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安装和配置
MySQL Workbench 运行于 Linux、Unix、Mac OS X 和 Windows 之上。MySQL
Workbench 在 Linux、Unix 和 Mac OS X 上的安装、配置和使用都非常相似，这不足为
奇，因为 Mac OS X 就是 Unix 的一种衍生物。 因为对. NET 框架的依赖，Windows 平台
的界面行为有所不同。对这些平台之间的差异的凸显遍布于本书各处。
本书使用 Fedora 作为 Linux、Unix、Windows 7 和 Mac OS X(雪豹)的通用版本。虽
然许多屏幕截图都相似，但是本章中还是为每种 MySQL Workbench 提供了各自的截屏。
本章介绍了 MySQL Workbench 在以下平台上的安装和配置：
● Fedora Linux
● Mac O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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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Windows
MySQL Workbench 的安装并不需要在同一台机器上有一个预先存在的 MySQL Server
安装版，但该机器上或网络上有一个这样的安装版则会更加有用。MySQL Workbench 将
它的设计元库(repository)以一种专用的文件格式存放在本地文件系统中。若没有 MySQL
Server 实例，则查询功能便无法实现，正由于此，MySQL Server 和 Workbench 的安装和
配置在本书中都有各自专门的部分进行展示，这样你就可以使用 Windows、Linux 或 Mac
OS X 进行试验了。
MySQL Server 可以和你正在使用的开发环境安装在同一台机器上，无论这台机器是
笔记本电脑还是台式机。尽管在一家公司中，MySQL Server 通常是在一个独立的服务器
上的，但本书假设你是在开发工作站上工作。
下面的章节涵盖了这两种产品的安装和配置。

1.1

Fedora Linux

Fedora Linux 是红帽企业 Linux 的开源版，它也是与 Oracle Unbreakable Kernel Linux
最 相 近 的 版 本 。 CentOS 也 是 另 一 种 红 帽 的 克 隆 版 本 ， 它 与 红 帽 企 业 版 和 Oracle
Unbreakable Kernel Linux 都很相似。这些红帽的发布版本都使用红帽包管理器(RPM)
和.rpm 文件来安装和升级软件。这就意味着软件分布在发布包中，包括软件的可执行文
件、共享库、图像文件和配置文件。虽然 openSUSE 不是红帽的克隆版本，但是它也使
用了 RPM 进行它的软件组件的包管理。Mandrake Linux 是红帽的一个分支或衍生物。
Mageia 是当前的主要发布版本，它使用 Rpmdrake 来管理.rpm 文件。
Debian、LinuxMint 和 Ubuntu 是 Debian Linux 的发布版本。它们支持 Debian 包管理
(DEB)和.deb 文件。在某个 Debian Linux 版本上运行.rpm 文件之前，必须先转换它们。
大多数的 Linux 软件都有.rpm 或.deb 格式的版本。当软件只有.rpm 或.deb 格式时，
就必须将它转换为另一种格式。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到：由各发行版本(或者发布管
理分支所带来的是这些包之间的依赖关系会很复杂。由于这种复杂性，我们强烈建议
Linux 平台用户使用可能得到的 Linux 发布版本中的软件包。它们可以通过 Gnome 或 KDE
桌面的菜单导航和 Web 搜索得到，这两者是类似于 Windows 或 Mac OS X 的图形用户界
面(GUI)。
本书使用 Fedora 16 版本，这是在写本书时可使用的最新版本。它也通过 GUI 包管
理工具支持 Oracle 发布的 MySQL 5.5 版本。安装 MySQL 开发版本或者其他的软件通常
需要具有大量的 Linux 经验，若需了解这些经验就请阅读有关特定 Linux 发布版本的书
籍吧。
将 RPM 文件转换为 DEB 文件
如果已经选择了某个 Debian Linux 版本，如 Ubuntu(一个非常流行的版本)，则知道
如何将 RPM 文件转换为 DEB 文件是很重要的。下面的命令行语法可以从 Fedora 网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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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一个 RPM 包：
wget http://download.fedora.redhat.com/pub/.../package_name.rpm

下载完毕后，可以使用 rpm2cpio 工具将它转换为一个 cpio 压缩包。cpio 压缩包或
多或少是一种常见的翻译文件结构，cpio 工具可以将 cpio 压缩包解压为一种未压缩的文
件结构。
通常的建议是，通过使用 Linux 管道将 rpm2cpio 和 cpio 命令结合在一个单独的命令
行步骤中。Linux 管道从一个命令中获取标准输出并将其作为另一个命令的标准输入。
它用垂直线符号(|)表示，通常会在一个用于部署的目录中执行，某些系统管理员喜欢在
以/tmp 目录表示的临时目录中执行。解压(explode)一个 cpio 压缩包并且将它写入一个
Linux 文件系统的命令语法是：
rpm2cpio package_name.rpm | cpio –mivd

Linux 程序处理选项的前面有一个单一的或双重的破折号。本书中的例子使用的是
单破折号语法。cpio 命令的选项的含义如下：
● 保存原始文件的日期时间戳
● 解压文件
● 列出每个文件，即众所周知的详细(冗长的)处理
● 在适当的地方创建领头目录
在一个单一的命令语句中将下载(URI 是 URL 加上任何隐藏的 HTTP/HTTPS 头信息)、
转换和解压文件组合起来也是可能的。可以通过将它们组合在一个单一的命令行中来执
行之前的命令。下面这个 uri 串代表之前命令中的 URI：
wget uri | cpio –mivd

这是许多系统管理员通常所采用的检查软件包内容或者定位失败的依赖关系的方
法，这些依赖关系的失败是由于库、文件或者符号的丢失而引起的。这对于在应用该软
件包前了解正在安装的是什么东西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安装和配置 MySQL 产品
安装过程的第一步需要下载软件。下载 Linux 的方法和下载 Windows 和 Mac OS X
的方法不同。你不需要通过浏览器下载然后启动应用程序。当前的 Linux 发布版本提供
了从 GUI 菜单添加或移除软件的能力，或者通过命令行启动相同的 PackageKit 工具包。
Fedora 16 使用捆绑到 GNOME 3 GUI 的 PackageKit 套件，并且使用 YUM 工具(不是
开玩笑——这些都是软件的名称)。GNOME 3 是 Fedora 和其他很多版本的默认窗口环境。
YUM 工具来自于黄狗 Linux 发布版(它是另一个来自于红帽的衍生版本)，它代表
Yellowdog Updater Modified。YUM 有一个 Python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它有利于简
化安装、更新和删除软件包的查询。本书使用 GNOME GUI，但是如果愿意，你也可以
使用 KDE GUI。
启动 GNOME PackageKit 接口的步骤是：Application | System Tools | Add/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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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图 1-1 展示了 GNOME GUI 的外观。

