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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实例规格?

使用 TDSQL MySQL版 做功能性测试，且对性能没有特别要求：2个分片，每个分片配置为：内存/磁盘：

2GB/25GB。

业务发展初期，总数据规模较小但增长快的选型：2个分片，每个分片配置为：内存/磁盘：16GB/200GB。

业务发展稳定，根据业务实际情况选型：4个分片，每个分片配置等于：当前业务峰值 * 增长率 / 4。 

更多关于实例规格，请参见 TDSQL MySQL版 实例及分片配置。

TDSQL MySQL版 与 传统 MySQL 语法之间的区别有哪些？

TDSQL MySQL版 目前版本不能通过命令行进行用户权限相关的设置，需要登录 控制台 进行操作。 

TDSQL MySQL版 目前版本暂不支持自定义函数、视图、触发器、外键等特性。 

对 MySQL 的语法兼容详情，请参见 使用限制。

分表键有何作用？

使用分表，在执行操作 select 时，建议带上 shardkey 字段，proxy 根据该字段的 hash 值直接将 SQL 请

求路由至对应的数据库实例进行处理；否则就需要发送给集群中所有的数据库实例执行，然后 proxy 根据数据库

返回的结果集进行聚合，影响执行效率。

使用分表，在执行操作 insert/replace 时，字段必须包含 shardkey，否则会拒绝执行该 SQL，因为 proxy

不知道将该 SQL 发往哪个后端数据库。

使用分表，在执行操作 delete/update 时，为安全考虑，执行该类 SQL 时，必须带有 where 条件，否则拒

绝执行该 SQL 命令。

如何选择分表键？

分表键是在水平拆分过程中用于生成拆分规则的数据表字段，必须在建表时指定好。TDSQL MySQL版 建议分表

键尽可能找到数据表中的数据在业务逻辑上的主体，并确定大部分（或核心的）数据库操作都围绕这个主体的数据

进行，方可使用该主体对应的字段作为拆分键，进行分表（该分表方案名为 Group-Shard）。如下图所示： 

常见问题

InnoDB 引擎相关

使用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1 11:44: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934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cd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4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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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组分表方案可以确保不同分表的某些关联数据和复杂的业务逻辑运算，可以聚合到一个物理分片内。例如，某电

商平台订单表和用户表都是基于用户维度（UserID）拆分，平台就很容易通过联合查询（不会存在跨节点 join，

或分布式事务）快速计算某个用户近期产生了多少订单。

一些典型选择拆分键的应用场景如下：

面向用户的互联网应用，是围绕用户维度来做各种操作，那么业务逻辑主体就是用户，可使用用户对应的字段作

为拆分键。

电商应用或 O2O 应用，是围绕卖家/买家维度来进行各种操作，那么业务逻辑主体就是卖家/买家，可使用卖家/

买家对应的字段作为拆分键。但请注意，某些情况下几个超大卖家占到绝大多数交易额，会导致某几个分片的负

载和压力明显高于其他分片。

游戏类的应用，是围绕玩家维度来做各种操作，那么业务逻辑主体就是玩家，可使用玩家对应的字段作为拆分

键。

物联网方面的应用，则是基于物联信息进行操作，那么业务逻辑主体就是传感器/SIM 卡，可使用传感器、独立设

备、SIM 卡的 IMEI 作为对应的字段作为拆分键。

税务/工商类/社保的应用，主要是基于纳税人/法定代表人/居民的信息来开展前台业务，那么业务逻辑主体就是纳

税人/法定代表人，可使用纳税人/法定代表人对应的字段作为拆分键。 

以此类推，其它类型的应用场景，大多也能找到合适的业务逻辑主体作为拆分键的选择。但需要注意在选择分表

键时有一定限制，详情参见 分表键选择限制。

分表键能否更换？

一旦选择好分区字段（shardkey），就不能轻易更改。若需要修改一个表的分区字段，只能新建一个表。 

若需要修改一个分表某一行中的 shardkey 值，需要先 insert 再 delete。直接操作 update 不能修改分区字段

的值。

如何连接实例？

您可通过内网地址和外网地址连接 TDSQL MySQL版，详细操作步骤可参见 连接实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87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1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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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限制用户登录有效期吗？

创建的用户不支持限制登录有效期。

Navicat 无法登录？

TDSQL MySQL版 数据库默认使用内网连接，如果您需要使用 Navicat 进行外网连接，请参考 开启外网地址 开

启数据库的外网地址连接。

如何设置只从从机读取数据？

您可在 TDSQL MySQL版 控制台 创建账号时，账号类型选择“只从备机读取”。

如何创建备份？

您可通过 TDSQL MySQL版 控制台自定义备份，详情请参见 备份方式。

如何设置实例参数？

您可登录 TDSQL MySQL版 控制台，单击实例 ID 进入实例管理页面，在参数配置页修改参数。

磁盘空间组成有哪些？

磁盘由以下2部分空间组成：

数据空间：您的数据所占用的空间。

系统文件空间：系统表空间文件、redolog 和 undolog、临时文件等。

支持灾备/只读实例吗?

