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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能更改 mysql、information_schema、performance_schema 和 sysdb 库中的任何数据。

2. ⽆法直接通过 SQL 语句进⾏帐号和赋权相关操作，只能通过管理控制台进⾏。 
⽀持常⻅的19种权限，少量不常⻅权限不⽀持，具体⽀持的权限列表如下： 

SELECT、INSERT、UPDATE、DELETE、CREATE、DROP、REFERENCES、INDEX、ALTER 
CREATE TEMPORARY TABLES、LOCK TABLES、EXECUTE、CREATE VIEW、SHOW VIEW 
CREATE ROUTINE、ALTER ROUTINE、EVENT、TRIGGER、SHOW DATABASES

3. 不提供 root 帐号。

4. 建议使⽤ InnoDB 存储引擎。

开发指南

功能限制
最近更新时间：2020-03-31 15:44:4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37/5276


云数据库 MariaD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 共20⻚

简介

性能检测是针对数据库实例性能及运⾏状况综合分析服务，针对 SQL 语句的性能、CPU 使⽤率、IOPS 使⽤率、内
存使⽤率、磁盘空间使⽤率、连接数、锁信息、热点表、事务等进⾏综合分析，性能检测提供了智能的诊断及优化

功能，能最⼤限度发现数据库存在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

说明：

针对某些检测结论，性能检测报告提供了⼀系列的优化建议，请您在应⽤这些建议前谨慎测试，以防加重实

例的性能问题。

功能介绍

健康评分：您可以看到当前数据库性能综合打分，满分100分；⻓期低于60分请注意优化业务或数据库配置。 
报告⽣成、查看与保存：您可以任意创建报告，并查看最近⼀次⽣成的报告；报告可以通过另存⽹⻚的操作下载到

本地查阅。

性能检测主要包含如下功能：

资源分析

分析⼀定时间内数据库实例资源（CPU、磁盘、连接）的使⽤情况，并综合评分概况。

说明：

由于多数实例默认开启了闲时超⽤策略，因此您可能观察到最⼤ CPU 使⽤率可能超过100%。如果您的 CPU
⻓期超过100%，且平均值⾼于建议值，建议您尽快扩容。

系统状态

梳理实例关键指标，列举其状态和出现时间，并提出对应修改建议。

表空间分布

列出按数据空间倒序的当前 TOP 10 表，协助您分析超⼤表的情况。

性能检测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09 1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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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索引检测

列出当前可能的冗余索引（区分度⼩于1%的冗余），并提出优化建议。

说明：

由于查询语句要先查询索引，再通过索引去查询表；如果索引列相同数据过多，不利于减少筛选的数据量，

反⽽不如直接全表扫描性能快。

死锁诊断

死锁诊断通过诊断  show engine innodb status 获取数据库最后⼀次死锁信息，如果死锁发⽣时间在⽤户选

择的诊断时间段内，便展⽰出来。

说明：

如果死锁出现频率过⾼，则代表事务内的 SQL 在并发执⾏场景中的持锁容易产⽣环路，根本解决⽅案是修改

SQL 运⾏逻辑顺序，优化加锁机制，减少死锁产⽣概率。临时解决⽅案是 kill 掉领头的阻塞会话。

锁等待诊断

当前时间段内的锁等待超过60s的报告。

说明：

有锁等待是正常现象，但有时候业务会出现  Lock wait timeout exceeded;try restarting

transaction  锁等待超时等报错。MySQL 的InnoDB 锁信息保存在系统库  information_schema中 

的  innodb_trx，innodb_lock_waits，innodb_locks  三张表下，锁等待诊断通过分析诊断实例中

的三张表的锁依赖关系，找出持有锁时间超过⼀定阈值并阻塞的其他会话的领头事务信息和会话信息，以及

被阻塞事务的会话信息，并 kill 掉该领头会话。

注意：

当前锁等待只⽀持 InnoDB 引擎。

⻓会话诊断

通过诊断实例中的  information_schema.processlist  获取 Command 不为 Sleep 但执⾏时间（Time）超

过10s的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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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最佳解决⻓会话的⼿段是优化 SQL，并在业务代码中主动植⼊ session 失效配置；当然，您也可以通过调整
 interactive_timeout 、  wait_timeout  两个参数，让过期 session 主动失效。

