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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产品定义  

分布式数据库服务是一种稳定、可靠、容量和服务能力可弹性伸缩的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服务。

高度兼容 MYSQL 协议和语法，支持自动化水平拆分，在线平滑扩缩容，服务能力线性扩展，透

明读写分离，具备数据库全生命周期运维管控能力。 

 

1.2 产品功能  

功能大类 功能点 说明 

基础功能 数据访问 基于 MySQL语法和协议对外提供数据访问，支持

Workbench , Navicat, SQLyog等客户端连接，支持

JDBC访问 

数据分片 支持多种数据切分方式，提供水平扩展数据能力 

读写分离 支持透明读写分离和应用级读写分离方案，判定读语句

自动发送到只读实例执行 

DML SQL 操作 提供对常用的 select、insert、delete、update 等 

SQL 语法的支持； 

DDL SQL 操作 提供对创建表、修改表、删除表、创建表字段索引等的

支持； 

关键字/汇聚函数 提供多节点数据的关键字支持如：ORDER BY、GROUP 

BY、DESTINCT、LIMIT 等，提供多节点数据的函数支

持，如：SUM、COUNT、MAX、MIN 等； 

事务支持 支持单库事务；可对多库事务能识别并报错； 支持补

偿、XA、SQL日志回滚三种分布式事务方案； 

全局序列 提供分布式的序列获取操作； 

库内分表 提供水平切分后在单库再次进行分表功能，解决超大表

水平切分后单片数据量依然很大的问题； 

管理命令 为方便用户使用和维护，提供特有的管理命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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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查看、状态查看、统计监控、序列运维、索引运维

等； 

全局表 通过全局表同步，可以将数据更新少的数据单表同步到

需要联合查询分表对应的分库上，以小表作为驱动表加

速分布式联合查询 

应用开发 应用 SDK 提供对常用 SQL 操作的 ORM 映射，提供扩展 SQL 如

全局序列获取操作，提供扩展 SQL 的注释信息操作如

获取节点信息、读写分离接口等； 

高可用 集群部署功能 消除单点故障，集群中只要有一个节点正常提供服务，

整个集群即可用 

运维功能 数据备份恢复 提数据备份及数据恢复机制 

在线配置&在线发布 配置信息存可在线修改，实时生效，可通过管理平台完

成程序的配置参数修改及启停 

运维监控 提供监控告警及监控指标统计分析功能，可实时查看分

布式数据库的运行状况（CPU、内存占用、慢 SQL等） 

SQL执行统计分析 通过 SQL 执行统计分析，可判断数据分片的合理性，是

否存在热点，通过分析 TOP慢语句、广播语句，不断优

化应用程序对数据库使用的合理性 

数据库运行情况实时监控 提供物理数据库运行中语句、连接数统计及锁情况实时

监控，在数据库资源被大量慢语句占用时，通过连接批

量 kill功能可快速恢复数据库服务 

  

1.3 基本概念  

序号 缩写 描述 

1 schema 
逻辑库，多个物理数据库分片（database）的集合，逻辑库中定义了所包含

的逻辑表、分片规则、全局序列 

2 table 

既然有逻辑库，就会有逻辑表，对应用来说，所操作的表就是逻辑表，逻辑

表对应的物理表可按分片规则分布到多个库中，也可不做切分，存放在单个

库中。逻辑表包括：单片表、分片表、全局表、库内分表四种类型 

3 分片规则 将数据散列存储到多个分片上的规则就叫分片规则，是一个字段与函数的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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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缩写 描述 

绑定义，根据这个字段的取值计算出存储数据的分片（DataNode）序号，每

个表有且仅有一个分片规则，分片规则可灵活扩展。 

4 分片键 
表设置分片规则时,需要从表中选一个字段作为分片键（Sharding-id）,用该

键的值作为数据拆分的计算依据 

5 DataNode 

逻辑数据节点，是存放 table 的具体物理节点，也称之为分片节点，通过 

DataHost 来关联到后端某个具体数据库上，一般来说，为了高可用性，每个 

DataNode 都设置两 个 DataHost，一主一丛，当主节点宕机，系统自动切换

到从节点。 

6 DataSource 

数据切分后，每个分片节点（dataNode）不一定都会独占一台机器，同一机

器上面可以有多个分片数据库，这样一个或多个分片节点（dataNode）所在

的机器就是节点主机（dataHost），dataHost 可以理解为物理数据库的一个

实例 

7 HINT 
是数据库提供的一种特殊语法，允许你干预数据库的 SQL 执行方式； 在统

一数据访问层，统一规划了 HINT 信息，用于路由解析和连接层通信。 

8 全局序列 
数据库被切分到多个物理节点上，无法依赖数据库自身的主键生成机制，全

局序列用于实现主键自增序列，保障序列的全局唯一性 

9 标准库 
对应用透明，应用不需要知道标准库的存在。标准库用于存放库表结构，管

理命令与库表结构相关的都发送到标准库执行 

 

1.3.1 逻辑库（schema）  

对实际应用来说，并不需要知道中间件的存在，应用开发人员只需要知道数据库的概念，

所以数据库中间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或多个数据库集群构成的逻辑库。 

分布式数据库的逻辑库（schema），与 MySQL 中的 Database（数据库）对应，一个逻

辑库中定义了所包括的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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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逻辑表（table） 

