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云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档版本：20191127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法律声明

法律声明
阿⾥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本⽂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如果您阅读
或使⽤本⽂档，您的阅读或使⽤⾏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云⽹站或阿⾥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档，且仅能⽤于⾃⾝的合法

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档的内容视为阿⾥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云
事先书⾯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披露本⼿册内容或提供给任何第三⽅使⽤。

2. 未经阿⾥云事先书⾯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不得擅⾃摘抄、翻译、复制本⽂档内容的部分
或全部，不得以任何⽅式或途径进⾏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云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或者
提⽰下对本⽂档的内容进⾏修改的权利，并在阿⾥云授权通道中不时发布更新后的⽤⼾⽂档。您
应当实时关注⽤⼾⽂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云授权渠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档。

4. 本⽂档仅作为⽤⼾使⽤阿⾥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云以产品及服务的“现状”、“有
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档。阿⾥云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尽最⼤努⼒提供相应的介
绍及操作指引，但阿⾥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档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性、可靠性等不作
任何明⽰或暗⽰的保证。任何单位、公司或个⼈因为下载、使⽤或信赖本⽂档而发⽣任何差错或
经济损失的，阿⾥云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
惩戒性、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使⽤或信赖本⽂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承担
责任（即使阿⾥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云⽂档中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图⽚、架构设计、⻚⾯布局、⽂字描述，均由阿⾥云
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
⾮经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书⾯同意，任何⼈不得擅⾃使⽤、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
散布、发⾏或公开发表阿⾥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云事先书⾯同意，任何⼈
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告、促销或其他⽬的使⽤、公布或复制阿⾥云的名称（包括但不限于单独
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云”、“Aliyun”、“万⽹”等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
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
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能够识别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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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约定
格式 说明 样例

该类警⽰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变更甚
⾄故障，或者导致⼈⾝伤害等结果。 禁⽌:

重置操作将丢失⽤⼾配置数据。
该类警⽰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变
更甚⾄故障，或者导致⼈⾝伤害等结
果。

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分钟。

⽤于警⽰信息、补充说明等，是⽤⼾
必须了解的内容。 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
新请求。

⽤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
等，不是⽤⼾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rl + A选中全部⽂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 > ⽹络 > 设置⽹络类型。
粗体 表⽰按键、菜单、⻚⾯名称等UI元

素。
在结果确认⻚⾯，单击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 执⾏cd /d C:/window命令，进
⼊Windows系统⽂件夹。

斜斜 表⽰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anceid

Instance_ID

[]或者[a|b] 表⽰可选项，⾄多选择⼀个。 ipconfig [-all|-t]

{}或者{a|b} 表⽰必选项，⾄多选择⼀个。 switch {active|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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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本⽂简单介绍RDS及相关概念。

概述
阿⾥云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简称 RDS）是⼀种稳定可靠、可弹性伸
缩的在线数据库服务。基于阿⾥云分布式⽂件系统和SSD盘⾼性能存储，RDS⽀持MySQL、SQL
Server、PostgreSQL、PPAS（⾼度兼容 Oracle）和MariaDB引擎，并且提供了容灾、备
份、恢复、监控、迁移等⽅⾯的全套解决⽅案，彻底解决数据库运维的烦恼。关于RDS的优势与价
值，请参⻅产品优势。
本⽂档向您介绍如何通过RDS管理控制台对RDS进⾏设置，帮助您深⼊了解RDS的特性和功能。您
也可以通过API和SDK来管理RDS。
如果您需要获取⼈⼯帮助，可以拨打技术⽀持电话95187或者在RDS管理控制台的右上⻆选
择⼯单 > 提交⼯单。如果业务复杂，您也可以购买⽀持计划，获取由IM企业群、技术服务经
理（TAM）、服务经理等提供的专属⽀持。
有关阿⾥云关系型数据库RDS更多介绍信息，请查看产品详情 。

声明
本⽂档中描述的部分产品特性或者服务可能不在您的购买或使⽤范围之内，请以实际商业合同和条
款为准。本⽂档内容仅作为指导使⽤，⽂档中的所有内容不构成任何明⽰或暗⽰的担保。

基本概念
• 实例：⼀个独⽴占⽤物理内存的数据库服务进程，⽤⼾可以设置不同的内存⼤小、磁盘空间和数

据库类型。其中内存的规格会决定该实例的性能。实例创建后可以变更配置和删除实例。
• 数据库：在⼀个实例下创建的逻辑单元，⼀个实例可以创建多个数据库，数据库在实例内的命名

唯⼀。
• 地域和可⽤区：地域是指物理的数据中⼼。可⽤区是指在同⼀地域内，电⼒和⽹络互相独⽴的物

理区域。更多信息请参考阿⾥云全球基础设施。
通⽤描述约定

描述 说明
本地数据库 指代部署在本地机房或者⾮阿⾥云RDS上的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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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说明
RDS for XX（XX 为 MySQL、SQL Server、
PostgreSQL、PPAS或MariaDB）

指代某⼀数据库类型的RDS，如RDS for 
MySQL是指在RDS上开通的数据库引擎为
MySQL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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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限制
为保障实例的稳定及安全，云数据库PostgreSQL有部分使⽤上的约束。
RDS for PostgreSQL的使⽤限制详情如下表所⽰。
操作 RDS 使⽤约束
数据库的root权限 RDS⽆法向⽤⼾提供superuser权限。
数据库备份 只⽀持通过pg_dump进⾏数据备份。
搭建数据库复制 提供主备复制架构（基础版除外），其中的备（slave）实例不

对⽤⼾开放，⽤⼾应⽤不能直接访问。
重启RDS实例 必须通过控制台或OpenAPI操作重启实例。
⽹络设置 若实例的代理模式是⾼安全模式，禁⽌在SNAT模式下开

启net.ipv4.tcp_timestamps。

⽂档版本：2019112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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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动态
本⽂介绍RDS for PostgreSQL的产品功能动态。

2019年7⽉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发布地域 相关⽂档
存储类型 ⽀持ESSD存储类

型。ESSD是超⾼性能的云盘
产品，优势如下：
• 读写性能升级。由2.5万

IOPS提升到最⾼100万
iops。

• 存储升级。由2TB提升到
最⾼32TB。

• 存储空间与计算规格可以随
意搭配。4核CPU也可以搭
配32TB存储空间。

2019-07-01 华北1（⻘岛）
华北2（北京）
华北3（张家口）
华北5（呼和浩
特）
华东1（杭州）
华东2（上海）
华南1（深圳）
中国（⾹港）

#unique_8

⻛险控制 有⻛险的操作都需要短信确
认，提⾼了操作安全性。

2019-07-01 华北1（⻘岛）
华北2（北京）
华北3（张家口）
华北5（呼和浩
特）
华东1（杭州）
华东2（上海）
华南1（深圳）
中国（⾹港）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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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快速⼊⻔
4.1 使⽤流程

快速⼊⻔旨在介绍如何创建RDS for PostgreSQL实例、进⾏基本设置以及连接实例数据库，使⽤
⼾能够了解从购买RDS实例到开始使⽤实例的流程。

快速⼊⻔流程图
若您初次使⽤阿⾥云RDS，请先了解阿⾥云RDS使⽤限制。
通常，从新购实例到可以开始使⽤实例，您需要完成如下操作。

1. 创建RDS for PostgreSQL实例
2. 设置⽩名单
3. 申请外⽹地址
4. 创建数据库和账号
5. 连接实例

4.2 创建RDS for PostgreSQL实例
您可以通过阿⾥云RDS管理控制台或API创建RDS实例。本⽂介绍如何通过控制台创建RDS for
PostgreSQL实例。
您可以通过阿⾥云RDS管理控制台或API创建RDS实例。关于如何通过API创建实例，请参⻅创
建RDS实例。

⽂档版本：2019112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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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例计费说明，请参⻅计费⽅式。
除了新版本的创建实例⻚⾯，您也可以切换回旧版创建实例⻚⾯。操作详情请参⻅：
• 创建RDS实例（新版）
• 创建RDS实例（旧版）

优惠活动
⾸购折扣价：⾸次购买RDS for PostgreSQL享受折扣价。详情请参⻅优惠活动。

前提条件
• 已注册阿⾥云账号。
• 若您要创建按量付费的实例，请确保您的账⼾余额⼤于等于100元。

注意事项
• 包年包⽉实例⽆法转为按量付费实例。
• 按量付费实例可以转为包年包⽉实例，请参⻅按量付费转包年包⽉。
• 同⼀个主账号，最多可以创建30个按量付费的RDS实例。如需提⾼此限额，请提交⼯单申请。

创建RDS实例（新版）
1. 进⼊RDS实例创建⻚⾯。

说明:
您也可以在当前创建RDS实例⻚⾯上⽅单击返回旧版切换到旧版创建RDS实例⻚⾯。

2. 设置以下参数。
类别 说明
计费⽅式 • 包年包⽉：属于预付费，即在新建实例时需要⽀付费⽤。适合⻓期需

求，价格⽐按量付费更实惠，且购买时⻓越⻓，折扣越多。
• 按量付费：属于后付费，即按小时扣费。适合短期需求，⽤完可⽴即释

放实例，节省费⽤。

6 ⽂档版本：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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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说明
地域 实例所在的地域，即实例所在的地理位置。

• 购买后⽆法更换地域。
• 请根据⽬标⽤⼾所在的地理位置就近选择地域，提升⽤⼾访问速度。
• 请确保RDS实例与需要连接的ECS实例创建于同⼀个地域，否则它们⽆

法通过内⽹互通，只能通过外⽹互通，⽆法发挥最佳性能。
类型 数据库引擎的类型和版本，这⾥选择PostgreSQL。 ⽀持的版本包

括PostgreSQL 9.4、10、11。
说明:

不同地域⽀持的数据库类型不同，请以实际界⾯为准。
系列 • 基础版：单节点，计算与存储分离，性价⽐⾼。

• ⾼可⽤版：⼀个主节点和⼀个备节点，经典⾼可⽤架构。
说明:

不同地域和数据库版本⽀持的系列不同，请以实际界⾯为准。关于各个系
列的详细介绍，请参⻅产品系列概述。

⽂档版本：2019112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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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说明
存储类型 • 本地SSD盘：与数据库引擎位于同⼀节点的SSD盘。将数据存储于本

地SSD盘，可以降低I/O延时。
• ESSD云盘：增强型（Enhanced）SSD云盘，是阿⾥云全新推出

的超⾼性能云盘产品。ESSD云盘基于新⼀代分布式块存储架构，结
合25GE⽹络和RDMA技术，为您提供单盘⾼达100万的随机读写能⼒
和更低的单路时延。ESSD云盘分为如下三类：
- ESSD云盘：PL1性能级别的ESSD云盘。
- ESSD PL2云盘：相⽐PL1，PL2性能级别的ESSD云盘⼤约可提升2

倍IOPS和吞吐量。
- ESSD PL3云盘：相⽐PL1，PL3性能级别的ESSD云盘最⾼可提升

20倍IOPS、11倍吞吐量，适合对极限并发I/O性能要求极⾼、读写
时延极稳定的业务场景。

• SSD云盘：基于分布式存储架构的弹性块存储设备。将数据存储
于SSD云盘，即实现了计算与存储分离。

说明:
创建SSD云盘实例时您可以勾选云盘加密，最⼤限度保护您的数据安
全。详情请参⻅设置数据加密。

更多信息，请参⻅存储类型。
可⽤区 可⽤区是地域中的⼀个独⽴物理区域，不同可⽤区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相

⽐单可⽤区，多可⽤区能提供可⽤区级别的容灾。
您只需要选择将RDS实例的主可⽤区，备可⽤区系统会⾃动选择。

实例规格 • ⼊⻔级：通⽤型的实例规格，独享被分配的内存和I/O资源，与同⼀服务
器上的其他通⽤型实例共享CPU和存储资源。

• 企业级：独享或独占型的实例规格。独享型指独享被分配的CPU、
内存、存储和I/O资源。独占型是独享型的顶配，独占整台服务器
的CPU、内存、存储和I/O资源。

说明:
每种规格都有对应的CPU核数、内存、最⼤连接数和最⼤IOPS。详情请
参⻅#unique_22。

8 ⽂档版本：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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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说明
存储空间 存储空间包括数据空间、系统⽂件空间、Binlog⽂件空间和事务⽂件空

间。调整存储空间时最小单位为5GB。
说明:

本地SSD盘的独享套餐等规格由于资源独享的原因，存储空间⼤小和实例
规格绑定。详情请参⻅#unique_22。

3. 单击下⼀步：⽹络和资源组。
4. 设置以下参数。

类别 说明
⽹络类型 • 经典⽹络：传统的⽹络类型。

• 专有⽹络：也称为VPC（Virtual Private Cloud）。VPC是⼀种隔离
的⽹络环境，安全性和性能均⾼于传统的经典⽹络。选择专有⽹络时您
需要选择对应的VPC和主节点交换机。

说明:
请确保RDS实例与需要连接的ECS实例⽹络类型⼀致（如果选择专有⽹
络，还需要保证VPC⼀致），否则它们⽆法通过内⽹互通。

资源组 实例所属的资源组。
5. 单击下⼀步：确认订单，确认参数配置，选择购买量和购买时⻓（仅包年包⽉实例），勾选服务

协议，单击去⽀付完成⽀付。

⽂档版本：2019112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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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RDS实例（旧版）
1. 进⼊RDS实例创建⻚⾯。
2. 选择包年包⽉或按量付费。关于计费⽅式的选择，请参⻅计费⽅式。
3. 选择实例配置，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说明
地域 实例所在的地理位置。购买后⽆法更换地域。

• 请根据⽬标⽤⼾所在的地理位置就近选择地域，提升⽤⼾访问速度。
• 请确保RDS实例与需要连接的ECS实例创建于同⼀个地域，否则它们⽆

法通过内⽹互通，只能通过外⽹互通，⽆法发挥最佳性能。
资源组 实例所属的资源组。
数据库类型 即数据库引擎的类型，这⾥选择PostgreSQL。

说明:
不同地域⽀持的数据库类型不同，请以实际界⾯为准。

版本 指PostgreSQL的版本。
说明:

不同地域所⽀持的版本不同，请以实际界⾯为准。
系列 • 基础版：单节点，计算与存储分离，性价⽐⾼。

• ⾼可⽤版：⼀个主节点和⼀个备节点，经典⾼可⽤架构。
关于各个系列的详细介绍，请参⻅产品系列概述。
不同数据库版本⽀持的系列不同，请以实际界⾯为准。

存储类型 • 本地SSD盘：与数据库引擎位于同⼀节点的SSD盘。将数据存储于本
地SSD盘，可以降低I/O延时。

• SSD云盘：基于分布式存储架构的弹性块存储设备。将数据存储
于SSD云盘，即实现了计算与存储分离。

更多信息，请参⻅存储类型。
可⽤区 可⽤区是地域中的⼀个独⽴物理区域，不同可⽤区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您

可以选择将RDS实例的主备节点创建在同⼀可⽤区或不同可⽤区。
相⽐单可⽤区，多可⽤区能提供可⽤区级别的容灾。

10 ⽂档版本：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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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络类型 • 经典⽹络：传统的⽹络类型。

• 专有⽹络（推荐）：也称为VPC（Virtual Private Cloud）。VPC是
⼀种隔离的⽹络环境，安全性和性能均⾼于传统的经典⽹络。

说明:
请确保RDS实例与需要连接的ECS实例⽹络类型⼀致，否则它们⽆法
通过内⽹互通。

规格 每种规格都有对应的CPU核数、内存、最⼤连接数和最⼤IOPS。具体请参
⻅#unique_22。
RDS实例有以下规格族：
• 通⽤型：独享被分配的内存和I/O资源，与同⼀服务器上的其他通⽤型实

例共享CPU和存储资源。
• 独享型：独享被分配的CPU、内存、存储和I/O资源。
• 独占物理机型：是独享型的顶配，独占整台服务器的CPU、内存、存储

和I/O资源。
例如，8核32GB是通⽤型实例规格，8核32GB（独享套餐）是独享型实例
规格，30核220GB（独占主机）是独占物理机型实例规格。

存储空间 该存储空间包括数据空间、系统⽂件空间、Binlog⽂件空间和事务⽂件空
间。

4. 设置购买时⻓（仅针对包年包⽉实例）和实例数量，然后单击右侧的⽴即购买。

说明:
• 购买包年包⽉实例时，可以勾选⾃动续费，系统将根据您的购买时⻓进⾏⾃动续费。例

如，您购买3个⽉的实例并勾选⾃动续费，则每次⾃动续费时会缴纳3个⽉的费⽤。
• 对于包年包⽉实例，您也可以单击加⼊购物⻋将实例加⼊到购物⻋中，最后单击购物⻋进⾏

结算。
5. 在订单确认⻚⾯，勾选相关协议，根据提⽰完成⽀付。

下⼀步
在控制台左上⻆，选择实例所在的地域即可查看到刚刚创建的实例。

⽂档版本：2019112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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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实例后，您需要设置⽩名单和创建账号，如果是通过外⽹连接，还需要申请外⽹地址。然后就
可以连接实例。
如果连接实例失败，请参⻅为什么⽆法连接RDS？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23 创建RDS实例

操作视频
RDS实例创建

4.3 设置⽩名单
创建RDS实例后，您需要设置RDS实例的⽩名单，以允许外部设备访问该RDS实例。
创建RDS实例后，您需要设置RDS实例的⽩名单，以允许外部设备访问该RDS实例。默认的⽩名
单只包含默认IP地址127.0.0.1，表⽰任何设备均⽆法访问该RDS实例。
设置⽩名单包括两种操作：
• 设置IP⽩名单：添加IP地址，允许这些IP地址访问该RDS实例。

说明:
默认的IP⽩名单只包含默认IP地址127.0.0.1，表⽰任何设备均⽆法访问该RDS实例。

• 设置ECS安全组：添加ECS安全组，允许ECS安全组内的ECS实例访问该RDS实例。
⽩名单可以让RDS实例得到⾼级别的访问安全保护，建议您定期维护⽩名单。设置⽩名单不会影响
RDS实例的正常运⾏。

12 ⽂档版本：2019112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7738.html
https://help.aliyun.com/knowledge_detail/91236.html
https://help.aliyun.com/video_detail/54657.html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4 快速⼊⻔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 默认的IP⽩名单分组只能被修改或清空，不能被删除。
• 每个IP⽩名单分组最多添加1000个IP或IP段。当IP较多时，建议合并为IP段填⼊，例如192.

168.1.0/24。
• 当未设置⽩名单登录DMS时，会提⽰添加IP才可以正常登录，会⾃动⽣成相应的⽩名单分组。
• 设置⽩名单之前，您需要确认实例处于哪种⽹络隔离模式，根据模式查看相应的操作步骤。

⾼安全⽩名单模式下设置⽩名单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档版本：2019112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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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安全性。
5. 在⽩名单设置⻚⾯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要修改的⽩名单分组。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 如果专有⽹络下的ECS实例需要连接到RDS实例：单击default 专有⽹络分组右侧的修
改。

• 如果经典⽹络下的ECS实例需要连接到RDS实例：单击default 经典⽹络分组右侧的修
改。

• 如果阿⾥云以外的服务器或主机需要连接到RDS实例：单击default 经典⽹络分组右侧
的修改。

说明:
• 若需要ECS实例通过内⽹地址（专有⽹络地址和经典⽹络地址）连接到RDS，请确保两者处

于同⼀地域内，且⽹络类型相同，否则设置了⽩名单也⽆法连接成功。
• 您也可以单击添加⽩名单分组新建⾃定义分组，根据连接类型选择专有⽹络或经典⽹络 及

外⽹地址。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需要访问该实例的IP地址或 IP 段，然后单击确定。详细规则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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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实例。
• 若您需要添加多个IP地址或IP段，请⽤英⽂逗号隔开（逗号前后都不能有空格），例如192.

168.0.1,172.16.213.9。
• 单击加载ECS内⽹IP后，将显⽰您当前阿⾥云账号下所有ECS实例的IP地址，可快速添

加ECS内⽹IP地址到⽩名单中。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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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default分组中添加新的IP地址或IP段后，默认地址127.0.0.1会被⾃动删除。

通⽤⽩名单模式下设置⽩名单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安全性。

⽂档版本：2019112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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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名单设置⻚⾯中，单击default⽩名单分组中的修改，如下图所⽰。

说明:
您也可以单击添加⽩名单分组新建⾃定义分组。

6. 在修改⽩名单分组对话框中，填写需要访问该实例的IP地址或IP段，然后单击确定。详细规则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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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实例。
• 若您需要添加多个IP地址或IP段，请⽤英⽂逗号隔开（逗号前后都不能有空格），例如192.

168.0.1,172.16.213.9。
• 单击加载ECS内⽹IP后，将显⽰您当前阿⾥云账号下所有ECS实例的IP地址，可快速添

加ECS内⽹IP地址到⽩名单中。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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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default分组中添加新的IP地址或IP段后，默认地址127.0.0.1会被⾃动删除。

常⻅IP⽩名单设置错误案例
• ⽩名单只有默认地址127.0.0.1。该地址表⽰不允许任何设备访问RDS实例。因此需在⽩名单中

添加需要访问实例的设备的IP地址。
• ⽩名单设置为0.0.0.0，正确格式为0.0.0.0/0。

说明:
0.0.0.0/0表⽰允许任何设备访问RDS实例，请谨慎使⽤。

⽂档版本：2019112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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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已开启⾼安全⽩名单模式，IP填写到错误的分组。填写IP时需进⾏如下检查：
- 如果使⽤的是专有⽹络的内⽹连接地址，请确保ECS内⽹IP地址添加到了default 专有⽹

络的分组。
- 如果使⽤的是经典⽹络的内⽹连接地址，请确保ECS内⽹IP地址添加到了default 经典⽹

络的分组。
- 如果使⽤ClassicLink访问RDS的专有⽹络地址，请确保ECS内⽹IP地址添加到了default 专

有⽹络分组。
- 如果通过公⽹连接，请确保设备公⽹IP地址添加到了default 经典⽹络的分组（专有⽹络的

分组不适⽤于公⽹）。
• 在⽩名单中添加设备公⽹IP地址⽆效。您填写的可能并⾮设备真正的出口IP地址。原因如下：

- 公⽹IP地址不固定，可能会变动。
- IP地址查询⼯具或⽹站查询的公⽹IP地址不准确。
解决办法请参⻅#unique_26。

设置VPC安全组
安全组是⼀种虚拟防⽕墙，⽤于控制安全组中的ECS实例的出⼊流量。在RDS⽩名单中添加VPC安
全组后，该安全组中的ECS实例就可以访问RDS实例。
关于VPC安全组的更多信息，请参⻅创建安全组。
注意事项
• ⽀持VPC安全组的RDS版本：PostgreSQL 10⾼可⽤版（本地盘）、PostgreSQL 10基础版和

PostgreSQL 9.4。
• ⽀持VPC安全组的地域：华东1（杭州）、华北1（⻘岛）、中国（⾹港）。
• 您可以同时设置IP⽩名单和VPC安全组。IP⽩名单中的IP地址和安全组中的ECS实例都可以访

问该RDS实例。
• ⽬前仅⽀持添加⼀个VPC安全组。
• ⽩名单中的VPC安全组的更新将实时应⽤到⽩名单。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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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安全性。
5. 在⽩名单设置⻚⾯中，单击添加安全组。

说明:
带有VPC标识的ECS安全组为专有⽹络中的安全组。

6. 选中要添加的安全组，单击确定。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 默认的IP⽩名单分组只能被修改或清空，不能被删除。
• 每个IP⽩名单分组最多添加1000个IP或IP段。当IP较多时，建议合并为IP段填⼊，例如192.

