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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DS for MySQL 

1.1 功能 

1.1.1 TC_RDS_MYSQL 创建按需计费单机实例 

测试目

的 

创建出按需计费的单机实例 

预置条

件 

⚫ 注册过华为云账号 

⚫ 最好先创建好 VPC、子网、安全组（如果没有的话，RDS 在创建实例

的时候会创建默认的 VPC、子网、安全组等） 

测试过

程 

1. 单击云数据库 MySQL 链接，点击“立即购买”，进入 RDS 的购买页

面。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mysql.html 

 

2. 设置购买信息。 

⚫ 计费模式  选择“按需计费” 

⚫ 区域  选择“华北-北京一” 

⚫ 实例名称 可以不做修改，也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 数据库引擎  选择“MySQL” 

⚫ 数据库版本  选择“5.7” 

⚫ 实例类型   选择“单机” 

⚫ 可用区  选择“可用区二” 

⚫ 时区   不做修改，默认选择“UTC+08:00” 

⚫ 磁盘加密  不做修改，默认选择“不加密” 

⚫ 性能规格   选择“标准型，1 核 4GB” 

⚫ 存储类型  选择“超高 IO” 

⚫ 存储空间  不做修改，默认 40G 

⚫ VPC  不做修改 

⚫ 子网   不做修改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mysq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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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网安全组 不做修改 

⚫ 管理员密码  根据需要输入符号规范的密码 

⚫ 确认密码    再次输入确认密码 

⚫ 参数组    不做修改 

⚫ 购买数量   不做修改，默认为 1 

3. 填写完成后提交，返回 RDS 控制台，查看实例列表。 

4. 等待 6~7min 左右，刷新页面。 

5. 可以看到 RDS 控制台上单机实例创建成功 

预期结

果 

1. RDS 控制台上能显示实例创建成功。 

2. 实例类型、计费模式等每个字段值取值正确：实例类型显示为单机，

运行状态显示为正常，计费方式显示为按需计费，数据库引擎显示为

MySQL5.7.23。 

备注 - 

测试结

果 

- 

 

1.1.2 TC_RDS_MYSQL 单机转跨 AZ 主备 

测试目的 将创建出的单机实例自动转为跨 AZ 主备实例 

预置条件 ⚫ 已经创建出单机实例 

测试过程 1. 单击数据库链接，进入 RDS 控制台页面。 

2. 点击左边栏的“实例管理” 

3. 选择要转换的单机实例 

4. 点击“更多”-> “转主备”，弹出页面，设置备实例信息。 

5. 设置备实例信息，除了可用区以外，都和主实例一样。可用区选择

“可用区一” 

6. 确认后提交，返回 RDS 控制台，等待约 5~6 分钟。刷新页面，操作

成功。 

预期结果 1. 实例类型从“单机”变成了“主备” 

2. 点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查看网络可用区处，主实例

在可用区二、备实例在可用区一。 

备注 - 

测试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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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TC_RDS_MYSQL 创建按需计费的只读实例 

测试目

的 

创建按需付费的只读实例 

预置条

件 

⚫ 已经存在一个单机或者主备实例 

测试过

程 

1. 单击数据库链接，进入 RDS 控制台页面。 

2. 点击左边栏的“实例管理” 

3. 选择要操作的实例。 

4. 单击“更多”-> “创建只读” 

5. 打开创建只读的页面，设置只读实例信息 

⚫ 计费模式  选择“按需计费” 

⚫ 当前区域   不能修改，北京一 

⚫ 实例名称   根据需要输入符合规则的名称 

⚫ 数据库引擎  不能修改，MySQL 

⚫ 数据库版本  不能修改， 5.7.23 

⚫ 可用区    请根据需要选择，可默认不做修改 

⚫ 磁盘加密   请根据需要选择，可默认不做修改 

⚫ 性能规格   选择标准型 ， 1U4G 

⚫ 存储类型   不做修改，默认选择超高 IO 

⚫ 存储空间   不做修改，默认 40 

⚫ VPC 、子网、内网安全组 不做修改 

6. 点击“立即购买”，提交订单 

7. 返回 RDS 控制台，等待月 6~7 分钟，刷新页面，操作成功 

预期结

果 

1. 在主备实例的下面出现一个只读实例 

备注 - 

测试结

果 

- 

 

