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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1.1 产品定义 

MapReduce服务（MRS）是一种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即开即用、稳定可靠、弹性伸缩、便

捷管理的数据处理分析服务。 

MRS打造了高可靠、高安全、易使用的运行维护平台，对外提供大容量数据的存储和分

析能力，可解决用户的数据存储和处理需求。用户可以独立申请和使用托管 Hadoop、

Spark、HBase和 Hive组件，用于快速在主机上创建集群，提供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海量数据

的批量存储和计算能力。当数据完成存储和计算，可终止集群服务，集群终止后不再产生费

用。 

1.2 产品优势 

MRS的主要特点和优势在于： 

 易用 

提供 Hadoop、Spark、Spark SQL、HBase 和 Hive能力，全流程统一的 SQL交互接

口使得大数据开发变得更加简单。 

 低成本 

免运维，计算和存储分离，计算的集群可以按需创建，作业运行结束就可以释放集

群。 

 稳定 

您用于调试和监视集群的时间将更少，服务可用性高（99.9%），数据可靠性高

（99.9999%）。 

 开放 

积极拥抱开源大数据生态，兼容开源，易于与其他服务对接，提供 REST API、

JDBC等多种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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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功能 

MRS基于开源软件 Hadoop 进行功能增强、Spark 内存计算引擎、HBase 分布式存储数据

库以及 Hive数据仓库框架，提供海量数据的分析计算与存储能力。另外，MRS还具备集群

管理功能，在申请 MRS时，你所要做的是根据业务情况选择节点数量，数据磁盘空间来满足

业务要求。MRS申请成功后，你只需要集中精力分析数据即可。 

1.3.1 集群管理功能 

MRS是公有云的一项基础服务，为海量数据提供处理、分析和计算能力。MRS提供 Web

界面，界面功能如下： 

 创建集群：在 MRS 界面完成集群的创建。集群有以下应用场景： 

 数据存储在 OBS：数据存储和计算分离，集群存储成本低，存储量不受限制，并且

集群可以随时删除，但计算性能取决于 OBS访问性能，相对 HDFS有所下降，建议在数据计

算不频繁场景下使用。 

 数据存储在 HDFS：数据存储和计算不分离，集群成本较高，计算性能高，但存储量

受磁盘空间限制，删除集群前需将数据导出保存，建议在数据计算频繁场景下使用。 

 扩容集群：目前支持扩容集群 Core节点，用户可通过增加节点数量处理业务峰值负

载。 

 管理集群：对创建的集群进行管理，数据完成处理分析和计算后可终止集群服务。 

 查询告警：集群运行异常或系统故障时，MRS会收集故障信息并上报网管系统，维

护人员可根据告警信息定位问题原因。 

 日志查询：记录用户对集群、作业的操作信息，便于集群运行异常时定位分析问题

原因。 

 文件管理：MRS支持数据导入、导出，目前只支持数据从 OBS系统导入到 HDFS中，

数据完成分析处理后再从 HDFS导出至 OBS，您也可以将数据存储在 HDFS中。 

 创建作业：作业是 MRS为用户提供的程序执行平台，用户可将自己开发的程序提交

到 MRS集群中，用于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当前 MRS 支持 MR、Spark和 Hive 作业，并支持用

户在线提交 Spark SQL语句，直接查询和分析数据。 

 管理作业：对所有的作业进行管理，可查看作业的详细配置信息和所有完成作业的

记录，停止和删除作业，但 Spark SQL作业不支持停止。 

 管理页面：使用 MRS Manager 作为 MRS集群的统一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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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集群状态的监控功能，您能快速掌握服务及主机的健康状态。 

 提供图形化的指标监控及定制，您能及时的获取系统的关键信息。 

 提供服务属性的配置功能，满足您实际业务的性能需求。 

 提供集群、服务、角色实例的操作功能，满足您一键启停等操作需求。 

1.3.2 Hadoop 

MRS在云上部署并托管了 Apache Hadoop集群，为大数据处理分析场景提供高可靠性、

高可用性的服务。Hadoop 是一个分布式系统基础架构，包含 HDFS、MapReduce 和 YARN组

件。各组件功能如下： 

 HDFS组件：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能提供高

吞吐量的数据访问，适合大规模数据集方面的应用。MRS集群中的数据存储在 HDFS中。 

 MapReduce组件：Hadoop的 MapReduce组件是一种简化并行计算的编程模型，名字

源于该模型中的两项核心操作：Map和 Reduce。Map 将一个任务分解成为多个任务，Reduce

将分解后多任务处理的结果汇总起来，得出最终的分析结果。在 MRS集群中，支持提交用户

开发的 MapReduce程序，执行程序并获取结果。 

 YARN组件：YARN 是 Hadoop中的资源管理系统，是一个通用的资源模块，可以为各

类应用程序进行资源管理和调度。MRS采用 YARN对集群资源进行调度管理。 

Hadoop的架构和详细原理介绍，请参见：

http://hadoop.apache.org/docs/stable/index.html 

1.3.3 Spark 

MRS在云上部署并托管了 Apache Spark集群，Spark是一款分布式并行数据处理框架。 

相对于 MapReduce计算框架，Spark是一款高容错、基于内存计算的计算框架，确保数

据能够快速恢复并重新计算，对于迭代数据计算场景，其计算效率更高。 

在 Hadoop生态系统中，Spark与 Hadoop组件无缝对接，使用 HDFS组件进行数据存

储，使用 YARN组件进行资源管理和调度，使用户能够快速的从 MapReduce 任务切换到

Spark 计算平台。 

Spark适用场景： 

 数据处理，ETL（抽取、转换、加载） 

 机器学习 

 交互式分析 

http://hadoop.apache.org/docs/stab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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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适用于迭代计算，数据重复利用场景。需要反复操作的次数越多，所需读取的

数据量越大，受益越大。 

 云上的 Spark组件具备易用、低成本的特点，且可以按需扩容。 

Spark的架构和详细原理介绍，请参见：

http://spark.apache.org/docs/2.1.0/quick-start.html 

1.3.4 Spark SQL 

Spark SQL是 Apache Spark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前身是 Shark，为熟悉传统数据库但又

不理解 MapReduce的技术人员提供快速上手的工具。用户可以通过界面直接输入 SQL语句，

即可完成对数据的分析处理和查询。 

对比 Apache社区的 Spark SQL，提供的 Spark SQL 具备如下特性： 

 兼容大部分 Hive 语法，使得 Hive用户无缝切换。 

 兼容标准 SQL语法。 

 支持数据倾斜优化：Spark SQL支持倾斜数据 Join转换，对于不包含倾斜键的数据

依然能够平均到不同的 Task 进行处理，对于包含倾斜键的数据，将数据较小的那部分进行

广播，利用 Map-Side Join 来平均到不同的 Task 进行处理，从而充分利用 CPU资源，提升

整体的性能。 

 支持小文件优化：Spark SQL针对小文件的场景采用 coalesce算子，对 Table中的

小文件生成的 partition 进行合并，减少 partition 数，从而避免在 shuffle 的时候，生成

过多的 hash分桶，提高性能。 

Spark SQL的架构和详细原理介绍，请参见：

http://spark.apache.org/docs/2.1.0/programming-guide.html 

1.3.5 HBase 

HBase是一个稳定可靠，性能卓越、可伸缩、面向列的分布式云存储系统，适用于海量

数据存储以及分布式计算的场景，用户可以利用 HBase 搭建起 TB至 PB级数据规模的存储系

统，对数据轻松进行过滤分析，毫秒级得到响应，快速发现数据价值。 

HBase适用场景有： 

 海量数据存储 

适用于 TB～PB级以上的数据存储，提供动态伸缩能力，方便用户在性能或容量需要改

http://spark.apache.org/docs/2.1.0/quick-start.html
http://spark.apache.org/docs/2.1.0/programming-gu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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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时，改变集群资源，轻松构建企业海量数据存储系统。 

 实时查询 

HBase的列式 KV存储机制，适用于企业用户明细数据即席查询，基于主键的低时延点

查，响应时延一般为秒级或毫秒级，方便用户对数据的实时分析。 

对比 Apache社区，提供的 HBase组件具备如下特性： 

 支持多点分割（又称为动态分割），即把空的 Region预先分割成多个 Region。通过

预先分割，避免了因为 Region 空间不足出现 Region 分割导致性能下降的现象。 

 针对 MOB数据提供存储策略。对于 Apache HBase，如果存放在 HBase 的数据大于

100KB 甚至到 10MB时，插入同样个数的数据文件，会导致频繁的 compaction 和 split，占

用很多 CPU，磁盘 IO频率很高，性能严重下降。HBase 组件支持将 MOB数据（即 100KB到

10MB 大小的数据）直接以 HFile的格式存储在文件系统上（例如 HDFS文件系统），然后把

这个文件的地址信息及大小信息作为 value存储在普通 HBase的 store上，通过

expiredMobFileCleaner 和 Sweeper工具集中管理这些文件。大大降低 HBase 的 compaction

和 split频率，提升性能。 

HBase的架构和详细原理介绍，请参见：http://hbase.apache.org/book.html 

1.3.6 Hive 

Hive是建立在 Hadoop 上的数据仓库框架，提供类似 SQL的 HiveQL语言操作结构化数

据，其基本原理是将 HiveQL 语言自动转换成 MapReduce 或 HDFS任务，从而完成对 Hadoop

集群中存储的海量数据进行查询和分析。Console 控制台提供了 Hive Script 输入入口，支

持在线提交 HiveQL语句。 

 支持 HDFS Colocation 

HDFS Colocation（同分布）是 HDFS提供的数据分布控制功能，利用 HDFS Colocation

接口，可以将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可能进行关联操作的数据存放在相同的存储节点上。 

Hive支持 HDFS的 Colocation 功能，即在创建 Hive表时，通过设置表文件分布的

locator 信息，可以将相关表的数据文件存放在相同的存储节点上，从而使后续的多表关联

的数据计算更加方便和高效。 

 支持列加密功能 

Hive支持对表的某一列或者多列进行加密。在创建 Hive表时，可以指定要加密的列和

加密算法。当使用 insert 语句向表中插入数据时，即可实现将对应进行列加密。 

http://hbase.apache.org/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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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列加密机制目前支持的加密算法有两种，具体使用的算法在建表时指定。 

 AES(对应加密类名称为：org.apache.hadoop.hive.serde2.AESRewriter) 

 SMS4(对应加密类名称为：org.apache.hadoop.hive.serde2.SMS4Rewriter) 

 支持 HBase删除功能 

由于底层存储系统的原因，Hive并不能支持对单条表数据进行删除操作，但在 Hive on 

HBase 功能中，MRS Hive 提供了对 HBase表的单条数据的删除功能，通过特定的语法，Hive

可以将自己的 HBase表中符合条件的一条或者多条数据清除。 

 支持行分隔符 

通常情况下，Hive以文本文件存储的表会以回车作为其行分隔符，即在查询过程中，

以回车符作为一行表数据的结束符。但某些数据文件并不是以回车分隔的规则文本格式，而

是以某些特殊符号分割其规则文本。 

MRS Hive支持指定不同的字符或字符组合作为 Hive文本数据的行分隔符，既在创建表

的时候，指定 inputformat 为 SpecifiedDelimiterInputFormat，在每次查询前，设置如下

参数来指定分隔符，即可实现根据指定的分隔符查询表数据。 

set hive.textinput.record.delimiter=''; 

 支持 CSV SerDe 

CSV是一种常见的文本文件格式，其文件以纯文本形式存储表格数据（数字和文本），

并以逗号作为文本分隔符。 

CSV文件具有较强的通用性，有许多应用程序允许用户查看和编辑 CSV 文件，可以方便

的在 Windows Office或者一些传统数据库中使用。 

MRS Hive增加了对 CSV 文件的支持，可以将用户的 CSV文件导入 Hive 表中，或者将用

户的 Hive表数据以 CSV文件格式导出，从而方便在其他应用中使用。 

1.3.7 Hue 

Hue是建立在开源 Django Python Web 框架的 Web应用程序，为 MRS集群提供了图形化

用户界面，便于用户配置、使用以及查看 MRS集群。Hue支持 MRS集群中 HDFS、Hive、

MapReduce 和 ZooKeeper，包含以下使用场景： 

 HDFS：创建文件、目录，修改文件、目录权限，上传、下载文件，查看、修改文件

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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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e：编辑、执行 HiveQL，也可通过 metastore 对数据库及表和视图进行增删改查

等操作。 

 MapReduce：查看集群中正在执行和已经完成的 MR任务，包括它们的状态，起始结

束时间、运行日志等。 

 ZooKeeper：查看集群中 ZooKeeper的状态信息。 

有关 Hue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gethue.com/。 

1.3.8 Kerberos 认证 

 概述 

MRS集群为保障使用者的大数据信息安全，集成了用户身份认证和用户鉴权管理功能。

如果需要启用所有认证和鉴权功能，创建 MRS集群时需要启用支持 Kerberos 认证功能。 

 认证 

用户身份认证用于在执行运维管理操作或访问业务数据的场景中，验证表明特定身份的

人员信息准确且真实有效。 

在 MRS Manager执行操作时，如果涉及重启 MRS 集群中的服务，则 Manager 要求输入当

前登录用户的密码。例如重启服务、同步集群配置等。 

 鉴权 

每个特定身份的用户可能拥有集群资源不同的访问与使用权限，为了保护不同业务数据

的信息安全，用户在认证后还需要鉴权。 

 认证 

支持 Kerberos认证的集群统一使用 Kerberos 认证协议进行安全认证。Kerberos协议

支持客户端与服务端进行相互认证，提高了安全性，可有效消除使用网络发送用户凭据进行

模拟认证的安全风险。MRS 集群中由 KrbServer提供 Kerberos认证支持。 

 Kerberos用户对象 

Kerberos协议中，每个用户对象即一个 principal。一个完整的用户对象包含两个部分

信息：用户名和域名。在运维管理或应用开发的场景中，需要在客户端认证用户身份后才能

连接到集群服务端。MRS集群操作运维与业务场景中主要使用的用户分为“人机”用户和

“机机”用户。二者主要区别在于“机机”用户密码由系统随机生成。 

 Kerberos认证 

Kerberos认证支持两种方式：密码认证及 keytab 认证。认证有效时间默认为 24小

http://geth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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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密码认证：通过输入用户正确的密码完成身份认证。主要在运维管理场景中使用

