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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极速变配

云数据库 MySQL 新增极速变配功能，在本地剩余
资源充足情况下，调整数据库配置时，会触发极速
变配能力，极速变配不涉及数据迁移，降低了准备
阶段等待的时间，可实现更快捷的实例规格调整。

2021-

07

调整数据库实例规
格

2021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数据库代理

数据库代理是位于云数据库服务和应用服务之间的
网络代理服务，用于代理应用服务访问数据库时的
所有请求。
数据库代理访问地址独立于原有的数据库访问地
址，通过数据库代理地址的请求全部通过代理集群
中转访问数据库的主从节点，进行读写分离，将读
请求转发至只读实例，降低主库的负载。

2021-

04
数据库代理

binlog 使用空间
计入磁盘总使用空
间说明

因 binlog 的写入速度会影响数据库运行时的性能。
为提升云数据库 MySQL 的性能以及稳定性，云数
据库 MySQL 将对 binlog 存储进行升级，本次升级
会将实例 binlog 的存储介质迁至高性能 SSD 盘

（即用户实例的存储空间）。

2021-

04

binlog 使用空间
计入磁盘总使用空
间说明

支持设置本地
binlog 保留周期

云数据库 MySQL 支持通过控制台设置本地 binlog

保留周期。
2021-

04

设置本地 binlog

保留

2021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产品架构（名称） 云数据库 MySQL 产品架构升级为单节点（原基础 2021- 架构概述

产品动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26 16:12:3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197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5465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4020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4018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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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版）、双节点（原高可用版）以及三节点（原金融
版），增加隔离策略为基础型、通用型和独享型，
各架构功能均保持不变。

03 隔离策略

只读实例支持独立
内网地址

只读实例支持开启独立内网地址，并且支持内网 IP

和端口自定义修改。
2021-

03
创建只读实例

2020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克隆实例
云数据库 MySQL 支持通过克隆将实例恢复到日志
备份保留时间内的任意时间点，并且支持恢复到指
定物理备份的备份集。

2020-

11
克隆实例

2020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购买⻚功能优化
云数据库 MySQL 购买⻚支持指定告警策略、参数
模板、跨项目绑定安全组功能。

2020-

10
创建 MySQL 实例

8.0 支持透明数据
加密

云数据库 MySQL 8.0 版本支持透明数据加密功
能。

2020-

10
开启透明数据加密

2020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 MySQL 8.0

云数据库 MySQL 支持8.0，结合完备的管控服务和
TXSQL 内核，提供更快、更稳的企业级服务，丰富
行业场景，助力客户产业升级。

2020-

08
数据库版本

2020年0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979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727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886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778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849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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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应用参数模板
于实例

云数据库 MySQL 支持通过参数模板同时修改多个
实例的参数，并可选择在自定义时间内执行参数修改
任务，及支持取消参数修改任务。

2020-

07

设置实例参数
使用参数模板

支持透明数据加密
TDE

云数据库 MySQL 提供透明数据加密（Transparent

Data Encryption，TDE）功能，透明加密指数据
的加解密操作对用户透明，支持对数据文件进行实时
I/O 加密和解密，在数据写入磁盘前进行加密，从磁
盘读入内存时进行解密，可满足静态数据加密的合规
性要求。

2020-

07
开启透明数据加密

2020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手动升级内核
小版本

云数据库 MySQL 支持手动升级内核小版本，升级
内核小版本可实现新功能使用、性能提升、问题修
复等功能。

2020-

06
升级内核小版本

2020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高可用版（一主两
备）更名为金融版

金融版采用一主两备三节点架构，支持强同步复制
方式，通过实时热备，确保数据的强一致性，提供
金融级的可靠性和高可用性。

2020-

04
数据库架构

支持自定义旧 IP

地址回收时间

切换网络时支持自定义旧 IP 地址的回收时间，可设
置范围0 - 168小时，若旧 IP 地址的回收时间设置
为0小时，更换网络后会立即回收旧 IP 地址。

2020-

04
切换网络

2020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数据库智能管
家

数据库智能管家是一款智能诊断和优化数据库的产
品，同时也协助用户进行源头的预防，为用户提供
实时的数据库防护，高效定位故障原因并提供解决
方案。

2020-

01
数据库智能管家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579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190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849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681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1713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191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35/3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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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慢日志明细、
错误日志明细

