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题











自建云端或本地MySQL 服务器

1. 安装主从集群

2. 设计及搭建故障切换转移
(failover)

3. 设计及搭建备份系统

4. 维护OS和MySQL服务器

5. 系统监控

6. 系统调优

需要一周的搭建时间和持续的维护



简单快速部署，高性价比，高可用性、以及高安全性的全托管的
服务

MySQL PaaS 

快速创建MySQL服务器

2 分钟
+

额外的好处

1. 高可用性、高可靠性和服务运行保证
99.9%协议

2. 提供本地异地多重备份，保障数据高
度可靠和安全

3. 每天自动备份 + 任意时间点的回滚

4. 支持replica

5. 支持灾备恢复

6. 提供丰富的监测指标



后台用的DB Engine是MySQL 社区
版本（Community Edition）

支持现有的MySQL客户端和工具 (例
如phpMyAdmin, MySQL 
workbench, navicat 等）





无需DBA经验

5.7

2分钟内创建有高可用的MySQL服务器



基于Azure存储提供数据的
高可用性和高可靠性

数据库服务的高可用

支持异地灾备恢复

3 synchronous copies in Azure Storage

VM1 VM2

3 asynchronous copies in a remote DC

PrimaryPrimary



支持开启慢查询日志

支持定制常用的MySQL服务器参数


















 time_zone




提供20+监控参数
•

•

•

•

•

提供多种视图 (1小时 / 24小时 / 7天)

支持第三方的监控工具如Zabbix



支持全量快照备份和增量备份

•

•

•

• 备份所用存储不计费!

灵活的数据库恢复选择

• 基于系统日备和即时快照备份的恢复(e.g.应
用升级失败时的快速恢复）

• 支持恢复到任意一个时间点

• 支持异地恢复 可用于数据库异地迁移或者
在不同环境快速拷贝数据库



用户场景




功能








https://www.azure.cn/documentation/article

s/mysql-database-point-in-time-restore

https://www.azure.cn/documentation/articles/mysql-database-point-in-time-restore


简化购买体验，按客户性能需求付
费而不是基础架构的配置

按小时付费



 轻松实现弹性扩展，增加运行能力
 适用于读取压力较大，或者读远大于写的业务

 最多可添加5个从属实例

 在应用程序中实现读写分离

 只读实例其他适用场景
 商业智能报告(BI)

 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

复制

写读



基于异地副本的恢复

灾备恢复指标

运维人员通过Portal或
Powershell升级副本为主实例

需要支付异地副本的费用

数据中心 A

主实例

数据中心 B

Promote

3份同步拷贝3份同步拷贝



基于异地数据拷贝的恢复

灾备恢复指标

运维人员通过Powershell进
行恢复

所有版本具备这个功能，没有
额外费用

数据中心 A

DB A

数据中心 B

恢复DB

3份异步拷贝3份同步拷贝



支持标准的MySQL Slave模式

常见混合云场景
•

•

通过管理门户配置同步和查看同步状态

o http://www.windowsazure.cn/documentation/articles/m
ysql-database-data-replication

http://www.windowsazure.cn/documentation/articles/mysql-database-data-replication




