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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数据库实例

本章节指导您如何更好的管理关系型数据库：包括变更实例规格、重启实例、管理参
数组、备份、还原以及删除等。

您可在“状态”章节，获取关系型数据库实例或参数组状态。

您可在官网的视频下载页面，获取常见场景的操作视频，以帮助您更好的使用关系型
数据库。

1.1 快速入门
如果您初次使用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简称RDS），请参
阅《关系型数据库快速入门》 ，帮助您了解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并进行数据迁
移。

l MySQL快速入门

l PostgreSQL快速入门

l SQL Server快速入门

1.2 实例操作
数据库实例是在云中运行的独立数据库环境，它是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的基本构
建块。一个数据库实例可以包含多个由用户创建的数据库，并且可以使用与访问独立
数据库实例相同的工具和应用程序进行访问。使用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API操作或管理
控制台可以方便地创建和修改数据库实例。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当前支持如下数据库引擎：

l MySQL

l PostgreSQL

l Microsoft SQL Server

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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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按需实例转包周期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数据库按需实例转为包周期（包年/包月）实例。由于按
需资源较贵，需要长期使用资源的按需用户可以选择对按需资源进行转包周期，继续
使用这些资源的同时，享受包周期的低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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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相应的实例，单击“转包周期”，进入“按需转包周期”
页面。

步骤5 选择续费规格，以月为单位，最小包周期时长为一个月。

l 如果订单确认无误，单击“提交”，进入“支付”页面。

l 如果暂不确定实例规格，单击“确认订单，暂不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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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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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单机转主备实例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数据库单机实例转为主备实例。在保留原实例资源的情
况下提高了实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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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相应的实例，单击“转主备”，进入“转主备”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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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查看主备信息，默认主实例信息为原单机实例，备实例只可选择“可用区”，其他默
认与主实例相同。确定信息无误，SQL Server引擎的实例输入原单机实例的“管理员密
码”，单机“立即创建”。

包年/包月实例单击“确认付款”，完成订单付款。

步骤6 单机转主备创建成功后，用户可以在“实例管理”页面对其进行查看和管理。

l 创建过程中，状态显示为“转主备中”。您可以通过“任务中心”查看详细进
度。具体请参见任务中心。

l 在实例列表的右上角，单击 刷新列表，可查看到单机转主备完成后，实例状
态显示为“正常”。“实例类型”显示为“主备”。

----结束

1.2.3 手动切换主备实例

操作场景

当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主备类型的实例创建成功后，系统会在同一地域内为该实例创
建一个备实例。主备实例的数据会实时同步，用户仅能访问主实例数据，备实例仅作
为备份形式存在。但当主实例出现故障时，可进行主备实例的切换，切换后原来的主
实例会变成备实例，可实现机架级别的容灾。

前提条件

1. 实例运行正常。

2. 主备实例复制关系正常。

3. 开启操作保护的用户，在进行敏感操作时，通过进行二次认证再次确认您的身
份，进一步提高帐号安全性，有效保护您安全使用云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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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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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主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基本信息”，在“实例信息”模块的“实例类型”处，单击“主备切换”。

步骤6 若您已开启操作保护，在“主备切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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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自动关闭。

步骤7 在“主备切换”弹框，单击“确定”进行主备实例的切换。

在“复制状态”为“正常”的情况下，复制时延大于300s，主备切换任务无法下发。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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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变更实例的 CPU 和内存规格

操作场景

CPU/内存规格可根据业务需要进行变更，当实例的状态由“规格变更中”变为“正
常”，则说明变更成功。

存储空间扩容，请参见扩容磁盘。

说明

账户余额大于等于0元，才可变更规格。

当实例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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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相应的实例，单击“扩容”，进入“服务选型”页面。您
也可以通过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单击“规格变更”，进入
“服务选型”页面。

步骤5 在“服务选型”页面的“CPU/内存扩容”页签，选择所需修改的性能规格，单击“立
即申请”。

图 1-1 规格变更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缩小或扩大规格。

目前，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只支持同类型的规格变更。例如，原实例为标准型，只支
持变更为标准型的其他规格。

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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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DCC上的实例，性能规格只支持标准型。

步骤6 进行规格确认。

l 如需重新选择，单击“上一步”，回到上个页面，修改规格。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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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费明细”中查看费用详情。

l 包年/包月模式的实例

– 如果是缩小规格，单击“提交”，提交变更。

由缩小规格产生的退款，系统会自动退还至客户账户，您可在“费用中心 >
我的订单”中查看费用详情。

– 如果是扩大规格，单击“去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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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l RDS MySQL实例变更成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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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db_log_files_in_group”、“max_connections”、“innodb_page_cleaners”、
“innodb_buffer_pool_instances”、“threadpool_size”、“slave_parallel_workers”
和“back_log”(仅5.7版本)。

l RDS PostgreSQL实例变更成功后，系统将根据新内存大小，调整如下参数的值：
“shared_buffers、max_connections”、“maintenance_work_mem”和
“effective_cache_size”。

l RDS SQL Server规格变更后，数据库参数“max server memory”自动调整。max
server memory值建议设置为内存大小-520MB，例如：您的内存为1GB，那么，该值
设置为1GB-520MB，即504MB。

----结束

1.2.5 实例续费

操作场景

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对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包年/包月”实例进行续费。

说明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按需付费”的实例暂不支持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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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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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续费”。

步骤5 进入续费页面，对实例进行续费。

----结束

1.2.6 重启实例

操作场景

您可能需要重启数据库实例，通常是出于维护目的。例如：当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
例的运行状态为异常时，可以尝试重启实例，使其恢复到可用状态。对于某些运行参
数修改，需要重启单个实例使之生效。您可通过控制台对主机和只读实例执行重启操
作。

在重启数据库主实例时，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还会自动重启该数据库实例中的所
有只读实例。

如果数据库实例未处于“正常”状态，则无法重启该实例。您的数据库可能会由于几
个原因而不可用，例如，正在进行备份或以前请求的修改操作。

重启数据库实例所需的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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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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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开启操作保护的用户，在进行敏感操作时，通过进行二次认证再次确认您的身份，进
一步提高帐号安全性，有效保护您安全使用云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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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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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主实例，或者单击 展开只读实例，单击“更多 >
重启实例”。

重启主实例，如果是主备实例，对应的备实例也会被同步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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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若您已开启操作保护，在“重启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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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自动关闭。

步骤6 在“重启实例”弹框，单击“确定”重启实例。

步骤7 稍后刷新实例列表，查看重启结果。如果实例状态为“正常”，说明实例重启成功。

----结束

1.2.7 导出实例

操作场景

您可以通过导出实例列表，查看并分析实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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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 ，在导出弹框勾选所需导出信息，单击“确定”。

步骤5 查看导出信息。

----结束

1.2.8 切换可用性策略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切换主备实例的可用性策略，以满足不同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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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主备实例，单击主实例名称。

步骤5 在“基本信息”，在“实例信息”模块“切换策略”处，单击“修改”，在弹出框
中，选择策略，单击“确定”，完成修改。

l 可靠性优先（默认选择）：数据库应该尽可能保障数据的可靠性，即数据丢失量
最少。对于数据一致性要求较高的业务，建议选择该策略。

l 可用性优先：数据库应该可快恢复服务，即可用时间最长。对于数据库在线时间
要求较高的业务，建议选择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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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在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查看修改结果。

----结束

1.2.9 修改实例名称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修改主实例和只读实例的实例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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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主实例名称，或单击 ，单击只读实例
名称。

步骤5 在“基本信息”，在“实例信息”模块“实例名称”处，单击 。

实例名称长度最大64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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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单击 ，提交修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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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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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操作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 ，选择自定义列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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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自定义列表项

l 系统默认展示以下列表项：实例名称/ID、实例类型、数据库引擎、运行状态、计
费模式、内网地址、操作。

默认实例信息列表项不可更改。

l 单project情况下，您最多可选择10个列表项：实例名称/ID、实例类型、数据库引
擎、运行状态、计费模式、内网地址、创建时间、数据库端口、存储空间类型、
操作。

l 多project情况下，需要同时开通项目管理服务权限，您最多可选择11个列表项：实
例名称/ID、实例类型、数据库引擎、运行状态、计费模式、内网地址、创建时
间、数据库端口、存储空间类型、操作、所属项目。

1.2.11 删除实例

操作场景

您可根据业务需要，手动删除如下不使用的实例来释放资源：

l 主实例。

l 只读实例（RDS for SQL Server无只读实例）。

删除实例有如下约束：

l “包年/包月”模式的实例不可被删除。

l 创建中的实例不可被手动删除。

注意

l 删除主实例时，会同步删除其对应的只读实例，请谨慎操作。

l 实例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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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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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开启操作保护的用户，在进行敏感操作时，通过进行二次认证再次确认您的身份，进
一步提高帐号安全性，有效保护您安全使用云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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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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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选择需要删除的主实例或只读实例，选择“更多 > 删除实例”。

步骤5 若您已开启操作保护，在“删除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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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自动关闭。

步骤6 在“删除实例”弹框，单击“确定”下发请求，稍后刷新“实例管理”页面，查看删
除是否成功。

----结束

1.2.12 购买相同配置的数据库实例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用户快速创建相同配置的数据库实例。

说明

l 购买相同配置实例没有次数限制。

l 状态为“冻结”的实例以及只读实例不能执行购买相同配置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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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实例，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购买相同配置”。

步骤5 在“购买相同配置”页面，各项配置默认和原实例信息相同，您可根据业务需要进行
修改，填选完毕后，单击“立即购买”。

MySQL实例配置相关信息，请参见购买实例。

PostgreSQL实例配置相关信息，请参见购买实例。

SQL Server实例配置相关信息，请参见购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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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确认订单。

l 对于按需实例，确认无误，单击“提交”，完成创建RDS实例。

l 对于包年/包月实例，确认无误，单击“去支付”，进入“付款”页面。如果暂不
确定实例规格，单击“提交，暂不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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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7 稍后刷新实例列表，查看创建结果。如果实例状态为“正常”，说明实例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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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1.3 备份与恢复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备份和恢复，以保证数据可靠性。

备份的作用

当数据库或表被恶意或误删除，虽然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HA高可用，但备机
数据库会被同步删除且无法还原。因此，数据被删除后只能依赖于实例的备份保障数
据安全。

自动备份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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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根据您指定的备
份保留期保存数据库实例的手动备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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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自动备份策略

操作场景

创建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时，系统默认开启自动备份策略。实例创建成功后，您
可根据业务需要设置自动备份策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按照用户设置的自动备
份策略对数据库进行备份。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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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以压缩包的形
式存储在对象存储服务上，以保证用户数据的机密性和持久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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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默认开启的自动备份策略设置如下：

l 保留天数：默认为7天。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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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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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备份周期：默认为一周内的每一天。

开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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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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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恢复”页签，单击“修改备份策略”，如需开启自动备份策略，单击

。如图1-3所示进行修改备份策略。

图 1-3 开启备份策略

保留天数是指自动备份可保留的时间，增加保留天数可提升数据可靠性，请根据需要
设置。

减少保留天数的情况下，该备份策略对已有备份文件同时生效，即超出备份保留天数
的已有备份文件会被删除。

保留天数范围为1～732天，备份时间段为间隔1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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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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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自动备份策略

注意

l 当您关闭自动备份策略后，系统不会对您的数据进行备份，且恢复到指定时间点功
能会不可用。重新开启自动备份后，恢复到指定时间点的备份时间段会从开启自动
备份的时间点开始重新计算，请谨慎操作。

l 恢复实例中，如果您选择删除指定时间段内的自动备份，可能会导致正在进行的恢
复任务失败，且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步骤1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2 在“备份恢复”页签，单击“修改备份策略”，单击 ，关闭自动备份策略。如
图1-4所示关闭备份策略。

图 1-4 关闭备份策略

Microsoft SQL Server的主备实例，备份策略不可被关闭。

选择是否删除指定时间段内的自动备份文件：

l 不勾选，永久保存当前还在保留天数内的自动备份文件。

l 勾选，删除当前还在保留天数内的自动备份文件。

步骤3 单击“确定”，确认关闭。

----结束

关系型数据库
用户指南 1 管理数据库实例

文档版本 17 (2018-08-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



1.3.2 创建手动备份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对运行正常的主实例创建手动备份，用户可以通过手动
备份恢复数据，从而保证数据可靠性。

说明

当数据库实例被删除时，华为云关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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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余额大于等于0元，才可创建手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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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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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Microsoft SQL Server，选择所需备份的数据
库，并添加描述，单击“确定”，提交备份创建，单击“取消”，取消创建。

l 备份名称在4位到64位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不区分大小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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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备份描述不能超过256位，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l 手动备份创建过程中，状态显示为“创建中”，此过程所需时间由数据量大小决
定。

页面长时间未刷新，可单击页面右上角 刷新页面，查看实例是否备份完成。若实例
状态为正常，备份完成，执行步骤6。

步骤6 手动备份创建成功后，用户可在“备份管理”页面，对其进行查看并管理。

也可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实例名称，在“备份恢复”页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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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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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备份恢复”页签，单击“创建备份”，命名该备份，对于Microsoft SQL Server，
选择所需备份的数据库，并添加描述，单击“确定”，提交备份创建，单击“取
消”，取消创建。

l 备份名称在4位到64位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不区分大小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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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备份描述不能超过256位，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l 手动备份创建过程中，状态显示为“创建中”，此过程所需时间由数据量大小决
定。

步骤6 手动备份创建成功后，用户可在“备份管理”页面，对其进行查看并管理。

也可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实例名称，在“备份恢复”页签，对其进行查看并管
理。

----结束

方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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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备份管理”页面，单击“创建备份”。

步骤5 选择一个主实例，命名该备份，对于Microsoft SQL Server，选择所需备份的数据库，
并添加备份描述，单击“确定”，提交备份创建，单击“取消”，取消创建。

l 可选实例必须为正常状态的主实例（备份中和备份创建中的实例除外）。

l 备份名称在4位到64位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不区分大小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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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备份描述不能超过256位，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l 手动备份创建过程中，状态显示为“创建中”，此过程所需时间由数据量大小决
定。

步骤6 手动备份创建成功后，用户可在“备份管理”页面，对其进行查看并管理。

也可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实例名称，在“备份恢复”页签，对其进行查看并管
理。

----结束

1.3.3 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节点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将备份恢复到新实例，也支持恢复到当前实例。

如果您要将数据库备份恢复到新实例：

l 数据库引擎、数据库版本和数据库端口，与原实例相同，不可修改。

l 数据库密码需重新设置。

MySQL相关，请参见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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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QL相关，请参见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Microsoft SQL Server相关，请参见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1.3.4 恢复备份

MySQL相关，请参见恢复备份。

PostgreSQL相关，请参见恢复备份。

Microsoft SQL Server相关，请参见恢复备份。

1.3.5 下载备份文件并通过备份文件恢复数据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下载手动和自动备份文件，用于本地存储备份或者恢复数据库。

下载备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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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备份管理”页面，选择需要下载的可用备份，如果选择自动备份，单击“下
载”，选择手动备份，单击“更多 > 下载”，进入下载指导页面。