168.1.0/24。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安全性 > ⽩名单配置。

⽂档版本：2019112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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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名单配置⻚⾯中，选择default分组右侧的# > 修改，如下图所⽰。

说明:
您也可以单击添加⽩名单分组新建⾃定义分组。

6. 在修改⽩名单分组对话框中，填写需要访问该实例的IP地址或IP段，然后单击确定。详细规则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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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实例。
• 若您需要添加多个IP地址或IP段，请⽤英⽂逗号隔开（逗号前后都不能有空格），例如192.

168.0.1,172.16.213.9。
• 单击加载内⽹IP后，将显⽰您当前阿⾥云账号下所有ECS实例的IP地址，可快速添加ECS内

⽹IP地址到⽩名单中。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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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default分组中添加新的IP地址或IP段后，默认地址127.0.0.1会被⾃动删除。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27 查看RDS实例IP⽩名单
#unique_28 修改RDS实例IP⽩名单

4.4 创建数据库和账号
若要使⽤云数据库RDS，您需要在实例中创建数据库和账号。本⽂介绍如何为RDS for
PostgreSQL实例创建数据库和账号。

账号类型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持两种数据库账号：⾼权限账号和普通账号。详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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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类型 说明
⾼权限账号 • 只能通过控制台或API创建和管理。

• 实例中只能创建⼀个⾼权限账号，可以管理所有普通账号和数据库。
• 开放了更多权限，可满⾜个性化和精细化的权限管理需求，例如可按⽤⼾分配不

同表的查询权限。
• 可以断开任意账号的连接。

普通账号 • 可以通过控制台、API或者SQL语句创建和管理。
• ⼀个实例可以创建多个普通账号 。
• 需要⼿动给普通账号授予特定数据库的权限。
• 普通账号不能创建和管理其他账号，也不能断开其他账号的连接。

注意事项
• 同⼀实例下的数据库共享该实例下的所有资源。每个PostgreSQL类型的实例⽀持创建⽆数个数

据库，⽀持创建⼀个⾼权限账号以及多个普通账号，您还可以通过SQL命令创建、管理普通账号
和数据库。

• 如果您要迁移本地数据库到RDS，请在RDS实例中创建与本地数据库⼀致的迁移账号和数据
库。

• 分配数据库账号权限时，请按最小权限原则和业务⻆⾊创建账号，并合理分配只读和读写权限。
必要时可以把数据库账号和数据库拆分成更小粒度，使每个数据库账号只能访问其业务之内的数
据。如果不需要数据库写⼊操作，请分配只读权限。

• 为保障数据库的安全，请将数据库账号的密码设置为强密码，并定期更换。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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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账号管理。
5. 按如下步骤创建⾼权限账号。

a. 单击创建账号或创建初始账号。

说明:
不同版本的按钮⽂字不同。

b. 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库账号 • ⻓度为2~16个字符。

• 由小写字⺟、数字或下划线组成。
• 以字⺟开头，以字⺟或数字结尾。

账号类型 选择⾼权限账号。
说明:

如果之前点击的是创建初始账号，⽆此选项。
密码 • ⻓度为8~32个字符。

• 由⼤写字⺟、小写字⺟、数字、特殊字符中的任意三种组成。
• 特殊字符为!@#$%^&*()_+-=

确认密码 再次输⼊相同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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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备注 填写备注信息。

说明:
如果之前点击的是创建初始账号，⽆此选项。

c. 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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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如下步骤创建数据库和普通账号。
a. 单击⻚⾯右上⻆的登录数据库。
b. 在快捷登录⻚⾯，检查阿⾥云数据库标签⻚⾯显⽰的连接地址和端口信息。若信息正确，填

写数据库⽤⼾名和密码，如下图所⽰。

参数 说明
⽹络h地址:端口 填写实例的连接地址和端口信息。
数据库⽤⼾名 填写要访问数据库的账号名称。
输⼊密码 账号对应的密码。

c. 单击登录。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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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希望浏览器记住该账号的密码，可以先勾选记住密码，再单击登录。
d. 若出现将DMS服务器的IP段加⼊到RDS⽩名单中的提⽰，单击设置⽩名单，如下图所⽰。若

需⼿动添加，请参⻅设置⽩名单。

e. 成功添加⽩名单后，单击登录。
f. 成功登录RDS实例后，在⻚⾯上⽅的菜单栏中，选择SQL操作 > SQL窗口 。
g. 在SQL窗口中输⼊如下命令，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name
 [ [ WITH ] [ OWNER [=] user_name ]
        [ TEMPLATE [=] template ]
        [ ENCODING [=] encoding ]
        [ LC_COLLATE [=] lc_collate ]
        [ LC_CTYPE [=] lc_ctype ]
        [ TABLESPACE [=] tablespace_name ]
        [ CONNECTION LIMIT [=] connlimit ] ]

例如，若您要创建⼀个名称为test的数据库，可以执⾏如下命令：
create database test;

h. 单击执⾏，完成创建数据库。
i. 在SQL窗口中输⼊如下命令，创建普通账号。

CREATE USER name [ [ WITH ] option [ ... ] ]
where option can be:
   SUPERUSER | NOSUPERUSER
 | CREATEDB | NOCREATEDB
 | CREATEROLE | NOCREATEROLE
 | CREATEUSER | NOCREATEUSER
 | INHERIT | NOINHERIT
 | LOGIN | NOLOGIN
 | REPLICATION | NORE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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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 [ ENCRYPTED | UNENCRYPTED ] PASSWORD 'password'
 | VALID UNTIL 'timestamp'
 | IN ROLE role_name [, ...]
 | IN GROUP role_name [, ...]
 | ROLE role_name [, ...]
 | ADMIN role_name [, ...]
 | USER role_name [, ...]
 | SYSID uid

例如，若您要创建⼀个名称为test2、密码为123456的⽤⼾，可以执⾏如下命令：
create user test2 password '123456';

j. 单击执⾏，完成创建普通账号。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账号管理。
5. 单击创建账号。
6. 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说明
账号名 • ⻓度不超过16个字符。

• 由小写字⺟、数字、下划线组成。
• 以字⺟开头，以字⺟或数字结尾。

账号类型 选择账号类型为⾼权限账号或普通账号。
密码 • ⻓度为8~32个字符。

• 由⼤写字⺟、小写字⺟、数字、特殊字符中的任意三种组成。
• 特殊字符为!@#$%^&*()_+-=

⽂档版本：20191127 27

https://rds.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4 快速⼊⻔

参数 说明
确认密码 再次输⼊相同的密码。

7. 单击确定。
8.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库管理。
9. 单击创建数据库。
10.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库（DB）名称 • 最⻓64个字符。

• 由小写字⺟、数字、中划线、下划线组成。
• 以字⺟开头，以字⺟或数字结尾。

⽀持字符集 数据库的字符集。
Collate 字符串排序规则。
Ctype 字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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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数据库Owner 数据库的所有者，对数据库拥有ALL权限。

11.单击确定。
常⻅问题

创建的账号在只读实例上可以⽤吗？
答：主实例创建的账号会同步到只读实例，只读实例⽆法管理账号。账号在只读实例上只能进⾏读
操作，不能进⾏写操作。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30 创建账号

4.5 连接实例
初始化配置后，您可以让ECS连接PostgreSQL实例，也可以本地连接到PostgreSQL实例，实现
业务⽬标。
若您要使⽤云数据库RDS，可以阿⾥云数据管理（DMS）或通过客⼾端连接RDS实例。本章将介
绍如何通过DMS和pgAdmin 4客⼾端连接RDS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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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接失败，请参⻅#unique_31。
背景信息

您可以通过RDS管理控制台先登录DMS，然后再连接需要访问的RDS实例。
数据管理（Data Management，简称DMS）是⼀种集数据管理、结构管理、访问安全、BI图
表、数据趋势、数据轨迹、性能与优化和服务器管理于⼀体的数据管理服务。⽀持MySQL、SQL
Server、PostgreSQL、MongoDB、Redis等关系型数据库和NoSQL的数据库管理，同时还⽀
持Linux服务器管理。
您也可以使⽤客⼾端连接RDS实例。由于RDS提供的关系型数据库服务与原⽣的数据库服务完全兼
容，所以对⽤⼾而⾔，连接数据库的⽅式也基本类似。本⽂以pgAdmind 4客⼾端为例介绍RDS实
例的连接⽅法，其它客⼾端可参⻅此⽅法。⽤客⼾端连接RDS实例时，请注意选择内外⽹地址：
• 若您的客⼾端部署在ECS实例上，且ECS实例与要访问的RDS实例的地域、⽹络类型相同，请使

⽤内⽹地址。例如ECS实例和RDS实例都是华东1的专有⽹络实例，使⽤内⽹地址连接能提供安
全⾼效的访问。

• 其它情况请使⽤外⽹地址。
通过DMS连接实例

关于如何通过DMS连接RDS实例的⽅法，请参⻅通过DMS登录RDS数据库。
通过客⼾端登录

1. 将要访问RDS实例的IP地址加⼊RDS⽩名单中。关于如何设置⽩名单，请参⻅设置⽩名单。
2. 启动pgAdmin 4客⼾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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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击Servers，选择创建 > 服务器，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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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创建-服务器⻚⾯的通常标签⻚⾯中，输⼊服务器名称，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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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Connection标签⻚，输⼊要连接的实例信息，如下图所⽰。

参数说明：
• 主机名称/地址：若使⽤内⽹连接，需输⼊RDS实例的内⽹地址。若使⽤外⽹连接，需输⼊

RDS实例的外⽹地址。查看RDS实例的内外⽹地址及端口信息的步骤如下：
a.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b.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c.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d. 在基本信息栏中，即可查看内外⽹地址及内外⽹端口信息。

• 端口：若使⽤内⽹连接，需输⼊RDS实例的内⽹端口。若使⽤外⽹连接，需输⼊RDS实例的
外⽹端口。

• ⽤⼾名：RDS实例的⾼权限账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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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RDS实例的⾼权限账号所对应的密码。
6. 单击保存。
7. 若连接信息⽆误，选择Servers > 服务器名称 > 数据库 > postgres，会出现如下界⾯，则表⽰

连接成功。

说明:
postgres是RDS实例默认的系统数据库，请勿在该数据库中进⾏任何操作。

连接失败的解决办法
请参⻅#unique_31。

操作视频
ECS连接RDS

4.6 只读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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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PostgreSQL只读实例简介
在对数据库有少量写请求，但有⼤量读请求的应⽤场景下，单个实例可能⽆法承受读取压⼒，甚⾄
对业务产⽣影响。为了实现读取能⼒的弹性扩展，分担数据库压⼒，您可以创建⼀个或多个只读实
例，利⽤只读实例满⾜⼤量的数据库读取需求，增加应⽤的吞吐量。

简介
创建只读实例时会从备实例复制数据，数据与主实例⼀致，主实例的数据更新也会在主实例完成操
作后⽴即⾃动同步到所有只读实例。

说明:
• 仅PostgreSQL 10.0⾼可⽤版（本地盘）⽀持只读实例。
• 主实例规格不低于8核32G（独享套餐）。
• 只读实例为单节点的架构（没有备节点）。

只读实例拓扑图如下图所⽰。

计费
按量付费，即每小时扣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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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点
• 计费⽅式：按量付费，使⽤更灵活，费⽤更便宜。
• 地域和可⽤区：与主实例在同⼀地域，可以在不同的可⽤区。
• 规格和存储空间：只读实例的规格和存储空间不能低于主实例。
• 切换⽹络类型：可以与主实例不⼀致。
• 账号与数据库管理：不需要维护账号与数据库，全部通过主实例同步。
• ⽩名单：只读实例创建时会⾃动复制其主实例的⽩名单信息，但只读实例和主实例的⽩名单是相

互独⽴的。若您需要修改只读实例的⽩名单，请参⻅设置⽩名单。
• 监控与报警：提供系统性能指标的监控视图，如磁盘容量、IOPS、连接数、CPU利⽤率等。

功能限制
• 只读实例的数量：最多创建5个只读实例。
• 实例备份：因主实例已有备份，只读实例暂不⽀持备份设置以及⼿动发起备份。
• 数据迁移：不⽀持将数据迁移⾄只读实例。
• 数据库管理：不⽀持创建和删除数据库。
• 账号管理：不⽀持创建和删除账号，不⽀持为账号授权以及修改账号密码功能。

常⻅问题
主实例上创建的账号在只读实例上可以⽤吗？
答：主实例创建的账号会同步到只读实例，只读实例⽆法管理账号。账号在只读实例上只能进⾏读
操作，不能进⾏写操作。

4.6.2 创建PostgreSQL只读实例
您可以通过创建只读实例满⾜⼤量的数据库读取需求，增加应⽤的吞吐量。创建只读实例相当于复
制了⼀个主实例，数据与主实例⼀致，主实例的数据更新也会⾃动同步到所有只读实例。
关于只读实例的更多介绍，请参⻅PostgreSQL只读实例简介。

前提条件
• 主实例版本为PostgreSQL 10.0⾼可⽤版（本地盘）。
• 主实例规格不低于8核32G（独享套餐）。

注意事项
• 只能在主实例内创建只读实例，不能将已有实例切换为只读实例。
• 由于创建只读实例时是从备实例复制数据，因此不会影响主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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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读实例的参数不继承主实例上的参数设置，会⽣成默认的参数值，可以在只读实例的控制台上
进⾏修改。

• 只读实例的规格和存储空间不能低于主实例。
• 最多创建5个只读实例。
• 计费⽅式：按量付费，即每小时扣费⼀次。

创建只读实例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右侧单击添加只读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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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购买⻚⾯，设置只读实例的参数，然后单击⽴即购买。

说明:
• 专有⽹络VPC：建议选择与主实例相同的VPC。
• 规格和存储空间：只读实例的规格和存储空间不能低于主实例。
• 数量：根据业务量购买，多个只读实例可以提⾼可⽤性，最多5个。

6. 在订单确认⻚⾯，勾选关系型数据库RDS服务条款，根据提⽰完成⽀付。
⼏分钟后，该只读实例即创建成功。

⼏分钟后，该只读实例即创建成功。
查看只读实例

在实例列表中查看只读实例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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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只读实例所在地域。

3. 在实例列表中找到只读实例，单击该只读实例的ID。

在主实例的基本信息⻚⾯查看只读实例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主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主实例的基本信息⻚⾯，把⿏标悬停于只读实例的数量上，单击只读实例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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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只读实例的延迟时间
只读实例同步主实例的数据时，可能会有⼀定的延迟。您可以在只读实例的基本信息⻚⾯查看延迟
时间。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37 创建RDS只读实例

4.7 使⽤ oss_fdw 读写外部数据⽂本⽂件
阿⾥云⽀持通过oss_fdw插件将OSS中的数据加载到PostgreSQL和PPAS数据库中，也⽀持
将PostgreSQL和PPAS数据库中的数据写⼊OSS中。

oss_fdw 参数
oss_fdw和其他fdw接口⼀样，对外部数据OSS中的数据进⾏封装。⽤⼾可以像使⽤数据表⼀样通
过oss_fdw读取OSS中存放的数据。oss_fdw提供独有的参数⽤于连接和解析OSS上的⽂件数据。

说明:
• ⽬前oss_fdw⽀持读取和写⼊OSS中⽂件的格式为：text/csv、gzip格式的text/csv⽂件。
• oss_fdw各参数的值需使⽤双引号（""）引起来，且不含⽆⽤空格。

CREATE SERVER 参数
• ossendpoint：是内⽹访问OSS的地址，也称为host。
• id oss：账号id。
• key oss：账号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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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cket： OSSBucket，需要先创建OSS账号再设置该参数。
针对导⼊模式和导出模式，提供下列容错相关参数。⽹络条件较差时，可以调整以下参数，以保障
导⼊和导出成功。
• oss_connect_timeout：设置链接超时，单位秒，默认是10秒。
• oss_dns_cache_timeout：设置DNS超时，单位秒，默认是60秒。
• oss_speed_limit：设置能容忍的最小速率，默认是1024，即1K。
• oss_speed_time：设置能容忍最小速率的最⻓时间，默认是15秒。
如果使⽤了oss_speed_limit和oss_speed_time的默认值，表⽰如果连续15秒的传输速率小于
1K，则超时。

CREATE FOREIGN TABLE参数
• filepath： OSS中带路径的⽂件名。

- ⽂件名包含⽂件路径，但不包含bucket。
- 该参数匹配OSS对应路径上的多个⽂件，⽀持将多个⽂件加载到数据库。
- ⽂件命名为filepath和filepath.x ⽀持被导⼊到数据库，x要求从1开始，且连续。

例如，filepath、filepath.1、filepath.2、filepath.3、filepath.5 ，前4个⽂件会被匹
配和导⼊，但是 filepath.5将⽆法导⼊。

• dir：OSS中的虚拟⽂件⽬录。
- dir需要以/结尾。
- dir指定的虚拟⽂件⽬录中的所有⽂件（不包含⼦⽂件夹和⼦⽂件夹下的⽂件）都会被匹配和

导⼊到数据库。
• prefix：指定数据⽂件对应路径名的前缀，不⽀持正则表达式，且与 filepath、dir 互斥，三

者只能设置其中⼀个。
• format：指定⽂件的格式，⽬前只⽀持csv。
• encoding：⽂件中数据的编码格式，⽀持常⻅的pg编码，如utf8。
• parse_errors：容错模式解析，以⾏为单位，忽略⽂件分析过程中发⽣的错误。
• delimiter：指定列的分割符。
• quote：指定⽂件的引⽤字符。
• escape：指定⽂件的逃逸字符。
• null：指定匹配对应字符串的列为null，例如null ‘test’，即列值为’test’的字符串为

null。
• force_not_null：指定某些列的值不为null。例如，force_not_null ‘id’表⽰：如果id列

的值为空，则该值为空字符串，而不是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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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ressiontype：设置读取和写⼊OSS上⽂件的的格式：
- none：默认的⽂件类型，即没有压缩的⽂本格式。
- gzip：读取⽂件的格式为gzip压缩格式。

• compressionlevel：设置写⼊OSS的压缩格式的压缩等级，范围1到9，默认6。

说明:
• filepath和dir需要在OPTIONS参数中指定。
• filepath和dir必须指定两个参数中的其中⼀个，且不能同时指定。
• 导出模式⽬前只⽀持虚拟⽂件夹的匹配模式，即只⽀持dir，不⽀持filepath。

CREATE FOREIGN TABLE的导出模式参数
• oss_flush_block_size：单次刷出到OSS的buffer⼤小，默认32MB，可选范围1到128MB

。
• oss_file_max_size：写⼊OSS的最⼤⽂件⼤小，超出之后会切换到另⼀个⽂件续写。默认

1024MB，可选范围8到4000 MB。
• num_parallel_worker：写OSS数据的压缩模式中并⾏压缩线程的个数，范围1到8，默认并

发数3。
辅助函数

FUNCTION oss_fdw_list_file (relname text, schema text DEFAULT ‘public’)
• ⽤于获得某个外部表所匹配的OSS上的⽂件名和⽂件的⼤小。
• ⽂件⼤小的单位是字节。
select * from oss_fdw_list_file('t_oss');
              name              |   size    
--------------------------------+-----------
 oss_test/test.gz.1  | 739698350
 oss_test/test.gz.2  | 739413041
 oss_test/test.gz.3  | 739562048
(3 rows)

辅助功能
oss_fdw.rds_read_one_file：在读模式下，指定某个外表匹配的⽂件。设置后，该外部表在数
据导⼊中只匹配这个被设置的⽂件。
例如，set oss_fdw.rds_read_one_file = ‘oss_test/example16.csv.1’;
set oss_fdw.rds_read_one_file = 'oss_test/test.gz.2';
select * from oss_fdw_list_file('t_oss');
              name              |   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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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s_test/test.gz.2  | 739413041
(1 rows)

oss_fdw⽤例
# PostgreSQL 创建插件
create extension oss_fdw;  ---对于PPAS，则执⾏select rds_manage
_extension('create','oss_fdw');
# 创建 server 
CREATE SERVER ossserver FOREIGN DATA WRAPPER oss_fdw OPTIONS 
     (host '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 id 'xxx'， key 'xxx'，
bucket 'mybucket');
# 创建 oss 外部表
CREATE FOREIGN TABLE ossexample 
    (date text， time text， open float，
     high float， low float， volume int) 
     SERVER ossserver 
     OPTIONS ( filepath 'osstest/example.csv'， delimiter '，' ，
         format 'csv'， encoding 'utf8'， PARSE_ERRORS '100');
# 创建表，数据就装载到这张表中
create table example
        (date text， time text， open float，
         high float， low float， volume int);
# 数据从 ossexample 装载到 example 中。
insert into example select * from ossexample;
# 可以看到
# oss_fdw 能够正确估计 oss 上的⽂件⼤小，正确的规划查询计划。
explain insert into example select * from ossexample;
                             QUERY PLAN                              
---------------------------------------------------------------------
 Insert on example  (cost=0.00..1.60 rows=6 width=92)
   ->  Foreign Scan on ossexample  (cost=0.00..1.60 rows=6 width=92)
         Foreign OssFile: osstest/example.csv.0
         Foreign OssFile Size: 728
(4 rows)
# 表 example 中的数据写出到 OSS 中。
insert into ossexample select * from example;
explain insert into ossexample select * from example;
                           QUERY PLAN
-----------------------------------------------------------------
 Insert on ossexample  (cost=0.00..16.60 rows=660 width=92)
   ->  Seq Scan on example  (cost=0.00..16.60 rows=660 width=92)
(2 rows)

oss_fdw 注意事项
• oss_fdw是在PostgreSQL FOREIGN TABLE框架下开发的外部表插件。
• 数据导⼊的性能和PostgreSQL集群的资源（CPU IO MEM MET）相关，也和OSS相关。
• 为保证数据导⼊的性能，请确保云数据库PostgreSQL与OSS所在Region相同，相关信息请参

考OSS endpoint 信息。
• 如果读取外表的SQL时触发ERROR: oss endpoint userendpoint not in aliyun 

white list，建议使⽤阿⾥云各可⽤区公共 endpoint。如果问题仍⽆法解决，请通过⼯单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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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处理
导⼊或导出出错时，⽇志中会出现下列错误提⽰信息：
• code：出错请求的HTTP状态码。
• error_code：OSS的错误码。
• error_msg：OSS的错误信息。
• req_id：标识该次请求的UUID。当您⽆法解决问题时，可以凭req_id来请求OSS开发⼯程师

