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翼云 3.0  数据库复制 

用户使用指南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计算分公司 



 目录  

I  

 

 目  录 

1 产品概述 ................................................................................................................................................................... 6 

1.1 产品定义 ................................................................................................................................................................................ 6 

1.2 应用场景 ................................................................................................................................................................................ 6 

1.3 产品优势 ................................................................................................................................................................................ 7 

1.4 功能特性 ................................................................................................................................................................................ 7 

1.5 常用概念 ................................................................................................................................................................................ 8 

1.6 安全建议 ................................................................................................................................................................................ 9 

1.7 数据库复制服务与其他服务关系 ................................................................................................................................ 10 

2 在线迁移快速入门 ................................................................................................................................................ 11 

2.1 登录控制台 .......................................................................................................................................................................... 11 

2.2 申请须知 .............................................................................................................................................................................. 11 

2.3 使用流程 .............................................................................................................................................................................. 13 

2.4 迁移任务状态 ..................................................................................................................................................................... 14 

2.5 创建迁移任务 ..................................................................................................................................................................... 15 

2.6 使用限制 .............................................................................................................................................................................. 22 

2.7 通过 VPC 网络迁移上云 ................................................................................................................................................. 24 



 目录  

II  

 

2.8 通过公网网络迁移上云 ................................................................................................................................................... 28 

2.9 通过 VPN 网络（专线网络）迁移上云 ..................................................................................................................... 31 

3 在线迁移管理 ........................................................................................................................................................ 35 

3.1 查看任务详情 ..................................................................................................................................................................... 35 

3.2 修改任务名称和描述 ....................................................................................................................................................... 35 

3.3 修改通知收件人 ................................................................................................................................................................. 36 

3.4 修改任务启动时间 ............................................................................................................................................................ 37 

3.5 查询迁移进度 ..................................................................................................................................................................... 37 

3.6 查看迁移日志 ..................................................................................................................................................................... 38 

3.7 对比迁移项 .......................................................................................................................................................................... 38 

3.8 编辑迁移任务 ..................................................................................................................................................................... 40 

3.9 重试迁移任务 ..................................................................................................................................................................... 42 

3.10 结束迁移任务 ..................................................................................................................................................................... 43 

3.11 删除迁移任务 ..................................................................................................................................................................... 44 

4 对接云审计服务 .................................................................................................................................................... 45 

4.1 支持审计操作的关键列表 .............................................................................................................................................. 45 

4.2 如何查看审计日志 ............................................................................................................................................................ 45 



 目录  

III  

 

5 临时用户 ................................................................................................................................................................. 47 

6 账户委托 ................................................................................................................................................................. 48 

7 HA 管理 ................................................................................................................................................................. 49 

8 预检查失败项修复方法 ........................................................................................................................................ 50 

8.1 源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 50 

8.2 目标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 51 

8.3 目标数据库是否可以连接到源数据库 ....................................................................................................................... 51 

8.4 目标数据库是否存在和源数据库同名的数据库 .................................................................................................... 52 

8.5 源数据库版本是否支持 ................................................................................................................................................... 53 

8.6 目标数据库版本是否支持 .............................................................................................................................................. 53 

8.7 版本是否符合从低到高或者同版本迁移 .................................................................................................................. 54 

8.8 目标数据库用户权限是否足够 ..................................................................................................................................... 54 

8.9 源数据库用户权限是否足够 ......................................................................................................................................... 55 

8.10 目标数据库磁盘可用空间是否足够............................................................................................................................ 56 

8.11 目标数据库是否冲突 ....................................................................................................................................................... 56 

8.12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字符集是否一致 .............................................................................................................. 57 

8.13 源数据库 BINLOG 日志是否开启 .................................................................................................................................. 58 



 目录  

IV  

 

8.14 源数据库 BINLOG 格式检查 ........................................................................................................................................... 58 

8.15 源数据库 BINLOG 保留时间检查 .................................................................................................................................. 59 

8.16 SSL 安全连接检查 ............................................................................................................................................................ 59 

8.17 源数据库参数 SERVER-ID是否符合增量迁移要求 ................................................................................................. 60 

8.18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表名大小写敏感性检查 .................................................................................................... 61 

8.19 源数据库 GTID 状态检查 ............................................................................................................................................... 61 

8.20 源数据库中是否存在非 ASCII 字符的表名 ............................................................................................................. 62 

8.21 源数据库中是否存在非 ASCII 字符的对象名称 .................................................................................................... 62 

8.22 TIME_ZONE 的一致性检查 .......................................................................................................................................... 62 

8.23 COLLATION_SERVER 的一致性检查 ....................................................................................................................... 63 

8.24 SERVER_UUID 的一致性检查 ..................................................................................................................................... 63 

8.25 数据库参数 SERVER_ID 的一致性检查 .................................................................................................................... 63 

8.26 源数据库的库名是否合法 .............................................................................................................................................. 64 

8.27 源数据库是否存在 MYISAM 表 .................................................................................................................................. 64 

8.28 数据库参数 SQL_MODE 的一致性检查 ......................................................................................................................... 64 

8.29 数据库参数 INNODB_STRICT_MODE 一致性检查.......................................................................................................... 65 

8.30 目标库是否存在只读实例 .............................................................................................................................................. 65 

8.31 校验源数据库参数 LOG_SLAVE_UPDATES ....................................................................................................................... 65 



 目录  

V  

 

8.32 BINLOG_ROW_IMAGE 参数是否为 FULL .......................................................................................................................... 66 

9 常见问题 ................................................................................................................................................................. 67 

9.1 通用型问题 .......................................................................................................................................................................... 67 

9.1.1 数据库复制服务是什么 .............................................................................................................................................. 67 

9.1.2 数据库复制服务的操作日志在哪里查看 ............................................................................................................. 67 

9.1.3 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哪些数据库迁移 .................................................................................................................. 67 

9.1.4 如何判断数据迁移任务可以停止 ........................................................................................................................... 68 

9.1.5 数据库复制服务是否支持关系型数据库的 HA 实例迁移 ............................................................................. 68 

9.1.6 数据库复制服务对源数据库有什么要求 ............................................................................................................. 68 

9.1.7 数据库复制服务对目标数据库有什么要求 ......................................................................................................... 68 

9.1.8 如何将源数据库的用户与权限导出，再导入到天翼云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 69 

9.2 网络及安全类 ..................................................................................................................................................................... 69 

9.2.1 数据库复制服务有哪些安全保障措施 .................................................................................................................. 69 

9.2.2 如何处理迁移过程中出现的网络中断 .................................................................................................................. 70 

9.2.3 迁移过程中会使用哪些数据库帐户 ....................................................................................................................... 70 

9.2.4 如何通过设置天翼云 VPC 安全组，允许天翼云 VPC 访问外部弹性 IP ................................................. 71 

10 修订记录 ................................................................................................................................................................. 72 



产品概述  

6  

 

1  产品概述 

1.1  产品定义 

 数据库复制（CT-DRS，Data Replication Service）是天翼云为上云用户提供的一种易用、稳定、高

效、用于数据库在线迁移的云服务，可解决多场景下数据库之间数据流通问题，满足数据传输业务需求，

同时减少数据传输成本。目前支持对关系型数据库的在线迁移，提供云下数据库迁移上云，跨云平台数据

库迁移至天翼云，天翼云 VPC 网络内数据库迁移，满足多种场景数据库迁移需求。 

 

1.2  应用场景 

通过数据库复制服务，您可以完成以下多种应用场景下的数据库迁移。 

数据库迁移上云场景 

在云上创建数据库后，面临对云下数据库迁移上云的需求，天翼云数据库复制服务通过增量迁移技

术，能够最大限度允许迁移过程中业务继续对外提供使用，有效将业务系统中断时间和业务影响最小化，

实现数据库平滑迁移上云。您能够简单、便捷完成云下数据库迁移上云。 

跨云平台数据库迁移 

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将其他云平台上的数据库的数据在线迁移至天翼云，可迁移的数据库类型包括：

关系型数据库服务。 

VPC 网络内数据库迁移 

通过数据库复制服务，您能够将自行搭建在弹性云服务器上的数据库，在线迁移至天翼云关系型数

据库服务。 

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数据库复制服务将已创建的天翼云关系型数据库在线迁移至天翼云关系型数据

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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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优势 

易操作 

操作便捷、简单，仅需按照提示步骤就能搭建完成数据库迁移任务，实现数据库的迁移“人人都

会”，启动并管理迁移任务，同时支持全量、增量在线迁移。 

周期短 

仅需分钟级就能搭建完成迁移任务，让整个环境搭建“高效快速”。 

低成本 

  通过服务化，免去专家人力成本，硬件成本，并允许按需购买，极具性价比，实现了“人人都

 能用上”服务； 

支持数据库不停机迁移，最小化迁移过程引起的业务中断时间窗口，业务成本低。 

低风险 

  通过提供丰富的数据辅助功能，迁移监控，数据一致性对比等多项特性，迁移过程中的进度及对

 比清晰可见，并大大提升迁移任务成功率，帮助用户“人人都能做好”数据库在线迁移。 

 

1.4  功能特性 

  

 同构数据库平滑迁移 

 支持数据库不停机迁移，最小化迁移过程引起的业务中断时间窗口； 

 支持同构数据库在线迁移，提供全量、增量迁移能力； 

 

多种数据库引擎 

支持其他云、本地 IDC、天翼云自建的 MySQL 数据库迁移上天翼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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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网络场景 

支持通过公网网络、天翼 VPN、天翼云 VPC 网络环境下的数据传输。 

 

多种辅助功能 

提供丰富的数据辅助功能：迁移监控，数据一致性对比等。 

 

1.5  常用概念 

数据库复制服务的常用概念包含：VPC 网络、VPN 网络、迁移日志、预检查、区域和可用区。 

VPC 网络 

基于虚拟私有云（Virtual Private Cloud，简称 VPC）网络的数据迁移是指在线迁移场景下，源数据

库与目标数据库属于同一个或者跨可通信虚拟网络内，不需要您额外搭建其他网络服务。 

VPN 网络 

基于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简称 VPN）的数据迁移是指在线迁移场景下，源数

据库与目标数据库属于同一个可通信的虚拟网络内，并且通过 VPN 在用户的其他数据中心和云平台

之间建立的一条符合行业标准的安全加密通信隧道，可将已有数据中心无缝扩展到云上。 

目前天翼云 VPN 只支持 IPSec VPN。 

专线网络 

专线网络是通过云专线服务将用户侧的数据中心连接至公有云 Region的虚拟私有云专线连接。您可

以利用专线网络建立云与数据中心的专线连接，享受高性能、低延迟、安全专用的数据网络。 

迁移实例 

迁移实例是帮助实现数据迁移的辅助型资源，存在于迁移任务的整个生命周期。数据复制服务可以通

过迁移实例连接源数据库，读取源数据，然后将数据复制到目标数据库中。 

迁移日志 

迁移日志是指数据库迁移过程中，数据库复制服务为您提供的包含警告、错误和提示等类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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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检查 