步骤5 下载并安装客户端工具OBS Browser。

步骤6 登录对象存储服务客户端。

登录对象存储服务客户端相关操作，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客户端指南》的“登录客
户端”章节。

步骤7 挂载外部桶。

在OBS Browser“挂载外部桶”页面，输入“下载备份文件”页面提供的桶名称，挂载
该桶。

挂载外部桶相关操作，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客户端指南》的“配置挂载外部桶”章
节。

步骤8 下载备份文件。

在OBS Browser界面的右侧搜索栏，输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备份文件下载”页面中
提示的下载备份存储文件名称，检索并下载备份存储文件，SQL Server数据库支持用户
下载单个数据库的备份文件。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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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备份文件恢复数据

说明

以MySQL为例，在ECS上通过备份文件恢复数据。

在恢复数据之前，您需要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l 确保ECS的操作系统为CentOS 7.4 64bit。

l 已安装MySQL5.6。

步骤1 下载qpress程序，并上传到ECS进行安装。

在网站下载文件“qpress-11-linux.x64.tar”, 并上传到ECS上。

tar -xvf qpress-11-linux-x64.tar

mv qpress /usr/bin/

步骤2 下载XtraBackup软件，并上传到ECS进行安装。

在网站下载文件“percona-xtrabackup-24-2.4.9-1.el7.x86_64.rpm”，并上传到ECS上。

rpm -ivh percona-xtrabackup-24-2.4.9-1.el7.x86_64.rpm

步骤3 在ECS上解压下载好的全备文件。

1. 创建一个临时目录backupdir。
mkdir backupdir

2. 解压文件。

xbstream -x < ./全备文件.qp -C ./backupdir/
innobackupex --decompress ./backupdir
find ./backupdir/ -name '*.qp' | xargs rm -f

步骤4 应用日志。

innobackupex --ibbackup=xtrabackup_56 --apply-log ./backupdir

步骤5 停止MySQL数据库服务，备份原来的数据目录。创建新的数据目录并修改目录权限。

service mysql stop

mv /var/lib/mysql/data /var/lib/mysql/data_bak

mkdir /var/lib/mysql/data

chown mysql:mysql /var/lib/mysql/data

/var/lib/mysql/data：用户的MySQL数据库目录。

步骤6 拷贝全备文件，并修改目录权限。

innobackupex --defaults-file=/etc/my.cnf --copy-back ./backupdir

chown -R mysql:mysql /var/lib/mysql/data

步骤7 启动数据库。

service mysql start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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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复制备份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复制自动和手动备份，制作一个不同名的拷贝。

限制：

您只可以在同一region内复制并使用备份，暂不支持跨region操作。

备份保留：

系统将在以下情况下删除自动备份：自动备份保留期结束或删除数据库实例。如果您
要长期保留自动备份，则可复制它以创建一个手动备份，该备份在您删除它之前将会
一直保留。如果手动备份所使用的空间超过您的默认存储空间，则可能会增加华为云
关系型数据库存储成本。

账户余额大于等于0元，才可复制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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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备份管理”页面，选择需复制的自动或手动备份，单击“复制”或“更多 > 复
制”。

步骤5 填写新备份名称和描述，单击“确定”。

l 备份名称在4位到64位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不区分大小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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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备份描述不能超过256位，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步骤6 新备份创建成功后，用户可在“备份管理”页面，查看并管理自己的备份。

----结束

1.3.7 删除手动备份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对手动备份进行删除，从而释放相关存储空间。

注意

手动备份删除后，不可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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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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备份管理”页面，选择需要删除的手动备份，单击“删除”。

如下备份不可被删除：

l 自动备份。

l 恢复中的备份。

l 正在执行复制任务的备份。

步骤5 单击“确定”删除手动备份。

----结束

1.4 参数组

1.4.1 创建参数组

您可以使用数据库参数组中的参数来管理数据库引擎配置。数据库参数组就像是引擎
配置值的容器，这些值可应用于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实例。

如果您在创建数据库实例时未指定客户创建的数据库参数组，则将为数据库实例适配
默认的数据库参数组。该默认组包含数据库引擎默认值和系统默认值，具体根据引
擎、计算等级及实例的分配存储空间而定。您无法修改默认数据库参数组的参数设
置，您必须创建自己的数据库参数组才能更改参数设置的默认值。

注意

并非所有数据库引擎参数都可在客户创建的数据库参数组中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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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已创建一个数据库参数组，并且想在新的数据库参数组中包含该组中的大部分自
定义参数和值时，复制参数组是一个方便的解决方案，请参见复制参数组。

以下是您在使用数据库参数组中的参数时应了解的几个要点：

l 当您修改当前实例的参数组并保存后，仅会应用在当前实例，不会对其他实例造
成影响。当您更改动态参数并保存数据库参数组时，将立即应用更改，而不管
“应用”设置如何。当您更改静态参数并保存数据库参数组时，参数更改将在您
手动重启数据库实例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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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当您批量修改参数组，更改动态参数并保存数据库参数组时，需执行“应用”操
作，才会对实例生效。当您更改静态参数并保存数据库参数组时，参数更改将在
您应用到实例后，手动重启数据库实例后生效。

l 在数据库参数组内设置参数不恰当可能会产生意外的不利影响，包括性能降低和
系统不稳定。修改数据库参数时应始终保持谨慎，且修改数据库参数组前要备份
数据。将参数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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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参数组设置更改。

操作场景

数据库参数组类似于数据库引擎配置值的容器，参数组中的参数可应用于一个或多个
数据库实例。

说明

每个用户最多可以创建100个关系型数据库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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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参数组管理”页面，单击“创建参数组”。

步骤5 选择数据库引擎版本，命名并添加对该参数组的描述，单击“确定”，创建参数组。

l 选择该数据库引擎参数组所需应用的参数组类型，例如：您需要创建MySQL 5.6
适配的参数组，请选择“MySQL 5.6”。

l 参数组名称在1位到64位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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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参数组的描述长度不能超过256位，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结束

1.4.2 编辑参数组

为了确保服务发挥出最优性能，您可根据业务情况，对您创建的参数组中的参数进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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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您在使用数据库参数组中的参数时应了解的几个要点：

l 如果您单击实例名称，在“参数修改”页签修改当前实例的参数组，更改动态参
数并保存数据库参数组时，将立即应用更改，而不管“应用”设置如何。当您更
改静态参数并保存数据库参数组时，参数更改将在您手动重启该数据库实例后生
效。

l 当您在“参数组管理”页面，批量修改参数组时，需执行“应用”操作，才会对
实例生效。当您更改静态参数并保存数据库参数组时，参数更改将在您应用到实
例后，手动重启与数据库参数组关联的数据库实例后生效。应用参数组到数据库
实例，请参见应用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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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更改一个参数值，则所做更改的应用时间将由该参数的类型决定。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的管理控制台显示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数据库参数组的状
态。例如，如果数据库实例未使用对其关联的数据库参数组所做的最新更改，则华为
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的管理控制台将显示状态为“等待重启”的数据库参数组。您将
需要手动重启数据库实例，以使最新的参数更改对该数据库实例生效。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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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QL相关，请参见编辑参数。

PostgreSQL相关，请参见编辑参数。

Microsoft SQL Server相关，请参见编辑参数。

1.4.3 比较参数组

操作场景

您可以比较同数据库类型的参数组，以了解当前参数组的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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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参数组管理”页面的“自定义”页签，选择一个用户创建的参数组，单击“比
较”。或单击实例名称，在“参数修改”页签，单击“比较参数”。

步骤5 选择一个同数据库引擎参数组，单击“确定”，比较两个参数组之间的配置参数差异
项。

如果比较的两个参数组有差异，则会显示差异参数组的如下信息：参数名称、参数组
一和参数组二的对应的参数值。无差异项，则不显示。

----结束

1.4.4 复制参数组

操作场景

您可以复制您创建的自定义数据库参数组。当您已创建一个数据库参数组，并且想在
新的数据库参数组中包含该组中的大部分自定义参数和值时，复制参数组是一个方便
的解决方案。您还可以导出某数据库实例应用的参数列表，生成一个新的参数组，供
您后期使用。

复制数据库参数组之后，您应至少等待5分钟，再创建使用该数据库参数组作为默认参
数组的第一个数据库实例。

您无法复制默认参数组。不过，您可以创建基于默认参数组的新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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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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单击“参数组管理”，在“自定义”页签，选择需要复制的参数组，单击“复制”。
您还可以单击实例名称，在“参数修改”页签，单击“导出”，将该实例对应参数列
表导出并生成一个参数组，供您后期使用。

步骤5 在弹出框中，填写新参数组名称和描述，单击“确定”。

l 参数组名称在1位到64位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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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参数组的描述长度不能超过256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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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您可在参数组列表中对其进行管理。

----结束

1.4.5 重置参数组

操作场景

您可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重置自己创建的参数组对应的所有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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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单击“参数组管理”，在“自定义”页签，选择需要设置的参数组，单击“更多 > 重
置”。

步骤5 单击“确定”，重置所有参数为其默认值。

说明

有关参数组状态，请参见状态中的参数组状态内容。

对于某些参数组重置后，您需在实例列表中，查看状态，如果显示“参数组变更，等待重启”，
则需重启关联的实例使之生效。

l 对于关联在主实例的参数组（如果是主备实例，备实例的参数也会被同步重置），需重启主
实例使之生效。

l 对于关联在只读实例的参数组，需重启该只读实例使之生效。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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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应用参数组

操作场景

参数组编辑修改后，不会立即应用到实例，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应用到实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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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单击“参数组管理”，需要应用到实例的参数组为默认参数组时，在“系统默认”页
签的目标参数组单击“更多>应用”，需要应用到实例的参数组为用户自己创建的参数
组时，在“自定义”页签的目标参数组单击“更多>应用”。

一个参数组可被应用到一个或多个实例。

步骤5 在弹出框中，选择或输入所需应用的实例，单击“确定”。

说明

有关参数组状态，请参见状态中的参数组状态内容。

对于某些参数组重置后，您需在实例列表中，查看状态，如果显示“参数组变更，等待重启”，
则需重启关联的实例使之生效。

l 修改主实例的某些参数（如果是主备实例，备实例的参数也会被同步修改），需重启主实例
使之生效。

l 修改只读实例的某些参数，需要重启该只读实例使之生效。

----结束

1.4.7 修改参数组描述

操作场景

参数组创建成功后，用户可根据需要对自己创建的参数组描述进行修改。

说明

默认参数组的描述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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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参数组管理”页面的“自定义”页签，选择一个用户创建的参数组，单击“描

述”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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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输入新的描述信息，单击 ，提交修改，单击 ，取消修改。

l 修改成功后，新的新描述信息，可在参数组列表的“描述”列查看。

l 参数组的描述长度不能超过256位，且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结束

1.4.8 删除参数组

操作场景

您可删除废弃的参数组。

注意

参数组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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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参数组管理”页面的“自定义”页签，选择需要删除的参数组，单击“更多 > 删
除”。

如下参数组不可被删除：

l 默认参数组。

l 应用在实例中的参数组。

步骤5 单击“确定”，删除该参数组。

----结束

1.5 存储空间

1.5.1 扩容磁盘

操作场景

随着业务数据的增加，原来申请的数据库磁盘容量可能会不够用，尤其当实例显示
“磁盘空间满”状态，且数据库不可进行写入操作。这时，您需要为华为云关系型数
据库实例进行扩容。

l 数据库磁盘空间不足的原因和解决方案，请参见数据超过了RDS实例的最大存储
容量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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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只支持扩容磁盘存储空间大小，不支持变更存储类型。磁盘
扩容期间，服务不中断。

说明

l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支持无限次扩容。

l 如果是主备实例，针对主实例扩容时，会同时对其备实例进行扩容。

l 扩容过程中，该实例不可重启和删除。

l 磁盘容量变更只允许扩容，不能缩容。

l 选择磁盘加密的实例，新扩容的磁盘空间依然会使用原加密密钥进行加密。

l 账户余额大于等于0元，才可进行扩容。

主实例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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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相应的实例，单击“扩容”，进入“服务选型”页面。您
也可以通过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单击“扩容”，进入“服务
选型”页面。

步骤5 在“服务选型”页面的“磁盘扩容”页签，选择“扩容到”的空间大小，单击“立即
申请”。

用户每次扩容最小容量为10GB，实例所选容量大小必须为10的整数倍，最大磁盘容量
为4000GB。

当实例处于“磁盘空间满”状态时，需扩容至磁盘空间使用率小于75%才可使实例处
于可用状态，即数据库恢复正常的写入操作。

因为window磁盘格式的大小限制，部分SQL Server实例的磁盘容量上限仍为2000GB，
具体以页面显示为准。

步骤6 确认订单。

l 如果需要重新选择，单击“上一步”，回到上个页面，修改新增大小。

l 如果确认无误，按需实例单击“提交”，包周期实例单击“去支付”，提交扩
容。

步骤7 查看扩容结果。

在实例管理页面，可看到实例状态为“扩容中”，稍后单击实例名称，在“基本信
息”页面，查看磁盘大小，检查扩容是否成功。此过程需要3～5分钟。

针对MySQL引擎，您可以通过“任务中心”查看详细进度。具体请参见任务中心。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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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读扩容

说明

l 只读实例磁盘扩容与主实例的磁盘扩容互不影响。

l Microsoft SQL Server实例无只读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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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相应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前的 可查看到只读实例，单
击“扩容”。您也可以通过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单击“扩
容”，进入“服务选型”页面。

步骤5 在“服务选型”页面的“磁盘扩容”页签，选择“扩容到”的空间大小，单击“立即
申请”。

用户每次扩容最小容量为10GB，实例所选容量大小必须为10的整数倍，最大磁盘容量
为4000GB。

当实例处于“磁盘空间满”状态时，需扩容至磁盘空间使用率小于75%才可使实例处
于可用状态，即数据库恢复正常的写入操作。

因为window磁盘格式的大小限制，部分SQL Server实例的磁盘容量上限仍为2000GB，
具体以页面显示为准。

步骤6 确认订单。

l 如果需要重新选择，单击“上一步”，回到上个页面，修改新增大小。

l 如果确认无误，按需实例单击“提交”，包周期实例单击“去支付”，提交扩
容。

步骤7 查看扩容结果。

在实例管理页面，可看到实例状态为“扩容中”，稍后单击实例名称，在“基本信
息”页面，查看磁盘大小，检查扩容是否成功。此过程需要3～5分钟。

针对MySQL引擎，您可以通过“任务中心”查看详细进度。具体请参见任务中心。

----结束

1.6 网络

1.6.1 配置和修改内网地址

操作背景

用户从线下或者其他云迁移到华为云后要面对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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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目前仅支持MySQL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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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内网 IP
在购买实例时，可在“服务选型”页面的网络部分，根据选择的子网自动配置内网地
址。

修改内网 IP
对于创建完成的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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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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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签实例信息部分，单击内网地址旁“修改”，在“修改内网地址”
弹出框中进行修改。单击“确定”，保存修改内容。

