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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准备腾讯云账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8 11:05:08

在使用 TDSQL-H LibraDB 前，您需要准备好腾讯云账号。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腾讯云账号。

操作步骤

1. 注册腾讯云 。

2. 实名认证腾讯云账号，具体操作请参见 实名认证基本介绍  及相关文档。 

3. （可选）如果希望添加其他人员共同使用 TDSQL-H LibraDB，您还需要创建 CAM  用户进行安全管控。 

创建 CAM 用户并为用户授权具体操作请参见 创建管理员用户  或 创建子账号并授权 。

说明

推荐您创建 CAM 用户，并通过 CAM 用户使用 TDSQL-H LibraDB，为处理因业务增长可能会产

生的权限管控问题提供便利。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5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77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5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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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4 11:12:53

本文旨在介绍如何快速使用 TDSQL-H LibraDB，帮助用户快速了解 TDSQL-H LibraDB 使用的全流程，从

实例的创建到基本使用，您需要完成如下操作。

1. 创建 TDSQL-H LibraDB 实例

通过 TDSQL-H LibraDB 控制台，您可以灵活创建不同计费模式、配置的 TDSQL-H LibraDB 实例，请参见 

创建实例 。

2. 连接 TDSQL-H LibraDB 实例分析引擎

创建 TDSQL-H LibraDB 实例后，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连接 TDSQL-H LibraDB 实例分析引擎，连接后可进

行各种数据库的操作，请参见 连接实例分析引擎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88/635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88/6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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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8 11:05:34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通过控制台创建TDSQL-H LibraDB实例。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1. 登录 TDSQL-H LibraDB 购买页 。

2.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实例配置，具体配置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已 准备腾讯云账号 。

已了解 TDSQL-H LibraDB 实例的计费详情，计费规则请参见 计费概述 。

已规划 TDSQL-H LibraDB 实例所在地域、可用区，详情请参见 地域与可用区 。

已规划 TDSQL-H LibraDB 实例的 私有网络 。

参数 说明

计费模式

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

包年包月：长期使用实例，请选择包年包月，并在页面下方选择购买时长。包年包月比

折扣越多。

按量计费：短期使用实例，请选择按量付费（按小时付费）。按量计费的实例可随时释

地域可用区

选择实例所属地域和可用区。

建议选择与云服务器 CVM 实例相同的地域，否则无法通过内网访问 TDSQL-H Li

实例创建成功后，地域和可用区不支持修改，请谨慎选择。

分析引擎

选择 LibraSQL 分析引擎版本和配置信息。

节点规格：选择每个节点的 CPU 和内存配置。

分片数量：选择分片数量。增加分片数量可以提高集群的可存储量，请您按需选择。

副本配置：支持选择1副本和2副本。

1副本：仅支持1分片。可大幅降低存储费用，由云盘支持存储高可用。

2副本：为每个分片提供副本，具备更高系统性能和可用性。

存储类型：LibraSQL 分析引擎所使用的存储云盘类型。

节点存储规格：每个节点的存储空间。

网络 LibraSQL 分析引擎所属私有网络。

建议您选择与云服务器 CVM 实例同一个地域下的同一私有网络，否则无法通过内网连接

https://buy.cloud.tencent.com/librad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88/764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88/608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88/635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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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阅读并勾选服务条款，选择待购买实例数量。

4. 确认配置参数无误后，单击立即购买。 

提示实例购买成功，单击确定或控制台，进入实例列表页面，待实例状态由发货中变更为运行中时，可正常使用

实例。

后续操作

购买 TDSQL-H LibraDB 实例后，可通过分析引擎网络地址连接 TDSQL-H LibraDB 分析引擎，具体操作请

参见 连接实例分析引擎 。

标签 请添加标签键和标签值，可根据标签管理实例。支持添加1 - 50个标签。

实例名
支持立即命名和创建后命名。

命名规范：长度为1 - 60个字符，由中文、字母、数字或特殊字符_-./()[]组成。

帐号名
访问实例的帐号名。

命名规范：长度为1 - 16个字符，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成。以字母开头，字母

密码
访问实例的帐号对应密码。

命名规范：长度为8 - 64个字符，至少包含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_+-=!@#$%^*()中

维护时间窗

LibraSQL 分析引擎在此时间窗口内完成维护工作。

例如，例行的腾讯云维护工作，您设定的实例升级任务等。此期间，实例的连接会话可能

试的能力。

购买时长 选择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您需要选择购买实例的时长。时长越长，折扣越大，可根据业

自动续费
选择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您可以选择是否开启自动续费功能。

开启自动续费后，当费用到期后，在腾讯云帐户按月自动扣费。否则，需要手动续费。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88/6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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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6 11:52:25

