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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1.1 什么是关系型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以下简称 RDS）是一种基于云计算平台的

即开即用、稳定可靠、弹性伸缩、便捷管理的在线关系型数据库服务。 

RDS 具有完善的性能监控体系和多重安全防护措施，并提供了专业的数据库管理平

台， 让用户能够在云中轻松的进行设置和扩展关系型数据库。通过 RDS 控制台，用

户几乎可以执行所有必需任务而无需编程，简化运营流程，减少日常运维工作量，从

而专注于开发应用和业务发展。 

SQL Server 

Microsoft SQL Server 是老牌商用级数据库，成熟的企业级架构，轻松应对各种复杂环

境，性能优秀。一站式部署、保障关键运维服务，大量降低人力成本。被广泛应用于

政府、金融、医疗、教育和游戏等领域。云数据库 SQL Server 具有即开即用、稳定可

靠、安全运行、弹性伸缩、轻松管理和经济实用等特点。 

⚫ 拥有高可用架构、数据安全保障和故障秒级恢复功能，提供了灵活的备份方案。 

⚫ 包含了微软的 License 费用，您无需额外支出费用。 

当前 RDS for Microsoft SQL Server 支持版本请参见 1.6.2 数据库引擎和版本。 

1.2 常用概念 

1.2.1 自动备份 

创建实例时，RDS 默认开启自动备份策略，实例创建成功后，您可对其进行修改，

RDS 会根据您的配置，自动创建数据库实例的全量备份。 

1.2.2 手动备份 

手动备份是由用户启动的数据库实例的全量备份，它会一直保存，直到用户手动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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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区域和可用分区 

区域指 RDS 所在的物理位置。 

同一区域内可用分区间内网互通，不同区域间内网不互通。 

公有云在不同地区有数据中心（例如，北美、欧洲和亚洲）。与此相应，RDS 可用于不

同地区。通过在不同地区开通 RDS 服务，可以将应用程序设计的更接近特定客户的要

求，或满足不同地区的法律或其他要求。 

每个区域包含许多不同的称为“可用分区”的位置，即在同一区域下，电力、网络隔

离的物理区域，可用分区之间内网互通，不同可用分区之间物理隔离。每个可用分区

都被设计成不受其他可用分区故障的影响，并提供低价、低延迟的网络连接，以连接

到同一地区其他可用分区。通过使用独立可用分区内的 RDS，可以保护您的应用程序

不受单一位置故障的影响。 

1.3 产品优势 

1.3.1 低成本 

即开即用 

您可以通过官网实时生成目标实例，RDS 配合弹性云服务器（ECS）一起使用，通过

ECS 内网连接 RDS 可以有效的降低应用响应时间、节省公网流量费用。同时 RDS for 

Microsoft SQL Server 还包含了微软的 License 费用，您无需额外支出 License 费用。 

弹性扩容 

可以根据您的业务情况弹性伸缩所需的资源，按需开支，量身订做。配合云监控

（Cloud Eye）监测数据库压力和数据存储量的变化，您可以灵活调整实例规格。 

完全兼容 

您无需再次学习，RDS 各引擎的操作方法与原生数据库引擎的完全相同。RDS 还兼容

现有的程序和工具。 

运维便捷 

公有云负责 RDS 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软硬件故障处理、数据库补丁更新

等工作，保障 RDS 运转正常。提供专业数据库管理平台，重启、重置密码、参数修

改、查看错误日志和慢查询日志、恢复数据等一键式功能。提供 CPU 利用率、IOPS、

连接数、磁盘空间等实例信息实时监控及报警，让您随时随地了解实例动态一键式部

署，一键式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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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高安全性 

网络隔离 

通过虚拟私有云（VPC）和网络安全组实现网络隔离。VPC 允许租户通过配置 VPC 入

站 IP 范围，来控制连接数据库的 IP 地址段。RDS 实例运行在租户独立的 VPC 内，可

提升 RDS 实例的安全性。您可以综合运用子网和安全组的配置，来完成 RDS 实例的

隔离。 

访问控制 

通过主/子帐号和安全组实现访问控制。创建 RDS 实例时，RDS 会为租户同步创建一

个数据库主帐户，根据需要创建数据库实例和数据库子帐户，将数据库对象赋予数据

库子帐户，从而达到权限分离的目的。可以通过 VPC 对 RDS 实例所在的安全组入

站、出站规则进行限制，从而控制可以连接数据库的网络范围。 

传输加密 

通过 TLS 加密、SSL 加密实现传输加密。使用从服务控制台上下载的 CA 根证书，并

在连接数据库时提供该证书，对数据库服务端进行认证并达到加密传输的目的。 

存储加密 

通过静态加密、表空间加密、同态加密对数据进行加密。RDS 支持对存储到数据库中

的数据加密后存储，加密密钥由 KMS 管理。 

数据删除 

删除 RDS 实例时，存储在数据库实例中的数据都会被删除，任何人都无法查看及恢复

数据。安全删除不仅包括数据库实例所挂载的磁盘，也包括备份数据的存储空间（通

常为廉价的对象存储系统）。 

防 DDoS 攻击 

当用户使用外网连接和访问 RDS 实例时，可能会遭受 DDoS 攻击。当 RDS 安全体系

认为用户实例正在遭受 DDoS 攻击时，会首先启动流量清洗的功能，如果流量清洗无

法抵御攻击或者攻击达到黑洞阈值时，将会进行黑洞处理，保证 RDS 整体服务的可用

性。 

安全防护 

RDS 处于多层防火墙的保护之下，可以有力地抗击各种恶意攻击，保证数据安全，防

御 DDoS 攻击、防 SQL 注入等。建议用户通过内网访问 RDS 实例，可使 RDS 实例免

受 DDoS 攻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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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高可靠性 

双机热备 

RDS 采用热备架构，故障系统 1 分钟自动切换。 

数据备份 

每天自动备份数据，备份文件免费保留 7 天，支持一键式恢复。用户可以设置自动备

份的周期，还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特点随时发起备份，选择备份周期、修改备份策略。 

数据恢复 

支持按备份集和指定时间点的恢复。在大多数场景下，用户可以将 35 天内任意一个时

间点的数据恢复到 RDS 临时实例或克隆实例上，数据验证无误后即可将数据迁回 RDS

主实例，完成数据回溯。 

1.3.4 RDS 与自建数据库优势对比 

性能对比 

性能项目 云数据库 RDS 自购服务器搭建数据库服务 

服务可用性 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 需要购买额外设备，自建主从，自

建 RAID。 

数据可靠性 请参见云硬盘。 需要购买额外设备，自建主从，自

建 RAID。 

系统安全性 防 DDoS 攻击，流量清洗；及

时修复各种数据库安全漏洞。 

需要购买昂贵的硬件设备和软件服

务，需要自行检测和修复安全漏洞

等。 

数据库备份 支持自动备份，手动备份，自

定义备份存储周期。 

需要购买设备，并自行搭建设置和

后期维护。 

软硬件投入 无需投入软硬件成本，按需购

买，弹性伸缩。 

数据库服务器成本相对较高，对于

SQL Server 需支付许可证费用。 

系统托管 无需托管。 需要自购 2U 服务器设备，如需实

现主从，购买两台服务器，并进行

自建。 

维护成本 无需运维。 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成本，招聘专业

的 DBA 进行维护。 

部署扩容 弹性扩容，快速升级，按需开

通。 

需采购和原设备匹配的硬件，需托

管机房的配合，需部署设备，整体

周期较长。 

资源利用率 按实际结算，100%利用率。 考虑峰值，资源利用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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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系统架构 

1.4.1 监控服务 

云监控为用户提供一个针对弹性云服务器、带宽等资源的立体化监控平台。使您全面

了解云上的资源使用情况、业务的运行状况，并及时收到异常报警做出反应，保证业

务顺畅运行。云监控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图1-1 架构图 

 

自动监控 

云监控不需要开通，监控服务会根据您创建的云服务器资源或者弹性伸缩等自动启

动。用户在申请和使用云服务后，可直接到云监控查看该服务运行状态并设置告警规

则。有关自动监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南》中“查看弹性云服务器的

基础运行指标”和“查看其他云服务的运行指标”的内容。 

ECS 主动监控 

通过在弹性云服务实例中安装云监控 Agent 插件（Telescope），用户可实时采集 ECS 主

机实例 10 秒级粒度的监控数据。首期上线 CPU、内存和磁盘共 10 个监控指标。有关

ECS 主动监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南》中“主机监控”的内容。 

灵活配置告警规则 

对监控指标设置告警规则时，支持对多个实例同时添加告警规则。告警规则创建完成

后，可随时修改告警规则，同时支持启用、停止、删除告警规则等灵活操作。有关告

警规则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南》中“告警规则管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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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通知 

通过在告警规则中开启消息通知服务，当云服务的状态变化触发告警规则设置的阈值

时，系统通过短信、邮件通知或者发送消息至服务器地址等多种方式实时通知用户，

让用户能够实时掌握云资源运行状态变化。 

监控面板 

为用户提供在一个监控面板跨服务、跨维度查看监控数据，将用户关注的重点服务监

控指标集中呈现，既能满足您总览云服务的运行概况，又能满足排查故障时查看监控

详情的需求。有关监控面板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南》中“使用监控面

板概览云服务运行全景指标”的内容。 

1.5 产品系列 

目前，云数据库 RDS 的实例分为两个系列，即单机版和高可用版。不同系列支持的引

擎类型和实例规格不同。 

表1-1 产品系列简介 

系列 简介 适用场景 

单机版 单机版采用单个数据库节点部署架

构。与主流的主备高可用版相比，

它只包含一个节点，但具有高性价

比。 

单机版的优势与产品限制请参考

1.5.1 单机版和高可用版。 

⚫ 个人学习。 

⚫ 微型网站。 

⚫ 中小企业的开发测试环

境。 

高可用版 采用一主一备的经典高可用架构，

本地 SSD 存储提供最佳性能，各

方面表现均衡。 

单机版与高可用版本的差异请参考

1.5.1 单机版和高可用版。 

⚫ 大中型企业的生产数据

库。 

⚫ 覆盖互联网、物联网、

零售电商、物流、游戏

等行业的应用。 

 

1.5.1 单机版和高可用版 

简介 

单机版采用单个数据库节点部署架构。与主流的主备高可用版相比，单机版只包含一

个节点，没有备用节点用于故障恢复。目前，如下几种引擎类型的实例均已支持单机

版系列。 

⚫ Microsoft SQ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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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单机版和高可用版的拓扑图 

 

 

优势对比 

⚫ 单机版：支持创建只读实例（Microsoft SQL Server 除外）、错误日志、慢日志查询

管理。相较于高可用版，单机版少了一个数据库节点，可大幅节省用户成本。由

于单机版只有一个数据库节点，当该数据库节点出现故障时，恢复时间较长，因

此，如果是对数据库可用性要求较高的敏感性业务，不建议使用单机版。 

⚫ 高可用版：高可用版的备数据库节点仅用于故障转移和恢复场景，不对外提供服

务。由于使用备数据库节点会带来额外性能开销，从性能角度来看，单机版的性

能与高可用版相同，甚至单机版的性能可能会高于高可用版。 

使用限制 

单机版不支持如下功能： 

⚫ 主备库切换 

⚫ 可用区切换 

1.6 实例说明 

RDS 的最小管理单元是实例，一个实例代表了一个独立运行的关系型数据库，实例可

进行如下分类： 

⚫ 主实例 

⚫ 备实例 

用户可以在 RDS 系统中自助创建及管理各种数据库引擎的实例。 

1.6.1 数据库实例规格 

表1-2 性能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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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类型 实例规格 底层 flavor 