图 1-5 修改内网地址

----结束

1.6.2 绑定和解绑弹性公网 IP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创建成功后，默认未开启公网访问功能（即未绑定弹性公网
IP）。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用户绑定弹性公网IP，在公共网络来访问数据库实例，绑
定后也可根据需要解绑。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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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5，那么需确保安全组开通了8635端口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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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l 只有主实例和只读实例才能绑定弹性公网IP。

l 对于已绑定弹性公网IP的实例，需解绑后，才可重新绑定其他弹性公网IP。

说明

部分已创建实例暂不支持该功能，因为其连接地址的创建方式不支持绑定弹性公网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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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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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MySQL实例，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实例信息”模块“公网访问”后的

，对于SQL Server和PostgreSQL实例，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实例信息”
模块“弹性公网IP”后边的“绑定”。

l 对于MySQL数据库实例：第一次开启公网访问的实例，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弹性
公网IP（带宽默认设置为1Mbit/s）。

您只有将IP地址或IP段添加到公网白名单，才可以访问数据库实例，具体操作请
参见设置公网白名单。

l 对于SQL Server和PostgreSQL实例，在弹出框的EIP地址列表中，显示“未绑定”
状态的EIP，选择所需绑定的EIP，单击“确定”，提交绑定任务。如果没有可用
的EIP，单击“查看弹性公网IP”，创建新的EIP。
对于Microsoft SQL Server，绑定EIP后，需重启实例才能使SSL连接生效。

步骤6 在“基本信息”页面的“实例信息”模块，查看绑定成功的EIP。

如需关闭，请参见解绑弹性公网IP。

----结束

解绑弹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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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对于已绑定EIP的实例，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5 对于MySQL实例，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实例信息”模块“公网访问”后的

，对于SQL Server和PostgreSQL实例，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实例信息”
模块“弹性公网IP”后边的“解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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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Microsoft SQL Server，解绑EIP后，需重启实例才能使SSL连接生效。

步骤6 单击“确定”，解绑EIP。

如需重新绑定，请参见绑定弹性公网IP。

----结束

1.6.3 修改数据库端口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修改主实例和只读实例的数据库端口，对于主备实例，
修改主实例的数据库端口，该实例下备实例的数据库端口会被同步修改。

约束

端口修改中，以下操作不可进行：

l 绑定弹性公网IP。

l 删除实例。

l 创建备份。

l 手动备份或自动备份PITR恢复到当前实例。

l 编辑、变更、重置和删除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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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主实例名称，或单击 ，单击只读实例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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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端口修改范围为2100～9500，SQL Server实例的端口设置范围为1433和
2100~9500（其中5355和5985不可设置）。

l 单击 ，提交修改。

– 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提交修改。

i. 修改主实例数据库端口，对应的主备实例均会被修改且重启。

ii. 修改只读实例数据库端口，仅修改并重启该只读实例。

说明

RDS for SQL Server暂无只读实例。

iii. 此过程需要1~5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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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出框中，单击“取消”，取消本次修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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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安全

1.7.1 重置管理员密码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仅支持通过主实例重置管理员密码。

以下情况不可重置密码。

l 租户被冻结。

l 数据库端口变更中。

l 主实例状态为创建中、恢复中、重启中、端口修改中、异常、磁盘空间满。

说明

l 修改主实例密码，会同步修改实例中所有实例的密码。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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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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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云数据库SQL Server实例的管理员密码重置的同时，该账号的权限将会进行重新补全。

背景

开启操作保护的用户，在进行敏感操作时，通过进行二次认证再次确认您的身份，进
一步提高帐号安全性，有效保护您安全使用云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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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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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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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已开启操作保护，在“重置密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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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自动关闭。

步骤6 在“重置密码”弹框，输入新管理员密码及确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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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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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长度为8位，最大长度为32位，必须是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
字、特殊字符的组合，其中可输入~!@#%^*-_=+?特殊字符。请您输入高强度密码并定
期修改，以提高安全性，防止出现密码被暴力破解等安全风险。

l 单击“确定”，提交重置。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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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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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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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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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长度为8位，最大长度为32位，必须是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
字、特殊字符的组合，其中可输入~!@#%^*-_=+?特殊字符。请您输入高强度密码并定
期修改，以提高安全性，防止出现密码被暴力破解等安全风险。

l 单击“确定”，提交重置。

l 单击“取消”，取消本次重置。

----结束

1.7.2 修改实例内网安全组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修改数据库引擎的主实例和只读实例的内网安全组，对
于主备实例，修改主实例的内网安全组，备实例的内网安全组会被同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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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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在实例列表中，选择对应的主实例或只读实
例，单击实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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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单击 ，提交修改。

l 单击 ，取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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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设置公网白名单

使用场景

通过弹性公网IP使用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前，您需要设置可以访问华为云关系型
数据库实例的公网白名单。默认情况下，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的公网白名单中只
包含默认IP地址127.0.0.1，且无安全组，表示任何服务器均无法访问该华为云关系型数
据库实例。

设置好公网白名单后，仅允许公网白名单中IP地址所属的服务器通过外网访问华为云
关系型数据库实例。正确使用公网白名单可以让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得到高级别
的访问安全保护，建议您定期维护公网白名单。设置公网白名单仅影响服务器对华为
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的访问，不会影响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的正常运行。本文主
要介绍设置公网白名单的操作步骤。

警告

l 若将公网白名单设置为%或者0.0.0.0/0，代表允许任何IP地址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
库实例。该设置将极大降低数据库的安全性，如非必要请勿使用。

l 如果将应用服务IP加入公网白名单后，还是无法连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请参见
如何定位本地IP，获取应用服务真实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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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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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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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例信息”模块“公网白名单”处，单击“设置”。在弹出框的
公网白名单栏输入可以通过EIP访问实例的源端IP地址，单击“确定”。

l 您只有通过将IP地址添加到公网白名单，才可以访问数据库实例。

l 若填写IP段，如0.0.0.0/0，则标识允许所有地址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

l 若填写IP段，如10.10.10.0/24，则表示10.10.10.X的IP地址都可以访问该华为云关
系型数据库实例。

l 若您需要添加多个IP地址，请用英文逗号隔开（逗号前后都不能加空格），例如
192.168.0.1,172.16.213.9。

l 在公网访问关闭后，再次开启时，公网白名单默认保存为上次关闭前的设置。

步骤6 在“基本信息”页面的“实例信息”模块，查看绑定成功的公网白名单。

----结束

1.7.4 服务端加密

服务端加密简介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的管理控制台目前支持数据加密服务（Data Encryption
Workshop，简称DEW）托管密钥的服务端加密，即使用数据加密服务提供的密钥进行
服务端加密。

数据加密服务通过使用硬件安全模块 (Hardware Security Module，简称HSM) 保护密钥
安全的托管，帮助用户轻松创建和控制加密密钥。用户密钥不会明文出现在硬件安全
模块之外，避免密钥泄露。对密钥的所有操作都会进行访问控制及日志跟踪，提供所
有密钥的使用记录，满足监督和合规性要求。

当启用服务端加密功能后，用户创建实例和扩容磁盘时，磁盘数据会在服务端加密成
密文后存储。用户下载加密对象时，存储的密文会先在服务端解密为明文，再提供给
用户。

使用服务端加密方式加密磁盘

仅有专业版密钥管理中的密钥才能对数据库实例进行加密。

用户首先需要在数据加密服务中创建密钥（或者使用数据加密服务提供的默认密
钥），当用户在创建实例和扩容磁盘时在“磁盘加密”项选择“加密”，选择或创建
密钥，该密钥是最终租户密钥，使用该密钥进行服务端加密，使磁盘更安全。具体操
作可参考《关系型数据库快速入门》的各引擎的“购买实例”章节。

l 已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服务添加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所在区域的KMS Administrator
权限。权限添加方法请参见《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指南》的“如何管理用户组
并授权？”章节。

l 如果用户需要使用自定义密钥加密上传对象，则需要先通过数据加密服务创建密
钥。使用数据加密服务创建密钥详情请参见《数据加密服务用户指南》的“创建
密钥”章节内容。

l 实例创建成功后，不可修改磁盘加密状态，且无法更改密钥。存放在对象存储服
务上的备份数据不会被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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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创建成功后，请勿禁用或删除正在使用的密钥，否则会
导致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不可用，数据无法恢复。

l 选择磁盘加密的实例，新扩容的磁盘空间依然会使用原加密密钥进行加密。

1.8 任务中心
用户在控制台上提交的异步任务，可以通过“任务中心”查看执行进度和结果，并进
行管理。

说明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查看和管理以下任务：

l 创建MySQL/PostgreSQL/Microsoft SQL Server实例。

l 重启MySQL/PostgreSQL/Microsoft SQL Server实例。

l 开启MySQL/PostgreSQL/Microsoft SQL Server公网访问。

l 关闭MySQL/PostgreSQL/Microsoft SQL Server公网访问。

l MySQL/PostgreSQL/Microsoft SQL Server实例主备倒换。

l MySQL/PostgreSQL/Microsoft SQL Server单实例转主备。

l MySQL/PostgreSQL/Microsoft SQL Server磁盘扩容。

l 创建MySQL/PostgreSQL只读实例。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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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任务的执行进度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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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任务中心”页面，选择目标任务，单击任务名称左侧的 ，在展开信息中查看目
标任务的执行进度和结果。

l 您可以通过任务名称和实例名称/ID确定目标任务，或通过右上角的搜索框输入任
务名称来确定目标任务。

l 您还可以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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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保留时长最多为一个月。

l 系统支持查看以下状态的任务：

– 全部

– 执行中

– 完成

– 失败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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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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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删除任务将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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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任务中心”页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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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删除以下状态的任务：

l 执行中

l 完成

l 失败

----结束

1.9 云 DBA
说明

云DBA功能目前仅支持MySQL引擎。

云DBA赋予了用户对实例进行全面分析的能力，集中反映了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
的性能及运行状况。通过云DBA您可以对实例进行诊断，并且给出诊断意见。该诊断
会提供问题详情及相应的解决方案，可最大限度地发现数据库存在的或潜在的健康问
题。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的云DBA主要针对实例的以下方面进行诊断，帮助您分析实
例，提高数据库性能：系统资源、磁盘空间、慢SQL分析、事务管理、锁管理、智能
诊断。

1.9.1 查看系统资源

操作场景

系统资源提供了数据库连接数、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IOPS和数据库当前实时会
话的数据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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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根据连接数的情况，可评估数据库当前承受的连接压力。

l 根据CPU的使用率以及内存使用率，可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规格变更。

l 根据IOPS的情况，可判断实例随机访问的性能是否满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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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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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云DBA > 系统资源”页签，查看系统资源的使用情况。

您还可以单击“系统诊断”，对数据库连接数、CPU使用率和内存使用率进行诊断，
通过算法判断用户实例一小时内的指标值是否出现异常。

图 1-6 系统资源

系统诊断的结果将显示在“智能诊断”页签。

l 诊断过程中，“诊断结果”列状态显示为“诊断中...”。

对于“诊断中...”的实例，您可单击“诊断进度”左侧的 查看诊断的详细信息。

图 1-7 系统诊断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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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项目对应的实例指标正常，“诊断结果”列显示为“正
常”。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项目对应的实例指标异常，“诊断结果”列显示为“发现
问题”，可参考发现问题。

对于“发现问题”的实例，您可参考导出报告导出诊断报告。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流程发生异常导致诊断失败，“诊断结果”列显示为“诊
断失败”。

----结束

1.9.2 查看磁盘空间

操作场景

磁盘空间提供了磁盘使用率、近一周增长量信息，可根据前期磁盘的使用情况，计算
出磁盘剩余的可用天数。此外，还提供了数据库磁盘的分配情况。用户可以根据上述
信息全方位跟踪磁盘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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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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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云DBA > 磁盘空间”页签，查看磁盘空间的详细信息。

您还可以单击“空间诊断”对磁盘使用率和表占用空间进行分析，诊断磁盘空间和表
空间的健康度。

图 1-8 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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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诊断的结果将显示在“智能诊断”页签。

l 诊断过程中，“诊断结果”列状态显示为“诊断中...”。

对于“诊断中...”的实例，您可单击“诊断进度”左侧的 查看诊断的详细信息。

图 1-9 空间诊断进度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项目对应的实例指标正常，“诊断结果”列显示为“正
常”。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项目对应的实例指标异常，“诊断结果”列显示为“发现
问题”，可参考发现问题。

对于“发现问题”的实例，您可参考导出报告导出诊断报告。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流程发生异常导致诊断失败，“诊断结果”列显示为“诊
断失败”。

----结束

1.9.3 诊断慢 SQL

操作场景

慢SQL分析提供了慢SQL产生的时间点、个数和执行时间。通过有效分析慢SQL的基本
情况，优化数据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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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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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云DBA > 慢SQL分析”页签，查看慢SQL分析的详细信息。

您还可以单击“SQL诊断”对慢SQL语句和CPU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判断SQL执行是否
存在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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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慢 SQL 分析

SQL诊断的结果将显示在“智能诊断”页签。

l 诊断过程中，“诊断结果”列状态显示为“诊断中...”。

对于“诊断中...”的实例，您可单击“诊断进度”左侧的 查看诊断的详细信息。

图 1-11 SQL 诊断进度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项目对应的实例指标正常，“诊断结果”列显示为“正
常”。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项目对应的实例指标异常，“诊断结果”列显示为“发现
问题”，可参考发现问题。

对于“发现问题”的实例，您可参考导出报告导出诊断报告。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流程发生异常导致诊断失败，“诊断结果”列显示为“诊
断失败”。

----结束

1.9.4 诊断事务

操作场景

事务管理提供了实例上数据库未关闭的事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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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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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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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云DBA > 事务管理”页签，查看事务管理的详细信息。

你还可以单击“事务诊断”判断事务是否存在效率问题。

事务诊断的结果将显示在“智能诊断”页签。

l 诊断过程中，“诊断结果”列状态显示为“诊断中...”。

对于“诊断中...”的实例，您可单击“诊断进度”左侧的 查看诊断的详细信息。

图 1-12 事务诊断进度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项目对应的实例指标正常，“诊断结果”列显示为“正
常”。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项目对应的实例指标异常，“诊断结果”列显示为“发现
问题”，可参考发现问题。

对于“发现问题”的实例，您可参考导出报告导出诊断报告。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流程发生异常导致诊断失败，“诊断结果”列显示为“诊
断失败”。

----结束

1.9.5 诊断锁

操作场景

锁管理详细地提供了等待中和阻塞中的如下信息的ID和SQL语句：

l 事务

l 锁

l 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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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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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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云DBA > 锁管理”页签，查看锁管理的详细信息。

您还可以单击“锁诊断”判断数据库是否存在死锁。

锁诊断的结果将显示在“智能诊断”页签。

l 诊断过程中，“诊断结果”列状态显示为“诊断中...”。

对于“诊断中...”的实例，您可单击“诊断进度”左侧的 查看诊断的详细信息。

图 1-13 锁诊断进度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项目对应的实例指标正常，“诊断结果”列显示为“正
常”。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项目对应的实例指标异常，“诊断结果”列显示为“发现
问题”，可参考发现问题。

对于“发现问题”的实例，您可参考导出报告导出诊断报告。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流程发生异常导致诊断失败，“诊断结果”列显示为“诊
断失败”。

