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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规范

1.1 设计规范

1.1.1 库表规范

● 所有创建的MySQL表必须为InnoDB引擎，适配MySQL的其它引擎不支持事务。

● 小数类型为decimal，禁止使用float和double。

说明

float和double在存储的时候，存在精度损失的问题，很可能在值比较的时候得到的结果有
误。如果存储的数据范围超过decimal的范围，建议将数据拆成整数和小数分开存储。

● 禁用保留字，如desc、range、match、delayed等，请参考MySQL官方保留字。

● 数据表必须有主键，可以使用业务相关，有序且具有唯一性的字段作为主键，也
可以使用业务无关的自增长字段作为主键。

● 表字段必须有默认值加NOT NULL，数字类型默认值推荐给0，varchar等字符类
型默认值推荐空字符串''。

说明

无主键不仅容易导致主库执行速度慢和复制延迟问题。

● 避免使用分区表，如有需要，可以使用多个独立的表代替。

说明

分区表的缺点：

● DDL操作需要锁定所有分区，导致所有分区上操作都被阻塞。

● 当表数据量较大时，对分区表进行DDL或其他运维操作难度大风险高。

● 分区表使用较少，存在未知风险。

● 当单台服务器性能无法满足时，对分区表进行分拆的成本较高。

● 当分区表操作不当导致访问所有分区时，会导致严重的性能问题。

● 建议表包含两个字段：create_time，update_time, 且均为datetime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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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数据仓库拖取数据时可以利用这两个统一字段无需询问业务。

在数据库出现意外时可以判断数据进入数据库和修改的时间，在极端情况可以帮助数据恢
复的判断。

● 单表行数超过500万行或者单表容量超过2GB时，推荐进行分库分表。对于是否需
要分库分表，由用户自身的业务决定，此处不做强制要求。

● varchar是可变长字符串，不预先分配存储空间，长度不要超过2048。

如果存储长度大于此值，定义字段类型为text，或者独立出来一张表，用主键来对
应，避免影响其他字段索引效率。

● 表单行行内长度不得超过1024字节，单表数据量控制在500万行以内。

● 控制单表字段数量，字段上限50个。

● 如果存储的字符串长度几乎相等，使用char定长字符串类型。

● 字段允许适当跨表冗余，以避免关联查询，提高查询性能，但必须考虑数据一
致。

说明

冗余字段应遵循：

● 不是频繁修改的字段。

● 不是varchar超长字段和text字段。

● 合适的存储长度（不建议使用LONG TEXT, BLOB等长类型字段），不但节约数据
库表空间、节约索引存储，更重要的是提升检索速度。

1.1.2 索引规范
● 避免因为字段类型不同造成的隐式转换，导致索引失效。

● 业务上具有唯一特性的字段，即使是多个字段的组合，建议在所有具有唯一特性
字段的 小集合上建立唯一索引。

例如：一个表含有有a，b，c，d，e，f字段，在业务上ab和ef分别是具有唯一特
性的字段集合，那么 好在 小集合ab和ef上分别建立唯一索引。

说明

即使在应用层做了完善的校验控制，只要没有唯一索引，根据墨菲定律，必然有脏数据产
生。

同时需要考虑建立的唯一索引对查询是否真正有帮助，没有帮助的索引可以考虑删除；

需要考虑多建立的索引对插入性能的影响，根据唯一性相关的数据正确性需求，以及性能
需求来权衡是不是需要多建立唯一性索引。

● 尽量在定长的字段（如：INT）上建立索引；在varchar字段上建立索引时，必须
指定索引长度，无需对全字段建立索引，根据实际文本区分度决定索引长度即
可。

说明

索引长度与区分度是一对矛盾体，一般对字符串类型数据，长度为20的索引区分度会高达
90%以上，可以使用count(distinct left(列名，索引长度))/count(*)的区分度来确定。（有
区分度的放前面，没有区分度的放后面）。

● 页面搜索避免使用左模糊（如：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u_name LIKE
‘%hk’）或者全模糊，避免从索引扫描退化为全表扫描，如果需要请在应用层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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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索引文件具有B-tree的 左前缀匹配特性，如果左边的值未确定，那么无法使用此索引。

● 利用覆盖索引来进行查询操作，避免回表，但是覆盖索引加的字段不能太多，要
兼顾写性能。

说明

能够建立索引的种类：主键索引、唯一索引、普通索引，而覆盖索引是一种查询的效果，
利用explain的结果，extra列会出现：using index。

● SQL性能优化的目标：至少要达到range级别，要求是ref级别，如果可以是consts
好。

● 创建组合索引的时候，区分度 高的在左边。

● 单张表的索引数量控制在5个以内，或不超过表字段个数的20%。

● 创建索引避免有如下误解：

– 宁滥勿缺。误认为一个查询就需要建一个索引。

– 宁缺勿滥。误认为索引会消耗空间、严重拖慢更新和新增速度。

– 抵制唯一索引。误认为业务的唯一性一律需要在应用层通过“先查后插”方
式能解决。

1.1.3 数据库权限规范
● 所有DDL（例如：创建表，更改表结构等）只有通过评审后，由DBA通过数据管

理服务（Data Admin Service）执行，在业务低峰期操作上线。

● 权限需要进行细粒度控制，读写权限分开，运维和开发权限要分开。

● DDL操作保留操作日志。

1.2 开发规范

1.2.1 SQL 使用规范

数据库基本设计规范
● 所有的字符存储与表示，均以utf-8或者utf8mb4编码，表和字段需要有注释信

息。

● 尽量避免使用大事务。

如果在一个事务里进行多个select或update语句，如果是高频事务，会严重影响
MySQL并发能力，因为事务持有的锁等资源只在事务rollback/commit时才能释
放。但同时也要评估数据写入的一致性。

数据库索引设计规范
●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减少使用无法利用索引优化的order by查询语句。Order

by、group by、distinct这些语句较为耗费CPU资源。

● 涉及到复杂SQL语句时，优先参考已有索引进行设计，通过执行explain，查看执
行计划，利用索引，增加更多查询限制条件。

● 使用新的SELECT、UPDATE、DELETE语句时，都需要通过explain查看执行计划中
的索引使用情况，尽量避免extra列出现：Using File Sort，Using Temporary。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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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计划中扫描的行数超过1000时，需要评估是否允许上线。需每日进行慢日志
统计分析，处理慢日志语句。

说明

explain解读：

● type：ALL, index, range, ref, eq_ref, const, system, NULL（从左到右，性能从差到
好）。

● possible_keys：指出MySQL能使用哪个索引在表中找到记录，查询涉及到的字段上
若存在索引，则该索引将被列出，但不一定被查询使用。

● key：表示MySQL实际决定使用的键（索引），如果没有选择索引，键是NULL。要
想强制MySQL使用或忽视possible_keys列中的索引，在查询中使用FORCE INDEX、
USE INDEX 或者IGNORE INDEX。

● ref：哪些列或常量被用于查找索引列上的值。

● rows：根据表统计信息及索引选用情况，估算的找到所需的记录所需要读取的行数。

● Extra：

● Using temporary：表示MySQL需要使用临时表来存储结果集，常见于排序和分
组查询。

● Using filesort：MySQL中无法利用索引完成的排序操作称为“文件排序”。

● Using index：表示使用索引，如果只有 Using index，说明没有查询到数据表，
只用索引表即完成了这个查询，这种情况为覆盖索引。如果同时出现Using
where，代表使用索引来查找读取记录， 也是可以用到索引的，但是需要查询
到数据表。

● Using where：表示条件查询，如果不读取表的所有数据，或不是仅仅通过索引
就可以获取所有需要的数据，则会出现 Using where。如果type列是ALL或
index，而没有出现该信息，则你有可能在执行错误的查询，返回所有数据。

● 在WHERE条件列上使用函数，会导致索引失效。

示例：如 WHERE left(name, 5) = 'zhang'，left函数会导致name上的索引失效。

修改方案：可在业务侧修改该条件，不使用函数。当返回结果集较小时，业务侧
过滤满足条件的行。

数据库 SQL 查询规范
● 当使用ORDER BY .. LIMIT查询时，优先考虑通过索引优化查询语句，提高执行效

率。

● 使用ORDER BY、GROUP BY、DISTINCT执行查询时，where条件过滤出来的结果
集请保持在1000行以内，否则会降低查询效率。

● 使用ORDER BY、GROUP BY、DISTINCT语句时，优先利用索引检索排序好的数
据。如where a=1 order by b可以利用key(a,b)。

● 使用JOIN连接查询时，WHERE条件尽量充分利用同一表上的索引。

示例：

select t1.a, t2.b from t1,t2 where t1.a=t2.a and t1.b=123 and t2.c= 4
问题：如果t1.c与t2.c字段相同，那么t1上的索引(b,c)就只用到b。

修改方案：此时如果把where条件中的t2.c=4改成t1.c=4，那么可以用到完整的索
引。这种情况可能会在字段冗余设计（反范式）时出现。

● 推荐使用UNION ALL，减少使用UNION，需要考虑是否需要对数据进行去重。

使用UNION ALL不对数据去重，由于少了排序操作，速度快于使用UNION，如果
业务没有去重的需求，优先使用UNIO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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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代码中实现分页查询逻辑时，若COUNT为0应直接返回，避免执行后面的分页
语句。

● 避免频繁对表进行COUNT操作。对大数据量表进行COUNT操作耗时会较长，一
般都是秒级响应速度。如果有频繁对表进行COUNT操作的需求，请引入专门的计
数表解决。

● 确定返回结果只有一条时，使用 limit 1。在保证数据无误的前提下，可以确定结
果集数量时，尽量使用limit查询，尽可能快速返回结果。

● 评估DELETE和UPDATE语句效率时，可以将语句改成SELECT后执行explain。
SELECT较多会导致数据库慢，写操作会导致锁表。

● TRUNCATE TABLE 比 DELETE速度快，且使用的系统和日志资源少，如果删除的
表上没有触发器，且进行全表删除，建议使用TRUNCATE TABLE。

– TRUNCATE TABLE不会把删除的数据写到日志文件中。

– TRUNCATE TABLE在功能上与不带WHERE子句的DELETE语句相同。

– TRUNCATE TABLE不能和其它DML写在同一个事务里。

● 尽量不要使用负向查询，避免全表扫描。使用负向查询是指使用负向运算符，
如：NOT, !=, <>, NOT EXISTS, NOT IN以及NOT LIKE等。

如果使用负向查询，无法利用索引结构做二分查找，只能做全表扫描。

● 避免对三个表以上执行JOIN连接。需要JOIN的字段，数据类型必须保持一致。

● 多表关联查询时，保证被关联的字段需要有索引；在多表join中，尽量选取结果集
较小的表作为驱动表，用来join其他表。即使双表join也要关注表索引、SQL性能
情况。

数据库 SQL 开发规范
● 对于简单SQL，优先考虑拆分。

示例 OR 条件： f_phone='10000' or f_mobile='10000'，两个字段各自有索引，
但只能用到其中一个。

修改方案：可以拆分成2个SQL，或者使用union all。

● 需要在SQL中进行复杂的运算或业务逻辑时，优先考虑在业务层实现。

● 使用合理的分页方式以提高分页效率，大页情况下不使用跳跃式分页。

– 反例：SELECT * FROM table1 ORDER BY ftime DESC LIMIT 10000,10; 这种
分页方式会导致大量的IO，因为MySQL使用的是提前读取策略。

– 正例：SELECT * FROM table1 WHERE ftime < last_time ORDER BY ftime
DESC LIMIT 10; 推荐此分页方式，即传入上一次分页的界值。

● 在事务里使用更新语句时，尽量基于主键或unique key，否则会产生间隙锁，内
部扩大锁定范围，导致系统性能下降，产生死锁。

● 尽量不使用外键与级联，外键概念在应用层处理。

示例：

学生表中的student_id是主键，那么成绩表中的student_id则为外键。如果更新学
生表中的student_id，同时触发成绩表中的student_id更新，则为级联更新。

– 外键与级联更新适用于单机低并发，不适合分布式、高并发集群。

– 级联更新是强阻塞，存在数据库更新风暴的风险，外键影响数据库的插入速
度。

● 减少使用in操作，in后的集合元素数量不超过5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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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减少与数据库交互的次数，可以适度采用批量SQL语句。例如：INSERT
INTO … VALUES (XX),(XX),(XX)....(XX); 这里XX的个数建议100个以内。

● 避免使用存储过程，存储过程难以调试和扩展，更没有移植性。

● 避免使用触发器、事件调度器（event scheduler）和视图实现业务逻辑，这些业
务逻辑应该在业务层处理，避免对数据库产生逻辑依赖。

● 避免使用隐式类型转换。

说明

类型转换规则具体如下：

1. 两个参数至少有一个是NULL时，比较的结果也是NULL，特殊情况是使用 <=> 对两个
NULL做比较时会返回 1，这两种情况都不需要做类型转换。

2. 两个参数都是字符串，会按照字符串来比较，不做类型转换。

3. 两个参数都是整数，按照整数来比较，不做类型转换。

4. 十六进制的值和非数字做比较时，会被当做二进制串。

5. 参数是 TIMESTAMP 或 DATETIME，并且另外一个参数是常量，常量会被转换为
timestamp。

6. 有一个参数是 decimal 类型，如果另外一个参数是 decimal 或者整数，会将整数转换
为 decimal 后进行比较，如果另外一个参数是浮点数，则会把 decimal 转换为浮点数
进行比较。

7. 有其他情况下，两个参数都会被转换为浮点数再进行比较。

8. 如果一个索引建立在string类型上，如果这个字段和一个int类型的值比较，符合上述第
7 条。

如f_phone定义的类型是varchar，但where语句中使用f_phone in (098890)，两个参
数都会被当成浮点型。这种情况下string转换后的float，导致MySQL无法使用索引，导
致出现性能问题。

如果是 f_user_id ='1234567' 的情况，符合上述第 2 条，直接把数字当字符串比较。

● 业务允许的情况下，事务里包含SQL语句越少越好，尽量不超过5个。因为过长的
事务会导致锁数据较久，MySQL内部缓存、连接消耗过多等问题。

● 避免使用自然连接（natural join）。

自然连接没有显示定义连接列，而是隐含，会出现难以理解及无法移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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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权限管理

2.1 创建用户并授权使用 GaussDB(for MySQL)
如果您需要对您所拥有的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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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MySQ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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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MySQ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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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MySQL)服务的其他功能。

本章节为您介绍对用户授权的方法，操作流程如图2-1所示。

前提条件

给用户组授权之前，请您了解用户组可以添加的GaussDB(for MySQL)权限，并结合实
际需求进行选择，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支持的系统权限，请参见：系统权
限。若您需要对除GaussDB(for MySQL)之外的其他服务授权，IAM支持服务的所有权
限请参见权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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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流程

图 2-1 给用户授权 GaussDB(for MySQ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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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MySQL)“GaussDB FullAccess”
权限。

说明

如果需要使用到对接其他服务的一些功能时，除了需要配置“GaussDB FullAccess”权限
外，还需要配置对应服务的权限。例如：使用DAS连接实例时，除了需要配置“ GaussDB
FullAccess”权限外，您还需要配置数据管理服务“DAS FullAccess”权限，才可正常使用
DAS登录数据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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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创建的用户登录控制台，切换至授权区域，验证权限：

在“服务列表”中选择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进入GaussDB(for
MySQL)主界面，单击右上角“购买数据库实例”，尝试购买GaussDB(for
MySQL)实例，若可以正常购买数据库实例，则表示所需权限策略均已生效。

2.2 GaussDB(for MySQL)自定义策略
如果系统预置的GaussDB(for MySQ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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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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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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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DB(for MySQL)自
定义策略样例。

GaussDB(for MySQL)自定义策略样例
● 示例1：授权用户创建GaussDB(for MySQL)实例

{
    "Version": "1.1",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gaussdb:instance:create"
            ]
        }
    ]
}

● 示例2：拒绝用户删除GaussDB(for MySQL)实例

拒绝策略需要同时配合其他策略使用，否则没有实际作用。用户被授予的策略
中，一个授权项的作用如果同时存在Allow和Deny，则遵循Deny优先原则。

如果您给用户授予GaussDB FullAccess的系统策略，但不希望用户拥有GaussDB
FullAccess中定义的删除GaussDB(for MySQL)实例权限，您可以创建一条拒绝删
除GaussDB(for MySQL)实例的自定义策略，然后同时将GaussDB FullAccess和拒
绝策略授予用户，根据Deny优先原则，则用户可以对GaussDB(for MySQL)执行
除了删除GaussDB(for MySQL)实例外的所有操作。拒绝策略示例如下：

{
    "Version": "1.1",
    "Statement": [
        {
          "Effect": "Deny"
          "Action": [
                "gaussdb:instance:delete"
            ],
          }
    ]
}

● 示例3：多个授权项策略

一个自定义策略中可以包含多个授权项，且除了可以包含本服务的授权项外，还
可以包含其他服务的授权项，可以包含的其他服务必须跟本服务同属性，即都是
项目级服务或都是全局级服务。多个授权语句策略描述如下：

{  
        "Version": "1.1",  
        "Statement": [  
                {  
                        "Action": [  
                                "gaussdb:instance:create",  
                                "gaussdb:instance:modify",  
                                "gaussdb:instance:delete",  
                 "vpc:publicIps:list",  
                 "vpc:publicIps:update"  
                        ],  
                        "Effect": "All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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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示例4 对目标用户授权管理指定的实例和实例的部分功能

假设您的帐号下有多个实例，但是作为管理员。您希望授权GaussDB(for MySQL)
实例中的部分实例给目标用户，并授予部分功能给目标用户，那么您可以创建如
下权限策略：

{
    "Version": "1.1",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gaussdb:instance:restart",
                "gaussdb:instance:modify"
            ],
            "Resource": [
               "GAUSSDB:*:*:instance:test*"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gaussdb:param:list",
                "gaussdb:tag:list",
                "gaussdb:backup:list",
                "gaussdb:instance:create",
                "gaussdb:instance:list"
            ]
        }
    ]
}

说明

● 被授予该权限策略的目标用户号可以查看所有的实例，但只能管理已被授权的实例。同
时作为管理员，您仍然可以使用API直接管理上述实例。被授予该权限策略的目标用户
仅可以对帐号下所有的GaussDB(for MySQL)实例进行重启和修改实例操作，但不允许
进行其他任何操作。

● test*是对实例名称的模糊匹配，在权限策略中是必须的，否则被授权的用户无法在控制
台看到任何实例。

● GaussDB(for MySQL)支持通过用户进行API级别的访问控制，您可以通过相关API对
GaussDB(for MySQL)进行细粒度的权限访问控制，详情请参见API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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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费管理

3.1 续费

操作场景

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对单个“包年/包月”实例进行续费，以保证业务不因欠费而受影
响。

约束条件
● 仅GaussDB(for MySQL)“包年/包月”的实例支持续费。

● 运行状态为“正常”或“异常”的实例才可进行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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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操作”列的“续费”。

您也可以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在图3-1“计费信息”模块的
“计费模式”处，单击“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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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续费

步骤5 进入续费页面，对实例进行续费。

----结束

3.2 包周期实例转按需

操作场景

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服务支持单个包周期（包年/包月）实例转为按需实
例，方便用户灵活使用该资费的实例。

须知

实例的按需计费方式需要等包周期到期后才会生效，且自动续费功能会同步失效。

单个包周期实例转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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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包周期实例，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转按需”，
进入“包周期转按需”页面。

您也可以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在“计费信息”模块的
“计费模式”处，单击“转按需”，进入“包周期转按需”页面。

步骤5 进入计费模式变更页面，对实例进行计费模式的变更。

步骤6 包周期转按需创建成功后，用户可以在“实例管理”页面对其进行查看和管理。

在实例列表的右上角，单击 刷新列表，可查看到包周期转按需完成后，实例状态
显示为“正常”。“计费模式”显示为“按需”。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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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按需实例转包周期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支持单个按需实例转为包周期（包年/包月）实例，也支持批量
按需实例转为包周期实例。由于按需资源费用较高，需要长期使用资源的按需用户可
以选择将按需资源转为包周期，继续使用这些资源的同时，享受包周期的优惠资费。
执行转包周期后可在订单状态中查询操作是否生效。

约束条件
● 不支持按需实例中的某个节点（主节点和只读节点）单独转包周期。

● 运行状态为冻结、创建失败、规格变更中、扩容中、创建只读中的实例不支持按
需实例转包周期。

单个按需实例转包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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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在操作列下的“更多”中选择“转包周期”，
选择存储空间，单击“下一步”进入“按需转包周期”页面。

您也可以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图3-2处“转包周期”，选
择存储空间，单击“下一步”进入“按需转包周期”页面。

图 3-2 按需转包周期

存储空间默认当前使用量向上取整，例如：当前按需实例的存储使用量为91GB，那么
转包周期时，您可选择的 小存储空间为100GB。

步骤5 选择续费规格，以月为单位， 小包周期时长为一个月。

● 如果订单确认无误，单击“去支付”，进入“支付”页面。

● 如果暂未付款，系统将保留您的订单，稍后可在“费用 > 我的订单”中支付或取
消订单。并且实例状态为“转包周期中，变更订单未支付，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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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选择支付方式，单击“确认付款”。

步骤7 按需转包周期创建成功后，用户可以在“实例管理”页面对其进行查看和管理。

在实例列表的右上角，单击 刷新列表，可查看到按需转包周期完成后，实例状态
显示为“正常”。“计费模式”显示为“包年/包月”。

----结束

按需实例批量转包周期

说明

仅“按需计费”模式的实例支持转包周期。

运行状态为“正常”的实例才可转包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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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勾选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列表上方的“转包周期”。

图 3-3 批量转包周期

步骤5 弹框中选择存储空间，单击“是”，进入“按需转包年/包月”页面。

图 3-4 选择存储空间

步骤6 选择续费规格，以月为单位， 小包周期时长为一个月。

● 如果订单确认无误，单击“去支付”，进入“支付”页面。

● 如果暂未付款，系统将保留您的订单，稍后可在“费用 > 我的订单”中支付或取
消订单。并且实例状态为“转包周期中，变更订单未支付，去支付”。

步骤7 选择支付方式，单击“确认付款”。

步骤8 按需转包周期创建成功后，用户可以在“实例管理”页面对其进行查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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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例列表的右上角，单击 刷新列表，可查看到按需转包周期完成后，实例状态
显示为“正常”。“计费模式”显示为“包年/包月”。

----结束

3.4 退订包周期实例

操作场景

对于“包年/包月”模式的数据库实例，您需要退订订单，才可删除数据库资源。退订
实例订单时，会同步删除该实例中所有资源，包括对应的只读节点。

方法一

您可在“实例管理”页面的实例列表中，退订包周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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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退订”，弹出框中
单击“是”。

步骤5 在“退订资源”页面，确认待退订实例实例信息，并选择退订原因，单击“退订”。

资源退订相关信息，请参考退订规则说明。

步骤6 在弹出框中确认是否退订该资源，单击“退订”，提交退订申请。

须知

1. 提交退订后，资源和数据将会被删除并无法找回。

2. 如需保留数据，请务必确认完成数据备份后再提交退订。

步骤7 查看退订结果。数据库实例订单退订成功后，实例将会被删除。

----结束

方法二

您可前往“费用中心”，退订包周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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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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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费用中心”，进入费用中心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订单管理 > 退订与退换货”，进入“退订管理”页面。

步骤6 在“退订管理”页面，勾选需要退订的实例订单，单击“操作”列的“退订资源”。

● 您可通过产品类型筛选出帐号下所有的GaussDB(for MySQL)订单。

● 您还可以在订单列表左上角，通过实例名称、订单号或实例ID搜索资源。

图 3-5 搜索资源

步骤7 在“退订使用中的资源”页面，确认待退订实例信息，并选择退订原因，单击“退
订”。

资源退订相关信息，请参考退订规则说明。

步骤8 在弹出框中确认是否退订该资源，单击“退订”，提交退订申请。

须知

1. 提交退订后，资源和数据将会被删除并无法找回。

2. 请务必确认完成数据备份后再提交退订。

步骤9 查看退订结果。数据库实例订单退订成功后，实例将会被删除。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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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迁移

4.1 使用 DRS 迁移 GaussDB(for MySQL)数据
使用数据复制服务（Data Replication Service，简称DRS）将本地数据库迁移到云数
据库GaussDB(for MySQL)，可以实现应用不停服的情况下，平滑完成数据库的迁移工
作。

具体迁移操作，请参见《数据复制服务用户指南》的“在线迁移”内容。

说明

● 当前支持MySQL->GaussDB(for MySQL)、Oracle->GaussDB(for MySQL)的迁移。

● 源库为GaussDB(for MySQL)时，可使用MySQL->GaussDB(for MySQL)进行数据迁移。具
体操作请参见MySQL->GaussDB(for MySQL)。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默认表名大小写不敏感。

4.2 使用 mysqldump 迁移 GaussDB(for MySQL)数据

须知

对于mysqlpump工具，由于在并行备份场景有coredump问题，不建议您使用，推荐
您使用mysqldump工具迁移。

迁移准备

GaussDB(for MySQL)支持开启公网访问功能，通过弹性公网IP进行访问。您也可通过
弹性云服务器的内网访问GaussDB(for MySQL)。

1. 准备弹性云服务器或可通过公网访问GaussDB(for MySQL)。
– 通过弹性云服务器连接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需要创建一台弹性

云服务器。

创建并登录弹性云服务器，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快速入门》中“购买弹性
云服务器”和“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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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公网地址连接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需具备以下条件。

i. 先对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绑定公网地址，如何绑定公网地
址，请参见绑定弹性公网IP。

ii. 保证本地设备可以访问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绑定的公网地
址。

2. 在准备的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的设备上，安装
MySQL客户端。

请参见如何安装MySQL客户端。

说明

该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的设备需要安装和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服务端相同版本或更高版本的数据库客户端，MySQL数据库或客户端会自
带mysqldump和mysql工具。

导出数据

要将源数据库迁移到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需要先对其进行导出。

须知

● 相应导出工具需要与数据库引擎版本匹配。

● 数据库迁移为离线迁移，您需要停止使用源数据库的应用程序。

步骤1 登录已准备的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的设备。

步骤2 使用mysqldump将元数据导出至SQL文件。

须知

MySQL数据库是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服务管理所必须的数据库，导出元数据
时，禁止指定--all-database参数，否则会造成数据库故障。

mysqldump --databases <DB_NAME> --single-transaction --order-by-primary
--hex-blob --no-data --routines --events --set-gtid-purged=OFF -u <DB_USER>
-p -h <DB_ADDRESS> -P <DB_PORT> |sed -e 's/DEFINER[ ]*=[ ]*[^*]*\*/\*/' -e 's/
DEFINER[ ]*=.*FUNCTION/FUNCTION/' -e 's/DEFINER[ ]*=.*PROCEDURE/
PROCEDURE/' -e 's/DEFINER[ ]*=.*TRIGGER/TRIGGER/' -e 's/
DEFINER[ ]*=.*EVENT/EVENT/' > <BACKUP_FILE>