的帮助。
请参考以下链接中的⽂档了解和处理各类错误，超时相关的错误可以使⽤oss_ext相关参数处理。
• OSS help ⻚⾯
• PostgreSQL CREATE FOREIGN TABLE ⼿册
• OSS 错误处理
• OSS 错误响应

id和key隐藏
CREATE SERVER中的id和key信息如果不做任何处理，⽤⼾可以使⽤select * from 

pg_foreign_server看到明⽂信息，会暴露⽤⼾的id和key。我们通过对id和key进⾏对称加
密实现对id和key的隐藏（不同的实例使⽤不同的密钥，最⼤限度保护⽤⼾信息），但⽆法使⽤类
似GP⼀样的⽅法，增加⼀个数据类型，会导致⽼实例不兼容。
最终加密后的信息如下：
postgres=# select * from pg_foreign_server ;
  srvname  | srvowner | srvfdw | srvtype | srvversion | srvacl |      
                                                                      
  srvoptions
-----------+----------+--------+---------+------------+--------
+------------------------------------------------------------------------------------------------------------------------------------
----------------------------------
 ossserver |       10 |  16390 |         |            |        | {host
=oss-cn-hangzhou-zmf.aliyuncs.com，id=MD5xxxxxxxx，key=MD5xxxxxxxx，
bucket=067862}

加密后的信息将会以MD5开头（总⻓度为len，len%8==3），这样导出之后再导⼊不会再次加
密，但是⽤⼾不能创建MD5开头的key和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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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迁移
5.1 RDS 实例间数据迁移

您可以迁移RDS实例的数据到其他RDS实例，实现业务平滑迁移。
详情请参⻅RDS实例间的数据迁移。

5.2 从⾃建数据库迁移到 RDS
您可以将⾃建库的数据导⼊到阿⾥云数据库上，实现业务平滑迁移。不同类型的云数据库，导⼊数
据的⽅式也不尽相同，具体请根据实际场景选择对应的迁移案例。

从 ECS ⾃建数据库迁移到 RDS
ECS 上的⾃建数据库到 RDS 的数据迁移

从本地数据库迁移到 RDS for PostgreSQL
本地 PostgreSQL 迁移⾄ RDS for PostgreSQL

5.3 迁移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到本地 PostgreSQL
阿⾥云数据库 PostgreSQL 版⽀持通过逻辑备份⽂件将云上数据迁移到本地数据库。

操作步骤
1. 通过 PostgreSQL 客⼾端，连接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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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如下命令，备份数据。
pg_dump -U username -h hostname -p port databasename -f filename

参数说明如下：
• username：云数据库⽤⼾名
• hostname：云数据库主机名
• port：云数据库端口号
• databasename：要备份的数据库名
• filename：要⽣成的备份⽂件名称
例如：
pg_dump -U myuser -h rds2z2tp80v3752wb455.pg.rds.aliyuncs.com -p 
3433 pg001 -f pg001.sql

3. 将备份⽂件pg001.sql放到⽬标服务器中。
4. 执⾏如下命令将数据恢复到本地数据库。

psql -U username -h hostname -d desintationdb -p port -f dumpfilena
me.sql

参数说明如下：
• username：本地数据库⽤⼾名
• hostname：本地数据库地址
• port：本地数据库端口号
• desintationdb：⽬的数据库名
• dumpfilename：备份⽂件名称
如：
psql -U myuser -h localhost -d pg001 -p 5432 -f pg001.sql

由于 RDS 数据库的权限设置和本地数据库不⼀致，在数据导⼊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些与权限
相关的 WARNING 或 ERROR，可以忽略，如：
WARNING:  no privileges could be revoked for "xxxxx"
ERROR:  role "xxxxx" does not exist

5.4 使⽤ psql 命令迁移⾃建PostgreSQL 数据库数据
本例介绍通过 psql 命令将 PostgreSQL 数据备份⽂件恢复到⽬标 RDS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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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PostgreSQL ⽀持逻辑备份。我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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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S 中。

前提条件
已完成 RDS 实例数据库的准备，可参⻅申请外⽹地址和创建数据库和账号。

准备本地数据
1. 通过 PostgreSQL 客⼾端，连接本地 PostgreSQL 数据库。
2. 执⾏如下命令，备份数据。

pg_dump -U username -h hostname -p port databasename -f filename

参数说明如下：
• username：本地数据库⽤⼾名
• hostname：本地数据库主机名，如果是在本地数据库主机登录，可以使⽤ localhost

• port：本地数据库端口号
• databasename：要备份的本地数据库名
• filename：要⽣成的备份⽂件名称
例如，数据库⽤⼾ William 要备份本地 PostgreSQL 数据库，登录 PostgreSQL 主机后，通
过如下命令备份数据。
pg_dump -U William -h localhost -p 3433 pg001 -f pg001.sql

正式迁移操作

说明:
通过 RDS 内⽹恢复数据，⽹络更稳定，数据更安全。建议您将数据上传到云服务器 ECS 上，然
后通过内⽹将数据恢复到⽬标 RDS上。如果数据⽂件太⼤，可以先压缩后再上传。本例以该⽅式
为例进⾏说明。

1. 登录云服务器 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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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 PostgreSQL 客⼾端，执⾏如下命令将数据导⼊到 RDS 中。
psql -U username -h hostname -d desintationdb -p port -f dumpfilena
me.sql

参数说明如下：
• username：RDS 上的 PostgreSQL 数据库⽤⼾名
• hostname：RDS 上的 PostgreSQL 数据库地址
• port：RDS 上的 PostgreSQL 数据库端口号
• databasename：RDS 上的 PostgreSQL 数据库名
• filename：本地备份数据⽂件名
如：
psql -U William -h postgresql.rds.aliyuncs.com -d pg001 -p 3433 -f 
pg001.sql

由于 RDS 数据库的权限设置和本地数据库不⼀致，在数据导⼊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些与权限
相关的 WARNING 或 ERROR，可以忽略，如：
WARNING:  no privileges could be revoked for "xxxxx"
ERROR:  role "xxxxx" does not exist

5.5 数据集成
数据集成是阿⾥对外提供的可跨异构数据存储系统的、可靠、安全、低成本、可弹性扩展的数据同
步平台，为20多种数据源提供不同⽹络环境下的离线（全量/增量）数据进出通道。
您可以通过数据集成（Data Integration）向云数据库RDS进⾏数据的导⼊和导出。详细信息请参
⻅⽀持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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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计费
6.1 按量付费转包年包⽉

您可以根据需求将后付费（按量付费）的RDS实例转变为预付费（包年包⽉）的计费⽅式。
影响

本操作对实例的运⾏不会有任何影响。
注意事项

• 包年包⽉的实例⽆法转变成按量付费的实例，在您进⾏计费⽅式的转变前请务必考虑清楚，以免
造成资源浪费。

• 包年包⽉实例⽆法释放。若您在合同期内退订包年包⽉的实例，需要交纳相应的⼿续费，详细规
则请参⻅⽤⼾提前退订产品之退款规则。

• 如果某实例有未完成⽀付的转包年包⽉订单，此时您升级该实例的规格，则该转包年包⽉订单将
失效。您需要先在订单管理⻚⾯将其作废，然后重新进⾏转包年包⽉的操作。

前提条件
• 实例规格不能为历史规格（不再售卖的规格）。历史规格列表请参⻅历史规格。若需将历史规格

实例转变为包年包⽉，请先变更实例规格。具体操作请参⻅变更配置。
• 实例的计费类型为按量付费。
• 实例状态为运⾏中。
• 实例没有未完成⽀付的转包年包⽉订单。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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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到⽬标实例，通过以下两种⽅式均可进⼊按量付费转包年包⽉⻚⾯。
• 在⽬标实例右侧操作列中单击转包年包⽉。
• 单击实例的ID，在运⾏状态栏中，单击转包年包⽉，如下图所⽰。

4. 选择购买时⻓。
5. 单击去⽀付。

说明:
此时系统会⽣成⼀个转包年包⽉的订单。若该订单未⽀付或作废，将导致您⽆法进⾏新购实例
或转包年包⽉的操作。您可以在订单管理⻚⾯⽀付或作废该订单。

6. 按照提⽰⽀付订单。

6.2 ⼿动续费
包年包⽉实例有到期时间，如果到期未续费，会导致业务中断甚⾄数据丢失，建议您及时⼿动续
费。
包年包⽉实例到期后的具体影响请参⻅⽋费或到期的影响。

说明:
按量付费实例没有到期时间，不涉及续费操作。

在包年包⽉实例未到期时或者到期后7天内，您可以⼿动给实例续费，以延⻓实例的使⽤时间。
⽅法⼀：RDS控制台续费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在右侧单击续费。

50 ⽂档版本：20191127

https://expense.console.aliyun.com/#/order/list/
https://rds.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6 计费

4. 在续费⻚⾯中，选择续费时⻓。时间越⻓，折扣越多。

5. 勾选服务协议，单击去⽀付，完成⽀付即可。
⽅法⼆：续费管理控制台续费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控制台右上⽅，选择费⽤ > 续费管理。

3. 在控制台左上⻆单击体验新版，切换到新版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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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搜索过滤功能在⼿动续费⻚签中找到⽬标实例，您可以单个续费或批量续费：
• 单个续费

a. 在⽬标实例右侧单击续费。

说明:
- ⽰例为新版续费管理控制台操作步骤，如果您使⽤旧版控制台，需要在左侧导航栏中

找到云数据库RDS版，然后进⾏续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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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标实例在⾃动续费或到期不续费⻚签中，您可以单击恢复⼿动续费，在弹出的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即可恢复为⼿动续费。

b. 选择续费时⻓并勾选服务协议，单击去⽀付完成⽀付即可。
• 批量续费

a. 勾选⽬标实例，单击下⽅批量续费。

b. 选择每个实例的续费时⻓，单击去⽀付完成⽀付即可。

⾃动续费
开通⾃动续费可以免去您定期⼿动续费的烦恼，且不会因为忘记续费而导致业务中断。详情请参
⻅⾃动续费。

6.3 ⾃动续费
开通⾃动续费可以免去您定期⼿动续费的烦恼，且不会因忘记续费而导致业务中断。
包年包⽉实例有到期时间，如果到期未续费，会导致业务中断甚⾄数据丢失，具体影响请参⻅⽋费
或到期的影响。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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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量付费实例没有到期时间，不涉及续费操作。
注意事项

• ⾃动续费将于实例到期前9天开始扣款，⽀持现⾦及代⾦券扣款，请保持账⼾余额充⾜。
• 若您在⾃动扣款⽇期前进⾏了⼿动续费，则系统将在下⼀次到期前进⾏⾃动续费。
• ⾃动续费功能于次⽇⽣效。若您的实例将于次⽇到期，为避免业务中断，请⼿动进⾏续费，详细

步骤请参⻅⼿动续费。
在购买实例时开通续费

说明:
开通⾃动续费后，系统将根据您的购买时⻓为周期进⾏⾃动续费。例如，如果您购买了3个⽉的实
例并勾选了⾃动续费，则每次⾃动续费时会缴纳3个⽉的费⽤。

在购买包年包⽉实例时，可以勾选⾃动续费。

购买实例后开通⾃动续费

说明:
开通⾃动续费后，系统将根据您选择的续费周期进⾏⾃动续费。例如，如果您选择了3个⽉的续费
周期，则每次⾃动续费时会缴纳3个⽉的费⽤。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控制台右上⽅，选择费⽤ > 续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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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控制台左上⻆单击体验新版，切换到新版控制台。

4. 通过搜索过滤功能在⼿动续费或到期不续费⻚签中找到⽬标实例，您可以单个开通或批量开通：
• 单个开通

a. 单击右侧开通⾃动续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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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新版续费管理控制台操作步骤，如果您使⽤旧版控制台，需要在左侧导航栏中找
到云数据库RDS版，然后开通⾃动续费。

b.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动续费周期，单击开通⾃动续费。

• 批量开通
勾选⽬标实例，单击下⽅开通⾃动续费。

•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动续费周期，单击开通⾃动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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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动续费周期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控制台右上⽅，选择费⽤ > 续费管理。

3. 在控制台左上⻆单击体验新版，切换到新版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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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搜索过滤功能在⾃动续费⻚签中找到⽬标实例，单击右侧修改⾃动续费。

说明:
⽰例为新版续费管理控制台操作步骤，如果您使⽤旧版控制台，需要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云数
据库RDS版，然后修改⾃动续费。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修改⾃动续费周期后，单击确定。
关闭⾃动续费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控制台右上⽅，选择费⽤ > 续费管理。

3. 在控制台左上⻆单击体验新版，切换到新版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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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搜索过滤功能在⾃动续费⻚签中找到⽬标实例，单击右侧恢复⼿动续费。

说明:
⽰例为新版续费管理控制台操作步骤，如果您使⽤旧版控制台，需要在左侧导航栏中找到云数
据库RDS版，然后关闭⾃动续费。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23 创建数据库实例

说明:
创建实例时开通⾃动续费。

#unique_50 包年包⽉实例续费
说明:

创建实例后开通⾃动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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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待处理事件
当RDS出现待处理事件时，会在控制台提醒您及时处理。
RDS运维事件（如实例迁移、版本升级等）除了在短信、语⾳、邮件或站内信通知之外，还会在控
制台进⾏通知。您可以查看具体的事件类型、地域、流程和注意事项，以及涉及的实例列表，也可
以⼿动修改计划切换时间。

前提条件
有未处理的运维事件。

说明:
您可以在控制台右上⻆待处理事件看到提醒。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或右上⻆单击待处理事件。

说明:
强制要求预约时间的运维事件会弹窗提醒，请尽快完成预约。

3. 在待处理事件⻚⾯选择相应的事件类型、地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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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事件类型⻚⾯会有不同的通知信息，包括该事件的流程和注意事项。

4. 在下⽅实例列表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如需修改计划切换时间，请在左侧勾选对应的实例，然后
单击⾃定义操作时间，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时间并单击确定。

说明:
• 不同类型的事件显⽰的信息有所不同，请以实际⻚⾯为准。
• 计划切换时间不能晚于最晚操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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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例
8.1 重启实例

当实例出现连接数满或性能问题时，您可以⼿动重启实例。

说明:
重启实例会造成连接中断，重启前请做好业务安排，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的地域。

3. 单击实例ID或操作栏中的管理按钮，即可进⼊基本信息⻚⾯。
4. 在⻚⾯右上⻆，单击重启实例。

5.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确定。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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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右上⻆，单击重启实例。
5. 选择是否强制重启，然后单击确认。

说明:
选择否，实例会在可维护时间段内重启。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54 重启RDS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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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设置可维护时间段
为保障云数据库RDS实例的稳定性，后端系统会不定期对实例进⾏维护操作。默认可维护时间段
为02:00~06:00，您可以根据业务规律，将可维护时间段设置在业务低峰期，以免维护过程中可能
对业务造成的影响。

注意事项
• 在进⾏正式维护前，RDS会给阿⾥云账号中设置的联系⼈发送短信和邮件，请注意查收。
• 实例维护当天，为保障整个维护过程的稳定性，实例会在可维护时间段之前进⼊实例维护中的

状态。当实例处于该状态时，对数据库的访问以及查询类操作（如性能监控）不会受到任何影
响，但除了账号管理、数据库管理和IP⽩名单设置外的变更操作（如升降级、重启等）均暂时⽆
法使⽤。

• 在可维护时间段内，实例会发⽣1到2次连接闪断，请确保应⽤程序具有重连机制。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的地域。

3. 单击实例ID或操作列中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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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配置信息区域，单击可维护时间段后的设置。

5. 选择⼀个可维护时间段，单击 保存。

说明:
时间段为北京时间。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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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的地域。

3. 单击实例ID或操作列中的管理。
4. 在基本信息⻚⾯单击可维护窗口右侧的修改。

5. 选择⼀个可维护时间段，单击 提交。

说明:
时间段为北京时间。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56 修改RDS实例可维护时间

8.3 迁移可⽤区
您可以将实例迁移⾄同⼀地域内的其它可⽤区。迁移可⽤区后，实例的所有属性、配置和连接地址
都不会改变。迁移所需时间跟实例的数据量有关，通常为⼏个小时。

迁移类型
迁移类型 场景
从⼀个可⽤区迁移⾄另
⼀个可⽤区

实例所在可⽤区出现满负载或者其它影响实例性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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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类型 场景
从⼀个可⽤区迁移⾄多
个可⽤区

提⾼实例的容灾能⼒，实现跨机房容灾。主备实例分别位于不同的可⽤
区。
相对于单可⽤区实例，多可⽤区实例可以承受更⾼级别的灾难。例
如，单可⽤区实例可以承受服务器和机架级别的故障，而多可⽤区实例
可以承受机房级别的故障。

从多个可⽤区迁移⾄⼀
个可⽤区

为了满⾜特定功能的要求。

费⽤
本功能免费。即使将实例从单可⽤区迁移⾄多个可⽤区，也不收取费⽤。

前提条件
• 仅当实例所在的地域有多个可⽤区时，才⽀持迁移可⽤区功能。关于地域和可⽤区的详情，请参

⻅地域和可⽤区。
• 实例版本如下：

- PostgreSQL 10 ⾼可⽤版（本地盘）
- PostgreSQL 9.4

注意事项
在迁移可⽤区的过程中，会有约30秒的连接闪断，而且与数据库、账号、⽹络等相关的⼤部分操作
都⽆法执⾏。因此，请确保您的应⽤程序有⾃动重连机制，并将迁移操作设置在业务低峰期进⾏。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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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单击迁移可⽤区。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标可⽤区、虚拟交换机和迁移时间，然后单击确定。

说明:
若您要修改可维护时间，执⾏如下操作：
a. 单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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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配置信息区域修改可维护时间段，单击保存。

c. 返回设置迁移可⽤区的⽹⻚，刷新⻚⾯，重新进⾏迁移可⽤区的操作。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单击迁移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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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标可⽤区、虚拟交换机和迁移时间，然后单击确定。

相关API
API 描述
MigrateToOtherZone 迁移RDS实例可⽤区

8.4 切换主备实例
⾼可⽤版实例有⼀个备实例，主备实例的数据会实时同步，您只能访问主实例，备实例仅作为备份
形式存在，不提供业务访问。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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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主实例出现故障⽆法访问时，会⾃动切换到备⽤实例。

前提条件
实例为⾼可⽤版实例。

说明:
基础版实例没有备实例，所以不⽀持主备实例的切换。

注意事项
主备实例切换过程中可能会有闪断，请确保您的应⽤程序具有⾃动重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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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服务可⽤性。
5. 在实例可⽤性区域，单击主备库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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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切换时间，然后单击确定。
在主备库切换期间，有很多操作⽆法执⾏，例如管理数据库和账号、切换⽹络类型等，建议您选
择可维护时间内进⾏切换。

说明:
若您要修改可维护时间，执⾏如下操作：
a. 单击修改。

b. 在配置信息区域修改可维护时间段，单击保存。

c. 回到切换主备实例的⻚⾯，刷新⻚⾯，重新进⾏切换主备实例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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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服务可⽤性。
5. 在右侧单击主从切换，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说明:
仅在创建时主可⽤区和当前主可⽤区不⼀致时才会显⽰切换按钮。

相关API
API 描述
SwitchDBInstanceHA 切换RDS实例的主备

8.5 切换⽹络类型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将实例的⽹络类型在经典⽹络和专有⽹络之间切换。

⽹络类型
• 经典⽹络：实例之间不通过⽹络进⾏隔离，只能依靠实例⾃⾝的⽩名单策略来阻挡⾮法访问。
• 专有⽹络（VPC）：⼀个VPC就是⼀个隔离的⽹络环境。VPC的安全性较⾼，推荐您使

⽤VPC⽹络。
您可以⾃定义VPC中的路由表、IP 地址范围和⽹关。此外，您还可以通过专线或者VPN的⽅式
将⾃建机房与阿⾥云VPC组合成⼀个虚拟机房，实现应⽤平滑上云。

说明:
• 使⽤经典⽹络或专有⽹络，以及切换⽹络类型均不收取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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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PostgreSQL实例，切换⽹络类型前，需要先将IP⽩名单的模式切换为⾼安全⽩名单模
式。具体操作请参⻅切换为⾼安全⽩名单模式。

从专有⽹络（VPC）切换为经典⽹络
注意事项
• RDS实例切换为经典⽹络后，内⽹地址不变（连接字符串不变，该字符串对应的IP地址会改

变）。
• RDS实例切换为经典⽹络后，VPC中的ECS将不能再通过该内⽹地址访问该RDS实例，请注意

变更应⽤端的连接地址。
• 在切换⽹络类型时，RDS服务可能会出现⼀次30秒的闪断，请您尽量在业务低峰期执⾏升级操

作，或确保您的应⽤有⾃动重连机制，以避免闪断造成的影响。
• PostgreSQL 11⾼可⽤版（云盘）、PostgreSQL 10⾼可⽤版（云盘）和PostgreSQL 10基

础版实例不⽀持经典⽹络，因此不⽀持切换到经典⽹络。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连接。
5. 单击切换为经典⽹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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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络类型切换完成后，只有经典⽹络的ECS才能通过内⽹访问该RDS，请在经典⽹络的ECS上配
置RDS连接地址。

7. 设置RDS的⽩名单，使得ECS可以通过内⽹访问RDS。
• 如果RDS实例采⽤通⽤⽩名单模式（如下图），请将经典⽹络的ECS内⽹IP地址添加到任意

⽩名单分组。

• 如果RDS实例采⽤⾼安全⽩名单模式（如下图），请将经典⽹络的ECS内⽹IP地址添加
到RDS实例的经典⽹络⽩名单分组。如果没有经典⽹络的分组，请新建分组。

从经典⽹络切换为专有⽹络（VPC）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档版本：20191127 75

https://rds.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8 实例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连接。
5. 单击切换为专有⽹络。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VPC和交换机，以及是否保留经典⽹络地址。

• 选择VPC。建议选择您的ECS实例所在的VPC，否则ECS实例与RDS实例⽆法通过内⽹互
通（除⾮在两个VPC之间创建⾼速通道或VPN⽹关）。

• 选择交换机。如果选择的VPC中没有交换机（如下图），请创建与实例在同⼀可⽤区的交换
机。具体操作请参⻅管理交换机。

• 选择是否勾选保留经典⽹络，具体说明如下表所述。
操作 说明
不勾选 不保留经典⽹络地址，原经典⽹络地址变为VPC地址。

如果不保留经典⽹络地址，则切换⽹络类型时，RDS实例会发⽣⼀次30秒的
闪断，而且经典⽹络的ECS对该RDS实例的内⽹访问会⽴即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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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勾选 保留经典⽹络地址，同时⽣成⼀个新的VPC地址（如下图）。表⽰使⽤混访模

式，即RDS可以同时被经典⽹络和VPC的ECS通过内⽹访问。
如果保留经典⽹络地址，则切换⽹络类型时，RDS实例不会发⽣闪断，而且经
典⽹络的ECS对该RDS实例的内⽹访问也不会断开，直到经典⽹络地址到期才
断开。
在经典⽹络地址到期前，请将VPC地址配置到VPC的ECS中，以实现业务平滑
迁移到VPC。在经典⽹络地址到期前的7天，系统会每天给您账号绑定的⼿机
发送短信提醒。

更多介绍请参⻅经典⽹络平滑迁移到VPC的混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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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VPC的ECS内⽹IP地址添加到RDS实例的专有⽹络⽩名单分组（如下图），使得ECS可以通
过内⽹访问RDS。如果没有专有⽹络的分组，请新建分组。