单机实例 

数据库

实例 

4 核 8G C2/S3 

4 核 16G S1/S3 

4 核 32G M1 

8 核 32G S1/S3 

8 核 64G M1 

16 核 64G S1 

存储空

间 

SATA   

SAS   

SSD   

主备实例 

数据库

实例 

4 核 8G C2/S3 

4 核 16G S1/S3 

4 核 32G M1 

8 核 32G S1/S3 

8 核 64G M1 

16 核 64G S1 

存储空

间 

SATA   

SAS   

SSD   

 

1.6.2 数据库引擎和版本 

RDS 目前支持的数据库引擎和版本如表 1-3 所示。 

表1-3 数据库引擎和版本 

数据库引擎 版本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SP2 SE 

 

1.6.3 状态 

数据库实例状态 

表1-4 状态及说明 

状态 说明 

正常 数据库实例正常和可用。 

异常 数据库实例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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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说明 

创建中 正在创建数据库实例或备份。 

创建失败 数据库实例创建失败。 

主备切换中 正在进行主实例和备实例的切换。 

重启中 按照用户请求，或修改需要重启才能生效的参数后重启实例。 

端口修改中 正在修改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端口。 

规格变更中 数据库实例的 CPU 和内存规格变更中。 

扩容中 数据库实例的磁盘空间扩容中。 

备份中 该实例正在进行备份。 

恢复中 正在恢复备份到实例中。 

恢复失败 实例恢复到当前实例失败。 

已删除 数据库实例已被删除。 

 

参数组状态 

表1-5 状态和说明 

状态 说明 

等待重启 数据库参数修改后，有些参数修改，需等待用户重启实例才能

生效。 

 

1.7 典型应用 

1.7.1 读写分离 

用户只需通过添加只读实例的个数，即可不断扩展系统的处理能力，无需更改应用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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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读写分离应用场景 

 

 

1.7.2 数据多样化存储 

RDS 支持与分布式缓存服务区 Memcache、Redis 等存储产品搭配使用，实现多样化存

储扩展。 

图1-4 数据库多样化存储 

 

1.8 相关服务 
⚫ VPC 

对您的 RDS 数据库实例进行网络隔离和访问控制。 

⚫ Cloud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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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监控是一个开放性的监控平台，帮助用户实时监测 RDS 资源的动态。云监控提

供多种告警方式以保证及时预警，为您的服务正常运行保驾护航。 

⚫ DBSS 

数据库前端使用数据库安全服务(Database Security Service，简称 DBSS)，多种策

略防止数据库被攻击，持久保护云上数据库安全。 

⚫ DCS 

分布式缓存服务（Distributed Cache Service，简称 DCS）通过将热点数据放入缓

存，加快用户端的访问速度，提升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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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crosoft SQL Server 快速入门 

2.1 使用限制 

Microsoft SQL Server 引擎的 RDS 仅提供附带许可实例，即实例创建后具有微软 SQL 

Server 企业版软件许可授权，不提供用户自带许可。 

为保障用户在使用上的安全性，RDS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部分功能存在限制，详见

表 2-1。 

高可用版，包括如下版本： 

⚫ 2014 SP2 EE 

⚫ 2014 SP2 SE 

单机版，包括如下版本： 

⚫ 2014 SP2 EE 

⚫ 2014 SP2 SE 

表2-1 功能使用限制 

功能 高可用版 单机版 

数据库数量 30（可申请扩充上限） 30（可申请扩充上限） 

数据库账号数量 无限制 无限制 

创建用户、LOGIN 或数据库 支持 支持 

数据库级别的 DDL 触发器 支持 支持 

数据库内的授权权限 支持 支持 

杀线程权限 支持 支持 

链接服务器 即将支持 即将支持 

分布式事务 即将支持 即将支持 

SQL Profiler 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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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高可用版 单机版 

优化顾问 支持 支持 

变更数据捕获 支持 支持 

变更跟踪 支持 支持 

Windows 域帐号登录 限制 限制 

邮件功能 限制 限制 

数据集成功能（SSIS） 限制 限制 

数据分析功能（SSAS） 限制 限制 

数据报表功能（SSRS） 限制 限制 

R 语言服务 限制 限制 

公共语言运行时集成（CLR） 限制 限制 

异步消息通讯 限制 限制 

复制功能 限制 限制 

策略管理 限制 限制 

 

2.2 使用流程 

目的 

快速入门旨在介绍如何创建 RDS 实例、进行初始设置以及连接实例数据库，使用户能

够了解从购买到开始使用 RDS 实例的流程。 

目标读者 

⚫ 初次购买 RDS 实例的用户。 

⚫ 新建实例后需要对其进行初始设置的用户。 

⚫ 想要了解如何连接 RDS 实例的用户。 

流程图 

若您首次使用 RDS，请先了解 RDS 的 2.1 使用限制。 

首次新创建实例到可以开始使用实例，您需要完成如下操作： 



 2 Microsoft SQL Server 快速入门 

 

 19 

 

图2-1 使用流程 

 

 

2.3 创建实例 

操作场景 

您可以通过 RDS 管理控制台或 API 创建 RDS 实例。本文将介绍在 RDS 管理控制台创

建实例的步骤，关于如何通过 API 创建的信息，请参见《关系型数据库 API 参考》中

实例管理章节的“创建实例”的内容。 

目前，RDS for SQL Server 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需计费”购买，您可以根据业务

需要定制相应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的 RDS 实例。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创建数据库实例”。 

步骤 5 在“服务选型”页面，选择计费模式，填选基本信息、规格与存储、网络、数据库配

置、购买量后，单击“立即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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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当前区域 租户当前所在的地域，也可在页面左上角切换。 

可用分区 指在同一地域下，电力、网络隔离的物理区域，可用分区之间

内网互通，不同可用分区之间物理隔离。 

实例名称 实例名称在 4 位到 64 位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可包含字母、

数字、中划线或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数据库引擎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版本 请参见 1.6.2 数据库引擎和版本。 

时区 时区仅可在创建实例时选择，一旦选定无法修改。 

磁盘加密 ⚫ 不加密：未开启加密功能。 

⚫ 加密：提高数据安全性，对性能有一定影响。 

密钥名称：选择或创建密钥，该密钥是最终租户密钥。 

说明 

磁盘一旦加密，不可解密且无法更改密钥，备份数据不会被加密。 

 

表2-3 规格与存储 

参数 描述 

性能规格 实例的 CPU 和内存。不同规格对应不同的连接数和最大 IOPS。关

于实例规格详情，请参见 1.6.1 数据库实例规格。 

创建成功后可进行规格变更，请参见 3.1.1 变更实例的 CPU 和内存

规格。 

存储类型 ⚫ 普通 I/O（SATA） 

⚫ 高 I/O（SAS） 

⚫ 超高 I/O（SSD） 

存储空间 存储空间支持 40GB 到 4000GB，用户选择容量大小必须为 10 的整

数倍。 

实例创建成功后可进行扩容，请参见 3.5.1 扩容磁盘。 

 

表2-4 网络 

参数 描述 

VPC RDS 实例所在的虚拟专用网络，可以对不同业务进行网络隔离。

您需要创建或选择所需的 VPC。如何创建 VPC，请参见《虚拟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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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有云用户指南》中的“创建虚拟私有云基本信息及默认子网”。 

如果没有可选的 VPC，RDS 默认为您分配资源。 

子网 通过子网提供与其他网络隔离的、可以独享的网络资源，以提高

网络安全。子网在可用分区内才会有效，创建 RDS 实例的子网需

要开启 DHCP 功能，在创建过程中也不能关闭已选子网的 DHCP

功能。 

安全组 安全组限制安全访问规则，加强 RDS 与其他服务间的安全访问。

请确保所选取的安全组允许客户端访问数据库实例。 

如果没有可选的安全组，RDS 默认为您分配资源。 

 

表2-5 数据库配置 

参数 描述 

管理员帐户名 数据库的登录名称默认为 rdsuser。 

管理员密码 所设置的密码，最小长度为 8 位，最大长度为 32 位，必须是大写

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的组合，其中可输入~!@#%^*-

_=+?特殊字符。请您输入高强度密码并定期修改，以提高安全

性，防止出现密码被暴力破解等安全风险。 

请妥善管理您的密码，因为系统将无法获取您的密码信息。实例

创建成功后，如需重置密码，请参见 4 重置管理员密码。 

确认密码 必须和主密码相同。 

 

表2-6 购买量（包年/包月） 

参数 描述 

购买时长 选择所需的时长，系统会自动计算对应的配置费用。 

 

 

用户所申请 RDS 的性能，取决于申请 RDS 时所选择的配置。可供用户选择的硬件配置项为性能

规格、存储类型以及存储空间。其中，RDS 配置中存储空间 I/O 的高低决定该实例的读写速

度。存储空间以后可进行扩容。 

步骤 6 进行规格确认。 

⚫ 如果需要重新选择，单击“上一步”，回到上个页面修改 RDS 实例信息。 

⚫ 如果没有问题，单击“提交申请”，完成 RDS 实例的申请。 

步骤 7 RDS 实例创建成功后，用户可以在“实例管理”页面对其进行查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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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DS 实例创建过程中，状态显示为“创建中”，此过程约 20 分钟。 

2. 在实例列表的右上角，单击 刷新列表，可查看到创建完成的 RDS 实例状态

显示为“正常”。 

3. RDS 创建时，默认开启自动备份策略，后期可修改。实例创建成功后，RDS 会自

动创建一个全量备份。 

4. 数据库端口默认为 1433，实例创建成功后可修改，请参见 3.6.2 修改数据库端

口。 

----结束 

2.4 初始化配置 

2.4.1 设置安全组 

为了保障数据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使用 RDS 实例之前，您需要开通需访问数据库

的 IP 地址和端口。本文将主要介绍设置安全组的操作步骤。 

背景信息 

访问数据库有如下两种情况。 

⚫ 公网访问 RDS 数据库。 

⚫ 内网访问 RDS 数据库。 

注意事项 

安全组的默认规则是在出方向上的都可以访问，同一个安全组内的 ECS 和 RDS 可互相

访问。安全组创建后，您可以在安全组中定义各种访问规则，当 RDS 加入该安全组

后，即受到这些访问规则的保护。 

默认情况下，一个租户可以创建 500 条安全组规则。为一个安全组设置过多的安全组

规则会增加首包延时，因此，建议一个安全组内的安全组规则不超过 50 条。 

当需要从安全组外访问安全组内的 RDS 服务时，需要为安全组添加相应的入方向规

则，例如： 

使用客户端从公网或与 RDS 不同安全组的 ECS 远程访问 RDS 服务器，需要添加协议

为“TCP”、默认端口为 1433 的入方向规则。 

 

源地址默认的 IP 地址 0.0.0.0/0 是指允许所有 IP 地址访问安全组内的 RDS 服务。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在系统首页，单击“网络 > 虚拟私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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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左侧导航树选择“安全组”。 

步骤 4 在“安全组”界面，单击安全组名，进入安全组详情界面。 

步骤 5 在安全组详情界面，单击“添加规则”，弹出添加规则窗口。 

步骤 6 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安全组规则。 

⚫ IP 地址：该安全组规则对指定的 IP 地址范围生效，其中 0.0.0.0/0 代表所有 IP 地

址。 

⚫ 安全组：该规则授权特定安全组中的云服务器访问本安全组中的 RDS，即该规则

放通特定安全组中的弹性云服务所有的 IP 地址。 

步骤 7 单击“确定”。 

----结束 

2.4.2 申请公网访问 

如果您应用部署的 ECS 与 RDS 实例在同一个地域内，则无需申请公网弹性 IP。如果

您应用部署的 ECS 与 RDS 实例在不同地域或公有云以外的系统上，需申请弹性 IP，

用于应用公网访问。 

 

