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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新增外网支持地域

新支持香港、重庆、新加波、美国硅谷、首尔、日本、法兰

克福、弗吉尼亚等地域实例开启外网访问，安全组支持外网

环境。

配置云数据库安全组

外网安全组优化
针对部分旧外网实例实施优化，解决部分场景安全组限制未

生效的问题，部分旧外网域名将会连到新域名上继续使用。
-

备份空间计费
针对超用备份开启商业化计费，可通过控制台查看备份量并

优化备份策略。
备份空间计费

2022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增减节点
支持实例增减备节点，可以手动扩展备机数量和多备机区

域。
调整部署节点

国际站预付费
支持国际站包年包月购买，对业务量稳定的长期需求，价格

更划算。
-

2022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增加帐号权限
帐号可设置开放 RELOAD 权限，用于 NewDTS 的数据

迁移流程。
连接实例

灾备实例降配 支持在控制台对灾备实例降配。 灾备/只读实例

优化可选区域
选择区域时展示已售罄地区，支持在控制台选择随机可用

区。
-

年

动态与公告

产品动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09:46: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101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864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847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102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46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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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备份时间优化 备份支持365天存储时间，支持可选执行备份时间。 备份方式

备份检索优化
支持冷备列表，binlog 列表，慢查询及错误日志按时间过

滤。
下载备份文件

新增数据加密支持版

本
支持 MySQL 8.0.24 版本开启透明数据加密功能。 TDE 数据加密

支持在 CDC 本地集

群中创建数据库

支持在 CDC 本地集群中创建 TDSQL 实例，并在控制台

进行统一管理。
本地专用集群

2022年0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外网安全组
广州、成都、上海、北京、南京地域对于开启外网访问的实

例，安全组支持外网环境。
配置云数据库安全组

2022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回档到按量计费实例

数据库回档功能更新为回档到按量计费实例，不再支持回档

到临时实例；回档到按量计费实例后，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

灵活选择回档实例的保留时间，同时回档出来的实例的功

能、安全性及可靠性同普通实例一样。

回档数据库

修改灾备实例参数 支持在控制台根据业务需要修改灾备实例的参数。 -

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
您可以在控制台自助将按量计费实例转为包年包月实例，长

期使用价格更加优惠。
按量转包年包月

2021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支持迁移可用区
上线迁移可用区功能。该功能将实现业务的就近访问、资源

扩容，实现地域下不同可用区资源更充分的利用。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452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452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801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46/498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101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702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7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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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自定义旧 IP 保留时

间

手动切换 IP 时，现在您可以手动选择旧 IP 保留时间；根据

业务需要既可以快速释放 IP 资源，也可以长时间保留，为

业务迁移预留足够时间。

修改网络

修改只读策略
支持手动修改只读帐号的只读策略，应对不同的只读要求与

延迟需求 。
配置读写分离

2021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TDStore 引擎发布 TDSQL MySQL版新增 TDStore 引擎。 产品概述

2021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监控优化

支持最新版本云监控，支持 dashboard、告警指标更丰

富、指标命名更规范、支持默认告警、支持调用云监控 API

拉取业务监控数据。

云产品监控

支持批量分片扩容 支持同时对多个分片进行扩容。 -

支持一主多从实例
支持新建一主多从的实例，提供更高级别的数据高可用，最

高支持一主五从。
-

支持 VPC 网络修改
业务需要修改数据库实例访问地址时，可使用网络转换功能

来调整网络。
修改网络

2020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产品更名

自2020年12月24日起，腾讯云公有云“分布式数据库

TDSQL”更名为“ TDSQL MySQL版（TDSQL for

MySQL）”。

产品概述

2020年10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310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385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77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43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310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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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支持灾备/只读实例
支持控制台一键创建灾备/只读实例，实现数据跨地域/可用

