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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动态

本文介绍了数据管理服务DAS各特性版本的功能发布和对应的文档动态，新特性将在
各个区域（Region）陆续发布，欢迎体验。

2020 年 1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MySQL和
GaussDB(for
MySQL)新增定时
备份特性。

数据管理服务MySQL和
GaussDB(for MySQL)引擎
新增定时备份特性。

公测 详情请参见定时
备份。

2 云DBA新增SQL
限流特性。

数据管理服务云DBA部分新
增SQL限流特性。

公测 详情请参见SQL
限流。

 

2020 年 1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企业版支持DDM
实例

数据管理服务企业版支持系
统可录入DDM实例类型。

商用 详情请参见实例
管理。

2 GaussDB(for
openGauss)引擎
支持结果集导出

GaussDB(for openGauss)引
擎增加结果集导出功能，包
括CSV、SQL等格式。

公测 详情请参见SQL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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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3 GaussDB(for
openGauss)引擎
管控面支持逻辑
导入导出

DAS对接GaussDB(for
openGauss)管控面支持逻辑
导入导出。

公测 详情请参见数据
导入。

 

2020 年 10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快速入门切换场
景写作

快速入门新增云DBA场景和
数据管理场景内容。

公测 详情请参见云
DBA快速入门。

2 控制台新增数据
库实例列表

增加控制台中有关登录数据
库实例列表的说明。

商用 详情请参见登录
数据库。

 

2020 年 8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产品介绍刷新 产品介绍刷新权限管理，优
化计费说明。

公测 详情请参见计费
说明。

2 企业版服务 常见问题新增产品咨询类企
业版。

商用 详情请参见产品
咨询类企业版。

3 使用流程 调整快速入门的使用流程章
节场景化写作中。

公测 已将使用流程并
入快速入门概述
中。

 

2020 年 7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TaurusDB引擎名
称修改

修改TaurusDB为
GaussDB(for MySQL)。

公测 服务名称变更，
详情请参见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
管理。

2 企业版新增大数
据导入、导出

DAS新增企业版大数据导
入、数据导出特性。

商用 详情请参见大数
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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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3 数据管理服务支
持GaussDB(for
MySQL)引擎。

DAS新增支持GaussDB(for
MySQL)引擎。

公测 服务名称变更，
详情请参见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
管理。

 

2020 年 5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细粒度权限 DAS提供细粒度权限，添加
相关内容介绍及操作指导。

公测 详情请参见权限
管理。

2 企业版服务 DAS提供企业版，为您提供
数据保护、变更审核、操作
审计、研发自助化等数据库
DevOPS平台，帮助企业实现
大规模数据库下的标准化、
规范化、高效率、超安全的
管理手段。

商用 详情请参见企业
版。

 

2020 年 4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GeminiDB for
cassandra引擎

DAS为您提供可视化的
GeminiDB for cassandra
3.11实例管理界面，方便进
行GeminiDB for cassandra
3.11数据库数据管理。

公测 已修改名称。请
参见
GaussDB(for
cassandra)数据
库管理。

2 云DBA运维管控 DAS支持对GaussDB(for
MySQL)版本的实例进行云
DBA运维管控。

公测 详情请参见云
DBA。

3 导出数据库和导
出SQL结果集

DAS对于MySQL和
GaussDB(for MySQL)数据
库引擎，主备库均支持导出
数据库和导出SQL结果集。

公测 详情请参见数据
导出。

4 可视化的DDM实
例管理界面

DAS为您提供可视化的DDM
实例管理界面，方便进行
DDM数据库数据管理。

公测 详情请参见DDM
分布式数据库中
间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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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全量SQL洞察 丰富云DBA运维功能，够快
速定位出数据库运行中的每
一个问题、提前发现潜在风
险点。提高新增支持全量
SQL洞察、内存参数设置诊
断等特性。