“人机”用户进行认证，命令为 kinit 用户名。 

− keytab认证：keytab 文件包含了用户的安全信息。使用 keytab文件认证时，系统

自动使用加密的凭据信息进行认证无需输入用户密码。主要在组件应用开发场景中使用，且

使用“机机”用户。keytab 文件也支持在 kinit 命令中使用。 

 鉴权 

用户访问 MRS集群完成身份认证后，系统还会对用户进行鉴权，确保系统用户拥有资源

的有限或全部权限。如果系统用户权限不足，需要由系统管理员为用户授予各个组件对应的

权限后，才能访问资源。 

1.3.9 Kafka 

MRS基于 Apache Kafka 在公有云平台部署并托管了 Kafka集群，Kafka 是一个分布式

的、分区的、多副本的消息发布及订阅系统。它提供了类似于 Java消息服务（Java 

Message Service，JMS）的特性，但具有以下增强特性： 

 消息持久化 

将消息持久化到集群的存储空间，用于批量消费，以及实时应用程序。通过将数据持久

化到云硬盘以及保存副本防止数据丢失。 

 高吞吐 

利用数据持久化、减少 I/O操作、数据批量发送，以及主题包含多个分区，同时为发布

和订阅提供高吞吐量。 

 可靠性 

提供 At-Least Once，At-Most Once，Exactly Once 消息可靠传递。 

 分布式 

易于扩展的 Kafka架构，通过扩容 Core节点，使新的 Kafka节点可以在 MRS集群中被

感知，从而实现业务连续运行。 

Kafka适用于离线和在线的消息消费，如常规的消息收集、网站活性跟踪、聚合统计系

统运营数据（监控数据）、日志收集等大量数据的网络服务的数据收集场景。 

关于 Kafka架构和详细原理介绍，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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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afka.apache.org/0100/documentation.html。 

1.3.10 Storm 

MRS基于开源 Apache Storm 在公有云平台部署并托管了 Strom集群，Storm是一个分布

式、可靠、容错的实时计算系统，用于对大规模流式数据提供实时处理。Storm有众多适用

场景：实时分析、持续计算、分布式 ETL等，支持以下特性： 

 分布式实时计算框架 

部署 Storm的每个节点都可以运行多个工作进程，每个工作进程又可创建多个线程，每

个线程可以执行多个任务，任务是并发进行数据处理。 

 高容错 

如果在消息处理过程中有节点、进程等出现异常，提供重新部署该处理单元的能力。 

 可靠的消息保证 

支持 At-Least Once、At-Most Once、Exactly Once 的数据处理模式。 

 灵活的拓扑定义及部署 

使用 Flux框架定义及部署业务拓扑，在业务 DAG发生变化时，只需对 YAML DSL

（domain-specific language）定义进行修改，无需重新编译及打包业务代码。 

 与外部组件集成 

支持与多种外部组件集成，包括：Kafka、HDFS 或 HBase等服务，便于实现涉及多种数

据源的业务。 

关于 Storm的架构和详细原理介绍，请参见：

http://storm.apache.org/releases/1.0.2/index.html。 

1.3.11 CarbonData 

CarbonData是一种新型的 Apache Hadoop文件格式，使用先进的列式存储、索引、压

缩和编码技术，将数据保存在 HDFS中以提高计算效率，有助于加速超过 PB 数量级的数据查

询，可用于更快的交互查询。同时，CarbonData也是一种将数据源与 Spark 集成的高性能

分析引擎，用户可使用 Spark SQL 执行数据查询和分析。 

CarbonData主要支持以下特性： 

 SQL功能 

https://kafka.apache.org/0100/document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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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Data与 Spark SQL 完全兼容，支持所有可以直接在 Spark SQL 上运行的 SQL查

询操作。 

 简单的 Table数据集定义 

CarbonData支持易于使用的 DDL（数据定义语言）语句来定义和创建数据集。

CarbonData DDL 十分灵活、易于使用，并且足够强大，可以定义复杂类型的 Table。 

 便捷的数据管理 

CarbonData为数据加载和维护提供多种数据管理功能，支持加载历史数据以及增量加

载新数据。加载的数据可以基于加载时间进行删除，也可以撤销特定的数据加载操作。 

 快速查询响应 

高性能查询是 CarbonData 关键技术。CarbonData 使用的专用数据格式围绕高性能查询

进行设计，其中包括多种索引技术、全局字典编码和多次的 Push down优化，查询速度大约

是 Spark SQL的 10倍。 

 高效率数据压缩 

CarbonData使用轻量级压缩和重量级压缩的组合压缩算法压缩数据，可以减少 60%~80%

数据存储空间，大大节省存储成本。 

关于 CarbonData的架构和详细原理介绍，请参见：http://carbondata.apache.org/。 

1.3.12 Flume 

Flume是一个分布式和高可用的海量日志聚合系统，用户可在 Flume定制各类数据发送

方并收集数据。在接收数据时，Flume可以对数据进行简单处理。 

Flume主要支持以下特性： 

 收集、聚合事件流数据的分布式框架 

 通常用于日志数据 

 支持动态更新配置 

 提供上下文路由功能 

 支持负载均衡和故障转移 

 完全的可扩展 

Flume的架构和详细原理介绍，请参见：

http://carbondata.apach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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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lume.apache.org/releases/1.6.0.html。 

1.3.13 Loader 

Loader是基于 Apache Sqoop 的数据迁移组件，使 Hadoop与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

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迁移更加快速、高效以及便捷。在迁移数据时，Loader 不仅仅支持将

数据从 MRS集群外导入 MRS 集群，也可以从 MRS集群导出数据到外部系统。 

Loader主要支持以下特性： 

 采用高可用服务架构 

 支持客户端方式执行数据迁移作业 

 支持数据迁移作业管理 

 数据迁移过程可进行数据处理 

 迁移作业使用 MapReduce 组件运行 

Loader的架构和详细原理介绍，请参见：

http://sqoop.apache.org/docs/1.99.7/index.html。 

1.4 与其他产品的关系 

 虚拟私有云 

MRS集群创建在虚拟私有云的子网内，VPC通过逻辑方式进行网络隔离，为用户的 MRS

集群提供安全、隔离的网络环境。 

 对象存储服务 

对象存储服务用于存储用户数据，包括 MRS作业输入数据和作业输出数据： 

 MRS作业输入数据：用户程序和数据文件 

 MRS作业输出数据：作业输出的结果文件和日志文件 

MRS中 HDFS、Hive、MapReduce、YARN、Spark、Flume和 Loader支持从对象存储导

入、导出数据。 

 关系型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RDS）用于存储 MRS系统运行数据，包括 MRS集群元数据和用户计费信

息等。 

https://flume.apache.org/releases/1.6.0.html
http://sqoop.apache.org/docs/1.99.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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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云主机 

MRS集群的每个节点为一台弹性云主机。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为 MRS提供了鉴权功能。 

 云审计服务 

云审计服务为用户提供 MRS资源操作请求及请求结果的操作记录，供用户查询、审计和

回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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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入门 

2.1 创建集群 

1. 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申请集群”，进入“创建集群”页面。 

集群配置样例如下： 

 集群名称：可以设置为系统默认名称，但为了区分和记忆，建议带上姓名拼音缩写

或者日期等。例如：“mrs_20160907” 

 可用区域：默认即可。如果该可用区域下已有集群，建议您选择不同的可用区域进

行创建。 

 虚拟私有云：默认即可。如果没有 VPC，请单击“查看 VPC”进入虚拟私有云，创建

一个新的 VPC。 

 子网：默认即可。如果 VPC下未创建子网，请单击“创建子网”，在对应 VPC下创

建一个新的子网。 

 集群版本：默认 MRS 1.5.0 即可。 

 集群类型：默认即可。也可选择“流式集群”。 

 实例规格：Master 和 Core节点都选择“s1.8xlarge.linux.mrs -- 32 vCPU,128 

GB”。 

 节点数量：Master 节点数量目前固定为 2，Core节点数量配置为 3。 

 存储空间：选择“普通 I/O”，大小为 100GB。 

 密钥对：从下拉框中选择密钥对，如果已获取私钥文件，请勾选“我确认已获取该

密钥对中的私钥文件 SSHkey-bba1.pem，否则无法登录弹性云服务器”。如果没有创建密钥

对，请单击“查看密钥对”创建或导入密钥，然后再获取私钥文件。 

 日志记录：设置为“关闭”： ，也可以选择默认值“开启”： 。 

 Kerberos认证：默认为“关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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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件选择：分析集群勾选 Spark、HBase和 Hive等组件。流式集群勾选 Kafka和

Storm 等组件。 

 添加作业：此处不添加作业，也不需要勾选“作业运行完毕后自动终止集群”参

数。 

说明：MRS流式集群不支持“作业管理”和“文件管理”功能。当集群类型为流式集群

时，“添加作业”区域将不在创建集群页面展现。 

3. 单击“立即申请”。 

4. 确认集群规格信息，单击“提交申请”，完成集群的创建。 

集群创建需要时间，所创集群的初始状态为“启动中”，创建成功后状态更新为“运行

中”，请您耐心等待。 

2.2 管理数据文件 

用户通过“文件管理”页面可以在未启用 Kerberos 认证的分析集群进行文件夹创建、

删除，文件导入、导出、删除操作。 

MRS集群处理的数据源来源于 OBS或 HDFS，OBS 为客户提供海量、安全、高可靠、低成

本的数据存储能力。MRS可以直接处理 OBS中的数据，客户可以基于管理控制台 Web界面和

OBS 客户端对数据进行浏览、管理和使用。 

 导入数据 

MRS目前只支持将 OBS 上的数据导入至 HDFS中。上传文件速率会随着文件大小的增大

而变慢，适合数据量小的场景下使用。 

支持导入文件和目录，操作方法如下： 

1. 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信息页面。 

3. 单击“文件管理”，进入“文件管理”页面。 

4. 选择“HDFS 文件列表”。 

5. 进入数据存储目录，如“bd_app1”。 

“bd_app1”目录仅为示例，可以是界面上的任何目录，也可以通过“新建”创建新的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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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导入数据”，正确配置 HDFS和 OBS 路径。 

  

配置 OBS或者 HDFS路径时，单击“浏览”并选择文件目录，然后单击“确定”。 

（1） OBS路径 

 必须以“s3a://”开头。 

 不支持导入 KMS加密的文件或程序。 

 不支持导入空的文件夹。 

 目录和文件名称可以包含中文、字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但不能包

含;|&>,<'$*?\特殊字符。 

 目录和文件名称不能以空格开头或结尾，中间可以包含空格。 

 OBS全路径长度小于等于 1023字符。 

（2） HDFS路径 

 必须以“/user”开头。 

 目录和文件名称可以包含中文、字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但不能包

含;|&>,<'$*?\:特殊字符。 

 目录和文件名称不能以空格开头或结尾，中间可以包含空格。 

 HDFS全路径长度小于等于 1023字符。 

 “HDFS文件列表”中显示的 HDFS父目录，将默认显示在 HDFS路径文本框中。 

7. 单击“确定”。 

文件上传进度可在“文件操作记录”中查看。MRS将数据导入操作当做 Distcp作业处

理，也可在“作业管理 > 作业”中查看 Distcp作业是否执行成功。 

 导出数据 

数据完成处理和分析后，您可以将数据存储在 HDFS中，也可以将集群中的数据导出至

OBS 系统。 

支持导出文件和目录，操作方法如下： 

1. 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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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基本信息页

面。 

3. 单击“文件管理”，进入“文件管理”页面。 

4. 选择“HDFS文件列表”。 

5. 进入数据存储目录，如“bd_app1”。 

6. 单击“导出数据”，配置 OBS和 HDFS路径。 

 配置 OBS或者 HDFS 路径时，单击“浏览”并选择文件目录，然后单击“确定”。 

（1） OBS路径 

 必须以“s3a://”开头。 

 目录和文件名称可以包含中文、字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但不能包

含;|&>,<'$*?\特殊字符。 

 目录和文件名称不能以空格开头或结尾，中间可以包含空格。 

 OBS全路径长度小于等于 1023字符。 

（2） HDFS路径 

 必须以“/user”开头。 

 目录和文件名称可以包含中文、字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但不能包

含;|&>,<'$*?\:特殊字符。 

 目录和文件名称不能以空格开头或结尾，中间可以包含空格。 

 HDFS全路径长度小于等于 1023字符。 

 “HDFS文件列表”中显示的 HDFS父目录，将默认显示在 HDFS路径文本框中。 

 说明：当导出文件夹到 OBS系统时，在 OBS 路径下，将增加一个标签文件，文件命名

为“folder name_$folder$”。请确保导出的文件夹为非空文件夹，如果导出的文件夹为空

文件夹，OBS无法显示该文件夹，仅生成一个命名为“folder name_$folder$”的文件。 

7. 单击“确定”。 

文件上传进度可在“文件操作记录”中查看。MRS将数据导出操作当做 Distcp作业处

理，也可在“作业管理 > 作业”中查看 Distcp作业是否执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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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创建作业 

用户可将自己开发的程序提交到 MRS中，执行程序并获取结果。本章节教您在未启用

Kerberos 认证的 MRS分析集群页面如何提交一个新的作业。 

用户创建作业前需要将本地数据上传至 OBS系统用于计算分析。当然 MRS也支持将 OBS

中的数据导入至 HDFS中，并使用 HDFS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数据完成处理和分析后，您

可以将数据存储在 HDFS中，也可以将集群中的数据导出至 OBS系统。需要注意，HDFS和

OBS 也支持存储压缩格式的数据，目前支持存储 bz2、gz压缩格式的数据。 

1. 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个运行中的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

基本信息页面。 

3. 单击“作业管理”，进入“作业管理”页签。 

4. 在“作业”页签中单击“添加”，进入“添加作业”页面。作业配置信息如下表： 

参数 参数说明 

作业类型 支 持 的作 业类 型包括 MapReduce 、 Spark 、 Spark 

Script、Hive Script、Spark SQL，请根据业务类型选择。 

说明：只有创建集群时选择了 Spark 和 Hive 组件，并且集

群处于运行中，才能新增 Spark 和 Hive 类型的作业。

Spark Script 作业只支持运行 Spark SQL 程序，Spark 支

持运行 Spark Core、Spark SQL 程序。 

作业名称 作业名称，只能由字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组成，并

且长度为 1～64 个字符。参数不能为空。 

建议不同的作业设置不同的名称。 

执行程序路径 执行程序的 Jar 包地址。 

说明：配置此参数时，单击“OBS”或者“HDFS”，单击“浏

览”并选择文件目录，然后单击“确定”。 

参数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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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且不可为