ECS 和 RDS 只要在同一个地域内，即使在不同可用区，内网互通。 

背景信息 

RDS 提供内网 IP 和公网弹性 IP 两种连接。连接地址的使用场景如下所示。 

⚫ 单独使用内网 IP 

系统默认提供内网 IP 地址。 

适用于应用部署在与您的 RDS 实例在同一地域的 ECS 上时。 

⚫ 单独使用公网弹性 IP 

适用于应用部署在与您的 RDS 在不同地域的 ECS 上时。 

适用于应用部署在公有云以外的系统上时。 

⚫ 同时使用内网和公网 

适用于应用中的模块，同时部署在与您的 RDS 实例在同一地域的 ECS 上，和与

您的 RDS 实例在不同地域的 ECS 上时。 

适用于应用中的模块，同时部署在与您的 RDS 实例在同一地域的 ECS 上，和公

有云以外的系统上时 

注意事项 

⚫ 在访问数据库前，您需要将访问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者 IP 段加安全组入方向的访

问规则，操作请参见 2.4.1 设置安全组。 

⚫ 公网访问会降低实例的安全性，请谨慎选择。为了获得更快的传输速率和更高的

安全级别，建议您将应用迁移到与您的 RDS 在同一地域的 ECS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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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 

步骤 1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2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实例信息”模块“弹性 IP”后边的“绑定”。 

步骤 3 在弹出框的 EIP 地址列表中，显示“未绑定”状态的 EIP，选择所需绑定的 EIP，单击

“确定”，提交绑定任务。如果没有可用的 EIP，单击“查看弹性 IP”，创建新的

EIP。 

绑定 EIP 后，需重启实例才能使 SSL 连接生效。 

步骤 4 在“基本信息”页面的“实例信息”模块，查看绑定成功的 EIP。 

如需关闭，请参见解绑。 

----结束 

解绑 

步骤 1 对于已绑定 EIP 的实例，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2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实例信息”模块“弹性 IP”后边的“解绑”。 

解绑 EIP 后，需重启实例才能使 SSL 连接生效。 

步骤 3 单击“确定”，解绑 EIP。 

如需重新绑定，请参见绑定。 

----结束 

2.5 连接实例 

通过 Microsoft SQL Server 客户端连接实例的方式有普通连接和 SSL 连接两种，其中

SSL 连接通过了加密功能，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准备工作 

1. 准备 ECS 或可访问 RDS 的设备。 

− 通过 ECS 连接 RDS 实例，创建一台 ECS。 

通过内网地址连接 RDS 实例，需将待访问 RDS 实例的 IP 地址加入 RDS 安全

组中。关于如何设置安全组，请参见《虚拟私有云用户指南》中“为安全组

添加安全组规则”的内容。 

创建并连接 ECS，请参见 6.3.4 如何创建和连接 ECS。 

− 通过公网地址连接 RDS 实例，需具备以下条件。 

i. 先对 RDS 实例绑定公网地址，如何绑定公网地址，请参见绑定。 

ii. 保证本地设备可以访问 RDS 绑定的公网地址。 

2. 在 1 中的 ECS 或可访问 RDS 的设备上，安装 Microsoft SQL Server 客户端。 

请参见 6.3.13 如何安装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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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连接 

步骤 1 登录 ECS 或可访问 RDS 的设备。 

步骤 2 启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客户端。 

步骤 3 选择“连接 > 数据库引擎”，在弹出的如下对话框中输入登录信息。 

图2-2 连接实例 

 

 

⚫ 如果通过 ECS 访问，“服务器名称”是主机 IP 和端口，即在“实例管理”页面单

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实例信息”模块的“内网地址”。如果通

过连接了公网的设备访问，-h 为“基本信息”页面，“实例信息”模块的“弹性

IP”。IP 地址和端口号之间以半角逗号分隔。 

⚫ “身份验证”是认证方式，选择“SQL Server 身份验证”。 

⚫ “登录名”即待访问的 RDS 数据库帐号，默认管理员帐号为 rdsuser。 

⚫ “密码”即待访问的数据库帐号对应的密码。 

使用 rdsuser 用户连接数据库实例，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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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连接实例示例 

 

 

步骤 4 单击“连接”，连接实例。 

----结束 

SSL 连接 

 

 

⚫ 请在原有根证书到期前及时更换正规机构颁发的证书，提高系统安全性。 

⚫ 对于 Microsoft SQL Server，绑定公网 IP 后，需重启实例才能使 SSL 连接生效。 

步骤 1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实例信息”模块

“SSL”处的“下载证书”，下载根证书或捆绑包。 

步骤 2 将根证书上传至需要连接 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的 ECS，或保存到可访问 RDS 的

设备。 

步骤 3 将根证书导入 ECS Windows 操作系统，请参见 6.3.12 将根证书导入 Windows 操作系

统。 

步骤 4 启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客户端。 

步骤 5 选择“连接 > 数据库引擎”，在弹出的如下对话框中输入登录信息。此处以 rdsuser

用户连接数据库实例，启用 SSL 加密为例。 

1.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单击“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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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登录 

 

 

− 如果通过 ECS 访问，“服务器名称”是主机 IP 和端口，即在“实例管理”页

面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实例信息”模块的“内网地

址”。如果通过连接了公网的设备访问，-h 为“基本信息”页面，“实例信

息”模块的“弹性 IP”。IP 地址和端口号之间以半角逗号分隔。 

− “身份验证”是认证方式，选择“SQL Server 身份验证”。 

− “登录名”即待访问的 RDS 数据库帐号，默认管理员帐号为 rdsuser。 

− “密码”即待访问的数据库帐号对应的密码。 

2. 在“连接属性”页签，填选相关信息，并勾选“加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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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连接属性 

 

 

 

勾选“加密连接”，启用 SSL 加密（默认不勾选，即不启用）。 

步骤 6 单击“连接”，连接实例。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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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数据库实例 

RDS 数据库实例的生命周期包括创建、修改、重启、备份、还原以及删除等。 

3.1 实例操作 

3.1.1 变更实例的 CPU 和内存规格 

操作场景 

CPU/内存规格可根据业务需要进行变更。 

存储空间扩容，请参见 3.5.1 扩容磁盘。 

 

当实例进行 CPU/内存规格变更时，该实例不可被删除。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相应的实例，单击“扩容”，进入“服务选型”页面。 

步骤 5 在“服务选型”页面的“CPU/内存扩容”页签，选择所需修改的性能规格，单击“立

即申请”。 

步骤 6 进行规格确认。 

⚫ 如需重新选择，单击“上一步”，回到上个页面，修改规格。 

⚫ 如果确认无误，单击“提交申请”，提交变更。 

步骤 7 查看变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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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例管理页面，可以看到实例状态为“规格变更中”。稍后在对应的“基本信息”页

面，查看实例规格，检查修改是否成功。此过程需要 5～15 分钟。 

 

 

⚫ RDS Microsoft SQL Server 规格变更后，数据库参数“max server memory”自动调整。

max server memory 值建议设置为内存大小-520MB，例如：您的内存为 1GB，那

么，该值设置为 1GB-520MB，即 504MB。 

----结束 

3.1.2 修改实例名称 

操作场景 

RDS 支持修改主实例和只读实例的实例名称，以方便使用。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主实例名称，或单击 ，单击只读实例

名称。 

步骤 5 在“基本信息”，在“实例信息”模块“实例名称”处，单击 。 

实例名称长度最小 64 位，必须以字母开头，可包含字母、数字、中划线或下划线，不

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 单击 ，提交修改。 

⚫ 单击 ，取消修改。 

步骤 6 在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查看修改结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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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重启实例 

操作场景 

当 RDS 实例的运行状态为异常时，可以尝试重启实例，使其恢复到可用状态。对于某

些运行参数修改，需要重启单个实例使之生效。您可通过控制台对主机和只读实例执

行重启操作。 

 

 

重启 RDS 实例会导致服务中断，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主实例，或者单击 展开只读实例，单击“更多 > 

重启实例”。 

重启主实例，如果是主备实例，对应的备实例也会被同步重启。 

步骤 5 在“重启实例”弹框，单击“确定”重启实例。 

步骤 6 稍后刷新实例列表，查看重启结果。如果实例状态为“正常”，说明实例重启成功。 

----结束 

3.1.4 删除实例 

操作场景 

 

 

⚫ 删除主实例时，会同步删除其对应的只读实例，请谨慎操作。 

⚫ 实例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您可删除如下不使用的实例来释放资源： 

⚫ 主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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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删除后将不再产生费用，自动备份会被同步删除，保留的手动备份会继续收取费

用。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选择需要删除的主实例或只读实例，选择“更多 > 删除实例”。 

步骤 5 在“删除实例”弹框，单击“确定”下发请求，稍后刷新“实例管理”页面，查看删

除是否成功。 

----结束 

3.2 备份与恢复 

RDS 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备份和恢复，以保证数据可靠性。 

3.2.1 修改自动备份策略 

操作场景 

创建实例时，RDS 默认开启自动备份策略，保留天数为 7 天，备份时间段为如下时间

段随机的一个，备份周期为一周内的每天，实例创建成功后，您可根据业务进行修

改。 

⚫ 00:00～01:00 

⚫ 01:00～02:00 

⚫ 02:00～03:00 

⚫ 03:00～04:00 

⚫ 04:00～05:00 

RDS 按照设置的自动备份策略，对数据库进行备份。RDS 的备份操作是实例级的，而

不是数据库级的。当数据库故障或数据损坏时，可以通过备份恢复数据库，从而保证

数据可靠性。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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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在“备份恢复”页签，单击“修改备份策略”，对备份策略进行修改。 

保留天数是指自动备份可保留的时间，增加保留天数可提升数据可靠性，请根据需要

设置。 

保留天数范围为 0～35 天，备份时间段为间隔 1 小时，其中，保留天数取值范围不

同，备份周期约束如下： 

⚫ 0 天，自动备份策略被关闭，RDS 不会对您的数据进行备份，请谨慎操作。 

⚫ 1～6 天，备份周期默认全选，不可修改。 

⚫ 7～35 天，备份周期可选，但至少选择一周中的两天。 

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的备份周期，与实例创建时的默认值相同，为一周中的每一

天，不随保留天数变动。Microsoft SQL Server 的主备实例，保留天数为 1～35 天，即

备份策略不可被关闭，单实例备份策略可被关闭。 

若实例的备份策略被开启，则会立即触发一个全量的自动备份。 

步骤 6 单击“确定”，确认修改。 

----结束 

3.2.2 创建手动备份 

操作场景 

RDS 支持对运行正常的主实例创建手动备份，用户可以通过手动备份恢复数据，从而

保证数据可靠性。 

 

当数据库实例被删除时，RDS 的自动备份将被同步删除，手动备份不会被删除。 

方式一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在操作列选择“更多 > 创建备份”。 

步骤 5 命名该备份，并添加描述，单击“确定”，提交备份创建，单击“取消”，取消创

建。 

1. 备份名称在 4 位到 64 位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不区分大小写，可以包含字母、

数字、中划线或者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2. 备份描述不能超过 256 位，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3. 手动备份创建过程中，状态显示为“创建中”，此过程所需时间由数据量大小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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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手动备份创建成功后，用户可在“备份管理”页面，或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实

例名称，在“备份恢复”页签，对其进行查看并管理。 

----结束 

方式二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5 在“备份恢复”页签，单击“创建备份”，命名该备份，并添加描述，单击“确

定”，提交备份创建，单击“取消”，取消创建。 

1. 备份名称在 4 位到 64 位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不区分大小写，可以包含字母、