MS1 MS2 MS3 MS4 MS5 MS6

性能层级 每分钟处理几百个事务

提供约2倍于MS 1的性

能，每分钟处理几百个

到上千个事务

提供约3倍于MS 2的性能，

每分钟处理几千个事务

提供约3倍于MS 3的性
能，每分钟处理几千到
上万个事务

提供约1.5倍于MS4的
性能

提供约1.5倍于MS5的
性能

数据备份
每日自动备份，备份保留

30天， 支持7天内任意时

间点回滚

每日自动备份，备份保

留30天, 支持7天内任意

时间点回滚

每日自动备份，备份保留

30天, 支持7天内任意时

间点回滚

每日自动备份，备份保

留30天, 支持7天内任

意时间点回滚

每日自动备份，备份

保留30天, 支持7天内

任意时间点回滚

每日自动备份，备份保

留30天, 支持7天内任

意时间点回滚

最大支持同时连接数 100 200 500 1000 1500 2000

正式商用版价格 ¥0.09/小时（~¥67/月） ¥0.18/小时（~¥134/月）¥0.48/小时（~¥357/月）
¥1.44/小时

（~¥1071/月）

¥2.16/小时

（~¥1607/月）

¥3.24/小时（~¥2410/

月）

最低性能指标

每个版本包括免费数据库容量100GB，超过的部分按0.61元/GB/月计费。

http://www.windowsazure.cn/documentation/articles/mysql-database-performance-guidance-asdb-test-result


开发，测试，staging 环
境， 或日均PV在10万以

下的应用。

推荐配置：
MS1 （~67元/月）

我的应用属于轻量级应
用，日均PV在50万以下，
数据库日常每秒钟查询

率达到700左右。

推荐配置：
MS2 （~134元/月）

适用场景：
企业官网，个人博客等

我的应用具备一定规模，
日均PV达到100万，数据
库日常每秒钟查询率达

到4500左右。

我的应用有高并发需求，
数据库规模可能超过

100GB, 数据库日常每秒
钟查询率达到10000左右。

推荐配置：
MS4 （~1071元/月）

适用场景：
在线社区，营销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

推荐配置：
MS6 （~2410元/月）

适用场景：
微信推广活动，抢红包，
手游等

建议搭配只读实例进行读写
分离。





















网站
公司官网，营销网站，博客，论坛，wiki，
CMS， 在线教育，等等

微信平台应用
产品公众号 +信息推送+客户管理，等等

数字营销
抢红包，微信抽奖，等等

IOT 
，等等

移动应用
用户管理，数据属性管理，内容推送，
用户行为日志，等等

电商

企业应用
BI报表，CRM，ERP, 监控系统（e.g. 
Zabbix), 等等

手游
用户信息，装备，日志，等等



 场景
光明网创建问卷调查让用户投票。

并支持让用户可以利用此投票系统自行创建问卷。

 实现方案
使用基于 Linux 的虚拟机服务、MySQL Database on Azure 

数据库服务（PaaS）以及 PHP 语言、Redis 构建网络投票平
台。

其中Redis中存放用户投票数据，MySQL Database on Azure

数据库中存储清洗过后有效票数据。

运维人员可以通过 Azure 管理门户内置的监控特性实时了
解资源用量，根据负载饱和度来随时对服务器进行缩放，
保证投票系统的正常运行。

 链接: https://www.azure.cn/partnerancasestudy/case-

studies/guangmingwang/

https://www.azure.cn/partnerancasestudy/case-studies/guangmingwang/


 场景
玩图、拼立得、画中画相机、美丽拍、自拍相机，口袋
应用等移动产品。（长期占据摄影类APP榜单前十位，产
品总安装量过5亿，月活跃用户超过1亿。）

 实现方案
采用Web app应用以及虚拟机搭建前端服务器，将大量
图片和视频存储在Azure存储中，并用CDN加速。将用户
数据，日志，meta data等数据存在MySQL  Database on 

Azure中，并利用Redis做缓存。

基于MySQL  Database on Azure给用户带来的良好体验，
用户逐步从IaaS服务向PaaS服务进行迁移。

 链接: 
https://www.azure.cn/partnerancasestudy/case-
studies/yuntu/

https://www.azure.cn/partnerancasestudy/case-studies/yuntu/


 场景
观致汽车内置一台 3G 联网的 8 英寸触控设备，Azure 将来自高德、新浪微博等互联网合作伙伴的
信息，和行车讯息以及车辆的健康状态通过 3G 网络推送到车载设备和其他移动设备如手机上。