空或全空格。 

执行程序路径可存储于 HDFS 或者 OBS 中，不同的文件

系统对应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 ： 以 “s3a://” 开 头 。 示 例 ：

s3a://wordcount/program/hadoop-mapreduce-examples-

2.7.x.jar 

HDFS：以“/user”开头。 

Spark Script 需要以“.sql”结尾，MR 和 Spark 需要以“.jar”

结尾。sql、jar 不区分大小写。 

执行程序参数 程序执行的关键参数。 

该参数由用户程序内的函数指定，MRS 只负责参数的传

入。 

配置方法：包名.类名 

最多为 2047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空。 

表格输入路径 数据输入地址。 

说明：配置此参数时，单击“OBS”或者“HDFS”，单击

“浏览”并选择文件目录，然后单击“确定”。 

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空。 

输出路径 数据输出地址。 

说明：配置此参数时，单击“OBS”或者“HDFS”，单击

“浏览”并选择文件目录，然后单击“确定”。 

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的路径存在差异。 



  

2 快速入门 

 

19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空。 

日志 作业日志存储地址，该日志信息记录作业运行状态。 

说明：配置此参数时，单击“OBS”或者“HDFS”，单击

“浏览”并选择文件目录，然后单击“确定”。 

数据可存储于 HDFS 或者 OBS 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空。 

5. 确认作业配置信息，单击“确定”，完成作业的新增。 

作业新增完成后，可对作业进行管理。 

说明：默认每个集群最多支持运行中的作业数量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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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群操作指导 

3.1 集群节点分类 

MRS集群中每个节点即为一台弹性云服务器，节点类型及节点功能如下表所示。 

节点类型 功能 

Master节点 MRS集群管理节点，负责管理和监控集群。在 MRS

管理控制台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

一个运行中的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信息页

面。在“节点信息”中查看节点名称，名称中包含

“master1”的节点为 Master1节点，名称中包含

“master2”的节点为 Master2节点。 

Master 节点可以通过弹性云服务器界面的 VNC方式

登录，也可以通过 SSH方式登录，并且 Master 节

点可以免密码登录到 Core节点。 

系统自动将 Master 节点标记为主备管理节点，并

支持 MRS 集群管理的高可用特性。如果主管理节点

无法提供服务，则备管理节点会自动切换为主管理

节点并继续提供服务。 

查看 Master1 节点是否为主管理节点，请参见 4.3 

查看主备节点。 

Core节点 MRS集群工作节点，负责处理和分析数据，并在

HDFS中存储过程数据。 

 

3.2 总览 

通过总览信息可以快速查看所有集群和作业的状态。 

MRS用于海量数据的管理和分析，MRS使用简单，用户创建好一个集群，在集群内可新

增 MapReduce、Spark和 Hive 作业，对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数据处理完成后，采用

SSL 加密传输数据至 OBS，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机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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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状态 

登录 MRS的管理控制台后，MRS所有集群包含的状态如下表所示。 

状态 说明 

启动中 集群正在创建，则其状态为“启动中”。 

运行中 集群创建成功且集群中所有组件状态均正常，则其状态

为“运行中”。 

扩容中 集群 Core节点正在扩容，则其状态为“扩容中”。 

说明：如果集群扩容失败，用户可重新进行扩容操作。 

缩容中 当对集群节点进行关机、删除、变更 OS、重装 OS 和修改

规格的操作时，被变更的集群节点正在删除，则其状态

为“缩容中”。 

异常 集群中部分组件状态异常，导致集群异常，则其状态为

“异常”。 

终止中 集群节点正在终止中，则其状态为“终止中”。 

失败 任务失败包括集群创建失败、集群终止失败和集群扩容

失败。 

已终止 集群节点计费终止时间，也是集群节点开始终止时间。 

 作业状态 

登录 MRS的管理控制台后，用户在 MRS集群中执行的作业包含的状态如下表所示。 

状态 说明 

运行中 作业执行过程中，则其状态为“运行中”。 

已完成 作业执行完成，并且执行成功，则其状态为“已完成”。 

已终止 作业执行过程中，停止执行，则其状态为“已终止”。 

异常 作业执行过程中报错，或者作业执行完成，但执行失败，

则其状态为“异常”。 

3.3 集群列表简介 

集群列表显示 MRS所有的集群，集群数量较多时，可采用翻页显示，您可以查看任何状

态下的集群。 

MRS作为一个海量数据管理和分析平台，数据处理能力在 PB级以上。MRS支持创建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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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集群购买数量受弹性云服务器数量限制。 

集群列表默认按时间顺序排列，时间最近的集群显示在最前端。集群列表参数说明如表

3-1所示。 

 现有集群：包含除“已终止”状态外的所有集群。 

 历史集群：仅包含“已终止”状态的集群，目前界面只显示 6个月内创建且已终

止的集群，若需要查看 6个月以前创建的集群，请联系技术支持人员。 

 任务状态：仅包含“失败”状态的任务。 

− 集群创建失败的任务 

− 集群终止失败的任务 

− 集群扩容失败的任务 

表3-1 集群列表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集群的名称，创建集群时设置。 

集群 ID 集群的唯一标识，创建集群时系统自动赋值，不需要用户

设置。 

仅“现有集群”会显示此参数。 

节点数 集群部署的节点个数，创建集群时设置。 

状态 集群状态信息。 

创建时间 集群节点计费开始时间。 

终止时间 集群节点计费终止时间，也是集群节点开始终止时间。仅

“历史集群”会显示此参数。 

可用区域 集群工作区域下的可用区域，创建集群时设置。 

操作 终止：如果作业执行结束后不需要集群，可以单击“终

止”，集群状态由“运行中”更新为“终止中”，待集群终止成

功后，集群状态更新为“已终止”，并且显示在“历史集群”

中。当 MRS 集群部署失败时，集群会被自动终止。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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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一般在数据完成分析和存储后或集群异常无法提供服务时

才执行此操作。如果数据没有完成处理分析，终止集群会

导致数据丢失，请谨慎操作。 

仅“现有集群”会显示此参数。 

 

表3-2 按钮说明 

按钮 说明 

 

在下拉框中选择集群状态，筛选现有集群。 

 现有集群 

− 全部(Num)：表示筛选所有的现有集群 

− 启动中(Num)：表示筛选“启动中”状态的现

有集群 

− 运行中(Num)：表示筛选“运行中”状态的现

有集群 

− 扩容中(Num)：表示筛选“扩容中”状态的现

有集群。 

− 缩容中(Num)：表示筛选“缩容中”状态的现

有集群。 

− 异常(Num)：表示筛选“异常”状态的现有集

群 

− 终止中(Num)：表示筛选“终止中”状态的现

有集群 

 单击 进入“管理失败任务”页面。 

 Num：表示筛选“失败”状态的任务。 

 在搜索框中输入集群名称，单击 ，搜索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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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说明 

 单击 ，手动刷新集群列表。 

 

3.4 创建集群 

使用 MRS的首要操作就是购买集群，本章节为您介绍如何在 MRS管理控制台创建一个新

的集群。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申请集群”，进入“创建集群”页面。 

 

创建集群时需要注意配额提醒。当资源配额不足时，建议按照提示申请足够的资源，再创建

集群。 

步骤 3 参考下列表格配置集群基本信息。 

表3-3 基本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集群名

称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不允许相同。 

只能由字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组成，并且长度

为 1～64个字符。 

默认名称为 mrs_xxxx，xxxx为字母和数字的四位随机

组合数，系统自动组合。 

可用区

域 

可用区域是使用独立电源和网络资源的物理区域。通

过内部网络互联，再以物理方式进行隔离，提高了应用程

序的可用性。建议您在不同的可用区域下创建集群。 

虚拟私 VPC即虚拟私有云，是通过逻辑方式进行网络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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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有云 提供安全、隔离的网络环境。 

选择需要创建集群的 VPC，单击“查看虚拟私有云”

进入 VPC服务查看已创建的 VPC名称和 ID。如果没有

VPC，需要创建一个新的 VPC。 

子网 通过子网提供与其他网络隔离的、可以独享的网络资

源，以提高网络安全。 

选择需要创建集群的子网，可进入 VPC 服务查看 VPC

下已创建的子网名称和 ID。若 VPC下未创建子网，请单击

“创建子网”进行创建。 

集群版

本 

目前支持 MRS 1.5.0 版本。默认值为当前最新版本，

当前的最新版本为 MRS 1.5.0。 

集群类

型 

MRS提供两种集群类型： 

 分析集群：用来做离线数据分析，提供的是

Hadoop体系的组件。 

 流式集群：用来做流处理任务，提供的是流式

处理组件。 

说明 

MRS流式集群不支持“作业管理”和“文件管理”功能。当集群类型为流式

集群时，“添加作业”区域将不在创建集群页面展现。 

 

表3-4 集群节点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类型 MRS提供两种节点类型： 

 Master：指集群 Master节点，负责管理集

群，协调将集群可执行文件分配到 Core 节点。此外，

还会跟踪每个作业的执行状态，监控 DataNode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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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状况。 

 Core：指集群 Core节点，处理数据并在 HDFS

中存储过程数据。 

实例规

格 

选择主节点和核心节点的实例规格。MRS当前支持 7

种规格主机，主机规格的配型由 CPU+内存+Disk共同决

定。Master节点支持规格 c2.4xlarge、s1.4xlarge和

s1.8xlarge，流式集群 Core节点支持规格 s1.xlarge、

c2.2xlarge、c2.4xlarge、s1.4xlarge、s1.8xlarge和

d1.8xlarge，分析集群 Core节点支持全部规格。 

 s1.xlarge.linux.bigdata -- 4 vCPU,16 GB 

− CPU：4核 

− 内存：16GB 

− 系统 Disk：40GB 

 c2.2xlarge.linux.bigdata -- 8 vCPU,16 GB 

− CPU：8核 

− 内存：16GB 

− 系统 Disk：40GB 

 c2.4xlarge.linux.bigdata -- 16 vCPU,32 

GB 

− CPU：16核 

− 内存：32GB 

− 系统 Disk：40GB 

 s1.4xlarge.linux.bigdata -- 16 vCPU,64 

GB 

− CPU：16核 

− 内存：64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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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 系统 Disk：40GB 

 s1.8xlarge.linux.bigdata -- 32 vCPU,128 

GB 

− CPU：32核 

− 内存：128GB 

− 系统 Disk：40GB 

说明 

节点的实例规格配置越高，数据处理分析能力越强。 

数量 配置主节点和核心节点的个数。 

Master：目前固定为 2 

Core：3～100 

说明 

 Core节点默认的最大值为 100，如果用户需要的 Core节点数大于 100，

可以联系技术支持人员或者调用后台接口修改数据库。 

 过小的节点容量会导致您的集群运行缓慢，而过大的节点容量会产生不

必要的成本，请根据您要处理的数据对集群节点数量进行调整。 

存储空

间 

Core节点数据磁盘存储空间。为增大数据存储容量，

创建集群时可同时购买磁盘，有如下应用场景： 

 数据存储和计算分离，数据存储在 OBS中，集

群存储成本低，存储量不受限制，并且集群可以随时删

除，但计算性能取决于 OBS访问性能，相对 HDFS有所

下降，建议在数据计算不频繁场景下使用。 

 数据存储和计算不分离，数据存储在 HDFS

中，集群成本较高，计算性能高，但存储量受磁盘空间

限制，删除集群前需将数据导出保存，建议在数据计算

频繁场景下使用。 

目前支持 SATA 和 SSD存储类型： 

 SATA：普通 I/O 

 SSD：超速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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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取值范围：100GB～32000GB 

说明 

 Master节点自动为 MRS Manager 增加数据磁盘存储空间，硬盘类型与

Core节点数据磁盘类型相同，但磁盘空间默认为 200GB且不支持修改。 

 

表3-5 登录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密钥对 使用密钥方式登录集群 Master节点。从下拉框中选择

密钥对，如果已获取私钥文件，请勾选“我确认已获取该

密钥对中的私钥文件 SSHkey-bba1.pem，否则无法登录弹

性云服务器”。如果没有创建密钥对，请单击“查看密钥

对”创建或导入密钥，然后再获取私钥文件。 

密钥对即 SSH 密钥，包含 SSH公钥和私钥。您可以新

建一个 SSH密钥，并下载私钥用于远程登录身份认证。为

保证安全，私钥只能下载一次，请妥善保管。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使用 SSH密

钥。 

 创建 SSH密钥：创建 SSH密钥，同时会创建公

钥和私钥，公钥保存在 ECS系统中，私钥保存在用户本

机。当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时，使用公钥和私钥进行鉴

权。 

 导入 SSH密钥：当用户已有公钥和私钥，可以

选择将公钥导入系统。当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时，使用公

钥和私钥进行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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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日志管理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日志记

录 

租户是否开启日志收集功能。 

 ：开启 

 ：关闭 

通过单击 或 来关闭或开启日志收集功能。 

OBS 桶 日志收集后存放的路径。 

例如 s3a://mrs-log-

a3859af76b874760969cd24f2640bbb4-northchina 

勾选“我确认 OBS桶 s3a://mrs-log-

a3859af76b874760969cd24f2640bbb4-northchina 将被创

建，该桶仅用于 MRS服务系统日志收集，可能产生一定的

费用。” 

用户创建了支持日志记录的 MRS集群，当集群创建失

败时，可以使用 OBS服务下载日志来诊断问题。 

操作步骤： 

1. 登录 OBS管理控制台。 

2. 在桶列表中选择“mrs-log-<tenant_id>-<region_id>”桶，进

入“/<cluster_id>/install_log”文件夹，下载

“YYYYMMDDHHMMSS.tar.gz”日志。 

如/mrs-log-a3859af76b874760969cd24f2640bbb4-

northchina/65d0a20f-bcb7-4da3-81d3-

71fef12d993d/20170818091516.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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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组件配置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组件选