慢查询分析

基于执⾏次数倒序，列出当前 TOP 20 的慢查询语句。

说明：

慢查询可以通过  long_query_time 配置调整；慢查询产⽣的原因产⽣较多。通常，如果您的实例消耗资

源合理且慢查询较多，则建议您关注业务 SQL、索引是否合理；如果您实例消耗性能较⾼且慢查询较多，建
议您关注实例配置是否合理，并优化业务 SQL、索引等。慢查询数据可以在慢查询分析功能下，查询更多详
细数据。

DB 状态检查

检查当前数据库 DB 层的健康状态。

其他

列出需要 DBA 关注的其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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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数据库 MariaDB ⽬前已经⽀持同城双中⼼双活能⼒，主要特性如下：

同城双中⼼部署

双中⼼可写：如果您的服务器部署在两中⼼不同⼦⽹中，可分别从两中⼼各⾃的服务器连接数据库写⼊数据

故障⾃动转移/恢复
双中⼼唯⼀访问 IP

然⽽，仅是数据库同城双中⼼双活并不能实现业务系统级的容灾；事实上，单⼀系统/模块切换到同城灾备中⼼容
易，但企业级系统业务内部复杂的关联、配置都是双中⼼⾯临的难题。

因此，构建双活业务系统，需要业务在系统的设计、使⽤、管理、系统升级过程中时刻都以双中⼼为基础，双中⼼

实时使⽤，配置互通为基础，这样才能做到故障后，业务不修改或较少修改，即可快速恢复运⾏。这也是，腾讯云

数据库 MariaDB 同城双中⼼双活设计的⽬标，让两个中⼼的业务系统都能通过本地⽹络，完全正常读写数据库系
统，且能够保证数据库强⼀致性。

设计标准

腾讯云数据库 MariaDB 双活的设计标准参考《GB/T 20988-2007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由于是数
据库单⼀模块：

RTO ≤ 60秒

RPO ≤ 5秒
故障切换时间 ≤ 5秒
故障检测时间 ≤ 30秒

这意味着，含故障检测时间从故障发⽣到完全切换完成约需40秒。

⻛险提⽰：真实环境测试下，需确保业务系统具有⾃动重连数据库机制；然⽽业务系统往往存在多个模块，每个模

块可能与多个数据源相关，因此越是复杂系统恢复时间越⻓。

⽀持情况

已⽀持情况

实例版本：

同城双活解决⽅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6 10: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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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版：⼀主⼀从（双节点）/⼀主⼆从（三节点）
⾦融定制版：⼀主⼀从（双节点）/⼀主⼆从（三节点）

⽹络要求：仅 VPC ⽹络

已⽀持地域：

北京（北京⼀区、北京三区）

上海⾦融（⾦融⼀区、⾦融⼆区）

深圳⾦融（⾦融⼀区、⾦融⼆区）

价格说明

双可⽤区售价与单可⽤区相同，详⻅ 价格说明。

购买与使⽤

请⾄ 云数据库 MariaDB 购买⻚ 单击购买。

主、从可⽤区相同时，即单可⽤区部署。

主、从可⽤区不同时，即同城双中⼼部署。

注意：

主可⽤区即您主服务器所在区域，数据库应尽量分配在于主服务器相同的 VPC ⼦⽹内，减少访问延迟。从
可⽤区，数据库从节点所在可⽤区；如果是⼀主⼆从3节点，主可⽤区将部署2个节点；如果是⼀主⼀从2节

点，主可⽤区将部署1个节点。
⾦融云围笼⽅案如需⽀持同城双中⼼策略，可能需要先建设同城双中⼼围笼⽅案，详情请咨询您对应商

务、架构师。

查看实例可⽤区详情

您可⾄ MariaDB 控制台，单击实例 ID 或操作列的管理，进⼊实例详情⻚查看。

主从切换

如果您要将主节点从某⼀可⽤区切换到另⼀可⽤区，您可以直接单击主从切换即可。主从切换是⾼危操作，需求验

证登录帐号的 IP 地址；切换过程可能导致数据库连接闪断（≤1s），请保证业务有数据库重连机制；频繁切换将可
能业务系统异常甚⾄数据异常。

技术原理简介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37/2034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mariadb/buy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mari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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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riaDB ⾼可⽤的主从架构和 VPC 可⽤区虚拟 IP 漂移特性的有机整合，实现了双中⼼同时读写，架构特点如
下：