支持，详情可参见 灾备/只读实例。

是否支持缩减分片数量？

暂不支持缩减分片数量。

高版本能否降级为低版本？

暂不支持高版本无法降级为低版本。

性能检测主要功能有哪些？

资源分析、系统状态、表空间分布、冗余索引检测、死锁诊断、锁等待诊断、长会话诊断、慢查询分析、DB 状态检

查等。详情可参见 性能检测。

说明：

binlog 文件空间为腾讯云免费赠送，不会占用您购买的磁盘空间容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10238#.3Ca-id.3D.22waiwang.22.3E.EF.BC.88.E5.8F.AF.E9.80.89.EF.BC.89.E5.BC.80.E5.90.AF.E5.A4.96.E7.BD.91.E5.9C.B0.E5.9D.80.3C.2Fa.3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sqld/instance-tdmysq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4525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sqld/instance-tdmysq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465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3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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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支持重启实例？

支持，您可登录 TDSQL MySQL版 控制台，在实例列表重启实例。

如何设置读写分离？

TDSQL MySQL版 支持下列几种模式的读写分离：

由 只读帐号 发送的请求会根据配置的属性发给备机。

通过增加 slave 注释标记，将指定的 SQL 发往备机，即在 SQL 中添加 /*slave*/ 这样的标记，该 SQL 会发

送给备机。

如何导入导出数据？

TDSQL MySQL版 支持通过 DTS 迁移数据 和通过 工具导入导出数据。

三权分立是什么意思？

三权分立指将传统数据库系统 DBA 的角色分解为安全管理员、审计管理员、数据管理员三个相互独立的角色，三

个角色之间相互制约，消除系统中的超级权限，从系统角色设计上解决了数据安全问题。

支持哪些格式的两级分区？

TDSQL MySQL版 支持 range 和 list 格式的两级分区，具体建表语法和 MySQL 分区语法类似。详情可参见

两级分区。

支持的数据类型有哪些？

TDSQL MySQL版 支持 MySQL 的所有数据类型，包括数字，字符，日期，空间类型，JSON。详情请参见 兼

容性。

最大建表数是多少？

TDSQL MySQL版 默认支持最大建表数量为5000。

如何添加过滤条件查询数据？

说明：

支持 /*slave:slaveonly*/ 、 /*slave:20*/ 、 /*slave:slaveonly,20*/  这几种形式，数值表示 slave

应该满足的延迟，slaveonly 表示在没有符合条件的 slave 时，不会将查询发送给主节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sqld/instance-tdmysq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385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1/637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475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589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47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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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 模式连接数据库。 

执行第一个命令，可以看到各个 set。 

/*sets:allsets*/select count(1) from employees_int;

执行第二个命令，看到某个 set 上的数据。 

/*sets:set_1605865449_1*/ select * from employees_int;

支持广播表和单表的 join 操作吗？

TDSQL MySQL版 广播表和单表的 join 操作如下：

支持单表（普通表）与单表（普通表）join，相当于单机 join，性能无损失。

支持广播表与分表 join，相当于单机 join，性能无损失。

支持广播表与广播表 join，相当于单机 join，性能无损失。

支持单表（普通表）与分表进行 join 操作。 

详情可参见 JOIN 和子查询。

数据是均匀分布的吗？

TDSQL MySQL版 的数据是均匀分布的，通过 HASH 算法保证数据相对均匀地分散在不同的物理设备中。 

您也可以将同年度的数据放到一个分片中，需要您不指定 shardkey，创建的表属于单表，默认落在第一个分片

上。单表的创建方式您可以参考 建单表 进行操作。 

详情可参见 两级分区。

为什么 select last_insert_id() 无法获取自增 ID？

TDSQL MySQL版 目前 select last_insert_id() 只能跟 shard 表和广播表的自增字段一起使用，不支持

noshard 表。详情可参见 全局唯一字段 进行查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169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8767#.E5.BB.BA.E5.8D.95.E8.A1.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169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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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ID 能否关闭？