● DB_NAME为要迁移的数据库名称。

● DB_USER为数据库用户。

● DB_ADDRESS为数据库地址。

● DB_PORT为数据库端口。

● BACKUP_FILE为导出生成的文件名称。

根据命令提示输入数据库密码。

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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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dump --databases gaussdb --single-transaction --order-by-primary --
hex-blob --no-data --routines --events --set-gtid-purged=OFF -u root -p -h
192.xx.xx.xx -P 3306 |sed -e 's/DEFINER[ ]*=[ ]*[^*]*\*/\*/' -e 's/
DEFINER[ ]*=.*FUNCTION/FUNCTION/' -e 's/DEFINER[ ]*=.*PROCEDURE/
PROCEDURE/' -e 's/DEFINER[ ]*=.*TRIGGER/TRIGGER/' -e 's/
DEFINER[ ]*=.*EVENT/EVENT/' > dump-defs.sql

Enter password:

命令执行完会生成“dump-defs.sql”文件。

步骤3 使用mysqldump将数据导出至SQL文件。

须知

MySQL数据库是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服务管理所必须的数据库，导出元数据
时，禁止指定--all-database参数，否则会造成数据库故障。

mysqldump --databases <DB_NAME> --single-transaction --hex-blob --set-
gtid-purged=OFF --no-create-info --skip-triggers -u <DB_USER> -p -h
<DB_ADDRESS> -P <DB_PORT> -r <BACKUP_FILE>

以上命令的参数说明如步骤2所示。

根据命令提示输入数据库密码。

示例如下：

mysqldump --databases gaussdb --single-transaction --hex-blob --set-gtid-
purged=OFF --no-create-info --skip-triggers -u root -p -h 192.xx.xx.xx -P 3306
-r dump-data.sql

命令执行完会生成“dump-data.sql”文件。

----结束

导入数据

通过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的设备，用相应客户端连接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将导出的SQL文件导入到GaussDB(for MySQL)数
据库。

须知

如果源数据库中包含触发器、存储过程、函数或事件调用，则需确保导入前设置目标
数据库参数log_bin_trust_function_creators=ON

步骤1 导入元数据到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

mysql -f -h <DB_ADDRESS> -P <DB_PORT> -u root -p < <BACKUP_DIR>/dump-
defs.sql

● DB_ADDRESS为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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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_PORT为当前数据库实例的端口。

● BACKUP_DIR为“dump-defs.sql”所在目录。

示例如下：

mysql -f -h 172.xx.xx.xx -P 3306 -u root -p < dump-defs.sql

Enter password:

步骤2 导入数据到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

mysql -f -h <DB_ADDRESS> -P <DB_PORT> -u root -p < <BACKUP_DIR>/dump-
data.sql

● DB_ADDRESS为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的IP地址。

● DB_PORT为当前数据库实例的端口。

● BACKUP_DIR为“dump-data.sql”所在目录。

示例如下：

mysql -f -h 172.xx.xx.198 -P 3306 -u root -p < dump-data.sql

Enter password:

步骤3 使用MySQL工具连接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查看迁移结果。

mysql> show databases;

示例中，名为my_db的数据库已经被导入了：

mysql> show databases;
+--------------------+
| Database           |
+--------------------+
| information_schema |
| my_db              |
| mysql              |
| performance_schema |
+--------------------+
4 rows in set (0.00 sec)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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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库代理（读写分离）

5.1 读写分离简介
读写分离是指通过一个读写分离的连接地址实现读写请求的自动转发。创建实例后，
您可以开通读写分离功能，通过GaussDB(for MySQL)的读写分离连接地址，写请求自
动访问主节点，读请求按照读权重设置自动访问各个节点。目前支持创建4个代理实
例，多个代理实例适用于有隔离需求的复杂业务，根据业务需要使用对应的连接地址
连接到实例。

数据库代理服务暂不收费，后续收费会提前告知日期。

功能限制
● 至少创建1个只读节点才能开启读写分离功能。

● 开启读写分离功能后，实例不允许修改数据库端口、读写内网地址和安全组。

● 读写分离功能不支持SSL加密。

● 读写分离功能不支持压缩协议。

● 如果执行了Multi-Statements，当前连接的后续请求会全部路由到主节点，需断
开当前连接并重新连接才能恢复读写分离。

● 使用读写分离的连接地址时，事务请求都会路由到实例的主节点（可以使用事务
拆分功能对事务中写之前的读请求进行拆分），不保证非事务读的一致性，业务
上有读一致性需求可以封装到事务中。

● proxy不支持事务隔离级别READ-UNCOMMITTED。

● 一个GaussDB(for MySQL)实例 多支持创建4个代理实例。

● 数据库代理服务不支持读写表中单列超过16MB的数据。

● 当使用数据库代理时，多语句拼接的SQL大小不超过100MB，避免数据库代理解
析SQL消耗过多的资源。

操作场景

开通读写分离时，需选择加入代理的节点（包括主节点和只读节点）。

● 各业务可以通过代理实例的读写分离地址连接实例。且读请求会分别发往连接的
代理实例。您也可以对代理实例添加或移除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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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节点（包括主节点和只读节点）可以同时被多个代理实例选择，并设置不
同的读权重配比。权重分配具体操作请参见设置读写分离权重。

● 读写模式的代理实例，可代理读、写请求，其中，写请求全部路由给主节点，读
请求根据读权重配比分发到各个节点。

● 只读模式的代理实例，只能代理读请求，读请求根据读权重配比分发到各个只读
节点。不会分发到主节点，即使主节点被选为服务节点且已配置读权重，也不会
生效。

图 5-1 多个代理实例

5.2 一致性级别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提供了以下两种一致性级别，满足您在不同场景下对
一致性的要求：

● 终一致性（默认）

● 会话一致性

约束限制
● 一致性级别需要数据库内核小版本为8.0.22.28.1及以上。

● 开启会话一致性还需您的数据库代理引擎版本为2.7.4.0及以上。

终一致性

开启数据库代理后，同一会话内，连续多次SELECT请求会根据权重配比，路由到不同
的数据库节点，由于主节点与读节点之前存在复制时延，并且各个读节点的复制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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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不一定完全相同，可能会导致每次SELECT请求得到的结果存在差异，因此默认情
况下，数据库代理只能保证数据的 终一致。

会话一致性

由于 终一致性可能会导致多次SELECT请求的结果存在差异，数据库代理进一步提供
了会话级别的数据一致性，保证了在同一会话内，每次SELECT请求都可以获取到上一
次写入操作后，数据库的 新数据。

数据库代理会记录每个数据节点的日志序号（Log Sequence Number，简称LSN），
同时针对每一个会话也会维护对应的LSN，即Session LSN。当某个会话有数据更新操
作执行完毕时，数据库代理会根据当时主节点的LSN来更新对应的Session LSN，后续
有读请求来的时候，数据库代理会比较Session LSN以及各个数据节点的LSN，将请求
发往LSN大于或等于Session LSN的数据节点，从而保证当前会话内，SELECT请求总能
获取到上一次更新操作后的 新数据。

图 5-2 会话一致性实现原理

说明

开启会话一致性后，如果主节点与读节点复制时延较大，各个读节点LSN均小于Session LSN，
会导致SELECT请求发送到主节点，从而增大主节点的压力，整个数据库集群的读写性能会有一
定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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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开通读写分离
读写分离是指通过一个读写分离的连接地址实现读写请求的自动转发。通过
GaussDB(for MySQL)的读写分离连接地址，写请求自动访问主节点，应用直连即可实
现自动读写分离。本文将介绍如何开通读写分离功能。

约束限制

数据库代理实例的内核版本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不允许开通读写分离。

● 代理实例内核版本大于等于2.0.26.2
● 代理实例内核版本小于2.0.28.4或内核版本等于2.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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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代理”。

图 5-3 开通读写分离入口

步骤6 在申请页面单击“新增代理”。

步骤7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代理实例名称、代理模式、一致性级别、代理实例规格、代
理实例节点数量，选择数据库节点并设置读权重后，单击“确定”，开启实例的读写
分离功能。在已有一个代理实例后，还需创建新的代理实例并开通读写分离功能，请
单击“新增代理”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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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开启数据库代理服务

● 代理实例名称：长度在4个到64个字符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区分大小写，可以
包含字母、数字、中划线或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 代理模式：支持读写模式和只读模式。

说明

– 读写模式：所有写请求只发往主节点，所有读请求按照读权重配比分发到已选节点。主
节点的读权重值默认为100。

– 只读模式：所有读请求按照读权重配比分发到已选只读节点，不会分发到主节点，即使
主节点被选为服务节点且已配置读权重，也不会生效。

▪ 只读模式仅支持读请求业务，写业务请求会有异常提示。

▪ 该功能降低了主节点负载。

▪ 在只读模式下，不支持DDL、DML操作和临时表操作。

● 一致性级别：目前支持 终一致性和会话一致性，详情请参见一致性级别。

说明

– 如果需要减轻主节点压力，让尽量多的读请求路由到只读节点，您可以选择 终一致
性。

– 一致性级别需要数据库内核小版本为8.0.22.28.1及以上。

– 开启会话一致性还需您的数据库代理引擎版本为2.7.4.0及以上。

● 代理实例规格：2 vCPUs | 4 GB ( 鲲鹏通用计算增强型 )、4 vCPUs | 8GB ( 鲲鹏
通用计算增强型 )、8 vCPUs | 16 GB ( 鲲鹏通用计算增强型 )、2 vCPUs | 4 GB
( 通用增强型 )、4 vCPUs | 8 GB ( 通用增强型 )、8 vCPUs | 16 GB ( 通用增强
型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代理实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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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实例节点数量：默认为2个节点。 小支持2个节点， 大支持32个节点。推
荐代理实例节点数量 =（主节点CPU核数+所有只读节点CPU核数总和）/（4*代理
实例CPU核数），计算结果向上取整。

● 读权重分配：对于开启读写分离功能的实例，您可以添加或移除节点，并设置其
主节点和只读节点的读权重。实例以配置的读权重比例分发读请求。例如代理实
例已选择1个主节点和2个只读节点，读权重配置为100、200、200。在读写模式
下，主节点和2个只读节点将按照1：2：2的比例处理读请求。即主节点处理20%
的请求，2个只读节点分别处理40%的请求，写请求自动发往主节点。而在只读模
式下，主节点权重在进行读请求处理分配时不生效，由2个只读节点分别处理50%
的请求。具体操作请参见设置读写分离权重。

步骤8 读写分离开通后，可以通过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查看每个代理实例关联的数据库
节点，如图5-5所示。鼠标悬浮在某个proxy信息处，可查看该proxy关联的节点信息。

图 5-5 代理实例关联节点信息

----结束

5.4 设置 Multi-Statements 处理模式

前提条件

如需通过管理控制台设置Multi-Statements处理模式，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右上角，
选择“工单 > 新建工单”，提交代理实例参数修改的申请。

操作场景

当通过数据库代理执行Multi-Statements时，可以根据业务场景选择不同的处理模
式，当前处理模式支持Strict、Loose和Parse，默认Strict模式，详细介绍请参见模式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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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库代理”，选择代理实例，单击目标代理实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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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参数修改”，在“参数”页签选择“multiStatementType”，
设置多语句处理方式，

支持如下模式：Strict、Loose、Parse，详细介绍请参见模式描述。

步骤7 修改完成后单击“保存”，在弹出框中单击“是”，保存修改。

----结束

模式描述

更改Multi-Statements模式立即生效，无需重启数据库代理。但如果模式切换前存在
由于执行了Multi-Statements导致读写分离失效的连接，不会因为切换模式而恢复读
写分离，需要断开重连才能恢复。

● Strict模式（默认）

Multi-Statements会发往主节点，当前连接的后续请求读写分离失效，会全部路
由到主节点，需断开当前连接并重新连接才能恢复读写分离。

该模式不会解析Multi-Statements，性能好，适合短连接、无连接复用场景。

● Loose模式

Multi-Statements会发往主节点，当前连接的后续请求依旧可以读写分离。

该模式不会解析Multi-Statements，性能好，适合Multi-Statements内仅含DML
SQL，不含设置session变量、创建临时表、创建存储过程、执行未提交事务等操
作的场景。

● Parse模式

该模式下，Multi-Statements会发往主节点，同时数据库代理会解析Multi-
Statements，根据Multi-Statements内包含的SQL情况，决定当前连接的后续请
求是否恢复读写分离。详细内容请参见Parse模式场景说明。

由于该模式会解析Multi-Statements，对代理性能有一定影响，影响程度与Multi-
Statements的长度和复杂性相关，建议Multi-Statements小于100MB，避免数据
库代理解析SQL消耗过多的资源，引起性能明显下降。

Parse 模式场景说明

当Multi-Statements包含如下场景时，后续请求会全部路由到主节点，需断开当前连
接并重新连接才能恢复读写分离。

● Multi-Statements内创建临时表。

● Multi-Statements内创建存储过程。

● Multi-Statements内含未提交的事务（如执行了begin，但未执行commit或
rollback）。

● Multi-Statements过于复杂或含特殊语法等导致Multi-Statements解析失败。

5.5 设置事务拆分

操作背景

默认情况下，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代理会将事务内的所有请求都发送
到主节点以保障事务的正确性，但是某些框架会将所有请求封装到非自动提交的事务
中（通过set autocommit=0;关闭自动提交），导致主节点负载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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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

● 设置事务拆分需要满足数据库代理引擎版本为2.3.9.5及以上。

● 在默认的REPEATABLE_READ隔离级别下，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不支持
事务拆分功能。

● 仅READ-UNCOMMITTED和READ-COMMITTED级别允许事务拆分，请修改事务
隔离级别。

● 仅读写模式支持事务拆分功能。

功能描述

数据库代理提供事务拆分的功能，能够将事务内写操作之前的读请求转发到只读节
点，降低主节点负载。

事务拆分功能默认关闭。

开启事务拆分后，当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关闭自动提交后，仅会在发生写操
作时才正式开启事务，正式开启事务前的读请求会通过负载均衡模块分流至只读节
点。

注意事项

当事务拆分功能开启后，仅支持将事务隔离级别修改为READ-UNCOMMITTED或
READ-COMMITTED，若需要将事务隔离级别修改至更高的级别，需要关闭事务拆分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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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库代理”。

步骤6 在“数据库代理”页面，单击“事务拆分”后的 。

图 5-6 设置事务拆分

步骤7 在弹框中单击“确认”，开启事务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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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开启事务拆分

----结束

说明

开通或关闭事务拆分后仅对新连接生效。

5.6 设置读写分离权重
开通读写分离功能后，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读写分离的读权重。

功能描述
● 读写分离功能成功开启后，主节点和只读节点均可以设置读权重。

● 主节点的读权重值越高，处理的读请求越多，主节点的读权重值默认为0。

● 只读节点的读权重值为0时，业务处于不受处理状态。

● 单个只读节点的权重值范围为0~1000。

● 开通读写分离功能后，新增只读节点默认会加入代理中，默认读权重为0。具体分
配规则请参见系统权重分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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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代理”，选择目标代理实例，单击“设置权重”。

步骤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在左侧勾选目标只读节点后，在右侧的“读权重”列设置选择节
点的读权重。

● 各业务可以通过代理实例的读写分离地址连接实例。且读请求会分别发往连接的
代理实例。您也可以对代理实例添加或移除节点。

● 读写模式的代理实例，可代理读、写请求，其中，写请求全部路由给主节点，读
请求根据读权重配比分发到各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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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读模式的代理实例，只能代理读请求，读请求根据读权重配比分发到各个只读
节点。不会分发到主节点，即使主节点被选为服务节点且已配置读权重，也不会
生效。

例如1个实例有1个主节点和2个只读节点，已开启两个代理实例。代理实例1为读写模
式，已选择主节点和只读节点1，读权重配置为100、200，则主节点和只读节点1将按
照1：2的比例处理读请求。即主节点处理2/3的读请求，只读节点1处理1/3的读请求，
写请求自动发往主节点。代理实例2为只读模式，已选择主节点和只读节点2，读权重
配置为100、200，则主节点权重在进行读请求处理分配时不生效，由只读节点2处理
所有的读请求。

图 5-8 多个代理各节点处理读请求比例

说明

● 多个代理实例的场景下，新增只读节点默认会加入代理中，默认读权重为0。

● 未加入代理的GaussDB(for MySQL)只读节点，可在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的“节点信
息”区域，找到此只读节点，单击“加入代理服务 ”，跳转到“数据库代理”页面，选择目
标代理实例，单击“设置权重”。

● 实例释放后将自动移除权重。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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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设置连接池

操作场景

使用会话级连接池，可减少短连接业务频繁建立连接导致数据库负载高。

连接池默认为关闭状态，可选会话级连接池。

约束限制
● 如需开通设置连接池权限，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右上角，选择“工单 > 新建工

单”，提交申请。

● 如需设置连接池，需要数据库代理引擎版本大于等于2.22.07.000。

会话级连接池工作原理

会话级连接池适用于短连接场景。

当您的客户端连接断开时，系统会判断当前的连接是否为闲置连接。如果是闲置连
接，系统会将该连接放到代理的连接池中并保留一小段时间。在客户端重新发起连接
时，如果连接池中有可用的连接，则可直接使用，从而减少与数据库的建连开销。如
果没有可用的连接，则走正常连接流程，重新与数据库建立一个新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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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列表中，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代理”。

步骤6 在“数据库代理”页面，单击“连接池”后的“设置”。

步骤7 在弹框中设置会话级连接池，单击“确定”。

图 5-9 连接池设置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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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变更数据库代理的规格

前提条件
● 如需开通变更数据库代理规格的权限，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右上角，选择“工单

> 新建工单”，提交开通变更数据库代理规格权限的申请。

约束限制
● 实例、实例主节点、只读节点和数据库代理的状态均正常时才可进行规格变更。

● 当实例代理进行CPU/内存规格变更时，该实例不可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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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代理”。

步骤6 在“数据库代理”页面，实现规格变更。

● 在“数据库代理”页面，选择目标代理实例，单击“操作”列的“规格变更”。

您也可以单击目标代理实例名称，在“实例信息”模块的“代理实例规格”处，
单击“规格变更”。

图 5-10 代理实例规格变更

步骤7 在“规格变更”弹窗框中，选择“新代理实例规格”，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
根据自己的需求缩小或扩大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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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规格变更

步骤8 变更完成后，可在对应的“数据库代理”页面，查看代理实例规格变更是否成功。

----结束

5.9 调整代理实例节点数量

操作场景

用户开通读写分离后，可以根据需要方便快捷地调整代理实例节点数量。

前提条件

● 已开通读写分离。

● 主实例和代理实例的状态必须均为“正常”。

约束限制

代理节点数量 小支持2个节点， 大支持32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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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数据库代理”页面，单击代理实例名称。

步骤6 在“代理实例信息”模块的“代理实例节点数量”处，单击“调整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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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推荐代理实例节点数量 =（主节点CPU核数+所有只读节点CPU核数总和）/（4*代理实例CPU核
数），计算结果向上取整。

步骤7 弹框中选择需要调整的代理实例节点数量，单击“确定”，完成修改。

图 5-12 调整代理实例节点数量

----结束

5.10 升级数据库代理（Proxy）内核版本

操作场景

数据库代理服务支持手动升级至 新内核版本，内核版本的升级涉及性能提升、新功
能或问题修复等。

根据升级时间不同，升级至 新内核版本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方式。

● 立即升级：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在目标实例的“数据库代理”页面手动升
级Porxy版本。

● 可维护时间段内升级：您可以在您设置的可维护时间段内进行升级，详情参见设
置可维护时间段。

说明

如需开通升级数据库代理内核版本的权限，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右上角，选择“工单 > 新建工
单”，提交开通升级数据库代理内核版本的申请。

注意事项

升级过程中会出现闪断的情况，升级时间与数据库代理的节点数有关，请选择在业务
低峰期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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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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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数据库代理”页面，“代理实例信息”模块的“内核版本”处，单击“补丁升
级”。

步骤6 在弹出框中，选择升级方式，单击“确定”。

● 立即升级：系统会立即升级您的数据库代理内核版本到当前 新版本，可通过
“任务中心 > 即时任务”查看升级任务及任务状态。

● 可维护时间段内升级：系统会在您设置的可维护时间段内，升级您的数据库代理
内核版本到当前 新版本，可通过“任务中心 > 定时任务”查看升级任务及任务
状态。

----结束

5.11 申请代理实例内网域名
GaussDB(for MySQL)支持内网域名，您可以通过内网域名连接GaussDB(for MySQL)
代理实例。

功能限制

● 申请内网域名需要具有相应的操作权限。您可联系华为云客服人员申请内网域名
的操作权限。

● 内网域名生成后，修改读写分离地址将会导致数据库连接中断，请谨慎操作。

● 内网域名生成后，不支持修改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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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库代理”。

步骤6 在“基本信息”页“实例信息”模块“内网域名”处，单击“申请”。

图 5-13 申请内网域名

步骤7 在“基本信息”页“实例信息”模块“内网域名”处，查看生成的内网域名。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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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修改读写分离地址

操作场景

用户开启读写分离后，支持修改读写分离地址。

注意事项

修改读写分离地址，数据库连接会中断，导致业务中断，请在业务低峰期或者在业务
停止期间进行。

约束限制

● 修改的IP地址也需要在GaussDB(for MySQL)实例所在的子网内，并且未使用。

● 修改读写分离地址需要具有相应的操作权限，您可联系客服人员申请修改读写分
离地址的操作权限。

操作步骤

对于开启读写分离的GaussDB(for MySQL)实例，支持更改读写分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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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库代理”，进行修改操作。

单击目标代理实例名称，在“实例信息”模块的“读写分离地址”处，单击“修
改”。

图 5-14 修改读写分离地址

步骤6 在“修改读写分离地址”弹出框中，输入新的IP地址后，单击“确定”。

已使用IP地址，不能再作为代理实例的新读写分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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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修改读写分离地址

----结束

5.13 修改一致性级别

操作场景

用户开启数据库代理后，支持修改一致性级别。

约束限制
● 一致性级别需要数据库内核小版本为8.0.22.28.1及以上。

● 开启会话一致性还需您的数据库代理引擎版本为2.7.4.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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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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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数据库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库代理”，进行修改操作。

单击目标代理实例名称，在“实例信息”模块的“一致性级别”处，单击 按钮。

图 5-16 修改一致性级别

步骤6 选择对应的一致性级别，单击 按钮。

须知

修改一致性级别后，需要您在管理控制台上手动重启数据库代理或与数据库代理重新
建立连接。

重启数据库代理实例请参见重启代理实例。

----结束

5.14 修改代理实例参数

前提条件

如需修改代理实例的参数且未开通代理实例参数修改权限，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右上
角，选择“工单 > 新建工单”，提交代理实例参数修改的申请。

操作场景

用户开启数据库代理后，支持修改代理实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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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库代理”，选择代理实例，单击目标代理实例名称。

步骤6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参数修改”，在“参数”页签修改相应参数。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5 数据库代理（读写分离）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8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ticket/?region=cn-north-1&locale=zh-cn#/ticketindex/createIndex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


可进行的操作如下：

● 单击“保存”，在弹出框中单击“是”，保存修改。

● 单击“取消”，放弃本次设置。

● 单击“预览”，可对比参数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值。

----结束

5.15 开启或关闭访问控制
数据库代理实例开启了负载均衡，数据库代理实例的安全组不生效，默认不限制连接
数据库代理的源IP地址，需通过访问控制功能限制源IP地址。

说明

如果管理控制台上没有显示开启访问控制功能的按钮，说明数据库代理实例安全组会生效，不需
要使用访问控制功能。

开启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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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
面。

步骤5 在“数据库代理”页面，选择目标代理实例，单击“访问控制”处的 ，开启访
问控制。

步骤6 单击“设置”，弹框中设置访问控制方式和IP地址。

● 访问控制方式：仅支持设置黑名单或白名单的其中一种，切换后原设置失效，黑
名单内的地址禁止访问，请谨慎操作。

● IP地址或网段：输入符合规范的IP地址或网段，具体要求如下：

– 每行一个IP地址或网段，以回车结束。

– 每个IP地址或网段都可以用“|”分隔添加备注，如“192.168.10.10丨
GaussDB01”，备注长度范围是0到50字符，不能包含<>。

– 多可添加300个IP地址或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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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修改访问控制

----结束

关闭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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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数据库代理”页面，选择目标代理实例，单击“访问控制”处的 。

图 5-18 关闭访问控制

步骤6 弹框中单击“是”，关闭访问控制。

----结束

5.16 重启代理实例

操作场景

开通读写分离功能后，您可以重启代理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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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
● 重启代理实例需要具有相应的操作权限，您可联系客服人员申请。

● 如果数据库代理实例处于“异常”状态，可能会重启失败。

● 为了缩短重启时间，建议您在重启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数据库活动，以减少中转事
务的回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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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库代理”，选择代理实例，单击“更多 > 重启”。

图 5-19 重启代理实例

步骤6 在弹框中单击“是”，重启代理实例。

图 5-20 确认

说明

重启代理实例会导致数据库连接短暂中断，建议在业务低峰期进行。

----结束

5.17 关闭读写分离
开通读写分离功能后，若您不需要读写分离功能，可以将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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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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代理”。

步骤6 在“数据库代理”页面，选择目标代理实例，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在弹框中
单击“是”，删除代理实例，关闭读写分离功能。

图 5-21 关闭代理

说明

删除代理实例将同时关闭读写分离。关闭后，使用读写分离地址连接的业务将中断，请将应用连
接切换到实例的地址。

----结束

5.18 系统权重分配规则
本文介绍各种规格的实例默认的读权重分配规则。

系统权重分配规则

系统自动设置实例的读权重时，权重值是根据只读节点的规格设置，如下表所⽰：

说明

默认权重值=CPU个数*50。

例如：CPU个数为4，4*50=200，则权重值为200。

表 5-1 只读实例权重值列表

vCPU(个) 内存(GB) 权重

4 16 200

8 32 400

16 64 800

32 128 1000

48 19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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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PU(个) 内存(GB) 权重

60 256 1000

 