数字、中划线或者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2. 备份描述不能超过 256 位，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3. 手动备份创建过程中，状态显示为“创建中”，此过程所需时间由数据量大小决

定。 

步骤 6 手动备份创建成功后，用户可在“备份管理”页面，或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实

例名称，在“备份恢复”页签，对其进行查看并管理。 

----结束 

方式三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备份管理”页面，单击“创建备份”。 

步骤 5 选择一个主实例，命名该备份，并添加备份描述，单击“确定”，提交备份创建，单

击“取消”，取消创建。 

1. 可选实例必须为正常状态的主实例（备份中和备份创建中的实例除外）。 

2. 备份名称在 4 位到 64 位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不区分大小写，可以包含字母、

数字、中划线或者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3. 备份描述不能超过 256 位，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4. 手动备份创建过程中，状态显示为“创建中”，此过程所需时间由数据量大小决

定。 

步骤 6 手动备份创建成功后，用户可在“备份管理”页面，或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实

例名称，在“备份恢复”页签，对其进行查看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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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3.2.3 将数据库实例恢复到指定时间节点 

操作场景 

RDS 支持使用已有的自动备份，恢复实例数据到指定时间点。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5 在“备份与恢复”页签，单击“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步骤 6 选择需要恢复的时间区间，然后选择或输入该恢复时间区间内的一个恢复时间点，默

认恢复到新数据库实例，单击“确定”。 

跳转到“恢复到新实例”的服务选型页面： 

⚫ Microsoft SQL Server 只可恢复到新实例。 

⚫ 数据库引擎、数据库版本和数据库端口，与原实例相同，不可修改。 

⚫ 数据库密码需重新设置。 

⚫ 其他参数默认和原实例设置相同，用户可修改。 

步骤 7 查看恢复结果。 

RDS 会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该备份数据相同的实例，可看到实例由“创建中”变为

“正常”，说明恢复成功。 

恢复成功的新实例是一个独立的实例，与原有实例没有关联。 

恢复成功后，RDS 会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结束 

3.2.4 恢复备份 

操作场景 

RDS 支持使用已有的自动和手动备份恢复实例数据，可恢复到备份被创建时的状态。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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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备份管理”页面，选择需要还原的备份，单击“恢复”。 

步骤 5 单击“确定”，跳转到“恢复到新实例”的服务选型页面。 

⚫ 数据库引擎和数据库版本，与原实例相同，数据库端口默认为 1433，以上参数皆

不可重置。 

⚫ 其他参数，用户需设置，请参见 2.3 创建实例。 

⚫ 创建成功后，会执行一次全量备份。 

步骤 6 查看恢复结果。 

可看到实例由“创建中”变为“正常”，说明恢复成功。 

RDS 为用户重新创建一个和该备份数据相同的实例。还原成功的新实例是一个独立的

实例，与原有实例没有关联。 

----结束 

3.2.5 下载备份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下载手动和自动备份文件，用于本地存储备份或者恢复数据库。 

下载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备份管理”页面，选择需要下载的可用备份，如果选择自动备份，单击“下

载”，选择手动备份，单击“更多 > 下载”，进入下载指导页面。 

步骤 5 相关操作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客户端指南》。 

----结束 

3.2.6 复制备份 

操作场景 

RDS 支持复制自动和手动备份，制作一个不同名的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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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备份管理”页面，选择需复制的自动或手动备份，单击“复制”或“更多 > 复

制”。 

步骤 5 填写新备份名称和描述，单击“确定”。 

1. 备份名称在 4 位到 64 位之间，必须以字母开头，不区分大小写，可以包含字母、

数字、中划线或者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2. 备份描述不能超过 256 位，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步骤 6 新备份创建成功后，用户可在“备份管理”页面，查看并管理自己的备份。 

----结束 

3.2.7 删除手动备份 

操作场景 

RDS 支持对手动备份进行删除，从而释放相关存储空间。 

 

 

手动备份删除后，不可恢复。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备份管理”页面，选择需要删除的手动备份，单击“删除”。 

如下备份不可被删除： 

⚫ 自动备份。 

⚫ 恢复中的备份。 

⚫ 正在执行复制任务的备份。 

步骤 5 单击“确定”删除手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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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3.3 参数组 

3.3.1 创建 

操作场景 

数据库参数组类似于数据库引擎配置值的容器，参数组中的参数可应用于一个或多个

数据库实例。 

 

每个用户默认可以创建 100 个参数组，所有数据库引擎共享参数组配额。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参数组管理”页面，单击“创建参数组”。 

步骤 5 选择数据库引擎版本，命名并添加对该参数组的描述，单击“确定”，创建参数组。 

⚫ 选择该数据库引擎参数组所需应用的参数组类型，例如：您需要创建 MySQL 5.6

适配的参数组，请选择“MySQL 5.6”。 

⚫ 参数组名称在 1 位到 64 位之间，区分大小写，可包含字母、数字、中划线、下划

线或句点，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 参数组的描述长度不能超过 256 位，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结束 

3.3.2 编辑 

为了确保服务发挥出最优性能，您可根据业务情况，对您创建的参数组中的参数进行

调整。 

 

系统提供的默认参数组不允许修改，只可单击参数组名进行查看。当用户参数设置不合理导致数

据库无法启动时，可参考默认参数组重新配置。 

3.3.1 Microsoft SQL Server 相关，请参见 5.2.1 重置管理员密码 

操作场景 

RDS 仅支持通过主实例重置管理员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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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不可重置密码。 

⚫ 数据库端口变更中。 

⚫ 主实例状态为创建中、恢复中、重启中、端口修改中、异常。 

 

⚫ 修改主实例密码，会同步修改实例中所有实例的密码。 

⚫ 重置密码生效时间取决于该主实例当前执行的业务数据量。 

⚫ 请定期（如三个月或六个月）修改用户密码，以提高系统安全性，防止出现密码被暴力破解

等安全风险。 

方式一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选择“更多 > 重置密码”。 

步骤 5 在“重置密码”弹框，输入新管理员密码及确认密码。 

⚫ 单击“确定”，提交重置。 

⚫ 单击“取消”，取消本次重置。 

----结束 

方式二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5 在“基本信息”页签，在“实例信息”模块的“管理员帐户名”处，单击“重置密

码”，输入新管理员密码及确认密码。 

⚫ 单击“确定”，提交重置。 

⚫ 单击“取消”，取消本次重置。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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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修改实例安全组 

操作场景 

RDS 支持修改数据库引擎的主实例和只读实例的安全组，对于主备实例，修改主实例

的安全组，备实例的安全组会被同步修改。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在实例列表中，选择对应的主实例或只读实

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5 在“基本信息”页签“网络”模块的“安全组”处，单击 ，选择对应的安全组。 

⚫ 单击 ，提交修改。 

⚫ 单击 ，取消修改。 

步骤 6 稍后单击“基本信息”页面右上角的 ，查看修改结果。此过程需 1～3 分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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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参数。 

3.3.3 比较 

操作场景 

您可以比较同数据库类型的参数组，以了解当前参数组的配置情况。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参数组管理”页面，选择一个用户创建的参数组，单击“比较”。或单击实例名

称，在“参数修改”页签，单击“比较参数”。 

步骤 5 选择一个同数据库引擎参数组，单击“确定”，比较两个参数组之间的配置参数差异

项。 

如果比较的两个参数组有差异，则会显示差异参数组的如下信息：参数名称、参数组

一和参数组二的对应的参数值。无差异项，则不显示。 

----结束 

3.3.4 复制 

操作场景 

您可以复制自己创建的参数组，制作一个不同名的拷贝。您还可以导出某数据库实例

应用的参数列表，生成一个新的参数组，供您后期使用。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单击“参数组管理”，选择需要复制的参数组，单击“复制”。您还可以单击实例名

称，在“参数修改”页面，单击“导出”，将该实例对应 参数组导出并生成一个参数

组，供您后期使用。 

步骤 5 在弹出框中，填写新参数组名称和描述，单击“确定”。 

⚫ 参数组名称在 1 位到 64 位之间，区分大小写，可包含字母、数字、中划线、下划

线或句点，不能包含其他特殊字符。 

⚫ 参数组的描述长度不能超过 256 位，且不能包含回车和>!<"&'=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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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后，您可在参数组列表中对其进行管理。 

----结束 

3.3.5 重置 

操作场景 

您可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重置自己创建的参数组对应的所有参数，使其恢复到默认

值。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单击“参数组管理”，选择需要设置的参数组，单击“更多 > 重置”。 

步骤 5 单击“确定”，重置所有参数为其默认值。 

 

有关参数组状态，请参见参数组状态。 

对于某些参数组重置后，您需在实例列表中，选择对应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在“基本信息”页

签中查看参数组状态，如果显示“等待重启”，则需重启关联的实例使之生效。 

⚫ 对于关联在主实例的参数组（如果是主备实例，备实例的参数也会被同步重置），需重启主

实例使之生效。 

⚫ 对于关联在只读实例的参数组，需重启该只读实例使之生效。 

----结束 

3.3.6 应用 

操作场景 

参数组编辑修改后，不会立即应用到实例，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应用到实例中。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单击“参数组管理”，选择需要应用到实例的参数组，默认参数组单击“应用”，用

户自己创建的参数组，单击“更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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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参数组可被应用到一个或多个实例。 

步骤 5 在弹出框中，选择或输入所需应用的实例，单击“确定”。 

 

有关参数组状态，请参见参数组状态。 

对于某些运行参数修改，您需在实例列表中，查看实例状态，如果显示“参数组变更，等待重

启”，则需重启关联的实例使之生效。 

⚫ 修改主实例的某些参数（如果是主备实例，备实例的参数也会被同步修改），需重启主实例

使之生效。 

⚫ 修改只读实例的某些参数，需要重启该只读实例使之生效。 

----结束 

3.3.7 修改描述 

操作场景 

参数组创建成功后，用户可根据需要对自己创建的参数组描述进行修改。 

 

默认参数组的描述不可修改。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参数组管理”页面，选择一个用户创建的参数组，单击“描述”列 。 

步骤 5 输入新的描述信息，单击 ，提交修改，单击 ，取消修改。 

⚫ 修改成功后，新的新描述信息，可在参数组列表的“描述”列查看。 

⚫ 参数组的描述长度不能超过 256 位，且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结束 

3.3.8 删除 

操作场景 

您可删除废弃的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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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组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参数组管理”页面，选择需要删除的参数组，单击“更多 > 删除”。 

如下参数组不可被删除： 

⚫ 默认参数组。 

⚫ 应用在实例中的参数组。 

步骤 5 单击“确定”，删除该参数组。 

----结束 

3.4 高可用 

3.4.1 手动切换主备实例 

操作场景 

您可以在实例运行正常的情况下，手动切换主备实例，以满足业务需求。 

前提条件 

1. 实例运行正常。 

2. 主备实例复制关系正常。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主备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5 在“基本信息”，在“实例信息”模块“高可用类型”处，单击“主备切换”。 

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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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在“主备切换”弹框，单击“确定”进行主备实例的切换。 

在“复制状态”为“正常”的情况下，复制时延大于 300s，主备切换任务无法下发。 

----结束 

3.4.2 切换可用性策略 

操作场景 

RDS 支持切换主备实例的可用性策略，以满足不同业务需求。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主备实例，单击主实例名称。 