图 1-1

导航到 GNOME Add/Remove Software

启动 GNOME 的 Add/Remove 对话框可以使你从包集合或包组件中进行选择，如
Office、多媒体或者编程组件等，也可以通过名称来搜索可用的包类型。
接下来的两小节阐述如何安装和配置 MySQL Server 和 MySQL Workbench。
1. 安装和配置 MySQL Server
通过使用一个完整的包名或者包名的一部分子字符串来搜索一个软件包。输入搜索
值后，单击 Find 按钮。PackageKit 的 Add/Remove Software 工具就会搜索 Fedora 网站来
查找相匹配的包。不可避免地，搜索会返回比所需要的更多的内容，甚至是许多与搜索
关键字不相关的包。
图 1-2 展示了一次对 MySQL 的搜索。它返回了很多包，但是我们只需要选择 The
MySQL server and related files 包的复选框即可。MySQL 5.5 是本书写作时的最新的社区
版，而那些文件包则通常是当前的社区版本或者开源版本的产品。

图 1-2

搜索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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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软件包需要有其他软件包才能安装。幸运的是，Add/Remove
Software 实用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所有有依赖关系的包，并逐一安装所选择的这
些包。
图 1-3 展示了包的可滚动列表。在没有安装这些相关的包的情况下，不能安装所选
择的包。通过单击 Continue 按钮可以安装这些相关的包。

图 1-3

包列表

只要启动 PackageKit 的 Add/Remove Software 实用工具的用户在 wheel 组(sudoer 的
管理员组，一个以具有类似超级用户这类权限进行工作的用户们所组成的组)中，就可以
继续。查看“在 Linux 上配置 sudoer”旁注来获得关于如何配置 sudoer 特权的指示。如
图 1-4 所示，你会被提示输入 root 用户的密码。

图 1-4

提示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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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中配置 sudoer
授予一个用户 sudoer 特权需要一些步骤。应该授予配置 MySQL Server 和 MySQL
Workbench 的用户这些权限。有 6 个步骤可以使用户拥有 sudoer 权限，其他 4 个步骤使
用户可以配置标准安装：
(1) 在左上角导航到 Applications 菜单，会得到下面的下拉菜单。单击 Other 菜单项
会启动一个相关的浮动菜单。
(2) 接下来的浮动菜单会在右边展开。在列表的底部单击 Users and Groups 菜单项。
(3) 此时会提示账户验证信息。输入密码，单击 OK 按钮。
(4) 确认完密码后，就会打开 User Manager 对话框。单击需要安装的那个单独用
户—— your_user_name。单击 Properties 按钮改变所分配给用户的组。
(5) User Properties 对话框打开后，显示出默认的 User Data 选项卡。单击 Groups 选
项卡将用户添加到 wheel 组作为该用户的属性。
(6) 向下滚动组列表，单击 wheel 组复选框。就像 Mac OS X，wheel 组提供 sudoer
特权。单击 OK 按钮将组分配给用户。
安装完包后(这可能需要几分钟)，就会看到一些复选框被激活的选项。安装过程中
没有进度条显示，这会给判断安装是否完成带来困难。要有耐心，不要因为因特网连接
缓慢所带来的几分钟或更长时间的延迟而单击。在这一步完成后，就可以安装其他包或
者抛开该工具了。
安装完 MySQL 包后，还需要完成一些手动的配置步骤。这些步骤可用于修改 MySQL
配置文件。
通过对/etc 目录中的 my.cnf 文件进行编辑来修改该文件。默认的 my.cnf 文件安装会
带有一个如下的标准套接字配置：
[mysqld]
# Settings user and group are ignored when systemd is used.
# If you need to run mysqld under different user or group,
# customize your systemd unit file for mysqld according to the
# instructions in http://fedoraproject.org/wiki/Systemd
datadir=/var/lib/mysql
socket=/var/lib/mysql/mysql.sock
# Disabling symbolic-links is recommended to prevent assorted security
# risks
symbolic-links=0
[mysqld_safe]
log-error=/var/log/mysqld.log
pid-file=/var/run/mysqld/mysqld.pid

应该对 my.cnf 文件进行编辑，并用下面的内容替换除[mysqld_safe]那部分外的所有
内容：
[mysqld]
# Settings user and group are ignored when systemd is used.
# If you need to run mysqld under different user or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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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ize your systemd unit file for mysqld according to
# the instructions in http://fedoraproject.org/wiki/Systemd
# Default directory.
datadir=/var/lib/mysql
# The TCP/IP Port the MySQL Server listens on.
port=3306
bind-address=127.0.0.1
# The Linux Socket the MySQL Server uses when not using a
# listener.
# socket=/var/lib/mysql/mysql.sock
# Disabling symbolic-links is recommended to prevent assorted
# security risks
symbolic-links=0
# The default storage engine that will be used when creating
# new tables.
default-storage-engine=INNODB
# Set the SQL mode to strict.
sql-mode="STRICT_TRANS_TABLES,NO_AUTO_CREATE_USER,NO_ENGINE_SUBSTITUTION"
# Set the maximum number of connections.
max_connections=100
# Set the number of open tables for all threads.
table_cache=256
# Set the maximum size for internal (in-memory) temporary tables.
tmp_table_size=26M
# Set how many threads should be kept in a cache for reuse.
thread_cache_size=8
# MyISAM configuration.
myisam_max_sort_file_size=100G
myisam_sort_buffer_size=52M
key_buffer_size=36M
read_rnd_buffer_size=256K
sort_buffer_size=256K
# InnoDB configuration.
innodb_data_home_dir=/var/lib/mysql
innodb_additional_mem_pool_size=2M
innodb_flush_log_at_trx_commit=1
innodb_log_buffer_size=1M
innodb_buffer_pool_size=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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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db_log_file_size=5M
innodb_thread_concurrency=8
[mysqld_safe]
log-error=/var/log/mysqld.log
pid-file=/var/run/mysqld/mysqld.pid

接下来，启动 MySQL 服务，这可由在 sudoers 列表中被授权的任何一个用户通过命
令行来实现。
Fedora 的语法为：
[username@hostname ~]$ sudo service mysqld start

Ubuntu 或 Debian 的提示和语法为：
username@hostname:~$ sudo /etc/init.d/mysqld start

检查最新版本
root 超级用户可通过运行以下命令来确保所安装的包是最新版本的：
yum install mysql mysql-server

如果返回的内容如下所示(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包的数量会增加)，就表示已经
准备好启动服务和安装数据库了：
Loaded plugins: langpacks, presto, refresh-packagekit
Setting up Install Process
Package mysql-5.5.18-1.fc16.x86_64 already installed and latest version
Package mysql-server-5.5.18-1.fc16.x86_64 already installed and latest
version
Nothing to do

启动服务后，需要对 MySQL Server 进行一些安全加固。这可以是一个人工任务，
或者也可以简单地运行所提供的脚本文件来对安装版进行安全加固，该脚本文件位于
/usr/bin 目录下：
[username@hostname ~]$ mysql_secure_installation