预检查是指在启动迁移任务之前，对可能影响迁移任务成功的因素及条件进行的检查。如果预检查项

失败，需要根据具体的修复方法进行修复后，重新进行预检查，直到预检查项全部通过才可启动迁移

任务。 

区域和可用区 

区域指数据库复制服务所在的物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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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复制服务可用于不同

地区。通过在不同地区开通数据库复制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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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内的数据库复制服务，可以保护您的应用程序不受单一位置故障的影响。 

 

1.6  安全建议 

为保障数据安全，建议您从数据加密、连接加密和数据库帐号安全等方面考虑。 

数据加密 

为了降低敏感信息和个人隐私数据泄露的风险，建议您先对这类数据进行加密，然后保存到数据库中。 

连接加密 

为了提升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建议您在应用程序与数据库实例建立连接时采用安全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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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Secure Sockets Layer，以下简称 SSL）方式。 

通过 SSL 方式连接 MySQL 实例的方法，请参考《关系型数据库快速入门》的“连接实例”章节。 

 

1.7  数据库复制服务与其他服务关系 

与关系型数据库的关系 

数据库复制服务可将已有自建数据库迁移到天翼云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关系型数据库用户指南》。 

目前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将如下场景的关系型数据库迁移到天翼云关系型数据库： 

⚫ VPC 网络 

⚫ VPN 网络 

⚫ 公网网络 

 

与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的关系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为数据库复制服务提供了权限管理功能。 

需要拥有数据库复制服务的 Administrator 权限后，您才能使用数据库复制服务。如需开通该权限，

请联系拥有 Security Administrator 权限的用户，或者申请具有数据库复制服务 Administrator 权限

的新用户。 

 

与云审计服务的关系 

云审计服务（Cloud Trace Service，以下简称 CTS）记录数据库复制服务相关的操作事件，方便您

日后的查询、审计和回溯。 

云审计服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云审计服务用户指南》。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qs-rds/zh-cn_topic_connect_inst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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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线迁移快速入门 

2.1  登录控制台 

前提条件： 

1、如果您尚未注册帐号，请至天翼云官网注册。并申请数据库复制服务的公测权限。 

2、如果您已注册帐号，并获得数据库复制的公测权限，可直接登录管理控制台，访问数据复制服务。 

操作步骤： 

1、登录管理控制台。 

2、单击管理控制台右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3、选择“数据库>数据复制服务”，进入数据复制服务信息页面。 

2.2  申请须知 

介绍创建数据库复制服务在线迁移任务之前的准备工作。 

数据库类型 

数据复制服务支持多种数据库类型的在线迁移，且只能在相同类型的数据库之间迁移，例如，从

MySQL 迁移至 MySQL 数据库。在进行在线迁移之前，请参见表 2-1、表 2-2 和表 2-3 确定完成数

据库的迁移准备工作。 

表 2-1 数据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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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向 源数据库类型 目标数据库类型 

MySQL->RDS for MySQL ⚫ 本地自建数据库 

⚫ ECS 自建数据库 

⚫ 其他云上数据库 

⚫ RDS for MySQL实例 

RDS for MySQL

实例 

迁移方式 

表 2-2 迁移方式 

数据流向 全量迁移 增量迁移 

MySQL->RDS for MySQL 支持 支持 

数据库版本 

表 2-3 数据库版本信息 

数据流向 源数据库版本 目标数据库版本 

MySQL->RDS 

for MySQL 

MySQL 5.5.x 

MySQL 5.6.x 

MySQL 5.7.x 

MySQL 5.5.x 

MySQL 5.6.x 

MySQL 5.7.x 

 

网络准备 

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通过多种模式的网络进行数据迁移，包括：VPC 网络、VPN 网络和公网网络。 

表 2-4 网络类型 

网络类型 申请须知 

VPC 网络 确定可用分区：目前只支持源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在同一个可用分

区，避免跨可用分区迁移的网络延迟。 

确定 VPC：VPC 提供了一个逻辑隔离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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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类型 申请须知 

源数据库可以和目标数据库实例在同一 VPC 内，也可以在不同 VPC

内。 

目标数据库实例所在的子网网段和源数据库所在的子网网段不能重

复或交叉。 

VPN 网络 用户需要确保本地数据中心和目标数据库所在 VPC 的 VPN 网络建

立连接，确保 VPN 网络可正常访问的前提下，再进行数据迁移。 

公网网络 ⚫ 如果目标数据库实例是以下数据库类型时，需要确定目标数据库

实例已经绑定弹性公网 IP（EIP），并且可以从公网网络访问源

数据库端口。 

MySQL： 

绑定弹性公网 IP 的具体操作请参考《关系型数据库快速入门》中

的“申请公网访问”章节。 

⚫ 在选择公网网络进行迁移时，如果没有开启 SSL 安全连接加密迁

移链路的功能，请确保待迁移的数据为非机密数据，再进行数据

迁移。 

 

2.3  使用流程 

介绍数据库复制服务的使用流程。 

图 2-1 迁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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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迁移任务状态 

在线迁移提供了多种任务状态，以便区分不同阶段的迁移任务。 

数据在线迁移任务的状态和说明，请参见表 2-5。 

表 2-5 在线迁移任务状态和说明 

状态 说明 

创建中 正在创建数据库复制服务需要用到的迁移实例 a。 

配置 迁移实例创建成功，但还没有启动任务，可以继续配置任务。 

冻结 账户余额小于或等于 0 元，系统对该用户下的实例进行冻结。 

等待启动 已经下发了定时启动迁移任务到迁移实例上，等待迁移实例启动任务。 

全量迁移 正在进行源数据库到目标数据库的全量迁移任务。 

增量迁移 持续进行从源数据库到目标数据库的增量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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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说明 

故障恢复 迁移实例发生故障，系统自动恢复迁移任务。 

结束任务 释放执行迁移任务所使用的迁移实例和资源。 

已结束 释放迁移任务所占迁移实例成功。 

a：迁移实例指实际负责迁移工作的数据库复制服务实例。数据库复制服务使用迁移实例连

接到源数据库，读取源数据，然后将数据库复制到目标数据库中。 

 
已删除的迁移任务在状态列表中不显示。 

2.5  创建迁移任务 

介绍通过数据库复制服务管理控制台配置在线迁移任务的流程及步骤。 

操作场景 

在数据库复制服务中，数据库迁移是通过任务的形式完成的，通过创建任务向导，可以完成任务信息

配置、任务创建。 

⚫ 目前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每个用户最多可创建 5 个在线迁移任务。 

⚫ 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用户通过 VPC 网络、VPN 网络、公网网络将数据库实例迁移至关系型数据

库服务。 

 

通过 VPN 网络迁移至关系型数据库或者文档数据库服务，用户需要确保源库所在网络和目标关系型数据库实例所在的

VPN 网络建立连接。 

前提条件 

⚫  请参考使用限制。 

⚫  已注册天翼云账号。 

⚫  账户余额大于等于 0 元。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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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单击管理控制台右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选择“数据库 > 数据库复制服务”，进入数据库复制服务管理控制台。 

步骤 4：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单击“创建迁移任务”，进入创建迁移任务页面。 

步骤 5：在“迁移实例”页面，填选任务名称、通知收件人信息、描述迁移实例信息，单击“下一步”。 

图 2-2 迁移实例信息 

 

 

表 2-6 任务和描述 

参数 描述 

任务名称 任务名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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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划线或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的特殊字符。 

通知收件人 该项为可选参数，开启后，需要填写手机号码或者邮箱作为指定收

件人。当迁移任务状态异常时，系统将发送通知给指定收件人。 

说明： 

收到确认短信或邮件之后，需要在 48 小时内处理，否则该功能订阅无效。 

描述 描述不能超过 256 位，且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在线迁移快速入门  

17  

 

表 2-7 迁移实例信息 

参数 描述 

源数据库引擎 选择 MySQL 

目标数据库引擎 选择 MySQL 

网络类型 默认为公网网络类型，可以选择 VPC 网络、VPN 网络、公网网络。 

⚫ VPC 网络：适合云上数据库之间的迁移。 

⚫ 公网网络：适合通过公网网络把其他云下或其他平台的数据库

迁移到目标数据库，该类型要求目标数据库绑定弹性公网 IP

（EIP）。 

⚫ VPN 网络：适合通过 VPN 网络，实现其他云下自建数据库与

云上数据库迁移、或云上跨 Region 的数据库之间的迁移。 

目标数据库实例 用户所创建的关系型数据库实例。 

 

步骤 6：在“源库及目标库”页面，迁移实例创建成功后，填选源库信息和目标库信息，建议您单击“源库

和目标库”处的“测试连接”，分别测试并确定与源库和目标库连通后，勾选协议，单击“下一步”。 

 

图 2-3 源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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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目标库信息 

 

表 2-8 源库信息 

参数 描述 

源库类型 源数据库引擎为 MySQL，源库类型可以选择“ECS 自建库”或者

“RDS 实例”。 

VPC 源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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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私有云。如何创建虚拟私有云，

请参见《虚拟私有云用户指南》中的“虚拟私有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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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源数据库实例的子

https://www.ctyun.cn/help/qslist/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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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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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地址或域名 源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域名。 

端口 源数据库服务端口，可输入范围为 1~65535 间的整数。 

数据库用户名 源数据库的用户名。 

数据库密码 源数据库的用户名所对应的密码。 

SSL 安全连接 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开启对迁移链路的加密，如果开

启，需要用户上传 SSL CA 根证书。 

 

 

源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域名、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会被系统加密暂存，直至删除该迁移任务后自动清除。 

仅 VPC 网络类型下的源库信息需要配置源库类型、VPC 和子网参数。 

表 2-9 目标库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库实例名称 默认为创建迁移任务时选择的关系型数据库实例或者文档数据库实

例，不可进行修改。 

数据库用户名 目标数据库对应的数据库用户名。 

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将被系统加密暂存，直至该任务删除后清除。 

 

步骤 7：在“迁移模式”页面，选择迁移模式和迁移对象，单击“下一步”。 

图 2-5 迁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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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量 

该模式为数据库一次性迁移，适用于可中断业务的数据库迁移场景，全量迁移将非系统数据库的全部

数据库对象和数据一次性迁移至目标端数据库，包括：表、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等。 

 