既然有逻辑库，那么就会有逻辑表，对应用来说，所操作的表就是逻辑表，逻辑表，可

以是数据切分后，分布多个分片库中，也可以不做切分，存放在单个分片中，在分布式数据

库中逻辑表包括：单片表、分片表、全局表、库内分表四种类型的表。 

 单片表 

一个数据库中并不是所有表都很大，某些表是可以不用进行切分的，单片表是相对分片

表来说的，就是指那些不需要作数据切分的表。 

 分片表 

分片表，是指那些原有的很大数据的表，需要切分到多个数据库的表，这样，每个分片

都有一部分数据，所有分片构成完整的数据。 

 全局表 

在业务系统中，往往存在大量的类似字典表的数据库表，这类表的数据量一般较小，变

化不频繁，如：字典、配置、工号、机表、区域等，分布式数据库中将这类表定义为全局表，

即在每个库都保存一份数据，解决跨库关联查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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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表的特点 

➢ 变动不频繁， 数据量总体变化不大 

➢ 数据规模不大，很少有超过数十万条记录。 

➢ 全局表的插入、更新操作会同步在所有节点上执行 

➢ 全局表的查询操作，只从一个节点获取 

➢ 全局表可以跟任何一个表进行 JOIN 操作 

 库内分表 

对于某些存放巨量数据的大表，即使按照分片规则将数据分布到多个分片后，在每个分

片的数据量还是非常巨大，对于这种类型的表，可以在分片表的基础上在同一个库内再次按

照一定的算法进行分表，我们把这类表称为库内分表。 

 

1.3.3 分片节点（dataNode） 

数据切分后，一个大表被分到不同的分片数据库上，每个表分片所在的数据库就是分片

节点（dataNode）， 一个分片节点对应数据库实例上的一个 db（mysql 是一个 database、

oracle 是一个 schema） 

 

1.3.4 主机节点（dataHost） 

数据切分后，每个分片节点（dataNode）不一定都会独占一台机器，同一机器上面可以有

多个分片数据库，这样一个或多个分片节点（dataNode）所在的机器就是节点主机

（dataHost），为了规避节点主机并发数限制，尽量将读写压力高的分片节点（dataNode）均

衡的放在不同的节点主机（dataHost）。 

dataHost 可以理解为物理数据库的一个实例。 

 

1.3.5 标准库 

标准库存放内部管理数据，对应用透明，应用无需知道标准库的存在。 

标准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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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库表结构，分库上的表结构以标准库的为准 

➢ 管理命令与库表结构相关的都发送到标准库执行 

➢ 对于可以随机发送到任意分片执行的 SQL语句，统一发送到标准库执行，如：获取服务器时

间（select now()) 

➢ 在标准库中创建全局序列最大值备份表，用于备份全局序列当前的最大值。 

1.3.6 全局序列 

序列(SEQUENCE)是序列号生成器，可以为表中的行自动生成序列号，产生一组等间隔

的数值(类型为数字)。其主要的用途是生成表的主键值，可以在插入语句中引用，也可以通

过查询检查当前值，或使序列增至下一个值。 oracle 数据库中可通过 SEQUENCE 对象来生成

唯一序列，mysql 中通过将主键字段设置为 AUTO_INCREMENT 自动生成序列。 

在分布式数据库场景下，一个逻辑库对应了多个物理数据库分片，逻辑库表的主键要求

在所有物理库分片上都唯一，这样用数据库本身的机制生成序列号就无法满足业务的需求了，

为此分布式数据库实现了全局唯一的序列号生成器，简称全局序列。 

全局序列的使用与 oralce 的 sequence 使用类似，先创建好 sequence，再通过 select 

xxx.nextval 获取序列值。 

（注：为保证序列获取的效率，节点会缓存一段序列，这样在一个集群中存在多个节点

的情况下不能保证序列是严格递增的） 

 

1.3.7 分片算法 

系统预置了若干种分片算法供库表分片时使用。 

1.3.7.1 取模分片 

定义 

• 对分片键（整数）进行十进制求模，根据模值对应到不同分片。 

• 适用条件：分片键必须是整数，分片键求余后的值均匀分布。 

特点 

• 分片键为自增型或随机分布的整数时能保证数据的均匀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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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简单，性能高 

• 对多值、范围的查询支持较差（分散在不同的分片上） 

• 扩容时需要数据迁移 

• 较好的分散由时间、机构、id 峰值带来的数据热点问题 

 

1.3.7.2 字符串 hashCode 取模分片 

定义 

字符串 hashCode 求模解析（PartitionByStringMod），对分片字段的值进行 hashcode()计算并取其

绝对值，然后根据配置的分片数量求模得到最终的分片。 

特点 

• 数据分布较不均匀： 

• 如果 hash 算法较差，hash 结果存在一定的几率发生碰撞，绝对值计算增加了碰撞的概率 

• 其余同特点同直接 mod 规则 

 

1.3.7.3 枚举分片 

定义 

根据配置文件中枚举的具体值（允许非数值）与分片号的对应关系和分片字段的值进行分片，当未

找到对应分片时，进入到设定的默认分片。 

特点 

• 数据分布较不均匀： 

• 如果 hash 算法较差，hash 结果存在一定的几率发生碰撞，绝对值计算增加了碰撞的概率 

• 其余同特点同直接 mod 规则 

 