这个脚本需要交互性地回应几个提示。第一个提示要求输入 root 密码，该密码最初
是空的。这意味着按回车键即可。下一个问题询问是否要设置 root 用户的密码。按 Y 键
和回车键。脚本将提示输入两次 root 用户的密码。
然后再问是否要删除匿名用户，这是一个必做的项目。按 Y 键和回车键。下一个问
题问是否想不允许 root 登录。如果这是一个开发机器，那么就应该按 Y 键和回车键来限
制 root 登录到本地主机。因为这样做是明智的。
然后脚本会问是否想要删除 test 数据库，是否删除它确实并不重要，但是我建议删
除。按 Y 键和回车键删除测试数据库。最后一个问题问是否要重载权限表，答案是按 Y
键和回车键。这将清除现有的安全特权，并重新载入它们，这些重新载入的特权中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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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在连接 MySQL 数据库时产生的变化。这一替代需要断开连接，关闭并重启 MySQL
实例。
加固数据库后，应该创建一个 student 用户和 studentdb 数据库。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请参阅“创建默认的 MySQL 用户”旁注来寻求指导。
创建默认的 MySQL 用户
示例代码依赖于创建一个 student MySQL 用户和 studentdb 数据库。想要授予 student
用户在 studentdb 数据库中工作的所有权限。
以 root 超级用户身份，使用如下语法连接到 MySQL Monitor 命令行：
mysql –uroot –pyour_root_password

用户或者其数据库管理员(DBA)可以以 root 用户的身份使用如下语法创建一个
student 用户和 studentdb 数据库：
CREATE USER 'student'@'%' IDENTIFIED BY 'student';

此时该账户没有任何访问权限。用户能做的事情仅仅是从任何地方连接到数据库。
localhost 限制对同一台机器和一个 IP 地址的访问；域或子域则限制访问一个或者一组
TCP/IP 地址。%可以使用户从任何地方进行连接。拥有这些权限的用户通过下面的命令
仅仅可以看到 INFORMATION_SCHEMA 数据库：
SHOW DATABASES;

INFORMATION_SCHEMA 数据库是 MySQL 数据库实例的一个快照。任何有权访
问 INFORMATION_SCHEMA 数据库的用户都可以查询和发现使用 SHOW DATABASES;
命令所看不到的有关数据库的信息。这在 Oracle MySQL 5.6 中似乎是一个安全漏洞，当
然，Oracle 在后续的发行版本中会修复这个漏洞。
创建完用户后，还应该创建一个 studentdb 数据库。所使用的语法是：
CREATE DATABASE studentdb;

或者，管理员可以创建一个 SCHEMA 来代替 DATABASE。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
因为截止到 MySQL 5.0.2 版本，SCHEMA 是 DATABASE 的同义词。
下面的 GRANT 命令授予 student 用户在 studentdb 上的所有权限：
GRANT ALL ON studentdb.* TO 'student1'@'%';

GRANT 命令使得 student 用户能够使用 studentdb 数据库。连接数据库后，student
用户必须告诉 MySQL 要使用哪个数据库，因为连接本身并不能将用户连接到一个工作
区域。这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来完成：
USE studentdb

应该注意到，USE 命令并不需要分号，它就像是 Oracle Database 11g 实例中的一条
SQL*Plus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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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任何时间改变数据库，但是当想要更改用户时，必须断开连接，再重新连接。
相比于 Oracle 的解决方案来说，这不是太方便，Oracle 解决方案允许以另一个用户连接
而无须离开 SQL*Plus 环境。
现在已经成功地配置了 MySQL 实例。下面需要下载并安装 MySQL Workbench。
2. 安装和配置 MySQL Workbench
循着与 MySQL Server 一样的路径下载、安装和配置 MySQL Workbench。在
PackageKit 的 Add/Remove Software 工具中搜索一个字符串，它就会为 Fedora 进行搜索
并且找到相匹配的包。
搜索 MySQL Workbench 的最佳字符串是 mysql-workbench，因为它只返回一个包。
单击复选框，在打开的盒子图标上会添加一个加号，这表示一个包。单击对话框屏幕右
下角的 Apply 按钮。YUM 会识别所有相关联的包，并显示一个补充的对话框，要求确
认是否要安装额外的软件。此刻除了放弃外，别无选择。因此，单击对话框底部右侧的
Continue 按钮。
单击 Continue 按钮后，会提示输入 root 密码来安装这些软件包。输入密码，单击
Authenticate 按钮。与安装 MySQL Server 时一样，这需要花几分钟。如果一切进行顺利，
就会看到 MySQL Workbench 的 Run New Application 对话框，如图 1-5 所示：

图 1-5

Run New Application 对话框

单击白框内的 MySQL Workbench，然后单击 Run 按钮来测试安装，可以看到图 1-6
所示的屏幕：
祝贺你！算是成功了。关闭 MySQL Workbench 后，如何再打开呢？这很简单，因为
MySQL Workbench 已被添加到菜单中了。我们可以通过单击 Application | Programming |
MySQL Workbench 导航到它。
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作为开源软件的通用 Linux 的安装，下一节将介绍如何使用一
个有产权的 Unix 变体——Mac O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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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MySQL Workbench 的屏幕

1.2

Mac OS X

Mac OS X 是基于 Mach 内核和 BSD(伯克利软件发行版本)的一个 Unix 发行版本，
它也是 Unix 的一个有产权的发行版本。这个操作系统的原始版本是面向对象的操作系统
NeXTSTEP，是由 NeXT 公司使用 Objective-C 开发的。它的第二代产品的名称是
OPENSTEP。苹果在 1997 年收购了 NeXT 公司，并给软件添加了 GUI 的外观和感觉组
件，从而开发出了 Mac OS X。
Mac OS X 和 Linux 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但是大部分 Unix 族系的方法仍被保留在
文件结构和操作系统命令中。大多数的操作可以通过 GUI 接口来成功执行，并且 Mac OS X
使用 Apple Disk Image(.dmg)文件来安装软件。
Apple Disk Image(.dmg)文件更常用的名称是 DMG 文件，它们管理安装软件很简单，
就像微软的 MSI 文件一样。DMG 文件用于处理软件包管理和配置组件。

安装 MySQL 产品
安装的第一步是要下载软件。Mac OS X 的方法是使用浏览器下载。下载完 DMG 文
件后，就可以启动应用程序了。
接下来的两节讨论如何安装和配置 MySQL Server 和 Workbench。这些部分中，如果
你具有基本的 Mac OS X 导航方面的应用知识，那么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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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和配置 MySQL Server
本节指导你遍历安装和配置 MySQL Server 的过程。这里会使用写作本书时一个实
际安装过程的截图。当然，这可能会与未来的安装屏幕不同，但我们希望这些屏幕截图
能使你对于在自己的安装和配置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项有个预期。
下载 MySQL Server 社区版本软件后的第一步就是要求从 Downloads 区域启动它。
双击 MySQL DMG 文件后会看到图 1-7 所示的内容：