步骤 5 在“基本信息”，在“实例信息”模块“切换策略”处，单击“修改”，在弹出框

中，选择策略，单击“确定”，完成修改。 

⚫ 可靠性优先：数据库应该尽可能保障数据的可靠性，即数据丢失量最少。对于数

据一致性要求较高的业务，建议选择该策略。 

⚫ 可用性优先：数据库应该可快恢复服务，即可用时间最长。对于数据库在线时间

要求较高的业务，建议选择该策略。 

步骤 6 在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查看修改结果。 

----结束 

3.5 存储空间 

3.5.1 扩容磁盘 

操作场景 

随着业务数据的增加，原来申请的数据库磁盘容量可能会不够用。这时，您需要为

RDS 实例进行扩容。 

 

⚫ 每个实例最多只能扩容四次，其中，Microsoft SQL Server 支持无限次扩容。 

⚫ 如果是主备实例，针对主实例扩容时，会同时对其备实例进行扩容。 

⚫ 扩容过程中，该实例不可重启和删除。 

⚫ 磁盘容量变更只允许扩容，不能缩容。 



 3 管理数据库实例 

 

 46 

 

主实例扩容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相应的实例，单击“扩容”，进入“服务选型”页面。 

步骤 5 在“服务选型”页面的“磁盘扩容”页签，选择“扩容到”的空间大小，单击“立即

申请”。 

用户每次扩容最小容量为 10GB，所选容量大小必须为 10 的整数倍，最大磁盘容量为

4000GB。 

SQL Server 的老实例，磁盘容量上限仍为 2000GB。 

步骤 6 确认订单。 

⚫ 如需重新选择，单击“上一步”，回到上个页面，修改新增大小。 

⚫ 如果确认无误，单击“提交申请”，提交扩容。 

步骤 7 查看扩容结果。 

在实例管理页面，可看到实例状态为“扩容中”，稍后单击实例名称，在“基本信息”

页面，查看磁盘大小，检查扩容是否成功。此过程需要 3～5 分钟。 

----结束 

只读扩容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相应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前的 可查看到只读实例，单

击“扩容”。 

步骤 5 在“服务选型”页面的“磁盘扩容”页签，选择“扩容到”的空间大小，单击“立即

申请”。 

用户每次扩容最小容量为 10GB，所选容量大小必须为 10 的整数倍，最大磁盘容量为

4000GB。 

步骤 6 确认订单。 

⚫ 如需重新选择，单击“上一步”，回到上个页面，修改新增大小。 

⚫ 如果确认无误，单击“提交申请”，提交扩容。 

 

只读实例磁盘扩容与主实例的磁盘扩容互不影响。 

步骤 7 查看扩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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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例管理页面，可看到实例状态为“扩容中”，稍后单击实例名称，在“基本信息”

页面，查看磁盘大小，检查扩容是否成功。此过程需要 3～5 分钟。 

----结束 

3.6 网络 

3.6.1 绑定和解绑弹性 IP 

操作场景 

RDS 创建实例后，用户可绑定弹性 IP，在公共网络来访问数据库实例，绑定后也可根

据需要解绑。 

 

 

为保证数据库可正常访问，请确保数据库使用的安全组开通了相关端口的访问权限，

假设数据库的访问端口是 8635，那么需确保安全组开通了 8635 端口的访问。 

前提条件 

⚫ 用户需要在 VPC 申请一个弹性 IP。 

⚫ 只有主实例和只读实例才能绑定弹性 IP。 

⚫ 对于已绑定弹性 IP 的实例，需解绑后，才可重新绑定其他弹性 IP。 

 

部分已创建实例暂不支持该功能，因为其连接地址的创建方式不支持绑定弹性 IP。 

绑定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5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实例信息”模块“弹性 IP”后边的“绑定”。 

步骤 6 在弹出框的 EIP 地址列表中，显示“未绑定”状态的 EIP，选择所需绑定的 EIP，单击

“确定”，提交绑定任务。如果没有可用的 EIP，单击“查看弹性 IP”，创建新的

EIP。 

对于 Microsoft SQL Server，绑定 EIP 后，需重启实例才能使 SSL 连接生效。 

步骤 7 在“基本信息”页面的“实例信息”模块，查看绑定成功的 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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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关闭，请参见解绑。 

----结束 

解绑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对于已绑定 EIP 的实例，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5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实例信息”模块“弹性 IP”后边的“解绑”。 

对于 Microsoft SQL Server，解绑 EIP 后，需重启实例才能使 SSL 连接生效。 

步骤 6 单击“确定”，解绑 EIP。 

如需重新绑定，请参见绑定。 

----结束 

3.6.2 修改数据库端口 

操作场景 

RDS 支持修改主实例和只读实例的数据库端口，对于主备实例，修改主实例的数据库

端口，该实例下备实例的数据库端口会被同步修改。 

约束 

端口修改中，以下操作不可进行： 

⚫ 删除实例。 

⚫ 创建备份。 

⚫ 手动备份或自动备份 PITR 恢复到当前实例。 

⚫ 编辑、变更、重置和删除参数组。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主实例名称，或单击 ，单击只读实例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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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在“基本信息”，在“实例信息”模块“数据库端口”处，单击 ，修改数据库端

口。 

数据库端口修改范围为 2100～9500，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的端口设置范围为 1433

和 2100~9500（其中 5355 和 5985 不可设置）。 

⚫ 单击 ，提交修改。 

− 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提交修改。 

i. 修改主实例数据库端口，对应的主备实例均会被修改且重启。 

ii. 修改只读实例数据库端口，仅修改并重启该只读实例。 

 

RDS for Microsoft SQL Server 暂无只读实例。 

iii. 此过程需要 1~5 分钟左右。 

− 在弹出框中，单击“取消”，取消本次修改。 

⚫ 单击 ，取消修改。 

步骤 6 在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查看修改结果。 

----结束 

4 监控 

4.1 使用 Cloud Eye 监控 

4.1.1 支持的监控指标 

操作场景 

通过 Cloud Eye 的资源监控功能可以了解系统的运行情况。 

通过监控数据库运行时的系统资源利用率，您可以识别出什么时间段资源占用率最

高，然后到如下日志中分析可能存在问题的 SQL 语句，从而优化数据库性能。 

⚫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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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Cloud Eye 的监控界面上配置相关的资源告警规则，配置方法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

南》中“告警规则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实例管理”页面，在对应的主实例或只读实例上，选择“更多 > 查看监控”，跳

转到 Cloud Eye 页面。 

步骤 2 在 Cloud Eye 页面，可以查看实例监控信息。通过“设置监控指标”框可选择您在页面

中要展示的指标名称并排序。 

Cloud Eye 支持的性能指标监控时间窗包括：近 1 小时、近 3 小时、近 12 小时、近 24

小时、近 1 周和近 1 月。 

实例监控项包括以下两方面： 

⚫ 弹性云服务器相关指标，如表 4-1 所示。 

表4-1 弹性云服务器性能监控列表 

指标名称 含义 取值范围 

CPU 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 CPU 利用率。 0～1 

内存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内存利用率。 0～1 

IOPS 该指标用于统计当前实例，单位时间内系统

处理的 I/O 请求数量（平均值）。 

≥0counts/s 

网络输入吞吐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从测量对象的所有

网络适配器输入的流量。 

≥0bytes/s 

网络输出吞吐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秒从测量对象的所有

网络适配器输出的流量。 

≥0bytes/s 

磁盘利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磁盘利用率。 0～1 

磁盘总大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磁盘总大小。 40GB～2000GB 

磁盘使用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磁盘使用大小。 0GB～2000GB 

硬盘读吞吐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磁盘读取的字节数。 ≥0bytes/s 

硬盘写吞吐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写入磁盘的字节数。 ≥0bytes/s 

硬盘读耗时 该指标用于统计读取磁盘 1KB 数据所耗时

间。 

>0s 

硬盘写耗时 该指标用于统计写入磁盘 1KB 数据所耗时

间。 

>0s 

磁盘平均队列长

度 

该指标用于统计等待写入测量对象的进程个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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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相关指标： 

Microsoft SQL Server 相关，请参见 5.4 监控指标。 

----结束 

4.1.2 设置告警规则 

操作场景 

通过设置关系型数据库告警规则，用户可自定义监控目标与通知策略，及时了解关系

型数据库运行状况，从而起到预警作用。 

设置关系型数据库的告警规则包括设置告警规则名称、服务、维度、监控对象、监控

指标、告警阈值、监控周期和是否发送通知等参数。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步骤 3 在左侧导航树栏，选择“告警 > 告警规则”。 

步骤 4 在“告警规则”界面，单击“创建告警规则”进行添加。 

----结束 

4.1.3 查看监控指标 

操作场景 

公有云平台提供的云监控，可以对关系型数据库的运行状态进行日常监控。您可以通

过管理控制台，直观地查看关系型数据库的各项监控指标。 

由于监控数据的获取与传输会花费一定时间，因此，云监控显示的是当前时间 5～10

分钟前的关系型数据库状态。如果您的关系型数据库刚刚创建完成，请等待 5～10 分

钟后查看监控数据。 

前提条件 

⚫ 关系型数据库正常运行。 

故障、删除状态的关系型数据库，无法在云监控中查看其监控指标。当关系型数

据库再次启动或恢复后，即可正常查看。 

 

故障 24 小时的关系型数据库，云监控将默认该关系型数据库不存在，并在监控列表中删除，不

再对其进行监控，但告警规则需要用户手动清理。 

⚫ 关系型数据库已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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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创建的关系型数据库，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查看上报的监控数据和监

控视图。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步骤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云服务监控 > 关系型数据库”。 

步骤 4 在需要查看监控详情的实例所在行的“操作”列下单击“查看监控图表”。 

步骤 5 在关系型数据库监控区域，您可以通过选择时长，查看对应时间的监控数据。 

当前支持查看关系型数据库近 1 小时、近 3 小时和近 12 小时的监控数据，查看更长时

间范围监控曲线，请在监控视图中单击 进入大图模式查看。 

----结束 

4.2 查看日志 

操作场景 

日志信息记录了 Microsoft SQL Server Logs 中的日志，有助于您分析系统中存在的问

题。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对应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5 单击“错误日志”页签。显示数据库中保留的日志文件列表信息。 

⚫ 可查看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错误日志。 

⚫ 在日志文件详情页面，日志信息按照由近及远的时间顺序显示，可以通过翻页查

看更多日志。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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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库迁移 

5.1 数据库迁移 

5.1.1 迁移准备 

RDS 支持开启公网访问功能，通过 EIP 进行访问。也可通过 ECS 内网访问，需先创建

ECS，迁移前安装数据库客户端工具。 

准备工作 

1. 准备 ECS 或可公网访问 RDS。 

− 通过 ECS 连接 RDS 实例，创建一台 ECS。 

创建并连接 ECS，请参见 6.3.4 如何创建和连接 ECS。 

− 通过公网地址连接 RDS 实例，需具备以下条件。 

i. 先对 RDS 实例绑定公网地址，如何绑定公网地址，请参见绑定。 

ii. 保证本地设备可以访问 RDS 绑定的公网地址。 

2. 在 1 中的 ECS 或可访问 RDS 的设备上，安装 Microsoft SQL Server 客户端。 

请参见 6.3.13 如何安装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请安装不低于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版本的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工具。 

5.1.2 导出数据 

要将已有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迁移到 RDS，需要先对其进行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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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导出工具需要与数据库引擎版本匹配。 

⚫ 数据库迁移为离线迁移，您需要停止使用源数据库的应用程序。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 5.1.1 迁移准备的 1 中准备的 ECS。 

步骤 2 使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生成表、视图等数据库对象脚本。 

1. 使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连接数据库。 

2. 在“Object Explorer”中，展开 Databases，打开源数据库的上下文，选择要导出的

数据库，右键单击菜单，选择“Tasks”，单击“Generate Script”。此时将显示向

导。 

3. 在“Choose Objects”页面选择要导出的对象的定义，单击“Next”。 

4. 在“Set Scripting Options”页面，选择“Save script to a specificel location”，在

“File name”中选择导出文件放置的路径，单击“Next”。 

 