择 

 MRS 1.5.0 版本配套的组件如下： 

分析集群组件 

− Hadoop 2.7.2：分布式系统基础架构 

− Spark 2.1.0：内存分布式系统框架 

− Hive 1.2.1：建立在 Hadoop 上的数据仓库框

架 

− HBase 1.0.2：分布式列数据库 

− Hue 3.11.0：提供 Hadoop UI 能力，让用户通

过浏览器分析处理 Hadoop集群数据 

− Loader 2.0.0：基于开源 sqoop 1.99.7 开

发，专为 Apache Hadoop 和结构化数据库（如关系型

数据库）设计的高效传输大量数据的工具。 

Hadoop 为必选组件，且 Spark 与 Hive组件需要

配套使用。请根据业务选择搭配组件。 

流式集群组件 

− Kafka 0.10.0.0：提供分布式消息订阅的系

统。 

− Storm 1.0.2：提供分布式实时计算的系统。 

− Flume 1.6.0：提供分布式、高可用、高可靠

的海量日志采集、聚合和传输系统。 

Kerbero

s认证 

登录 MRS Manager 管理页面时是否启用 Kerberos认

证。 

 ：“Kerberos 认证”关闭时，用户可使

用 MRS集群的所有功能。建议单用户场景下使用。关闭

Kerberos认证的集群，用户可以直接访问 MRS的集群管



  

3 集群操作指导 

 

31 

 

参数 参数说明 

理页面和组件，无需安全认证。 

 ：“Kerberos 认证”开启时，普通用户

无权限使用 MRS 集群的“文件管理”和“作业管理”功

能，并且无法查看 Hadoop、Spark的作业记录以及集群

资源使用情况。如果需要使用集群更多功能，需要找

MRS Manager 的管理员分配权限。建议在多用户场景下

使用。 

通过单击 或 来关闭或开启日志收集功能。 

用户在创建了支持 Kerberos认证的 MRS集群之后，可

以使用 MRS Manager 管理运行中的集群。用户需要在公有

云平台上准备一个工作环境，以访问 Manager。具体操作

请参见 5.3 访问支持 Kerberos认证的 Manager。 

说明 

当用户具备 MRS安全模式的公测权限时，“Kerberos 认证”、“用户名”、“密

码”和“确认密码”参数才显示。 

用户名 MRS Manager 管理员用户，目前默认为 admin 用户。 

仅当“Kerberos 认证”配置为“开启”： 时需

要配置此参数。 

密码 配置 MRS Manager 管理员用户的密码。 

MRS 1.5.0 需要满足： 

 密码长度应在 6～32个字符之间 

 必须包含如下 5种中至少 2种字符的组合 

− 至少一个小写字母 

− 至少一个大写字母 

− 至少一个数字 

− 至少一个特殊字符：`~!@#$%^&*()-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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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 空格 

 不能和用户名一样 

 不能和用户名的倒写一样 

仅当“Kerberos 认证”配置为“开启”： 时需

要配置此参数。 

确认密

码 

再次输入 MRS Manager 管理员用户的密码。 

仅当“Kerberos 认证”配置为“开启”： 时需

要配置此参数。 

 

表3-8 作业配置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现在添

加 

单击“现在添加”，出现添加作业区域，单击“添

加”，显示作业配置信息。 

暂不添

加 

暂不添加作业配置信息。 

添加作

业 

为节省您的宝贵时间，且方便使用 MRS，创建集群时

可同时提交作业。此处只能新增一个作业，集群创建成功

后，作业默认为“运行中”状态。提交作业的操作请参见

3.7.2 新增 Jar 和 Script作业。 

如果提交了作业，作业执行完成后是否终止集群。请

根据业务选择是否勾选“作业运行完毕后自动终止集

群”。 

仅当“集群类型”配置为“分析集群”且“Kerberos

认证”配置为“关闭”： 时可以添加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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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作业名称。 

类型 作业类型。 

参数 程序执行的关键参数。 

操作  编辑：修改作业配置 

 删除：删除作业 

 

步骤 4 单击“立即申请”。 

步骤 5 确认集群规格信息，单击“提交申请”，完成集群的创建。 

集群创建需要时间，所创集群的初始状态为“启动中”，创建成功后状态更新为“运行

中”，请您耐心等待。 

MRS系统界面支持同一时间并发创建 10个集群，且最多支持管理集群 100个。 

 

当创建集群时，您还可以创建处于 Failed或者 Terminated 状态的同名集群。 

----结束 

3.5 管理现有集群 

MRS集群创建成功后，用户可查询集群基本信息、补丁信息和集群管理页面。 

3.5.1 查看集群基本信息 

集群创建完成后，可对集群进行监控和管理。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

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基本信息页面，用户可查看集群的配置信息、部署的节点信

息。 

集群基本信息参数说明如表 3-9和表 3-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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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 配置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集群 ID 集群的唯一标识，创建集群时系统自动赋值，不需要

用户设置。 

名称 集群的名称，创建集群时设置。 

密钥对 密钥对名称，创建集群时设置。 

版本 MRS版本信息，目前支持 MRS 1.5.0。 

集群类

型 

MRS提供两种集群类型： 

 分析集群：用来做离线数据分析，提供的是

Hadoop体系的组件。 

 流式集群：用来做流处理任务，提供的是流式

处理组件。 

可用区

域 

集群工作区域下的可用区域，创建集群时设置。 

虚拟私

有云 

VPC信息，创建集群时所选。 

VPC即虚拟私有云，是通过逻辑方式进行网络隔离，

提供安全、隔离的网络环境。 

子网 子网信息，创建集群时所选。 

通过子网提供与其他网络隔离的、可以独享的网络资

源，以提高网络安全。 

Master

节点 

Master节点信息，格式：[实例规格 | 节点数] 

Core 节

点 

Core节点信息，格式：[实例规格 | 节点数] 

主 显示集群中 Master1节点的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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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Master 节点

IP 

创建时

间 

显示集群创建的时间。 

Keberos

认证 

登录 MRS Manager 管理页面时是否启用 Kerberos认

证。 

日志记

录 

租户是否开启日志收集功能。 

Hadoop

版本 

显示 Hadoop 组件的版本信息。 

Spark

版本 

显示 Spark 组件的版本信息，仅 Spark 集群会显示。

由于 Spark和 Hive 组件需要配套使用，Spark和 Hive版

本信息会同时显示。 

HBase

版本 

显示 HBase 组件的版本信息，仅 HBase 集群会显示。 

Hive 版

本 

显示 Hive组件的版本信息，仅 Hive 集群会显示。 

Hue 版

本 

显示 Hue组件的版本信息。 

Loader

版本 

显示 Loader 组件的版本信息，Loader 集群会显示。 

Kafka

版本 

显示 Kafka 组件的版本信息，仅流式集群会显示。 

Storm

版本 

显示 Storm 组件的版本信息，仅流式集群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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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Flume

版本 

显示 Flume 组件的版本信息，流式集群会显示。 

 

表3-10 节点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添加节

点 

扩容集群 Core 节点，请参见 3.5.4 扩容集群。 

当出现如下四种情况时，“添加节点”处于置灰状态

且不允许进行扩容。 

 集群处于非运行状态时 

 Core 节点个数超出最大 core 节点数 100 

 集群付费模式为非按需付费的 

名称 集群节点名称。 

状态 节点状态信息。 

类型 节点类型： 

 Master：集群主节点，负责管理集群，协调将

MapReduce可执行文件分配到核心节点。此外，还会跟

踪每个作业的执行状态，监控 DataNode 的运行状况。 

 Core：集群核心节点，处理数据并在 HDFS中

存储过程数据。 

IP 地址 集群节点 IP 地址。 

规格 节点的实例规格，实例规格的配型由 CPU+内存+Disk

共同决定。 

说明 

节点的实例规格配置越高，数据处理分析能力越强，集群所需费用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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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默认安

全组 

Master和 Core 节点的安全组名称，创建集群时系统

自动创建。 

此安全组为默认安全组，请勿随意更改和删除。更

改、删除安全组可能会导致集群异常，影响 MRS集群的使

用。 

 

表3-11 按钮说明 

按钮 说明 

 单击 ，手动刷新节点信息。 

 

3.5.2 查看集群补丁信息 

查看集群组件的补丁信息。如果集群组件，如 Hadoop或 Spark等出现了异常，可下载

补丁版本，在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基本信

息页面升级组件，修复问题。 

数据库中存在补丁信息时基本信息页面才会显示“补丁信息”页签。补丁版本信息如

下： 

 补丁名称：上传补丁版本至 OBS时设置的名称。 

 补丁路径：补丁版本存放在 OBS上的路径。 

 补丁内容：补丁版本的描述信息。 

3.5.3 集群管理页面入口 

当 Kerberos认证配置为关闭时，您可以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集群并

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基本信息页面，单击“集群管理页面”，跳转至 MRS Manager 页面。

用户可在 MRS Manager页面查看和处理告警信息、修改集群配置以及升级集群补丁等。 

目前只有“异常”、“运行中”、“扩容中”和“减容中”状态的集群才能进入 MRS 

Manager 页面，MRS Manager 页面功能使用指导，请参见 5 MRS Manager操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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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扩容集群 

MRS的扩容不论在存储还是计算能力上，都可以简单地通过增加节点来完成，不需要修

改系统架构，降低运维成本。集群 Core节点不仅可以处理数据，也可以存储数据。可以在

集群中添加 Core节点，通过增加节点数量处理峰值负载。 

背景信息 

MRS集群支持的最大节点数为 102。Core节点默认的最大值为 100，如果用户需要的

Core 节点数大于 100，可以联系技术支持人员或者调用后台接口修改数据库。 

目前只支持扩容 Core 节点，不支持扩容 Master 节点。此处扩容的最大 Core节点数为

（100 - 集群 Core节点数）。例如：当前集群 Core 节点数为 3，此处扩容的 Core节点数必

须小于等于 97。如果集群扩容失败，用户可重新进行扩容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运行中的集群并单击集群名。单击

“添加节点”。 

只有运行中的集群才能进行扩容操作。 

步骤 3 配置“节点数量”，单击“确定”。 

集群扩容过程说明如下： 

 扩容中：集群正在扩容时集群状态为“扩容中”。已提交的作业会继续执行，也可

以提交新的作业，但不允许继续扩容和终止集群，也不建议重启集群和修改集群

配置。 

 扩容成功：集群扩容成功后集群状态为“运行中”，计费会按照新增节点加上已有

节点使用的资源计算。 

 扩容失败：集群扩容失败时集群状态为“运行中”。用户可以执行作业，也可以重

新进行扩容操作。 

----结束 

3.5.5 终止集群 

如果作业执行结束后不需要集群，可以终止 MRS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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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一般在数据完成分析和存储后或集群异常无法提供服务时才执行集群终止操作。当 MRS

集群部署失败时，集群会被自动终止。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 

步骤 3 在需要终止的集群对应的“操作”列中，单击“终止”。 

集群状态由“运行中”更新为“终止中”，待集群终止成功后，集群状态更新为“已终

止”，并且显示在“历史集群”中。 

----结束 

3.5.6 删除失败任务 

本章节介绍如何删除失败的 MRS任务。 

背景信息 

当集群创建失败、集群终止失败和集群扩容失败后，失败任务会转入“失败任务管理”

页面，其中仅集群终止失败的任务会同步转入“历史集群”页面。此时，如果不需要 MRS失

败的任务，可删除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 

步骤 3 单击失败任务管理附近的 ，进入“失败任务管理”页面。 

步骤 4 在需要删除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中，单击“删除任务”。 

此处只能删除单个失败的任务。 

步骤 5 单击任务列表左上方的“删除所有失败任务”可以删除全部失败任务。 

----结束 



  

3 集群操作指导 

 

40 

 

3.5.7 管理现有集群的作业 

如何管理现有集群的作业，其具体操作请参见 3.7 管理作业。 

3.5.8 管理数据文件 

当 Kerberos认证设置为关闭后，用户通过“文件管理”页面可以进行文件夹创建、删

除，文件导入、导出、删除操作。 

背景信息 

MRS集群处理的数据源来源于 OBS或 HDFS，HDFS 是 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OBS即对象存储服务，是一个基于对象的海量存储服务，为客

户提供海量、安全、高可靠、低成本的数据存储能力。MRS可以直接处理 OBS中的数据，客

户可以基于管理控制台 Web 界面和 OBS客户端对数据进行浏览、管理和使用，同时可以通过

REST API 接口方式单独或集成到业务程序进行管理和访问数据。 

用户创建作业前需要将本地数据上传至 OBS系统，MRS使用 OBS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分

析。当然 MRS也支持将 OBS 中的数据导入至 HDFS 中，使用 HDFS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数

据完成处理和分析后，您可以将数据存储在 HDFS 中，也可以将集群中的数据导出至 OBS系

统。需要注意，HDFS和 OBS 也支持存储压缩格式的数据，目前支持存储 bz2、gz压缩格式

的数据。 

导入数据 

MRS目前只支持将 OBS 上的数据导入至 HDFS中。上传文件速率会随着文件大小的增大

而变慢，适合数据量小的场景下使用。 

支持导入文件和目录，操作方法如下： 

1. 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基本信息页

面。 

3. 单击“文件管理”，进入“文件管理”页面。 

4. 选择“HDFS文件列表”。 

5. 进入数据存储目录，如“bd_app1”。 

“bd_app1”目录仅为示例，可以是界面上的任何目录，也可以通过“新建”创建

新的文件夹。 

新建文件夹时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 文件夹名称小于等于 255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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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允许为空。 

− 不能与同级目录下的其他目录名称相同。 

− 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 不能以“.”开头或结尾。 

6. 单击“导入数据”，正确配置 HDFS和 OBS路径。 

− OBS路径 

 必须以“s3a://”开头。 

 不支持导入 KMS 加密的文件或程序。 

 不支持导入空的文件夹。 

 目录和文件名称可以包含中文、字母、数字、中划线和

下划线，但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目录和文件名称不能以空格开头或结尾，中间可以包含

空格。 

 OBS全路径长度小于等于 255字符。 

− HDFS路径 

 必须以“/user”开头。 

 目录和文件名称可以包含中文、字母、数字、中划线和

下划线，但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目录和文件名称不能以空格开头或结尾，中间可以包含

空格。 

 HDFS全路径长度小于等于 255字符。 

7. 单击“确定”。 

文件上传进度可在“文件操作记录”中查看。MRS将数据导入操作当做 Distcp作

业处理，也可在“作业管理 > 作业”中查看 Distcp作业是否执行成功。 

导出数据 

数据完成处理和分析后，您可以将数据存储在 HDFS中，也可以将集群中的数据导出至

OBS 系统。 

支持导出文件和目录，操作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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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基本信息页