图 1-7

双击 MySQL DMG 文件后的结果

双击软件包图标启动安装程序。它会提供图 1-8 所示的介绍对话框。单击 Continue 按
钮继续。

图 1-8

介绍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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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对话框是 MySQL Server 的任何给定版本都有的 Read Me 文件，如图 1-9 所
示。应该阅读这个文件，以便了解在这个 MySQL 软件发布版本中可能遇到的任何变化
或潜在陷阱。单击 Continue 按钮继续。

图 1-9

Read Me 对话框

下一个对话框是许可披露，并显示了约束使用 MySQL Server 的条款，如图 1-10 所
示。用户应该阅读许可披露，以便确保对产品的使用符合约束条件。单击 Continue 按钮
继续。

图 1-10

约束使用 MySQL Server 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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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OS X 不允许只是单击图 1-10 中的 Continue 按钮就可继续。如图 1-11 所示，在
继续安装之前，还必须单击上层对话框中的 Agree 按钮才行。如果不同意，就不能安装
该产品。

图 1-11

继续安装前必须单击 Agree 按钮

在图 1-12 所示的这个对话框中可以改变安装位置，但是我不建议改变，因为 MySQL
通常只是 Mac OS X 之上的一个开发工具。单击 Install 按钮继续。

图 1-12

可选择更改安装位置

下一个对话框要求验证 root 用户的账户，如图 1-13 所示。输入 root 用户的密码，单
击 OK 按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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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用户账户

图 1-14 所示是一个安装进度对话框；需要几分钟来完成安装，时间长短取决于机器
上的并行负载。Continue 按钮会呈灰色直到安装完成为止。

图 1-14

安装进度对话框

图 1-15 所示的对话框会在软件包应用完成后出现。单击 Close 按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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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安装成功

成功安装本产品后，还需要安装 MySQL 启动包。这是 DMG 文件中的第二个打开
的盒子图标。双击它启动安装程序，图 1-16 所示的这个对话框就会出现。单击 Continue
按钮继续安装。

图 1-16

开始安装 MySQL 启动包

下一个就是 Read Me 对话框，如图 1-17 所示。找出来自开发团队的任何最新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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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好主意。看完指示后，单击 Continue 按钮。

图 1-17

Read Me 对话框

该软件包没有许可证书，因为它只是一个可以让用户访问 MySQL Server 的安装软
件。也可以将软件安装在其他地方而不是默认的位置，但是这样做比装在为 MySQL
Server 划定的位置更没有意义，如图 1-18 所示。我建议跳过它，接受默认位置。这样做
最容易查找问题。

图 1-18

可选择更改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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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安装之前，Mac OS X 必须确认用户是在 sudoers 组中并且已被授权。图 1-19
所示的这个对话框需要输入 root 用户密码才能继续进行。输入密码，单击 OK 按钮继续。

图 1-19

要求输入密码

安装过程太快，以至于无法捕捉到进度对话框。从两方面来说，这都是好事——它
很快并且展示出来也没有意义。那个没有显示出来的对话框一闪即逝后，
会出现如图 1-20
所示的对话框，告知该产品安装成功。

图 1-20

安装成功

这就结束了安装。接下来通过运行 System Preferences 来启动 MySQL Server。该图
标放在 System Preferences 对话框底部的 Other 分类中。
针对所安装的产品，有一些手动的步骤来定制用户的 Mac OS X 体验。这些步骤需
要启动一个终端会话。运行 mysql_secure_installation 脚本文件本来是很容易的，像 Fedora
一样。但遗憾的是，在写作本书时，该脚本无法在 Mac OS X 操作系统上自然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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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试图教会你如何编写脚本文件，倒不如带领你遍历各配置步骤似乎更好一些。这也
为帮助你配置其环境提供了一个机会。
如果接受了默认设置，并且确实存在一个.bash_login 文件的话，那么可以直接将所
需的指令复制到该文件中。但这个文件需要提前创建，Mac OS X 是不会自动创建这个文
件的。如果还没有该文件，可以用下面的语法创建一个：
touch .bash_login

可以使用 vi 编辑器或者文本编辑器打开.bash_login 文件，这随用户自己的选择而定。
MySQL 5.5.16 将安装转发到/usr/local/mysql-version 中，就像下边提醒的那样。可以将下
边的内容复制到 MySQL 5.5.16 发行版的这个文件中，但是很可能需要将版本信息更新为
最新。
# Set the MySQL 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point to the root
# directory of the MySQL installation.
export set MYSQL_HOME=/usr/local/mysql-5.5.16-osx10.6-x86_64
# Add the /bin directory from the MYSQL_HOME location into
# your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export set PATH=$PATH:$MYSQL_HOME/bin
# Create aliases that make it easier for you to manually
# start and stop the MySQL Daemon.
alias mysqlstart="/Library/StartupItems/MySQLCOM/MySQLCOM start"
alias mysqlstop="/Library/StartupItems/MySQLCOM/MySQLCOM stop"

需要保存并关闭该文件，然后再重启一个新的终端会话来使这些环境变量生效。也
可以在不关闭文件和打开终端的情况下运行下边的命令来使它们生效：
. ./.bash_login

前面的命令将环境文件放到活动内存中。这需要对环境进行配置。重新启动 shell
后，可以通过运行这个命令来确认新的环境：
which -a mysql

它会返回；
/usr/local/mysql-5.5.16-osx10.6-x86_64/bin/mysql

mysql_secure_installation 脚本所存在的问题使得手动加固数据库安全或修改脚本文
件成为必要。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会手动加固数据库的安全，因为这是一个一次性
的任务并且最好能彻底理解它。
用户需要以特权用户、root 用户的身份连接到数据库。这很简单，因为安装没有设
置任何密码。用户必须打开另一个终端会话来进行修改，或者可以安装 MyPHPAdmin 或
MySQL Workbench。这些工具也适用于修复大多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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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使用上述别名或直接使用命令来启动 mysqld 后台进程，就是 MySQL
Server，命令的语法如下：
/Library/StartupItems/MySQLCOM/MySQLCOM start

成功启动 mysqld 后台进程后，可以使用下边的语法进行连接。这是因为对于 root
超级用户在 Mac OS X 操作系统上安装 MySQL 不需要密码。
mysql -uroot

一旦作为 root 用户连接到数据库后，就可以确认没有设置密码，而且一个不安全的
匿名账户已经配置过了。确认的方法是连接到 mysql 数据库，这是 MySQL 的数据库目
录，然后运行下面的命令：
USE msql;

可以通过下边的查询语句查询结果集：
SELECT USER, password, host FROM USER\G

此时应可以看到如下的输出和在 MacPro.local(或者 iMac.local)本地主机名值之前的
用户的名字：
**************************
user: root
password:
host: localhost
**************************
user: root
password:
host: MacPro.local
**************************
user: root
password:
host: 127.0.0.1
**************************
user: root
password:
host: ::1
**************************
user:
password:
host: localhost
**************************
user:
password:
host: MacPro.local