本文为您介绍通过内网或外网地址来连接 TDSQL-H LibraDB 的分析引擎，并给出了 Linux 连接的示例。

前提条件

内网连接

内网连接：通过内网地址连接 TDSQL-H LibraDB 分析引擎。使用云服务器直接连接云数据库的内网地址，这种

连接方式使用内网高速网络，延迟低。

从 Linux 云服务器内网连接

1. 登录到 Linux 云服务器，请参见 快速配置 Linux 云服务器 。

2. TDSQL-H LibraDB 分析引擎高度兼容 ClickHouse。可参考 ClickHouse 官网 安装文档 ，完成 

ClickHouse 客户端安装。

3. 执行如下命令，登录到 LibraDB 分析引擎。

4. 在提示 Password for user  后输入 username 帐号对应的密码，即可成功登录到 TDSQL-H LibraDB。

外网连接

TDSQL-H LibraDB 暂不支持直接通过外网访问，可通过搭建代理等方式，间接通过外网访问。但请注意：

TDSQL-H LibraDB 分析引擎处于运行中状态 。

TDSQL-H LibraDB 已有帐号，且该帐号允许对应的主机访问。

云服务器和数据库须是同一账号，且同一个  VPC  内（保障同一个地域），或同在基础网络内。

内网地址系统默认提供，可在 控制台  的实例列表或实例详情页查看。

说明

对于不同的 VPC 下（包括同账号/不同账号，同地域/不同地域）的云服务器和数据库，内网连接方式

请参见 云联网 。

clickhouse-client  --host=hostname --port 9000 -u username --ask-password

hostname：替换为目标 TDSQL-H LibraDB 的内网地址，在 控制台  实例分析引擎页的连接信息可查看。

username：替换为用户名。

--ask-password：通过交互输入密码登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936
https://clickhouse.com/docs/en/getting-started/instal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2004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bradb/instan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bradb/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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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仅是用于测试或学习，可通过如下方式快速搭建代理。

1. 准备与 TDSQL-H LibraDB 数据库在相同 VPC 下的云服务器一台。下文以操作系统 CentOS 为例。

2. 安装 nginx。

3. 检查编译时是否有 with-stream 模块。有 with-stream 模块可以代理 tcp 协议。

4. 修改 nignx 配置，为 stream 添加目录。

5. 添加 tcp 转发配置。

6. 在新建的 tcp.d 目录下创建 conf 文件新建一个 tcp转发配置。将云服务器的9000端口和8123端口转发到内网

的10.0.0.10。

开启外网地址，可能会使您的数据库服务暴露在公网上，可能导致数据库被入侵或攻击。建议您使用内网连接数

据库。 

云数据库外网连接适用于开发或辅助管理数据库，不建议正式业务连接使用，因为可能存在不可控因素会导致外

网连接不可用（例如 DDOS 攻击、突发大流量访问等）。

yum install nginx

nginx -V | grep with-stream

root@VM-0-13-centos ~ # cd /etc/nginx/

root@VM-0-13-centos ~ # cp  nginx.conf nginx.conf_`date +%F`

root@VM-0-13-centos ~ # vim nginx.conf

# 文件最后追加如下内容

# tcp/ip proxy

include /etc/nginx/tcp.d/*.conf

[ ]

[ ]

[ ]

;

说明

stream 模块通过 tcp 层转发，而不是 HTTP 转发，即代理配置不能放到 /etc/nginx/conf.d/ 路径

下。否则会收到报错：

nginx: emerg  "server" directive is not allowed here[ ]

root@VM-0-13-centos ~ # mkdir tcp.d

root@VM-0-13-centos ~ # cd tcp.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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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试配置正确性。

8. 启动 nginx 服务。

说明

配置的具体参数，请以实际需求为准，此处仅做示例。

[root@VM-0-13-centos ~]# vim ch.conf

stream{

 upstream ch9000{

     hash $remote_addr consistent;

     server  10.0.0.10:9000 max_fails=3 fail_timeout=10s;

 }

 server{

     listen 9000;

     proxy_connect_timeout 20s;

     proxy_timeout 5m;

     proxy_pass ch9000;

 }

 upstream ch8123{

     hash $remote_addr consistent;

     server  10.0.0.10:8123 max_fails=3 fail_timeout=10s;

 }

 server{

     listen 8123;

     proxy_connect_timeout 20s;

     proxy_timeout 5m;

     proxy_pass ch8123;

 }

}

root@VM-0-13-centos ~ # nginx -t -c /etc/nginx/nginx.conf[ ]

root@VM-0-13-centos ~ # systemctl start nginx.serv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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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即完成了代理搭建。可通过该云服务器的端口访问内网的 TDSQL-H LibraDB 数据库分析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