新增我的 SQL

● 选择我的SQL：支持查看已保存的常用SQL，当帐号下没有已保存的SQL时，该功
能在页面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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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我的SQL：支持对常用的SQL进行管理，包括添加、编辑、 删除。

----结束

11.2.5 SQL 执行记录

前提条件

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时，需要在登录界面开启SQL执行记录。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执行记录”，打开历史执行记录列表。

步骤2 在SQL执行记录页面，您可通过日期范围、数据库名称、SQL语句关键字进行搜索，快
速查找目标SQL执行记录信息。

图 11-18 SQL 执行记录

● 单击列表中数据库名称，您可直接进入该数据库管理页面。

● 单击“SQL语句”，您可在SQL语句弹出框中复制使用SQL。

● 单击“在SQL执行窗口打开”，您可在SQL窗口中直接使用该语句。

说明

开启SQL执行记录后，SQL执行记录信息会保存到DAS服务的管理主机。

----结束

11.3 库管理

库管理功能面介绍

图 11-19 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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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功能面编号说明

功能名
称

说明

侧边栏 对象列表下包括表、视图、存储过程、事件、触发器和函数六部分。

库信息 显示当前库名称、IP地址、字符集、和可跳转的SQL窗口和数据字典。

元数据
采集

允许DAS仅自动采集实例中的库名、表名、字段名等结构定义数据（不包
含您的表里的实际数据）。

说明

● 实例表过多时，系统不会发起元数据采集，也不加载表列表，避免对数据库性
能产生影响。

● 为了不影响实例性能，当实例QPS大于10000或者TPS大于1000时不进行采集。

列表详
情

各对象的实际操作区域。

 

说明

进入库管理页面有2种方式：

● 您可从顶部导航菜单栏，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 您也可从首页数据库列表操作栏中，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对象列表

MySQL数据库主要对表、视图、存储过程、事件、触发器和函数等对象进行管理。主
要包含对象的新建、查询、修改等操作。

● 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表管理。

● 视图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视图管理。

● 事件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事件管理。

● 存储过程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存储过程管理。

● 函数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函数管理。

● 触发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触发器管理。

11.3.1 表管理

11.3.1.1 新建表

操作说明

MySQL数据表包含基本信息、字段/列信息、虚拟列、索引、外键5大组成部分，其
中，虚拟列、索引、外键为可选项，作为表信息的补充，您可根据实际业务需要进行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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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单击“新建表”。

图 11-20 新建表

步骤2 在新建表页面“基本信息”页签中填写表的基本信息，其中表名为必填项。

图 11-21 基本信息

步骤3 在新建表页面“高级选项”页签中填写表的各项信息，此部分内容为非必须内容，您
可根据业务需求自行选择填写。关于分区表的介绍，详见以下说明。填写完成后，在
页面中下部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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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2 高级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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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表分区是将一个大表，根据条件分割成若干个小表，表的不同行可以分配给不同的物理分
区。由于MySQL分区表的限制条件较多，因此不推荐您创建分区表。

● 如您因为业务需求要创建分区表，可参考以下示例，支持的分区方式有RANGE、LIST、
COLUMNS、KEY、HASH。

例：如果要创建分区表“employees”，则需要在“高级选项”页签中的“分区定义”栏输
入以下分区定义内容。

创建分区表：

CREATE TABLE employees (
id INT NOT NULL,
fname VARCHAR(30),
lname VARCHAR(30),
hired DATE NOT NULL DEFAULT '1970-01-01',
separated DATE NOT NULL DEFAULT '9999-12-31',
job_code INT NOT NULL,
store_id INT NOT NULL
)
PARTITION BY RANGE (store_id) (
PARTITION p0 VALUES LESS THAN (6),
PARTITION p1 VALUES LESS THAN (11),
PARTITION p2 VALUES LESS THAN (16),
PARTITION p3 VALUES LESS THAN (21)
);
分区定义内容：

PARTITION BY RANGE (store_id) (
PARTITION p0 VALUES LESS THAN (6),
PARTITION p1 VALUES LESS THAN (11),
PARTITION p2 VALUES LESS THAN (16),
PARTITION p3 VALUES LESS THAN (21)
)

步骤4 在表字段信息设置页签，根据业务需要设置具体表字段信息：表列名、字段类型、长
度、是否可空、是否为主键、备注，并可对扩展信息进行编辑。

● 如无需添加虚拟列、索引、外键设置时，可直接单击页面下部中间的“立即创
建”，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完成表的创建操作。

图 11-23 设置表字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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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MySQL5.6.5及以上版本支持“datetime”类型数据的默认值。

● MySQL5.6.5以下版本不支持“datetime”类型数据的默认值，可将默认值设置为空，否则
将会执行出错。

● 如需要添加虚拟列、索引、外键设置时，单击页面下部中间的“下一步”，在虚
拟列页签设置列名、类型、长度、可空、主键、表达式、存储类型、备注及扩展
信息。若需继续设置表索引或外键，同理同理，设置完成后单击页签下方中部的
“立即创建”，完成表的创建操作。

图 11-24 添加虚拟列（可选）

图 11-25 添加索引（可选）

图 11-26 添加外键（可选）

说明

创建外键时，参考表中的列应与包含类的类型相同，且必须为主键或者存在唯一索引。

步骤5 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即可完成新建表的相关操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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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列名只有长度限制，MySQL引擎 大值为64。

● 类型只能选择下拉列表中的参数。

● 长度有些类型会有默认值，部分支持变长度的类型可以改长度。

● 设置成主键的不能设置为可空。

● 所有字段只能有一个设置为自动增长，设置为自动增长的字段必须设置主键，且无法设置默
认值。

11.3.1.2 打开表

操作场景

对于有主键的表，支持进行类似于Excel方式的增删改查等操作，帮助您快速便捷管理
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并在表列表
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打开表”。

图 11-27 打开表

步骤2 在表详情页面，双击单元格可编辑数据，新增或编辑后鼠标跳出编辑状态，然后提交
编辑保存修改信息。

图 11-28 表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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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16进制显示Binary类
型

列内容以Binary类型显示时，需要勾选此选项，否则显示乱
码。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新增 您可通过新增来添加列表行数。

提交编辑 对编辑的内容进行提交后，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确
定”后保存所编辑的信息。

删除行 您可删除所选的行数据信息。

导出 支持CSV、SQL两种表数据导出类型， 多10000条。

 

图 11-29 提交编辑 SQL 预览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11 MySQL 数据库管理（开发工具）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7



图 11-30 where 条件查询

----结束

11.3.1.3 查看表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您可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

步骤2 在库管理页面对象列表页签中选择“表”，在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表详
情”。

图 11-31 查看表详情

步骤3 在查看表详情弹出框中，您可方便直观查看表基本信息及建库SQL语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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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2 查看表详情

----结束

11.3.1.4 修改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修改表”。

图 11-33 表列表页

步骤3 打开修改表页面，修改表信息，具体操作同新建表，编辑完成后单击“提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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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4 修改表设置页

步骤4 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保存表的修改信息。

----结束

11.3.1.5 重命名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重命名”。

图 11-35 重命名

步骤3 在编辑重命名弹出框中，进行重命名，单击“确定”。

----结束

11.3.1.6 清空表

须知

清空表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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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更多”>“清空表”。

图 11-36 清空表

步骤3 在确认清空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清空数据表。

----结束

11.3.1.7 删除表

须知

删除表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更多”>“删除表”。

图 11-37 删除表

步骤3 在确认删除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删除数据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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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8 表维护

操作场景

随着MySQL的使用，表将变得较为繁冗，插入、更新或者删除等操作时，会占用一定
的空间，造成浪费降低性能。定期进行表维护操作，可改善数据库性能。

功能详情
● 检查表

CHECK TABLE语句在执行过程中会给表加上只读锁。

MySQL数据库使用CHECK TABLE语句来检查表，可检查出表是否存在错误。检查
表提供常规、快速、快、已改变和扩展检查5种方式。

– 常规：扫描行，以验证被删除的链接是有效的。也可以计算各行的关键字校
验和，并使用计算出的校验和验证这一点。

– 快速：只检查没有被正确关闭的表。

– 快：不扫描行，不检查错误的链接。

– 已改变：只检查上次检查后被更改的表，和没有被正确关闭的表。

– 扩展：对每行的所有关键字进行一个全面的关键字查找。这可以确保表是
100％一致的，但是花的时间较长。

● 修复表

MySQL数据库使用REPAIR TABLE语句来修复损坏的或错误的表。修复表提供常
规、快速、扩展3种方式。

– 常规：不加任何参数，即repaire table 表名，表示简单修复数据文件和索引
文件。

– 快速：增加quick参数，即repaire table 表名 quick，表示 快的修复，只修
复索引文件，不修复数据文件。

– 扩展：增加extended参数，即repaire table 表名 extend，表示 慢的修复，
修改数据文件和索引文件，试图从数据文件恢复每一行，需要逐行重建索
引。

操作步骤

“检查表”、“修复表”2种类别的表维护操作类似，以下以检查表操作为例进行描
述。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更多”>“表维护”>“检查表”>“常规”。

图 11-38 表维护

步骤3 在检查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执行表优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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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9 检查表

----结束

11.3.2 视图管理

11.3.2.1 新建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

步骤2 单击页面左上侧“新建视图”。

图 11-40 新建视图

步骤3 在新建视图编辑页面输入视图名称，选择安全性、检查选项和算法等信息，单击页面
中间下部的“立即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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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1 编辑视图

步骤4 在确认视图定义脚本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即可完成视图创建。

图 11-42 脚本确认

----结束

11.3.2.2 打开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打开视图”。

图 11-43 打开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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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视图详情页面，您可进行查看或者通过Where条件查询获取视图信息。

图 11-44 获取视图信息

表 11-4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选择需要复制的行，单击“复制行”，复制所选行数据信
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需要复制的列，，单击“复制列”，复制
所选列信息。

悬浮复制 当鼠标悬浮至某一数据上方，出现悬浮框，单击“复制”，
复制该数据。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16进制显示Binary类
型

列内容以Binary类型显示时，需要勾选此选项，否则显示乱
码。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新增 您可通过新增来添加列表行数。

提交编辑 对编辑的内容进行提交后，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确
定”后保存所编辑的信息。

删除行 您可删除所选的行数据信息。

导出 支持CSV、SQL两种表数据导出类型， 多10000条。

 

说明

因为视图没有主键，所以只能查询视图数据，无法进行数据编辑。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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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3 修改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修改视图”。

图 11-45 修改视图

步骤2 在编辑视图信息页面，您可对视图定义、安全性、算法等信息进行修改，单击页面中
下部的“立即修改”。

图 11-46 编辑视图

步骤3 在确认视图定义脚本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

----结束

11.3.2.4 删除视图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删除视图”。

图 11-47 删除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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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确认删除视图弹出框中，单击“确定”。

----结束

11.3.3 存储过程管理

11.3.3.1 新建存储过程

概述

存储过程是一组为了完成特定功能的SQL语句的集合，它经编译后存储在数据库中，
用户可以通过存储过程的名称并给出参数来执行。

操作场景

存储过程对完成特定功能的SQL语句集或者处理复杂的业务均较为实用，例如您可通
过存储过程快速完成循环插入对象等操作。

前提条件
● 具有CREATE ROUTINE权限的用户可创建存储过程。

● 具有Execute权限的用户可执行存储过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单击页面左上
侧“新建存储过程”。

图 11-48 新建存储过程

步骤2 在新建存储过程弹出框中填写存储过程名称、描述信息，单击“确定”，进入新建存
储过程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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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9 编辑页面

步骤3 在存储过程页面中跟进业务需求设置选项信息，您可保存、执行存储过程。

图 11-50 选项页面

步骤4 执行存储过程后，您可在页面下部消息栏中查看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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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1 SQL 页面

----结束

11.3.3.2 修改或执行存储过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在右侧操作栏
单击“修改或执行”。

图 11-52 修改或执行页面

步骤2 在修改存储过程编辑页面编辑信息，你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设置选项，单击“保存”保
存修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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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3 编辑页面

步骤3 执行存储过程，调用该对象，您可在页面下部消息栏中查看执行情况。

图 11-54 SQL 页面

----结束

11.3.3.3 删除存储过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在右侧操作栏
单击“删除存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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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5 删除存储过程

步骤2 在确认删除存储过程弹出框中，单击“确定”即可。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结束

11.3.3.4 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

图 11-56 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步骤2 在右侧操作栏单击“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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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7 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结束

11.3.4 事件管理

11.3.4.1 新建事件

操作场景

对于MySQL类型实例，您可通过创建事件对特定操作定时响应。

当您将关系型数据库中参数event_scheduler设置为“ON”时，且事件处于“开启”
状态时，支持事件管理相关操作。

当参数event_scheduler设置为“OFF”时，您可创建事件，即使事件处于“开启”状
态，事件也无法生效。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事件”，单击页面“新建事
件”。

图 11-58 新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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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填写事件名称（必填项）、事情定义语句（必填项），设置事件执行时间、状态及备
注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立即创建”。

图 11-59 事件详情页

● 事件定义语句

主要指编写当事件定时触发时需要执行的操作语句。

● 事件到期删除

– 对于执行时间定义为固定时间的事件，执行一次即删除。

– 对于执行时间定义为循环时间的事件，将在设定的执行结束时间点删除。

步骤3 在确认事件定义脚本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若无报错，该事件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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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0 事件脚本

----结束

11.3.4.2 修改事件

操作场景

本章节将介绍如何修改事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事件”，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修改事件”。

图 11-61 修改事件

步骤2 在修改事件编辑页面，修改事件信息，单击页面中下部的“立即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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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2 事件修改详情页

步骤3 在确认事件定义脚本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即可。

图 11-63 事件脚本

----结束

11.3.4.3 删除事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事件”，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删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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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4 删除事件

步骤2 在确认删除事件弹出框中，单击“确定”即可。

图 11-65 删除事件

----结束

11.3.5 触发器管理

11.3.5.1 新建触发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触发器”，单击页面“新建
触发器”。

图 11-66 新建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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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新建触发器编辑页面，设置基本信息及编辑触发器语句，编辑完成单击“立即创
建”。

图 11-67 编辑触发器

步骤3 在确认触发器定义脚本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

图 11-68 脚本确认

----结束

11.3.5.2 修改触发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触发器”，单击页面操作栏
的“修改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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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9 修改触发器

步骤2 在修改触发器页面，编辑触发器内容，修改完成单击“立即修改”。

图 11-70 编辑信息

步骤3 在确认触发器定义脚本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

----结束

11.3.5.3 删除触发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触发器”，单击页面操作栏
的“删除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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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1 删除触发器

步骤2 在删除触发器提示框中单击“确定”。

图 11-72 删除触发器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结束

11.3.6 函数管理

11.3.6.1 新建函数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函数”，单击页面左上侧
“新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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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3 新建函数

步骤2 在新建函数弹出框中填写函数名称，设置返回值类型及描述信息，单击“确定”，进
入函数编辑页面。

图 11-74 编辑页面

步骤3 在函数编辑页面，您只需在已生成函数的创建模板中编写函数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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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5 函数体

步骤4 在新建函数窗口左上方选择“选项”，您可在选项弹出框中按需设置相关信息，单击
“确定”。

图 11-76 选项

步骤5 您可“保存”当前新建函数，也可单击执行函数，调用该对象，并在页面下方消息栏
查看运行情况。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11 MySQL 数据库管理（开发工具）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1



图 11-77 执行函数

----结束

11.3.6.2 修改或执行函数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函数”，单击页面操作栏的
“修改或执行”。

图 11-78 修改或执行函数

步骤2 在函数详情页面修改函数信息，按需设置选项，单击“保存”保存修改信息，或者您
可直接单击“执行函数”，调用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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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9 修改函数信息

----结束

11.3.6.3 删除函数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函数”，单击页面操作栏的
“删除函数”。

图 11-80 删除函数

步骤2 在删除函数弹出框中，单击“确定”。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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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4 查看函数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函数”，单击页面操作栏的
“查看函数详情”。

步骤2 在查看函数详情弹出框中，查看函数详情，单击“关闭”。

----结束

11.4 导入导出

11.4.1 数据导入

操作场景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用户本地导入及OBS桶导入数据进行数据的备份和迁移。

操作说明

当需要进行数据备份或迁移时，您可将数据导入目标数据表，目标CSV表数据类型须与
待导入表数据类型保持一致，SQL文件同理。

约束限制
● 导入单文件大小 大可达1GB。

● 可以支持导入的数据文件类型包括CSV格式和SQL文件格式。

● 暂不支持BINARY、VARBINARY、TINYBLOB、BLOB、MEDIUMBLOB、
LONGBLOB等二进制类型字段的导入。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入·导出 > 导入”。

步骤2 DAS支持从本地选取文件导入，同时也支持从OBS桶中直接选择文件进行导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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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1 新建导入任务

● 上传文件

在导入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任务”，在弹出框选择导入类型，选择文件来源
为“上传文件”、附件存放位置等信息并上传文件，选择导入数据库，设置字符
集类型，按需勾选选项设置及填写备注信息。

为了保障数据安全，DAS将文件保存在OBS桶中。

说明

– 出于数据隐私性保护目的，DAS需要您提供一个您自己的OBS存储，用来接收您上传的
附件信息，DAS会自动连接到该OBS文件，进行内存式读取，整个过程您的数据内容不
会存储在DAS的任何存储介质上。

– 导入完成后若勾选删除上传的文件选项，则该文件导入目标数据库成功后，将从OBS桶
中自动删除。

● 从OBS桶中选择

在导入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任务”，在弹出框设置导入类型，选择文件来源
为“从OBS中选择”，在OBS文件浏览器弹窗中选择待导入文件，选择导入数据
库，设置字符集类型，按需勾选选项设置及填写备注信息。

说明

从OBS桶中直接选择文件导入，导入目标数据库成功后，OBS桶不会删除该文件。

步骤3 导入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创建导入任务”即可。由于导入任务可能会覆盖您原有
的数据，需再次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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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您可在导入任务列表中查看导入进度等信息，在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您可在任
务详情弹出框中，了解本次导入任务成功、失败等执行情况及耗时。

----结束

11.4.2 数据导出

前提条件

您已经在MySQL数据库管理服务控制台上创建用户库。详情请参见新建数据库。

操作场景

由于数据查询只限于服务少量数据的实时查询，数据量大时，需要分页查看，此时，
您可通过数据导出功能，快捷获得一次查询的所有数据信息。或者当进行数据备份或
迁移时，您也可通过数据导出功能，获取完整的数据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云服务登录页面，输入帐号及密码，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3 在服务列表页面，选择“数据库 > 数据管理服务”，进入数据管理服务信息页面。

步骤4 选择需要登录的数据库，单击操作栏的“登录”。进入MySQL数据库管理服务首页。

步骤5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入·导出”>“导出”。

步骤6 在导出页面，单击左上角“新建任务”，您可根据需要选择“导出数据库”或“导出
SQL结果集”。下文以导出数据库为例，导出SQL集同理。

您也可通过单击“快速导出”，选择目标数据库，在创建快速导出任务弹窗中选择存
储位置，并单击“确定”。

图 11-82 快速导出

步骤7 在导出数据库弹出页面，您可按需选填“基本信息”及“高级选项”，并在页面右侧
选择需要导出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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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3 创建数据库导出任务

说明

● SQL结果集导出任务中，执行SQL的 大限制是5M。

● 数据库分用户库和系统库，系统库不支持导出功能。如需导出，您需把创建用户数据库，业
务部署到用户库，然后再执行导出操作。

● DAS在执行导出操作时，会连接到您的备库进行导出，可以有效规避导出时对主库的性能影
响，但当备库复制延迟较大时，会存在“导出的数据不是 新数据“的可能性。

步骤8 设置完导出任务信息，单击弹出页面下部“确定”，创建导出任务。

步骤9 在导出任务列表页面，您可查看任务ID、任务类型、任务状态、进度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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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 您可在列表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在任务详情弹出页面，查看本次导出任务执
行的详情信息。

图 11-84 任务列表

----结束

11.5 结构方案

11.5.1 表结构对比与同步

操作场景

当您进行迁移或者验证操作时，可通过表结构对比与同步功能获取结构的差异性。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结构方案”>“表结构对比与同步”打开任务列表页面。

您可根据对比任务状态、检索条件进行筛选，查看任务详请。

步骤2 在表结构对比与同步列表页面，单击左上方“新建表结构对比与同步任务”。

步骤3 在“创建任务”页签中设置任务信息，选择基准库、目标实例、目标库，勾选容错选
项，并设置同步类型。任务创建完成，单击“下一步”。

步骤4 在对比阶段页面，您可查看对比对象信息及在对比列表中选择需跳过的对比项，单击
“提交对比”。

关于对比项，您也可根据需要，勾选“跳过”取消对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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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查看对比进度，在对比项列表中单击“查看日志”获取对比详情信息，并支持下载
DDL。

步骤6 在“对比阶段”页面单击“下一步”，进入“同步阶段”，您可获取本次任务基本信
息，如基准实例、基准库、目标实例、目标库、同步类型信息，可在同步项列表中设
置本次任务中的同步项。

步骤7 在同步阶段页面，您可按需选择同步项或对于同步风险较高的一些项可以选择“跳
过”，单击“执行同步”。

步骤8 同步完成后，您可在同步项列表中单击“查看日志”，获取对比详情信息，并支持下
载全部DDL、同步成功DDL及同步失败DDL。

----结束

11.6 数据方案

11.6.1 自动生成测试数据

操作场景

在进行程序的功能测试时，通常需要在数据库中插入大量符合特定规则的测试数据。
自动生成测试数据，可高效的生成测试数据，根据生成规则可以很方便生成所需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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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数据方案”>“自动生成测试数据”打开自动生成测试数据页面。

步骤2 在“自动生成测试数据”页面，单击“新建任务”，在弹出窗口选择编辑任务信息。

图 11-85 新建自动测试任务

图 11-86 编辑任务信息

● 生成行数

生成测试数据的行数， 大支持100万。

● 冲突处理

设置成“遇到数据冲突则跳过”，即数据冲突时可继续生成数据。当设置成“遇
到数据冲突则替换”，将以主键相同时，替换原来数据的规则进行处理。

● 生成方式

选择目标列，您可根据列设置情况，设置随机生成数据的规则，如列为time时，
您可以设置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格式。或者直接勾选“根据当前时间生成”。

步骤3 设置完生成任务信息，您可单击“预览数据”查看生成的数据是否符合预期，然后做
出调整。您也可直接单击“生成数据”，可获取该规则下的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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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7 数据预览

图 11-88 进度详情

步骤4 在任务列表中，也单击“查看任务”，获取已生成的自动测试数据任务详情。也可根
据需要，勾选任务并单击“删除任务”，删除该任务。

图 11-89 任务列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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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 数据追踪与回滚

操作场景
● 核心数据变更审计，统计变更数量及查看敏感变更信息。例如，查询银行流水查

看收支情况、订单表统计新增订单、配置表关键配置变更历史时，可以使用该功
能。

● 误操作数据回滚，找回误删除数据，恢复变更前数据状态。例如，DBA更新配置
未加where条件、误删除配置数据、程序bug生成大量脏数据及其连锁反应时，可
以使用该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数据方案”>“数据追踪与回滚”打开数据追踪与回滚任务列表页
面。

● 您可根据时间范围或数据库名称等条件筛选查询。

● 您可勾选目标任务并进行删除操作，将同步删除变更记录DAS存储。

● 在任务列表“任务ID”栏下单击目标任务ID，即可查看该任务详情。

● 在任务列表操作栏下单击“进入任务”，即可查看任务信息、搜索日志及回滚任
务列表等日志追踪与回滚详情。

图 11-90 进入任务

说明

创建的任务将在15天后过期，系统会自动回收并删除在DAS存储中的变更记录。

步骤2 在任务列表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新建追踪任务”，在新建任务弹窗中，设置数据
追踪任务基本信息，如任务名、时间范围、数据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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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1 新建追踪任务

说明

首次进行数据回滚的用户需查看并勾选数据安全协议，才能创建数据追踪任务。

步骤3 在弹窗下部单击“预检查”，在预检查页面你可获取具体时间点的操作详情。

说明

● 预检查会根据时间范围筛选Binlog列表，开启备份的RDS实例会定时备份Binlog文件到OBS
桶中，备份会有不大于5分钟的延迟。

● 当您发起对当前时间数据追踪时，存在无 新5分钟变更记录的可能，遇到该情况稍后重新
创建任务即可。

步骤4 在弹窗下部单击“读取日志”，获取日志详情信息。

读取日志会发起Binlog解析，根据任务信息将存储涉及变更记录信息，以便支持后续
数据筛选及展示。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11 MySQL 数据库管理（开发工具）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3



图 11-92 读取日志

说明

● 所有日志读取成功才能进行搜索日志等相关操作。

● 当前一次任务读取不完全时，再次启动追踪任务，可能出现读取日志开始时间比日志结束时
间晚的情况，属于正常情况。

步骤5 在弹窗下部单击“搜索日志”，进入搜索日志页面，获取变更事件列表信息。

步骤6 当有多个事件需要合并回滚时，在搜索日志页面单击“新建回滚任务”，在“新建回
滚任务”弹窗中指定回滚事件ID范围，将合并后的回滚SQL生成到OBS桶中，并按需设
置高级选项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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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3 新建回滚任务

说明

● 开始事件ID及结束事件ID为任务列表中ID号，且应按正序填写。

● 变更合并

对同一记录（主键）连续3次变更（1→2→3→4）等价于1次变更（1→4）。

● 语句类型选项

生成基于事件的回滚SQL：针对数据发生变更时的前后镜像生成反向变更SQL。

获取数据变更前的原始数据：将数据变更前镜像生成回滚表及insert语句。

步骤7 在回滚任务列表页面，您可查看当前回滚任务信息或新建回滚任务。

图 11-94 查看当前回滚任务

● 在任务列表操作栏下单击“查看详情”，可查看本次回滚任务的详情信息。

● 在任务列表操作栏下单击“下载”，可在本地获取本次任务数据压缩包。

● 在任务列表右上方搜索框中输入任务ID可对目标任务进行搜索。

● 在任务列表操作栏中可根据回滚任务ID、开始事件ID、结束事件ID、文件大小、
状态对任务进行排序。

说明

同一记录合并变更存在变更抵消情况（insert->delete，delete->insert，update-
>update），因此生成文件会存在无回滚SQL或无原始数据情况。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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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后台任务

11.7.1 任务调度

操作场景

支持用户以任务调度方式执行SQL语句，提供立即执行、定时执行、周期执行三种调
度模式。SQL语句可在调度中进行出错控制和事务控制，并对有依赖的SQL调度设置任
务依赖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后台任务”>“任务调度”，进入任务调度列表页面。

说明

任务的调度执行需要将SQL保存在数据库中，需您同意授权保存SQL到数据库后，才能新建调度
任务。

步骤2 在列表页面，单击左上方的“新建任务”，进入新建调度任务页面。

步骤3 在新建任务页面，填写任务名称、选择调度类型、执行时间容忍度。

图 11-95 新建任务

立即执行：调度任务提交后将立即执行，任务只执行1次。

定时执行：调度任务提交后将在设定的时间点执行，任务只执行1次。

周期执行：调度任务提交后，任务将按照设定的时间周期性执行。

执行时间容忍度：超出期望执行时间容忍度后，不再执行此次调度，但不影响下次调
度。

步骤4 在录入SQL语句部分单击“添加”打开录入SQL语句弹窗，设置SQL信息后单击“保
存”，并在新建任务页面底部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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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6 录入 SQL 语句

说明

执行结束后会自动进入已结束任务列表中。

步骤5 在任务列表页面，在任务调度列表中任务是调度类型为周期执行的任务。

您可通过任务状态、调度类型、或者在搜索框中通过任务ID、任务名称进行条件筛
选，查看任务信息。

图 11-97 任务列表页面

● 任务详情：在已完成任务列表操作栏单击“任务详情”，查看本次调度“任务信
息”。

在分组列表中获取执行日志及分组详情，并可查看具体的SQL内容。

可对周期执行的任务，通过单击任务信息页面“立即触发一次调度”，触发立即
调度指令。可在“调度执行记录”页签下查看本次调度执行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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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8 任务详情

● 调度执行记录：在已完成任务列表操作栏单击“调度执行记录”，查看任务执行
详情及日志。

● 查看日志：在已完成任务列表操作栏单击“查看日志”，查看日志详情。

● 终止任务：在已完成任务列表操作栏，单击“终止任务”，被终止的任务将从
“任务调度”列表移到“已结束任务”列表。

● 暂停任务：在已完成任务列表操作栏，单击“暂停任务”，该任务状态将从“正
常调度中”变为“暂停调度”，可通过单击“恢复调度”回到正常调度状态。

步骤6 在任务调度列表页面上部，单击“已结束任务”页签，已结束任务列表中的任务是调
度类型为立即执行或定时执行的任务。

您可通过任务状态、调度类型、或者在搜索框中通过任务ID及任务名称进行条件筛
选，查看任务信息。

图 11-99 查看任务信息

● 任务详情：在已完成任务列表操作栏单击“任务详情”，查看本次调度“任务信
息”。

在分组列表中获取执行日志及分组详情，查看或修改SQL语句列表等。

● 调度执行记录：在已完成任务列表操作栏单击“调度执行记录”，查看任务执行
详情，分组执行情况、SQL内容及分组日志等信息。

● 查看日志：在已完成任务列表操作栏单击“查看日志”，查看日志详情。

● 删除任务：在已完成任务列表操作栏，单击“删除任务”，将从数据库中清除该
任务信息。

----结束

11.7.2 定时备份

操作场景

旨在帮助用户周期性的备份重要的库表数据或者SQL结果集，以便数据丢失时及时恢
复。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后台任务”>“定时备份”，进入定时备份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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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00 定时备份

步骤2 在列表页面，单击左上方的“配置AK/SK”，进入配置AK/SK页面。

图 11-101 配置 AK/SK

说明

存储位置：系统将把加密后的文件存储在OBS桶中。

AK/SK：访问密钥即AK/SK（Access Key ID/Secret Access Key），是您通过开发工具（API、
CLI、SDK）访问华为云服务时的身份凭证。