1. row **************************

2. row **************************

3. row **************************

4. row **************************

5. row **************************

6.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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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需要更改 root 用户的密码。我建议使用 SQL 命令更改而不是直接更新数据字
典表。修改 root 用户账户的语法需要输入用户名、一个@符号和完整的主机值，如下
所示：
SET
SET
SET
SET

PASSWORD
PASSWORD
PASSWORD
PASSWORD

FOR
FOR
FOR
FOR

'root'@'localhost' = password('cangetin');
'root'@'MacPro.local' = password('cangetin');
'root'@'127.0.0.1' = password('cangetin');
'root'@'::1' = password('cangetin');

使用下面的语法应该能够去掉两个匿名用户行，但是我还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假设
你也遇到这个问题，则应尝试在最初的命令后进行修复：
DROP USER ''@'localhost';
DROP USER ''@'MacPro.local';

如果两个匿名账户中有任何一个仍然在 user 表中，则可以手动地从数据库目录中去
掉它。下面这个语法将删除它们：
DELETE FROM USER WHERE LENGTH(USER) = 0;

现在已经完成了配置，可以输入 quit;退出 MySQL Monitor。同时，不要忘了使用一
个真正的密码。这里展示的密码不是很强，很容易被人破解。应该使用别人难以猜测的
密码。
要重新进行连接，就需要一个密码，如下所示：
mysql -uroot -pcangetin

可以用以下命令手动启动数据库服务器，这个命令在.bash_login shell 脚本中被定义
为别名。一旦启动成功，它就会作为一个进程一直处于开启和活跃状态，直到手动关闭
它为止。Mac OS X 的自然睡眠(或休眠)周期不会关闭这个数据库。
mysqlstart start

关闭它也很简单，如下所示：
mysqlstop stop

下一节介绍如何安装和配置 MySQL Workbench。
2. 安装和配置 MySQL Workbench
循着与 MySQL 一样的路径下载、安装和配置 MySQL Workbench。使用浏览器从服
务器上下载并从浏览器的 Download 区域打开它。它看起来应该如图 1-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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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使用浏览器下载

双击 MySQL Workbench DMG 文件会产生一个不同类型的屏幕截屏，这是在 Mac OS
X 上频频看到的那种。这被称为拖放对话框，如图 1-22 所示。单击并按住按钮或者二指
单击 DRAG THE ICON 框中的 MySQL Workbench 图标并将它拖到 Applications Folder 图
标上。

图 1-22

拖到 Applications Folder 图标上

将 MySQL Workbench 拖到 Applications Folder 上面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如图 1-23
所示，要求确认通过因特网下载文件的风险。单击 Open 按钮启动 MySQL Workbench 应
用程序。

第1章

图 1-23

安装和配置

确认风险

最后的指令启动应用程序，显现所有平台都会有的初始屏幕，如图 1-24 所示。应该
注意到 MySQL Workbench 提供了 3 个选项—— 它们是 SQL Development、Data Modeling
和 Server Administration。

图 1-24 MySQL Workbench 初始屏幕

这就完成了在 Mac OS X 平台上安装和配置 MySQL Server 及 Workbench 的过程。最
后的指令集是针对 Windows 平台的。

1.3

Microsoft Windows

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Microsoft Windows 的安装是相当简单的，因为用户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下载软件—— 微软软件安装程序(.msi)文件，然后从下载窗口里启动它。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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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简单地称为 MSI 文件而不是.msi 文件，贯穿本书我们使用这一习惯称呼。
注意：
本书所有的测试都是在 Windows 7 上进行的。
在 Windows 安装过程中，两个特性会带来挑战。一个是 MySQL 是作为 Windows 服
务运行的，另一个是 MySQL Workbench 依赖于.NET 的可再发行库。
Windows 服务是后台进程，当操作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或者由 Administrative 用户手
动启动。在安装并配置了该产品后，我们现在回来讨论可用的 Windows 服务选项。在
“Windows 服务”旁注中可以找到更多内容。
Windows 服务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所有的后台进程是作为 Windows 服务来运行的。这些服
务就像是 Linux 和 Mac OS X 系统上的守护进程(daemon，发音为 dee-muhn)。
Windows 的每个版本都有一套自己的导航步骤来得到 Services 对话框窗口。快捷方
式是单击 Start | Run，然后输入下面的命令：
services.msc

这样便启动了 Services 对话框，它看起来如图 1-25 所示：

图 1-25

Services 对话框

可以选择停止、暂停或者重启运行中的服务。如果停止了它，就只能选择启动它了。
右击 MySQL 的名称会出现一个上下文菜单。单击 Properties 启动一个菜单，用于配置
MySQL 服务。最常见的配置选项是选择服务在操作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还是手动启动，
如图 1-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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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ySQL 服务

也可以在命令行中启动或者停止 Windows 服务。使用下面的语法可以启动服务：
C:\> NET START mysql

停止服务的语法如下所示：
C:\> NET STOP mysql

将自动服务转换为手动服务的最常见的原因是操作系统的资源被其他活动所需要。
在开发人员的机器上这是最常见的情况，这些机器也要支持其他的开发工具、数据库和
应用程序，如微软办公软件。
MySQL Workbench 对.NET 可再发行库的依赖意味着很多用户将需要执行预安装步
骤。预安装步骤就是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10 可再发行库和 Microsoft .NET 4 可再
发行库。
就像 Mac OS X 软件那样，从 Oracle 的 MySQL 网站下载 MySQL Server 社区版本的
MSI 文件。我建议在开始之前两个都下载。还需要下载 Microsoft Visual C++ 2010 和.NET
4 可再发行库，除非已经安装了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注意：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下载可能迁移到 Oracle 的核心服务器，在旧的 MySQL 网站上
或许不能再下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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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安装 Microsoft 可再发行库

如果没有 URL，那么找到合适的库将是一个挑战。当尝试运行 MySQL Workbench
MSI 文件时，MySQL 会很方便地提供它们。运行 MSI 安装程序来发现它们是乏味的，
你也可以简单地在谷歌上搜索它们。
注意：
在不同的 Windows 安装版中，Microsoft Visual C++ 2010 和.NET 框架会有不同的依
赖和补丁级别。
搜索字符串可以是：
● Visual C++ 2010 Redistributable Package(x86)
● .NET 4 framework
下载完 Visual C++ 2010 Redistributable Package(x86)后，单击 Run 按钮启动 MSI 文
件，如图 1-27 所示。

图 1-27

启动 MSI 文件

这会出现 Microsoft Visual C++ 2010 x86 Redistributable Setup 对话框，如图 1-28 所示。
用户需要单击表示自己已经阅读和接受了软件许可条款的复选框。是否要将信息发送到
微软公司，这取决于用户自己。如果愿意，就可以单击该复选框，但是不选它也不会影
响安装。单击了复选框后，会使 Install 按钮变亮，单击它继续。
下一个对话框是进度条，如图 1-29 所示。通常需要几分钟来安装这些库。不要单击
Cancel 按钮，除非想停止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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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Visual C++ 2010 x86 Redistributable Setup 对话框

