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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DCDB购买
以下为购买 DCDB 实例的详细流程。

购买入口

入口一

1. 访问 腾讯云主页，将鼠标依次移动至【产品】>【数据库】，单击【分布式数据库】进入产品主页。

2. 在产品主页上单击 立即购买 进入购买界面。

入口二

登录  DCDB 控制台，单击 新建 进入购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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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步骤

注意：

处在不同地域的云产品网络无法互通。实例版本请参考 实例版本文档。分片配置请参考 分片配置文档

。计费详情请参考 产品价格文档。

1. 在购买界面根据需求选择对应的地域、网络类型及分片配置，单击【立即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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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对信息无误后，单击【确认购买】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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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付成功

4. 单击【进入管理中心】，将鼠标依次移动至【云产品】>【基础产品】>【数据库】，单击【分布式数

据库】进入  DCDB 控制台，可看到 DCDB 实例已经购买成功，下一步即可进行实例初始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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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B初始化
以下为初始化 DCDB 实例的具体操作流程。

DCDB 控制台

1. 用户登录进入

管理中心，将鼠标依次移动至【云产品】>【基础产品】>【数据库】，单击【分布式数据库】进入 

DCDB 控制台。

2. 在控制台中，可看到创建完成但未初始化的 DCDB 实例，单击实例右方的【初始化】。

3. 弹出实例初始化界面，根据需要选择配置后，单击【确定】，进行初始化。

支持字符集：选择 MySQL 数据库支持的字符集。

表明大小写敏感：数据库表明大小写是否敏感。

开启强同步：开启强同步可以保证在主机故障时备机数据的一致性，至少需要 2

个节点方可正常运行，默认为不开启，即数据同步方式为异步。

innodb_page_size：该数值为 Innodb 索引数据页长度， MariaDB 默认值为 16

K。修改该值将影响索引创建，该值越小，性能越好，但若更改为 4 KB

第8页　共19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cdb


快速入门产品文档

将导致单个索引不能超过 768 字节。

4. 等待约两分钟后，实例状态转换为“运行中”，表明初始化完成，下一步即可进行连接数据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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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B连接
以下为连接DCDB的相关操作流程。

准备工作

新建用户权限

1. 在 DCDB 控制台 中，单击需要操作的实例最右方的【管理】，进入实例详情页面。

2. 在实例详情页面单击【账号管理】，进入帐号管理页面后单击【创建帐号】。

3. 依次输入帐号名、主机、密码、备注，检查无误后单击【确定】，进入设置权限页面。

主机名实际是网络出口地址。这里支持%这样的匹配方式，代表所有IP均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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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设置权限页面，根据需求分配权限后，单击【保存设置】即可完成权限分配。若需要稍后设置权限，

单击【之后设置】即可。

通过左边的导航栏，我们提供了完全兼容 MySQL

管理方式的图形化界面，权限管理可以细化到列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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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创建后，单击【修改权限】可以修改用户权限，单击【克隆帐号】可以完全复制当前帐号权限来新

建一个帐号。单击【更多】可以重置密码和删除帐号。

获取外网地址

1. 进入实例详情页面，在基本信息中找到外网地址，单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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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稍等片刻后，即可获得外网地址以及端口号。

DCDB 提供了唯一的 IP、端口供用户访问和使用。

连接步骤

在创建用户权限和获取外网地址后，DCDB 可通过第三方工具和程序驱动进行连接。在 WINDOWS

端，以命令行连接、客户端连接和 JDBC 驱动连接三种方式为示例。在LINUX 端，以命令行连接为示例。

WINDOWS 命令行连接

1. 打开 WINDOWS 命令行，在 mysql 的正确路径下输入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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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h外网地址 -P端口号 -u用户名 -p

Enter password: **********（输入密码）

2. 将相关代码正确输入后，显示如下信息，成功连接数据库，下一步即可进行数据库内相关操作。

Welcome to the MySQL monitor. Commands end with ; or \g.

WINDOWS 客户端连接

1. 下载一个标准的 SQL 客户端，例如 MySQL Workbench 、SQLyog 等。这里我们以 SQLyog

为示例。

2. 打开 SQLyog

选择【文件】>【新连接】，输入对应的主机地址、端口、用户名和密码，单击【连接】。

我的 SQL 主机地址：输入前面获得的外网地址。

用户名：输入前面创建用户的用户名。

密码：输入前面创建用户的密码。

端口：输入获取外网地址所分配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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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功连接后的界面如图所示，在此页面即可进行数据库内相关操作。

WINDOWS JDBC驱动连接

DCDB 支持程序驱动连接，这里我们以 JAVA 使用 JDBC Driver for MySQL (Connector/J) 连接

DCDB 为示例。

1. 首先在 MySQL 官网下载一个JDBC的jar包，将其导入 JAVA 引用的 Library 中。

2. 调用 JDBC 代码如下：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url = "外网地址";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name = "com.mysql.jdbc.Driver";//调用JDBC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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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user = "用户名";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password = "密码";

  //JDBC

  Class.forName("com.mysql.jdbc.Driver");

  Connection conn=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url, user, password");

  //

  conn.close();

3. 连接成功后，下一步即可进行其他数据库内操作。

注意：因为 DCDB 在分表和插入数据时需要标记 shardkey，所以无法用 JDBC

调用这些操作。

LINUX 命令行连接

以腾讯云服务器中 CentOS 7.2 64 位系统的 CVM

为例，关于腾讯云服务器的购买详情，可以参考云服务器选购。

1. 登录 LINUX 后，输入命令 

yum install mysql

,利用 CentOS 自带的包管理软件 Yum 在腾讯云的镜像源中下载安装 MySQL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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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命令行显示 complete 后，MySQL 客户端安装完成。我们输入命令 

mysql -h外网地址 -P端口 -u用户名 -p密码

连接 DCDB。下一步即可进行分表操作。下图中以

show databases;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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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B分表操作
以下为连接 DCDB 后一些简单的数据库操作介绍，这里以分表为例。

建表

分表、单表、广播表的区别详情请参考 相关表详情文档。

分表键 (shardkey) 选择的限制请参考 分表键详情文档

建分表时，需指明分表键 (shardkey) ，代码示例如下：

mysql> create table test1(id int primary key,name varchar(20),addr varchar(20))shardkey=id;

Query OK,0 rows affected(0.15 sec)

插入数据

注意：

 insert 字段必须包含分表键，否则会拒绝执行。

向刚刚建立的表中插入数据，代码示例如下：

mysql> insert into test1(id,name);

Query OK,1 rows affected(0.08 sec)

mysql> insert into test3(name,addr) values('example','shenzhen');

ERROR 7013 (HY000): Proxy ERROR:get_shardkeys return error

查询数据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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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数据时，最好带上分表键，分布式路由将自动跳转到对应分片，此时效率最高。否则，分布式系统

会自动全表扫描，然后在网关进行结果聚合，效率较低。

查询数据代码示例如下：

mysql> select id from test1 where id=1;

删除数据

注意：

delete 必须带有 where 条件，where 条件建议带上分表键。代码示例如下：

删除代码实例如下：

mysql> delete from test1 where a=1;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2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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