⚫ 选择“Single file”将所有对象保存到一个文件中。 

⚫ 选择“Single file per object”为每个对象保留到一个文件。 

5. 单击“Next”。 

6. 单击“Finish”，完成导出。 

7. 使用“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打开导出的 SQL 文件。 

8. 修改文件中第一行 USE [DATABASE]，把[DATABASE]修改为 RDS 对应的数据

库名称，然后保存。 

 

有关 Generate Script，请参见微软官方文档 Generate and Publish Scripts Wizard。 

步骤 3 使用 bcp 将源数据库的数据导出至 TXT 文件。 

bcp dbname.schema_name.table_name out C:\test\table_name.txt -n -S localhost -U 

username -b 2000 

⚫ -n 使用数据的本机（数据库）数据类型执行大容量复制操作。 

⚫ -S 为 bcp 工具连接 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的连接地址。 

⚫ -U 为数据库用户名。 

⚫ -b 为每批导入数据的行数。 

根据命令提示输入数据库密码。 

示例如下： 

C:\test>bcp test.dbo.t1 out c:\test\t1.txt -n -S localhost -U rdsuser -b 2000 

Enter password: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sql/relational-databases/scripting/generate-and-publish-scripts-wi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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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执行完会生成“t1.txt”文件，如下： 

C:\test>$ dir t1.txt  

2017/03/27  11:51         22 t1.txt 

循环上面步骤导出数据库中其他表的数据。 

----结束 

5.1.3 导入数据 

通过 ECS，用相应客户端连接 RDS 实例，将导出的 SQL 文件导入到 RDS。 

 

 

如果源数据库中包含全文索引信息，则在 RDS 上需要手动重建。 

操作步骤 

步骤 1 使用 sqlcmd 将数据库对象定义导入。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或客户端会自带该工具，命令如下： 

>sqlcmd -S "server" -d database -U login_id -i inputfile 

⚫ -S 为 RDS 实例的 IP 地址和端口。 

⚫ -d 为要导入的数据库名。 

⚫ -U 为登录数据库的用户名。 

⚫ -i 为要运行的 SQL 文件。 

根据命令提示输入数据库密码。 

示例如下： 

>sqlcmd -S "10.65.60.79,8636" -d test -U rdsuser -i C:\test\objects.sql 

Enter password: 

步骤 2 使用 bcp 导入数据。 

>bcp dbname.schema_name.table_name in C:\test\table_name.txt -n -S Server -U username -

b 2000 

⚫ -in 为将导入文件所在路径。 

⚫ -n 使用数据的本机（数据库）数据类型执行大容量复制操作。 

⚫ -S 为 bcp 工具连接 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的连接地址。 

⚫ -U 为数据库用户名。 

⚫ -b 为每批导入数据的行数。 

根据命令提示输入数据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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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如下： 

C:\test>bcp test.dbo.t1 in c:\test\t1.txt -n -S "10.65.60.79,8636" -U rdsuser -b 2000 

Enter password: 

----结束 

5.2 数据库安全设置 

5.2.1 重置管理员密码 

操作场景 

RDS 仅支持通过主实例重置管理员密码。 

以下情况不可重置密码。 

⚫ 数据库端口变更中。 

⚫ 主实例状态为创建中、恢复中、重启中、端口修改中、异常。 

 

⚫ 修改主实例密码，会同步修改实例中所有实例的密码。 

⚫ 重置密码生效时间取决于该主实例当前执行的业务数据量。 

⚫ 请定期（如三个月或六个月）修改用户密码，以提高系统安全性，防止出现密码被暴力破解

等安全风险。 

方式一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选择“更多 > 重置密码”。 

步骤 5 在“重置密码”弹框，输入新管理员密码及确认密码。 

⚫ 单击“确定”，提交重置。 

⚫ 单击“取消”，取消本次重置。 

----结束 

方式二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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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5 在“基本信息”页签，在“实例信息”模块的“管理员帐户名”处，单击“重置密

码”，输入新管理员密码及确认密码。 

⚫ 单击“确定”，提交重置。 

⚫ 单击“取消”，取消本次重置。 

----结束 

5.2.2 修改实例安全组 

操作场景 

RDS 支持修改数据库引擎的主实例和只读实例的安全组，对于主备实例，修改主实例

的安全组，备实例的安全组会被同步修改。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在实例列表中，选择对应的主实例或只读实

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5 在“基本信息”页签“网络”模块的“安全组”处，单击 ，选择对应的安全组。 

⚫ 单击 ，提交修改。 

⚫ 单击 ，取消修改。 

步骤 6 稍后单击“基本信息”页面右上角的 ，查看修改结果。此过程需 1～3 分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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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编辑参数 

为确保 RDS 服务发挥出最优性能，用户可根据业务需求对用户创建的参数组里边的参

数进行调整。 

 

系统提供的默认参数组不允许修改，只可单击参数组名进行查看。当用户参数设置不合理导致数

据库无法启动时，可参考默认参数组重新配置。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参数组管理”页面，选择需要编辑的自定义参数组，单击参数组名称。 

步骤 5 根据需要修改相关参数。 

相关参数组说明如下： 

⚫ 各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Microsoft SQL Server 官网。对于用户可以修改的参数

项，请参见 6.4.1 通过控制台可以修改哪些参数项（Microsoft SQL Server）。 

⚫ 参数 remote access，将此选项设置为 0（默认值）表示阻止本地存储过程在远程服

务器上执行，或远程存储过程在本地服务器上执行。 

⚫ 参数 max server memory (MB)，服务器内存选项。max server memory 的默认值

(MB)=操作系统内存(MB)-520(MB)。可为它指定的最小值为 16MB。 

可进行的操作如下： 

⚫ 单击“保存”，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保存修改。 

 

 

参数组修改后，不会立即应用到当前使用的实例，您需要进行应用操作才可生效，具

体操作请参见 3.3.6 应用。 

⚫ 单击“取消”，放弃本次设置。 

⚫ 单击“预览”，可对比参数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值。 

----结束 

修改当前实例的参数组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18963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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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 选择“数据库 > 关系型数据库”。进入关系型数据库信息页面。 

步骤 4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 

步骤 5 在“参数修改”页签，修改相应参数。 

参数相关说明如下： 

⚫ 各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Microsoft SQL Server 官网。对于用户可以修改的参数

项，请参见 6.4.1 通过控制台可以修改哪些参数项（Microsoft SQL Server）。 

⚫ 参数 remote access，将此选项设置为 0（默认值）表示阻止本地存储过程在远程服

务器上执行，或远程存储过程在本地服务器上执行。 

⚫ 参数 max server memory (MB)，服务器内存选项。max server memory 的默认值

(MB)=操作系统内存(MB)-520(MB)。可为它指定的最小值为 16MB。 

可进行的操作如下： 

 

 

参数组修改后，会立即应用到当前实例。 

⚫ 单击“保存”，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保存修改。 

⚫ 单击“取消”，放弃本次设置。 

⚫ 单击“预览”，可对比参数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值。 

----结束 

5.4 监控指标 

⚫ 弹性云服务器相关监控指标，如表 4-1 所示。 

⚫ 数据库指标监控项，如表 5-1 所示。 

表5-1 数据库性能监控列表 

指标名称 含义 取值范围 

使用中的数据库连接数 用户连接到数据库的连接数量。 ≥0counts 

 

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18963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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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见问题 

6.1 通用型问题 

6.1.1 使用 RDS 要注意些什么 

1. RDS 故障切换 

RDS 采用高可用模式，当主机出现故障时，RDS 会在 1～5 分钟切换到备机，切

换过程中不可访问，需要您设置好程序跟 RDS 的自动重连，避免因为切换导致服

务不可用。 

2. 实例的操作系统，对用户都不可见，这意味着，只允许用户应用程序访问数据库

对应的 IP 地址和端口。 

3. 申请 RDS 后，您还需要做什么 

申请 RDS 实例后，您不需要进行数据库的基础运维（比如高可用、安全补丁

等），但是您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事情： 

a. RDS 实例的 CPU、IOPS、空间是否足够，如果不够需要变更规格或者扩容。 

b. RDS 实例是否存在性能问题，是否有大量的慢 SQL，SQL 语句是否需要优

化，是否有多余的索引或者缺失的索引等。 

6.1.2 什么是 RDS 实例可用性 

RDS 实例可用性的计算公式： 

实例可用性=（1–故障时间/服务总时间）×100% 

6.1.3 可以通过创建模板的方式创建实例吗 

目前不支持实例模板。 

6.1.4 RDS 与其他数据库解决方案间的差异 

表6-1 RDS 与其他数据库解决方案间的差异 

功能 RDS 自购服务器搭建数据库服

务 

服务可用性 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 需自行保障，自行搭建主

从复制，自建 RAID 等。 

数据可靠性 请参见云硬盘。 需自行保障，自行搭建主

从复制，自建 RAI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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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RDS 自购服务器搭建数据库服

务 

系统安全性 防 DDoS，及时修复各种数据库安

全漏洞。 

自行部署，价格高昂；自

行修复数据库安全漏洞。 

数据库备份 自动备份。 自行实现，但需要寻找备

份存放空间以及定期验证

备份是否可恢复。 

软硬件投入 无软硬件投入，按需付费。 数据库服务器成本相对较

高。 

系统托管 无托管费用。 托管费用比较高。 

维护成本 无需运维。 需招聘专职 DBA 来维

护，花费大量人力成本。 

部署扩容 即时开通，快速部署，扩容，按

需开通。 

需硬件采购、机房托管、

部署机器等工作，周期较

长。 

资源利用率 按实际结算，利用率高。 考虑峰值，资源利用率很

低。 

 

6.1.5 RDS 实例是否会受其他用户实例的影响 

RDS 实例不会受其他用户实例影响，因为每个用户的 RDS 实例与其他用户的 RDS 实

例是独立的，并且有资源隔离，互不影响。 

6.1.6 使用 RDS 可以运行多少个 RDS 实例 

RDS 对运行实例数量没有限制。 

6.1.7 在一个 RDS 实例内能运行多少个数据库 

RDS 没有强制限制，取决于数据库引擎自身设置。 

⚫ Microsoft SQL Server 可创建 30 个数据库、无限个数据库帐号。 

6.2 管理类 

6.2.1 为何使用了 RDS 后网站登录较慢 

推荐您做如下两个处理： 

⚫ 通过 RDS 管理控制台查看 RDS 的性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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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应用程序有很大关系，使用命令查看当前数据库连接状态，比较本地数据库和

RDS 的差异。 

6.2.2 怎么解决查询运行缓慢的问题 

1. 通过查看慢 SQL 日志来确定是否存在运行缓慢的 SQL 查询以及各个查询的性能

特征（如果有），从而定位查询运行缓慢的原因。 

Microsoft SQL Server 可以通过查询 DMV 视图，从而定位查询运行缓慢的原因，

有关使用 DMV 的信息，请参见官网信息。 

2. 查看 RDS 实例的 CPU 使用率指标，协助定位问题。 

请参见 4.1.1 支持的监控指标。 

6.2.3 主备同步存在多长时间的延迟 

主机与备机的同步延迟是无法利用公式来计算的，它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 网络通信状况。 

