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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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档案、资讯、资料、⽹站架构、⽹
站画⾯的安排、⽹⻚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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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业务所需
时间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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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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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确定。
courier

字体
命令。 执⾏ cd /d C:/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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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ch {stand |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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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限制
SQL Server类型的RDS实例均⾃带微软SQL Server的License，不⽀持您使⽤⾃⼰的License。
另外，为保障实例的稳定及安全，SQL Server有部分使⽤上的限制，详情如下。

集群版 ⾼可⽤版 基础版功能
2017 企业版 2016 标准版、企

业版
2012 标准版、企
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2012 企业版

数据库最⼤数
量

（注）
50 50 50 100

数据库账号最⼤数
量

⽆限制 ⽆限制 500 ⽆限制

创建⽤⼾、
LOGIN或数据库

⽀持 ⽀持 ⽀持 ⽀持

数据库级别的
DDL触发器

⽀持 ⽀持 不⽀持 ⽀持

数据库内的授权权
限

⽀持 ⽀持 不⽀持 ⽀持

kill线程权限 ⽀持 ⽀持 ⽀持 ⽀持
链接服务器 ⽀持 ⽀持 不⽀持 不⽀持
分布式事务 ⽀持 ⽀持 不⽀持 不⽀持
SQL Profiler ⽀持 ⽀持 ⽀持 ⽀持
优化顾问 ⽀持 ⽀持 不⽀持 ⽀持
变更数据捕获 ⽀持 ⽀持 不⽀持 ⽀持
变更跟踪 ⽀持 ⽀持 ⽀持 ⽀持
Windows域账号
登录
邮件功能
数据集成功能（
SSIS）

不⽀持 不⽀持 不⽀持 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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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版 ⾼可⽤版 基础版功能
2017 企业版 2016 标准版、企

业版
2012 标准版、企
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2012 企业版

数据分析功能（
SSAS）
数据报表功能（
SSRS）
R语⾔服务
公共语⾔运⾏时集
成（CLR）
异步消息通讯
复制功能
策略管理

说明:
对于SQL Server 2012/2016/2017，您可以提交⼯单申请提⾼数据库的最⼤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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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流程
快速⼊⻔旨在介绍如何创建R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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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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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RDS for SQL Server实例
您可以通过阿⾥云RDS管理控制台或API创建RDS实例。关于实例计费说明，请参⻅计费⽅式。
本⽂将介绍在RDS管理控制台上创建实例的步骤，关于如何通过API创建实例的信息，请参⻅创
建RDS实例。

前提条件
• 已注册阿⾥云账号。具体操作请参⻅注册阿⾥云账号。
• 若您要创建按时付费的实例，请确保您的阿⾥云账号的余额⼤于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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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实例列表⻚⾯，单击创建实例。
3. 选择计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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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设置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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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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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数据库类型 即数据库引擎的类型：MySQL、SQL Server、PostgreSQL、PPAS和

Mari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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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rver的版本。RDS for SQL Server⽀持的版本

为2017、2016、2012、2008 R2，详情请参⻅各版本的功能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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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集群版：⼀个主节点和⼀个备节点的⾼可⽤架构，⽀持最多七个只读实

例，横向扩展集群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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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或SSD云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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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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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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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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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件空间和事务⽂件空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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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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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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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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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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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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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18 创建RDS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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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始化配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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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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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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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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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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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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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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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档版本：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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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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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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错误案例

⽂档版本：2019052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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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数据安全性 > ⽩名单设置中只有默认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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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端的IP地址。

• ⽩名单设置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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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在⽩名单中添加的设备公⽹IP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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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rver如何获取客⼾端IP。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21 查看RDS实例IP⽩名单
#unique_22 修改RDS实例IP⽩名单

4.2 申请外⽹地址
RDS⽀持两种地址：内⽹地址和外⽹地址。具体说明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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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档版本：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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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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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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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库连接。

⽂档版本：2019052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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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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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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API
API 描述
AllocateInstancePublicConnection 申请实例的外⽹连接串

4.3 创建数据库和账号
4.3.1 创建数据库和账号SQL Server 2017版

对于SQL Server 2017版本的实例，您需要通过RDS控制台创建⼀个初始账号，再通过DMS或客
⼾端创建和管理数据库。

说明:
本⽂仅适⽤于SQL Server 2017版本的实例。其他SQL Server 版本请参⻅⽂档创建数据库和账
号SQL Server 2012/2016版和创建数据库和账号SQL Server 2008 R2版。

注意事项
• 同⼀实例下的数据库共享该实例下的所有资源。您可以通过SQL命令管理普通账号和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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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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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版本：2019052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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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账号管理，进⼊账号管理⻚⾯。
5. 单击创建初始账号。
6. 输⼊要创建的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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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开头需为字⺟，结尾

需为字⺟或数字。

说明:
test、root等为保留关键字，不能设置为账号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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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与密码⼀致的字段，以确保密码正确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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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数据库登录⻚⾯。

14 ⽂档版本：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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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确保连接地址、端口、数据库⽤⼾名和密码填写正确。