通过 Hint 指定 SQL 发往主节点或只读节点

在SQL开头添加hint注释进行强制路由；

/*FORCE_MASTER*/强制路由到主节点；

/*FORCE_SLAVE*/强制路由到只读节点；

说明

● 在读写分离权重分配体系之外，Hint可作为另外一种SQL补充语法来指定相关SQL到主节点
或只读节点执行。

● Hint注释仅作为路由建议，非只读SQL、事务中的场景不能强制路由到只读节点。

● 使用 MySQL 命令行进行连接并使用 Hint 语句时，需要在命令中增加 -c 选项，否则 Hint
会被 MySQL 命令行工具过滤。

5.19 测试读写分离效果
通过读写分离地址连接数据库，可实现读写分离功能。您可以使用内部SQL命令对读
写分离效果进行验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详细内容请参考《弹性云服务器用户指南》。

步骤2 通过读写分离地址连接数据库，命令形式如下：

mysql -h <hostIP> -P <port> -u <userName> -p <password>

表 5-2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hostIP> 读写分离地址。

在代理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网络信息”模块查看“读写
内网地址”信息。

<port> 数据库端口，默认3306。

在目标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网络信息”模块的“数据库
端口”。

<userName> 用户名，即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管理员帐号，默认为
root。

<password> 密码。

 

步骤3 执行命令查看执行SQL命令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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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执行show last route查询上一条语句的路由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5-22 结果查询

请勿将show last route用于业务代码或包在Multi-Statements中执行。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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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例生命周期管理

6.1 修改实例名称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支持修改实例名称，以方便用户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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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后的 ，编辑实例名称，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是否勾选“同步修改节点名称”。

● 单击“确认”，提交修改。

● 单击“取消”，取消修改。

说明

实例名称长度为4~64个字符，必须以字母开头，可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中划线或
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您也可以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在“实例信息”模块的

实例名称处，单击 ，修改实例名称。

有关数据库实例的状态，请参见数据库实例状态中的相关内容。

● 单击 ，提交修改。

● 单击 ，取消修改。

步骤5 在当前页面，查看修改结果。修改实例名称所需时间通常在1分钟以内。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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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修改实例备注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服务实例名称支持添加备注，以方便用户备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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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备注后的 ，编辑实例备注。

● 单击“确认”，提交修改。

● 单击“取消”，取消修改。

您也可以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在“实例信息”模块

“实例备注”处，单击 ，修改实例备注。

● 单击 ，提交修改。

● 单击 ，取消修改。

说明

实例备注长度 大64个字符，只能包含中文、字母、数字、中划线、下划线或英文句号。

步骤5 在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查看修改结果。

您也可以在“实例管理”页面，查看修改结果。

----结束

6.3 删除实例

操作场景

对于“按需计费”和“Serverless”模式的实例，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在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管理”页面手动删除来释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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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 执行操作中的实例不能手动删除，只有在实例操作完成后，才可被删除。

● “按需计费”类型的实例删除后将不再产生费用，自动备份会被同步删除，保留的
手动备份会继续收取费用。

● 删除“按需计费”和“Serverless”模式的实例时，会同步删除其对应的只读节
点，请谨慎操作。

● 通过数据库回收站中重建实例功能，具体请参见回收站。

● 当数据库实例被删除时，数据库实例的自动备份将被同步删除，手动备份不会被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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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的实例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的实例，在“操作”列，选择“更
多 > 删除实例”。

步骤5 若您已开启高危操作保护，在弹框中单击“去验证”，跳转至验证页面，单击“免费
获取验证码”，正确输入验证码并单击“认证”，页面自动关闭。

关于如何开启操作保护，具体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指南》的内容。

步骤6 在“删除实例”弹框，单击“是”，稍后刷新“实例管理”页面，查看删除结果。

----结束

相关任务
● 删除只读节点相关操作请参考删除只读节点。

● 使用API删除实例相关操作请参考删除实例。

● 使用API删除只读节点相关操作请参考删除只读节点。

6.4 重启实例

操作场景

通常是出于维护目的，您可能需要重启数据库实例。例如：对于某些运行参数修改，
需要重启实例使之生效。

使用限制
● 如果数据库实例处于“异常”状态，可能会重启失败。

● 为了缩短重启时间，建议您在重启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数据库活动，以减少中转事
务的回滚活动。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6 实例生命周期管理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7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iam/iam_07_000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gaussdb/gaussdb_03_011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gaussdb/DeleteMysqlInstance.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gaussdb/DeleteMysqlReadonlyNode.html


须知

● 重启数据库实例会重新启动数据库引擎服务，将导致短暂中断，在此期间，数据库
实例状态将显示为“重启中”。

● 重启过程中，实例将不可用。重启后实例会自动释放内存中buffer pool的数据，请
注意对业务的热点数据进行预热，避免业务高峰期出现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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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更多 > 重启实例”。

您也可以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实例名称，在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
右上方，单击“重启实例”。

重启实例时，如果该实例下有只读节点，那么对应的只读节点也会被同步重启。

步骤5 若您已开启高危操作保护，在弹框中单击“去验证”，跳转至验证页面，单击“免费
获取验证码”，正确输入验证码并单击“认证”，页面自动关闭。

关于如何开启操作保护，具体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指南》的内容。

步骤6 在“重启实例”弹窗框，选择重启时间，目前支持“立即重启”和“可维护时间段重
启”。

图 6-1 重启实例

1. 选择“立即重启”，直接单击“是”重启实例。

2. 选择“可维护时间段重启”，可以单击“修改”对重启时间段进行修改，然后单
击“是”，实例将会在可维护时间段重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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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可维护时间段，不影响原有可维护时间段内定时任务的执行时间。

可维护时间段内预约的定时重启任务将于下一个时间窗执行。

图 6-2 可维护时间段重启

步骤7 重启之后查看任务中心任务状态，等待重启完成。如果实例状态为“正常”，说明实
例重启成功。

----结束

6.5 重启节点

操作场景

您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重启数据库节点，用于解决数据库连接问题。

使用限制
● “异常”状态的数据库实例节点允许重启。

● 重启数据库实例节点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您的特定数据库引擎的崩溃恢复过程。
为了缩短重启时间，建议您在重启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数据库活动，以减少中转事
务的回滚活动。

须知

● 重启数据库实例节点会将导致短暂中断，在此期间，数据库实例节点状态将显
示为“节点重启中”。

● 重启过程中，该节点将不可用。建议您在业务低谷期执行重启节点操作并确保
应用具备重连机制。

● 如果该实例存在参数修改，则需要重启实例新参数才会生效。重启实例后才能
重启节点。重启前，请做好业务安排，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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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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的实例列表中，选择对应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
页面。

步骤5 在“基本信息”页面的“节点信息”模块，选择目标节点，在“操作”列单击“重
启”

步骤6 若您已开启高危操作保护，在弹框中单击“去验证”，跳转至验证页面，单击“免费
获取验证码”，正确输入验证码并单击“认证”，页面自动关闭。

关于如何开启操作保护，具体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指南》的内容。

步骤7 在弹框中选择重启时间，目前支持“立即重启”和“可维护时间段重启”。

图 6-3 重启节点

1. 选择“立即重启”，直接单击“是”重启节点。

2. 选择“可维护时间段重启”，可以单击“修改”对重启时间段进行修改，然后单
击“是”，实例将会在可维护时间段重启节点。

修改可维护时间段，不影响原有可维护时间段内定时任务的执行时间。

可维护时间段内预约的定时重启任务将于下一个时间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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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可维护时间段重启

步骤8 重启之后查看任务中心任务状态，等待重启完成。如果节点状态为“正常”，说明节
点重启成功。

----结束

6.6 修改节点名称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支持修改节点名称，以方便用户识别不同的业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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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的实例列表中，选择对应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
页面。

步骤5 在“基本信息”页面的“节点信息”模块，选择一个或多个目标节点，单击“修改节
点名称”。

● 单击“确定”，提交修改。

● 单击“取消”，取消修改。

图 6-5 修改节点名称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6 实例生命周期管理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1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


您也可以单击节点名称后的 ，编辑节点名称，单击“确认”，即可修改节点名称。

说明

● 节点名称长度在4个到128个字符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区分大小写，可以包含字母、数
字、中划线或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 节点名称不允许重名。

步骤6 在当前页面，查看修改结果。

----结束

6.7 导出实例

操作场景

您可以导出实例列表，用于查看并分析实例信息。

导出所有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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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实例列表右上角 ，在导出弹框勾选所需导出信息，单
击“导出”。

步骤5 导出任务执行完成后，您可在本地查看到一个“.csv”文件。

----结束

6.8 异构容灾实例
GaussDB(for MySQL)支持异构容灾实例（MySQL节点），支持在极端场景，如社区
未知bug、用户误操作、AZ级故障导致服务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等场景，可以快速将服
务切换到异构容灾实例继续提供服务。

异构容灾服务近期华为云将发起免费赠送半年活动，到期后默认不扣费，异构容灾实
例无需用户做任何操作，容灾建设和维护，切换都由华为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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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异构容灾实例

约束限制

存在以下场景则无法创建异构容灾实例：

表 6-1 限制条件

限制场景 原因

未开启Binlog 原实例和容灾实例之间需要使用Binlog实时同步数
据。

Binlog格式不是row 可能导致容灾链路中断。

存在触发器 可能导致原实例和容灾实例之间数据不一致

存在事件 可能导致原实例和容灾实例之间数据不一致。

库名、表名、字段名、索引等
存在特殊字符

可能导致容灾链路中断。

数据量过大（超过4TB） 容灾实例的容量存在上限。

安全组限制 容灾链路无法连接数据库以同步数据。

冻结状态 冻结状态无法创建容灾实例。

VPC子网IP不足 容灾实例也会占用同子网IP。

无主键表或无索引表且存在大
量操作

可能导致容灾链路中断。

外键级联操作 可能导致原实例和容灾实例之间数据不一致。

 

6.9 回收站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支持将退订后的包年包月实例和删除的按需实例，加
入回收站管理。您可以在回收站中重建实例恢复数据。

回收站策略机制默认开启，且不可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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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回收站策略

须知

修改回收站保留天数，仅对修改后新进入回收站的实例生效，对于修改前已经存在的
实例，仍保持原来的回收策略，请您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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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回收站”页面，单击“回收站策略”，设置已删除实例保留天数，可设置范围为
1~7天。

步骤5 单击“确定”，完成设置。

图 6-7 设置回收站策略

----结束

重建实例

在回收站保留期限内的实例可以通过重建实例恢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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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回收站”页面，在实例列表中找到需要恢复的目标实例，单击操作列的“重
建”。

步骤5 在“重建新实例”页面，选填配置后，提交重建任务，具体可参考恢复到新实例操
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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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变更实例

7.1 变更实例的 CPU 和内存规格

操作场景

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对包年/包月和按需实例的规格进行变更，规格指实例的CPU/内存。
当实例的状态由“规格变更中”变为“正常”，则说明变更成功。

约束限制
● 当实例进行CPU/内存规格变更时，该实例不可被删除。

● 您只能对整个实例进行规格变更，无法对实例中的单个节点进行操作。

● 仅允许实例规格从通用版变更为独享版，不允许从独享版变更为通用版。

● GaussDB(for MySQL)实例支持规格升配，也支持降配。

● 仅包年/包月和按需实例支持选择“立即变更”或“可维护时间段”进行规格变
更，Serverless实例不支持规格变更。

须知

● 变更规格后会主备倒换，请选择业务低峰期，避免业务异常中断。

● 变更规格后主节点与只读节点的读内网地址会发生变化，请及时在应用程序中修改
您的连接地址以免影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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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您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规格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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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规格变更”，
进入“规格变更”页面。

● 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在“实例信息”模块的“性能规
格”处，单击“规格变更”，进入“规格变更”页面。

步骤5 在“规格变更”页面，选择所需修改到的性能规格，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缩小或扩
大规格，并设置“切换时间”，单击“下一步”。

切换时间支持如下两种方式：

● 立即变更：系统会立即进行规格变更。

● 可维护时间段：在当前可维护时间段实现数据库资源变更，预约变更时间。

步骤6 在规格确认页面，确认性能规格。

● 如需重新选择，单击“上一步”，修改性能规格。

● 按需计费模式的实例，单击“提交”，提交变更。

由规格变更产生的费用，您可在“费用中心 > 费用账单”中查看费用详情。

● 包年/包月模式的实例

– 缩小规格：单击“提交订单”，提交变更。

由缩小规格产生的退款，系统会自动退还至客户帐户，您可通过单击“费用
中心”进入“费用中心”页面，在左侧导航栏“订单管理”下的“我的订
单”查看费用详情。

– 扩大规格：单击“提交订单”，跳转至支付页面，支付成功后，才可进行规
格变更。

步骤7 查看变更结果。

在实例管理页面，可以看到实例状态为“规格变更中”。稍后在对应的“基本信息”
页面，查看实例规格，检查修改是否成功。此过程需要5～15分钟。

须知

GaussDB(for MySQL) 8.0实例规格变更成功后，系统将根据新内存大小，调整如下参
数的值：“innodb_buffer_pool_size”、“innodb_log_buffer_size”、
“max_connections”、“innodb_buffer_pool_instances” “innodb_page_cleaners”
、“innodb_parallel_read_threads”、“innodb_read_io_threads”、
“innodb_write_io_threads”、“threadpool_size”。

----结束

7.2 磁盘容量变更（包年包月）

操作场景

包年/包月GaussDB(for MySQL)实例在使用过程中，随着业务数据的变化， 初申请
的存储容量可能会和实际使用量存在偏差，GaussDB(for MySQL)实例提供变更存储空
间的服务，以满足您的业务需求。

存储空间如果超过当前容量，超出的部分将按需计费，推荐扩容磁盘享受包周期优惠
政策。扩容期间，服务不中断，备份业务不受影响。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7 变更实例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6



约束条件
● 仅包年/包月实例支持磁盘容量变更，按需实例不支持此操作。

●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支持无限次容量变更。

● 容量变更过程中，该实例不可重启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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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容量变更”，进入
“容量变更”页面。

您还可以通过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在“存储/备份空间”模
块，单击“容量变更”，进入“容量变更”页面。

图 7-1 容量变更入口

步骤5 在“容量变更”页面，选择空间大小，单击“下一步”。

扩容存储空间，每次扩容步长为10GB，实例所选容量大小必须为10的整数倍， 大磁
盘容量为128000GB。左下角显示“补交费用”。

缩容存储空间，每次缩容步长是10GB，实例所选容量大小必须为10的整数倍， 小磁
盘容量是40GB。左下角显示“退还费用”。

说明

部分用户支持缩容的 小磁盘容量是10GB，如果您想将数据库实例容量缩容为10GB，请联系客
服人员开通。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7 变更实例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7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


步骤6 进行规格确认。

● 如需重新选择，单击“上一步”，回到上个页面，修改存储空间大小。

● 核对无误后，单击“提交订单”，进入付款页面，选择支付方式，完成支付。

步骤7 查看容量变更结果。

在实例管理页面，稍后单击实例名称，在“基本信息”页面，查看存储空间大小，检
查磁盘容量变更是否成功。

----结束

7.3 设置自动变配（自动扩缩容）

操作场景

按需实例支持在基本信息页面设置自动扩缩容参数，扩缩容类型包含扩缩规格和增删
只读节点，根据设置的参数进行自动扩容和自动回缩。

约束条件

● 仅按需实例支持设置自动变配，包年/包月实例不支持此操作。

● 按需实例转成包周期之后，将不支持自动变配功能。

● 如需开通设置自动变配的权限，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右上角，选择“工单 > 新建
工单”，提交开通设置自动变配的申请。

● 规格变配会引起业务短暂的中断，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打开自动变配。

● 如果需要增删只读节点，则实例需满足开通读写分离且只有一个代理实例。详细
内容请参见开通读写分离。

● 由于自动变配涉及删减只读节点，为避免您的业务受影响，建议不要使用读内网
地址连接应用。

计费说明

按需实例支持自动扩容和自动回缩。

按实际使用时长计费，变更配置后按照新的规格每小时收费，精确到秒。

由规格变更产生的费用，您可在“费用中心 > 费用账单”中查看费用详情。

设置自动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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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自动变配”后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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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设置自动变配

步骤5 弹框中设置如下参数：

图 7-3 设置变配参数

表 7-1 自动变配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自动扩容 打开自动扩容的开关。

扩缩容类型 ● 扩缩规格

● 增删只读节点

说明
扩缩容类型可选择其中一个或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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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观察窗口 ● 如果开启自动扩容，在观察窗口时间内，CPU平均使用率大
于设定值，则系统自动根据读写流量情况进行规格升配或增
加只读只读节点。每次升配成功后将进入静默期。

● 观测窗口期 小值为5分钟。

CPU平均使用率 自动扩容的触发阈值。当CPU平均使用率大于设定值，就会触
发自动扩容。

扩容规格上限 自动扩容的规格上限。触发自动扩容后，会逐级扩容至规格上
限。

只读节点数量上限 自动扩容只读节点的数量上限。每次仅允许增加一个只读节
点。

只读节点读写分离
权重

设置读写分离权重。

说明
如果您已经开启了读写分离，则自动变配添加的只读节点将自动加入代
理中，请提前为只读节点设置读权重，详情请参见设置读写分离权重。

自动回缩 根据实际业务选择是否打开自动回缩的开关。

说明
如果开启自动回缩，CPU平均使用率小于30%的时间超过观察窗口期间
的99%，则依次逐级回缩，直到回至原始配置。每次回缩成功后将进入
静默期。

静默期 静默期指两次规格变更（包括手动变配）的 小间隔时间。静
默期内，GaussDB(for MySQL)不会触发自动变配。

 

步骤6 单击“确定”。

----结束

查看变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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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自动变配”后的“变配历史”。

步骤5 弹框中查看历史变配任务，包含变配时间、变配类型、状态及原配置和目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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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变配历史

----结束

7.4 设置可维护时间段

操作场景

默认可维护时间段为02:00~06:00，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设置可维护时间段。建议将
可维护时间段设置在业务低峰期，避免业务在维护过程中异常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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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在“实例信息”
模块的“可维护时间段”处，单击“修改”。

图 7-5 设置可维护时间段

步骤5 在“修改可维护时间段”弹框中，选择一个可维护时间段，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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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修改可维护时间段

说明

修改可维护时间段，不影响原有可维护时间段内定时任务的执行时间。

----结束

7.5 自定义列表项

操作场景

您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需要，自定义设置实例信息列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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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 ，选择自定义列表项。

● 系统默认展示以下列表项：实例名称/ID、实例类型、实例备注、数据库引擎、运
行状态、企业项目、计费模式、读写内网地址、操作。

默认实例信息列表项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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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可以选择其他列表项，主要包括：创建时间、数据库端口和存储空间类型
等。

----结束

7.6 升级内核小版本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支持手动升级内核小版本，内核小版本的升级涉及性能提升、功
能优化或问题修复等。

华为云有新的内核小版本发布时，您可以在“实例管理”页面如图7-7“数据库引擎”
列看到内核小版本升级提示。

图 7-7 升级

内核小版本功能详细内容请参见内核版本说明。

注意事项
● 升级数据库内核小版本会重启GaussDB(for MySQL)实例，服务可能会出现闪断，

请您尽量在业务低峰期执行该操作，或确保您的应用有自动重连机制。

● 如果实例有大量表分区（100w+），重启实例时间可能会达到2小时以上。

● 如果数据库内核从8.0.18升级到8.0.22版本，分区数大于1000时可能会升级失败，
请升级之前联系华为云工程师协助检查版本兼容性。

● 如果主节点和只读节点在同一个AZ，升级内核小版本会触发一次主备倒换；如果
在不同AZ，则会触发两次主备倒换。主备倒换指主节点与只读节点进行切换。

● 升级实例小版本时，如有只读节点，也会同步升级只读节点的小版本，升级完成
会重启实例，请您选择合适的时间升级（不支持单独升级只读实例的小版本）。
升级内核小版本后，实例会升级到 新的内核小版本，升级成功，无法降级。

● 小版本升级过程中禁止event的ddl操作，如create event、drop event和alter
event。

● 如果只读节点到主节点的复制延迟大于300秒，则无法升级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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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基本信息”页面，“实例信息”模块的“兼容的数据库版本”处，单击“补丁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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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在“实例管理”页面的“数据库引擎”列看到内核小版本升级提示，单击
“补丁升级”。

图 7-8 补丁升级

图 7-9 升级数据库内核小版本

步骤6 在弹出框中，选择升级方式，单击“确定”。

● 立即升级：系统会立即升级您的数据库内核版本到当前 新版本。操作完成后，
可进入任务中心的“即时任务”页签，查看该升级任务的相关信息。

● 可维护时间段内升级：系统会在您设置的可维护时间段内，升级您的数据库内核
版本到当前 新版本。操作完成后，可进入任务中心的“定时任务”页签，查看
该升级任务的相关信息。

图 7-10 选择升级方式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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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操作系统更新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实例需要适时进行操作系统更新，以提高数据库性能
和数据库的整体安全状况。

实例内核版本升级时，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会根据操作系统的实际情况，
决定是否更新以及更新适合的操作系统冷补丁版本。

操作系统更新不会更改数据库实例的版本或数据库实例信息。

此外，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会在用户设置的运维时间段内，通过热补丁方
式及时修复影响重大的操作系统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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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只读节点

8.1 只读节点简介

产品简介

GaussDB(for MySQL)实例支持只读节点。

在对数据库有少量写请求，但有大量读请求的应用场景下，单个实例可能无法抵抗读
取压力，甚至对主业务产生影响。为了实现读取能力的弹性扩展，分担数据库压力，
您可以在某个区域中创建一个或多个只读节点，利用只读节点满足大量的数据库读取
需求，以此增加应用的吞吐量。您需要在应用程序中分别配置主实例和每个只读节点
的连接地址，才能实现将写请求发往主节点，而将读请求发往只读节点。

计费标准

只读节点需要额外收费，计费模式同其所在实例计费模式。

功能特点
● 规格与实例一致。

● 不需要维护帐号与数据库，全部通过主实例同步。

● 提供系统性能监控。

功能限制
● 单个“包年/包月”和“按需计费”实例 多可以创建15个只读节点，

“Serverless”实例仅允许有一个只读节点。

● 实例恢复：不支持通过任意时间点创建临时节点，不支持通过备份集覆盖节点。

● 数据迁移：不支持将数据迁移至只读节点。

● 数据库管理：不支持创建和删除数据库。

● 帐号管理：只读节点不提供创建帐号权限，如需增加只读实例帐号，请在主实例
上操作。

● 只读节点与主节点可能会存在时延，其中全文索引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机制，延时
较为显著。如果您的业务对时延较为敏感，可将查询发送到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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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创建只读节点

操作场景

只读节点用于增强实例主节点的读能力，减轻主节点负载。

GaussDB(for MySQL)的“包年/包月”和“按需计费”实例创建成功后，您可根据业
务需要，创建只读节点。

● 主节点可用区类型选择单可用区：主节点和只读节点部署在同一个可用区。

● 主节点可用区选择多可用区：创建的只读节点会均 分布在各可用区之间，保证
高可靠性。

约束限制
● 单个“包年/包月”和“按需计费”实例中， 多支持15个只读节点。

● “Serverless”实例不支持手动创建只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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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创建只读”，进入
“创建只读”页面。

您也可在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单击拓扑图中的 ，创建只读节点。

步骤5 在“创建只读”页面，选择“故障倒换优先级”和“购买数量”。

多支持9个备节点设置故障倒换优先级，超过9个的备节点优先级默认为-1，表示不
会参与倒换。可通过修改节点的故障倒换优先级来进行调整。

● 包周期单击“立即购买”，选择付费方式，完成付费。

● 按需计费单击“立即创建”。

步骤6 只读节点创建成功后，您可以在实例“基本信息”页面下方的“节点信息”列表中查
看只读节点信息，并对只读节点进行管理，例如：只读节点升主节点、删除只读节
点。

----结束

8.3 管理只读节点
只读节点创建成功后，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对其进行管理，比如：只读节点升主节
点、删除只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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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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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单击只读节点所在的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的“节点信息”模块，您可以看到该实例下所有只读节
点，并对其进行管理。

图 8-1 只读节点

说明

主节点和只读节点的读内网地址不支持修改。

----结束

8.4 只读节点升主节点
GaussDB(for MySQL)是一个多节点的实例，其中一个节点是主节点（Master），其
他节点为只读节点。除了因系统故障自动切换外，对于用于高可用演练，或者需指定
某个节点为主节点的场景，您也可以手动切换，指定一个只读节点为新的主节点。

手动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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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的实例列表中，选择对应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
页面。

步骤5 在“基本信息”页面的“节点信息”模块，选择目标只读节点，在“操作”列单击
“只读升主”。

图 8-2 只读升主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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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在弹出框中单击“是”。

● 切换时可能会出现30秒左右的闪断，请确保应用具备重连机制。

● 切换过程中节点运行状态为“只读升主中”，此过程大概需要几秒或几分钟。

● 切换完成后，节点运行状态变为“正常”，您可查看到原先的只读节点和主节点
的角色已经互换。

须知

– 故障倒换优先级为-1的只读节点不支持升为主节点。

– 只读升主操作可能会造成几秒或几分钟的服务闪断。

– 只读升主操作会导致读内网地址发生切换，为避免对您的业务产生影响，建议
使用网络信息中的“读写内网地址”连接实例。

----结束

自动切换

GaussDB(for MySQL)采用双活（Active-Active）的高可用实例架构，可读写的主节点
和只读节点之间自动进行故障倒换（Failover），系统自动选取新的主节点。

GaussDB(for MySQL)每个节点都有一个故障倒换优先级，决定了故障倒换时被选取为
主节点的概率高低。

● 故障倒换优先级的取值范围为1~16，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即故障倒换时，主
节点会优先倒换到优先级高的只读节点上。

● 当多个节点的优先级相同时，这些节点具有相同的概率被选取为主节点。

GaussDB(for MySQL)按以下步骤自动选取主节点：

1. 系统找出当前可以被选取的所有只读节点。

2. 选择优先级 高的一个或多个只读节点。

3. 如果由于网络原因、复制状态异常等，第一个节点切换失败，则会尝试切换下一
个，直至成功。

8.5 删除只读节点（按需计费）

操作场景

对于“按需计费”模式的只读节点，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在GaussDB(for MySQL)数据
库“基本信息”页面手动删除来释放资源。

须知

只读节点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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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条件
● 当实例中的只读节点个数≥2个时，才可选择删除只读节点，即实例中至少需要保