8. • 如果选择了保留经典⽹络地址，请在经典⽹络地址到期前，将RDS的VPC地址配置到VPC的
ECS中。

• 如果选择了不保留经典⽹络地址，那么切换⽹络类型后，经典⽹络的ECS对该RDS实例的内
⽹访问会⽴即断开。请将RDS的VPC地址配置到VPC的ECS中。

说明:
如果要使经典⽹络中的ECS通过内⽹连接到VPC的RDS，您可以使⽤ClassicLink，或者
将ECS切换到VPC⽹络。

常⻅问题
如何变更VPC？
• 对于⽀持从VPC切换到经典⽹络，以及⽀持从经典⽹络切换到VPC的实例：

1. 将⽹络模式从VPC切换为经典⽹络。
2. 将⽹络模式从经典⽹络切换⾄⽬的VPC。

• 对于不⽀持⽹络类型切换的实例：
购买新的实例（购买时选择⽬的VPC），然后将数据迁移到新的实例。详情请参⻅PostgreSQL实
例间数据迁移。

相关API
API 描述
ModifyDBInstanceNetworkType 修改RDS实例⽹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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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释放实例
根据业务需求，您可以⼿动释放按量付费实例或者退订包年包⽉实例。

说明:
释放或退订后，实例⽴即被清除，数据不再保留，请提前备份数据。

释放按量付费实例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通过如下两种⽅式打开释放实例对话框：
• 找到⽬标实例，在操作列中选择更多 > 释放实例。

• a.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b. 在基本信息⻚⾯，单击释放实例。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退订包年包⽉实例

您可以登录退订管理⻚⾯进⾏退订操作。详情请参⻅退款规则及退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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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API
API 描述
DeleteDBInstance 释放按量付费的RDS实例（包年包⽉实例暂不

⽀持通过API退订）

8.7 变更配置
本⽂介绍如何变更实例的系列、规格、存储空间、存储类型、可⽤区等。

变配⽅式
• ⽴即升降配：变配后，新的配置⽴即⽣效。包年包⽉实例和按量付费实例都⽀持⽴即升降配。
• 续费时升降配：是指对实例进⾏续费，并在续费时变更实例配置。仅包年包⽉实例⽀持续费时

升降配，新的配置将在下⼀计费周期⽣效。例如，包⽉实例到期时间为2018年6⽉20⽇，您在
2018年5⽉10⽇进⾏了实例的续费和升配的操作，则该续费和升配会在2018年6⽉20⽇⽣效。

说明:
变配任务下达后，系统将磁盘数据同步到⼀个新实例，然后根据⽴即升降配或续费时升降配确定时
间，到时间后系统将⽼实例的实例ID和连接地址等信息切换到新实例。

变更项
如您需要横向扩展数据库的读取能⼒，请参⻅PostgreSQL只读实例简介和创建PostgreSQL只读实
例，通过只读实例来分担主实例的压⼒。
变更项 说明
规格 所有实例类型都⽀持变更规格。
存储空间 所有实例都⽀持增加存储空间。

仅续费变配时，基于本地盘的包年包⽉实例可以降低存储空间。
说明:

• 增加或降低存储空间时不能超过该规格的存储空间限制，详情请参
⻅#unique_22。

• 基于云盘的实例⽆法降低存储空间。
• 若当前规格对应的存储空间范围⽆法满⾜您的需求，请选择其它实例规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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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上述配置不会导致实例连接地址的改变。
计费规则

请参⻅变配的计费规则。
前提条件

您的阿⾥云账号没有未⽀付的续费订单。
注意事项

• 在变更配置⽣效期间，RDS服务可能会出现⼀次约30秒的闪断，而且与数据库、账号、⽹络等
相关的⼤部分操作都⽆法执⾏，请尽量在业务低峰期执⾏变配操作，或确保您的应⽤有⾃动重连
机制。

• 由于基础版只有⼀个数据库节点，没有备节点作为热备份，因此当该节点意外宕机或者执⾏变更
配置、版本升级等任务时，会出现较⻓时间的不可⽤。如果业务对数据库的可⽤性要求较⾼，不
建议使⽤基础版，可选择其他系列（如⾼可⽤版）。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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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变更配置。

5. （仅包年包⽉实例需要执⾏此步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变更⽅式，单击下⼀步。

6. 修改数据库规格和存储空间。
7. 选择变更实例配置的执⾏时间。

• 数据迁移结束后⽴即切换：变更实例配置会涉及到底层的数据迁移，您可以选择在数据迁移
后⽴即切换。

• 可维护时间内进⾏切换：在变更配置⽣效期间，可能会出现⼀次约30秒的闪断，而且与数据
库、账号、⽹络等相关的⼤部分操作都⽆法执⾏，因此您可以选择在可维护时间段内执⾏切
换的操作。

说明:
若您要修改可维护时间，执⾏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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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击修改。

b. 在配置信息区域修改可维护时间段，单击保存。

c. 返回变更配置的⻚⾯，刷新⻚⾯，重新进⾏变更配置的操作。
8. 在变更配置⻚⾯，勾选服务协议，单击确认变更，并完成⽀付。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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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到⽬标实例，选择右侧# > 变配。

4. 修改数据库规格和存储空间。
5. 勾选服务协议，单击去开通并完成⽀付。

常⻅问题
1. 存储类型（本地SSD盘、SSD云盘和ESSD云盘）如何变更？

答：请参⻅#unique_72。
2. 仅扩容存储空间，需要迁移数据到新实例吗？

答：需要检查实例所在主机上是否有⾜够存储空间⽤于扩容。如果有则直接扩容，不需要迁移数
据；如果没有，则需要迁移数据到拥有⾜够存储空间的主机上。

相关API
API 描述
ModifyDBInstanceSpec 变更RDS实例规格

8.8 设置实例参数
您可以使⽤控制台或者API查看和修改部分参数的值，并在控制台查询参数修改记录。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 修改参数值时请参考控制台上可修改参数⻚⾯中的可修改参数值列。
• 部分参数修改后需要重启实例，具体请参⻅控制台上可修改参数⻚⾯中的是否重启列。重启实例

会造成连接中断，重启前请做好业务安排，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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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RDS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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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可修改参数标签⻚，您可以选择修改单个参数或批量修改参数，步骤如下：
• 修改单个参数

a. 单击要修改的参数后的 。
b. 输⼊⽬标值并单击确定。
c. 单击提交参数。
d.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 批量修改参数
a. 单击导出参数，导出参数⽂件到本地。
b. 打开参数⽂件，修改参数值。
c. 单击导⼊参数。
d. 在导⼊参数窗口粘贴要修改的参数及参数值，并单击确定。
e. 确认参数列表中的参数修改结果，单击提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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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 修改参数值时请参考控制台上参数配置⻚⾯中的 修改范围列。
• 部分参数修改后需要重启实例，具体请参⻅控制台上参数配置⻚⾯中的重启列。重启实例会造成

连接中断，重启前请做好业务安排，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参数管理 > 参数配置。
5. 找到⽬标参数，在当前值列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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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左上⻆单击提交修改。

查看参数修改记录
1. 登录RDS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参数设置。
5. 选择修改历史标签⻚。
6. 选择要查询的时间范围，单击查询。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75 查看数据库参数模板
#unique_76 查询实例当前的参数配置
#unique_77 修改实例参数

参数说明
请参⻅官⽅⽂档：PostgreSQL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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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实例回收站
RDS实例过期或⽋费后，会进⼊回收站。您可以在回收站中解锁实例、重建实例或销毁实例。

充值解锁
RDS实例因为⽋费被锁定时，可以对账号充值解锁实例。

续费解锁
RDS实例因为到期被锁定时，可以在回收站中对实例进⾏续费解锁。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回收站。
4. 找到被锁定的实例，单击续费解锁为实例续费。

续费后，实例会⽴即恢复正常。

重建实例
实例到期后第8天将被释放，数据备份将继续保留8天，在这8天⾥，您可以通过重建实例功能，将
数据恢复到⼀个新实例。实例到期后第16天，数据备份也会删除，则数据⽆法找回。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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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回收站。
4. 找到被释放的实例，单击重建实例。

默认会在原实例所在的可⽤区创建相同规格的实例，您也可以选择其它可⽤区及其它实例规格。
销毁实例

RDS实例到期或⽋费后，您可以在回收站中销毁该实例。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回收站。
4. 找到⽬标实例，单击⽴即销毁。

8.10 RDS for PostgreSQL版本说明
PostgreSQL 10.8

发布⽇期：2019-06-12
修复了已知的BUG和安全漏洞（CVE-2019-10130）。详情请参⻅PostgreSQL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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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账号
9.1 创建账号

本⽂介绍如何为RDS for PostgreSQL实例创建账号。
若要使⽤云数据库RDS，您需要在实例中创建账号。

注意事项
• 同⼀实例下的数据库共享该实例下的所有资源。每个PostgreSQL类型的实例⽀持创建⼀个⾼权

限账号以及多个普通账号，您还可以通过SQL命令创建、管理普通账号。
• 如果您要迁移本地数据库到RDS，请在RDS实例中创建与本地数据库⼀致的迁移账号和数据

库。
• 分配数据库账号权限时，请按最小权限原则和业务⻆⾊创建账号，并合理分配只读和读写权限。

必要时可以把数据库账号和数据库拆分成更小粒度，使每个数据库账号只能访问其业务之内的数
据。如果不需要数据库写⼊操作，请分配只读权限。

• 为保障数据库的安全，请将数据库账号的密码设置为强密码，并定期更换。
• ⾼权限账号创建后⽆法删除。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账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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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创建初始账号。
6. 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库账号 • ⻓度为2~16个字符。

• 由小写字⺟、数字或下划线组成。
• 以字⺟开头，以字⺟或数字结尾。

密码 • ⻓度为8~32个字符。
• 由⼤写字⺟、小写字⺟、数字、特殊字符中的任意三种组成。
• 特殊字符为!@#$%^&*()_+-=

确认密码 再次输⼊相同的密码。

7. 单击确定。
8. 单击⻚⾯右上⻆的登录数据库，进⼊数据管理控制台的快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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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快捷登录⻚⾯，检查阿⾥云数据库标签⻚⾯显⽰的连接地址和端口信息。若信息正确，填写数
据库⽤⼾名和密码，如下图所⽰。

参数 说明
⽹络h地址:端口 填写实例的连接地址和端口信息。
数据库⽤⼾名 填写要访问数据库的账号名称。
输⼊密码 账号对应的密码。

10.单击登录。

说明:
若您希望浏览器记住该账号的密码，可以先勾选记住密码，再单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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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若出现将DMS服务器的IP段加⼊到RDS⽩名单中的提⽰，单击设置⽩名单，如下图所⽰。若需
⼿动添加，请参⻅设置⽩名单。

12.成功添加⽩名单后，单击登录。
13.成功登录RDS实例后，在⻚⾯上⽅的菜单栏中，选择SQL操作 > SQL窗口 。
14.在SQL窗口中按照如下语法，创建普通账号。

CREATE USER name [ [ WITH ] option [ ... ] ]
where option can be:
   SUPERUSER | NOSUPERUSER
 | CREATEDB | NOCREATEDB
 | CREATEROLE | NOCREATEROLE
 | CREATEUSER | NOCREATEUSER
 | INHERIT | NOINHERIT
 | LOGIN | NOLOGIN
 | REPLICATION | NOREPLICATION
 |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 [ ENCRYPTED | UNENCRYPTED ] PASSWORD 'password'
 | VALID UNTIL 'timestamp'
 | IN ROLE role_name [, ...]
 | IN GROUP role_name [, ...]
 | ROLE role_name [, ...]
 | ADMIN role_name [, ...]
 | USER role_name [, ...]
 | SYSID uid

例如，若您要创建⼀个名称为test2、密码为123456的⽤⼾，可以执⾏如下命令：
create user test2 password '123456';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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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账号管理。
5. 单击创建账号。
6. 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说明
账号名 • ⻓度不超过16个字符。

• 由小写字⺟、数字、下划线组成。
• 以字⺟开头，以字⺟或数字结尾。

账号类型 选择账号类型为⾼权限账号或普通账号。
密码 • ⻓度为8~32个字符。

• 由⼤写字⺟、小写字⺟、数字、特殊字符中的任意三种组成。
• 特殊字符为!@#$%^&*()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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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确认密码 再次输⼊相同的密码。

7. 单击确定。
相关API

API 描述
CreateAccount 创建账号

9.2 重置密码
在使⽤ RDS 过程中，如果忘记数据库账号密码，可以通过控制台重新设置密码。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 管理控制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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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账号管理。
5. 找到要重置密码的账号，单击重置密码。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新密码并确认后，单击确定。

说明:
密码要求如下：
• ⻓度为8~32个字符。
• 由⼤写字⺟、小写字⺟、数字、特殊字符中的任意三种组成。
• 特殊字符为!@#$%^&*()_+-=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 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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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账号管理。
5. 找到要重置密码的账号，单击修改密码。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新密码并确认后，单击确定。

说明:
密码要求如下：
• ⻓度为8~32个字符。
• 由⼤写字⺟、小写字⺟、数字、特殊字符中的任意三种组成。
• 特殊字符为!@#$%^&*()_+-=

相关API
API 描述
ResetAccountPassword 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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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库
10.1 创建数据库

本⽂介绍如何为RDS for PostgreSQL实例创建数据库。
若要使⽤云数据库RDS，您需要在实例中创建数据库。

概念
• 实例：实例是虚拟化的数据库服务器。您可以在⼀个实例中创建和管理多个数据库。
• 数据库：数据库是以⼀定⽅式储存在⼀起、能与多个⽤⼾共享、具有尽可能小的冗余度、与应⽤

程序彼此独⽴的数据集合，可以简单理解为存放数据的仓库。
• 字符集：字符集是数据库中字⺟、符号的集合，以及它们的编码规则。

前提条件
已创建RDS for PostgreSQL实例。详情请参⻅创建RDS for PostgreSQL实例。

注意事项
• 同⼀实例下的数据库共享该实例下的所有资源。每个PostgreSQL类型的实例⽀持创建多个数据

库，您还可以通过SQL命令创建、管理数据库。
• 如果您要迁移本地数据库到RDS，请在RDS实例中创建与本地数据库⼀致的迁移账号和数据

库。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档版本：20191127 99

https://rds.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10 数据库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单击⻚⾯右上⻆的登录数据库，进⼊数据管理控制台的快捷登录⻚⾯。
5. 在快捷登录⻚⾯，检查阿⾥云数据库标签⻚⾯显⽰的连接地址和端口信息。若信息正确，填写数

据库⽤⼾名和密码，如下图所⽰。

参数 说明
⽹络h地址:端口 填写实例的连接地址和端口信息。
数据库⽤⼾名 填写要访问数据库的账号名称。
输⼊密码 账号对应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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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出现将DMS服务器的IP段加⼊到RDS⽩名单中的提⽰，单击设置⽩名单，如下图所⽰。若需
⼿动添加，请参⻅设置⽩名单。

7. 成功添加⽩名单后，单击登录。
8. 成功登录RDS实例后，在⻚⾯上⽅的菜单栏中，选择SQL操作 > SQL窗口 。
9. 在SQL窗口中按照如下语法，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name
 [ [ WITH ] [ OWNER [=] user_name ]
        [ TEMPLATE [=] template ]
        [ ENCODING [=] encoding ]
        [ LC_COLLATE [=] lc_collate ]
        [ LC_CTYPE [=] lc_ctype ]
        [ TABLESPACE [=] tablespace_name ]
        [ CONNECTION LIMIT [=] connlimit ] ]

例如，若您要创建⼀个名称为test的数据库，可以执⾏如下命令：
create database test;

10.单击执⾏。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档版本：20191127 101

https://rds.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10 数据库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库管理。
5. 单击创建数据库。
6. 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库（DB）名称 • 最⻓64个字符。

• 由小写字⺟、数字、中划线、下划线组成。
• 以字⺟开头，以字⺟或数字结尾。

⽀持字符集 数据库的字符集。
Collate 字符串排序规则。
Ctype 字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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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数据库Owner 数据库的所有者，对数据库拥有ALL权限。

7. 单击确定。
下⼀步

连接实例。

10.2 删除数据库
本⽂介绍如何删除RDS for PostgreSQL的数据库。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 RDS 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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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单击⻚⾯右上⻆的登录数据库，进⼊数据管理控制台的快捷登录⻚⾯。
5. 在快捷登录⻚⾯，检查阿⾥云数据库标签⻚⾯显⽰的连接地址和端口信息。若信息正确，填写数

据库⽤⼾名和密码，如下图所⽰。

参数 说明
⽹络h地址:端口 填写实例的连接地址和端口信息。
数据库⽤⼾名 填写要访问数据库的账号名称。
输⼊密码 账号对应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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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出现将DMS服务器的IP段加⼊到RDS⽩名单中的提⽰，单击设置⽩名单，如下图所⽰。若需
⼿动添加，请参⻅设置⽩名单。

7. 成功添加⽩名单后，单击登录。
8. 成功登录数据库后，在⻚⾯上⽅的菜单栏中，选择SQL操作 > SQL窗口。
9. 执⾏如下删除数据库命令：

drop database <database name>;

10.单击执⾏，删除数据库。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库管理。
5. 找到需要删除的数据库，单击右侧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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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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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库连接
11.1 经典⽹络平滑迁移到VPC的混访⽅案

为满⾜⽇益增多的⽹络迁移需求，RDS新增了⽹络混访功能，可实现在⽆闪断、⽆访问中断的情况
下将经典⽹络平滑迁移到VPC上，且主实例和各只读实例可以分别使⽤混访⽅案迁移⽹络，互不影
响。

背景信息
以往将RDS实例从经典⽹络迁移到VPC时，经典⽹络的内⽹地址会变为VPC的内⽹地址（连接字符
串没有变化，背后的IP地址有变化），会造成1次30秒内的闪断，而且经典⽹络中的ECS将不能再
通过内⽹访问该RDS实例，为了能够平滑迁移⽹络，RDS新增了⽹络混访功能。
混访是指RDS实例可以同时被经典⽹络和专有⽹络中的ECS访问。在混访期间，RDS实例会保留原
经典⽹络的内⽹地址并新增⼀个VPC下的内⽹地址，迁移⽹络时不会出现闪断。
基于安全性及性能的考虑，我们推荐您仅使⽤VPC，因此混访期有⼀定的期限，原经典⽹络的内⽹
地址在保留时间到期后会被⾃动释放，应⽤将⽆法通过经典⽹络的内⽹地址访问数据库。为避免对
业务造成影响，您需要在混访期中将VPC下的内⽹地址配置到您所有的应⽤中，以实现平滑的⽹络
迁移。
例如，某⼀公司要将经典⽹络迁移⾄VPC时，若选⽤混访的迁移⽅式，在混访期内，⼀部分应⽤通
过VPC访问数据库，⼀部分应⽤仍通过原经典⽹络的内⽹地址访问数据库，等所有应⽤都可以通过
VPC访问数据库时，就可以将原经典⽹络的内⽹地址释放掉，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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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限制
在混访期间，有如下功能限制：
• 不⽀持切换成经典⽹络。
• 不⽀持迁移可⽤区。

前提条件
• 实例的⽹络类型是经典⽹络。
• 实例所在可⽤区已有可⽤的VPC和交换机。关于创建VPC和交换机的操作，请参⻅管理专有⽹

络。
从经典⽹络迁移⾄VPC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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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连接。
5. 单击切换为专有⽹络。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VPC和交换机，以及是否保留经典⽹络地址。

• 选择VPC。建议选择您的ECS实例所在的VPC，否则ECS实例与RDS实例⽆法通过内⽹互
通（除⾮在两个VPC之间创建⾼速通道或VPN⽹关）。

• 选择交换机。如果选择的VPC中没有交换机（如下图），请创建与实例在同⼀可⽤区的交换
机。具体操作请参⻅管理交换机。

• 选择是否勾选保留经典⽹络，具体说明如下表所述。
操作 说明
不勾选 不保留经典⽹络地址，原经典⽹络地址变为VPC地址。

如果不保留经典⽹络地址，则切换⽹络类型时，RDS实例会发⽣⼀次30秒的
闪断，而且经典⽹络的ECS对该RDS实例的内⽹访问会⽴即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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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勾选 保留经典⽹络地址，同时⽣成⼀个新的VPC地址（如下图）。表⽰使⽤混访模

式，即RDS可以同时被经典⽹络和VPC的ECS通过内⽹访问。
如果保留经典⽹络地址，则切换⽹络类型时，RDS实例不会发⽣闪断，而且经
典⽹络的ECS对该RDS实例的内⽹访问也不会断开，直到经典⽹络地址到期才
断开。
在经典⽹络地址到期前，请将VPC地址配置到VPC的ECS中，以实现业务平滑
迁移到VPC。

7. 将VPC的ECS内⽹IP地址添加到RDS实例的专有⽹络⽩名单分组（如下图），使得ECS可以通
过内⽹访问RDS。如果没有专有⽹络的分组，请新建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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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如果选择了保留经典⽹络地址，请在经典⽹络地址到期前，将RDS的VPC地址配置到VPC的
ECS中。

• 如果选择了不保留经典⽹络地址，那么切换⽹络类型后，经典⽹络的ECS对该RDS实例的内
⽹访问会⽴即断开。请将RDS的VPC地址配置到VPC的ECS中。

说明:
如果要使经典⽹络中的ECS通过内⽹连接到VPC的RDS，您可以使⽤ClassicLink，或者
将ECS切换到VPC⽹络。

修改原经典⽹络内⽹地址的过期时间
在混访期间，您可以根据需求随时调整保留原经典⽹络的时间，过期时间会从变更⽇期重新开始计
时。例如，原经典⽹络的内⽹地址会在2017年8⽉18⽇过期，但您在2017年8⽉15⽇将过期时间变
更为“14天后”，则原经典⽹络的内⽹地址将会在2017年8⽉29⽇被释放。
修改过期时间的操作步骤如下所⽰：
1. 登录RDS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连接。
5. 在实例连接⻚签，单击修改过期时间，如下图所⽰。

6. 在修改过期时间的确认⻚⾯，选择过期时间，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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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设置连接地址
RDS⽀持两种连接地址：内⽹地址和外⽹地址。本⽂介绍如何申请、修改和释放外⽹地址。

内⽹地址和外⽹地址介绍
地址类型 说明
内⽹地址 • 默认提供内⽹地址，⽆需申请，⽆法释放，可以切换⽹络类型。

• 如果您的应⽤部署在ECS实例，且该ECS实例与RDS实例在同⼀地域，且⽹络类
型相同，则RDS实例与ECS实例可以通过内⽹互通，⽆需申请外⽹地址。

• 通过内⽹访问RDS实例时，安全性⾼，而且可以实现RDS的最佳性能。
外⽹地址 • 外⽹地址需要⼿动申请，不需要时也可以释放。

• ⽆法通过内⽹访问RDS实例时，您需要申请外⽹地址。具体场景如下：
- ECS实例访问RDS实例，且ECS实例与RDS实例位于不同地域，或者⽹络类

型不同。
- 阿⾥云以外的设备访问RDS实例。

说明:
• 外⽹地址会降低实例的安全性，请谨慎使⽤。
• 为了获得更快的传输速率和更⾼的安全性，建议您将应⽤迁移到与您的RDS实

例在同⼀地域且⽹络类型相同的ECS实例，然后使⽤内⽹地址。
申请或释放外⽹地址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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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如果未申请外⽹地址，可以单击申请外⽹地址。
• 如果已申请外⽹地址，可以单击释放外⽹地址。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修改内外⽹连接地址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连接。
5. 单击修改连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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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内外⽹连接地址，单击确定。

