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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手册

慢查询分析

1. 功能说明

将超过指定时间的SQL语句查询称为“慢查询”，对应语句称为“慢查询语句（简称慢SQL）”，而数据库管

理员（DBA）对慢查询语句进行分析并找到慢查询出现原因的过程叫做慢查询分析。

腾讯云云数据库（CDB for

PostgreSQL）在【实例管理】-【性能优化】模块下，提供慢查询分析能力。如下图：

2. 主要参数说明

2.1. 慢查询分析默认设置

慢查询功能：默认开启

慢SQL记录时间（log_min_duration_statement）：默认配置为1s，即慢查询语句查询时间超过1s的才被记

录。如有需要调整，请提交工单，说明实例ID和需要配置该参数的时间可修改。

分析数据输出延迟：1~5分钟。

日志记录时长：7天（最大最近100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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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析列表字段说明

目前慢查询分析功能对慢SQL有如下分析：

 基本信息 

a） 最后执行时间 ：在统计范围内，该抽象语句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由于某些预计执行较长，我们统一按语

句执行的begin_time记录。

b)  抽象后的SQL语句 

：去掉慢SQL中常数后的语句，抽象后的语句可以将同类同性质的语句进行汇总统计，以方便您更好的分析。

c)  数据库：该语句调用了哪个数据库

d) 账号：该语句是使用哪个帐号来运行的。

e) 首次执行时间：在统计范围内，该慢SQL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抽象后汇总后，可能有很多条记录）。

f) 总次数：在统计范围内，该慢SQL总共出现的次数。

g) 总次数占比：在统计范围内，该慢SQL总共出现的次数，占所有慢SQL出现的次数的比值。

d) 发送行数：在统计范围内，数据库服务器发送（返回）给客户端多少行结果。

查询信息统计

a）  总时间 ：在统计范围内，慢查询语句查询总耗时。

b)  总时间占比 ：在统计范围内，慢查询语句占所有慢查询语句时间的占比。

c)  平均时间 ：慢查询语句总时间除以总次数的平均时间；

d)  最小时间 ：所有该条抽象语句中，慢查询语句出现的最小时间；用于帮助判断该语句是否偶发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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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最大时间：所有该条抽象语句中，慢查询语句出现的最大时间；用于帮助判断该语句是否偶发性事件。

 读写数据统计 

a）读共享内存块数：在统计范围内，该慢SQL总共从共享内存中读取多数据。

b）写共享内存块数：在统计范围内，该慢SQL总共写入共享内存中多数据。

 读写IO耗时统计 

a） 读IO总耗时：在统计范围内，该慢SQL总共消耗多少读IO时间；用于帮助判断该语句是否在做全盘扫描等

耗时操作数据。

b） 写IO总耗时：在统计范围内，该慢SQL总共消耗多少写IO时间；用于帮助判断该语句是否一次性写入大量

（临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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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日志

1. 功能说明

数据库运行过程中，因操作、SQL、系统运行错误等原因产生的日志叫做错误日志，错误日志常用于开发者找

出业务系统或数据库出现问题的原因。

腾讯云云数据库（CDB for

PostgreSQL）在【实例管理】-【性能优化】模块下，提供错误日志查看能力。如下图：

2. 错误日志默认设置

错误日志功能：默认开启

错误日志记录级别：log_min_error_statement=ERROR。

分析数据输出延迟：1~5分钟。

日志记录时长：7天（最大最近100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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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服务器上恢复PostgreSQL的数据

1. 创建恢复目录

mkdir recovery

注: recovery只是示例目录，用户可以自行修改为自己的目录。

2. 下载全量备份文件

进入PostgreSQL的管理页面——“腾讯云控制台>云产品>关系型数据库>PostgreSQL实例列表>管理>备份

管理”点击下载，获取您所需的备份文件下周地址。（服务器需与数据库处于同一网络中）

3. 解压全量备份文件

输入命令

tar zxf 20170905010143.tar.gz –C recovery

解压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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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相同版本的posgresql（如已安装可跳过此步骤）

例如采用yum源的安装方式，yum源可到 https://yum.postgresql.org/ 查找您所需要的版本：

yum install http://yum.postgresql.org/9.3/RedHat/rhel-6-x86_64/pgdg-redhat93-9.3-1.noarch.rpm

 yum install postgresql93-server postgresql93-contrib

//初始化

 service postgresql-9.3 initdb

开启

 service postgresql-9.3 start或者

/etc/init.d/postgresql-9.3 start

查看安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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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m -aq| grep postgres

可以看到

[root@i-87-575-VM vmuser]# rpm -aq| grep postgres

 postgresql93-libs-9.3.4-1PGDG.rhel6.x86_64

 postgresql93-contrib-9.3.4-1PGDG.rhel6.x86_64

 postgresql93-9.3.4-1PGDG.rhel6.x86_64

 postgresql93-server-9.3.4-1PGDG.rhel6.x86_64

5. 配置文件修改

将配置文件

postgresql.conf

中的以下选项注释掉（注释方法：在行首使用#）

如有多个该选项，则全部注释掉。

shared_preload_libraries

local_preload_libraries

rds_extension_list.names

pg_stat_statements.max

pg_stat_statements.track

archive_mode

archive_command

在postgresql.conf文件末尾追加配置 （表示不再使用强同步模式）

synchronous_commit = local

synchronous_standby_names = ''

6. 更改文件夹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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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mod 0700 recovery

修改后如下图

7. 应用增量备份文件[可选]