MariaDB 每⼀个 DB 节点前端，混合部署 Proxy 模块；Proxy 模块负责将数据请求路由到对应的 DB 节点。

在 Proxy 模块前部署跨地域 VPC ⽹关，并⽀持虚拟 IP 漂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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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以写⼊数据为例，假设业务服务器部署在 A 可⽤区，PC ⽹关转发数据请求到 A 可⽤区的 Proxy ⽹关，再由
Proxy 做透明转发到 Master 节点。⽽假设业务服务器部署在 B 可⽤区，VPC ⽹关转发数据请求到 B 可⽤区的 Proxy
⽹关，再由 Proxy 做透明转发（通过腾讯云 BGP 专⽹）到 Master 节点。 

⽆论是读请求还是写请求，整个过程对业务透明。如果是数据库异常，数据库集群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1. 若 Master 与 Proxy 故障，集群⾃动选举最优 slave 提升为新 Master，系统通知 VPC 修改虚 IP 与物理 IP 关联关
系，业务仅感知部分写连接中断。

2. 若 Master 故障，但 Proxy 正常，集群⾃动选举最优 slave 提升为新 Master，Proxy 将阻塞请求，直到主从切换完
成；此时，业务仅感知到部分请求超时。

3. 若 Slave 故障（⽆论 Proxy 的是否故障），读写分离情况下，根据预先配置的只读账号只读策略（有3种）执⾏。
4. 若 A 可⽤区完全故障，VPC、数据库在 B 可⽤区仍然存活，此时，slave2 节点⾃动提升为Master 后，根据强同步
策略调整该节点读写策略，VPC ⽹络 IP 漂移到 B 可⽤区；此时集群将重试恢复 A 可⽤区节点，如果超过30分钟
⽆法恢复，将⾃动在 B 节点重建⾄少1个 Slave 节点。由于有 IP 漂移策略，业务不需要修改数据库配置。

5. 假设 B 机房完全故障，MariaDB 集群相当于故障了 Slave 节点，处理⽅法与第3.相同。

常⻅问题

相对于同单中⼼，同城双中⼼是否会导致性能下降？

在基于强同步复制⽅案下，由于跨中⼼延迟会略⼤于同机房内设备，因此 SQL 响应会有理论下降5%左右。

是否存在 Master 节点从主可⽤区切换到从可⽤区?

会的，如果不影响您的业务使⽤，可不⽤管它。如果您担⼼影响，可在业务低⾕期，通过控制台主从切换功能，切

换回去。

如何知道数据库集群做了主从切换？

请到 云监控控制台 告警策略 > 云数据库MariaDB > 配置主从切换告警。

如果⼀部分的读写请求读写到从可⽤区，因为⽹络延迟原因导致性能下降，但⼜不想放弃同城双中⼼这个特性怎么

办？

您可以 提交⼯单 说明实例 ID 和您服务器在可⽤区部署⽅案，以及读写请求⽐例，可由腾讯云 DBA 帮您调整双可⽤
区负载机制，让从可⽤区的承担的读写请求尽量少些。

如果期望从单中⼼更换为同城双中⼼架构，应该如何操作？

⾸先确认您所在区域是否⽀持同城双中⼼⽅案，⽬前已开放北京、上海⾦融、深圳⾦融三个地域；其次，您需要提

交⼯单，说明需要调整的账号信息、实例 ID、计划哪两个可⽤区、以及建议运维操作时间；最后，腾讯云⼯作⼈员
会进⾏审核（已⽀持双可⽤区的），审核通过后即可按需操作，否则将驳回该需求。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monitor/policylist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workorder/category


云数据库 MariaD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 共20⻚

数据订阅功能帮助客户实时获取云数据库 MariaDB 以及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中的增量数据，客户能够根据⾃⾝业
务的需求，⾃由地对实时增量数据进⾏处理。

功能列表

⽀持公有云云数据库 MariaDB 和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实例的数据订阅。

⽀持专有云云数据库 MariaDB 和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实例的数据订阅。

数据源类型

TencentDB for MariaDB、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消息格式

数据订阅功能对实例的 Binlog（row 格式）进⾏解析，并将 Binlog 事件封装成 json 格式的消息上传⾄ Kafka 集群。
消息类型包括 DML 事件、GTID 事件、XID 事件、QUERY 事件。其中 DML 事件包括 insert、update、delete 事
件，表征对数据⾏的更改；GTID 事件表征事务的开始；XID 事件表征事务的提交；QUERY 事件表征 DDL 语句。