如果用户只进行全量迁移时，建议停止对源数据库的操作，否则迁移过程中源数据库产生的新数据不会同步到目标数

据库。 

全量+增量 

该模式为数据库持续性迁移，适用于对业务中断敏感的场景，通过全量迁移过程中完成的目标端数据库的初始化后，

增量迁移阶段通过捕抓日志，应用日志等技术，将远端和目标端数据库保持数据持续一致。 

 

选择“全量+增量”迁移模式，增量迁移可以在全量迁移完成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持续同步，无需中断业务，实现迁

移过程中源业务和数据库继续对外提供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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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在“预检查”页面，进行迁移任务预校验，校验是否可进行迁移。 

查看检查结果，如有失败的检查项，需要修复失败项后，单击“重新校验”按钮重新进行迁移任务

预校验。预检查失败项处理建议请参考《数据库复制服务用户指南》中的“预检查失败项修复方法”。 

预检查完成后，且所有检查项结果均成功时，单击“下一步”。 

图 2-6 预检查 

 

 

 

步骤 9：在“任务确认”页，选择迁移任务的启动时间，勾选协议，单击“启动任务”，提交迁移任务。 

图 2-7 任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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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迁移任务提交后，您可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查看并管理自己的任务。 

 

您可查看任务提交后的状态，状态请参见表 2-5。 

在任务列表的右上角，单击 刷新列表，可查看到最新的任务状态。 

2.6  使用限制 

数据复制服务在使用上有一些固定的限制，用来提高数据迁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进行正式的数据

迁移之前，请先阅读以确保各存储引擎已满足使用限制条件。 

数据库复制服务对于 MySQL 数据库的迁移有如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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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MySQL 数据库迁移限制 

功能 使用限制 

数据库权限设置 ⚫ 当为全量迁移时，源数据库帐户需要具备如下权限：SELECT、SHOW 

VIEW、EVENT。 

⚫ 当为全量+增量迁移时，源数据库帐户需要具备如下权限：SELECT、

SHOW VIEW、EVENT、LOCK TABLES、REPLICATION SLAVE、

REPLICATION CLIENT。 

⚫ 提供的目标数据库帐号必须拥有如下权限：SELECT。 

迁移操作 ⚫ 源数据库下的多个数据库只能一次迁移到相同的目标数据库，不支持分

批迁移。如果需要分批迁移，请提前规划多个目标数据库实例， 通过建

立多个迁移任务实现分批迁移。 

⚫ 迁移过程中，不允许添加、修改或删除源数据库所有用户的用户名、密

码、权限和源数据库端口号。 

⚫ 增量迁移场景下，不支持迁移数据库到已经创建只读实例的 MySQL 目标

数据库，也不支持在迁移过程中新建只读实例。 

⚫ 增量迁移场景下，不支持源数据库进行恢复操作。 

⚫ 在增量迁移阶段，为了保持数据一致性，不允许对正在迁移中的目标数

据库进行修改操作(包括但不限于 DDL、DML 操作)。 

⚫ 仅支持从低版本迁移到高版本。 

⚫ 由于 MySQL 本身限制，若源库的一次性 EVENT 设定的触发时间在迁移

开始前，该 EVENT 不会迁移到目标库。 

⚫ 对于本云内 RDS 实例迁移到 RDS 实例的场景，仅支持目标库是单实例。 

源数据库配置 ⚫ MySQL源数据库的 Binlog 日志必须打开，且 Binlog 日志格式必须为 Row

格式。 

⚫ 在磁盘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建议源数据库 Binlog 保存时间越长越好，建

议为 7 天。 

⚫ 增量迁移时，必须设置 MySQL 源数据库的 server－id。如果源数据库版

本为 MySQL5.6，server－id 的取值范围在 2－4294967296 之间；如果源

数据库版本为 MySQL5.5 和 MySQL5.7，server－id 的取值范围在 1－

4294967296 之间。 

⚫ 源数据库中的表名不能包含-'特殊字符以及中文。 

⚫ 源数据库中的库名不能包含@'#$,}^特殊字符以及中文。 

⚫ MySQL 源数据库建议开启 skip-name-resolve，减少连接超时的可能性。 

⚫ 源数据库 GTID 状态建议为开启状态。 

目标数据库配置 ⚫ 目标数据库实例的运行状态必须正常，若关系型数据库实例是主备实例，

复制状态也必须正常。 

⚫ 目标数据库实例必须有足够的磁盘空间。 

⚫ 除了 MySQL 系统数据库之外，目标数据库不能包含与源数据库同名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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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使用限制 

据库。 

⚫ 目标数据库的字符集必须与源数据库一致。 

⚫ 建议目标数据库的时区设置与源数据库一致。 

2.7  通过 VPC 网络迁移上云 

VPC网络适合云上数据库之间的迁移。在数据库复制服务中，数据库迁移是通过任务的形式完成的，

通过创建任务向导，可以完成任务信息配置、任务创建。 

本章节将介绍在 VPC网络场景下，通过数据库复制服务管理控制台创建在线迁移任务的步骤。迁移任

务创建成功后，您也可以通过数据库复制服务管理控制台，对任务进行管理。 

目前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每个用户最多可创建 5个在线迁移任务。 

前提条件 

⚫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 参见申请须知。 

⚫ 参见使用限制。 

操作步骤 

以下操作流程仅以 MySQL引擎为示例，详细介绍数据迁移任务的配置流程，其他存储引擎的配置流程

类似。 

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单击“创建迁移任务”，进入创建迁移任务页面。 

步骤 2：在“迁移实例”页面，填选任务名称、通知收件人信息、描述、迁移实例信息，单击“下

一步”。 

表 2-11 任务和描述 

参数 描述 

任务名称 任务名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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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划线或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的特殊字符。 

通知收件人 该项为可选参数，开启之后，需要填写手机号码或者邮箱作为指定收件人。当迁移任

务状态异常时，系统将发送通知给指定收件人。 

说明 

收到确认短信或邮件之后，需要在 48 小时内处理，否则该功能订阅无效。 

时延阈值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之间的同步有时会存在一个时间差，称为时延，单位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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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时延阈值设置是指时延超过一定的值后（时间阈值范围为 1—3600s），DRS 可以发

送通知给指定收件人。 

说明 

首次进入增量迁移阶段，会有较多数据等待同步，存在较大的时延，属于正常情况，不在此功能的

监控范围之内。 

描述 描述不能超过 256 位，且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表 2-12 迁移实例信息： 

参数 描述 

源数据库引擎 选择 MySQL。 

目标数据库引擎 选择 MySQL。 

网络类型 选择 VPC 网络。 

默认为公网网络类型，支持 VPC 网络、VPN 网络、专线网络、公网网络。 

⚫ VPC 网络：适合云上数据库之间的迁移。 

⚫ 公网网络：适合通过公网网络把其他云下或其他平台的数据库迁移到

目标数据库，该类型要求目标数据库绑定弹性 IP。 

⚫ VPN 网络：适合通过 VPN 网络，实现其他云下自建数据库与云上数据

库迁移、或云上跨 Region 的数据库之间的迁移。 

⚫ 专线网络：适合通过专线网络，实现其他云下自建数据库与云上数据

库迁移、或云上跨 Region 的数据库之间的迁移。 

目标数据库实例 用户所创建的关系型数据库实例。 

说明 

目标数据库不支持选择只读实例。 

 

步骤 3：在“源库及目标库”页面，迁移实例创建成功后，填选源库信息和目标库信息，建议您单

击“源库和目标库”处的“测试连接”，分别测试并确定与源库和目标库连通后，勾选协议，单击

“下一步”。 

 

源库类型分为 ECS 自建库和 RDS 实例，需要根据源数据库的实际来源选择相应的分类。两种场景下的参数配置不一

样，需要根据具体场景进行配置。 

⚫ 场景一：ECS 自建库源库信息配置 

表 2-13 ECS自建库源库信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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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源库类型 选择 ECS 自建库。 

VPC 源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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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或选择所需的虚拟私有云。如何创建虚拟私有云，请参见《虚拟私有云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虚拟私有云基本信息及默认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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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源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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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地址或域名 源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域名。 

端口 源数据库服务端口，可输入范围为 1~65535 间的整数。 

数据库用户名 源数据库的用户名。 

数据库密码 源数据库的用户名所对应的密码。 

SSL 安全连接 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开启对迁移链路的加密，如果开启，需要用

户上传 SSL CA 根证书。 

 

源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域名、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会被系统加密暂存，直至删除该迁移任务后自动清除。 

⚫ 场景二：RDS 实例源库信息配置 

表 2-14 RDS实例源库信息配置 

参数 描述 

源库类型 选择 RDS 实例。 

数据库实例名称 选择待迁移的关系型数据库实例作为源数据库实例。 

数据库用户名 源数据库实例的用户名。 

数据库密码 源数据库的用户名所对应的密码。 

⚫ 目标库信息配置 

表 2-15 目标库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库实例名称 默认为创建迁移任务时选择的关系型数据库实例，不可进行修改。 

数据库用户名 目标数据库对应的数据库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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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将被系统加密暂存，直至该任务删除后清除。 

步骤 4：在“迁移模式”页面，选择迁移模式和迁移对象，单击“下一步”。 

表 2-16 迁移模式和迁移对象 

参数 描述 

全量 该模式为数据库一次性迁移，适用于可中断业务的数据库迁移场景，全

量迁移将非系统数据库的全部数据库对象和数据一次性迁移至目标端

数据库，包括：表、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等。 

说明 

如果用户只进行全量迁移时，建议停止对源数据库的操作，否则迁移过程中源数据

库产生的新数据不会同步到目标数据库。 

全量+增量 该模式为数据库持续性迁移，适用于对业务中断敏感的场景，通过全量

迁移过程中完成的目标端数据库的初始化后，增量迁移阶段通过解析日

志等技术，将远端和目标端数据库保持数据持续一致。 

说明 

选择“全量+增量”迁移模式，增量迁移可以在全量迁移完成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

持续同步，无需中断业务，实现迁移过程中源业务和数据库继续对外提供访问。 

迁移对象 迁移对象选择的粒度可以为数据库全对象，对象迁移到目标数据库实

例后，对象名将会保持与源数据库实例对象名一致且无法修改。 

说明 

若选择部分数据库进行迁移时，由于触发器、存储过程、视图等对象可能与其他数

据库的表存在依赖关系，若所依赖的表未迁移，则会导致迁移失败。建议您在

迁移之前进行确认，或选择全部数据库进行迁移。 

步骤 5：在“预检查”页面，进行迁移任务预校验，校验是否可进行迁移。 

⚫ 查看检查结果，如有失败的检查项，需要修复失败项后，单击左上角“重新校验”按钮重新进行迁

移任务预校验。 

预检查失败项处理建议请参见“预检查失败项修复方法”章节。 

⚫ 预检查完成后，且所有检查项结果均成功时，单击“下一步” 