该步骤为可选步骤，如果跳过该步骤，则数据库的内容为开始做全量备份时数据库的内容。

说明：将xlog文件放入pg_xlog文件夹下，pg会自动重放xlog日志。例如12：00时做的全量备份，如果在该全

量备份的基础上，在pg_xlog文件夹下放置12：00至13：00的所有xlog，则数据库能恢复到13：00时的数据

内容。

下载增量备份文件（xlog）

解压在 pg_xlog文件夹下

tar zxf 20170904010214_20170905010205.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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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启动数据库

pg_ctl start -D ~/recovery

9. 登录验证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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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是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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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实例

第一步：创建新实例

登录腾讯云帐号后，在 http://pgsql.qcloud.com/

中你可以看到已有的实例，点击“新建”按钮，申请新的实例。

点击后会弹出“申请新示例”的窗口，在该窗口内，你可以进行相关的配置设置，其中存储空间的步长为10GB

。

点击确定后，即可在实例列表中，找到刚刚申请到的实例，新申请的实例状态默认为待初始化。

第二步：初始化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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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您要初始化的实例，点击“批量初始化”或“初始化”，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完成勾选实例的初

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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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实例
当你的数据库实例初始化后，你可以使用任何标准的SQL客户端连接到该实例。接下来，我们提供一种使用pg

Admin连接PostgreSQL实例的示例。

第一步

（为了您的数据安全，目前仅提供了内网IP，因此您需要一个对应区域的腾讯云服务器）

你可以从 https://www.pgadmin.org/download/ 下载和安装pgAdmin。

第二步

点击“文件”菜单，选择“添加服务器”。

第三步

在“新建服务器登记”对话框中，填写名称、主机IP地址、端口号、用户名和密码。主机IP地址和端口号你可

以从PGSQL实例管理页面中的“内网地址”找到。填写完成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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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在左侧的对象浏览器菜单中，双击“服务器组”展开该列表。选择刚刚连接好的服务器（数据库实例），并选

择数据库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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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

启动PSQL控制台，首先点击如图所示的图标，选择PSQL CONSOLE。即可在控制台中操作你的数据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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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数据
如果你的数据已经在PostgreSQL上，你可以psql命令将数据轻松的迁移到CDB for PostgreSQL中。

迁移数据的工作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1）使用pg_dump命令进行逻辑备份，创建转储数据；

（2）将上一步的备份数据恢复到CDB for PostgreSQL上。

准备操作：你应该已经完成PostgreSQL实例的准备，如未完成，请参见申请实例和连接实例的操作指

引。

第一步

使用PostgreSQL客户端连接本地数据库，执行如下命令，备份数据。

pg_dump -U username -h hostname -p port -d databasename -f filename

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意义

username 本地数据库用户名

hostname 本地数据库主机名，如果是在本地数据库主机登录，可

以使用 localhost

port 本地数据库端口号

databasename 要备份的本地数据库名

filename 要生成的备份文件名称，如mydump.sql

第二步

准备操作：请先将备份好的数据上传到同一内网的云服务器主机上，然后通过内网进行数据恢复，以保证网络

的稳定和数据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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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登录云服务器后，在PostgreSQL客户端中，执行如下命令，恢复数据。

psql -U username -h hostname -d desintationdb -p port -f dumpfilename

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意义

username CDB for PostgreSQL 的数据库用户名

hostname CDB for PostgreSQL 的数据库地址

desintationdb CDB for PostgreSQL 的数据库名

port CDB for PostgreSQL 的数据库端口号

dumpfilename 备份数据文件名，如mydump.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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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监控
目前已经支持的可告警指标

目前支持关键的系统性能指标的告警，其他指标暂不支持通过腾讯云云监控告警。

在实例管理列表内，点击页面右侧的对应实例的“管理”按钮,

选择“系统监控”选项卡”，即可对相关数据进行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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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插件
目前，云数据库PostgreSQL已经支持自主创建插件插件（ create extension pluginName

）；支持的插件列表如下：

postgis

pl/pgsql

pl/tcl

pl/perl

hstore

postgres_fdw

pg_stat_statements

pgrowlocks

citext

btree_gin

ltree

btree_gist

pgcrypto

chkpass

cube

pg_trgm

dict_int

tablefunc

fuzzystrmatch

tsearch2

unaccent

intarray

isn

intagg

earthdistance

sslinfo

pg_prewarm

jsonbx

pg_hint_plan

"uuid-o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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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offee

plls

plv8

zhparser

pgrouting

postgis_tiger_geo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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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实例
重启操作经常是维护云数据库的一种必要手段，重启 PostgreSQL

实例相当于本地服务器的重启数据库（服务和进程）操作。

使用控制台重启实例

1) 打开云数据库PostgreSQL控制台。

2) 对于单个运行中的 PostgreSQL 实例，在实例列表操作栏中，点击【重启】，即可对 PostgreSQL

实例进行重启。

数据库重启注意事项

1)

由于

数据库本

身对于业务的重要性，我们建议您谨慎重启，重启前尽量提前断开服务器与数据库连接，并停写数据。

2）一般说运行重启操作后需要十几秒~几分钟时间，重启期间实例将无法正常提供服务。

3) 重启数据库有几率失败，这是正常现象，如果失败可再次（手工）点击重启功能继续重启。

4）重启实例不会改变实例的物理特性，因此实例的公网 IP、内网 IP、存储的任何数据都不会改变。

5）重启后，业务需要重连数据库，请确保您的业务有重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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