面。 

3. 单击“文件管理”，进入“文件管理”页面。 

4. 选择“HDFS文件列表”。 

5. 进入数据存储目录，如“bd_app1”。 

6. 单击“导出数据”，配置 OBS和 HDFS 路径。 

− OBS路径 

 必须以“s3a://”开头。 

 目录和文件名称可以包含中文、字母、数字、中划线和

下划线，但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目录和文件名称不能以空格开头或结尾，中间可以包含

空格。 

 OBS全路径长度小于等于 255字符。 

− HDFS路径 

 必须以“/user”开头。 

 目录和文件名称可以包含中文、字母、数字、中划线和

下划线，但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目录和文件名称不能以空格开头或结尾，中间可以包含

空格。 

 HDFS全路径长度小于等于 255字符。 

 

当导出文件夹到 OBS系统时，在 OBS路径下，将增加一个标签文件，文件命名为“folder 

name_$folder$”。请确保导出的文件夹为非空文件夹，如果导出的文件夹为空文件夹，OBS无法

显示该文件夹，仅生成一个命名为“folder name_$folder$”的文件。 

7. 单击“确定”。 

文件上传进度可在“文件操作记录”中查看。MRS将数据导出操作当做 Distcp作

业处理，也可在“作业管理 > 作业”中查看 Distcp作业是否执行成功。 

查看文件操作记录 

通过 MRS管理控制台导入和导出数据时，可在“文件管理 > 文件操作记录”查看数据

导入、导出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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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操作记录参数说明如表 3-12所示。 

表3-12 文操作记录参数说明 

Paramet

er 

Description 

创建时

间 

数据导入或导出操作的开始时间。 

源目录 数据的源路径。 

 数据导入时“源目录”为 OBS 路径 

 数据导出时“源目录”为 HDFS 路径 

目标目

录 

数据的目标路径。 

 数据导入时“目标目录”为 HDFS路径 

 数据导出时“目标目录”为 OBS路径 

状态 数据导入或导出操作的状态。 

 运行中 

 已完成 

 已终止 

 异常 

持续时

间 

数据导入或导出操作的总时间。 

单位：分钟 

执行结

果 

数据导入或导出操作的结果。 

 成功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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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查看告警列表 

告警列表显示了 MRS 集群中的所有告警信息，如主机故障、硬盘使用率超过阈值、组件

异常等。 

MRS管理控制台“告警列表”只能查询 MRS Manager 中未清除告警的基本信息，查看详

细信息或管理告警需要在 MRS Manager中执行，具体请参见 5.6 告警管理。 

告警列表默认按时间顺序排列，时间最近的告警显示在最前端。 

告警信息中的各字段说明如表 3-13所示。 

表3-13 告警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级别 告警级别。 

 严重 

 重要 

 警告 

 提示 

服务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描述 告警描述信息。 

生成时

间 

产生告警的时间。 

 

表3-14 按钮说明 

按钮 说明 

 

在下拉框中选择告警级别，筛选告警。 

 全部：表示筛选所有告警 

 严重：表示筛选“严重”级别的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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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说明 

 重要：表示筛选“重要”级别的告警 

 警告：表示筛选“警告”级别的告警 

 提示：表示筛选“提示”级别的告警 

 单击 ，手动刷新告警列表。 

 

3.6 管理历史集群 

MRS集群终止或者集群终止失败后，用户可查询集群基本信息、集群作业页面。 

3.6.1 查看历史集群基本信息 

选择“集群列表 > 历史集群”，选中一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基本信息页面。

用户可查看集群的配置信息、部署的节点信息。 

集群基本信息参数说明如表 3-15和表 3-16所示。 

表3-15 配置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集群 ID 集群的唯一标识，创建集群时系统自动赋值，不需要

用户设置。 

名称 集群的名称，创建集群时设置。 

密钥对 密钥对名称，创建集群时设置。 

版本 MRS版本信息，目前支持 MRS 1.5.0。 

集群类

型 

MRS提供两种集群类型： 

 分析集群：用来做离线数据分析，提供的是

Hadoop体系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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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流式集群：用来做流处理任务，提供的是流式

处理组件。 

可用区

域 

集群工作区域下的可用区域，创建集群时设置。 

虚拟私

有云 

VPC信息，创建集群时所选。 

VPC即虚拟私有云，是通过逻辑方式进行网络隔离，

提供安全、隔离的网络环境。 

子网 子网信息，创建集群时所选。 

通过子网提供与其他网络隔离的、可以独享的网络资

源，以提高网络安全。 

Master

节点 

Master节点信息，格式：[实例规格 | 节点数] 

Core 节

点 

Core节点信息，格式：[实例规格 | 节点数] 

主

Master 节点

IP 

显示集群中 Master1节点的 IP地址。 

创建时

间 

显示集群创建的时间。 

Keberos

认证 

登录 MRS Manager 管理页面时是否启用 Kerberos认

证。 

日志记

录 

租户是否开启日志收集功能。 

Hadoop

版本 

显示 Hadoop 组件的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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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Spark

版本 

显示 Spark 组件的版本信息，仅 Spark 集群会显示。

由于 Spark和 Hive 组件需要配套使用，Spark和 Hive版

本信息会同时显示。 

HBase

版本 

显示 HBase 组件的版本信息，仅 HBase 集群会显示。 

Hive 版

本 

显示 Hive组件的版本信息，仅 Hive 集群会显示。 

Hue 版

本 

显示 Hue组件的版本信息。 

Loader

版本 

显示 Loader 组件的版本信息，Loader 集群会显示。 

Kafka

版本 

显示 Kafka 组件的版本信息，仅流式集群会显示。 

Storm

版本 

显示 Storm 组件的版本信息，仅流式集群会显示。 

Flume

版本 

显示 Flume 组件的版本信息，流式集群会显示。 

 

表3-16 节点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添加节

点 

扩容集群 Core 节点，请参见 3.5.4 扩容集群。 

当出现如下四种情况时，“添加节点”处于置灰状态

且不允许进行扩容。 

 集群处于非运行状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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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Core 节点个数超出最大 core 节点数 100 

 集群付费模式为非按需付费的 

名称 集群节点名称。 

状态 节点状态信息。 

类型 节点类型： 

 Master：集群主节点，负责管理集群，协调将

MapReduce可执行文件分配到核心节点。此外，还会跟

踪每个作业的执行状态，监控 DataNode 的运行状况。 

 Core：集群核心节点，处理数据并在 HDFS中

存储过程数据。 

IP 地址 集群节点 IP 地址。 

规格 节点的实例规格，实例规格的配型由 CPU+内存+Disk

共同决定。 

说明 

节点的实例规格配置越高，数据处理分析能力越强，集群所需费用也越多。 

默认安

全组 

Master和 Core 节点的安全组名称，创建集群时系统

自动创建。 

此安全组为默认安全组，请勿随意更改和删除。更

改、删除安全组可能会导致集群异常，影响 MRS集群的使

用。 

 

表3-17 按钮说明 

按钮 说明 

 单击 ，手动刷新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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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查看历史集群作业配置信息 

在历史集群页面，用户只可查看处于 Failed 或者 Terminated状态集群的作业配置信

息。 

步骤 1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集群列表 > 历史集群”，选中一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基本

信息页面。 

步骤 3 选择“作业管理”。 

步骤 4 在需要查看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中，单击“查看详情”。 

弹出“查看作业详情”窗口，显示该作业的配置信息。 

----结束 

3.7 管理作业 

在“作业管理”页面，用户可查询、新增和删除 MRS作业。 

3.7.1 作业简介 

作业是 MRS为用户提供的程序执行平台，用于处理和分析用户数据。作业创建完成后，

所有的作业列表信息展示在“作业管理”页面中，您可以查看所有的作业列表，也可以创建

和管理作业。 

作业分类 

目前 MRS集群支持创建和管理三种类型的作业。如果处于“运行中”状态的集群创建作

业失败，请查看集群管理页面中相关组件健康情况。操作方法，请参见 5.5.1 查看系统概

览。 

 MapReduce：提供快速并行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处理模式和执

行环境。MRS当前支持提交 MapReduce Jar 程序。 

 Spark：基于内存进行计算的分布式计算框架，MRS当前支持提交 Spark、Spark 

Script 和 Spark SQL作业。 

− Spark：支持提交 Spark Jar程序，执行 Spark 

application，计算和处理用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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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k Script：支持提交 Spark Script脚本，批量执行

Spark SQL 语句。 

− Spark SQL：运用 Spark提供的类似 SQL的 Spark SQL语

言，实时查询和分析用户数据。 

 Hive：建立在 Hadoop基础上的开源的数据仓库。MRS当前支持提交 Hive Script

脚本，批量执行 HiveQL语句。 

作业列表 

作业列表默认按时间顺序排列，时间最近的作业显示在最前端。各类作业列表参数说明

如表 3-18所示。 

表3-18 作业列表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作业名

称 

作业的名称，新增作业时配置。 

ID 作业的唯一标识，作业新增后系统自动赋值。 

作业类

型 

支持的作业类型： 

 Distcp：导入、导出数据 

 MR：MapReduce 

 Spark：Spark 

 Spark Script 

 Spark SQL 

 Hive Script 

说明 

在“文件管理”页面进行文件的导入导出操作后，您可以在“作业管理”页

面查看 distcp作业。 

状态 显示作业的状态。 

 运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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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已完成 

 已终止 

 异常 

说明 

默认每个集群最多支持运行中的作业数量为 10。 

执行结

果 

显示作业执行完成的结果。 

 成功 

 执行失败 

说明 

作业执行成功或失败后都不能再次执行，只能新增或者复制作业，配置作业

参数后重新提交作业。 

作业开

始时间 

记录作业执行的开始时间。 

持续时

间 

记录从作业开始执行到作业执行完成或手工停止作业

后，作业执行持续的时间。 

单位：分钟 

操作  查看日志：单击“查看日志”，查看运行中的

作业执行的实时日志信息。操作方法，请参见 3.7.4 查

看作业配置信息和日志。 

 查看详情：单击“查看详情”，查看作业的详

细配置信息。操作方法，请参见 3.7.4 查看作业配置信

息和日志。 

 更多 

− 停止：单击“停止”，停止正在运行的作业。

操作方法，请参见 3.7.5 停止作业。 

− 复制：单击“复制”，复制新增一个作业。操

作方法，请参见 3.7.6 复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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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 删除：单击“删除”，删除一个作业。操作方

法，请参见 3.7.7 删除作业。 

说明 

 Spark SQL 作业不支持停止。 

 作业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当选择保留作业日志到 OBS或 HDFS时，系统在作业执行结束后，将日志

压缩并存储到对应路径。因此，此类作业运行结束后，作业状态仍然为

“运行中”，需等日志存储成功后，状态变更为“已完成”。日志存储

花费时间依赖于日志大小，需要数分钟以上。 

 

表3-19 按钮说明 

按钮 说明 

 

在下拉框中选择作业状态，筛选作业。 

 全部(Num)：表示筛选所有的作业 

 已完成(Num)：表示筛选“已完成”状态的作

业 

 运行中(Num)：表示筛选“运行中”状态的作

业 

 已终止(Num)：表示筛选“已终止”状态的作

业 

 异常(Num)：表示筛选“异常”状态的作业 

 在搜索框中输入作业名称，单击 ，搜索作业。 

 单击 ，手动刷新作业列表。 

 

3.7.2 新增 Jar 和 Script 作业 

用户可将自己开发的程序提交到 MRS中，执行程序并获取结果。本章节教您在 MRS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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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如何提交一个新的作业。 

前提条件 

已完成如下信息。 

MRS集群处理的数据源来源于 OBS或 HDFS，HDFS 是 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OBS即对象存储服务，是一个基于对象的海量存储服务，为客

户提供海量、安全、高可靠、低成本的数据存储能力。MRS可以直接处理 OBS中的数据，客

户可以基于管理控制台 Web 界面和 OBS客户端对数据进行浏览、管理和使用，同时可以通过

REST API 接口方式单独或集成到业务程序进行管理和访问数据。 

用户创建作业前需要将本地数据上传至 OBS系统，MRS使用 OBS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分

析。当然 MRS也支持将 OBS 中的数据导入至 HDFS 中，使用 HDFS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数

据完成处理和分析后，您可以将数据存储在 HDFS 中，也可以将集群中的数据导出至 OBS系

统。需要注意，HDFS和 OBS 也支持存储压缩格式的数据，目前支持存储 bz2、gz压缩格式

的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个运行中的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

入集群信息页面。 

步骤 3 单击“作业管理”，进入“作业管理”页签。 

步骤 4 在“作业”页签中单击“添加”，进入新增作业页面。 

此处 MapReduce仅为示例，请根据业务类型，选择不同的作业类型。 

步骤 5 参考表 3-20配置作业信息。 

表3-20 作业配置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作业类

型 

支持的作业类型，请根据业务类型选择： 

 MapReduce 

 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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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Spark Script 

 Hive Script 

说明 

只有创建集群时选择了 Spark和 Hive组件，并且集群处于运行中，才能新

增 Spark和 Hive类型的作业。Spark Script 作业只支持运行 Spark SQL 程

序，Spark支持运行 Spark Core、Spark SQL 程序。 

作业名

称 

作业名称，只能由字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组

成，并且长度为 1～64个字符。 

说明 

建议不同的作业设置不同的名称。 

执行程

序路径 

执行程序 Jar 包地址，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最多为 1023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

符，且不可为空或全空格。 

 执行程序路径可存储于 HDFS 或者 OBS中，不

同的文件系统对应的路径存在差异。 

− OBS：以“s3a://”开头。示例：

s3a://wordcount/program/hadoop-mapreduce-

examples-2.7.x.jar 

− HDFS：以“/user”开头。 

 Spark Script 需要以“.sql”结尾，MR和

Spark需要以“.jar”结尾。sql、jar 不区分大小写。 

执行程

序参数 

程序执行的关键参数，该参数由用户程序内的函数指

定，MRS只负责参数的传入。 

配置方法：包名.类名 

最多为 2047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数据输

入路径 

数据输入地址 

数据可存储于 HDFS或者 OBS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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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输出路

径 

数据输出地址 

数据可存储于 HDFS或者 OBS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日志路

径 

作业日志存储地址，该日志信息记录作业运行状态。 

数据可存储于 HDFS或者 OBS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OBS路径支持“s3a://”，默认使用“s3a://”。 

 OBS路径不支持 KMS加密的文件或程序。 

 使用 OBS路径时，单文件大小必须小于 5GB。 

 OBS和 HDFS的全路径长度小于等于 1023字符。 

步骤 6 确认作业配置信息，单击“确定”，完成作业的新增。 

作业新增完成后，可对作业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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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每个集群最多支持运行中的作业数量为 10。 

----结束 

3.7.3 提交 Spark SQL语句 

本章节介绍 Spark SQL 的基本使用方法，在 MRS 管理控制台提交 Spark SQL 语句查询和

分析数据。如果同时需要提交多条语句并执行，使用“;”分隔不同语句。 

背景信息 

如果 SQL语句涉及敏感信息，请使用 Spark Script 提交。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个运行中的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

入集群信息页面。 

步骤 3 单击“作业管理”，进入“作业管理”页签。 

步骤 4 选择“Spark SQL”，进入 Spark SQL 作业页面。 

步骤 5 输入创建表的 Spark SQL语句。 

输入 Spark SQL语句时，总字符数应当小于或等于 10000字符，否则会提交语句失败。 

语法格式： 

CREATE [EXTERNAL] TABLE [IF NOT EXISTS] table_name [(col_name data_type 

[COMMENT col_comment], ...)] [COMMENT table_comment] [PARTITIONED BY (col_name 

data_type [COMMENT col_comment], ...)] [CLUSTERED BY (col_name, col_name, ...) 