 

所有检查项结果均成功时，若存在告警，需要阅读并确认告警详情后才可以继续执行下一步操作。 

步骤 6：在“任务确认”页面，设置迁移任务的启动时间，并确认迁移任务信息无误后，勾选协议，

单击“启动任务”，提交迁移任务。 

 

⚫ 迁移任务的启动时间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设置为“立即启动”或“稍后启动”。 

⚫ 预计迁移任务启动后，会对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性能产生影响，建议选择业务低峰期，合理设置迁移任务的

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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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任务过程中目标数据库将被重启一次，可能会中断数据库业务的使用。 

步骤 7：迁移任务提交后，您可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查看并管理自己的任务。 

⚫ 您可查看任务提交后的状态，状态请参见任务状态。 

⚫ 在任务列表的右上角，单击 刷新列表，可查看到最新的任务状态。 

2.8  通过公网网络迁移上云 

公网网络适合把其他云下或其他平台的数据库迁移到目标数据库。在数据库复制服务中，数据库迁移

是通过任务的形式完成的，通过创建任务向导，可以完成任务信息配置、任务创建。 

本章节将介绍在公网网络场景下，通过数据库复制服务管理控制台创建在线迁移任务的步骤。迁移任

务创建成功后，您也可以通过数据库复制服务管理控制台，对任务进行管理。 

目前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每个用户最多可创建 5个在线迁移任务。 

前提条件 

⚫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 参见申请须知。 

⚫ 参见使用限制。 

操作步骤 

以下操作流程仅以 MySQL引擎为示例，详细介绍数据迁移任务的配置流程，其他存储引擎的配置流程

类似。 

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单击右上角“创建迁移任务”，进入创建迁移任务页面。 

步骤 2：在“迁移实例”页面，填选任务名称、通知收件人信息、描述、迁移实例信息，单击“下

一步”。 

表 2-17 任务和描述 

参数 描述 

任务名称 任务名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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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划线或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的特殊字符。 

通知收件人 该项为可选参数，开启之后，需要填写手机号码或者邮箱作为指定收件人。当迁

移任务状态异常时，系统将发送通知给指定收件人。 

说明 

收到确认短信或邮件之后，需要在 48 小时内处理，否则该功能订阅无效。 

时延阈值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之间的同步有时会存在一个时间差，称为时延，单位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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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时延阈值设置是指时延超过一定的值后（时间阈值范围为 1—3600s），DRS 可

以发送通知给指定收件人。 

说明 

首次进入增量迁移阶段，会有较多数据等待同步，存在较大的时延，属于正常情况，不在此

功能的监控范围之内。 

描述 描述不能超过 256 位，且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表 2-18 迁移实例信息 

参数 描述 

源数据库引擎 选择 MySQL。 

目标数据库引擎 选择 MySQL。 

网络类型 默认为公网网络类型，可按照需求选择 VPC 网络、VPN 网络、专线网

络、公网网络。 

⚫ VPC 网络：适合云上数据库之间的迁移。 

⚫ 公网网络：适合通过公网网络把其他云下或其他平台的数据库迁

移到目标数据库，该类型要求目标数据库绑定弹性公网 IP（EIP）。 

⚫ VPN 网络：适合通过 VPN 网络，实现其他云下自建数据库与云上

数据库迁移、或云上跨 Region 的数据库之间的迁移。 

⚫ 专线网络：适合通过专线网络，实现其他云下自建数据库与云上

数据库迁移、或云上跨 Region 的数据库之间的迁移。 

目标数据库实例 

 

用户所创建的关系型数据库实例。 

说明 

目标数据库不支持选择只读实例。 

步骤 3：在“源库及目标库”页面，待迁移实例创建成功后，填选源库信息和目标库信息，建议您

单击“源库和目标库”处的“测试连接”，分别测试并确定与源库和目标库连通后，勾选协议，单

击“下一步”。 

表 2-19 源库信息 

参数 描述 

IP 地址或域名 源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域名。 

端口 源数据库服务端口，可输入范围为 1~65535 间的整数。 

数据库用户名 源数据库的用户名。 

数据库密码 源数据库的用户名所对应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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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SSL 安全连接 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开启对迁移链路的加密，如果开启，需

要用户上传 SSL CA 根证书。 

 

源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域名、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会被系统加密暂存，直至删除该迁移任务后自动清除。 

⚫ 目标库信息配置 

表 2-20 目标库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库实例名称 默认为创建迁移任务时选择的关系型数据库实例，不可进行修改。 

数据库用户名 目标数据库对应的数据库用户名。 

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将被系统加密暂存，直至该任务删除后清除。 

步骤 4：在“迁移模式”页面，选择迁移模式和迁移对象，单击“下一步”。 

表 2-21 迁移模式和迁移对象 

参数 描述 

全量 该模式为数据库一次性迁移，适用于可中断业务的数据库迁移场景，全量迁

移将非系统数据库的全部数据库对象和数据一次性迁移至目标端数据库，包

括：表、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等。 

说明 

如果用户只进行全量迁移时，建议停止对源数据库的操作，否则迁移过程中源数据库产生

的新数据不会同步到目标数据库。 

全量+增量 该模式为数据库持续性迁移，适用于对业务中断敏感的场景，通过全量迁移

过程中完成的目标端数据库的初始化后，增量迁移阶段通过解析日志等技术，

将远端和目标端数据库保持数据持续一致。 

说明 

选择“全量+增量”迁移模式，增量迁移可以在全量迁移完成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持续同

步，无需中断业务，实现迁移过程中源业务和数据库继续对外提供访问。 

迁移对象 迁移对象选择的粒度可以为数据库全对象，对象迁移到目标数据库实例后，

对象名将会保持与源数据库实例对象名一致且无法修改。 

说明 

若选择部分数据库进行迁移时，由于触发器、存储过程、视图等对象可能与其他数据库的

表存在依赖关系，若所依赖的表未迁移，则会导致迁移失败。建议您在迁移之前进行确认，

或选择全部数据库进行迁移。 

步骤 5：在“预检查”页面，进行迁移任务预校验，校验是否可进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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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检查结果，如有失败的检查项，需要修复失败项后，单击左上角“重新校验”按钮重新进行迁

移任务预校验。 

预检查失败项处理建议请参见“预检查失败项修复方法”章节。 

⚫ 预检查完成后，且所有检查项结果均成功时，单击“下一步” 

 

所有检查项结果均成功时，若存在告警，需要阅读并确认告警详情后才可以继续执行下一步操作。 

步骤 6：在“任务确认”页面，设置迁移任务的启动时间，并确认迁移任务信息无误后，勾选协议，

单击“启动任务”，提交迁移任务。 

 

⚫ 迁移任务的启动时间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设置为“立即启动”或“稍后启动”。 

⚫ 预计迁移任务启动后，会对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性能产生影响，建议选择业务低峰期，合理设置迁移任务的

启动时间。 

⚫ 启动任务过程中目标数据库将被重启一次，可能会中断数据库业务的使用。 

步骤 7：迁移任务提交后，您可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查看并管理自己的任务。 

⚫ 您可查看任务提交后的状态，状态请参见任务状态。 

⚫ 在任务列表的右上角，单击 刷新列表，可查看到最新的任务状态。 

2.9  通过 VPN 网络（专线网络）迁移上云 

VPN网络（专线网络）适合通过 VPN网络（专线网络），实现其他云下自建数据库与云上数据库迁移、

或云上跨 Region的数据库之间的迁移。 

在数据库复制服务中，数据库迁移是通过任务的形式完成的，通过创建任务向导，可以完成任务信息

配置、任务创建。 

本章节将介绍在 VPN网络（专线网络）场景下，通过数据库复制服务管理控制台创建在线迁移任务的

步骤。迁移任务创建成功后，您也可以通过数据库复制服务管理控制台，对任务进行管理。 

目前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每个用户最多可创建 5个在线迁移任务。 

 前提条件 

⚫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 参见申请须知。 

⚫ 参见使用限制。 

操作步骤 

⚫ 以下操作流程仅以 MySQL 引擎为示例，详细介绍数据迁移任务的配置流程，其他存储引擎的配

置流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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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单击“创建迁移任务”，进入创建迁移任务页面。 

步骤 2：在“迁移实例”页面，填选任务名称、通知收件人信息、描述、迁移实例信息，单击“下一

步”。 

表 2-22 任务和描述 

参数 描述 

任务名称 任务名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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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划线或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的特殊字符。 

通知收件人 该项为可选参数，开启之后，需要填写手机号码或者邮箱作为指定收件人。

当迁移任务状态异常时，系统将发送通知给指定收件人。 

说明 

收到确认短信或邮件之后，需要在 48 小时内处理，否则该功能订阅无效。 

时延阈值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之间的同步有时会存在一个时间差，称为时延，单

位为秒。 

时延阈值设置是指时延超过一定的值后（时间阈值范围为 1—3600s），DRS

可以发送通知给指定收件人。 

说明 

首次进入增量迁移阶段，会有较多数据等待同步，存在较大的时延，属于正常情况，不在

此功能的监控范围之内。 

描述 描述不能超过 256 位，且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表 2-23 迁移实例信息 

参数 描述 

源数据库引擎 选择 MySQL。 

目标数据库引擎 选择 MySQL。 

网络类型 选择 VPN、专线网络。 

默认为公网网络类型，支持 VPC 网络、VPN 网络、专线网络、公网

网络。 

⚫ VPC 网络：适合云上数据库之间的迁移。 

⚫ 公网网络：适合通过公网网络把其他云下或其他平台的数据库迁移到

目标数据库，该类型要求目标数据库绑定弹性公网 IP（EIP）。 

⚫ VPN 网络：适合通过 VPN 网络，实现其他云下自建数据库与云上数据

库迁移、或云上跨 Region 的数据库之间的迁移。 

⚫ 专线网络：适合通过专线网络，实现其他云下自建数据库与云上数据

库迁移、或云上跨 Region 的数据库之间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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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目标数据库实例 用户所创建的关系型数据库实例。 

说明 

目标数据库不支持选只读实例。 

步骤 3：在“源库及目标库”页面，待迁移实例创建成功后，填选源库信息和目标库信息，建议您单

击“源库和目标库”处的“测试连接”，分别测试并确定与源库和目标库连通后，勾选协议，单击“下

一步”。 

表 2-24 源库信息 

参数 描述 

IP 地址或域名 源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域名。 

端口 源数据库服务端口，可输入范围为 1~65535 间的整数。 

数据库用户名 源数据库的用户名。 

数据库密码 源数据库的用户名所对应的密码。 

SSL 安全连接 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开启对迁移链路的加密，如果开启，

需要用户上传 SSL CA 根证书。 

 

