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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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POLARDB是阿⾥云⾃研的下⼀代关系型云数据库，兼容MySQL、PostgreSQL、Oracle引
擎，存储容量最⾼可达100TB，单库最多可扩展到16个节点，适⽤于企业多样化的数据库应⽤场
景。
POLARDB采⽤存储和计算分离的架构，所有计算节点共享⼀份数据，提供分钟级的配置升降
级、秒级的故障恢复、全局数据⼀致性和免费的数据备份容灾服务。POLARDB既融合了商业数
据库稳定可靠、⾼性能、可扩展的特征，⼜具有开源云数据库简单开放、⾃我迭代的优势，例如
POLARDB for MySQL性能最⾼可以提升⾄MySQL的6倍，而成本只有商⽤数据库的1/10。

基本概念
• 集群：⼀个集群包含⼀个主节点以及最多15个只读节点（最少⼀个，⽤于提供Active-Active⾼

可⽤）。集群ID以pc开头（代表POLARDB cluster）。
• 节点：⼀个独⽴占⽤物理内存的数据库服务进程。节点ID以pi开头（代表POLARDB

instance）。
• 数据库：在节点下创建的逻辑单元，⼀个节点可以创建多个数据库，数据库在节点内的命名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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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独⽴电⼒和⽹络的物

理区域。更多信息请参考阿⾥云全球基础设施。
控制台

阿⾥云提供了简单易⽤的Web控制台，⽅便您操作阿⾥云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包括云数据库
POLARDB。在控制台上，您可以创建、连接和配置POLARDB数据库。
关于控制台的界⾯介绍，请参考阿⾥云管理控制台。
POLARDB控制台地址：https://polardb.console.aliyun.com

⽂档版本：201909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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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动态
本⽂为您介绍POLARDB的产品功能动态。

说明:
• 为了使⽤最新的功能，您需要升级集群到最新的版本，升级过程有60秒左右的连接闪断，请确

保业务有重连机制。
• 如果没有显⽰升级到最新版本按钮，表⽰您的集群已经是最新版本。

2019年7⽉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发布地域 相关⽂档
存储资源包 POLARDB推出了预付费形

式的存储包。⽀持从100G到
100T，共9个规格，容量不够
可以随时升级。存储空间⽆需
⼿动配置，根据数据量⾃动伸
缩，您只需为实际使⽤的数据
量按小时付费。

2019-07-30 全部 #unique_5

数据库管理 表名⻓度限制与开源MySQL保
持⼀致。
• 字⺟或数字表名⻓度限制从

59个字符提升到64个字符。
• 汉字表名⻓度限制从11个字

符提升到50个字符。

2019-07-12 全部 #unique_6

临时升配 POLARDB可以⽀持您临时
升级集群规格配置，应对短时
间（⼀般小于7天）的业务⾼
峰期。临时升级只需要⽀付升
级期间的费⽤，按小时折算差
价，可⼤幅降低活动预算。

2019-07-11 全部 临时升配

2 ⽂档版本：20190918



云数据库 POLARDB POLARDB for MySQL⽤⼾指南 /  2 功能动态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发布地域 相关⽂档
并⾏查询 POLARDB for MySQL 8.0重

磅推出并⾏查询框架，当您的
查询数据量到达⼀定阈值，就
会⾃动启动并⾏查询框架。在
存储层将数据分⽚到不同的线
程上，多个线程并⾏计算，将
结果流⽔线汇总到总线程，最
后总线程做简单归并返回给⽤
⼾，从而使查询耗时指数级下
降。

2019-07-01 全部

2019年5⽉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发布地域 相关⽂档
跨数据库查询 ⽀持POLARDB for MySQL

与其它数据库之间进⾏跨数据
库查询。

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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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

跨数据库查询

⽂档版本：201909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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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读写分离
POLARDB for MySQL集群⾃带读写分离功能。应⽤程序只需连接⼀个集群地址，写请求会⾃动
发往主节点，读请求会⾃动根据各节点的负载（当前未完成的请求数）发往主节点或只读节点。

功能优势
• 读⼀致性

在POLARDB的链路中间层做读写分离的同时，中间层会track各个节点已经apply了的
redolog位点即LSN，同时每次更新时会记录此次更新的位点为Session LSN, 当有新请求到来
时我们会⽐较Session LSN 和当前各个节点的LSN，仅将请求发往LSN >= Session LSN的节
点，从而保证了会话⼀致性；表⾯上看该⽅案可能导致主库压⼒⼤，但是因为POLARDB是物理
复制，速度极快，在上述场景中，当更新完成后，返回客⼾端结果时复制就同步在进⾏，而当下
⼀个读请求到来时主从极有可能已经完成，然后⼤多数应⽤场景都是读多写少，所以经验证在该
机制下即保证了会话⼀致性，也保证了读写分离负载均衡的效果。

• 原⽣⽀持读写分离，提升性能
如果您在云上通过⾃⼰搭建代理层实现读写分离，在数据到达数据库之前需要经历多个组件的语
句解析和转发，对响应延迟有较⼤的影响。而POLARDB读写分离在已有的⾼安全链路中直接内
置，没有任何额外的组件来消耗时间，能够有效降低延迟，提升处理速度。

4 ⽂档版本：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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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便
在传统模式下，您需要在应⽤程序中配置主节点和每个只读节点的连接地址，并且对业务逻辑进
⾏拆分，才能实现将写请求发往主节点而将读请求发往各个节点。
POLARDB提供集群地址，应⽤程序连接该地址后即可对主节点和只读节点进⾏读写操作，读写
请求会被⾃动转发，转发逻辑完全对使⽤者透明，可降低维护成本。
同时，您只需添加只读节点的个数，即可不断扩展系统的处理能⼒，应⽤程序⽆需做任何修改。

• 节点健康检查，提升数据库系统的可⽤性
读写分离模块⾃动对集群内的所有节点进⾏健康检查，当发现某个节点宕机或者延迟超过阈值
后，将不再分配读请求给该节点，读写请求在剩余的健康节点间进⾏分配。以此确保单个只读节
点发⽣故障时，不会影响应⽤的正常访问。当节点被修复后，POLARDB会⾃动将该节点纳回请
求分配体系内。

• 免费使⽤，降低资源及维护成本
免费提供读写分离功能，⽆需⽀付任何额外费⽤。

⽂档版本：2019091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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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逻辑
• 可读可写模式转发逻辑：

- 只发往主节点
■ 所有DML操作（INSERT,UPDATE,DELETE)；
■ 所有DDL操作（建表/库、删表/库、变更表结构、权限等）；
■ 所有事务中的请求；
■ ⽤⼾⾃定义函数；
■ 存储过程；
■ EXECUTE语句；
■ Multi Statements；
■ 使⽤到临时表的请求；
■ SELECT last_insert_id()；
■ 所有对⽤⼾变量的查询和更改；
■ SHOW PROCESSLIST；
■ KILL（SQL语句中的KILL，⾮命令KILL）。

- 发往只读节点或主节点
■ ⾮事务中的读请求；
■ COM_STMT_EXECUTE命令。

- 总是发往所有节点
■ 所有系统变量的更改；
■ USE命令；
■ COM_STMT_PREPARE命令；
■ COM_CHANGE_USER/COM_QUIT/COM_SET_OPTION等命令。

• 只读模式转发逻辑：
- 不允许执⾏DDL、DML操作；
- 所有请求按照负载均衡的⽅式转发到各只读节点；
- 所有请求不会转发到可读可写节点。

使⽤限制
• 若执⾏了Multi Statements或存储过程，当前连接的后续请求会全部路由到主节点，需断开当

前连接并重新连接才能恢复读写分离。

6 ⽂档版本：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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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地址在只读模式下，不⽀持set环境变量， 例如set @endtime=now(); select * 

from tab where dt < @endtime， 可能导致查询⽆法获得正确的环境变量。
• 使⽤视图时⽆法保证会话⼀致性，例如CREATE VIEW tab2 AS SELECT * FROM tab1; 

INSERT INTO tab1(key, value) (1, 1); SELECT * FROM tab2 where key=1;可
能会因为延迟而查不到结果。

申请或修改集群地址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基本信息的访问信息⾥找到集群地址（推荐）。
5. 单击申请，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刷新后即可看到集群地址。

说明:
存量集群若未申请集群读写分离连接地址的需要⼿动申请集群地址，新购集群⾃动开通集群地
址。若已有集群地址，请直接查看第6步。

6. 单击修改，设置新的集群地址，并单击提交。

⽂档版本：2019091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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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s
1. 为什么刚插⼊的语句，⽴即查的时候查不到？

答：读写分离的架构下，主从复制会有延迟，但POLARDB⽀持会话⼀致性，即同⼀个会话内保
证能读到之前的更新。

2. 为什么只读库没有压⼒？
答：默认情况下事务中的请求都会路由到主库，若是⽤sysbench做压测，0.5版本的sysbench
可以加上--oltp-skip-trx=on，1.0版本的sysbench可以加上--skip-trx=on去掉事务，若业务
上因为事务较多导致只读库负载过低，可以提交⼯单开启读写分离下的分布式事务。

3. 为什么某个节点的请求数⽐别的节点多？
答：当前是根据负载来分发请求的，负载小的节点接收的请求数会更多。

4. 是否⽀持0毫秒延迟的读取？
答：POLARDB集群的主节点和只读节点在正常负载情况下，具有毫秒级的延迟，读写分离连接
地址暂时不⽀持在数据写⼊后0毫秒的读取。如果要求0毫秒延迟的读取，可使⽤主地址（动态
指向POLARDB主节点）将读写请求发给主节点。

5. 新增的只读节点会⾃动加⼊到读写分离吗？
新增只读节点之后新建的读写分离连接会转发请求到该只读节点。新增只读节点之前建⽴的读写
分离连接不会转发请求到新增的只读节点，需要断开该连接并重新建⽴连接，例如，重启应⽤。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9 创建POLARDB集群的公⽹地址
#unique_10 创建POLARDB⾃定义集群地址
#unique_11 查询POLARDB集群的地址信息
#unique_12 修改POLARDB集群地址属性
#unique_13 修改POLARDB集群默认访问地址前缀
#unique_14 释放POLARDB集群地址（除了⾃定义集群地址

的私⽹地址）
#unique_15 释放POLARDB⾃定义集群地址

8 ⽂档版本：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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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存储包
为了更好地帮助您降低存储成本，POLARDB推出了预付费形式的存储包。
POLARDB的存储空间⽆需⼿动配置，根据数据量⾃动伸缩，您只需为实际使⽤的数据量按量付
费。当您的数据量较⼤时，推荐您使⽤POLARDB存储包，相⽐按量付费，预付费购买存储包有折
扣，购买的容量越⼤，折扣⼒度就越⼤。

存储包和按量付费的价格对⽐
下表为按⽉计费存储包和按量付费的价格对⽐。 存储容量越⼤，使⽤存储包越经济。

中国⼤陆 中国⾹港及海外容量（GB）
按量付
费（元/⽉）

存储包（元/⽉） 按量付
费（元/⽉）

存储包（元/⽉）

100 350 350 390 390
500 1,750 1,750 1,950 1,950
1,000 3,500 3,150 3,900 3,510
3,000 10,500 9,450 11,700 10,530
5,000 17,500 15,750 19,500 17,550
10,000 35,000 31,500 39,000 35,100
30,000 105,000 84,000 117,000 93,600
50,000 175,000 140,000 195,000 156,000
100,000 350,000 280,000 390,000 312,000

注意事项
• 每种类型资源包只允许购买⼀个，存储包容量不够时，可以升级存储包。
• 存储包暂不⽀持降级。
• 存储包由资源包类型规定的地域内的所有集群共享使⽤。
• 超出存储包容量的部分以按量付费的⽅式收取费⽤。例如购买了1000G的存

储包，有三个POLARDB集群，存储容量分别是300G、400G和500G，那
么300+400+500-1000=200G，存储包抵扣后，超出的200G需要以按量付费的⽅式收取费
⽤，您可以在费⽤中⼼查看存储包抵扣量和按量付费的存储量。

说明:

⽂档版本：2019091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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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存储包的说明，请参⻅常⻅问题。
购买存储包

1. 登录购买POLARDB存储包⻚⾯。
2. 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说明
资源包类型 • 中国⼤陆通⽤：购买后可⽤于中国⼤陆地域的POLARDB集

群。
• 中国⾹港及海外通⽤：购买后可⽤于中国⾹港及海外地域

的POLARDB集群。
存储包规格 存储包的容量⼤小。
购买时⻓ 购买存储包的时⻓。

3. 单击⽴即购买。
4. 勾选服务协议，单击去⽀付完成⽀付。

查看存储包抵扣量和按量付费的存储量
1. 登录费⽤中⼼。

说明:
如果跳转到新版费⽤中⼼，请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返回旧版。

10 ⽂档版本：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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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消费记录 > 消费明细。
3. 设置搜索条件查询POLARDB相关账单，单击查询。

4. 单击⽬标账单右侧详情。
5. 展开费⽤详单查看抵扣详情。

⽂档版本：2019091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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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升级存储包
1. 登录费⽤中⼼。

说明:
如果跳转到新版费⽤中⼼，请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返回旧版。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包管理 > 资源概览。
3. 在产品栏选择POLARDB存储包，设置搜索条件，单击搜索。

12 ⽂档版本：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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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可以按如下⽅法进⾏续费或升级操作：
• 续费

a. 单击操作列的续费。
b. 选择续费时⻓，勾选服务协议，单击去⽀付完成⽀付。

• 升级
a. 单击操作列的升级。
b. 选择存储包规格，勾选服务协议，单击去⽀付完成⽀付。

常⻅问题
• 存储包是否跟集群绑定售卖？

答：不绑定。您需要单独购买存储包，购买后会⾃动抵扣相应地域内的集群存储空间。
• 存储包是否可以被多个集群共享？

答：可以。存储包由资源包类型（中国⼤陆或中国⾹港及海外）规定的地域内的所有集群共享使
⽤。

• 存储包是否可以被不同引擎的集群共享？
答：可以。存储包可以同时⽤于POLARDB for MySQL/PostgreSQL/Oracle的集群。

• 存储包容量不够了怎么办？可以再买⼀个吗？
答：每种类型资源包只允许购买⼀个。存储包容量不够时可以进⾏升级。

• 当前数据量超出存储包容量的部分如何计费？
答：超出存储包容量的部分以按量付费的⽅式收取费⽤，详情请参⻅#unique_17/
unique_17_Connect_42_section_u9d_n9d_3jt。