留1个只读节点。

● 执行操作中的实例不能手动删除只读节点。

● 可用区类型选择多可用区，只读节点删除后必须保证所有节点不能在同一个可用
区内。

例如有2个可用区，可用区一有1个主节点和1个只读节点，可用区二有1个只读节
点，那么可用区二的只读节点是不允许被删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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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的实例列表中，选择对应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
页面。

步骤5 在“基本信息”页面的“节点信息”模块，选择目标只读节点，在“操作”列单击
“删除”。

图 8-3 删除 GaussDB(for MySQL)只读节点

步骤6 若您已开启高危操作保护，在弹框中单击“去验证”，跳转至验证页面，单击“免费
获取验证码”，正确输入验证码并单击“认证”，页面自动关闭。

关于如何开启操作保护，具体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指南》的内容。

步骤7 在弹出框中单击“是”，稍后刷新“实例管理”页面，查看删除结果。

----结束

8.6 退订只读节点（包年/包月计费）

操作场景

对于“包年/包月”模式的数据库实例，您可退订该实例中的单个只读节点。

约束条件
● 当实例中的只读节点个数≥2个时，才可选择退订只读节点，即实例中至少需要保

留1个只读节点。

● 只能退订已隔离的只读节点。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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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数据库实例存在进行隔离的只读节点时，数据库实例无法进行创建只读、磁盘
扩容、规格变更、重启实例、重置密码、补丁升级、修改读写内网址、修改数据
库端口、设置SSL、绑定EIP和数据库代理的相关操作；实例中的其他只读节点无
法进行故障列表倒换优先级、只读升主和隔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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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的实例列表中，选择对应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
页面。

步骤5 在“基本信息”页面的“节点信息”模块，选择目标只读节点，在“操作”列单击
“隔离”。

须知

● 当目标只读节点进行隔离时，不能对它进行其他修改操作，当隔离完成后，可选择
“退订”和“解隔离”。

● 当目标只读节点隔离完成后，业务运行压力大或还需使用该只读节点，可选择“解
隔离”恢复只读节点的正常运行。

步骤6 当只读节点的状态从“只读节点隔离中”变为“只读节点已隔离”后，单击“退
订”，跳转到退订资源页面。

图 8-4 退订 GaussDB(for MySQL)只读节点

说明

● 隔离只读节点的操作约需要1分钟。

● 只读节点隔离后将无法进行读操作和数据库同步。

● 为避免隔离节点继续收费，请及时退订。

步骤7 在“退订资源”页面，确认待退订实例的信息，并选择退订原因，单击“退订”。

资源退订相关信息，请参考退订规则说明。

步骤8 在弹出框中确认是否退订该资源，单击“退订”，提交退订申请。

须知

提交退订后，资源和数据将会被删除并无法找回。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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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查看退订结果。订单退订成功后，该数据库实例下的退订的只读节点将会被删除。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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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库管理

9.1 创建数据库

操作场景

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实例创建成功后，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创建更多数据
库。

约束限制
● 如需创建数据库且未开通创建数据库权限，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右上角，选择

“工单 > 新建工单”，提交创建数据库的申请。

● 处于变更中的实例，不可进行该操作。

● 数据库创建完成后不支持修改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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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进入“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
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库管理”，单击“创建数据库”，在弹出框中输入数据库
名称、选择字符集并授权数据库帐号，单击“确定”，提交创建任务。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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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创建数据库

● 数据库名称长度可在1～64个字符之间，由字母、数字、下划线、中划线组成，中
划线累计总长度小于等于10个字符，且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 字符集您可根据业务进行选择，单击“展开”可查看更多。

● 备注不能超过512个字符，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 在未授权帐号侧勾选一个或多个未授权帐号，授予选定帐号对数据库的权限。如
果没有未授权帐号，您可进行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数据库帐号。

● 如需使用更细粒度的授权，请至数据管理服务DAS进行操作。

步骤6 数据库创建成功后，您可在当前实例的数据库列表中，对其进行授权和删除。

----结束

通过 DAS 创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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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控制台左侧导航栏选择“GaussDB(for MySQL)”，进入“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
标实例，单击操作列的“登录”，进入数据管理服务登录界面。

步骤5 正确输入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即可进入您的数据库。

步骤6 选择“SQL操作 > SQL查询”，输入命令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数据库名;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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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删除数据库

操作场景

您可删除自己创建的数据库。

须知

数据库一旦删除，数据会丢失，请谨慎操作。

约束限制

处于变更中的实例，不可进行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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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进入“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
页。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库管理”，选择目标数据库，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在
弹出框中单击“是”，提交删除任务。

步骤6 若您已开启高危操作保护，在弹框中单击“去验证”，跳转至验证页面，单击“免费
获取验证码”，正确输入验证码并单击“认证”，页面自动关闭。

关于如何开启操作保护，具体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指南》的内容。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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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帐号管理（非管理员权限）

10.1 创建数据库帐号

操作场景

创建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实例时，系统默认同步创建root用户，您可根据业
务需要，添加其他用户。

约束限制
● 如需创建数据库帐号且未开通创建数据库帐号的权限，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右上

角，选择“工单 > 新建工单”，提交创建数据库帐号的申请。

● 处于变更中的实例，不可进行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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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进入“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
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帐号管理”，单击“创建帐号”。在“创建帐号”弹出框中，
输入帐号名称、授权数据库，并输入密码和确认密码，单击“确定”，提交创建任
务。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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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创建帐号

● 数据库帐号名称在1到32个字符之间，由字母、数字、下划线组成，不能包含其他
特殊字符。

● 在未授权数据库侧勾选一个或多个未授权数据库，授予帐号对选定数据库的权
限。如果没有未授权数据库，您可以参考创建数据库进行创建，后期您也可以参
考修改数据库帐号权限对权限进行修改。

● 备注不能超过512个字符，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内核版本必须大
于等于2.0.13.0，如果不符合内核小版本要求，请参考升级内核小版本升级至
新。

● 密码长度为8~32个字符，至少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三种字
符的组合，其中允许输入~!@#$%^*-_=+?,()&特殊字符。

● 如需使用更细粒度的授权，请至数据管理服务DAS进行操作。

步骤6 数据库帐号添加成功后，您可在当前实例的数据库帐号列表中，对其进行管理。

----结束

通过 DAS 创建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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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进入“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操作列的“登录”，进入数据管理服务
登录界面。

步骤5 正确输入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即可进入您的数据库。

步骤6 在“SQL窗口”输入命令创建数据库帐号。
create user 帐号名;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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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重置数据库帐号密码

操作场景

您可重置自己创建的数据库帐号密码，安全考虑，请定期（如三个月或六个月）修改
密码，防止出现密码被暴力破解等安全风险。

约束限制

处于变更中的实例，不可进行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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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进入“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
页。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帐号管理”，选择目标帐号，单击操作列的“重置密码”。

步骤6 在弹出框中输入新密码和确认密码，单击“确定”，提交修改。

图 10-2 重置帐号密码

● 密码长度为8~32个字符，至少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三种字
符的组合，其中允许输入~!@#$%^*-_=+?,()&特殊字符。

● 新密码和确认密码需相同。

● 重置密码后数据库不会重启，权限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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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置密码的记录可通过云审计服务CTS查询，具体请参考《云审计服务用户指
南》。

步骤7 若您已开启高危操作保护，在弹框中单击“去验证”，跳转至验证页面，单击“免费
获取验证码”，正确输入验证码并单击“认证”，页面自动关闭。

关于如何开启操作保护，具体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指南》的内容。

----结束

10.3 修改数据库帐号权限

操作场景

您可将自己创建的数据库帐号，授权给指定的数据库，对于已授权的数据库，您也可
取消授权。

约束限制

处于变更中的实例，不可进行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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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进入“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
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帐号管理”，选择目标帐号，单击操作列的“修改权限”。

步骤6 在弹出框中，未授权数据库侧选择一个或多个数据库，授予帐号对选定数据库的权
限。您还可以在已选数据库侧单击操作列×符号，删除帐号对此数据库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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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修改权限

----结束

10.4 删除数据库帐号

操作场景

您可删除自己创建的数据库帐号。

须知

数据库帐号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约束限制

处于变更中的实例，不可进行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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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进入“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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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帐号管理”，选择目标帐号，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在弹出
框中单击“是”，提交删除任务。

步骤6 若您已开启高危操作保护，在弹框中单击“去验证”，跳转至验证页面，单击“免费
获取验证码”，正确输入验证码并单击“认证”，页面自动关闭。

关于如何开启操作保护，具体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指南》的内容。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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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安全性

11.1 重置管理员密码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仅支持通过主实例重置管理员密码。

在使用GaussDB(for MySQL)过程中，如果忘记数据库帐号密码，可以重新设置密码。

如果root帐号自身出现问题，比如丢失或者删除，可以通过重置密码的方法恢复root帐
号权限。

以下情况不可重置密码。

● 租户被冻结。

● 数据库端口变更中。

● 主实例状态为创建中、恢复中、重启中、端口修改中、规格变更中、只读升主
中、异常。

注意事项
● 当您修改数据库实例的密码时，如果该实例中存在只读节点，登录只读节点的密

码则会被同步修改。

● 重置密码生效时间取决于该主实例当前执行的业务数据量。

● 请定期（如三个月或六个月）修改用户密码，以提高系统安全性，防止出现密码
被暴力破解等安全风险。

● 密码重置发生在备份操作之后，执行恢复操作时，密码会恢复为旧密码。

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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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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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选择“更多 > 重置密码”。

步骤5 若您已开启高危操作保护，在弹框中单击“去验证”，跳转至验证页面，单击“免费
获取验证码”，正确输入验证码并单击“认证”，页面自动关闭。

关于如何开启操作保护，具体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指南》的内容。

步骤6 在“重置密码”弹框，输入新管理员密码及确认密码。

须知

请妥善管理您的密码，因为系统将无法获取您的密码信息。

所设置的密码， 小长度为8个字符， 大长度为32个字符，至少包含大写字母、小写
字母、数字、特殊字符中的3种，其中，可输入~!@#%^*-_=+?,()&$特殊字符。

● 单击“确定”，提交重置。

● 单击“取消”，取消本次重置。

----结束

方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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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
面。

步骤5 在“实例信息”模块的“管理员帐户名”处，单击“重置密码”，输入新管理员密码
及确认密码。

须知

请妥善管理您的密码，因为系统将无法获取您的密码信息。

所设置的密码， 小长度为8个字符， 大长度为32个字符，至少包含大写字母、小写
字母、数字、特殊字符中的3种，其中，可输入~!@#%^*-_=+?,()&$特殊字符。

----结束

11.2 修改实例内网安全组

操作场景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服务支持修改实例的内网安全组。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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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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基本信息”页签“网络信息”模块的“内网安全组”处，单击 ，选择对应的内
网安全组。

● 单击 ，提交修改。

● 单击 ，取消修改。

说明

如果当前实例开启了读写分离功能，则 显示为灰色，无法修改实例的内网安全组。

步骤6 稍后单击“基本信息”页面右上角的 ，查看修改结果。此过程需1～3分钟。

----结束

11.3 数据库安全设置

帐户密码等级设置

GaussDB(for MySQL)管理控制台上数据库密码复杂度，请参见购买实例中的数据库配
置表格。

GaussDB(for MySQL)对在客户端新创建的数据库用户，设置了密码安全策略：

● 口令长度至少8个字符。

● 口令至少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三种字符的组合，其中允许
输入~!@#%^*-_=+?,()&$特殊字符。

创建实例时，为用户提供了密码复杂度校验，由于root用户可以修改密码复杂度，安
全起见，建议修改后的密码复杂度不低于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的初始化设置。

帐户说明

您在创建GaussDB(for MySQL)实例时，系统会自动为实例创建如下系统帐户（用户不
可使用），用于给数据库实例提供完善的后台运维管理服务。

须知

删除、重命名、修改这些帐户的密码和权限信息，会导致实例运行异常，请谨慎操
作。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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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sAdmin：管理帐户，拥有 高的superuser权限，用于查询和修改实例信息、故
障排查、迁移、恢复等操作。

● rdsRepl：复制帐户，用于只读节点在主实例上同步数据。

● rdsBackup：备份帐户，用于后台的备份。

● rdsMetric：指标监控帐户，用于watchdog采集数据库状态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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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设置 SSL 数据加密
SSL（Secure Socket Layer，安全套接层），位于可靠的面向连接的网络层协议和应用
层协议之间的一种协议层。SSL通过互相认证、使用数字签名确保完整性、使用加密确
保私密性，以实现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安全通讯。

● 认证用户和服务器，确保数据发送到正确的客户端和服务器；

● 加密数据以防止数据中途被窃取；

● 维护数据的完整性，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被改变。

GaussDB(for MySQL)新实例默认开启SSL数据加密。开启SSL会增加网络连接响应时
间和CPU消耗，请评估对业务的性能影响。

GaussDB(for MySQL)通过客户端连接实例提供两种连接方式：非SSL连接和SSL连
接。

● 开启SSL，可以通过SSL方式连接数据库，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 关闭SSL，可以采用非SSL方式连接数据库。

须知

开启或关闭SSL加密将立即重启实例，重启过程中，实例将不可用。重启后实例会自动
释放内存中的缓存，请在业务低峰期进行重启，避免对高峰期业务造成影响。

开启 SSL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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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基本信息”页面，在“实例信息”模块的“SSL”处，单击 。

步骤6 在弹出框中，单击“是”，开启SSL加密。

步骤7 稍后可在“基本信息”页面，查看到SSL已开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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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SSL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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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基本信息”页面，在“实例信息”模块的“SSL”处，单击 。

步骤6 在弹出框中，单击“是”，关闭SSL加密。

步骤7 稍后可在“基本信息”页面，查看到SSL已关闭。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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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备份

12.1 备份原理
GaussDB(for MySQL)实例支持自动备份和手动备份，您可以定期对数据库进行备份，
当数据库故障或数据损坏时，可以通过备份文件恢复数据库，从而保证数据可靠性。

● 自动备份

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设置自动备份策略，系统将会按照自动备份策略中设置的备
份时间段和备份周期进行自动备份，并且会按照设置的备份保留天数对备份文件
进行存储。

– 自动备份的备份文件不支持手动删除，可通过修改自动备份策略调整备份保
留天数，超出备份保留天数的已有备份文件（包括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会
被自动删除。

– 全量备份是备份数据库所有数据，增量备份是备份某个时间段内变化的数
据。

利用增量备份恢复数据时会依赖 近一次的全量备份，如图12-1所示，因此
自动删除时仍然会保留 近的一次超出保留天数的全量备份，保证在保留天
数内的数据可正常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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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备份恢复

参考如下示例：

如图12-2所示，备份周期选择“周一”、“周二”，保留天数设置为“2”，
备份文件的删除策略如下：

图 12-2 备份策略

▪ 本周一产生的全量备份，会在本周四当天自动删除。原因如下：

本周二的全量备份在本周四当天超过保留天数，按照全量备份文件自动
删除策略，会保留 近的一个超过保留天数的全量备份（即本周二的备
份会被保留），因此周四当天删除本周一产生的全量备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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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二产生的全量备份，会在下周三当天自动删除。原因如下：

下周一产生的全量备份在下周三超过保留天数，按照全量备份文件自动
删除策略，会保留 近的一个超过保留天数的全量备份（即下周一的备
份会被保留），因此下周三当天删除本周二产生的全量备份。

● 手动备份

手动备份是由用户触发产生的全量备份，会一直保存，直到用户手动删除。

建议您定期对数据库进行备份，当数据库故障或数据损坏时，可以通过备份恢复
数据库，从而保证数据可靠性。

备份原理

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基于华为 新一代DFV存储，采用计算与存储分离架
构，计算层用于给外界提供服务，管理日志信息，存储层存储数据信息。存储层分为
Common Log节点和Slice Store 节点，Common Log节点存储日志信息，Slice Store
节点存储数据信息。

如图12-3所示，GaussDB(for MySQL)实例的备份是由计算层和存储层各自完成的。

● 计算层的主节点读取存储层的Common Log节点的日志信息，通过主节点备份到
对象存储服务(OBS)中。

● 计算层的主节点向存储层的Slice Store节点发送命令备份数据信息，通过Slice
Store节点备份到对象存储服务(OBS)中。

备份过程会占用少量CPU内存资源。因此在备份期间，实例主节点的CPU使用率和内
存使用率，会有一点升高，属于正常现象，存储层的备份用户侧不感知。 终的备份
文件将以多个数据文件形式存储在对象存储服务(OBS)中，不会占用实例的磁盘空间。

图 12-3 备份原理

12.2 备份类型
GaussDB(for MySQL)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备份和恢复，以保证数据可靠性。

● GaussDB(for MySQL)支持多种备份类型，默认开启自动备份。详细内容请参考设
置自动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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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ussDB(for MySQL)会定期进行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用户可恢复数据到任意时
间节点。详细内容请参考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 备份操作是实例级的，备份范围包含数据库实例中所有数据。

备份的作用

当数据库或表被恶意或误删除，只能依赖于实例的备份保障数据安全。

全量备份

全量备份表示对当前状态下的数据库实例中的所有数据进行一次完整的备份，用户可
在任意时刻使用全量备份恢复创建备份时的完整数据。

增量备份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系统自动每5分钟对上一次自动备份或增量备份后更新的
数据进行备份。

自动备份

GaussDB(for MySQL)会在数据库实例的备份时段中创建数据库实例的自动备份。系统
根据您指定的备份保留期保存数据库实例的自动备份。如果需要，您可以将数据恢复
到备份保留期中的任意时间点。

手动备份

您还可以创建手动备份对数据库进行备份，手动备份是由用户启动的数据库实例的全
量备份，会一直保存，直到用户手动删除。

跨区域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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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备份空间及计费

分类
● 全量备份：全量备份表示对所有目标数据进行备份。全量备份总是备份所有选择

的目标，即使从上次备份后数据没有变化。

● 增量备份：系统自动每5分钟对上一次自动备份或增量备份后更新的数据进行备份
的日志文件，日志文件允许恢复到时间点。

● 差量备份：基于上次全量或差量备份数据进行备份的物理文件，物理文件不允许
日志回放。

● 计费空间：用户收费的备份空间。

● 逻辑空间：备份时刻取的数据库全量数据大小。

● 物理空间：实际上备份到对象存储服务(OBS)的数据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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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购买实例后，初始状态的逻辑空间和物理空间大小相等，当数据库设置的默认备份链开始
备份时，物理空间储存的是首次全备的数据以及后续每次差量备份的数据。

计费空间计算方式

系统默认设置7次作为备份链的一个备份链路长度，备份链内，首次完成的自动备份是
全量备份，后续完成的自动备份均为差量备份。

在一个备份链内，当只删除其中部分备份时，空间并不会被释放。直至所有的全量备
份和差量备份全部删除后，备份空间才会被释放。

● 每次逻辑空间累加大小：（逻辑空间总大小-超过保留期的备份文件逻辑大小）

● 物理空间总大小：（首次全量备份文件大小+每次差量备份文件累积大小）

● 赠送空间：免费赠送部分存储空间，其总容量约为您购买存储容量的100%。

计费方式的计算方式如下：

系统在“每次逻辑空间累加大小”和“物理空间总大小”之间，取较小者减去赠送空
间，作为计费空间收费。

示例

假设存在备份，如下图的编号1~11，数据库默认设置7次作为备份链的一个备份链路
长度，则图中1~7，8~11分别为两个备份链条，相互独立。

图 12-4 备份示例

假设赠送的免费空间是1000M，每次逻辑空间大小为1000M，则第一次备份物理空间
为1000M，后续假设每次增量数据为100M，则第二次备份为物理空间100M，以此类
推。

由于系统默认设置7次作为备份链的一个备份链路长度，则第8次会生成全新的一条链
物理空间1000M。

总计费空间是计算所有的备份大小，因此需要把图中的两个链条的空间累加。

假设备份运行到11号备份，1、2、3号备份超过保留天数被自动删除，则各空间大小的
计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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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号备份总逻辑空间大小 = 逻辑空间总大小 - 超过保留期的备份文件逻辑大小 =
1000M*11 - 3000M = 8000M

● 物理空间大小：实际上备份到对象存储服务(OBS)的数据大小，两条链路上物理空
间之和，即1000M+（100M*6）+1000M+（100M*3）=2900M

● 总计费空间=Min(逻辑空间总大小，物理空间总大小) - 赠送的免费空间
=Min(8000M，2900M) - 1000M=1900M

12.4 设置自动备份策略

操作场景

创建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时，系统默认开启自动备份策略，暂不支持关
闭。实例创建成功后，您可根据业务需要设置自动备份策略。GaussDB(for MySQL)按
照用户设置的自动备份策略对数据库进行备份。

GaussDB(for MySQL)的备份操作是实例级的，而不是数据库级的。当数据库故障或数
据损坏时，可以通过备份恢复数据库，从而保证数据可靠性。由于开启备份会损耗数
据库读写性能，建议您选择业务低峰时间段启动自动备份。

开启自动备份策略后，会自动触发一次全量备份。之后仍然会按照策略中的备份时间
段和备份周期进行全量备份。实例在执行备份时，会将数据从实例上拷贝并上传到
OBS备份空间，按照策略中的保留天数进行存放，备份时长和实例的数据量有关。

在进行全量备份的同时系统每5分钟会自动生成增量备份，用户不需要设置。生成的增
量备份可以用来将库表数据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计费说明

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都是以压缩包的形式存储在对象存储服务上。具体收费规则请参
见GaussDB(for MySQL)的备份是如何收费的。

查看或修改自动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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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备份恢复”，单击“修改备份策略”。您可以查看到已设置的
备份策略，如需修改备份策略，请调整以下参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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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修改备份策略

● 保留天数：保留天数是指自动备份可保留的时间，默认为7天，可选择范围为1～
732天。对于系统中 近一个全量备份文件，如果在新的全量备份未超过保留天数
前系统会一直保留，直至新的全量备份超过保留天数后才会删除。

– 增加保留天数，可提升数据可靠性，请根据需要设置。

– 减少保留天数，会针对已有的备份文件生效，即超出备份保留天数的已有备
份文件（包括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会被自动删除，但手动备份不会自动删
除，请您谨慎选择。

说明

部分用户支持设置保留天数为1~3660天，如需开通，请联系客服人员申请权限。

假如保留天数设置为“2”，表示超过两天的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会被自动删除。
即周一产生的备份会在周三删除，同理，周二产生的备份会在周四删除。

全量备份文件自动删除策略：

已有备份文件超出备份天数后会自动删除，考虑到数据完整性，自动删除时仍然
会保留 近的一次超过保留天数的全量备份，保证在保留天数内的数据可正常恢
复。

假如备份周期选择“周一”、“周二”，保留天数设置为“2”，备份文件的删除
策略如下：

– 本周一产生的全量备份，会在本周四当天自动删除。原因如下：

本周二的全量备份在本周四当天超过保留天数，按照全量备份文件自动删除
策略，会保留 近的一个超过保留天数的全量备份（即本周二的备份会被保
留），因此周四当天删除本周一产生的全量备份文件。

– 本周二产生的全量备份，会在下周三当天自动删除。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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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一产生的全量备份在下周三超过保留天数，按照全量备份文件自动删除
策略，会保留 近的一个超过保留天数的全量备份（即下周一的备份会被保
留），因此下周三当天删除本周二产生的全量备份。

● 备份时间段：默认为24小时中，间隔一小时的随机的一个时间段 ，例如01:00～
02:00，12:00～13:00等。

说明

建议根据业务情况，选择业务低峰时段。备份时间段以UTC时区保存。如果碰到夏令时/冬
令时切换，备份时间段会因时区变化而改变。备份时间段内如果有其他任务长时间运行，
可能会导致自动全备重试多次依然发起不了， 终跳过本次全备任务。

● 备份周期：默认全选，可修改，且至少选择一周中的1天。

若实例的备份策略被开启，则会立即触发一个全量的自动备份。

步骤6 单击“确定”，确认修改。

----结束

12.5 设置跨区域备份策略

操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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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开启跨区域备份策略后，会自动将该实例的备份文件备份到目标区域。您可以在
GaussDB(for MySQL)“备份恢复管理”页面，对跨区域的备份文件进行管理。

目前，一个租户下，单个区域 多支持150个数据库实例开启跨区域备份。

开通设置跨区域备份策略的权限，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右上角，选择“工单 > 新建工
单”，提交开通设置跨区域备份策略的申请。

计费说明

表 12-1 计费说明

规格码 按需计费（元/GB/小时）

gaussdb.mysql.crossreg.backup.space 0.001

 

开启或修改跨区域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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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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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备份恢复”，单击“设置跨区域备份策略”。如图12-6所示进
行修改备份策略。

图 12-6 设置跨区域备份策略

● 开启跨区域全备：将本实例的自动全量备份文件备份到异地。

● 开启跨区域日志备份：将本实例的增量备份文件备份到异地。开启跨区域日志备
份前需要先开启跨区域全备。

● 跨区域备份文件的保留天数范围为1～1825天。

● 开启跨区域日志备份后需要待下一次自动全量备份复制完成后才可进行将数据库
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操作，并且只允许恢复到自动全量备份完成后的时间点。

步骤6 单击“确定”，确认修改。

步骤7 您可以在“备份恢复管理”页面的“数据库跨区域备份”页签，管理跨区域备份文
件。

图 12-7 数据库跨区域备份

● 默认展示所有的跨区域备份实例信息。

– 单击“设置区域备份”，可以修改跨区域备份策略。

– 单击“查看跨区域备份”，可以查看到生成的备份文件，当原区域实例发生
故障，可以通过该备份文件将数据恢复到新实例。

目前支持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恢复到新实例，选择需要恢复的备份，单击操
作列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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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全量备份

图 12-9 增量备份

增量备份支持恢复到指定时间点，选择需要恢复的日期和时间区间，选择或
输入该恢复时间区间内的一个要恢复到的时间点。

图 12-10 增量备份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 单击“查看全部跨区域备份”，可以查看所有的跨区域备份信息。

单击操作列的“恢复”，可将备份文件恢复到新实例。

● 单击“查看全部跨区域备份实例”，可以返回到查看全部跨区域备份实例。

----结束

关闭跨区域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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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备份恢复管理”页面，选择“数据库跨区域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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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目标实例上，单击“设置区域备份”。在弹出页面，通过设置开关，关闭跨区域备
份策略。关闭跨区域自动全备前需要先关闭跨区域日志备份。

图 12-11 关闭跨区域备份策略

步骤6 单击“确定”，确认关闭。

----结束

12.6 创建手动备份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支持对运行正常的主节点创建手动备份，用户可以通过手动备份
恢复数据，从而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当数据库实例被删除时，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的自动备份将被同步删除，
手动备份不会被删除。