1.1.4 TC_RDS_MYSQL DAS 登陆数据库 

测试目的 使用 DAS 服务便捷登陆数据库，进行数据库操作 

预置条件 已经存在一个主备或者单机实例 

测试过程 1. 单击数据库链接，进入 RDS 控制台页面。 

2. 点击左边栏的“实例管理” 

3. 选择要操作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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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登陆” 

5. 打开 DAS 数据库登陆页面，输入账号和密码（可以使用 root 账号

以及创建实例时指定的 root 密码来登陆） 

6. 打开 DAS 的管理页面，单击“SQL 窗口” 

7. 输入如下简单的创建数据库命令，确认可以操作。 

create database dbtest; 

确认成功后，输入下面的名称删除。 

drop database dbtest; 

 

预期结果 1. 能够登陆数据库实例 

2. 能输入命令，创建数据库/删除数据库，进行数据库操作 

备注 - 

测试结果 - 

 

1.1.5 TC_RDS_MYSQL 实例修改端口 

测试目的 修改数据库实例的端口 

预置条件 ⚫ 已经存在一个主备或者单机实例 

测试过程 1. 单击数据库链接，进入 RDS 控制台页面。 

2. 点击左边栏的“实例管理” 

3. 选择要操作的实例 

4. 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5. 找到数据库端口处，单击编辑小铅笔，修改为 3308（假定修改前端

口为 3306）。 

6. 提交，会弹出确认框，选择“是” 

7. 实例重启，等待大约 1 分钟，确认端口从默认 3306 修改成了 3308 

预期结果 1. 端口修改成功。 

2. 端口修改后从 DAS 依然能登陆成功。 

 

备注 - 

测试结果 - 

 

1.1.6 TC_RDS_MYSQL 设置备份策略 

测试目的 根据要求设置备份策略,定点触发自动备份 

预置条件 ⚫ 已经存在一个主备或者单机实例 

测试过程 1. 单击数据库链接，进入 RDS 控制台页面。 



关系型数据库 

验收测试指南 1 RDS for MySQL 

 

文档版本 01 (2018-02-12)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 

 

2. 点击左边栏的“实例管理” 

3. 选择要操作的实例 

4. 单击实例名称，然后选择“备份恢复”-> “全量备份”页签，单击

“修改备份策略” 

5. 打开修改备份策略页面，进行设置 

⚫ 自动备份   强烈要求打开，默认保持不变 

⚫ 保留天数   根据需要设置，默认为 7 天，可保持不变 

⚫ 备份时间段  请选择业务低峰时间段，可保持不变 

⚫ 备份周期    请根据需要选择，可保持不变 

6. 设置成功，等待时间到了备份时间端后自动触发 

预期结果 1. 设置成功 

2. 到了触发时间点以后，备份列表处会新增一条备份。 

备注 - 

测试结果 - 

 

1.1.7 TC_RDS_MYSQL 手动备份 

测试目的 能进行手动备份，随时触发 

预置条件 ⚫ 已经存在一个主备或者单机实例 

测试过程 1. 单击数据库链接，进入 RDS 控制台页面。 

2. 点击左边栏的“实例管理” 

3. 选择要操作的实例 

4. 单击实例名称，然后选择“备份恢复”-> “全量备份”页签，单击

“创建备份” 

5. 弹出创建备份的对话框，输入适当的备份名称，可以保持默认 

6. 单击“确定”，等待若干时间，备份成功（备份时间的长短和实例

的数据量有关，刚刚创建的实例基本没有插入任何数据的话，备份

时间大概几分钟）。 

预期结果 1. 备份列表中多了一个备份 

2. 备份类型显示为“手动” 