----结束

1.9.6 智能诊断

操作场景

智能诊断综合了系统诊断、磁盘诊断、慢SQL诊断、事务诊断及锁诊断，诊断的过程
中会实时跟进诊断的进度。

全面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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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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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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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选择“云DBA > 智能诊断”页签，查看所有诊断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在页面右上角选择诊断类型。

图 1-14 选择诊断类型

您还可以单击“全面诊断”对实例进行综合分析。

l 诊断过程中，“诊断结果”列状态显示为“诊断中...”。

对于“诊断中...”的实例，您可单击“诊断进度”左侧的 查看诊断的详细信息。

图 1-15 全面诊断进度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项目对应的实例指标正常，“诊断结果”列显示为“正
常”。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项目对应的实例指标异常，“诊断结果”列显示为“发现
问题”，可参考发现问题。

对于“发现问题”的实例，您可参考导出报告导出诊断报告。

l 诊断完成后，如果诊断流程发生异常导致诊断失败，“诊断结果”列显示为“诊
断失败”。

----结束

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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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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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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云DBA > 智能诊断”页签，单击“全面诊断”对实例进行综合分析。

步骤6 对于诊断指标异常的实例，“诊断结果”列会显示“发现问题”，单击“发现问题”
查阅问题详情。问题详情包括问题类型、严重程度、时间、问题描述和处理建议。

为使云DBA更好地为您服务，提供更高质量的智能分析及优化建议，请提交您的反
馈，如下图所示。

l 如果认为有用，单击“建议有用”。

l 如果认为建议还需要优化，单击“需要优化”。

图 1-16 问题详情

----结束

导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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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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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云DBA > 智能诊断”页签，单击“全面诊断”对实例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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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对于诊断指标异常的实例，“诊断结果”列会显示“发现问题”，诊断完成后单击
“导出报告”导出相应的诊断报告。

----结束

删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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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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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云DBA > 智能诊断”页签，单击“全面诊断”对实例进行综合分析。

步骤6 对于已经完成的诊断，如果不再需要，您可以单击操作列中的“删除”删除诊断结
果。

图 1-17 删除诊断结果

----结束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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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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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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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建议您先在TMS系统中设置预定义标签。

l 标签由“键”和“值”组成，每个标签中的一个“键”只能对应一个“值”。

l 每个实例最多支持10个标签配额。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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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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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页签，单击“添加”，在“添加标签”弹出框中，输入标签的键和值，单
击“确定”。

图 1-18 添加标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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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标签的键不能为空且必须唯一，长度不超过36位，不能包含=*<>\,|/特殊字符，且
首尾字符不能为空格。

l 标签的值可以为空字符串，长度不超过43位，不能包含=*<>\,|/特殊字符，且首尾
字符不能为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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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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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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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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页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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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编辑标签时，不能修改标签的键，只能修改标签的值。

l 标签的值可以为空字符串，长度不超过43位，只能包含字母、数字、中划线或下
划线。

l 标签的值可以为空字符串，长度不超过43位，不能包含=*<>\,|/特殊字符，且首尾
字符不能为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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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

步骤1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2 在“标签”页签，选择需要删除的标签，单击“删除”，在“删除标签”弹出框中单
击“确定”。

步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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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帐号管理（非管理员权限）

说明

帐号管理功能目前仅支持MySQL引擎。

1.11.1 创建帐号

操作场景

创建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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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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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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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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管理”页签，单击“创建帐号”。在“创建帐号”弹出框中，输入数据库帐
号、授权数据库，并输入密码和确认密码，单击“确定”。

l 数据库帐号在4位～16位之间，必须以小写字母开头，且必须以小写字母或数字结
尾，可包含数字或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l 选择指定的未授权数据库，单击 进行授权，或选择指定的已授权数据库，单

击 取消授权。如果没有未授权数据库，您可进行创建，请参见创建数据库，
后期也可修改权限，请参见修改权限。

l 密码最小长度为8位～32位，必须是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的组
合，其中可输入~ ! @ # % ^ * - _ = + ?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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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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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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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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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管理”页签，选择目标帐号，单击“重置密码”，在弹出框中输入新密码和
确认密码，单击“确定”，提交修改。

l 密码最小长度为8位～32位，必须是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的组
合，其中可输入~ ! @ # % ^ * - _ = + ?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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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密码和确认密码需相同。

----结束

1.11.3 修改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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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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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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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管理”页签，选择目标数据库帐号，单击“修改权限”，在弹出框中，选择

指定的未授权数据库，单击 进行授权，或选择指定的已授权数据库，单击 取
消授权，单击“确定”，提交修改。

如果没有未授权数据库，您可参见创建数据库进行创建。

----结束

1.11.4 删除

操作场景

您可删除自己创建的数据库帐号。

注意

数据库帐号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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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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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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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管理”页签，选择目标帐号，单击“删除”，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提
交任务。

----结束

1.12 数据库管理

说明

数据库管理功能目前仅支持MySQL引擎。

1.12.1 创建数据库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创建成功后，您可根据业务需要，创建更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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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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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数据库管理”页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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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数据库名称可在4位～16位之间，必须以小写字母开头，且必须以小写字母或数字
结尾，可包含小写字母、数字或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l 字符集默认gbk，您可根据业务进行选择，单击“展开”可查看更多。

l 选择指定的未授权帐号，单击 进行授权（必选），或选择指定的已授权帐

号，单击 取消授权。如果没有未授权帐号，您可进行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
创建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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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进行管理。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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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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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您
也可取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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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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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管理”页签，选择目标数据库，单击“授权”，选择未授权的数据库帐

号，单击 进行授权，或选择指定的已授权数据库帐号，单击 取消授权，在弹
出框中，单击“确定”，提交修改。

如果没有未授权数据库，您可参见创建帐号进行创建。

----结束

1.12.3 删除

操作场景

您可删除自己创建的数据库。

注意

数据库一旦删除，数据会丢失，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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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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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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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数据库管理”页签，选择目标数据库，单击“删除”，在弹出框中单击“确
定”，删除数据库。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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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控

2.1 使用 Cloud Eye 监控

2.1.1 支持的监控指标

操作场景

通过Cloud Eye的资源监控功能可以了解系统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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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然后到如下日志中分析可能存在问题的SQL语句，从而优化数据库性能。

l MySQL数据库慢查询日志。

l PostgreSQL数据库错误日志。

l 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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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规则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实例管理”页面，在对应的主实例或只读实例上，选择“更多 > 查看监控”，跳
转到Cloud Eye页面。

步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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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和近1月。

实例监控项包括以下两方面：

l 弹性云服务器相关指标，如表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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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弹性云服务器性能监控列表

指标名称 含义 取值范围

CPU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CPU利用率。 0～100%

IOPS 该指标用于统计当前实例，单位时间内系统
处理的I/O请求数量（平均值）。

≥0counts/s

磁盘利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磁盘利用率。 0～100%

内存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内存利用率。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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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byt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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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bytes/s

硬盘读吞吐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磁盘读取的字节数。 ≥0bytes/s

硬盘写吞吐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写入磁盘的字节数。 ≥0bytes/s

硬盘读耗时 该指标用于统计读取磁盘1KB数据所耗时
间。

>0s

硬盘写耗时 该指标用于统计写入磁盘1KB数据所耗时
间。

>0s

磁盘总大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磁盘总大小。 40GB～4000GB

磁盘使用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磁盘使用大小。 0GB～4000GB

磁盘平均队列
长度

该指标用于统计等待写入测量对象的进程个
数。

说明
RDS for MySQL无该监控指标。

≥0

 

l 数据库相关指标：

MySQL相关，请参见监控指标。

PostgreSQL相关，请参见监控指标。

Microsoft SQL Server相关，请参见监控指标。

----结束

2.1.2 设置告警规则

操作场景

通过设置关系型数据库告警规则，用户可自定义监控目标与通知策略，及时了解关系
型数据库运行状况，从而起到预警作用。

设置关系型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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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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选择“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树栏，选择“告警 > 告警规则”。

步骤4 在“告警规则”界面，单击“创建告警规则”进行添加。

关于告警参数的配置，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南》。

----结束

2.1.3 查看监控指标

操作场景

公有云平台提供的云监控，可以对关系型数据库的运行状态进行日常监控。您可以通
过管理控制台，直观地查看关系型数据库的各项监控指标。

由于监控数据的获取与传输会花费一定时间，因此，云监控显示的是当前时间5～10分
钟前的关系型数据库状态。如果您的关系型数据库刚创建完成，请等待5～10分钟后查
看监控数据。

前提条件

l 关系型数据库正常运行。

故障、删除状态的关系型数据库，无法在云监控中查看其监控指标。当关系型数
据库再次启动或恢复后，即可正常查看。

说明

故障24小时的关系型数据库，云监控将默认该关系型数据库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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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关系型数据库已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约10分钟）。

对于新创建的关系型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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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云服务监控 > 关系型数据库”。

步骤4 在需要查看监控详情的实例所在行的“操作”列下单击“查看监控图表”。

步骤5 在关系型数据库监控区域，您可以通过选择时长，查看对应时间的监控数据。

当前支持查看关系型数据库近1小时、近3小时和近12小时的监控数据，查看更长时间

范围监控曲线，请在监控视图中单击 进入大图模式查看。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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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接 CTS

2.2.1 支持审计的关键操作列表

通过云审计服务，您可以记录与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相关的操作事件，便于日后
的查询、审计和回溯。

表 2-2 云审计服务支持的 RDS 操作列表

操作名称 资源类型 事件名称

创建实例、恢复到新实例
（Console、OPENAPI、
TROVEAPI）

instance createInstance

创建只读 （Console、OPENAPI、
TROVEAPI）

instance createReadReplicate

实例重启、扩容、规格变更、恢复
到原有实例操作（Console、
OPENAPI 、TROVEAPI）

instance instanceAction

重置密码（Console） instance resetPassword

设置数据库版本配置参数
（OPENAPI）

instance setDBParameters

重置实例的数据库版本配置参数
（OPENAPI）

instance resetDBParameters

设置备份策略-打开，关闭，修改
（Console、OPENAPI）

instance setBackupPolicy

修改数据库端口号（Console） instance changeInstancePort

绑定解绑EIP（Console） instance setOrResetPublicIP

修改内网安全组（Console） instance modifySecurityGroup

创建标签（Console、OPENAPI） instance createTag

删除标签（Console、OPENAPI） instance deleteTag

修改标签（Console、OPENAPI） instance modifyTag

删除集群下的实例（Console、
OPENAPI、TROVEAPI）

instance deleteInstance

创建快照（Console、OPENAPI） backup createManualSnapshot

复制快照（Console） backup copySnapshot

删除快照（Console、OPENAPI） backup deleteManual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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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名称 资源类型 事件名称

创建参数组（Console、
TROVEAPI）

config createParameterGroup

修改参数组（Console、
TROVEAPI）

config updateParameterGroup

删除参数组（Console、
TROVEAPI）

config deleteParameterGroup

复制参数组（Console） config copyParameterGroup

重置参数组（Console） config resetParameterGroup

比较参数组（Console） config compareParameterGrou
p

应用参数组（Console） config applyParameterGroup

 

2.2.2 查看追踪事件

操作场景

在您开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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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台保存最近7天的操作记录。

本节介绍如何在云审计服务管理控制台查看最近7天的操作记录。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管理控制台左上角单击 图标，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3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管理与部署 > 云审计服务”，进入云审计服务信息页面。

步骤4 单击左侧导航树的“事件列表”，进入事件列表信息页面。

步骤5 事件列表支持通过筛选来查询对应的操作事件。当前事件列表支持四个维度的组合查
询，详细信息如下：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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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事件名称”时，还需选择某个具体的事件名称。

选择“按资源ID”时，还需选择或者手动输入某个具体的资源ID。

选择“按资源名称”时，还需选择或手动输入某个具体的资源名称。

l 操作用户：在下拉框中选择某一具体的操作用户，此操作用户指用户级别，而非
租户级别。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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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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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起始时间、结束时间：可通过选择时间段查询操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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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2.3 查看日志
您可以使用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的管理控制台或API查看数据库日志。本文主要介
绍在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的管理控制台查看日志，关于API的查看，请参见《关系
型数据库接口参考》。

MySQL日志查看，请参见查看日志。

PostgreSQL日志查看，请参见查看或下载错误日志。

Microsoft SQL Server相关，请参见查看或下载运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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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DS 上的 MySQL

3.1 使用 DRS 迁移 MySQL 数据

使用数据库复制服务（Data Replication Service，简称DRS）将本地数据库迁移到RDS
for MySQL，可以实现应用不停服务的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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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使用 mysqldump 迁移 MySQL 数据

3.2.1 迁移准备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开启公网访问功能，通过EIP进行访问。您也可通过弹性
云服务器的内网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准备工作

1. 准备弹性云服务器或可通过公网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 通过弹性云服务器连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需要创建一台弹性云服务
器。

创建并连接弹性云服务器，请参见如何创建和连接ECS。
– 通过公网地址连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需具备以下条件。

i. 先对华为云关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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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绑定的公网地址。

2. 在1中的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设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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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设备需要安装和RDS MySQL数据库服务端
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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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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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导出数据

要将源数据库迁移到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需要先对其进行导出。

注意

l 相应导出工具需要与数据库引擎版本匹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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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迁移准备的1中准备的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设备。

步骤2 使用mysqldump将元数据导出至SQL文件。

注意

MySQL数据库是华为云关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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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DB_NAME为要迁移的数据库名称。

l DB_USER为数据库用户。

l DB_ADDRESS为数据库地址。

l DB_PORT为数据库端口。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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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qldump --databases rdsdb --single-transaction --order-by-primary --hex-blob --no-
data --routines --events --set-gtid-purged=OFF -u root -p -h 192.168.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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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若使用的mysqldump低于5.6版本，需要去掉“--set-gtid-purged=OFF”。

命令执行完会生成“dump-defs.sql”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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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localhost ~]$ ll dump-defs.sql
-rw-r-----. 1 rds rds 2714 Sep 21 08:23 dump-defs.sql

步骤3 使用mysqldump将数据导出至SQL文件。

注意

MySQL数据库是华为云关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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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sdb --single-transaction --hex-blob --set-gtid-purged=OFF --
no-create-info --skip-triggers -u root -p -h 192.168.151.18 -P 3306 -r dump-data.sql

说明

若使用的mysqldump低于5.6版本，需要去掉“--set-gtid-purged=OFF”。

命令执行完会生成“dump-data.sql”文件，如下：

[rds@localhost ~]$ ll dump-data.sql
-rw-r-----. 1 rds rds 2714 Sep 21 08:23 dump-data.sql

----结束

3.2.3 导入数据

通过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设备，用相应客户端连接华为云关
系型数据库实例，将导出的SQL文件导入到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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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步骤1 导入元数据到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先用mysql工具连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输入密码后，再执行导入命令。

# mysql -f -h <RDS_ADDRESS> -P <DB_PORT> -u root -p < <BACKUP_DIR>/dump-
defs.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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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DS_ADDRESS为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的IP地址。

l DB_PORT为当前数据库实例的端口。

l BACKUP_DIR为“dump-defs.sql”所在目录。

示例如下：

[root@ecs-zyc-0815-2 ~]# mysql -f -h 172.16.66.198 -P 3306 -u root -p < dump-defs.sql