当删除华为云帐号时，自动备份和手动备份的数据将被同步删除。

方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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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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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在操作列选择“更多 > 创建备份”。

步骤5 在创建备份弹出框中，命名该备份，并添加描述，单击“确定”，提交备份创建，单
击“取消”，取消创建。

● 备份名称的长度在4~64个字符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区分大小写，可以包含字
母、数字、中划线或者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 备份描述不能超过256个字符，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 创建手动备份所需时间，由实例的数据量大小决定。

● 实例在执行备份时，会将数据从实例上拷贝并上传到OBS备份空间，备份时长和
实例的数据量有关。

页面长时间未刷新，可单击页面右上 刷新页面，查看实例是否备份完成。若实例
状态为正常，则备份完成。

图 12-12 创建手动备份

步骤6 手动备份创建成功后，用户可在“备份恢复管理”页面，对其进行查看并管理。

----结束

方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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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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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备份恢复”，单击“创建备份”，命名该备份，并添加描述，
单击“确定”，提交备份创建，单击“取消”，取消创建。

● 备份名称的长度在4~64个字符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区分大小写，可以包含字
母、数字、中划线或者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 备份描述不能超过256个字符，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 创建手动备份所需时间，由实例的数据量大小决定。

● 实例在执行备份时，会将数据从实例上拷贝并上传到OBS备份空间，备份时长和
实例的数据量有关。

图 12-13 创建手动备份

步骤6 手动备份创建成功后，用户可在“备份恢复管理”页面，对其进行查看并管理。

----结束

12.7 导出备份信息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服务支持导出备份，用户可以通过导出备份功能将备份信息（实
例名称，备份ID、备份名称、备份类型、备份开始时间，备份结束时间，备份状态，
备份大小、描述）导出到Excel中，方便用户查看并分析备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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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限制

GaussDB(for MySQL)不支持下载自动备份和手动备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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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备份恢复管理”，在“备份恢复管理”页面，勾选需要导出的

备份，在页面右上角单击 ，导出备份信息。

您也可以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在左侧导航
栏，单击“备份恢复”，在“全量备份”页签下，勾选需要导出的备份，单击“导
出”，导出备份信息。

● 目前只可导出当前页面的备份， 不可跨页面导出。

● 导出的备份信息列表为Excel汇总表格，您可以对其进行分析，以满足业务需求。

步骤5 查看导出的GaussDB(for MySQL)备份。

----结束

12.8 删除手动备份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支持对手动备份进行删除，从而释放相关存储空间。

须知

手动备份删除后，不可恢复，请您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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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备份恢复管理”，在“备份恢复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备份，
单击操作列中的“删除”。

您也可以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在左侧导航
栏，单击“备份恢复”，选择目标备份，单击操作列中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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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备份不可被删除：

● 自动备份。

● 恢复中和创建中的备份。

步骤5 单击“是”，删除手动备份。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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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恢复

13.1 恢复方案概览
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提供了多种方式恢复实例的数据，用以满足不同的使用
场景，如数据故障或损坏，实例被误删除。

表 13-1 恢复方案

恢复类型 恢复场景

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
间点

适用于实例级数据恢复场景，将数据还原至某个指定
的时间点。支持恢复到新实例、当前实例和已有实
例。

将备份恢复至实例 支持将已有的自动备份和手动备份恢复到新实例、当
前实例和已有实例。

将库表数据恢复到指定时间
点

支持将数据库中的单个或者某些表恢复到指定时间
点。

 

13.2 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支持恢复实例数据到指定时间点。

须知

请勿在GaussDB(for MySQL)实例的生命周期内执行“reset master”命令，以免造成
恢复到指定时间点功能异常。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13 数据恢复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2



前提条件

如需恢复到当前实例和已有实例，需要开通权限，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右上角，选择
“工单 > 新建工单”，提交开通该功能权限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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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备份恢复”页签，单击“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步骤6 选择需要恢复的日期和时间区间，选择或输入该恢复时间区间内的一个要恢复到的时
间点，当前恢复方式支持恢复到“新实例”、“当前实例”和“已有实例”。

若您已开启操作保护，在“恢复到指定时间点”弹框，单击“去验证”，跳转至验证
页面，单击“免费获取验证码”，正确输入验证码并单击“认证”，验证页面自动关
闭。

关于如何开启操作保护，具体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指南》的内容。

图 13-1 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1. 选择恢复到“新实例”，单击“确定”，跳转到“恢复到新实例”的服务页面，
设置相关参数，单击“立即购买”。

– 区域、数据库引擎、兼容的数据库版本，与原实例相同，不可修改。

– 数据库端口为默认值3306。

– 其他参数默认，用户可设置，请参见购买实例。

2. 如需自动同步原实例数据库参数，参数模板选择“原实例参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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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如果原实例被删除，则无法通过备份恢复同步原实例数据库参数。

– 同步原实例数据库参数时，如下规格参数不支持同步，如需和原实例同步，请在实例恢
复完成后手动修改参数。

▪ innodb_write_io_threads

▪ innodb_read_io_threads

▪ max_connections

▪ innodb_log_buffer_size

▪ innodb_parallel_read_threads

▪ temptable_max_ram

▪ threadpool_size

▪ innodb_buffer_pool_size

▪ innodb_page_cleaners

3. 选择恢复到“当前实例”，单击“下一步”，核对任务信息，无误后单击“确
定”。

– 恢复到当前实例会将当前实例上的数据全部覆盖，并且恢复过程中数据库不
可用，请在业务低峰期进行恢复。

图 13-2 恢复到当前实例

4. 选择恢复到“已有实例”，勾选需要恢复到的目标实例，单击“下一步”，核对
任务信息，无误后单击“确定”。

– 恢复到目标实例会导致数据、root密码被覆盖，恢复过程中数据库不可用。
目标实例引擎类型、版本号、表名大小写敏感要求与原实例相同。

– 如果恢复到已有实例后，已有实例的原密码无法连接到数据库，可通过重置
密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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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恢复到已有实例

步骤7 查看恢复结果。

● 恢复到新实例，GaussDB(for MySQL)会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备份创建时的时间
点数据相同的实例。可看到实例由“创建中”变为“正常”，说明恢复成功。恢
复成功的新实例是一个独立的实例，与原有实例没有关联。如需使用只读节点，
请重新在该实例上进行创建。

新实例恢复成功后，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 恢复到当前实例和已有实例，恢复到的目标实例运行状态由“恢复中”变为“正
常”，说明恢复成功。

----结束

13.3 将备份恢复至实例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支持使用已有的自动备份和手动备份，将实例数据恢复到备份被
创建时的状态。该操作恢复的为整个实例的数据。

前提条件

如需恢复到当前实例和已有实例，需要开通权限，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右上角，选择
“工单 > 新建工单”，提交开通该功能权限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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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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选择需要恢复的备份

您可以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备份恢复管理”，选择需要恢复的备份，单击操作列的
“恢复”。

或者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备
份恢复”，选择需要恢复的备份，单击操作列的“恢复”。

步骤5 选择恢复方式，当前支持将备份恢复到“新实例”、“当前实例”和“已有实例”。

图 13-4 恢复备份

1. 选择恢复到“新实例”，单击“确定”，跳转到“恢复到新实例”的服务页面，
设置相关参数，单击“立即购买”。

– 区域、数据库引擎、兼容的数据库版本，与原实例相同，不可修改。

– 数据库端口为默认值3306。

– 其他参数默认，用户可设置，请参见购买实例。

2. 选择恢复到“当前实例”，单击“下一步”，核对任务信息，无误后单击“确
定”。

– 恢复到当前实例会将当前实例上的数据全部覆盖，并且恢复过程中数据库不
可用，请在业务低峰期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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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恢复到当前实例

3. 选择恢复到“已有实例”，勾选需要恢复到的目标实例，单击“下一步”，核对
任务信息，无误后单击“确定”。

– 恢复到目标实例会导致数据、root密码被覆盖，恢复过程中数据库不可用。
目标实例引擎类型、版本号、表名大小写敏感要求与原实例相同。

– 如果恢复到已有实例后，已有实例的原密码无法连接到数据库，可通过重置
密码解决。

图 13-6 恢复到已有实例

步骤6 查看恢复结果。

● 恢复到新实例，GaussDB(for MySQL)会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备份被创建时的时
间点数据相同的实例。可看到实例由“创建中”变为“正常”，说明恢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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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成功的新实例是一个独立的实例，与原有实例没有关联。如需使用只读节
点，请重新在该实例上进行创建。

新实例恢复成功后，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 恢复到当前实例和已有实例，恢复到的目标实例运行状态由“恢复中”变为“正
常”，说明恢复成功。

----结束

13.4 将库表数据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操作场景

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以及降低对原实例的性能影响，在进行表级时间点恢复备份
时，首先将选中时间点的全量数据和增量数据在后台恢复至一个临时实例，然后自动
导出用户需要恢复的表，再将这些表恢复至原实例。由于需要对实例的所有数据进行
备份及恢复操作，对于数据量较大的实例，所需时间较长，请耐心等待。通过表级时
间点恢复备份，将不会导致实例数据被覆盖，您可以根据需要恢复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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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
签。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备份恢复”，在“全量备份”子页签下，单击“更多”，在下
拉框中单击“表级时间点恢复”。

步骤6 在“表级时间点恢复”弹出框中，填选恢复日期、可恢复的时间区间、要恢复到的时
间点和选择恢复库表，单击“下一步：确认恢复信息”。

● 为了方便您操作，所需恢复的数据库和表名支持搜索。

● 系统会自动生成以时间戳为后缀的库表名，如果需要，您也可以自定义恢复后的
库表名。表名不能重复且满足：名称长度在1~64个字符之间，只能包含字母、数
字、下划线、中划线或$，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

● “恢复时间点库表”是将选择的恢复时间点前 新一次全量备份中的库表数据恢
复到某一个时间点，“ 新库表”是将当前时间点存在的库表数据恢复到某一个
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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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表级时间点恢复

须知

● 表级时间点恢复不支持恢复带外键的表。

● 如果是恢复的时间点前 新一次全量备份之后创建的库表，默认无法选中，可选择
“ 新库表”获取 新库表信息。

● 如果需要恢复的库表已不存在或被误删，需要先登录数据库并创建同名库表，然后
在“ 新库表”中选择该库表进行恢复。

● 如果恢复的时间点不存在选中恢复的表，则恢复任务失败。

步骤7 核对需要恢复的库表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立即恢复”。如需修改恢复选项信
息，单击“上一步：库表选择”进行修改。

步骤8 在“实例管理”页面，可查看该实例状态为“恢复中”，恢复过程中该实例业务不中
断。

同时，您可在“任务中心”页面，查看“表级时间点恢复”任务的执行进度及结果。

恢复成功后，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表进行数据处理。

----结束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13 数据恢复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9



14 连接管理

14.1 绑定和解绑弹性公网 IP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实例创建成功后（默认未绑定“读写公网地址”），您可
根据业务需要，绑定“读写公网地址”。

GaussDB(for MySQL)服务支持用户绑定弹性公网IP，用于在公共网络访问数据库实
例，绑定后也可根据需要解绑。

须知

● 为保证数据库可正常访问，请确保数据库使用的安全组开通了相关端口的访问权
限，假设数据库的访问端口是3306，那么需确保安全组开通了3306端口的访问。

● 绑定弹性公网IP时无可选的EIP，原因可能是该EIP已被其他应用绑定，GaussDB(for
MySQL)绑定的EIP需要是未绑定状态才可以绑定，请重新购买弹性公网IP。

前提条件

对于已绑定“读写公网地址”的实例，需解绑后，才可重新绑定其他“读写公网地
址”。

注意事项

● 您需要设置安全组，开通需访问数据库的IP地址和端口，才可以访问数据库实
例。在访问数据库前，您需要将访问数据库的IP地址，或者IP段加安全组入方向的
访问规则，操作请参见设置安全组规则。

●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使用您在网络控制台购买的公网IP绑定到实例上，一
个弹性公网IP只允许绑定一个GaussDB(for MySQL)实例，详细收费标准请参见：
带宽和IP产品价格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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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弹性公网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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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
面。

步骤5 在网络信息模块，单击“读写公网地址”后面的“绑定”。

步骤6 在弹出框的弹性公网IP地址列表中，选择目标弹性公网IP，单击“确定”，提交绑定任
务。

如果没有可用的弹性公网IP，您可单击“查看弹性公网IP”，跳转到网络控制台创建弹
性公网IP，创建完成后请返回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绑定弹性公网IP。

须知

您需要设置安全组，开通需访问数据库的IP地址和端口，才可以访问数据库实例。

图 14-1 选择弹性 IP

步骤7 在“网络信息”模块“读写公网地址”处查看绑定成功的弹性公网IP。

如需解绑，请参见解绑弹性公网IP。

----结束

解绑弹性公网 IP

步骤1 对于已绑定弹性公网IP的实例，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
称，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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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网络信息模块，单击“读写公网地址”后面的“解绑”。

步骤3 在“解绑”弹出框中单击“是”，解绑弹性公网IP。如需重新绑定，请参见绑定弹性
公网IP。

步骤4 若您已开启高危操作保护，在弹框中单击“去验证”，跳转至验证页面，单击“免费
获取验证码”，正确输入验证码并单击“认证”，页面自动关闭。

关于如何开启操作保护，具体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指南》的内容。

----结束

14.2 修改数据库端口

操作场景

GaussDB(for MySQL)支持修改实例的数据库端口。修改实例的数据库端口，会同时修
改主节点和所有只读节点的端口。

约束限制

开启读写分离的实例不允许修改数据库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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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基本信息”，在“网络信息”模块“数据库端口”处，单击 ，修改数据库端
口。

图 14-2 修改数据库端口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端口设置范围为1025～65534，其中5342、5343、
5344、5345、12017、20000、20201、20202和33062被系统占用不可设置。

● 单击 ，提交修改。

– 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提交修改。

i. 修改主节点的数据库端口，对应的实例下所有节点均会被修改且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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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此过程需要1~5分钟左右。

● 单击 ，取消修改。

步骤6 在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查看修改结果。

----结束

14.3 配置和修改内网地址

操作场景

用户从线下或者其他云迁移到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后要面对更改IP的问题，
为减少客户业务更改，降低迁移难度。提供规划与更改内网IP方式，降低客户迁移成
本。

约束限制

开启读写分离功能后，不允许修改内网地址。

修改内网IP后域名需要几分钟重新解析地址导致数据库连接中断，请在业务低峰期操
作。

配置读写内网地址

在购买实例时，可在“购买数据库实例”页面的“虚拟私有云”部分，根据选择的子
网自动或手动配置内网地址。

修改读写内网地址

对于创建完成的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实例，支持更改内网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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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基本信息”页“网络信息”模块“读写内网地址”处，单击 。

步骤6 在“修改内网地址”弹出框中输入修改后的内网IP。单击“确定”，保存修改内容。

已使用IP地址，不能再作为实例的新内网地址。

步骤7 若您已开启高危操作保护，在弹框中单击“去验证”，跳转至验证页面，单击“免费
获取验证码”，正确输入验证码并单击“认证”，页面自动关闭。

关于如何开启操作保护，具体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指南》的内容。

----结束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14 连接管理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3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iam/iam_07_0002.html


15 参数模板管理

15.1 创建参数模板
您可以使用数据库参数模板中的参数来管理数据库引擎配置。数据库参数模板就像是
引擎配置值的容器，这些值可应用于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实例。

须知

并非所有数据库引擎参数都可在用户创建的数据库参数模板中进行更改。

如果您想使用您自己的数据库参数模板，只需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参数模板，创建实
例的时候选择该参数模板，如果是在创建实例后有这个需求，可以重新应用该参数模
板，请参见应用参数模板。

若您已成功创建数据库参数模板，并且想在新的数据库参数模板中包含该组中的大部
分自定义参数和值时，可通过复制参数模板来实现，请参见复制参数模板。

以下是您在使用数据库参数模板中的参数时应了解的几个要点：

● 当您在实例的“参数修改”页面，修改参数并保存后，动态参数将立即生效，静
态参数需要手动重启实例后生效。此操作仅应用于当前实例，不会对其他实例造
成影响。

● 当您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更改参数并保存数据库参数模板时，需执行应用
后，才对数据库实例生效。动态参数将立即生效，静态参数需要手动重启实例后
生效。

● 在数据库参数模板内设置参数不恰当可能会造成性能降低和系统不稳定。修改数
据库参数时应始终保持谨慎，且修改数据库参数模板前要备份数据。将参数模板
更改应用于生产数据库实例前，您应当在测试数据库实例上试用这些参数模板设
置更改。

说明

每个用户 多可以创建100个参数模板。

GaussDB(for MySQL)引擎共享参数模板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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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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单击“创建参数模板”。

步骤5 命名并添加对该参数模板的描述，单击“确定”，创建参数模板。

● 选择该数据库引擎参数模板所需应用的参数模板类型。

● 参数模板名称长度在1~64个字符之间，区分大小写，可包含字母、数字、中划
线、下划线或句点，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 参数模板的描述长度不能超过256个字符，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图 15-1 创建参数模板

----结束

15.2 编辑参数模板
为确保GaussDB(for MySQL)服务发挥出 优性能，用户可根据业务需求对用户创建的
参数模板里边的参数进行调整，并将该模板应用到目标实例。

您可以修改用户创建的数据库参数模板中的参数值，但不能更改默认数据库参数模板
中的参数值。

以下是您在使用数据库参数模板中的参数时应了解的几个要点：

● 当您在实例的“参数修改”页面，修改参数并保存后，动态参数将立即生效，静
态参数需要手动重启实例后生效。此操作仅应用于当前实例，不会对其他实例造
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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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更改参数并保存数据库参数模板时，需执行应用
后，才对数据库实例生效。动态参数将立即生效，静态参数需要手动重启实例后
生效。

说明

系统提供的默认参数模板不允许修改，只可单击参数模板名进行查看。当用户参数设置不合理导
致数据库无法启动时，可参考默认参数模板重新配置。

批量修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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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的“自定义”页签，选择目标参数模板，单击参数模板名
称。

步骤5 根据需要修改相关参数值。

可进行的操作如下：

须知

修改参数log-bin后，会相应地改变数据库内核参数log-bin的值。

图 15-2 编辑参数模板

● 单击“保存”，在弹出框中单击“是”，保存修改。

● 单击“取消”，放弃本次设置。

● 单击“预览”，可对比参数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值。

图 15-3 预览修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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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参数修改完成后，您可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单击目标参数模板名称，然后在左侧
导航栏中，单击“参数修改历史”查看参数的修改详情。

须知

参数模板修改后，参数的生效方式有两种可能：某些参数会立即应用到当前使用实例
中；其余参数需执行“应用”操作，才会对实例生效，具体操作请参见应用参数模
板。

----结束

修改当前实例的参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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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参数修改”，在“参数”页签修改相应参数。

可进行的操作如下：

须知

参数模板修改后，根据参数列表中“是否需要重启”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是：在实例列表中，查看“运行状态”，如果显示参数模板变更，等待重启，则
需重启实例使之生效。

● 否：无需重启，参数修改立即生效。

● 单击“保存”，在弹出框中单击“是”，保存修改。

● 单击“取消”，放弃本次设置。

● 单击“预览”，可对比参数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值。

参数修改完成后，您可在“参数修改”页面，选择“参数修改历史”页签查看参数的
修改详情。

----结束

15.3 导出参数

操作场景

您可以将该实例对应的参数模板信息（参数名称，值，描述）导出到CSV中，方便查看
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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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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参数修改”，在“参数”页签单击“导出”。在弹出框中，填
写文件名称，单击“确定”。此操作将该实例对应的参数模板信息（参数名称，值，
描述）导出到CSV表中，方便用户查看并分析。

图 15-4 导出实例参数模板

说明

文件名称长度在4~81个字符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可以包含字母、数字、中划线或下划线，
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结束

15.4 比较参数模板

操作场景

您可以比较同数据库类型的实例参数模板，以了解当前实例参数的差异项。

您也可以比较同数据库类型的默认参数模板，以了解当前参数模板的配置情况。

比较当前实例参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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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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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签。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参数修改”，在“参数”子页签中单击“比较参数”。

图 15-5 比较当前实例参数

步骤6 在弹出框中选择当前实例同数据库类型的参数模板，单击“确定”，比较两个参数的
差异项。

● 有差异项，则会显示差异参数的如下信息：参数名称、当前实例参数模板的参数
值和被比较参数模板的参数值。

● 无差异项，则不显示。

----结束

比较目标参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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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的“自定义”页签，选择一个用户创建的参数模板，单击
“比较”。

步骤5 选择同一数据库引擎的不同参数模板，单击“确定”，比较两个参数模板之间的配置
参数差异项。

图 15-6 选择并比较参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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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差异项，则会显示差异参数模板的如下信息：参数名称、参数值。

● 无差异项，则不显示。

图 15-7 对比参数模板

----结束

15.5 查看参数修改历史

操作场景

您可以查看当前实例所使用参数模板以及自定义参数模板的修改历史，以满足业务需
要。

说明

用户创建的新参数模板，在未进行参数修改前，无修改历史。

查看当前实例的参数修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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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参数修改”，单击“参数修改历史”。

图 15-8 查看参数修改历史

您可查看参数对应的参数名称、修改前参数值、修改后参数值、修改状态、修改时
间、是否应用以及应用时间。

如修改后参数模板未应用，请根据业务需要，参考应用参数模板，将其应用到对应实
例。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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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目标参数模板的参数修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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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的“自定义”页签，单击目标参数模板名称。

步骤5 单击“参数修改历史”。

图 15-9 查看参数修改历史

您可查看参数对应的参数名称、修改前参数值、修改后参数值、修改状态和修改时
间。

----结束

15.6 复制参数模板

操作场景

您可以复制您创建的自定义数据库参数模板。当您已创建一个数据库参数模板，并且
想在新的数据库参数模板中包含该组中的大部分自定义参数和值时，复制参数模板是
一个方便的解决方案。您还可以复制某数据库实例应用的参数列表，生成一个新的参
数模板，供您后期使用。

复制数据库参数模板之后，您应至少等待5分钟，再创建使用该数据库参数模板作为默
认参数模板的第一个数据库实例。

您无法复制默认参数模板。不过，您可以创建基于默认参数模板的新参数模板。

复制当前实例的参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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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参数修改”，在“参数”页签单击“复制”，将该实例对应参
数列表导出并生成一个参数模板，供您后期使用。

步骤6 在弹出框中，填写新参数模板名称和描述，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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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0 复制实例参数模板

● 参数模板名称长度在1~64个字符之间，区分大小写，可包含字母、数字、中划
线、下划线或句点，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 参数模板的描述长度不能超过256个字符，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创建完成后，会在“参数模板管理”的“自定义”页签下，生成一个新的参数模板，
您可在参数模板列表中对其进行管理。

----结束

复制目标参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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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的“自定义”页签，选择需要复制的参数模板，单击“复
制”。

步骤5 在弹出框中，填写新参数模板名称和描述，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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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1 复制目标参数模板

● 参数模板名称长度在1~64个字符之间，区分大小写，可包含字母、数字、中划
线、下划线或句点，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 参数模板的描述长度不能超过256个字符，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创建完成后，会生成一个新的参数模板，您可在参数模板列表中对其进行管理。

----结束

15.7 重置参数模板

操作场景

您可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重置自己创建的参数模板对应的所有参数，使其恢复到默
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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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的“自定义”页签，选择需要设置的参数模板，单击“更多
> 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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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是”，重置所有参数为其默认值。

图 15-12 确认重置参数模板

说明

对于某些参数模板重置后，您需在实例列表中，查看状态，如果显示参数模板变更，等待重启，
则需重启关联的实例使之生效。

----结束

15.8 应用参数模板

操作场景

参数模板编辑修改后，不会立即应用到实例，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应用到实例中。

● 参数“innodb_buffer_pool_size”跟内存强相关，不同规格的实例有不同的区间
范围，如果应用参数模板时，该参数超过了实例本身的区间大小，则会取实例区
间范围的 大值。

● 参数模板只能应用于相同版本的实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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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根据参数模板类型不同进行如下操作。

● 若需要将默认参数模板应用到实例，在“系统默认”页签的目标参数模板单击
“应用”。

● 若需要将用户自己创建的参数模板应用到实例，在“自定义”页签的目标参数模
板单击“更多>应用”。

一个参数模板可被应用到一个或多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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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弹出框中，选择或输入所需应用的实例，单击“确定”。

参数模板应用成功后，您可查看参数模板应用记录。

----结束

15.9 查看参数模板应用记录

操作场景

参数模板编辑修改后，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将其应用到对应实例中，GaussDB(for
MySQL)支持查看参数模板所应用到实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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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

● 在“系统默认”页签，选择目标参数模板，单击“应用记录”，查看应用记录。

● 在“自定义”页签，选择目标参数模板，单击“更多>应用记录”，查看应用记
录。

您可查看参数模板所应用到的实例名称/ID、应用状态、应用时间、失败原因。

图 15-13 查看应用记录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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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修改参数模板描述

操作场景

参数模板创建成功后，用户可根据需要对自己创建的参数模板描述进行修改。

说明

默认参数模板的描述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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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的“自定义”页签，选择一个用户创建的参数模板，单击

“描述”列 。

步骤5 输入新的描述信息，单击 ，提交修改，单击 ，取消修改。

● 修改成功后，可在参数模板列表的“描述”列查看改后的描述信息。

● 参数模板的描述长度不能超过256个字符，且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结束

15.11 删除参数模板

操作场景

您可删除废弃的参数模板。

须知

● 参数模板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 默认参数模板不可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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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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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参数模板管理”页面的“自定义”页签，选择需要删除的参数模板，单击“更多
> 删除”。

步骤5 单击“是”，删除。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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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监控指标与告警

16.1 支持的监控指标

功能说明

通过Cloud Eye的资源监控功能可以了解系统的运行情况。本节定义了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上报云监控的监控指标的命名空间，监控指标列表和维度定义。

监控指标周期目前支持1分钟、1秒、5秒，默认监控周期为1分钟，如需开通秒级监
控，请联系客服人员开通权限。

命名空间

SYS.GAUSSDB

实例支持的监控指标

表 16-1 GaussDB(for MySQL)实例支持的监控指标

指标ID 指标名
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
围

测量对象 监控周期
（原始指
标）

gaussdb_
mysql00
1_cpu_ut
il

CPU使用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测量对象的CPU
利用率。

0～
100%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5秒

1秒

gaussdb_
mysql00
2_mem_
util

内存使
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测量对象的内存
利用率。

0～
100%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5秒

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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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ID 指标名
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
围

测量对象 监控周期
（原始指
标）

gaussdb_
mysql00
4_bytes_i
n

网络输
入吞吐
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从测量
对象的所有网络
适配器输入的流
量。