• 参数说明：
- 1：实例的连接地址和端口信息。可以在实例的基本信息或数据库连接⻚⾯查

看。

- 2：要访问数据库的账号名称。
- 3：上述账⼾所对应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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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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单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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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中输⼊如下命令，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databas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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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LOGIN <login name> WITH PASSWORD = '<password>';

17.单击执⾏，完成创建普通账号。

说明:
在DMS中通过T-SQL创建的普通账号不会显⽰在控制台的账号列表中，但是可以使⽤普通账号
来登录数据库。

18.在SQL窗口中输⼊如下命令，创建数据库⽤⼾，并且关联刚创建的普通账号。
USE <databas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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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USER <user name> FOR LOGIN <login name>;

19.单击执⾏，完成数据库⽤⼾创建，⾄此普通账号就可以访问对应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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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Account 创建账号
#unique_31 创建数据库

4.3.2 创建数据库和账号SQL Server 2012/2016版
本⽂仅适⽤于SQL Server 2012和2016版本的实例。关于其他SQL Server版本，请参⻅创建数据
库和账号SQL Server 2017版和创建数据库和账号SQL Server 2008 R2版。

创建账号
您可以通过控制台创建⾼权限账号和普通账号。其中⾼权限账号只能通过控制台创建。
注意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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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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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账号管理。
5. 单击创建账号。
6. 设置账号信息，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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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开头需为字⺟，结尾需

为字⺟或数字。
账号类型 • ⾼权限账号：仅当第⼀次为该实例创建账号时，才能选择⾼权限账号，因为实

例的第⼀个账号必须是⾼权限账号。⼀个实例只能有⼀个⾼权限账号。⾼权限
账号不能删除。

• 普通账号：仅当实例已经创建⾼权限账号时，才只能选择普通账号。⼀个实例
可以有多个普通账号。您需要⼿动为普通账号授予数据库权限。

密码 设置账号密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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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确认密码 输⼊与密码⼀致的字段，以确保密码正确输⼊。
创建数据库

每个RDS⾼可⽤版实例最多可以创建50个数据库，每个RDS基础版实例最多可以创建100个数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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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数据库管理。
5. 单击创建数据库。
6. 填写以下参数，并单击确定。

参数 说明
数据
库(DB)名称

填写数据库名称。由小写字⺟、数字、下划线或中划线组成，以字⺟开头，以字
⺟或数字结尾，⻓度为2~64个字符。

⽀持字符集 选择字符集。如果没有需要的字符集，选择全部，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授权账号 选择要授权的账号，并设置账号类型为读写、只读或所有者。

如果还没创建账号，可以留空。
备注 填写备注信息，⽅便您识别该数据库。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34 创建账号
#unique_35 创建数据库

4.3.3 创建数据库和账号SQL Server 2008 R2版
本⽂仅适⽤于SQL Server 2008 R2版本的实例。关于其他SQL Server版本，请参⻅创建数据库和
账号SQL Server 2017版和创建数据库和账号SQL Server 2012/2016版。

创建账号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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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SQL Server 2008 R2版本的实例最多可以创建500个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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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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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账号管理。
5. 单击创建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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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输⼊要创建的账号信息。

参数 说明
数据库账号 账号名称，⻓度为2~16个字符，由小写字⺟、数字或下划线组成，但开头需为字

⺟，结尾需为字⺟或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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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授权数据库 该账号授权的数据库。若尚未创建数据库，该值可以为空。

⼀个账号可以授权多个数据库，授权数据库的操作步骤如下：
a. 在未授权数据库栏中，选中要授权的数据库。
b. 单击授权，将其添加数据库到已授权数据库栏中。
c. 您可以设置该账号对于各个数据库的权限，可设置为读写或只读。还可以单

击全部设读写或全部设只读进⾏批量设置。

密码 设置账号密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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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确认密码 输⼊与密码⼀致的字段，以确保密码正确输⼊。
备注说明 可以备注该账号的相关信息，便于后续账号管理，最多⽀持256个字符。

7. 单击确定，账号创建完成。
创建数据库

每个SQL Server 2008 R2版本的实例最多可以创建50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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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库管理。
5. 单击创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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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输⼊要创建的数据库信息。

参数 说明
数据
库(DB)名称

填写数据库名称。由小写字⺟、数字、下划线或中划线组成，以字⺟开头，以字
⺟或数字结尾，⻓度为2~64个字符。

⽀持字符集 选择字符集。如果没有需要的字符集，选择全部，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授权账号 选择要授权的账号，并设置账号类型为读写、只读或所有者。

如果还没创建账号，可以留空。
账号类型 选择账号后可⻅，设置该数据库授予给账号的权限，可选择读写或只读。
备注说明 可以备注该数据库的相关信息，便于后续数据库管理，最多⽀持256个字符。

7. 单击确定，数据库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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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档
• 全量备份数据上云SQL Server 2008 R2版
• 通过DMS将逻辑备份导⼊RDS数据库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38 创建账号
#unique_31 创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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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连接实例
完成创建实例、设置⽩名单和创建账号等操作后，您可以使⽤数据管理服务DMS（Data
Management Service）或其他数据库客⼾端连接到RDS实例。
如果连接失败，请参⻅解决⽆法连接实例问题。