 实现方案
QorosCloud CRM系统将行车讯息和阈值规则写入 MySQL Database on Azure 数据库。

后台服务检查当前行车讯息是否超过设定的阈值，超过即向车主用多种方式推送消息。

MySQL Database on Azure 大大减少了 Qoros 自己搭建高可用DB 的运维成本。

 链接: https://www.azure.cn/partnerancasestudy/case-studies/qorosqloud/

https://www.azure.cn/partnerancasestudy/case-studies/qorosqloud/


 场景
智能家居物联网在云端的后台服务，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等。

 实现方案
智能家居设备信息，状态，用户信息等通过前端的web服务器上传到Azure。

设备信息和用户信息存放在MySQL Database on Azure 的数据库中，设备的状态更新存放在其他storage中。

MySQL Database on Azure 的数据库中的数据会导入到HDInsight以用于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

 链接: https://www.azure.cn/partnerancasestudy/case-studies/fengxiangbiao/

https://www.azure.cn/partnerancasestudy/case-studies/fengxiangbiao/




 增加数据库重连逻辑

 采用只读实例

 采用cache(比如Redis)

 把写请求暂时放在persistent的队列里

 Promote只读实例



 一定要有主键！！！

 主键设计的不好性能可能差10倍

o

o

o

 建索引很重要

o

o



 采用连接池或Persistent Connection

 设置连接池自动检查连接的有效性

 连接数不是越高越好，是够了就好

 不同应用的DB放在不同的实例上，减少互相影响

 建议新写的应用考虑用MySQL5.7

 适当提高MySQL5.7里的参数binlog_group_commit_sync_delay
（比如1000）对高并发下写的性能会有明显提升



// The indication of whether objects will be validated by the idle object evictor (if any).
// If an object fails to validate, it will be dropped from the pool.

p.setTestOnBorrow(true);
// The SQL query that will be used to validate connections from this pool before returning them to the caller.
// If specified, this query does not have to return any data, it just can't throw a SQLException.

p.setValidationQuery("SELECT 1");
// The timeout in seconds before a connection validation queries fail.
// This works by calling java.sql.Statement.setQueryTimeout(seconds) on the statement that executes the validationQuery.

p.setValidationQueryTimeout(1);



 应用支持读写分离  对大容量高并发写的DB可
以考虑在应用层做分库分
表（sharding）
o 在MySQL PaaS上运行1个和10个的运维

成本是差不多的。

ReplicationDriver driver = new ReplicationDriver();

String url = "jdbc:mysql:replication://address=(protocol=tcp)(type=m

aster)(host=masterhost)(port=3306)(user=masteruser),address=(protoc

ol=tcp)(type=slave)(host=slavehost)(port=3306)(user=slaveuser)/yourd

b";

Properties props = new Properties();

props.put("password", "yourpassword");

try (Connection conn = driver.connect(url, props))

{

// Perform read/write work on the master

conn.setReadOnly(false);

conn.createStatement().executeUpdate("update t1 set id = id+1;");

// Set up connection to slave;

conn.setReadOnly(true);

try (Statement statement = conn.createStatement())

{

ResultSet res = statement.executeQuery("show tables");

while (res.next()) {

String tblName = res.getString(1);

System.out.println(tblName);

}

}

}



 产品主页

https://www.azure.cn/home/features/mysql

 技术文档和培训视频

https://www.azure.cn/documentation/services/mysql/

扫描关注 “MySqlOnAzure”

公众账号，抢先知晓服务
最新功能动态，反馈你的
宝贵意见。

https://www.azure.cn/home/features/mysql
https://www.azure.cn/documentation/services/mysql/


Azure 中国官网 https://www.azure.cn/ 提供最新产品与解决方案信息， 技术文档，以及SDKs下载

Azure 镜像市场： https://market.azure.cn/

申请一元试用，即刻体验 Azure 服务：https://www.azure.cn/pricing/1rmb-trial-full/

Microsoft 云科技公众号 Azure 云助手手机 App

Azure 应用程序开发说明 https://www.azure.cn/dev-notes/ 概述了海外与中国区服务开发人员需要注意
的区别

https://www.azure.cn/
https://market.azure.cn/
https://www.azure.cn/pricing/1rmb-trial-full/
https://www.azure.cn/dev-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