≥0
byte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5秒

1秒

gaussdb_
mysql00
5_bytes_
out

网络输
出吞吐
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从测量
对象的所有网络
适配器输出的流
量。

≥0
byte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5秒

1秒

gaussdb_
mysql00
6_conn_c
ount

数据库
总连接
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
连接到
GaussDB(for
MySQL)服务器
的总连接数。

≥0
count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5秒

1秒

gaussdb_
mysql00
7_conn_a
ctive_cou
nt

当前活
跃连接
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
当前活跃的连接
数。

≥0
count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5秒

1秒

gaussdb_
mysql00
8_qps

QPS 该指标用于统计
SQL语句查询次
数，包含DDL，
DML，SHOW
语句，SET语句
和存储过程。

≥0
Time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5秒

1秒

gaussdb_
mysql00
9_tps

TPS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事务执
行次数，包含提
交的和回退的。

≥0
Time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5秒

1秒

gaussdb_
mysql01
0_innodb
_buf_usa
ge

缓冲池
利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使用的页与
InnoDB缓存中
数据页总数比
例。

0-1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1
1_innodb
_buf_hit

缓冲池
命中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该段时间读命中
与读请求数比
例。

0-1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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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ID 指标名
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
围

测量对象 监控周期
（原始指
标）

gaussdb_
mysql01
2_innodb
_buf_dirt
y

缓冲池
脏块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InnoDB缓存中
脏数据与数据比
例。

0-1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1
3_innodb
_reads

InnoDB
读取吞
吐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
Innodb平均每
秒读字节数。

≥0
byte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1
4_innodb
_writes

InnoDB
写入吞
吐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
Innodb平均每
秒写页面数据字
节数。
GaussDB(for
MySQL)只写入
临时表页面。

≥0
byte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1
7_innodb
_log_writ
e_req_co
unt

InnoDB
日志写
请求频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的日志
写请求数。

≥0
count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1
9_innodb
_log_writ
es

Innodb
log
buffer写
入log
file的总
次数

该指标用于采集
InnoDB表上的
log buffer写入
log file的总次
数。

≥0
count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2
0_temp_t
bl_count

临时表
数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
GaussDB(for
MySQL)执行语
句时在硬盘上自
动创建的临时表
的数量。

≥0
count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2
8_comd
ml_del_c
ount

Delete
语句执
行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Delete
语句执行次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5秒

1秒

gaussdb_
mysql02
9_comd
ml_ins_c
ount

Insert语
句执行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Insert
语句执行次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5秒

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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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ID 指标名
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
围

测量对象 监控周期
（原始指
标）

gaussdb_
mysql03
0_comd
ml_ins_s
el_count

Insert_S
elect语
句执行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
Insert_Select语
句执行次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3
1_comd
ml_rep_c
ount

Replace
语句执
行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
Replace语句执
行次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3
2_comd
ml_rep_s
el_count

Replace
_Selecti
on语句
执行频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
Replace_Selecti
on语句执行次
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3
3_comd
ml_sel_c
ount

Select语
句执行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Select
语句执行次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5秒

1秒

gaussdb_
mysql03
4_comd
ml_upd_c
ount

Update
语句执
行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
Update语句执
行次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5秒

1秒

gaussdb_
mysql03
5_innodb
_del_row
_count

行删除
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从
InnoDB表删除
的行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3
6_innodb
_ins_row
_count

行插入
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向
InnoDB表插入
的行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3
7_innodb
_read_ro
w_count

行读取
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从
InnoDB表读取
的行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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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ID 指标名
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
围

测量对象 监控周期
（原始指
标）

gaussdb_
mysql03
8_innodb
_upd_ro
w_count

行更新
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向
InnoDB表更新
的行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4
8_disk_us
ed_size

磁盘使
用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
测量对象的磁盘
使用大小。

0GB～
128TB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6
0_rx_erro
rs

接收报
文错误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监控周期内接收
报文中错误报文
数量与全部接收
报文比值。

0~100
%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6
1_rx_dro
pped

接收报
文丢包
率

该指标用于监控
周期内统计接收
报文中丢失报文
数量与全部接收
报文比值。

0~100
%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6
2_tx_erro
rs

发送报
文错误
率

该指标用于监控
周期内统计发送
报文中错误报文
数量与全部发送
报文比值。

0~100
%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6
3_tx_dro
pped

发送报
文丢包
率

该指标用于监控
周期内统计发送
报文中丢失报文
数量与全部发送
报文比值。

0~100
%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7
2_conn_u
sage

连接数
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当前已用的
GaussDB(for
MySQL)连接数
占 大连接数的
百分比。

0~100
%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07
4_slow_q
ueries

慢日志
个数统
计

该指标展示每分
钟GaussDB(for
MySQL)产生慢
日志的数量。

≥0
counts
/min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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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ID 指标名
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
围

测量对象 监控周期
（原始指
标）

gaussdb_
mysql07
7_replica
tion_dela
y

数据同
步延迟

该指标用于采集
实例的数据同步
延迟时间。

说明
该指标仅用于只
读节点。

≥0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0
4_dfv_wr
ite_delay

存储写
时延

该指标用于统计
某段时间写入数
据到存储层的平
均时延。

≥0 m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0
5_dfv_re
ad_delay

存储读
时延

该指标用于统计
某段时间从存储
层读取数据的平
均时延。

≥0 m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0
6_innodb
_row_loc
k_current
_waits

InnoDB
行锁数
量

该指标用于采集
InnoDB表上的
操作当前正在等
待的行锁数量。

说明
如果存在导致阻
塞的DDL语句、
长事务或慢
SQL，等待的行
锁数可能会增
加。

≥0
Lock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0
7_comd
ml_ins_a
nd_ins_se
l_count

Insert和
Insert_S
elect语
句执行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Insert
和Insert_Select
语句的执行次
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0
8_com_c
ommit_c
ount

Commit
语句执
行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
Commit语句的
执行次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0
9_com_r
ollback_c
ount

Rollback
语句执
行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
Rollback语句的
执行次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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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ID 指标名
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
围

测量对象 监控周期
（原始指
标）

gaussdb_
mysql11
0_innodb
_bufpool
_reads

InnoDB
存储层
读请求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
InnoDB从存储
层读取数据的请
求次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1
1_innodb
_bufpool
_read_re
quests

InnoDB
读请求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
InnoDB读取数
据的请求次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1
4_innodb
_bufpool
_read_ah
ead

Innodb
顺序预
读页数

该指标用于采集
InnoDB表上的
顺序预读页数。

≥0
count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1
5_innodb
_bufpool
_read_ah
ead_evict
ed

Innodb
顺序预
读，但
未访问
过的页
数

该指标用于采集
InnoDB表上的
顺序预读，但未
访问过的页数。

≥0
count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1
6_innodb
_bufpool
_read_ah
ead_rnd

Innodb
随机预
读页数

该指标用于采集
InnoDB表上的
随机预读页数。

≥0
count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1
7_innodb
_pages_r
ead

Innodb
读取物
理page
的数量

该指标用于采集
InnoDB表上的
读取物理page
的数量。

≥0
count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1
8_innodb
_pages_
written

Innodb
写入物
理page
的数量

该指标用于采集
InnoDB表上的
写入物理page
的数量。

≥0
count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1
9_disk_us
ed_ratio

磁盘使
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磁盘的使用率。

0~100
%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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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ID 指标名
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
围

测量对象 监控周期
（原始指
标）

gaussdb_
mysql12
0_innodb
_buffer_p
ool_bytes
_data

缓冲池
数据总
字节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
InnoDB缓冲池
中包含数据的总
字节数。

≥0
byte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2
1_innodb
_row_loc
k_time

行锁花
费时间

该指标用于统计
该段时间内
InnoDB表上行
锁花费时间。

≥0 m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2
2_innodb
_row_loc
k_waits

行锁等
待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
该段时间内
InnoDB表上行
锁数量。

≥0
counts
/min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2
3_sort_ra
nge

范围排
序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
该段时间内使用
范围扫描完成的
排序数。

≥0
counts
/min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2
4_sort_ro
ws

行排序
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
该段时间内已排
序的行数。

≥0
counts
/min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2
5_sort_sc
an

扫描表
排序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
该段时间内通过
扫描表完成的排
序数。

≥0
counts
/min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2
6_table_
open_cac
he_hits

打开表
缓存查
找的命
中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
该段时间内打开
表缓存查找的命
中数。

≥0
counts
/min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2
7_table_
open_cac
he_misse
s

打开表
缓存查
找的未
命中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
该段时间内打开
表缓存查找的未
命中数。

≥0
counts
/min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12
8_long_tr
x_count

未关闭
的长事
务个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
未关闭的长事务
个数。

≥0
count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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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ID 指标名
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
围

测量对象 监控周期
（原始指
标）

gaussdb_
mysql34
2_iostat_i
ops_writ
e

IO写
IOPS

该指标用于采集
磁盘每秒写次
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34
4_iostat_i
ops_read

IO读
IOPS

该指标用于采集
磁盘每秒读次
数。

≥0
count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34
6_iostat_
throughp
ut_write

IO写带
宽

该指标用于采集
磁盘每秒写带
宽。

≥0
byte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34
8_iostat_
throughp
ut_read

IO读带
宽

该指标用于采集
磁盘每秒读带
宽。

≥0
bytes/
s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gaussdb_
mysql37
1_taurus
_binlog_t
otal_file_
counts

Binlog文
件个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
GaussDB(for
MySQL)Binlog
文件数量。

≥0 GaussDB(for
MySQL)实例

5分钟

gaussdb_
mysql37
8_create_
temp_tbl
_per_min

临时表
每分钟
创建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
GaussDB(for
MySQL)执行语
句时在硬盘上每
分钟自动创建的
临时表的数量。

≥0
counts
/min

GaussDB(for
MySQL)实例

1分钟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16 监控指标与告警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6



proxy 支持的监控指标

表 16-2 GaussDB(for MySQL) Proxy 支持的监控指标

指标ID 指标名
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
围

测量对象 监控周
期（原
始指
标）

rds_prox
y_fronte
nd_conn
ections

前端连
接数

应用与Proxy之间
的连接数。

≥0
Count
s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rds_prox
y_backen
d_conne
ctions

后端连
接数

Proxy和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之
间的连接数。

≥0
Count
s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rds_prox
y_averag
e_respon
se_time

平均响
应时间

平均响应时间。 ≥0 ms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rds_prox
y_query_
per_seco
nds

QPS SQL语句查询次
数。

≥0
Count
s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rds_prox
y_read_q
uery_pro
portions

读占比 读请求占总请求
的比例。

0-100
%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rds_prox
y_write_
query_pr
oportion
s

写占比 写请求占总请求
的比例。

0-100
%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rds001_c
pu_util

CPU使
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测量对象的CPU
利用率。

0-100
%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rds002_
mem_uti
l

内存使
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测量对象的内存
利用率。

0-100
%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rds004_b
ytes_in

网络输
入吞吐
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从测量
对象的所有网络
适配器输入的流
量。

≥0
Bytes/
s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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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ID 指标名
称

指标含义 取值范
围

测量对象 监控周
期（原
始指
标）

rds005_b
ytes_out

网络输
出吞吐
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
平均每秒从测量
对象的所有网络
适配器输出的流
量。

≥0
Bytes/
s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rds_prox
y_fronte
nd_conn
ection_cr
eation

每秒平
均创建
前端连
接数

统计平均每秒客
户应用程序针对
数据库代理服务
创建的前端连接
数。

≥0
Count
s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rds_prox
y_multi_
stateme
nt_query

每秒平
均多语
句执行
数

统计平均每秒
Multi-
Statements语句
的执行数。

≥0
Count
s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rds_prox
y_transa
ction_qu
ery

每秒平
均事务
中的查
询数

统计平均每秒执
行的事务中包含
select的执行数。

≥0
Count
s

GaussDB(for
MySQL) Proxy实例

1分钟

 

维度

Key Value

gaussdb_mysql_instance_id GaussDB(for MySQL)实例ID

gaussdb_mysql_node_id GaussDB(for MySQL)实例节点ID

dbproxy_instance_id GaussDB(for MySQL)Proxy实例ID

dbproxy_node_id GaussDB(for MySQL)Proxy节点ID

 

16.2 查看监控指标

操作场景

公有云平台提供的云监控，可以对GaussDB(for MySQL)的运行状态进行日常监控。您
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直观地查看GaussDB(for MySQL)的各项监控指标。通过监控数
据库运行时的系统资源利用率，您可以识别出什么时间段资源占用率 高，然后到错
误日志或慢日志中分析可能存在问题的SQL语句，从而优化数据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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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您可以在Cloud Eye的监控界面上配置相关的资源告警规则，配置方法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
南》中“创建告警规则”。

16.2.1 查看实例监控指标

前提条件
● GaussDB(for MySQL)正常运行。

故障、删除状态的GaussDB(for MySQL)，无法在云监控中查看其监控指标。当
GaussDB(for MySQL)再次启动或恢复后，即可正常查看。

说明

故障24小时的GaussDB(for MySQL)，云监控将默认该GaussDB(for MySQL)不存在，并在监控
列表中删除，不再对其进行监控，但告警规则需要用户手动清理。

● GaussDB(for MySQL)已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约10分钟）。

对于新创建的GaussDB(for MySQL)，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查看上报的监控数
据和监控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管理与监管 > 云监控服务 CES”，进入“云监控服
务”信息页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云服务监控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左侧的 ，选中一个目标节点，单击操作列的“查看监
控指标”，查看此节点的监控指标。

您还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跳转到云监控服务页面查看监控指标：

● 在GaussDB(for MySQL)的“实例管理”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
面，在页面右上角，单击“查看监控指标”，跳转到云监控服务页面，查看监控
指标。

● 在GaussDB(for MySQL)的“基本信息”页面底部，节点信息对应的操作列下，单
击“查看监控指标”，跳转到云监控服务页面，查看监控指标。

步骤5 在Cloud Eye页面，可以查看实例监控信息。通过“设置监控指标”框可选择您在页面
中要展示的指标名称并排序。

Cloud Eye支持的性能指标监控时间窗包括：近1小时、近3小时、近12小时、近24小
时、近7天。

----结束

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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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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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数据库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GaussDB(for MySQL)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
例的“基本信息 ”页签 。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高级运维”。

步骤6 在“高级运维”页面，选择“实时监控”页签，查看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Select
语句执行频率、Delete语句执行频率、Insert语句执行频率的实时监控数据。

您也可以在“实时监控”页面，单击“查看更多指标详情”，跳转到云监控页面。

----结束

16.2.2 查看 proxy 监控指标

前提条件

GaussDB(for MySQL)实例正常运行。

GaussDB(for MySQL)实例已开启读写分离功能，详情请参见开通读写分离。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管理与监管 > 云监控服务 CES”，进入“云监控服
务”信息页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云服务监控 > 数据库代理”。

步骤4 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左侧的 ，选择操作列的“查看监控指标”。

步骤5 在Cloud Eye页面，可以查看实例监控信息。通过“设置监控指标”框可选择您在页面
中要展示的指标名称并排序。

Cloud Eye支持的性能指标监控时间窗包括：近1小时、近3小时、近12小时、近24小
时、近7天。

----结束

16.3 设置告警规则

操作场景

通过设置GaussDB(for MySQL)告警规则，用户可自定义监控目标与通知策略，及时了
解GaussDB(for MySQL)运行状况，从而起到预警作用。

设置GaussDB(for MySQL)的告警规则，包括设置告警规则名称、服务、维度、监控对
象、监控指标、告警阈值、监控周期和是否发送通知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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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 创建实例告警规则

创建实例告警规则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管理与监管 > 云监控服务 CES”，进入“云监控服
务”信息页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云服务监控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左侧的 ，选择操作列的“创建告警规则”。

图 16-1 创建实例告警规则

步骤5 在“创建告警规则”页面，填选相关信息。

● 输入告警“名称”和“描述”。

● 选择“归属企业项目”。

● “触发规则”：支持“从模板导入”和“自定义创建”两种类型。若您选择了
“自定义创建”，可根据实际需求配置告警策略及告警级别。

● 单击 开启“发送通知”，生效时间默认为全天，若没有您想要选择的主
题，可以单击下一行的“新建主题”进行添加，“触发条件”勾选“出现告警”
和“恢复正常”。

说明

该告警规则仅在生效时间段内发送通知消息。

步骤6 单击“立即创建”，告警规则创建完成。

关于告警参数的配置，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南》。

----结束

创建指标告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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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操作列中的“查看监控指标”，跳转到
Cloud Eye页面。

您还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跳转到Cloud Eye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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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aussDB(for MySQL)的“实例管理”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
面，在页面右上角，单击“查看监控指标”，跳转到Cloud Eye页面。

● 在GaussDB(for MySQL)的“基本信息”页面底部，节点信息对应的操作列下，单
击“查看监控指标”，跳转到Cloud Eye页面。

步骤5 选择需要创建告警的监控指标，单击目标指标右上角的“创建告警规则”图标 。

图 16-2 创建指标告警规则

步骤6 在“创建告警规则”页面，填选相关信息。

● 输入告警“名称”和“描述”。

● 选择“归属企业项目”。

● 单击 开启“发送通知”，生效时间默认为全天，若没有您想要选择的主
题，可以单击下一行的“新建主题”进行添加，“触发条件”勾选“出现告警”
和“恢复正常”。

说明

该告警规则仅在生效时间段内发送通知消息。

步骤7 单击“立即创建”，告警规则创建完成。

关于告警参数的配置，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南》。

----结束

配置数据存储

关于数据存储的配置，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南》。

16.3.2 创建 proxy 告警规则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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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管理与监管 > 云监控服务 CES”，进入“云监控服
务”信息页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云服务监控 > 数据库代理”。

步骤4 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左侧的 ，选择操作列的“创建告警规则”。

步骤5 在“创建告警规则”页面，配置参数。

表 16-3 告警内容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系统会随机产生一个名称，用户也可以进行修改。

描述 告警规则描述（此参数非必填项）。

归属企业项目 可选择已有的企业项目，或单击“创建企业项目”进行创建，具体
请参见《企业管理用户指南》中“创建企业项目”的内容。

资源类型 数据库代理。

维度 用于指定告警规则对应指标的维度名称。

取值样例：数据库代理实例 - 数据库代理节点。

监控范围 指定资源。

监控对象 数据库代理实例ID。

选择类型 目前支持“从模板导入”和“自定义创建”两种类型。若您选择了
“自定义创建”，可根据实际需求配置告警策略及告警级别。

模板 可选择已有模板，若暂无可用模板，可单击“创建自定义告警模
板”进行创建。

 

单击 开启“发送通知”，生效时间默认为全天，若没有您想要选择的主题，可
以单击下一行的“创建主题”进行添加。

表 16-4 发送通知

参数 参数说明

发送通知 配置是否发送邮件、短信、HTTP和HTTPS通知用户。

通知对象 需要发送告警通知的对象，可选择“云帐号联系人”或主题。

● 云帐号联系人：注册帐号时的手机和邮箱。

● 主题：创建主题后，您需要单击主题列表操作栏的添加订阅按
钮，添加通知方式。
详细操作请参见创建主题和添加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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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生效时间 该告警规则仅在生效时间内发送通知消息。

如生效时间为08:00-20:00，则该告警规则仅在08:00-20:00发送通
知消息。

触发条件 可选择“出现告警”和“恢复正常”。

 

步骤6 单击“立即创建”，告警规则创建完成。

关于告警参数的配置，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南》。

----结束

配置数据存储

关于数据存储的配置，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南》。

16.4 事件监控

16.4.1 事件监控简介
事件监控提供了事件类型数据上报、查询和告警的功能。方便您将业务中的各类重要
事件或对云资源的操作事件收集到云监控服务，并在事件发生时进行告警。

事件监控默认开通，您可以在事件监控中查看系统事件和自定义事件的监控详情，云
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目前支持的系统事件请参见事件监控支持的事件说明。

16.4.2 查看事件监控数据

操作场景

本章节指导用户查看事件监控的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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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操作列中的“查看监控指标”，跳转到
Cloud Eye页面。

您还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跳转到Cloud Eye页面：

● 在GaussDB(for MySQL)的“实例管理”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
面，在页面右上角，单击“查看监控指标”，跳转到Cloud Eye页面。

● 在GaussDB(for MySQL)的“基本信息”页面底部，节点信息对应的操作列下，单
击“查看监控指标”，跳转到Cloud Eye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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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业务左侧导航栏的“事件监控”。

进入“事件监控”页面。在“事件监控”页面，默认展示近24小时的所有系统事件。

您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近1小时”“近3小时”“近12小时”“近24小时”“近7
天”“近30天”，分别查看不同时段的事件。

步骤6 展开对应的事件类型，单击具体事件右侧的操作列的“查看事件”，可查看具体事件
的内容。

----结束

16.4.3 创建事件监控的告警通知

操作场景

本章节指导用户查看事件监控的监控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管理与监管 > 云监控服务 CES”，进入“云监控服
务”信息页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进入“事件监控”页面。

步骤4 在事件列表页面，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创建告警规则”。

步骤5 在“创建告警规则”界面，配置参数。

表 16-5 告警内容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系统会随机产生一个名称，用户也可以进行修改。

描述 告警规则描述（此参数非必填项）。

归属企业项目 可选择已有的企业项目，或单击“创建企业项目”进行创建，具体
请参见《企业管理用户指南》中“创建企业项目”的内容。

资源类型 事件监控

事件类型 用于指定告警规则对应指标的事件类型。

事件来源 事件来源的云服务名称。

选择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监控范围 创建事件监控针对的资源范围。

选择类型 选择自定义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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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告警策略 事件名称：用户操作系统资源的动作，如用户登录，用户登出，为
一个瞬间的操作动作。

事件监控支持的操作事件请参见事件监控支持的事件说明。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触发方式、告警级别。

 

单击 开启“发送通知”，生效时间默认为全天，若没有您想要选择的主题，可
以单击下一行的“创建主题”进行添加。

表 16-6 发送通知

参数 参数说明

发送通知 配置是否发送邮件、短信、HTTP和HTTPS通知用户。

通知对象 需要发送告警通知的对象，可选择“云帐号联系人”或主题。

● 云帐号联系人：注册帐号时的手机和邮箱。

● 主题：消息发布或客户端订阅通知的特定事件类型，若此处没
有需要的主题，需先创建主题并订阅该主题。
详细操作请参见创建主题和添加订阅。

生效时间 该告警规则仅在生效时间内发送通知消息。

如生效时间为08:00-20:00，则该告警规则仅在08:00-20:00发送通
知消息。

触发条件 出现告警

 

步骤6 配置完成后，单击“立即创建”，完成告警规则的创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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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 事件监控支持的事件说明

表 16-7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事件来源 事件名称 事件ID 事
件
级
别

事件说明 处理建
议

事件
影响

GaussDB(
for
MySQL)

实例增量
备份业务
失败

TaurusIncreme
ntalBackupInst
anceFailed

重
要

实例增量备份
失败产生的事
件，一般是管
理节点到实例
网络或者实例
到OBS存储的
网络异常，或
者实例备份环
境异常。

提交工
单。

无法
完成
实例
备份
业务
操
作。

添加只读
节点失败

addReadonlyN
odesFailed

重
要

创建实例只读
节点失败产生
的事件，一般
是底层资源耗
尽导致。

检查并
释放资
源后重
新创
建。

无法
创建
数据
库实
例只
读节
点。

创建实例
业务失败

createInstanceF
ailed

重
要

创建实例失败
产生的事件，
一般是配额大
小不足，底层
资源耗尽导
致。

检查配
额大
小，释
放资源
后重新
创建。

无法
创建
数据
库实
例。

主备切换
异常

activeStandByS
witchFailed

重
要

主备切换异常
主要是由于网
络、物理机有
某种故障导致
只读节点没有
接管主节点的
业务，短时间
内会恢复到原
主节点继续提
供服务。

提交工
单。

无法
完成
主备
切换
（只
读升
主）
。

规格变更
业务失败

flavorAlteration
Failed

重
要

规格变更失败
产生的事件，
一般是配额大
小不足，底层
资源耗尽导
致。

提交工
单。

无法
完成
规格
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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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来源 事件名称 事件ID 事
件
级
别

事件说明 处理建
议

事件
影响

实例运行
状态异常

TaurusInstance
RunningStatus
Abnormal

重
要

实例运行状态
异常产生的事
件，可能原因
是实例进程故
障，或者实例
到DFV存储间
通信问题。

提交工
单。

实例
异
常，
业务
可能
受
损。

实例运行
状态异常
已恢复

TaurusInstance
RunningStatus
Recovered

重
要

实例运行状态
异常后恢复产
生的事件。

观察业
务运行
情况。

无。

节点运行
状态异常

TaurusNodeRu
nningStatusAb
normal

重
要

运行节点状态
异常产生的事
件，可能原因
是节点进程故
障，或者节点
到DFV存储间
通信问题。

观察实
例状态
和业务
运行情
况。

节点
异
常，
可能
触发
只读
升
主。

节点运行
状态异常
已恢复

TaurusNodeRu
nningStatusRec
overed

重
要

节点运行状态
异常后恢复产
生的事件。

观察业
务情
况。

无。

删除只读
节点失败

TaurusDeleteRe
adOnlyNodeFai
led

重
要

删除只读节点
失败产生的事
件，可能原因
是管理面到实
例节点通信异
常或者请求
IaaS删除虚机
失败。

提交工
单。

无法
完成
删除
只读
节点
操
作。

实例重置
密码失败

TaurusResetInst
ancePasswordF
ailed

重
要

实例重置密码
失败产生的事
件，可能原因
是管理面到实
例通信异常或
者实例状态异
常件。

检查确
认实例
状态后
重试，
未解决
则提交
工单。

无法
完成
实例
重置
密码
操
作。

实例重启
失败

TaurusRestartIn
stanceFailed

重
要

实例重启失败
产生的事件，
可能原因是管
理面到实例通
信异常或者实
例状态异常
件。

检查确
认实例
状态后
重试，
未解决
则提交
工单。

无法
完成
实例
重启
操
作。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16 监控指标与告警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8