说明:
• 连接地址前缀以小写字⺟开头，8-64个字符，⽀持字⺟、数字和连字符（-）。
• 专有⽹络下，内外⽹地址的端口都⽆法修改。
• 经典⽹络下，内外⽹地址的端口都⽀持修改。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90 申请实例的外⽹地址
#unique_91 释放实例的外⽹地址

11.3 通过DMS登录RDS数据库
您可以通过阿⾥云的数据管理服务DMS登录RDS实例的数据库。

注意事项
只能使⽤内⽹地址登录DMS，暂时不⽀持使⽤申请的外⽹地址登录DMS。

前提条件
实例为如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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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greSQL 10⾼可⽤版（本地盘）
• PostgreSQL 10基础版
• PostgreSQL 9.4

操作步骤
1. 登录 RDS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的ID，进⼊基本信息⻚⾯。
4. 单击⻚⾯右上⻆的登录数据库，如下图所⽰，进⼊数据管理控制台的快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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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快捷登录⻚⾯，设置如下参数：
• 实例的地址和端口，格式为<内⽹地址>:<内⽹端口号>，例如rm-

bpxxxxxxx.rds.aliyuncs.com:3433。关于如何查看实例的地址和端口信息，请参⻅查看
实例的内外⽹地址及端口信息。

• 实例的账号名称。
• 实例的账号密码。

6. 单击登录。

说明:
若您希望浏览器记住该账号的密码，可以先勾选记住密码，再单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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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出现将DMS服务器的IP段加⼊到RDS⽩名单中的提⽰，单击设置所有实例或者设置本实例。

8. 成功添加⽩名单后，单击登录。

11.4 查看实例的内外⽹地址及端⼝信息
在连接RDS实例时，您需要填写RDS的内⽹地址和端口号或者外⽹地址和端口号。本⽂将介绍如何
在RDS控制台上查看RDS实例的内外⽹地址及端口信息。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的ID，进⼊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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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基本信息栏中，即可查看内外⽹地址及内外⽹端口信息。

说明:
• 要先设置实例的⽩名单，才会显⽰地址信息。
• 申请外⽹地址后，才会显⽰外⽹地址。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基本信息栏中，即可查看内外⽹地址及内外⽹端口信息。

说明:
• 要先设置实例的⽩名单，才会显⽰地址信息。
• 申请外⽹地址后，才会显⽰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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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申请外⽹地址
RDS⽀持内⽹地址和外⽹地址两种地址类型，默认提供内⽹地址供您内部访问RDS实例，如果需要
外⽹访问，您需要申请外⽹地址。

内⽹地址和外⽹地址
地址类型 说明
内⽹地址 • 默认提供内⽹地址。

• 如果您的应⽤部署在ECS实例，且该ECS实例与RDS实例在同⼀地域，且⽹络类
型相同，则RDS实例与ECS实例可以通过内⽹互通，⽆需申请外⽹地址。

• 通过内⽹访问RDS实例时，安全性⾼，而且可以实现RDS的最佳性能。
外⽹地址 • 外⽹地址需要⼿动申请，不需要时也可以释放。

• ⽆法通过内⽹访问RDS实例时，您需要申请外⽹地址。具体场景如下：
- ECS实例访问RDS实例，且ECS实例与RDS实例位于不同地域，或者⽹络类

型不同。
- 阿⾥云以外的设备访问RDS实例。

说明:
• 申请外⽹地址和后续产⽣的公⽹流量暂不收费。
• 外⽹地址会降低实例的安全性，请谨慎使⽤。
• 为了获得更快的传输速率和更⾼的安全性，建议您将应⽤迁移到与您的RDS实

例在同⼀地域且⽹络类型相同的ECS实例，然后使⽤内⽹地址。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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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库连接。
5. 单击申请外⽹地址。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外⽹地址⽣成成功。

7. （可选）如果您要修改外⽹地址或端口号，单击修改连接地址，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外⽹地址
及端口号，然后单击确定。

说明:
• 连接地址前缀以小写字⺟开头，8-64个字符，⽀持字⺟、数字和连字符（-）。
• 专有⽹络下，内外⽹地址的端口都⽆法修改。
• 经典⽹络下，内外⽹地址的端口都⽀持修改。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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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基本信息⻚⾯单击申请外⽹地址，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93 申请实例的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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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监控与报警
12.1 查看资源监控

RDS提供了丰富的性能监控项，您可以通过RDS管理控制台查看实例的资源监控数据。
CloudDBA能够提供更丰富的监控服务及智能诊断优化，请参⻅PostgreSQL CloudDBA简介。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监控与报警。
5. 在监控⻚⾯选择查询时间，即可查看相应的监控数据，具体监控项介绍如下。

监控项 说明
磁盘空间 实例的磁盘空间使⽤量，单位：MB。
IOPS 实例的数据盘每秒I/O请求次数和⽇志盘每秒I/O请求次数。
内存利⽤率 实例的内存利⽤率。
CPU利⽤率 实例的CPU利⽤率。
当前总连接数 实例当前总连接数。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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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监控与报警 > 基础监控。
5. 选择查询时间，即可查看相应的监控数据，具体监控项介绍如下。

监控项 说明
TPS 实例的每秒事务数。
操作⾏数 实例的每秒UPDATE、INSERT、DELETE等操作的数量。
RT 实例的响应时间，单位：秒。
连接 实例当前的连接总数、活跃连接数和空闲连接数。
膨胀点 实例进⾏垃圾回收的时间点。
慢查询 实例执⾏超过1秒、3秒、5秒的SQL数。
⻓事务 实例的⻓事务数，包括执⾏1秒、3秒、5秒的事务数，以及空

闲超过1秒、3秒、5秒的事务数。
2PC 实例执⾏超过1秒、3秒、5秒的两阶段提交2PC（2 Phase 

Commit）的事务数。
空间 实例的数据库空间和⽇志空间⼤小，单位：MByte。
延迟 实例的SLOT延迟和备库APPLY延迟，单位：Byte。
数据盘IOPS data⽬录所在磁盘每秒I/O请求次数。
数据盘读写吞吐 data⽬录所在磁盘的每秒读和写数据量，单位：KByte。
数据盘使⽤率 data⽬录所在磁盘的总体使⽤率和inodes使⽤率。
服务器CPU使⽤率 实例的CPU使⽤率。
服务器⽹络吞吐 实例⽹卡每秒接收和发送的数据量，单位：MByte。
服务器内存使⽤率 实例的内存使⽤率。
服务器内存量 实例的内存使⽤量、内存Cache量和内存空闲量，单位：

M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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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问题
• PostgreSQL CPU满(100%)性能分析及优化
• 磁盘空间占⽤突然暴增，⼜很快下降，如何处理

12.2 设置监控频率
RDS提供多种频率的监控，本⽂介绍如何设置监控频率。

背景信息
⽬前RDS for PostgreSQL提供两种监控频率。
• 60秒/次，监控周期为30天。
• 300秒/次，监控周期为30天。

前提条件
实例需要为如下版本：
• PostgreSQL 10⾼可⽤版（本地盘）
• PostgreSQL 9.4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监控与报警。

说明:
不同类型的数据库⽀持的监控项也不同，详情请参⻅查看资源监控。

5. 选择监控标签⻚。
6. 单击监控频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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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弹出的监控频率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您需要的监控频率，单击确定。

常⻅问题
• PostgreSQL CPU满(100%)性能分析及优化
• 磁盘空间占⽤突然暴增，⼜很快下降，如何处理

相关API
API 描述
DescribeResourceUsage 查看实例资源使⽤情况
DescribeDBInstancePerformance 查看实例性能数据
DescribeDBInstanceMonitor 查询监控⾏为
ModifyDBInstanceMonitor 修改监控⾏为

12.3 设置报警规则
您可以设置报警规则，系统在监控数据满⾜条件时，会通知报警联系组中的所有联系⼈。

⽀持的报警项
版本 ⽀持的报警项

连接数使⽤率
CPU使⽤率
只读实例延迟
磁盘使⽤率

PostgreSQL 10⾼可⽤版（本
地盘）/PostgreSQL 10基础
版/PostgreSQL 9.4

IOPS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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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持的报警项
内存使⽤率

PostgreSQL 10⾼可⽤版（本地盘）/PostgreSQL 10基础版/PostgreSQL 9.4
添加告警规则
1. 登录RDS 管理控制台 。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监控与报警。
5. 选择报警⻚⾯。
6. 单击报警规则设置，进⼊云监控控制台。

说明:
您可以单击刷新，⼿动刷新报警监控项当前状态。

7. 创建报警联系组，详情请参⻅创建报警联系⼈/报警联系组。
8. 创建报警规则，详情请参⻅云数据库RDS监控。
管理告警规则
1. 登录云数据库RDS监控列表 。
2. 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报警规则⻚签找到⽬标规则，在右侧选择需要进⾏的操作，详细介绍如下：

• 查看：查看详细的报警规则。
• 报警历史：查看某时间段的报警历史。
• 修改：修改告警规则，详细参数说明请参⻅报警规则参数说明。
• 禁⽤：禁⽤选择的告警规则。当监控数据满⾜条件时，不会触发报警。
• 删除：将选择的告警规则删除。删除后⽆法恢复，只能重新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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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安全性
13.1 切换为⾼安全⽩名单模式

RDS实例的IP⽩名单可以从通⽤⽩名单模式切换为⾼安全⽩名单模式，从而拥有更⾼的安全性。
IP⽩名单模式

RDS实例的IP⽩名单分为两种模式：
• 通⽤模式

⽩名单中的IP地址不区分经典⽹络和专有⽹络（既适⽤于经典⽹络也适⽤于专有⽹络）。有安全
⻛险，建议切换为⾼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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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模式
⽩名单中区分经典⽹络的IP⽩名单分组和专有⽹络的IP⽩名单分组。创建IP⽩名单分组时需要
指定⽹络类型。

切换为⾼安全模式后的变化
• 对于专有⽹络的实例，原有的IP⽩名单将全量复制为⼀个适⽤于专有⽹络的IP⽩名单分组。
• 对于经典⽹络的实例，原有的IP⽩名单将全量复制为⼀个适⽤于经典⽹络的IP⽩名单分组。
• 对于处于混访模式（专有⽹络+经典⽹络）的实例，原有的IP⽩名单将全量复制为两个完全相同

的IP⽩名单分组，分别适⽤于专有⽹络和经典⽹络。

说明:
切换为⾼安全模式不会影响⽩名单中的ECS安全组。

前提条件
实例版本如下：
• PostgreSQL 10⾼可⽤版（本地盘）
• PostgreSQL 9.4⾼可⽤版（本地盘）

注意事项
• 通⽤模式可以切换为⾼安全模式。⾼安全模式⽆法切换为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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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模式下，经典⽹络⽩名单分组也适⽤于公⽹访问。如果有公⽹设备要访问RDS实例，请
将公⽹设备IP地址添加到经典⽹络⽩名单分组。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安全性。
5. 在⽩名单设置⻚签中，单击切换⾼安全⽩名单模式（推荐）。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切换。

13.2 设置⽩名单
创建RDS实例后，您需要设置RDS实例的⽩名单，以允许外部设备访问该RDS实例。
创建RDS实例后，您需要设置RDS实例的⽩名单，以允许外部设备访问该RDS实例。默认的⽩名
单只包含默认IP地址127.0.0.1，表⽰任何设备均⽆法访问该RDS实例。
设置⽩名单包括两种操作：
• 设置IP⽩名单：添加IP地址，允许这些IP地址访问该RDS实例。

说明:
默认的IP⽩名单只包含默认IP地址127.0.0.1，表⽰任何设备均⽆法访问该RDS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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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ECS安全组：添加ECS安全组，允许ECS安全组内的ECS实例访问该RDS实例。
⽩名单可以让RDS实例得到⾼级别的访问安全保护，建议您定期维护⽩名单。设置⽩名单不会影响
RDS实例的正常运⾏。

操作步骤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 默认的IP⽩名单分组只能被修改或清空，不能被删除。
• 每个IP⽩名单分组最多添加1000个IP或IP段。当IP较多时，建议合并为IP段填⼊，例如192.

168.1.0/24。
• 当未设置⽩名单登录DMS时，会提⽰添加IP才可以正常登录，会⾃动⽣成相应的⽩名单分组。
• 设置⽩名单之前，您需要确认实例处于哪种⽹络隔离模式，根据模式查看相应的操作步骤。

⾼安全⽩名单模式下设置⽩名单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130 ⽂档版本：20191127

https://rds.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13 数据安全性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安全性。
5. 在⽩名单设置⻚⾯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要修改的⽩名单分组。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 如果专有⽹络下的ECS实例需要连接到RDS实例：单击default 专有⽹络分组右侧的修
改。

• 如果经典⽹络下的ECS实例需要连接到RDS实例：单击default 经典⽹络分组右侧的修
改。

• 如果阿⾥云以外的服务器或主机需要连接到RDS实例：单击default 经典⽹络分组右侧
的修改。

说明:
• 若需要ECS实例通过内⽹地址（专有⽹络地址和经典⽹络地址）连接到RDS，请确保两者处

于同⼀地域内，且⽹络类型相同，否则设置了⽩名单也⽆法连接成功。
• 您也可以单击添加⽩名单分组新建⾃定义分组，根据连接类型选择专有⽹络或经典⽹络 及

外⽹地址。

⽂档版本：20191127 131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13 数据安全性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需要访问该实例的IP地址或 IP 段，然后单击确定。详细规则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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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实例。
• 若您需要添加多个IP地址或IP段，请⽤英⽂逗号隔开（逗号前后都不能有空格），例如192.

168.0.1,172.16.213.9。
• 单击加载ECS内⽹IP后，将显⽰您当前阿⾥云账号下所有ECS实例的IP地址，可快速添

加ECS内⽹IP地址到⽩名单中。

说明:
当您在default分组中添加新的IP地址或IP段后，默认地址127.0.0.1会被⾃动删除。

通⽤⽩名单模式下设置⽩名单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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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安全性。
5. 在⽩名单设置⻚⾯中，单击default⽩名单分组中的修改，如下图所⽰。

说明:
您也可以单击添加⽩名单分组新建⾃定义分组。

6. 在修改⽩名单分组对话框中，填写需要访问该实例的IP地址或IP段，然后单击确定。详细规则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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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实例。
• 若您需要添加多个IP地址或IP段，请⽤英⽂逗号隔开（逗号前后都不能有空格），例如192.

168.0.1,172.16.213.9。
• 单击加载ECS内⽹IP后，将显⽰您当前阿⾥云账号下所有ECS实例的IP地址，可快速添

加ECS内⽹IP地址到⽩名单中。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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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default分组中添加新的IP地址或IP段后，默认地址127.0.0.1会被⾃动删除。

常⻅IP⽩名单设置错误案例
• ⽩名单只有默认地址127.0.0.1。该地址表⽰不允许任何设备访问RDS实例。因此需在⽩名单中

添加需要访问实例的设备的IP地址。
• ⽩名单设置为0.0.0.0，正确格式为0.0.0.0/0。

说明:
0.0.0.0/0表⽰允许任何设备访问RDS实例，请谨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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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已开启⾼安全⽩名单模式，IP填写到错误的分组。填写IP时需进⾏如下检查：
- 如果使⽤的是专有⽹络的内⽹连接地址，请确保ECS内⽹IP地址添加到了default 专有⽹

络的分组。
- 如果使⽤的是经典⽹络的内⽹连接地址，请确保ECS内⽹IP地址添加到了default 经典⽹

络的分组。
- 如果使⽤ClassicLink访问RDS的专有⽹络地址，请确保ECS内⽹IP地址添加到了default 专

有⽹络分组。
- 如果通过公⽹连接，请确保设备公⽹IP地址添加到了default 经典⽹络的分组（专有⽹络的

分组不适⽤于公⽹）。
• 在⽩名单中添加设备公⽹IP地址⽆效。您填写的可能并⾮设备真正的出口IP地址。原因如下：

- 公⽹IP地址不固定，可能会变动。
- IP地址查询⼯具或⽹站查询的公⽹IP地址不准确。
解决办法请参⻅#unique_26。

设置VPC安全组
安全组是⼀种虚拟防⽕墙，⽤于控制安全组中的ECS实例的出⼊流量。在RDS⽩名单中添加VPC安
全组后，该安全组中的ECS实例就可以访问RDS实例。
关于VPC安全组的更多信息，请参⻅创建安全组。
注意事项
• ⽀持VPC安全组的RDS版本：PostgreSQL 10⾼可⽤版（本地盘）、PostgreSQL 10基础版和

PostgreSQL 9.4。
• ⽀持VPC安全组的地域：华东1（杭州）、华北1（⻘岛）、中国（⾹港）。
• 您可以同时设置IP⽩名单和VPC安全组。IP⽩名单中的IP地址和安全组中的ECS实例都可以访

问该RDS实例。
• ⽬前仅⽀持添加⼀个VPC安全组。
• ⽩名单中的VPC安全组的更新将实时应⽤到⽩名单。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档版本：20191127 13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5412.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68.html
https://rds.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13 数据安全性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安全性。
5. 在⽩名单设置⻚⾯中，单击添加安全组。

说明:
带有VPC标识的ECS安全组为专有⽹络中的安全组。

6. 选中要添加的安全组，单击确定。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 默认的IP⽩名单分组只能被修改或清空，不能被删除。
• 每个IP⽩名单分组最多添加1000个IP或IP段。当IP较多时，建议合并为IP段填⼊，例如192.

168.1.0/24。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安全性 > ⽩名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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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名单配置⻚⾯中，选择default分组右侧的# > 修改，如下图所⽰。

说明:
您也可以单击添加⽩名单分组新建⾃定义分组。

6. 在修改⽩名单分组对话框中，填写需要访问该实例的IP地址或IP段，然后单击确定。详细规则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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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实例。
• 若您需要添加多个IP地址或IP段，请⽤英⽂逗号隔开（逗号前后都不能有空格），例如192.

168.0.1,172.16.213.9。
• 单击加载内⽹IP后，将显⽰您当前阿⾥云账号下所有ECS实例的IP地址，可快速添加ECS内

⽹IP地址到⽩名单中。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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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default分组中添加新的IP地址或IP段后，默认地址127.0.0.1会被⾃动删除。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27 查看RDS实例IP⽩名单
#unique_28 修改RDS实例IP⽩名单

13.3 设置数据加密
RDS for PostgreSQL提供数据加密功能，包括SSL链路加密和云盘加密，结合使⽤能够有效保障
您的数据安全。

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 SSL链路加密需要实例为云盘。
• 云盘加密需要实例为⾼可⽤版（SSD云盘）。
• 云盘加密只能在创建实例时开启，您必须参照设置云盘加密进⾏设置，才能在创建实例时设置云

盘加密。
138 ⽂档版本：20191127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13 数据安全性

• 云盘加密当前仅在如下地域⽀持：
- 华东2（上海）
- 中国（⾹港）
- 新加坡
- 德国（法兰克福）
-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注意事项
• 开启SSL链路加密后，通过内⽹或外⽹传输到实例的数据都将被加密，不会因为在⽹络传输时被

截获而导致数据泄露。
• 开启SSL链路加密后，已有连接需要断开重连，加密才会⽣效。

设置SSL链路加密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参数设置。
5. 搜索参数ssl，修改值为on并单击确定。

设置云盘加密
云盘加密能够最⼤限度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您的业务和应⽤程序⽆需做额外的改动。同时该云盘⽣
成的快照及这些快照创建的云盘将⾃动延续加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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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盘加密为免费功能，您在磁盘上的任何读写操作将不会产⽣额外费⽤。
操作步骤

1. 登录密钥管理服务控制台。
2. 左上⻆选择将要创建实例的地域。

3. 单击创建秘钥。
4. 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说明
密钥⽤途 ⽤于加密/解密，⽆法修改。
别名 设置秘钥的别名，便于区分。
保护级别 仅提供软件级别的保护。
描述 备注密钥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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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密钥材料来源 您可以选择让阿⾥云KMS服务提供密钥材料，也可以将256位的对称

密钥作为密钥材料导⼊KMS。

5. 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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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云资源访问授权，单击同意授权让PostgreSQL可以访问您的云资源。

说明:
仅第⼀次使⽤需要授权，您可以在访问控制RAM控制台的⻆⾊管理⻚⾯查看是否具
有AliyunPostgreSQLInstanceEncryptionRole权限。

7. 接下来您可以在创建实例时选择云盘加密，详情请参⻅创建RDS for PostgreSQL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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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全加密云数据库
RDS for PostgreSQL提供全加密数据库功能，数据在⽤⼾侧加密后传⼊云数据库，能够有效防御
来⾃云平台外部和内部的安全威胁，时刻保护⽤⼾数据，让云上数据成为您的私有资产。

背景信息
背景信息

全加密云数据库是达摩院数据库与存储实验室的⾃研产品，可以杜绝云数据库服务、应⽤服务等数
据拥有者以外的任何⼈接触到⽤⼾的明⽂数据，避免云端发⽣数据泄漏。
全加密云数据库采⽤阿⾥云的加密计算能⼒实现可信执⾏环境TEE（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使得数据在⽤⼾侧（客⼾端）加密后传⼊云数据库（服务端）。在云数据库
上数据全程以密⽂形式存在，避免云平台软件（如OS、VMM、特权系统管理⼯具等）、管理⼈
员（如DBA）接触到明⽂数据，同时仍然⽀持所有的数据库事务、查询、分析等操作，做到了云数
据库内数据的可⽤不可⻅。

产品架构

适⽤场景
全加密云数据库在提供强⼤的安全保护能⼒的同时，仍然保障数据库系统的⾼性能、⾼可靠和低成
本，适⽤于任何对敏感数据有机密性和完整性需求的业务场景。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所⾯临的不同数
据安全问题，以下列举了⼀些全加密云数据库适⽤的典型场景：
• 应⽤服务⾯向数据库服务的数据加密

在⼀般的应⽤场景中，数据的拥有者即为应⽤服务⽅。应⽤服务⽅希望防⽌数据库服务及其运维
⼈员接触到任何应⽤数据，同时保证数据库的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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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向应⽤服务的数据加密
在⾯向终端⽤⼾的应⽤场景中，部分数据（如健康数据、财务数据等）的拥有者为⽤⼾本⼈。⽤
⼾希望应⽤服务只提供数据管理和分析的能⼒，不能接触私⼈明⽂数据。

• 安全可靠的加密数据共享
在需要将部分数据与第三⽅分享时，数据拥有者希望在不泄漏⾃⾝密钥的前提下完成加密数据的
分享。

创建全加密云数据库
当前该功能尚处于邀测阶段，阿⾥云会对部分⽤⼾发出邀测链接，收到邀测链接的⽤⼾才能打开链
接执⾏如下步骤。

操作步骤
1. 创建RDS for PostgreSQL实例并且实例规格选择SGX加密型。

说明:
其他参数介绍请参⻅创建RDS for PostgreSQL实例。

144 ⽂档版本：20191127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13 数据安全性

2. 通过DMS登录实例并创建数据库。
3. 使⽤如下命令加载全加密云数据库的安全插件ENCDB。

CREATE EXTENSION ENCDB;