1.3.7.4 时间范围分片 

定义 

按照时间范围进行分片，超过分片数量后从第一个分片再次循环分片。 

特点 

• 适用日志数据等按时间范围进行存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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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 枚举分组取模分片 

 

定义 

枚举+取模的组合分片方式，包含枚举键和取模键两个分片键，先通过枚举键将数据分配到不同的

分组，再在分组里通过取模键 对应到具体的分片。 

适用条件： 枚举键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字符串，取模键必须是整数，取模键求余后的值均匀分布。

如: 数据库的数据需要按区域进行隔离，但隔离后的数据量依然巨大需要按取模方式进行再次分片，可以

选择此算法 

特点 

• 支持枚举键和取模键结合进行二次分片 

• 取模键为自增型或随机分布的整数时能保证数据的均匀分片 

• 算法简单，性能高 

• 对多值、范围的查询支持较差（分散在不同的分片上） 

• 扩容时需要数据迁移 

• 较好的分散一些时间、机构、id 峰值带来的数据热点问题 

 

1.3.7.6 枚举分组字符串 hashCode 取模分片 

定义 

枚举+字符串 hashcode 取模的组合分片方式，包含枚举键和取模键两个分片键，先通过枚举键将数

据分配到不同的分组，再在分组里通过取模键对应到具体的分片。 

适用条件：枚举键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字符串，取模键是字符串，取模键字符串 hashcode 求余后的

值均匀分布。如: 数据库的数据需要按区域进行隔离，但隔离后的数据量依然巨大需要按取模方式进行再

次分片，可以选择此算法 

特点 

• 支持枚举键和字符串 hashcode 取模键结合进行二次分片 

• 算法简单，性能高 

• 对多值、范围的查询支持较差（分散在不同的分片上） 

• 扩容时需要数据迁移* 较好的分散一些时间、机构、id 峰值带来的数据热点问题 

 

1.4 产品规格 

产品规格 产品特性选项 

DRDS -高级版本  

适用大型应用系统，TPS > 

4w  单节点 16 核 32GB 

CPU 内存规格：48 核 96GB、64 核 128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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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DS -中级版本 

适用中型应用系统， TPS  

2w  单节点 8 核 16GB 

CPU 内存规格：24 核 48GB、32 核 64GB 

DRDS -基础版本 

适用于中小型应用，TPS 

1w，单节点 4 核 8G 

CPU 内存规格：8 核 16GB、12 核 24GB、16 核 32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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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入门 

2.1 产品购买  

1. 实例列表点击“创建实例” 

 

2. 进入产品购买页面，填写购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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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订单并支付完成后，稍等片刻，即可在实例列表看到新购买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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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初始化配置 

2.2.1 关联 RDS 集群 
1. 在实例列表中，点击待关联实例的“管理”链接 

 
 
2. 在实例基本信息页面，点击“关联 RDS管理”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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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关联 RDS页面后，点击“添加关联 RDS”按钮 

 
 
4. 在弹出输入框中，选择要关联的 RDS实例 

填写时注意： 

◼ RDS实例将用于存储业务数据的，需提前在天翼云上购买。 

◼ 输入用户需要具有创建用户和给用户授权的权限 



快速入门 

 

    18  

  

 
 
5. 可重复添加操作，关联多个 RDS 

  

 
 

2.3 建库建表 

2.3.1 建库（创建 schema） 
1. 在实例的基本页面，点击“schema 管理”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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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 schema 管理页面后，点击“创建 schema”按钮 

 
 
3. 输入 schema 名称 test，设置数据库实例的分片数量，这里设置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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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会自动生成分片名称及 database 名称，也可以手工调整 

1. 点击“检测”按钮检查数据库名称是否有效可用。 

2. 当检测通过后，即可点击“创建”按钮执行创建 schema操作 

 
 
5. 系统创建成功后会跳转 schema 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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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建表 
create table employee 
( 

   employee_id     int not null comment '雇员标识', 

   name            varchar(100) not null comment '雇员名称', 

   email           varchar(30)  comment 'email 地址',  

   create_date     datetime comment '创建时间',  

   area_id         int comment '区域标识', 
   primary key (employee_id)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1. 在 schema管理页面，点选待建表 schema的“管理”链接 

 
2. 在 schema基本信息页面，选择“库表管理”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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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库表管理页面，点击“新建库表”按钮 

 
4. 输入建表 DDL语句，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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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employee_id 为分片键，分片算法选择“取模” 

 
 
6. 创建库表成功后，系统会跳转到库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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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简单使用 

2.4.1 创建接入用户 
1. 在实例的基本页面，点击“用户管理”按钮 

 
2. 在用户管理页面，点击“创建用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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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 dbproxy 用户 test，密码为 test123!@# 

 
 
4. 在用户管理界面，选择待 test用户的“设置权限”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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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设置权限界面，点击“新增权限”按钮 

 
 
6. 选择 schema 以及该用户在这 schema中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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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户权限列表 

 
 

 