备注 - 

测试结果 - 

 

1.1.8 TC_RDS_MYSQL 手动主备倒换 

测试目的 主备实例能手动触发主备倒换。 

预置条件 ⚫ 已经存在一个主备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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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 1. 单击数据库链接，进入 RDS 控制台页面。 

2. 点击左边栏的“实例管理” 

3. 选择要操作的实例 

4. 单击实例名称，选择“基本信息”页签 

5. 找到“实例类型”处，单击“主备切换” 

6. 弹出“主备切换”的确认框，单击“确认” 

7. 等待大约 1 分钟，倒换成功 

预期结果 1. 在实例基本信息页面，查看网络可用区处，原来是主实例在可用区

二，备实例在可用区一，倒换后调换过来了。 

备注 - 

测试结果 - 

 

1.1.9 TC_RDS_MYSQL 慢日志操作 

测试目的 对产生的慢日志进行查看、统计分析和下载 

预置条件 ⚫ 已经存在一个主备实例 

⚫ 生成一些慢查询语句 

测试过程 1. 单击数据库链接，进入 RDS 控制台页面。 

2. 点击左边栏的“实例管理” 

3. 选择要操作的实例 

4. 单击登陆，利用 DAS 登陆数据库进行如下的操作。 

create database loadtest; 

 

create table loadtest.tabtest(id int not null primary key, name varchar(20), 

age int); 

insert into loadtest.tabtest value(1, 'Ming', 20); 

insert into loadtest.tabtest value(2, 'Zhong', 22); 

insert into loadtest.tabtest value(3, 'Jin', 21); 

 

select sleep(3); 

select sleep(4); 

select age, sleep(3) from loadtest.tabtest; 

select age, sleep(4) from loadtest.tabtest; 

select id, sleep(4) from loadtest.tabtest; 

select id, sleep(5) from loadtest.tabtest where id=1; 

select id, sleep(5) from loadtest.tabtest where id=2; 

5. 返回 RDS 控制台，选中要操作的实例，单击“慢日志”页签 

6. 查看日志明细、统计分析、下载都正常显示出上面操作的语句。 

预期结果 1. 数据库操作成功 

2. 慢日志中显示的日志明细、统计分析、下载等都能正常显示出这些

SQ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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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测试结果 - 

 

1.1.10 TC_RDS_MYSQL 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测试目的 假如有表被误操作了，能通过恢复到指定时间点找回该表或者记录 

预置条件 ⚫ 已经存在一个主备或者单机实例 

⚫ 按 1.1.10 那样已经提前构造成一些表数据 

测试过程 1. 利用 DAS 进行如下的数据库操作。 

delete from loadtest.tabtest where id in (2, 3); 

这时最好记下当前时间，以便恢复到指定时间点时用到。 

select * from loadtest.tabtest; 

确认 id 为 2,3 的都已经删除了。 

2. 大概过了几分钟以后，发现表记录被删错了，需要通过恢复到指定

时间点来找回。 

3. 返回 RDS 控制台，选择要操作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选择“备份

恢复”页签，单击“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4. 弹出“恢复到指定时间点”的对话框，选择合适的时间点。选择恢

复到“新实例”，单击“确定”。 

5. 等待若干时间，等恢复成功后，使用 DAS 查看表记录是否复原。 

预期结果 1. 可以执行恢复到新实例。 

2. 恢复后的数据是当时的表记录。 

备注 - 

测试结果 - 

 

1.1.11 TC_RDS_MYSQL 修改内网 IP 地址 

测试目的 能对创建好的实例修改内网 IP 地址，符合云下 IP 地址的规划 

预置条件 ⚫ 已经存在一个主备或者单机实例（假定内网访问 IP 地址为： 

192.168.0.46，而云下的 IP 地址要求为 192.168.0.69） 

测试过程 1. 单击数据库链接，进入 RDS 控制台页面。 

2. 点击左边栏的“实例管理” 