事件来源 事件名称 事件ID 事
件
级
别

事件说明 处理建
议

事件
影响

恢复到新
实例失败

TaurusRestoreT
oNewInstanceF
ailed

重
要

恢复到新实例
失败产生的事
件，一般是新
创建实例配额
大小不足，底
层资源耗尽导
致或者数据恢
复逻辑出错。

如果是
新创建
实例失
败，检
查配额
大小，
释放资
源后重
新恢复
到新实
例，其
他情况
提交工
单。

无法
完成
恢复
到新
实
例。

实例绑定
EIP失败

TaurusBindEIPT
oInstanceFailed

重
要

实例绑定EIP失
败产生的事
件，绑定任务
执行错误。

提交工
单。

无法
完成
绑定
EIP操
作。

实例解绑
EIP失败

TaurusUnbindEI
PFromInstance
Failed

重
要

实例解绑EIP失
败产生的事
件，绑定任务
执行错误。

提交工
单。

无法
完成
解绑
EIP操
作。

实例修改
参数失败

TaurusUpdateI
nstanceParame
terFailed

重
要

实例修改参数
失败产生的事
件，一般是管
理节点到实例
网络异常，或
者实例状态异
常。

检查确
认实例
状态后
重试，
未解决
则提交
工单。

无法
完成
实例
修改
参数
操
作。

实例参数
组应用失
败

TaurusApplyPar
ameterGroupTo
InstanceFailed

重
要

实例参数组应
用失败产生的
事件，一般是
管理节点到实
例网络异常，
或者实例状态
异常。

检查确
认实例
状态后
重试，
未解决
则提交
工单。

无法
完成
实例
参数
组应
用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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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来源 事件名称 事件ID 事
件
级
别

事件说明 处理建
议

事件
影响

实例全量
备份业务
失败

TaurusBackupI
nstanceFailed

重
要

实例全量备份
失败产生的事
件，一般是管
理节点到实例
网络或者实例
到OBS存储的
网络异常，或
者实例实例备
份环境异常。

提交工
单。

无法
完成
实例
备份
业务
操
作。

实例主备
切换

TaurusActiveSt
andbySwitched

重
要

对实例的只读
节点进行只读
升主操作时产
生的事件。

检查确
认实例
状态后
重试，
未解决
则提交
工单。

无法
完成
实例
主备
切换
操
作。

实例设置
为只读模
式

NodeReadonly
Mode

重
要

实例设置为只
读状态，只支
持查询类操
作。

提交工
单。

实例
设置
只读
状态
后，
所有
写业
务返
回失
败。

实例设置
为读写模
式

NodeReadWrit
eMode

重
要

实例设置为读
写状态。

提交工
单。

无。

 

16.5 设置秒级监控
用于提高监控指标的瞬时精确值，GaussDB(for MySQL)支持秒级监控，包括1秒监控
和5秒监控。

计费说明

GaussDB(for MySQL)为您免费提供监控频率为60秒/次的监控服务，开通秒级监控会
产生额外费用，且计费方式为按需计费（每小时扣费一次），不足一小时按照实际使
用时长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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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8 秒级监控价格说明

区域 规格 按需（元/小时）

上海一、北京四、广州、
贵阳一、乌兰察布一、广
州友好

1秒监控 0.1

5秒监控 0.048

新加坡、雅加达 1秒监控 0.236

5秒监控 0.118

圣保罗一 1秒监控 0.4

5秒监控 0.2

华东专属金融一、华北-北
京金融二

1秒监控 0.16

5秒监控 0.0768

 

开启秒级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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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GaussDB(for MySQL)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高级运维”。

步骤6 在“高级运维”页面，选择“实时监控”页签，单击“秒级监控”后的 。

步骤7 在开启秒级弹框中选择采集周期，单击“确定”，开启秒级监控。

开启秒级监控将会重新上报监控数据，约5分钟后生效。

图 16-3 开启秒级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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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查看秒级监控指标数据。当前秒级监控支持设置的监控指标有：CPU使用率、内存使
用率、Select语句执行频率、Delete语句执行频率、Insert语句执行频率。

可单击“查看更多指标详情”，查看更多指标。各项指标详细说明请参见监控指标

根据业务需要，如需修改采集周期，请单击“修改采集周期”进行修改。

图 16-4 秒级监控指标

----结束

关闭秒级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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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GaussDB(for MySQL)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高级运维”。

步骤6 在“高级运维”页面，选择“实时监控”页签，单击“秒级监控”后的 。

步骤7 在关闭秒级监控弹框中选择“是”，关闭秒级监控。

关闭秒级监控将会重新上报监控数据，约5分钟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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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 关闭秒级监控

----结束

修改采集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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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GaussDB(for MySQL)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高级运维”。

步骤6 在“高级运维”页面，选择“实时监控”页签，单击“秒级监控”后的“修改采集周
期”。

步骤7 在修改采集周期弹框中选择采集周期，单击“是”，修改采集周期。

图 16-6 修改采集周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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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TS 审计

17.1 支持审计的关键操作列表
通过云审计服务，您可以记录与GaussDB(for MySQL)实例相关的操作事件，便于日后
的查询、审计和回溯，支持的主要操作事件如表17-1所示。

表 17-1 云审计服务支持的 GaussDB(for MySQL)操作列表

操作名称 资源类型 事件名称

创建实例 instance createInstance

添加只读节点 instance addNodes

删除只读节点 instance deleteNode

重启实例 instance restartInstance

修改实例端口 instance changeInstancePort

修改实例安全组 instance modifySecurityGroup

只读实例升级为主实例 instance instanceSwitchOver

绑定或解绑公网IP instance setOrResetPublicIP

删除实例 instance deleteInstance

重命名实例名称 instance renameInstance

修改节点优先级 instance modifyPriority

创建数据库 instance createDatabase

创建数据库用户 instance createDatabaseUser

重置密码 instance resetPassword

删除数据库 instance dropDatabase

删除数据库用户 instance dropDatabase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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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名称 资源类型 事件名称

修改数据库用户密码 instance modifyDatabaseUserPwd

备份恢复到新实例 instance restoreInstance

开启读写分离 instance openProxy

关闭读写分离 instance closeProxy

设置读写分离权重 instance setProxyWeight

变更实例的CPU和内存规
格

instance resizeFlavorOrVolume

设置秒级监控 instance openSecondExtend

升级内核小版本 instance upgradeVersion

添加标签 instance addInstanceTags

数据库用户授权 instance grantDatabaseUser

回收数据库用户权限 instance revokeDatabaseUser

创建备份 backup createManualSnapshot

设置自动备份策略 backup setBackupPolicy

删除备份 backup deleteManualSnapshot

创建参数模板 parameterGroup createParameterGroup

修改参数模板 parameterGroup updateParameterGroup

删除参数模板 parameterGroup deleteParameterGroup

复制参数模板 parameterGroup copyParameterGroup

重置参数模板 parameterGroup resetParameterGroup

比较参数模板 parameterGroup compareParameterGroup

应用参数模板 parameterGroup applyParameterGrou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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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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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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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 ，选择“管理与监管 > 云审计服务 C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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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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志管理

18.1 日志配置管理

操作场景

配置访问日志后，GaussDB(for MySQL)实例新生成的日志记录会上传到云日志服务
（Log Tank Service，简称LTS）进行管理。

注意事项
● 配置成功后，会产生一定费用。

● 确保与GaussDB(for MySQL)实例相同region下的LTS服务已有日志组和日志流。

约束限制
● 错误日志和慢日志不能使用同一个日志流。

● 新建的日志流未绑定结构化模板时，首次可以任意绑定慢日志/错误日志，绑定后
日志流类型不能更改。

● 日志流如果已绑定结构化模板，配置日志流时需要满足模板类型与日志类型一
致。例如日志流如果绑定了错误日志模板，就不能配置给慢日志。

批量配置访问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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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日志配置管理”。

步骤5 选择一个或多个实例，单击“配置访问日志”。

步骤6 在下拉框分别选择LTS日志组和日志流，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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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错误日志和慢日志不能使用同一个日志流。

● 配置完成后不会立即生效，存在10分钟左右的时延，请知悉。

图 18-1 配置访问日志

步骤7 如需解除LTS配置，选择一个或多个实例，单击“解除配置”。

步骤8 在弹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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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 解除配置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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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日志记录了数据库运行时的日志。您可以通过错误日志分析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查看日志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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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
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日志管理”。

步骤6 在“错误日志”页签，选择节点，查看节点对应的错误日志详情。

● 可查看对应节点在不同时间段的错误日志。

● 可查看以下级别的错误日志：

– ALL

– INFO

– WARNING

– ERROR

– FA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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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结束

LTS 错误日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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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
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日志管理”。

步骤6 在“错误日志”页签，单击“LTS错误日志配置”后的 。

步骤7 在弹框中，选择“配置日志组”和“配置日志流”，单击“确定”。

图 18-3 LTS 错误日志配置

----结束

18.3 查看慢日志

操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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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ussDB(for MySQL)支持以下执行语句类型：

● SELECT

●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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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

● DELETE

● CREATE

● ALTER

● DROP

参数解析

表 18-1 MySQL 慢查询相关的参数解析

参数名称 说明

long_query_time 大于等于此时间记录慢查询日志，精度可达微秒级别，默
认为10s，当SQL语句执行时间超过此数值时，就会被记录
到慢日志中。

建议设置为1s。注意：锁等待时间并不计算在执行时间
内。

log_queries_not_using
_indexes

是否记录未使用索引的查询，默认OFF。

log_throttle_queries_n
ot_using_indexes

每分钟允许写入到慢查询日志的未使用索引的语句，默认
为0。

 

查看日志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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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日志管理”。

步骤6 选择“慢日志”页签，查看慢SQL语句的详细信息。

如需下载慢日志，请参见如何下载慢日志。

步骤7 查看不同节点和不同SQL语句类型的慢日志记录。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下拉列表，可以分别查看不同节点和不同SQL语句类型的慢日志记
录。

慢日志功能支持查看的SQL语句类型：SELECT、INSERT、UPDATE、DELETE、
CREATE、ALTER、DROP。

单击页面右上角 ，查看某一时间段内的慢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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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 慢日志

----结束

慢日志明文显示

说明

通过管理控制台开启慢日志明文显示开关后，开启后暂不支持关闭。

默认SQL执行语句脱敏状态，开启慢日志明文显示期间抓取的日志中，SQL执行语句明文显示。

明文显示的日志30天后会自动删除，如果实例删除，相关日志也同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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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管理”，在“慢日志”页签下，单击“开启慢日志明文显

示”右侧开关 。

图 18-5 慢日志明文显示

步骤6 在“开启慢日志明文显示”弹出框中，单击“是”，开启慢日志明文显示功能。

----结束

LTS 慢日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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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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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
面。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日志管理”。

步骤6 在“慢日志”页签，单击“LTS慢日志配置”后的 。

步骤7 在弹框中，选择“配置日志组”和“配置日志流”，单击“确定”。

图 18-6 LTS 慢日志配置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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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ussDB(for MySQL)默认关闭全量SQL功能，本章节指导您如何打开、关闭全量SQL
功能。

说明

如果在“高级运维”页签未显示“全量SQL”，请提交工单申请权限或前往数据管理服务
（DAS）开启全量SQL。

约束限制

全量SQL功能不能保证记录全部数据，存在如下使用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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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条记录超过设置的上限时，会默认丢弃该条记录。

说明

此限制可以通过设置参数“rds_sql_tracer_max_record_size ”来选择是否丢弃。您可以通
过编辑参数模板设置参数值，超过该值的记录会被丢弃。

开启全量 SQL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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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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GaussDB(for MySQL)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
例的“基本信息 ”页签 。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高级运维”。

步骤6 在“高级运维”页面，选择“全量SQL”页签，单击 设置为 ，并在弹出
框中勾选“已阅读并同意本服务对您的数据进行存储”，单击“确定”，完成开启全
量SQL。

图 18-7 设置全量 SQL

说明

保留天数默认为1天，到期后自动删除。

----结束

关闭全量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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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GaussDB(for MySQL)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
例的“基本信息 ”页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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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高级运维”。选择“全量SQL”页签，单击 设置为

，关闭该实例的全量SQL。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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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智能 DBA 助手

19.1 功能总览
智能DBA助手旨在提升数据库可运维能力与易用性，协助用户解决数据库故障定位
慢、性能分析手段缺、急救通道无、诊断优化差等难点问题。

如需使用智能DBA助手功能，请联系客服申请权限。

具体分为以下模块：

实例概览

实例概览供用户一览数据库整体运行情况，包括告警、资源使用、以及重点性能指
标，多方面实时展示实例运行的状态。基于运行数据结合智能算法对实例进行健康智
能诊断，并对异常项提供解决方法与使用建议。更多内容请参见实例概览。

实时会话

通过数据管理服务（DAS）查看实例当前会话统计结果，识别异常会话，并手动kill会
话。更多内容请参见实时会话。

实时性能

展示数据库实例各项关键指标，并提供日期对比功能，方便查看周期业务以及指标变
化情况，及时发现异常。秒级监控有助于精准定位问题。更多内容请参见实时性能。

19.2 实例概览

告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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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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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
签。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智能DBA助手 > 实时诊断”。

步骤6 默认在“实例概览”页签，可查看实例的CES告警信息。

通过自定义告警规则，可以调整CPU、磁盘使用率等重要指标的告警策略和告警级
别。单击告警级别后的触发个数，可查看告警详情列表。

图 19-1 告警统计

图 19-2 告警列表

----结束

健康智能诊断

在“实例概览”页签的“健康智能诊断”模块，查看实时诊断结果，默认展示高压力
请求、内存超限风险、慢SQL高频和锁等待的诊断结果。

针对诊断异常的指标，单击“详情与优化”查看诊断详情及优化建议，详情请参见表
19-1。

图 19-3 健康智能诊断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19 智能 DBA 助手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7



表 19-1 健康智能诊断及优化

诊断项目 异常触发条件 优化案例

高压力请
求

满足其一即触发异常诊断：

● 收到用户通过CES配置的“CPU利用
率”的告警后

● 连续5min内“CPU利用率”有超过
一半时间超过95%

GaussDB(for MySQL)
CPU使用率高的解决方法

内存超限
风险

满足其一即触发异常诊断：

● 收到用户通过CES配置的“内存使用
率”告警后

● 或者5min存在“内存使用率”超过
95%情况

长事务产生大量临时表导致
内存超限的解决办法

慢SQL高频 满足其一即触发异常诊断：

● 收到了户通过CES配置的“慢日志个
数统计”阈值的告警后

● 或者连续5min“慢日志个数统计”
超过100

联合索引设置不当导致慢
SQL的解决办法

锁等待 收到了用户通过CES配置的如下告警中
的任意一个

● 行锁花费时间

● InnoDB行锁数量

● 行锁等待数

持锁长事务导致后续业务报
等锁超时的解决办法

 

说明

● 通过CES配置告警规则，详情请参见创建实例告警规则。

● 监控指标的详情内容请参见支持的监控指标。

计算资源使用情况

在“实例概览”页签的“计算资源使用情况”模块，默认展示CPU、内存的使用情
况，指标数据取5分钟内平均值。

图 19-4 计算资源使用情况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19 智能 DBA 助手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8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gaussdb_faq/gaussdb_faq_008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gaussdb_faq/gaussdb_faq_008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gaussdb_faq/gaussdb_faq_009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gaussdb_faq/gaussdb_faq_009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gaussdb_faq/gaussdb_faq_008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gaussdb_faq/gaussdb_faq_008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gaussdb_faq/gaussdb_faq_009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gaussdb_faq/gaussdb_faq_0096.html


存储资源使用情况

在“实例概览”页签的“存储资源使用情况”模块，默认展示磁盘空间利用率、磁盘
读IOPS、磁盘写IOPS的使用情况，指标数据取5分钟内平均值。

图 19-5 存储资源使用情况

重点性能指标

在“实例概览”页签的“重点性能指标”模块，默认展示近1小时CPU&慢SQL数、连
接数、内存使用率、硬盘读写吞吐量的变化，指标的具体数值实时变化。

图 19-6 重点性能指标

19.3 实时会话
通过数据管理服务（DAS）查看实例当前会话统计结果，识别异常会话，并手动kill会
话。详情请参考会话。

19.4 实时性能

设置告警规则

通过设置GaussDB(for MySQL)告警规则，用户可自定义监控目标与通知策略，及时了
解GaussDB(for MySQL)运行状况，从而起到预警作用。

秒级监控

单击“秒级监控”，可以设置联动图表和开启秒级监控。

● 联动图表：开启联动图标，可以查看同一时刻各指标数据。

● 秒级监控：秒级监控有助于提高监控精确度，支持1秒/次和5秒/次监控频率。开
启秒级监控，将按小时计费，详情请参见设置秒级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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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7 秒级监控

说明

开启智能DBA助手后，原“高级运维 > 实时监控”页签的“秒级监控”功能将转移至“智
能DBA助手 > 实时诊断 > 实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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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
签。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智能DBA助手 > 实时诊断”。

步骤6 选择“实时性能”页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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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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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任务中心

20.1 查看任务
您可以通过“任务中心”查看用户在控制台上提交的任务的执行进度和状态。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20 任务中心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1



说明

GaussDB(for MySQL)服务支持查看和管理以下即时任务：

● 创建实例。

● 重启实例。

● 删除实例。

● 实例绑定弹性IP。

● 实例解绑弹性IP。

● 实例规格变更。

● 实例只读升主。

● 修改实例端口。

● 修改实例安全组。

● 修改实例名称。

● 创建只读节点。

● 删除只读节点。

● 恢复到新实例。

● 切换SSL开关。

● 修改秒级监控。

● 实例版本升级。

● 打开数据库代理。

● 关闭数据库代理。

● 修改读写内网地址。

● 扩容数据库代理节点。

● 数据库代理规格变更。

● 修改一致性级别。

● 修改读写分离权重。

● 恢复到已有实例。

● 恢复到当前实例。

● 表级时间点恢复。

● 修改实例数据VIP。

查看即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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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任务中心”页面，在“即时任务”页签下，选择目标任务，查看任务信息。

图 20-1 即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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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任务名称/任务ID、订单ID、实例名称/ID确定目标任务，或在右上角的“全
部任务类型”的下拉列表中，输入任务名称来确定目标任务。

● 单击页面右侧的 ，查看某一时间段内的任务执行进度和状态，默认时长为一
周。

任务保留时长 多为30天。

● 系统支持查看以下状态的即时任务：

– 执行中

– 完成

– 失败

● 查看任务创建时间和结束时间。

----结束

查看定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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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任务中心”页面，在“定时任务”页签下，查看目标任务的执行进度和结果。

图 20-2 定时任务

● 您可以通过实例名称/ID确定目标任务，或通过右上角的搜索框输入实例ID来确定
目标任务。

● 系统支持查看以下状态的定时任务：

– 执行中

– 完成

– 失败

– 取消

– 待执行

– 待授权

----结束

20.2 删除任务
对于不再需要展示的任务，您可以通过“任务中心”进行任务记录的删除。删除任务
仅删除记录，不会删除数据库实例或者停止正在执行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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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删除任务将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删除即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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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任务中心”页面，在“即时任务”页签下，选择目标任务，单击操作列的“删
除”，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删除任务。

GaussDB(for MySQL)支持删除以下状态的即时任务：

● 完成

● 失败

----结束

删除定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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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任务中心”页面，在“定时任务”页签下，选择目标任务，查看目标任务的任务
状态，是否是“待执行”或“待授权”状态。

● 是，请执行步骤5。

● 否，请执行步骤6。

步骤5 单击操作列的“取消”，在弹出框中单击“是”，取消任务。再次单击操作列的“删
除”，在弹出框中单击“是”，删除任务。

步骤6 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在弹出框中单击“是”，删除任务。

GaussDB(for MySQL)支持删除以下状态的定时任务：

● 完成

● 失败

● 取消

● 待授权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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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标签

操作场景

标签管理服务（Tag Management Service，TMS）用于用户在云平台，通过统一的标
签管理各种资源。TMS服务与各服务共同实现标签管理能力，TMS提供全局标签管理
能力，各服务维护自身标签管理 。

● 建议您先在TMS系统中设置预定义标签。

● 标签由“键”和“值”组成，每个标签中的一个“键”只能对应一个“值”。

● 每个实例 多支持10个标签配额。

添加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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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实例的“基本信息”页
签。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标签”，单击“添加标签”，在“添加标签”弹出框中，输入
标签的键和值，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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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添加标签

● 输入标签的键和值时，系统会自动联想当前用户的所有实例（除当前实例外）的
所有关联的预定义标签。

● 标签的键不能为空且必须唯一，长度为1~36个字符，只能包含英文字母、中文、
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

● 标签的值可以为空字符串，长度为0~43个字符，只能包含英文字母、中文、数
字、中划线、下划线和英文句点。

步骤6 添加成功后，您可在当前实例的所有关联的标签集合中，查询并管理自己的标签。

----结束

编辑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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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标签”，选择需要编辑的标签，单击“编辑”，在“编辑标
签”弹出框中修改标签值，单击“确定”。

● 编辑标签时，不能修改标签的键，只能修改标签的值。

● 标签的值可以为空字符串，长度为0~43个字符，只能包含英文字母、中文、数
字、中划线、下划线和英文句点。

步骤6 编辑成功后，您可在当前实例的所有关联的标签集合中，查询并管理自己的标签。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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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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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标签”，选择需要删除的标签，单击“删除”，在“删除标
签”弹出框中单击“是”。

步骤6 删除成功后，该标签将不再显示在实例的所有关联的标签集合中。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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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配额

操作场景

为防止资源滥用，平台限定了各服务资源的配额。如果有需要，您可以申请扩大配
额。

本节指导您如何查看指定区域下，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各资源的使用情况，以
及如何申请扩大配额。

查看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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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页面右上角，选择“资源 > 我的配额”，进入“服务配额”页面。

步骤5 您可以在“服务配额”页面，查看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各项资源的总配额，以
及使用情况。

步骤6 如果当前配额不能满足业务要求，请单击“申请扩大配额”，根据指导进行调整。

----结束

申请扩大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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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步骤4 在页面右上角，选择“资源 > 我的配额”，进入“服务配额”页面。

步骤5 单击“申请扩大配额”，进入配额申请页面。

步骤6 根据您的需求，填写相关参数。

其中，“问题描述”项请填写需要调整的内容和申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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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填写完毕后，勾选协议并单击“提交”。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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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核功能

23.1 并行查询（PQ）
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支持了并行执行的查询方式，用以降低分析型查询场景
的处理时间，满足企业级应用对查询低时延的要求。并行查询的基本实现原理是将查
询任务进行切分并分发到多个CPU核上进行计算，充分利用cpu的多核计算资源来缩短
查询时间。并行查询的性能提升倍数理论上与CPU的核数正相关，也就是说并行度越
高能够使用的CPU核数就越多，性能提升的倍数也就越高。

下图是使用CPU多核资源并行计算一个表的count(*)过程的基本原理：表数据进行切块
后分发给多个核进行并行计算，每个核计算部分数据得到一个中间count(*)结果，并在

后阶段将所有中间结果进行聚合得到 终结果。具体如下：

图 23-1 并行查询示意图

前提条件

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的引擎版本为MySQL 8.0.22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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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并行查询适用于大部分SELECT语句，例如大表查询、多表连接查询、计算量较大的查
询。对于非常短的查询，效果不太显著。

● 轻分析类业务

报表查询通常SQL复杂而且比较耗费时间，通过并行查询可以加速单次查询效
率。

● 系统资源相对空闲

并行查询会使用更多的系统资源，只有当系统的CPU较多、IO负载不高、内存够
大的时候，才可以充分使用并行查询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查询效率。

● 数据频繁查询

针对数据密集型查询，通过并行查询，可以提高查询处理执行效率，减少网络流
量和计算节点的压力。

说明

并行查询特性当前处于公测阶段，建议在测试环境使用。

23.1.1 特性使用介绍

23.1.1.1 特性支持场景

并行查询支持以下场景：

● 支持全表扫描、索引扫描、索引范围扫描、索引逆序扫描、索引点查询、索引下
推等。

● 支持单表查询、多表JOIN、视图view、子查询，部分CTE查询等。

● 支持多种JOIN算法，包括：BNL Join、BKA Join、HASH Join、Nested loop
Join、Semi Join、Anti Join、outer Join等。

● 支持多种子查询，包括：条件子查询、scalar子查询、部分关联子查询、非关联子
查询、derived table等。

● 支持多种数据类型，包括：整型数据、字符型数据、浮点型数据、时间型数据
等。

● 支持算术表达式计算（+、-、*、%、/、|、&），条件表达式运算（<、<=、>、
>=、<>、between/and、In等），逻辑运算（or、and、not等），一般函数（字
符函数、整型函数、时间函数等），聚合函数（count/sum/avg/min/max）等
等。

说明

count聚合函数需关闭innodb_parallel_select_count才能并行执行。

● 支持非分区表查询、分区表单分区查询。

● 支持排序order by、分组group by/distinct、分页limit/offset、过滤where/
having、列投影等。

● 支持UNION/UNION ALL查询。

● 支持Explain查看并行执行计划多种方式，包括传统Explain、Explain
format=tree、Explain format=js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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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2 特性使用约束

目前，并行执行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限制，后续会逐步进行解决。

不适用并行执行的情况

下列的查询语句不支持并行执行：

● 非查询语句

● 窗口函数

● 触发器

● Prepared Statements

● 空间索引

● 查询表为系统表/临时表/非Innodb表

● 使用全文索引

● 存储过程

● 不能转换成semijoin的子查询

● 不满足only_full_group_by

● 使用索引归并Index merge

● 加锁查询，如serializable隔离级别，for update/share lock

● 递归查询

● With rollup

● 存在HIGH_PRIORITY关键字

● 执行结果返回0行数据（执行计划显示：Zero limit、Impossible WHERE、
Impossible HAVING、No matching min/max row、Select tables optimized
away、Impossible HAVING noticed after reading const tables、no matching
row in const table等）

● 查询中包含zerofill的列，并且这些列能被优化为常量

● generated column、BLOB、TEXT、JSON和GEOMETRY

● Spatial相关函数（如SP_WITHIN_FUNC等）

● aggregation(distinct)，如sum(distinct)、avg(distinct)、count(distinct)

● GROUP_CONCAT

● JSON_ARRAYAGG/JSON_OBJECTAGG

● 用户自定义函数

● STD/STDDEV/STDDEV_POP

● VARIANCE/VAR_POP/VAR_SAMP

● BIT_AND, BIT_OR and BIT_XOR

● set_user_var

● rand(不含参数的除外)

● json_*(如json_length，json_type等)

● st_distance

● get_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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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_free_lock，is_used_lock，release_lock， release_all_locks
● sleep
● xml_str
● weight_string
● ref函数(VIEW_REF, OUTER_REF, AGGREGATE_REF)，
● SHA，SHA1，SHA2，MD5
● row_count
● round
● user相关函数（user, current_user, session_user, system_user等）