2.4.2 客户端连接 

mysql 客户端连接 
与 mysql 数据库的命令行操作方式一样，IP、端口、用户替换成 dbproxy 的 IP、端口、用户 
C:\Users\liuxh>mysql -h192.168.99.101 -P8866 -utest -ptest123!@# -c 
mysql: [Warning] Using a password on th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can be insecure. 
Welcome to the MySQL monitor.  Commands end with ; or \g. 
Your MySQL connection id is 24 
Server version: 5.6.0-UDAL-DBPROXY-1.3.1-RELEASE-20170206-1131 DBProxy Server 
 
Copyright (c) 2000, 2016,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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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Oracle Corporation and/or its 
affiliates. Other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Type 'help;' or '\h' for help. Type '\c' to clear the current input statement. 
 
mysql> show databases; 
+----------+ 
| DATABASE | 
+----------+ 
| TEST     | 
+----------+ 
1 row in set (0.00 sec) 
 
mysql> use test; 
Database changed 
mysql> select * from employee; 
Empty set (0.28 sec) 

 

 

jdbc 方式连接 
import java.sql.*;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Iterator; 
 
public class DBProxyTe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Connection conn=null; 
        Statement stmt = null; 
        try{ 
            conn=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jdbc:mysql://192.168.99.101:8866/mychema?useUnicode=true&characterEnc
oding=UTF8", 
                    "test", "test123!@#"); 
        } 
        catch (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连接数据库失败, " + e.getMessage()); 

            e.printStackTrace(); 
            return; 
        } 
        //conn.setAutoCommit(false);  暂时不作事务的处理，事务的处理在使用 UDAL 中会详细描述 

        int result = 0; 
        String sql = ""; 
        stmt =  conn.createStatement(); 
        System.out.println("------ insert test begin -------"); 
        stmt.executeUpdate("delete from employee"); 
        for(int i = 0; i < 3; i ++){ 
            sql = "insert into employee(employee_id,name,create_date) values(SEQ_TEST.nextval, 
'test', now())"; 
            result = stmt.executeUpdate(sql); 
            System.out.println("insert result: " + result); 
        } 
        HashMap<String,String> map = DBProxyTest.printTableData(stmt); 
        System.out.println("------ insert test end -------\n\n"); 
 
 
        System.out.println("------ update test begin -------"); 
        String updateSQL =""; 
        String employee_id = ""; 
        Iterator it=map.keySet().it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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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it.hasNext()){ 
            employee_id = it.next().toString(); 
            updateSQL = "update employee set name = '" + map.get(employee_id) + employee_id + "' 
where employee_id = " + employee_id; 
            result = stmt.executeUpdate(updateSQL); 
            System.out.println("update result: " + result); 
        } 
        DBProxyTest.printTableData(stmt); 
        System.out.println("------ update test end -------"); 
        stmt.close(); 
        conn.close(); 
    } 
 
 
    public static HashMap<String,String> printTableData(Statement stmt) throws SQLException { 
        HashMap map = new HashMap(); 
        String sql = "SELECT * FROM employee order by employee_id"; 
        ResultSet rs = stmt.executeQuery(sql); 
        while(rs.next()){ 
            String id = rs.getString("employee_id"); 
            String name = rs.getString("name"); 
            map.put(id,name); 
            System.out.println("employee_id: " + id +  " name: " + name); 
        } 
        return map; 
    } 
} 
 

2.4.3 常见操作 

 

DML 操作 
mysql> insert into employee(employee_id,name,create_date) values(1, 'test1', now());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1 sec) 
 
mysql> insert into employee(employee_id,name,create_date) values(2, 'test2', now());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1 sec) 
 
mysql> insert into employee(employee_id,name,create_date) values(3, 'test3', now());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1 sec) 
 
mysql> select * from employee; 
+-------------+-------+-------+---------------------+---------+ 
| employee_id | name  | email | create_date         | area_id | 
+-------------+-------+-------+---------------------+---------+ 
|           2 | test2 | NULL  | 2017-02-06 15:22:02 |    NULL | 
|           1 | test1 | NULL  | 2017-02-06 15:21:55 |    NULL | 
|           3 | test3 | NULL  | 2017-02-06 15:22:08 |    NULL | 
+-------------+-------+-------+---------------------+---------+ 
3 rows in set (0.00 sec) 
 
mysql> update employee set name = 'test2_update' where employee_id = 2;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1 sec) 
Rows matched: 1  Changed: 1  Warnings: 0 
 
mysql>  select * from employee; 
+-------------+--------------+-------+---------------------+---------+ 
| employee_id | name         | email | create_date         | area_id | 
+-------------+--------------+-------+---------------------+---------+ 
|           2 | test2_update | NULL  | 2017-02-06 15:22:02 |    NULL | 



快速入门 

 