• 存储包⽀持3TB和5TB，业务只需要4TB，如何选购？
答：您可以先购买3TB，存储量接近5TB时再升级为5TB。

⽂档版本：2019091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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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待处理事件
当POLARDB出现待处理事件时，会在控制台提醒您及时处理。
POLARDB运维事件（数据库软件升级、硬件维护与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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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ID、集群名称、切换时间等，也
可以⼿动修改切换时间。

前提条件
有未处理的运维事件。

说明:
您可以在控制台左侧导航栏的待处理事件看到提醒。

修改切换时间
1. 登录POLARDB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待处理事件。

说明:

14 ⽂档版本：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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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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不同的事件类型⻚⾯会有不同的通知信息。

4. 在下⽅事件列表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如需修改切换时间，请在左侧勾选对应的实例，然后单
击修改切换时间，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时间并单击确认。

说明:
切换时间不能晚于最晚操作时间。

⽂档版本：201909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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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
您可以在左侧导航栏的历史事件⾥查看已完成的事件。

16 ⽂档版本：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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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置集群⽩名单
创建POLARDB for MySQL数据库集群后，请把需要访问数据库集群的服务器IP地址添加到⽩名
单，并创建集群的初始账号，否则将⽆法连接和使⽤该集群。
只有已添加到⽩名单中的IP地址才可以访问集群，⽩名单适⽤于集群中的所有节点。

注意事项
• 默认情况下，⽩名单只包含IP地址127.0.0.1，表⽰任何IP地址均⽆法访问该数据库集群。
• 若将⽩名单设置为%或者0.0.0.0/0，表⽰允许任何IP地址访问数据库集群。该设置将极⼤降低

数据库的安全性，如⾮必要请勿使⽤。
• POLARDB暂不⽀持⾃动获取VPC中的ECS内⽹IP以供您选择，请⼿动填写需要访问

POLARDB的ECS内⽹IP。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进⼊基本信息⻚⾯。
3. 在访问信息区域，单击⽩名单列表右侧的配置。

4. 在配置⽩名单对话框中，添加服务器IP地址以允许这些服务器访问数据库集群。
5. 单击提交。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20 查看允许访问数据库集群的IP名单
#unique_21 修改允许访问数据库集群的IP名单

⽂档版本：2019091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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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计费管理
7.1 按⼩时付费转包年包⽉

您可以根据需求将后付费（按小时付费）的集群转变为预付费（包年包⽉）的计费⽅式。本操作对
集群的运⾏不会有任何影响。

说明:
历史规格不⽀持直接转包年包⽉，请先#unique_24，然后再转包年包⽉。

注意事项
包年包⽉的集群⽆法转成按小时付费的集群。在您将集群转为包年包⽉前请务必考虑清楚，以免造
成资源浪费。

前提条件
• 集群状态为运⾏中。
• 集群没有未完成的按小时付费转包年包⽉的订单。如果有，需要先在订单管理⻚⾯⽀付或作废该

订单。
操作步骤

1. 登录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集群所在的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在操作列中选择... > 转包年包⽉。

4. 选择购买时⻓，勾选云数据库POLARDB服务协议，单击去开通，根据提⽰完成⽀付。

说明:
• 本操作会产⽣⼀个新购订单，只有完成了订单的⽀付，计费⽅式的变更才能⽣效。
• 若未⽀付或未成功⽀付，您的订单管理⻚⾯将会出现未完成订单，导致您⽆法新购集群或再

次执⾏转包年包⽉。此时需⽀付或作废该订单。
18 ⽂档版本：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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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动续费集群
您可以通过POLARDB控制台或续费管理控制台进⾏⼿动续费。通过续费管理控制台还可以为多个
实例进⾏批量续费。

说明:
按小时付费集群没有到期时间，不涉及续费操作。

⽅法⼀：POLARDB控制台续费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地域，即可显⽰您账号在该地域的所有集群。
3. 找到⽬标集群，在右侧选择... > 续费。

4. 选择续费时⻓并勾选服务协议，单击去⽀付完成⽀付即可。
⽅法⼆：续费管理控制台续费

1. 进⼊POLAR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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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版本：20190918 19

https://polardb.console.aliyun.com/
https://polardb.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 POLARDB POLARDB for MySQL⽤⼾指南 /  7 计费管理

4. 通过搜索过滤功能在⼿动续费⻚签中找到⽬标集群，您可以单个续费或批量续费：
• 单个续费

a. 在⽬标集群右侧单击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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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然后进⾏续费操作。

20 ⽂档版本：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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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标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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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选⽬标集群，单击下⽅批量续费。

b. 选择每个集群的续费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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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_26。

7.3 ⾃动续费集群
包年包⽉集群有到期时间，如果到期未续费，会导致业务中断甚⾄数据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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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按小时付费集群没有到期时间，不涉及续费操作。

注意事项
• ⾃动续费将于集群到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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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版本：2019091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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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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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的集群将于次⽇到期，为避免业务中断，请⼿动进⾏续费，详细

步骤请参⻅#unique_28。
购买集群时开通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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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的集
群并勾选了⾃动续费，则每次⾃动续费时会缴纳3个⽉的费⽤。

在创建新集群时时，可以勾选⾃动续费。

购买集群后开通⾃动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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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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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档版本：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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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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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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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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选⽬标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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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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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版本：20190918 25

https://polardb.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 POLARDB POLARDB for MySQL⽤⼾指南 /  7 计费管理

4. 通过搜索过滤功能在⾃动续费⻚签中找到⽬标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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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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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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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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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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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9 创建数据库集群

说明:
创建集群时开通⾃动续费。

#unique_30 设置包年包⽉集群⾃动续费状态
说明:

创建集群后开通⾃动续费。
#unique_31 查询包年包⽉集群⾃动续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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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连接数据库集群
8.1 查看连接地址

POLARDB for MySQL数据库连接地址包括集群访问地址和主访问地址。
查看⽅法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的ID。
3. 在访问信息区域查看连接地址。

集群地址和主地址
地址类型 地址说明 ⽀持的⽹

络类型
查看⽅式

集群地址（推
荐）

应⽤程序只需连接⼀个集群地址，即可连接
到多个节点。带有读写分离功能，写请求会
⾃动发往主节点，读请求会⾃动根据各节点
的负载发往主节点或只读节点。

说明:
POLARDB包含⼀个默认的集群地址，您
还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创建多个⾃定义的集
群地址，⾃定义集群地址可以连接到指定
的节点，以及设置读写模式等。详情请参
⻅#unique_34。

私⽹和公
⽹

主地址 总是连接到主节点，⽀持读和写操作。当主
节点发⽣故障时，主访问地址会⾃动切换到
新的主节点。

私⽹和公
⽹

1. 找到⽬标集群，单
击集群的ID。

2. 在访问信息区域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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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地址和公⽹地址
地址类
型

说明 使⽤场景

私⽹地
址 • 通过私⽹地址访问可以发挥POLARDB的

最佳性能。
• 私⽹地址⽆法被释放。

例如：
• ECS与数据库集群位于同⼀VPC，那

么ECS可以通过私⽹地址访问数据库集
群。

• 使⽤DMS通过VPC访问数据库集群
公⽹地
址 • 需⼿动申请公⽹的连接地址，也可以释放

公⽹的连接地址。
• 公⽹即因特⽹。通过公⽹访问将⽆法实现

POLARDB最佳性能。

例如：通过公⽹访问数据库集群进⾏维护
操作。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35 查询集群的地址信息
#unique_9 创建集群的公⽹地址
#unique_13 修改集群默认访问地址
#unique_14 释放集群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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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设置/释放⾃定义集群地址
集群地址除了⾃动⽣成的默认地址，还可以⼿动新增⾃定义地址。
您可以在POLARDB for MySQL集群上使⽤⾃定义集群地址，并且可以设置它们的读写模式、⼀
致性级别，以及选择关联的只读节点等等，⽅便应⽤于不同的业务场景，增强了业务的灵活性。

说明:
• ⼀个集群最多可以有4个集群地址（1个默认地址+3个⾃定义地址）。
• 默认的集群地址⽆法释放。⾃定义的集群地址可以被释放。
• 默认的集群地址也可以和⾃定义地址⼀样进⾏⾃定义设置，具体注意事项请参⻅修改⾃定义集

群地址。
前提条件

2019年4⽉29⽇起创建的集群，可以直接新增⾃定义集群地址。2019年4⽉29⽇之前创建的集群需
要提交⼯单申请，之后即可新增⾃定义集群地址。

新增⾃定义集群地址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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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访问信息中的集群地址【推荐】后单击新增⾃定义地址。

5. 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说明
读写模式 本地址的读写模式，分为只读和可读可写（⾃动读写分离）。

说明:
创建⾃定义地址后还可以修改读写模式。修改读写模式后，只对新建
连接⽣效，已有的连接保持原来的模式。

读负载节点 在左侧选择想要加⼊本地址⽤于处理读请求的节点。可选节点包括主
节点和所有只读节点，本地址只会将读请求发往被选中的节点。

说明:
• ⾄少选择2个节点。
• 不论是否选中主节点，写请求都只会发往主节点。

新节点⾃动加⼊ 新增的节点是否要⾃动添加到该地址中。
负载均衡策略 读写分离时，处理读请求的多个节点之间的调度策略，⽆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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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致性级别 • 最终⼀致性：能够提供最好的性能。

• 会话⼀致性：提供Session级的读⼀致性保证，会略微增加主节点
的负载。

具体请参⻅#unique_37。
说明:

如果读写模式为只读，只能选择最终⼀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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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认。
修改⾃定义集群地址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访问信息中的⾃定义地址后单击修改配置。

5. 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说明
读写模式 本地址的读写模式，分为只读和可读可写（⾃动读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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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读负载节点 在左侧选择想要加⼊本地址⽤于处理读请求的节点。可选节点包括主

节点和所有只读节点，本地址只会将读请求发往被选中的节点。
说明:

• ⾄少选择2个节点。
• 不论是否选中主节点，写请求都只会发往主节点。
• 增加节点时对该地址的使⽤⽆任何影响，剔除节点时，该节点上

的⻓连接会中断。
新节点⾃动加⼊ 新增的节点是否要⾃动添加到该地址中。
负载均衡策略 读写分离时，处理读请求的多个节点之间的调度策略，⽆需选择。
⼀致性级别 • 最终⼀致性：能够提供最好的性能。

• 会话⼀致性：提供Session级的读⼀致性保证，会略微增加主节点
的负载。

具体请参⻅#unique_37。
说明:

• 如果读写模式为只读，只能选择最终⼀致性。
• ⼀致性级别修改后对所有连接⽴即⽣效。

6. 单击确认。
释放⾃定义集群地址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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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访问信息中的集群地址【推荐】中找到⽬标⾃定义地址，单击释放。

5. 在弹出的会话框中单击确认。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38 创建⾃定义集群地址
#unique_39 查询集群地址
#unique_40 修改集群地址
#unique_41 释放⾃定义集群地址

8.3 连接数据库集群
本⽂介绍如何通过数据管理服务DMS（Data Management Service）和通⽤数据库客⼾端连接
到POLARDB for MySQL集群。

前提条件
已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权限账号或普通账号。具体操作请参⻅创建数据库账号。

使⽤DMS连接集群
DMS是阿⾥云提供的图形化的数据管理⼯具，它是⼀种集数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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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关系型数据
库（MySQL、SQL Server、PostgreSQL等）和NoSQL数据库（MongoDB、Redis等）的管
理，同时还⽀持Linux服务器管理。
1.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ID，进⼊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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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右上⻆的登录数据库。

3. 在数据库登录⻚⾯，输⼊主地址和端口号（以英⽂冒号隔开），以及⾼权限账号或普通账号的⽤
⼾名和密码，然后单击登录。

说明:
DMS登录仅⽀持主地址，不⽀持集群地址。关于如何查看连接地址，请参⻅#unique_44。

使⽤客⼾端连接集群
您可以使⽤任何通⽤的客⼾端连接POLARDB集群。本⽂以HeidiSQL为例。
1. 启动HeidiSQL客⼾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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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下⻆单击新建。

3. 输⼊要连接的POLARDB集群信息，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说明
⽹络类型 连接数据库的形式。选择MariaDB or 

MySQL（TC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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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主机名/IP地址 输⼊POLARDB集群的私⽹地址或公⽹地址。

• 若您的客⼾端部署在ECS实例上，且ECS实
例与要访问的POLARDB集群的地域、⽹络
类型相同，请使⽤私⽹地址。例如ECS实例
和POLARDB集群都是华东1的专有⽹络实
例，使⽤私⽹地址连接能提供安全⾼效的访
问。

• 其它情况只能使⽤公⽹地址。
查看POLARDB集群的私⽹、公⽹地址及端口
信息的步骤如下：
a. 登录POLARDB控制台。
b. 在⻚⾯左上⻆，选择集群所在地域。
c.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ID。
d. 在基本信息⻚中，即可查看私⽹、公⽹地址

及其端口信息。
⽤⼾ 要访问POLARDB集群的账号名称。
密码 以上账号的密码。
端口 输⼊POLARDB集群的私⽹地址或公⽹地址对

应的端口号。
4. 单击打开。若连接信息⽆误，即会成功连接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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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令⾏连接集群
如果您的服务器安装了MySQL，可以通过命令⾏连接POLARDB for MySQL数据库集群，连接⽅
式如下：
mysql -h<连接地址> -P<端口> -u<⽤⼾名> -p<密码> -D<数据库>

参数 说明 ⽰例
-h POLARDB集群的私⽹⽹地址或公⽹地

址。连接地址请参⻅查看连接地址。
pc-bpxxxxxxxxxxxxxx.mysql.
polardb.rds.aliyuncs.com

-P POLARDB集群的端口号。
• 若使⽤私⽹连接，需输⼊POLARDB

集群的私⽹端口。
• 若使⽤公⽹连接，需输⼊POLARDB

集群的公⽹端口。
说明:

• 默认端口为3306。
• 如果端口号为默认端口，该参数可

以不填。

3306

-u 要访问POLARDB集群的账号名称。 root

-p 以上账号的密码。
说明:

该参数⾮必填参数。
• 如果不填写该参数，后续操作中会

重新要求输⼊密码。
• 如果填写该参数，-p与数据库密码

之间不能有空格。

password233

-D 需要登录的数据库名称。
说明:

• 该参数⾮必填参数。
• 可以不输⼊-D仅输⼊数据库名称。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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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连接数据库集群
本⽂介绍如何通过数据管理服务DMS（Data Management Service）和通⽤数据库客⼾端连接
到POLARDB for MySQL集群。