步骤3 选择OBS桶，输入AK/SK，单击测试AK/SK。

步骤4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

步骤5 在列表页单击“新建数据库备份任务”，进入设置页面。

图 11-102 新建数据库备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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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输入任务名称，选择任务类型、周期表达式、数据库、存储位置等信息。

图 11-103 创建数据库备份任务页面

步骤7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

步骤8 在列表页面单击“查看详情”，可以查看具体任务信息。

图 11-104 任务详情

步骤9 在列表页单击“新建SQL结果集备份任务”，进入设置页面。

步骤10 输入任务名称，选择任务类型、日期时间、备份文件类型、数据库、存储位置等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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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05 新建 SQL 结果集备份任务

步骤11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

步骤12 在列表页单击“调度执行记录”，查看具体备份状态。

图 11-106 备份详情

步骤13 单击“查看详情”，可查看备份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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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07 备份详情

步骤14 您可以单击“下载”，将备份数据下载到本地保存。

步骤15 您也可以在列表页单击“终止任务”和“暂停调度”。

图 11-108 终止任务

图 11-109 暂停调度

----结束

11.8 帐号管理

11.8.1 数据库安全设置
为了保证关系型数据库服务中MySQL类型数据库的正常运行，防止必要的帐户信息被
误删，数据管理服务将对MySQL类型数据库用户管理以下帐户进行隐藏。

表 11-5 帐户信息

帐户名 说明

mysql.session@localhost MySQL5.7及以上版本，所配置的数据库内部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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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名 说明

mysql.sys@localhost MySQL5.7及以上版本，所配置的数据库内部帐号。

mysql.infoschema@local
host

数据库内部帐号。

root@% 用户创建关系型数据库MySQL实例时设置的帐户。

rdsAdmin@localhost 管理帐户，拥有 高的superuser权限，用于查询、修
改实例信息、故障排查、迁移、恢复等操作。

rdsBackup@localhost 备份帐户，用于后台的备份。

rdsMetric 计量帐户，用于watchdog采集数据库的状态数据。

rdsRepl 复制帐户，用于备实例或只读实例在主实例上同步数
据。

rdsProxy 数据库代理帐户，该帐户在开通读写分离时才会自动创
建，用于通过读写分离地址连接数据库时鉴权使用。

drsFull 数据复制服务启动全量迁移任务时，系统在目标数据库
中添加的帐户，用于迁移数据。

drsIncremental 数据复制服务启动增量迁移任务时，系统在目标数据库
中添加的帐户，用于迁移数据。

 

11.8.2 创建用户

操作场景

当同一数据库实例或同一数据库需要不同权限的用户访问时，可创建多个用户，但创
建的用户权限不能超出该帐号所具备的操作权限。

创建的用户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通过单击“登录”，进入本数据库管理
页面，进行数据库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新建用户”，进入用户信息编辑页面，参考表11-7填写相应的用户信息，如基
本信息、高级选项、全局权限、对象权限、角色等内容，在“对象权限”页签中，可
进行新增和删除权限信息，单击“保存”，并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确定”。

说明

角色功能目前仅支持MySQL8.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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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0 新建用户

您可以通过“添加DAS IP地址”将DAS服务器的IP地址，加入到用户主机中。在用户
管理列表中，您可对已创建的用户信息进行查询、编辑及删除操作。

用户权限简要描述请参考表11-6，具体权限用法和解释请参考官网。

说明

新建用户时，支持添加多个IP地址，以“,”隔开。例如用户“user”可将IP地址“192.%,
193.%”添加到用户主机中，可创建出用户名为“user”主机为“192.%”和“193.%”的两个
用户。生成结果如下图所示：

表 11-6 权限描述

权限名 说明

SELECT 对于指定对象（例如：全局或者单库）的查询权限。

INSERT 对于指定对象插入数据的权限。

UPDATE 对于指定对象更新数据的权限。

DELETE 对于指定对象删除数据的权限。

CREATE 对于指定对象创建数据库和表的权限。

DROP 对于指定对象删除数据库，表和视图的权限。

RELOAD 执行FLUSH操作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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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名 说明

PROCESS 执行查看所有进程（SHOW PROCESSLIST）的权限。

GRANT 对于指定对象授予其他帐户权限或从其他帐户中删除权限的权限。

REFERENCE
S

对于指定对象创建外键的权限。

INDEX 对于指定对象创建或删除索引的权限。

ALTER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ALTER TABLE的权限。

SHOW
DATABASES

执行显示所有数据库指令（SHOW DATABASES）的权限。

CREATE
TEMPORAR
Y TABLES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CREATE TEMPORARY TABLE指令的权限。

LOCK
TABLES

对于指定对象，在拥有SELECT权限的表上执行LOCK TABLES的权
限。

EXECUTE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存储过程的权限。

REPLICATIO
N SLAVE

使副本能够从源读取二进制日志事件的权限。

REPLICATIO
N CLIENT

使用户能够查询源服务器或副本服务器的位置。

CREATE
VIEW

对于指定对象创建和更改视图的权限。

SHOW
VIEW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SHOW CREATE VIEW指令的权限。

CREATE
ROUTINE

对于指定对象创建存储过程的权限。

ALTER
ROUTINE

对于指定对象更改和删除存储过程的权限。

CREATE
USER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CREATE USER， DROP USER， RENAME USER
和 REVOKE ALL PRIVILEGES的权限。

EVENT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创建、更改、删除或显示事件调度器的权限。

TRIGGER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触发器操作的权限。具有此权限才能创建、删
除、执行或显示该表的触发器。

 

表 11-7 用户信息说明

用户信息 说明

用户名 新建用户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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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信息 说明

主机 允许通过此用户访问数据库服务器的客户端IP地址白名单，不填或
填%表示允许该用户访问所有IP地址。支持同时设置多个主机，多个
主机之间用英文逗号分隔，例如：192.%,193.%。

密码 新建用户的密码，密码复杂度要求如下。

● 长度为8~32个字符

● 至少包含三种字符组合：小写字母、大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 ! @ # % ^ * - _ = + ? , ( ) &

● 不能与用户名或倒叙的用户名相同

● 不与弱密码相同

确认密码 -

每小时 多
查询数

限制此用户在一小时内 多可以执行多少次查询，不填或填0表示不
限制。

每小时 多
更新数

限制此用户在一小时内 多可以执行多少次更新，不填或填0表示不
限制。

每小时 多
连接数

限制此用户在一小时内 多可以连接多少次到服务器，不填或填0表
示不限制。

多用户连
接数

限制此用户同时连接到服务器的 大数量，不填或填0表示不限制。

SSL类型 用户连接至服务器的认证方式。

颁发者 用户连接至服务器时提供的X.509证书的颁发者。

主题 用户连接至服务器时提供的X.509证书的主题。

算法 用户连接至服务器时加密方式。

全局权限 赋予此用户对该实例下所有数据库的操作权限。

对象权限 赋予此用户对具体对象的权限。

例如以下设置表示赋予该用户对db_test数据库中的表user_test的id
这一列的查询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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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信息 说明

角色 用户所属的角色。此功能目前仅支持MySQL8.0版本。

角色名：可选择该实例下其他已经创建的用户名。

是否可以授权给其他用户：是否允许新创建的用户将已经创建的用
户的权限授权给其他用户。

是否是默认角色：是否允许已经创建的用户的权限授权新创建的用
户。

例如以下设置表示允许将用户“user@”的权限授权给新用户
“user_2”，也允许新用户“user_2”将用户“user@”的权限授权
给其他用户。

 

----结束

11.8.3 编辑用户信息

操作场景

支持对创建的具体用户信息，如用户名、密码、全局权限、对象权限、高级选项、角
色等信息进行修改。

说明

角色功能目前仅支持MySQL8.0版本。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在用户管理列表
中，选择指定的用户名操作栏中的“编辑”，进行用户信息编辑页面。

说明

● 编辑用户信息时，暂不支持同时修改多个用户的权限。例如同一用户名创建出主机为
“192.%”和“193.%”的两个用户，修改主机为“192.%”用户的权限，不影响主机为
“193.%”用户的权限。

● 编辑用户信息时，将主机由单个IP地址修改为多个IP地址，不会创建出多个用户。例如将主
机为“192.%”的用户主机修改为“192.%,194.%”，此操作只会将主机修改为“192.%,
194.%”，不会创建出主机为“194.%”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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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1 编辑用户信息

步骤2 在用户信息编辑页面，填选用户信息，设置全局权限及编辑对象权限，单击“保
存”，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确定”。

----结束

11.8.4 删除用户信息

须知

删除用户信息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图 11-112 删除用户

步骤2 在用户管理列表中，选择指定的用户名操作栏中的“删除”，在确认删除用户信息弹
出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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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3 删除用户-2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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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管理（开

发工具）

12.1 首页

12.1.1 概述

登录数据管理服务功能页面

步骤1 已获取权限并登录到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选择RDS实例下的Microsoft SQL Server引擎，单击
“登录”进入数据管理页面。

图 12-1 登录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

----结束

首页栏目介绍

图 12-2 Microsoft SQL Server 管理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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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功能界面说明

功能名称 说明

顶部菜单栏 ● SQL操作

● 库管理

● 导入·导出

● 帐号管理

帐户信息及退出登录 显示当前帐户信息及退出该数据库登录。

实例信息 显示当前数据库信息，如引擎标志、实例名称、版本类型
等信息。

数据库列表 显示当前实例所创建的数据库列表信息，分为用户库、系
统库两大类型。

支持通过数据库名称快速查找功能。

支持新建数据库功能。

 

12.1.2 新建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首页数据库列表栏单击“新建数据库”。

图 12-3 新建数据库

步骤2 在弹窗中填写数据库名称、恢复模式、兼容性级别、数据库只读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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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新建数据库弹窗

说明

● 恢复模式：完整。表示在进行数据库恢复时，全量恢复。

● 兼容性级别：包含多种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的版本，不同的版本数据库的兼容性不
同。建议选择较高版本。

● 包含类型：包括无和部分两种选择，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11.x) 及以后版本支持。

● 数据库只读：包含False和True两种选择，选择True表示创建的只读数据库。

● 允许快照隔离：包含False和True两种选择，选择True表示在紧急情况下快速进行快照隔离，
保护数据库数据。

● 数据库文件：默认添加行数据和日志两种文件类型的数据库文件，您也可以根据需要添加不
同初始大小和增量的行数据和日志文件。

步骤3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您可在数据库列表中查看新建的数据库。

----结束

12.1.3 删除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库列表操作栏单击“更多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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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删除数据库

步骤2 在删除数据库确认弹窗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该数据库。

图 12-6 删除数据库确认窗口

----结束

12.2 SQL 操作

12.2.1 SQL 查询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2 SQL操作主要针对数据库中的表与视图，您可在SQL窗口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库表或
者视图。

图 12-7 SQL 窗口

● 执行SQL：用于执行SQL语句。

● 执行计划：用于反馈SQL的执行情况，便于排查问题，优化与提升SQL处理性能。

● 我的SQL：DAS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
的执行逻辑和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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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
句中的某一条进行格式化。

● SQL提示：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库名、表名、字段
名称。

● 覆盖/追加模式：

– 追加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之前结果集将会保留，创建新标签页显示新结
果集。

– 覆盖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会清空之前结果集，并显示SQL新结果集。

● 全屏显示：当输入的SQL语句较多时吗，可以打开全屏开关，方便用户查看。

图 12-8 格式化前

图 12-9 格式化后

步骤3 SQL执行后，您可在页面下方的“SQL执行记录”、“消息”、“结果集”栏，查看该
SQL运行情况。

----结束

12.2.2 执行 SQL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在左侧结构树选
择数据库。

步骤2 在SQL窗口输入需要执行的SQL语句，单击“执行SQL”进行SQL查询或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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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打开SQL提示开关，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
库名、表名、字段名称等信息。

●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同时执行多条SQL语句，SQL语句需要用英文分号（;）隔开。
此时建议打开全屏模式开关，帮助用户清晰查看SQL语句的逻辑层次。

– 如果只执行部分SQL语句，则选中要执行的SQL语句。

– 如果全部执行，则不选中或者选中所有的SQL语句。

图 12-10 执行 SQL

说明

"SELECT * FROM student;"

其中student为表名。

步骤3 执行SQL后，在窗口下方可查看历史SQL执行记录及当前执行信息。单击“消息”页
签，可获取SQL语句的执行情况和执行影响范围，数据的进度及耗时信息。

图 12-11 查看消息

步骤4 在“结果集”页签下，您可以查看SQL语句的执行结果详情。并对结果集进行以下编
辑操作。

● 复制行、复制列：复制某一行或列进行重复使用。

● 列设置：当查询的结果中列字段较多时可以自定义显示，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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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新：刷新已变更的数据信息。

● 单行详情：显示选中行的列字段名称、类型和单行数据。

● 新增：在结果集中新增一个空行供用户使用。

● 提交编辑：查看将要变更的SQL语句，单击确定后，结果集刷新为 新结果。

● 删除行：删除选中行包括数据信息。

● 导出：支持SQL格式和CSV格式导出， 多支持1万行数据。

图 12-12 查看结果集

说明

– 结果集涉及到视图时，不可进行编辑操作。

– 结果集类型为元数据时，不可进行编辑或分页操作。

– 结果集涉及多张表时，不可进行编辑操作。

– 结果集仅涉及1张表，但该表主键列未全部包含在查询结果中时或无主键时，不可进行
编辑操作。

– 虚表不能进行编辑操作（例如存储过程执行中生成的表）。

----结束

12.2.3 执行计划

操作场景

分析当前输入的SQL语句的执行路径效率。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在左侧结构树选择数据库。

步骤2 在SQL窗口输入需要执行的SQL语句，单击“执行计划”，排查SQL问题和优化SQL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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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3 执行计划

● 在“SQL执行记录”页签中，查看窗口下历史执行信息。

● 在“消息”页签中，查看拆分SQL完成、执行完成及耗时等信息。

● 在“执行计划”页签中查看反馈执行语句情况，不同的页签来展示每一条SQL的
执行计划详情。

----结束

12.2.4 我的 SQL

操作场景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2 在当前打开的SQL窗口页面，选择“我的SQL”。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12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管理（开发工具）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7



图 12-14 我的 SQL

● 新增我的SQL：支持增加常用的SQL，在弹出框中编辑标题及输入SQL语句，单击
“保存”即可新增SQL。

图 12-15 新增我的 SQL

● 选择我的SQL：支持查看已保存的常用SQL，当帐号下没有已保存的SQL时，该功
能在页面不显示。

● 管理我的SQL：支持对常用的SQL进行管理，包括添加、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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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6 管理我的 SQL

----结束

12.2.5 SQL 执行记录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执行记录”，打开历史执行记录列表。

步骤2 在SQL执行记录页面，您可通过日期范围、数据库名称、SQL语句关键字进行搜索，快
速查找目标SQL执行记录信息。

图 12-17 SQL 执行记录

● 单击列表中数据库名称，您可直接进入该数据库管理页面。

● 单击“SQL语句”，您可在SQL语句弹出框中复制使用SQL。

● 单击“在SQL执行窗口打开”，您可在SQL窗口中直接使用该语句。

说明

开启SQL执行记录后，SQL执行记录信息会保存到DAS服务的管理主机。

----结束

12.3 库管理

库管理功能面介绍

图 12-18 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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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功能面编号说明

功能名
称

说明

库信息 显示当前库名称、IP地址、字符集和可跳转的SQL窗口。

Schema
列表

通过不同的Schema，在同一数据库下设置不同的模式管理数据。

对象列
表

包括表、视图、存储过程、库触发器和函数五部分。

元数据
采集

允许DAS仅自动采集实例中的库名、表名、字段名等结构定义数据（不包
含您的表里的实际数据）。

说明

● 实例表过多时，系统不会发起元数据采集，也不加载表列表，避免对数据库性
能产生影响。

● 为了不影响实例性能，当实例QPS大于10000或者TPS大于1000时不进行采集。

列表详
情

各对象的实际操作区域。

 

说明

进入库管理页面有2种方式：

● 您可从顶部导航菜单栏，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 您也可从首页数据库列表操作栏中，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对象列表

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主要对表、视图、存储过程、库触发器和函数等对象进行
管理。主要包含对象的新建、查询、修改等操作。

● 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表管理。

● 视图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视图管理。

● 存储过程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存储过程管理。

● 库触发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库触发器。

● 函数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函数管理。

12.3.1 表管理

12.3.1.1 新建表

操作说明

数据表包含基本信息、字段/列信息、虚拟列、索引、外键5大组成部分，其中，索
引、外键、CHECK约束为可选项，作为表信息的补充，您可根据实际业务需要进行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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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单击“新建表”。

图 12-19 新建表

步骤2 在新建表页面“基本信息”页签中填写表的基本信息，表名、Schema、锁升级及备注
信息。填写完成后，在页面中下部单击“下一步”。

图 12-20 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3 在表字段信息设置页签，根据业务需要设置具体表字段信息：表列名、字段类型、是
否可空、是否为主键，并可对扩展信息进行编辑。

● 如无需添加索引、外键、CHECK约束设置时，可直接单击页面下部中间的“立即
创建”。

● 如需要添加索引、外键、CHECK约束设置时，单击页面下部中间的“下一步”，
设置相关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页签下方的“立即创建”，完成表的创建操作。

步骤4 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即可完成新建表的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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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1 SQL 预览页面

----结束

12.3.1.2 打开表

操作场景

对于有主键的表，支持进行类似于Excel方式的增删改查等操作，帮助您快速便捷管理
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并在表列表
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打开表”。

图 12-22 打开表

步骤2 在表详情页面，双击单元格可编辑数据，新增或编辑后鼠标跳出编辑状态，然后提交
编辑保存修改信息。

表 12-3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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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新增 您可通过新增来添加列表行数。

提交编辑 对编辑的内容进行提交后，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确
定”后保存所编辑的信息。

删除行 您可删除所选的行数据信息。

导出 支持CSV、SQL两种表数据导出类型， 多10000条。

 

----结束

12.3.1.3 查看表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您可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

步骤2 在库管理页面对象列表页签中选择“表”，在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表详
情”。

图 12-23 查看表详情

步骤3 在查看表详情弹出框中，您可方便直观查看表基本信息及DDL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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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4 基本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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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5 DDL 详情

----结束

12.3.1.4 修改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修改表”。

图 12-26 修改表

步骤3 打开修改表页面，修改表信息，具体操作同新建表，编辑完成后单击“提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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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7 修改表设置页面

步骤4 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保存表的修改信息。

图 12-28 SQL 预览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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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5 重命名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该数据库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重命名”。

步骤3 在编辑重命名弹出框中，填写新表名称，单击“确定”。

----结束

12.3.1.6 清空表

须知

清空表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更多”>“清空表”。

图 12-29 清空表

步骤3 如确定清空表信息，在弹窗中单击“是”。

----结束

12.3.1.7 删除表

须知

删除表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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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更多”>“删除表”。

图 12-30 删除表

步骤3 在确认删除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删除数据表。

----结束

12.3.2 视图管理

12.3.2.1 新建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单击页面左上侧
“新建视图”。

图 12-31 新建视图

步骤2 在新建视图编辑页面，您可按需设置参数模板，设置完成单击“应用模板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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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2 设置模板参数

步骤3 编辑视图信息，编辑完成，单击页面“保存”。

图 12-33 编辑视图

----结束

12.3.2.2 删除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删除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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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4 删除视图

步骤2 在删除视图弹窗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该视图。

图 12-35 删除视图确认页面

----结束

12.3.2.3 打开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打开视图”。

图 12-36 打开视图

步骤2 在视图详情页面，您可进行查看或者通过Where条件查询获取视图信息。

表 12-4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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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导出 支持CSV、SQL两种表数据导出类型， 多10000条。导出更多将
会跳转到导出页面，您可以通过创建导出任务或者快速导出的方
式进行导出。

 

说明

因为视图没有主键，只能查询视图数据，无法进行数据编辑。

----结束

12.3.2.4 修改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修改视图”。

图 12-37 修改视图

步骤2 在编辑视图信息页面，您可对视图信息进行修改，单击页面“保存”。

图 12-38 修改视图

----结束

12.3.3 存储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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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1 新建存储过程

概述

存储过程是一组为了完成特定功能的SQL语句的集合，它经编译后存储在数据库中，
用户可以通过存储过程的名称并给出参数来执行。

操作场景

存储过程对完成特定功能的SQL语句集或者处理复杂的业务均较为实用，例如您可通
过存储过程快速完成循环插入对象等操作。

前提条件

具有CREATE PROCEDURE权限的用户可创建存储过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单击页面左上
侧“新建存储过程”。

图 12-39 新建存储过程

步骤2 在新建存储过程页面，单击设置模板参数，在设置模板参数弹窗中填写参数信息，单
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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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0 设置模板参数

步骤3 在新建存储过程页面，单击“执行”，在弹窗中设置存储过程的入口参数值，单击
“开始执行”。

图 12-41 执行存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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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2 开始执行

步骤4 执行存储过程后，您可在页面下部消息及结果集栏中查看执行情况。

图 12-43 消息及结果集

----结束

12.3.3.2 修改或执行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在右侧操作栏
单击“修改或执行”。

图 12-44 修改或执行存储过程

步骤2 在修改存储过程编辑页面编辑信息，你可以根据业务需求编辑主体信息，单击“保
存”保存修改信息。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12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管理（开发工具）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4



图 12-45 保存修改

步骤3 单击“执行”执行存储过程，在弹窗中设置存储过程的入口参数值，单击“开始执
行”调用该对象。

图 12-46 开始执行

步骤4 您可在页面下部消息栏中查看执行情况。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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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3 删除存储过程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在右侧操作栏
单击“删除存储过程”。

图 12-47 删除存储过程

步骤2 在确认删除存储过程弹出框中，单击“确定”即可。

----结束

12.3.3.4 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右键单击在菜
单中选择“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图 12-48 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步骤2 在执行存储过程弹窗中，查看该存储过程信息。

----结束

12.3.4 库触发器

12.3.4.1 新建触发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库触发器”，单击页面“新
建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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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9 新建触发器

步骤2 在新建触发器编辑页面，单击“设置模板参数”，在弹窗中设置参数信息，编辑完成
单击“确定”。

图 12-50 设置模板参数

步骤3 在确新建触发器页面，编辑触发器主体信息，单击“保存”即可。

----结束

12.3.4.2 修改触发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库触发器”，单击页面操作
栏的“修改触发器”。

图 12-51 修改触发器

步骤2 在修改触发器页面，编辑触发器内容，修改完成单击“保存”即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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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3 删除触发器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触发器”，单击页面操作栏
的“删除触发器”。

图 12-52 删除触发器

步骤2 在删除触发器提示框中单击“确定”。

----结束

12.3.5 函数管理

12.3.5.1 新建函数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函数”，选择Schema后，单
击页面“新建函数”。

图 12-53 新建函数

步骤2 在新建函数弹出框中选择函数类型，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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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4 新建函数

步骤3 在新建函数编辑页面，单击“设置模板参数”，在弹窗中设置参数信息，单击“确
定”。

图 12-55 设置模板参数

步骤4 您可“保存”当前新建函数，也可单击“执行”调用该对象，并在页面下方结果栏查
看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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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6 保存函数设置

----结束

12.3.5.2 修改或执行函数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函数”，单击页面操作栏的
“修改或执行”。

图 12-57 修改或执行函数

步骤2 在函数详情页面修改函数信息，按需设置选项，单击“保存”保存修改信息，或者您
可直接单击“执行”调用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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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8 保存函数

步骤3 在结果栏查看执行情况。

----结束

12.3.5.3 删除函数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函数”，单击页面操作栏的
“删除函数”。

图 12-59 删除函数

步骤2 在删除函数弹出框中，单击“确定”。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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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4 查看函数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函数”，单击页面操作栏的
“查看函数详情”。

图 12-60 查看函数详情

步骤2 在查看函数详情弹窗中，查看函数SQL信息。

----结束

12.4 导入导出

12.4.1 导入

操作说明

需要进行数据备份或迁移时，您可将数据导入目标数据表，目标CSV表数据类型须与待
导入表数据类型保持一致，SQL文件同理。

约束限制
● 只支持导入一个文件，该文件 大可达1G。

● 暂不支持BINARY、VARBINARY、TINYBLOB、BLOB、MEDIUMBLOB、
LONGBLOB等二进制类型字段的导入。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入·导出”>“导入”。

步骤2 DAS支持从本地选取文件导入，同时也支持从OBS桶中直接选择文件进行导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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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1 新建任务

● 从本地导入文件

在导入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任务”，在弹出框选择导入类型，选择文件来源为
“上传文件”、附件存放位置等信息并上传文件，选择导入数据库，设置字符集类
型，按需勾选选项设置及填写备注信息。

说明

● 出于数据隐私性保护目的，DAS需要您提供一个您自己的OBS存储，用来接收您上传的附件
信息，然后DAS会自动连接到该OBS文件，进行内存式读取，整个过程您的数据内容不会落
盘在DAS的任何存储介质上。

● 导入完成后若勾选删除上传的文件选项，则该文件导入目标数据库成功后，将从OBS桶中自
动删除。

● 从OBS桶中导入文件

在导入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任务”，在弹出框设置导入类型，选择文件来源
为“从OBS中选择”，在OBS文件浏览器弹窗中选择待导入文件，选择导入数据
库，设置字符集类型，按需勾选选项设置及填写备注信息。

说明

从OBS桶中直接选择文件导入，导入目标数据库成功后，OBS桶不会删除该文件。

步骤3 设置完任务信息后，单击“创建导入任务”。由于导入任务可能会覆盖您原有的数
据，需再次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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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2 创建导入任务确认界面

步骤4 您可在导入任务列表中查看导入进度等信息，在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您可在任
务详情弹出框中，了解本次导入任务成功、失败等执行情况及耗时。

----结束

12.4.2 导出

操作场景

由于数据查询只限于服务少量数据的实时查询，数据量大时，需要分页查看，此时，
您可通过数据导出功能，快捷获得一次查询的所有数据信息。或者当进行数据备份或
迁移时，您亦可通过数据导出功能，获取完整的数据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入·导出”>“导出”。

步骤2 在导出页面，单击左上角“新建任务”，您可根据需要选择“导出数据库”或“导出
SQL结果集”。下文以导出数据库为例，导出SQL集同理。

您也可通过单击“快速导出”，创建快速导出任务导出指定数据库信息，选择存储位
置，并单击“确定”。

图 12-63 新建导出数据库

步骤3 在导出数据库弹出页面，您可按需选填“基本信息”及“高级选项”，并在页面右侧
选择需要导出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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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4 高级选项

步骤4 设置完导出任务信息，单击弹出页面下部“确定”，创建导出任务。

步骤5 在导出任务列表页面，您可查看任务ID、任务类型、任务状态、进度等信息。

图 12-65 任务列表页面

步骤6 您可在列表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在任务详情弹出页面，查看本次导出任务执
行的详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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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6 任务详情页面

----结束

12.5 帐号管理

12.5.1 登录名

操作场景

您可以给数据库创建不同权限的登录帐号，提高数据管理安全性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用户管理”下，选择“登录名”，进入登录名页面。

步骤2 单击“新建登录名”，在新建登录名页面参考表12-5设置常规信息、服务器角色、用
户映射、安全对象及状态信息，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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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7 登录名

图 12-68 新建登录名

表 12-5 登录名信息说明

登录名信息 说明

登录名 登录该实例的帐号名称。

验证类型 默认选择“Microsoft SQL Server Authentication”。

密码 新建用户的密码，密码复杂度要求如下。

● 长度为8~128个字符

● 至少包含三种字符组合：小写字母、大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 ! @ # % ^ * - _ = + ? $

● 不包含登录名

● 不与弱密码相同

确认密码 -

强制实施密
码策略

勾选则表示用户密码必须符合SQL Server服务器的密码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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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名信息 说明

默认数据库 实例登录后的默认数据库。

默认语言 该数据库的默认语言。

服务器角色 配置当前登录名的服务器角色。

用户映射 配置当前登录名对指定数据库的指定权限。

说明
选择所需的数据库进行用户映射，会在对应数据库下删除原有数据库用户，
并创建新的数据库用户，请谨慎操作。

安全对象 配置当前登录名的服务器级别权限。

状态 勾选“启用”表示允许此用户登录数据库，勾选“禁用”表示禁止
此用户登录数据库。

 

步骤3 单击“返回登录名管理列表”，在“登录名管理列表”中查看新增的登录名信息。

步骤4 “登录名管理列表”中，您可按需进行修改编辑、重命名或者删除操作。

图 12-69 登录名管理列表

----结束

12.5.2 库用户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上部导航菜单中，选择“帐号管理”>“库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步骤2 在用户管理页面，选择数据库，单击“新建用户”，进入用户信息编辑页面。

图 12-70 库用户管理

步骤3 在新建用户信息页面中，参考表12-6填写相应的用户信息，如常规、拥有的Schema、
成员身份、安全对象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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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1 新建用户

表 12-6 库用户信息说明

库用户信息 说明

用户类型 可选择“带登录名的SQL用户”和“不带登录名的SQL用户”。不带
登录名的SQL用户不能登录，但是可以被授予权限。

用户名 库用户的名称。

登录名 关联登录名。登录名登录后，登录名对此库的权限即为该用户具有
的权限。

默认架构 指定服务器为此数据库用户解析对象名时搜索的第一个架构。

拥有的
Schema

配置该用户拥有的架构列表。

成员身份 配置该用户具有的角色列表。一个用户具有某个角色，表示该用户
具有此角色包含的所有权限。

安全对象 配置该用户对数据库对象的具体权限。

 

步骤4 用户信息编辑完成，单击“保存”，并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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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2 SQL 预览

步骤5 在用户管理列表中，您可对已创建的用户信息进行查询、编辑及删除操作。

----结束

12.5.3 库角色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上部导航菜单中，选择“帐号管理”>“库角色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步骤2 在角色管理页面，选择数据库，单击“新建角色”，进入角色信息编辑页面。

图 12-73 库角色管理

步骤3 在角色编辑页面参考表12-7填写常规、拥有的Schema、角色成员、安全对象等信息。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12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管理（开发工具）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0