DML 消息格式如下：

{ 

"logtype":"mysqlbinlog", //⽇志类型，取值唯⼀，为 mysqlbinlog 

"eventtype":23, //事件类型码，对应 mysql 中 binlog 事件类型码 

"eventtypestr":"insert", /*事件类型字符串，包括 insert、update、delete、gtid、xid、que

ry 事件。 

其中insert、update、delete 事件对应 DML 语句；tid 事件标识事务开始； 

xid 事件标识事务结束；query 事件标识 DDL 语句 */ 

"db":"testdb", //库名 

"table":"testtable", //表名 

"localip":"000.00.000.000", //实例所在机器 IP 

"localport":0000, //实例端⼝ 

"begintime":1511350073, //事务开始时间，当前事件所在的事务的开始时间 

"gtid":"0-2670193178-726233561", //GTID，当前事件所在事务的 gtid 

"event_index":"4", //表征该事件在该事务中的序号  

Binlog ⽇志消费格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6 10: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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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where 字段，标识该⾏变更前的各个字段的值 

], 

"field":[ //field 字段，标识该⾏变更后的各个字段的值 

"1", 

"'name1'" 

] 

} 

GTID 消息格式如下：

{ //GTID 事件表征⼀个事务的开始 

"logtype":"mysqlbinlog", 

"eventtype":33, 

"eventtypestr":"gtid", 

"db":"sysdb", 

"table":"statustableforhb", 

"localip":"10.231.23.241", 

"localport":8810, 

"begintime":1511419963, 

"gtid":"35be190b-d019-11e7-ab7a-a0423f32c225:469", 

"event_index":"1" 

} 

XID 消息格式如下：

{ //XID 事件表征事务已经提交 

"logtype":"mysqlbinlog", 

"eventtype":16, 

"eventtypestr":"xid", 

"db":"testsummer", 

"table":"test_table1", 

"localip":"10.231.23.241", 

"localport":8810, 

"begintime":1511419963, 

"gtid":"35be190b-d019-11e7-ab7a-a0423f32c225:469", 

"event_index":"5", 

"xid":"11866" 

} 

QUERY 消息格式如下：

{ 

"logtype":"mysqlbinlog",  

"eventtype":2, 

"eventtypestr":"query", //QUERY 事件对应 DD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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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estsummer", 

"table":"statustableforhb", 

"localip":"10.231.23.241", 

"localport":8810, 

"begintime":1511419941, 

"gtid":"35be190b-d019-11e7-ab7a-a0423f32c225:452", 

"event_index":"2", 

"sql":"create table test_table1 (id int primary key,name varchar(20))" 

} 

订阅⽅式

客户通过获取存储在 Kafka 集群的消息事件来实时获取数据。通过腾讯云提供的数据订阅 API 来实时获取消息并进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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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说明

超过指定时间的 SQL 语句查询称为“慢查询”，对应语句称为“慢查询语句”，⽽数据库管理员（DBA）对慢查询语句
进⾏分析并找到慢查询出现原因的过程叫做慢查询分析。

云数据库 MariaDB 在实例管理⻚的性能优化模块下，提供慢查询分析能⼒。

2. 主要参数说明

2.1. 主要默认设置

慢查询功能：默认开启

慢查询时间（long_query_time）：默认配置为1s；即慢查询语句查询时间超过1s的才被记录。
分析数据输出延迟：1分钟 - 5分钟。
⽇志记录时⻓：30天，根据备份和⽇志设置周期决定。

2.2. 分析列表字段说明

校验值（checksum）：标⽰慢查询语句的⼀串序列数字，默认64bit。

抽象后的慢查询语句（fingerprint）：隐去⽤户数据以后的慢查询语句。
数据库：出现慢查询语句的数据库。

账号：出现慢查询语句的账号。

最后执⾏时间（last_seen）：时间范围内，最后⼀次出现慢查询语句的时间。
⾸次执⾏时间（first_seen）：时间范围内，第⼀次出现慢查询语句的时间。
总次数（ts_cnt）：时间范围内，慢查询语句出现的次数。

总次数占⽐：时间范围内，慢查询语句占所有慢查询语句次数的占⽐。

总时间（query_time_sum）：时间范围内，慢查询语句查询总耗时。
总时间占⽐：时间范围内，慢查询语句查询总耗时的占⽐。

平均时间（query_time_avg）：慢查询语句总时间除以总次数的平均时间。
最⼩时间（query_time_min）：慢查询语句出现的最⼩时间。

最⼤时间（query_time_max）：慢查询语句出现的最⼤时间。
总锁时间（lock_time_sum）：慢查询语句出现锁的总耗时。
总锁时间占⽐：时间范围内，慢查询语句占所有慢查询语句锁时间的占⽐。