使⽤DMS连接实例
DMS是阿⾥云提供的图形化的数据管理⼯具，可⽤于管理关系型数据库和NoSQL数据库，⽀持数
据管理、结构管理、⽤⼾授权、安全审计、数据趋势、数据追踪、BI图表、性能与优化等功能。
具体操作请参⻅通过DMS登录RDS数据库。

使⽤客⼾端连接实例
下⾯以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SSMS）客⼾端为例介绍如何连接到RDS
实例。
1. 在ECS或本地电脑上启动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客⼾端。
2. 选择连接 > 数据库引擎 。
3. 在弹出的连接到服务器对话框中输⼊登录信息，如下图所⽰。

参数 说明
服务器类型 选择数据库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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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服务器名称 输⼊RDS实例的连接地址和端口号，连接地址与端口号之间⽤英⽂逗号隔开，如

rm-bptest.sqlserver.rds.aliyuncs.com,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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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标实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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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验证 选择SQL Server⾝份验证。
登录名 RDS实例的账号名称。
密码 RDS实例的账号密码。

4. 单击连接，即可连接到实例。
连接失败的解决办法

请参⻅解决⽆法连接实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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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只读实例
6.1 SQL Server只读实例简介
应⽤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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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同步到所有
只读实例。

说明:
• ⽬前，RDS for SQL Server 仅2017集群版⽀持只读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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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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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
按量付费，即每小时扣费⼀次，费⽤取决于扣费时的只读实例规格。以下分别是通⽤型规格和独享
型规格的价格。
• 通⽤型规格和存储空间每小时售价

地域 rds.
mssql
.s2.
large
2核4G

rds.
mssql
.s2.
xlarge
2核8G

rds.
mssql
.s3.
large
4核8G

rds.
mssql
.m1.
medium
4核16G

rds.
mssql.
c1.large
8核16G

rds.
mssql
.c1.
xlarge
8核32G

rds.
mssql
.c2.
xlarge
16核
64G

存储空间

中国⼤陆 ¥1.46 ¥2.50 ¥2.81 ¥4.79 ¥5.42 ¥9.38 ¥17.71 ¥0.0017/
GB

⾹港 ¥1.78 ¥3.53 ¥3.63 ¥6.71 ¥7.00 ¥13.66 ¥26.74 ¥0.0023/
GB

美国（弗
吉尼亚）

¥1.84 ¥3.65 ¥3.76 ¥6.95 ¥7.25 ¥14.15 ¥27.70 ¥0.0018/
GB

美国（硅
⾕）

¥1.97 ¥3.9 ¥4.01 ¥7.43 ¥7.75 ¥15.13 ¥29.61 ¥0.0018/
GB

新加坡 ¥2.09 ¥4.16 ¥4.26 ¥7.91 ¥8.25 ¥16.10 ¥31.52 ¥0.0025/
GB

澳洲 ¥2.12 ¥4.18 ¥4.34 ¥8.12 ¥8.46 ¥16.22 ¥32.42 ¥0.0034/
GB

⻢来西亚 ¥1.621 ¥3.217 ¥3.306 ¥6.122 ¥6.388 ¥12.465 ¥24.396 ¥0.0028/
GB

印尼 ¥1.621 ¥3.217 ¥3.306 ¥6.122 ¥6.388 ¥12.465 ¥24.396 ¥0.0025/
GB

⽇本 ¥2.10 ¥4.16 ¥4.27 ¥7.91 ¥8.25 ¥16.10 ¥31.52 ¥0.0034/
GB

德国 ¥2.10 ¥4.16 ¥4.27 ¥7.91 ¥8.25 ¥16.10 ¥31.52 ¥0.0033/
GB

英国 ¥2.11 ¥4.16 ¥4.28 ¥7.93 ¥8.26 ¥16.11 ¥31.52 ¥0.0034/
GB

迪拜 ¥2.20 ¥4.37 ¥4.49 ¥8.31 ¥8.67 ¥16.91 ¥33.09 ¥0.0043/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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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rds.
mssql
.s2.
large
2核4G

rds.
mssql
.s2.
xlarge
2核8G

rds.
mssql
.s3.
large
4核8G

rds.
mssql
.m1.
medium
4核16G

rds.
mssql.
c1.large
8核16G

rds.
mssql
.c1.
xlarge
8核32G

rds.
mssql
.c2.
xlarge
16核
64G

存储空间

印度 ¥1.621 ¥3.217 ¥3.306 ¥6.122 ¥6.388 ¥12.465 ¥24.396 ¥0.0024/
GB

• 独享型规格每小时售价
规格代码 规格 价格
mssql.x4.medium.ro 2核8G ¥9.38
mssql.x4.large.ro 4核16G ¥18.67
mssql.x4.xlarge.ro 8核32G ¥37.23
mssql.x4.2xlarge.ro 16核64G ¥74.36
mssql.x4.4xlarge.ro 32核128G ¥148.61
mssql.x4.8xlarge.ro 64核256G ¥297.11
mssql.x8.medium.ro 2核16G ¥9.53
mssql.x8.large.ro 4核32G ¥18.96
mssql.x8.xlarge.ro 8核64G ¥37.82
mssql.x8.2xlarge.ro 16核128G ¥75.55
mssql.x8.4xlarge.ro 32核256G ¥150.96
mssql.x8.8xlarge.ro 64核512G ¥3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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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与主实例不⼀致，并且可以随时更改。建议只读实例规格不小于主实例规格，否则易