图 1-29

进度条

在将软件包部署进 Windows 环境以后，MSI 就会自动进入下一个对话框，如图 1-30
所示。单击 Finish 按钮，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不需要重启系统来应用这些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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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0

安装完成

下一个预安装步骤是安装.NET 4 框架。在浏览器窗口中双击下载下来的 MSI 文件，
就会出现图 1-31 所示的对话框。单击 Run 按钮安装该软件。

图 1-31

开始安装.NET 4 框架

这会打开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Setup 对话框，如图 1-32 所示。需要单击复选
框，如同已经做过的那样。复选框告知用户需要阅读并接受软件许可条款。当选中复选
框后，Install 按钮就亮了。单击 Install 按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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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Setup 对话框

下一个对话框显示软件安装的进度，如图 1-33 所示。在安装结束后，该对话框自行
关闭。

图 1-33

显示安装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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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屏幕是等待用户单击 Finish 按钮，如图 1-34 所示。这样，就完成了预安装
部分。

图 1-34

安装完成

完成预安装步骤后，在继续之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下一节介绍安装和配置 MySQL
Server。

1.3.2

安装 MySQL 产品

就像其他的安装一样，第一步需要下载软件。在 Windows 上的方法有点像 Mac OS X
的，因为它将 MSI 文件放在浏览器的 Download 文件夹中。但与 Mac OS X 不一样的是，
MSI 配置工具为用户考虑到了大部分安装步骤。
下面两个章节讨论如何安装和配置 MySQL Server 和 Workbench。在阅读这些章节时，
具有一些有关基本的微软 Windows 导航的实际知识的话，将是有帮助的。
1. 安装和配置 MySQL Server
本节引导用户遍历在 Windows 平台上安装和配置 MySQL Server 的全过程。这里使
用写作本书时一个实际安装过程的屏幕截图。当然，你可能会看到该安装过程和以后安
装该产品时出现不同画面的情况。屏幕截图能使你对于在自己的安装和配置过程中会遇
到什么样的项有个预期。
既然已经看过了两个关于在微软上启动软件的对话框，我们将跳过它，进入 MySQL
Server 安装的第一个对话框，如图 1-35 所示。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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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MySQL Server 安装

下一个对话框是许可证书，如图 1-36 所示。必须单击复选框来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
这样 Next 按钮才能使用。然后，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图 1-36

许可证书

图 1-37 所示的对话框询问想要安装一个典型的、自定义的还是完整的产品版本。如
果只打算在机器上有一个安装版的话，那么一个完整的安装是最简单的。自定义安装可
以让用户在不同的目录中安装 MySQL Server 的多个副本。典型的安装会进行一些通常
会遇到的假设，我建议进行自定义或完全安装。
为了要抓取截图，请跟随本章的选择，单击 Custom 按钮。这会使 Next 按钮变为可
用，单击它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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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选择安装类型

应该注意，在自定义安装中，Development Components 是灰显的，如图 1-38 所示。
单击 Development Components 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第一个选项 This feature will be
installed on local hard drive。

图 1-38

自定义安装

激活 Development Components 项后，会出现如图 1-39 所示的对话框。单击 MySQL
Server 项，再单击 Browse 按钮选择自定义安装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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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的 Development Components 项

通过在 Folder name 域中输入一个完全限定的路径，便改变了除了服务器数据文件以
外的所有文件的目标文件夹，就像书中输入路径将 MySQL 文件夹改为 MySQL5518(代
表产品的版本)，如图 1-40 所示。输入完整的文件夹路径后单击 OK 按钮。

图 1-40

修改文件夹路径

回到原来的屏幕，但应该注意到，Location 的值显示的是新的目标文件夹，如图 1-41
所示。这改变了可执行文件的目标文件夹，而不是服务器数据文件的。这些文件是
MyISAM 文件。它们包括 mysql、information_schema 和 performance_schema 数据库的信
息。所有其他的数据库默认作为 InnoDB 引擎文件来创建，并且存储在之后的安装中指
定的一个位置上。单击 Server data files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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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显示新的目标文件夹

如图 1-42 所示，高亮显示 Server data files 选项类别，单击 Browse 按钮改变 MyISAM
数据文件夹。

图 1-42

高亮显示 Server data files 项

Browse 按钮会返回到 Change destination folder 对话框。在这里作相同的更改，即
将 Folder name 域中的 MySQL 替换为 MySQL5518，如图 1-43 所示。更改完后单击 OK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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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文件夹名称

这会返回到 Custom Setup 对话框，注意，现在 Location 字段包含着一个由版本所特
定的文件夹路径，如图 1-44 所示。终于完成了该对话框，可以单击 Next 按钮继续了。

图 1-44

显示更改后的文件夹路径

这时，就到了真正安装 MySQL Server 的对话框了，如图 1-45 所示。单击 Install 按
钮继续或者单击 Cancel 按钮中止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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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真正安装 MySQL Server

接下来是一个进度条对话框，如图 1-46 所示。在大多数笔记本电脑上需要一分钟。
完成后，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图 1-46

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接着是一个商务屏幕，显示关于 MySQL 企业版的订购，如图 1-47 所示。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第1章

图 1-47

安装和配置

关于 MySQL 企业版的订购

图 1-48 是第二个商务对话框，显示有关 MySQL Enterprise Monitor Service 的信息，
它通常被用在生产数据库上。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图 1-48

关于 MySQL Enterprise Monitor Service

接下来的是 MySQL Server 安装的最后一个对话框，如图 1-49 所示。选中 Launch the
MySQL Instance Configuration Wizard 复选框，千万不要取消它！使用 MySQL Instance
Configuration Wizard 是配置新安装的 MySQL Server 的最简单方法。如果 Linux 和 Mac OS
X 也有一个这样的复选框，那就很可怕，但是正如在本章的前面所述，它们没有。单击
Finish 按钮，结束 MySQL Server 的安装，开始配置它。

39

40

第Ⅰ部分 配

置

图 1-49

完成安装

MySQL Instance Configuration Wizard 帮助用户确定其 my.ini 文件中应该包含的内
容。这是一个强大的工具，Linux 和 Mac OS X 因没有它而使那些安装更加复杂。
第一个对话框是欢迎屏幕，如图 1-50 所示。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图 1-50

欢迎屏幕

如果你是新手，那么单击 Standard Configuration 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我们要选择
Detailed Configuration 路线。选中 Detailed Configuration 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Next 按钮
继续。如图 1-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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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Detailed Configuration 单选按钮