    30  

  

|           3 | test3        | NULL  | 2017-02-06 15:22:08 |    NULL | 
|           1 | test1        | NULL  | 2017-02-06 15:21:55 |    NULL | 
+-------------+--------------+-------+---------------------+---------+ 
3 rows in set (0.00 sec) 
 
mysql> delete from employee where employee_id = 1;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1 sec) 
 
mysql>  select * from employee; 
+-------------+--------------+-------+---------------------+---------+ 
| employee_id | name         | email | create_date         | area_id | 
+-------------+--------------+-------+---------------------+---------+ 
|           3 | test3        | NULL  | 2017-02-06 15:22:08 |    NULL | 
|           2 | test2_update | NULL  | 2017-02-06 15:22:02 |    NULL | 
+-------------+--------------+-------+---------------------+---------+ 
2 rows in set (0.00 sec) 
 
mysql> insert into employee(employee_id,name,create_date) values(1, 'test1', now());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1 sec) 
 
mysql>  select * from employee; 
+-------------+--------------+-------+---------------------+---------+ 
| employee_id | name         | email | create_date         | area_id | 
+-------------+--------------+-------+---------------------+---------+ 
|           2 | test2_update | NULL  | 2017-02-06 15:22:02 |    NULL | 
|           1 | test1        | NULL  | 2017-02-06 15:24:32 |    NULL | 
|           3 | test3        | NULL  | 2017-02-06 15:22:08 |    NULL | 
+-------------+--------------+-------+---------------------+---------+ 
3 rows in set (0.01 sec) 
 
mysql> 

 

使用全局序列 
数据分布式存放后，原来数据库的自增序列无法满足全局唯一的要求，这时就需要使用全局序列 

 
1. 在 schema管理页面，点选待建表 schema的“管理”链接 

 
2. 在 schema基本信息页面，点选“全局序列管理”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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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新增序列”按钮 

 
4. 填写全局序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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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全局序列 

mysql> delete from employee; 
Query OK, 3 rows affected (0.01 sec) 
 
mysql> insert into employee(employee_id,name,create_date) values(SEQ_TEST.nextval, 'test1', 
now());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1 sec) 
 
mysql> insert into employee(employee_id,name,create_date) values(SEQ_TEST.nextval, 'test2', 
now());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1 sec) 
 
mysql> insert into employee(employee_id,name,create_date) values(SEQ_TEST.nextval, 'test3', 
now());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1 sec) 
 
mysql> select SEQ_TEST.nextval; 
+------------------+ 
| SEQ_TEST.nextval | 
+------------------+ 
|                4 | 
+------------------+ 
1 row in set (0.00 sec) 
 
mysql> 

 

查看数据路由 
可以通过 route 命令查看数据所在的分片，可以看到 employee 表数据分布在 dn1、dn2、dn3 三个数

据分片上， employee_id=1 的记录存放在 dn2 上，employee_id=2 的记录存放在 dn3 上， 

employee_id=3 的记录存放在 dn1 上 

 
mysql> route select * from employee; 
+-----------+-----------------------------------+---------+------------+ 
| DATA_NODE | SQL                               | G_INDEX | TABLE_TYPE | 
+-----------+-----------------------------------+---------+------------+ 
| dn1       | SELECT * FROM employee LIMIT 1000 |  --     | SHARDING   | 
| dn2       | SELECT * FROM employee LIMIT 1000 |  --     | SHARDING   | 
| dn3       | SELECT * FROM employee LIMIT 1000 |  --     | SHARDING   | 
+-----------+-----------------------------------+---------+------------+ 
3 rows in set (0.00 sec) 
 
mysql> route 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employee_id=1; 
+-----------+--------------------------------------------+---------+------------+ 
| DATA_NODE | SQL                                        | G_INDEX | TABLE_TYPE | 
+-----------+--------------------------------------------+---------+------------+ 
| dn2       | 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employee_id=1 |  --     | SHARDING   | 
+-----------+--------------------------------------------+---------+------------+ 
1 row in set (0.00 sec) 
 
mysql> route 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employee_id=2; 
+-----------+--------------------------------------------+---------+------------+ 
| DATA_NODE | SQL                                        | G_INDEX | TABLE_TYPE | 
+-----------+--------------------------------------------+---------+------------+ 
| dn3       | 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employee_id=2 |  --     | SHARDING   | 
+-----------+--------------------------------------------+---------+------------+ 
1 row in set (0.00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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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route 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employee_id=3; 
+-----------+--------------------------------------------+---------+------------+ 
| DATA_NODE | SQL                                        | G_INDEX | TABLE_TYPE | 
+-----------+--------------------------------------------+---------+------------+ 
| dn1       | 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employee_id=3 |  --     | SHARDING   | 
+-----------+--------------------------------------------+---------+------------+ 
1 row in set (0.00 sec) 
 
mysql> 

 

使用管理命令 
为方便用户使用和维护 UDAL ，UDAL 提供自己特有的管理命令，包括：配置查看、状态查看、统

计监控、序列运维、索引运维等。 UDAL 的管理命令以 UDAL 开头， 如：查看版本号 udal show version, 

查看帮助 udal show help; 详细的管理命令说明请参考管理命令说明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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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实例管理 

3.1 实例列表 

在控制台中，实例列表展示当前用户所有已经购买的分布式数据库产品实例。通过该列

表可以查看实例的状态，配置以及进入实例相关的操作界面。 

 

3.2 创建 

实例的创建通过产品购买实现。当购买订单完成后，在分布式数据库控制台即可管理新

购买的实例。 

1. 实例列表点击“创建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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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产品购买页面，填写购买信息 