源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域名、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会被系统加密暂存，直至删除该迁移任务后自动清除。 

⚫ 目标库信息配置 

表 2-25 目标库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库实例名称 默认为创建迁移任务时选择的关系型数据库实例，不可进行修改。 

数据库用户名 目标数据库对应的数据库用户名。 

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将被系统加密暂存，直至该任务删除后清除。 

步骤 4：在“迁移模式”页面，选择迁移模式和迁移对象，单击“下一步”。 

表 2-26 迁移模式和迁移对象 

参数 描述 

全量 该模式为数据库一次性迁移，适用于可中断业务的数据库迁移场景，全量

迁移将非系统数据库的全部数据库对象和数据一次性迁移至目标端数据

库，包括：表、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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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说明 

如果用户只进行全量迁移时，建议停止对源数据库的操作，否则迁移过程中源数据库产生

的新数据不会同步到目标数据库。 

全量+增量 该模式为数据库持续性迁移，适用于对业务中断敏感的场景，通过全量迁

移过程中完成的目标端数据库的初始化后，增量迁移阶段通过解析日志等

技术，将远端和目标端数据库保持数据持续一致。 

说明 

选择“全量+增量”迁移模式，增量迁移可以在全量迁移完成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持续同

步，无需中断业务，实现迁移过程中源业务和数据库继续对外提供访问。 

迁移对象 迁移对象选择的粒度可以为数据库全对象，对象迁移到目标数据库实例后，

对象名将会保持与源数据库实例对象名一致且无法修改。 

说明 

若选择部分数据库进行迁移时，由于触发器、存储过程、视图等对象可能与其他数据库的

表存在依赖关系，若所依赖的表未迁移，则会导致迁移失败。建议您在迁移之前进行确认，

或选择全部数据库进行迁移。 

步骤 5：在“预检查”页面，进行迁移任务预校验，校验是否可进行迁移。 

⚫ 查看检查结果，如有失败的检查项，需要修复失败项后，单击左上角“重新校验”按

钮重新进行迁移任务预校验。 

预检查失败项处理建议请参见“预检查失败项修复方法”章节。 

⚫ 预检查完成后，且所有检查项结果均成功时，单击“下一步” 

 

所有检查项结果均成功时，若存在告警，需要阅读并确认告警详情后才可以继续执行下一步操作。 

步骤 6：在“任务确认”页面，设置迁移任务的启动时间，并确认迁移任务信息无误后，勾选协议，

单击“启动任务”，提交迁移任务。 

 

⚫ 迁移任务的启动时间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设置为“立即启动”或“稍后启动”。 

⚫ 预计迁移任务启动后，会对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性能产生影响，建议选择业务低峰期，

合理设置迁移任务的启动时间。 

⚫ 启动任务过程中目标数据库将被重启一次，可能会中断数据库业务的使用。 

步骤 7： 迁移任务提交后，您可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查看并管理自己的任务。 

⚫ 您可查看任务提交后的状态，状态请参见任务状态。 

⚫ 在任务列表的右上角，单击 刷新列表，可查看到最新的任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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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线迁移管理 

 

数据库复制服务提供可视化任务管理平台，支持通过控制台进行对比迁移项、查询迁移进度、查看迁

移日志、编辑迁移任务、重试迁移任务以及结束迁移任务等多项操作管理。 

 

3.1  查看任务详情 

在线迁移任务的配置信息，包括任务信息、迁移实例信息和迁移信息。 

迁移任务创建成功后，可查看当前迁移任务的详细信息 。 

前提条件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界面，选择指定的迁移任务，单击任务名称。 

步骤 2：在“基本信息”页签，查看当前迁移任务的详细信息。 

您可查看到当前迁移任务下对应的任务信息、迁移实例信息和迁移信息。 

 

3.2  修改任务名称和描述 

每个迁移任务都可以设置任务名称和描述，以方便区分和识别迁移任务。 

迁移任务创建成功后，可修改迁移任务的名称及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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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迁移任务，单击任务名称。 

步骤 2：在“基本信息”页签“任务信息”模块的“任务名称”处，单击 ，修改任务名称。 

单击 ，提交修改。任务名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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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划线或下划线，不能包含其他的特殊字符。 

单击 ，取消修改。 

 修改完成后，可在“基本信息”页签下查看修改结果。 

步骤 3：在“基本信息”页签“任务信息”模块的“描述”处，单击 ，修改任务描述。 

单击 ，提交修改。描述不能超过 256位，且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单击 ，取消修改。 

修改完成后，可在“基本信息”页签下查看修改结果。 

 

3.3  修改通知收件人 

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将手机号和邮箱作为通知收件人信息。 

迁移任务创建成功后，可修改在线迁移任务的通知收件人信息，当迁移任务状态异常时，以方便系统

发送通知给指定收件人。 

 前提条件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选择指定的迁移任务，单击任务名称。 

步骤 2：在“基本信息”页签“任务信息”模块处，选择需要修改的收件人手机号或者收件人邮箱，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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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通知收件人信息。 

单击 ，提交修改。 

单击 ，取消修改。 

 

收件人手机号和邮箱最多支持填写 3 个，多个手机号或者邮箱之间需要使用英文逗号隔开。 

修改完成后，可在“基本信息”页签下查看修改结果。 

 

3.4  修改任务启动时间 

任务启动时间的设置，方便您在合适的时间段启动迁移任务。 

对于“等待启动”的迁移任务，您可以修改迁移任务的启动时间。 

前提条件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界面，选中指定迁移任务，单击任务名称。 

步骤 2：在“基本信息”页签“任务信息”模块的“计划启动时间”处，单击“修改”，选择指定时间，单击“确

定”。 

修改完成后，可在“基本信息”页签下查看修改结果。 

3.5  查询迁移进度 

全量迁移过程中，可通过查看迁移进度，了解全量迁移完成的情况。 

前提条件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界面，选中指定迁移任务，单击任务名称。 

步骤 2：在“迁移进度”页签，查看表迁移进度。 

对于 MySQL 数据库，可通过全量迁移完成剩余时间，来判断全量迁移完成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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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进度主要展示的是全量迁移进度，当全量迁移完成时，显示全量迁移已完成 100%。 

 
目前仅 MySQL 支持显示全量迁移完成剩余时间。 

如果您选择的是“全量+增量”的迁移模式，当全量迁移完成后，开始进行增量迁移，可在“迁移进度”

页签下，查看增量迁移同步时延，当时延为 0s 时，说明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数据是实时同步的。 

对于以下迁移状态的任务，如果任务失败，可单击“迁移进度”页签下的“重试”按钮，重新提交迁

移任务。 

全量迁移 

增量迁移 

 
增量迁移失败的任务，系统默认进行三次自动重试，若三次重试后仍无法恢复增量迁移，可手动进行重试。 

3.6  查看迁移日志 

迁移日志记录了数据迁移过程中的信息，包含警告、错误和提示等类型的信息。 

迁移过程中，可以通过查看迁移日志信息，帮助您分析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前提条件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操作步骤： 

  

步骤 1：选择“数据库 > 数据库复制服务”，进入数据库复制服务管理控制台。 

步骤 2：在“在线迁移管理”界面，选中指定迁移任务，单击任务名称。 

步骤 3：在“迁移日志”页签，查看当前迁移任务的日志。 

您可查看到日志对应的时间，级别和描述。 

3.7  对比迁移项 

对比迁移项可以清晰反馈出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数据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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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可能减少业务的影响和业务中断时间，数据库在线迁移场景下，建议按照如下流程进行迁移对

比，以便确定最佳的业务割接时机。 

图 3-1 迁移对比流程 

 

 

迁移对比功能支持对象级对比和数据级对比。 

对象级对比：支持对数据库、事件、索引、表、视图、存储过程和函数、触发器等对象进行对比。 

数据级对比：支持对表或者集合的行数和内容进行对比。 

前提条件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界面，选中指定迁移任务，单击任务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签。 

步骤 2：单击“迁移对比”页签，进入“迁移对比”信息页面，对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对比分

析。 

对象级对比有如下两种操作方法： 

方法一：单击迁移对比须知处“对象检查”，进入“对象级对比”页签，查看各个对比项的对比结果。 

方法二：单击迁移对比页面下的“对象级对比”，查看各个对比项的对比结果。 

若需要查看对比项的对比结果详情，可单击指定对比项操作列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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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级对比有如下两种操作方法： 

方法一：单击迁移对比须知处的“全面检查”或者“割接复查”，进入创建对比任务页面，选择“对

比类型”、“对比时间”和“对象选择”，单击“确定”，提交对比任务。 

方法二：单击迁移对比页面下的“数据级对比”，然后单击“创建对比任务”，选择“对比类型”、

“对比时间”和“对象选择”，单击“确定”，提交对比任务。 

 

目前仅 MySQL引擎支持内容对比。 

仅增量迁移的任务可进行数据级对比。 

对比任务提交成功后，返回“数据级对比”页签，单击 刷新列表，可以查看到所选对比类型的对

比结果。 

若需要查看对比类型详情，可单击指定对比类型操作列的“查看对比报表”，然后选择需要进行对比

的数据库，单击操作列的“查看详情”，查看指定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对比结果详情。 

 

已取消的对比任务也支持查看对比报表 

3.8  编辑迁移任务 

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对迁移任务的配置信息进行修改，包括任务信息、迁移实例信息和迁移信息。 

创建迁移实例后，对于“配置”状态的任务，您可再次编辑并提交迁移任务。 

前提条件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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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方式一： 

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的迁移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任务，单击操作列“编辑”按钮。 

步骤 2：在“源库及目标库”页面，填写源库和目标库信息，单击“下一步”。 

步骤 3：在“迁移模式”页面，选择迁移模式和迁移对象，单击“下一步”。 

表 3-1 迁移模式和迁移对象 

参数 描述 

全量 该模式为数据库一次性迁移，适用于可中断业务的数据库迁移场景，全量迁移

将非系统数据库的全部数据库对象和数据一次性迁移至目标端数据库，包括：

表、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等。 

说明 

如果用户只进行全量迁移时，建议停止对源数据库的操作，否则迁移过程中源数据库产生的

新数据不会同步到目标数据库。 

全量+增量 该模式为数据库持续性迁移，适用于对业务中断敏感的场景，通过全量迁移过

程中完成的目标端数据库的初始化后，增量迁移阶段通过解析日志等技术，将

远端和目标端数据库保持数据持续一致。 

说明 

选择“全量+增量”迁移模式，增量迁移可以在全量迁移完成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持续同步，