区的部署和灾备能力。
灾备/只读实例

控制台上线实例架构

图

控制台支持实例架构图，可查看当前实例地域、节点、分

片、主从架构关系，也可在架构图中一键创建灾备/只读实例

同步。

-

2020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支持 MySQL 8.0

内核

支持购买 MySQL 8.0 内核的实例；支持8.0版本下的强同

步复制；支持线程池并默认开启；支持异步删除大表功能。
-

标签功能 支持通过标签对 TDSQL 实例进行管理。 -

DMC 数据库管理 支持通过 DMC 对 TDSQL 实例进行管理。 -

其他功能
binlog 切分：支持下载最新的 binlog 进行分析。

项目相关的控制台体验优化。
-

2015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正式上线

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是部署在腾讯云上的一种支持自动

水平拆分、Shared Nothing 架构的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版 即业务获取的是完整的逻辑库表，而

后端会将库表均匀的拆分到多个物理分片节点。

产品概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465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7700


TDSQL MySQL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 共13页

腾讯云 TDSQL MySQL版私有化部署（又称独立部署）方案产品文档于2022年07月04日全量开放启动公测，详

情请参见 私有云文档中心。

默认访问私有云文档中心无需登录腾讯云账号，但如果您需要更高级别权限，则需要登录腾讯云账号（个人注册或

企业注册腾讯云账号），注册账号请参考 注册腾讯云。 

注册账号以后，您的账号可能拥有私有云文档平台最小化权限，如果您需要提升权限查看更多文档，您可以通过 访

问申请 填写必要信息进行申请。

公告

【2022年07月04日】私有云文档公测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6 17:59:47

说明：

虽然私有云与公有云产品功能接近或部分相同，但两者版本仍然存在差异，通常情况下不能互相混用。

https://cloud.tencent.com/privateclou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gs12cx529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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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TDSQL MySQL版（TDStore 引擎）将于2022年08月08日上午10时结束免费内测，转为正式商业化运

营。

说明事项

商业化后，用户新购实例或变配实例将需要付费。具体计费详情请参见 TDStore 引擎定价。 

内测期间已创建的实例，可以免费使用至2022年08月15日上午10时。

2022年08月15日上午10时后，用户未销毁的内测实例将自动转为“按量计费（后付费）”模式，并进行计费。

若您有未使用的内测实例，建议及时销毁，销毁后数据将无法恢复。

如您有任何疑问，欢迎 联系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022年08月08日】TDStore 引擎商业

化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28 09:30: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7/75938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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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版 于2021年04月01日起，对主机以及组件服务监控项进行了升级，对旧的告警策

略类型进行了替换，覆盖了数百监控项指标和告警指标，您可以在云监控 TDSQL MySQL版 策略类型下配置告警

策略。

原 TDSQL（旧）策略类型将于2021年07月29日下线，后端也将逐步把您已配置的 TDSQL 策略类型将全部迁移

至新的告警策略类型中。并且旧告警策略将无法配置。

新策略类型与旧策略类型对比：

策略类型 指标覆盖 支持与维护

TDSQL（旧） 8个指标
2021年07月29日下线，后续无法配置此告警策略，旧告警策略将全部迁移

至新告警策略中

TDSQL

MySQL版

37个指

标
于2021年04月01日上线，持续维护

告警策略迁移说明

在 TDSQL（旧）策略类型下线时，系统会自动将原有的 TDSQL（旧）策略类型的告警策略后台迁移至新的

TDSQL MySQL版 策略类型下。

手动迁移步骤

1. 梳理已有告警指标以及告警策略。

【2021年04月01日】告警升级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3 10:01:50

注意：

TDSQL MySQL版 策略类型已覆盖原有 TDSQL（旧）策略的所有指标，详情可参考 新旧指标对照

表。

新增的告警策略，可以参考 新增指标说明。

说明：

可能存在部分用户无法通过系统自动迁移告警至新告警策略类型中。对于这一部分实例和用户，我们将通过

站内信、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到您，届时请按照下文的手动迁移步骤手动迁移告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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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登录 云监控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告警配置】>【告警策略】，单击【高级筛选】。