平均锁时间（lock_time_avg）：慢查询语句总锁时间除以总锁次数的平均时间。

慢查询分析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6 10: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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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锁时间（lock_time_min）：慢查询语句锁出现的最⼩时间。
最⼤锁时间（lock_time_max）：慢查询语句锁出现的最⼤时间。
发送⾏数（Rows_sent_sum）：该条慢查询语句发送的数据⾏数总和。

扫描⾏数（Rows_examined_sum）：该条慢查询语句扫描的数据⾏数总和。
主机地址（Host）：该条慢查询所来⾃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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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数据库审计功能重构升级中，敬请期待；在此期间数据库新购实例不再开放审计功能。

概述

背景说明

企业使⽤数据库，可能⾯临如下安全⻛险，该类⻛险需要完整的事后审计和追溯机制，数据库审计能⼒由此诞⽣。

管理⻛险

系统管理员存在的误操作、违规操作、越权操作，损害业务系统安全运⾏。

多⼈公⽤⼀个帐号，责任难以分清。

第三⽅开发维护⼈员的误操作，恶意操作和篡改。

Root 帐号权限过⼤，⽆法审计监控。

技术⻛险

应⽤系统开发商后门或漏洞。

离职员⼯留下后门。

政策⻛险

⽆法达到国家等级保护（三级）明确要求（7.1.3.3）。
满⾜不了⾏业信息安全合规性⽂件要求——如⼈⾏《⾦融⾏业信息系统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引》。

术语定义

审计策略： 定义对哪些⽤户⾏为进⾏审计以及如何响应的策略。 审核策略 = 审核对象 + 审计规则 + 响应动作 即配
置⼀条审计策略，需要指定审计内容，如果经过解析，某些（⽤户或系统）⾏为的特征正好符合某个审计规则，且

恰好在策略⽣效时间，审计引擎就会按照此策略定义的响应⽅式进⾏响应，例如告警等。

审计规则： 审计策略中，规定了需要审计的⼀系列⾏为的集合，称为规则。规则由规则参数组成，每个规则参数定
义了⼀种具体的⾏为匹配特征。

产品能⼒与限制条件

数据库审计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10 10:48:44



云数据库 MariaD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8 共20⻚

腾讯云提供数据库审计能⼒，审计⽇志默认保存7天，帮助企业对可能存在的数据库访问进⾏⻛险控制，提⾼数据安
全等级。

审计操作

开通数据库审计

使⽤云数据库 MariaDB 的⽤户，均可免费开通数据库审计；开通⼊⼝在 数据库审计 ⻚⾯。

开通审计存在以下注意事项：

您⾄少须拥有1个 MariaDB 实例，且未下线或隔离，否则系统会⾃动关闭您的审计功能。
2016年6⽉5⽇之前购买的 MariaDB 实例，需重启升级后⽅可⽀持该能⼒，由于重启升级可能会导致1秒 - 5秒的业
务中断，您可以联系腾讯云⼯作⼈员预约升级时间。

数据库审计⽇志将以明⽂形式展⽰，因此建议您开启 ⼆次登录认证。 

开通审计可能存在⼏分钟初始化时间，请耐⼼等待。

新建审计规则

审计功能开通后，⽇志会⾃动通过 MariaDB ⽹关集群转发到审计集群，由于没有建⽴审计规则和审计策略，⽇志不
会持久化记录并展⽰。因此您可以通过新建审计规则&dxgt;关联审计策略让⽇志存储在审计集群中。

1. 进⼊ 审计规则 ⻚，单击新建规则。
2. 填写审计规则名称，单击下⼀步。
3. 进⼊参数设置⻚⾯，填写规则参数（所列规则参数需⾄少填写⼀个，但不必全部填写）。

规则中参数的条件关系： 与关系；规则中各参数之间是与的关系，即各参数都满⾜条件规则才会匹配成功。
特征串： 定义参数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操作对象的具体特征。为了达到精确匹配，⽤户只定义⾃⼰关⼼的参数
的关键字，这样审计系统就只需记录⽤户定义的规则，提⾼审计检索效率。注意：特征串为空表⽰不关⼼该参