图 12-74 新建角色

表 12-7 库角色信息说明

库角色信息 说明

角色名 库角色的名称。

所有者 该角色的所有者。

拥有的
Schema

配置该角色拥有的架构列表。

角色成员 配置具有此角色的库用户列表。一个用户具有某个角色，表示该用
户具有此角色包含的所有权限。

安全对象 配置该角色对数据库对象的具体权限。

 

步骤4 编辑完成，单击“保存”，并在SQL预览弹窗中单击“确定”。

图 12-75 SQL 预览

步骤5 在角色管理列表中查看库角色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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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ostgreSQL 数据库管理（开发工具）

13.1 首页

13.1.1 概述

登录数据管理服务功能页面

步骤1 已获取权限并登录到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单击“登录”进入数据管理页面。

更多登录信息，详见登录数据库（DAS入口）。

----结束

首页栏目介绍

图 13-1 PostgreSQL 管理首页

表 13-1 功能界面说明

功能名称 说明

顶部菜单栏 ● SQL操作

● 库管理

● 导入·导出

● 帐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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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说明

帐户信息及退出登录 显示当前帐户信息及退出该数据库登录。

实例信息 显示当前数据库信息，如引擎标志、实例名称、版本
类型等信息。

数据库列表 显示当前实例所创建的数据库列表信息，分为用户
库、系统库2大类型。

支持通过数据库名称快速查找功能。

支持新建数据库功能。

 

13.1.2 新建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首页数据库列表栏单击“新建数据库”。

图 13-2 新建数据库

步骤2 在弹窗中填写数据库名称、字符集等信息。

图 13-3 新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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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可以使用如下SQL语句查询系统表pg_collation，来获取字符集支持的Collation和Ctype信息。

select pg_encoding_to_char(collencoding) as encoding,collname,collcollate,collctype from
pg_collation ;

步骤3 填写数据库信息完成，单击“确定”。您可在数据库列表中查看新建的数据库。

----结束

13.1.3 删除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库列表操作栏单击“删除库”。

图 13-4 删除数据库

步骤2 在删除数据库确认弹窗中，单击“是”，即可删除该数据库。

图 13-5 删除数据库确认窗口

----结束

13.2 SQL 操作

13.2.1 SQL 查询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2 SQL操作主要针对数据库中的表与视图，您可在SQL窗口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库表或
者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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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SQL 窗口

● 执行SQL：用于执行SQL语句。

● 执行计划：用于反馈SQL的执行情况，便于排查问题，优化与提升SQL处理性能。

● 我的SQL：DAS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
的执行逻辑和语义。

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
句中的某一条进行格式化。

● SQL提示：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库名、表名、字段
名称。

● 覆盖/追加模式：

– 追加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之前结果集将会保留，创建新标签页显示新结
果集。

– 覆盖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会清空之前结果集，并显示SQL新结果集。

● 全屏显示：当输入的SQL语句较多时吗，可以打开全屏开关，方便用户查看。

图 13-7 格式化前

图 13-8 格式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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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SQL执行后，您可在页面下方的“SQL执行记录”、“消息”、“结果集”栏，查看该
SQL运行情况。

----结束

13.2.2 执行 SQL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在左侧结构树选
择数据库和Schema。

步骤2 在SQL窗口输入需要执行的SQL语句，单击“执行SQL”进行SQL查询或者更新。

● 建议打开SQL提示开关，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
库名、表名、字段名称等信息。

●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同时执行多条SQL语句，SQL语句需要用英文分号（;）隔开。
此时建议打开全屏模式开关，帮助用户清晰查看SQL语句的逻辑层次。

– 如果只执行部分SQL语句，则选中要执行的SQL语句。

– 如果全部执行，则不选中或者选中所有的SQL语句。

图 13-9 执行 SQL

步骤3 执行SQL后，在窗口下方可查看历史SQL执行记录及当前执行信息。单击“消息”页
签，可获取SQL语句的执行情况和执行影响范围，数据的进度及耗时信息。

图 13-10 查看消息

步骤4 在“结果集”页签下，您可以查看SQL语句的执行结果详情。并对结果集进行以下编
辑操作。

● 复制行、复制列：复制某一行或列进行重复使用。

● 列设置：当查询的结果中列字段较多时可以自定义显示，方便使用。

● 刷新：刷新已变更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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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行详情：显示选中行的列字段名称、类型和单行数据。

----结束

13.2.3 执行计划

操作场景

分析当前输入的SQL语句的执行路径效率。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在左侧结构树选择数据库和
Schema。

步骤2 在SQL窗口输入需要执行的SQL语句，单击“执行计划”，排查SQL问题和优化SQL性
能。

图 13-11 执行计划

● 在“SQL执行记录”页签中，查看窗口下历史执行信息。

● 在“消息”页签中，查看拆分SQL完成、执行完成及耗时等信息。

● 在“执行计划”页签中查看反馈执行语句情况，不同的页签来展示每一条SQL的
执行计划详情。

----结束

13.2.4 我的 SQL

操作场景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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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2 在当前打开的SQL窗口页面，选择“我的SQL”。

图 13-12 我的 SQL

● 新增我的SQL：支持增加常用的SQL，在弹出框中编辑标题及输入SQL语句，单击
“保存”即可新增SQL。

图 13-13 新增我的 SQL

● 选择我的SQL：支持查看已保存的常用SQL，当帐号下没有已保存的SQL时，该功
能在页面不显示。

● 管理我的SQL：支持对常用的SQL进行管理，包括添加、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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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4 管理我的 SQL

----结束

13.2.5 SQL 执行记录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执行记录”，打开历史执行记录列表。

步骤2 在SQL执行记录页面，您可通过日期范围、数据库名称、SQL语句关键字进行搜索，快
速查找目标SQL执行记录信息。

图 13-15 SQL 执行记录

● 单击列表中数据库名称，您可直接进入该数据库管理页面。

● 单击“SQL语句”，您可在SQL语句弹出框中复制使用SQL。

● 单击“在SQL执行窗口打开”，您可在SQL窗口中直接使用该语句。

说明

开启SQL执行记录后，SQL执行记录信息会保存到DAS服务的管理主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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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库管理

库管理功能面介绍

图 13-16 库管理

表 13-2 功能面编号说明

功能名
称

说明

库信息 显示当前库名称、IP地址、字符集和可跳转的SQL窗口。

Schema
列表

通过不同的Schema，在同一数据库下设置不同的模式管理数据。

对象列
表

包括表、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和序列五部分。

元数据
采集

允许DAS仅自动采集实例中的库名、表名、字段名等结构定义数据（不包
含您的表里的实际数据）。

说明

● 实例表过多时，系统不会发起元数据采集，也不加载表列表，避免对数据库性
能产生影响。

● 为了不影响实例性能，当实例QPS大于10000或者TPS大于1000时不进行采集。

列表详
情

各对象的实际操作区域。

 

说明

进入库管理页面有2种方式：

● 您可从顶部导航菜单栏，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 您也可从首页数据库列表操作栏中，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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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列表

PostgreSQL数据库主要对表、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和序列等对象进行管理。本数
据库不提供可视化的窗口创建对象，若您想新建对象，请直接在SQL窗口中创建。

● 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表管理。

● 视图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视图管理。

● 存储过程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存储过程管理。

● 触发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触发器管理。

● 序列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序列。

13.3.1 表管理

13.3.1.1 打开表

操作场景

PostgreSQL数据库管理中的表格没有主键，不能进行编辑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并在表列表
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打开表”。

图 13-17 打开表

步骤2 在表详情页面，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显示的行数，您也可以对行和列进行复制重用。

图 13-18 表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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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图 13-19 where 条件查询

----结束

13.3.1.2 查看表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您可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

步骤2 在库管理页面对象列表页签中选择“表”，在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表详
情”。

图 13-20 查看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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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查看表详情弹出框中，您可方便直观查看表基本信息。

图 13-21 查看表详情

----结束

13.3.2 视图管理

13.3.2.1 打开视图

操作场景

PostgreSQL数据库管理中的视图没有主键，不能进行编辑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打开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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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2 打开视图

步骤2 在视图详情页面，您可进行查看或者通过Where条件查询获取视图信息。

图 13-23 获取视图信息

表 13-4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结束

13.3.2.2 查看视图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您可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

步骤2 在库管理页面对象列表页签中选择“视图”，在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视图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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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4 查看视图详情

步骤3 在查看视图详情弹出框中，您可方便直观查看视图建立的SQL语句。

图 13-25 查看视图详情

----结束

13.3.3 存储过程管理

13.3.3.1 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

图 13-26 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步骤2 在右侧操作栏单击“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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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7 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结束

13.3.4 触发器管理

13.3.4.1 查看触发器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触发器”。

步骤2 您可以单击页面操作栏的“查看触发器详情”查看创建触发器的SQL语句。

----结束

13.3.5 序列

13.3.5.1 查看 sequence 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序列”。

图 13-28 序列

步骤2 在右侧操作栏单击“查看sequence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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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9 查看 sequence 详情

----结束

13.4 导入导出

13.4.1 导入

操作说明

当需要进行数据备份或迁移时，您可将数据导入目标数据表，目标CSV表数据类型须与
待导入表数据类型保持一致，SQL文件同理。

约束限制
● 导入单文件大小 大可达1G。

● 暂不支持BINARY、VARBINARY、TINYBLOB、BLOB、MEDIUMBLOB、
LONGBLOB等二进制类型字段的导入。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入·导出”>“导入”。

步骤2 DAS支持从本地选取文件导入，同时也支持从OBS桶中直接选择文件进行导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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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0 新建导入任务

● 从本地导入文件

在导入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任务”，在弹出框选择导入类型，选择文件来源为
“上传文件”、附件存放位置等信息并上传文件，选择导入数据库，设置字符集类
型，按需勾选选项设置及填写备注信息。

为了保障数据安全，DAS中文件保存在OBS桶中。

说明

● 出于数据隐私性保护目的，DAS需要您提供一个您自己的OBS存储，用来接收您上传的附件
信息，然后DAS会自动连接到该OBS文件，进行内存式读取，整个过程您的数据内容不会落
盘在DAS的任何存储介质上。

● 导入完成后若勾选删除上传的文件选项，则该文件导入目标数据库成功后，将从OBS桶中自
动删除。

● 从OBS桶中导入文件

在导入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任务”，在弹出框设置导入类型，选择文件来源
为“从OBS中选择”，在OBS文件浏览器弹窗中选择待导入文件，选择导入数据
库，设置字符集类型，按需勾选选项设置及填写备注信息。

说明

从OBS桶中直接选择文件导入，导入目标数据库成功后，OBS桶不会删除该文件。

步骤3 导入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创建导入任务”即可。由于导入任务可能会覆盖您原有
的数据，需再次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继续。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13 PostgreSQL 数据库管理（开发工具）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8



步骤4 您可在导入任务列表中查看导入进度等信息，在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您可在任
务详情弹出框中，了解本次导入任务成功、失败等执行情况及耗时。

----结束

13.4.2 导出

操作场景

由于数据查询只限于服务少量数据的实时查询，数据量大时，需要分页查看，此时，
您可通过数据导出功能，快捷获得一次查询的所有数据信息。或者当进行数据备份或
迁移时，您亦可通过数据导出功能，获取完整的数据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入·导出”>“导出”。

步骤2 在导出页面，单击左上角“新建任务”，您可根据需要选择“导出数据库”或“导出
SQL结果集”。下文以导出数据库为例，导出SQL集同理。

您也可通过单击“快速导出”，选择目标数据库，在创建快速导出任务弹窗中选择存
储位置，并单击“确定”。

图 13-31 快速导出

步骤3 在导出数据库弹出页面，您可按需选填“基本信息”及“高级选项”，并在页面右侧
选择需要导出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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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2 创建数据库导出任务

说明

● SQL结果集导出任务中，执行SQL的 大限制是5M。

图 13-33 导出结果集

● 数据库分用户库和系统库，系统库不支持导出功能。如需导出，您需把创建用户数据库，业
务部署到用户库，然后再执行导出操作。

● DAS在执行导出操作时，会连接到您的备库进行导出，可以有效规避导出时对主库的性能影
响，但当备库复制延迟较大时，会存在“导出的数据不是 新数据“的可能性。

步骤4 设置完导出任务信息，单击弹出页面下部“确定”，创建导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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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导出任务列表页面，您可查看任务ID、任务类型、任务状态、进度等信息。

步骤6 您可在列表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在任务详情弹出页面，查看本次导出任务执
行的详情信息。

图 13-34 任务列表

----结束

13.5 帐号管理

13.5.1 角色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中选择“帐号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管理列表页面。

步骤2 在角色管理列表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新建角色”，进入新建角色页面。

步骤3 在“常规”页签下，输入角色名（必填），设置密码、确认密码等信息。确认无误
后，单击页面下部“保存”，并再次在SQL预览弹窗中单击“确定”进行二次确认，
即可创建成功。

图 13-35 新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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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可选）在新建角色页面选择“所属角色组”页签，选择“授予”和“具有授予权
限”复选框，单击页面下部“保存”，并再次在SQL预览弹窗中单击“确定”进行二
次确认。

步骤5 （可选）在新建角色页面选择“权限”页签，单击“添加”，在权限选择弹窗中，按
需选择资源类型、数据库、Schema等信息，设置信息无误后，单击页面下部的“保
存”，并在SQL预览弹窗中单击“确定”。

步骤6 您可在角色管理列表页面，对已有角色进行编辑，其中，编辑操作可参考3~5。您也可
删除已有角色，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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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档数据库 DDS 管理（开发工具）

14.1 首页

14.1.1 概述

登录数据管理服务功能页面

步骤1 已获取权限并登录到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选择DDS实例后，单击“登录”进入数据管理页
面。

----结束

首页栏目介绍

图 14-1 DDS 管理首页

表 14-1 功能界面说明

功能名称 说明

顶部菜单栏 命令操作、库管理、帐号管理等功能模块的主要入口。

帐户信息及退出登录 显示当前帐户信息及退出该数据库登录。

实例信息 显示当前数据库信息，如引擎标志、实例名称、版本类型
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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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说明

数据库列表 显示当前实例所创建的数据库列表信息，分为用户库、系
统库2大类型。

● 支持通过数据库名称快速查找功能。

● 支持新建数据库功能。

 

14.1.2 新建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首页数据库列表栏单击“新建数据库”。

图 14-2 新建数据库

步骤2 在弹窗中填写数据库名、集合名（可选）。

图 14-3 新建数据库弹窗

步骤3 填写数据库信息完成，单击“确定”。您可在数据库列表中查看新建的数据库。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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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删除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库列表操作栏单击“删除”。

图 14-4 删除数据库

步骤2 在删除数据库确认弹窗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该数据库。

图 14-5 删除数据库确认窗口

----结束

14.2 命令操作
DAS服务可通过SQL语句对数据库中的集合和视图进行管理，方便用户使用。

14.2.1 命令查询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命令操作”>“命令查询”。

步骤2 在命令查询页面编辑您需要执行的命令，单击“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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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 执行命令

步骤3 在命令查询页面下部窗口，查看当前执行情况。

图 14-7 结果集

● 在命令执行记录页签下，您可获取历史命令执行信息。

● 在消息页签中获取当前命令执行成功/失败情况，及耗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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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因为当前不支持db.collection.aggregate() 命令，可以先使用 db.runCommand命令替代。
具体语法使用请参考以下示例。
db.runCommand({
    aggregate: "collection",
    pipeline: [{
            "$match": {
                "time": {
                    "$gte": 20.0
                }
            }
        },
        {
            "$sort": {
                "time": -1.0
            }
        }
    ]
});

● SQL执行有两种模式：

– 追加模式：每次执行命令时，之前结果集将会保留，创建新标签页显示新结果集。

– 覆盖模式：每次执行命令时，会清空之前结果集，并显示新结果集。

----结束

14.2.2 命令执行记录

前提条件
● 您已在命令查询窗口执行过SQL命令。

● 在命令查询窗口开启“命令保存到执行记录”。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顶部菜单栏单击“命令操作”>“命令执行记录”。

步骤2 在命令执行记录列表中，您可以查看历史执行记录信息。

图 14-8 命令执行记录列表

● 支持通过时间范围、库名、命令关键字进行快速搜索执行记录信息。

● 所属库名：单击库名，您可从该页面直接进入该数据库库管理页面。

● SQL语句：您可单击查看当前记录的SQL语句，支持复制使用。

● 命令窗口打开：为方便查看与使用，支持在命令窗口打开该执行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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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库管理

库管理功能面介绍

图 14-9 库管理

表 14-2 功能界面说明

功能名称 说明

侧边栏 对象列表下包括集合和视图两部分。

库信息 显示当前库名称、IP地址和可跳转的命令窗口。

对象列表详情 集合：即校验规则的总体，包括验证级别和验证动作。

视图：通过设置管道阶段和排序规则实现不同的校验方
式。

 

说明

进入库管理页面有2种方式：

● 您也可从顶部导航菜单栏，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 您可从首页数据库列表操作栏中，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14.3.1 集合管理

14.3.1.1 新建集合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登录文档数据库并创建新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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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0 数据库列表页面

步骤2 选择“集合”页签，单击“新建集合”。

图 14-11 库管理页面

步骤3 在弹窗中输入集合名。您可按需选择“固定集合”、“自动索引_id”、“禁用填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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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2 新建集合

● 固定集合是指集合大小固定，也就是 大字节数和文档数是固定的，其限制的
大字节数和文档数值须大于0。

● 自动索引指自动在_id这个字段上建立索引。

● 禁用填充是一种存储策略，即在插入记录时，无需为此条记录的增长而预留存储
空间。

步骤4 输入校验规则，选择“验证级别”和“验证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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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3 新建集合-2

说明

● 验证级别：

– strict：严格级别。

– moderate：适度级别。

– off： 没有级别。

● 验证动作：

– error：错误。

– warn：警告。

步骤5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您可在集合列表中查看该集合，并进行相关操作。

----结束

14.3.1.2 打开集合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登录文档数据库，在新库中创建了集合。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库管理”。

步骤2 选择“集合”页签，在集合列表操作栏单击“打开集合”。

步骤3 在打开集合页面，您可设置Query、Projection、Sort、Limit、Skip参数查询当前集合
文档。

在JSON页签中，查看过滤出的文档内容。为方便您查看，DAS支持将纯文本文件转成
table和tree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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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4 打开集合

说明

● Query：使用查询操作符指定选择筛选器。

● Projection：指定在文档中返回与查询筛选器匹配的字段。

● Sort：定义排序规则。

● Limit：指定将返回的 大文档数。

● Skip：指定跳过的文档数。

步骤4 在打开集合页面，单击“新建文档”，在新建文档弹窗中输入合法的JSON文件，单击
“保存”。

图 14-15 新建文档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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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3 修改校验规则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登录文档数据库，在新库中创建了集合。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库管理”。

步骤2 选择“集合”页签，在集合列表操作栏单击“修改校验规则”。

步骤3 在“修改校验规则”弹窗中，重新确认校验规则，设置验证级别和验证动作。

步骤4 信息修改完成后，单击“确定”保存。

图 14-16 修改校验规则

----结束

14.3.1.4 重命名集合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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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选择“集合”页签，在集合列表操作栏单击“重命名”。

图 14-17 集合重命名

步骤3 在重命名集合弹窗中，输入新集合名，单击“确定”，即可保存。

----结束

14.3.1.5 清空集合

须知

清空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库管理”。

步骤2 选择“集合”页签，在集合列表操作栏单击“清空”。

图 14-18 集合清空

步骤3 在清空集合确认弹窗中，单击“是”，即可清空该集合。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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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6 删除集合

须知

删除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库管理”。

步骤2 选择“集合”页签，在集合列表操作栏单击“删除”。

图 14-19 删除集合

步骤3 在确认删除弹窗中，单击“是”，即可删除该集合。

----结束

14.3.1.7 新建索引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登录文档数据库，在新库中创建了集合。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库管理”。

步骤2 选择“集合”页签，在集合列表下面单击“新建索引”。

步骤3 在新建索引页面，基本信息页签，默认勾选高级选项中的Background选项，输入索引
名称，设置索引建，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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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0 新建索引

说明

如果没有勾选高级选项中的Background选项，弹出提示弹框。

图 14-21 创建索引弹框

----结束

14.3.1.8 修改索引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登录文档数据库，在新集合中创建了索引。

操作步骤

步骤1 选择“集合”页签，选择需要修改索引的集合，单击集合名前的 。

步骤2 选择需要修改的索引，单击“操作”列的“修改索引”。

图 14-22 修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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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修改完索引信息后，单击“保存”。

----结束

14.3.1.9 删除索引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登录文档数据库，在新集合中创建了索引。

操作步骤

步骤1 选择“集合”页签，选择需要修改索引的集合，单击集合名前的 。

步骤2 选择需要删除的索引，单击“操作”列的“删除”。

图 14-23 删除索引

步骤3 弹出确认删除弹框，确认后，单击“是”，完成删除操作。

图 14-24 确认删除弹框

----结束

14.3.2 视图管理

14.3.2.1 新建视图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登录文档数据库并创建新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库管理”。

步骤2 选择视图页签，在视图列表页面单击“新建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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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新建视图页面，填写视图名称、集合名。

图 14-25 新建视图

步骤4 在页面中间部位，单击“添加管道阶段”，在添加管道阶段弹窗中选择运算符，编辑
表达式，信息填写完成单击“保存”。

图 14-26 添加管道阶段

您可在聚合管道页签下管道阶段列表中，对管道进行编辑、删除以及上下移动操作。

图 14-27 聚合管道管理

步骤5 在排序规则页签下，勾选“自定义Collation”，您可按需设置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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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设置完成后，在页面下部单击“保存”。

----结束

14.3.2.2 打开视图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登录文档数据库并在新库中创建了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库管理”。

步骤2 选择视图页签，在视图列表操作栏单击“打开视图”。

步骤3 在打开视图页面，您可设置Query、Projection、Sort、Limit、Skip参数查询当前集合
文档。

在JSON页签中，查看过滤出的文档内容。

图 14-28 打开视图

说明

为方便查看，DAS支持将纯文本文件转成table和tree样式。

----结束

14.3.2.3 编辑视图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登录文档数据库并在新库中创建了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库管理”。

步骤2 选择视图页签，在视图列表操作栏单击“编辑”。

步骤3 在修改视图页面，您可修改集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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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9 修改视图

步骤4 并可继续管理聚合管道和排序规则，与新建视图一致。请参考新建视图。

步骤5 修改完成后，在页面下部单击“保存”。

----结束

14.3.2.4 删除视图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登录文档数据库并在新库中创建了视图。

须知

删除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库管理”。

步骤2 选择视图页签，在视图列表操作栏单击“删除”。

图 14-30 删除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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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删除确认弹窗中，单击“是”，即可删除该视图。

----结束

14.4 帐号管理

14.4.1 用户管理

操作场景

您已登录文档数据库。

新建用户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中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打开用户管理页面。

步骤2 在数据库下拉框中选择需要创建用户所属的数据库，单击“新建用户”。

图 14-31 新建用户

步骤3 在新建用户页面填写用户名、密码、确认密码。

图 14-32 设置信息页面

步骤4 在页面中下部，单击“添加角色”，在添加角色弹窗中设置角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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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3 添加角色

说明

在添加角色时，如果选择非当前数据库中的角色，会把其他库的角色赋予给该用户，该用户具有
操作所选数据库的权限。

步骤5 用户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页面下部“保存”，并在SQL预览弹窗中单击“确定”。

图 14-34 SQL 预览页面

----结束

编辑用户

编辑用户步骤与新建用户一致，请参考新建用户。

删除用户

步骤1 在文档数据库管理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帐号管理 > 用户管理”。

步骤2 在用户名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用户，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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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5 删除用户

步骤3 在确认删除弹窗中，单击“是”，即可删除该用户。

----结束

14.4.2 角色管理

操作场景

您已登录文档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中选择“帐号管理”>“角色管理”，打开角色管理页面。

步骤2 在数据库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创建角色所属数据库，单击“添加角色”。

图 14-36 添加角色

步骤3 在添加角色页面，填写角色名称，单击“添加权限”，在添加权限弹窗中设置角色所
赋予的权限，单击“添加”保存权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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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7 添加权限

步骤4 在创建角色页面中部，单击“角色”页签，选择“添加角色”，在添加角色弹窗中选
择角色，单击“添加”。

图 14-38 详情页面

步骤5 角色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创建角色页面下部的“保存”。

说明

● 当所创建角色所属admin数据库时，在添加权限或角色时可选择其他数据库，会把其他库的
权限赋予给该角色。添加该角色的用户将具有操作所选数据库的相关操作权限。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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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管理（开

发工具）

15.1 新建数据库

操作场景

本章节介绍如何使用DAS连接数据库实例并创建数据库。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创建GaussDB(for MySQL)实例。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3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数据库 > 数据管理服务 DAS”。进入数据管理服务信
息页面。

步骤4 在左侧导航树，选择“开发工具”。

步骤5 在实例列表，选择GaussDB(for MySQL)实例，单击“登录”。

图 15-1 实例列表

步骤6 在弹框中，输入创建GaussDB(for MySQL)实例时设置的管理员密码，单击“测试连
接”。测试连接通过后，单击“确定”，进入数据库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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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登录数据库实例

步骤7 在“数据库列表”区域，单击“新建数据库”。

图 15-3 数据库列表

步骤8 在弹窗中，填写数据库名称和字符集，单击“确定”。

图 15-4 新建数据库

步骤9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数据库列表查看并管理新建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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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 新建数据库成功

----结束

相关操作

如果您不再需要使用该数据库，可根据下列步骤将其删除。

步骤1 在数据库列表，选择目标数据库，选择“更多 > 删除”。

图 15-6 数据库列表

步骤2 在弹窗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数据库。

图 15-7 删除数据库

----结束

15.2 SQL 操作

15.2.1 SQL 查询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库管理页面单击“SQL窗口”，或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
开一个SQL查询窗口。

步骤2 SQL操作主要针对数据库中的表与视图，您可在SQL窗口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库、表
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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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 SQL 窗口

● 执行SQL：用于执行SQL语句。

● 执行计划：用于反馈SQL的执行情况，便于排查问题，优化与提升SQL处理性能。

● 我的SQL：DAS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
的执行逻辑和语义。

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
句中的某一条进行格式化。

● SQL提示：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库名、表名、字段
名称。

● 覆盖/追加模式：

– 追加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之前结果集将会保留，创建新标签页显示新结
果集。

– 覆盖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会清空之前结果集，并显示SQL新结果集。

● 全屏显示：当输入的SQL语句较多时吗，可以打开全屏开关，方便用户查看。

图 15-9 格式化前

图 15-10 格式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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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SQL执行后，您可在页面下方的“SQL执行记录”、“消息”、“结果集”栏，查看该
SQL运行情况。

----结束

15.2.2 SQL 执行记录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执行记录”，打开历史执行记录列表。

步骤2 在SQL执行记录页面，您可通过日期范围、数据库名称、SQL语句关键字进行搜索，快
速查找目标SQL执行记录信息。

● 单击列表中数据库名称，您可直接进入该数据库管理页面。

● 单击“SQL语句”，您可在SQL语句弹出框中复制使用SQL。

● 单击“在SQL执行窗口打开”，您可在SQL窗口中直接使用该语句。

说明

开启SQL执行记录后，SQL执行记录信息会保存到DAS服务的管理主机。

----结束

15.3 库管理

库管理功能面介绍

进入库管理页面有2种方式：

● 您可从首页数据库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 您也可从顶部导航菜单栏，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图 15-11 库管理功能面

表 15-1 功能面编号说明

编号 说明

1 显示当前页面所打开的库名称。

2 可在当前实例内切换非系统数据库。

3 显示当前实例IP、端口及字符集信息。

4 单击SQL窗口，可快速打开当前库的SQL窗口操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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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5 将对实例的库、表、字段等元数据信息定期采集，并保存到DAS的数据库
中。

优势：

● 减少对用户库的查询次数，降低对用户库的性能影响；

● 针对含有大量表的实例，可提升模块搜索性能，并支持翻页查询 。
仅采集结构元数据，不包含用户表里的实际数据。

6 库管理主要分为对象列表、元数据采集2大功能模块。

7 各功能模块操作窗口区域。

 

对象列表

说明

实例表过多，系统不会发起元数据采集，不加载表列表，避免对数据库性能产生影响。

数据库主要对表、视图、存储过程、事件、触发器和函数等对象进行管理。主要包含
对象的新建、查询、修改等操作。

元数据采集

DAS将对实例的库、表、字段等元数据信息由实时查库，升级为后台任务的定期采
集，并保存到DAS的数据库中。仅集采结构元数据，不包含用户表里的实际数据，请
您放心开启元数据采集功能。

● 减少对用户库的查询次数，降低对用户库的性能影响；

● 针对含有大量表的实例，可提升模块搜索性能，并支持翻页查询 。

说明

为了不影响实例性能，当实例QPS大于10000或者TPS大于1000时不进行采集。

步骤1 在库管理页面，打开右上方的元数据采集开关，单击“元数据采集”页签，打开元数
据采集窗口。

图 15-12 元数据采集窗口

步骤2 在元数据采集窗口单击“立即采集”，触发采集动作。

● 当采集状态为“采集中”时，您可单击右侧操作栏的“终止采集”或“查看采集
日志详情”来终止采集操作或者查看采集日志详情，如图15-13所示。

● 当采集状态为“采集成功”时，您可单击右侧操作栏的“查看采集日志详情”来
查看采集日志详情，如图图15-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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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上方操作栏的“清空采集数据”，可清空采集的元数据、库结构、表结构等
结构数据。

● 单击上方操作栏的“删除日志”，可将采集到的日志删除。日志删除后将不能恢
复，请谨慎操作。

图 15-13 采集中

图 15-14 采集成功

----结束

15.3.1 表管理

15.3.1.1 新建表

操作说明

GaussDB(for MySQL)数据表包含基本信息、字段/列信息、虚拟列、索引、外键5大组
成部分，其中，虚拟列、索引、外键为可选项，作为表信息的补充，您可根据实际业
务需要进行设置。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单击“新建表”。

图 15-15 新建表

步骤2 在新建表页面“基本信息”页签中填写表的基本信息，其中表名为必填项。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15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管理（开发工具）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1