导致只读实例延迟⾼、负载⾼等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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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_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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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与报警：提供近20个系统性能指标的监控视图，如磁盘容量、IOPS、连接数、CPU利⽤
率、⽹络流量等。

功能限制
• 只读实例的数量：

数据库类型 数量
SQL Server 最多创建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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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例恢复：

- 不⽀持通过备份⽂件或任意时间点创建临时实例，不⽀持通过备份集覆盖实例。
- 创建只读实例后，主实例将不⽀持通过备份集直接覆盖实例来恢复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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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创建SQL Ser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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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只读实例简介。

前提条件
主实例版本为SQL Server 2017 集群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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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读实例数量：最多创建7个只读实例。
• 计费⽅式：按量付费，即每小时扣费⼀次，费⽤取决于扣费时的只读实例规格。具体费⽤请参

⻅详细价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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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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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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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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有⽹络VPC：建议选择与主实例相同的VPC。
• 规格：为保证数据同步有⾜够的I/O性能⽀撑，建议只读实例的规格（内存）不小于主实

例。
• 数量：根据业务量购买，多个只读实例可以提⾼可⽤性。

6. 在订单确认⻚⾯，确认订单信息，勾选关系型数据库RDS服务条款，单击去⽀付，根据提⽰完成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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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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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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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主实例所在地域。

3. 在实例列表中找到主实例，单击该主实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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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群管理⻚⾯查看只读实例
前提条件
已在集群管理⻚⾯开通读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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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主实例所在地域。

3. 在实例列表中找到主实例，单击该主实例的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集群管理。
5. 找到只读实例，单击该只读实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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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1 创建RDS只读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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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QL Server上云评估⼯具
本⽂介绍SQL Server的上云评估⼯具。关于MySQL、PostgreSQL、MariaDB的上云，请使⽤
DTS⼯具。关于Oracle的上云（到RDS for PPAS），请使⽤ADAM⼯具。
SQL Server上云评估⼯具Database Assessment Tool是⼀款⽤于对⾃建SQL Server数据库进⾏
评估并给出上云评估报告的⾃动化⼯具，帮助您做好上云前的分析和准备⼯作。

⽀持的⾃建数据库
• 本地⾃建SQL Server数据库
• 云虚拟机上的⾃建SQL Server数据库

⼯具下载
点此下载上云评估⼯具。

开始评估
1. 打开SQL Server上云评估⼯具。
2. 在左上⻆单击新建连接。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要迁移的SQL Server数据库服务器的地址以及验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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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保存。
左侧出现已连接的数据库服务器。

5. 单击+号展开数据库列表，选择要进⾏上云评估的数据库。

6. 单击上云评估。
7. 评估完成后，单击右下⻆的⽣成报告，将报告保存到您指定的路径。

查看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包含以下内容：
• 上云建议

提供建议您使⽤的RDS实例的系列、规格和版本。
• 检测项⽬⸺与RDS for SQL Server兼容

RDS for SQL Server⽀持这些功能，但是您需要选择特定的RDS for SQL Server版本。
• 检测项⽬⸺通过调整可与RDS for SQL Server兼容

通过极少的调整，即可在云数据库RDS for SQL Server上实现的功能。
• 检测项⽬⸺与RDS for SQL Server不兼容

RDS不⽀持这些功能，您可以使⽤报告中提供的替代性措施。
点此查看评估报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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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各版本的功能差异
基本功能差异

集群版 ⾼可⽤版 基础版模块 功能
2017 企业版 2016 标准版、

企业版
2012 标准版、
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2012 企业版

创建实例
重启实例
⾃动续费
变更计费⽅
式
变更规格
释放实例

⽀持 ⽀持 ⽀持 ⽀持

创建临时实
例

不⽀持 不⽀持 ⽀持 ⽀持

升级引擎版
本

即将⽀持 即将⽀持 ⽀持 即将⽀持

克隆实例 ⽀持 ⽀持 不⽀持 ⽀持

⽣命周期

创建只读实
例

⽀持 不⽀持 不⽀持 不⽀持

查看实例列
表
查看实例详
情
修改备注
管理可维护
时间段
管理标签

⽀持 ⽀持 ⽀持 ⽀持实例属性

管理可⽤区 不⽀持 不⽀持 ⽀持 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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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版 ⾼可⽤版 基础版模块 功能
2017 企业版 2016 标准版、