与串行执行结果可能不兼容

并行执行的执行结果可能存在与串行执行不兼容的情况，主要表现在：

● 错误或者告警提示次数可能会增多

对于在串行执行中出现错误/告警提示的查询，在并行执行情况下，每个工作线程
可能都会提示错误/告警，导致总体错误/告警提示数会增多。

● 精度问题

并行执行的执行过程中，当select的内容是函数类型时，会比非并行执行多出中间
结果的存储过程，可能会导致浮点部分精度差别，导致 终结果有细微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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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断问题

并行执行的执行过程中，当select的内容是函数类型时，会比非并行执行多出中间
结果的存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缓存函数的计算结果，可能出现截断(一般
是类型转换导致的，例如浮点数类型转为字符串等), 导致 终结果与串行结果有
差别。

● 结果集顺序差别

因为是多个工作线程执行查询，返回的结果集可能与非并行执行顺序不一致。在
具有LIMIT查询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与串行结果顺序不同的现象。对于不可见字
符，当MySQL判断多个不可见字符相等时，可能会出现结果集顺序不同，或者
group by字段不同的现象。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23 内核功能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4



● union all结果集差别

union all会忽略其中的排序算子，并行执行下返回的结果集顺序可能与非并行不
一致。在有limit查询的情况下，会出现结果集不同的现象。

23.1.1.3 特性参数和变量

说明

并行查询特性当前处于公测阶段，建议在测试环境使用。

支持的系统参数和状态变量

表 23-1 系统参数

参数名 级别 描述

force_parallel_exe
cute

Global, Session 是否开启并行查询，当设置为ON时，表示
查询SQL尽可能地使用并行执行。

· 取值范围：ON, OFF
· 默认值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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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级别 描述

parallel_max_thre
ads

Global 并行执行的 大活跃线程个数。当并行执行
的活跃线程超过该值时，新的查询将不允许
启用并行执行。

· 取值范围：0-4294967295
· 默认值：64

parallel_default_d
op

Global, Session 并行执行的默认并行度。当查询语句没有指
定并行度时，使用该值。

· 取值范围：0-1024
· 默认值：4

parallel_cost_thre
shold

Global, Session 启用并行执行的代价阈值。只有当查询的执
行代价超过该阈值时才有可能进行并行执
行。

· 取值范围：0-4294967295
· 默认值：1000

parallel_queue_ti
meout

Global, Session 当不满足并行查询的条件时，请求并行执行
的SQL等待超时时间。当等待时间超过该值
后，则不再等待，开始进行单线程执行。

· 取值范围：0-4294967295
· 默认值：0

parallel_memory_
limit

Global 并行执行可用的内存上限。当并行执行使用
的内存量超过该值时，新的SQL查询将不会
进行并行执行。

· 取值范围：0-4294967295
· 默认值：104857600

 

表 23-2 状态变量

变量名 级别 描述

PQ_threads_runnin
g

Global 当前正在运行的并行执行的总线程数。

PQ_memory_used Global 当前并行执行使用的总内存量。

PQ_threads_refuse
d

Global 由于总线程数限制，导致未能执行并行执行
的查询总数。

PQ_memory_refus
ed

Global 由于总内存限制，导致未能执行并行执行的
查询总数。

 

23.1.1.4 开启/关闭特性

通过设置系统参数和使用hint语法两种方式，开启/关闭并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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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通过设置系统参数开启/关闭并行查询

在管理控制台的参数修改页面，通过设置系统参数，开启和关闭并行查询，并设置并
行度。

通过全局参数force_parallel_execute来控制是否强制启用并行执行；

使用全局参数parallel_default_dop来控制使用多少线程并行执行；

使用全局参数parallel_cost_threshold来控制当执行代价为多大时，开启并行执行。

上述参数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可以修改，无需重启数据库。

例如，想要强制开启并行执行，并且并发度为4， 小执行代价为0，可参照如下进行
设置：

SET force_parallel_execute=ON

SET parallel_default_dop=4

SET parallel_cost_threshold=0

方法二：使用 hint 开闭/关闭并行查询

使用hint语法可以控制单个语句是否进行并行执行。在系统默认关闭并行执行的情况
下, 可以使用hint对特定的SQL进行开启。反之，也可以禁止某条SQL进行并行执行。

开启并行执行：采用下面的hint语法可以开启并行执行。

采用默认的参数配置：SELECT /*+ PQ() */ … FROM …

采用默认的参数配置，同时指定并发度为8：SELECT /*+ PQ(8) */ … FROM …

采用默认的参数配置，同时指定并行表为t1：SELECT /*+ PQ(t1) */ … FROM …

采用默认的参数配置，同时指定并行表为t1，并发度为8：SELECT /*+ PQ(t1 8) */ …
FROM …

说明

PQ hint紧跟着SELECT关键字才能生效。PQ hint的并发度参数dop正常取值范围[1,
min(parallel_max_threads, 1024)]。
dop超出正常取值范围时，PQ不生效。

关闭并行执行：当并行查询开启时，可使用"NO_PQ"的hint语法关闭单条SQL的并行
执行。

SELECT /*+ NO_PQ */ … FROM …

说明

NO_PQ hint的优先级高于PQ hint，如果SQL语句出现NO_PQ hint，即使配置PQ hint，该单条
SQL也不会并行执行。

23.1.1.5 查看特性状态

状态显示

通过show status like "%PQ%"，显示并行执行的当前状态，显示结果请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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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状态显示

并行执行计划展示

通过Explain展示查询语句的并行执行计划，显示结果请见图2：

图 23-3 并行执行计划结果展示

说明

与传统的执行计划相比，并行执行计划多了一行记录。在查询结果的第一行，展示了并发度、并
行表等信息。

23.1.2 性能测试

23.1.2.1 测试方法

使用TPCH测试工具测试并行查询对22条Query的性能提升情况：

测试工具：TPCH

规格配置：32U256G

内核版本：2.0.26.1

并行线程数：16

测试数据量：100G

操作步骤

步骤1 生成测试数据。

1. 请在https://github.com/electrum/tpch-dbgen下载TPCH共用源码。

2. 请在下载的源码文件中，找到makefile.suite文件，并按照如下内容进行修改，修
改完成后进行保存。
CC      = gcc
# Current values for DATABASE are: INFORMIX, DB2, TDAT (Teradata)
#                                  SQLSERVER, SYBASE, ORACLE
# Current values for MACHINE are:  ATT, DOS, HP, IBM, ICL, MVS,
#                                  SGI, SUN, U2200, VMS, LINUX, WIN32
# Current values for WORKLOAD are:  TP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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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SQLSERVER
MACHINE = LINUX
WORKLOAD = TPCH

3. 在源码根目录下，执行下列命令，编译生成TPCH数据工具dbgen。

make -f makefile.suite
4. 使用dbgen执行如下命令，生成TPCH数据100G。

./dbgen -s 100

步骤2 登录目标GaussDB(for MySQL)实例，创建目标数据库，并使用如下命令创建TPCH的
表。
CREATE TABLE nation  ( N_NATIONKEY  INTEGER NOT NULL,
                       N_NAME       CHAR(25) NOT NULL,
                       N_REGIONKEY  INTEGER NOT NULL,
                       N_COMMENT    VARCHAR(152));
CREATE TABLE region  ( R_REGIONKEY  INTEGER NOT NULL,
                       R_NAME       CHAR(25) NOT NULL,
                       R_COMMENT    VARCHAR(152));
CREATE TABLE part    ( P_PARTKEY     INTEGER NOT NULL,
                       P_NAME        VARCHAR(55) NOT NULL,
                       P_MFGR        CHAR(25) NOT NULL,
                       P_BRAND       CHAR(10) NOT NULL,
                       P_TYPE        VARCHAR(25) NOT NULL,
                       P_SIZE        INTEGER NOT NULL,
                       P_CONTAINER   CHAR(10) NOT NULL,
                       P_RETAILPRICE DECIMAL(15,2) NOT NULL,
                       P_COMMENT     VARCHAR(23) NOT NULL );
CREATE TABLE supplier  ( S_SUPPKEY     INTEGER NOT NULL,
                         S_NAME        CHAR(25) NOT NULL,
                         S_ADDRESS     VARCHAR(40) NOT NULL,
                         S_NATIONKEY   INTEGER NOT NULL,
                         S_PHONE       CHAR(15) NOT NULL,
                         S_ACCTBAL     DECIMAL(15,2) NOT NULL,
                         S_COMMENT     VARCHAR(101) NOT NULL);
CREATE TABLE partsupp  ( PS_PARTKEY     INTEGER NOT NULL,
                         PS_SUPPKEY     INTEGER NOT NULL,
                         PS_AVAILQTY    INTEGER NOT NULL,
                         PS_SUPPLYCOST  DECIMAL(15,2)  NOT NULL,
                         PS_COMMENT     VARCHAR(199) NOT NULL );
CREATE TABLE customer  ( C_CUSTKEY     INTEGER NOT NULL,
                         C_NAME        VARCHAR(25) NOT NULL,
                         C_ADDRESS     VARCHAR(40) NOT NULL,
                         C_NATIONKEY   INTEGER NOT NULL,
                         C_PHONE       CHAR(15) NOT NULL,
                         C_ACCTBAL     DECIMAL(15,2)   NOT NULL,
                         C_MKTSEGMENT  CHAR(10) NOT NULL,
                         C_COMMENT     VARCHAR(117) NOT NULL);
CREATE TABLE orders  ( O_ORDERKEY       INTEGER NOT NULL,
                       O_CUSTKEY        INTEGER NOT NULL,
                       O_ORDERSTATUS    CHAR(1) NOT NULL,
                       O_TOTALPRICE     DECIMAL(15,2) NOT NULL,
                       O_ORDERDATE      DATE NOT NULL,
                       O_ORDERPRIORITY  CHAR(15) NOT NULL,
                       O_CLERK          CHAR(15) NOT NULL,
                       O_SHIPPRIORITY   INTEGER NOT NULL,
                       O_COMMENT        VARCHAR(79) NOT NULL);
CREATE TABLE lineitem ( L_ORDERKEY    INTEGER NOT NULL,
                        L_PARTKEY     INTEGER NOT NULL,
                        L_SUPPKEY     INTEGER NOT NULL,
                        L_LINENUMBER  INTEGER NOT NULL,
                        L_QUANTITY    DECIMAL(15,2) NOT NULL,
                        L_EXTENDEDPRICE  DECIMAL(15,2) NOT NULL,
                        L_DISCOUNT    DECIMAL(15,2) NOT NULL,
                        L_TAX         DECIMAL(15,2) NOT NULL,
                        L_RETURNFLAG  CHAR(1) NOT NULL,
                        L_LINESTATUS  CHAR(1) NOT NULL,
                        L_SHIPDATE    DATE NO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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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_COMMITDATE  DATE NOT NULL,
                        L_RECEIPTDATE DATE NOT NULL,
                        L_SHIPINSTRUCT CHAR(25) NOT NULL,
                        L_SHIPMODE     CHAR(10) NOT NULL,
                        L_COMMENT      VARCHAR(44) NOT NULL);

步骤3 使用如下命令，将生成的数据导入到TPCH的表中。
load data INFILE '/path/customer.tbl' INTO TABLE customer FIELDS TERMINATED BY '|';
load data INFILE '/path/region.tbl' INTO TABLE region FIELDS TERMINATED BY '|';
load data INFILE '/path/nation.tbl' INTO TABLE nation FIELDS TERMINATED BY '|';
load data INFILE '/path/supplier.tbl' INTO TABLE supplier FIELDS TERMINATED BY '|';
load data INFILE '/path/part.tbl' INTO TABLE part FIELDS TERMINATED BY '|';
load data INFILE '/path/partsupp.tbl' INTO TABLE partsupp FIELDS TERMINATED BY '|';
load data INFILE '/path/orders.tbl' INTO TABLE orders FIELDS TERMINATED BY '|';
load data INFILE '/path/lineitem.tbl' INTO TABLE lineitem FIELDS TERMINATED BY '|';

步骤4 创建TPCH表的索引。
alter table region add primary key (r_regionkey);
alter table nation add primary key (n_nationkey);
alter table part add primary key (p_partkey);
alter table supplier add primary key (s_suppkey);
alter table partsupp add primary key (ps_partkey,ps_suppkey);
alter table customer add primary key (c_custkey);
alter table lineitem add primary key (l_orderkey,l_linenumber);
alter table orders add primary key (o_orderkey);

步骤5 请在https://github.com/dragansah/tpch-dbgen/tree/master/tpch-queries获取TPCH
22个查询query语句，并进行相应操作。

----结束

23.1.2.2 测试结果

通过采用16线程并行查询，其中的17条query的性能得到明显提升，查询速度平均提
升10倍以上。TPCH性能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23-4 测试结果

23.2 算子下推（NDP）

23.2.1 NDP 概述
NDP(Near Data Processing)是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发布的旨在提高数据查
询效率的计算下推的解决方案。针对数据密集型查询，将提取列、聚合运算、条件过
滤等操作从计算节点向下推送给GaussDB(for MySQL)的分布式存储层的多个节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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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执行。通过计算下推方法，提升了并行处理能力，减少网络流量和计算节点的压
力，提高了查询处理执行效率。

架构

云数据库GaussDB(for MySQL)采用计算与存储分离的架构，以减少网络流量为主要架
构准则，通过NDP设计将该准则应用到查询操作。没有NDP之前，查询处理需要将原
始数据从存储节点全部传输到计算节点。通过NDP设计，查询中的I/O密集型和CPU密
集型的大部分工作被下推到存储节点完成，仅将所需列及筛选后的行或聚合后的结果
值回传给计算节点，使网络流量大幅减少。同时跨存储节点并行处理，使计算节点
CPU使用率下降，提升了查询效率性能。

另外，NDP框架同GaussDB(for MySQL)并行查询进行融合，并进行了页面批量预取的
设计，达成执行全流程并行，进一步提升查询执行效率。

概念

功能上，查询业务能进行下推的场景包主要包括三大类：Projection、Aggregate、
Select。

1. Projection
列裁剪，只有查询语句所需相关字段内容才会被发送到计算节点。

2. Aggregate
典型的聚合操作包括：count、sum、avg、max、min、group by，只发送聚合
结果（而不是所有元组）到查询引擎，count (*)是一个 常见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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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lect - where子句过滤

常见的条件表达式：Compare(>=,<=,<,>,==)、Between、In、And/Or，like。

将过滤表达式下推送到存储节点，只有满足条件的行才会发送到计算节点。

支持范围

1. 当前支持对InnoDB表进行计算下推。

2. 当前支持对COMPACT或DYNAMIC行格式的表进行计算下推。

3. 当前支持对Primary Key或BTREE Index进行计算下推，HASH Index或Full-Text
Index不支持计算下推。

4. 当前只支持SELECT查询操作进行计算下推，其他DML语句不支持计算下推，
INSERT INTO SELECT也不支持计算下推；SELECT 加锁查询(如 SELECT FOR
SHARE/UPDATE)不支持计算下推。

5. 表达式下推支持数值类型、日志和时间类型和部分字符串类型(CHAR,
VARCHAR)，支持utf8mb4, utf8字符集。

6. 表达式下推谓词支持比较运算(<,>,=,<=,>=,!=), IN, NOT IN, LIKE, NOT LIKE,
BETWEEN AND, AND/OR等操作符。

参数说明

表 23-3 参数说明

参数名 级别 描述

ndp_mode Global
说明

● 如果需要开启Global级
别的NDP，请联系技术
支持协助解决。

● NDP当前处于邀请测试
阶段，共10个名额！

NDP特性开关。

取值范围：off/on
默认取值：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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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3-05-22 第三十四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磁盘容量变更，缩容支持 小容量
10GB，详细内容请参考磁盘容量变更（包年包月）。

● GaussDB(for MySQL)设置自动备份策略，保留天数支持
1~3660天，详细内容请参考设置自动备份策略。

● GaussDB(for MySQL)包年/包月实例支持可维护时间段内规格
变更，详细内容请参考变更实例的CPU和内存规格。

● GaussDB(for MySQL)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支持自动同步
原实例数据库参数，详细内容请参考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
时间点。

2023-04-20 第三十三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设置连接池。

● GaussDB(for MySQL)新增智能DBA助手。

● GaussDB(for MySQL)创建数据库时支持添加备注，详细内容
请参考创建数据库。

● GaussDB(for MySQL)创建数据库帐号时支持添加备注，详细
内容请参考创建数据库帐号。

2023-03-31 第三十二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GaussDB(for MySQL)新增操作系统更新。

2023-03-20 第三十一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修改节点名称。

● GaussDB(for MySQL)新增设置自动变配（自动扩缩容）。

● GaussDB(for MySQL)支持设置回收站策略，详细内容请参考
回收站。

2023-02-23 第三十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GaussDB(for MySQL)优化创建数据库，数据库名称支持中划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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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3-01-30 第二十九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GaussDB(for MySQL)新增重启代理实例。

2022-12-30 第二十八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修改代理实例参数。

● GaussDB(for MySQL)新增设置Multi-Statements处理模
式。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升级数据库代理（Proxy）内核版
本。

● GaussDB(for MySQL)新增日志配置管理，实例新生成的日志
记录会上传到云日志服务。

● GaussDB(for MySQL)优化查看错误日志，补充LTS错误日志
配置。

● GaussDB(for MySQL)优化查看慢日志，补充LTS慢日志配
置。

● GaussDB(for MySQL)优化重启节点。

● GaussDB(for MySQL)优化创建只读节点，补充故障倒换优先
级的说明。

2022-12-20 第二十七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GaussDB(for MySQL)优化支持的监控指标。

2022-12-13 第二十六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备份原理。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备份空间及计费。

● GaussDB(for MySQL)优化开通读写分离，补充约束限制。

● GaussDB(for MySQL)优化读写分离简介，补充约束限制。

2022-11-21 第二十五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GaussDB(for MySQL)优化只读节点简介，补充功能限制。

2022-11-14 第二十四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GaussDB(for MySQL)优化设置全量SQL，补充约束限制。

2022-10-31 第二十三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GaussDB(for MySQL)新增设置事务拆分。

2022-10-26 第二十二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重启节点。

● GaussDB(for MySQL)优化设置自动备份策略，补充全量备份
文件自动删除策略。

● GaussDB(for MySQL)优化升级内核小版本，补充注意事项。

● GaussDB(for MySQL)优化变更实例的CPU和内存规格，补充
支持缩小和扩大规格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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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2-07-30 第二十一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将库表数据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数据库管理。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帐号管理（非管理员权限）。

● GaussDB(for MySQL)刷新磁盘容量变更（包年包月），增加
包周期实例支持缩容功能。

● GaussDB(for MySQL)优化修改一致性级别说明内容。

● GaussDB(for MySQL)刷新查看慢日志，增加如何下载慢日志
说明。

2022-06-30 第二十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可维护时间段重启实例。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支
持恢复到当前实例和已有实例。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将备份恢复至实例支持恢复到当前
实例和已有实例。

● GaussDB(for MySQL)秒级监控商用收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慢日志明文显示功能。

2022-05-19 第十九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只读节点升主节点增加提示说明。

● GaussDB(for MySQL)新增一致性级别。

● GaussDB(for MySQL)新增修改一致性级别。

2022-04-21 第十八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支持变更数据库代理的规格。

● GaussDB(for MySQL)支持修改读写分离地址。

● GaussDB(for MySQL)刷新支持的监控指标。

● GaussDB(for MySQL)新增性能测试。

2022-03-04 第十六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GaussDB(for MySQL)新增配置和修改内网地址。

2021-11-24 第十五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代理支持开启多个代理实例。

● GaussDB(for MySQL)新增使用规范。

2021-10-31 第十四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GaussDB(for MySQL)新增退订只读节点（包年/包月计费）。

2021-09-31 第十三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GaussDB(for MySQL)新增磁盘使用率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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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1-08-31 第十二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刷新支持的监控指标单位。

● GaussDB(for MySQL)优化修改实例内网安全组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设置SSL数据加密。

● GaussDB(for MySQL)新增修改实例备注。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实例主备切换事件监控。

● GaussDB(for MySQL)优化GaussDB(for MySQL)自定义策略
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设置全量SQL。

2021-06-10 第十一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GaussDB(for MySQL)刷新事件监控支持的事件说明。

2021-05-31 第十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支持规格降配置。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包周期实例转按需。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升级内核小版本。

● GaussDB(for MySQL)新增支持的监控指标监控指标。

2021-03-30 第九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优化用户指南整体框架结构。

● 优化查看实例监控入口及界面内容。

● 优化开通读写分离约束限制内容。

● 优化参数模板管理约束限制内容。

2020-12-30 第八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查看proxy监控指标。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创建proxy告警规则。

● GaussDB(for MySQL)新增事件监控。

2020-10-30 第七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回收站。

● GaussDB(for MySQL)新增标签。

2020-08-30 第六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数据库代理（读写分离）。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导出备份信息。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参数模板管理。

2020-07-30 第五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支持数据库实例设置可维护时间段。

● GaussDB(for MySQL)新增监控指标英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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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0-04-24 第四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根据界面优化更新计费管理、数据库连接、管理数据库实例、只
读节点、数据库安全性、备份与恢复、日志相关的内容。

2020-03-13 第三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支持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 GaussDB(for MySQL)新增3个云监控指标：数据同步延迟、
存储写时延、存储读时延。

2020-02-24 第二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 GaussDB(for MySQL)支持包周期实例续费。

● GaussDB(for MySQL)按需实例支持转包周期。

● GaussDB(for MySQL)支持退订包周期实例。

● GaussDB(for MySQL)包周期实例支持扩容存储空间。

● GaussDB(for MySQL)新增只读节点：创建、管理、只读升主
和删除按需只读。

2019-09-03 第一次正式发布。

云数据库 GaussDB(for MySQL)
用户指南 A 修订记录

文档版本 34 (2023-05-2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7


	目  录
	1 使用规范
	1.1 设计规范
	1.1.1 库表规范
	1.1.2 索引规范
	1.1.3 数据库权限规范

	1.2 开发规范
	1.2.1 SQL使用规范


	2 权限管理
	2.1 创建用户并授权使用GaussDB(for MySQL)
	2.2 GaussDB(for MySQL)自定义策略

	3 计费管理
	3.1 续费
	3.2 包周期实例转按需
	3.3 按需实例转包周期
	3.4 退订包周期实例

	4 数据迁移
	4.1 使用DRS迁移GaussDB(for MySQL)数据
	4.2 使用mysqldump迁移GaussDB(for MySQL)数据

	5 数据库代理（读写分离）
	5.1 读写分离简介
	5.2 一致性级别
	5.3 开通读写分离
	5.4 设置Multi-Statements处理模式
	5.5 设置事务拆分
	5.6 设置读写分离权重
	5.7 设置连接池
	5.8 变更数据库代理的规格
	5.9 调整代理实例节点数量
	5.10 升级数据库代理（Proxy）内核版本
	5.11 申请代理实例内网域名
	5.12 修改读写分离地址
	5.13 修改一致性级别
	5.14 修改代理实例参数
	5.15 开启或关闭访问控制
	5.16 重启代理实例
	5.17 关闭读写分离
	5.18 系统权重分配规则
	5.19 测试读写分离效果

	6 实例生命周期管理
	6.1 修改实例名称
	6.2 修改实例备注
	6.3 删除实例
	6.4 重启实例
	6.5 重启节点
	6.6 修改节点名称
	6.7 导出实例
	6.8 异构容灾实例
	6.9 回收站

	7 变更实例
	7.1 变更实例的CPU和内存规格
	7.2 磁盘容量变更（包年包月）
	7.3 设置自动变配（自动扩缩容）
	7.4 设置可维护时间段
	7.5 自定义列表项
	7.6 升级内核小版本
	7.7 操作系统更新

	8 只读节点
	8.1 只读节点简介
	8.2 创建只读节点
	8.3 管理只读节点
	8.4 只读节点升主节点
	8.5 删除只读节点（按需计费）
	8.6 退订只读节点（包年/包月计费）

	9 数据库管理
	9.1 创建数据库
	9.2 删除数据库

	10 帐号管理（非管理员权限）
	10.1 创建数据库帐号
	10.2 重置数据库帐号密码
	10.3 修改数据库帐号权限
	10.4 删除数据库帐号

	11 数据安全性
	11.1 重置管理员密码
	11.2 修改实例内网安全组
	11.3 数据库安全设置
	11.4 设置SSL数据加密

	12 数据备份
	12.1 备份原理
	12.2 备份类型
	12.3 备份空间及计费
	12.4 设置自动备份策略
	12.5 设置跨区域备份策略
	12.6 创建手动备份
	12.7 导出备份信息
	12.8 删除手动备份

	13 数据恢复
	13.1 恢复方案概览
	13.2 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13.3 将备份恢复至实例
	13.4 将库表数据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14 连接管理
	14.1 绑定和解绑弹性公网IP
	14.2 修改数据库端口
	14.3 配置和修改内网地址

	15 参数模板管理
	15.1 创建参数模板
	15.2 编辑参数模板
	15.3 导出参数
	15.4 比较参数模板
	15.5 查看参数修改历史
	15.6 复制参数模板
	15.7 重置参数模板
	15.8 应用参数模板
	15.9 查看参数模板应用记录
	15.10 修改参数模板描述
	15.11 删除参数模板

	16 监控指标与告警
	16.1 支持的监控指标
	16.2 查看监控指标
	16.2.1 查看实例监控指标
	16.2.2 查看proxy监控指标

	16.3 设置告警规则
	16.3.1 创建实例告警规则
	16.3.2 创建proxy告警规则

	16.4 事件监控
	16.4.1 事件监控简介
	16.4.2 查看事件监控数据
	16.4.3 创建事件监控的告警通知
	16.4.4 事件监控支持的事件说明

	16.5 设置秒级监控

	17 CTS审计
	17.1 支持审计的关键操作列表
	17.2 查看追踪事件

	18 日志管理
	18.1 日志配置管理
	18.2 查看错误日志
	18.3 查看慢日志
	18.4 设置全量SQL

	19 智能DBA助手
	19.1 功能总览
	19.2 实例概览
	19.3 实时会话
	19.4 实时性能

	20 任务中心
	20.1 查看任务
	20.2 删除任务

	21 标签
	22 配额
	23 内核功能
	23.1 并行查询（PQ）
	23.1.1 特性使用介绍
	23.1.1.1 特性支持场景
	23.1.1.2 特性使用约束
	23.1.1.3 特性参数和变量
	23.1.1.4 开启/关闭特性
	23.1.1.5 查看特性状态

	23.1.2 性能测试
	23.1.2.1 测试方法
	23.1.2.2 测试结果


	23.2 算子下推（NDP）
	23.2.1 NDP概述


	A 修订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