Enter password:

步骤2 导入数据到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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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RDS_ADDRESS为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的IP地址。

l DB_PORT为当前数据库实例的端口。

l BACKUP_DIR为“dump-data.sql”所在目录。

示例如下：

[root@ecs-zyc-0815-2 ~]# mysql -f -h 172.16.66.198 -P 3306 -u root -p < dump-data.sql

Enter password:

步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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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数据库安全设置

帐户密码等级设置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Console端数据库密码复杂度，请参见购买实例中的数据库配
置表格。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对在客户端新创建的数据库用户，设置了密码安全策略：

l 口令长度至少8个字符。

l 口令至少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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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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初始化设置。

帐户说明

为了给MySQL数据库实例提供管理服务，您在创建数据库实例时，系统会自动为实例
创建rdsAdmin、rdsRepl、rdsBackup和rdsMetric帐户。如果试图删掉、重命名、修改这
些帐户的密码和权限，会导致出错。

3.4 编辑参数
为确保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发挥出最优性能，用户可根据业务需求对用户创建的
参数组里边的参数进行调整。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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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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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参数组管理”页面，选择需要编辑的自定义参数组，单击参数组名称。

步骤5 根据需要修改相关参数。

参数相关说明如下：

l 各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MySQL官网。对于用户可以修改的参数项，请参见通过
控制台可以修改哪些参数项（MySQL）。

l innodb_buffer_pool_size、innodb_log_file_size、innodb_spin_wait_delay、
query_alloc_block_size和thread_stack依赖于实例的规格，设置过大时，可能会导致
数据库的使用受到影响。

l key_buffer_size参数值设置较小（小于4096），参数值修改将失败。

max_seeks_for_key参数值设置较小会影响数据库操作，如select、show global
variables等操作。

max_connections参数值设置较小，将影响数据库访问。

max_join_size，如果该值设置过小，将导致数据库不可用。

sql_select_limit，如果该值设置过小，可能导致参数查询功能不可用。

l performance_schema参数设置为ON或者OFF时，对于前缀为
“performance_schema”的这类参数，其值由MySQL引擎自动处理，取值不固
定。因此，该类参数在用户未设置前显示为空。

innodb_buffer_pool_size、innodb_log_buffer_size、innodb_log_files_in_group、
max_connections、slave_parallel_workers和back_log参数依赖于实例的规格，实例
规格不同对应其默认值也不同。因此，这些参数在用户未设置前显示为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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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的操作如下：

注意

参数组修改后，不会立即应用到当前使用的实例，您需要进行应用操作才可生效，具
体操作请参见应用参数组。

l 单击“保存”，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保存修改。

l 单击“取消”，放弃本次设置。

l 单击“预览”，可对比参数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值。

----结束

修改当前实例的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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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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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修改”页签，修改相应参数。

参数相关说明如下：

l 各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MySQL官网。对于用户可以修改的参数项，请参见通过
控制台可以修改哪些参数项（MySQL）。

l innodb_buffer_pool_size、innodb_log_file_size、innodb_spin_wait_delay、
query_alloc_block_size和thread_stack依赖于实例的规格，设置过大时，可能会导致
数据库的使用受到影响。

l key_buffer_size参数值设置较小（小于4096），参数值修改将失败。

max_seeks_for_key参数值设置较小会影响数据库操作，如select、show global
variables等操作。

max_connections参数值设置较小，将影响数据库访问。

max_join_size，如果该值设置过小，将导致数据库不可用。

sql_select_limit，如果该值设置过小，可能导致参数查询功能不可用。

l performance_schema参数设置为ON或者OFF时，对于前缀为
“performance_schema”的这类参数，其值由MySQL引擎自动处理，取值不固
定。因此，该类参数在用户未设置前显示为空。

innodb_buffer_pool_size、innodb_log_buffer_size、innodb_log_files_in_group、
max_connections、slave_parallel_workers和back_log参数依赖于实例的规格，实例
规格不同对应其默认值也不同。因此，这些参数在用户未设置前显示为
“default”。

可进行的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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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参数组修改后，会立即应用到当前实例。

有关参数组状态，请参见状态中的参数组状态内容。

对于某些参数修改后，您需在实例列表中，查看状态，如果显示“参数组变更，等待
重启”，则需重启实例使之生效。

l 修改主实例的某些参数（如果是主备实例，备实例的参数也会被同步修改），需重
启主实例使之生效。

l 修改只读实例的某些参数，需要重启该只读实例使之生效。

l 单击“保存”，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保存修改。

l 单击“取消”，放弃本次设置。

l 单击“预览”，可对比参数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值。

----结束

3.5 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使用已有的自动备份，恢复实例数据到指定时间点。

账户余额大于等于0元，才可恢复到新实例。

注意

请勿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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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开启操作保护的用户，在进行敏感操作时，通过进行二次认证再次确认您的身份，进
一步提高帐号安全性，有效保护您安全使用云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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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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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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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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恢复”页签，单击“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步骤6 选择需要恢复的时间区间，选择或输入该恢复时间区间内的一个恢复时间点，选择恢
复方式，若选择恢复到当前实例，且您已开启操作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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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确定”。

l 恢复到新实例

跳转到“恢复到新实例”的服务选型页面：

– 数据库引擎、数据库版本和数据库端口，与原实例相同，不可修改。

– 数据库密码需重新设置。

– 其他参数，用户可修改。

l 恢复到当前实例

注意

恢复到当前实例会导致实例数据被覆盖，且还原过程中实例将不可用。

步骤7 查看恢复结果。

l 恢复到新实例，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该备份数据相同的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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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使用只读实
例，请重新在该实例上进行创建。

l 恢复到当前实例，在“实例管理”页面，可查看该实例下所有实例状态为“恢复
中”，恢复完成后，实例状态由“恢复中”变为“正常”。

用户可在界面上看到一个新的可恢复时间区间，且该时间区间与原时间区间有一
段时间差（即恢复占用的时间）。

创建或恢复完成后，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结束

3.6 恢复备份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使用已有的自动和手动备份恢复实例数据，可选择恢复
到当前实例或恢复到新实例，将实例恢复到备份被创建时的状态。

账户余额大于等于0元，才可恢复到新实例。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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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备份管理”页面，选择需要恢复的备份，单击“恢复”。

根据该手动备份所在实例是否存在，进行操作：

l 存在，继续步骤5。
l 不存在，则不可恢复到当前实例，需跳过步骤5，执行步骤6。

步骤5 选择需要的恢复方式，单击“确定”。

l 新实例

跳转到“恢复到新实例”的服务选型页面，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该备份数据相
同的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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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
要使用只读实例，请重新创建。

– 数据库引擎和数据库版本，与原实例相同，数据库端口默认为3306，以上参
数皆不可重置。

– 其他参数默认，用户需设置，请参见购买实例。

– 新实例创建成功后，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l 当前实例

注意

恢复到当前实例会导致实例数据被覆盖，且恢复过程中实例将不可用。

在“实例管理”页面，可查看该实例状态为“恢复中”。无需执行步骤6。

对于开启自动备份策略的实例，恢复成功后，会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反之则不会执行
全量备份。

步骤6 恢复到新实例。

跳转到“恢复到新实例”的服务选型页面，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该备份数据相同的
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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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使用只
读实例，请在新实例上重新创建。

l 数据库引擎和数据库版本，与原实例相同，数据库端口默认为3306，以上参数皆
不可重置。

l 其他参数默认，用户需设置，请参见购买实例。

新实例创建成功后，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结束

3.7 监控指标
l 弹性云服务器相关指标，如表2-1所示。

l 数据库指标监控项，如表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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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数据库性能监控列表

指标名称 含义 取值范围

数据库总连接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试图连接到MySQL服务
器的总连接数。

≥0counts

当前活跃连接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当前打开的连接的数量。 ≥0counts

QPS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SQL语句查询次
数，包含存储过程。

≥0queri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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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transactions/s

缓冲池利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InnoDB缓存中脏数据与
数据比例。

0～1

缓冲池命中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读命中与读请求数比例。 0～1

缓冲池脏块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使用的页与InnoDB缓存
中数据总数比例。

0～1

InnoDB读取吞吐
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Innodb平均每秒读字节
数。

≥0bytes/s

InnoDB写入吞吐
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Innodb平均每秒写字节
数。

≥0bytes/s

InnoDB文件读取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Innodb平均每秒从文件中
读的次数。

≥0counts/s

InnoDB文件写入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Innodb平均每秒向文件中
写的次数。

≥0count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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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ounts/s

InnoDB日志物理
写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向日志文件的物
理写次数。

≥0counts/s

InnoDB日志
fsync()写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向日志文件完成
的fsync()写数量。

≥0counts/s

临时表数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MySQL执行语句时在硬
盘上自动创建的临时表的数量。

≥0tables

Key Buffer利用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MyISAM Key buffer的利
用率。

0～1

Key Buffer写命
中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MyISAM Key buffer写命
中率。

0～1

Key Buffer读命
中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MyISAM Key buffer读命
中率。

0～1

MyISAM硬盘写
入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向磁盘写入索引
的次数。

≥0count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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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含义 取值范围

MyISAM硬盘读
取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从磁盘读取索引
的次数。

≥0counts/s

MyISAM缓冲池
写入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向缓冲池写入索
引的请求次数。

≥0counts/s

MyISAM缓冲池
读取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从缓冲池读取索
引的请求次数。

≥0count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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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queri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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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queries/s

Insert_Sel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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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queri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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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queries/s

Replace_Selectio
n语句执行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
Replace_Selection语句执行次数。

≥0queri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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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queri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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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queries/s

行删除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从InnoDB表删
除的行数。

≥0rows/s

行插入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向InnoDB表插
入的行数。

≥0rows/s

行读取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从InnoDB表读
取的行数。

≥0rows/s

行更新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向InnoDB表更
新的行数。

≥0rows/s

 

3.8 查看日志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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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查看或下载错误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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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以下载错误日志进行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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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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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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错误日志 > 日志明细”页签，查看错误日志的详细信息。

l 您可单击页面右上角的级别筛选框查看不同级别的日志记录。

说明

云数据库MySQL实例目前仅支持查看ERROR级别的错误日志。

l 您还可单击右上角的 选择时间区域，查看不同时间段内的错误日志。

l 对于无法完全显示的“描述”，鼠标悬停查看完整信息。

----结束

下载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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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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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错误日志 > 下载”页签，对状态为“准备完成”的日志文件，单击操作列中的
“下载”，下载错误日志。

图 3-1 下载错误日志

l 系统会自动加载下载准备任务，加载时长受日志文件大小及网络环境影响。

– 下载准备过程中，日志文件状态显示为“准备中...”。

– 下载准备完成，日志文件状态显示为“准备完成”。

– 下载准备工作失败，日志文件状态显示为“异常”。

“准备中...”和“异常”状态的日志文件不支持下载。

l 当需要下载的文件大于50MB时，需要通过客户端工具OBS Browser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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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下载链接有效期为15分钟。如果超时，提示用户下载链接已失效，是否重新下
载。若需重新下载，单击“确定”，否则单击“取消”。

----结束

3.8.2 查看或下载慢日志

操作场景

慢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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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慢查询日志的日志明细、统计分析情况，查找出执行效率低
的语句，进行优化。您也可以下载慢查询日志进行业务分析。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以下执行语句类型：

l 全部

l SELECT
l INSERT
l UPDATE
l DELETE
l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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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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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日志 > 日志明细”页签，查看慢SQL语句的详细信息。

图 3-2 慢日志明细

l 可选择查看不同时间段的慢日志记录。

l 对于无法完全显示的“描述”，鼠标悬停查看完整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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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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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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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日志 > 统计分析”页签，查看详细信息。

图 3-3 慢日志统计分析

说明

“慢日志 > 统计分析”页签中显示的SQL语句只是同一模式的SQL语句中的一个，作为示例，
并不会列出所有的SQL语句。例如：先后执行了语句"select sleep(11)"和"select sleep(12)"，则它们
同属于模式"select sleep(N)"，慢查询日志的结果中只会显示SQL语句"select sleep(11)"。

----结束

下载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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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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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日志 > 下载”页签，对状态为“准备完成”的日志文件，单击操作列的“下
载”，下载慢日志。

图 3-4 下载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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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系统会自动加载下载准备任务，加载时长受日志文件大小及网络环境影响。

– 下载准备过程中，日志文件状态显示为“准备中...”。

– 下载准备完成，日志文件状态显示为“准备完成”。

– 下载准备工作失败，日志文件状态显示为“异常”。

“准备中...”和“异常”状态的日志文件不支持下载。

l 当需要下载的文件大于50MB时，需要通过客户端工具OBS Browser进行下载。

l 下载链接有效期为15分钟。如果超时，提示用户下载链接已失效，是否重新下
载。若需重新下载，单击“确定”，否则单击“取消”。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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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DS 上的 PostgreSQL

4.1 使用 psql 命令迁移 PostgreSQL 数据

PostgreSQL支持逻辑备份。您可使用pg_dump逻辑备份功能，导出备份文件，再通过
psql导入到RDS中，实现将PostgreSQL的数据导入到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中。

4.1.1 迁移准备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开启公网访问功能，通过EIP进行访问。您也可通过弹性
云服务器的内网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准备工作

1. 准备弹性云服务器或可公网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 通过弹性云服务器连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需要创建一台弹性云服务
器。

创建并连接弹性云服务器，请参见如何创建和连接ECS。

– 通过公网地址连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需具备以下条件。

i. 先对华为云关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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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绑定的公网地址。

2. 在1中的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设备上，安装PostgreSQL客
户端。

请参见如何安装PostgreSQL客户端。

说明

该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设备上需要安装和RDS PostgreSQL数据库
服务端相同版本的数据库客户端，PostgreSQL数据库或客户端会自带pg_dump和psql工具。

4.1.2 导出数据

要将已有的PostgreSQL数据库迁移到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需要先对它进行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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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l 相应导出工具需要与数据库引擎版本匹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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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迁移准备的1中准备的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设备。

步骤2 使用pg_dump将源数据库导出至SQL文件。

pg_dump --username=<DB_USER> --host=<DB_ADDRESS> --port=<DB_PORT> --
format=plain --file=<BACKUP_FILE> <DB_NAME>

l DB_USER为数据库用户。

l DB_ADDRESS为数据库地址。

l DB_PORT为数据库端口。

l BACKUP_FILE为要导出的文件名称。

l DB_NAME为要迁移的数据库名称。

根据命令提示输入数据库密码。

示例如下：

[rds@localhost ~]$ pg_dump --username=root --host=192.168.151.18 --port=5432 --
format=plain --file=backup.sql my_db

Password for user root:

命令执行完会生成“backup.sql”文件，如下：

[rds@localhost ~]$ ll backup.sql

-rw-r-----. 1 rds rds 2714 Sep 21 08:23 backup.sql

----结束

4.1.3 导入数据

通过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设备，用相应客户端连接华为云关
系型数据库实例，将导出的SQL文件导入到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操作步骤