实例类型：不同的版本决定了单服务节点的硬件规格。 

实例规格：购买的 CPU和内存数量，从而决定购买的节点数量。节点数=产品规格/单节点规格 

实例名称：用于方便识别不同的产品实例，当同时购买多个产品实例，最终生成的实例名称将会附

加序号。如实例是填写 test,同时购买数量为 3，则最终 3个实例名分别为“test”、“test_0001”、

“test_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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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订单并支付完成后，稍等片刻，即可在实例列表看到新购买的实例 

3.3 续订 

当产品实例到达到期时间，则会暂停相应的服务。此时，可以通过续订操作延后实例的

到器时间。 

1. 实例列表中选待续订实例的“续订”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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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续订的时长，并完成订单支付。 

 

3.4 退订 

已退订的产品实例，保留短暂时间后将会清理并回收资源，相关数据将不可恢复，请谨

慎操作！ 

1. 实例列表中选待续订实例的“退订”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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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退订操作。 

 

3.5 一键检测 

在实例列表可以通过“一键检测”功能快速了解当前实例的运行情况。 

1. 实例列表中选待续订实例的“一键检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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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开的内容信息中可以了解实例运行情况 

节点检测：产品的服务节点，数量与产品购买时所选的 CPU 内存规格相关。当存在有不可用的节点

时，整体服务可用，但服务能力会有所下降。 

Zookeeper检测： 节点间使用 zookeeper共享信息，如果有不可用情况，可能会影响服务正常使用。 

分片检测：检测 RDS 上的数据库是否正常可用。如果有异常，需检查 RDS 状态是否正常。 

序列检测：检测全局序列是否可用。 

 

3.6 管理 

3.6.1 实例基本信息 

“实例基本信息”可以了解分布式数据库的基本信息，包括 “基本信息”、“配置信息”、“连接信息”。其中，

连接信息的 VIP 地址是应用程序连接分布式数据库的高可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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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分组管理 
控制台可对服务节点进行分组（当前暂只开放默认分组），并针对分组配置“属性设置”、“关联 RDS

设置”、“DML 审计”、“IP 黑白名单” 

 
 

3.6.2.1 属性设置 

“属性设置”中可以设置服务节点的行为参数，包括“最大并发执行请求数”、“是否自动启动分布式事

务”、“是否禁止跨分片动作”等。一般情况下，相关参数按默认取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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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 关联 RDS 设置 

“关联 RDS 设置”中可以设置服务节点连接 RDS 的行为参数，如“最大连接数”、“读写分离配置”等。此

处的属性修改后，需要重启服务节点后才能生效。 

 
关联 RDS 的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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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3 DML 审计 

“DML 审计”中可管理 DML 审计规则以及查看审计日志。系统默认自带有常用的审计规则，可以根据

需要启停或者修改审计规则。同时用户还能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增加新的审计规则。 

 
 

新增自定义的审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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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4 IP黑白名单 

“IP 黑白名单”中可以配置使用分布式数据库服务的 IP 地址规则，支持指定 IP、IP 段、统配三种方式

进行设置。 

黑白名单的判断规则如下： 

1． 如果既没有白名单和黑名单的情况下，任意 IP均可使用服务； 

2． 如果仅有白名单的情况下，则只有符合白名单的 IP可使用服务； 

3． 如果仅有黑名单的情况下，则黑名单以外的 IP可使用服务； 

4． 如果黑白名单都有的情况下，则符合白名单中剔除黑名单后剩余的 IP可以使用服务 

 
 

3.6.3 节点管理 
节点管理中可以了解各节点的运行状态、查看日志并允许手工启动程序。 

TPS/CPU/内存：当前服务节点的 TPS 数量和 CPU 内存占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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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服务节点上服务程序的运行状态。如果停止状态则该节点则不能提供服务； 

监控信息上报：监控信息上传程序的运行状态。如果停止状态，不影响该节点的服务，但在统计分析

功能中将看不到该节点的统计数据。 

 

 
 

3.6.4 schema 管理 
创建 schema 引导式分两步进行。 

 
 

3.6.4.1 创建 schema 

创建 schema 引导式分两步进行。 

1. 填写 schema名称（以字母开头，长度为 3～20 位），并且设置在 RDS上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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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自动生成在 RDS上创建的数据库名，可以手工修改并通过点击“检测”按钮来检查数据库名

是否有效可用。 

 
3. 检测通过后，点击创建按钮即完成 schema的创建 

 

3.6.4.2 schema 基本信息 

“schema 基本信息”可以了解 schema 中的基本信息以及对应的数据库是否正常可用。 



常见问题 

 

46 

 

 
 

3.6.4.3 库表管理 

库表管理中可以列举了当前 schema 中所有的库表，并允许查看每张库表的详情。 

对于创建时未设置库表类型的库表（使用 DDL 语句创建），允许设置其分片算法。 

 

新建库表 

新建库表也采用引导式分两步进行。 

1. 输入创建库表的 DDL语句。注意，这步骤所输入的 DDL只允许包含一句 create table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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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该库表的类型：全局表、分片表、单片表，相关说明见逻辑表 

系统提供若干种预置分片算法，详细说明见分片算法 

对于超大表水平切分后单片数据量依然很大时，可以选择“库内分表”或者“分桶”，在分片节点中

二次拆分，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指定库内分表分片键，后者必须使用库表的分片键做分桶处理。 

