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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发布新版数据库代

理

TDSQL-C MySQL 版发布新版数据库代理，提供

自动读写分离、事务拆分、连接池、防闪断等强劲功

能，同时支持开通多个数据库代理访问地址（自定义

路由）以满足不同业务场景需求。

2023-05-

10
数据库代理

2023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一键迁移

TDSQL-C MySQL 版支持一键迁移能力，支持从

云数据库 MySQL 迁移至 TDSQL-C MySQL

版，迁移后可保留数据库原连接地址，无需应用程序

修改任何连接配置即可实现平滑切换。

2023-03-

29
一键迁移

支持实例级独立

IP 地址

TDSQL-C MySQL 版支持为集群下的读写实例或

任一只读实例设置独立网络 IP 地址，可通过对应地

址连接访问集群下的指定实例。同时，新购集群和只

有读写实例的存量集群不再支持只读组连接地址功

能。

2023-03-

13
连接集群

2023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控制台支持页签视

图

TDSQL-C MySQL 版控制台支持页签视图和列表

视图，您可在集群列表自主切换视图，便于更清晰地

查询和浏览集群信息。

2023-01-

05

控制台切换

集群页面视

图

2022年12月

动态与公告

产品动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9 10:11: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767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895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796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8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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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全局和非全局

参数设置

TDSQL-C MySQL 版对参数新增了全局与非全局

参数区分项，全局参数设置的参数值对集群下所有实

例生效；非全局参数的参数值设置后只对当前实例生

效，但可将该值同步至其他实例。

2022-12-

16

设置实例参

数

支持公式化设置参

数，优化参数模板

TDSQL-C MySQL 版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参数设

置，支持默认或自定义公式化设置参数值，更加适配

您的数据库，可另存为参数模板，导入导出参数，便

于批量化管理数据库集群。

2022-12-

16

参数公式

使用参数

模板

TDSQL-C

MySQL 版发布新

版审计服务

TDSQL-C MySQL 版发布新版审计服务，支持全

审计和规则审计，具备数据采集完整性、可靠性，数

据防篡改，数据传输完整性，数据存储完整性等特

性。

2022-12-

15

开通审计服

务

2022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TDSQL-C

MySQL 版支持并

行查询能力

TDSQL-C MySQL 版支持并行查询能力，利用并

行查询能力，调动多核计算资源，大幅缩短大查询响

应时间。

2022-10-

24

开启或关闭

并行查询

2022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TDSQL-C

MySQL 版审计支

持低频存储

腾讯云为 TDSQL-C MySQL 版数据库审计提供低

频存储方式，用户可根据其数据库审计实际存储频率

来选择合适计费，助力用户降低审计使用成本。

2022-09-

30

数据库审计

计费说明

2022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自定义密码强

度

TDSQL-C MySQL 版支持自定义密码强度，保障

数据库的安全性，满足企业等保安全规范要求。

2022-08-

22

自定义密码

强度简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627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843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627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615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818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730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79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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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监控告警功能优化

TDSQL-C MySQL 版新增监控指标，优化监控项

中文名、监控项英文名、单位、采集方式、计算方

法、数据聚合方式，优化监控入口，优化监控页面，

接入事件总线告警，增加系统的稳定性，提升运维效

率，减少运维成本，帮助您全面掌控数据库的资源使

用及运行情况。

2022-08-

05

监控与告警

简介

2022年0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数据库代理

TDSQL-C MySQL 版支持数据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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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代理集群中转访问数据库的主从节点，进行读写分

离，降低主库的负载。

2022-07-

11
数据库代理

2022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查询和下载慢

日志

TDSQL-C MySQL 版支持查询和下载慢日志明

细，支持下载 csv 和原生格式（开源分析工具可识

别）两种格式的文件，可通过排查和优化低效 SQL

语句来进行效率提升和性能优化。

2022-05-

31

查询和下载

慢日志明细

备份管理功能优化

TDSQL-C MySQL 版优化备份管理功能，支持逻

辑备份与快照备份、下载与删除手动备份、设置和修

改备份保留时间等，提升数据备份与回档功能完整

性。

2022-05-

30

备份与回档

概述

2022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TDSQL-C

MySQL 版发布性

能测试报告

TDSQL-C MySQL 版发布性能测试报告，在只

写、只读以及混合读写场景与腾讯云 MySQL 进行性

能测试对比，测试结果体现 TDSQL-C MySQL 版

性能更加优越。

2022-03-

28
性能概述

年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627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767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749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747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7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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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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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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 数据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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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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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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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TDSQL-C