步骤1 确保导入的目标数据库已存在。

如果不存在，执行以下命令创建数据库：

# psql --host=<RDS_ADDRESS> --port=<DB_PORT> --username=root --
dbname=postgres -c "create database <DB_NAME>;"
l RDS_ADDRESS为RDS实例的IP地址。

l DB_PORT为当前数据库实例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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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DB_NAME为要导入的数据库名称。

步骤2 将导出的文件导入到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 psql --host=<RDS_ADDRESS> --port=<DB_PORT> --username=root --
dbname=<DB_NAME> --file=<BACKUP_DIR>/backup.sql

l RDS_ADDRESS为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的IP地址。

l DB_PORT为当前数据库实例的端口。

l DB_NAME为要导入的目标数据库名称，请确保该数据库已存在。

l BACKUP_DIR为“backup.sql”所在目录。

根据命令提示输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的密码。

示例如下：

[root@ecs-zyc-0815-2 ~]# psql --host=172.16.66.198 --port=5432 --username=root --
dbname=my_db --file=backup.sql

Password for user root:

步骤3 查看迁移结果，如下。

my_db=> \l my_db

示例中，名为my_db的数据库已经被导入了：

my_db=> \l my_db
List of databases
Name  | Owner | Encoding | Collate     | Ctype       | Access privileges
------+-------+----------+-------------+-------------+-----------
my_db | root  | UTF8     | en_US.UTF-8 | en_US.UTF-8 | 
(1 row)

----结束

4.2 数据库安全设置

密码复杂度要求

l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Console端数据库密码复杂度，请参见购买实例中的数据
库配置表格。

l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数据库对在客户端新创建的数据库用户，设置了密码安
全策略：

– 密码最小长度为8位字符。

– 密码中必须含有字母和非字母，其中，非字母包括数字和特殊字符。

– 密码不得包含用户名。

创建用户建议

用户在使用CREATE USER或CREATE ROLE命令时，建议指定VALID UNTIL
'timestamp' 参数（timestamp为过期时间戳），设置用户密码的过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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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说明

为了给PostgreSQL数据库实例提供管理服务，您在创建数据库实例时，系统会自动为
实例创建rdsAdmin、rdsRepl、rdsBackup和rdsMetric帐户。如果试图删掉、重命名、修
改这些帐户的密码和权限，会导致出错。

4.3 编辑参数
为确保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发挥出最优性能，用户可根据业务需求对用户创建的
参数组里边的参数进行调整。

说明

系统提供的默认参数组不允许修改，只可单击“操作”列中的“查看”进行查看。当用户参数设
置不合理导致数据库无法启动时，可参考默认参数组重新配置。

批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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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参数组管理”页面，选择需要编辑的自定义参数组，单击参数组名称。

步骤5 根据需要修改相关参数。

相关参数说明如下：

l 各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PostgreSQL官网。对于用户可以修改的参数项，请参见
通过控制台可以修改哪些参数项（PostgreSQL）。

l 参数log_statement配置为ddl、mod或all，会记录创建及删除数据库用户的操作，包
含数据库用户的密码等敏感信息，同时也会影响数据库的性能，请确认后进行配
置。

l 参数search_path值必需配置为以逗号分隔的模式名序列，并需确保该模式名存
在，否则会影响数据库的使用。

l 开启参数log_hostname、log_duration、log_connections和log_disconnections会影响
数据库的性能，请确认后进行配置。

l 开启参数log_duration会可能会在日志中记录带有敏感信息的SQL语句，建议关闭
该配置。

l 参数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配置为0时，会在日志中记录带有敏感信息的SQL
语句，建议关闭该配置（默认值为-1，表示关闭）。

可进行的操作如下：

注意

参数组修改后，不会立即应用到当前使用的实例，您需要进行应用操作才可生效，具
体操作请参见应用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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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单击“保存”，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保存修改。

l 单击“取消”，放弃本次设置。

l 单击“预览”，可对比参数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值。

----结束

修改当前实例的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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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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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修改”页签，修改相应参数。

参数相关说明如下：

l 各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PostgreSQL官网。对于用户可以修改的参数项，请参见
通过控制台可以修改哪些参数项（PostgreSQL）。

l 参数log_statement配置为ddl、mod或all，会记录创建及删除数据库用户的操作，包
含数据库用户的密码等敏感信息，同时也会影响数据库的性能，请确认后进行配
置。

l 参数search_path值必需配置为以逗号分隔的模式名序列，并需确保该模式名存
在，否则会影响数据库的使用。

l 开启参数log_hostname、log_duration、log_connections和log_disconnections会影响
数据库的性能，请确认后进行配置。

l 开启参数log_duration会可能会在日志中记录带有敏感信息的SQL语句，建议关闭
该配置。

l 参数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配置为0时，会在日志中记录带有敏感信息的SQL
语句，建议关闭该配置（默认值为-1，表示关闭）。

可进行的操作如下：

注意

参数组修改后，会立即应用到当前实例。

有关参数组状态，请参见状态中的参数组状态内容。

对于某些参数修改后，您需在实例列表中，查看状态，如果显示“参数组变更，等待
重启”，则需重启实例使之生效。

l 修改主实例的某些参数（如果是主备实例，备实例的参数也会被同步修改），需重
启主实例使之生效。

l 修改只读实例的某些参数，需要重启该只读实例使之生效。

l 单击“保存”，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保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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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单击“取消”，放弃本次设置。

l 单击“预览”，可对比参数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值。

----结束

4.4 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使用已有的自动备份，恢复实例数据到指定时间点。

账户余额大于等于0元，才可恢复到新实例。

背景

开启操作保护的用户，在进行敏感操作时，通过进行二次认证再次确认您的身份，进
一步提高帐号安全性，有效保护您安全使用云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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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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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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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恢复”页签，单击“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步骤6 选择需要恢复的时间区间，选择或输入该恢复时间区间内的一个恢复时间点，选择恢
复方式，若选择恢复到当前实例，且您已开启操作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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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确定”。

l 恢复到新实例

跳转到“恢复到新实例”的服务选型页面：

– 数据库引擎、数据库版本和数据库端口，与原实例相同，不可修改。

– 数据库密码需重新设置。

– 其他参数，用户可修改。

l 恢复到当前实例

注意

恢复到当前实例会导致实例数据被覆盖，且还原过程中实例将不可用。

步骤7 查看恢复结果。

关系型数据库
用户指南 4 RDS 上的 PostgreSQL

文档版本 17 (2018-08-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8



l 恢复到新实例，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该备份数据相同的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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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使用只读实
例，请重新在该实例上进行创建。

l 恢复到当前实例，在“实例管理”页面，可查看该实例下所有实例状态为“恢复
中”，恢复完成后，实例状态由“恢复中”变为“正常”。

用户可在界面上看到一个新的可恢复时间区间，且该时间区间与原时间区间有一
段时间差（即恢复占用的时间）。

创建或恢复完成后，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结束

4.5 恢复备份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使用已有的自动和手动备份恢复实例数据，可恢复到手
动备份被创建时的状态。

账户余额大于等于0元，才可恢复到新实例。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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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管理”页签，选择需要恢复的备份文件，单击操作列中的“恢复”。

根据该手动备份所在实例是否存在，进行操作：

l 存在，继续步骤6。

l 不存在，跳过步骤6，执行步骤7。

步骤6 选择需要的恢复方式，单击“确定”。

l 新实例

跳转到“恢复到新实例”的服务选型页面，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该备份数据相
同的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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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
要使用只读实例，请重新创建。

– 数据库引擎和数据库版本，与原实例相同，数据库端口默认为5432，以上参
数皆不可重置。

– 其他参数，用户需设置，请参见购买实例。

– 创建成功后，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关系型数据库
用户指南 4 RDS 上的 PostgreSQL

文档版本 17 (2018-08-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qs-rds/zh-cn_topic_0046585384.html


l 当前实例

注意

恢复到当前实例会导致实例数据被覆盖，且恢复过程中实例将不可用。

在“实例管理”页面，可查看该实例状态为“恢复中”。无需执行步骤7。

恢复成功后，若当前实例已开启自动备份策略，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反之则不会执行全量备份。

步骤7 恢复到新实例。

跳转到“恢复到新数据库实例”的服务选型页面，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该备份数据
相同的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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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
使用只读实例，请在新实例上重新创建。

l 数据库引擎、数据库版本，与原实例相同，数据库端口默认为5432，以上参数皆
不可重置。

l 其他参数，用户需设置，请参见购买实例。

创建成功后，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结束

4.6 监控指标

l 弹性云服务器相关监控指标，如表2-1所示。

l 数据库指标监控项，如表4-1所示。

表 4-1 数据库性能监控列表

指标名称 含义 取值范围

事务日志使用量 事务日志所占用的磁盘空间。 ≥0MB

复制插槽使用量 复制插槽文件所占磁盘容量。 ≥0MB

数据库连接数 当前连接到数据库的连接数量。 ≥0counts

事务最大已使用ID数 事务最大已使用ID。 ≥0counts

事务日志生成速率 平均每秒生成的事务日志大小。 ≥0MB/s

最滞后副本滞后量 多个副本中最滞后副本（依据接收到的
WAL数据）滞后量。

≥0MB

复制时延 副本滞后时延。 ≥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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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查看或下载错误日志

操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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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下载错误日志进行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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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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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错误日志 > 日志明细”页签，查看错误日志的详细信息。

l 您可单击页面右上角的级别筛选框查看不同级别的日志记录。

说明

云数据库PostgreSQL实例支持查看以下级别的错误日志：

– ALL

– ERROR

– FATAL

– PANIC

l 您还可单击右上角的 选择时间区域，查看不同时间段内的错误日志。

l 对于无法完全显示的“描述”，鼠标悬停查看完整信息。

----结束

下载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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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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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错误日志 > 下载”页签，对状态为“准备完成”的日志文件，单击操作列中的
“下载”，下载错误日志。

l 系统会自动加载下载准备任务，加载时长受日志文件大小及网络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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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准备过程中，日志文件状态显示为“准备中...”。

– 下载准备完成，日志文件状态显示为“准备完成”。

– 下载准备工作失败，日志文件状态显示为“异常”。

“准备中...”和“异常”状态的日志文件不支持下载。

l 当需要下载的文件大于50MB时，需要通过客户端工具OBS Browser进行下载。

l 下载链接有效期为15分钟。如果超时，提示用户下载链接已失效，是否重新下
载。若需重新下载，单击“确定”，否则单击“取消”。

----结束

4.8 管理插件
提供基于root用户的PostgreSQL插件管理方案，其中关系型数据库会自动创建
auto_explain插件，其他插件需用户手动创建。

创建插件

步骤1 以root用户连接数据库postgres，并使用模板库template1创建需要支持插件的数据库。

# psql --host=<RDS_ADDRESS> --port=<DB_PORT> --dbname=postgres --
username=root -c "create database <DB_NAME> template template1;"

l RDS_ADDRESS为RDS实例的IP地址。

l DB_PORT为RDS数据库实例的端口。

l DB_NAME为需要创建插件的数据库名称。

根据提示输入root用户密码。

创建需要支持插件的数据库my_extension_db示例如下：

# psql --host=192.168.6.141 --port=5432 --dbname=postgres --username=root -c "create
database my_extension_db template template1;"

Password for user root:
CREATE DATABASE

注：如果需要操作的是普通用户user1创建的数据库db1，需要先以普通用户user1登录
db1（登录方式参考上述内容），然后执行如下语句将db1权限授予root用户：

GRANT ALL ON DATABASE db1 TO root;

步骤2 以root用户连接需要支持插件的数据库，并创建插件。

# psql --host=<RDS_ADDRESS> --port=<DB_PORT> --dbname=<DB_NAME> --
username=root -c "select control_extension('create','<EXTENSION_NAME>');"

l RDS_ADDRESS为RDS实例的IP地址。

l DB_PORT为RDS数据库实例的端口。

l DB_NAME为需要创建插件的数据库名称。

l EXTENSION_NAME为插件名称，取值如下：

– postgis，创建postgis时，会同步创建以下插件：

postgis
postgis_t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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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strmatch
postgis_tiger_geocoder
address_standardizer
address_standardizer_data_us

– auto_explain
– btree_gin
– btree_gist
– hstore
– pg_trgm
– tablefunc
– unaccent
– uuid-ossp
– cube
– dict_int
– dict_xsyn
– earthdistance

注意

安装earthdistance插件前，请先安装cube插件。

– intagg
– intarray
– ltree
– pgcrypto
– timescaledb

注意

timescaledb插件不支持9.5.5版本的PostgreSQL。

– hll
– hyperlog
– zhparser，该插件只提供默认词典，不支持用户自定义词典，参数默认值设置

如下：

zhparser.punctuation_ignore = off
zhparser.punctuation_ignore = off
zhparser.multi_short = off
zhparser.multi_duality = off
zhparser.multi_zmain = off
zhparser.multi_zall =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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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parser.dict_in_memory = off
– oracle_fdw，仅支持PostgreSQL 10.3连接到Oracle Database 12c或之前的版本。

– pg_pathman
– pg_stat_statements
– pg_hint_plan

根据提示输入root用户密码。

在数据库my_extension_db中创建postgis插件示例如下：

# psql --host=192.168.6.141 --port=5432 --dbname=my_extension_db --username=root -c
"select control_extension('create','postgis');"

Password for user root: 
      control_extension       
------------------------------
 create postgis successfully.
(1 row)

----结束

删除插件

以root用户连接已创建插件的数据库，并删除插件。

# psql --host=<RDS_ADDRESS> --port=<DB_PORT> --username=root --
dbname=<DB_NAME> -c "select control_extension ('drop','<EXTENSION_NAME>');"

l RDS_ADDRESS为RDS实例的IP地址。

l DB_PORT为RDS数据库实例的端口。

l DB_NAME为需要创建插件的数据库名称。

l EXTENSION_NAME为插件名称，取值如下：

– postgis
– btree_gin
– btree_gist
– hstore
– pg_trgm
– tablefunc
– unaccent
– uuid-ossp
– cube

注意

如果已安装earthdistance插件，删除cube插件会导致earthdistance插件不可用。

– dict_int
– dict_xs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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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thdistance
– intagg
– intarray
– ltree
– pgcrypto
– timescaledb
– hll
– zhparser

根据提示输入root用户密码。

示例如下：

# psql --host=192.168.6.141 --port=5432 --dbname=my_extension_db --username=root -c
"select control_extension('drop','postgis');"

Password for user root: 
     control_extension      
----------------------------
 drop postgis successfully.
(1 row)

4.9 管理表空间

操作场景

提供基于root用户的PostgreSQL表空间管理方案。

创建表空间

步骤1 以root用户连接数据库，并创建表空间。

# psql --host=<RDS_ADDRESS> --port=<DB_PORT> --dbname=<DB_NAME> --
username=root -c "select control_tablespace ('create', '<TABLESPACE_NAME>');"

l RDS_ADDRESS为RDS实例的IP地址。

l DB_PORT为RDS数据库实例的端口。

l DB_NAME为数据库名称。

l TABLESPACE_NAME为表空间名称

根据提示输入root用户密码。

登录至数据库“my_db”中并创建表空间“tbspc1”示例如下：

[Ruby@host-172-16-0-49 ~]# psql --host=192.168.6.141 --port=5432 --dbname=my_db --
username=root -c "select control_tablespace('create', 'tbspc1');"