 
 

DDL 语句执行 

“DDL语句执行”中支持 create(建表)、alter(修改表结构)、drop(删除表)、加索引、删索引、设

置分片规则、添加序列和添加切片索引等八种类型的 sql。 

当多条 DDL语句时，可以选择并行执行，以及遇到错误是否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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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 DDL语句执行，都会可追溯的任务记录，在 DDL 任务列表中供查看 

 

3.6.4.4 全局序列管理 

全局序列管理中可以按业务需要创建多个全局序列，全局序列可指定序列名（字母开头，字母、数

字、下划线组合，10位字符以内）、起始值以及最大值。序列步长固定 1000。节点会缓存一段序列，这

样在一个集群中存在多个节点的情况下不能保证序列是严格递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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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5 属性设置 

 
 



常见问题 

 

50 

 

3.6.5 用户管理 

客户端在使用分布式数据库时需要像使用 mysql 一样，提供用户名和密码进行鉴权。

在“用户管理”中即可管理这些用户。 

其中，权限与 mysql 类似，可以分配 schema 或者库表的“SELECT”、“INSERT”、

“UPDATE”、“DELETE”、“TRUNCATE”权限。权限的判断逻辑以库表权限优先。如用户在

schema  A 上没有 SELECT 权限，但在 schema A 下的库表 a 有 SELECT 权限，则系统允许用

户对库表 a 做 SELECT 操作 

用户权限管理模式采用用户权限+角色权限，即用户的全量权限集合等于用户所属角色

的权限集合加上为用户单独分配权限，用户的全量权限情况可以在权限视图中查看 

3.6.5.1 创建用户 

 系统默认了 4 种密码安全策略，在创建用户时选择。 

 复杂度要求高-长期有效： 

1.密码长度最少 8 位，大小写字母，数字，特殊符号必须包含至少 3 种 

2.密码有效期 365 天 

3.旧密码不能重用 

 

复杂度要求高-中期有效： 

1.密码长度最少 8 位，大小写字母，数字，特殊符号必须包含至少 3 种 

2.密码有效期 365 天 

3.旧密码不能重用 

 

复杂度要求中-短期有效： 

1.密码长度最少 8 位，大小写字母，数字，特殊符号必须包含至少 2 种 

2.密码有效期 30 天 

3.旧密码可重用 

 

复杂度要求低-临时有效： 

1.密码无限制 

2.密码有效期 15 天 

3.旧密码可重用 



常见问题 

 

51 

 

 

3.6.5.2 设置权限 

设置 schema 权限 

 
        设置库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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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3 权限视图 

权限视图中可以查看用户最终的全量权限集合。 

用户在 schema 上的权限 

 
        用户在库表上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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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角色管理 

角色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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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1 创建角色 

 
 

 

3.6.7 关联 RDS 管理 
◼ RDS实例将用于存储业务数据的，需提前在天翼云上购买。 

◼ 输入用户需要具有创建用户和给用户授权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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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DDL 审计 

分布式数据库提供 DDL 审计功能，即当开启该功能时，对于一些不符合要求的 DDL

基于警告甚至拒绝执行，保证库表定义的质量。在“DDL 审计”中，可以选择开启哪些审计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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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监控 

 

4.1 实例监控(概述) 

在概览页面可以看到每个 DRDS 实例的核心指标状况，包括 TPS、CPU、前端连接数(应用

到 DRDS 的连接)、后端连接数(DRDS 到 RDS 连接)。 

 

 

4.2 统计分析 

4.2.1 SQL 执行分析 

用于查看 DRDS 实例指定时间内运行的 SQL 统计，比较重要的指标包括 SQL 总数、广播

SQL 数、慢 SQL 数以及错误 SQL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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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慢 SQL 分析 

慢 SQL 分析界面可以看到执行超过 1 秒的语句，应用可针对具体语句进行优化。 

 

 
 

 

4.2.3 事务统计 

事务统计界面可以看到用户执行的事务概况，平均耗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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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分片统计 

分片统计界面可以看到 DRDS 实例对应 RDS 的访问情况，可以据此判断是否存在访问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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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分片合理性分析 

分片合理性界面通过分析 DRDS 实例对应 RDS 的存储情况和访问情况，提示用户分片策略

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存储热点或访问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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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运维工具 

4.3.1 数据库连接查询 

通过数据库连接查询界面可以看到实际 RDS 的连接情况及语句执行情况，判断 RDS 是否健

康（如：存在大量正在执行的慢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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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数据库锁表查询 

通过此界面可以看到 DRDS 对应的 RDS 是否存在锁表情况。大量的锁表将导致数据库资源

占用高，整体性能下降。 

 

 
 

4.3.3 数据库连接统计 

通过数据库连接查询界面可以看到实际 RDS 的连接数。连接数占用过高甚至达到连接限制

时，说明数据库存在大量占用资源的语句，将导致 RDS 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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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GC 状态查询 

内存溢出，内存泄漏等问题都将导致 DBProxy 节点频繁 GC，无法正常对外提供服务。通过

此界面可以看到 DRDS 实例每个节点的 GC 状态。 

- 其中 O 表示 JVM的老年代，GCT 表示总共 GC时间，单位为秒。 

- 观察 O列和 E 列，如果长期保持在 100，且 GCT 过高，则说明 DBProxy GC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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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语句执行状态查询 