前提条件
已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权限账号或普通账号。具体操作请参⻅创建数据库账号。

使⽤DMS连接集群
DMS是阿⾥云提供的图形化的数据管理⼯具，它是⼀种集数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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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关系型数据
库（MySQL、SQL Server、PostgreSQL等）和NoSQL数据库（MongoDB、Redis等）的管
理，同时还⽀持Linux服务器管理。
1.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ID，进⼊基本信息⻚⾯。
2. 单击⻚⾯右上⻆的登录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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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数据库登录⻚⾯，输⼊主地址和端口号（以英⽂冒号隔开），以及⾼权限账号或普通账号的⽤
⼾名和密码，然后单击登录。

说明:
DMS登录仅⽀持主地址，不⽀持集群地址。关于如何查看连接地址，请参⻅#unique_44。

使⽤客⼾端连接集群
您可以使⽤任何通⽤的客⼾端连接POLARDB集群。本⽂以HeidiSQL为例。
1. 启动HeidiSQL客⼾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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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下⻆单击新建。

3. 输⼊要连接的POLARDB集群信息，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说明
⽹络类型 连接数据库的形式。选择MariaDB or 

MySQL（TCP/IP）。

42 ⽂档版本：20190918



云数据库 POLARDB POLARDB for MySQL⽤⼾指南 /  8 连接数据库集群

参数 说明
主机名/IP地址 输⼊POLARDB集群的私⽹地址或公⽹地址。

• 若您的客⼾端部署在ECS实例上，且ECS实
例与要访问的POLARDB集群的地域、⽹络
类型相同，请使⽤私⽹地址。例如ECS实例
和POLARDB集群都是华东1的专有⽹络实
例，使⽤私⽹地址连接能提供安全⾼效的访
问。

• 其它情况只能使⽤公⽹地址。
查看POLARDB集群的私⽹、公⽹地址及端口
信息的步骤如下：
a. 登录POLARDB控制台。
b. 在⻚⾯左上⻆，选择集群所在地域。
c.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ID。
d. 在基本信息⻚中，即可查看私⽹、公⽹地址

及其端口信息。
⽤⼾ 要访问POLARDB集群的账号名称。
密码 以上账号的密码。
端口 输⼊POLARDB集群的私⽹地址或公⽹地址对

应的端口号。
4. 单击打开。若连接信息⽆误，即会成功连接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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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令⾏连接集群
如果您的服务器安装了MySQL，可以通过命令⾏连接POLARDB for MySQL数据库集群，连接⽅
式如下：
mysql -h<连接地址> -P<端口> -u<⽤⼾名> -p<密码> -D<数据库>

参数 说明 ⽰例
-h POLARDB集群的私⽹⽹地址或公⽹地

址。连接地址请参⻅查看连接地址。
pc-bpxxxxxxxxxxxxxx.mysql.
polardb.rds.aliyuncs.com

-P POLARDB集群的端口号。
• 若使⽤私⽹连接，需输⼊POLARDB

集群的私⽹端口。
• 若使⽤公⽹连接，需输⼊POLARDB

集群的公⽹端口。
说明:

• 默认端口为3306。
• 如果端口号为默认端口，该参数可

以不填。

3306

-u 要访问POLARDB集群的账号名称。 root

-p 以上账号的密码。
说明:

该参数⾮必填参数。
• 如果不填写该参数，后续操作中会

重新要求输⼊密码。
• 如果填写该参数，-p与数据库密码

之间不能有空格。

password233

-D 需要登录的数据库名称。
说明:

• 该参数⾮必填参数。
• 可以不输⼊-D仅输⼊数据库名称。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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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集群管理
9.1 创建POLARDB for MySQL数据库集群

本⽂介绍如何通过POLARDB管理控制台创建POLARDB for MySQL数据库集群。
前提条件

已注册阿⾥云账号或已创建⼦账号。
• 如要注册阿⾥云账号，请点此注册。
• 如要创建⼦账号，请参⻅创建和使⽤⼦账号进⾏⼦账号的创建和授权。

背景信息
⼀个集群包含⼀个主节点以及最多15个只读节点（最少⼀个，⽤于提供Active-Active⾼可⽤）。
节点是虚拟化的数据库服务器，节点中可以创建和管理多个数据库。

说明:
• POLARDB仅⽀持专有⽹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VPC是阿⾥云上⼀种隔离的⽹

络环境，安全性⽐传统的经典⽹络更⾼。
• POLARDB与其他阿⾥云产品通过内⽹互通时才能发挥POLARDB的最佳性能，因此，建议

将POLARDB与云服务器ECS配合使⽤，且与ECS创建于同⼀个VPC，否则POLARDB⽆法发
挥最佳性能。如果您ECS的⽹络类型为经典⽹络，需将ECS从经典⽹络迁移到VPC，具体请参
⻅ECS实例迁移。

操作步骤
1. 登录阿⾥云。

• 如果使⽤阿⾥云账号，请点此登录。
• 如果使⽤⼦账号，请点此登录。更多信息请参⻅#unique_49/

unique_49_Connect_42_section_zb2_54q_tdb。
2. 进⼊POLARDB购买⻚⾯。
3. 选择预付费或按量付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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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费：在创建集群时⽀付计算节点（⼀个主节点和⼀个只读节点）的费⽤，而存储空间会
根据实际数据量按小时计费，并从账⼾中按小时扣除。如果您要⻓期使⽤该集群，预付费⽅
式更加划算，而且购买时⻓越⻓，折扣越多。

• 按量付费（按小时付费）：⽆需预先⽀付费⽤，计算节点和存储空间（根据实际数据量）均
按小时计费，并从账⼾中按小时扣除。如果您只需短期使⽤该集群，可以选择按量付费（按
小时付费），⽤完即可释放，节省费⽤。

4. 设置如下参数。
控制台区域 参数 说明

地域 集群所在的地理位置。购买后⽆法更换地域。
说明:

请确保POLARDB与需要连接的E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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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式 创建POLARDB集群的⽅式。
• 默认创建：创建⼀个全新的POLARDB。
• 从RDS克隆：基于所选的RDS实例，快速克隆⼀个数据完全⼀

样的POLARDB集群。详情请参⻅../DNPOLARDB19100108/
ZH-CN_TP_505489_V14.dita#task_1580301。
- 源RDS引擎：源RDS实例的引擎类型，不可变更。
- 源RDS版本：源RDS实例的版本，不可变更。
- 源RDS实例：可选的源RDS实例，不包括只读实例。

• 从RDS迁移：先从RDS克隆数据，然后保持增量同步，主要
⽤于迁移。在正式迁移切换前POLARDB为只读，且默认开
启Binlog。详情请参⻅#unique_50。
- 源RDS引擎：源RDS实例的引擎类型，不可变更。
- 源RDS版本：源RDS实例的版本，不可变更。
- 源RDS实例：可选的源RDS实例，不包括只读实例。

可⽤区 集群的主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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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与ECS创建在同⼀可⽤区或不同的可⽤

区。
• 您只需要选择主可⽤区，系统会⾃动选择备可⽤区。

基本配置

⽹络类型 • ⽆需选择。
• 仅⽀持专有⽹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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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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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区域 参数 说明
VPC⽹络
VPC交换机

请确保POLARDB与需要连接的ECS创建于同⼀个VPC，否则它们
⽆法通过内⽹互通，⽆法发挥最佳性能。
• 如果您已创建符合您⽹络规划的VPC，直接选择该VPC。例

如，如果您已创建ECS，且该ECS所在的VPC符合您的规划，那
么选择该VP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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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默认VPC：

■ 在您选择的地域中是唯⼀的。
■ ⽹段掩码是16位，如172.31.0.0/16，最多可提供65536

个私⽹IP地址。
■ 不占⽤阿⾥云为您分配的VPC配额。

- 默认交换机：
■ 在您选择的可⽤区中是唯⼀的。
■ ⽹段掩码是20位，如172.16.0.0/20，最多可提供4096个

私⽹IP地址。
■ 不占⽤VPC中可创建交换机的配额。

• 如果以上默认VPC和交换机⽆法满⾜您的要求，您可以⾃⾏创
建VPC和交换机。

数据库引擎 • 兼容MySQL 8.0（完全兼容）。原⽣⽀持并⾏查询，特定场景
下（TPC-H测试）性能提升⼗倍，详情请参⻅并⾏查询。

• 兼容MySQL 5.6（完全兼容）。
• 兼容PostgreSQL 11（完全兼容）。
• 兼容Oracle（⾼度兼容）。

节点规格 按需选择。所有POLARDB节点均为独享型，性能稳定可靠。关于
各规格的具体信息，请参⻅#unique_53。

节点个数 • ⽆需选择。系统将⾃动创建⼀个与主节点规格相同的只读节点。
• 如果主节点故障，系统会⾃动将只读节点切换为新的主节点，并

重新⽣成⼀个只读节点。
• 关于只读节点的更多信息，请参⻅#unique_54。

配置

存储费⽤ ⽆需选择。系统会根据实际数据使⽤量按小时计费，详情请参⻅产
品价格。

说明:
创建集群时⽆需选择存储容量，存储容量随数据量的增减而⾃动
弹性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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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购买时⻓（仅针对预付费集群）和集群数量，然后单击右侧的⽴即购买。

说明:
最多可以⼀次性创建50个集群，适⽤于游戏批量开服等业务场景。

6. 在确认订单⻚⾯，确认订单信息，阅读和勾选服务协议，单击去⽀付。
完成⽀付后，集群将在⼗分钟左右创建成功，您可在集群列表中看到创建的集群。

说明:
• 当集群中的节点状态为运⾏中时，整个集群可能仍未创建完成，此时集群不可⽤。只有当集群

状态为运⾏中时，集群才可以正常使⽤。
• 请确认已选中正确的地域，否则⽆法看到您创建的集群。
• 当您的数据量较⼤时，推荐您购买POLARDB存储包，相⽐按小时付费，预付费购买存储包有

折扣，购买的容量越⼤，折扣⼒度就越⼤。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29 创建数据库集群
#unique_57 查看集群列表
#unique_58 查看指定POLARDB集群的详细属性
#unique_31 查询POLARDB包年包⽉集群⾃动续费状态
#unique_30 设置POLARDB包年包⽉集群⾃动续费状态

9.2 多可⽤区部署
POLARDB for MySQL⽀持创建多可⽤区的集群。相⽐单可⽤区集群，多可⽤区集群具备更⾼的
容灾能⼒，可以抵御机房级别的故障。

多可⽤区架构
使⽤多可⽤区集群时，数据分布在多个可⽤区内。计算节点暂时要求位于主可⽤区，POLARDB会
在备可⽤区预留⾜够的资源⽤于主可⽤区故障时进⾏故障切换。多可⽤区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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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多可⽤区功能不需要⽀付额外费⽤。

说明:
单可⽤区集群也会免费升级⾄多可⽤区集群。

前提条件
• 地域为：华东1（杭州）、华北3（张家口）。
• 地域当前拥有⾜够计算资源的可⽤区数量⼤于等于2。

如何实现多可⽤区架构
当前提条件满⾜时，新建集群会默认为多可⽤区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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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集群所属可⽤区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基本信息⻚⾯查看数据分布的可⽤区。

9.3 增加或删除节点
创建POLARDB集群后，您可以⼿动增加或删除只读节点。集群最多包含15个只读节点，最少⼀个
只读节点（⽤于保障集群的⾼可⽤）。同⼀集群中，所有节点的规格总是保持⼀致。

节点数量对性能的影响
详情请参⻅POLARDB for MySQL性能⽩⽪书。

节点费⽤
增加节点时的计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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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集群为包年包⽉（预付费），则增加的节点也是包年包⽉。
• 如果集群为按小时付费（后付费），则增加的节点也是按小时付费。

说明:
• 包年包⽉和按小时付费的只读节点都可以随时释放，释放后会退款或停⽌计费。
• 增加节点仅收取节点规格的费⽤（详情请参⻅#unique_53），存储费⽤仍然按实际使⽤量收

费，与节点数量⽆关。
注意事项

• 仅当集群没有正在进⾏的配置变更时，才可以增加或删除只读节点。
• 为避免操作失误，每次操作只能增加或删除⼀个只读节点，增加或删除多个只读节点请多次操

作。
• 增加或删除节点需要5分钟左右⽣效。

增加只读节点

说明:
新增只读节点之后新建的读写分离连接会转发请求到该只读节点。新增只读节点之前建⽴的读写分
离连接不会转发请求到新增的只读节点，需要断开该连接并重新建⽴连接，例如，重启应⽤。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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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增删节点向导⻚⾯。您可以按照如下两种⽅式操作：
• 找到⽬标集群，在操作列单击增删节点。

•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ID，在基本信息⻚⾯下⽅单击增删节点。

4. 勾选增加节点并单击确定。

5. 单击 增加⼀个只读节点，勾选服务协议，单击去⽀付并完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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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只读节点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进⼊增删节点向导⻚⾯。您可以按照如下两种⽅式操作：

• 找到⽬标集群，在操作列单击增删节点。

•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ID，在基本信息⻚⾯下⽅单击增删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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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勾选删除节点并单击确定。

5. 单击想要删除的节点后⾯的 ，并在弹出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说明:
集群中必须保留⾄少⼀个只读节点，以保障集群的⾼可⽤。

6. 勾选服务协议，单击确认。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65 增加POLARDB集群节点
#unique_66 变更POLARDB集群节点规格
#unique_67 重启POLARDB集群节点
#unique_68 删除POLARDB集群节点

9.4 变更配置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变更集群的配置。POLARDB⽀持三维扩展能⼒：
• 计算能⼒纵向扩展：集群规格升降配。本⽂介绍详细信息。
• 计算能⼒横向扩展：增加或减少只读节点。具体操作说明，请参⻅#unique_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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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空间横向扩展：POLARDB采⽤Serverless架构，⽆需⼿动设置容量或扩缩容，容量随⽤
⼾数据量的变化而⾃动在线调整。

本⽂介绍如何升级或降级集群的规格，新规格会⽴即开始⽣效（每个节点需要5到10分钟）。
变更配置的费⽤说明

详情请参⻅#unique_71。
前提条件

集群没有正在进⾏的配置变更时，才可以变更集群规格。
注意事项

• 您只能对整个集群进⾏规格升降级，⽆法对集群中的单个节点进⾏规格升降级。
• 集群规格的升降级不会对集群中已有数据造成任何影响。
• 在集群规格变更期间， POLARDB服务会出现⼏秒钟的闪断且部分操作不能执⾏的状况，建议