使⽤全加密云数据库
您可以通过配套的客⼾端SDK访问全加密数据库。业务中通过SDK使⽤全加密数据库功能请参照下
述步骤。
1. 定义加密字段

全加密云数据库同时⽀持加密和⾮加密字段。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需要被加密的敏感字
段，将敏感字段的数据类型替换为对应的加密数据类型。
以user_profile表为例，其原始定义如下：
CREATE TABLE user_profile (
  id int,
  name varchar,
  dob date,
  department varchar,
  salary int,
  primary key (id)
)

如果选择id、name、salary、dob为敏感数据，您不能直接修改原有表，需要新建⼀个加密
表，然后再将原表数据导⼊。创建的新表定义如下：
CREATE TABLE user_profile (
  id enc_int4,
  name enc_varchar,
  dob enc_date,
  department varchar,
  salary enc_int4,
  primary key (id)
)

原表和加密表数据类型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原表数据类型 加密表数据类型
int enc_int4
float enc_float4
text enc_text
timestamp enc_timestamp
int8 enc_int8
float8 enc_floa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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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密⽂查询语句
查询敏感字段时需要将敏感字段的值从原数据类型转换为加密数据类型。
以salary字段为例，原查询语句为：
String selectSQL = "SELECT ID,NAME FROM user_profile WHERE SALARY
 > ? and SALARY < ?";
preparedStatement.set(1, 2000);
preparedStatement.set(2, 5000);

需要修改为：
String selectSQL = "SELECT ID,NAME FROM user_profile WHERE SALARY
 > ? and SALARY < ?";
preparedStatement.set(1, sdk.encrypt(2000));
preparedStatement.set(2, sdk.encrypt(5000));

3. 解析密⽂执⾏结果
通过查询获得查询结果后，敏感字段内容将是密⽂形式，因此需要解密得到明⽂结果。
以encdb表中id和name字段为例：
Int id = sdk.decrypt(result.get("ID"));
String name = sdk.decrypt(result.get("NAME"));

完整客⼾端代码
// 连接到数据库
Connection con =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jdbc:XXX", "user1", "
user1");
// 初始化Crypto SDK，并将⽤⼾根密钥Root Key通过远程证明传递到TEE中
Crypto sdk(con, ROOT_KEY);
String selectSQL = "SELECT ID,NAME FROM user_profile WHERE SALARY > ? 
and SALARY < ?
and DOB < ?";
PreparedStatement stat = con.prepareStatement(sql);
// 获取对应的Encryptor对不同字段进⾏加密
Encryptor enc_id = sdk.GetEncryptorByName("USER_PROFILE", "ID");
Encryptor enc_dob = sdk.GetEncryptorByName("USER_PROFILE", "DOB");
preparedStatement.set(1, enc_id.encypt(2000));
preparedStatement.set(2, enc_id.encypt(5000));
preparedStatement.set(3, enc_dob.encypt("1990-01-01"));
ResultSet rs = preparedStatement.executeQuery(selectSQL);
// 获取Decryptor对查询结果解密
Decryptor dec = sdk.GetDecryptor();
for (Result& r : rs) {
  // dec将⾃动获取ID,NAME字段对应的数据密钥
  Int id = dec.decrypt(r.get("ID"));
  String name = dec.decrypt(r.get("NAME"));
}

说明:
• 初始化SDK时需要您提供正确的根密钥（Roo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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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数据字段可以⽤不同的数据密钥加密（Encryptor）。
• 执⾏结果在返回客⼾端后统⼀解密（Decryptor）。

在项⽬程序中使⽤SDK
您可以参照如下步骤使⽤SDK，更多详细请参⻅SDK中README.md⽂件。

说明:
点此下载配套客⼾端SDK。
• 当前仅提供x86_64版本的SDK，并在Linux上测试通过。
• 客⼾端SDK中提供了完整的C++⽰例代码，请参⻅⽂件example.cpp，您可以⾃⾏编译测

试。
• 客⼾端SDK中提供了完整的API接口说明，请参⻅⽂件API.md。

1. 解压到⽬标路径下。例如path/to/encdbsdk/。
2. 在程序代码中调⽤SDK中提供的API，通常只需要crypto.h⽂件。⽰例如下：

#include "crypto.h"

3. 编译程序时，将全加密数据库的SDK添加到编译参数中，通常可以在程序Makefile中添加。⽰
例如下：
CFLAGS += -I<path/to/encdbsdk>/include
LDFLAGS += -L<path/to/encdbsdk>/lib64 -lencdb

4. 运⾏程序。

说明:
由于SDK以动态库⽅式进⾏链接，请确保<path/to/encdbsdk>/lib64在系统查找路径内。
可以在shell下通过如下命令进⾏配置：
export LD_LIBRARY_PATH=<path/to/encdbsdk>/lib64:$LD_LIBRARY_PATH

效果⽰例
• 对于服务器端或者未授权⽤⼾，仅能访问到敏感数据的密⽂，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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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授权⽤⼾，即拥有正确根密钥的⽤⼾，可以在取回密⽂数据后，使⽤数据密钥解密得到敏感
数据明⽂，如下图所⽰。

说明:
Plain value列为右侧密⽂解密得到的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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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审计
14.1 SQL审计（数据库审计）

您可以通过RDS的SQL审计功能查看SQL明细、定期审计SQL。开通SQL审计功能后，实例性能不
会受到影响。

说明:
开启SQL审计功能之前的记录⽆法查看到。

注意事项
• 开通SQL审计功能后，实例性能不会受到影响。
• SQL审计的保存时间为30天。
• SQL审计导出的⽂件可以保存2天，超过2天的会被系统定时清理。
• SQL审计默认关闭。开启该功能后，实例会产⽣额外费⽤，详细收费标准请参⻅云数据库RDS详

细价格信息。
开启SQL审计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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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SQL审计⻚签，单击开启SQL审计。

6.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确定。
开启SQL审计后，您可以通过时间、DB、User、关键字等条件查询SQL信息。

关闭SQL审计
为节约成本，您可以在不需要审计SQL时关闭SQL审计功能，详细步骤如下。

说明:
SQL审计功能关闭后，包括历史审计内容在内的SQL审计记录会被清空。请将SQL审计内容导出并
妥善保存⾄本地后，再关闭SQL审计功能。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安全性。
5. 选择SQL审计⻚签，单击导出⽂件，将SQL审计内容导出并妥善保存⾄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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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导出⽂件后单击关闭SQL审计。

7.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确定。
相关⽂档

您可以在阿⾥云数据管理（简称DMS）的控制台上查看通过DMS登录RDS实例的所有访问⽇
志，详情请参⻅访问⽇志。

14.2 ⽇志管理
您可以通过控制台或SQL命令查询实例的错误⽇志、慢⽇志明细和主备切换⽇志，帮助故障定位分
析。本⽂将介绍通过控制台进⾏⽇志管理的⽅法。

说明:
本⽂所述的⽇志是指错误⽇志、慢⽇志和主备切换⽇志。关于归档⽇志，请参⻅备份PostgreSQL数
据和下载数据备份和⽇志备份。

注意事项
• PostgreSQL 10基础版没有主备切换⽇志。
• PostgreSQL 10/11云盘版实例暂不⽀持查看慢⽇志明细。

查看⽇志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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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志管理。
5. 在⽇志管理⻚⾯选择查询错误⽇志、慢⽇志明细或者主备切换⽇志，选择时间范围，单击查询。

查询项 内容
错误⽇志 记录1个⽉内数据库运⾏出错的⽇志。
慢⽇志明细 记录1个⽉内数据库中执⾏时间超过1s的SQL语句，并进⾏相似语句去

重。
主备切换⽇志 记录1个⽉内主备库切换的⽇志。⾮基础版实例才有主备切换⽇志。

说明:
华北3（张家口）的实例仅保留最近9天的错误⽇志和慢⽇志明细。

相关API
API 描述
DescribeSlowLogs 查看慢⽇志列表
DescribeSlowLogRecords 查看慢⽇志明细
DescribeErrorLogs 查看错误⽇志
DescribeBinlogFiles 查看BINLOG⽇志
DescribeSQLLogRecords 查询SQL审计⽇志
DescribeSQLLogFiles 查询SQL审计⽂件列表

14.3 历史事件
RDS提供历史事件功能，开启后您可以查看⽤⼾和阿⾥云的运维操作⽇志，例如在某个时间创建了
实例、修改了参数。

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当前开放本功能的地域为：杭州、新加坡、北京、⻘岛、上海、深圳。
其他地域会陆续开放本功能。

计费
公测期间0折优惠，公测结束后如果收费会另⾏通知。

使⽤场景
• 实例管理动作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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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操作安全审计；
• 审计云服务提供商管理操作合规性等，例如⾦融、政务等安全性要求⾼的⾏业的审计合规需求。

开启历史事件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想要开启历史事件的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历史事件，系统会提⽰您开启历史事件功能。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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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RDS的历史事件⻚⾯会展⽰所处地域⼤部分已发⽣事件的详细信息，包括资源类型、资源名称、事
件类型等等。详细说明如下。
参数 说明
资源类型 RDS资源的类型，当前资源类型仅有实例。
资源名称 RDS资源的名称，资源类型为实例时，资源名称列显⽰实

例ID。
事件类型 事件的类型，包括实例管理、数据库管理、读写分离、⽹络等

等。
事件操作 相应事件类型内的具体操作。例如实例管理内有创建、删除、变

配、重启等等。
执⾏时间 事件的执⾏时间。
事件来源 事件的发起者，分为如下三类：

• ⽤⼾（通过控制台、API发起操作）；
• 系统（⾃动运维操作、周期性的系统任务）；
• 内部运维⼈员（通过运维系统发起操作）。

事件原因 事件产⽣的原因，便于您了解⾮预期事件产⽣的原因。分为如下
两类：
• ⽤⼾通过控制台、API发起的操作；
• 系统或⼈⼯运维操作。

参数信息 ⽤⼾在控制台发起操作的请求参数。

说明:
• 历史事件的展⽰有延迟，⼤约为5分钟。
• 历史事件是分地域展⽰的，如果需要看其他地域的历史事件，请切换地域后进⾏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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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117 调⽤DescribeEvents接口查询RDS事件记录

列表。
#unique_118 调⽤DescribeActionEventPolicy接口查看

RDS历史事件功能开启情况。
#unique_119 调⽤ModifyActionEventPolicy接口开启或关

闭RDS历史事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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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备份数据
15.1 备份PostgreSQL数据

RDS会按照默认的备份设置⾃动备份数据，您也可以修改⾃动备份设置或⼿动备份RDS数据。
注意事项

• 实例备份⽂件占⽤备份空间，空间使⽤量超出免费的额度将会产⽣额外的费⽤，请合理设计备份
周期，以满⾜业务需求的同时，兼顾备份空间的合理利⽤。关于免费额度详情，请参⻅查看备份
空间免费额度。

• 关于具体的计费⽅式与收费项，请参⻅#unique_17。
• 关于备份空间使⽤量的计费标准，请参⻅云数据库 RDS 详细价格信息。
• 备份期间不要执⾏DDL操作，避免锁表导致备份失败。
• 尽量选择业务低峰期进⾏备份。
• 若数据量较⼤，花费的时间可能较⻓，请耐⼼等待。
• 备份⽂件有保留时间，请及时下载需要保留的备份⽂件到本地。

备份说明
数据库类型 数据备份 ⽇志备份
PostgreSQL ⽀持全量物理备份 WAL（16MB/个）产⽣完后⽴即压缩上

传，24小时内删除本地⽂件。
修改⾃动备份设置

阿⾥云数据库会按照⽤⼾设置的备份策略，⾃动备份数据库。
1. 登录RDS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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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菜单中选择备份恢复。
5. 在备份恢复⻚⾯中选择备份设置，单击编辑。
6. 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备份保
留

默认为7天，可以设置为7~730天。
说明:

PostgreSQL 10基础版的备份⽂件保存7天，不可修改。
备份周期 可以设置为⼀星期中的某⼏天。

说明:
为了您的数据安全，⼀周⾄少需要备份两次。

备份时间 可以设置为任意时段，以小时为单位。
⽇志备份 ⽇志备份的开关。

注意:
关闭⽇志备份会导致所有⽇志备份被清除，并且⽆法使⽤按时间点恢复数据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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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志备份保
留 • ⽇志备份⽂件保留的天数，默认为7天。

• 可以设置为7~730天，且必须小于等于数据备份天数。
说明:

PostgreSQL 10基础版不⽀持⽇志备份。

7. 单击确定。
⼿动备份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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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的 ID，进⼊基本信息⻚⾯。
4. 单击⻚⾯右上⻆的备份实例，打开备份实例对话框，单击确定。

5. 在右上⻆任务进度列表查看任务进度，等待任务完成。

说明:
备份完成后您可以在备份恢复⻚⾯下载备份⽂件。部分实例不⽀持下载备份，详情请参⻅下载
数据备份和⽇志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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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问题
1. RDS for PostgreSQL的数据备份是否可以关闭？

答：不可以关闭。可以减少备份频率，⼀周⾄少2次。
2. RDS for PostgreSQL的⽇志备份是否可以关闭？

答：可以关闭。备份设置内关闭⽇志备份开关即可。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122 创建RDS备份。
#unique_123 查看RDS备份列表。
#unique_124 查看RDS实例备份设置。
#unique_125 修改RDS实例备份设置。
#unique_126 删除RDS实例数据备份⽂件。
#unique_127 查询RDS实例的备份任务列表。
#unique_128 查询RDS实例的⽇志备份⽂件。

15.2 查看备份空间免费额度
不同类型实例的备份空间免费额度不同，本⽂将介绍如何查看实例备份空间的免费额度以及超出免
费额度的部分如何计算。
实例的备份⽂件会占⽤备份空间，每个RDS实例的备份空间都有⼀定量的免费额度，超出免费额度
的备份空间使⽤量将会产⽣额外的费⽤。

计算公式
备份空间的免费额度 = 50%*实例购买的存储空间（单位为GB，只⼊不舍）
超出免费额度的部分 = 数据备份量 + ⽇志备份量 - 50%*实例购买的存储空间（单位为GB，只⼊不
舍）
例如：数据备份量30GB，⽇志备份量10GB，存储空间60GB，则每小时计费量＝30+10-50%*60

=10（GB），即每小时需要⽀付这额外10GB的存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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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关于超出免费额度的备份空间的每小时费⽤，请参⻅云数据库RDS详细价格信息。
• 部分引擎的基础版实例免费保存最近7天的备份，请以控制台界⾯显⽰为准。

通过RDS控制台查看备份空间免费额度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的ID，进⼊基本信息⻚⾯。
4. 在⻚⾯最下⽅的使⽤量统计栏中，查看备份使⽤量后⾯的备注信息，即为免费额度，如下图所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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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实例显⽰的免费额度信息不同，下图仅为⽰例，请以实际界⾯为准。

15.3 下载数据备份和⽇志备份
为保障⽤⼾权益，RDS提供了未加密的数据备份和⽇志备份下载，⽅便⽤⼾存档，也可⽤于恢复到
本地数据库。

注意事项
• PostgreSQL 10基础版暂不⽀持下载数据备份。
• 只读⼦账号⽆法下载备份⽂件，可以在RAM控制台中添加权限到⼦账号中，具体操作请参

⻅#unique_129。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的ID，进⼊基本信息⻚⾯。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备份恢复，进⼊备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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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想要下载的备份类型，选择相应的标签⻚：
• 下载数据备份：选择数据备份标签⻚。
• 下载⽇志备份：选择归档列表标签⻚。

6. 选择要查询的时间范围。
7. 找到⽬标的数据备份或归档⽇志，并单击其对应操作列中的下载。

说明:
• 若数据备份⽤于数据恢复，请选择离要恢复的时间点最近的数据备份⽂件。
• 若归档⽇志是⽤于恢复到本地数据库，请注意如下事项：

- 归档⽇志的BINGLOG所在实例编号必须与数据备份的备份所在实例编号⼀致。
- 归档⽇志的起始时间段必须在您选择的数据备份时间点之后，在要恢复数据的时间点之

前。
8. 在实例备份⽂件下载确认或Binlog⽂件下载框中，选择下载⽅式。

下载⽅式 说明
我了解，要下载 通过外⽹地址直接下载备份⽂件。
复制内⽹地址 仅复制内⽹下载地址。当ECS与RDS在相同地

域时，您可以在ECS上使⽤内⽹地址下载备份
⽂件，更快更安全。

复制外⽹地址 仅复制外⽹下载地址。当您要通过其他⼯具下
载备份⽂件时，可以采⽤此⽅式。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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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inux系统中下载时，可以使⽤如下命令：
wget -c '<备份⽂件下载地址>' -O <⽂件名称>

• -c：启⽤断点续传模式。
• -O：将下载的结果保存为指定的⽂件名，建议您使⽤URL中包含的原⽂件名。
• 下载地址有多个参数时建议为下载地址添加单引号，避免下载失败。

相关⽂档
阿⾥云的数据管理提供了导出数据库和SQL执⾏结果列表的功能，可⽤于制作报表、对⽐或分析数
据、将数据导⼊到其它数据库等。若您有此类需求，请参⻅导出数据库或导出SQL结果集。

15.4 删除备份数据
您可以删除数据备份，以节约磁盘空间开销。

背景信息
可删除的数据备份范围如下：
• 当⽤⼾关闭⽇志备份时，即 RDS 实例不再⽀持按时间点恢复功能。此时⽤⼾可删除存储时⻓在 

7 天以上的任意数据备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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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开启⽇志备份时，可删除数据备份范围为超出⽇志备份保留时间的备份⽂件。
- 若⽇志备份保留时间和数据备份保留时间⼀致，则⽀持还原⾄存储周期内的任意时间点，但

不⽀持删除备份⽂件。
- 若⽇志备份保留时间小于数据备份保留时间，则数据备份保留时间⼤于⽇志备份保留时间的

数据备份⽂件可以删除。

前提条件
实例为如下版本：
• PostgreSQL 10⾼可⽤版（本地盘）
• PostgreSQL 9.4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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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标实例的ID，进⼊基本信息⻚⾯。
4. 在菜单中选择备份恢复，在备份恢复⻚⾯中选择数据备份。
5. 单击要删除的数据备份后的删除，如下图所⽰。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126 删除数据库备份⽂件

15.5 逻辑备份PostgreSQL数据
您可以使⽤PostgreSQL⾃带的⼯具pg_dump将实例的数据进⾏逻辑备份，并导出到本地保存。

背景信息
背景信息

pg_dump是备份PostgreSQL数据库的⼯具，可⽤于备份单个数据库。更多详情请参⻅pg_dump

。
本⽂使⽤Linux7操作系统和PostgreSQL 10版本为例进⾏演⽰。

前提条件
•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已设置⽩名单放通ECS实例或本地主机的IP。
• ECS实例或本地主机已安装和RDS for PostgreSQL实例相同版本的PostgreSQL。

注意事项
建议使⽤⾼权限账号进⾏备份，避免出现权限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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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单个数据库
操作步骤

1. 登录ECS实例或本地主机，使⽤如下命令备份⽬标数据库。
pg_dump -h '<hostname>' -U <username> -p <port> -Fc <dbname> > <
dumpdir>

参数 说明
host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连接地址。

说明:
• ECS实例通过内⽹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要两者⽹络

类型相同（如果是专有⽹络，VPC也要相同）。
• 本地主机或ECS实例通过外⽹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

要实例已申请外⽹地址。
user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名称。
port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端口。
Fc 输出格式。-Fc表⽰输出⾃定义格式的存档，这个格式适合

通过pg_restore进⾏导⼊还原。更多选项的详细说明请参⻅
pg_dump。

dbname ⽬标数据库名称。
dumpdir 导出的备份⽂件路径及名称。

⽰例
pg_dump -h 'pgm-bpxxxxxx.pg.rds.aliyuncs.com' -U test123 -p 3433 -Fc
 testdb > /tmp/testdb.dump

2. 命令⾏提⽰Password:时，输⼊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对应的密码，然后按回⻋键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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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指定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ECS实例或本地主机，使⽤如下命令备份⽬标数据库的指定表。
pg_dump -h '<hostname>' -U <username> -p <port> -t <table> -Fc <
dbname> > <dumpdir>

参数 说明
host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连接地址。

说明:
• ECS实例通过内⽹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要两者⽹络

类型相同（如果是专有⽹络，VPC也要相同）。
• 本地主机或ECS实例通过外⽹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

要实例已申请外⽹地址。
user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名称。
port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端口。
table 需要备份的表。可以⽤多个-t <table>选择多个表。
Fc 输出格式。-Fc表⽰输出⾃定义格式的存档，这个格式适合

通过pg_restore进⾏导⼊还原。更多选项的详细说明请参⻅
pg_dump。

dbname ⽬标数据库名称。
dumpdir 导出的备份⽂件路径及名称。

⽰例
pg_dump -h 'pgm-bpxxxxxx.pg.rds.aliyuncs.com' -U test123 -p 3433 -t 
products1 -Fc testdb2 > /tmp/testdb2.dump

2. 命令⾏提⽰Password:时，输⼊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对应的密码，然后按回⻋键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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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数据库时排除指定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ECS实例或本地主机，使⽤如下命令备份⽬标数据库并排除指定表。
pg_dump -h '<hostname>' -U <username> -p <port> -T <table> -Fc <
dbname> > <dumpdir>

参数 说明
host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连接地址。

说明:
• ECS实例通过内⽹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要两者⽹络

类型相同（如果是专有⽹络，VPC也要相同）。
• 本地主机或ECS实例通过外⽹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

要实例已申请外⽹地址。
user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名称。
port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端口。
table 需要排除的表。可以⽤多个-T <table>排除多个表。
Fc 输出格式。-Fc表⽰输出⾃定义格式的存档，这个格式适合

通过pg_restore进⾏导⼊还原。更多选项的详细说明请参⻅
pg_dump。

dbname ⽬标数据库名称。
dumpdir 导出的备份⽂件路径及名称。

⽰例
pg_dump -h 'pgm-bpxxxxx.pg.rds.aliyuncs.com' -U test123 -p 3433 -T 
products1 -Fc testdb2 > /tmp/testdb2.dump

2. 命令⾏提⽰Password:时，输⼊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对应的密码，然后按回⻋键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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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数据库模式（不备份数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ECS实例或本地主机，使⽤如下命令备份⽬标数据库模式。
pg_dump -h '<hostname>' -U <username> -p <port> -s -Fc <dbname> > <
dumpdir>

参数 说明
host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连接地址。

说明:
• ECS实例通过内⽹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要两者⽹络

类型相同（如果是专有⽹络，VPC也要相同）。
• 本地主机或ECS实例通过外⽹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