3. 选择要操作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4. 找到内网地址的地方，单击“修改”，弹出修改内网地址对话框，在

新内网地址处输入要修改的 IP：192.168.0.69。 

5. 返回 RDS 控制台，等待大概 1~2 分钟，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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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结果 1. 内网地址修改为新的 IP 地址。 

备注 - 

测试结果 - 

 

1.1.12 TC_RDS_MYSQL 存储空间扩容 

测试目的 当存储空间不够时，能对存储空间进行在线扩容 

预置条件 ⚫ 已经存在一个主备或者单机实例 

测试过程 1. 单击数据库链接，进入 RDS 控制台页面。 

2. 点击左边栏的“实例管理” 

3. 选择要操作的实例，单击“扩容” 

4. 弹出扩容页面，单击“磁盘扩容”，选择扩容到 100G（假定实例原

来的存储空间为 40G），确认提交。 

5. 返回 RDS 控制台，等待大概 1~2 分钟，操作成功。 

预期结果 1. 扩容成功，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面，查看“空间信息”处，存储

空间变成了 100GB。 

备注 - 

测试结果 - 

 

1.1.13 TC_RDS_MYSQL 规格变更 

测试目的 当所选的规格（CPU/内存）不满足要求时，能对规格进行变更 

预置条件 ⚫ 已经存在一个主备或者单机实例 

测试过程 1. 单击数据库链接，进入 RDS 控制台页面。 

2. 点击左边栏的“实例管理” 

3. 选择要操作的实例，单击“扩容” 

4. 弹出扩容页面，选择“CPU/内存扩容”，选择扩容到 2 核 8GB

（假定实例现在的规格是 1 核 4GB），确认提交。 

5. 返回 RDS 控制台，等待大概 2~3 分钟，操作成功。 

预期结果 1. 变更成功，进入实例“基本信息”页面，查看“配置信息”处的性

能规格变成了 2 核 8GB。 

备注 - 

测试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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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性能 

1.2.1 TC_RDS_MYSQL MySQL 数据库半同步主备实例性能 

测试目的 测试数据同步方式为半同步时，MySQL 数据库主备实例的性能。 

预置条件 ⚫ 按需购买 Centos 系统 8U16G 规格的云主机 ECS，指定 VPC 与

MYSQL 数据库 rds 实例相同，放开 VPC 的安全组访问权限，且绑

定公网 ip。 

⚫ 在 ECS 上安装 sysbench 性能压测工具 

⚫ 按需购买一个 RDS 主备实例,规格为 8 核 32GB, 数据库版本为

MySQL5.7，存储空间为 200G，超高 IO 

⚫ 有关测试工具的安装请参考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wp-rds/rds_swp_mysql_01.html 

 

