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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动态

本文介绍了分布式缓存服务D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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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Redis读写分
离实例

面向要求高并发读多写少的
客户，支持基于Proxy的读写
分离实例，最大可支持1主5
从，总并发50W QPS+。

商用 读写分离介绍

 

2021 年 3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整库扫描 华为云DCS新增整库扫描功
能，来定时释放所有已经过
期Key占用的内存。

商用 整库扫描

2 支持Redis读写分
离实例

面向要求高并发读多写少的
客户，支持基于Proxy的读写
分离实例，最大可支持1主5
从，总并发50W QPS+。

公测 读写分离介绍

3 支持临时放开带
宽限制

针对部分带宽要求比较高的
客户，DCS Redis界面支持临
时放宽带宽限制（白名单方
式开放)。

商用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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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4 在线迁移工具功
能增强

迁移工具支持跨版本数据迁
移(高版本到低版本，命令需
兼容)。

商用 NA

5 在线迁移工具可
靠性增 强

迁移工具支持自动重连和断
点重连。

商用 NA

6 提供新的API功能 提供API能导出历史创建的所
有实例。

商用 NA

7 Redis 3.0单机和
主备实例停售

主要站点的单机和主备实例
类型，建议使用主流的
Redis4.0/5.0版。

下线 NA

8 海外局点功能补
齐

南非Region支持多AZ部署，
莫斯科二支持Redis4.0/5.0。

商用 NA

 

2021 年 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企业版Redis6.0
实例公测

华为云DCS新增了企业版
Redis6.0多线程高性能版。

公测 分布式缓存服务
是什么

 

2020 年 1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Redis4.0/5.0
Proxy集群商用

Redis4.0和Redis5.0新增支持
Proxy集群实例类型。

商用 ● Redis Proxy
集群实例

● Redis4.0/5.0
Proxy集群实
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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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DCS Memcached
即将下线

DCS Memcached即将下
线，部分Region已暂停售
卖，建议使用Redis4.0/5.0。
● 如果是已购买的

Memcached实例，可以
继续使用，不受任何影
响。

● 如果是需要购买，则无法
选择Memcached。

下线 NA

2 DCS Redis3.0即
将下线

DCS Redis3.0即将下线，部
分Region已暂停售卖，建议
使用Redis4.0/5.0。
● 如果是已购买的Redis3.0

实例，可以继续使用，不
受任何影响。

● 如果是需要购买Redis3.0
单机和主备实例，则无法
购买，建议购买
Redis4.0/5.0版本。

● 如果是需要购买Redis3.0
Proxy集群实例，需要确
认当前Region是否已上线
Redis4.0/5.0 Proxy集群。

– 如果没有上线，可以
继续购买。

– 如果已经上线，则无
法购买，建议购买
Redis4.0/5.0 Proxy集
群。

下线 NA

 

2020 年 9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必须配置的
监控告警页面

新增Redis实例、
Memcached实例、数据节点
的告警策略。

商用 必须配置的监控
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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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查询Redis慢
日志

慢日志是Redis用于记录命令
执行时间过长请求的机制。
在DCS控制台查看慢请求日
志，帮助解决性能问题。

商用 查询Redis实例慢
日志

2 支持查询Redis运
行日志功能

您可以在控制台配置Redis实
例日志采集任务，根据时间
采集redis.log日志内容，采
集成功后，您可以将日志下
载到本地，查看实例的运行
日志。

商用 查询Redis实例运
行日志

3 支持高危命令重
命名

Redis4.0和Redis5.0实例创建
之后，支持重命名高危命
令。当前支持的高危命令有
command、keys、
flushdb、flushall和
hgetall，其他命令暂时不支
持重命名。

商用 命令重命名

 

2020 年 7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上线故障排除指
南

新增Redis连接问题排查和解
决案例。

新增Redis实例CPU使用率达
到100%案例。

新增使用Jedis连接池报错如
何处理的案例。

商用 故障排除

2 新增v2类型接口 ● 新增查询所有实例列表接
口。

● 新增查询指定实例接口。

● 新增主备切换接口。

● 新增缓存分析接口。

● 新增日志管理接口。

● 新增后台任务管理接口。

商用 API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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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上线安全白皮书
和性能白皮书

上线安全白皮书。

上线DCS性能测试方法指
导，以及各个版本的性能测
试数据。

商用 安全白皮书

性能白皮书

2 上线v2类型接
口。

新增API v2版本的接口，并
优化API分类。

商用 API v2

 

2020 年 5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大Key和热
Key缓存分析

支持在控制台进行Redis实例
的大Key和热Key分析，通过
大Key和热Key分析，可以监
控到占用空间过大的Key，以
及该Redis实例存储数据中被
访问最多的Key。