Password for user root:
          control_tablespace          
------------------------------    
create tablespace tbspc1 successfully.   
(1 row)

如创建不成功，详细信息请查看该实例错误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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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考虑性能，用户最多可创建20个表空间。

----结束

删除表空间

以root用户连接数据库，并删除表空间。

# psql --host=<RDS_ADDRESS> --port=<DB_PORT> --username=root --
dbname=<DB_NAME> -c "select control_tablespace('drop', '<TABLESPACE _NAME>');"

l RDS_ADDRESS为RDS实例的IP地址。

l DB_PORT为RDS数据库实例的端口。

l DB_NAME为数据库名称。

l TABLESPACE_NAME为表空间名称

根据提示输入root用户密码。

示例如下：

[Ruby@host-172-16-0-49 ~]# psql --host=192.168.6.141 --port=8635 --dbname=my_db --
username=root -c "select control_tablespace('drop', 'tbspc1');"

Password for user root:
         control_tablespace         
----------------------------    
drop tablespace tbspc1 successfully.   
(1 row)

删除表空间之前请确认该表空间已为空。如删除不成功，详细信息请查看该实例错误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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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DS 上的 SQL Server

5.1 使用 DRS 迁移 SQL Server 数据
使用数据复制服务将本地数据库迁移到RDS for SQL Server，可以实现应用不停服务的
情况下，平滑完成数据库的迁移工作。

SQL Server支持两种方式迁移：

l 在线迁移具体操作，请参见《数据复制服务用户指南》的“在线迁移”内容。

l 离线迁移具体操作，请参见《数据复制服务用户指南》的“离线迁移”内容。

5.2 使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迁移 SQL Server
数据

5.2.1 迁移准备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开启公网访问功能，通过EIP进行访问。您也可通过弹性
云服务器的内网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准备工作

1. 准备弹性云服务器或可公网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 通过弹性云服务器连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需要创建一台弹性云服务
器。

创建并连接弹性云服务器，请参见如何创建和连接ECS。
– 通过公网地址连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需具备以下条件。

i. 先对华为云关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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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绑定的公网地址。

2. 在1中的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设备上，安装Microsoft SQL
Server客户端。

请参见如何安装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关系型数据库
用户指南 5 RDS 上的 SQL Server

文档版本 17 (2018-08-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7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qs-drs/drs_online_migration.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qs-drs/drs_offline_migration.html
http://support.huaweicloud.com/rds_faq/rds_faq_0057.html
http://support.huaweicloud.com/rds_faq/rds_faq_0032.html


说明

请安装不低于SQL Server数据库版本的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工具。

5.2.2 导出数据

要将已有SQL Server数据库迁移到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需要先对其进行导出。

注意

l 相应导出工具需要与数据库引擎版本匹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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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迁移准备的1中准备的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设备。

步骤2 使用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生成表、视图等数据库对象脚本。

1. 使用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连接数据库。

2. 在“Object Explorer”中，展开Databases，打开源数据库的上下文，选择要导出的
数据库，右键单击菜单，选择“Tasks”，单击“Generate Script”。此时将显示向
导。

3. 在“Choose Objects”页面选择要导出的对象的定义，单击“Next”。

4. 在“Set Scripting Options”页面，选择“Save script to a specificel location”，在
“File name”中选择导出文件放置的路径，单击“Next”。

说明

– 选择“Single file”将所有对象保存到一个文件中。

– 选择“Single file per object”为每个对象保留到一个文件。

5. 单击“Next”。

6. 单击“Finish”，完成导出。

7. 使用“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打开导出的SQL文件。

8. 修改文件中第一行USE [DATABASE]，把[DATABASE]修改为对应的数据库名称，
然后保存。

说明

有关Generate Script，请参见微软官方文档Generate and Publish Scripts Wizard。

步骤3 使用bcp将源数据库的数据导出至TXT文件。

bcp dbname.schema_name.table_name out C:\test\table_name.txt -n -S localhost -U
username -b 2000

l -n使用数据的本机（数据库）数据类型执行大容量复制操作。

l -S为bcp工具连接Microsoft SQL Server实例的连接地址。

l -U为数据库用户名。

l -b为每批导入数据的行数。

根据命令提示输入数据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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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如下：

C:\test>bcp test.dbo.t1 out c:\test\t1.txt -n -S localhost -U rdsuser -b 2000

Enter password:

命令执行完会生成“t1.txt”文件，如下：

C:\test>$ dir t1.txt
2017/03/27  11:51         22 t1.txt

循环上面步骤导出数据库中其他表的数据。

----结束

5.2.3 导入数据

通过弹性云服务器或可访问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设备，用相应客户端连接华为云关
系型数据库实例，将导出的SQL文件导入到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

注意

如果源数据库中包含全文索引信息，则在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上需要手动重建。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sqlcmd将数据库对象定义导入。

SQL Server数据库或客户端会自带该工具，命令如下：

>sqlcmd -S "server" -d database  -U login_id -i inputfile

l -S为RDS实例的IP地址和端口。

l -d为要导入的数据库名。

l -U为登录数据库的用户名。

l -i为要运行的SQL文件。

根据命令提示输入数据库密码。

示例如下：

>sqlcmd -S "10.65.60.79,8636" -d test -U rdsuser -i C:\test\objects.sql

Enter password:

步骤2 使用bcp导入数据。

>bcp dbname.schema_name.table_name in C:\test\table_name.txt -n -S Server -U username -
b 2000

l -in为将导入文件所在路径。

l -n使用数据的本机（数据库）数据类型执行大容量复制操作。

l -S为bcp工具连接Microsoft SQL Server实例的连接地址。

l -U为数据库用户名。

关系型数据库
用户指南 5 RDS 上的 SQL Server

文档版本 17 (2018-08-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9



l -b为每批导入数据的行数。

根据命令提示输入数据库密码。

示例如下：

C:\test>bcp test.dbo.t1 in c:\test\t1.txt -n -S "10.65.60.79,8636" -U rdsuser -b 2000

Enter password:

----结束

5.3 数据库安全设置

帐户密码等级设置

注意

SQL Server自身支持关闭数据库密码复杂度检查机制，为了保障数据库安全，建议不要
关闭该机制。

l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Console端数据库密码复杂度，请参见购买实例中的数据
库配置表格。

l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对在客户端新创建的数据库用户，默认设置了密码安全策
略，但用户可取消，建议用户启用该策略：

– 密码长度为8～128个字符。

– 密码至少为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任意三种的组合。

– 密码不得包含用户名。

创建实例时，为用户提供了密码复杂度校验，由于rdsuser用户可修改密码复杂度，安
全起见，建议修改后的密码复杂度不低于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的初始化设置。

帐户说明

为了给SQL Server数据库实例提供管理服务，您在创建数据库实例时，系统会自动为实
例创建系统帐户：rdsAdmin、rdsRepl、rdsBackup和mike。

为了存储用于管理数据库的对象，SQL Server数据库实例会自动创建一个名为rdsAdmin
的数据库。

如果试图删掉、重命名、修改这些系统帐户的密码和权限，会导致出错，请谨慎操
作。

5.4 修改自定义数据库名称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用户修改自定义数据库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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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暂不支持修改如下版本的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的名称：

l 2008 R2 WEB

l 2008 R2 EE

前提条件

l 成功连接RDS for Microsoft SQL Server实例。关于连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
请参考连接实例。

l 在您对HA实例重命名之前，请先取消数据库的镜像关系。数据库重命名成功后，
系统会自动为新的数据库建立镜像关系。

如果对未取消HA实例镜像关系的数据库进行重命名，系统将会如下提示：

Database 数据库名 is on mirroring_state.

l 对于系统库，不可修改名称。如果您试图修改系统库的名称，系统将会如下提
示：
Error DBName_Source or DBName_Target. Please can not include in 
('msdb','master','model','tempdb','rdsadmin','resource') .

l 不可使用已经存在的数据库名称进行重命名操作。如果重命名的数据库名称已经
存在，系统将会如下提示：
Database 数据库名 already exists. Cannot rename database with the same name.

操作步骤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数据库名称。

exec msdb.dbo.rds_rename_database N'oldname',N'newname';

l oldname为修改前的数据库名称。

l newname为修改后的数据库名称。

例如，将名为“ABC”的数据库重命名为“XYZ”:

exec msdb.dbo.rds_rename_database N'ABC',N'XYZ';

数据库名称修改成功后，系统将会如下提示：
The database name 'XYZ' has been set.

数据库重命名成功后，系统会自动对数据库进行一次全量备份。

5.5 编辑参数
为确保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发挥出最优性能，用户可根据业务需求对用户创建的
参数组里边的参数进行调整。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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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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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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参数组管理”页面，选择需要编辑的自定义参数组，单击参数组名称。

步骤5 根据需要修改相关参数。

相关参数组说明如下：

l 各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Microsoft SQL Server官网。对于用户可以修改的参数
项，请参见通过控制台可以修改哪些参数项（Microsoft SQL Server）。

l 参数remote access，将此选项设置为0（默认值）表示阻止本地存储过程在远程服
务器上执行，或远程存储过程在本地服务器上执行。

l 参数max server memory (MB)，服务器内存选项。max server memory的默认值
(MB)=操作系统内存(MB)-520(MB)。可为它指定的最小值为16MB。

可进行的操作如下：

注意

参数组修改后，不会立即应用到当前使用的实例，您需要进行应用操作才可生效，具
体操作请参见应用参数组。

l 单击“保存”，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保存修改。

l 单击“取消”，放弃本次设置。

l 单击“预览”，可对比参数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值。

----结束

修改当前实例的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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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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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修改”页签，修改相应参数。

参数相关说明如下：

l 各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Microsoft SQL Server官网。对于用户可以修改的参数
项，请参见通过控制台可以修改哪些参数项（Microsoft SQL Server）。

l 参数remote access，将此选项设置为0（默认值）表示阻止本地存储过程在远程服
务器上执行，或远程存储过程在本地服务器上执行。

l 参数max server memory (MB)，服务器内存选项。max server memory的默认值
(MB)=操作系统内存(MB)-520(MB)。可为它指定的最小值为16MB。

可进行的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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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参数组修改后，会立即应用到当前实例。

有关参数组状态，请参见状态中的参数组状态内容。

对于某些参数修改后，您需在实例列表中，查看状态，如果显示“参数组变更，等待
重启”，则需重启实例使之生效。

l 修改主实例的某些参数（如果是主备实例，备实例的参数也会被同步修改），需重
启主实例使之生效。

l 修改只读实例的某些参数，需要重启该只读实例使之生效。

l 单击“保存”，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保存修改。

l 单击“取消”，放弃本次设置。

l 单击“预览”，可对比参数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值。

----结束

5.6 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使用已有的自动备份，恢复实例数据到指定时间点。

账户余额大于等于0元，才可恢复到新实例。

背景

开启操作保护的用户，在进行敏感操作时，通过进行二次认证再次确认您的身份，进
一步提高帐号安全性，有效保护您安全使用云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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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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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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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恢复”页签，单击“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步骤6 选择需要恢复的时间区间，选择或输入该恢复时间区间内的一个恢复时间点，选择恢
复方式，若选择恢复到当前实例，且您已开启操作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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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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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恢复到新实例

跳转到“恢复到新实例”的服务选型页面：

– 数据库引擎和数据库端口，与原实例相同，不可修改。

– 数据库版本支持从低版本恢复到高版本，详见表5-1。

表 5-1 恢复支持的版本规则

原数据库版本 可恢复到的版本

2008 R2 WEB 2008 R2 WEB
2008 R2 EE

2008 R2 SE 2008 R2 SE
2008 R2 EE

2008 R2 EE 2008 R2 EE

2014 WEB 2014 WEB
2014 SE
2014 EE

2014 SE 2014 SE
2014 EE

2014 EE 2014EE

2016 WEB 2016 WEB
2016 SE
2016 EE

2016 SE 2016 SE
2016 EE

2016 EE 2016 EE

 
– 数据库密码需重新设置。

– 其他参数默认和原实例设置相同，用户可修改。

l 恢复到当前实例

注意

恢复到当前实例会导致实例数据被覆盖，且还原过程中实例将不可用。

步骤7 查看恢复结果。

l 恢复到新实例，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该备份数据相同的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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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使用只读实
例，请重新在该实例上进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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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恢复到当前实例，在“实例管理”页面，可查看该实例下所有实例状态为“恢复
中”，恢复完成后，实例状态由“恢复中”变为“正常”。

用户可在界面上看到一个新的可恢复时间区间，且该时间区间与原时间区间有一
段时间差（即恢复占用的时间）。

创建或恢复完成后，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结束

5.7 恢复备份

操作场景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支持使用已有的自动和手动备份恢复实例数据，可恢复到备份被
创建时的状态。

账户余额大于等于0元，才可恢复到新实例。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备份管理”页面，选择需要恢复的备份，单击“恢复”。

根据该手动备份所在实例是否存在，进行操作：

l 存在，继续步骤5。
l 不存在，则不可恢复到当前实例，需跳过步骤5，执行步骤6。

步骤5 选择需要的恢复方式，单击“确定”。

l 新实例

跳转到“恢复到新实例”的服务选型页面，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该备份数据相
同的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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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
要使用只读实例，请重新创建。

– 数据库引擎与原实例相同，数据库端口默认为1433，以上参数皆不可重置。

– 数据库版本支持从低版本恢复到高版本，详见表5-2。

表 5-2 恢复支持的版本规则

原数据库版本 可恢复到的版本

2008 R2 WEB 2008 R2 WEB
2008 R2 EE

2008 R2 SE 2008 R2 SE
2008 R2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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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数据库版本 可恢复到的版本

2008 R2 EE 2008 R2 EE

2014 WEB 2014 WEB
2014 SE
2014 EE

2014 SE 2014 SE
2014 EE

2014 EE 2014EE

2016 WEB 2016 WEB
2016 SE
2016 EE

2016 SE 2016 SE
2016 EE

2016 EE 2016 EE

 
– 其他参数，用户需设置，请参见购买实例。

– 新实例创建成功后，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l 当前实例

注意

恢复到当前实例会导致实例数据被覆盖，且恢复过程中实例将不可用。

在“实例管理”页面，可查看该实例状态为“恢复中”。无需执行步骤6。

恢复成功后，若当前实例已开启自动备份策略，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反之
则不会执行全量备份。

步骤6 恢复到新实例。

跳转到“恢复到新实例”的服务选型页面，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该备份数据相同的
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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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使用只
读实例，请在新实例上重新创建。

l 数据库引擎和数据库版本，与原实例相同，数据库端口默认为1433，以上参数皆
不可重置。

l 其他参数，用户需设置，请参见购买实例。

新实例创建成功后，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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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监控指标
l 弹性云服务器相关监控指标，如表2-1所示。

l 数据库指标监控项，如表5-3所示。

表 5-3 数据库性能监控列表

指标名称 含义 取值范围

使用中的数据库连接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用户连接到数据库的连
接数量。

≥0counts

平均每秒事务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数据库每秒启动的事务
数。

≥0counts/s

平均每秒batch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收到的Transact-
SQL命令批数。