MySQL 版审计账

单支持展示项目组

信息

导出的账单中，会展示数据库实例对应的项目组信

息，便于通过使用项目组对账单进行分类统计。
2021-08 费用账单

TDSQL-C

MySQL 版审计增

加实例名展示

实例列表原“实例 ID”列变更为“实例 ID / 名

称”列，新增实例名称显示，便于快速定位实例。
2021-08 -

TDSQL-C

MySQL 版审计日

志保留时长支持7

天

新开通审计能力时可以设置日志保存时长为7天，满

足用于发现数据库问题时，希望短期观察运行概况并

分析问题的场景。同时，已经开通审计能力的实例也

支持修日志保存时长至7天。

2021-08
修改审计日

志保存时长

TDSQL-C

MySQL 版审计搜

索优化

支持模糊搜索、支持多 SQL 类型同时作为条件进行

过滤、搜索时间段解除24小时限制。
2021-08

查看审计日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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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6153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804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804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3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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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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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QL 版支持数

据库审计

TDSQL-C MySQL 版支持数据库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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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SQL-C

数据库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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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508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6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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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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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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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508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459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4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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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SQL-C MySQL 版于2023年5月19日将 DescribeInstanceSpecs、ModifyClusterTag 两种 API 接

口接入 CAM 权限，若内外部子账号用户出现：购买集群实例规格无法显示，集群标签无法修改的问题，请联系主

账号进行 CAM 授权。

接入 API 时间

北京时间2023年05月19日（周五）。

说明事项

DescribeInstanceSpecs、ModifyClusterTag 两种 API 接口接入 CAM 权限后，使用内外部子账号登录控

制台的用户，在购买集群时，若出现实例规格无法显示，在购买集群后，若出现集群标签无法修改，均需要对应主

账号进行 CAM 授权，授权后可正常使用。

公告

【2023年05月19日】新增 API 接口接入

CAM 权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9 15: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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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腾讯云用户，TDSQL-C MySQL 版于05月10日发布新版本数据库代理，上线后存量数据库代理用户仅能

看到05月07日及以后的监控数据，05月07日前的监控数据系统预计于：发布后两周内从腾讯云可观测平台迁移恢

复完成，感谢您的支持与谅解。

发布时间

北京时间2023年05月10日（周三）。

说明事项

新版本数据库代理发布后，存量已开通数据库代理的用户，仅能查看到05月07日及以后的监控数据，05月07日以

前的监控数据，系统预计会在新版本发布两周内恢复完成。

【2023年05月10日】发布新版本数据库代

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9 16: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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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QL-C MySQL 版于2022年11月25日对部分监控指标进行了紧急修复，相关指标修复后近一个月的历史数

据将会被清理，请您关注指标的相应变化和告警配置触发阈值。

修复时间

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5日（周五）。

修复指标及情况

修复了监控指标 QPS（每秒执行操作数）、TPS（每秒执行事务数）因上报和聚合异常导致的数据失真问题，修

复后采用最大瞬时值（MAX）方式聚合。

变更影响

由于历史数据失真，为避免引起歧义，故在修复后 QPS、TPS 近一个月历史数据将会被清理，请关注指标的相应

变化和告警配置触发阈值。

【2022年11月25日】紧急修复部分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8 10: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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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您快速发现问题，更可靠地保护您的业务，TDSQL-C MySQL 版目前对部分监控指标的聚合方式进行修