图 15-16 基本信息

步骤3 在新建表页面“高级选项”页签中填写表的各项信息，此部分内容为非必须内容，您
可根据业务需求自行选择填写。关于分区表的介绍，详见以下说明。填写完成后，在
页面中下部单击“下一步”。

图 15-17 高级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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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表分区是将一个大表，根据条件分割成若干个小表，表的不同行可以分配给不同的物理分
区。由于MySQL分区表的限制条件较多，因此不推荐您创建分区表。

● 如您因为业务需求要创建分区表，可参考以下示例，支持的分区方式有RANGE、LIST、
COLUMNS、KEY、HASH。

例：如果要创建分区表“employees”，则需要在“高级选项”页签中的“分区定义”栏输
入以下分区定义内容。

创建分区表：

CREATE TABLE employees (
id INT NOT NULL,
fname VARCHAR(30),
lname VARCHAR(30),
hired DATE NOT NULL DEFAULT '1970-01-01',
separated DATE NOT NULL DEFAULT '9999-12-31',
job_code INT NOT NULL,
store_id INT NOT NULL
)
PARTITION BY RANGE (store_id) (
PARTITION p0 VALUES LESS THAN (6),
PARTITION p1 VALUES LESS THAN (11),
PARTITION p2 VALUES LESS THAN (16),
PARTITION p3 VALUES LESS THAN (21)
);
分区定义内容：

PARTITION BY RANGE (store_id) (
PARTITION p0 VALUES LESS THAN (6),
PARTITION p1 VALUES LESS THAN (11),
PARTITION p2 VALUES LESS THAN (16),
PARTITION p3 VALUES LESS THAN (21)
)

步骤4 在表字段信息设置页签，根据业务需要设置具体表字段信息：表列名、字段类型、长
度、是否可空、是否为主键，并可对扩展信息进行编辑。

● 如无需添加虚拟列、索引、外键设置时，可直接单击页面下部中间的“立即创
建”，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完成表的创建操作。

图 15-18 设置表字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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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要添加虚拟列、索引、外键设置时，单击页面下部中间的“下一步”，在虚
拟列页签设置列名、类型、长度、可空、主键、表达式、存储类型、备注及扩展
信息。若需继续设置表索引或外键，同理同理，设置完成后单击页签下方中部的
“立即创建”，完成表的创建操作。

图 15-19 添加虚拟列（可选）

图 15-20 添加索引（可选）

图 15-21 添加外键（可选）

说明

创建外键时，参考表中的列应与包含类的类型相同，且必须为主键或者存在唯一索引。

步骤5 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即可完成新建表的相关操作。

----结束

说明

● 列名只有长度限制，引擎 大值为64。

● 类型只能选择下拉列表中的参数。

● 长度有些类型会有默认值，部分支持变长度的类型可以改长度。

● 设置成主键的不能设置为可空。

● 所有字段只能有一个设置为自动增长，设置为自动增长的字段必须设置主键，且无法设置默
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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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2 打开表

操作场景

对于有主键的表，支持进行类似于Excel方式的增删改查等操作，帮助您快速便捷管理
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并在表列表
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打开表”。

图 15-22 打开表

步骤2 在表详情页面，双击单元格可编辑数据，新增或编辑后鼠标跳出编辑状态，然后“提
交编辑”保存修改信息。

图 15-23 表编辑页面

表 15-2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关键字条件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快速生成测试数据 您可快速生成当前表结构的测试数据，并可进一步设置生成
规则。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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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16进制显示Binary类
型

列内容以Binary类型显示时，需要勾选此选项，否则显示乱
码。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新增 您可通过新增来添加列表行数。

提交编辑 对编辑的内容进行提交后，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确
定”后保存所编辑的信息。

删除行 您可删除所选的行数据信息。

导出 支持CSV、SQL两种表数据导出类型， 多10000条。

 

图 15-24 提交编辑 SQL 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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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5 where 条件查询

说明

系统库下的表不允许变更。

----结束

15.3.1.3 查看表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您可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

步骤2 在库管理页面对象列表页签中选择“表”，在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表详
情”。

图 15-26 查看表详情

步骤3 在查看表详情弹出框中，您可直观查看表基本信息及建库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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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7 查看表详情

----结束

15.3.1.4 修改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修改表”。

图 15-28 修改表

步骤3 打开修改表页面，修改表名、字符集等信息，具体操作同新建表，编辑完成后单击
“提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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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9 详情页面

步骤4 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保存表的修改信息。

----结束

15.3.1.5 重命名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重命名”。

图 15-30 重命名

步骤3 在编辑重命名弹出框中，进行重命名，单击“确定”。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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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6 清空表

须知

清空表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更多”>“清空表”。

步骤3 在确认清空表弹出框中，单击“是”，清空数据表。

图 15-31 清空表

----结束

15.3.1.7 删除表

须知

删除表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更多”>“删除表”。

图 15-32 删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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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确认删除表弹出框中，单击“是”删除数据表。

----结束

15.3.1.8 表维护

操作场景

随着业务工作增加，表将变得较为繁冗，插入、更新或者删除等操作时，会占用一定
的空间，造成浪费降低性能。定期进行表维护操作，可改善数据库性能。

功能详情

● 优化表

数据库使用OPTIMIZE TABLE语句优化表，可重新利用表中的空间，整理文件碎片
等，以便以后再利用。

优化过程中，会对表添加只读锁，因而建议在业务低谷期间进行优化操作。

● 检查表

数据库使用CHECK TABLE语句来检查表，可检查出表是否存在错误。检查表提供
常规、快速、快、已改变和扩展检查5种方式。

– 常规：扫描行，以验证被删除的链接是有效的。也可以计算各行的关键字校
验和，并使用计算出的校验和验证这一点。

– 快：不扫描行，不检查错误的链接。

– 快速：只检查没有被正确关闭的表。

– 已改变：只检查上次检查后被更改的表，和没有被正确关闭的表。

– 扩展：对每行的所有关键字进行一个全面的关键字查找。

CHECK TABLE语句在执行过程中会给表加上只读锁。

● 修复表

数据库使用REPAIR TABLE语句来修复损坏的或错误的表。修复表提供常规、快
速、扩展3种方式。

– 常规：不加任何参数；即repaire table 表名，表示简单修复数据文件和索引
文件。

– 快速：加上quick参数，即repaire table 表名 quick，表示 快的修复，只修
复索引文件，不修复数据文件。

– 扩展：加上extended参数，即repaire table 表名 extend，表示 慢的修复，
修改数据文件和索引文件，试图从数据文件恢复每一行，需要逐行重建索
引。

● 分析表

使用ANALYZE TABLE语句来分析表，在执行过程中数据库系统会对表添加只读
锁。分析期间，只能读取表中的记录，不能进行更新和插入操作。

说明

MySQL在表优化过程中会产生临时文件，该临时文件可能会占用相当于当前表数据两倍的
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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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检查表”、“修复表”、2种类别的表维护操作类似，以下以检查表操作为例进行描
述。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更多”>“表维护”。

图 15-33 表维护

步骤3 在优化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执行表优化操作。

图 15-34 优化表

----结束

15.3.2 视图管理

15.3.2.1 新建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单击页面左上侧
“新建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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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5 新建视图

步骤2 在新建视图编辑页面输入视图名称、视图定义等信息，单击页面中间下部的“立即创
建”。

图 15-36 编辑视图

步骤3 在确认视图定义脚本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即可完成视图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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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7 脚本确认

----结束

15.3.2.2 打开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打开视图”。

图 15-38 打开视图

步骤2 在视图详情页面，您可进行查看或者通过Where条件查询获取视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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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9 获取视图信息

表 15-3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16进制显示Binary类
型

列内容以Binary类型显示时，需要勾选此选项，否则显示乱
码。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导出 支持CSV、SQL两种表数据导出类型， 多10000条。

 

说明

因为视图没有主键，所以只能查询视图数据，无法进行数据编辑。

----结束

15.3.2.3 修改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修改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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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0 修改视图

步骤2 在编辑视图信息页面，您可对视图定义、安全性、算法等信息进行修改，单击页面中
下的“立即修改”。

图 15-41 编辑视图

步骤3 在确认视图定义脚本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

----结束

15.3.2.4 删除视图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删除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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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2 删除视图

步骤2 在确认删除视图弹出框中，单击“是”。

----结束

15.3.3 事件管理

15.3.3.1 新建事件

操作场景
● 您可通过创建事件对特定操作定时响应。

● 当GaussDB(for MySQL)实例中的参数event_scheduler设置为“ON”时，且事件
处于“开启”状态时，支持事件管理相关操作。当参数event_scheduler设置为
“OFF”时，您可创建事件，即使事件处于“开启”状态，事件也无法生效。参
数event_scheduler的设置请联系GaussDB的技术支持人员协助处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事件”，单击页面“新建事
件”。

图 15-43 新建事件

步骤2 填写事件名称（必填项）、事情定义语句（必填项），设置事件执行时间、状态及备
注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立即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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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4 编辑页面

● 事件定义语句

主要指编写当事件定时触发时需要执行的操作语句。

● 事件到期删除

对于执行时间定义为固定时间的事件，执行一次即删除；

对于执行时间定义为循环时间的事件，将在设定的执行结束时间点删除。

步骤3 在确认事件定义脚本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若无报错，该事件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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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5 事件脚本

----结束

15.3.3.2 修改事件

操作场景

本章节将介绍如何修改事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事件”，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修改事件”。

图 15-46 修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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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修改事件编辑页面，修改事件信息，单击页面中下部的“立即修改”。

图 15-47 编辑界面

步骤3 在确认事件定义脚本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即可。

图 15-48 事件脚本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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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3 删除事件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事件”，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删除事件”。

图 15-49 删除事件

步骤2 在确认删除事件弹出框中，单击“是”即可。

----结束

15.3.4 存储过程管理

15.3.4.1 新建存储过程

操作场景

存储过程对完成特定功能的SQL语句集或者处理复杂的业务均较为实用，您可通过存
储过程快速完成循环插入对象等操作。

前提条件

● 具有CREATE ROUTINE权限的用户可创建存储过程。

● 具有Execute权限的用户可执行存储过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单击页面左上
侧“新建存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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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0 新建存储过程

步骤2 在新建存储过程弹出框中填写存储过程名称、描述信息，单击“确定”，进入新建存
储过程编辑页面。

图 15-51 编辑界面

步骤3 在存储过程页面中跟进业务需求设置选项信息，您可保存、执行存储过程。

图 15-52 选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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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执行存储过程后，您可在页面下部消息栏中查看执行情况。

图 15-53 SQL 界面

----结束

15.3.4.2 修改或执行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在右侧操作栏
单击“修改或执行”。

图 15-54 修改或执行界面

步骤2 在修改存储过程编辑页面编辑信息，你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设置选项，单击“保存”保
存修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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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5 选项界面

步骤3 执行存储过程，调用该对象，您可在页面下部消息栏中查看执行情况。

图 15-56 SQL 界面

----结束

15.3.4.3 删除存储过程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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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在右侧操作栏
单击“删除存储过程”。

图 15-57 删除存储过程

步骤2 在确认删除存储过程弹出框中，单击“是”即可。

----结束

15.3.5 函数管理

15.3.5.1 新建函数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函数”，单击页面左上侧
“新建函数”。

图 15-58 新建函数

步骤2 在新建函数弹出框中填写函数名称，设置返回值类型及描述信息，单击“确定”，进
入函数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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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9 编辑界面

步骤3 在函数编辑页面，您只需在已生成函数的创建模板中编写函数体部分。

图 15-60 函数体界面

步骤4 在新建函数窗口左上方选择“选项”，您可在选项弹出框中按需设置相关信息，单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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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1 选项界面

步骤5 您可“保存”当前新建函数，也可单击执行函数，调用该对象，并在页面下方消息栏
查看运行情况。

图 15-62 SQL 界面

----结束

15.3.5.2 修改或执行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函数”，单击页面操作栏的
“修改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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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3 修改或执行函数

步骤2 在函数详情页面修改函数信息，按需设置选项，单击“保存”保存修改信息，或者您
可直接单击“执行函数”，调用该对象。

图 15-64 修改函数信息

----结束

15.3.5.3 删除函数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函数”，单击页面操作栏的
“删除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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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5 删除函数

步骤2 在删除函数弹出框中，单击“是”。

----结束

15.3.6 触发器管理

15.3.6.1 新建触发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触发器”，单击页面“新建
触发器”。

图 15-66 新建触发器

步骤2 在新建触发器编辑页面，设置基本信息及编辑触发器语句，编辑完成单击“立即创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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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7 编辑触发器

步骤3 在确认触发器定义脚本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

图 15-68 脚本确认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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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2 修改触发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触发器”，单击页面操作栏
的“修改触发器”。

图 15-69 修改触发器

步骤2 在修改触发器页面，编辑触发器内容，修改完成单击“立即修改”。

图 15-70 编辑信息

步骤3 在确认触发器定义脚本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

----结束

15.3.6.3 删除触发器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15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管理（开发工具）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11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触发器”，单击页面操作栏
的“删除触发器”。

图 15-71 删除触发器

步骤2 在删除触发器提示框中单击“是”。

----结束

15.4 导入导出

15.4.1 数据导入

操作说明

当需要进行数据备份或迁移时，您可将数据导入目标数据表，目标CSV表数据类型须与
待导入表数据类型保持一致，SQL文件同理。

约束限制
● 导入单文件大小 大可达1G。

● 暂不支持BINARY、VARBINARY、TINYBLOB、BLOB、MEDIUMBLOB、
LONGBLOB等二进制类型字段的导入。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入·导出”>“导入”。

步骤2 DAS支持从本地选取文件导入，同时也支持从OBS桶中直接选择文件进行导入操作。

● 从本地导入文件

在导入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任务”，在弹出框选择导入类型，选择文件来源为
“上传文件”、附件存放位置等信息并上传文件，选择导入数据库，设置字符集类
型，按需勾选选项设置及填写备注信息。

为了保障数据安全，DAS中文件保存在OBS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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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出于数据隐私性保护目的，DAS需要您提供一个您自己的OBS存储，用来接收您上传的附件
信息，然后DAS会自动连接到该OBS文件，进行内存式读取，整个过程您的数据内容不会落
盘在DAS的任何存储介质上。

● 导入完成后若勾选删除上传的文件选项，则该文件导入目标数据库成功后，将从OBS桶中自
动删除。

● 从OBS桶中导入文件

在导入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任务”，在弹出框设置导入类型，选择文件来源
为“从OBS中选择”，在OBS文件浏览器弹窗中选择待导入文件，选择导入数据
库，设置字符集类型，按需勾选选项设置及填写备注信息。

说明

从OBS桶中直接选择文件导入，导入目标数据库成功后，OBS桶不会删除该文件。

步骤3 导入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创建导入任务”即可。由于导入任务可能会覆盖您原有
的数据，需再次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继续。

步骤4 您可在导入任务列表中查看导入进度等信息，在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您可在任
务详情弹出框中，了解本次导入任务成功、失败等执行情况及耗时。

----结束

15.4.2 数据导出

操作场景

由于数据查询只限于服务少量数据的实时查询，数据量大时，需要分页查看，此时，
您可通过数据导出功能，快捷获得一次查询的所有数据信息。或者当进行数据备份或
迁移时，您亦可通过数据导出功能，获取完整的数据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入·导出”>“导出”。

步骤2 在导出页面，单击左上角“新建任务”，您可根据需要选择“导出数据库”或“导出
SQL结果集”。下文以导出数据库为例，导出SQL集同理。

您也可通过单击“快速导出”，选择目标数据库，在创建快速导出任务弹窗中选择存
储位置，并单击“确定”。

图 15-72 快速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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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导出数据库弹出页面，您可按需选填“基本信息”及“高级选项”，并在页面右侧
选择需要导出的表。

图 15-73 创建数据库导出任务

说明

DAS在执行导出操作时，会连接到您的备库进行导出，可以有效规避导出时对主库的性能影响，
但当备库复制延迟较大时，会存在“导出的数据不是 新数据“的可能性。

步骤4 设置完导出任务信息，单击弹出页面下部“确定”，创建导出任务。

步骤5 在导出任务列表页面，您可查看任务ID、任务类型、任务状态、进度等信息。

步骤6 您可在列表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在任务详情弹出页面，查看本次导出任务执
行的详情信息并支持下载。

图 15-74 任务列表

----结束

15.5 结构方案

15.5.1 表结构对比与同步

操作场景

当您进行迁移或者验证操作时，可通过表结构对比与同步功能获取结构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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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结构方案”>“表结构对比与同步”打开任务列表页面。

您可根据对比任务状态、检索条件进行筛选，查看任务详请。

图 15-75 结构方案

步骤2 在表结构对比与同步列表页面，单击左上方“新建表结构对比与同步任务”。

步骤3 在“创建任务”页签中设置任务信息，选择基准库、目标实例、目标库，勾选容错选
项，并设置同步类型。任务创建完成，单击“下一步”。

图 15-76 创建任务

步骤4 在对比阶段页面，您可查看对比对象信息及在对比列表中选择需跳过的对比项，单击
“提交对比”。

步骤5 查看对比进度，在对比项列表中单击“查看日志”获取对比详情信息，并支持下载
DDL。

图 15-77 查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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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在“对比阶段”页面单击“下一步”，进入“同步阶段”，您可获取本次任务基本信
息，如基准实例、基准库、目标实例、目标库、同步类型信息，可在同步项列表中设
置本次任务中的同步项。

步骤7 在同步阶段页面，您可按需选择同步项或对于同步风险较高的一些项可以选择“跳
过”，单击“执行同步”。

图 15-78 同步阶段界面

步骤8 同步完成后，您可在同步项列表中单击“查看日志”，获取对比详情信息，并支持下
载全部DDL、同步成功DDL及同步失败DDL。

----结束

15.6 数据方案

15.6.1 自动生成测试数据

操作场景

在进行程序的功能测试时，通常需要在数据库中插入大量符合特定规则的测试数据。
自动生成测试数据，可以高效的生成测试数据，根据生成规则可以很方便生成所需数
据。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数据方案”>“自动生成测试数据”打开自动生成测试数据页面。

步骤2 在“自动生成测试数据”页面，单击“新建任务”，在弹出窗口选择编辑任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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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79 新建自动测试任务

图 15-80 编辑任务信息

● 生成行数

生成测试数据的行数， 大支持100万。

● 冲突处理

设置成“遇到数据冲突则跳过”，即数据冲突时可继续生成数据；当设置成“遇
到数据冲突则替换”，将以主键相同时，替换原来数据的规则进行处理。

● 生成方式

在“新建测试数据生成任务”页面双击需要选择的列。您可根据列设置情况设置
随机生成数据的规则。如列为time时，您可以设置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格式；
或者直接勾选“根据当前时间生成”。

步骤3 设置完生成任务信息，您可单击“预览数据”查看生成的数据是否符合预期，然后做
出调整；您也可直接单击“生成数据”，可获取该规则下的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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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1 数据预览

图 15-82 进度详情

步骤4 在任务列表中，也单击“查看任务”，获取已生成的自动测试数据任务详情。也可根
据需要，勾选任务并单击“删除任务”，删除该任务。

图 15-83 任务列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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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定时备份

操作场景

旨在帮助用户周期性的备份重要的库表数据或者SQL结果集，以便数据丢失时及时恢
复。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后台任务”>“定时备份”，进入定时备份列表页面。

图 15-84 定时备份

步骤2 在列表页面，单击左上方的“配置AK/SK”，进入配置AK/SK页面。

图 15-85 配置 AK/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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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存储位置：系统将把加密后的文件存储在OBS桶中。

AK/SK：访问密钥即AK/SK（Access Key ID/Secret Access Key），是您通过开发工具（API、
CLI、SDK）访问华为云服务时的身份凭证。

步骤3 选择OBS桶，输入AK/SK，单击测试AK/SK。

步骤4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

步骤5 在列表页单击“新建数据库备份任务”，进入设置页面。

图 15-86 新建数据库备份任务

步骤6 输入任务名称，选择任务类型、周期表达式、数据库、存储位置等信息。

图 15-87 创建数据库备份任务页面

步骤7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

步骤8 在列表页面单击“查看详情”，可以查看具体任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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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8 任务详情

步骤9 在列表页单击“新建SQL结果集备份任务”，进入设置页面。

步骤10 输入任务名称，选择任务类型、日期时间、备份文件类型、数据库、存储位置等信
息。

图 15-89 新建 SQL 结果集备份任务

步骤11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

步骤12 在列表页单击“调度执行记录”，查看具体备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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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0 备份详情

步骤13 单击“查看详情”，可查看备份日志。

图 15-91 备份详情

步骤14 您可以单击“下载”，将备份数据下载到本地保存。

步骤15 您也可以在列表页单击“终止任务”和“暂停调度”。

图 15-92 终止任务

图 15-93 暂停调度

----结束

15.8 帐号管理

15.8.1 数据库安全设置
为了保证关系型数据库服务中MySQL类型数据库的正常运行，防止必要的帐户信息被
误删，数据管理服务将对MySQL类型数据库用户管理以下帐户进行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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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4 帐户信息

帐户名 说明

mysql.session@localhost MySQL5.7及以上版本，所配置的数据库内部帐号。

mysql.sys@localhost MySQL5.7及以上版本，所配置的数据库内部帐号。

mysql.infoschema@local
host

数据库内部帐号。

root@% 用户创建关系型数据库MySQL实例时设置的帐户。

rdsAdmin@localhost 管理帐户，拥有 高的superuser权限，用于查询、修
改实例信息、故障排查、迁移、恢复等操作。

rdsBackup@localhost 备份帐户，用于后台的备份。

rdsMetric 计量帐户，用于watchdog采集数据库的状态数据。

rdsRepl 复制帐户，用于备实例或只读实例在主实例上同步数
据。

rdsProxy 数据库代理帐户，该帐户在开通读写分离时才会自动创
建，用于通过读写分离地址连接数据库时鉴权使用。

drsFull 数据复制服务启动全量迁移任务时，系统在目标数据库
中添加的帐户，用于迁移数据。

drsIncremental 数据复制服务启动增量迁移任务时，系统在目标数据库
中添加的帐户，用于迁移数据。

 

15.8.2 创建用户

操作场景

当同一数据库实例或同一数据库需要不同权限的用户访问时，可创建多个用户，但创
建的用户权限不能超出该帐号所具备的操作权限。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新建用户”，进入用户信息编辑页面，填写相应的用户信息，如基本信息、高
级选项、全局权限、对象权限，在“对象权限”页签中，可进行新增和删除权限信
息，单击“保存”，并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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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4 新建用户

您可以通过“添加DAS IP地址”将DAS服务器的IP地址，加入到用户主机中。在用户
管理列表中，您可对已创建的用户信息进行查询、编辑及删除操作。

用户权限简要描述请参考表15-5，具体权限用法和解释请参考官网。

表 15-5 权限描述

权限名 说明

SELECT 对于指定对象（例如：全局或者单库）的查询权限。

INSERT 对于指定对象插入数据的权限。

UPDATE 对于指定对象更新数据的权限。

DELETE 对于指定对象删除数据的权限。

CREATE 对于指定对象创建数据库和表的权限。

DROP 对于指定对象删除数据库，表和视图的权限。

RELOAD 执行FLUSH操作的权限。

PROCESS 执行查看所有进程（SHOW PROCESSLIST）的权限。

GRANT 对于指定对象授予其他帐户权限或从其他帐户中删除权限的权限。

REFERENCE
S

对于指定对象创建外键的权限。

INDEX 对于指定对象创建或删除索引的权限。

ALTER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ALTER TABLE的权限。

SHOW
DATABASES

执行显示所有数据库指令（SHOW DATABASES）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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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名 说明

CREATE
TEMPORAR
Y TABLES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CREATE TEMPORARY TABLE指令的权限。

LOCK
TABLES

对于指定对象，在拥有SELECT权限的表上执行LOCK TABLES的权
限。

EXECUTE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存储过程的权限。

REPLICATIO
N SLAVE

使副本能够从源读取二进制日志事件的权限。

REPLICATIO
N CLIENT

使用户能够查询源服务器或副本服务器的位置。

CREATE
VIEW

对于指定对象创建和更改视图的权限。

SHOW
VIEW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SHOW CREATE VIEW指令的权限。

CREATE
ROUTINE

对于指定对象创建存储过程的权限。

ALTER
ROUTINE

对于指定对象更改和删除存储过程的权限。

CREATE
USER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CREATE USER， DROP USER， RENAME USER
和 REVOKE ALL PRIVILEGES的权限。

EVENT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创建、更改、删除或显示事件调度器的权限。

TRIGGER 对于指定对象执行触发器操作的权限。具有此权限才能创建、删
除、执行或显示该表的触发器。

 

----结束

15.8.3 编辑用户信息

操作场景

支持对创建的具体用户信息，如用户名、密码、全局权限、对象权限、高级配置信息
等进行修改。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在用户管理列表
中，选择指定的用户名操作栏中的“编辑”，进行用户信息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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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5 编辑用户信息

步骤2 在用户信息编辑页面，填选用户信息，设置全局权限及编辑对象权限，单击“保
存”，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确定”。

----结束

15.8.4 删除用户信息

须知

删除用户信息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图 15-96 删除用户

步骤2 在用户管理列表中，选择指定的用户名操作栏中的“删除”，在确认删除用户信息弹
出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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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7 删除用户-2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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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分布式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管

理（开发工具）

16.1 首页

16.1.1 概述

登录数据管理服务功能页面

步骤1 已获取权限并登录到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单击“登录”进入数据管理页面。

更多登录信息，详见登录数据库（DAS入口）。

----结束

功能面栏目介绍

通过对数据管理页面介绍，让您更直观、快捷地了解数据管理服务。

表 16-1 功能界面说明

功能名称 说明

顶部菜单栏 SQL操作、库管理等功能模块的主要入口。

帐户信息及退出登录 显示当前帐户信息及退出该数据库登录。

实例信息 显示当前数据库信息，如引擎标志、实例名称、版本类型
等信息。

数据库列表 显示当前实例所创建的数据库列表信息，分为用户库、系
统库2大类型。

支持通过数据库名称快速查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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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SQL 查询

操作步骤

步骤1 首页数据库列表操作栏，在表列表操作栏单击“SQL查询”，打开SQL窗口。

步骤2 SQL操作主要针对数据库中的表与视图，您可在SQL窗口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库、表
或视图。

图 16-1 SQL 操作

● 执行SQL：用于执行SQL语句。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
的执行逻辑和语义。

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
句中的某一条进行格式化。

● 执行计划：用于反馈SQL的执行情况，便于排查问题，优化与提升SQL处理性能。

● 我的SQL：DAS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 SQL提示：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库名、表名、字段
名称。

● 覆盖/追加模式：

– 追加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之前结果集将会保留，创建新标签页显示新结
果集。

– 覆盖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会清空之前结果集，并显示SQL新结果集。

● 全屏显示：当输入的SQL语句较多时吗，可以打开全屏开关，方便用户查看。

步骤3 SQL执行后，您可在页面下方的“SQL执行记录”、“消息”、“结果集”栏，查看该
SQL运行情况。

----结束

16.2 SQL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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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 SQL 查询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2 SQL操作主要针对数据库中的表与视图，您可在SQL窗口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库、表
或视图。

图 16-2 SQL 操作

● 执行SQL：用于执行SQL语句。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
的执行逻辑和语义。

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
句中的某一条进行格式化。

● 执行计划：用于反馈SQL的执行情况，便于排查问题，优化与提升SQL处理性能。

● 我的SQL：DAS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 SQL提示：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库名、表名、字段
名称。

● 覆盖/追加模式：

– 追加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之前结果集将会保留，创建新标签页显示新结
果集。

– 覆盖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会清空之前结果集，并显示SQL新结果集。

● 全屏显示：当输入的SQL语句较多时吗，可以打开全屏开关，方便用户查看。

步骤3 SQL执行后，您可在页面下方的“SQL执行记录”、“消息”、“结果集”栏，查看该
SQL运行情况。

----结束

16.2.2 SQL 执行记录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登录到数据管理服务开发工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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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执行记录”，打开历史执行记录列表。

步骤2 在SQL执行记录页面，您可通过日期范围、数据库名称、SQL语句关键字进行搜索，快
速查找目标SQL执行记录信息。

● 单击列表中数据库名称，您可直接进入该数据库管理页面。

● 单击“SQL语句”，您可在SQL语句弹出框中复制使用SQL。

● 单击“在SQL执行窗口打开”，您可在SQL窗口中直接使用该语句。

说明

开启SQL执行记录后，SQL执行记录信息会保存到DAS服务的管理主机。

----结束

16.3 库管理

库管理功能面介绍

进入库管理页面有2种方式：

● 您可从首页数据库列表操作栏中，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 您也可从顶部导航菜单栏，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图 16-3 库管理功能面

表 16-2 功能面编号说明

编号 说明

1 显示当前页面所打开的库名称，可在当前实例内切换非系统数据库。

2 显示当前实例IP、端口及字符集信息。

3 单击SQL窗口，可快速打开当前库的SQL窗口操作页面。

4 将对实例的库、表、字段等元数据信息定期采集，并保存到DAS的数据库
中。

优势：

● 减少对用户库的查询次数，降低对用户库的性能影响；

● 针对含有大量表的实例，可提升模块搜索性能，并支持翻页查询 。
仅采集结构元数据，不包含用户表里的实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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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5 库管理主要分为对象列表、元数据采集两大功能模块。

6 各功能模块操作窗口区域。

 

对象列表

说明

实例表过多，系统不会发起元数据采集，不加载表列表，避免对数据库性能产生影响。

目前，支持对分布式GaussDB(for MySQL)实例表进行管理，主要包含对象的新建、查
询、修改等操作。

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表管理。

元数据采集

DAS将对实例的库、表、字段等元数据信息由实时查库，升级为后台任务的定期采
集，并保存到DAS的数据库中。仅采集结构元数据，不包含用户表里的实际数据，请
您放心开启元数据采集功能。

● 减少对用户库的查询次数，降低对用户库的性能影响。

● 针对含有大量表的实例，可提升模块搜索性能，并支持翻页查询 。

说明

为了不影响实例性能，当实例QPS大于10000或者TPS大于1000时不进行采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库管理页面，打开右上方的元数据采集开关，单击“元数据采集”页签，打开元数
据采集窗口。