此界面可以看到 DRDS 实例实际正在执行的语句。 

 

 
 

4.3.6 TOP 语句查询 

此界面可以看到 DRDS 实例每个节点从 0:00 到此刻为止，执行最多的 SQL、广播 SQL、慢

SQL。广播 SQL 过多或慢 SQL 过多都将对 DRDS 整体性能和稳定性造成影响，应提交给应

用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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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问题 

5.1 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兼容的是哪个数据库引擎？ 
兼容 MySQL 协议，支持 5.7 版本 

 

5.2  支持哪些数据访问方式？ 
支持 Workbench , Navicat, SQLyog 等客户端连接，支持 JDBC 访问 

 

5.3 高级版、中级版、低级版三种版本之间存在相同的规格，

为什么同种规格价格不一样？ 
以高级版和中级版均具备的 32 核 64G 规格为例，虽然对外呈现的是同样规格的实例，但高

级版和中级版的单节点规格分别是 16 核 32G、8 核 16G，因此单节点具备的性能和处理能力

是不一样的。 

 

5.4 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如何解决单关系型数据库性能瓶颈？ 
在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中，可以通过分片存储方式，轻松解决大数据量单表容量达到单机数

据库存储上限的瓶颈。 

 

5.5 如何关联 RDS数据库？ 
支持在分布式数据库实例列表中，添加关联 RDS，可重复添加操作，关联多个 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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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 

6.1 管理命令说明 

为方便用户使用和维护 UDAL，UDAL 提供自己特有的管理命令语句。管理命令语句是统一

由 udal 开头的特殊 SQL，以下列表是 UDAL 自己特有的管理命令： 

Show Command Description 

UDAL SHOW HELP show udal commands 

UDAL SHOW VERSION Report DBProxy Server version 

UDAL SHOW SERVER Report server status 

UDAL SHOW DATASOURCE [ WHERE 

DATANODE = 'datanode' ] 
Report dataSources 

UDAL SHOW THREADPOOL Report threadPool status 

UDAL SHOW PROCESSOR Report processor status 

UDAL SHOW COMMAND Report commands status 

UDAL SHOW CACHE Report system cache usage 

UDAL SHOW BACKEND [ COUNT ] Report backend connection status 

UDAL SHOW FRONTEND [ COUNT ] Report front connection status 

UDAL SHOW SESSION show session info with connection binding 

UDAL SHOW HEARTBEAT Report heartbeat status 

UDAL SHOW SEQUENCE [ WHERE 

SCHEMA = 'sequence' AND SEQUENCE = 
sequenceServer sequenceInfo monitor 

http://120.76.251.97:8080/gitbook/udal-book2.0/operation/guan_li_ming_ling_shuo_m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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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Command Description 

'schema' ] 

UDAL SHOW LOGGER LEVEL Show logger level 

UDAL SHOW LVS ZOOKEEPER show connection status of zk for lvs 

UDAL SHOW CONFIG WRITEHOST 

[ WHERE DATANODE IN 

( 'datanode_list' , ... ) ] 

udal show writehost info 

UDAL SHOW CONFIG TABLENODE 

[ WHERE TABLENAME IN 

( 'tablename_list' , ... ) ] 

udal show tableNode info 

UDAL SHOW CONFIG DATANODE 

[WHERE SCHEMA = 'schema'] 
Report dataNodes 

UDAL SHOW CONFIG GRANTS WHERE 

USER = 'user' 
Report user's privileges 

UDAL SHOW SEQUENCE [ SCHEMA ] sequenceServer sequenceInfo monitor 

UDAL SHOW LOCKS show locks for current dbproxy cluster 

UDAL SHOW METRIC SQL { SLOW / TPS} show statistic of sql 

UDAL SHOW CONFIG METRIC show config of metric 

UDAL SHOW TOP 10 udal show top 10 [ALL / SLOW / BROADCAST] 

 

Set Command Description 

UDAL SET LOGGER LEVEL 'logger_name' = 'logger_level' set logger level 

UDAL SET MONITOR 'status' set monitor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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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Command Description 

UDAL SET SEQUENCE VALUE = 'value' WHERE SCHEMA = 

'schema' AND SEQUENCE = 'sequence' 
set sequence value 

 

 

Common Command Description 

UDAL KILL CONNECTION 'connection_ids' ... kill connection 

UDAL STOP HEARTBEAT 'datanodes' ... FOR 'period' stop heartbeat for a time 

UDAL SWITCH DATASOURCE 'datanodes' ... [ TO 'index' ] switch datasource 

UDAL VALIDATE SEQUENCE WHERE SCHEMA = 'schema' AND 

SEQUENCE = 'sequence' 
validate sequence 

UDAL LOCK DATANODE '?' [WRITE/READ] 
lock datanode for 

dbproxy cluster 

UDAL LOCK TABLE '?' [WRITE/READ] 
lock table for dbproxy 

cluster 

UDAL UNLOCK TABLE '?' 
unlock table for dbproxy 

cluster 

UDAL UNLOCK DATANODE '?' 
unlock datanode for 

dbproxy clus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