[SORTED BY (col_name [ASC|DESC], ...)] INTO num_buckets BUCKETS] [ROW FORMAT 

row_format] [STORED AS file_format] [LOCATION hdfs_path]; 

创建表样例存在以下两种方式。 

方式一：创建一个 src_data 表，每行写入一条数据，数据存储在

“/user/guest/input”目录下。 

create external table src_data(line string) row format delimited fields 

terminated by '\\n' stored as textfile location '/user/guest/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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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创建一个表 src_data1，将数据 load 到 src_data1表中。 

create table src_data1 (eid int, name String, salary String, destination 

String) row format delimited fields terminated by ',' ; 

load data inpath '/tttt/test.txt' into table src_data1; 

 

采用方式二时，OBS上的数据不支持直接 load到新建的表中。 

步骤 6 输入查询表的 Spark SQL语句。 

语法格式： 

SELECT col_name FROM table_name; 

查询表样例： 

select * from src_data; 

步骤 7 输入删除表的 Spark SQL语句。 

语法格式： 

DROP TABLE [IF EXISTS] table_name; 

删除表样例： 

drop table src_data; 

步骤 8 单击“检查”，检查输入语句的语法是否正确。 

步骤 9 单击“提交”。 

Spark SQL语句提交后，执行成功或失败会在“执行结果”中展示，执行结果详情可在

“查询结果集”中查看。 

----结束 

3.7.4 查看作业配置信息和日志 

本章节介绍如何查看作业的配置信息和运行日志信息。 

背景信息 

 支持查看所有作业的配置信息。 

 只有运行中的作业才能查看运行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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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Spark SQL和 Distcp作业在后台无日志，运行中的 Spark SQL和 Distcp作

业不能查看运行日志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个运行中的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

入集群信息页面。 

步骤 3 选择“作业管理”。 

步骤 4 在需要查看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中，单击“查看详情”。 

弹出“作业配置”窗口，显示该作业的配置信息。 

步骤 5 选择一个运行中的作业，在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中，单击“查看日志”。 

弹出一个新页面，显示作业执行的实时日志信息。 

每个租户并发提交作业和查看日志的个数均为 10。 

----结束 

3.7.5 停止作业 

本章节介绍如何停止正在运行的 MRS作业。 

背景信息 

Spark SQL作业不支持停止。作业停止后状态更新为“已终止”，并且该作业不可重新

执行。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个运行中的集群并单击集群名。 

进入集群信息页面。 

步骤 3 选择“作业管理”。 

步骤 4 选择一个运行中的作业，在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中，单击“更多 > 停

止”。 

作业状态由“运行中”更新为“已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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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park SQL 页面执行作业时，单击“取消”可停止作业。 

----结束 

3.7.6 复制作业 

本章节介绍如何复制新增 MRS作业。 

背景信息 

目前 Spark SQL和 Distcp 作业不支持复制，其他任何状态的作业都支持复制。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个运行中的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

入集群信息页面。 

步骤 3 选择“作业管理”。 

步骤 4 在需要复制作业的对应的“操作”列中，选择“更多 > 复制”，弹出“复

制作业”页面。 

步骤 5 配置作业参数，单击“确定”。 

作业配置参数如表 3-21所示。 

作业提交成功后，默认为“运行中”状态，不需要手动执行作业。 

表3-21 作业配置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作业类

型 

支持的作业类型，请根据业务类型选择： 

 MapReduce 

 Spark 

 Spark Script 

 Hive Script 



  

3 集群操作指导 

 

60 

 

参数 参数说明 

说明 

只有创建集群时选择了 Spark和 Hive组件，并且集群处于运行中，才能新

增 Spark和 Hive类型的作业。Spark Script 作业只支持运行 Spark SQL 程

序，Spark支持运行 Spark Core、Spark SQL 程序。 

作业名

称 

作业名称，只能由字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组

成，并且长度为 1～64个字符。 

说明 

建议不同的作业设置不同的名称。 

执行程

序路径 

执行程序 Jar 包地址，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最多为 1023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

符，且不可为空或全空格。 

 执行程序路径可存储于 HDFS 或者 OBS中，不

同的文件系统对应的路径存在差异。 

− OBS：以“s3a://”开头。示例：

s3a://wordcount/program/hadoop-mapreduce-

examples-2.7.x.jar 

− HDFS：以“/user”开头。 

 Spark Script 需要以“.sql”结尾，MR和

Spark需要以“.jar”结尾。sql、jar 不区分大小写。 

执行程

序参数 

程序执行的关键参数，该参数由用户程序内的函数指

定，MRS只负责参数的传入。 

配置方法：包名.类名 

最多为 2047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数据输

入路径 

数据输入地址 

数据可存储于 HDFS或者 OBS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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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输出路

径 

数据输出地址 

数据可存储于 HDFS或者 OBS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日志路

径 

作业日志存储地址，该日志信息记录作业运行状态。 

数据可存储于 HDFS或者 OBS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结束 

3.7.7 删除作业 

本章节介绍如何删除 MRS作业。 

背景信息 

支持删除单个作业和批量删除作业。作业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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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个运行中的集群并单击集群名。 

进入集群信息页面。 

步骤 3 选择“作业管理”。 

步骤 4 在需要删除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中，选择“更多 > 删除”。 

此处只能删除单个作业。 

步骤 5 勾选多个作业，单击作业列表左上方的“删除”。 

可以删除一个、多个或者全部作业。 

----结束 

3.8 查看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页面记录用户对集群和作业的操作信息。日志信息常用于集群运行异常时

的问题定位，帮助用户快速定位问题原因，以便及时解决问题。 

操作类型 

目前 MRS记录两种操作类型的日志信息，可在搜索框中筛选查询： 

 集群操作 

− 创建集群、删除集群、扩容集群和终止集群 

− 创建目录、删除目录和删除文件 

 作业操作：创建作业、停止作业和删除作业 

日志字段 

日志列表默认按时间顺序排列，时间最近的日志显示在最前端。 

日志信息中的各字段说明如表 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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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 日志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操作类

型 

记录执行的操作类型，包括： 

 集群操作 

 作业操作 

操作 IP 记录执行操作的 IP地址。 

说明 

当 MRS集群部署失败时，集群会被自动终止，并且自动终止集群的操作日志

中不包含用户的“操作 IP”信息。 

操作内

容 

记录实际操作内容，不超过 2048字符。 

时间 记录操作的时间。对于已终止的集群，界面只显示 6

个月内的日志信息，若需要查看 6个月之前的日志信息，

请联系技术支持人员。 

 

表3-23 按钮说明 

按钮 说明 

 

在下拉框中选择操作类型，筛选日志。 

 全部：表示筛选所有的日志 

 集群操作：表示筛选“集群操作”的日志 

 作业操作：表示筛选“作业操作”的日志 

 
根据时间筛选日志。 

1. 单击输入框。 

2. 选择日期和时间。 

3. 单击“确定”。 

左侧框为需要查询的开始时间，右侧框为需要查询的

结束时间。右侧的输入框选择的时间必须大于左侧输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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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说明 

的时间，否则，无法根据时间筛选日志。 

 
在搜索框中输入“操作内容”中的关键字，单击

，搜索日志。 

 单击 ，手动刷新日志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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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远程操作指导 

4.1 简介 

介绍远程登录的概念、MRS集群的节点类型和节点功能。 

MRS集群节点支持用户远程登录，远程登录包含界面登录和 SSH登录两种方式： 

 界面登录：直接通过弹性云服务器管理控制台提供的远程登录功能，登录到集群

Master 节点的 Linux界面。 

 SSH 登录：仅适用于 Linux弹性云服务器。您可以使用远程登录工具（例如

PuTTY），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此时，需要该弹性云服务器绑定弹性 IP地址。 

Master 节点申请和绑定弹性 IP，请参见 VPC《用户指南》中的“管理 > 为弹性云

服务器申请和绑定弹性 IP”。 

可以使用密钥方式也可以使用密码方式登录 Linux弹性云服务器。密钥方式需要

以 linux 用户进行登录，登录的操作步骤请参见 4.2.2 密钥方式登录 Linux弹性

云服务器（SSH方式），密码方式登录的操作步骤请参见 4.2.3 密码方式登录

Linux弹性云服务器（SSH方式）。 

MRS集群中每个节点即为一台弹性云服务器，节点类型及节点功能如表 4-1所示。 

表4-1 集群节点分类 

节点类型 功能 

Master 节点 MRS 集群管理节点，负责管理和监控集群。在

MRS管理控制台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

中一个运行中的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信息

页面。在“节点信息”中查看节点名称，名称中包

含“master1”的节点为 Master1 节点，名称中包

含“master2”的节点为 Master2 节点。 

Master 节点可以通过弹性云服务器界面的 VNC

方式登录，也可以通过 SSH方式登录，并且 Master

节点可以免密码登录到 Core节点。 

系统自动将 Master节点标记为主备管理节

点，并支持 MRS集群管理的高可用特性。如果主管

理节点无法提供服务，则备管理节点会自动切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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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类型 功能 

主管理节点并继续提供服务。 

查看 Master1节点是否为主管理节点，请参见

4.3 查看主备节点。 

Core 节点 MRS 集群工作节点，负责处理和分析数据，并

在 HDFS 中存储过程数据。 

 

4.2 登录 Master 节点 

介绍如何通过界面登录和 SSH登录方式登录集群 Master节点。 

4.2.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VNC 方式） 

本章节介绍如何使用弹性云服务器管理控制台上提供的远程登录（VNC 方式）功能，该

功能主要用于紧急运维场景，远程登录弹性云服务器进行相关维护操作。其他场景下，建议

用户采用 SSH方式登录。 

登录须知 

登录须知，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用户指南》中“入门 >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 登录弹

性云服务器（VNC方式）”。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步骤 1登录 MapReduce服务管理控制台。 

步骤 2 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个运行中的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

入集群信息页面。 

步骤 3 在“节点信息”中单击某一节点名称，登录到弹性云服务器管理控制台。 

步骤 4 单击右上角的“远程登录”。 

首次登录使用用户名“linux”，密码默认“cloud.1234”，如果用户修改了默认密码

请使用新密码。首次登录建议您修改密码。 

步骤 5 弹性云服务器的远程登录操作，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用户指南》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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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VNC 方式）”。 

----结束 

4.2.2 密钥方式登录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SSH 方式） 

本章节介绍如何使用密钥方式远程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密钥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的操作，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用户指南》中“入门 > 登

录弹性云服务器 > 密钥方式登录 Linux弹性云服务器（SSH方式）”。 

4.2.3 密码方式登录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SSH 方式） 

使用密码方式登录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SSH 方式）的功能默认是被禁用的，用户如果

有打开权限的需要，可以在登录弹性云服务器后自行设置。为避免安全风险，在打开 SSH密

码方式远程登录的权限后，请务必重置 Linux弹性云服务器普通帐户的密码。 

登录的 MRS集群节点的操作系统均为 Linux操作系统。密码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的操

作，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用户指南》中“入门 >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 密码方式登录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SSH 方式）”。 

4.3 查看主备节点 

介绍如何在 Master1 节点中确认 MRS Manager 的主备管理节点。 

背景信息 

用户可以在 Master节点登录到集群中的其他节点，同时登录 Master 节点后，可以确认

MRS Manager 的主备管理节点，并在对应的管理节点中执行命令。 

操作步骤 

步骤 1确认 MRS集群的 Master节点。 

1. 登录 MapReduce服务管理控制台，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中一个运行

中的集群并单击集群名，进入集群信息页面。查看指定的集群信息。 

2. 在“节点信息”中查看节点名称，名称中包含“master1”的节点为 Master1节

点，名称中包含“master2”的节点为 Master2节点。 

步骤 2 确认 MRS Manager 的主备管理节点。 

1. 远程登录 Master1节点，请参见 4.2 登录 Master节点。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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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su - root 

su - omm 

3. 执行以下命令确认主备管理节点： 

sh ${BIGDATA_HOME}/om-0.0.1/sbin/status-oms.sh 

回显信息中“HAActive”参数值为“active”的节点为主管理节点（如下例中

“mgtomsdat-sh-3-01-1”为主管理节点），参数值为“standby”的节点为备管理

节点（如下例中“mgtomsdat-sh-3-01-2”为备管理节点）。 

Ha mode  

double  

NodeName              HostName                      HAVersion          StartTime                

HAActive             HAAllResOK           HARunPhase   

192-168-0-30          mgtomsdat-sh-3-01-1           V100R001C01        2014-11-18 23:43:02      

active               normal               Actived      

192-168-0-24          mgtomsdat-sh-3-01-2           V100R001C01        2014-11-21 07:14:02      

standby              normal               Deactived 

 

如果当前登录的 Master1节点是备管理节点，且需要登录到主管理节点时，请执行以下命

令： 

ssh Master2节点 IP地址 

----结束 

4.4 客户端管理 

4.4.1 更新客户端 

操作场景 

MRS集群提供了客户端，可以在连接服务端、查看任务结果或管理数据的场景中使用。

用户需要使用 MRS的客户端时，或者在 MRS Manager 修改了服务配置参数并重启了服务，需

要先准备好客户端配置文件并更新客户端。 

用户创建集群时，默认在集群所有节点的“/opt/client”目录安装保存了原始客户

端。集群创建完成后，仅 Master节点的客户端可以直接使用，Core节点客户端在使用前需

要更新客户端。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 Manager。 

步骤 2 单击“服务管理”，然后单击“下载客户端”。 

在“客户端类型”选择“仅配置文件”，单击“确定”开始生成客户端配置文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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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后默认保存在主管理节点“/tmp/MRS-client”。文件保存路径支持自定义。 

步骤 3 在 MRS管理控制台，单击“集群 > 现有集群”。 

步骤 4 在集群列表，单击指定集群的名字进入集群信息页面并查看 “主 master节

点 IP”。 

“主 master节点 IP”表示集群中主 Master节点的 IP地址，也是 MRS Manager 的主管

理节点 IP地址。 

步骤 5 使用 IP地址搜索主管理节点并使用 VNC登录主管理节点，具体请参见

4.2.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VNC方式）。 

Master节点支持 Cloud-Init特性，Cloud-init 预配置的用户名“linux”，密码默认

为“cloud.1234”，如果用户修改了默认密码请使用新密码。首次登录建议修改。 

步骤 6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步骤 7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客户端目录： 

cd /opt/client 

步骤 8 执行以下命令，更新客户端配置： 

sh refreshConfig.sh 客户端安装目录 客户端配置文件压缩包完整路径 

例如，执行命令： 

sh refreshConfig.sh /opt/client /tmp/MRS-client/MRS_Services_Client.tar 

界面显示以下信息表示配置刷新更新成功： 

ReFresh components client config is complete.  