商用 分析Redis实例大
Key和热Key

2 Redis4.0/
Redis5.0支持X86
架构

在创建Redis4.0/Redis5.0实
例时，支持选择X86架构。

商用 创建Redis实例

3 新增公网访问
Redis4.0/
Redis5.0的方案

使用Nginx实现公网访问
Redis4.0/5.0单机和主备实例
的最佳实践。

商用 公网访问
Redis4.0/5.0单
机和主备实例

 

2020 年 3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控制台支持在线
迁移

在满足源Redis和目标Redis
的网络相通、源Redis未禁用
SYNC和PSYNC命令这两个前
提下，支持将自建Redis、其
他云厂商的Redis等源
Redis，在线迁移到华为云
DCS。

公测 在线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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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控制台支持离线
迁移

在源Redis和目标Redis网络
不相通的情况下，支持将自
建Redis、其他云厂商Redis
的数据备份文件，使用备份
文件导入方式，迁移到华为
云DCS。

公测 备份文件导入方
式迁移

 

2019 年 1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Redis4.0/
Redis5.0支持鲲
鹏920

Redis4.0和Redis5.0支鲲鹏
920。

商用 创建Redis实例

 

2019 年 9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Redis4.0和
Redis5.0支持集
群扩容

在实例规格变更页面，
Redis4.0和Redis5.0 Cluster
集群支持扩容。

商用 变更规格

 

2019 年 5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鲲鹏Redis商用 鲲鹏Redis商用，降低30%成
本。

商用 创建Redis实例

 

历史变更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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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S Redis4.0和
Redis5.0标准版
正式商用

DCS Redis4.0和Redis5.0标
准版正式商用，提供按需和
包周期两种付费方式。

商用 Redis4.0介绍

Redis5.0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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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8 年 12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DCS抢先推出新
的Redis5.0产品
（公测中）

DCS的Redis5.0版本继承了
4.0版本的所有功能增强以及
新的命令，同时还兼容开源
Redis5.0版本的新增特性。

公测 Redis4.0介绍

Redis5.0介绍

 

表 1-3 2018 年 8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DCS新一代缓存
实例web控制台
功能上线

DCS支持通过web控制台的
WebCli功能直接连接DCS2.0
Redis实例。

公测 DCS2.0 Webcli
介绍

 

表 1-4 2018 年 6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Redis支持GEO命
令

Redis实例新增支持“GEO”
类型的命令。

商用 开源命令兼容性

2 DCS支持公网访
问Redis实例

Redis客户端可通过公网连接
Redis实例。该功能便于开发
人员在本地搭建开发或测试
环境，提高开发效率。生产
环境（正式环境）中，请通
过VPC内连接方式访问Redis
实例，保障访问效率。

公测 公网访问Redis

3 集群支持keys、
flushdb

Redis实例新增支持keys和
flushdb命令。

商用 开源命令兼容性

 

表 1-5 2017 年 12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DCS Memcached
缓存实例商用

新增支持Memcached缓存数
据类型。

商用 Memcached实
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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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2017 年 9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DCS支持集群实
例

DCS集群实例，实例规格支
持64GB到1024GB。

商用 集群实例介绍

 

表 1-7 2017 年 8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DCS Redis正式商
用

DCS Redis正式商用，提供按
需和包周期两种付费方式。

商用 分布式缓存是什
么？

 

表 1-8 2017 年 7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主从版本支持备
份恢复

Redis3.0主从版本支持备份
恢复功能，您可以在控制台
对DCS Redis实例进行数据备
份，以及备份数据恢复。

公测 备份恢复说明

2 单机、主从在线
扩容

Redis3.0的单机和主从实例
支持在控制台进行规格大小
变更。

公测 变更规格

 

表 1-9 2017 年 5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性能优化，支持
更大的并发连接
数

不同规格实例的连接数上限
修改。

公测 实例规格

 

表 1-10 2017 年 1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丰富监控指标项 新增Redis实例的监控指标。 公测 支持的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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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2016 年 12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配置和修改
Redis密码

DCS管理控制台支持配置和
修改DCS缓存实例的密码。

公测 修改缓存实例密
码

 

表 1-12 2016 年 11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开放Redis参数配
置

为了确保分布式缓存服务发
挥出最优性能，DCS支持用
户根据自己的业务情况对
DCS缓存实例的运行参数进
行调整。

公测 修改实例配置参
数

 

表 1-13 2016 年 9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DCS Redis公测版
本发布，支持单
机版和主从版

分布式缓存服务
（Distributed Cache
Service，简称DCS）兼容了
Redis，提供即开即用、安全
可靠、弹性扩容、便捷管理
的在线分布式缓存能力。

公测 分布式缓存是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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