TDSQL MySQL版 GTID 不支持关闭。 

MySQL 是基于 GTID 做的主从复制 enforce_gtid_consistency 用于保证主从数据一致，关闭将会导致主从

同步失败，不支持设置为 OFF，GTID 是为了保证您的事务正常运行，所以不支持关闭。

支持窗口函数吗？

暂不支持窗口函数。

主键长度限制是多少？

主键默认长度不能超过767字节，同时也不建议主键设置过长。

不同事务隔离级别对性能有影响吗？

不同隔离级别，执行效率不同，隔离级别最高的是 Serializable 级别，最低的是 Read uncommitted 级别，级

别越高，执行效率就越低。



TDSQL MySQL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 共14页

磁盘超用锁定说明

为避免您的数据丢失，自2020年8月3日起，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版 将对磁盘使用率大于等于150%的

实例进行锁定，磁盘锁定之后，将无法进行写入操作。请合理安排您的存储空间，并提前对磁盘即将超用的实例进

行清理或扩容。

磁盘空间组成

数据空间：您的数据所占用的空间。

系统文件空间：系统表空间文件、redolog 和 undolog、临时文件等。

磁盘超用原因

造成磁盘超用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数据空间占用过大：随着业务的扩大，新数据不断插入，导致数据空间会一直增长。

临时文件占用过大：执行带有 order by、group by 的复杂查询，或 alter table 语句时，会产生部分临时

表。临时表较小时会存放在内存，过大将会放入磁盘中。

系统文件占用过大：数据库在安装时会初始化一些系统文件来维持正常运行，长时间有事务未提交，同时数据库

中有大量的更新、插入、删除操作，将可能导致记录事务信息的日志过大。

解决方法

磁盘超用后，建议您通过以下方式排查导致磁盘超用的原因：

数据空间占用过大，您可以删除无用的历史表数据释放空间，或者在 控制台 进行实例的磁盘配置调整，扩容后的

实例将恢复完整的读写功能。

临时文件占用过大，大多是因为应用中存在大量的排序、分组等查询语句，您可以进行相应语句的 SQL 优化，

同时监控和清理执行时间过长的会话或事务，来减少临时文件的产生。

磁盘超用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4 11:04:07

说明：

binlog 文件空间为腾讯云免费赠送，不会占用您购买的磁盘空间容量。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c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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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文件占用过大， 可能是因为存在长时间未结束的查询导致 ibdata1 文件过大，您可以监控和清理执行时间

过长的会话或事务，减少系统文件的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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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问题

登录 TDSQL 控制台，单击实例 ID 进入管理页面，在监控告警页中，监控项包含有三个 IO 类指标。

监控项 监控项类型 监控项名称

IOUsageRate 实例监控 最大主节点 IO 利用率

IOUsageRateShard 分片监控 IO 利用率

IOUsageRateNode 节点监控 IO 利用率

在实际使用时，上述三个 IO 类监控项会出现异常升高的情况，在业务处于非峰值的情况下，也会有类似情形出现。

同时，如果配置了相关告警，也会触发告警提示。

异常原因

经筛查，IO 类监控项的异常升高可能是如下原因导致：

IO 类指标存在计算问题，实际展示的是该实例及节点所在机器的 IO 指标换算。

其他同机实例的 IO 量级升高，可能会影响到当前实例的 IO 监控。

问题处理

因为该问题涉及 告警，十分抱歉给您带来的影响，当前平台已定位该问题，并着手修复解决。在修复解决过程中，

推荐您通过如下方式处理该问题：

IO 类监控项异常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41:1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sqld/instance-tdmysq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policylist


TDSQL MySQL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3 共14页

暂时不要配置上述三个 IO 类监控项的告警，或是提高告警阈值，避免异常告警产生的影响。

如果查看到上述三个 IO 类监控项的异常升高，与业务使用情况不匹配，可暂时忽略该指标。

当前 IO 使用问题由平台侧统一监控处理，保证各实例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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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tore 兼容什么数据库协议？

TDStore 兼容 MySQL8.0 协议，用户可以将其视为一个 MySQL 8.0 实例来使用，但有个别受限的操作，具体

请参考 使用说明。

TDStore 的内部架构原理是怎样的？

请参考 TDStore 引擎介绍。

TDStore 支持公网/外网访问吗？

出于安全和性能考虑，TDStore 实例目前仅支持从私有网络 VPC 内网访问。

使用轻量应用服务器 Lighthouse 如何连接 TDStore 数据库？

轻量应用服务器 Lighthouse 使用腾讯云自动分配的私有网络 VPC 进行网络隔离，默认情况下内网不与云数据库

等其他处于私有网络 VPC 中的腾讯云资源内网互通，需通过关联云联网实现。请参考 Lighthouse 内网连通性说

明、内网互联。

系统提示"实例版本校验错误；请升级内核至最新版后重试"，需要怎么做？

TDStore 引擎内核在不断迭代升级中，如果您遇到上述系统提示，请 提交工单 联系腾讯云工程师为您升级引擎内

核。

TDStore 引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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