Succeed to refresh components client config. 

----结束 

4.4.2 在集群节点使用客户端 

操作场景 

用户完成更新客户端后，可能需要在集群的 Master 节点或者 Core节点使用客户端。 

前提条件 

主管理节点已更新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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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在 Master节点使用客户端。 

a. 在已更新客户端的主管理节点，即 Master节点，执行 sudo su - omm 命令切

换用户。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客户端目录： 

cd /opt/client 

b.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bigdata_env 

c. 如果当前集群已启用 Kerberos认证，执行以下命令认证当前用户。如果当前

集群未启用 Kerberos认证，则无需执行此命令。 

kinit MRS 集群用户 

例如, kinit admin. 

d. 直接执行组件的客户端命令。 

例如使用 HDFS客户端命令查看 HDFS根目录文件，执行 hdfs dfs -ls /。 

 在 Core 节点使用客户端。 

a. 在主管理节点更新客户端。 

b. 使用 IP地址搜索主管理节点并使用 VNC登录主管理节点，具体请参见 4.2.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VNC方式）。 

c. 在主管理节点，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d. 在 MRS管理控制台，查看指定集群“Node”页面的“IP Address”。 

记录需使用客户端的 Core节点 IP地址。 

e. 在主管理节点，执行以下命令，将客户端配置文件压缩包，从主管理节点文

件拷贝到当前节点： 

scp -p /tmp/MRS-client/MRS_Services_Client.tar Core节点的 IP地
址:///opt/client 

f. 使用“linux”登录 Core节点。具体请参见 4.2.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VNC

方式）。 

Master 节点支持 Cloud-Init 特性，Cloud-init预配置的用户名“linux”，

密码默认为“cloud.1234”，如果用户修改了默认密码请使用新密码。首次登

录建议修改。 

g. 在 Core节点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h. 执行以下命令，更新客户端配置： 

sh /opt/client/refreshConfig.sh 客户端安装目录 客户端配置文件压缩包
完整路径 

例如，执行命令： 

sh refreshConfig.sh /opt/client 

/opt/client/MRS_Services_Client.tar 

i.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客户端目录并配置环境变量： 

cd /opt/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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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bigdata_env 

j. 如果当前集群已启用 Kerberos认证，执行以下命令认证当前用户。如果当前

集群未启用 Kerberos认证，则无需执行此命令。 

kinit MRS 集群用户 

例如, kinit admin. 

k. 直接执行组件的客户端命令。 

例如使用 HDFS客户端命令查看 HDFS根目录文件，执行 hdfs dfs -ls /。 

4.4.3 在虚拟私有云的其他节点使用客户端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在公有云 MRS 集群以外的节点上使用客户端，在使用客户端前需要安装客户

端。 

 

如果集群外的节点已安装客户端且只需要更新客户端，请使用安装客户端的用户例如

“root”。 

前提条件 

 已准备一个弹性云服务器，主机操作系统及版本请参见表 4-2。 

表4-2 参考列表 

操作系

统 

支持的版本号 

SuSE  推荐：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4

（SuSE11.4） 

 可用：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3

（SuSE11.3） 

 可用：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1

（SuSE11.1） 

 可用：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2

（SuSE11.2） 

RedHat  推荐：RedHat-6.6-x86_64（RedHat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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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

统 

支持的版本号 

 可用：RedHat-6.4-x86_64（RedHat6.4） 

 可用：RedHat-6.5-x86_64（RedHat6.5） 

 可用：RedHat-6.7-x86_64（RedHat6.7） 

CentOS  可用：CentOS–6.4版本（CentOS6.4） 

 可用：CentOS–6.5版本（CentOS6.5） 

 可用：CentOS–6.6版本（CentOS6.6） 

 可用：CentOS–6.7版本（CentOS6.7） 

 可用：CentOS–7.2版本（CentOS7.2） 

 

例如，用户可以选择镜像“CentOS 7.2 64bit(40GB)”为弹性云服务器准备操

作。 

同时为弹性云服务分配足够的磁盘空间，例如“40GB”。 

 弹性云服务器的 VPC需要与 MRS集群在同一个 VPC中。 

 弹性云服务器的网卡需要与 MRS集群在同一个网段中。 

 弹性云服务器的安全组需要和 MRS 集群 Master节点的安全组相同。 

如果不同，请修改弹性云服务器安全组或配置弹性云服务器安全组的出入规则允

许 MRS集群所有安全组的访问。 

创建满足以上要求的弹性云服务器，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用户指南》的购买弹

性云服务器章节 (“入门 > 购买弹性云服务器”)。 

 需要允许用户使用密码方式登录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SSH方式），请参见《弹性

云服务器用户指南》中“入门 >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 密码方式登录 Linux弹性

云服务器（SSH方式）”。 

操作步骤 

步骤 1根据前提条件，创建一个满足要求的弹性云服务器。 

步骤 2 登录 MRS Manager。 

步骤 3 单击“服务管理”，然后单击“下载客户端”。 

步骤 4 在“客户端类型”选择“完整客户端”。 

步骤 5 在“下载路径”选择“远端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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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将“主机 IP”设置为 ECS的 IP地址，设置“主机端口”为“22”，并将

“存放路径”设置为“/home/linux”。 

 如果使用 SSH登录 ECS的默认端口“22”被修改，请将“主机端口”设置为新端

口。 

 “存放路径”最多可以包含 256个字符。 

步骤 7 将“登录用户”设置为“linux”。 

如果使用其他用户，请确保该用户对保存目录拥有读取、写入和执行权限。 

步骤 8 在“SSH 私钥”选择并上传创建集群时使用的密钥文件。 

步骤 9 单击“确定”开始生成客户端文件。 

界面显示以下提示信息表示客户端包已经成功保存。单击“关闭”。 

下载客户端文件到远端主机成功。 

步骤 10 使用 VNC 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参见《弹性云服务器用户指南》的登录

弹性云服务器（VNC 方式）章节 (“入门 >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VNC

方式）”)。 

所有镜像均支持 Cloud-init特性。Cloud-init 预配置的用户名“linux”，密码为

“cloud.1234”，如果用户修改了默认密码请使用新密码。参见弹性云服务器《常见问题》

的全面支持 Cloud-init 特性后，弹性云服务器的登录方法章节。首次登录建议修改。 

步骤 11 在弹性云服务器，切换到 root 用户，并将安装包复制到目录“/opt”。 

sudo su - root 

cp /home/linux/MRS_Services_Client.tar /opt 

步骤 12 在“/opt”目录执行以下命令，解压压缩包获取校验文件与客户端配置包。 

tar -xvf MRS_Services_Client.tar 

步骤 13 执行以下命令，校验文件包。 

sha256sum -c MRS_Services_ClientConfig.tar.sha256 

界面显示如下： 

MRS_Services_ClientConfig.tar: OK 

步骤 14 执行以下命令，解压“MRS_Services_ClientConfig.tar”。 

tar -xvf MRS_Services_ClientConfig.tar 

步骤 15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客户端到新的目录，例如“/opt/hadoopclient”。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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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时自动生成目录。 

sh /opt/MRS_Services_ClientConfig/install.sh /opt/hadoopclient 

查看安装输出信息，如有以下结果表示客户端安装成功： 

Components client installation is complete. 

步骤 16 验证弹性云服务器节点是否与集群 Master节点的 IP是否连通？ 

例如，执行以下命令：ping Master节点 IP地址 

 是，执行步骤 17。 

 否，检查 VPC、安全组是否正确，是否与 MRS集群在相同 VPC和安全组，然后执行

步骤 17。 

步骤 17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opt/hadoopclient/bigdata_env 

步骤 18 如果当前集群已启用 Kerberos认证，执行以下命令认证当前用户。如果当

前集群未启用 Kerberos认证，则无需执行此命令。 

kinit MRS 集群用户 

例如, kinit admin. 

步骤 19 执行组件的客户端命令。 

例如，执行以下命令查看 HDFS目录： 

hdfs dfs -ls /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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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RS Manager 操作指导 

5.1 MRS Manager 简介 

概述 

MRS为用户提供海量数据的管理及分析功能，快速从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海量数据中挖

掘您所需要的价值数据。开源组件结构复杂，安装、配置、管理过程费时费力，MRS 

Manager 提供了企业级的大数据集群的统一管理平台： 

 提供集群状态的监控功能，您能快速掌握服务及主机的健康状态。 

 提供图形化的指标监控及定制，您能及时的获取系统的关键信息。 

 提供服务属性的配置功能，满足您实际业务的性能需求。 

 提供集群、服务、角色实例的操作功能，满足您一键启停等操作需求。 

系统界面简介 

MRS Manager提供统一的集群管理平台，帮助用户快捷、直观的完成集群的运行维护。 

各操作入口的详细功能如表 5-1所示。 

表5-1 界面操作入口功能描述 

界面 功能描述 

系统概览 提供柱状图、折线图、表格等多种图表方式展示所

有服务的状态、各服务的主要监控指标、主机的状态统

计。用户可以定制关键监控信息面板，并拖动到任意位

置。系统概览支持数据自动刷新。 

服务管理 提供服务监控、服务操作向导以及服务配置，帮助

用户对服务进行统一管理。 

主机管理 提供主机监控、主机操作向导，帮助用户对主机进

行统一管理。 

告警管理 提供告警查询、告警处理指导功能。帮助用户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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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 功能描述 

发现产品故障及潜在隐患，并进行定位排除，以保证系

统正常运行。 

审计管理 提供审计日志查询及导出功能。帮助用户查阅所有

用户活动及操作。 

租户管理 提供统一租户管理平台。 

系统设置 用户可以进行监控和告警配置管理、备份管理。 

 

当用户进入到“系统设置”的各子功能页面后，提供快捷方式跳转到其他 System子功

能页面。 

 普通集群的“系统设置”快捷菜单提供的跳转链接项如表 5-2所示。 

 安全集群的“系统设置”快捷菜单提供的跳转链接项如表 5-3所示。 

快捷跳转操作示例如下所示。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系统设置”界面，任意单击一个功能链接，进入具体功能界面。 

例如在“备份恢复管理”区域中单击“备份数据”，进入到“备份数据”界面。 

步骤 3 将鼠标移动到浏览器窗口的左边界，弹出“系统设置”黑色快捷菜单。鼠标

移出该菜单后，该菜单收起。 

步骤 4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上，可以单击某个功能链接直接跳转到对应的功能界面。 

例如选择“维护 > 日志导出”，进入“日志导出”界面。 

----结束 

表5-2 普通集群的系统设置快捷菜单 

菜单子标题 功能链接 

备份恢复管理 备份数据 

恢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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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子标题 功能链接 

维护 日志导出 

审计日志转储配置 

健康检查 

监控和告警配置 Syslog配置 

阈值管理 

SNMP配置 

监控指标转储配置 

资源贡献排名配置 

资源管理 静态服务池 

权限配置 OMS数据库密码修改 

补丁管理 补丁管理 

 

表5-3 安全集群的 System快捷菜单 

菜单子标题 功能链接 

备份恢复管理 备份数据 

恢复数据 

维护 日志导出 

审计日志转储配置 

健康检查 

监控和告警配置 Syslog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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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子标题 功能链接 

阈值管理 

SNMP配置 

监控指标转储配置 

资源贡献排名配置 

权限配置 用户管理 

用户组管理 

角色管理 

密码策略配置 

OMS数据库密码修改 

补丁管理 补丁管理 

 

参考信息 

MapReduce服务是公有云的一项数据分析服务，用于海量数据的管理和分析，简称

MRS。 

MRS通过 MRS Manager 管理大数据组件，例如 Hadoop生态体系中的组件。因此，公有

云 MRS和 MRS Manager管理界面上的部分概念需要区别，具体解释如表 5-4： 

表5-4 差异对比参考 

名词概念 公有云 MRS MRS Manager 

MapReduce

服务 

表示公有云上的数据分

析云服务，简称为 MRS，包

括 Hive、Spark、Yarn、

HDFS和 ZooKeeper 等组

仅代表 Hadoop生态

体系中的 MapReduce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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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概念 公有云 MRS MRS Manager 

件。 

 

5.2 访问 MRS Manager 

操作场景 

MRS Manager支持监控、配置和管理 MRS集群，用户可以在 MRS管理控制台页面打开

Manager 管理页面。 

未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用户可以 MRS 管理页面打开 MRS Manager。启用了

Kerberos 认证的集群，请参见 5.3 访问支持 Kerberos 认证的 Manager访问 MRS Manager。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公有云管理控制台页面，单击“MapReduce 服务”。 

步骤 2 单击“集群列表”，在“现有集群” 列表，单击指定的集群名称，进入集

群信息页面。 

步骤 3 单击“集群管理页面”，打开 MRS Manager。 

成功登录 MRS控制台页面后访问 MRS Manager，系统默认使用“admin”用户登录，无

需重新输入密码。 

----结束 

5.3 访问支持 Kerberos 认证的 Manager 

操作场景 

用户在创建了支持 Kerberos 认证的 MRS集群之后，可以使用 MRS Manager 管理运行中

的集群。 

该任务指导用户在公有云平台上准备一个工作环境，以访问 Manager。 

对系统的影响 

第一次访问 MRS Manager，需要在浏览器中添加站点信任以继续打开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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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获取管理员用户“admin”帐号密码。“admin”密码在创建 MRS集群时由用户指定。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管理控制台，单击“集群列表”。 