步骤2 在元数据采集窗口单击“立即采集”，触发采集动作，您可在右侧操作栏中止采集或
查看采集详情信息。

● 清空采集数据：清空采集的元数据、库结构、表结构等结构数据。

● 删除日志：日志删除后将不能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16.3.1 表管理

16.3.1.1 打开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并在表列表
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打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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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暂不支持分布式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管理服务库管理中表的编辑操作。在表详
情页面，您可以查看表信息。

表 16-3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删除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删除行”，即可删除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16进制显示Binary类
型

列内容以Binary类型显示时，需要勾选此选项，否则显示乱
码。

新增 向表内添加数据。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提交编辑 支持对数据进行二次编辑。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结束

16.3.1.2 查看表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您可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

步骤2 在库管理页面对象列表页签中选择“表”，在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表详
情”。

步骤3 在查看表详情弹出框中，您可方便直观查看表基本信息及建库SQL语句内容。

----结束

16.4 帐号管理

16.4.1 用户管理

操作场景

当同一数据库实例或同一数据库需要不同权限的用户访问时，可创建多个用户，但创
建的用户权限不能超出该帐号所具备的操作权限。

创建的用户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通过单击“登录”，进入本数据库管理
页面，进行数据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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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用户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图 16-4 用户管理列表页

步骤2 单击“新建用户”，进入用户信息编辑页面，填写相应的用户信息，如基本信息、基
础权限、扩展权限、逻辑库（可选），并选择读策略类型。

步骤3 确认无误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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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 新建用户

表 16-4 基础权限

权限名 说明

CREATE 对于指定对象创建数据库的权限。

DROP 对于指定对象删除数据库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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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名 说明

ALTER 对于指定对象修改数据库的权限。

INDEX 对于指定对象查询索引的权限。

INSERT 对于指定对象插入数据的权限。

DELETE 对于指定对象删除数据的权限。

UPDATE 对于指定对象更新数据的权限。

SELECT 对于指定对象查询数据的权限。

 

----结束

编辑用户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步骤2 在用户管理列表中，选择指定的用户名操作栏中的“编辑”，进行用户信息编辑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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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6 编辑用户信息

步骤3 在用户信息编辑页面，填选用户基本信息，设置基础权限、扩展权限等信息，单击
“保存”。

----结束

删除用户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步骤2 在用户管理列表中，选择指定的用户名操作栏中的“删除”，在确认删除用户信息弹
出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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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7 确认删除用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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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分布式数据库中间件 DDM 数据库管理

（开发工具）

17.1 首页

17.1.1 概述

登录数据管理服务功能页面

步骤1 已获取权限并登录到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单击“登录”进入数据管理页面。

更多登录信息，详见登录数据库（DAS入口）。

图 17-1 登录

----结束

首页栏目介绍

图 17-2 分布式数据库中间件 DDM 管理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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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功能界面说明

功能名称 说明

顶部菜单栏 ● SQL操作

● 库管理

● 帐号管理

帐户信息及退出登录 显示当前帐户信息及退出该数据库登录。

实例信息 显示当前数据库信息，如引擎标志、实例名称、版本类型
等信息。

数据库列表 显示当前实例所创建的数据库列表信息，分为用户库、系
统库两大类型。

支持通过数据库名称快速查找功能。

不支持新建数据库功能。

 

17.1.2 新建/删除数据库
暂不支持对数据库的操作，若您需要对数据库进行新建和删除，请参考DDM逻辑库管
理。

17.2 SQL 操作

17.2.1 SQL 查询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2 SQL操作主要针对数据库中的表与视图，您可在SQL窗口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库和
表。

图 17-3 SQL 操作

● 执行SQL：用于执行SQL语句。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
的执行逻辑和语义。

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
句中的某一条进行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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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计划：用于反馈SQL的执行情况，便于排查问题，优化与提升SQL处理性能。

● 我的SQL：DAS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 SQL提示：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库名、表名、字段
名称。

● 覆盖/追加模式：

– 追加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之前结果集将会保留，创建新标签页显示新结
果集。

– 覆盖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会清空之前结果集，并显示SQL新结果集。

● 全屏显示：当输入的SQL语句较多时吗，可以打开全屏开关，方便用户查看。

步骤3 SQL执行后，您可在页面下方的“SQL执行记录”、“消息”、“结果集”栏，查看该
SQL运行情况。

----结束

17.2.2 SQL 执行记录

前提条件

您已成功登录到数据管理服务开发工具页面。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执行记录”，打开历史执行记录列表。

步骤2 在SQL执行记录页面，您可通过日期范围、数据库名称、SQL语句关键字进行搜索，快
速查找目标SQL执行记录信息。

● 单击列表中数据库名称，您可直接进入该数据库管理页面。

● 单击“SQL语句”，您可在SQL语句弹出框中复制使用SQL。

● 单击“在SQL执行窗口打开”，您可在SQL窗口中直接使用该语句。

说明

开启SQL执行记录后，SQL执行记录信息会保存到DAS服务的管理主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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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库管理

库管理功能面介绍

图 17-4 库管理

表 17-2 功能面编号说明

功能名
称

说明

库信息 显示当前库名称、IP地址、字符集和可跳转的SQL窗口。

对象列
表

仅包括表。

元数据
采集

允许DAS仅自动采集实例中的库名、表名、字段名等结构定义数据（不包
含您的表里的实际数据）。

列表详
情

各对象的实际操作区域。

 

说明

进入库管理页面有2种方式：

● 您可从顶部导航菜单栏，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 您也可从首页数据库列表操作栏中，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对象列表

目前，支持对分布式数据库中间件DDM实例表进行管理，主要包含对象的新建、查
询、修改等操作。

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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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采集

DAS将对实例的库、表、字段等元数据信息由实时查库，升级为后台任务的定期采
集，并保存到DAS的数据库中。仅采集结构元数据，不包含用户表里的实际数据，请
您放心开启元数据采集功能。

● 减少对用户库的查询次数，降低对用户库的性能影响。

● 针对含有大量表的实例，可提升模块搜索性能，并支持翻页查询 。

说明

● 实例表过多，系统不会发起元数据采集，不加载表列表，避免对数据库性能产生影响。

● 为了不影响实例性能，当实例QPS大于10000或者TPS大于1000时不进行采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库管理页面，打开右上方的元数据采集开关，单击“元数据采集”页签，打开元数
据采集窗口。

步骤2 在元数据采集窗口单击“立即采集”，触发采集动作，您可在右侧操作栏中止采集或
查看采集详情信息。

● 清空采集数据：清空采集的元数据、库结构、表结构等结构数据。

● 删除日志：日志删除后将不能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17.3.1 表管理

17.3.1.1 新建表

操作说明

数据表包含基本信息、字段/列信息、虚拟列、索引、外键5大组成部分，其中，索
引、外键、CHECK约束为可选项，作为表信息的补充，您可根据实际业务需要进行设
置。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单击“新建表”。

图 17-5 新建表

步骤2 在新建表页面“基本信息”页签中填写表的基本信息，表名、存储引擎、字符集信
息。填写完成后，在页面中下部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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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6 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3 在表字段信息设置页签，根据业务需要设置具体表字段信息：表列名、字段类型、是
否可空、是否为主键，并可对扩展信息进行编辑。

● 如无需添加索引、外键、CHECK约束设置时，可直接单击页面下部中间的“立即
创建”。

● 如需要添加索引、外键、CHECK约束设置时，单击页面下部中间的“下一步”，
设置相关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页签下方的“立即创建”，完成表的创建操作。

步骤4 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即可完成新建表的相关操作。

图 17-7 SQL 预览页面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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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2 打开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并在表列表
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打开表”。

步骤2 暂不支持分布式数据库中间件DDM数据库管理服务库管理中表的编辑操作。在表详情
页面，您可以查看表信息。

表 17-3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删除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删除行”，即可删除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16进制显示Binary类
型

列内容以Binary类型显示时，需要勾选此选项，否则显示乱
码。

新增 向表内添加数据。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提交编辑 支持对数据进行二次编辑。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结束

17.3.1.3 查看表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您可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

步骤2 在库管理页面对象列表页签中选择“表”，在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表详
情”。

步骤3 在查看表详情弹出框中，您可方便直观查看表基本信息及建库SQL语句内容。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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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4 修改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修改表”。

图 17-8 修改表

步骤3 打开修改表页面，修改表信息，具体操作同新建表，编辑完成后单击“提交修改”。

图 17-9 修改表设置页面

步骤4 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执行脚本”，保存表的修改信息。

图 17-10 SQL 预览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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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5 清空表

须知

清空表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更多”>“清空”。

图 17-11 清空表

步骤3 如确定清空表信息，在弹窗中单击“是”。

----结束

17.3.1.6 删除表

须知

删除表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

步骤2 在列表右侧操作栏选择“更多”>“删除”。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17 分布式数据库中间件 DDM 数据库管理（开发工
具）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47



图 17-12 删除表

步骤3 在确认删除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删除数据表。

----结束

17.4 帐号管理

17.4.1 用户管理

操作场景

当同一数据库实例或同一数据库需要不同权限的用户访问时，可创建多个用户，但创
建的用户权限不能超出该帐号所具备的操作权限。

创建的用户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通过单击“登录”，进入本数据库管理
页面，进行数据库管理。

新建用户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图 17-13 用户管理列表页

步骤2 单击“新建用户”，进入用户信息编辑页面，填写相应的用户信息，如基本信息、基
础权限、扩展权限、逻辑库（可选），并选择读策略类型。

步骤3 确认无误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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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4 新建用户

表 17-4 基础权限

权限名 说明

CREATE 对于指定对象创建数据库的权限。

DROP 对于指定对象删除数据库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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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名 说明

ALTER 对于指定对象修改数据库的权限。

INDEX 对于指定对象查询索引的权限。

INSERT 对于指定对象插入数据的权限。

DELETE 对于指定对象删除数据的权限。

UPDATE 对于指定对象更新数据的权限。

SELECT 对于指定对象查询数据的权限。

 

----结束

编辑用户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步骤2 在用户管理列表中，选择指定的用户名操作栏中的“编辑”，进行用户信息编辑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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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5 编辑用户信息

步骤3 在用户信息编辑页面，填选用户基本信息，设置基础权限、扩展权限等信息，单击
“保存”。

----结束

删除用户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帐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步骤2 在用户管理列表中，选择指定的用户名操作栏中的“删除”，在确认删除用户信息弹
出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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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6 确认删除用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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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aussDB(for Cassandra)数据库管理

（开发工具）

18.1 概述

18.1.1 功能面介绍

登录数据管理服务功能页面

步骤1 已获取权限并登录到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单击“登录”进入数据管理页面。

更多登录信息，详见登录数据库（DAS入口）。

----结束

功能面栏目介绍

通过对数据管理页面介绍，让您更直观、快捷地了解数据管理服务。

图 18-1 功能界面示意图

表 18-1 功能界面说明

功能名称 说明

顶部菜单栏 SQL操作、Keyspace管理、帐号管理等功能模块的主要入
口。

帐户信息及退出登录 显示当前帐户信息及退出该数据库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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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说明

实例信息 显示当前Keyspace信息，如引擎标志、实例名称、版本类
型等信息。

keyspace列表 显示当前实例所创建的keyspace列表信息，分为用户
keyspace、系统keyspace2大类型。

支持通过Keyspace名称快速查找目标Keyspace。

 

18.1.2 Keyspace 管理

keyspace 管理功能面介绍

进入keyspace管理页面有2种方式：

● 您可从首页keyspace列表操作栏中，单击“Keyspace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 您也可从顶部导航菜单栏，单击“Keyspace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图 18-2 Keyspace 管理功能面

表 18-2 功能面编号说明

编号 说明

1 显示当前页面所打开的Keyspace名称，可在当前实例内切换Keyspace。

2 显示当前实例IP、端口信息。

3 单击SQL窗口，可快速打开当前keyspace的SQL窗口操作页面。

4 将对对象列表数据信息定期采集，并保存到DAS的数据库中。

优势：

● 减少对用户keyspace的查询次数，降低对用户keyspace的性能影响；

● 针对含有大量表的实例，可提升模块搜索性能，并支持翻页查询 。
仅集采结构元数据，不包含用户表里的实际数据。

5 Keyspace管理主要分为对象列表、元数据采集2大功能模块。

6 各功能模块操作窗口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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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列表

说明

实例表过多，系统不会发起元数据采集，不加载表列表，避免对数据库性能产生影响。

目前，支持实例表、视图、用户定义类型进行管理，主要包含对象的打开、查看操
作。

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表管理。

元数据采集

DAS将对实例的元数据信息由实时查库，升级为后台任务的定期采集，并保存到DAS
的数据库中。仅集采结构元数据，不包含用户表里的实际数据，请您放心开启元数据
采集功能。

● 减少对用户keyspace的查询次数，降低对用户库的性能影响；

● 针对含有大量表的实例，可提升模块搜索性能，并支持翻页查询 。

说明

为了不影响实例性能，当实例QPS大于10000或者TPS大于1000时不进行采集。

步骤1 在keyspace管理页面，打开右上方的元数据采集开关，单击“元数据采集”页签，打
开元数据采集窗口。

步骤2 在元数据采集窗口单击“立即采集”，触发采集动作，您可在右侧操作栏中止采集或
查看采集详情信息。

● 清空采集数据：清空采集的元数据、keyspace结构、表结构等结构数据。

● 删除日志：日志删除后将不能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18.1.3 新建 Keyspace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开发工具首页，单击页面新建Keyspace。

步骤2 在新建Keyspace弹窗中，填写新建Keyspace名，设置Replication Factor数量，选择是
否开启Durable Writes。

步骤3 Keyspace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即可。

----结束

18.1.4 SQL 查询

操作步骤

步骤1 首页keyspace列表操作栏，在表列表操作栏单击“SQL查询”，打开SQL窗口。

说明

在页面右上侧有“SQL保存到执行记录”，建议您打开，以保存 近执行的SQL到服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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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SQL操作主要针对keyspace中的表与视图，您可在SQL窗口左侧导航栏，选择
keyspace、表或视图。

图 18-3 SQL 操作

● 执行SQL：用于执行SQL语句。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
的执行逻辑和语义。

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
句中的某一条进行格式化。

● 我的SQL：DAS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 SQL提示：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库名、表名、字段
名称。

● 覆盖/追加模式：

– 追加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之前结果集将会保留，创建新标签页显示新结
果集。

– 覆盖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会清空之前结果集，并显示SQL新结果集。

● 全屏显示：当输入的SQL语句较多时吗，可以打开全屏开关，方便用户查看。

步骤3 SQL执行后，您可在页面下方的“SQL执行记录”、“消息”、“结果集”栏，查看该
SQL运行情况。

----结束

18.2 表管理

18.2.1 打开表

前提条件

● 当前Keyspace已有建好的表。

说明

您可在SQL窗口中创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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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Keyspace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并在
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打开表”。

步骤2 在表详情页面，双击单元格可编辑数据，新增或编辑后鼠标跳出编辑状态，然后提交
编辑保存修改信息。

表 18-3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新增 您可通过新增来添加列表行数。

提交编辑 对编辑的内容进行提交后，在SQL预览弹出框中单击“确
定”后保存所编辑的信息。

删除行 您可删除所选的行数据信息。

 

----结束

18.2.2 查看表详情

前提条件

● 当前Keyspace已有建好的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您可在顶部导航栏选择“Keyspace管理”。

步骤2 在Keyspace管理页面对象列表页签中选择“表”，在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
表详情”。

步骤3 在查看表详情弹出框中，您可方便直观查看表基本信息及DDL内容。

----结束

18.3 视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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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 打开视图

前提条件
● 当前Keyspace已有建好的视图。

说明

您可在SQL窗口中创建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Keyspace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视图”，并
在视图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打开视图”。

步骤2 在视图详情页面，您可以获取视图详细信息，但不支持编辑。

表 18-4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结束

18.3.2 查看视图详情

前提条件
● 当前Keyspace已有建好的视图。

说明

您可在SQL窗口中创建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Keyspace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视图”，您
可根据视图名称进行过滤筛选出目标视图。

步骤2 在视图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视图详情”。

步骤3 在查看视图详情弹窗中获取当前视图详细信息，查看完成后单击弹窗中“关闭”。

----结束

18.4 用户定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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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 查看用户类型详情

前提条件

● 当前Keyspace已有建好的用户定义类型。

说明

当基本类型不满足您的使用需求，或者是为方便使用，您可在SQL窗口中创建用户定义类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Keyspace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用户定义类
型”，您可根据类型名称进行过滤筛选出目标用户类型。

步骤2 在“用户定义类型”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用户类型详情”。

步骤3 在查看用户类型详情弹窗中获取当前视图详细信息，查看完成，单击弹窗中“关
闭”。

----结束

18.5 导入导出

18.5.1 导入

操作说明

当需要进行数据备份或迁移时，您可将数据导入目标数据表，目标CSV表数据类型须与
待导入表数据类型保持一致，SQL文件同理。

约束限制

● 允许导入1G以内的文件。

● 暂不支持BLOB类型字段的导入。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入·导出”>“导入”。

步骤2 DAS支持从本地选取文件导入，同时也支持从OBS桶中直接选择文件进行导入操作。

● 从本地导入文件

在导入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任务”，在弹出框选择导入类型，选择文件来源为
“上传文件”、附件存放位置等信息并上传文件，选择Keyspace，设置字符集类型，
按需勾选选项设置及填写备注等需要设置的任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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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出于数据隐私性保护目的，DAS需要您提供一个您自己的OBS存储，用来接收您上传的附件
信息，然后DAS会自动连接到该OBS文件，进行内存式读取，整个过程您的数据内容不会落
盘在DAS的任何存储介质上。

● 导入完成后若勾选删除上传的文件选项，则该文件导入目标数据库成功后，将从OBS桶中自
动删除。

● 从OBS桶中导入文件

在导入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任务”，在弹出框设置导入类型，选择文件来源
为“从OBS中选择”，在OBS文件浏览器弹窗中选择待导入文件，选择
Keyspace，设置字符集类型，按需勾选选项设置及填写备注等需要设置的任务信
息。

说明

从OBS桶中直接选择文件导入，导入目标数据库成功后，OBS桶不会删除该文件。

步骤3 设置完任务信息后，单击“创建导入任务”。由于导入任务可能会覆盖您原有的数
据，需再次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继续。

步骤4 您可在导入任务列表中查看导入进度等信息，在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您可在任
务详情弹出框中，了解本次导入任务成功、失败等执行情况及耗时。

----结束

18.5.2 导出

操作场景

由于数据查询只限于服务少量数据的实时查询，数据量大时，需要分页查看，此时，
您可通过数据导出功能，快捷获得一次查询的所有数据信息。或者当进行数据备份或
迁移时，您亦可通过数据导出功能，获取完整的数据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入·导出”>“导出”。

步骤2 在导出页面，单击左上角“新建任务”，您可根据需要选择“导出Keyspace”或“导
出CQL结果集”。下文以导出Keyspace为例，导出CQL结果集同理。

您也可通过单击“快速导出”，创建快速导出任务导出指定数据信息，选择存储位
置，并单击“确定”。

步骤3 在新建Keyspace导出任务弹出页面，您可按需选填“基本信息”及“高级选项”，并
在弹窗右侧选择需要导出的表。

步骤4 设置完导出任务信息，单击弹出页面下部“确定”，创建导出任务。

步骤5 在导出任务列表页面，您可查看任务ID、任务类型、任务状态、进度等信息。

步骤6 您可在列表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在任务详情弹出页面，查看本次导出任务执
行的详情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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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SQL 操作

18.6.1 SQL 查询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2 SQL操作主要针对keyspace中的表与视图，您可在SQL窗口左侧导航栏，选择
Keyspace、表或视图。

图 18-4 SQL 操作

● 执行SQL：用于执行SQL语句。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
的执行逻辑和语义。

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
句中的某一条进行格式化。

● 执行计划：用于反馈SQL的执行情况，便于排查问题，优化与提升SQL处理性能。

● 我的SQL：DAS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 SQL提示：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库名、表名、字段
名称。

● 覆盖/追加模式：

– 追加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之前结果集将会保留，创建新标签页显示新结
果集。

– 覆盖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会清空之前结果集，并显示SQL新结果集。

● 全屏显示：当输入的SQL语句较多时吗，可以打开全屏开关，方便用户查看。

步骤3 SQL执行后，您可在页面下方的“SQL执行记录”、“消息”、“结果集”栏，查看该
SQL运行情况。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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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 SQL 执行记录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执行记录”，打开历史执行记录列表。

步骤2 在SQL执行记录页面，您可通过日期范围、keyspace名称、SQL语句关键字进行搜索，
快速查找目标SQL执行记录信息。

图 18-5 SQL 执行记录

● 单击列表中keyspace名称，您可直接进入该keyspace管理页面。

● 单击“SQL语句”，您可在SQL语句弹出框中复制使用SQL。

● 单击“在SQL执行窗口打开”，您可在SQL窗口中直接使用该语句。

说明

开启SQL执行记录后，SQL执行记录信息会保存到DAS服务的管理主机。

----结束

18.7 其他

18.7.1 角色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中选择“帐号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管理列表页面。

步骤2 在角色管理列表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新建角色”，进入新建角色页面。

步骤3 一个角色的设置通常包括基本信息、数据权限、角色权限3方面内容。

在基本信息页签下，输入角色名称（必填），设置密码、确认密码，您可以直接在原
有的角色成员中勾选角色名称，将已有角色赋予到当前角色。如不再为该角色设置数
据权限、角色权限，可直接单击页面下部“保存”，并在SQL预览弹窗中单击“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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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 新建角色

说明

当角色未设置密码或未选中“可以登录”选项时（如角色role_03），则不能用于登录数据库；
不能登录的角色（如角色role_03）可以赋给其他角色（如角色test_02），其他角色（如角色
test_02）即拥有该角色（如角色role_03）具有的权限。

步骤4 （可选）在新建角色页面选择数据权限页签，单击“添加”，在权限选择弹窗中，按
需选择资源类型、Keyspace名及权限，设置信息无误后，单击弹窗底部“确定”。添
加完数据资源后，如不再设置其他选项，可单击页面下部的“保存”，并在SQL预览
弹窗中单击“确定”。

步骤5 （可选）在新建角色页面选择角色权限页签，单击“添加”，在权限选择弹窗中，按
需选择资源类型、角色名及权限，设置信息无误后，单击弹窗底部“确定”。添加完
数据资源后，如不再设置其他选项，可单击页面下部的“保存”，并在SQL预览弹窗
中单击“确定”。

步骤6 您可在角色管理列表页面，对已有角色进行编辑，其中，编辑操作可参考3~5。您也可
删除已有角色，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说明

admin、monitor、backupuser、rwuser为系统角色，系统角色不支持修改及删除操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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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GaussDB 数据库管理（开发工具）

19.1 首页

19.1.1 概述

登录数据管理服务功能页面

步骤1 已获取权限并登录到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单击“登录”进入数据管理页面。

更多登录信息，详见登录数据库（DAS入口）。

----结束

首页栏目介绍

图 19-1 GaussDB 管理首页

表 19-1 功能界面说明

功能名称 说明

顶部菜单栏 ● SQL操作

● 库管理

● 导入·导出

● 帐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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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说明

帐户信息及退出登录 显示当前帐户信息及退出该数据库登录。

实例信息 显示当前数据库信息，如引擎标志、实例名称、版本
类型等信息。

数据库列表 显示当前实例所创建的数据库列表信息，分为用户
库、系统库2大类型。

支持通过数据库名称快速查找功能。

支持新建数据库功能。

 

19.1.2 新建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首页数据库列表栏单击“新建数据库”。

图 19-2 数据库列表页

步骤2 在弹窗中填写数据库名称、字符集、Template等信息。

图 19-3 新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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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可以使用如下SQL语句查询系统表pg_collation，来获取字符集支持的Collation和Ctype信息。

select pg_encoding_to_char(collencoding) as encoding,collname,collcollate,collctype from
pg_collation ;

步骤3 填写数据库信息完成，单击“确定”。您可在数据库列表中查看新建的数据库。

----结束

19.1.3 删除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库列表操作栏单击“删除库”。

图 19-4 删除数据库

步骤2 在删除数据库确认弹窗中，单击“是”，即可删除该数据库。

图 19-5 删除数据库确认窗口

----结束

19.1.4 新建 Schema
在GaussDB数据库管理控制台新建数据库后，用户无法在系统自带的Schema中进行操
作。需要新建Schema，在新建的schema下进行SQL相关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管理服务列表页单击“登录”，进入GaussDB数据库管理页面。

步骤2 在“首页”数据库列表页面选择需要操作的数据库名称，单击进入“库管理”页面。

图 19-6 数据库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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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7 库管理页面

步骤3 单击“新建Schema”，在弹窗中输入Schema名称。

图 19-8 新建 Schema

步骤4 填写完成后，单击“确定”。您可以在Schema列表中查看新建的Schema信息。

----结束

19.1.5 打开 Schema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管理服务列表页单击“登录”，进入GaussDB数据库管理页面。

步骤2 在“首页”数据库列表页面选择需要操作的数据库名称，单击进入“库管理”页面。

图 19-9 数据库列表页面

图 19-10 库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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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选择“Schema列表”页签，在Schema列表的操作栏中单击“打开Schema”，进入对
象列表页签。

图 19-11 对象列表页面

步骤4 （可选）您也可以在Schema列表页面单击对应的Schema名称进入对象列表页签。

----结束

19.1.6 删除 Schema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管理服务列表页单击“登录”，进入GaussDB数据库管理页面。

步骤2 在“首页”数据库列表页面选择需要操作的数据库名称，单击进入“库管理”页面。

图 19-12 数据库列表页面

图 19-13 库管理页面

步骤3 选择“Schema列表”页签，在Schema列表的操作栏中单击“删除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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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4 删除 Schema

----结束

19.2 SQL 操作

19.2.1 SQL 查询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数据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开发工具”，进入开发工具页面。

步骤3 选择目标实例，单击“登录”按钮进入数据管理页面。

步骤4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5 检查是否存在除系统Schema下的其他Schema。

步骤6 若不存在，请参考新建Schema，新建Schema。然后再进行SQL操作。

说明

新建数据库后，用户需要新建Schema后，才能进行SQL相关操作。

步骤7 SQL操作主要针对数据库中的表与视图，您可在SQL窗口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库表或
者视图。

图 19-15 SQL 窗口

● 执行SQL：用于执行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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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计划：用于反馈SQL的执行情况，便于排查问题，优化与提升SQL处理性能。

● 我的SQL：DAS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
的执行逻辑和语义。

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
句中的某一条进行格式化。

● SQL提示：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库名、表名、字段
名称。

● 覆盖/追加模式：

– 追加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之前结果集将会保留，创建新标签页显示新结
果集。

– 覆盖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会清空之前结果集，并显示SQL新结果集。

● 全屏显示：当输入的SQL语句较多时吗，可以打开全屏开关，方便用户查看。

图 19-16 格式化前

图 19-17 格式化后

步骤8 SQL执行后，您可在页面下方的“SQL执行记录”、“消息”、“结果集”栏，查看该
SQL运行情况。

----结束

19.2.2 执行 SQL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在左侧结构树选
择数据库和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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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SQL窗口输入需要执行的SQL语句，单击“执行SQL”进行SQL查询或者更新。

● 建议打开SQL提示开关，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
库名、表名、字段名称等信息。

●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同时执行多条SQL语句，SQL语句需要用英文分号（;）隔开。
此时建议打开全屏模式开关，帮助用户清晰查看SQL语句的逻辑层次。

– 如果只执行部分SQL语句，则选中要执行的SQL语句。

– 如果全部执行，则不选中或者选中所有的SQL语句。

图 19-18 执行 SQL

步骤3 执行SQL后，在窗口下方可查看历史SQL执行记录及当前执行信息。单击“消息”页
签，可获取SQL语句的执行情况和执行影响范围，数据的进度及耗时信息。

图 19-19 查看消息

步骤4 在“结果集”页签下，您可以查看SQL语句的执行结果详情。并对结果集进行以下编
辑操作。

● 复制行、复制列：复制某一行或列进行重复使用。

● 列设置：当查询的结果中列字段较多时可以自定义显示，方便使用。

● 刷新：刷新已变更的数据信息。

● 单行详情：显示选中行的列字段名称、类型和单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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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0 查看结果集

----结束

19.2.3 执行计划

操作场景

分析当前输入的SQL语句的执行路径效率。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在左侧结构树选择数据库和
Schema。

步骤2 在SQL窗口输入需要执行的SQL语句，单击“执行计划”，排查SQL问题和优化SQL性
能。

图 19-21 执行计划

● 在“SQL执行记录”页签中，查看窗口下历史执行信息。

● 在“消息”页签中，查看拆分SQL完成、执行完成及耗时等信息。

● 在“执行计划”页签中查看反馈执行语句情况，不同的页签来展示每一条SQL的
执行计划详情。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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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我的 SQL

操作场景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2 在当前打开的SQL窗口页面，选择“我的SQL”。

图 19-22 我的 SQL

● 新增我的SQL：支持增加常用的SQL，在弹出框中编辑标题及输入SQL语句，单击
“保存”即可新增SQL。

图 19-23 新增我的 SQL

● 管理我的SQL：支持对常用的SQL进行管理，包括添加、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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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4 管理我的 SQL

----结束

19.2.5 SQL 执行记录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执行记录”，打开历史执行记录列表。

步骤2 在SQL执行记录页面，您可通过日期范围、数据库名称、SQL语句关键字进行搜索，快
速查找目标SQL执行记录信息。

图 19-25 SQL 执行记录

● 单击列表中数据库名称，您可直接进入该数据库管理页面。

● 单击“SQL语句”，您可在SQL语句弹出框中复制使用SQL。

● 单击“在SQL执行窗口打开”，您可在SQL窗口中直接使用该语句。

说明

开启SQL执行记录后，SQL执行记录信息会保存到DAS服务的管理主机。

----结束

19.3 库管理

库管理功能面介绍

图 19-26 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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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2 功能面说明