数，即“匹配所有”。
匹配类型： 参数对象和特征的关系。

包含： 表⽰⽹络字段中出现了特征串就匹配成功。
不包含： 表⽰⽹络字段中没有出现特征串则匹配成功。
等于： 表⽰⽹络字段等于特征串则匹配成功。
不等于： 表⽰⽹络字段不等于特征串则匹配成功。
正则表达式： 表⽰特征串，⽀持标准的正则表达式语法。

4. 所有新建规则，可以在规则列表中看到。
5. 设置完成审计规则后，您可以随时修改。类似的规则，您可以通过克隆规则的⽅式新建，以提⾼效率。

新建审计策略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tdsql/audit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78/8392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tdsql/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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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策略是将审计规则、审计对象、响应⽅式组合起来形成完整的审计⽅案。⽤户可以对⼀个实例同时制定多条审

计策略，审计引擎解析时，将按⽤户的策略配置顺序从前到后的优先级匹配。

1. 选择审计策略⻚，单击新建策略。

2. 填写策略要求，根据需求选择需审计实例，并选择对应规则（⽬前暂不⽀持配置告警）。
3. 调整优先级：对于相同实例下的多条策略，可以进⾏优先级调整；优先级数字越⼩，优先等级越⾼。优先级调整
后，预计1分钟内⽣效。

4. 您可以通过修改功能，实时修改审计策略；修改完成后预计5分钟内⽣效，并按新策略进⾏审计监控，修改审计策
略前的⽇志不会被修改。

查看⽇志

匹配到审计策略的 SQL 语句将展现在审计⽇志⻚⾯，您可以直接单击查看或搜索。注意事项：

审计⽇志明⽂⽅式展现，建议您开启 ⼆次登录认证，以确保⽇志可控。
⽇志将以审计策略创建时开始记录，历史数据不做记录。

事务、存储过程等可能会被记录为单条语句，详⻅ 数据库审计已⽀持语法说明。
⽬前⽀持单条 SQL 语句最⼤1k，超过部分会被截断。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78/839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37/3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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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数据库审计功能重构升级中，敬请期待；在此期间数据库新购实例不再开放审计功能。

数据库审计⽬前已经⽀持绝⼤多数 SQL 语句，如发现存在不⾜，请 联系我们 反馈。

已⽀持 DCL、DDL、DML 语句的解析。

Insert,Replace,Select,Union,Update,Delete,CreateDatabase:,CreateEvent,CreateFun

ction,CreateIndex,CreateLog, 

CreateTable,CreateServer,CreateProcedure,CreateTablespace,CreateTrigger,CreateV

iew,CreateUDF,CreateUser, 

ShowCharset,ShowCollation,ShowColumns,ShowCreate,ShowCreateDatabase,ShowDatabas

es,ShowEngines,ShowErrors, 

ShowEvents,ShowFunction,ShowGrants,ShowLogEvents,ShowLogs,ShowProcedure,ShowOpe

nTables,ShowPlugins, 

ShowProcessList,ShowMasterStatus,ShowPrivileges,ShowProfiles,ShowSlaveHosts,Sho

wSlaveStatus,ShowTableStatus, 

ShowWarnings,ShowVariables,ShowStatus,ShowTriggers,Call,DropProcedure,DropDatab

ase,DropEvent,DropFunction, 

DropIndex,DropLogfile,DropServer,DropTables,DropTablespace,DropTrigger,DropUse

r,DropView,AlterDatabase, 

AlterEvent,AlterFunction,AlterLogfile,AlterProcedure,AlterServer,AlterTable,Alt

erTablespace,AlterUser, 

AlterView,Rollback,Commit,Begin,Set,SetTrans,SetPassword,Release,Grant,RenameTa

ble,RenameUser,Revoke, 

Install,StopSlave,StartSlave,StartTrans,Use,DescribeTable,DescribeStmt,Flush,Lo

ad,LoadIndex,FlushTables, 

Reset,CacheIndex,TruncateTable,Lock,Unlock,SavePoint,Help,Do,SubQuery,ShowTable

s,Execute,Deallocate,Binlog, 

Kill,Partition,PrepareRepairXACheckCheckSumAnalyzeChangeOptimizePurgeHandlerSig

nalResignal 

事务和存储过程可能被拆分为多条语句。

数据库审计已⽀持语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6 10:27:2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contac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