ii. 在弹出页面，在“策略类型”选择“TDSQL（旧）”策略类型对应的告警策略类型，查询对应类别下的告警

策略，并下载原 TDSQL（旧）策略类型下已配置的告警策略。 

2. 配置新告警策略。

i. 在 告警策略 页面，单击【新建】。

ii. 在新建告警策略页面，“策略类型”选择【TDSQL MySQL版】，根据第1步梳理下载的策略进行告警配

置，告警配置方法可参考 配置告警。

3. 验证 TDSQL MySQL版 告警策略是否启用并能成功触发告警。 

在新建告警策略页面的“指标告警”设置一个最小触发阈值，选择设定【接收组或接收人】，以及选择接受渠道

（邮件、短信、微信），达到测试验证效果。例如，CPU 利用率，统计周期一分钟，当阈值大于等于1%，持续

1周期即触发告警，每一分钟告警一次。

4. 新策略类型验证完成后，删除原 TDSQL（旧）策略类型下配置的告警策略。 

在 告警策略 页面，筛选条件中按“策略类型”选择TDSQL（旧）策略类型对应的告警策略进行查询，对照步骤

1中下载策略表，进行删除。 

如果您在迁移中遇到问题，请及时 提交工单 进行处理。

新旧指标对照表

原有策略类型
指标/

事件告警

原有指标/

事件告警名称
新策略类型 新指标/事件名称

云数据库 -

TDSQL（旧）
指标告警 CPU 利用率

TDSQL MySQL版 -

实例汇总

最大主节点 CPU 利用

率

指标告警 磁盘空间利用率
TDSQL MySQL版 -

实例汇总

最大主节点数据磁盘空

间利用率

指标告警 慢查询数
TDSQL MySQL版-

实例汇总
汇总主节点慢查询数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alarm2/polic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alarm2/polic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039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alarm2/polic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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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策略类型
指标/

事件告警

原有指标/

事件告警名称
新策略类型 新指标/事件名称

指标告警 活跃连接数
TDSQL MySQL版-

实例汇总
汇总活跃线程数

指标告警 缓存命中率
TDSQL MySQL版-

实例汇总
最小主节点缓存命中率

指标告警 总连接数
TDSQL MySQL版-

实例汇总
客户端总连接数

指标告警 主从延迟
TDSQL MySQL版-

实例汇总
备延迟

指标告警 主从切换
TDSQL MySQL版-

实例汇总
主从切换次数

新增指标描述

策略类型 指标/事件告警 指标/事件告警名称

云数据库 - TDSQL MySQL版 指标告警 CPU 利用率

指标告警 汇总主节点 UPDATE 请求数

指标告警 汇总当前打开连接数

指标告警 汇总最大连接数

指标告警 SQL 总数

指标告警 SQL 错误数

指标告警 SQL 成功数

指标告警 耗时小于5ms请求数

指标告警 耗时5到20ms请求数

指标告警 耗时20到30ms请求数

指标告警 耗时大于30ms请求数

指标告警 汇总各分片最小剩余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指标告警 汇总主节点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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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类型 指标/事件告警 指标/事件告警名称

指标告警 最大 DB 连接使用率

指标告警 汇总主节点可用数据磁盘空间

指标告警 汇总主节点 DELETE 请求数

指标告警 最大主节点 IO 利用率

指标告警 汇总 innodb 磁盘读页次数

指标告警 汇总 innodb 缓冲池预读页次数

指标告警 汇总 innodb 缓冲池读页次数

指标告警 汇总主节点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数

指标告警 汇总主节点 innodb 执行 INSERT 行数

指标告警 汇总 innodb 执行 READ 数

指标告警 汇总主节点 innodb 执行 UPDATE 数

指标告警 汇总主节点 INSERT 请求数

指标告警 汇总主节点可用缓存空间

指标告警 汇总主节点 REPLACE_SELECT 请求数

指标告警 汇总主节点 REPLACE 请求数

指标告警 汇总主备节点总请求数

指标告警 汇总 SELECT 请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