正，这些指标将采用兼容 MySQL 原生的累加（SUM）方式聚合，修正完成后可能会导致原指标数据增大，请及

时关注指标的相应变化和告警配置。

变更时间

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2日（周二）起。

说明事项

指标修正后，可能会导致集群原监控指标数据增大，请及时关注指标的响应变化和告警配置。

涉及的监控指标

涉及的监控指标包括：

已创建的线程数、全表扫描数、查询数、更新数、删除数、插入数、覆盖数、总请求数、提交数、回滚数、临时表

的数量、等待表锁次数、立即释放的表锁数、InnoDB 读取量、InnoDB 总读取量、InnoDB 总写入量、InnoDB

写入量、InnoDB 行删除量、InnoDB 行插入量、InnoDB 行更新量、InnoDB 行读取量、InnoDB 等待行锁次

数、临时表数量、临时文件数量、读下一行请求数、内部回滚数、内部提交数、InnoDB 逻辑读、InnoDB 物理

读、InnoDB 缓冲池写入次数。

【2022年11月22日】监控指标修正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2 14: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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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用户更好地查看账号，腾讯云于2022年06月15日起，将数据库审计资源 ID 逐步变更为数据库实例资源

ID。 

变更时间

北京时间2022年06月15日（周三）至北京时间2022年06月30日（周四）。

说明事项

本次变更仅会影响账单明细中资源 ID 的展示，不会对计费产生任何影响。

热点问题

2022年06月账单中统一计费项里出现两个不同资源 ID？

为正常现象，审计原有资源 ID 为 dbAudit# 开头，现变更为数据库资源 ID。dbAudit# 开头的资源 ID 产生费用

为变更前的费用。

资源 ID 变更后，其他功能会受到影响吗？

不会有任何影响。

【2022年06月15日】数据库审计资源 ID 变

更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2 16: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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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 TDSQL-C MySQL 版的产品性能及稳定性，腾讯云数据库团队将对全网 TDSQL-C MySQL 版集群后

台系统进行批量灰度升级，升级期间正常情况下不影响数据库访问，极端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毫秒级网络波动，具体

涉及地域、可用区以及升级时间请参见下表：

地域 可用区 升级时间 影响说明

上海

上海二区

2022年5月12日 - 2022年5月21日

毫秒级网络波动，不会导致访问中

断。
上海四区

上海五区

南京 南京一区
2022年5月20日 - 2022年5月26

日

硅谷 硅谷二区

2022年5月30日 - 2022年6月8日

中国香

港
香港二区

法兰克

福

法兰克福二

区

中国台

北
台北一区

新加坡 新加坡三区

弗吉尼

亚

弗吉尼亚一

区

弗吉尼亚二

区

广州 广州四区 2022年6月7日 - 2022年6月14日

【2022年05月12日】运维变更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1 19:36:51

说明：

升级时间指的是某一地域内所有集群完成的时间段，对单个集群仅会产生一次波动，不会持续产生网络波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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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可用区 升级时间 影响说明

广州五区

广州六区

广州七区

北京

北京三区

2022年6月16日 - 2022年6月25

日

北京五区

北京六区

北京七区

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见谅，您的满意是我们的动力，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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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腾讯云用户，感谢您一直以来对腾讯云云原生数据库 TDSQL-C MySQL 版的关注和支持，为回馈新老用

户，经慎重考虑，现决定于2022年03月22日起，将 TDSQL-C MySQL 版包年包月存储价格做出如下调整：

地域
TDSQL-C MySQL 版存储价格

变更前 变更后

广州，上海，北

京，南京，深圳
2.328元/GB/月

0 - 3000GB（不含3000GB）：1.3968

元/GB/月 

3000GB及以上：1.2804元/GB/月

中国香港，中国台

北，新加坡，东

京，硅谷，弗吉尼

亚，法兰克福

2.544元/GB/月

0 - 3000GB（不含3000GB）：1.5264

元/GB/月 

3000GB及以上：1.3992元/GB/月

腾讯云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优质而不贵的云上资源服务，后续我们也会根据成本的变化，及时合理地调整产品相关价

格，并始终为您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您的满意是我们的动力，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2022年03月22日】存储价格调整通知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22 18:46:36

说明：

TDSQL-C MySQL 版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存储4折活动于2022年3月22日结束，敬请悉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