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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手册

基本操作

创建、查看和删除数据库

使用 CREATE DATABASE 语句创建数据库。语法如下：

CREATE DATABASE db_name [options];

例如，要创建一个名为 samp_db 的数据库，可使用以下语句：

CREATE DATABASE IF NOT EXISTS samp_db;

使用 SHOW DATABASES 语句查看数据库：

SHOW DATABASES;

使用 DROP DATABASE 语句删除数据库，例如：

DROP DATABASE samp_db;

创建、查看和删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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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REATE TABLE 语句创建表。语法如下：

CREATE TABLE table_name column_name data_type constraint;

例如：

CREATE TABLE person (

number INT(11),

name VARCHAR(255),

birthday DATE

);

如果表已存在，添加 IF NOT EXISTS 可防止发生错误：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person (

  number INT(11),

  name VARCHAR(255),

  birthday DATE

);

使用 SHOW CREATE 语句查看建表语句。例如：

SHOW CREATE table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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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HOW FULL COLUMNS 语句查看表的列。 例如：

SHOW FULL COLUMNS FROM person;

使用 DROP TABLE 语句删除表。例如：

DROP TABLE person;

或者

DROP TABLE IF EXISTS person;

使用 SHOW TABLES 语句查看数据库中的所有表。例如：

SHOW TABLES FROM samp_db;

创建、查看和删除索引

对于值不唯一的列，可使用 CREATE INDEX 或 ALTER TABLE 语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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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INDEX person_num ON person (number);

或者

ALTER TABLE person ADD INDEX person_num (number)；

对于值唯一的列，可以创建唯一索引。例如：

CREATE UNIQUE INDEX person_num ON person (number);

或者

ALTER TABLE person ADD UNIQUE person_num on (number);

使用 SHOW INDEX 语句查看表内所有索引：

SHOW INDEX from person;

使用 ALTER TABLE 或 DROP INDEX 语句来删除索引。与 CREATE INDEX 语句类似，DRO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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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嵌入 ALTER TABLE 语句。例如：

DROP INDEX person_num ON person;

ALTER TABLE person DROP INDEX person_num;

增加、删除、修改和查询数据

使用 INSERT 语句向表内插入数据。例如：

INSERT INTO person VALUES("1","tom","20170912");

使用 SELECT 语句检索表内数据。例如：

SELECT * FROM person;

+--------+------+------------+

| number | name | birthday |

+--------+------+------------+

| 1 | tom | 2017-09-12 |

+--------+------+------------+

使用 UPDATE 语句修改表内数据。例如：

UPDATE person SET birthday='20171010' WHERE name='tom';

SELECT * FROM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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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umber | name | birthday |

+--------+------+------------+

| 1 | tom | 2017-10-10 |

+--------+------+------------+

使用 DELETE 语句删除表内数据：

DELETE FROM person WHERE number=1;

SELECT * FROM person;

Empty set (0.00 sec)

创建、授权和删除用户

使用 CREATE USER 语句创建一个用户 tiuser，密码为 123456：

CREATE USER 'tiuser'@'localhost' IDENTIFIED BY '123456';

授权用户 tiuser 可检索数据库 samp_db 内的表：

GRANT SELECT ON samp_db .* TO 'tiuser'@'local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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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用户 tiuser 的权限：

SHOW GRANTS for tiuser@localhost;

删除用户 tiuser：

DROP USER 'tiuser'@'local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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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语法

Optimizer Hint

TiDB 在 MySQL 的 Optimizer Hint 语法上，增加了一些 TiDB 专有的 Hint 语法, 使用这些 Hint

的时候，TiDB 优化器会尽量使用指定的算法，在某些场景下会比默认算法更优。

由于 hint 包含在类似 /+ xxx / 的 comment 里，MySQL 客户端在 5.7.7 之前，会默认把 comment

清除掉，如果需要在旧的客户端使用 hint，需要在启动客户端时加上 --comments 选项，例如 

mysql -h 127.0.0.1 -P 4000 -uroot --comments

TIDB_SMJ(t1, t2)