企业版
2012 标准版、
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2012 企业版

VPC连接串
公⽹连接串

⽀持 ⽀持 ⽀持 ⽀持数据库连
接

读写分离连
接串

不⽀持 不⽀持 不⽀持 不⽀持

可⽤区内容
灾

⽀持 ⽀持 ⽀持 ⽀持

同城容灾 ⽀持 ⽀持 ⽀持 不⽀持
异地容灾

服务可⽤
性

容灾演练
不⽀持 不⽀持 不⽀持 不⽀持

全量备份
增量备份
⽇志备份
定制备份策
略
按备份集恢
复
按时间点恢
复

⽀持 ⽀持 ⽀持 ⽀持

按⽤⼾备份
集恢复

⽀持（全量和差
异、⽇志）

⽀持（全量和差
异、⽇志）

⽀持（全量备
份）

⽀持（全量和差
异、⽇志）

克隆恢复 ⽀持 ⽀持 不⽀持 即将⽀持
局部备份

备份与恢
复

局部恢复
⽀持 ⽀持 不⽀持 不⽀持

资源监控
引擎监控
监控策略定
制

监控与报
警

监控聚合

⽀持 ⽀持 ⽀持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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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版 ⾼可⽤版 基础版模块 功能
2017 企业版 2016 标准版、

企业版
2012 标准版、
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2012 企业版

参数更新参数管理
参数模板

⽀持T-SQL ⽀持T-SQL ⽀持 ⽀持T-SQL

错误⽇志⽇志管理
运⾏⽇志

⽀持T-SQL ⽀持T-SQL ⽀持 ⽀持T-SQL

数据管理功能差异
集群版 ⾼可⽤版 基础版模块 功能
2017 企业版 2016 标准版、

企业版
2012 标准版、
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2012 企业版

⽤⼾管理 ⽀持
库表管理
数据操作

数据管理

定时任务

⽀持T-SQL ⽀持T-SQL
⽀持T-SQL

⽀持T-SQL

同构数据迁
移
异构数据迁
移
数据同步

⽀持 DTS ⽀持 DTS ⽀持 DTS ⽀持 DTS

数据订阅 不⽀持 不⽀持 不⽀持 不⽀持

数据通道

实例间复制
数据库

⽀持 ⽀持 不⽀持 ⽀持

IP⽩名单数据安全
管控操作审
计

⽀持 ⽀持 ⽀持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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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版 ⾼可⽤版 基础版模块 功能
2017 企业版 2016 标准版、

企业版
2012 标准版、
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2012 企业版

防⽕墙 ⽀持（IP⽩名
单）

⽀持（IP⽩名
单）

⽀持（IP⽩名
单）

⽀持（IP⽩名
单）

数据库审计 即将⽀持 即将⽀持 ⽀持 即将⽀持
存储加密 不⽀持 不⽀持 ⽀持 不⽀持
⽹络加密 ⽀持 ⽀持 ⽀持 ⽀持
安全组管理 不⽀持 不⽀持 不⽀持 不⽀持
专家服务 ⽀持 ⽀持 ⽀持 ⽀持
资源分析
引擎分析

性能优化

引擎/代码优
化

不⽀持 不⽀持 不⽀持 不⽀持

官⽅版本功能差异
SQL Server Web版、标准版和企业版的主要功能差异如下表所⽰。
功能 Web版 标准版 企业版
规格⼤小 16核64GB 24核128GB ⽆
⾼可⽤ 单机 Mirror HA Always On⾼

可⽤
数据压缩
SQL Profiler
列式索引

⽀持

表/索引分区
CDC

SQL Server 2016⽀持
SQL Server 2012不⽀持

在线DDL
并⾏检索操作
分区表并⾏度调整

不⽀持

不⽀持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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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Web版 标准版 企业版
TDE
⾼级R语⾔集成

• 关于 SQL Server 2016 官⽅各版本（Web版/标准版/企业版）之间的详细功能差异，请参⻅官
⽅⽂档 SQL Server 2016 的各版本和⽀持的功能。

• 关于 SQL Server 2012 官⽅各版本（Web版/标准版/企业版）之间的详细功能差异，请参⻅官
⽅⽂档 SQL Server 2012 各个版本⽀持的功能。

• 关于阿⾥云技术专家撰写的 SQL Server 各版本的功能差异，请参⻅ 利⽤ ApsaraDB For SQL 

Server 各版本⾼效而低廉地实现关键业务需求 。

42 ⽂档版本：20190523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sql/sql-server/editions-and-components-of-sql-server-2016
http://t.cn/Rp9hzkU
https://yq.aliyun.com/articles/179065?spm=5176.8091938.0.0.of3rWo
https://yq.aliyun.com/articles/179065?spm=5176.8091938.0.0.of3rWo


云数据库 MySQL 版 RDS for SQL Server 快速⼊⻔ /  9 各版本的API差异

9 各版本的API差异
实例管理

⾼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版
2012 标准版、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
版
2012 Web
版、企业版