您在业务低⾕期执⾏变更。闪断后需在应⽤端重新连接。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地域。
3. 进⼊升降配向导⻚⾯。您可以按照如下两种⽅式操作：

• 找到⽬标集群，在操作列单击升降配。

•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ID，在基本信息⻚⾯下⽅单击升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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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勾选升级配置或降级配置，单击确定。

说明:
仅包年包⽉集群⽀持临时升级配置，详情请参⻅#unique_72。

5. 选择所需的规格。

说明:
同⼀集群中，所有节点的规格总是保持⼀致。

6. 勾选服务协议，单击去⽀付并完成⽀付。

说明:
规格变更预计需要10分钟⽣效。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66 变更POLARDB集群节点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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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临时升配
POLARDB的包年包⽉集群⽀持临时升配，可以帮助您轻松应对短时间的业务⾼峰期。

功能说明
临时升配是指临时升级规格，提升整体性能。到达指定的还原时间后，集群的规格会⾃动还原到临
时升配前的状态。

说明:
不⽀持临时降级，如需降级请参⻅#unique_73。

前提条件
• 集群为包年包⽉集群。
• 集群没有尚未⽣效的续费变配订单。
• 集群没有尚未⽣效的临时升配订单。

影响
还原过程可能会出现闪断，请确保应⽤程序具备重连机制。

注意事项
• 还原时间不能晚于集群到期时间的前1天。例如集群1⽉10⽇到期，则临时升配的还原时间最多

为1⽉9⽇。
• 临时升配的最短时间为1天，由于设置还原时间后⽆法修改，建议升配时间为14天以内。
• 临时升配期间不⽀持普通的#unique_73。
• 临时升配后如果性能不够，在还原时间到达之前最多可以再进⾏1次升配，此次设置的还原时

间不能早于第1次。
计费

临时升配的价格是新⽼配置差价的1.5倍。计算公式如下：
临时升配N天，费⽤ =（新规格包⽉价格 - ⽼规格包⽉价格）/30 x 1.5 x N。

临时升配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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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升降配向导⻚⾯。您可以按照如下两种⽅式操作：
• 找到⽬标集群，在操作列单击升降配。

•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ID，在基本信息⻚⾯下⽅单击升降配。

4. 勾选临时升级配置，单击确定。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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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包年包⽉集群⽀持临时升级配置。

5. 选择节点规格。
6. 选择还原时间。

说明:
• 临时升配后如果性能不够，在还原时间到达之前最多可以再进⾏1次升配，此次设置的还原

时间不能早于第1次。
• 临时升配的最短时间为1天，由于设置还原时间后⽆法修改，建议升配时间为14天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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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时间不能晚于集群到期时间的前⼀天。

7. 勾选服务协议，单击去⽀付完成⽀付。

9.6 查看数据库集群
查看集群列表和集群详细信息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地域，即可显⽰您账号下在该地域的所有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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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个集群的ID，即可进⼊该集群的详细信息⻚⾯。
集群的详细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费⽤信息、访问信息和该集群中包含的节点信息。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29 创建数据库集群
#unique_57 查看集群列表
#unique_75 查看数据库集群的属性

9.7 设置集群参数
本⽂将介绍如何通过控制台修改集群参数。关于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考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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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请按照控制台上规定的修改范围修改参数值。

• 部分参数修改后需要重启全部节点，重启前请做好业务安排，谨慎操作。详情请参⻅参数设置⻚
⾯中的重启列。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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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配置与管理 > 参数配置。
5. 修改⼀个或多个参数的当前值，单击提交修改。

6. 在弹出的保存改动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77 查看集群的参数
#unique_78 修改集群的参数

9.8 设置可维护窗⼝
在阿⾥云平台上，为保障云数据库POLARDB的稳定性，后端系统会不定期对集群进⾏维护操
作，确保集群平稳运⾏。您可以根据业务规律，将可维护窗口设置在业务低峰期，以免维护过程中
对业务造成影响。

注意事项
• 在进⾏正式维护前，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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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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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维护当天，为保障整个维护过程的稳定性，集群会在所设置的可维护窗口之前的⼀段时
间，进⼊集群维护中的状态，当集群处于该状态时，数据库本⾝正常的数据访问不会受到任何影
响，但该集群的控制台上，除了账号管理、数据库管理和添加 IP ⽩名单外，其他涉及变更类的
功能均⽆法使⽤（如常⽤的升降级、重启等操作均⽆法重启），查询类如性能监控等可以正常查
阅。

• 在进⼊集群所设置的可维护窗口后，集群会在该段时间内发⽣1到2次的连接闪断，请确保您的
应⽤程序具有重连机制。闪断后，集群即可恢复到正常状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基本信息中的可维护窗口后单击修改。

5. 在编辑可维护窗口中选择集群的可维护窗口，单击提交。
相关API

API 描述
CreateDBCluster 创建数据库集群
ModifyDBClusterMaintainTime 修改集群可运维时间

9.9 重启节点
当节点出现连接数满或性能问题时，您可以⼿动重启节点。重启节点会造成连接中断，重启前请做
好业务安排，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基本信息⻚⾯下⽅节点信息⾥找到需要重启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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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操作列中的重启。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83 重启数据库节点

9.10 释放集群
根据业务需求，您可以⼿动释放后付费（按小时付费）的集群。

注意事项
• 预付费（包年包⽉）集群不⽀持⼿动释放，集群到期后会⾃动被释放。
• 只有在运⾏状态下的集群才能被⼿动释放。
• 集群被释放后，数据将⽆法找回，请谨慎操作。
• 本功能⽤于释放整个集群，包括集群中的所有节点。如要释放单个只读节点，请参

考#unique_85。
• 按小时付费的集群可以直接转为包年包⽉，具体请参⻅#unique_86。

操作步骤
1. 登录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操作列的… > 释放。

4. 在弹出的提⽰框中，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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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57 查看集群列表
#unique_87 删除数据库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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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账号管理
10.1 账号概述
控制台账号

您可以使⽤以下账号登录控制台：
• 阿⾥云账号：该账号是阿⾥云资源的归属和计费主体。购买阿⾥云产品之前，您需要先注册阿⾥

云账号。
• ⼦账号（可选）：如果其他⼈需要使⽤您账号下的资源，您可以使⽤RAM控制台创建和管理⼦

账号。⼦账号本⾝不拥有资源，且以主账号作为计费主体。
数据库集群账号

您可以使⽤以下账号登录数据库集群。更多信息请参⻅#unique_90。
账号类型 说明
⾼权限账号 • 只能通过控制台创建和管理。

• ⼀个集群只能有⼀个⾼权限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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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按⽤⼾分配不

同表的查询权限。
• 拥有集群中所有数据库的所有权限。
• 可以断开任意账号的连接。

普通账号 • 可以通过控制台或者SQL语句创建和管理。
• ⼀个集群可以创建多个普通账号，具体的数量与数据库内核有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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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91 创建账号
#unique_92 查看账号列表
#unique_93 修改账号备注
#unique_94 修改账号密码
#unique_95 账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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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unique_96 撤销账号权限
#unique_97 重置账号权限
#unique_98 删除账号

10.2 注册和登录阿⾥云账号
注册阿⾥云账号

您可以通过两种⽅式注册阿⾥云账号：
• 进⼊阿⾥云官⽹（https://www.aliyun.com），单击右上⻆的免费注册。

• 直接访问注册⻚⾯（https://account.aliyun.com/register/register.htm）。
登录阿⾥云账号

阿⾥云账号的登录⼊口与⼦账号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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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云账号的登录⼊口：https://account.aliyun.com/login/log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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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号的登录⼊口：https://signin.aliyun.com/login.htm

10.3 创建和使⽤⼦账号
如果只有您本⼈使⽤POLARDB，那么使⽤阿⾥云账号即可。如果需要让其他⼈使⽤您账号下的资
源，请创建⼦账号。

创建RAM⼦账号
1. 您可以使⽤阿⾥云账号或有RAM权限的⼦账号来创建⼦账号，⾸先需要登录RAM控制台。具体

操作如下：
• 如果使⽤阿⾥云账号，请点此登录。
• 如果使⽤⼦账号，请点此登录。

说明:
⼦账号登录的格式为⼦账号名@公司别名。

2. 在左侧导航栏的⼈员管理菜单下，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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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新建⽤⼾。

说明:
单击添加⽤⼾，可⼀次性创建多个RAM⽤⼾。

4. 输⼊登录名称和显⽰名称。
5. 在访问⽅式区域下，选择控制台密码登录。
6. 控制台密码选择⾃动⽣成默认密码或⾃定义登录密码。
7. 要求重置密码选择⽤⼾在下次登录时必须重置密码或⽆需重置。
8. 多因素认证选择不要求。
9. 单击确认。

在授权⻚⾯下为RAM⽤⼾授权
1. 在左侧导航栏的权限管理菜单下，单击授权。
2. 单击新增授权。
3. 在被授权主体区域下，输⼊RAM⽤⼾名称后，单击需要授权的RAM⽤⼾。
4. 在左侧权限策略名称列表下，单击需要授予RAM⽤⼾的权限策略。

说明:
在右侧区域框，选择某条策略并单击×，可撤销该策略。

5. 单击确定。
6. 单击完成。

在⽤⼾⻚⾯下为RAM⽤⼾授权
1. 在左侧导航栏的⼈员管理菜单下，单击⽤⼾。
2. 在⽤⼾登录名称/显⽰名称列表下，找到⽬标RAM⽤⼾。
3. 单击添加权限，被授权主体会⾃动填⼊。
4. 在左侧权限策略名称列表下，单击需要授予RAM⽤⼾的权限策略。

说明:
在右侧区域框，选择某条策略并单击×，可撤销该策略。

5. 单击确定。
6. 单击完成。

登录⼦账号
前提条件：您已完成上述账号授权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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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两种地址登录⼦账号：
• 通⽤登录地址：https://signin.aliyun.com/login.htm

如果通过此地址登录，您需⼿动输⼊⼦账号名以及公司别名。格式为⼦账号名@公司别名。
• 专⽤登录地址：如果您可以登录RAM控制台，可以在RAM控制台查看到您公司的⼦账号登录地

址。

如果通过此地址登录，系统将⾃动为您填写公司别名，您只需输⼊⼦账号名。
更多操作

您还可以对⼦账号进⾏更多的操作，如把⼦账号添加到⽤⼾组、为⼦账号分配⻆⾊、为⽤⼾组或⻆
⾊授权等。详情请参⻅RAM⽤⼾指南。

10.4 创建数据库账号
POLARDB for MySQL⽀持两种数据库账号：⾼权限账号和普通账号。您可以在控制台管理所有
账号。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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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安全原因，POLARDB不提供root账号。
账号类型 说明
⾼权限账号 • 只能通过控制台创建和管理。

• ⼀个集群只能有⼀个⾼权限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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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按⽤⼾分配不

同表的查询权限。
• 拥有集群中所有数据库的所有权限。
• 可以断开任意账号的连接。

普通账号 • 可以通过控制台或者SQL语句创建和管理。
• ⼀个集群可以创建多个普通账号，具体的数量与数据库内核有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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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权限账号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的ID。
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账号管理。
4. 单击创建账号。
5. 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说明
账号名 填写账号名称。要求如下：

• 以小写字⺟开头，以字⺟或数字结尾；
• 由小写字⺟、数字或下划线组成；
• ⻓度为2~16个字符。
• 不能使⽤某些预留的⽤⼾名，如root、admin。

账号类型 此处选择⾼权限账号。
说明:

如果已经创建过⾼权限账号，则⽆法再选择⾼权限账号，因为每个集群只能
有⼀个⾼权限账号。

密码 设置账号的密码。要求如下：
• 由⼤写字⺟、小写字⺟、数字或特殊字符组成，⾄少包含其中三类；
• ⻓度为8~32个字符；
• 特殊字符为!@#$%^&*()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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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确认密码 再次输⼊密码。
备注 备注该账号的相关信息，便于后续账号管理。要求如下：

• 不能以http://或https://开头；
• 必须以⼤小写字⺟或中⽂开头；
• 可以包含⼤小写字⺟、中⽂、数字、下划线"_"或连字符"-"；
• ⻓度为2~256个字符。

创建普通账号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的ID。
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账号管理。
4. 单击创建账号。
5. 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说明
账号名 填写账号名称。要求如下：

• 以小写字⺟开头，以字⺟或数字结尾；
• 由小写字⺟、数字或下划线组成；
• ⻓度为2~16个字符；
• 不能使⽤某些预留的⽤⼾名，如root、admin。

账号类型 此处选择普通账号。
授权数据库 为该账号授予⼀个或多个数据库的权限。本参数也可以留空，在创建账号后再

给账号授权。
a. 从左侧选中⼀个或多个数据库，单击向右的箭头添加到右侧。
b. 在右侧框中，为数据库选择读写、只读或仅DML权限。

密码 设置账号密码。要求如下：
• 由⼤写字⺟、小写字⺟、数字或特殊字符组成，⾄少包含其中三类；
• ⻓度为8~32个字符；
• 特殊字符为!@#$%^&*()_+-=

确认密码 再次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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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备注 备注该账号的相关信息，便于后续账号管理。要求如下：

• 不能以http://或https://开头；
• 必须以⼤小写字⺟或中⽂开头；
• 可以包含⼤小写字⺟、中⽂、数字、下划线"_"或连字符"-"；
• ⻓度为2~256个字符。

6. 单击确定。
重置⾼权限账号的权限

如果⾼权限账号⾃⾝出现问题，⽐如权限被意外回收（REVOKE ），您可以通过输⼊⾼权限账号
的密码来重置⾼权限账号的权限，使其恢复正常。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的ID。
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账号管理。
4. 单击⾼权限账号右侧的重置权限。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权限账号的密码，即可重置该账号的权限。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91 创建账号
#unique_92 查看账号列表
#unique_93 修改账号备注
#unique_94 修改账号密码
#unique_95 账号授权
#unique_96 撤销账号权限
#unique_97 重置账号权限

10.5 管理数据库账号
POLARDB for MySQL⽀持两种数据库账号：⾼权限账号和普通账号。您可以在控制台管理所有
账号和数据库。

注意事项
出于安全原因，POLARDB不提供root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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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库账号
具体操作请参⻅#unique_90。

重置数据库账号的密码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ID。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配置与管理 > 账号管理。
4. 找到⽬标账号，单击修改密码。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新密码，单击确认。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91 创建账号
#unique_92 查看账号列表
#unique_93 修改账号备注
#unique_94 修改账号密码
#unique_95 账号授权
#unique_96 撤销账号权限
#unique_97 重置账号权限
#unique_98 删除账号