功能名
称

说明

库信息 显示当前库名称、IP地址、字符集和可跳转的SQL窗口。

Schema
列表

通过不同的Schema，在同一数据库下设置不同的模式管理数据。

对象列
表

包括表、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和序列五部分。

元数据
采集

允许DAS仅自动采集实例中的库名、表名、字段名等结构定义数据（不包
含您的表里的实际数据）。

说明

● 实例表过多时，系统不会发起元数据采集，也不加载表列表，避免对数据库性
能产生影响。

● 为了不影响实例性能，当实例QPS大于10000或者TPS大于1000时不进行采集。

列表详
情

各对象的实际操作区域。

 

说明

进入库管理页面有2种方式：

● 您可从顶部导航菜单栏，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 您也可从首页数据库列表操作栏中，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对象列表

GaussDB数据库主要对表、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和序列等对象进行管理。本数据
库不提供可视化的窗口创建对象，若您想新建对象，请直接在SQL窗口中创建。

● 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表管理。

● 视图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视图管理。

● 存储过程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存储过程管理。

● 触发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触发器管理。

● 序列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序列。

19.3.1 表管理
GaussDB数据库管理服务暂不支持图形化创建数据表，请参考SQL查询，在SQL窗口中
输入建表语句进行创建。

19.3.1.1 打开表

操作场景

GaussDB数据库管理中的表格没有主键，不能进行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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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并在表列表
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打开表”。

图 19-27 打开表

步骤2 在表详情页面，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显示的行数，您也可以对行和列进行复制重用

图 19-28 表详情页面

表 19-3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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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9 where 条件查询

----结束

19.3.1.2 查看表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您可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

步骤2 在库管理页面对象列表页签中选择“表”，在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表详
情”。

图 19-30 查看表详情

步骤3 在查看表详情弹出框中，查看表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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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1 查看表详情

----结束

19.3.2 视图管理
GaussDB数据库管理服务暂不支持图形化创建视图，请参考SQL查询，在SQL窗口中输
入建表语句进行创建。

19.3.2.1 打开视图

操作场景

GaussDB数据库管理中的视图没有主键，不能进行编辑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打开视图”。

图 19-32 打开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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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视图详情页面，您可进行查看或者通过Where条件查询获取视图信息。

图 19-33 获取视图信息

表 19-4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结束

19.3.2.2 查看视图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您可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

步骤2 在库管理页面对象列表页签中选择“视图”，在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视图
详情”。

图 19-34 查看视图

步骤3 在查看视图详情弹出框中，您可方便直观查看视图建立的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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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5 查看视图详情

----结束

19.3.3 存储过程管理

19.3.3.1 新建存储过程

操作场景

存储过程对完成特定功能的SQL语句集或者处理复杂的业务均较为实用，您可通过存
储过程快速完成循环插入对象等操作。

前提条件

● 具有CREATE ROUTINE权限的用户可创建存储过程。

● 具有Execute权限的用户可执行存储过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单击“新建存
储过程”。

图 19-36 存储过程列表页面

步骤2 在新建存储过程弹出框中填写存储过程名称、类型，单击“确定”，进入新建存储过
程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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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7 新建存储过程

步骤3 在存储过程设置页面中根据业务需求输入存储过程信息，单击“保存”。

----结束

19.3.3.2 修改或执行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在右侧操作栏
单击“修改或执行”。

图 19-38 存储过程列表页

步骤2 在修改存储过程编辑页面编辑信息，你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重新输入SQL语句，单击
“保存”修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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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9 修改或执行页面

步骤3 您也可以单击“执行”，设置存储过程的入口参数值。

步骤4 确认无误后，单击“开始执行”。

图 19-40 设置存储过程的入口参数值

步骤5 等待SQL语句执行完成后，在页面下部消息栏中查看执行情况。

----结束

19.3.3.3 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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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1 查看存储过程

步骤2 在右侧操作栏单击“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图 19-42 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结束

19.3.3.4 删除存储过程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在右侧操作栏
单击“删除存储过程”。

图 19-43 删除存储过程

步骤2 在确认删除存储过程弹出框中，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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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4 删除确认界面

----结束

19.3.4 触发器管理
GaussDB数据库管理服务暂不支持图形化创建触发器，请参考SQL查询，在SQL窗口中
输入建表语句进行创建。

19.3.4.1 查看触发器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触发器”。

步骤2 您可以单击页面操作栏的“查看触发器详情”查看创建触发器的SQL语句。

----结束

19.3.5 序列
GaussDB数据库管理服务暂不支持图形化创建序列，请参考SQL查询，在SQL窗口中输
入建表语句进行创建。

19.3.5.1 查看 sequence 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序列”。

图 19-45 查看 sequence

步骤2 在右侧操作栏单击“查看sequence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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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6 查看 sequence 详情

----结束

19.4 导入导出

19.4.1 导入

操作说明

当需要进行数据备份或迁移时，您可将数据导入目标数据表，目标CSV表数据类型须与
待导入表数据类型保持一致，SQL文件同理。

约束限制
● 导入单文件大小 大可达1G。

● 暂不支持BINARY、VARBINARY、TINYBLOB、BLOB、MEDIUMBLOB、
LONGBLOB等二进制类型字段的导入。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入·导出”>“导入”。

步骤2 DAS支持从本地选取文件导入，同时也支持从OBS桶中直接选择文件进行导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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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7 新建导入任务

● 从本地导入文件

在导入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任务”，在弹出框选择导入类型，选择文件来源为
“上传文件”、附件存放位置等信息并上传文件，选择导入数据库，设置字符集类
型，按需勾选选项设置及填写备注信息。

为了保障数据安全，DAS中文件保存在OBS桶中。

说明

● 出于数据隐私性保护目的，DAS需要您提供一个您自己的OBS存储，用来接收您上传的附件
信息，然后DAS会自动连接到该OBS文件，进行内存式读取，整个过程您的数据内容不会落
盘在DAS的任何存储介质上。

● 导入完成后若勾选删除上传的文件选项，则该文件导入目标数据库成功后，将从OBS桶中自
动删除。

● 从OBS桶中导入文件

在导入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任务”，在弹出框设置导入类型，选择文件来源
为“从OBS中选择”，在OBS文件浏览器弹窗中选择待导入文件，选择导入数据
库，设置字符集类型，按需勾选选项设置及填写备注信息。

说明

从OBS桶中直接选择文件导入，导入目标数据库成功后，OBS桶不会删除该文件。

步骤3 导入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创建导入任务”即可。由于导入任务可能会覆盖您原有
的数据，需再次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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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您可在导入任务列表中查看导入进度等信息，在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您可在任
务详情弹出框中，了解本次导入任务成功、失败等执行情况及耗时。

----结束

19.4.2 导出

操作场景

由于数据查询只限于服务少量数据的实时查询，数据量大时，需要分页查看，此时，
您可通过数据导出功能，快捷获得一次查询的所有数据信息。或者当进行数据备份或
迁移时，您亦可通过数据导出功能，获取完整的数据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导入·导出”>“导出”。

步骤2 在导出页面，单击左上角“新建任务”，您可根据需要选择“导出数据库”或“导出
SQL结果集”。下文以导出数据库为例，导出SQL集同理。

您也可通过单击“快速导出”，选择目标数据库，在创建快速导出任务弹窗中选择存
储位置，并单击“确定”。

图 19-48 快速导出

步骤3 在导出数据库弹出页面，您可按需选填“基本信息”及“高级选项”，并在页面右侧
选择需要导出的表。

图 19-49 创建数据库导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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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SQL结果集导出任务中，执行SQL的 大限制是5M。

图 19-50 导出结果集

● 数据库分用户库和系统库，系统库不支持导出功能。如需导出，您需把创建用户数据库，业
务部署到用户库，然后再执行导出操作。

● DAS在执行导出操作时，会连接到您的备库进行导出，可以有效规避导出时对主库的性能影
响，但当备库复制延迟较大时，会存在“导出的数据不是 新数据“的可能性。

步骤4 设置完导出任务信息，单击弹出页面下部“确定”，创建导出任务。

步骤5 在导出任务列表页面，您可查看任务ID、任务类型、任务状态、进度等信息。

步骤6 您可在列表操作栏，单击“查看详情”，在任务详情弹出页面，查看本次导出任务执
行的详情信息。

图 19-51 任务列表

----结束

19.5 帐号管理

19.5.1 角色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中选择“帐号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管理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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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角色管理列表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新建角色”，进入新建角色页面。

步骤3 在“常规”页签下，输入角色名（必填），设置密码、确认密码等信息。确认无误
后，单击页面下部“保存”，并再次在SQL预览弹窗中单击“确定”进行二次确认，
即可创建成功。

图 19-52 新建角色

步骤4 （可选）在新建角色页面选择“所属角色组”页签，选择“授予”和“具有授予权
限”复选框，单击页面下部“保存”，并再次在SQL预览弹窗中单击“确定”进行二
次确认。

步骤5 （可选）在新建角色页面选择“权限”页签，单击“添加”，在权限选择弹窗中，按
需选择资源类型、数据库、Schema等信息，设置信息无误后，单击页面下部的“保
存”，并在SQL预览弹窗中单击“确定”。

步骤6 您可在角色管理列表页面，对已有角色进行编辑，其中，编辑操作可参考3~5。您也可
删除已有角色，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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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GaussDB(DWS)数据仓库管理（开发工

具）

20.1 概述

20.1.1 功能面介绍

登录数据管理服务功能页面

步骤1 已获取权限并登录到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开发工具数据库登录列表页面，单击“登录”进入数据管理页面。

更多登录信息，详见登录数据库（DAS入口）。

----结束

功能面栏目介绍

通过对数据管理页面介绍，让您更直观、快捷地了解数据管理服务。

图 20-1 GaussDB(DWS)管理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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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 功能界面说明

功能名称 说明

顶部菜单栏 SQL操作、库管理功能模块的主要入口。

帐户信息及退出登录 显示当前帐户信息及退出该数据库登录。

实例信息 显示当前数据库信息，如引擎标志、实例名称、版本类型
等信息。

数据库列表 显示当前实例所创建的数据库列表信息，分为用户库、系
统库2大类型。

支持通过数据库名称快速查找功能。

支持新建数据库功能。

支持删除数据库功能。

 

20.1.2 新建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首页数据库列表栏单击“新建数据库”。

图 20-2 新建数据库

步骤2 在弹窗中填写数据库名称、字符集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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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3 新建数据库

说明

可以使用如下SQL语句查询系统表pg_collation，来获取字符集支持的Collation和Ctype信息。

select pg_encoding_to_char(collencoding) as encoding,collname,collcollate,collctype from
pg_collation ;

步骤3 填写数据库信息完成，单击“确定”。您可在数据库列表中查看新建的数据库。

----结束

20.1.3 删除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库列表操作栏单击“删除库”。

图 20-4 删除数据库

步骤2 在删除数据库确认弹窗中，单击“是”，即可删除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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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5 删除数据库确认窗口

----结束

20.2 SQL 操作

20.2.1 SQL 查询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2 SQL操作主要针对数据库中的表与视图，您可在SQL窗口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库表或
者视图。

图 20-6 SQL 窗口

● 执行SQL：用于执行SQL语句。

● 执行计划：用于反馈SQL的执行情况，便于排查问题，优化与提升SQL处理性能。

● 我的SQL：DAS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
的执行逻辑和语义。

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
句中的某一条进行格式化。

● SQL提示：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库名、表名、字段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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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追加模式：

– 追加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之前结果集将会保留，创建新标签页显示新结
果集。

– 覆盖模式：每次执行SQL时，会清空之前结果集，并显示SQL新结果集。

● 全屏显示：当输入的SQL语句较多时吗，可以打开全屏开关，方便用户查看。

图 20-7 格式化前

图 20-8 格式化后

步骤3 SQL执行后，您可在页面下方的“SQL执行记录”、“消息”、“结果集”栏，查看该
SQL运行情况。

----结束

20.2.2 执行 SQL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在左侧结构树选
择数据库和Schema。

步骤2 在SQL窗口输入需要执行的SQL语句，单击“执行SQL”进行SQL查询或者更新。

● 建议打开SQL提示开关，用户在SQL窗口输入语句时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输入用户的
库名、表名、字段名称等信息。

●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同时执行多条SQL语句，SQL语句需要用英文分号（;）隔开。
此时建议打开全屏模式开关，帮助用户清晰查看SQL语句的逻辑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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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执行部分SQL语句，则选中要执行的SQL语句。

– 如果全部执行，则不选中或者选中所有的SQL语句。

图 20-9 执行 SQL

步骤3 执行SQL后，在窗口下方可查看历史SQL执行记录及当前执行信息。单击“消息”页
签，可获取SQL语句的执行情况和执行影响范围，数据的进度及耗时信息。

图 20-10 查看消息

步骤4 在“结果集”页签下，您可以查看SQL语句的执行结果详情。并对结果集进行以下编
辑操作。

● 复制行、复制列：复制某一行或列进行重复使用。

● 列设置：当查询的结果中列字段较多时可以自定义显示，方便使用。

● 刷新：刷新已变更的数据信息。

● 单行详情：显示选中行的列字段名称、类型和单行数据。

----结束

说明

SQL中表名、字段名含特殊字符时，请用英文双引号标注。如 SELECT * FROM
"case_insenSITIVE_tb1!~@#$^%&*)(_+ASDHBHYZXfadsdjalskjfdlajlcakl";

20.2.3 执行计划

操作场景

分析当前输入的SQL语句的执行路径效率。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20 GaussDB(DWS)数据仓库管理（开发工具）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95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在左侧结构树选择数据库和
Schema。

步骤2 在SQL窗口输入需要执行的SQL语句，单击“执行计划”，排查SQL问题和优化SQL性
能。

图 20-11 执行计划

● 在“SQL执行记录”页签中，查看窗口下历史执行信息。

● 在“消息”页签中，查看拆分SQL完成、执行完成及耗时等信息。

● 在“执行计划”页签中查看反馈执行语句情况，不同的页签来展示每一条SQL的
执行计划详情。

----结束

20.2.4 我的 SQL

操作场景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用户添加常用的SQL，以及查看和管理SQL语句。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查询”，打开一个SQL窗口。

步骤2 在当前打开的SQL窗口页面，选择“我的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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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2 我的 SQL

● 新增我的SQL：支持增加常用的SQL，在弹出框中编辑标题及输入SQL语句，单击
“保存”即可新增SQL。

图 20-13 新增我的 SQL

● 管理我的SQL：支持对常用的SQL进行管理，包括添加、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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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4 管理我的 SQL

----结束

20.2.5 SQL 执行记录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SQL操作”>“SQL执行记录”，打开历史执行记录列表。

步骤2 在SQL执行记录页面，您可通过日期范围、数据库名称、SQL语句关键字进行搜索，快
速查找目标SQL执行记录信息。

图 20-15 SQL 执行记录

● 单击列表中数据库名称，您可直接进入该数据库管理页面。

● 单击“SQL语句”，您可在SQL语句弹出框中复制使用SQL。

● 单击“在SQL执行窗口打开”，您可在SQL窗口中直接使用该语句。

说明

开启SQL执行记录后，SQL执行记录信息会保存到DAS服务的管理主机，含密码、加解密等相关
敏感语句不做记录。

----结束

20.3 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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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 功能面介绍

库管理功能面介绍

图 20-16 库管理功能面介绍

表 20-2 功能面编号说明

功能名
称

说明

库信息 显示当前库名称、IP地址、字符集和可跳转的SQL窗口。

Schema
列表

通过不同的Schema，在同一数据库下设置不同的模式管理数据。

对象列
表

包括表、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和序列五部分。

元数据
采集

允许DAS仅自动采集实例中的库名、表名、字段名等结构定义数据（不包
含您的表里的实际数据）。

说明

● 实例表过多时，系统不会发起元数据采集，也不加载表列表，避免对数据库性
能产生影响。

● 实例表较多时，采集速度会比较慢，但不会影响其他功能。

● 为了不影响实例性能，当实例QPS大于10000或者TPS大于1000时不进行采集。

列表详
情

各对象的实际操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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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进入库管理页面有2种方式：

● 您可从顶部导航菜单栏，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 您也可从首页数据库列表操作栏中，单击“库管理”进入管理页面。

对象列表

GaussDB(DWS)数据仓库主要对表、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和序列等对象进行管
理。本数据仓库不提供可视化的窗口创建对象，若您想新建对象，请直接在SQL窗口
中创建。

● 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表管理。

● 视图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视图管理。

● 存储过程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存储过程管理。

● 触发器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触发器管理。

● 序列管理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考序列。

20.3.2 表管理

20.3.2.1 打开表

操作场景

本节内容如何在DAS上打开和查看GaussDB(DWS)数据库里的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左侧菜单栏选择“表”，并在表列表
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打开表”。

图 20-17 打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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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表详情页面，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显示的行数，您也可以对行和列进行复制重用。

图 20-18 表详情页面

表 20-3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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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9 where 条件查询

----结束

20.3.2.2 查看表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您可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

步骤2 在库管理页面对象列表页签中选择“表”，在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表详
情”。

图 20-20 查看表详情

步骤3 在查看表详情弹出框中，您可方便直观查看表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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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1 查看表详情

----结束

20.3.3 视图管理

20.3.3.1 打开视图

操作场景

本节内容如何在DAS上打开和查看GaussDB(DWS)数据库里的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视图”，在右侧操作栏单击
“打开视图”。

图 20-22 打开视图

步骤2 在视图详情页面，您可进行查看或者通过Where条件查询获取视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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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3 获取视图信息

表 20-4 界面操作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Where条件 您可通过where查询，快速获取查询信息。

复制行 双击选择行，单击“复制行”，即可复制所选行数据信息。

复制列 在列下拉框中选择所需复制的列，即可复制列信息。

列设置 您可通过“列设置”筛选出需显示的列信息。

刷新 支持对表数据进行手动更新。

单行详情 显示指定数据行详细信息。

 

----结束

20.3.3.2 查看视图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您可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

步骤2 在库管理页面对象列表页签中选择“视图”，在表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查看视图
详情”。

图 20-24 查看视图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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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查看视图详情弹出框中，您可方便直观查看视图建立的SQL语句。

图 20-25 查看视图详情

----结束

20.3.4 存储过程管理

20.3.4.1 新建存储过程

操作场景

存储过程对完成特定功能的SQL语句集或者处理复杂的业务均较为实用，您可通过存
储过程快速完成循环插入对象等操作。

前提条件
● 具有CREATE ROUTINE权限的用户可创建存储过程。

● 具有Execute权限的用户可执行存储过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单击“新建存
储过程”。

图 20-26 存储过程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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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新建存储过程弹出框中填写存储过程名称、类型，单击“确定”，进入新建存储过
程编辑页面。

图 20-27 新建存储过程

步骤3 在存储过程设置页面中根据业务需求输入存储过程信息，单击“保存”。

----结束

20.3.4.2 修改或执行存储过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在右侧操作栏
单击“修改或执行”。

图 20-28 存储过程列表页

步骤2 在修改存储过程编辑页面编辑信息，你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重新输入SQL语句，单击
“保存”修改信息。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20 GaussDB(DWS)数据仓库管理（开发工具）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06



图 20-29 修改或执行页面

步骤3 您也可以单击“执行”，设置存储过程的入口参数值。

步骤4 确认无误后，单击“开始执行”。

图 20-30 设置存储过程的入口参数值

步骤5 等待SQL语句执行完成后，在页面下部消息栏中查看执行情况。

----结束

20.3.4.3 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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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31 查看存储过程

步骤2 在右侧操作栏单击“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图 20-32 查看存储过程详情

----结束

20.3.4.4 删除存储过程

须知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选择。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存储过程”，在右侧操作栏
单击“删除存储过程”。

图 20-33 删除存储过程

步骤2 在确认删除存储过程弹出框中，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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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34 删除确认界面

----结束

20.3.5 触发器管理

20.3.5.1 查看触发器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触发器”。

步骤2 您可以单击页面操作栏的“查看触发器详情”查看创建触发器的SQL语句。

----结束

20.3.6 序列

20.3.6.1 查看 sequence 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顶部导航栏选择“库管理”，在对象列表页签下选择“序列”。

图 20-35 序列

步骤2 在右侧操作栏单击“查看sequence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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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36 查看 sequence 详情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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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BA 智能运维服务

21.1 概述
数据管理服务的DBA智能运维智能运维特性可以全方位对数据库进行智能监控与诊断
优化，方便用户操作。

21.2 DBA 智能运维-MySQL 实例

21.2.1 功能面介绍

操作场景

DBA可为您提供实例性能数据分析、实时数据库性能情况分析和诊断、数据库历史运
行数据分析、慢SQL和全量SQL分析、SQL限流和诊断等数据库运维类的功能。如您想
使用自治限流功能，请参考自治限流。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控制台服务页面选择“DBA智能运维”，您可以查看数据库实例的DBA智能运维功
能总览。

图 21-1 DBA 智能运维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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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功能界面说明

序号 功能名称 说明

1 DBA智能运维 全方位对数据库进行智能监控与诊断优化。

2 实例总览 通过设置显示指标，展示数据库实例各指标的实时信
息。

3 模糊查询 通过选择数据库引擎，实例名称或IP地址，查询需要
查看的实例列表。

 

步骤2 在实例总览部分，单击“设置显示指标”，可以选择需要显示的数据库性能指标。

图 21-2 设置显示指标

表 21-2 性能指标

参数名称 说明

QPS 每秒查询数。

TPS 每秒事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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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mem_usage 实例内存使用率(占操作系统总数)。

cpu_usage 服务进程CPU使用率（200%代表使用2个CPU
Core）。

connection_total_count 总连接数。

connection_active_count 活跃连接数。

com_select_count 平均每秒select语句执行次数。

com_update_count 平均每秒update语句执行次数。

com_insert_count 平均每秒insert语句执行次数。

com_delete_count 平均每秒delete语句执行次数。

com_replace_count 平均每秒replace语句执行次数。

innodb_rows_deleted InnoDB 平均每秒删除的行数。

innodb_rows_read InnoDB 平均每秒读取的行数。

innodb_rows_inserted InnoDB 平均每秒插入的行数。

innodb_rows_updated InnoDB 平均每秒更新的行数。

bytes_received 平均每秒从所有客户端接收到的字节数。

bytes_sent 平均每秒发送给所有客户端的字节数。

innodb_data_read InnoDB 平均每秒读字节数。

innodb_data_written InnoDB 平均每秒写字节数。

innodb_buffer_pool_read_requests InnoDB 平均每秒从Buffer Pool读取页的次数
（逻辑读）。

innodb_buffer_pool_write_request
s

InnoDB 平均每秒写入Buffer Pool的次数。

innodb_buf_hit InnoDB读缓存命中率。

innodb_buf_dirty InnoDB Buffer Pool 脏页比率。

innodb_buf_usage InnoDB Buffer Pool 使用率。

created_tmp_disk_tables 执行语句时在硬盘上自动创建的临时表的数
量。

avg_disk_ms_per_read 磁盘平均每次读操作耗时。

avg_disk_ms_per_write 磁盘平均每次写操作耗时。

disk_read_throughput 磁盘每秒读字节数。

disk_write_throughput 磁盘每秒写字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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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disk_size ● disk_total_size：磁盘总空间。

● disk_used_size：磁盘已使用空间。

innodb_log_writes_requests 平均每秒写Redo Log的次数。

innodb_log_writes 平均每秒物理写Redo Log File次数。

innodb_os_log_fsyncs 平均每秒向日志文件完成的fsync()写数量。

IOPS 每秒处理I/O的请求次数。

 

步骤3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

步骤4 在实例总览模块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界面。

图 21-3 实例总览

----结束

21.2.2 性能

21.2.2.1 实时诊断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选择“性能”页签，您可以看到当前实例的性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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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性能页面

步骤5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实时诊断”，您可以看到实例当前资源使用率、实时性能和慢
SQL相关信息。

图 21-5 实时诊断

----结束

21.2.2.2 实时性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实时性能”，您可以看到服务器的运行时间、连接信息和缓存池
的状态。

步骤5 您可以单击开始（暂停）、调整时间间隔（1至10秒范围内）对性能监控进行调节。也
可以根据实际业务场景需要，在页面右上方单击“设置指标”勾选所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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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实时性能

表 21-3 实时性能指标

指标 指标说明

慢查询 [慢查询] 两个相临采集点间的差值。

QPS | TPS [QPS] 每秒执行的SQL语句次数。

[TPS] 每秒执行的事务数。

连接数 [总连接数] 已打开的连接数量。

[活跃连接数] 已打开连接中活跃的连接数量。

DML执行次数 [select] select语句每秒执行次数。

[insert] insert语句每秒执行次数。

[update] update语句每秒执行次数。

[delete] delete语句每秒执行次数。

[insert_select] 插入查询语句每秒执行次数。

InnoDB缓存 [缓存命中率] 缓存命中率。

[缓存使用率] 缓存使用率。

InnoDB访问行数 [rows_read] 从InnoDB存储引擎表读取的行数。

[rows_inserted] 从InnoDB存储引擎表写入的行数。

[rows_updated] 从InnoDB存储引擎表更新的行数。

[rows_deleted] 从InnoDB存储引擎表删除的行数。

逻辑读 | 物理读 [逻辑读] 每秒逻辑读次数。

[物理读] 每秒物理读次数。

InnoDB行锁平均锁定时间
(ms)

InnoDB行锁平均锁定时间(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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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说明

InnoDB行锁等待 [InnoDB行锁平均等待次数] InnoDB行锁平均等待次
数。

[InnoDB行锁当前等待次数] InnoDB行锁当前等待次
数。

临时表 | 文件 [临时表] 执行SQL时自动创建的临时表数量。

[临时文件] 执行SQL时自动创建的临时文件的数量。

网络流量 [总流量] 进出实例的总流量。

[流入流量] 进入实例的网络流量。

[流出流量] 流出实例的网络流量。

 

----结束

21.2.2.3 历史性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历史性能”，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各个性能指标历史动态图。

图 21-7 历史性能

步骤5 单击“选择指标”，在指标选项中选择您关注的指标对象，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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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选择指标

此时页面会显示出当前实例下您选中指标的历史性能图，您可以设置需要查看的时间
范围。也可以单击每个指标性能图右上方的“详情”，分别进行设置。

步骤6 您也可以打开“联动图表”开关，可以查看同一时刻其他指标的数据。

----结束

21.2.2.4 性能趋势对比查看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性能趋势对比查看”，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各个性能指标不同天
同一时间的历史动态趋势。

步骤5 单击“选择指标”，在指标选项中选择您关注的指标对象，单击“确定”。

步骤6 页面显示出当前实例下您选中指标的历史性能图，您可以设置需要查看的不同天同一
时间段进行查看。也可以单击每个指标性能图右上方的“详情”，分别进行设置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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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性能趋势对比查看

----结束

21.2.2.5 自定义图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自定义图表”，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监控指标查看不同的
性能趋势。

图 21-10 自定义图表

步骤5 单击“创建图表”，输入“图表名称”并选择“监控指标”，单击“确定”，查看对
应的历史性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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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 创建图表

----结束

21.2.3 会话

21.2.3.1 实时会话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会话页签下选择“实时会话”，您可以直观获取对当前实时会话按用户、访问来
源、数据库3个维度统计结果。

图 21-12 实时会话

步骤5 在会话列表中，根据实际运行状态和业务需求，选择异常进程，单击“kill会话”，结
束会话，使数据库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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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3 kill 会话

步骤6 在慢会话列表页签中，您可按需设置“慢会话阈值定义时间”，单击“刷新”或开启
“自动刷新”后，筛选出大于设置阈值的列表。单击“kill会话”，结束会话，使数据
库恢复正常。

图 21-14 慢 SQL 阈值定义时间

----结束

21.2.3.2 紧急 kill 会话

使用场景
● 紧急救助通道

– 急救通道，在实例的连接数达到上限，无法正常登录时，该功能提供了一个
特殊连接通道，可以查看和执行Kill会话的操作。

– 目前仅支持RDS MySQL数据库及GaussDB(for MySQL)，不支持ECS自建
库，不支持创建中、冻结、异常实例。

– 请务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该功能，您的Kill操作将会以日志的形式被记录下
来。

– 当您的实例能够通过DAS正常登录时，请勿在此处使用，可以登录进DAS，
通过实时会话功能执行相关操作。

– rdsadmin、rdsbackup、rdsmetric、rdsRepl等敏感用户的会话禁止Kill，请
知悉。

● 历史急救日志

您在急救通道执行过的Kill操作历史记录。

前提条件

目前只支持MySQL数据库，5.6的内核版本要>=5.6.43.3，5.7的内核版本要
>=5.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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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会话页签下选择“紧急kill会话”，会话列表默认按照会话持续时间倒叙排列会话信
息。您可按需选择待kill会话。

步骤5 单击“kill会话”，在确认“kill实例会话”弹窗中，单击“是”。

图 21-15 kill 实例会话

步骤6 单击“历史急救日志”页签，您可获取在急救通道执行过的Kill操作信息。

----结束

21.2.4 SQL

21.2.4.1 慢 SQL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SQL页签下选择“慢SQL”，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的慢SQL趋势。

步骤5 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时间段，选择“近1小时”、“近6个小时”、“近1天”，查看当
前时间段下对应的近1小时、近6小时、近一天时间段内的慢日志或CPU变化趋势和慢
日志的归档信息。

图 21-16 慢日志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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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7 慢日志归档

步骤6 打开“开启DAS收集慢日志”，阅读并同意数据安全协议后，勾选“同意数据安全协
议”，并单击“确定”，开启收集慢日志功能。

步骤7 页面下半部页签下，您可以获取慢日志统计及慢日志明细数据信息。

● 可通过数据库名称筛选出所需显示的慢日志数据信息。

● 单击“导出”，可导出当前慢日志信息。此功能仅支持付费实例使用，免费实例
暂不支持。

● 单击“查看导出列表”，在慢日志导出记录弹窗中查看历史导出信息。此功能仅
支持付费实例使用，免费实例暂不支持。

步骤8 在慢日志归档页签下，您有2种方式获取当前实例的慢日志文件数据，慢日志归档 近
10天的慢日志。

● 单击“生成 新慢日志文件”。

● 如您未触发“生成 新慢日志文件”，DAS将从上次生成慢日志文件起开始搜
集，直到文件大小达到50MB会产生一个文件。

步骤9 在慢日志文件列表栏，单击“下载”，查看对应的慢日志数据信息。

----结束

说明

免费实例SQL数据保存1小时，计费实例SQL数据 大保存30天。每个用户 多可以开启10个免
费实例的慢SQL，计费实例不限制。

21.2.4.2 全量 SQL 洞察

使用须知
● 关闭全量SQL后，DAS将不再采集您新产生的SQL，已经收集的SQL也会被删除，

请您谨慎操作。

● 全量SQL功能不能保证记录全部数据，针对MySQL引擎，会有如下使用限制：

– 当前全量SQL受内存缓冲区限制，业务量大的场景下，全量SQL有较小概率因
缓冲区满，存在丢弃部分记录。

– 当前全量SQL单条记录超过4096字节时，会默认丢弃该条记录。

此限制在MySQL 5.7.33.3及以后版本可以通过设置参数
rds_sql_tracer_reserve_big_records来选择是否丢弃。您可以在参数设置界
面，将该参数设为ON，即表示单条记录超过4096字节也不被丢弃。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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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SQL页签下选择“全量SQL洞察”，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的全量SQL详情。