CreateDBIn
stance

创建RDS实
例

⽀持 ⽀持 ⽀持

RestartDBI
nstance

重启RDS实
例

⽀持 ⽀持 ⽀持

DeleteDBIn
stance

释放RDS实
例

⽀持 ⽀持 ⽀持

DescribeDB
InstanceAt
tribute

查看RDS实
例详情

⽀持 ⽀持 ⽀持

DescribeDB
Instances

查看RDS实
例列表

⽀持 ⽀持 ⽀持

ModifyDBIn
stancePayType

变更实例计
费⽅式

⽀持 ⽀持 ⽀持

ModifyDBIn
stanceSpec

变更RDS实
例规格

⽀持 ⽀持 ⽀持

ModifyDBIn
stanceDesc
ription

修改RDS实
例备注

⽀持 ⽀持 ⽀持

ModifySecu
rityIps

修改RDS实
例IP⽩名单

⽀持 ⽀持 ⽀持

DescribeDB
InstanceIP
ArrayList

查看RDS实
例IP⽩名单

⽀持 ⽀持 ⽀持

PurgeDBIns
tanceLog

清理RDS实
例⽇志

⽀持 ⽀持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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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版
2012 标准版、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
版
2012 Web
版、企业版

ModifyDBIn
stanceMain
tainTime

修改RDS实
例可维护时
间

⽀持 ⽀持 ⽀持

AllocateIn
stancePubl
icConnection

申请外⽹连
接串

⽀持 ⽀持 ⽀持

ReleaseIns
tancePubli
cConnection

释放外⽹连
接串

⽀持 ⽀持 ⽀持

ModifyDBIn
stanceConn
ectionString

修改连接串 ⽀持 ⽀持 ⽀持

DescribeDB
InstanceNe
tInfo

查看所有连
接串

⽀持 ⽀持 ⽀持

DescribeRe
gions

查询RDS地
域和可⽤区
信息

⽀持 ⽀持 ⽀持

SwitchDBIn
stanceHA

切换RDS实
例的主备

⽀持 ⽀持 不⽀持

ModifyDBIn
stanceHACo
nfig

修改RDS实
例数据复制
和⾼可⽤策
略

⽀持 ⽀持 不⽀持

DescribeDB
InstanceHA
Config

查询RDS可
⽤区信息和
数据复制状
态

⽀持 ⽀持 不⽀持

ModifyDBIn
stanceNetw
orkType

修改RDS实
例⽹络类型

不⽀持 ⽀持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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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版
2012 标准版、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
版
2012 Web
版、企业版

DescribeDB
InstanceTDE

查询实例数
据加密状态

不⽀持 ⽀持 不⽀持

ModifyDBIn
stanceTDE

修改实例数
据加密状态

不⽀持 ⽀持 不⽀持

DescribeDB
InstanceSSL

查询实例
SSL链路

不⽀持 ⽀持 不⽀持

ModifyDBIn
stanceSSL

修改实例
SSL链路

不⽀持 ⽀持 不⽀持

ModifyDBIn
stanceConn
ectionMode

修改RDS实
例访问模式

不⽀持 ⽀持 不⽀持

MigrateToO
therZone

迁移RDS实
例可⽤区

不⽀持 ⽀持 不⽀持

CreateRead
OnlyDBInst
ance

创建RDS只
读实例

不⽀持 不⽀持 不⽀持

SwitchDBIn
stanceNetType

申请内⽹连
接串（原内
外⽹切换）

不⽀持 不⽀持 不⽀持

UpgradeDBI
nstanceEng
ineVersion

升级RDS实
例版本

不⽀持 不⽀持 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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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管理
⾼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版
2012 标准版、企业版

2008 R2 企
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企业
版

CreateData
base

创建数据库 不⽀持 ⽀持 不⽀持

DeleteData
base

删除数据库 不⽀持 ⽀持 不⽀持

DescribeDa
tabases

查看数据库列
表

不⽀持 ⽀持 不⽀持

ModifyDBDe
scription

修改数据库备
注

不⽀持 ⽀持 不⽀持

账号管理
⾼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版
2012 标准版、企业版

2008 R2 企
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企
业版

CreateAccount 创建账号 ⽀持 ⽀持 ⽀持
DescribeAc
counts

查看账号列
表

⽀持 ⽀持 ⽀持

ModifyAcco
untDescription

修改账号备
注

⽀持 ⽀持 ⽀持

ResetAccou
ntPassword

重置账号 ⽀持 不⽀持 ⽀持

DeleteAccount 删除账号 不⽀持 ⽀持 不⽀持
GrantAccou
ntPrivilege

授权账号权
限

不⽀持 ⽀持 不⽀持

RevokeAcco
untPrivilege

撤销账号权
限

不⽀持 ⽀持 不⽀持

ResetAccou
ntPassword

重置密码 不⽀持 ⽀持 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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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与恢复
⾼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
版
2012 标准版、企业
版

2008 R2 企业
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企业
版

CreateBack
up

创建备份 ⽀持 ⽀持 ⽀持

DescribeBa
ckups

查看备份列表 ⽀持 ⽀持 ⽀持

DescribeBa
ckupPolicy

查看备份策略 ⽀持 ⽀持 ⽀持

ModifyBack
upPolicy

修改备份策略 ⽀持 ⽀持 ⽀持

RestoreDBI
nstance

恢复备份集到实
例

不⽀持 ⽀持 ⽀持

CreateTemp
DBInstance

创建临时实例 不⽀持 ⽀持 ⽀持

DeleteBack
up

删除数据备份⽂
件

不⽀持 不⽀持 不⽀持

CloneDBIns
tance

克隆RDS实例 不⽀持 不⽀持 不⽀持

监控
⾼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
企业版
2012 标准版、
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企业版