⽂档版本：20190918 77

https://polardb.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 POLARDB POLARDB for MySQL⽤⼾指南 /  11 数据库管理

11 数据库管理
您可以在控制台创建和管理所有的数据库。

创建数据库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配置与管理 > 数据库管理。
5. 单击创建数据库。
6. 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
库（DB）名
称

• 以字⺟开头，以字⺟或数字结尾；
• 由小写字⺟、数字、下划线或中划线组成；
• ⻓度为2~64个字符。
• 数据库名称在实例内必须是唯⼀的。

⽀持字符集 选择utf8mb4、utf8、gbk或latin1。
如果需要其他字符集，请在右侧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的字符集。

授权账号 选中需要授权访问本数据库的账号。本参数可以留空，在创建数据库后再绑定
账号。

说明:
此处只会显⽰普通账号，因为⾼权限账号拥有所有数据库的所有权限，不需
要授权。

账号权限 选择要授予账号的权限：读写、只读或仅D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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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备注说明 ⽤于备注该数据库的相关信息，便于后续数据库管理。要求如下：

• 不能以http://或https://开头；
• 必须以⼤小写字⺟或中⽂开头；
• 可以包含⼤小写字⺟、中⽂、数字、下划线"_"或连字符"-"；
• ⻓度为2~256个字符。

7. 单击确定。
删除数据库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配置与管理 > 数据库管理。
5. 找到⽬标数据库，单击操作列中的删除。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102 创建数据库
#unique_103 查看数据库列表信息
#unique_104 修改数据库描述
#unique_105 删除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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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备份与恢复
12.1 备份数据

POLARDB采⽤物理备份（快照备份），每天⾃动备份⼀次，您也可以⼿动发起备份。⾃动备份和
⼿动备份都不会影响集群的运⾏。备份⽂件保留的时间为7天。

备份类型
备份类型 说明
⾃动备份 • 默认为每天⼀次，您可以设置⾃动执⾏备份的时间段和周期。具体请参⻅设置⾃

动备份。
• 备份⽂件不可删除。

⼿动备份 • 可随时发起。每个集群最多可以有3个⼿动创建的备份。具体请参⻅⼿动创建备
份。

• 备份⽂件可删除。
费⽤

POLARDB备份⽂件占⽤的存储空间暂不收费。
设置⾃动备份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配置与管理 > 备份恢复。
5. 单击备份设置。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动执⾏备份的时间段和周期。

说明:
出于安全考虑，⾃动备份的频率为每周⾄少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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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创建备份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配置与管理 > 备份恢复。
5. 单击创建备份。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说明:
每个集群最多可以有3个⼿动创建的备份。

恢复数据
请参⻅恢复数据。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111 创建POLARDB集群全量快照备份。
#unique_112 查询POLARDB集群备份信息。
#unique_113 删除POLARDB集群备份。
#unique_114 查询POLARDB集群⾃动备份策略。
#unique_115 修改POLARDB集群⾃动备份策略。

12.2 恢复数据
本⽂为您介绍恢复POLARDB for MySQL数据的流程以及不同恢复⽅式的操作步骤。

恢复数据的流程
恢复POLARDB for MySQL数据的流程如下：
1. 将历史数据恢复到新集群中。您可以选择以下其中⼀种恢复⽅式：

• 按时间点恢复（恢复到任意时间点）
• 按备份集（快照）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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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到集群，验证数据的准确性。
3. 将需要的数据迁移到原集群。

说明:
恢复后的集群包含原集群的数据和账号信息，不包含原集群的参数设置。

按时间点恢复数据（恢复到任意时间点）
您可以将过去7天内任意⼀个时间点的数据恢复到新集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配置与管理 > 备份恢复。
5. 单击按时间点恢复，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

6. 在克隆实例⻚⾯中，选择新集群的计费⽅式：
• 预付费：在创建集群时需要⽀付计算集群（⼀个主节点和⼀个只读节点）的费⽤，而存储空

间会根据实际数据量按小时计费，并从账⼾中按小时扣除。如果您要⻓期使⽤该集群，预付
费⽅式更加划算，而且购买时⻓越⻓，折扣越多。

• 按小时付费：⽆需预先⽀付费⽤，计算集群和存储空间（实际数据量）均按小时计费，并从
账⼾中按小时扣除。如果您只需短期使⽤该集群，可以选择按量付费，⽤完即可释放，节省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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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置以下参数：
• 克隆源类型：选择备份时间点。
• 备份时间点：可以设置为过去7天内的任意时间点。
• 地域：⽆需修改，与原集群相同。
• 可⽤区：⽆需修改。
• ⽹络类型：⽆需修改。
• VPC⽹络和VPC交换机：建议保持不变，即原集群所在的VPC⽹络和交换机。
• 数据库引擎：⽆需修改。
• 节点规格：不同规格有不同的最⼤存储容量和性能，具体请参⻅#unique_121。
• 节点个数：⽆需修改。系统将⾃动创建⼀个与主节点规格相同的只读节点。
• 集群名称：如果留空，系统将为您⾃动⽣成⼀个集群名称。创建集群后还可以修改集群名

称。
• 购买时⻓：预付费集群需要填写此参数。
• 集群数量：默认为1，⽆法修改。

8. 阅读并勾选《云数据库 POLARDB服务协议》，然后完成⽀付。
按备份集（快照）恢复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集群所在的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配置与管理 > 备份恢复。
5. 找到⽬标备份集（快照），单击恢复备份，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6. 在弹出的⻚⾯中，选择新集群的计费⽅式：

• 预付费：在创建集群时需要⽀付计算实例（⼀个主实例和⼀个只读实例）的费⽤，而存储空
间会根据实际数据量按小时计费，并从账⼾中按小时扣除。如果您要⻓期使⽤该集群，预付
费⽅式更加划算，而且购买时⻓越⻓，折扣越多。

• 按量付费：⽆需预先⽀付费⽤，计算实例和存储空间（实际数据量）均按小时计费，并从账
⼾中按小时扣除。如果您只需短期使⽤该集群，可以选择按量付费，⽤完即可释放，节省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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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置以下参数：
• 克隆源类型：选择备份集。
• 克隆源备份集：请确认是否为您要恢复的备份集。
• 地域：⽆需修改，与原集群相同。
• 可⽤区：⽆需修改。
• ⽹络类型：⽆需修改。
• VPC⽹络和VPC交换机：建议保持不变，即原集群所在的VPC⽹络和交换机。
• 数据库引擎：⽆需修改。
• 节点规格：不同规格有不同的最⼤存储容量和性能，具体请参⻅节点规格。
• 节点个数：⽆需修改。系统将⾃动创建⼀个与主节点规格相同的只读节点。
• 集群名称：如果留空，系统将为您⾃动⽣成⼀个集群名称。创建集群后还可以修改集群名

称。
• 购买时⻓：预付费集群需要填写此参数。
• 集群数量：默认为1，⽆法修改。

8. 阅读并勾选《云数据库 POLARDB服务协议》，然后完成⽀付。
常⻅问题

1. 按时间点恢复的功能是否依赖Binlog？Binlog保存⼏天，就可以恢复这⼏天内任意时间点的数
据吗？
答：按时间点恢复的功能不依赖Binlog。集群可以恢复到过去7天内的任意时间点，是基于
Redo⽇志的，与Binlog⽆关。

2. 数据恢复是否基于“全量备份+Binlog”？
答：数据恢复是基于“全量快照备份+Redo⽇志”。
Redo⽇志量⼤小与数据库的写负载有关，写⼊/更新频繁的数据库会产⽣较多的Redo⽇志。系
统会定期上传Redo⽇志，随后清理本地Redo⽇志，清理前本地Redo⽇志会临时占⽤集群的存
储空间，收取⼀定的费⽤，上传后就不再收取这部分费⽤了。

相关主题
#unique_122

84 ⽂档版本：20190918



云数据库 POLARDB POLARDB for MySQL⽤⼾指南 /  12 备份与恢复

相关API
API 描述
#unique_123 创建POLARDB集群。

说明:
克隆集群时，参数CreationOption取值需要
为CloneFrom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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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诊断与优化
13.1 集群总览

POLARDB控制台提供集群总览功能，详情如下：
• 集群的链路拓扑。
• 节点的CPU、内存和连接数的利⽤率。
• 活跃线程 - SQL执⾏次数：包括thread running、select(R)、insert(R)、update(R)、

delete(R)，可以⾃定义是否显⽰。
• 慢SQL - SQL影响⾏数：包括slow sql、read(R)、inserted(R)、updated(R)、deleted(R

)，可以⾃定义是否显⽰。
• 锁状态：包括lock waits、lock time(R)，可以⾃定义是否显⽰。
• ⽹络流量：包括输⼊流量、输出流量，可以⾃定义是否显⽰。

说明:
上述的(R)表⽰该字段数值在右侧Y轴查看。

除了查看以上内容，控制台还提供⼀键诊断功能，检查节点的系统资源、系统状态、会话、
慢SQL、事务和锁。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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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诊断与优化 > 集群总览。
5. 右侧选择想要总览和诊断的节点，单击下⽅⼀键诊断，等待诊断结果⽣成。

说明:
若节点诊断有问题，单击详情即可查看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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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问题分析
13.2.1 查询和终⽌实时会话

您可以查看并终⽌所选择的节点的实时会话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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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诊断与优化 > 问题分析。
5. 选择会话⻚签，在下⽅列表可以看到会话，勾选后单击终⽌会话。

13.2.2 查看空间使⽤详情
您可以查看节点数据空间和⽇志空间的⼤小，还可以查看表空间的TOP排名。本⽂将介绍如何查看
空间的使⽤详情。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诊断与优化 > 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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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空间⻚签，可以看到数据空间和⽇志空间的⼤小，以及TOP表空间详情。

13.2.3 查看事务
您可以设置时间段创建分析SQL⽇志的任务，并查看SQL记录数和事务分析。本⽂将介绍如何查看
事务。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诊断与优化 > 问题分析。
5. 选择事务⻚签，设置开始时间和时⻓，单击分析SQL⽇志，等待分析结果⽣成即可在事务分析列

查看具体内容。
13.2.4 诊断热点表

您可以查看并诊断节点中所有的热点表，根据诊断结果会返回相应的优化建议。本⽂将介绍如何诊
断热点表。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诊断与优化 > 问题分析。
5. 选择热点表⻚签，单击创建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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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SQL调优
SQL调优功能可以根据您输⼊的SQL语句，提出优化建议。您也可以直接在SQL调优功能中登录数
据库，并使⽤SQL命令进⾏插⼊和管理数据的操作。本⽂将介绍如何使⽤SQL调优功能优化和执⾏
SQL语句。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诊断与优化 > 问题分析。
5. 选择SQL调优⻚签，单击右侧登录数据库。
6. 填写登录信息后单击登录。

表 13-1: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名 有管理相应数据库权限的账号名称。
密码 登录数据库的账号对应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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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要查询或管理的数据库。

8. 在输⼊框中填写SQL语句，然后选择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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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同时输⼊了多条SQL语句，只能选中⼀条
⽬标语句，进⾏后续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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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击智能诊断，系统会对所输⼊的SQL语句进⾏诊断并给出优化建议，如索引优化。

• 单击执⾏语句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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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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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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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 事件回溯

事件回溯功能可以统计所有类型的问题信息并分类展⽰。本⽂将介绍如何使⽤事件回溯功能查看各
类型问题。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诊断与优化 > 问题分析。
5. 选择事件回溯⻚签，选择想要查看的问题类型以及⽇期，单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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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问题标签，即可在下⽅看到具体的问题详情。

13.2.7 查看节点性能诊断报告
诊断报告中会列出节点中存在的问题详情及问题等级，并给出相应的优化建议，使您能够对节点有
⼀个全⾯的了解并针对问题进⾏相应优化以提升节点性能。诊断报告中会包含节点基本信息、节点
性能综合评分、节点核⼼指标（CPU、内存、空间、IOPS、连接数）的状态和问题、SQL分析等
内容。本⽂将介绍如何创建、查看节点性能诊断报告。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诊断与优化 > 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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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诊断报告⻚签，单击右侧创建诊断报告。

6. 设置诊断报告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单击创建报告，等待报告⽣成。
7. 报告⽣成后，在操作列单击查看报告，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点击查看。

13.3 诊断慢SQL
您可以根据⽇期查看集群或节点中数据库的慢SQL统计，或者根据时间段更进⼀步的查看节点中的
慢SQL明细，并且提供SQL建议和诊断分析。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诊断与优化 > 慢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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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可以根据需要查看慢SQL统计或慢SQL明细。
• 慢SQL统计：

a. 右上⻆选择集群或节点，左侧选择慢SQL统计并选择⽇期和数据库，单击查询。

b. 单击SQL语句列的慢SQL语句，单击SQL建议查看索引建议，或者单击诊断分析跳转
到SQL调优进⾏诊断。

• 慢SQL明细：
a. 右上⻆选择节点，左侧选择慢SQL明细并选择时间段，单击确定。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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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间隔范围为3小时。

b. 单击SQL语句列的慢SQL语句，单击SQL建议查看索引建议，或者单击诊断分析跳转
到SQL调优进⾏诊断。

13.4 性能洞察
性能洞察（Performance Insight）是POLARDB诊断与优化⾥专注于集群负载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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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1. 登录POLARDB控制台。
2. 在⻚⾯左上⻆，选择集群所在地域。
3. 单击⽬标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诊断与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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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使⽤率、每秒读写次数（IOPS）、⽹络流量和会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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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时间只能为最近7天，且时间间隔小于2天。
6. 查看平均活跃会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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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切换到其他⻚
签（Waits、Users、Hosts、Database、Status）查看到更多信息帮助您确定问题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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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性能监控与报警
为⽅便您掌握实例的运⾏状态，POLARDB控制台提供了丰富的性能监控项。

性能监控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诊断与优化 > 性能监控。
5. 根据您的需求，可以查看集群或节点的监控信息。详细说明请参⻅监控项说明。

• 集群性能监控：单击集群，在右侧设置时间段后单击确定。

• 节点性能监控：单击节点，在右侧选择节点并设置时间段后单击确定。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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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下⽅单击显⽰更多，会显⽰更多监控项。