要实例已申请外⽹地址。
user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名称。
port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端口。
s 仅备份数据库模式，不备份数据。更多选项的详细说明请参⻅

pg_dump。
Fc 输出格式。-Fc表⽰输出⾃定义格式的存档，这个格式适合

通过pg_restore进⾏导⼊还原。更多选项的详细说明请参⻅
pg_dump。

dbname ⽬标数据库名称。
dumpdir 导出的备份⽂件路径及名称。

⽰例
pg_dump -h 'pgm-bpxxxxx.pg.rds.aliyuncs.com' -U test123 -p 3433 -s -
Fc testdb2 > /tmp/testdb2.dump

2. 命令⾏提⽰Password:时，输⼊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对应的密码，然后按回⻋键确
认。

后续步骤
后续步骤

如果数据库出现异常需要恢复数据，请参⻅使⽤逻辑备份⽂件恢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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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恢复数据
16.1 恢复PostgreSQL数据

如果拥有RDS for PostgreSQL实例的数据备份，可以按本⽂介绍的⽅法恢复数据。
RDS for PostgreSQL⽀持按备份集或时间点恢复数据。恢复数据的过程如下：
1. 恢复到⼀个新实例（此功能原名为克隆实例）。
2. 登录到新实例，验证实例的数据是否正确。
3. 将数据迁移到原实例。

注意事项
• 新实例的⽩名单设置、备份设置、参数设置和当前实例保持⼀致。
• 新实例的数据信息和账号信息与备份集或时间点当时的信息⼀致。

计费⽅式
与新购实例相同，详情请参⻅详细价格信息。

前提条件
原实例需要满⾜如下条件：
• 运⾏中且没有被锁定。
• 当前没有迁移任务。
• 如果要按时间点进⾏恢复，需要确保⽇志备份已开启。
• 若要按备份集恢复，则原实例必须⾄少有⼀个备份集。

恢复数据到新实例

说明:
如果您的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和该操作步骤内的描述不⼀致，请参⻅下
⽅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恢复数据到新实例。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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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实例的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备份恢复。
5. 在⻚⾯右上⻆，单击数据库恢复（原克隆实例）。
6. 在弹出的⻚⾯中，选择新实例的计费⽅式：

• 按量付费：属于后付费，即按小时扣费。适合短期需求，⽤完可⽴即释放实例，节省费⽤。
• 包年包⽉：属于预付费，即在新建实例时需要⽀付费⽤。适合⻓期需求，价格⽐按量付费更

实惠，且购买时⻓越⻓，折扣越多。

说明:
按量付费实例可以转为包年包⽉实例。包年包⽉实例⽆法转为按量付费实例。

7. 设置新实例的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还原⽅式 • 按时间点：可以设置为⽇志备份保留时间内的任意时间点。如要查看或修改⽇

志备份保留时间，请参⻅备份PostgreSQL数据。
• 按备份集

说明:
只有开启了⽇志备份，才会显⽰按时间点。

系列 • RDS for PostgreSQL 10 基础版。基础版为单节点结构，且计算与存储分
离，性价⽐⾼，但不建议⽤于⽣产环境。

• RDS for PostgreSQL 9.4⾼可⽤版、PostgreSQL 10⾼可⽤版。⾼可⽤版
包括⼀个主节点和⼀个备节点，即经典⾼可⽤架构。

关于各个系列的详细介绍，请参⻅产品系列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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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可⽤区 可⽤区是地域中的⼀个独⽴物理区域，不同可⽤区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

您可以选择将RDS实例与ECS实例创建在同⼀可⽤区或不同的可⽤区。
部分地域⽀持将⼀个⾼可⽤版实例部署在多个可⽤区，如可⽤区F+可⽤区G。
表⽰⾼可⽤版实例的主实例和备实例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可⽤区，容灾能⼒更
强，且不收取额外费⽤。

说明:
新实例的地域与原实例相同，不⽀持修改。

规格 建议您选择⼤于主实例的规格和存储空间，否则因性能限制，数据恢复所需时间
可能较⻓。
每种规格都有对应的CPU核数、内存、最⼤连接数和最⼤IOPS。具体请参⻅实
例规格表。
RDS实例有以下规格族：
• 通⽤型：独享被分配的内存和I/O资源，与同⼀服务器上的其他通⽤型实例共

享CPU和存储资源。
• 独享型：独享被分配的CPU、内存、存储和I/O资源。
• 独占物理机型：是独享型的顶配，独占整台服务器的CPU、内存、存储和I/O

资源。
例如，8核32GB是通⽤型实例规格，8核32GB（独享套餐）是独享型实例规
格，30核220GB（独占主机）是独占物理机型实例规格。

存储空间 该存储空间包括数据空间和系统⽂件空间。
⽹络类型 • 经典⽹络：传统的⽹络类型。

• 专有⽹络（推荐）：也称为VPC（Virtual Private Cloud）。VPC是⼀种
隔离的⽹络环境，安全性和性能均⾼于传统的经典⽹络。

说明:
- 如果您已创建符合您⽹络规划的VPC，直接选择该VPC和交换机。
- 如果您未创建符合您⽹络规划的VPC，您可以使⽤默认VPC和交换机。

8. 设置购买时⻓（仅针对包年包⽉实例）和实例数量。
9. 单击⽴即购买。
10.勾选《关系型数据库 RDS服务条款》，单击去⽀付，完成⽀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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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QL 10/11⾼可⽤版（云盘）临时控制台恢复数据到新实例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备份与恢复 > 数据备份。
5. 在左上⻆单击克隆实例。
6. 在弹出的⻚⾯中，选择新实例的计费⽅式：

• 预付费：即包年包⽉实例。在新建实例时需要⽀付费⽤。适合⻓期需求，价格⽐按量付费更
实惠，且购买时⻓越⻓，折扣越多。

• 按量付费：属于后付费，即按小时扣费。适合短期需求，⽤完可⽴即释放实例，节省费⽤。

说明:
按量付费实例可以转为包年包⽉实例。包年包⽉实例⽆法转为按量付费实例。

7. 设置新实例的参数：
参数名称 说明
还原⽅式 • 按时间点：可以设置为⽇志备份保留时间内的任意时间点。如要查看或修改⽇

志备份保留时间，请参⻅备份PostgreSQL数据。
• 按备份集

说明:
只有开启了⽇志备份，才会显⽰按时间点。

主可⽤区 实例的主可⽤区。
• 可⽤区是地域中的⼀个独⽴物理区域，不同可⽤区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
• 您可以选择将RDS实例与ECS创建在同⼀可⽤区或不同可⽤区。
• 您只需要选择主可⽤区，系统会⾃动选择备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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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数据库规格 每种规格都有对应的CPU核数、内存、最⼤连接数和最⼤IOPS。具体请参

⻅#unique_22。
RDS实例有以下规格族：
• 通⽤型（包括测试型和⼊⻔型）：独享被分配的内存和I/O资源，与同⼀服务

器上的其他通⽤型实例共享CPU和存储资源。
• 独享型：独享被分配的CPU、内存、存储和I/O资源。
• 独占物理机型：是独享型的顶配，独占整台服务器的CPU、内存、存储和I/O

资源。
例如，4核16GB是通⽤型实例规格，8核32GB（独享套餐）是独享型实例规
格，30核220GB（独占主机）是独占物理机型实例规格。

专有⽹
络（VPC）
交换机（
VSwitch）

• 如果您已创建符合您⽹络规划的VPC，直接选择该VPC和交换机。
• 如果您未创建符合您⽹络规划的VPC，您可以使⽤默认VPC和交换机。

存储类型 SSD云盘或ESSD云盘。更多信息，请参⻅存储类型。
存储空间 该存储空间包括数据空间、系统⽂件空间、Binlog⽂件空间和事务⽂件空间。

8. 设置计费周期（仅针对包年包⽉实例），勾选服务条款，单击去⽀付完成⽀付即可 。
登录到新实例并验证数据

关于登录实例的操作，请参⻅连接实例。
迁移数据到原实例

确认新实例的数据之后，您可以将需要的数据从新实例迁移回原实例。
注意事项
数据迁移过程中不能执⾏DDL操作，否则可能导致迁移失败。
操作步骤
1. 进⼊数据传输（DT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迁移。
3. 单击创建迁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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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任务名称、源数据库信息以及⽬标数据库信息。参数说明如下。
类别 参数 说明
- 任务名称 默认情况下，DTS为每个任务⾃动⽣成⼀个任务名

称，您可以修改这个名称，为任务配置⼀个具备业务意
义的名称，便于后续任务识别。

实例类型 选择RDS实例。
实例地区 选择新实例所在的地域。
RDS实例ID 选择新实例的ID。
数据库名称 填写新实例中的待迁移的数据库名称。

说明:
多个数据库待迁移时，需要为每个数据库创建数据迁
移任务。

数据库账号 填写新实例的⾼权限账号。

源库信息

数据库密码 以上账号的密码。
实例类型 选择RDS实例。
实例地区 选择原实例所在地域。
RDS实例ID 选择原实例的ID。
数据库名称 填写原实例中的⽬标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账号 填写原实例的⾼权限账号。

⽬标库信息

数据库密码 以上账号的密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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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类型和RDS实例ID的选择会影响其他参数的显⽰。

5. 单击授权⽩名单并进⼊下⼀步。
6. 选择结构迁移和全量数据迁移。
7. 在左侧的迁移对象框中，选择要迁移的对象，单击>将这些对象移⼊已选择对象框框中。

说明:
DTS会做同名对象存在性检查，如果⽬标RDS实例中已经存在跟待迁移的对象同名的对象，会
导致迁移失败。
修复⽅式为：
• 在已选择对象框框中，将⿏标放在需要修改的对象上⾯，单击编辑，修改迁移后的对象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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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命名⽬标库中跟迁移对象同名的对象。

8. 单击预检查并启动。
关于具体的预检查内容，请参⻅预检查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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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步骤以预检查不通过为例。如果预检查通过，请直接跳转⾄步骤11。
若系统显⽰预检查失败结果，单击检测结果为失败的检测项后的 ，查看失败详细信息，如下
图所⽰。根据失败原因修复后，可在数据迁移任务列表中选择该任务，并重新进⾏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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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错误排查完毕后，在迁移任务列表⻚⾯，选择新创建的迁移任务，单击启动。

11.若系统显⽰预检查通过信息，单击确定。
12.在购买配置确认⻚⾯，确认配置信息并勾选《数据传输（按量付费）服务条款》，单击⽴即购买

并启动。

16.2 使⽤逻辑备份⽂件恢复数据
您可以将逻辑备份⽂件中的数据恢复到RDS for PostgreSQL实例或本地PostgreSQL数据库中。

背景信息
背景信息

对于少量的数据，您可以使⽤逻辑备份进⾏快速恢复，例如恢复某个表的数据。对于⼤量的数
据，建议您使⽤全量物理备份恢复数据到新实例上，然后通过数据传输服务DTS迁移回现有实例。

前提条件
已逻辑备份PostgreSQL数据。

注意事项
• 恢复数据时连接的数据库建议不要⽤默认数据库postgres。
• 恢复指定表数据时不会尝试还原指定表可能依赖的数据库对象，因此⽆法保证将指定表还原到⼲

净的数据库时⼀定会成功。

180 ⽂档版本：2019112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6626.html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16 恢复数据

恢复数据库
操作步骤

1. 登录已备份数据的ECS实例或本地主机，使⽤如下命令恢复数据。
pg_restore -h '<hostname>' -U <username> -p <port> -d <dbname> <
dumpdir>

参数 说明
host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连接地址。

说明:
• ECS实例通过内⽹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要两者⽹络

类型相同（如果是专有⽹络，VPC也要相同）。
• 本地主机或ECS实例通过外⽹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

要实例已申请外⽹地址。
user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名称。
port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端口。
dbname 待恢复数据的数据库名称。
dumpdir 备份⽂件路径及名称。

⽰例
pg_restore -h 'pgm-bpxxxxx.pg.rds.aliyuncs.com' -U test123 -p 3433 -
d testdb2 /tmp/testdb.dump

2. 命令⾏提⽰Password:时，输⼊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对应的密码，然后按回⻋键确
认。

说明:
请忽略内嵌插件plpgsql的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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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指定表数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已备份数据的ECS实例或本地主机，使⽤如下命令恢复指定表的数据。
pg_restore -h '<hostname>' -U <username> -p <port> -d <dbname> -t <
table> -c <dumpdir>

参数 说明
host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连接地址。

说明:
• ECS实例通过内⽹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要两者⽹络

类型相同（如果是专有⽹络，VPC也要相同）。
• 本地主机或ECS实例通过外⽹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

要实例已申请外⽹地址。
user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名称。
port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端口。
dbname 待恢复数据的数据库名称。
table 待恢复的表名。
c -c表⽰在恢复时，会先删除数据库对象再恢复。更多选项的详

细说明请参⻅pg_restore。
dumpdir 备份⽂件路径及名称。

⽰例
pg_restore -h 'pgm-bpxxxxx.pg.rds.aliyuncs.com' -U test123 -p 3433 -
d testdb2 -t products -c /tmp/testdb.dump

2. 命令⾏提⽰Password:时，输⼊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对应的密码，然后按回⻋键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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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数据库模式（不恢复数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已备份数据的ECS实例或本地主机，使⽤如下命令恢复数据库模式。
pg_restore -h '<hostname>' -U <username> -p <port> -d <dbname> -s <
dumpdir>

参数 说明
host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连接地址。

说明:
• ECS实例通过内⽹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要两者⽹络

类型相同（如果是专有⽹络，VPC也要相同）。
• 本地主机或ECS实例通过外⽹连接地址访问RDS实例，需

要实例已申请外⽹地址。
username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名称。
port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端口。
dbname 待恢复模式的数据库名称。
table 待恢复的表名。
s -s表⽰仅恢复模式，不恢复数据。更多选项的详细说明请参⻅

pg_restore。
dumpdir 备份⽂件路径及名称。

⽰例
pg_restore -h 'pgm-bpxxxxx.pg.rds.aliyuncs.com' -U test123 -p 3433 -
d testdb4 -s /tmp/testdb2.dump

2. 命令⾏提⽰Password:时，输⼊PostgreSQL实例⾼权限账号对应的密码，然后按回⻋键确
认。

说明:
请忽略内嵌插件plpgsql的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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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闭数据库代理模式
关闭数据库代理模式即切换到标准模式，有助于提⾼RDS实例性能。

注意:
由于当前的数据库代理模式在某种场景下会出现资源稳定性的抖动，有可能给您的业务造成影响。
为保证业务的正常稳定运⾏，请尽快完成RDS⽹络链路升级。

前提条件
• 已开通数据库代理模式。

说明:
- 如果可以看到如下图中②所⽰的数据库代理⻚签，表⽰已开通数据库代理模式，请按下⽂操

作进⾏关闭。
- 如果不显⽰该⻚签，表⽰未开通数据库代理模式，⽆需进⾏本⽂的操作。

• 实例版本如下：
- PostgreSQL 10⾼可⽤版（本地盘）
- PostgreSQL 10基础版
- PostgreSQL 9.4

如何切换访问模式
注意事项
• 仅⽀持关闭数据库代理模式（即从数据库代理模式切换到标准模式），不⽀持打开数据库代理模

式（即从标准模式切换到数据库代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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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切换访问模式时，RDS服务可能会出现⼀次30秒的闪断，请您尽量在业务低峰期执⾏切
换，或确保您的应⽤有⾃动重连机制，以避免闪断造成的影响。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数据库连接。
5. 单击切换访问模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说明:
只有已经处于数据库代理模式的实例才会显⽰切换访问模式按钮。

⽂档版本：20191127 185

https://rds.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18 性能优化/诊断（CloudDBA）

18 性能优化/诊断（CloudDBA）
18.1 PostgreSQL CloudDBA简介

CloudDBA的诊断基于单个实例，该诊断会提供问题详情及相应的解决⽅案，可为您管理实例运⾏
状况带来极⼤的便利。
CloudDBA是监控和管理RDS实例性能及运⾏状况的服务，针对SQL语句的性能、CPU使⽤率、
IOPS使⽤率、内存使⽤率、磁盘空间使⽤率、连接数、锁信息、热点表等，CloudDBA提供了智
能的诊断及优化功能，能最⼤限度发现数据库存在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

功能介绍
PostgreSQL CloudDBA主要包含如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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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优化：提供实例性能监控和综合评分的概况，主要如下4个部分构成。

- 实例基本信息：CloudDBA所监控和诊断的实例ID、类型、所在地域、可⽤区、链路类型
等。

- 查看实例运⾏状况：提供了连接、QPS、表扫描、索引扫描和临时⽂件的监控图，该数据
每5秒刷新⼀次，如下图所⽰（本⽂图⽰仅为⽰例，请以实际界⾯为准）。

- 实例核⼼资源使⽤率：显⽰了实例当前CPU、内存、连接数、IOPS和磁盘空间的使⽤率，该
数据每20秒刷新⼀次，如下图所⽰（本⽂图⽰仅为⽰例，请以实际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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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实例性能：显⽰实例性能的诊断评分和诊断结果。系统不会⾃动进⾏诊断，您需要⼿动

进⾏⼀键诊断，如下图所⽰（本⽂图⽰仅为⽰例，请以实际界⾯为准）。

• 问题诊断：提供实例诊断详情，包括CPU、空间、慢SQL和诊断历史，详情如下所⽰。
- 查询和终⽌实时会话：显⽰CPU、内存的使⽤状态，以及当前实例的实时会话列表。另

外，您还可以终⽌会话并查询过滤历史。
- 查看空间使⽤详情：显⽰当前实例数据空间和⽇志空间的使⽤状态，以及数据库中所有表的

详情。
- 查看慢SQL：显⽰实例近期的慢SQL信息。
- 查看诊断历史：您可以查看所有类型的诊断历史及诊断详情。

• SQL优化：系统可以根据您输⼊的SQL语句给出诊断优化意⻅。
• 查看实例性能诊断报告：您可以创建、查看实例的诊断报告。诊断报告⽣成时间⼤约需要10分

钟左右，诊断报告列表中可显⽰最近30天内的报告数据。
• 性能洞察：专注于RDS实例负载监控、关联分析、性能调优的利器，以简单直观的⽅式帮助您

迅速评估数据库负载，找到性能问题的源头，提升数据库的稳定性。

18.2 智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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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查看实例运⾏状况

本⽂将介绍如何在CloudDBA中查看单个实例的运⾏状况。
您可以查看实例的核⼼要素，如CPU、内存、连接数、IOPS和磁盘空间的使⽤率，以及查看最近5
分钟内的连接、QPS、表扫描、索引扫描和临时⽂件状况图。

前提条件
实例版本为PostgreSQL 10。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ID，进⼊基本信息⻚⾯。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CloudDBA > 智能优化 ，进⼊智能优化⻚⾯，即可查看当前实例的运⾏

状况。

说明:
CPU、内存、连接数、IOPS和磁盘空间的使⽤率数据刷新频率为20秒，连接、QPS、表扫
描、索引扫描和临时⽂件图的刷新频率为5秒。

18.2.2 诊断实例性能
本⽂将介绍如何诊断实例性能并查询诊断详情。
CloudDBA提供了⼀键诊断实例运⾏状况的功能，系统会根据诊断结果为当前实例的整体状况评分
并显⽰诊断结果，您还可以通过诊断详情查看问题类型、严重程度、原因及优化建议。

前提条件
实例版本为PostgreSQL 10。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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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ID，进⼊基本信息⻚⾯。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CloudDBA > 智能优化 ，进⼊智能优化⻚⾯。
5. 单击⼀键诊断，即可诊断实例性能，如下图所⽰。

说明:
系统不会⾃动诊断实例性能，需要您⼿动操作。在您单击⼀键诊断前所看到的整体评分及发现
问题个数为上次⼿动进⾏实例诊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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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诊断结束后，会显⽰诊断结果，如实例的整体评分、发现问题个数以及扫描结果，如下图所⽰。

7. 在诊断扫描结果中，单击查看详情，即可进⼊诊断问题列表⻚⾯，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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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若您要查看每个问题的原因及优化建议，单击每个问题后⾯对应的查看详情，如下图所⽰。

9. 在诊断问题详情⻚⾯，您可以查看到该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系统提供的解决⽅案，如下图所⽰。

10.为使CloudDBA更好地为您服务，提供更⾼质量的智能分析及优化建议，请针对系统提供的优
化建议提交您的反馈并单击确定，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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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问题诊断
18.3.1 查询和终⽌实时会话

您可以查看并终⽌当前实例的实时会话信息，还可以诊断会话和查询会话诊断历史。本⽂将介绍如
何诊断和终⽌当前实例的实时会话。

前提条件
实例版本为PostgreSQL 10。

诊断会话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ID，进⼊基本信息⻚⾯。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CloudDBA > 问题诊断 ，进⼊问题诊断⻚⾯。
5. 选择CPU标签⻚。
6. 在下⽅列表中，可以看到会话，勾选后单击终⽌会话可以kill该会话。

18.3.2 查看空间使⽤详情
本⽂将介绍如何查看空间的使⽤详情。
在CloudDBA中，您可以查看实例空间的使⽤率，如数据空间和⽇志空间的⼤小。您还可以查看
空间使⽤率的⽇均增⻓量以及预估的可⽤天数。另外，您还可以查看实例下表空间所占⽤的空间详
情。

前提条件
实例版本为PostgreSQL 10。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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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ID，进⼊基本信息⻚⾯。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CloudDBA > 问题诊断 ，进⼊问题诊断⻚⾯。
5. 选择空间标签⻚：

• 在⻚⾯上半部分，您可以查看空间使⽤率的⽇均增⻓量、预估可⽤天数、数据空间和⽇志空
间的⼤小，如下图所⽰。

说明:
系统可显⽰最近半天或最近⼀天的数据空间和⽇志空间⼤小，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显⽰的时
间段。

• 在⻚⾯最下⽅，您可以查看实例中表空间所占⽤的空间详情，如下图所⽰。

18.3.3 查看慢SQL
PostgreSQL CloudDBA⽀持查看实例的慢SQL信息。

前提条件
实例版本为PostgreSQ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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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ID，进⼊基本信息⻚⾯。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CloudDBA > 问题诊断 。
5. 选择慢SQL标签⻚。

说明:
如果有慢SQL存在，您可以查看到慢SQL的具体信息。

后续步骤
后续步骤

查看到具体慢SQL后，您需要优化对应的SQL语句。
18.3.4 查看诊断历史

您可以查看最近1个⽉内的实例性能诊断详情，本⽂将介绍如何查看实例诊断历史。
关于如何诊断实例，请参⻅诊断实例性能。

前提条件
实例版本为PostgreSQ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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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ID，进⼊基本信息⻚⾯。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CloudDBA > 问题诊断 ，进⼊问题诊断⻚⾯。
5. 选择诊断问题历史标签⻚。
6. 选择诊断类型，单击查询，即可在列表中查看到最近1个⽉内所诊断出的问题，如下图所⽰。

说明:
系统只保留最近1个⽉内的数据，超时数据会被⾃动删除。

7. 若您要查看诊断详情，单击⽬标问题所对应操作栏中的查看详情，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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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SQL优化
本⽂将介绍如何使⽤CloudDBA优化和执⾏SQL语句。
CloudDBA可以根据您输⼊的SQL语句，提出优化建议。您也可以直接在CloudDBA服务中登录
数据库，并使⽤SQL命令进⾏插⼊和管理数据的操作。