公测 详情请参见全量
SQL洞察。

2 云DBA 优化控制台云DBA慢SQL、
实时会话&性能等特性。

公测 详情请参见云
DBA。

3 库管理 DAS文档数据库全面升级为
2.0界面，详见命令操作、命
令执行记录、集合管理、视
图管理、用户管理等。

公测 详情请参见视图
管理。

4 慢SQL 优化实时会话&性能、全量
SQL、慢SQL内容。

公测 详情请参见慢
SQL。

 

2020 年 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Taurus引擎 DAS支持Taurus数据库管
理。

公测 详情请参见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
管理。

 

2020 年 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云DBA 在数据管理服务信息页面，
新增云DBA会话管理、实时
性能等特性入口。

公测 详情请参见
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管
理。

2 Microsoft SQL
Server引擎

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管
理新版升级。

公测 详情请参见实时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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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云DBA MySQL支持部分实例进行最
优智能参数推荐功能，以及
适配优化项。

公测 已下架。

 

2019 年 10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数据管理服务高
级版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开通高级
版。

公测 已下架。

2 MySQL版本升级 支持MySQL8.0版本。 公测 -

 

2019 年 9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GaussDB引擎 新增支持GaussDB引擎数据
管理。

公测 -

 

历史变更

表 1-1 2019 年 8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
段

相关文档

1 MySQL引擎 MySQL引擎新版本支持数据
追踪与回滚特性。

新增支持数据结构对比与同
步。

新增任务调度。

公
测

详情请参见表结
构对比与同步。

2 PG引擎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
PostgreSQL。

公
测

详情请参见
PostgreSQL数据
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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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9 年 7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DAS2.0 数据管理服务MySQL引擎支
持2.0新版本。

公测 -

 

表 1-3 2019 年 4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DDS引擎 数据管理服务支持管理文档
数据库服务。

支持数据库管理、集合管
理、视图管理。

公测 详情请参见文档
数据库服务。

2 自动生成测试数
据

MySQL类型数据库管理方面
新增特性：

支持SQL诊断DDL语句查看
和反馈功能，自动生成测试
数据支持100W级。

公测 详情请参见自动
生成测试数据。

3 批量导出功能 Microsoft SQL Server类型数
据库管理方面新增特性：

支持会话管理功能、批量导
出功能。

以及其他数据管理服务优化
点。

公测 详情请参见导
出。

 

表 1-4 2019 年 2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Microsoft SQL
Server类型数据
库

ECS自建库管理新增支持
Microsoft SQL Server类型数
据库。

公测 -

2 MySQL引擎 MySQL类型数据管理新增功
能点：

支持表维护、支持SQL模
板、支持InnoDB锁状态查
询。

以及其他小的优化项。

公测 详情请参见
InnoDB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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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2019 年之前历史版本变更

发布时间 说明

2018-12-21 第五次正式发布。

数据管理服务新增支持ECS自建库管理。

数据管理服务首页新增数据库总体状态信息。

MySQL类型数据库新增功能点：

支持Binlog查询功能。

Microsoft SQL Server类型数据库新增功能点：

支持存储过程管理、函数管理、触发器管理。

2018-11-13 第四次正式发布。

MySQL类型数据库新增功能点：

事件管理功能。

存储过程管理功能。

函数管理功能。

查看已保存的SQL。
Microsoft SQL Server类型数据库新增功能点：

用户管理功能。

查看已保存的SQL。
以及其他小的优化项。

2018-09-14 第三次正式发布。

MySQL类型数据库新增触发器管理功能。

增加导出数据库结构功能。

增加导出表结构。

增加导出视图结构。

增加导出MySQL类型数据库的触发器结构。

增加查看表详情信息。

以及修改连接信息时，新增“设置密码为空”、SQL窗
口首次执行SQL语句后，自动创建SQL连接等功能。

2018-08-07 第二次正式发布。

数据管理服务新增支持Microsoft SQL Server引擎。

数据管理服务新增执行计划业务功能。

MySQL引擎支持数据导入与导出功能。

2018-06-25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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