SELECT /*+ TIDB_SMJ(t1, t2) */ * from t1，t2 where t1.id = t2.id

提示优化器使用 Sort Merge Join 算法，这个算法通常会占用更少的内存，但执行时间会更久。

当数据量太大，或系统内存不足时，建议尝试使用。

TIDB_INLJ(t1, t2)

SELECT /*+ TIDB_INLJ(t1, t2) */ * from t1，t2 where t1.id = t2.id

提示优化器使用 Index Nested Loop Join 算法，这个算法可能会在某些场景更快，消耗更少系统资源，有的

场景会更慢，消耗更多系统资源。对于外表经过 WHERE 条件过滤后结果集较小（小于 1 万行）的场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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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使用。TIDB_INLJ()中的参数是建立查询计划时，驱动表（外表）的候选表。即TIDB_INLJ(t1)只会考虑使

用t1作为驱动表构建查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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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计划
TiDB 优化器会根据当前数据表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最优的执行计划，执行计划由一系列的 operator 构成。

使用 EXPLAIN 来优化 SQL 语句

EXPLAIN 可以和 SELECT, DELETE, INSERT, REPLACE, 以及 UPDATE的语句一起使用，返回结果提供了 TiDB

执行 SQL 查询的详细信息：

Tips：执行 EXPLAIN，TiDB 会返回被 EXPLAIN 的 SQL

语句经过优化器后的最终物理执行计划。也就是说，EXPLAIN 展示了 TiDB 执行该 SQL

语句的完整信息，比如以什么样的顺序，什么方式 JOIN 两个表，表达式树长什么样等等。通过观察

EXPLAIN 的结果，你可以知道如何给数据表添加索引使得执行计划使用索引从而加速 SQL

语句的执行速度；你也可以使用 EXPLAIN 来检查优化器是否选择了最优的顺序来 JOIN 数据表。

EXPLAIN 输出格式

目前 TiDB 的 EXPLAIN 会输出 6 列，分别是：id，parents，children，task，operator info 和

count，执行计划中每个 operator 都由这 6 列属性来描述，EXPLAIN 结果中每一行描述一个

operator。下面详细解释每个属性的含义：

属性名 含义

id operator 的 id，在整个执行计划中唯一的标识一个

operator

parents 这个 operator 的

parent。目前的执行计划可以看做是一个 operator

构成的树状结构，数据从 child 流向 parent，每个

operator 的 parent 有且仅有一个

children 这个 operator 的 children，也即是这个 operator

的数据来源

task 当前这个 operator 属于什么

task。目前的执行计划分成为两种 task，一种叫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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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 含义

task，在 tidb-server 上执行，一种叫 cop

task，并行的在 tikv 上执行。当前的执行计划在 task

级别的拓扑关系是一个 root task 后面可以跟许多 cop

task，root task 使用 cop task

的输出结果作为输入。cop task 中执行的也即是 tidb

下推到 tikv 上的任务，每个 cop task 分散在 tikv

集群中，由多个进程共同执行

operator info 每个 operator 的详细信息

count 预计当前 operator

将会输出的数据条数，基于统计信息以及 operator

的执行逻辑估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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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变量

如何设置

变量可以通过 SET 语句设置，例如

set @@tidb_distsql_scan_concurrency = 10

如果需要设值全局变量，执行

set @@global.tidb_distsql_scan_concurrency = 10

系统变量

tidb_distsql_scan_concurrency

作用域:SESSION | GLOBAL

默认值：10

这个变量用来设置 scan 操作的并发度，OLAP 类应用适合较大的值，OLTP 类应用适合较小的值。 对于

OLAP 类应用，最大值建议不要超过所有 TiKV 节点的 CPU 核数。

tidb_index_lookup_size

作用域：SESSION |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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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20000

这个变量用来设置 index lookup 操作的 batch 大小，OLAP 类应用适合较大的值，OLTP

类应用适合较小的值。

tidb_index_lookup_concurrency

作用域：SESSION | GLOBAL

默认值：4

这个变量用来设置 index lookup 操作的并发度，OLAP 类应用适合较大的值，OLTP 类应用适合较小的值。

tidb_index_serial_scan_concurrency

作用域：SESSION | GLOBAL

默认值：1

这个变量用来设置顺序 scan 操作的并发度，OLAP 类应用适合较大的值，OLTP 类应用适合较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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