步骤5 在“全量SQL洞察”页签中，单击“开启DAS收集全量SQL”，可获取当前实例所执行
过的SQL信息。

图 21-18 开启 DAS 收集全量 SQL

说明

● 单击“导出”可导出当前列表里显示的TOP SQL信息。此功能仅限付费实例使用，免费实例
暂不支持导出功能。

● 单击“查看导出列表”查看已经导出的列表。

● DAS收集全量SQL功能开启后立即生效。

步骤6 在“TOP SQL”页签中，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时间段，选择“近1小时”、“近3小
时”、“近6小时”，查看当前时间段下对应的近1小时、近3小时、近6小时间段内的
TOP SQL执行耗时分布。也可以自己选择上述以外时间段进行查看，间隔不得超过一
天。

图 21-19 TOP SQL

说明

执行耗时分布展示了选定时间范围内所有SQL的执行耗时分布，共分为以下4个区间，根据用户
选择的时间段来计算这4个区间内的SQL执行次数。如果用户选择1小时以内（包括1小时）的时
间段，执行耗时分布每10秒计算一次。如果用户选择6小时以内（包括6小时）的时间段，执行
耗时分布1分钟计算一次。如果用户选择大于6小时的时间段，执行耗时分布每5分钟计算一次。

● <100ms是指执行耗时<100ms的SQL执行次数

● 100ms-500ms是指100ms≤执行耗时<500ms的SQL执行次数

● 500ms-1s是指500ms≤执行耗时<1s的SQL执行次数

● >1s是指执行耗时>1s的SQL执行次数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21 DBA 智能运维服务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24



步骤7 DAS支持查看实例级别和节点级别的执行耗时分布，当您选择“节点”时，默认显示
主节点的执行耗时分布。如果您想查看其他节点的执行耗时分布，请单击切换节点按
钮选择其他您想要查看的节点。

图 21-20 切换节点

步骤8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查看TOP SQL列表，获取这些SQL语句的执行耗时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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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击执行耗时分布图上的点，查看特定时间点的TOP SQL列表。

图 21-21 查看特定时间点的 TOP SQL 列表

● 在分布图上用鼠标选择一段时间查看该段时间的Top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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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2 查看特定时间段内的 TOP SQL

步骤9 单击操作栏的“详情”按钮，可以查看该执行SQL的详细执行信息。例如总执行次
数、平均扫描行数、平均执行耗时等信息。

图 21-23 详情

步骤10 单击操作栏的“诊断”按钮，可以查看该执行SQL的详细诊断信息。例如执行计划、
索引优化建议、语句优化建议等信息。

图 21-24 诊断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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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 在“SQL审计”页签中，您可以通过选择数据起止时间、任务创建时间、节点等查询
条件获取当前实例SQL审计任务。

图 21-25 SQL 审计任务

步骤12 单击“新增SQL审计任务”按钮，可自选时间范围添加SQL审计任务。DAS支持添加实
例级别和节点级别的SQL审计任务，您可根据业务需求自行选择添加。

图 21-26 新增 SQL 审计任务

步骤13 添加完成的SQL审计任务会显示在下方列表栏。

图 21-27 添加完成的 SQL 审计任务

步骤14 单击操作栏的“查看详情”，可查看SQL审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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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8 SQL 审计详情

步骤15 您可以通过选择时间范围、用户、关键字、数据库等SQL查询条件单击“查询”，获
取当前实例所执行过的SQL信息。选择时间范围时不可以超出新增SQL审计时的时间范
围。

图 21-29 查询 SQL 信息

----结束

21.2.4.3 SQL 诊断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SQL页签下选择“SQL诊断”。在当前页面，选择所需数据库，输入需要诊断的SQL
语句，单击“SQL诊断”，系统将自动弹出诊断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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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0 SQL 诊断

步骤5 在“SQL诊断”页面，输入SQL语句，单击“执行”，系统自动执行SQL语句，并在结
果集中显示。

图 21-31 SQL 执行结果集

步骤6 在“SQL诊断”页面，输入多行SQL语句，单击“格式化”，系统自动将所有SQL语句
格式化后显示。

步骤7 在“SQL诊断”页面，输入多行SQL语句，单击“查看执行计划”，系统自动按顺序执
行所有SQL语句。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21 DBA 智能运维服务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29



说明

● 暂仅支持MySQL InnoDB引擎。

● 暂仅支持 select/insert/update/delete 语句诊断，其中insert 必须带 select 子句。

● 暂不支持查询 information_schema、test、mysql 等保留库的语句。

● 暂不支持使用视图的语句。

● SQL诊断功能会获取相关表结构和数据分布信息（非原始数据），该信息仅用于诊断逻辑，
不会存储到DAS服务器。

● 获取表结构和数据分布信息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实例带来额外负载，但对性能影响甚微。

● SQL诊断历史是唯一存储在DAS服务器上的数据，如果执行删除操作后，也将彻底从服务器
上删除。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的执行逻
辑和语义。

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句中的某一
条进行格式化。

----结束

21.2.4.4 SQL 限流

应用场景

解决用户某类突发的并发过高的SQL导致MySQL实例不稳定的场景。

前提条件
● 主实例SQL限流支持的RDS for MySQL内核版本：5.6.50.3、5.7.31.4、8.0.25.1及

以上。

● 只读实例SQL限流支持的RDS for MySQL内核版本：5.6.51.6、5.7.37.1、8.0.25.1
及以上。

● 只读实例可以单独设置SQL限流规则，支持的RDS for MySQL内核版本：
5.7.38-221000及以上，5.6和8.0暂不支持。

使用须知
● 当SQL语句匹配多条限流规则时，优先生效 新添加的规则，之前的规则将不再

生效。

● 限流规则对关键字有顺序要求，会按照关键字设置顺序进行匹配。如关键字设置
为a~and~b，“xxx a>1 and b>2”语句符合关键字顺序会被限流，“xxx b>2
and a>1”语句因不符合关键字顺序而不会被限流。

● 若复制时延过大，只读实例新增或删除限流规则时，不会立刻生效。

● 实例如果作为基于binlog的第三方复制关系的源端，在复制过程中对实例添加或
者删除SQL限流规则会导致第三方复制关系中断。

● 以下场景不受SQL限流的限制：

– 系统表不限制。

– 不涉及数据查询的语句不限制，如"select sleep(xxx)"语句。

– root帐号在特定的RDS for MySQL版本范围内不限制。

– 暂不支持对存储过程、触发器、函数内的SQL做限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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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个关键字首尾的空白字符会被忽略，包括' '、'\n'、'\r'、'\t'等。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SQL页签下选择“SQL限流”。

图 21-32 SQL 限流

步骤5 在“SQL限流”页面，开启SQL限流开关。

图 21-33 开启 SQL 限流

步骤6 单击提示框里的“查看版本范围”查看SQL限流对RDS for MySQL实例的版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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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4 查看版本范围

步骤7 单击“新增SQL限流”，选择需要限流的SQL类型，设置关键字以及 大并发数。设置
关键字时，您可以选择直接输入关键字，也可以选择将原始SQL拷贝到输入框中然后
单击“生成关键字”，将原始SQL转换成关键字。

图 21-35 设置页面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21 DBA 智能运维服务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32



图 21-36 生成关键字

图 21-37 生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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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关键字：例如关键字是"select~id~name~from~t3~where~age~>~27"，表示顺序匹配上述
select、id、name、from等9个关键字，~为关键字分隔符，若执行SQL命令中顺序包含这些关
键字，就会受到并发规则限制。

大并发数：即满足同一规则的语句 大并发数，超过 大并发数会被拒绝执行。

当添加上述规则，并且设定 大并发度为0，执行以下SQL命令会被限流：

"select id, name from t3 where age > 27"

"select id, name, age from t3 where age > 27"

"select id, name from t3 where age > 5 and id < 27"

而执行以下SQL命令，不会被限流：

"select name, age from t3 where age > 27"

步骤8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

步骤9 若不需要此条限制，在SQL限流列表页单击“删除”，并在提示窗口单击“确定”。

图 21-38 删除 SQL 限流提示界面

----结束

21.2.5 日报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选择“日报”，您可以在“诊断概览”页面，单击“发起诊断”对当前实例进行诊断
操作。

单击“查看历史诊断报告”，查看历史已经诊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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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9 诊断概览

图 21-40 历史诊断报告

步骤5 在“报告分析维度概览”页面，您可以查看诊断报告详情。

图 21-41 报告分析维度概览

步骤6 在专项分析页面，您可以查看慢SQL分析、性能 & 磁盘分析、全量SQL分析、SQL类
型分析、性能指标趋势图、表空间分析、大事务分析等诊断报告中的详情。

说明

● 单击诊断概览页面右上方的“下载”，将诊断报告下载到本地查看。

● 单击“订阅”，系统会将诊断报告直接发送到您输入的邮箱中。订阅功能开启有如下注意事
项：

– 订阅功能依赖SMN服务。

– 开启订阅功能后，系统定时触发或用户手动发起诊断并且诊断结果异常时，才会向指定
邮箱发送邮件。

----结束

21.2.6 锁&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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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1 InnoDB 锁等待

概述

当前功能展示了当前时刻(实时)数据库的DML操作之前的锁等待的信息，可以快速帮
助定位多个会话因同时更新同一条数据，而产生的会话等待和阻塞，并且支持快速终
止持有锁的源头会话，从而恢复被阻塞的操作。

说明

DDL锁(Metadata Lock, MDL)，不在当前功能的范围之内，可以使用元数据锁进行分析和查
看。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选择“锁&事务”下的“InnoDB锁等待”，即可查看是否存在锁等待。

----结束

21.2.6.2 元数据锁

概述
● 元数据锁(Metadata Lock, MDL)，其作用是用于解决DDL操作与DML操作的一致

性。通常DDL操作需要获取MDL写锁，并且MDL锁一旦发生，可能会影响数据库
的性能，因为后续对该表的任何Select、DML、DDL操作都会被阻塞，造成连接
积压。

● 当前功能展示了当前时刻(实时)数据库的MDL锁的信息，可以快速帮助定位MDL
问题、终止持有MDL锁的会话，从而恢复被阻塞的操作。

说明

● DML锁，不在当前功能的范围之内，可以使用InnoDB锁等待进行分析和查看。

● 当前仅支持数据库引擎MySQL5.6，MySQL5.7。

● 多显示1000条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选择“锁&事务”下的“元数据锁”。

步骤5 根据需要选择锁状态、数据库名、锁类型、会话ID等进行查询。

步骤6 在查询结果中查看是否存在持有MDL锁的会话。若存在，单击“kill会话”。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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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DBA 智能运维-GaussDB(for MySQL)实例

21.3.1 功能面介绍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控制台服务页面选择“DBA智能运维”，您可以查看数据库实例的DBA智能运维功
能总览。

图 21-42 DBA 智能运维功能界面

表 21-4 功能界面说明

序号 功能名称 说明

1 DBA智能运维 全方位对数据库进行智能监控与诊断优化。

2 实例总览 通过设置显示指标，展示数据库实例各指标的实时信
息。

3 模糊查询 通过选择数据库引擎，实例名称或IP地址，查询需要
查看的实例列表。

 

步骤2 在实例总览部分，单击“设置显示指标”，可以选择需要显示的数据库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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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3 设置显示指标

表 21-5 性能指标

参数名称 说明

QPS 每秒查询数。

TPS 每秒事务数。

mem_usage 实例内存使用率(占操作系统总数)。

cpu_usage 服务进程CPU使用率（200%代表使用2个CPU
Core）。

connection_total_count 总连接数。

connection_active_count 活跃连接数。

com_select_count 平均每秒select语句执行次数。

com_update_count 平均每秒update语句执行次数。

com_insert_count 平均每秒insert语句执行次数。

com_delete_count 平均每秒delete语句执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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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com_replace_count 平均每秒replace语句执行次数。

innodb_rows_deleted InnoDB 平均每秒删除的行数。

innodb_rows_read InnoDB 平均每秒读取的行数。

innodb_rows_inserted InnoDB 平均每秒插入的行数。

innodb_rows_updated InnoDB 平均每秒更新的行数。

bytes_received 平均每秒从所有客户端接收到的字节数。

bytes_sent 平均每秒发送给所有客户端的字节数。

innodb_data_read InnoDB 平均每秒读字节数。

innodb_data_written InnoDB 平均每秒写字节数。

innodb_buffer_pool_read_requests InnoDB 平均每秒从Buffer Pool读取页的次数
（逻辑读）。

innodb_buffer_pool_write_request
s

InnoDB 平均每秒写入Buffer Pool的次数。

innodb_buf_hit InnoDB读缓存命中率。

innodb_buf_dirty InnoDB Buffer Pool 脏页比率。

innodb_buf_usage InnoDB Buffer Pool 使用率。

created_tmp_disk_tables 执行语句时在硬盘上自动创建的临时表的数
量。

avg_disk_ms_per_read 磁盘平均每次读操作耗时。

avg_disk_ms_per_write 磁盘平均每次写操作耗时。

disk_read_throughput 磁盘每秒读字节数。

disk_write_throughput 磁盘每秒写字节数。

disk_size ● disk_total_size：磁盘总空间。

● disk_used_size：磁盘已使用空间。

innodb_log_writes_requests 平均每秒写Redo Log的次数。

innodb_log_writes 平均每秒物理写Redo Log File次数。

innodb_os_log_fsyncs 平均每秒向日志文件完成的fsync()写数量。

IOPS 每秒处理I/O的请求次数。

 

步骤3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

步骤4 在实例总览模块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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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4 实例总览

----结束

21.3.2 性能

21.3.2.1 实时诊断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选择“性能”页签，您可以看到当前实例的性能信息。

图 21-45 性能页面

步骤5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实时诊断”，您可以看到实例对当前资源的使用率、实时性能和
慢SQL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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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6 实时诊断

----结束

21.3.2.2 实时性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实时性能”，查看服务器的性能状态。

步骤5 您可以单击开始（暂停）、调整时间间隔（1至10秒范围内）对性能监控进行调节。也
可以根据实际业务场景需要，在页面右上方单击“设置指标”勾选所需指标。

图 21-47 实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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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实时性能指标

指标 指标说明

慢会话 [慢会话] 两个相临采集点间的差值。

QPS | TPS [QPS] 每秒执行的SQL语句次数。

[TPS] 每秒执行的事务数。

连接数 [总连接数] 已打开的连接数量。

[活跃连接数] 已打开连接中活跃的连接数量。

DML执行次数 [select] select语句每秒执行次数。

[insert] insert语句每秒执行次数。

[update] update语句每秒执行次数。

[delete] delete语句每秒执行次数。

[insert_select] 插入查询语句每秒执行次数。

InnoDB缓存 [缓存命中率] 缓存命中率。

[缓存使用率] 缓存使用率。

InnoDB访问行数 [rows_read] 从InnoDB存储引擎表读取的行数。

[rows_inserted] 从InnoDB存储引擎表写入的行数。

[rows_updated] 从InnoDB存储引擎表更新的行数。

[rows_deleted] 从InnoDB存储引擎表删除的行数。

逻辑读 | 物理读 [逻辑读] 每秒逻辑读次数。

[物理读] 每秒物理读次数。

InnoDB行锁平均锁定时间
(ms)

InnoDB行锁平均锁定时间(毫秒)。

InnoDB行锁等待 [InnoDB行锁平均等待次数] InnoDB行锁平均等待次
数。

[InnoDB行锁当前等待次数] InnoDB行锁当前等待次
数。

临时表 | 文件 [临时表] 执行SQL时自动创建的临时表数量。

[临时文件] 执行SQL时自动创建的临时文件的数量。

网络流量 [总流量] 进出实例的总流量。

[流入流量] 进入实例的网络流量。

[流出流量] 流出实例的网络流量。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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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3 历史性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历史性能”，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各个性能指标历史动态图。

图 21-48 历史性能

步骤5 单击“选择指标”，在指标选项中选择您关注的指标对象，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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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9 选择指标

此时页面会显示出当前实例下您选中指标的历史性能图，您可以设置需要查看的时间
范围。也可以单击每个指标性能图右上方的“详情”，分别进行设置。

步骤6 您也可以打开“联动图表”开关，可以查看同一时刻其他指标的数据。

----结束

21.3.2.4 性能趋势对比查看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性能趋势对比查看”，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各个性能指标不同天
同一时间的历史动态趋势。

步骤5 单击“选择指标”，在指标选项中选择您关注的指标对象，单击“确定”。

步骤6 页面显示出当前实例下您选中指标的历史性能图，您可以设置需要查看的不同天同一
时间段进行查看。也可以单击每个指标性能图右上方的“详情”，分别进行设置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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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0 性能趋势对比查看

----结束

21.3.2.5 自定义图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自定义图表”，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监控指标查看不同的
性能趋势。

图 21-51 自定义图表

步骤5 单击“创建图表”，在指标选项中选择您关注的指标对象，单击“确定”。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21 DBA 智能运维服务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45



图 21-52 创建图表

步骤6 此时页面会显示出当前实例下您选中指标的历史性能图，您可以设置需要查看的时间
段进行查看。也可以单击自定义图表性能图右上方的修改，重新进行设置。

图 21-53 修改自定义图表

----结束

21.3.3 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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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1 实时会话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选择“会话 > 实时会话”。

步骤5 在会话列表中，根据实际运行状态和业务需求，选择异常进程，单击“kill会话”，结
束会话，使数据库恢复正常。

图 21-54 kill 会话

在慢会话列表页签中，设置“慢会话阈值定义时间”，查询慢会话列表。

图 21-55 慢 SQL 阈值定义时间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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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2 紧急 kill 会话

使用场景
● 紧急救助通道

– 急救通道，在实例的连接数达到上限，无法正常登录时，该功能提供了一个
特殊连接通道，可以查看和执行Kill会话的操作。

– 目前仅支持RDS MySQL数据库及GaussDB(for MySQL)，不支持ECS自建
库，不支持创建中、冻结、异常实例。

– 请务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该功能，您的Kill操作将会以日志的形式被记录下
来。

– 当您的实例能够通过DAS正常登录时，请勿在此处使用，可以登录进DAS，
通过实时会话功能执行相关操作。

– rdsadmin、rdsbackup、rdsmetric、rdsRepl等敏感用户的会话禁止Kill，请
知悉。

● 历史急救日志

您在急救通道执行过的Kill操作历史记录。

前提条件

目前只支持MySQL数据库，5.6的内核版本要>=5.6.43.3，5.7的内核版本要
>=5.7.25.3。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会话页签下选择“紧急kill会话”，会话列表默认按照会话持续时间倒叙排列会话信
息。您可按需选择待kill会话。

步骤5 单击“kill会话”，在确认“kill实例会话”弹窗中，单击“是”。

图 21-56 kill 实例会话

步骤6 单击“历史急救日志”页签，您可获取在急救通道执行过的Kill操作信息。

----结束

21.3.4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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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1 慢 SQL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SQL页签下选择“慢SQL”，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的慢SQL趋势。

步骤5 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时间段，选择“近1小时”、“近6个小时”、“近1天”，查看当
前时间段下对应的近1小时、近6小时、近一天时间段内的慢日志或CPU变化趋势。

图 21-57 慢日志趋势

步骤6 打开“开启DAS收集慢日志”，阅读并同意数据安全协议后，勾选“同意数据安全协
议”，并单击“确定”，开启收集慢日志功能。

步骤7 页面下半部页签下，您可以获取慢日志统计及慢日志明细数据信息。

● 可通过数据库名称筛选出所需显示的慢日志数据信息。

● 单击“导出”，可导出当前慢日志信息。此功能仅支持付费实例使用，免费实例
暂不支持。

● 单击“查看导出列表”，在慢日志导出记录弹窗中查看历史导出信息。此功能仅
支持付费实例使用，免费实例暂不支持。

步骤8 在慢日志文件列表栏，单击“下载”，查看对应的慢日志数据信息。

----结束

说明

免费实例SQL数据保存1小时，计费实例SQL数据 大保存30天。每个用户 多可以开启10个免
费实例的慢SQL，计费实例不限制。

21.3.4.2 全量 SQL 洞察

使用须知

关闭全量SQL后，DAS将不再采集您新产生的SQL，已经收集的SQL也会被删除，请您
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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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SQL页签下选择“全量SQL洞察”，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的全量SQL详情。

步骤5 在“全量SQL洞察”页签中，单击“开启DAS收集全量SQL”，可获取当前实例所执行
过的SQL信息。

图 21-58 开启 DAS 收集全量 SQL

说明

● 单击“导出”可导出当前列表里显示的TOP SQL信息。此功能仅限付费实例使用，免费实例
暂不支持导出功能。

● 单击“查看导出列表”查看已经导出的列表。

● DAS收集全量SQL功能开启后立即生效。

步骤6 在“TOP SQL”页签中，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时间段，选择“近1小时”、“近3小
时”、“近6小时”，查看当前时间段下对应的近1小时、近3小时、近6小时间段内的
TOP SQL执行耗时分布。也可以自己选择上述以外时间段进行查看，间隔不得超过一
天。

图 21-59 TOP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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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执行耗时分布展示了选定时间范围内所有SQL的执行耗时分布，共分为以下4个区间，根据用户
选择的时间段来计算这4个区间内的SQL执行次数。如果用户选择1小时以内（包括1小时）的时
间段，执行耗时分布每10秒计算一次。如果用户选择6小时以内（包括6小时）的时间段，执行
耗时分布1分钟计算一次。如果用户选择大于6小时的时间段，执行耗时分布每5分钟计算一次。

● <100ms是指执行耗时<100ms的SQL执行次数

● 100ms-500ms是指100ms≤执行耗时<500ms的SQL执行次数

● 500ms-1s是指500ms≤执行耗时<1s的SQL执行次数

● >1s是指执行耗时>1s的SQL执行次数

步骤7 DAS支持查看实例级别和节点级别的执行耗时分布，当您选择“节点”时，默认显示
主节点的执行耗时分布。如果您想查看其他节点的执行耗时分布，请单击切换节点按
钮选择其他您想要查看的节点。

图 21-60 切换节点

步骤8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查看TOP SQL列表，获取这些SQL语句的执行耗时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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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击执行耗时分布图上的点，查看特定时间点的TOP SQL列表。

图 21-61 查看特定时间点的 TOP SQL 列表

● 在分布图上用鼠标选择一段时间查看该段时间的Top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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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2 查看特定时间段内的 TOP SQL

步骤9 单击操作栏的“详情”按钮，可以查看该执行SQL的详细执行信息。例如总执行次
数、平均扫描行数、平均执行耗时等信息。

图 21-63 详情

步骤10 单击操作栏的“诊断”按钮，可以查看该执行SQL的详细诊断信息。例如执行计划、
索引优化建议、语句优化建议等信息。

图 21-64 诊断详情

步骤11 在“SQL审计”页签中，您可以通过选择数据起止时间、任务创建时间、节点等查询
条件获取当前实例SQL审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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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5 SQL 审计任务

步骤12 单击“新增SQL审计任务”按钮，可自选时间范围添加SQL审计任务。DAS支持添加实
例级别和节点级别的SQL审计任务，您可根据业务需求自行选择添加。

图 21-66 新增 SQL 审计任务

步骤13 添加完成的SQL审计任务会显示在下方列表栏。

图 21-67 添加完成的 SQL 审计任务

步骤14 单击操作栏的“查看详情”，可查看SQL审计详情。

图 21-68 SQL 审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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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5 您可以通过选择时间范围、用户、关键字、数据库等SQL查询条件单击“查询”，获
取当前实例所执行过的SQL信息。选择时间范围时不可以超出新增SQL审计时的时间范
围。

图 21-69 查询 SQL 信息

----结束

21.3.4.3 SQL 诊断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SQL页签下选择“SQL诊断”。在当前页面，选择所需数据库，输入需要诊断的SQL
语句，单击“SQL诊断”，系统将自动弹出诊断结果页面。

图 21-70 SQL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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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SQL诊断”页面，输入SQL语句，单击“执行”，系统自动执行SQL语句，并在结
果集中显示。

图 21-71 SQL 执行结果集

步骤6 在“SQL诊断”页面，输入多行SQL语句，单击“格式化”，系统自动将所有SQL语句
格式化后显示。

步骤7 在“SQL诊断”页面，输入多行SQL语句，单击“执行计划”，系统自动按顺序执行所
有SQL语句。

说明

● 暂仅支持MySQL InnoDB引擎。

● 暂仅支持 select/insert/update/delete 语句诊断，其中insert 必须带 select 子句。

● 暂不支持查询 information_schema、test、mysql 等保留库的语句。

● 暂不支持使用视图的语句。

● SQL诊断功能会获取相关表结构和数据分布信息（非原始数据），该信息仅用于诊断逻辑，
不会存储到DAS服务器。

● 获取表结构和数据分布信息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实例带来额外负载，但对性能影响甚微。

● SQL诊断历史是唯一存储在DAS服务器上的数据，如果执行删除操作后，也将彻底从服务器
上删除。

● 格式化：用于提高SQL语句易读性，只是转换SQL语句的显示形式，不会修改SQL的执行逻
辑和语义。

格式化功能是对整个SQL 窗口内所有SQL语句进行格式化，暂不支持选中多条语句中的某一
条进行格式化。

----结束

21.3.4.4 SQL 限流

应用场景

解决用户某类突发的并发过高的SQL导致MySQL实例不稳定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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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SQL限流目前仅支持GaussDB(for MySQL)的2.0.28、2.0.29两个版本，并且对内核版
本有如下限制：

● GaussDB(for MySQL)2.0.28版本的内核版本要大于等于2.0.28.15版本，小于
2.0.28.40版本。

● GaussDB(for MySQL)2.0.29版本的内核版本要大于等于2.0.29.1版本。

使用须知

SQL限流暂不支持对存储过程、触发器、函数内的SQL做限流设置。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SQL页签下选择“SQL限流”。

图 21-72 SQL 限流

步骤5 在“SQL限流”页面，开启SQL限流开关。

图 21-73 开启 SQL 限流

步骤6 单击"新增SQL限流"，选择需要限流的SQL类型、关键字以及 大并发数。设置关键字
时，您可以选择直接输入关键字，也可以选择将原始SQL拷贝到输入框中然后单击
“生成关键字”，将原始SQL转换成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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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4 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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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5 生成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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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6 生成结果

说明

关键字规则举例：例如关键字是"SELECT~a>1", 含义为： SELECT以及a>1为该并发控制所包含
的两个关键字，~为关键字间隔符，即若执行SQL命令包含SELECT与a>1两个关键字视为命中此
条并发控制规则。

大并发数：即满足同一规则的语句 大并发数，超过 大并发数会被拒绝执行。

步骤7 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

步骤8 若不需要此条限制，在SQL限流列表页单击“删除”。并在提示窗口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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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7 删除 SQL 限流提示界面

----结束

21.3.5 日报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选择“日报”，您可以在“诊断概览”页面，单击“发起诊断”对当前实例进行诊断
操作。

单击“查看历史诊断报告”，查看历史已经诊断的报告。

图 21-78 诊断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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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9 历史诊断报告

步骤5 在“报告分析维度概览”页面，您可以查看诊断报告详情。

图 21-80 报告分析维度概览

步骤6 在专项分析页面，您可以查看慢SQL分析、性能 & 磁盘分析、全量SQL分析、SQL类
型分析、性能指标趋势图、表空间分析、大事务分析等诊断报告中的详情。

说明

● 单击诊断概览页面右上方的“下载”，将诊断报告下载到本地查看。

● 单击“订阅”，系统会将诊断报告直接发送到您输入的邮箱中。订阅功能开启有如下注意事
项：

– 订阅功能依赖SMN服务。

– 开启订阅功能后，系统定时触发或用户手动发起诊断并且诊断结果异常时，才会向指定
邮箱发送邮件。

----结束

21.3.6 锁&事务

21.3.6.1 InnoDB 锁等待

概述

当前功能展示了当前时刻(实时)数据库的DML操作之前的锁等待的信息，可以快速帮
助定位多个会话因同时更新同一条数据，而产生的会话等待和阻塞，并且支持快速终
止持有锁的源头会话，从而恢复被阻塞的操作。

说明

DDL锁(Metadata Lock, MDL)，不在当前功能的范围之内，可以使用元数据锁进行分析和查
看。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21 DBA 智能运维服务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61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选择“锁&事务”下的“InnoDB锁等待”，即可查看是否存在锁等待。

----结束

21.4 DBA 智能运维-GaussDB 实例

21.4.1 功能面介绍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控制台服务页面选择“DBA智能运维”，您可以查看数据库实例的DBA智能运维功
能总览。

图 21-81 实例总览页面

表 21-7 功能界面说明

功能名称 说明

实例总览 通过设置显示指标，展示数据库实例各指标的实时信息。

模糊查询 通过选择数据库引擎，实例名称或IP地址，查询需要查看
的实例列表。

同步实例 创建实例后，单击同步实例可以快速将新建实例显示在实
例总览页面。

设置显示指标 通过设置不同的显示指标，方便查看实例各指标的详细信
息。

排序 通过选择不同的排序选择和排序方式，快速查看需要的信
息。

表格显示 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各项指标的详细信息。

刷新 单击此处可以刷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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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实例详情，进入实例DBA智能运维详情界面。