下一个对话框(如图 1-52 所示)用于指定该机器作为开发人员机器、服务器或者是
MySQL Server 专用服务器。因为大多数用户是开发人员，所以单击 Developer Machine
单选按钮和 Next 按钮继续。

图 1-52

选择服务器类型

下一个对话框用于选择数据库实例的主要目的，如图 1-53 所示。最灵活的选择是
Multifunctional Database。单击 Multifunctional Database 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Next 按钮继
续配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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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选择数据库用途

下面这个对话框用于选择 InnoDB 表空间的路径，如图 1-54 所示。单击 Installation
Path 下拉组合框，从列表中选择\MySQL InnoDB Datafiles\选项。

图 1-54

选择 InnoDB 表空间的路径

在组合框中编辑选项，以便使之包括一个发行版本号，如下所示：
\MySQL 5518 InnoDB Datafiles\

这时应该出现如图 1-55 所示的截屏。单击 Next 按钮继续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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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选项后的结果

下一个对话框选择想要授权多少个并发数据库连接，如图 1-56 所示。Decision
Support(DSS)/OLAP 和 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OLTP)选项分配一个小且固定的开
放通道数目。只有 Manual Setting 选项才允许用户选择并发连接的数量。
如果将实例创建为开发工具，那么应将并发连接设置为 50。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图 1-56

设置并发连接数

下一个对话框设置 TCP/IP 网络，如图 1-57 所示。默认的端口号是 3306，但是也可
以选择 3307、3308 或者 3309 作为 MySQL 的监听端口。除非有其他的 MySQL Server
在机器上运行，否则 3306 就行。端口号会被写入 my.ini 文件的[CLIENT]和[MYSQ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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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每次启动服务或调用客户端 MySQL Server 软件连接到一个数据库时，这个文件
都会被读取。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图 1-57

设置 TCP/IP 网络

接下来选择默认字符集，如图 1-58 所示。Standard Character Set 是 lantin1(或 ISO
8859-1)。Best Support For Multilingualism 支持 Unicode。你也可以选择 Manual Selected
Default Character Set/Collation。你应该为你的环境选择一个适合的字符集；Standard
Character Set 在大多数英语国家都可使用。
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图 1-58

选择默认字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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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对话框(如图 1-59 所示)询问是否想将 MySQL Server 安装成 Windows 服务，
这是实践中最好的做法。用户可以从组合框中选择服务名称。如果想要使服务在操作系
统启动时自动启动，那么就选中 Launch the MySQL Server automatically 复选框。如果只
想在需要时才运行它，那么就不要选中此框。
如果只打算在服务器上运行一个 MySQL 实例，那么就选中 Include Bin Directory in
Windows PATH 复选框。如果打算在任何给定时间都有超过一个实例在运行，就取消选
择该复选框。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选择，并且要求创建 Windows shell 脚本来在命令 shell
中对%PAHT%环境变量进行设置。
以下是一个 MySQL 5.5.18 的命令 shell 的例子，它动态地将 MySQL 路径加载到操
作系统的通用%PATH%环境变量之中。也可以在想要使用 MySQL 的任何时候在一个命
令 shell 中手动输入。但是这很快就会令人厌烦。
SET PATH=C:\Program Files\MySQL5518\MySQL Server 5.5\bin;%PATH%

单击 Next 按钮继续配置。

图 1-59

设置 Windows 选项

下一个对话框为 MySQL 实例设置 root 用户密码，如图 1-60 所示。应该确保它是不
会忘记的。同时，也不应该让它太容易猜。对于书中的例子，我们使用 cangetin，这是
旧的 Sun Solaris 为了培训而设置的系统管理员的默认 root 密码。不要创建一个匿名账户，
因为这是一个可怕的行为和安全的噩梦。单击 Next 按钮继续配置 MySQL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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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0

设置安全选项

如果忘了 root 用户的密码，那么可以通过临时手动修改 my.ini 文件来重置密码。更
多关于重置 MySQL root 密码的信息在“重置 MySQL root 用户密码”旁注中。
重置 MySQL root 用户密码
有时候，MySQL 的安装运行得很好，但是学生们忘记了 root 密码。这就像一个拥
有唯一 root 用户密码副本的 DBA 却被车撞了。怎么恢复呢？这在 Linux 或 Windows 上
并不是很难。
Linux 和 Mac OS X 进程 关闭 mysqld 进程：
sudo service mysqld stop

然后，使用下面这个命令(&会让终端会话在后台启动 MySQL Server 时仍保持在前
台)启动它：
sudo mysqld_safe --skip-grant-tables &

这样就可以作为无需密码的 root 用户进行连接了，如下所示：
mysql -uroot

作为超级用户 root 进行连接，在 mysql>提示符下执行以下命令：
use mysql;
UPDATE user
SET
password=PASSWORD("new_password ")
WHERE user = 'root';
flush privileges;
quit

再将 mysqld 进程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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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service mysqld stop

然后，用下面这个命令启动它：
sudo service mysqld start &

Windows 进程 Windows 提供了两种方法来完成这些任务。第一种快速且容易，但
是有让别人通过网络进入数据库的风险。第二种需要多做一点工作，但是能保证当禁用
安全来重置 root 密码时关闭网络。我们将着重于后者，这是推荐的方式。
在 my.ini 配置文件的[mysqld]段中添加以下参数来禁用安全和重置 root 密码。my.ini
文件的位置：在 32 位 Windows 操作系统(OS)上运行 32 位的 MySQL Server 版本时，它
位于 C:\Program Files\MySQL\MySQL Server 5.x 文件夹中；在 64 位 Windows 操作系统
上运行 64 位版本的 MySQL Server 时，其所在文件夹也是这个。而对于运行在 64 位
Windows 操作系统上的 32 位 MySQL Server 版本来说，my.ini 文件则位于 C:\Program Files
(x86)\MySQL\MySQL Server 5.x 文件夹中。
在编辑这个配置文件时，还要进入另外两个配置文件，因为它们限制了到本地服务
器机器的连接。可以使到 MySQL Server 的连接只通过本地操作系统的管道，且在 root
用户密码重置期间网络访问是关闭的。
[mysqld]
# These let you safely reset the lost root password.
skip-grant-tables
enable-named-pipe
skip-networking

保存了 my.ini 文件里的更改后，应该停止并重启 mysql 服务。如果给 Microsoft 服务
起了其他名称，则必须在示例语句中用该名称代替 mysql。命令行的步骤如下。
停止服务：
net stop mysql

启动服务：
net start mysql

现在，可以不要密码就能作为 root(超级用户)登录并修改密码了，如同之前通过设置
my.ini 文件中的 skip-grant-tables 选项所获得的资格一样。但若这样，就不能通过正常指
令修改密码了：
SET PASSWORD FOR 'student'@'%' = password('cangetin');