DescribeRe
sourceUsage

查看实例资源使
⽤情况

⽀持 ⽀持 ⽀持

DescribeDB
InstancePe
rformance

查看实例性能数
据

⽀持 ⽀持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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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
企业版
2012 标准版、
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企业版

DescribeDB
InstanceMo
nitor

查询监控⾏为 ⽀持 ⽀持 ⽀持

ModifyDBIn
stanceMonitor

修改监控⾏为 ⽀持 ⽀持 ⽀持

参数设置
⾼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
版
2012 标准版、企业
版

2008 R2 企业
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企业版

DescribePa
rameterTem
plates

查看数据库参数模板 不⽀持 ⽀持 不⽀持

DescribePa
rameters

查看当前实例数据库
参数运⾏列表

不⽀持 ⽀持 不⽀持

ModifyPara
meter

修改数据库参数列表 不⽀持 ⽀持 不⽀持

性能优化
⾼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版
2012 标准版、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企业版

DescribeSQ
LLogReports

查看SQL⽇志运
⾏报告

不⽀持 不⽀持 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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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版
2012 标准版、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企业版

DescribeOp
timizeAdvi
ceOnMissIn
dex

缺失索引建议 不⽀持 不⽀持 不⽀持

标签管理
⾼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版
2012 标准版、企业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企
业版

AddTagsToR
esource

绑定标签 ⽀持 ⽀持 ⽀持

DescribeTags 查询标签 ⽀持 ⽀持 ⽀持
RemoveTags
FromResource

解绑标签 ⽀持 ⽀持 ⽀持

数据迁移
⾼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
版
2012 标准版、企业
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企业版

CreateUplo
adPathForS
QLServer

获取⽂件上传地
址

不⽀持 ⽀持 不⽀持

DescribeFi
lesForSQLS
erver

查看数据⽂件列
表

不⽀持 ⽀持 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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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
版
2012 标准版、企业
版

2008 R2 企业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
企业版

DescribeIm
portsForSQ
LServer

查看导⼊列表 不⽀持 ⽀持 不⽀持

ImportData
baseBetwee
nInstances

其他实例迁⼊ 不⽀持 ⽀持 不⽀持

CancelImpo
rt

取消迁移 不⽀持 ⽀持 不⽀持

DescribeOs
sDownloads

查看数据上云任
务⽂件详情

不⽀持 不⽀持 ⽀持

CreateMigr
ateTask

创建数据上云任
务

不⽀持 不⽀持 ⽀持

DescribeMi
grateTasks

查询数据上云任
务列表

不⽀持 不⽀持 ⽀持

⽇志审计
⾼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
版
2012 标准版、企业
版

2008 R2 企业
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企业
版

DescribeSl
owLogs

查看慢⽇志列表 不⽀持 ⽀持 不⽀持

DescribeSl
owLogRecor
ds

查看慢⽇志明细 不⽀持 ⽀持 不⽀持

DescribeEr
rorLogs

查看错误⽇志 不⽀持 ⽀持 不⽀持

50 ⽂档版本：20190523



云数据库 MySQL 版 RDS for SQL Server 快速⼊⻔ /  9 各版本的API差异

⾼可⽤版 基础版API API 描述
2016 标准版、企业
版
2012 标准版、企业
版

2008 R2 企业
版

2016 Web版
2012 Web版、企业
版

DescribeSQ
LLogFiles

查询SQL审计⽂
件列表

不⽀持 ⽀持 不⽀持

DescribeSQ
LCollector
Policy

查询SQL审计功
能是否开启

不⽀持 ⽀持 不⽀持

ModifySQLC
ollectorPo
licy

切换SQL采集状
态

不⽀持 ⽀持 不⽀持

DescribeSQ
LLogRecords

查询SQL审计⽇
志

不⽀持 ⽀持 不⽀持

DescribeBi
nlogFiles

查看BINLOG
⽇志

不⽀持 不⽀持 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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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储过程
• 实例内复制数据库
• 设置数据库在线
• 数据库全局授权
• 删除数据库
• 设置更改跟踪
• 开启数据库变更捕获
• 关闭数据库变更捕获
• 配置实例参数
• 增加链接服务器
• 设置跟踪标志
• 重命名数据库
本⽂适⽤于RDS for SQL Server 2012/2016/2017。
关于SQL Server存储过程的更多介绍，请参⻅RDS for SQL Server使⽤介绍。

实例内复制数据库
T-SQL命令
sp_rds_copy_database
⽀持的实例
• ⾼可⽤版
• 基础版
描述
在实例内复制⼀个数据库。

说明:
实例剩余空间不得小于当前数据库⼤小的1.3倍。

使⽤⽅法
EXEC sp_rds_copy_database 'db','db_copy'