监控项说明
类别 监控项 说明

存储空间 展⽰本地Binlog、Redolog和其他⽇志⽂件的⼤小，以及数据
空间、系统空间和临时空间的使⽤量。

QPS 展⽰各节点的每秒请求数。
TPS 展⽰各节点的每秒事务数。
CPU 展⽰各节点的CPU使⽤率。

集群

内存 展⽰各节点的内存使⽤率。
节点 QPS 展⽰所选择节点的每秒请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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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监控项 说明
TPS 展⽰所选择节点的每秒事务数。
CPU 展⽰所选择节点的CPU使⽤率。
内存 展⽰所选择节点的内存使⽤率。
连接 展⽰所选择节点的当前总连接数和活跃连接数。
操作 展⽰所选择节点的每秒操作数，包括DELETE、INSERT、

UPDATE、REPLACE等等。
内存缓冲池 展⽰所选择节点的缓冲池的脏块率、读命中率、利⽤率。
I/O吞吐量 展⽰所选择节点的总I/O吞吐量、读I/O吞吐量、写I/O吞吐量。
IOPS 展⽰所选择节点的每秒读写次数，包括每秒读写总次数、每秒读

次数、每秒写次数。
⽹络 展⽰所选择节点的每秒输⼊输出流量。
扫描⾏数 展⽰所选择节点每秒插⼊、读取、更新、删除的⾏数。
InnoDB读写
数据量

展⽰所选择节点每秒从存储引擎读取的数据量和每秒往存储引擎
写⼊的数据量。

InnoDB缓冲
池请求数

展⽰所选择节点缓冲池的每秒读写次数。

InnoDB⽇志
写

展⽰所选择节点⽇志的每秒写请求数量和每秒同步数据到磁盘的
次数。

临时表 展⽰所选择节点每秒创建的临时表数量。
设置报警

1. 进⼊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报警服务 > 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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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报警规则列表⻚⾯，单击创建报警规则，进⼊创建报警规则⻚⾯。

4. 在产品下拉列表中，选择云数据库POLARDB-MySQL（新版），选择资源范围，设置报警规则
和通知⽅式后，单击确认即可。

说明:
报警规则相关说明，请参⻅#unique_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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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QL洞察
SQL洞察功能为您的数据库提供安全审计、性能诊断等增值服务。

费⽤说明
• 试⽤版：免费使⽤，审计⽇志仅保存⼀天，即只能查询⼀天范围内的数据；不⽀持数据导出等⾼

级功能；不保障数据完整性。
• 30天或以上： 详情请参⻅#unique_141。

功能说明
• SQL审计⽇志：记录对数据库执⾏的所有操作。通过审计⽇志记录，您可以对数据库进⾏故障分

析、⾏为分析、安全审计等操作。
• 增强搜索：可以按照数据库、⽤⼾、客⼾端IP、线程ID、执⾏耗时、执⾏状态等进⾏多维度检

索，并⽀持导出和下载搜索结果。

⽂档版本：20190918 103



云数据库 POLARDB POLARDB for MySQL⽤⼾指南 /  15 SQL洞察

• SQL分析：可以对指定时间段的SQL⽇志进⾏可视化交互式分析，找出异常SQL，定位性能问
题。

开通SQL洞察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志与审计 > SQL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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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即开通。

6. 选择SQL审计⽇志的保存时⻓，单击开通服务。

修改SQL⽇志的存储时⻓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志与审计 > SQL洞察。
5. 单击右上⻆服务设置。
6. 修改存储时⻓并单击确认。

导出SQL记录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志与审计 > SQL洞察。
5. 单击右侧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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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需要导出的选项，单击确认。

7. 导出完成后，在导出SQL⽇志记录中，下载已导出的⽂件并妥善保存。

关闭SQL洞察

说明:
SQL洞察功能关闭后，SQL审计⽇志会被清空。请将SQL审计⽇志导出后，再关闭SQL洞察功能。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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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志与审计 > SQL洞察。
5. 单击服务设置。
6. 单击滑块关闭SQL洞察。

查看审计⽇志的⼤⼩和消费明细
1. 登录阿⾥云管理控制台。
2. 在⻚⾯右上⻆，选择费⽤ > 进⼊费⽤中⼼。
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消费记录 > 消费明细 。
4. 选择云产品⻚签。

5. 选择流⽔详单。
6. 选择后付费。
7. 设置查询条件，然后单击查询。

说明:
若要查询超过12个⽉前的记录，请提交⼯单。

8. 根据POLARDB集群的计费⽅式，找到POLARDB-按量付费或POLARDB-包年包⽉，单击最右
侧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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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最右侧的箭头符号，即可查看SQL洞察的审计⽇志⼤小以及费⽤。

108 ⽂档版本：20190918



云数据库 POLARDB POLARDB for MySQL⽤⼾指南 /  16 克隆集群

16 克隆集群
您可以根据已有的POLARDB集群的数据（包括账号信息，不包括集群参数配置信息），克隆出相
同的POLARDB集群。
被克隆的是执⾏克隆动作时的数据。克隆开始后，新写⼊的数据不会被克隆。

操作步骤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要克隆的集群，单击操作列的… > 恢复到新集群。
4. 在配置⻚⾯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说明
克隆源类型 这⾥选择本集群。
地域 指集群所在的地理位置。克隆集群的地域和原集群相同，不⽀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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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与ECS创建在同⼀可⽤区或不同的可⽤区。
⽹络类型 • ⽆需选择。

• 仅⽀持专有⽹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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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C⽹络
VPC交换机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VPC和交换机，或者创建新的VPC和交换机。
说明:

请确保POLARDB与需要连接的ECS创建于同⼀个VPC，否则它们⽆法通过内
⽹互通，⽆法发挥最佳性能。

数据库引擎 ⽆需选择。
节点规格 按需选择。不同规格有不同的最⼤存储容量和性能，具体请参

⻅#unique_144。
节点个数 ⽆需选择。系统将⾃动创建⼀个与主节点规格相同的只读节点。
集群名称 • 可选。

• 如果留空，系统将为您⾃动⽣成⼀个集群名称。创建集群后还可以修改集群名
称。

购买时⻓ 预付费集群需要填写此参数。
集群数量 默认为1，⽆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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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阅读并勾选《云数据库 POLARDB服务协议》，然后完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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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并⾏查询
17.1 并⾏查询

POLARDB for MySQL 8.0重磅推出并⾏查询框架，当您的查询数据量到达⼀定阈值，就会⾃动启
动并⾏查询框架，从而使查询耗时指数级下降。
在存储层将数据分⽚到不同的线程上，多个线程并⾏计算，将结果流⽔线汇总到总线程，最后总线
程做些简单归并返回给⽤⼾，提⾼查询效率。
并⾏查询（Parallel Query）利⽤多核CPU的并⾏处理能⼒，以8核 32G 配置为例，⽰意图如下所
⽰：

应⽤场景
并⾏查询适⽤于⼤部分SELECT语句，例如⼤表查询、多表连接查询、计算量较⼤的查询。对于⾮
常短的查询，效果不太显著。
• 轻分析类业务

报表查询通常SQL复杂而且⽐较耗费时间，通过并⾏查询可以加速单次查询效率。
• 系统资源相对空闲

并⾏查询会使⽤更多的系统资源，只有当系统的CPU较多、IO负载不⾼、内存够⼤的时候，才
可以充分使⽤并⾏查询来提⾼资源利⽤率和查询效率。

性能优势
关于并⾏查询的性能优势，请参⻅并⾏查询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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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查询的使⽤⽅法
• 通过系统参数来控制并⾏查询

POLARDB通过Global全局参数 max_parallel_degree 来控制每⼀条SQL最多使⽤多少个线
程并⾏执⾏，默认值是4，您可以在使⽤过程中随时修改该参数（参⻅设置集群参数），⽆需重
启数据库。
除了Global集群级别，您也可以单独调整某Session内SQL查询的并⾏度。例如，通
过Session级环境变量，加到JDBC的连接串配置中，则可以对某个应⽤程序单独设置并⾏度。
set max_parallel_degree = n 

• 使⽤ Hint
使⽤Hint开启并⾏查询（n代表最⼤的并⾏度，也就是最⼤的worker个数）：
 SELECT /*+ SET_VAR(max_parallel_degree=n) */  *  FROM ...

说明:
为了发挥最佳性能，并⾏查询并不是对所有的SQL都⽣效，POLARDB优化器会根据具体的查
询SQL⽣成合适的执⾏计划。

• 强制优化器选择并⾏执⾏
POLARDB优化器可能不选择并⾏执⾏查询，如果希望优化器忽略代价，尽可能选择并⾏计
划，可以设置如下参数：
set force_parallel_mode = on

说明:
这是⼀个调试参数，不建议在⽣产环境中使⽤。由于并⾏查询使⽤场景的限制，有些情况下即
便设置了该参数，优化器也可能不选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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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数和变量
参数名 级别 描述
max_parall
el_degree

Global、Session 单个查询的最⼤并⾏度，即最多使⽤多少个
worker进⾏并⾏执⾏。
• 取值范围：[0-1024]，0表⽰关闭并⾏计算。
• 默认值：4。

说明:
POLARDB优化器可能会对主查询和
⼦查询分别并⾏执⾏，如果同时并⾏
执⾏，它们的最⼤worker数不能超
过max_parallel_degree，整个查询使
⽤的worker数将会是主查询和⼦查询使⽤
的worker数之和。

force_para
llel_mode

Session 强制POLARDB优化器忽略代价，尽可能的使⽤
并⾏查询。
• 取值范围：[ON， OFF]
• 默认值：OFF

注意:
这是个调试参数，打开后，POLARDB优化器
会尽可能的选择并⾏查询，但不能保证⼀定使
⽤并⾏查询。

Parallel_w
orkers_created

Session、Global 从Session启动开始，⽣成Parallel Worker的
个数。

Gather_records Session、Global Gather记录总数。
PQ_refused
_over_memo
ry_soft_limit

Session、Global 由于内存限制没有启⽤并⾏的查询及⼦查询数。

PQ_refused
_over_total_workers

Session、Global 由于总Worker数限制没有启⽤并⾏的查询及⼦
查询数。

Total_used
_query_memory

Global 当前总的已使⽤的查询内存（Virtual Memory
）。

Total_runn
ing_parall
el_workers

Global 当前正在运⾏的Parallel Worker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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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执⾏计划
以下为您介绍EXPLAIN执⾏计划输出中与并⾏查询相关的内容。
• 并⾏扫描

在并⾏扫描中，每个Worker并⾏独⽴扫描数据表中的数据。Worker扫描产⽣的中间结果集将
会返回给Leader线程，Leader线程通过Gather操作收集产⽣的中间结果，并将所有结果汇返
回到客⼾端。

• 多表并⾏连接
并⾏查询会将多表连接操作完整的下推到Worker上去执⾏。POLARDB优化器只会选择⼀个⾃
认为最优的表进⾏并⾏扫描，而除了该表外，其他表都是⼀般扫描。每个Worker会将连接结果
集返回给Leader线程，Leader线程通过Gather操作进⾏汇总，最后将结果返回给客⼾端。

• 并⾏排序
POLARDB优化器会根据查询情况，将ORDER BY下推到每个Worker⾥执⾏，每个Worker将
排序后的结果返回给Leader，Leader通过Gather Merge Sort操作进⾏归并排序，最后将排
序结果返回到客⼾端。

• 并⾏分组
POLARDB优化器会根据查询情况，将GROUP BY下推到Worker上去并⾏执⾏。每个Worker
负责部分数据的GROUP BY。Worker会将GROUP BY的中间结果返回给Leader，Leader
通过Gather操作汇总所有数据。这⾥POLARDB优化器会根据查询计划情况来⾃动识别是否
需要再次在Leader上进⾏GROUP BY。例如，如果GROUP BY使⽤了Loose Index Scan，
Leader上将不会进⾏再次GROUP BY；否则Leader会再次进⾏GROUP BY操作，然后把最终
结果返回到客⼾端。

• 并⾏聚集
并⾏查询执⾏聚集函数下推到Worker上并⾏执⾏。并⾏聚集是通过两次聚集来完成的。第⼀
次，参与并⾏查询部分的每个Worker执⾏聚集步骤。第⼆次，Gather或Gather Merge节点
将每个Worker产⽣的结果汇总到Leader。最后，Leader会将所有Worker的结果再次进⾏聚
集得到最终结果。

并⾏执⾏计划⽰例
以下以使⽤pq_test表来测试并⾏查询为例。
表结构如下：
mysql> SHOW CREATE TABLE pq_test\G
*************************** 1. row ***************************
       Table: pq_test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pq_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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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BIGINT(20)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help_topic_id` INT(10) UNSIGNED NOT NULL,
  `name` CHAR(64) NOT NULL,
  `help_category_id` SMALLINT(5) UNSIGNED NOT NULL,
  `description` TEXT NOT NULL,
  `example` TEXT NOT NULL,
  `url` TEXT NOT NULL,
  PRIMARY KEY (`id`)
) ENGINE=InnoDB AUTO_INCREMENT=21495809 DEFAULT CHARSET=utf8
1 row in set (0.00 sec)

表⼤小如下：
mysql> SHOW TABLE STATUS\G
*************************** 1. row ***************************
           Name: pq_test
         Engine: InnoDB
        Version: 10
     Row_format: Dynamic
           Rows: 20064988
 Avg_row_length: 1898
    Data_length: 38085328896
Max_data_length: 0
   Index_length: 0
      Data_free: 4194304
 Auto_increment: 21495809
    Create_time: 2019-07-30 01:35:27
    Update_time: NULL
     Check_time: NULL
      Collation: utf8_general_ci
       Checksum: NULL
 Create_options:
        Comment:
1 row in set (0.02 sec)

查询SQL：
SELECT COUNT(*) FROM pq_test;

• 不使⽤并⾏查询的EXPLAIN输出如下：
mysql> SET max_parallel_degree=0; EXPLAIN SELECT COUNT(*) FROM 
pq_test\G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2 sec)
*************************** 1. row ***************************
           Id: 1
  Select_type: SIMPLE
        Table: pq_test
  Partitions: NULL
         Type: index
Possible_keys: NULL
          Key: PRIMARY
      Key_len: 8
          Ref: NULL
         Rows: 20064988
     Filtered: 100.00
        Extra: Using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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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w in set, 1 warning (0.03 sec)

• 使⽤并⾏查询的EXPLAIN输出如下：
mysql> EXPLAIN SELECT COUNT(*) FROM pq_test\G
*************************** 1. row ***************************
           Id: 1
  Select_type: SIMPLE
        Table: &lt;gather2&gt;
   Partitions: NULL
         Type: ALL
Possible_keys: NULL
          Key: NULL
      Key_len: NULL
          Ref: NULL
         Rows: 20064988
     Filtered: 100.00
        Extra: NULL
*************************** 2. row ***************************
           Id: 2
  Select_type: SIMPLE
        Table: pq_test
   Partitions: NULL
         Type: index
Possible_keys: NULL
          Key: PRIMARY
      Key_len: 8
          Ref: NULL
         Rows: 10032494
     Filtered: 100.00
        Extra: Parallel scan (2 workers); Using index
2 rows in set, 1 warning (0.00 sec)