无需中断业务，实现迁移过程中源业务和数据库继续对外提供访问。 

迁移对象 迁移对象选择的粒度可以为数据库全对象，对象迁移到目标数据库实例后，对

象名将会保持与源数据库实例对象名一致且无法修改。 

说明 

若选择部分数据库进行迁移时，由于触发器、存储过程、视图等对象可能与其他数据库的表

存在依赖关系，若所依赖的表未迁移，则会导致迁移失败。建议您在迁移之前进行确认，或

选择全部数据库进行迁移。 

步骤 4：在“预检查”页面，进行迁移任务预校验，校验是否可进行迁移。 

⚫ 查看检查结果，如有失败的检查项，需要修复失败项后，单击左上角“重新校验”按钮重新进行迁

移任务预校验。 

预检查失败项处理建议请参见“预检查失败项修复方法”章节。 

⚫ 预检查完成后，且所有检查项结果均成功时，单击“下一步” 

 

所有检查项结果均成功时，若存在告警，需要阅读并确认告警详情后才可以继续执行下一步操作。 

 

步骤 5：在“任务确认”页面，设置迁移任务的启动时间，并确认迁移任务信息无误后，勾选协议，

单击“启动任务”，提交迁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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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移任务的启动时间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设置为“立即启动”或“稍后启动”。 

⚫ 预计迁移任务启动后，会对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性能产生影响，建议选择业务低峰期，

合理设置迁移任务的启动时间。 

⚫ 启动任务过程中目标数据库将被重启一次，可能会中断数据库业务的使用。 

步骤 6：迁移任务提交后，您可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查看并管理自己的任务。 

⚫ 您可查看任务提交后的状态，状态请参见任务状态。 

⚫ 在任务列表的右上角，单击 刷新列表，可查看到最新的任务状态。 

方式二： 

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界面，选择指定迁移任务，单击任务名称。 

步骤 2：单击“进入”，进入“源库及目标库”页面。 

3.9  重试迁移任务 

迁移过程中由于不确定因素导致迁移任务失败，可通过重试功能，重新提交迁移任务。 

对于以下迁移状态的任务，若迁移失败可以进行重试。 

全量迁移 

增量迁移 

 增量迁移失败的任务，系统默认进行三次自动重试，若三次重试后仍无法恢复增量迁移，可手动

进行重试。 

前提条件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操作步骤 

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的迁移列表中，选择要启动的任务，单击“重试”，重新提交迁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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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结束迁移任务 

业务系统和数据库切换至目标数据库后，可选择结束迁移任务。 

对于需要恢复目标数据库或停止迁移的任务，您可选择结束任务，避免源数据库的操作继续同步到目

标数据库，造成数据覆盖问题。 

如下状态下的任务可以结束迁移： 

创建中 

配置 

等待启动 

全量迁移 

增量迁移 

结束任务 

故障恢复 

 

任务结束后无法重试。 

前提条件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的迁移列表中，选择要结束的迁移任务，单击“结束”。 

步骤 2：在弹出框中单击“确定”，提交结束任务。 

 

结束迁移任务过程中，目标数据库将被重启一次，可能会中断应用程序和目标数据库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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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删除迁移任务 

对于已结束的迁移任务，您可选择删除任务。 

被删除后的任务将不会再出现在任务列表中。 

前提条件 

已登录数据库复制服务控制台。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在线迁移管理”页面的迁移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任务，单击“删除”。 

步骤 2：单击“确定”，提交删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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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接云审计服务 

云审计服务记录数据库复制服务相关的操作事件，方便您日后的查询、审计和回溯。 

4.1  支持审计操作的关键列表 

介绍云审计服务记录的数据库复制服务相关事件。 

表 4-1 云审计服务支持的数据库复制服务操作列表 

操作名称 资源类型 事件名称 

创建任务 job createJob 

编辑任务 job modifyJob 

删除任务 job deleteJob 

启动任务 job startJob 

重试任务 job retryJob 

4.2  如何查看审计日志 

审计日志记录了数据库复制服务资源的操作记录。 

操作场景： 

在您开启开通了云审计服务后，系统开始记录云服务资源的操作。云审计服务管理控制台保存最近 7

天的操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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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介绍如何在云审计服务管理控制台查看最近 7 天的操作记录。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 2：在管理控制台右上角单击 图标，选择区域和项目。 

步骤 3：单击“服务列表”，选择“管理与部署 > 云审计服务”，进入云审计服务信息页面。 

步骤 4：单击左侧导航树的“事件列表”，进入事件列表信息页面。 

步骤 5：事件列表支持通过筛选来查询对应的操作事件。当前事件列表支持四个维度的组合查询，详

细信息如下： 

事件来源、资源类型和筛选类型。 

在下拉框中选择查询条件。 

其中，筛选类型选择“按事件名称”时，还需选择某个具体的事件名称。 

选择“按资源 ID”时，还需选择或者手动输入某个具体的资源 ID。 

选择“按资源名称”时，还需选择或手动输入某个具体的资源名称。 

操作用户：在下拉框中选择某一具体的操作用户，此操作用户指用户级别，而非租户级别。 

事件级别：可选项为“所有事件级别”、“normal”、“warning”、“incident”，只可选择其

中一项。 

起始时间、结束时间：可通过选择时间段查询操作事件。 

步骤 6：在需要查看的记录左侧，单击 展开该记录的详细信息。 

步骤 7：在需要查看的记录右侧，单击“查看事件”，在弹出框中显示该操作事件结构的详细信息。



 临时用户 

 

文档版本错误!未知的文档属

性名称 (错误!未知的文档属

性名称) 

错误!未知的文档属性名称 47 

 

5  临时用户 

 

MySQL 

为了确保用户数据库成功迁移到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实例，创建迁移任务时，数据库复制服务自动

为目标数据库实例创建 drsFull 和 drsIncremental 临时帐户，任务结束后，数据库复制服务会自动删

除这两个帐户。 

 

删除、重命名和修改这些帐户的密码和权限，会导致任务出错。 

 

表 5-1 MySQL 实例创建的数据库帐户 

帐户 使用场景 Host 说明 

drsFull 全量

迁移 

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实例 

用户启动全量迁移任务时，系统会在目标数

据库中添加该帐户，用于迁移数据。 

迁移任务结束时，系统会自动删除该帐户。 

drsIncre

mental 

增量

迁移 

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实例 

用户启动增量迁移任务时，系统会在目标数

据库中添加该帐户，用于迁移数据。 

迁移任务结束时，系统会自动删除该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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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账户委托 

 

系统中部分功能需要使用帐户委托，如定时启动任务。所以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在创建迁移任务的时

候，自动将用户帐户委托给数据库复制服务的管理员，便于在执行定期任务的时候，具有对任务实行

自动化管理的权限。 

 

不同的 Region 只支持委托当前 Region 的权限，不支持跨 Region 委托。 

  



 HA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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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A 管理 

  

针对迁移主机故障，系统会自动将迁移实例切换到迁移备机继续进行迁移任务，以提高迁移任务的成

功率。 

 对于如下状态的迁移任务，在迁移实例发生故障无法正常完成迁移任务的情况下，系统会自动执

行重启迁移实例的操作，然后下发重试迁移任务的命令，此时任务状态会变为故障恢复。如果重启后，

迁移实例还处于故障无法正常完成迁移任务时，则系统需要重新创建迁移实例，创建完成后自动重试

迁移任务。 

全量迁移 

增量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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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预检查失败项修复方法 

介绍常见的预检查项失败原因以及修复方法，帮助您有效的分析和解决预检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8.1  源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源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1 源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描述 测试提供的源数据库 IP，端口，用户名，密码的连通性及准确性。 

失败提示及处

理建议 

失败原因：连接失败。 

处理建议：请参考“申请须知”章节的网络准备内容。 

失败原因：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处理建议：检查测试连接时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否正确。 

失败原因：数据库帐号不允许远程连接。 

处理建议： 

通过如下命令创建允许远程连接的用户，迁移完成之后建议删除该用户。 

CREATE USER '账号'@'%' IDENTIFIED BY '密码' 

失败原因：SSL CA 根证书不合法。 

处理建议：上传合法的 SSL CA 证书。 

失败原因：SSL CA 根证书不存在。 

处理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失败原因：数据库不可用。 

处理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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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目标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目标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2 目标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预检查项 目标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描述 测试提供的目标数据库 IP，端口，用户名，密码的连通性及准确性。 

失败提示

及处理建

议 

失败原因：连接失败。 

处理建议：请参考“申请须知”章节的网络准备内容。 

失败原因：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处理建议：检查测试连接时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否正确。 

失败原因：数据库帐号不允许远程连接。 

处理建议： 

通过如下命令创建允许远程连接的用户，迁移完成之后建议删除该用

户。 

CREATE USER '账号'@'%' IDENTIFIED BY '密码' 

失败原因：数据库不可用。 

处理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8.3  目标数据库是否可以连接到源数据库 

MySQL 数据库 

表 8-3 目标数据库是否可以连接到源数据库 

预检查项 目标数据库是否可以连接到源数据库。 

描述 测试目标数据库是否可以连接到源数据库。 

失败提示及处理建议 失败原因：目标数据库无法连接到源数据库。 

处理建议：请参考“申请须知”章节的网络准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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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目标数据库是否存在和源数据库同名的数据库 

MySQL 数据库 

表 8-4 目标数据库是否存在和源数据库同名的数据库 

预检查项 目标数据库是否存在和源数据库同名的数据库 

描述 校验用户提供的目标数据库是否存在与源数据库相同的数据库。 

失败提示及处理建议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处理建议：查看源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失败原因：目标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处理建议：查看目标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处理建议：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目标数据库存在与源数据库同名的数据库。 

处理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要保留这些目标端用户数据库、

或者指定一个新的关系型数据库实例。 

失败原因：增量迁移场景下, 目标数据库中不允许存在与源数据库

中的库同名的库。 

处理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删除目标数据库中与源数据

库同名的库、或指定一个新的 RDS 实例进行迁移。 

失败原因：连接源数据库的用户没有 TRIGGER 权限，影响触发器迁

移。 

处理建议：查看源数据库的用户是否具有 TRIGGER 权限。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处理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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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源数据库版本是否支持 

源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5 源数据库版本是否支持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版本是否支持。 

描述 检查源数据库版本是否属于MySQL 5.5.x、MySQL 5.6.x和MySQL 5.7.x。 

失败提示及处理建议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版本不支持。 

处理建议：通过导入和导出的方式进行迁移，请参考《关系型数据库

用户指南》中“使用 mysqldump 迁移 MySQL 数据”章节。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处理建议：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处理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处理建议：查看源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8.6  目标数据库版本是否支持 

目标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6 目标数据库版本是否支持 

预检查项 目标数据库版本是否支持。 

描述 检查目标数据库版本是否属于 MySQL 5.6.x 和 MySQL 5.7.x。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目标数据库版本不支持。 