• 第⼀个参数是被拷⻉的数据库。
52 ⽂档版本：20190523

https://yq.aliyun.com/articles/468046


云数据库 MySQL 版 RDS for SQL Server 快速⼊⻔ /  10 存储过程

• 第⼆个参数是拷⻉的⽬标数据库。
设置数据库在线

T-SQL命令
sp_rds_set_db_online
⽀持的实例
• ⾼可⽤版
• 基础版
描述
您将数据库设置为OFFLINE后，不能直接通过ALTER DATABASE设置为ONLINE，请使⽤本存
储过程设置为ONLINE。
使⽤⽅法
EXEC sp_rds_set_db_online 'db'

参数是指定要被设置ONLINE的数据库。
数据库全局授权

T-SQL命令
sp_rds_set_all_db_privileges
⽀持的实例
• ⾼可⽤版
• 基础版
描述
为⼀个⽤⼾授予所有或多个⽤⼾数据库的权限。

说明:
授权时，当前⽤⼾对被授权数据库的权限必须⼤于或等于被授予的权限。

使⽤⽅法
sp_rds_set_all_db_privileges 'user','db_owner','db1,db2...'

• 第⼀个参数是被授权的⽤⼾。
• 第⼆个参数是授予该⽤⼾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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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参数是数据库，可以指定⼀个或者多个，⽤逗号分隔，也可以不指定该参数（不指定表⽰
全部⽤⼾数据库）。

删除数据库
T-SQL命令
sp_rds_drop_database
⽀持的实例
⾼可⽤版

说明:
基础版暂时不⽀持本存储过程，请使⽤DROP DATABASE db。

描述
删除实例中的数据库。删除时会将关联的对象移除掉，⾼可⽤版会⾃动将镜像移除，并且KILL在该
数据库上的连接。
使⽤⽅法
EXEC sp_rds_drop_database 'db'

参数是要被删除的数据库。
设置更改跟踪

T-SQL命令
sp_rds_change_tracking
⽀持的实例
⾼可⽤版
描述
设置数据库的更改跟踪标记。
使⽤⽅法
EXEC sp_rds_change_tracking 'db',1

• 第⼀个参数是数据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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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个参数表⽰是否启⽤。
- 1：启⽤。
- 0：禁⽤。

开启数据库变更捕获
T-SQL命令
sp_rds_cdc_enable_db
⽀持的实例
⾼可⽤版

说明:
与AlwaysOn共存时，需要移除可⽤性组，不建议使⽤。

描述
启⽤数据库的数据变更捕获。
使⽤⽅法

USE db
GO
sp_rds_cdc_disable_db

关闭数据库变更捕获
T-SQL命令
sp_rds_cdc_disable_db
⽀持的实例
⾼可⽤版

说明:
与AlwaysOn共存时，需要移除可⽤性组，不建议使⽤。

描述
关闭数据库的数据变更捕获。
使⽤⽅法

USE db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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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_rds_cdc_disable_db

配置实例参数
T-SQL命令
sp_rds_configure
⽀持的实例
• ⾼可⽤版
• 基础版
描述
设置实例参数。若有主备实例，会⾃动同步。
⽬前⽀持的参数：
• fill factor (%)
• max worker threads
• cost threshold for parallelism
• max degree of parallelism
• min server memory (MB)
• max server memory (MB)
• blocked process threshold (s)
使⽤⽅法

EXEC sp_rds_configure 'max degree of parallelism',4

• 第⼀个参数是要设置的实例配置参数项。
• 第⼆个参数是该实例参数的值。

增加链接服务器
T-SQL命令
sp_rds_add_linked_server
⽀持的实例
• SQL Server 2012/2016标准版⾼可⽤系列
• SQL Server 2012/2016企业版⾼可⽤系列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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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实例的链接服务器。⽀持分布式事务，实例主备⾃动创建，切换不需要再配置。
使⽤⽅法

DECLARE
@linked_server_name sysname = N'yangzhao_slb',
@data_source sysname = N'****.sqlserver.rds.aliyuncs.com,3888', --
style: 10.1.10.1,1433
@user_name sysname = N'ay15' ,
@password nvarchar(128) = N'******',
@source_user_name sysname = N'test',
@source_password nvarchar(128) = N'******',
@link_server_options xml
= N'
            <rds_linked_server>
                <config option="data access">true</config>
                <config option="rpc">true</config>
                <config option="rpc out">true</config>
            </rds_linked_server>
'

EXEC sp_rds_add_linked_server
@linked_server_name,
@data_source,
@user_name,
@password,
@source_user_name,
@source_password,
@link_server_options

设置跟踪标志
T-SQL命令
sp_rds_dbcc_trace
⽀持的实例
• ⾼可⽤版
• 基础版
描述
设置实例的跟踪标记。⽬前只⽀持部分跟踪标记，若有主备实例，会⾃动同步。
使⽤⽅法
EXEC sp_rds_dbcc_trace '1222',1/0

• 第⼀个参数是跟踪标记。
• 第⼆个参数表⽰打开或关闭。

- 1：打开。
- 0：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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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数据库
T-SQL命令
sp_rds_rename_database
⽀持的实例
基础版
描述
重命名数据库。

说明:
重命名时，并不对物理⽂件做重命名。

使⽤⽅法
EXEC sp_rds_rename_database 'db','new_db'

• 第⼀个参数是要被重命名的数据库。
• 第⼆个参数是重命名后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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