≥0counts/s

每秒登录次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启动的登录总数。 ≥0counts/s

每秒登出次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启动的注销操作总
数。

≥0counts/s

缓存命中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在缓冲区高速缓存中找
到而不需要从磁盘中读取的页的百分
比。

0~100%

平均每秒SQL编译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SQL的编译数。 ≥0counts/s

平均每秒SQL重编译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语句重新编译的次
数。

≥0counts/s

每秒全表扫描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不受限制的完全扫
描数。

≥0counts/s

每秒用户错误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用户错误数。 ≥0counts/s

每秒闩锁等待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未能立即授予的闩
锁请求数。

≥0counts/s

每秒锁等待次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要求调用者等待的
锁请求数。

≥0counts/s

每秒锁请求次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锁管理器每秒请求的新
锁和锁转换数。

≥0counts/s

每秒锁超时次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超时的锁请求数。 ≥0counts/s

平均锁等待延迟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个导致等待的锁请求
的平均等待时间（毫秒）。

≥0ms

每秒死锁次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导致死锁的锁请求
数。

≥0count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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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含义 取值范围

每秒检查点写入Page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刷新所有脏页的检查点
或其他操作每秒刷新到磁盘的页数。

≥0counts/s

慢查询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当前正在执行的慢查询
数目。

≥0counts

 

5.9 查看或下载运行日志

操作场景

运行日志记录了数据库运行时的日志。您可以通过运行日志分析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也可以下载运行日志进行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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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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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运行日志 > 日志明细”页签，查看运行日志的详细信息。

l 您可单击页面右上角的级别筛选框查看不同级别的日志记录。

说明

云数据库SQL Server实例目前仅支持查看INFO级别的错误日志。

l 您还可单击右上角的 选择时间区域，查看不同时间段内的错误日志。

l 对于无法完全显示的“描述”，鼠标悬停查看完整信息。

----结束

下载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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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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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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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选择“运行日志 > 下载”页签，查看并下载运行日志文件。

1. 选择目标日志文件，单击操作列中的“下载”。

系统会在“下载”弹出框中自动加载下载准备任务，加载时长受日志文件大小及
网络环境影响。

– 下载准备过程中，状态显示为“准备中...”。

– 下载准备完成，状态显示为“准备完成”。

– 下载准备工作失败，状态显示为“异常”。

2. 在“下载”弹出框中，对于“准备完成”的日志文件，单击“确定”，下载运行
日志。单击“取消”，则不下载日志文件，直接返回下载页签。

下载链接有效期为15分钟。如果超时，提示用户下载链接已失效，关闭窗口后执
行步骤5.1重新下载日志文件。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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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排除

6.1 mysql 远程连接报错

场景描述

客户远程连接（包括telnet 3306端口）MySQL时报错：Host * is not allowed to connect to
this MySQL server。

问题分析

一般是由于帐号不允许远程登录，只能在localhost登录造成。

解决方案

目前针对这种情况，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

方案一：改表法

可能该帐号不允许远程登录，此时，需在安装localhost的电脑登录mysql，并更改
“mysql 数据库 > user表 > host项 > localhost”为"%"。执行如下命令：

mysql -u root –ppasswd
use mysql;
mysql>update user set host = '%' where user = 'root';
mysql>select host, user from user;
mysql>flush privileges;

方案二：授权法

l 若想实现myuser使用mypassword从任何主机连接到mysql服务器，在本地登录数据
库后执行如下命令：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myuser'@'%' IDENTIFIED BY 'mypassword' WITH GRANT OPTION;
FLUSH PRIVILEGES;

l 若想允许用户myuser从ip为192.168.1.6的主机连接到mysql服务器，并使用
mypassword作为密码，执行如下命令：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myuser'@'192.168.1.6' IDENTIFIED
BY 'mypassword' WITH GRANT OPTION;
FLUSH PRIVILEGES;

在安装mysql的机器上运行如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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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h localhost -u root//登录
mysql>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root'@'%' WITH
GRANT OPTION //赋予任何主机访问数据的权限
mysql>FLUSH PRIVILEGES;//修改生效
mysql>QUIT //退出MySQL服务器

这样就可以实现在其它任何的主机上以root身份登录。

说明

目前我方弹性云服务器，在数据库开启允许远程后，如果仍无法连接可尝试清空防火墙以及开放
安全组指定端口进行处理。

6.2 使用修改表方式修改 mysql5.7 密码

场景描述

需要使用修改user表方式修改mysql密码，但找不到修改路径。

解决方案

步骤1 修改mysql的配置文件，修改为跳过密码验证：

vim /etc/my.cnf

在[mysqld]下添加skip-grant-tables。

步骤2 重启mysql服务。

service mysqld restart

步骤3 在“mysql –uroot –p”处回车即可进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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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输入命令“desc mysql.user ”。

即可看到mysql5.7版本没有password列，显示为authentication_string。

步骤5 执行命令：

update mysql.user set authentication_string=password('新密码') where user='root' and
Host = 'localhost'

即可设置为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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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退出，将skip-grant-tables字段删除或注释即可。

----结束

6.3 查看 RDS 存储空间使用量

场景描述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的存储空间为客户购买的数据盘存储，不包括客户后台弹性
云服务器的系统盘。云监控服务（Cloud Eye）目前可以对客户存储空间的大小、使用
量、利用率等作出监控及设置告警策略，但不能查看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的存储
空间使用量。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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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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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在“空间信息”模块查看存储空间类型和使用情况。

----结束

说明

存储空间使用量大于用户数据的原因：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的存储空间中存储的数据为数据
文件和bin-log日志文件。

l 如果用户开启自动备份策略，备份的bin-log日志文件会存储在用户的存储空间且存储时间由
expire_logs_days参数设置决定。

l 用户对数据库进行压力测试或者某一时间段业务量较大，也会有大量bin-log日志占用存储空
间，导致存储空间使用率上升。

建议：若开启了自动备份策略，把expire_logs_days（保留天数）参数调小，在保证客户数据安全
的前提下，减少存储空间使用率。

6.4 RDS 慢日志查询

场景描述

慢日志记录执行时间超过slowms设定值的语句（默认100ms），通过该日志，可查找出
执行效率低的语句，以便优化。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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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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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4 在数据库“实例管理”页面，查看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版本。

步骤5 单击导航树“参数组管理”进入参数组管理页面。

步骤6 单击“创建参数组”，创建同数据库版本的新参数组。

步骤7 单击目标参数组名称，对参数组的参数进行编辑，选择字符串为long_query_time=1并
保存。

步骤8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目标实例操作栏“更多 > 变更参数组”，在“变更参数组”
弹框选择本次创建的参数组。单击目标实例操作栏的“更多 > 重启实例”，重新启动
实例。

步骤9 连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执行如下命令：

mysql -h <内网IP> -P <端口> -u root -p

图 6-1 连接数据库

步骤10 执行如下两条语句，让执行的时间超过1s。

select sleep(2);

select sleep(3);

步骤11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对应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12 在“慢日志”页签，查看详细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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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RDS 主备复制关系异常

操作场景

有时候客户会遇到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主备复制关系异常的情况，可能原因是误删除
默认安全组策略，下面主要针对这个场景进行分析，供您参考。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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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选择自己的专属计算集群（Dedicated Computing Cluster，简称DCC）。

步骤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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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目标内网安全组名称，进入实例安全组页面。

步骤6 单击“添加规则”，选择入方向，Any协议，源地址为自身安全组，即安全组的远端要
有安全组自己 。

图 6-2 添加规则

步骤7 添加完策略之后主备复制的关系就恢复正常了。

----结束

6.6 SQL Server 连接不上的判断方法

场景排查

l 弹性云服务器能否ping通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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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ping不通，可以查看弹性云服务器和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是否处于同一
个虚拟私有云内，是否使用同一个安全组。

l 检查连接IP和端口号是否正确。

注意IP和端口号之间使用“逗号”隔开。

l 检查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的运行状态是否异常。

l 查看用户名密码是否正确，尝试重置密码。

l 尝试重启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检查是否改善。

解决方案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选择区域和项目，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
据库“实例管理”页面，单击目标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和“备份恢复”
页面确定连接信息和备份信息。

步骤2 在实例“基本信息”页面查看管理员账户名。

步骤3 下载并在弹性云服务器上安装SSMS客户端。

步骤4 从弹性云服务器连接到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实例。

----结束

6.7 大并发慢查询导致 CPU 资源耗尽问题

场景描述

数据库实例上存在大量并发的select count(0)慢操作，系统CPU耗尽，随时有宕机的风
险。

Show processlist信息：

该sql慢查询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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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应用端大并发触发select count(0)慢操作，导致系统CPU资源耗尽。

解决方案

步骤1 申请kill权限，间歇性批量执行kill select count(0)慢操作，定位select count(0)触发来源，
停止来源，并拆分优化sql。

批量kill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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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CPU idle恢复: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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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8-08-15 第十七次正式发布，包含一些内容：

l 支持在任务中心展示创建只读、主备切换、单转主备、公
网访问开关、重启异步任务等。

l 支持多项目管理。

l MySQL支持创建I3实例。

l MySQL实例数据库无可用空间后，支持用户在Console端扩
容。

l SQL Server新增三个Web版2U4G规格。

l 2008EE版补充2U4G，16U64G，32U256G，60U512G规
格。

2018-08-03 第十六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包周期实例支持单机实例转为主备实例。

l PG新增5个插件：auto_explain、oracle_fdw、pg_pathman、
pg_stat_statements和 pg_hint_plan。

l SQL Server引擎的支持单机实例转为主备实例。

l SQLServer新实例还原支持从低版本还原到高版本。

l SQLServer 支持添加AD域管控。

l 支持购买相同配置的数据库实例。

l 支持任务中心展示SQL Server单实例转主备的进度和相关日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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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8-07-13 第十五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支持购买相同配置实例。

l MySQL公网访问关闭后保留当前白名单的设置。

l 创建PostgreSQL实例时，默认端口改为5432。

l PostgreSQL和SQL Server支持日志下载。

l SQL Server引擎支持备份恢复到当前实例。

l SQL Server引擎支持数据库重命名。

2018-06-30 第十四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账户余额大于或等于0元，用户所有操作不受限制。

l 支持客户自定义列表项。

l 实例支持按需转包周期。

l 支持任务中心展示创建MySQL只读实例、开启MySQL公网
访问、关闭MySQL公网访问、MySQL单实例转主备和
PostgreSQL单实例转主备的进度和相关日志。

l MySQL慢日志支持统计分析。

l MySQL错误日志去除Warning日志。

l MySQL支持配置和修改内网IP。

l MySQL支持只读实例开启关闭公网访问。

l MySQL支持云DBA。

l MySQL和PostgreSQL支持磁盘无限次扩容，最小扩容为
10GB。

l SQL Server支持最小扩容为10GB。

l MySQL和PostgreSQL引擎的按需实例支持单机实例转为主
备实例。

l SQL Server新增17个数据库指标监控项表5-3；
l SQL Server数据库支持用户下载单个数据库的备份文件。

2018-06-15 第十三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备份时间支持732天。

l 支持白名单设置。

l MySQL实例支持慢日志和错误日志下载。

l 默认参数组和自定义参数组分页签显示。

l PostgreSQL支持1U2GB和1U4GB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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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8-06-01 第十二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自动备份策略支持通过开关进行开启和关闭。

l 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支持专属分布式存储。

l 创建数据库实例或扩容磁盘时，磁盘最大支持4000GB。

l 修改参数组中参数后，不会立即同步到当前应用的所有实
例，需要执行应用操作才可使用到所需实例。

l 支持批量创建包年/包月实例。

l 支持重要操作二次验证（重置密码、数据恢复到当前实
例、手工主备切换）。

l 支持实例参数管理页签。

l 支持导出实例列表。

l 支持创建用户帐号。

l 支持创建数据库。

l 支持一键开启或关闭MySQL实例的公网IP。

l 创建MySQL实例时，默认端口改为3306。

l 支持任务中心展示MySQL创建实例、扩容实例进度和相关
日志。

l 支持PostgreSQL 10.0。

l 支持SQL Server 2008 R2 SP3 EE。

l SQL Server支持还原到当前实例。

l SQL Serve新实例还原时支持时区选择。

l SQL Serve支持rdsuse权限重置。

l 合入运维案例。

2018-05-15 第十一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支持专属云。

l 支持磁盘加密。

l 支持重要操作二次验证。

l 支持Microsoft SQL Server 2016 SP1 SE。

l 支持Microsoft SQL Server 2016 SP1 EE。

l Microsoft SQL Server创建和还原手动备份，可选择所需数据
库。

l 调整自动备份策略的修改方式。

l 丰富产品简介相关内容。

l 拆分各个数据库引擎的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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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8-04-11 第十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支持包年/包月实例通过Console实例列表续费。

l 支持创建实例时创建默认虚拟私有云资源。

l 支持实例详情页规格变更和扩容。

l 支持手动切换主备实例。

l 实例硬盘起配限制调整到40GB。

l 支持PostgreSQL管理插件和管理表空间。

l 支持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SP2 EE。

l Microsoft SQL Server创建实例时默认端口1433。

2018-03-20 第九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根据界面优化更新创建实例、连接实例、新增只读实例、
扩容磁盘、变更实例CPU和内存、创建备份、恢复备份、修
改数据库端口、修改主密码、重启和释放实例的操作步
骤。

l 支持HWSQL 5.6。

l 支持SQL Server 2008 R2 SP3 SE。

l 支持修改实例名称。

2017-12-01 第八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支持开启和关闭公网访问。

2017-10-16 第七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PostgreSQL和Microsoft SQL Server支持包周期购买。

l PostgreSQL和Microsoft SQL Server商用。

l PostgreSQL新增插件管理。

l Microsoft SQL Server日志加载方式变更。

2017-08-18 第六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支持PostgreSQL 9.6.3。

l 支持MySQL 5.6.36。

l 根据界面优化更新购买实例、通过SSL证书连接实例、新增
只读实例、扩容磁盘、修改主密码、重启和删除实例的操
作步骤。

l 根据界面优化更新复制和删除手动快照的操作步骤。

l 支持创建PostgreSQL HA跨AZ实例。

l 支持实例创建成功后修改安全组。

l 支持实例创建成功后修改参数组描述。

l 支持对接云审计服务。

2017-06-19 第五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支持MySQL HA跨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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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7-05-06 第四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支持MySQL 5.7.17。

l 支持PostgreSQL 9.5.5。

l 支持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SP2 SE。

l 新增参数组。

2017-03-03 第三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支持MySQL 5.6.35。

l 支持实例创建成功后修改数据库端口。

l 支持实例创建成功后重置数据库密码。

2016-10-29 第二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内容：

l 支持MySQL 5.6.33。

l 支持MySQL 5.6.34。

l 支持变更实例的CPU和内存规格。

l 支持扩容集群的磁盘容量。

l 支持创建、复制、还原和删除手动快照。

l 支持将自动备份恢复到指定时间节点。

2016-06-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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