⚫ 主机的事务压力，即主机每秒执行的事务量。 

⚫ 主机执行的事务大小，即一个事务要执行多久。 

⚫ 备机和只读实例的机器负载状况。 

如果主机在某个时间段压力非常大，每秒执行的事务量非常多，备机通常会出现延

迟。反之，延迟一般都是秒级。 

⚫ 对于 Microsoft SQL Server，目前无法查看。 

6.2.4 如何甄别数据库中数据被损坏 

⚫ 数据被篡改 

有很多安全措施保证只有经过认证的用户才能操作数据库表数据。另外 SSH 协议

对外不可访问。只能通过指定的数据库服务端口来访问数据库表。 

主备数据库在同步过程中有传输包校验功能，所以不会出现数据被篡改。MySQL

使用 InnoDB 引擎，不容易出现数据损坏。 

⚫ 可能会出现实例服务器突然停电，导致数据库有页损坏，数据库无法启动。这时

候 RDS 会故障切换进行服务。 

6.2.5 为什么数据表会丢失或数据被删除 

RDS 不会删除和操作用户的任何数据。出现这种情况，请检查是否为误操作，必要时

可利用已有备份恢复文件。 

目前可采取如下方式： 

⚫ 使用 RDS 实例的恢复功能。 

⚫ 将备份数据从弹性云服务器导入 RDS 数据库。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sql/relational-databases/system-dynamic-management-views/system-dynamic-management-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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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多台弹性云服务器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个 RDS 数据库 

在数据库的压力承载范围内，多台弹性云服务器 ECS 是可以使用同一个 RDS 来支撑业

务的。 

6.2.7 为什么自动备份会失败 

出现自动备份失败可能有以下原因： 

1. 网络环境稳定性不足。如网络延时、中断，系统会识别并延时半小时再次执行备

份，您也可以及时进行一次手动备份。 

2. 系统多任务执行复杂性。如任务等待、中止，系统会识别并延时半小时再次执行

备份，您也可以及时进行一次手动备份。 

3. 实例状态异常。如实例故障、状态变更中，系统会识别并在状态恢复正常后再次

执行备份，您也可以及时进行一次手动备份。 

4. 参数修改异常。如修改参数并关联实例后导致实例故障，您可以对比参数修改前

后的值是否正确、修改的参数是否存在关联参数需要一并修改、或者尝试恢复默

认参数重启实例。 

5. 导入数据异常。 

如导入数据不当导致系统表记录丢失： 

SQL Server 相关，您可以参考 5.1.3 导入数据重新导入数据。 

如果以上操作仍无法解决问题，请联系技术支持。 

6.2.8 删除 RDS 实例后数据库备份会怎样 

实例删除后，手动和自动备份会被同步删除。 

6.2.9 如果删除云帐号备份是否会被删除 

一旦删除云帐号，自动备份和手动备份的数据也随之删除。 

6.2.10 RDS 实例在扩容期间是否一直可用 

目前，RDS 支持磁盘扩容和 CPU/内存规格变更。 

⚫ 在磁盘扩容期间，RDS 实例一直可用，业务不受影响，但不允许删除和重启实

例。 

⚫ 在 CPU/内存规格变更期间，将会重启数据库服务，RDS 实例不可用，用户无法连

接实例。且在规格变更期间，该实例不可删除。 

6.2.11 RDS 支持读写分离吗 

RDS 支持读写分离，一个 RDS 实例中最多可创建 5 个只读实例。目前不支持 Proxy 代

理，需要在应用侧配置和分配读写请求，自行寻址。 

RDS for Microsoft SQL Server 不支持读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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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为什么重置密码后新密码没有生效 

可能原因 

密码重置发生在备份操作之后，执行恢复操作时，恢复为旧密码。 

定位思路 

密码重置之后是否执行了恢复操作。 

解决方法 

在 Console 页面，重新执行“重置密码”，具体请参见 4 重置管理员密码。 

6.2.13 为什么端口变更后实例状态异常 

现象描述 

⚫ 端口变更后该实例状态为“故障”。 

⚫ 使用变更后端口号无法连接实例。 

可能原因 

提交的数据库端口被临时占用。 

处理步骤 

使用该端口号，重试执行端口变更，请参见 3.6.2 修改数据库端口。 

⚫ 若变更成功，说明所需变更端口被临时占用，导致变更失败。 

⚫ 若仍然变更失败，请联系技术人员。 

6.3 连接访问类 

6.3.1 外部服务器能否访问 RDS 数据库 

外部服务器不能直接访问 RDS 数据库，访问方式如下： 

⚫ 在 VPC 中开通 VPN，通过 VPN 连接 RDS 数据库。 

⚫ 将 RDS 与 ECS 创建在同一个 VPC 下，通过 ECS 来访问 RDS 数据库。 

⚫ 对于开通公网访问功能的 RDS 实例，可以通过外网进行访问。 

6.3.2 什么是 RDS 数据库连接数 

数据库连接数表示应用程序可以同时连接到数据库的数量，与您的应用程序或者网站

能够支持的最大用户数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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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RDS 数据库实例支持的最大数据连接数是多少 

RDS 对此未做限制，取决于数据库引擎参数的默认值和取值范围，例如 MySQL 引擎

的 max_connections 和 max_user_connections 参数，用户可在参数组自定义。 

6.3.4 如何创建和连接 ECS 

1. 创建 ECS，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用户指南》。 

− 该 ECS 用于连接 RDS 实例，需要与准备使用的 RDS 实例处于同一 VPC 内。 

− 正确配置安全组，使得 ECS 可以通过“连接地址”访问 RDS 实例。 

2. 连接 ECS，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用户指南》中“登录弹性云服务器”的内容。 

6.3.5 ECS 无法连接到 RDS 实例的原因 

遇到该问题，参考以下步骤排查解决。 

步骤 1 先确认 ECS 实例和 RDS 实例是否在同一个 VPC。 

⚫ 如果在，执行步骤 2。 

⚫ 如果不在，需要重新创建 ECS 实例，使之和 RDS 实例在同一个 VPC 下。 

步骤 2 查看 ECS 实例是否添加安全组。 

⚫ 如果有，检查安全组的配置规则是否满足要求， 

Microsoft SQL Server 相关，请参见 2.3 创建实例中“安全组”的描述，然后执行

步骤 3。 

⚫ 如果没有，从 ECS 的实例详情页面，进入 VPC 页面，选择“安全组”，添加安全

组。 

步骤 3 在弹性云服务器 ECS 上，测试是否可以正常连接到 RDS 实例地址的端口。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默认端口为 1433。 

telnet <连接地址> {端口号} 

⚫ 如果可以通信，说明网络是正常的。 

⚫ 如果端口不通，请联系售后技术支持协助排查。 

----结束 

6.3.6 客户端问题导致连接失败 

客户端问题导致连接 RDS 失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 

1. 弹性云服务器 ECS 的安全策略 

对于 Windows 平台，可检查 Windows 的安全策略是否开放 RDS 端口。对于 Linux

平台，可使用 iptables 检查防火墙及端口的放行情况。 

2. 应用配置错误 

常见的有连接地址写错、端口参数配置错误和 JDBC 等的连接参数配置错误。 

3.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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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接数据库时出现类似如下错误，请检查用户名或密码是否正确。 

− [Warning] Access denied for user 'username'@'yourIp' (using password: NO) 

− [Warning] Access denied for user 'username'@'yourIp' (using password: YES) 

− Login failed for user 'username' 

 

如问题仍未解决，请联系售后技术支持。 

6.3.7 服务端问题导致连接失败 

RDS 服务端可能出现的问题如下，请依次进行检测。 

1. 连接方式有误。 

解决方法：检查连接方式。ECS 与 RDS 实例必须处于同一 VPC 内，且只能通过

ECS 连接。 

2. 连接数满。 

解决方法：通过 RDS 的资源监控功能查看连接数、CPU 使用率等指标是否正常。

如果达到上限，需要重启 RDS 实例数据库，断开实例连接或升级 RDS 实例规格

解决。 

3. 实例状态异常。比如实例重启卡住，RDS 系统故障，实例或表被锁定等。 

解决方法：尝试重启功能。如果无法解决，请联系售后技术支持。 

6.3.8 应用程序怎么访问 VPC 中的 RDS 实例 

您需要确保您的应用程序所在的 ECS 与 RDS 实例在同一个 VPC 和子网中。如果不

在，需要修改 VPC 中的路由表和网络 ACL，以确保应用程序所在的 ECS 能够访问

RDS 实例。 

6.3.9 访问 RDS 实例应该如何配置安全组 

以 ECS（IP：192.168.0.151）访问 RDS 实例（数据库连接地址：192.168.0.16:8635）为

例： 

通过 ECS 访问 RDS 实例时，ECS 安全组需要配置出规则，如图 6-1 所示。 

图6-1 ECS 安全组配置 

 

 

 

⚫ ECS 采用的安全组，需要保证出规则能连接 RDS 实例对应的 IP 以及端口，数据库客户端工

具的出端口是随机选取的，此处出规则针对端口不做限制。 

⚫ 用户登录 ECS 实例时，ECS 所用安全组也需要配置入规则，确保可正常登录。 

RDS 实例所用安全组，仅需保证入规则能识别 ECS 的 IP，且数据库连接端口地址放开

即可，如图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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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RDS 实例安全组配置 

 

 

6.3.10 应用程序是否需要支持自动重连数据库 

建议您的应用程序支持自动重连数据库，当数据库重启后，无需人工介入，应用会自

动恢复，提供更高的可用性。 

同时建议您的应用程序采用长连接方式连接数据库，以降低资源消耗，提高性能。 

6.3.11 RDS 支持导入哪些数据库引擎的数据 

⚫ 相同引擎数据库之间数据导入导出，称之为同构型数据库之间数据导入导出。 

⚫ 不同引擎数据库之间数据导入导出，称之为异构型数据库之间数据导入导出。例

如，从 Oracle 导入数据到 RDS 支持的数据库引擎。 

异构型数据库之间由于格式不同，不支持直接导入导出。但只要导入导出的格式

数据兼容，理论上，导入表数据也是可行的。 

异构型数据库之间数据导入导出，一般需要第三方软件，通过数据复制的方式来

实现。比如，先使用工具从 Oracle 中，以文本的格式导出表记录，然后利用 Load

语句导入到 RDS 支持的数据库引擎。 

6.3.12 将根证书导入 Windows 操作系统 

操作步骤 

1. 单击“开始”，运行框输入“MMC”，回车。 

2. 在 MMC 控制台菜单栏中单击“File”，选择“Add/Remove Snap-in”。 

3. 在“Add or Remove Snap-ins”对话框，选择“Available snap-ins”区域的

“Certificates”，单击“Add”添加证书。 

4. 在“Certificates snap-in”对话框，选择“Computer account”，单击“Next”。 

5. 在“Select computer”对话框，单击“Finish”。 

6. 在“Add or Remove Snap-ins”对话框，单击“OK”。 

7. 在 MMC 控制台，双击“Certificates”，右键单击“Trusted Root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选择“All Tasks”，单击“Import”。 

8. 单击“Next”。 

9. 单击“Browse”，将文件类型更改为“All files (*.*)”，找到下载的根证书 ca.pem

文件，单击“Open”，然后在向导中单击“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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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在浏览窗口中将文件类型更改为“All files (*.*)”才能执行此操作，因为“.pem”不是

标准证书扩展名。 

10. 单击“Next”。 

11. 单击“Finish”。 

12. 单击“OK”，完成根证书导入。 

6.3.13 如何安装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Microsoft SQL Server 官网提供了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的安装包。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应用程序只能在 Windows 环境运行。 

操作步骤 

步骤 1 获取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的安装包。 

请访问 Microsoft 网站，下载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步骤 2 将安装包上传到 ECS。 

步骤 3 双击安装包，按照向导完成安装。 

----结束 

6.3.14 如何确认 SSL 根证书的有效期 

如果您正在使用 SSL 连接 MySQL，执行如下命令查看证书有效期起止时间，判断证书

是否到期。 

show status like '%ssl_server%'; 