如果尝试使用正常的语法的话，MySQL 会引发以下异常(错误消息的特殊格式保证
了最终文本的可读性)：
ERROR 1290 (HY000): The MySQL server IS running WITH the
--skip-grant-tables option so it cannot execut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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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必须首先连接到具有数据字典或目录的 mysql 数据库。然后，使用简单的 UPDATA
语句来重置 root 密码：
-- Connect to the data dictionary.
USE mysql
-- Manually update the data dictionary entry.
UPDATE USER
SET
password = password('cangetin')
WHERE USER = 'root'
AND
host = 'localhost';

到此为止，已经做了所有需要做的。退出 MySQL Server，删除附加参数。停止并重
新启动 MySQL Server 服务，这样所作的更改就会起作用了。应该能够用下面的语法进
行连接：
mysql –uroot –pcangetin

如果能正常工作，就说明没有错误。这也说明了加固 my.ini 文件的安全性来防止非
特权用户访问的重要性。
下一个对话框应用所选择的配置选项，如图 1-61 所示。通常，Prepare configuration
和 Write configuration 步骤不会发生故障。Start Service 步骤因为有故障而臭名昭著。这
些故障通常并不是由 MySQL Server 软件中的缺陷造成的。它们通常发生在有人未正确
卸载以前的 MySQL Server 已安装软件的时候。配置和启动服务失败通常意味着需要将
Windows 注册表恢复到一个以前的干净状态。如果不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则有两个选
择。手动尝试清理注册表(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或者重新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后者是最安全的赌注。

图 1-61

应用所选择的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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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security settings 很少会失败。即便失败，通过手动连接并修改 root 用户密码
来修复也是十分简单的。可以使用“重置 MySQL root 用户密码”旁注中的说明来修复
这类问题。
单击 Execute 按钮来配置并启动新的 MySQL Server 实例。
最后一个配置对话框要么报告所讨论过的错误，要么报告产品安装成功。图 1-62 所
示的对话框显示了具有这一节所示的配置的成功安装。单击 Finish 结束 MSI 文件的配置
操作。

图 1-62

成功安装

这一节展示了如何配置数据库，并且使用微软安装来捕捉适当的 my.ini 配置选项是
非常有用的。可以对它们稍作修改并将 my.ini 配置选项转移(从一个电脑移动到另一个电
脑的技术术语)到 Linux 或 Mac OS X 的 my.cnf 文件。唯一真正的改变是需要调整文件系
统的语法。
一旦配置和启动了实例，就可以创建一个 student 用户和 studentdb 数据库。本书中
的例子都使用 student 用户和 studentdb 数据库。你可以在 Create Default MySQL User 旁
注(参见作者的 Oracle Database 11g & MySQL 5.6 Developer Handbook 一书)中找到设置
用户和数据库的指示。
2. 安装和配置 MySQL Workbench
像 Mac OS X 和 MySQL Server 的安装那样下载、安装和配置 MySQL Workbench 社
区版本。如果跳过了 Visual C++ 2010 可再发行包和.NET 4 框架的安装，则必须在安装
MySQL Workbench 前安装它们。没有这个先决条件，MySQL Workbench 的安装就会
失败。
同样，我们会跳过展示运行 MSI 文件的对话框，直接从 MySQL Workbench 安装的
欢迎对话框开始，如图 1-63 所示。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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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

欢迎对话框

下一个对话框给出了改变 MySQL Workbench 目标文件夹的选项，如图 1-64 所示。
我建议简单地将它安装在默认的位置即可。单击 Next 按钮继续。

图 1-64

可选择改变目标文件夹

接下来的对话框让用户选择是完全安装还是只安装某些特性，如图 1-65 所示。我建
议选中 Complete 单选按钮。单击 Next 按钮继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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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安装类型

图 1-66 所示的对话框确认 Setup Type 和 Destination Folder，并且询问是否想要安装
MySQL Workbench。单击 Install 按钮继续。

图 1-66

确认当前设置

下一个对话框显示进度条，如图 1-67 所示。这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会完成。无需任
何动作就应该会进入下一个对话框，但是可能需要单击 Next 按钮来继续安装 MySQL
Workb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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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7

显示进度条

MSI 文件的最后一个对话框让用户完成产品安装后选择启动 MySQL Workbench，如
图 1-68 所示。此时应该选中该复选框并单击 Finish 按钮。

图 1-68

选择启动 MySQL Workbench

启动了 MySQL Workbench 后，应该会出现下面的 MySQL Workbench 初始对话框，
如图 1-69 所示。该对话框如同在 Linux 和 Mac OS X 上见到的那样，这是很棒的，因为
它们是编译过的程序。
至此，就完成了 MySQL 产品的安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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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9 MySQL Workbench 初始对话框

1.4

本章小结

本章讨论了如何在 Linux、Mac OS X 和 Windows 上安装和配置 MySQL Server 和
MySQL Workbench，还展示了如何加固 MySQL Server 的安全以及设置用户和数据库。

1.5

本章内容考查

本章内容考查是一系列判断题和多项选择题，可让你确定对本章知识的掌握程度。
可以在附录 A 中查看这些问题的答案。
判断题：
1. ____在默认安装后，将会默认地使用 Linux MySQL Server 中的一个 Linux 套接字。
2. ____当使用 MySQL 的 Windows 配置工具时需要配置一个监听端口。
3. ____Windows 的默认服务的名称是 mysql。
4. ____Linux 的默认服务的名称是 mysqld。
5. ____当想在一个 Windows 平台上安装两个或更多 MySQL Server 时，应该选中
Include Bin Directory in Windows Path 复选框。
6. ____可以在 Mac OS X 的一个.bash_rc 文件中创建别名，使得每次打开一个终端会
话时，它们都会被读取。
7. ____可以在 Linux 的一个.bash_login 文件中创建别名，使得每次打开一个终端会
话时，它们都会被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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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____Windows 平台上的 MySQL Workbench 的初始对话框菜单的外观和感觉与
Linux 和 Mac OS X 上的都不同。
9. ____Linux 上的 MySQL Workbench 安装允许动态选择 MySQL 产品的安装路径。
10. ____MySQL Workbench 安装在 GNOME 接口的 Application | Programming 菜单中
设置了一个菜单选项。
多项选择题：
11. 哪个平台提供配置向导来管理产品安装？
A. Linux
B. Mac OS X
C. Windows
D. 以上都是
E. 以上都不是
12. 哪个平台支持运行 mysql_secure_installation 脚本而无须修改？
A. Linux
B. Mac OS X
C. Windows
D. 以上都是
E. 以上都不是
13. 哪个平台支持为 MySQL Server 加载一个自定义包？
A. Linux
B. Mac OS X
C. Windows
D. 以上都是
E. 以上都不是
14. 哪个平台支持将一个 Linux 或 Unix 管道或者套接字用于通信？(可能是多个答案)
A. Linux
B. Mac OS X
C. Windows
D. 以上都是
E. 以上都不是
15. 哪个是 MySQL 安装的通用端口？(可能是多个答案)
A. 3306
B. 3307
C. 3308
D. 3309
E. 以上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