云数据库 MySQL （不含基础版）实例提供操作日
志管理功能。您可以在控制台的操作日志⻚面查看
实例的慢日志明细、错误日志明细、回档日志，及
下载慢日志。

2020-

01
操作日志

2019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MySQL 备份商业
化收费

MySQL 实例备份超出赠送空间的部分开始收费。备
份商业化后，在数据压缩、备份稳定性、备份可用
性上都有较大提升, 备份得到更高保障。用户可以通
过缩短备份保留天数和备份频率等方式来降低备份
开销。

2019-

12
备份空间收费说明

2019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事件告警
通过订阅内存 OOM、主从切换、只读实例剔除、服
务器故障导致实例迁移等事件，便于您第一时间了
解到实例的运行状态。

2019-

11
告警功能

2019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数据库备份⻚上线

云数据库 MySQL 数据库备份⻚重磅上线，分概览
和备份列表两大版块，在概览⻚可以方便的查阅备
份空间的明细和使用趋势，在备份列表可以清晰的
了解数据备份列表和日志备份列表。

2019-

09
查看备份空间

2019年05月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458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234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845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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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备份的备份类
型全面升级为物理
备份

云数据库 MySQL 自动备份后续仅支持物理备份。
存量自动备份为逻辑备份的实例会陆续被自动切换
到物理备份。若需要逻辑备份，可以使用云数据库
MySQL 控制台中手动备份功能或者通过 API 调用
来生成逻辑备份。

2019-

05
备份方式

南京一区开服
随着南京一区的开放，云数据库 MySQL 在华东目
前已坐拥上海和南京两大地域。

2019-

05
地域和可用区

2019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私有网络间切
换

支持私有网络 A 切换为私有网络 B，即支持单台云
数据库的私有网络 A 切换至私有网络 B。

2019-

03
切换网络

2019年0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一键连接检查
在控制台中提供一键连接检查工具，帮助用户快速
定位内、外网连接问题，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2019-

02
一键连接检查工具

2018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购买基础版实
例

基础版采用单个节点部署，计算与存储分离，若计算
节点故障，能够通过更换节点达到快速恢复的效果，
MySQL 基础版底层存储介质使用高性能云盘，适用
于90%的 I/O 场景，质优价廉，性能稳定突出。

2018-

06
数据库架构

支持网络切换 基础网络切换为私有网络、私有网络子网间的切换。
2018-

06
切换网络

支持自助连接检测 检测数据库是否连接正常。
2018-

06
一键连接检查工具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234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845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191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192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1713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191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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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降配退费 可降低数据库配置，退还剩余费用。
2018-

06
调整实例费用说明

支持 MySQL 5.7

数据迁移
DTS 数据迁移支持 MySQL 5.7 版本。

2018-

06

MySQL 数据在线
导入

产品更名
从云数据库 MySQL（CDB for MySQL）更名为云
数据库 MySQL（TencentDB for MySQL ）。

2018-

06
云数据库 MySQL

2017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只读实例支持弹性
规格

不再需要与主实例同规格。
2017-

08
只读实例

监控支持1分钟粒
度

实现1分钟粒度监控数据库。
2017-

08
监控功能

支持物理备份 可通过物理备份方式存储数据。
2017-

08
备份方式

支持手动发起备份
自定义备份时间和存储时⻓，备份支持最⻓732天存
储。

2017-

08
备份方式

支持安全组
安全组是一种有状态的包含过滤功能的虚拟防火
墙，用于设置单台或多台云数据库的网络访问控
制，是腾讯云提供的重要的网络安全隔离手段。

2017-

08
云数据库安全组

支持数据订阅
DTS 可帮助用户获取云数据库的实时增量更新数
据，用户能够根据自身业务需求消费增量数据。

2017-

08
数据订阅

支持云数据库与云
数据库间的数据迁
移

DTS 数据迁移兼容多种网络环境。
2017-

08

MySQL 数据在线
导入

2017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234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1/3410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727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845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234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234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1447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1/877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1/3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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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MySQL 5.7

在 MySQL 5.6 内核基础上，新增 MySQL

5.7（Percona 分支），在支持 MySQL 5.7 能力基
础上，水平扩展、读写分离等原有能力继续继承。

2017-

06
数据库版本

2016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只读实例上线
云数据库 MySQL 支持用户创建一个或多个只读实
例，以支持用户的读写分离和一主多从应用场景，
可显著提高用户数据库的读负载能力。

2016-

03
只读实例

支持按量付费实例 以小时为单位提供数据库服务。
2016-

03
计费概述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3189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727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18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