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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TDSQL-C

MySQL 版5.7内

核小版本更新

2.0.15：支持扩展表空间，JSON 新增函数

JSON_MERGE_PRESERVE ，

JSON_MERGE_PATCH，

JSON_PRETTY，

JSON_STORAGE_SIZE，

JSON_ARRAYAGG，

JSON_OBJECTAGG。

2.0.16：优化 undo space truncate，提升

大规格实例 undo truncate 速度，优化只读实例

上大范围查询的性能。

2022-

02
内核版本更新动态

2022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TDSQL-C

MySQL 8.0 支

持只读实例扩展

TDSQL-C MySQL 8.0 内核版本升级到3.1.2

后，支持只读实例扩展，显著提升数据库集群读性

能扩展能力。

2022-

01
内核版本更新动态

2021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多可用区部署

TDSQL-C MySQL版 引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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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护数据库，以防数据库实例发

生故障或可用区中断，可以抵御机房级别的故障。

2021-

11
多可用区部署

2021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数据订阅 数据传输服务（DTS）支持 TDSQL-C MySQL 2021- 数据订阅

产品动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3 10:43: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615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615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662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1/5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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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等多种关系型数据库及 NoSQL 数据库迁移，可

通过数据订阅来满足商业数据挖掘、业务异步解耦

等场景需求。

10

支持自动回收碎片

空间

TDSQL-C MySQL版 支持自动回收碎片空间，

数据删除后自动回收碎片空间，降低存储成本。

2021-

10
-

2021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 MySQL

8.0

TDSQL-C MySQL版 引擎内核支持 MySQL

8.0，结合完备的管控服务和自研内核特性，提供更

快、更稳的云原生数据库服务，丰富行业场景，助

力客户产业升级（该版本目前暂不支持添加只读实

例）。

2021-

09
-

支持 Instant

DDL

TDSQL-C MySQL版 支持 Instant DDL 功能，

通过 instant 算法来避免数据拷贝，进而实现大表

快速修改列的功能，不拷贝数据，不占用磁盘空间

和磁盘 I/O，业务高峰期可以实现秒级变更。

2021-

09

Instant DDL 功

能介绍

2021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存储计费支持包年

包月

存储计费模式支持包年包月（预付费）模式，非

Serverless 模式下，计算节点选择包年包月的场

景，支持存储计费模式选择包年包月。

2021-

06
计费概述

Serverless 算

力规格提升

Serverless 计费模式，算力配置弹性上限支持最

大16core。

2021-

06
Serverless 服务

2021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TDSQL-C 支持

数据库审计

云原生数据库 TDSQL-C（兼容 MySQL 5.7 版

本）支持数据库审计，对数据库操作进行细粒度审

计的记录以及合规性管理，将数据库所有的 SQL 操

作全部收入眼底，能够提供数据库操作的详细溯

源，为数据库安全事件提供便利的追责效果。

2021-

05

开通云原生数据库

TDSQL-C 审计

年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615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304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508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2/5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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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库表级别回档

云原生数据库 TDSQL-C 支持库表级别回档到原

集群和整集群级别回档（克隆）到新集群，用户可

以根据业务选择不同的回档方式。

2021-

03
回档数据

2020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按量计费转

Serverless

云原生数据库 TDSQL-C 计费方式支持按量计费

转 Serverless。TDSQL-C 通过后台转换集群类

型来实现进行按量计费转 Serverless，转换后账

单和明细会发生变化，计费模式仍然为后付费。

2020-

12

按量转

Serverless

支持按量计费转包

年包月

云原生数据库 TDSQL-C 计费方式支持按量计费

转包年包月。TDSQL-C 通过生成续费订单的方式

来实现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请及时支付续费订单

以保证转换成功。

2020-

12
按量转包年包月

云数据库

CynosDB 更名

自2020年12月24日起腾讯云“云数据库

CynosDB”更名为“云原生数据库 TDSQL-

C”。

2020-

12
产品概述

Serverless 服

务上线

Serverless 是腾讯自研云原生数据库 CynosDB

的无服务器架构版，是全 Serverless 架构的云原

生数据库。Serverless 服务支持按实际计算和存

储资源使用量收取费用，不用不付费，将腾讯云云

原生技术普惠用户。

2020-

12
Serverless 服务

2020年0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新增只读实例功能

云数据库 CynosDB 支持用户为一个集群创建一个

或多个只读实例，用以支持读写分离和一写多读应用

场景，增加只读实例可以显著提升数据库集群的读负

载能力。

2020-

07
创建只读实例

支持通过 DTS 迁

移数据

云数据库 CynosDB 支持通过数据传输服务

DTS，迁移 MySQL 5.7 数据库至云数据库

CynosDB（CynosDB for MySQL）。

2020-

07

使用 DTS 服务迁

移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533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515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515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304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508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459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4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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