从该EXPLAIN可以看到，并⾏计划中包含Gather操作，该操作负责汇总所有Worker返回的中
间结果。另外，从执⾏计划输出的Extra信息中看到：pq_test表使⽤了Parallel scan（并⾏扫
描），期望⽤2个Workers来并⾏执⾏。

17.2 并⾏查询使⽤⽰例
本⽂以TPC-H为例，为您介绍并⾏查询使⽤shift例。案例中所有⽰例，使⽤的数据量是TPC-
H中SF=100GB ，使⽤POLARDB节点规格为88 核 710G的配置在主节点进⾏测试。
• GROUP BY & ORDER BY⽀持
• AGGREGATE函数⽀持（SUM/AVG/COUNT）
• JOIN⽀持
• BETWEEN函数 & IN函数⽀持
• LIMIT⽀持
• INTERVAL函数⽀持
• CASE WHEN⽀持
• LIKE⽀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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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BY & ORDER BY⽀持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1563.32秒，开启并⾏查询后，耗时只⽤49.65秒，提升31.48 倍。
原始SQL语句，如下所⽰：
SELECT   l_returnflag, 
         l_linestatus, 
         Sum(l_quantity)                                       AS 
sum_qty, 
         Sum(l_extendedprice)                                  AS 
sum_base_price, 
         Sum(l_extendedprice * (1 - l_discount))               AS 
sum_disc_price, 
         Sum(l_extendedprice * (1 - l_discount) * (1 + l_tax)) AS 
sum_charge, 
         Avg(l_quantity)                                       AS 
avg_qty, 
         Avg(l_extendedprice)                                  AS 
avg_price, 
         Avg(l_discount)                                       AS 
avg_disc, 
         Count(*)                                              AS 
count_order 
FROM     lineitem
WHERE    l_shipdate <= date '1998-12-01' - INTERVAL '93' day 
GROUP BY l_returnflag, 
         l_linestatus 
ORDER BY l_returnflag, 
         l_linestatus ;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1563.32秒。

开启并⾏查询后，耗时只⽤49.65秒，提升31.4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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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REGATE函数⽀持（SUM/AVG/COUNT）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1563.32秒，开启并⾏查询后，耗时只⽤49.65秒，提升31.48 倍。
原始SQL语句，如下所⽰：
SELECT   l_returnflag, 
         l_linestatus, 
         Sum(l_quantity)                                       AS 
sum_qty, 
         Sum(l_extendedprice)                                  AS 
sum_base_price, 
         Sum(l_extendedprice * (1 - l_discount))               AS 
sum_disc_price, 
         Sum(l_extendedprice * (1 - l_discount) * (1 + l_tax)) AS 
sum_charge, 
         Avg(l_quantity)                                       AS 
avg_qty, 
         Avg(l_extendedprice)                                  AS 
avg_price, 
         Avg(l_discount)                                       AS 
avg_disc, 
         Count(*)                                              AS 
count_order 
FROM     lineitem
WHERE    l_shipdate <= date '1998-12-01' - INTERVAL '93' day 
GROUP BY l_returnflag, 
         l_linestatus 
ORDER BY l_returnflag, 
         l_linestatus ;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1563.3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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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并⾏查询后，耗时只⽤49.65秒，提升31.48 倍。

JOIN⽀持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21.73秒，开启并⾏查询后，耗时1.37秒，提升15.86倍。
原始SQL语句，如下所⽰：
select sum(l_extendedprice* (1 - l_discount)) as revenue 
from   lineitem,   part 
where ( p_partkey = l_partkey and p_brand = 'Brand#12'
        and p_container in ('SM CASE', 'SM BOX', 'SM PACK', 'SM PKG') 
        and l_quantity >= 6 and l_quantity <= 6 + 10 
        and p_size between 1 and 5 
        and l_shipmode in ('AIR', 'AIR REG') 
        and l_shipinstruct = 'DELIVER IN PERSON' ) 
    or ( p_partkey = l_partkey and p_brand = 'Brand#13'
        and p_container in ('MED BAG', 'MED BOX', 'MED PKG', 'MED PACK
') 
        and l_quantity >= 10 and l_quantity <= 10 + 10 
        and p_size between 1 and 10 
        and l_shipmode in ('AIR', 'AIR REG') 
        and l_shipinstruct = 'DELIVER IN PERSON' ) 
    or ( p_partkey = l_partkey and p_brand = 'Brand#24'
        and p_container in ('LG CASE', 'LG BOX', 'LG PACK', 'LG PKG') 
        and l_quantity >= 21 and l_quantity <= 21 + 10 
        and p_size between 1 and 15 
        and l_shipmode in ('AIR', 'AIR REG') 

⽂档版本：20190918 119



云数据库 POLARDB POLARDB for MySQL⽤⼾指南 /  17 并⾏查询
        and l_shipinstruct = 'DELIVER IN PERSON' );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21.73秒。

开启并⾏查询后，耗时1.37秒，提升15.86倍。

BETWEEN函数 & IN函数⽀持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21.73秒，开启并⾏查询后，耗时1.37秒，提升15.8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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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SQL语句，如下所⽰：
select sum(l_extendedprice* (1 - l_discount)) as revenue 
from   lineitem,   part 
where ( p_partkey = l_partkey and p_brand = 'Brand#12'
        and p_container in ('SM CASE', 'SM BOX', 'SM PACK', 'SM PKG') 
        and l_quantity >= 6 and l_quantity <= 6 + 10 
        and p_size between 1 and 5 
        and l_shipmode in ('AIR', 'AIR REG') 
        and l_shipinstruct = 'DELIVER IN PERSON' ) 
    or ( p_partkey = l_partkey and p_brand = 'Brand#13'
        and p_container in ('MED BAG', 'MED BOX', 'MED PKG', 'MED PACK
') 
        and l_quantity >= 10 and l_quantity <= 10 + 10 
        and p_size between 1 and 10 
        and l_shipmode in ('AIR', 'AIR REG') 
        and l_shipinstruct = 'DELIVER IN PERSON' ) 
    or ( p_partkey = l_partkey and p_brand = 'Brand#24'
        and p_container in ('LG CASE', 'LG BOX', 'LG PACK', 'LG PKG') 
        and l_quantity >= 21 and l_quantity <= 21 + 10 
        and p_size between 1 and 15 
        and l_shipmode in ('AIR', 'AIR REG') 
        and l_shipinstruct = 'DELIVER IN PERSON' );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21.73秒。

开启并⾏查询后，耗时1.37秒，提升15.8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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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持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339.22 秒，开启并⾏查询后，耗时29.31秒，提升11.57倍。
原始SQL语句，如下所⽰：
select l_shipmode, sum(case when o_orderpriority = '1-URGENT' or 
o_orderpriority = '2-HIGH' then 1 
    else 0 
end) as high_line_count, sum(case when o_orderpriority <> '1-URGENT' 
and o_orderpriority <> '2-HIGH' then 1 
else 0 
end) as low_line_count 
from   orders,   lineitem 
where o_orderkey = l_orderkey 
and l_shipmode in ('MAIL', 'TRUCK') 
and l_commitdate < l_receiptdate 
and l_shipdate < l_commitdate 
and l_receiptdate >= date '1996-01-01' 
and l_receiptdate < date '1996-01-01' + interval '1' year 
group by l_shipmode 
order by l_shipmode limit 10;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339.2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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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并⾏查询后，耗时29.31秒，提升11.57倍。

INTERVAL函数⽀持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220.87秒，开启并⾏查询后，耗时7.75秒，提升28.5倍。
原始SQL语句，如下所⽰：
select 
    100.00 * sum(case when p_type like 'PROMO%' then l_extendedprice *
 (1 - l_discount) 
    else 0 
end) / sum(l_extendedprice * (1 - l_discount)) as promo_revenue 
from   lineitem,   part 
where l_partkey = p_partkey
and l_shipdate >= date '1996-01-01' 
and l_shipdate < date '1996-01-01' + interval '1' month limit 10;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220.87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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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并⾏查询后，耗时7.75秒，提升28.5倍。

CASE WHEN⽀持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220.87秒，开启并⾏查询后，耗时7.75秒，提升28.5倍。
原始SQL语句，如下所⽰：
select 
    100.00 * sum(case when p_type like 'PROMO%' then l_extendedprice *
 (1 - l_discount) 
    else 0 
end) / sum(l_extendedprice * (1 - l_discount)) as promo_revenue 
from   lineitem,   part 
where l_partkey = p_partkey
and l_shipdate >= date '1996-01-01' 
and l_shipdate < date '1996-01-01' + interval '1' month limit 10;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220.87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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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并⾏查询后，耗时7.75秒，提升28.5倍。

LIKE⽀持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427.46秒，开启并⾏查询后，耗时33.72秒，提升12.68倍。
原始SQL语句，如下所⽰：
select s_name, s_address from
 supplier,  nation where
s_suppkey in 
    ( select ps_suppkey from  partsupp where
             ps_partkey in ( select p_partkey from  part where p_name 
like 'dark%')
            and ps_availqty>(select 0.0005 * sum(l_quantity) as col1
     from   lineitem,   partsupp
     where l_partkey = ps_partkey and l_suppkey = ps_suppkey
     and l_shipdate >= date '1993-01-01' and l_shipdate < date '1993-
01-01' + interval '1' year)
    )
and s_nationkey = n_nationkey and n_name = 'JORDAN'
order by s_name limit 10; 

未开启并⾏查询，耗时427.46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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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并⾏查询后，耗时33.72秒，提升12.68倍。

17.3 并⾏查询使⽤限制
本⽂为您介绍并⾏查询的使⽤限制，帮助您正确使⽤并⾏查询功能。

并⾏查询的使⽤限制
⽬前，以下情况暂时⽆法享受并⾏查询带来的性能提升：
• 表记录小于20000条
• 系统表或临时表
• 查询语句SELECT…FOR UPDATE/SHARE
• 使⽤全⽂索引的查询
• 存储过程Procedures
• ⾃定义函数 UDF
• Recursive CTE
• Windows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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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
• XML 函数
• GROUP BY WITH ROLLUP
• 带锁的相关函数
• ⾮Btree 的INDEX
• INDEX MERGE
• 串⾏化隔离级别事务内的查询语句
• 当前并⾏的⼯作线程数已经等于或超过4倍CPU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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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何开启Binlog
本⽂介绍如何为POLARDB集群开启Binlog功能。

前提条件
集群创建于2019年4⽉5⽇之后。如果是在2019年4⽉5⽇之前创建的集群，暂时需要提交⼯单进⾏
小版本升级，之后即可在控制台⼿动开启Binlog。

背景信息
POLARDB是⼀款完全兼容MySQL的云原⽣数据库，默认使⽤了更⾼级别的物理⽇志代
替Binlog，但为了更好地与MySQL⽣态融合，POLARDB上线了开启Binlog的功能，开
启Binlog后您就可以连接ElasticSearch、AnalyticDB等数据产品，也可以搭建POLARDB到
RDS、RDS到POLARDB或POLARDB之间的数据实时同步。

收费说明
Binlog的空间属于集群存储空间的⼀部分，需要收取存储费⽤。

注意事项
• 开启后Binlog默认保存2周，超出两周的Binlog⽂件会被⾃动删除。您可以修改参

数loose_expire_logs_hours（取值范围0~2376，单位：小时）以设置Binlog的保存时
⻓。0表⽰不⾃动删除Binlog⽂件。

• Binlog功能默认关闭，开启Binlog需要重启实例，会造成连接中断，重启前请做好业务安
排，谨慎操作。

• 开启Binlog后会导致写性能下降，读性能不受影响。
• 拉取、订阅或同步Binlog（例如使⽤DTS等⼯具）时，建议使⽤POLARDB的主地址，因为

直接指向⽣成Binlog的主节点，具有更好的兼容性和稳定性。您可以在基本信息⻚⾯查看主地
址，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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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Binlog的操作步骤
1. 登录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名称列的集群ID。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配置与管理 > 参数配置。
5. 搜索loose_polar_log_bin，修改当前值，并单击提交修改。

说明:
• 数据库引擎为MySQL 5.6的POLARDB集群，当前值修改为ON_WITH_GTID；
• 数据库引擎为MySQL 8.0的POLARDB集群，当前值修改为ON。

6. 在右侧提⽰重启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说明:
如果报错提⽰Custins minor version does not support current action，请提交⼯单开
启。

常⻅问题
• Binlog能保存多久？

答：Binlog默认保存2周，超出两周的Binlog⽂件会被⾃动删除。您可以修改参
数loose_expire_logs_hours（取值范围0~2376，单位：小时）以设置Binlog的保存时
⻓。0表⽰不⾃动删除Binlog⽂件。

• 开启Binlog后可以关闭吗?
答：将参数loose_polar_log_bin修改为OFF并提交即可关闭。关闭后已有的Binlog不会被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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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Binlog对性能影响有多⼤？
答：测试数据显⽰，在64线程并发下，开启Binlog后会有30%~40%的写性能衰减（性能衰减
随并发增加而减少，后续将会持续优化），读性能不受影响。对于读多写少的业务场景，整体数
据库性能影响较小，例如读写⽐是4:1的数据库，整体性能影响⼤约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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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POLARDB for MySQL常⻅问题
删除数据库后为什么还是占⽤很多空间？

答：这是由于redolog⽇志⽂件占⽤了空间，通常在2G~11G左右，最多时会占⽤11G：8G（缓冲
池中的8个redolog⽇志）+1G（正在写的redolog⽇志）+1G（提前创建的redolog⽇志）+1G
（最后⼀个redolog⽇志）。
缓冲池内的redolog⽇志⽂件数量由参数loose_innodb_polar_log_file_max_reuse控制，默认
是8，您可以修改这个参数从而减少⽇志空间占⽤量，但是在压⼒⼤的情况下，性能可能会出现周
期性的小幅波动。

说明:
调整参数loose_innodb_polar_log_file_max_reuse后，缓冲池不会⽴刻被清空，随着DML被
执⾏，才会慢慢减少。如果需要⽴即清空，请联系售后服务。