----结束

21.4.2 性能
数据管理服务的性能可以通过磁盘占用率、负载和内核资源3种指标说明当前实例的性
能情况。

21.4.2.1 实例性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实例性能”。

步骤5 单击“选择指标”，选择需要查看的实例指标。

表 21-8 实例指标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磁盘占用率 实例数据磁盘使用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实例数据磁盘已
使用大小，该值为实时值。 (单位：GB)

实例数据磁盘总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实例数据磁盘总
大小，该值为实时值。 (单位：GB)

实例数据磁盘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实例数据磁盘已
使用百分比，该值为实时值。 (单位：%)

负载 死锁次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数据库发生事务死锁的次
数，取该时间段的增量值。 (单位：次)

80% SQL的响应时间 该指标用于统计数据库80% SQL的响应时
间，该值为实时值。 (单位：us)

95% SQL的响应时间 该指标用于统计数据库95% SQL的响应时
间，该值为实时值。 (单位：us)

内核资源 buffer 命中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数据库buffer命中率。 (单
位：%)

 

步骤6 选择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7 单击图表右上角的“详情”或历史性能页签右上角的时间选择，查看近1小时、近12小
时、近1天、近2天、近7天或自定义时间，该指标的详细情况。

步骤8 单击“性能趋势对比查看”页签，选择需要查看的指标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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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单击图表右上角的“详情”或当前页签右上角的日期和时间选择，自定义查看当前指
标一周内不同时刻的性能情况。

步骤10 您也可以打开“联动图表”开关，可以查看同一时刻其他指标的数据。

步骤11 若您需要更清晰地查看各指标的详细情况，建议打开“全屏显示”。

----结束

21.4.2.2 单节点多指标

数据管理服务DBA智能运维特性支持查看单个实例节点的多个指标，方便用户对比当
前实例不同指标的性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单节点多指标”。

步骤5 您可以单击“切换节点”，切换不同的实例节点。

步骤6 单击“选择指标”，选择需要查看的实例指标。

表 21-9 实例指标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CPU CPU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CPU使用率。 (单
位：%)

cpu负载，使用w指令
获取，包括过去1min
5min 15min的平均负
载

cpu负载，使用w指令获取，包括过去1min
5min 15min的平均负载。

cpu负载，使用w指令
获取，过去1min的平
均负载

cpu负载，使用w指令获取，过去1min的平均
负载。

内存 内存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内存使用率。 (单
位：%)

内存剩余可用量 该指标用于描述操作系统剩余内存可用量。
(单位：GB)

网络 数据写入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对应VM的网络发送
字节数，取时间段的平均值。(单位：KB/s)

数据传出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对应VM的网络接受
字节数，取时间段的平均值。 (单位：KB/s)

其他指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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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选择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8 单击图表右上角的“详情”或历史性能页签右上角的时间选择，查看近1小时、近12小
时、近1天、近2天、近7天或自定义时间，该指标的详细情况。

步骤9 单击“性能趋势对比查看”页签，选择需要查看的指标后，单击“确定”。

步骤10 单击图表右上角的“详情”或当前页签右上角的日期和时间选择，自定义查看当前指
标一周内不同时刻的性能情况。

步骤11 您也可以打开“联动图表”开关，可以查看同一时刻其他指标的数据。

步骤12 若您需要更清晰地查看各指标的详细情况，建议打开“全屏显示”。

----结束

21.4.2.3 多节点单指标

数据管理服务DBA智能运维特性支持同时查看多个节点同一指标，方便用户比较不同
实例同一指标同一时刻的性能情况。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性能”页签下选择“多节点单指标”。

步骤5 您可以单击“选择节点”，选择其他实例。 多可选5个实例。且节点类型应相同。

步骤6 单击“选择指标”，选择需要查看的实例指标。

表 21-10 实例指标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CPU CPU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CPU使用率。 (单
位：%)

cpu负载，使用w指令
获取，包括过去1min
5min 15min的平均负
载

cpu负载，使用w指令获取，包括过去1min
5min 15min的平均负载。

cpu负载，使用w指令
获取，过去1min的平
均负载

cpu负载，使用w指令获取，过去1min的平均
负载。

内存 内存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内存使用率。 (单
位：%)

内存剩余可用量 该指标用于描述操作系统剩余内存可用量。
(单位：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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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网络 数据写入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对应VM的网络发送
字节数，取时间段的平均值。(单位：KB/s)

数据传出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对应VM的网络接受
字节数，取时间段的平均值。 (单位：KB/s)

其他指标 - -

 

步骤7 选择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8 单击“历史性能”页签右上角的时间选择，查看近1小时、近12小时、近1天、近2天、
近7天或自定义时间，所选指标的详细情况。

步骤9 单击“性能趋势对比查看”页签，选择需要查看的指标后，单击“确定”。

步骤10 单击当前页签右上角的日期和时间选择，自定义查看所选指标一周内不同时刻的性能
情况。

步骤11 若您需要更清晰地查看各指标的详细情况，建议打开“全屏显示”。

----结束

21.4.3 会话

21.4.3.1 实时会话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会话”页签下选择“实时会话”，您可以直观获取对当前实时会话按用户、访问
来源、数据库3个维度统计结果。

步骤5 在会话列表中，根据实际运行状态和业务需求，选择异常进程，单击“kill会话”，结
束会话，使数据库恢复正常。

步骤6 在慢会话列表页签中，您可按需设置“慢SQL阈值定义时间”，单击“刷新”或开启
“自动刷新”后，筛选出大于设置阈值的列表。单击“kill会话”，结束会话，使数据
库恢复正常。

----结束

21.4.4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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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4.1 慢 SQL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SQL”页签下选择“慢SQL”，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的慢SQL趋势。

步骤5 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时间段，选择“近1小时”、“近6个小时”、“近1天”，查看当
前时间段下对应的近1小时、近6小时、近一天时间段内的慢日志或CPU变化趋势。

图 21-82 慢日志趋势

步骤6 打开“开启DAS收集慢日志”，阅读并同意数据安全协议后，勾选“同意数据安全协
议”，并单击“确定”，开启收集慢日志功能。

步骤7 页面下半部页签下，您可以获取慢日志统计及慢日志明细数据信息。

● 可通过数据库名称筛选出所需显示的慢日志数据信息。

● 单击“导出”，可导出当前慢日志信息。此功能仅支持付费实例使用，免费实例
暂不支持。

● 单击“查看导出列表”，在慢日志导出记录弹窗中查看历史导出信息。此功能仅
支持付费实例使用，免费实例暂不支持。

步骤8 在慢日志文件列表栏，单击“下载”，查看对应的慢日志数据信息。

----结束

说明

免费实例SQL数据保存1小时，计费实例SQL数据 大保存30天。每个用户 多可以开启10个免
费实例的慢SQL，计费实例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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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4.2 全量 SQL 洞察

使用须知

关闭全量SQL后，DAS将不再采集您新产生的SQL，已经收集的SQL也会被删除，请您
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SQL页签下选择“全量SQL洞察”，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的全量SQL详情。

步骤5 在“全量SQL洞察”页签中，单击“开启DAS收集全量SQL”，可获取当前实例所执行
过的SQL信息。

图 21-83 开启 DAS 收集全量 SQL

说明

● 单击“导出”可导出当前列表里显示的TOP SQL信息。此功能仅限付费实例使用，免费实例
暂不支持导出功能。

● 单击“查看导出列表”查看已经导出的列表。

● DAS收集全量SQL功能开启后立即生效。

步骤6 在“TOP SQL”页签中，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时间段，选择“近1小时”、“近3小
时”、“近6小时”，查看当前时间段下对应的近1小时、近3小时、近6小时间段内的
TOP SQL执行耗时分布。也可以自己选择上述以外时间段进行查看，间隔不得超过一
天。

图 21-84 TOP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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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执行耗时分布展示了选定时间范围内所有SQL的执行耗时分布，共分为以下4个区间，根据用户
选择的时间段来计算这4个区间内的SQL执行次数。如果用户选择1小时以内（包括1小时）的时
间段，执行耗时分布每10秒计算一次。如果用户选择6小时以内（包括6小时）的时间段，执行
耗时分布1分钟计算一次。如果用户选择大于6小时的时间段，执行耗时分布每5分钟计算一次。

● <100ms是指执行耗时<100ms的SQL执行次数

● 100ms-500ms是指100ms≤执行耗时<500ms的SQL执行次数

● 500ms-1s是指500ms≤执行耗时<1s的SQL执行次数

● >1s是指执行耗时>1s的SQL执行次数

步骤7 DAS支持查看实例级别和节点级别的执行耗时分布，当您选择“节点”时，默认显示
主节点的执行耗时分布。如果您想查看其他节点的执行耗时分布，请单击切换节点按
钮选择其他您想要查看的节点。

图 21-85 切换节点

步骤8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查看TOP SQL列表，获取这些SQL语句的执行耗时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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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击执行耗时分布图上的点，查看特定时间点的TOP SQL列表。

图 21-86 查看特定时间点的 TOP SQL 列表

● 在分布图上用鼠标选择一段时间查看该段时间的Top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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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7 查看特定时间段内的 TOP SQL

步骤9 单击操作栏的“详情”按钮，可以查看该执行SQL的详细执行信息。例如总执行次
数、平均扫描行数、平均执行耗时等信息。

图 21-88 详情

步骤10 在“SQL审计”页签中，您可以通过选择数据起止时间、任务创建时间、节点等查询
条件获取当前实例SQL审计任务。

图 21-89 SQL 审计任务

步骤11 单击“新增SQL审计任务”按钮，可自选时间范围添加SQL审计任务。DAS支持添加实
例级别和节点级别的SQL审计任务，您可根据业务需求自行选择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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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0 新增 SQL 审计任务

步骤12 添加完成的SQL审计任务会显示在下方列表栏。

图 21-91 添加完成的 SQL 审计任务

步骤13 单击操作栏的“查看详情”，可查看SQL审计详情。

图 21-92 SQL 审计详情

步骤14 您可以通过选择时间范围、用户、关键字、数据库等SQL查询条件单击“查询”，获
取当前实例所执行过的SQL信息。选择时间范围时不可以超出新增SQL审计时的时间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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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3 查询 SQL 信息

----结束

21.4.5 日报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选择“日报”，您可以在“诊断概览”页面，单击“发起诊断”对当前实例进行诊断
操作。

单击“查看历史诊断报告”，查看历史已经诊断的报告。

步骤5 在“风险列表”页面，您可以查看详细的诊断报告。

步骤6 在专项分析页面，您可以查看慢SQL分析、全量SQL分析、性能 & 磁盘分析等诊断报
告中的详细情况。

说明

● 单击诊断概览页面右上方的“下载”，将诊断报告下载到本地查看。

● 单击“订阅”，系统会将诊断报告直接发送到您输入的邮箱中。订阅功能开启有如下注意事
项：

– 订阅功能依赖SMN服务。

– 开启订阅功能后，系统定时触发或用户手动发起诊断并且诊断结果异常时，才会向指定
邮箱发送邮件。

----结束

21.4.6 WDR 报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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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选择“WDR报表”，您可以从实例级、节点级两种方式生成WDR报表。

步骤5 选择实例级页签，选择“开始snapshot”和“结束snapshot”后，单击“生成WDR报
表”。

步骤6 等待报表生成成功后，单击“下载WDR报表”。下载到本地查看。

----结束

21.5 DBA 智能运维-DDM 实例

21.5.1 功能面介绍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控制台服务页面选择“DBA智能运维”，您可以查看数据库实例的DBA智能运维功
能总览。

图 21-94 DBA 智能运维功能界面

表 21-11 功能界面说明

序号 功能名称 说明

1 DBA智能运维 全方位对数据库进行智能监控与诊断优化。

2 实例总览 通过设置显示指标，展示数据库实例各指标的实时信
息。

3 模糊查询 通过选择数据库引擎，实例名称或IP地址，查询需要
查看的实例列表。

 

步骤2 在实例总览部分，单击“设置显示指标”，可以选择需要显示的数据库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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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5 设置显示指标

表 21-12 性能指标

参数名称 说明

QPS 每秒查询数。

TPS 每秒事务数。

mem_usage 实例内存使用率(占操作系统总数)。

cpu_usage 服务进程CPU使用率（200%代表使用2个CPU
Core）。

connection_total_count 总连接数。

connection_active_count 活跃连接数。

com_select_count 平均每秒select语句执行次数。

com_update_count 平均每秒update语句执行次数。

com_insert_count 平均每秒insert语句执行次数。

com_delete_count 平均每秒delete语句执行次数。

数据管理服务
用户指南 21 DBA 智能运维服务

文档版本 61 (2023-05-1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74



参数名称 说明

com_replace_count 平均每秒replace语句执行次数。

innodb_rows_deleted InnoDB 平均每秒删除的行数。

innodb_rows_read InnoDB 平均每秒读取的行数。

innodb_rows_inserted InnoDB 平均每秒插入的行数。

innodb_rows_updated InnoDB 平均每秒更新的行数。

bytes_received 平均每秒从所有客户端接收到的字节数。

bytes_sent 平均每秒发送给所有客户端的字节数。

innodb_data_read InnoDB 平均每秒读字节数。

innodb_data_written InnoDB 平均每秒写字节数。

innodb_buffer_pool_read_requests InnoDB 平均每秒从Buffer Pool读取页的次数
（逻辑读）。

innodb_buffer_pool_write_request
s

InnoDB 平均每秒写入Buffer Pool的次数。

innodb_buf_hit InnoDB读缓存命中率。

innodb_buf_dirty InnoDB Buffer Pool 脏页比率。

innodb_buf_usage InnoDB Buffer Pool 使用率。

created_tmp_disk_tables 执行语句时在硬盘上自动创建的临时表的数
量。

avg_disk_ms_per_read 磁盘平均每次读操作耗时。

avg_disk_ms_per_write 磁盘平均每次写操作耗时。

disk_read_throughput 磁盘每秒读字节数。

disk_write_throughput 磁盘每秒写字节数。

disk_size ● disk_total_size：磁盘总空间。

● disk_used_size：磁盘已使用空间。

innodb_log_writes_requests 平均每秒写Redo Log的次数。

innodb_log_writes 平均每秒物理写Redo Log File次数。

innodb_os_log_fsyncs 平均每秒向日志文件完成的fsync()写数量。

IOPS 每秒处理I/O的请求次数。

 

步骤3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

步骤4 在实例总览模块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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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6 实例总览

----结束

21.5.2 SQL

21.5.2.1 慢 SQL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SQL页签下选择“慢SQL”，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的慢SQL趋势。

步骤5 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时间段，选择“近1小时”、“近6个小时”、“近1天”，查看当
前时间段下对应的近1小时、近6小时、近一天时间段内的慢日志或CPU变化趋势。

图 21-97 慢日志趋势

步骤6 打开“开启DAS收集慢日志”，阅读并同意数据安全协议后，勾选“同意数据安全协
议”，并单击“确定”，开启收集慢日志功能。

步骤7 页面下半部页签下，您可以获取慢日志统计及慢日志明细数据信息。

● 可通过数据库名称筛选出所需显示的慢日志数据信息。

● 单击“导出”，可导出当前慢日志信息。此功能仅支持付费实例使用，免费实例
暂不支持。

● 单击“查看导出列表”，在慢日志导出记录弹窗中查看历史导出信息。此功能仅
支持付费实例使用，免费实例暂不支持。

步骤8 在慢日志文件列表栏，单击“下载”，查看对应的慢日志数据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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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免费实例SQL数据保存1小时，计费实例SQL数据 大保存30天。每个用户 多可以开启10个免
费实例的慢SQL，计费实例不限制。

21.5.2.2 全量 SQL 洞察

使用须知

关闭全量SQL后，DAS将不再采集您新产生的SQL，已经收集的SQL也会被删除，请您
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输入帐号密码登录数据管理服务控制台。

步骤2 在产品概览中单击“进入DBA智能运维”。

步骤3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详情”，进入DBA智能运维总览页面。

步骤4 在SQL页签下选择“全量SQL洞察”，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的全量SQL详情。

步骤5 在“全量SQL洞察”页签中，单击“开启DAS收集全量SQL”，可获取当前实例所执行
过的SQL信息。

图 21-98 开启 DAS 收集全量 SQL

说明

● 单击“导出”可导出当前列表里显示的TOP SQL信息。此功能仅限付费实例使用，免费实例
暂不支持导出功能。

● 单击“查看导出列表”查看已经导出的列表。

● DAS收集全量SQL功能开启后立即生效。

步骤6 在“TOP SQL”页签中，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时间段，选择“近1小时”、“近3小
时”、“近6小时”，查看当前时间段下对应的近1小时、近3小时、近6小时间段内的
TOP SQL执行耗时分布。也可以自己选择上述以外时间段进行查看，间隔不得超过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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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9 TOP SQL

说明

执行耗时分布展示了选定时间范围内所有SQL的执行耗时分布，共分为以下4个区间，根据用户
选择的时间段来计算这4个区间内的SQL执行次数。如果用户选择1小时以内（包括1小时）的时
间段，执行耗时分布每10秒计算一次。如果用户选择6小时以内（包括6小时）的时间段，执行
耗时分布1分钟计算一次。如果用户选择大于6小时的时间段，执行耗时分布每5分钟计算一次。

● <100ms是指执行耗时<100ms的SQL执行次数

● 100ms-500ms是指100ms≤执行耗时<500ms的SQL执行次数

● 500ms-1s是指500ms≤执行耗时<1s的SQL执行次数

● >1s是指执行耗时>1s的SQL执行次数

步骤7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查看TOP SQL列表，获取这些SQL语句的执行耗时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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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击执行耗时分布图上的点，查看特定时间点的TOP SQL列表。

图 21-100 查看特定时间点的 TOP SQL 列表

● 在分布图上用鼠标选择一段时间查看该段时间的Top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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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01 查看特定时间段内的 TOP SQL

步骤8 单击操作栏的“详情”按钮，可以查看该执行SQL的详细执行信息。例如总执行次
数、平均扫描行数、平均执行耗时等信息。

图 21-102 详情

步骤9 在“SQL审计”页签中，您可以通过选择数据起止时间、任务创建时间、节点等查询
条件获取当前实例SQL审计任务。

图 21-103 SQL 审计任务

步骤10 单击“新增SQL审计任务”按钮，可自选时间范围添加SQL审计任务。DAS支持添加实
例级别和节点级别的SQL审计任务，您可根据业务需求自行选择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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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04 新增 SQL 审计任务

步骤11 添加完成的SQL审计任务会显示在下方列表栏。

图 21-105 添加完成的 SQL 审计任务

步骤12 单击操作栏的“查看详情”，可查看SQL审计详情。

图 21-106 SQL 审计详情

步骤13 您可以通过选择时间范围、用户、关键字、数据库等SQL查询条件单击“查询”，获
取当前实例所执行过的SQL信息。选择时间范围时不可以超出新增SQL审计时的时间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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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07 查询 SQL 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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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审计

22.1 支持审计的关键操作列表
通过云审计服务，您可以记录与华为云数据管理服务相关的操作事件，便于日后的查
询、审计和回溯。

表 22-1 云审计服务支持的 DAS 操作列表

操作名称 资源类型 事件名称

创建数据库登录 instance createConnection

测试数据库登录 connection testConnection

验证数据库登录 connection verifyConnection

修改数据库登录 connection modifyConnection

删除数据库登录 connection deleteConnection

登录数据库 connection databaseLoginAction
s

登录数据库 connection dbsConnection

执行SQL connection executeSql

取消执行SQL connection cancelExecute

获取执行结果集 connection getExecuteResult

切割SQL connection splitSql

格式化SQL connection formatSql

获取SQL执行计划 connection getPlan

编辑结果集 connection editDatas

导出结果集 connection expor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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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名称 资源类型 事件名称

关闭SQL窗口 connection closeWindow

拉取自动填充数据 connection autoFill

删除SQL执行记录 connection deleteExecSqlRecord

创建导出结果集任务 connection createExportSqlResult
setTask

创建导出数据库任务 connection createExportDatabas
eTask

创建快速导出任务 connection createExportQuickDa
tabaseTask

删除导出任务 connection deleteExportTask

停止导出任务 connection stopExportTask

创建导入SQL文件任务 connection createImportSqlFileTa
sk

创建导入CSV文件任务 connection createImportCsvFileT
ask

删除导入任务 connection deleteImportTask

停止导入任务 connection stopImportTask

创建自动生成测试数据任务 connection createTestDataTask

删除自动生成测试数据任务 connection deleteTestDataTask

停止自动生成测试数据任务 connection stopTestDataTaskCre
ate

合并文件分片 connection mergeFilePart

上传文件分片 connection uploadFilePart

执行SQL诊断 connection exeTuning

创建OBS桶 connection createBucket

 

22.2 查看追踪事件

操作场景

在您开通了云审计服务后，系统开始记录云服务资源的操作。云审计服务管理控制台
保存 近7天的操作记录。

本节介绍如何在管理控制台查看 近7天的操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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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使用云审计服务前需要先开通云审计服务，请参见开通云审计服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服务列表”中，选择“管理与监管 > 云审计服务”，进入云审计服务信息页面。

步骤3 单击左侧导航树的“事件列表”，进入事件列表信息页面。

步骤4 事件列表支持通过筛选来查询对应的操作事件。详细信息如下：

● 事件类型、事件来源、资源类型和筛选类型：在下拉框中选择查询条件。

其中筛选类型选择资源ID时，还需选择或者手动输入某个具体的资源ID。

● 操作用户：在下拉框中选择某一具体的操作用户。

● 事件级别：可选项为“所有事件级别”、“normal”、“warning”、
“incident”，只可选择其中一项。

● 时间范围：可通过选择时间段查询操作事件。

步骤5 选择查询条件后，单击“查询”。

步骤6 在需要查看的记录左侧，单击 展开该记录的详细信息。

步骤7 在需要查看的记录右侧，单击“查看事件”，在弹出框中显示该操作事件结构的详细
信息。

步骤8 单击右侧的“导出”，将查询结果以CSV格式的文件导出，该CSV文件包含了云审计服
务记录的七天以内的操作事件的所有信息。

关于事件结构的关键字段详解，请参见《云审计服务用户指南》的“事件结构”和
“事件样例”章节。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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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3-05-18 第六十一次正式发布。

SQL限流关闭收费限制。

2023-02-10 第六十次正式发布。

数据追踪与回滚中回滚任务列表新增排序与搜索功能。

2023-01-12 第五十九次正式发布。

SQL限流章节新增对GaussDB(for MySQL)的版本限制。

2022-12-09 第五十八次正式发布。

● DBA智能运维-GaussDB(for MySQL)实例的全量SQL洞察章节新
增全量SQL审计内容。

● DBA智能运维-GaussDB实例的全量SQL洞察章节新增全量SQL审
计内容。

● DBA智能运维-DDM实例的全量SQL洞察章节新增全量SQL审计内
容。

2022-12-07 第五十七次正式发布。

DAS支持GaussDB(DWS)数据库管理。

2022-11-30 第五十六次正式发布。

● 优化SQL限流章节，添加限流规则。

● 优化SQL限流章节，添加限流规则。

● 增加各引擎慢SQL中付费实例与免费实例功能区别的说明。

2022-09-09 第五十五次正式发布。

优化DBA智能运维-MySQL实例的全量SQL洞察章节。

2022-08-16 第五十四次正式发布。

DBA智能运维-MySQL实例的全量SQL洞察章节新增全量SQL审计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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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2-08-05 第五十三次正式发布。

优化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管理的帐号管理内容。

2022-07-29 第五十二次正式发布。

新增支持审计的关键操作列表。

新增查看追踪事件。

优化MySQL数据库管理的帐号管理内容。

2022-07-11 第五十一次正式发布。

TOP SQL页签新增按时间段查看SQL列表等内容。

2022-07-04 第五十次正式发布。

优化DBA智能运维-GaussDB实例的功能面介绍章节。

2022-06-29 第四十九次正式发布。

全量SQL洞察章节新增TOP SQL等内容。

2022-06-7 第四十八次正式发布。

SQL限流章节优化前提条件，新增使用须知。

2022-03-11 第四十六次正式发布。

全量SQL洞察增加导出功能的说明内容。

2022-02-22 第四十五次正式发布。

DBA智能运维-MySQL实例的SQL限流章节新增前提条件。

2022-02-07 第四十四次正式发布。

导入章节增加约束限制。

2021-11-22 第四十二次正式发布。

新增全量SQL洞察的使用须知。

2021-11-19 第四十一次正式发布。

优化慢SQL和全量SQL的计费说明。

2021-11-08 第四十次正式发布。

开发工具模块中的表结构对比与同步、数据追踪与回滚、测试数据生
成、DBA智能运维服务功能以及DBA智能运维模块中的空间、参数智
能推荐、SQL诊断、历史事务、Binlog解析功能变为存量运营。

2021-06-08 第三十九次正式发布。

● 新增新建索引、修改索引、删除索引三个章节。

● 新建索引增加未勾选background选项警告功能。

2021-5-25 第三十八次正式发布。

修改数据库安全设置，新增帐户。

新增帐号管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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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1-04-19 第三十七次正式发布。

刷新创建用户并授权使用DAS相关描述。

2021-04-12 第三十六次正式发布。

版本变更，更换名称。

2021-02-02 第三十五次正式发布。

企业流程审批刷新关于企业流程审批用户的说明。

2020-12-30 第三十四次正式发布。

MySQL和GaussDB(for MySQL)新增定时备份特性。

DBA智能运维新增SQL限流特性。

企业流程审批刷新SQL变更章节。

2020-11-17 第三十三次正式发布。

GaussDB支持结果集导出、GaussDB管控面支持逻辑导入导出。

2020-11-02 第三十二次正式发布。

企业流程审批新增支持DDM实例的说明。

2020-10-13 第三十一次正式发布。

增加控制台中有关登录数据库实例列表的说明。

2020-09-27 第三十次正式发布。

刷新权限管理内容、优化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章节DBA智能
运维内容。

2020-07-27 第二十九次正式发布。

DAS新增企业流程审批大数据导入、数据导出特性，支持
GaussDB(for MySQL)实例。

2020-05-30 第二十八次正式发布。

DAS提供企业流程审批，为您提供数据保护、变更审核、操作审计、
研发自助化等数据库DevOPS平台，帮助企业实现大规模数据库下的
标准化、规范化、高效率、超安全的管理手段。

2020-05-15 第二十七次正式发布。

DAS提供细粒度权限，添加相关内容介绍及操作指导。

2020-04-26 第二十六次正式发布。

DAS为您提供可视化的GeminiDB for cassandra 3.11实例管理界面，
方便进行GeminiDB for cassandra 3.11数据库数据管理。

2020-04-24 第二十五次正式发布。

DAS支持对GaussDB(forMySQL)版本的实例进行DBA智能运维运维
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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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0-04-21 第二十四次正式发布。

DAS对于MySQL和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引擎，主备库均支持
导出数据库和导出SQL结果集。

2020-04-10 第二十三次正式发布。

DAS为您提供可视化的DDM实例管理界面，方便进行DDM数据库数
据管理。

2020-03-20 第二十二次正式发布。

丰富DBA智能运维运维功能，够快速定位出数据库运行中的每一个问
题、提前发现潜在风险点。

提高新增支持全量SQL洞察、内存参数设置诊断等特性。

2020-03-18 第二十一次正式发布。

优化控制台DBA智能运维慢SQL、实时会话&性能等特性。

2020-03-09 第十九次正式发布。

DAS全面升级为2.0界面，详见命令操作、命令执行记录、集合管
理、视图管理、用户管理等。

2020-03-02 第十八次正式发布。

优化实时会话&性能、全量SQL、慢SQL内容。

2020-02-20 第十七次正式发布。

DAS支持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管理。

2020-01-16 第十六次正式发布。

在数据管理服务信息页面，新增DBA智能运维会话管理、实时性能等
特性入口。

2020-01-03 第十五次正式发布。

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管理新版升级。

2019-12-19 第十四次正式发布。

MySQL支持部分实例进行 优智能参数推荐功能，以及适配优化
项。

2019-10-30 第十三次正式发布。

DAS支持开通高级版。

2019-10-10 第十二次正式发布。

支持MySQL8.0版本。

2019-09-10 第十一次正式发布。

新增支持GaussDB引擎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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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9-08-23 第十次正式发布。

MySQL引擎新版本支持数据追踪与回滚特性。

新增支持数据结构对比与同步。

新增任务调度。

2019-08-05 第九次正式发布。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PostgreSQL。

2019-07-02 第八次正式发布。

数据管理服务MySQL引擎支持2.0新版本。

2019-04-02 第七次正式发布。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管理文档数据库服务。

支持数据库管理、集合管理、视图管理。

MySQL类型数据库管理方面新增特性：

支持SQL诊断DDL语句查看和反馈功能，自动生成测试数据支持
100W级。

Microsoft SQL Server类型数据库管理方面新增特性：

支持会话管理功能、批量导出功能。

以及其他数据管理服务优化点。

2019-02-18 第六次正式发布。

ECS自建库管理新增支持Microsoft SQL Server类型数据库。

MySQL类型数据管理新增功能点：

支持表维护、支持SQL模板、支持InnoDB锁状态查询。

以及其他小的优化项。

2018-12-21 第五次正式发布。

数据管理服务新增支持ECS自建库管理。

数据管理服务首页新增数据库总体状态信息。

MySQL类型数据库新增功能点：

支持Binlog查询功能。

Microsoft SQL Server类型数据库新增功能点：

支持存储过程管理、函数管理、触发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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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8-11-13 第四次正式发布。

MySQL类型数据库新增功能点：

事件管理功能。

存储过程管理功能。

函数管理功能。

查看已保存的SQL。

Microsoft SQL Server类型数据库新增功能点：

用户管理功能。

查看已保存的SQL。

以及其他小的优化项。

2018-09-14 第三次正式发布。

MySQL类型数据库新增触发器管理功能。

增加导出数据库结构功能。

增加导出表结构。

增加导出视图结构。

增加导出MySQL类型数据库的触发器结构。

增加查看表详情信息。

以及修改连接信息时，新增“设置密码为空”、SQL窗口首次执行
SQL语句后，自动创建SQL连接等功能。

2018-08-07 第二次正式发布。

数据管理服务新增支持Microsoft SQL Server引擎。

数据管理服务新增执行计划业务功能。

MySQL引擎支持数据导入与导出功能。

2018-06-25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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