修复方法：通过导入和导出的方式进行迁移，请参考《关系型数据

库用户指南》中“MySQL 数据迁移”章节。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rds/zh-cn_topic_migration_mysq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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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方法：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修复方法：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失败原因：目标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修复方法：查看目标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8.7  版本是否符合从低到高或者同版本迁移 

1、MySQL 数据库 

表 8-7 版本是否符合从低到高或者同版本迁移 

预检查项 版本是否符合从低到高或者同版本迁移。 

描述 检查用户使用的版本是否低于或等于目标端数据库版本。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修复方法：查看源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失败原因：目标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修复方法：查看目标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版本不支持。 

修复方法：查看源数据库版本是否符合迁移要求，目前源数据库版

本支持 MySQL 5.5.x、MySQL 5.6.x 和 MySQL 5.7.x。 

失败原因：目标数据库版本不支持。 

修复方法：查看目标数据库版本是否符合迁移要求，目前目标数据

库版本支持 MySQL 5.6.x 和 MySQL 5.7.x。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修复方法：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修复方法：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目前不支持从高版本数据库到低版本数据库的迁移。 

修复方法：采用合适版本的数据库。 

 

8.8  目标数据库用户权限是否足够 

目标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8 目标数据库用户权限是否足够 

预检查项 目标数据库用户权限是否足够。 

描述 检查用户提供的目标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若权限

不够，会导致迁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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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目标数据库的用户帐号权限不够，需要具备 SELECT，

DELETE，UPDATE，INSERT 这些权限。 

修复方法：查看提供的目标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修复方法：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修复方法：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8.9  源数据库用户权限是否足够 

源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9 源数据库用户权限是否足够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用户权限是否足够。 

描述 检查用户提供的源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全量迁移和增量

迁移时，所需源数据库帐号权限不同。 

⚫ 当为全量迁移时，需要具备 SELECT、SHOW VIEW、EVENT 这些权限。 

⚫ 当为增量迁移时，需要具备 SELECT、SHOW VIEW、EVENT、LOCK 

TABLES、REPLICATION SLAVE、REPLICATION CLIENT 这些权限。 

若权限不够，会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

及处理建

议 

失败原因：连接源数据库的用户权限不足，全量迁移时需要具备

SELECT、SHOW VIEW、EVENT 这些权限。 

处理建议：查看提供的源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全量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连接源数据库的用户权限不足，增量迁移时需要具备

SELECT、SHOW VIEW、EVENT、LOCK TABLES、REPLICATION 

SLAVE、REPLICATION CLIENT 这些权限。 

处理建议：查看提供的源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增量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处理建议：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处理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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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目标数据库磁盘可用空间是否足够 

目标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10 目标数据库磁盘可用空间是否足够 

 

预检查项 目标数据库磁盘可用空间是否足够。 

描述 查看目标端的磁盘可用空间是否足够，若不足够，会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

及处理建

议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处理建议：查看源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处理建议：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目标库磁盘大小不够用，目标库的磁盘大小至少是源库数据

库大小的 2.5 倍。 

处理建议：对目标库进行扩容。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处理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8.11  目标数据库是否冲突 

目标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11 目标数据库是否冲突 

预检查项 目标数据库是否冲突。 

描述 检查目标数据库是否正在被别的迁移任务使用，当多个迁移任务

使用同一个目标数据库，可能会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RDS 实例已经在其他的迁移任务中。 

修复方法：建议等待其他迁移任务结束，或者先结束、删除掉之

前创建的不再使用的迁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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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字符集是否一致 

MySQL 数据库 

表 8-12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字符集是否一致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字符集是否一致。 

描述 检查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数据库实例所在的服务器字符集是否一致。 

失败提示

及处理建

议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处理建议：查看源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失败原因：目标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处理建议：查看目标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处理建议：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字符集不一致。 

处理建议：修改字符集。 

通过命令行方式修改，主要用于修改用户自建的源数据库。 

1. 查看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字符集是否一致。 

show variables like "character_set_server"\G; 

 

2. 使用命令修改服务器的字符集。 

set character_set_server='utf8';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处理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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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源数据库 Binlog 日志是否开启 

源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13 源数据库 binlog 日志是否开启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 binlog 日志是否开启。 

描述 检查源库是否开启了 binlog 日志功能。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修复方法：查看源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修复方法：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修复方法：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的 binlog 日志关闭了。 

修复方法：开启 binlog 日志。 

1、查看 binlog 日志是否开启。 

show variables like "log_bin"\G; 

 
1、如果是关闭状态，在 mysql 配置文件 my.cnf 中的[mysqld]标签下增

加一行 log-bin = mysql-bin。 

 
3、重启数据库。 

 

 

8.14  源数据库 Binlog 格式检查 

源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14 源数据库 binlog 格式检查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 binlog 格式检查。 

描述 检查源数据库的 binlog 格式是不是行格式。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修复方法：查看源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修复方法：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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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源数据库的 binlog 格式不是 row 格式。 

修复方法：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源数据库 binlog 格式： 

set global binlog_format='ROW' 

在 row 模式下，日志增长速率会变大，注意磁盘使用情况。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修复方法：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8.15  源数据库 Binlog 保留时间检查 

源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15 源数据库 binlog 保留时间检查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 binlog 保留时间检查。 

描述 检查源数据库 binlog 保留的时间，在磁盘允许的情况下，保留时间设置

的越长越好。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 binlog 保留时间没有设置。 

修复方法： 

登录源数据库，执行如下 SQL 语句，设置 binlog 的保留时间： 

call mysql.rds_set_configuration('binlog retention hours', n);  

其中 n 是大于 0 并且小于等于 168 的整数。 

 

8.16  SSL 安全连接检查 

源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16 SSL 安全连接检查 

 

预检查项 SSL 安全连接检查。 

描述 检查源数据库的 SSL 安全连接设置状态。 

失败提示及处

理建议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处理建议：查看源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处理建议：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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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数据库不可用。 

处理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告警原因：选择 SSL 安全连接时，源库用户需设置 REQUIRE SSL 权限。 

处理建议：该提示不影响迁移流程，但是如果确定需要 SSL 安全连接，

建议在源库设置迁移帐号的 REQUIRE SSL 权限。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用户绑定了 REQUIRE SSL 权限，必须通过 SSL 方

式连接，但是没有上传证书。 

处理建议：返回到“源库及目标库”页面，打开 SSL 安全连接开关并且

上传证书或者更换源数据库帐号。 

失败原因：无法查询 SSL 信息。 

处理建议：若源数据迁移帐号是拥有 REQUIRE SSL 权限的，则在源数

据库信息勾选 SSL 开关，并上传证书。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处理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开启了 SSL 开关，但是没有上传证书。 

处理建议：关闭源数据库的 SSL 开关，或者在源库及目标库配置页面

上传 SSL 安全证书。 

 

8.17  源数据库参数 server-id 是否符合增量迁移要求 

源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17 源数据库参数 server_id 是否符合增量迁移要求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参数 server_id 是否符合增量迁移要求。 

描述 检查源数据库的 server-id 是否符合增量迁移要求。 

失败提示及

处理建议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处理建议：查看源数据连接是否成功。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处理建议：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 server_id 不符合增量迁移要求。 



 预检查失败项修复方法 

 

 版权所有错误!未知的文档属性名称中国电信云计算分公司 61 

 

处理建议：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 server_id： 

set global server_id=n 

n 表示源数据库的 server-id，如果源数据库版本为 MySQL5.6，n 的取

值范围在 2-4294967296 之间；如果源数据库版本为 MySQL5.5 和

MySQL5.7，n 的取值范围在 1-4294967296 之间。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处理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8.18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表名大小写敏感性检查 

MySQL 数据库 

表 8-18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表名大小写敏感性检查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表名大小写敏感性检查。 

描述 检查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库名，表名的大小写敏感性。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修复方法：查看源数据连接是否成功。 

失败原因：用户基本权限不足。 

修复方法：查看对应数据库帐号权限是否符合迁移要求。 

失败原因：目标数据库和源数据库的 lower_case_table_names 参

数不一致。 

修复方法：如果目标关系型数据库实例是空实例，建议通过新建

参数组修改目标数据库的 lower_case_table_names 参数，请参考

创建参数组方法。 

失败原因：数据库不可用。 

修复方法：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失败原因：内部错误。 

修复方法：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8.19  源数据库 GTID 状态检查 

源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19 源数据库 GTID 状态检查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 GTID 状态检查。 

https://www.ctyun.cn/help/qslist/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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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源数据库 GTID 状态为开启才可以进行迁移。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 GTID 关闭，开启 GTID 对于迁移任务灾难

恢复和目标数据库重建有可靠性和性能上的优势, 建议开启

GTID。 

修复方法： 

通过修改数据库配置文件中如下三个参数开启 GTID，然后重启

数据库。 

gtid_mode = on  

log_slave_updates = true  

enforce_gtid_consistency = on 

 

8.20  源数据库中是否存在非 ASCII 字符的表名 

源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20 源数据库中是否存在非 ASCII 字符的表名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中是否存在非 ASCII 字符的表名。 

描述 源数据库中存在非 ASCII 字符的表名，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中存在非 ASCII 字符的表名。 

修复方法：修改源数据库中存在的非 ASCII 字符的表名。 

 

8.21  源数据库中是否存在非 ASCII 字符的对象名称 

源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21 源数据库中是否存在非 ASCII 字符的对象名称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中是否存在非 ASCII 字符的对象名称。 

描述 源数据库对象名称存在非 ASCII 码字符，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对象名称中存在非 ASCII 码字符。 

修复方法：修改源数据库中存在的非 ASCII 字符对象名称。 

 

8.22  TIME_ZONE 的一致性检查 

MySQL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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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2 TIME_ZONE 的一致性检查 

预检查项 TIME_ZONE 的一致性检查。 

描述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参数 TIME_ZONE 不一致，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参数 TIME_ZONE 不一致。 

修复方法：修改源数据库或目标数据库的参数 TIME_ZONE。 

 

8.23  COLLATION_SERVER 的一致性检查 

MySQL 数据库 

表 8-23 COLLATION_SERVER 的一致性检查 

预检查项 COLLATION_SERVER 的一致性检查。 

描述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参数 COLLATION_SERVER 不一致，导致迁移

失败。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参数 COLLATION_SERVER 不一致。 

修复方法：修改源数据库或目标数据库的参数 COLLATION_SERVER。 

 

8.24  SERVER_UUID 的一致性检查 

MySQL 数据库 

表 8-24  SERVER_UUID 的一致性检查 

预检查项 SERVER_UUID 的一致性检查。 

描述 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参数 SERVER_UUID 不一致，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参数 SERVER_UUID 不一致。 