磁盘空间⽆法选择怎么办？
答：存储空间⽆需⼿动选择，系统根据数据量⾃动伸缩。
POLARDB底层使⽤存储集群的⽅式，可以做到磁盘动态扩容，且磁盘扩容过程对⽤⼾⽆感知，当
磁盘空间使⽤了70%，系统就会⾃动扩容⼀部分空间，而且扩容不需要停⽌实例。通过这种机制，
POLARDB的存储可以做到按照使⽤量来收费。

读写分离怎么保证读⼀致性？
答：读写分离链路会记录⽇志序号（Log sequence number，LSN），读请求会发往LSN符合要
求的只读节点，详情请参⻅读写分离。

如何实现POLARDB的读写分离？
答：只需在应⽤程序中使⽤集群地址，即可根据配置的读负载节点实现读写分离。您也可以⾃定义
集群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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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多个只读节点，如何设置指定的ECS访问指定的只读节点?
答：您可以设置⾃定义集群地址，⾃⾏选择需要接⼊的只读节点，然后在ECS上使⽤该⾃定义集群
地址。

只⽤了主地址，但是发现只读节点也有负载，是否主地址也⽀持读写分离？
答：主地址不⽀持读写分离，始终只连接到主节点。只读节点有少量QPS是正常现象，与主地址⽆
关。

如何发现慢SQL
答：#unique_152后执⾏show processlist;找出执⾏时间过⻓的SQL。

如何终⽌慢SQL
答：发现慢SQL后，查看慢SQL的Id，执⾏kill <Id>终⽌慢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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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隐藏⽬录
20.1 复杂SQL查询加速

集群中有多个只读节点时，每个查询都只在⼀个只读节点上执⾏，没有同时利⽤多个只读节点
的计算能⼒，对于⼤表（⼀千万⾏以上）的复杂查询，响应时间不够短。因此，POLARDB for
MySQL 5.6提供复杂SQL查询加速（简称：SQL加速）功能，针对这种分析型场景提升查询性能。
SQL加速功能提供专⻔的数据库连接地址，您只需将该地址配置到应⽤中，该连接所发送的每个读
请求都会被分发到所有的只读节点，并⾏计算。只读节点越多，SQL加速的性能越好。
SQL加速的连接地址不会转发请求到主节点，避免对主节点的影响。

说明:
MySQL 8.0暂不⽀持复杂SQL查询加速。

功能优势
• 性能提升：针对复杂查询（例如TPC-H基准测试中的复杂查询），SQL加速有很好的性能优化

效果，性能可提升8~30倍。复杂场景包括：
- 多张⼤表的关联查询
- 对⽆索引列的点查询
- Group By指定多个字段
具体⽰例请参⻅⽰例。

• ⾼兼容性：兼容绝⼤部分MySQL查询语法，⽀持TPC-H、TPC-DS标准。

说明:
对于极少数不兼容的语法，可以通过提交⼯单申请⽀持。

• 扩展命令和函数：提供以下扩展命令和函数，具体⽤法请参⻅扩展命令和函数。
- INTERSEC和MINUS/EXCEP
- CTE (WITH)
- 开窗函数

• 免费使⽤：SQL加速功能不额外收取任何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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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表的主键由多种数据类型组合而成时，如果第⼀个字段具有很好的区分度，SQL加速的性能会更
好。

注意事项
• SQL加速地址有私⽹连接地址和公⽹连接地址，申请私⽹连接地址后才能申请公⽹连接地址。
• SQL加速地址从只读节点读取数据，理论上主节点和只读节点之间存在数据延迟，对于要求节点

之间100%零延迟的场景，不建议使⽤SQL加速地址。
• 对于Double或Float字段，查询结果的最⼤精度为小数点后4位。
• Select语句不含Limit⼦句时，默认输出10000条记录。如果含有Limit⼦句，可以指定输出任

意条记录。

说明:
以上描述仅适⽤于SQL加速功能，即仅适⽤于SQL加速地址建⽴的连接。

前提条件
• 集群引擎为MySQL 5.6。
• POLARDB集群中有⾄少两个只读节点。如需添加只读节点，请参⻅#unique_157。
• 集群中节点的规格⾄少为4核32GB。如需调整规格，请参⻅变更配置。
• 数据库中的所有表不能包含以下数据类型，否则SQL加速功能⽆法开启。

- 数值型：FIXED[(M[,D])] [UNSIGNED] 、DOUBLE PRECISION[(M,D)] [UNSIGNED]
- ⽇期型：YEAR

• SQL加速要读取的表为⾮分区表，字符集为utf8或utf8mb4，表名由⼤小写字⺟、数字或下划
线组成，主键为VARCHAR、INT、BIGINT、FLOAT、DOUBLE或SHORT类型，且要读取
的数据不包含视图或以下类型的字段：
BINARY、VARBINARY、TINYBLOB、MEDIUMBLOB、BLOB、LONGBLOB、SET、ENUM。

说明:
POLARDB for MySQL 100%兼容MySQL，包括语法、字符集、数据类型等。以上前提条件
仅适⽤于SQL加速功能。

使⽤SQL加速功能
1. 登录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集群所在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的ID。

⽂档版本：20190918 135

https://dev.mysql.com/doc/refman/5.6/en/fixed-point-types.html
https://dev.mysql.com/doc/refman/5.6/en/floating-point-types.html
https://polardb.console.aliyun.com


云数据库 POLARDB POLARDB for MySQL⽤⼾指南 /  20 隐藏⽬录

4. 在访问信息中，找到SQL加速地址，在私⽹右侧单击申请。

说明:
如果需要使⽤公⽹连接地址，请等待私⽹连接地址申请成功后再单击公⽹右侧的申请。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6. 在应⽤中配置该SQL加速地址即可。

修改SQL加速地址
1. 登录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集群所在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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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访问信息中，找到SQL加速地址，单击需要修改的地址右侧的修改。

5. 修改SQL加速地址的前缀，并单击提交。

说明:
前缀要求如下：
• 由字⺟开头。
• 由小写字⺟、数字、中划线组成。
• 由数字或字⺟结尾。
• 6~30个字符。

释放SQL加速地址
1. 登录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集群所在地域。
3. 找到⽬标集群，单击集群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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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访问信息中，找到SQL加速地址，单击需要释放的地址右侧的释放。

说明:
释放公⽹连接地址后才能释放私⽹连接地址。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SQL加速⽰例

背景：以下表格⽤于记录⼯作⼈员在仓库中的作业产出情况，每小时操作的商品件数。记录会准实
时地持续更新，⾼峰期 TPS 近万，存在上亿条记录。POLARDB集群中使⽤4个只读节点。
Create Table `labor_operate_stat` (
 `id` varchar(60) NOT NULL COMMENT '业务主键',
 `gmt_create` datetime,
 `gmt_modified` datetime,
 `cur_month` int NOT NULL COMMENT '操作⽉',
 `cur_day` date NOT NULL COMMENT '操作⽇期(天)',
 `cur_hour` int NOT NULL COMMENT '操作时间(小时)',
 `warehouse_id` bigint NOT NULL COMMENT '仓库ID',
 `biz_type` int NOT NULL COMMENT '业务类型',
 `user_group_id` bigint COMMENT '⽤⼾组ID',
 `user_id` bigint NOT NULL COMMENT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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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_work_number` varchar(60) COMMENT '⼯号',
 `operate_num` int COMMENT '商品件数',
 `user_account` varchar(60) COMMENT '⽤⼾名',
 primary key (id, warehouse_id, cur_month)
);

SQL语句：对⼀段时间内⼯作⼈员的小时⼯作量及总⼯作量进⾏统计和排序， 使⽤的 SQL 如下：
SELECT
  a.user_id as user_id,
  cur_day,
  cur_hour,
  CONCAT(
    DATE_FORMAT(cur_day, '%Y-%m-%d'),
    " ",
    IF(cur_hour < 10, CONCAT("0", cur_hour), cur_hour),
    ":00:00"
  ) AS stat_time,
  operate_num,
  b.user_num as user_num,
  b.total_operate_num as total_operate_num,
  user_group_id
FROM
  (
    SELECT
      user_id,
      cur_day,
      cur_hour,
      operate_num,
      user_group_id
    FROM
      labor_operate_stat
    WHERE
      warehouse_id = 1111
      AND biz_type = 1111
      AND CONCAT(
        DATE_FORMAT(cur_day, '%Y-%m-%d'),
        " ",
        IF(cur_hour < 10, CONCAT("0", cur_hour), cur_hour),
        ":00:00"
      ) >= 'xxxx'
      AND CONCAT(
        DATE_FORMAT(cur_day, '%Y-%m-%d'),
        " ",
        IF(cur_hour < 10, CONCAT("0", cur_hour), cur_hour),
        ":00:00"
      ) < 'xxxx'
      AND cur_month >= xxxx
  ) a
  JOIN (
    SELECT
      user_id,
      count(user_id) as user_num,
      sum(operate_num) AS total_operate_num
    FROM
      labor_operate_stat
    WHERE
      warehouse_id = 1111
      AND biz_type = 1111
      AND CONCAT(
        DATE_FORMAT(cur_day, '%Y-%m-%d'),
        " ",
        IF(cur_hour < 10, CONCAT("0", cur_hour), cur_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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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
      ) >= 'xxxxx xxxxx'
      AND CONCAT(
        DATE_FORMAT(cur_day, '%Y-%m-%d'),
        " ",
        IF(cur_hour < 10, CONCAT("0", cur_hour), cur_hour),
        ":00:00"
      ) < 'xxxxx xxxxx'
      AND cur_month >= xxxx
    GROUP BY
      user_id
    ORDER BY
      total_operate_num DESC
    LIMIT
      0, 20
  ) b ON a.user_id = b.user_id
ORDER BY
  total_operate_num DESC,
  stat_time ASC;

效果：开启SQL加速前，响应时间为⼤约10分钟，开启SQL加速后，响应时间只需⼤约30秒。
扩展的命令和函数

INTERSEC和MINUS/EXCEP
除了UNION，SQL加速还扩展⽀持了Intersect 和 Minus/Except语法。UNION /
INTERSECT / EXCEPT / MINUS⽤于进⾏集合求并、交、差操作，语法为：
query
{ UNION [ ALL ] | INTERSECT | EXCEPT | MINUS }
query

参数：
• query： 操作符前后的query输出的列数⽬和类型都必须完全⼀致。
• UNION [ALL]：集合求并操作，输出合并后的结果， ALL表⽰⽆需去重。
• INTERSECT： 集合求交操作，输出各个query的交集。
• EXCEPT：集合求差操作，返回query的差集结果。
• MINUS: 集合求差操作，同EXCEPT。
集合操作的排序：
UNION和EXCEPT 操作符都是左结合（left-associative），例如：
select * from t1
union
select * from t2
except
select * from t3
order by c1;

相当于先做完t1 union t2 except t3，最后才是对前⾯的结果按照c1进⾏全局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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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ect操作符的优先级是⾼于UNION和EXCEPT的，例如：
select * from t1
union
select * from t2
intersect
select * from t3
order by c1;

等同于：
select * from t1
union
(select * from t2
intersect
select * from t3)
order by c1;

说明:
集合操作符前的query是不可以带order by语句的，如果要带，需要⽤括号括起来。

WITH
WITH语句⽤于定义⼀个或者多个⼦查询，每个⼦查询定义⼀个临时表，类似于视图的定义； 在
WITH中定义的临时表可以在当前查询的其他⼦句中引⽤；所有的WITH语句定义的临时表，都可
以通过SELECT⼦句中的⼦查询定义来完成类似的效果，但是对于这些⼦查询或者临时表被后⾯的
字句多次引⽤时，WITH语句只需要计算⼀次临时表结果，然后多次复⽤，从而达到减少公共表达
式计算的次数。
语法：
[ WITH with_subquery [, ...] ]

with_suquery的语法：
with_subquery_table_name AS ( query )

参数：
• with_subquery_table_name：当前查询中⼀个唯⼀的临时表名称
• query：所有可以⽀持的SELECT查询
⽰例：
with t as (select x,y from A) select t.y from t order by t.x limit 10

开窗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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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加速扩展⽀持了Oracle的开窗函数，⼤⼤提升⽤⼾分析数据聚合内分组、固定窗口、滑动窗口
的分析能⼒。
语法定义：
function OVER (
[ PARTITION BY expr_list ]
[ ORDER BY order_list [ frame_clause ] ] )
   

说明:
命令中不需要输⼊中括号，以上中括号只表⽰可选。

function可以是以下排名函数：
• RANK
• DENSE_RANK
• ROW_NUMBER
function可以是以下聚合函数：
• AVG
• COUNT
• SUM
• MAX
• MIN
expr_list为⼀个或多个表达式或列名，由英⽂逗号分隔。
order_list为⼀个或多个表达式或列名，由英⽂逗号分隔。(各表达式或字段后可以加
上ASC或DESC）
frame_clause为：
ROWS BETWEEN
{ UNBOUNDED PRECEDING }
AND
{ UNBOUNDED FOLLOWING | CURRENT ROW }
    

⽰例：

SELECT
d_year,
d_month_seq,
---以下为开窗函数
row_number()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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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TION BY d_year
ORDER BY
d_year,
d_month_seq
)
---以上为开窗函数
FROM
tpcds.date_dim
WHERE
d_year > 2090
GROUP BY
d_year,
d_month_seq
ORDER BY
d_year,
d_month_seq;

20.2 查看⽇志
系统⾃动记录实例的错误⽇志和慢查询⽇志（以下称为慢⽇志）。您可以查看错误⽇志列表、慢⽇
志明细，和慢⽇志统计信息，帮助故障定位分析。

查看⽇志
1. 进⼊POLARDB控制台。
2. 选择⽬标实例所在的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实例列表。
4. 单击⽬标实例的ID，或者在操作列中选择管理。
5.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志管理。
6. 选择错误⽇志、慢⽇志明细或者慢⽇志统计，选择时间范围，然后单击刷新。

查询项 内容
错误⽇志 记录1个⽉内数据库中执⾏出错的SQL语句。错误⽇志每⼀分钟⾃动刷新⼀

次。
慢⽇志明细 • 记录1个⽉内数据库中执⾏时间超过1秒（可以在参数设置中修

改long_query_time参数来设置）的SQL语句，并进⾏相似语句去重。
• 记录最多1万条慢⽇志。超出1万条时，将删除最早的慢⽇志。
• 如果⼀条慢SQL语句⻓度超过2048个字符，相应的慢⽇志仅记录其前

2048个字符。
慢⽇志统计 对1个⽉内数据库中执⾏时间超过1秒（可以在参数设置中修改long_query

_time参数来设置）的SQL语句进⾏统计汇总，给出慢查询⽇志的分析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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