在证书到期前请及时更新根证书为最新版本： 

1. 下载新的根证书文件或根证书捆绑包。 

2. 重启实例以使新的根证书生效。 

3. 使用新的根证书文件或根证书捆绑包连接实例。 

 

用户证书即将到期时要及时更换正规机构颁发的证书，提高系统安全性。 

6.4 参数指标类 

6.4.1 通过控制台可以修改哪些参数项（Microsoft SQL Server） 

RDS 允许通过控制台修改的参数项如表 6-2。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sql/ssms/download-sql-server-management-studio-s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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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的默认参数组不允许修改，只可单击参数组名进行查看。当用户参数设置不合理导致数

据库无法启动时，可参考默认参数组重新配置。 

表6-2 参数项说明 

参数项 说明 

Ad Hoc Distributed Queries 选项用于提高包含许多一次性临时批处理的工作负荷

计划缓存的效率。如果该设置为 1，则数据库引擎将

在首次编译批处理时，在计划缓存中存储一个编译的

小计划存根，而不是存储完全编译的计划。这种情况

下不会让未重复使用的编译计划填充计划缓存，有助

于缓解内存压力。 

blocked process threshold (s) 指定阈值（以秒为单位），超过该阈值将生成阻塞的

进程报表。 

cost threshold for parallelism 指定 Microsoft SQL Server 创建和运行并行查询计划

的阈值。 

default full-text language 指定全文索引列的默认语言值。语言分析将对全文索

引的所有数据执行，并且取决于数据的语言。该选项

的默认值设置为服务器的语言。 

fill factor  (%) 设置服务器范围内的默认填充因子值，提供填充因子

是为了优化索引数据存储和性能。 

max degree of parallelism 当 Microsoft SQL Server 在具有多个微处理器或 CPU

的计算机上运行时，它将为每个并行计划执行检测最

佳并行度（即运行一个语句所使用的处理器数）。 

max server memory (MB) 服务器内存选项。使用 max server memory 服务器内

存选项，可以重新配置 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所

使用的缓冲池的内存量（MB）。微软默认情况下，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内存要求会根据可用系统资

源的情况动态变化。 

max server memory 的默认值=操作系统内存（MB）-

520（MB），可为它指定最小内存量 16MB。 

max worker threads 使用 max worker threads 可配置 Microsoft SQL Server

进程可使用的工作线程数。Microsoft SQL Server 使

用 Microsoft Windows 2000 和 Windows Server 2003

操作系统的本机线程服务，从而使一个或多个线程支

持 Microsoft SQL Server 同时支持的每一个网络，另

一个线程处理数据库检查点，而线程池则处理所有用

户。 

optimize for ad hoc workloads 针对即席工作负荷进行优化。该选项用于提高包含许

多一次性临时批处理的工作负荷计划缓存的效率。如

果该选项设置为 1，则数据库引擎将在首次编译批处

理时，在计划缓存中存储一个编译的小计划存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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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项 说明 

不是存储完全编译的计划。这种情况下不会让未重复

使用的编译计划填充计划缓存，从而有助于缓解内存

压力。 

query wait (s) query wait 选项可以指定一个查询在超时前等待所需

资源的时间（以秒为单位，范围为 0～

2147483647）。如果使用默认值-1 或指定-1，则可计

算出超时时间是估计查询开销的 25 倍。 

remote access 使用 remote access 选项可以从运行 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的本地或远程服务器上控制存储过程的执

行。 

⚫ 将 remote access 设置为 1，表示允许从远程服务

器执行本地存储过程，或从本地服务器执行远程

存储过程。 

⚫ 将此选项设置为 0（默认值）表示阻止本地存储

过程在远程服务器上执行，或远程存储过程在本

地服务器上执行。 

remote login timeout (s) 用于指定远程登录失败返回前等待的秒数。例如，如

果您尝试登录到一个远程服务器，而该服务器已关

闭，remote login timeout 可确保您在计算机停止登录

尝试前不必无限期地等待下去。 

remote query timeout (s) 使用 remote query timeout 选项可指定在 Microsoft 

SQL Server 超时之前，远程操作可以持续的时间

（秒）。默认值为 600，表示允许等待 10 分钟。该值

将应用到由作为远程查询的数据库引擎初始化的发送

连接。该值不会对数据库引擎接收的查询产生任何影

响。 

user connections 用于指定 Microsoft SQL Server 上允许同时建立的最

大用户连接数。Microsoft SQL Server 允许的最大用

户连接数为 32767。实际允许的用户连接数还取决于

正使用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版本以及应用程序和

硬件的限制。 

 

6.4.2 哪些参数设置不合理会导致数据库不可用（PostgreSQL） 

由于参数配置不合理导致数据库不可用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 参数取值范围和实例规格有关： 

参数 shared_buffers、max_connections 可配置的最大值和实例的实际物理内存大小

有关，设置不合理，会导致数据库不可用。 

⚫ 参数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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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参数 log_parser_stats、log_planner_stats 或 log_executor_stats 存在配置为

开启的情况，则需要将参数 log_statement_stats 配置为关闭，否则会导致数据

库不可用。 

− 参数 max_connections、autovacuum_max_workers 和 max_worker_processes 配

置需满足以下规则，否则会导致数据库不可用。 

max_connections 参数值 + autovacuum_max_workers 参数值 + 

max_worker_processes 参数值 + 1< 8388607 

 

各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PostgreSQL 官网。 

解决方法： 

1. 登录控制台，通过查询近期日志，确定错误的参数。 

2. 在参数配置页面，将参数值恢复成默认参数值，并重启数据库。 

3. 将除错误参数以外的其他参数值设置为恢复之前的参数值，并将配置错误的参数

调整为合理的参数值。 

6.4.3 用户平时需要关注实例的哪些监控指标 

用户需要关注的监控指标有：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磁盘空间利用率。 

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配置告警提示，当收到告警，可采取相应措施消除告警。 

配置示例： 

⚫ 如果在某段时间内（如 5min），CPU 的利用率出现多次（如 3 次）不低于某特定

值（如 90%）的情况，则发出相应 Cloud Eye 告警。 

⚫ 如果在某段时间内（如 5min），内存的利用率出现多次（如 4 次）不低于某特定

值（如 90%）的情况，则发出相应 Cloud Eye 告警。 

⚫ 如果在某段时间内（如 5min），磁盘的使用率出现多次（如 5 次）不低于某特定

值（如 85%）的情况，则发出相应 Cloud Eye 告警。 

 

Cloud Eye 告警详细配置方法，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南》中“告警规则管理”。 

采取措施： 

⚫ 收到与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有关的告警，通过实例规格变更分别增大 CPU、

内存，请参见 3.1.1 变更实例的 CPU 和内存规格。 

⚫ 收到与磁盘空间利用率有关的告警： 

− 调查磁盘空间消耗，查看是否可以从实例中删除数据或是将数据存档到其他

系统以释放空间。 

− 通过磁盘空间扩容增大磁盘空间，请参见 3.5.1 扩容磁盘。 

https://www.postgresql.org/docs/current/static/runtime-config.html


 6 常见问题 

 

 72 

 

6.5 网络及安全类 

6.5.1 RDS 有哪些安全保障措施 

网络 

⚫ RDS 可以设置所属 VPC，从而确保 RDS 实例与其他业务实现网络安全隔离。 

⚫ 使用安全组确保访问源为可信的。 

⚫ 使用 SSL 通道，确保数据传输加密。 

管理 

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 IAM），可以实现对

RDS 的管理权限控制。 

6.5.2 如何确保在 VPC 中运行的 RDS 实例的安全 

VPC 安全组可用来帮助确保 VPC 内 RDS 实例的安全。此外，通过网络访问控制列表

（ACL），可以允许或拒绝进入和退出各个子网的网络流量。 

6.5.3 如何保障 EIP 数据传输安全 

使用 EIP 连接数据库时，业务数据会在公网上进行传输，数据容易泄露，因此强烈建

议您使用 RDS 的 SSL 通道来对公网上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防止数据泄露。您也可以

借助云专线或 VPN 功能来完成数据传输通道的加密。 

6.5.4 如何防止任意源连接数据库 

⚫ 数据库开放 EIP 后，如果公网上的恶意人员获取到您的 EIP DNS 和数据库端口，

那么便可尝试破解您的数据库并进行进一步破坏。因此，强烈建议您保护好 EIP 

DNS、数据库端口、数据库帐号和密码等信息，并通过 RDS 实例的安全组限定源

IP，保障只允许可信源连接数据库。 

⚫ 为避免恶意人员轻易破解您的数据库密码，请按照 RDS 实例的密码策略设置足够

复杂度密码，并定期修改。 

 

⚫ RDS for Microsoft SQL Server 默认开启防暴力破解，不提供关闭防暴力破解的功能。 

6.6 存储类 

6.6.1 如何将 RDS 数据库备份到弹性云服务器上 

您可以通过导出 SQL 语句的方式将数据库备份到弹性云服务器 ECS 上。ECS 不限制

存放哪些数据，只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就行。您可以在 ECS 上存放数据库备份，但不

建议将 ECS 作为数据库备份空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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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RDS 能够保存多长时间的备份 

RDS 自动备份有效期根据用户设置的备份天数而定。备份空间不占用用户购买的数据

库空间。备份没有时间限制，且用户可根据需要进行删除。 

6.6.3 数据库在备份窗口中是否可用 

备份窗口是用户定义的时间段，在该时间段内 RDS 实例将进行备份。RDS 借助这些定

期数据备份，让您能够将 RDS 实例还原到保留期内的备份点。在备份时段期间，业务

不受影响，但不能在 RDS 控制台做重启操作。 

6.6.4 数据超过了 RDS 实例的最大存储容量怎么办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所需的存储容量超过最大分配量，解决措施如下： 

⚫ 扩容存储空间。 

⚫ 分库分表。 

6.6.5 哪些内容会占用用户所购买的 RDS 实例空间 

用户正常的数据（不包括备份数据），以及 RDS 实例正常运行所需的数据（比如系统

数据库、数据库回滚 日志、重做日志、索引等）。同时，包含如下 RDS 的必要日志文

件： 

⚫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产生的日志文件（Microsoft SQL Server 日志、默认的

Trace 文件和代理日志文件等）。 

这些文件保证 RDS 实例正常稳定地运行。 

6.6.6 用户申请的 RDS 实例磁盘空间会有哪些系统开销 

您申请的磁盘空间会有必要的文件系统开销，这些开销主要包括 inode、reserved 

block，以及数据库运行必需的空间。 

6.6.7 占用 RDS 磁盘空间的日志及文件有哪些 

占用 RDS 磁盘空间的日志及文件如下表： 

数据库引擎 文件类型 

Microsoft SQL 

Server 
日志文件：数据库的错误日志、事务日志文件和跟踪文件。 

数据文件：数据库内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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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改内容 

2018-11-01 ⚫ 根据界面优化更新创建实例、连接实例、新增只读实例、

扩容磁盘、变更实例 CPU 和内存、创建备份、恢复备份、

修改数据库端口、修改主密码、重启和释放实例的操作步

骤； 

⚫ 支持创建包年/包月模式的数据库实例； 

⚫ 支持公网访问并可绑定公网 IP； 

⚫ 支持切换主备高可用策略，选择优先可用性或可靠性 

⚫ 支持修改实例名称； 

⚫ 支持修改主备同步方式； 

⚫ 支持显示主备复制时延； 

⚫ 支持修改备份策略：允许用户定义备份周期； 

⚫ 支持备份恢复：允许用户看到当前实例的所有自动和手动

备份文件，并可以修改备份文件名，修改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