修复方法：修改源数据库或目标数据库的参数 SERVER_UUID。 

 

8.25  数据库参数 SERVER_ID 的一致性检查 

MySQL 数据库 

表 8-25 数据库参数 SERVER_ID 的一致性检查 

预检查项 数据库参数 SERVER_ID 的一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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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校验用户提供的目标数据库与源数据库的 SERVER_ID 参数是否相同，

若相同会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系统参数 SERVER_ID 相同。 

修复方法：修改源数据库或目标数据库的参数 SERVER_ID。 

 

8.26  源数据库的库名是否合法 

源数据库为 MySQL 数据库 

表 8-26 源数据库的库名是否合法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的库名是否合法。 

描述 源数据库中的库名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该项校验源数据库的库名中是否包含上述非法的字符，若包含非法字符

会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连接失败，导致该项检查无法进行。 

修复方法：修改源数据库或目标数据库的参数 SERVER_ID。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库名包含非法的字符。 

修复方法：修改包含非法字符的数据库库名或者返回到对象选择页面迁

移合法库名的数据库。 

 

8.27  源数据库是否存在 MyISAM 表 

MySQL 数据库 

表 8-75 源数据库是否存在 MyISAM 表 

预检查项 源数据库是否存在 MyISAM 表。 

描述 源数据库中不能存在 MyISAM 引擎的表，若存在，可能会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及修复方法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中包含 MyISAM 引擎的表，而目标数据库不支持

MyISAM 引擎表，可能导致迁移失败。 

修复方法：建议把源数据库的表转为 InnoDB 类型的表再尝试迁移，或

者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8.28  数据库参数 sql_mode 的一致性检查 

MySQL数据库 

表 8-28 数据库参数 sql_mode 的一致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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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检查项 数据库参数 sql_mode 的一致性检查。 

描述 检查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 sql_mode 参数值是否一致，若不一致，

可能会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及

处理建议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系统参数 sql_mode 不一致。 

处理建议：建议通过新建参数组修改目标数据库的 sql_mode 参数，具

体方法请参见《关系型数据库用户指南》中“创建参数组”章节。 

 

8.29  数据库参数 innodb_strict_mode 一致性检查 

MySQL数据库 

表 8-29 数据库参数 innodb_strict_mode一致性检查 

预检查项 数据库参数 innodb_strict_mode 一致性检查。 

描述 检查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 innodb_strict_mode 参数值是否一致，若不

一致，可能会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

及处理建

议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系统参数 innodb_strict_mode 不一致。 

处理建议：建议通过新建参数组修改目标数据库的 innodb_strict_mode 参

数，具体方法请参见《关系型数据库用户指南》中“创建参数组”章节。 

 

8.30  目标库是否存在只读实例 

目标库为 MySQL数据库 

表 8-30目标库是否存在只读实例 

预检查项 目标库是否存在只读实例。 

描述 检查增量迁移的场景下，目标数据库是否存在只读实例，若存在，可能

会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及处理

建议 

失败原因：增量迁移场景下，不支持迁移数据库到已经创建只读实例的

MySQL 目标数据库。 

处理建议：删除目标数据库的只读实例，待迁移完成后再新建只读实例。 

 

8.31  校验源数据库参数 log_slave_updates 

MySQL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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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1校验源数据库参数 log_slave_updates 

预检查项 校验源数据库参数 log_slave_updates。 

描述 源数据库 log_slave_updates 参数值设置过小，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及

处理建议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 slave_updates_check 关闭了。 

处理建议：在 MySQL 配置文件 my.cnf 中的[mysqld]标签下增加一行

log_slave_updates=1，需要重启数据库才能生效。 

 

8.32  binlog_row_image 参数是否为 FULL 

MySQL数据库 

表 8-32 binlog_row_image 参数是否为 FULL 

预检查项 binlog_row_image 参数是否为 FULL。 

描述 如果源数据库的 binlog_row_image参数不为 FULL，则会导致迁移失败。 

失败提示及

处理建议 

失败原因：源数据库的 binlog_row_image 参数不为 FULL。 

处理建议：请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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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常见问题 

9.1  通用型问题 

9.1.1  数据库复制服务是什么 

数据库复制服务（Data Replication Service，简称 DRS）是一种易用、稳定、高效、用于数据库在

线迁移和数据库实时同步的云服务。 

数据库复制服务围绕云数据库，降低了数据库之间数据流通的复杂性，有效地帮助您减少数据传输的

成本。 

您可以通过数据库复制服务快速地解决多种场景下数据库之间的数据流通问题，以满足数据传输业务

需求。 

 

9.1.2  数据库复制服务的操作日志在哪里查看 

数据库复制服务的操作日志属于操作审计类日志，用户可以登录到云审计服务（Cloud Trace Service，

简称 CTS）页面，查看当前用户在 Console 页面单击的页面操作，主要是涉及任务变更的管理类操

作。 

 

9.1.3  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哪些数据库迁移 

数据库复制服务目前对 MySQL 数据库支持如下版本的数据库迁移，只支持同数据库版本之间，或低

版本到高版本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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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QL 5.5.x 

⚫ MySQL 5.6.x 

⚫ MySQL 5.7.x 

9.1.4  如何判断数据迁移任务可以停止 

1. 查看迁移状态：在增量迁移进行一段时间后，复制延迟时间降为 0S，且通过查看迁移对比数据，

确定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的数据一致。 

2. 选择切换时间：确定增量迁移数据一致后，选择一个业务低谷期，先暂停源数据库一段时间（一分

钟左右），然后将应用切换连接到云上的数据库。 

3. 结束任务：完成以上操作后，在迁移任务列表单击“结束”按钮来结束相应迁移任务，迁移任务结

束后，系统会断开数据库复制服务与用户数据库的所有连接 

 

9.1.5  数据库复制服务是否支持关系型数据库的 HA 实例迁移 

数据库复制服务支持目标数据库为关系型数据库的单实例和 HA 实例类型的迁移。 

 

9.1.6  数据库复制服务对源数据库有什么要求 

在线迁移请参考 2.6 使用限制章节 

 

9.1.7  数据库复制服务对目标数据库有什么要求 

在创建 MySQL数据库的迁移任务时，用户填写的连接目标数据库的用户，需具备 SELECT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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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如何将源数据库的用户与权限导出，再导入到天翼云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步骤 1：选择一台可以访问源数据库的虚拟机，执行如下命令，导出源数据库中原有用户的授权信息。 

mysql -h 'host' -B -u 'user' -p 'pwd' -N $@ -e "SELECT CONCAT('SHOW GRANTS FOR ''', user, '''@''', 

host, ''';') AS query FROM mysql.user" | mysql -h 'host' -u 'user' -p 'pwd' $@ | sed 

's/\(GRANT .*\)/\1;/;s/^\(Grants for .*\)/-- \1 /;/--/{x;p;x;}' > ./grants.sql 

其中的'host' 替换为源数据库的访问 IP 地址，'user' 替换为源数据库的用户名，'pwd' 替换为源数

据库的密码。 

步骤 2：步骤 1 中命令运行成功后，打开“grants.sql”文件可以看到类似以下的结果。 

-- Grants for root@%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root'@'%';  
  

-- Grants for testt@%  

GRANT SELECT, INSERT, UPDATE, DELETE ON *.* TO 'testt'@'%';  

  

-- Grants for debian-sys-maint@localhost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debian-sys-maint'@'localhost'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s for mysql.session@localhost  

GRANT SUPER ON *.* TO 'mysql.session'@'localhost';   

GRANT SELECT ON `performance_schema`.* TO 'mysql.session'@'localhost';  

GRANT SELECT ON `mysql`.`user` TO 'mysql.session'@'localhost';  

  

-- Grants for mysql.sys@localhost  

GRANT USAGE ON *.* TO 'mysql.sys'@'localhost';   

GRANT TRIGGER ON `sys`.* TO 'mysql.sys'@'localhost';   

GRANT SELECT ON `sys`.`sys_config` TO 'mysql.sys'@'localhost';  

  

-- Grants for root@localhost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root'@'localhost'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PROXY ON ''@'' TO 'root'@'localhost' WITH GRANT OPTION; 

步骤 3：在步骤 2显示的结果中，可以看到源数据库中所有的用户以及对应的权限，请选择所有需要

的用户，逐个添加到天翼云关系型数据库 MySQL中，具体操作请参考《关系型数据库用户指南》中的

“创建帐号”章节。 

 

9.2  网络及安全类 

9.2.1 数据库复制服务有哪些安全保障措施 

网络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rds/rds_05_0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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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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对数据库复制

服务的管理权限控制。 

 

9.2.2 如何处理迁移过程中出现的网络中断 

迁移过程中如果出现网络中断，可先观察如下状态的迁移任务出现失败时，则可在任务列表上单击

“重试”，进行任务重试。 

全量迁移 

增量迁移 

 

9.2.3 迁移过程中会使用哪些数据库帐户 

MySQL 

为了确保用户数据库成功迁移到天翼云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实例，创建迁移任务时，数据库复制服

务自动为目标数据库实例创建 drsFull 和 drsIncremental 临时帐户，任务结束后，数据库复制服务会

自动删除这两个帐户。 

 

删除、重命名和修改这些帐户的密码和权限，会导致任务出错。 

 

表 9-1 MySQL 实例创建的数据库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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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 使用场景 Host 说明 

drsFull 全量迁移 RDS for MySQL

实例 

用户启动全量迁移任务时，系统会在目标

数据库中添加该帐户，用于迁移数据。 

迁移任务结束时，系统会自动删除该帐户。 

drsIncrementa

l 

增量迁移 RDS for MySQL

实例 

用户启动增量迁移任务时，系统会在目标

数据库中添加该帐户，用于迁移数据。 

迁移任务结束时，系统会自动删除该帐户。 

 

9.2.4 如何通过设置天翼云 VPC 安全组，允许天翼云 VPC 访问外部弹性 IP 

默认情况下，基于安全的考虑，天翼云 VPC 与外部网络是隔离的，VPC 内是无法访问外部的弹性 IP，

如其他云数据库的弹性 IP、云下数据库的弹性 IP 等。但数据库迁移场景需要确保天翼云 VPC 内的迁

移实例或者目标数据库可连通外部的弹性 IP，从而实现数据库迁移。 

为此，您需要在安全组里设置一个出口规则，出口规则控制的是天翼云 VPC 可以访问哪些外部的弹

性 IP 和端口范围，安全组的出入口规则一般满足“严进宽出”的要求。具体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 9-1 出口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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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修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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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8-11-06 首次发布数据库复制用户指南 

2018-12-19 更新 2、3、8 章节中数据库类型内容 

2019-3-21 更新各章节中截图、超链接及细节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