测试过程 1. 通过 ssh 工具使用云主机的 root 用户和密码登录云主机。 

2. 使用 mysql 命令行登录 RDS 实例并且创建测试数据库 loadtest，命

令参考如下（以数据库用户名为 root，密码为 Test@1234，IP 为

192.168.1.100，端口为 3306 为例）：mysql -uroot -pTest@1234 -

h192.168.1.100 –P3306 -e"create database loadtest"。 

3. 使用 sysbench 命令行初始化数据库，其中为 10 张表，每张表 100

万行数据。命令参考如下（如果 sysbench 安装位置不同，请修改

test 参数对应地址）：sysbench --

test=/usr/local/share/sysbench/tests/include/oltp_legacy/oltp.lua --db-

driver=mysql --mysql-db=dbtest --mysql-user=root --mysql-

password=Test@1234 --mysql-port=3306 --mysql-host=192.168.1.100 

--oltp-tables-count=10 --oltp-table-size=1000000  --num-threads=10 

prepare。 

4. 等待数据初始化完成后，使用 sysbench 命令，以 200 并发度进行

压力测试，测试时长为 5 分钟。命令参考如下：sysbench --

test=/usr/local/share/sysbench/tests/include/oltp_legacy/oltp.lua --db-

driver=mysql --mysql-db=dbtest --mysql-user=root --mysql-

password=Test@1234 --mysql-port=3306 --mysql-host=192.168.1.100 

--oltp-tables-count=10 --oltp-table-size=1000000 --max-time=300 --

num-threads=200 --report-interval=3 --forced-shutdown=1 run。 

5. 等待 5 分钟后，测试结束，记录 QPS 数据。 

预期结果 1. 成功登录到云主机。 

2. 成功登录 mysql，并且成功创建 loadtest 数据库。 

3. 成功完成数据库测试数据导入。 

4. 正常启动压力测试。 

5. 5 分钟后测试结束，QPS 数据不低于 40000 次/s。 

备注 - 

测试结果 -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wp-rds/rds_swp_mysql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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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TC_RDS_MYSQL MySQL 数据库异步主备实例性能 

测试目的 测试数据同步方式为异步时，MySQL 数据库主备实例的性能。 

预置条件 ⚫ 按需购买 Centos 系统 8U16G 规格的云主机 ECS，指定 VPC 与

MYSQL 数据库 rds 实例相同，放开 VPC 的安全组访问权限，且绑定

公网 ip。 

⚫ 在 ECS 上安装 sysbench 性能压测工具 

⚫ 按需购买一个 RDS 主备实例,规格为 8 核 32GB, 数据库版本为

MySQL5.7，存储空间为 200G，超高 IO，同时需要进入实例“基本信

息”，在“数据同步方式”的地方修改为异步 

⚫ 有关测试工具的安装请参考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wp-rds/rds_swp_mysql_01.html 

 

测试过程 1. 通过 ssh 工具使用云主机的 root 用户和密码登录云主机。 

2. 使用 mysql 命令行登录 RDS 实例并且创建测试数据库 loadtest，命令

参考如下（以数据库用户名为 root，密码为 Test@1234，IP 为

192.168.1.100，端口为 3306 为例）：mysql -uroot -pTest@1234 -

h192.168.1.100 –P3306 -e"create database loadtest"。 

3. 使用 sysbench 命令行初始化数据库，其中为 10 张表，每张表 100 万

行数据。命令参考如下（如果 sysbench 安装位置不同，请修改 test

参数对应地址）：sysbench --

test=/usr/local/share/sysbench/tests/include/oltp_legacy/oltp.lua --db-

driver=mysql --mysql-db=dbtest --mysql-user=root --mysql-

password=Test@1234 --mysql-port=3306 --mysql-host=192.168.1.100 --

oltp-tables-count=10 --oltp-table-size=1000000  --num-threads=10 

prepare。 

4. 等待数据初始化完成后，使用 sysbench 命令，以 200 并发度进行压

力测试，测试时长为 5 分钟。命令参考如下：sysbench --

test=/usr/local/share/sysbench/tests/include/oltp_legacy/oltp.lua --db-

driver=mysql --mysql-db=dbtest --mysql-user=root --mysql-

password=Test@1234 --mysql-port=3306 --mysql-host=192.168.1.100 --

oltp-tables-count=10 --oltp-table-size=1000000 --max-time=300 --num-

threads=200 --report-interval=3 --forced-shutdown=1 run。 

5. 等待 5 分钟后，测试结束，记录 QPS 数据。 

预期结果 1. 成功登录到云主机。 

2. 成功登录 mysql，并且成功创建 loadtest 数据库。 

3. 成功完成数据库测试数据导入。 

4. 正常启动压力测试。 

5. 5 分钟后测试结束，QPS 数据不低于 40000 次/s，并且略高于半同步

方式。 

备注 - 

测试结果 -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wp-rds/rds_swp_mysql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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