前提条件
实例版本为PostgreSQL 10。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ID，进⼊基本信息⻚⾯。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CloudDBA > SQL优化 ，进⼊SQL优化⻚⾯。
5. 单击登录数据库，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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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填写登录信息，单击登录，如下图所⽰。

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名称 说明
⽤⼾名 已授权登录数据库的账号名称。
密码 登录数据库所⽤账号对应的密码。

7. 选择要查询或管理的数据库，如下图所⽰。

8. 在输⼊框中填写SQL语句。
9. 若您同时输⼊了多条SQL语句，选中⼀条⽬标语句，然后选择进⾏如下操作：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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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操作中提供的所有功能都不⽀持批量操作。

• 单击查看执⾏计划，即可在执⾏结果中查看SQL语句具体的执⾏计划。

• 单击执⾏语句并选择返回⾏数，即可在已选数据库中执⾏SQL命令，可在执⾏结果中查
看SQL执⾏结果。

• 单击格式优化，系统会⾃动优化所输⼊SQL语句的格式。

• 单击撤销，可以撤销上⼀步对SQL语句进⾏的修改。若您误撤销了上⼀步的操作，可以⽴刻
单击重做，即可恢复被撤销的修改。

10.若您需要查看SQL操作的执⾏历史，选择执⾏历史标签⻚即可。

18.5 查看实例性能诊断报告
本⽂将介绍如何创建、查看实例性能诊断报告。
您可以通过CloudDBA服务诊断实例性能并获取诊断报告。诊断报告中会列出实例中存在的问题
详情及问题等级，并给出相应的优化建议，使您能够对实例问题有⼀个全⾯的了解并针对问题进⾏
相应优化以提升实例性能。诊断报告中会包含实例基本信息、实例性能综合评分、实例核⼼指标（
CPU、内存、空间、IOPS、连接数）的状态和问题、SQL分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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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实例版本为PostgreSQL 10。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实例ID，进⼊基本信息⻚⾯。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CloudDBA > 诊断报告 ，进⼊诊断报告⻚⾯。
5. 单击创建诊断报告，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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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诊断数据的起始时间，单击确定，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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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创建报告，如下图所⽰。

8. 诊断完成后，可在列表中查看诊断得分并进⾏查看报告或删除报告的操作，如下图所⽰。

说明:
诊断报告列表可以保存最近30天内的诊断记录，超时数据将会被⾃动删除。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 查看诊断报告：单击查看报告。
• 删除诊断报告：

a. 单击删除。
b.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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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API

API 描述
DescribeDiagnosticReportList 获取诊断报告列表

18.6 性能洞察
性能洞察（Performance Insight），是CloudDBA⾥专注于RDS实例负载监控、关联分析、性
能调优的利器，以简单直观的⽅式帮助⽤⼾迅速评估数据库负载，找到性能问题的源头，提升数据
库的稳定性。

前提条件
实例需要为如下版本：
• PostgreSQL 10⾼可⽤版（本地SSD盘）
• PostgreSQL 9.4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CloudDBA > 性能洞察。
5. 查看性能指标趋势图，确认数据库的负载情况。

说明:
性能指标包括每秒读写次数（IOPS）、CPU使⽤率、内存使⽤率和会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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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看平均活跃会话AAS（Average Active Sessions）变化趋势图及相关多维负载信息，确定

性能问题源头。

说明:
以上图为例，可以直观地看到在选定的12:00-21:00时间段内，标识为蓝⾊的SQL占⽤了最多
的活跃会话资源，还能看到SQL模板和样本。您也可以在其他⻚签查看到更多信息帮助您确定
问题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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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标签
19.1 创建标签

如果您有⼤量实例，可以通过给实例绑定标签，对实例进⾏分类管理。每个标签由⼀对键值组
成，您可以通过键值，对实例进⾏⼆级分类。

限制说明
• 每个实例最多可以绑定20个标签，且标签键必须唯⼀。相同的标签键会被覆盖。
• 每次最多设置50个实例进⾏批量标签绑定。
• 不同地域的标签信息是独⽴的。
• 任⼀标签在解绑后，如果没有绑定任何实例，则该标签会被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 RDS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选择标签添加⽅式。
• 单个添加标签：选择⽬标实例后的更多 > 编辑标签 。
• 批量添加标签：勾选要批量添加标签的实例，单击编辑标签，如下图所⽰。

4. 单击新建标签，输⼊标签的键和值，单击确定，如下图所⽰。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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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经新建了标签，可以单击已有标签，选择历史标签。

5. 填写完所有要绑定的标签后，单击确定完成绑定。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152 绑定标签。

19.2 删除标签
如果实例调整或者不再需要标签，您可以删除该实例的标签。

限制说明
• 每次解绑的标签数量不能超过20个。
• 任⼀标签在解绑后，如果没有绑定任何实例，则该标签会被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 RDS 管理控制台。

206 ⽂档版本：20191127

https://rdsnew.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RDS RDS for PostgreSQL 数据库 /  19 标签

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选择⽬标实例后的更多 > 编辑标签 。
4. 单击要删除的标签后的X删除标签，如下图所⽰。

5. 单击确定，完成操作。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154 解绑标签。

19.3 根据标签筛选实例
实例绑定标签后，您可以根据标签筛选实例。
1. 登录 RDS 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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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上⻆，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标签，选择标签的键和值筛选实例，如下图所⽰。

说明:
按标签筛选实例后，如果您需要取消筛选，可以删除标签键右侧的筛选条件。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156 查询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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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插件
20.1 ⽀持插件列表

本⽂列出RDS for PostgreSQL⽀持的插件及其版本。
PostgreSQL 10

插件名称 插件版本
pg_stat_statements 1.6
btree_gin 1.2
btree_gist 1.5
chkpass 1
citext 1.4
cube 1.2
dblink 1.2
dict_int 1
earthdistance 1.1
hstore 1.4
intagg 1.1
intarray 1.2
isn 1.1
ltree 1.1
pgcrypto 1.3
pgrowlocks 1.2
pg_prewarm 1.1
pg_trgm 1.3
postgres_fdw 1
sslinfo 1.2
tablefunc 1
unaccent 1.1
postgis_sfcgal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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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名称 插件版本
postgis_topology 2.5.1
fuzzystrmatch 1.1
postgis_tiger_geocoder 2.5.1
address_standardizer 2.5.1
address_standardizer_data_us 2.5.1
ogr_fdw 1
plperl 1
plv8 1.4.2
plls 1.4.2
plcoffee 1.4.2
uuid-ossp 1.1
zhparser 1
pgrouting 2.6.2
pg_hint_plan 1.3.0
pgstattuple 1.5
oss_fdw 1.1
ali_decoding 0.0.1
varbitx 1
pg_buffercache 1.3
q3c 1.5.0
pg_sphere 1
smlar 1
rum 1.3
pg_pathman 1.5
aggs_for_arrays 1.3.1
mysql_fdw 1
orafce 3.6
timescaledb 1.3.0
plproxy 2.8.0
pg_concurrency_contr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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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名称 插件版本
postgis 2.5.1
ganos_geometry_sfcgal 2.2
ganos_geometry_topology 2.2
ganos_geometry 2.2
ganos_networking 2.2
ganos_pointcloud_geometry 2.2
ganos_pointcloud 2.2
ganos_raster 2.2
ganos_spatialref 2.2
ganos_trajectory 2.2
ganos_tiger_geocoder 2.2
ganos_address_standardizer 2.2
ganos_address_standardizer_data_us 2.2

PostgreSQL 9.4
插件名称 插件版本
plpgsql 1
pg_stat_statements 1.2
btree_gin 1
btree_gist 1
chkpass 1
citext 1
cube 1
dblink 1.1
dict_int 1
earthdistance 1
hstore 1.3
intagg 1
intarray 1
is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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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名称 插件版本
ltree 1
pgcrypto 1.1
pgrowlocks 1.1
pg_prewarm 1
pg_trgm 1.1
postgres_fdw 1
sslinfo 1
tablefunc 1
tsearch2 1
unaccent 1
postgis 2.2.8
postgis_topology 2.2.8
fuzzystrmatch 1
postgis_tiger_geocoder 2.2.8
plperl 1
pltcl 1
plv8 1.4.2
plls 1.4.2
plcoffee 1.4.2
uuid-ossp 1
zhparser 1
pgrouting 2.0.0
rdkit 3.4
pg_hint_plan 1.1.3
pgstattuple 1.2
oss_fdw 1.1
jsonbx 1
ali_decoding 0.0.1
varbitx 1
pg_buffercac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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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名称 插件版本
smlar 1
pg_sphere 1
q3c 1.5.0
pg_awr 1
imgsmlr 1
orafce 3.6
pg_concurrency_control 1

20.2 TimescaleDB插件使⽤
RDS for PostgreSQL基础版和⾼可⽤版实例新增TimescaleDB插件1.3.0版本，⽀持时序数据的
⾃动分⽚、⾼效写⼊、检索、准实时聚合等。
⽬前RDS for PostgreSQL 10对外开放的是Open Source版本的TimescaleDB，由
于License等问题，可能暂不⽀持⼀些⾼级特性，详情参⻅TimescaleDB。

前提条件
2019年5⽉20⽇之后创建的实例可直接使⽤插件TimescaleDB插件1.3.0版本。2019年5⽉20⽇
之前创建的实例可以重启实例后使⽤最新的TimescaleDB插件1.3.0版本。

说明:
如果重启后提⽰如下错误信息：
ERROR:  could not access file "$libdir/timescaledb-0.8.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在对应数据库执⾏如下SQL更新插件即可：
alter extension timescaledb update;

添加TimescaleDB插件
使⽤pgAdmin客⼾端连接实例，添加TimescaleDB，命令如下：
CREATE EXTENSION IF NOT EXISTS timescaledb CASCADE;

创建时序表
1. 创建标准表conditions，⽰例如下：

CREATE TABLE condi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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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TIMESTAMPTZ       NOT NULL,
  location    TEXT              NOT NULL,
  temperature DOUBLE PRECISION  NULL,
  humidity    DOUBLE PRECISION  NULL
);

2. 创建时序表，⽰例如下：
SELECT create_hypertable('conditions', 'time');

说明:
详细命令说明请参⻅Create a Hypertable。

⾼效写⼊
您可以使⽤标准SQL命令将数据插⼊超表（Hypertables），⽰例如下：
INSERT INTO conditions(time, location, temperature, humidity)
  VALUES (NOW(), 'office', 70.0, 50.0);

您还可以⼀次将多⾏数据插⼊到超表中，⽰例如下：
INSERT INTO conditions
  VALUES
    (NOW(), 'office', 70.0, 50.0),
    (NOW(), 'basement', 66.5, 60.0),
    (NOW(), 'garage', 77.0, 65.2);

检索
您可以使⽤⾼级SQL查询检索数据，⽰例如下：
--过去3小时内，每15分钟采集⼀次数据，按时间和温度排序。
SELECT time_bucket('15 minutes', time) AS fifteen_min,
    location, COUNT(*),
    MAX(temperature) AS max_temp,
    MAX(humidity) AS max_hum
  FROM conditions
  WHERE time > NOW() - interval '3 hours'
  GROUP BY fifteen_min,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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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 BY fifteen_min DESC, max_temp DESC;

您可也使⽤固有的函数进⾏分析查询，⽰例如下：
--均值查询（Median）
SELECT percentile_cont(0.5)
  WITHIN GROUP (ORDER BY temperature)
  FROM conditions;

--移动平均数（Moving Average）
SELECT time, AVG(temperature) OVER(ORDER BY time
      ROWS BETWEEN 9 PRECEDING AND CURRENT ROW)
    AS smooth_temp
  FROM conditions
  WHERE location = 'garage' and time > NOW() - interval '1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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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 BY time DESC;

20.3 使⽤dblink、postgres_fdw插件进⾏跨库操作
使⽤PostgreSQL本⾝提供的扩展插件，例如dblink和postgres_fdw，可以跨库操作表。

背景信息
背景信息

阿⾥云RDS for PostgreSQL 11云盘版实例开放dblink和postgres_fdw插件，⽀持相同VPC内实
例（包括⾃建PostgreSQL数据库）间的跨库操作。如果要访问VPC外部的其他实例，可以通过相
同VPC内ECS的端口跳转实现。
购买PostgreSQL 11云盘版实例。

注意事项
PostgreSQL 11云盘版的dblink和postgres_fdw插件进⾏跨库操作的注意事项如下：
• 相同VPC内的ECS/RDS PostgreSQL实例可以设置⽩名单后直接跨库操作。
• RDS for PostgreSQL实例可以通过本VPC内的ECS实例进⾏端口跳转，实现跨库操作。
• ⾃建PostgreSQL实例可以通过oracle_fdw或mysql_fdw连接VPC外部的oracle实例或

mysql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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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dblink
操作步骤

1. 新建dblink插件。
create extension dblink;

2. 创建dblink连接。
postgres=> select dblink_connect('<连接名称>', 'host=<同⼀VPC下的另⼀
RDS的内⽹域名> port=<同⼀VPC下的另⼀RDS的内⽹监听端口> user=<远程数据库⽤⼾名> password=<密码> dbname=<库名>');

postgres=> SELECT * FROM dblink('<连接名称>', '<SQL命令>') as <表名>(<列名> <列类型>); 

⽰例
postgres=> select dblink_connect('a', 'host=pgm-bpxxxxx.pg.rds.
aliyuncs.com port=3433 user=testuser2 password=passwd1234 dbname=
postgres'); 

postgres=> select * from dblink('a','select * from products') as T(
id int,name text,price numeric);  //查询远端表
      

更多详情请参⻅dblink。
使⽤postgres_fdw
操作步骤

1. 新建⼀个数据库。
postgres=> create database <数据库名>;  //创建数据库
postgres=> \c <数据库名>  //切换数据库

⽰例
postgres=> create database 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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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DATABASE  

postgres=> \c db1  

2. 新建postgres_fdw插件。
db1=> create extension postgres_fdw;

3. 新建远程数据库服务器。
db1=> CREATE SERVER <server名称>                                     
                         
        FOREIGN DATA WRAPPER postgres_fdw  
        OPTIONS (host '<同⼀VPC下的另⼀RDS的内⽹域名>,port '<同⼀VPC下的另⼀RDS的内⽹监听端口>', dbname '<同⼀VPC下的另⼀RDS的库名>');  

db1=> CREATE USER MAPPING FOR <本地数据库⽤⼾名>      
        SERVER <server名称> 
        OPTIONS (user '<远程数据库⽤⼾名>', password '<远程数据库密码>');
  

⽰例
db1=> CREATE SERVER foreign_server1                                 
                             
        FOREIGN DATA WRAPPER postgres_fdw  
        OPTIONS (host 'pgm-bpxxxxx.pg.rds.aliyuncs.com', port '3433
', dbname 'postgres');  
CREATE SERVER  

db1=> CREATE USER MAPPING FOR testuser      
        SERVER foreign_server1  
        OPTIONS (user 'testuser2', password 'passwd1234');  
CREATE USER MAPPING  

4. 导⼊外部表。
db1=> import foreign schema public from server foreign_server1 into
 <SCHEMA名称>;  //导⼊外部表
db1=> select * from <SCHEMA名称>.<表名>      //查询远端表

⽰例
db1=> import foreign schema public from server foreign_server1 into 
ft;  
IMPORT FOREIGN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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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1=> select * from ft.products;  

更多详情请参⻅postgres_fdw。

20.4 使⽤mysql_fdw插件读写MySQL数据
RDS for PostgreSQL提供mysql_fdw插件，可以读写RDS for MySQL实例或⾃建MySQL数据
库⾥的数据。

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

• 实例为RDS for PostgreSQL 10云盘版。

说明:
RDS for PostgreSQL 11云盘版即将⽀持。

• PostgreSQL和MySQL数据库⽹络互通。通过设置⽩名单、设置本地防⽕墙等保证⽹络互通
且使⽤的连接地址正确。

背景信息
背景信息

PostgreSQL从9.6开始就⽀持并⾏计算，到11的时候并⾏计算性能得到巨⼤提升，10亿数据量的
join查询可以实现秒级完成。所以很多⽤⼾会使⽤PostgreSQL作为小的数据仓库使⽤，同时⼜能
提供⾼并发访问。未来推出的PostgreSQL 13还将⽀持列存储引擎，分析能⼒还会有巨⼤的提升。
使⽤mysql_fdw插件能够将PostgreSQL和MySQL连接，同步MySQL数据进⾏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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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

1. 新建mysql_fdw插件。
postgres=> create extension mysql_fdw;  
CREATE EXTENSION  

2. 创建MySQL服务器定义。
postgres=> CREATE SERVER <server名称>  
postgres->      FOREIGN DATA WRAPPER mysql_fdw
postgres->      OPTIONS (host '<连接地址>', port '<连接端口>');  
CREATE SERVER  

⽰例
postgres=> CREATE SERVER mysql_server  
postgres->      FOREIGN DATA WRAPPER mysql_fdw
postgres->      OPTIONS (host 'rm-xxx.mysql.rds.aliyuncs.com', port
 '3306');  
CREATE SERVER  

3. 创建⽤⼾映射，将MySQL服务器定义映射到PostgreSQL的某个⽤⼾上，将来使⽤这个⽤⼾访
问MySQL的数据。
postgres=> CREATE USER MAPPING FOR <PostgreSQL⽤⼾名>   
SERVER <server名称>  
OPTIONS (username '<MySQL⽤⼾名>', password '<MySQL⽤⼾对应密码>');  
CREATE USER MAPPING  

⽰例
postgres=> CREATE USER MAPPING FOR pgtest 
SERVER mysql_server  
OPTIONS (username 'mysqltest', password 'Test1234!');  
CREATE USER MAPPING  

4. 使⽤上⼀步骤的PostgreSQL⽤⼾创建MySQL的外部表。

说明:
外部表的字段名要与MySQL数据库中表的字段名相同，同时可以仅创建您想要查询的字
段。例如MySQL数据库中的表有3个字段ID、NAME、AGE，您可以仅创建其中2个字
段ID、NAME。
postgres=> CREATE FOREIGN TABLE <表名> (<字段名> <数据类型>,<字段名> <数据类型>...) server <server名称> options (dbname '<MySQL数据库名>', 
table_name '<MySQL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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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FOREIGN TABLE  

⽰例
postgres=> CREATE FOREIGN TABLE ft_test (id1 int, name1 text) server
 mysql_server options (dbname 'test123', table_name 'test');  
CREATE FOREIGN TABLE  

测试读写
您可以通过外部表读写MySQL数据。

说明:
MySQL对应的表必须有主键才可以写⼊数据，否则会报如下错误：
ERROR:  first column of remote table must be unique for INSERT/UPDATE
/DELETE operation.

postgres=> select * from ft_test ;  

postgres=> insert into ft_test values (2,'abc');  
INSERT 0 1  

postgres=> insert into ft_test select generate_series(3,100),'abc';  
INSERT 0 98  
postgres=> select count(*) from ft_test ;  
 count   
-------  
    99  
(1 row)  

检查执⾏计划，即PostgreSQL查询MySQL数据的请求在MySQL中是如何执⾏的。
postgres=> explain verbose select count(*) from ft_test ;  
                                  QUER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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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gregate  (cost=1027.50..1027.51 rows=1 width=8)  
   Output: count(*)  
   ->  Foreign Scan on public.ft_test  (cost=25.00..1025.00 rows=1000 
width=0)  
         Output: id, info  
         Remote server startup cost: 25  
         Remote query: SELECT NULL FROM `test123`.`test`  
(6 rows)  

postgres=> explain verbose select id from ft_test where id=2;  
                               QUERY PLAN                             
     
-------------------------------------------------------------------------
  
 Foreign Scan on public.ft_test  (cost=25.00..1025.00 rows=1000 width=
4)  
   Output: id  
   Remote server startup cost: 25  
   Remote query: SELECT `id` FROM `test123`.`test` WHERE ((`id` = 2))
  
(4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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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逻辑订阅
RDS for PostgreSQL提供逻辑订阅功能，⽀持在多个RDS for PostgreSQL实例之间实现准实时
表级单向同步，可以⽤于数据共享、数据汇总、数据拆分等业务场景。
如果您在全国多个地域部署业务，可以通过逻辑订阅共享数据，例如将中⼼数据共享给其他地
域，或者将其他地域数据汇总到中⼼进⾏实时分析查询等。
本⽂简单介绍逻辑订阅的使⽤流程，⽰例的流程如下：
源实例的数据库src创建发布，发布表public.t1，然后在⽬的实例的数据库dst创建订阅
sub1_from_pub1，订阅源库表public.t1。
更多详情请参⻅逻辑订阅。

注意事项
您可以在单个实例的两个表之间实现逻辑订阅，也可以在同⼀VPC内的两个实例间（必须使⽤内⽹
地址）实现逻辑订阅。

前提条件
• 因为⽹络连通原因，⽬前只有RDS for PostgreSQL 10 基础版⽀持逻辑订阅。
• 实例参数wal_level的值为logical，您可以在控制台的参数设置⻚⾯进⾏修改，该参数修改后

需要重启实例才能⽣效。重启实例会造成连接中断，请提前做好业务安排，谨慎操作。
• 如果是同⼀VPC内两个实例间实现逻辑订阅，需要在各⾃的⽩名单中放通实例所

在VPC的IP段，例如放通172.16.0.0/16。
• 需要具有rds_superuser权限的账号，例如⾼权限账号或者⾼权限账号使⽤create role 

xxx with superuesr创建的其他账号。
操作步骤

源库创建新发布
1. 连接PostgreSQL源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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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源库⾥创建新发布，命令如下：
CREATE PUBLICATION <发布名称> FOR TABLE <表名>;

⽰例
create publication pub1 for table public.t1;

说明:
• 只能发布持久基表。详情请参⻅CREATE PUBLICATION。
• 您可以通过select * frompg_publication;查看当前数据库有哪些发布。

⽬的库创建订阅
1. 连接PostgreSQL⽬的实例。
2. 此步骤以源库和⽬的库在相同的实例为例，如果是两个实例间实现逻辑订阅，请跳转⾄步骤3。

执⾏如下命令：
select * from pg_create_logical_replication_slot('<订阅名称>','
pgoutput');

3. 在⽬的库创建新订阅，命令如下：
CREATE SUBSCRIPTION <订阅名称>
    CONNECTION '<源库的实例连接信息>'
    PUBLICATION <源库的发布名称>;

⽰例
create subscription sub1_from_pub1 
connection 'host=pgm-xxxxx.pgsql.singapore.rds.aliyuncs.com port=
3433 user=test password=xxxxx dbname=src' 
publication pub1 with (enabled, create_slot, slot_name='sub1_from_
pub1');  

说明:
• 源库的实例连接信息格式为：host=<源实例内⽹域名> port=<源实例内⽹端口> user

=<源实例有发布权限账号> password=<源实例账号的密码> dbname=<源实例数据库
名>。

• 如果源库和⽬的库在相同的实例，需要设置host=localhost、create_slot=false

，port可以使⽤show port查询，通常为3002。
• 您可以通过select * from pg_subscription;查看整个数据库集群有哪些订阅。
• 源库的发布名称后可以使⽤with附加相关订阅参数，详情请参⻅CREATE SUB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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