步骤 2 在 “现有集群” 列表中，单击指定的集群名称。 

记录集群的“可用区域”、“虚拟私有云”、“Cluster Manager IP 地址”，以及

Master 节点的“默认安全组”。 

步骤 3 在 ECS管理控制台，创建一个新的弹性云服务器。 

 弹性云服务器的“可用区域”、“虚拟私有云”、“安全组”，需要和待访问集群的配

置相同。 

 选择一个 Windows系统的公共镜像。例如，选择一个标准镜像“Windows Server 

2012 R2 Standard 64bit(40GB)”。 

 其他配置参数详细信息，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 > 用户指南 > 入门  > 购买弹

性云服务器” 

 

如果 ECS的安全组和 Master节点的“默认安全组”不同，用户可以选择以下任一种方法修

改配置： 

 将 ECS的安全组修改为 Master 节点的默认安全组，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 > 用户指

南 > 管理 > 变更弹性云服务器的规格”中的“变更安全组”。 

 在集群 Master节点和 Core节点的安全组添加两条安全组规则使 ECS可以访问集群，

“协议”需选择为“TCP”，“端口”需分别选择“28443”和“20009”。请参见“虚拟私有

云 > 用户指南  > 安全性 > 安全组 > 为安全组添加安全组规则”。 

步骤 4 在 VPC管理控制台，申请一个弹性 IP地址，并与 ECS绑定。 

具体请参见“虚拟私有云 > 用户指南 > 网络组件 > 弹性 IP > 为弹性云服务器申请

和绑定弹性 IP”。 

步骤 5 登录 ECS。 

登录 ECS需要 Windows 系统的帐号、密码，弹性 IP地址以及配置安全组规则。具体请

参见“弹性云服务器 > 用户指南 > 入门 >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  密码方式登录 Windows

弹性云服务器（MSTSC方式）”。 

步骤 6 在 Windows 的远程桌面中，打开浏览器访问 Manager。 

例如 Windows 2012操作系统可以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11。 

Manager访问地址形式为 https://Cluster Manager IP 地址:28443/web。访问时需要



  

5 MRS Manager操作指导 

 

81 

 

输入 MRS集群的用户名和密码，例如“admin”用户。 

 

 如果使用其他 MRS集群用户访问 Manager，第一次访问时需要修改密码。新密码需要

满足集群当前的用户密码复杂度策略。请咨询管理员。 

 默认情况下，在登录时输入 5次错误密码将锁定用户，需等待 5分钟自动解锁。 

步骤 7 注销用户退出 Manager时移动鼠标到右上角 ，然后单击“注销”。 

----结束 

相关任务 

配置集群节点名称与 IP地址映射 

步骤 1登录 MRS Manager，单击“主机管理”。 

记录集群中所有节点的“主机名称”和“管理 IP”。 

步骤 2 在工作环境使用“记事本”打开“hosts”文件，将节点名称与 IP地址的对

应关系填写到文件中。 

每个对应关系填写一行，填写效果例如： 

192.168.4.127 node-core-Jh3ER  

192.168.4.225 node-master2-PaWVE  

192.168.4.19 node-core-mtZ81  

192.168.4.33 node-master1-zbYN8  

192.168.4.233 node-core-7KoGY 

保存修改。 

----结束 

5.4 查看集群运行任务 

操作场景 

用户在 MRS Manager 进行操作触发运行任务时，会显示任务运行的过程与进度。关闭任

务窗口后，需要通过任务管理功能，打开任务窗口。 

MRS Manager默认保留 10个最近运行的任务。例如重启服务、同步服务配置和执行健

康检查。 



  

5 MRS Manager操作指导 

 

82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 ，打开“任务列表”。 

“任务列表”可查看的信息包含：“任务名”、“状态”、“进度”、“开始时间”和

“结束时间”。 

步骤 2 单击指定的任务名称，可查看任务执行过程中的详细信息。 

----结束 

5.5 监控管理 

5.5.1 查看系统概览 

操作场景 

用户需要了解 MRS集群的概览时，可以在 MRS Manager 界面查看服务与集群的基本统计

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选择“系统概览 > 实时监控”。 

 Manager 在“服务概览”显示各个服务的“健康状态”和“角色数”。 

 Manager 显示部分主机指标的统计信息： 

− 集群主机健康状态统计 

− 主机网络读速率分布 

− 主机网络写速率分布 

− 集群磁盘信息 

− 主机磁盘占用率分布 

− 集群内存占用率 

− 主机内存占用率分布 

− 主机 CPU占用率分布 

− 集群 CUP平均占用率 

单击“定制”可自定义显示指定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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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用户可以选择页面自动刷新间隔的设置，也可以单击 马上刷新。 

支持三种参数值： 

 “每 30秒刷新一次”：刷新间隔 30秒。 

 “每 60秒刷新一次”：刷新间隔 60秒。 

 “停止刷新”：停止刷新。 

 

勾选“全屏”会将“实时监控”窗口最大化。 

----结束 

5.5.2 配置监控历史报表 

操作场景 

MRS Manager支持将集群中所有部署角色的节点，按管理节点、控制节点和数据节点进

行分类，分别计算关键主机监控指标在每类节点上的变化趋势，并在报表中按用户自定义的

周期显示分布曲线图。如果一个主机属于多类节点，那么对应的指标将被统计多次。 

该任务指导用户在 MRS Manager 查看、自定义与导出节点监控指标报表。 

操作步骤 

步骤 1查看监控指标报表。 

1. 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概览”。 

2. 单击“历史报表”，查看报表。 

报表默认显示前一天监控指标对应的分布曲线图。 

 

勾选“全屏”会将“历史报表”窗口最大化。 

步骤 2 自定义监控指标报表。 

1. 单击“定制”，勾选需要在 MRS Manager显示的监控指标。 

Manager 支持统计的指标共 8个，且界面最多显示 6个定制的监控指标： 

− 集群网络读速率统计 

− 集群磁盘写速率统计 

− 集群磁盘占用率统计 

− 集群磁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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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磁盘读速率统计 

− 集群内存占用率统计 

− 集群网络写速率统计 

− 集群 CPU占用率统计 

2. 单击“确定”保存并显示所选指标。 

 

单击“清除”可批量取消全部选中的指标项。 

步骤 3 导出监控指标报表。 

1. 选择报表的时间范围。 

支持“前一天”、“前一周”、“前一月”、“前一季度”和“前半年”。 

用户也可以在“时间范围”定义准确的开始与截止时间。 

2. 单击“导出”，Manager将生成指定时间范围内、已勾选的集群监控指标报表文

件，请选择一个位置保存，并妥善保管该文件。 

 

如果需要查看指定时间范围的监控指标对应的分布曲线图，请单击“查看”，界面将显示用

户自定义时间范围内选定指标的分布曲线图。 

----结束 

5.5.3 管理服务和主机监控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在日常使用中，可以在 MRS Manager 管理所有服务（含角色实例）和主机的状

态及指标信息： 

 状态信息，包括运行、健康、配置及角色实例状态统计。 

 指标信息，各服务的主要监控指标项。 

 导出监控指标。 

 

用户可以选择页面自动刷新间隔的设置，也可以单击 马上刷新。 

支持三种参数值： 

 “每 30秒刷新一次”：刷新间隔 30秒。 

 “每 60秒刷新一次”：刷新间隔 60秒。 

 “停止刷新”：停止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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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监控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 

服务列表中标题包含“服务”、“操作状态”、“健康状态”、“配置状态”、“角色

数”和“操作”。 

 服务操作状态描述如表 5-5所示。 

表5-5 服务操作状态 

状态 描述 

已启动 服务已启动。 

已停止 服务已停止。 

启动失败 用户启动操作失败。 

停止失败 用户停止操作失败。 

未知 后台系统重启后，服务的初始状态。 

 

 服务健康状态如表 5-6所示。 

表5-6 服务健康状态 

状态 描述 

良好 该服务中所有角色实例正常运行。 

故障 至少一个角色实例运行状态为“故障”或被依

赖的服务状态不正常。 

未知 该服务中所有角色实例状态为“未知”。 

恢复中 后台系统正在尝试自动启动服务。 

亚健康 该服务所依赖的服务状态不正常，异常服务的

相关接口无法被外部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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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配置状态如表 5-7所示。 

表5-7 服务配置状态 

状态 描述 

已同步 系统中最新的配置信息已生效。 

过期 参数修改后，最新的配置未生效。需重启相应

服务生效最新配置信息。 

失败 参数配置过程中出现通信或读写异常。尝试使

用“同步配置”恢复。 

同步中 参数配置进行中。 

未知 无法获取当前配置状态。 

 

默认以“服务”列按升序排列，单击服务、操作状态、健康状态或配置状态可修改排列

方式。 

步骤 2 单击列表中指定服务名称，查看服务状态及指标信息。 

步骤 3 定制、导出监控图表。 

1. 在“实时”区域框中，单击“定制”自定义服务监控指标。 

2. 单击“历史”进入历史监控查询界面。 

3. 选择查询时间，单击“查看”显示该时间段内的监控数据。 

4. 单击“导出”，导出当前查看的指标数据。 

----结束 

管理角色实例监控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在服务列表中单击服务指定名称。 

步骤 2 单击“实例”，查看角色状态。 

角色实例列表中包含实例信息的角色、主机名、管理 IP、业务 IP、机架、操作状态、

健康状态及配置状态。 

 角色实例的状态如表 5-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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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角色实例状态 

状态 描述 

已启动 角色实例已启动。 

已停止 角色实例已停止。 

启动失败 用户启动操作失败。 

停止失败 用户停止操作失败。 

退服中 角色实例正在退服。 

已退服 角色实例已退服。 

入服中 角色实例正在入服。 

未知 后台系统重启后，角色实例的初始状态。 

 

 角色实例的健康状态如表 5-9所示。 

表5-9 角色实例健康状态 

状态 描述 

良好 该角色实例正常运行。 

故障 该角色实例运行异常，如 PID 不存在，无法访

问端口。 

未知 角色实例所在主机与后台系统未连接。 

恢复中 后台系统正在尝试自动启动角色实例。 

 

 角色实例的配置状态如表 5-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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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 角色实例配置状态 

状态 描述 

已同步 系统中最新的配置信息已生效。 

过期 参数修改后，最新的配置未生效。需重启相应

服务生效最新配置信息。 

失败 参数配置过程中出现通信或读写异常。尝试使

用“同步配置”恢复。 

同步中 参数配置进行中。 

未知 无法获取当前配置状态。 

 

默认以“角色”列按升序排列，单击角色、主机名、管理 IP、业务 IP、机架、操作状

态、健康状态或配置状态可修改排列方式。 

支持在“角色”筛选相同角色的全部实例。 

单击“高级搜索”，在角色搜索区域中设置搜索条件，单击“搜索”，查看指定的角色

信息。单击“重置”清除输入的搜索条件。支持模糊搜索条件的部分字符。 

步骤 3 单击列表中指定角色实例名称，查看角色实例状态及指标信息。 

步骤 4 定制、导出监控图表，操作过程与导出服务监控相同。 

----结束 

管理主机监控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主机管理”，看所有主机状态。 

主机列表中包括主机名称、管理 IP、业务 IP、机架、网络速度、操作状态、健康状

态、磁盘使用率、内存使用率、CPU使用率。 

 主机操作状态如表 5-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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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主机操作状态 

状态 描述 

正常 主机及主机上的服务角色正常运行。 

已隔离 主机被用户隔离，主机上的服务角色停止运

行。 

 

 主机健康状态描述如表 5-12所示。 

表5-12 主机健康状态 

状态 描述 

良好 主机心跳检测正常。 

故障 主机心跳超时未上报。 

未知 执行添加操作时，主机的初始状态。 

 

默认以“主机名称”列按升序排列，单击主机名称、管理 IP、业务 IP、机架、网络速

度、操作状态、健康状态、磁盘使用率、内存使用率或 CPU使用率可修改排列方式。 

单击“高级搜索”，在搜索区域中，设置查询条件，单击“搜索”，查看指定的主机。

单击“重置”清除输入的搜索条件。支持模糊搜索条件的部分字符。 

步骤 2 单击列表中指定的主机名称，查看单个主机状态及指标。 

步骤 3 定制、导出监控图表。 

1. 在“实时”区域框中，单击“定制”自定义监控指标。 

2. 单击“历史”进入历史监控查询界面。 

3. 选择查询时间，单击“查看”显示该时间段内的监控数据。 

4. 单击“导出”，导出当前查看的指标数据。 

----结束 



  

5 MRS Manager操作指导 

 

90 

 

5.5.4 管理资源分布 

操作场景 

用户需要了解服务和主机关键监控指标中最高、最低或平均监控数据形成的曲线，即资

源分布情况时，可以在 MRS Manager 上查看，支持查询 1小时以内的监控数据。 

用户也可以在 MRS Manager 上修改资源分布，使服务和主机的资源分布图表中，可以按

自定义的数值显示一条或多条最高、最低监控数据形成的曲线。 

部分监控指标的资源分布不记录。 

操作步骤 

 查看服务监控指标的资源分布 

a. 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 

b. 单击服务列表中指定的服务名称。 

c. 单击“资源贡献排名”。 

“指标”中选择服务的关键指标，MRS Manager将显示过去 1小时内指标的资

源分布情况。 

 查看主机监控指标的资源分布 

a. 单击“主机管理”。 

b. 单击主机列表中指定的主机名称。 

c. 单击“资源贡献排名”。 

“指标”中选择主机的关键指标，MRS Manager将显示过去 1小时内指标的资

源分布情况。 

 配置资源分布 

a. 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b. 在“配置”区域“监控和告警配置”下，单击“资源贡献排名配置”。 

c. 修改资源分布的显示数量。 

 “TOP 数量”填写最大值的显示数量。 

 “BOTTOM 数量”填写最小值的显示数量。 

 

最大值与最小值的资源分布显示数量总和不能大于 5。 

d. 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界面右上角提示“保存 TOP数量和 BOTTOM数量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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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配置监控指标转储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在 MRS Manager 界面上配置监控指标数据对接参数，使集群内各监控指标数据

通过 FTP或 SFTP协议保存到指定的 FTP服务器，与第三方系统进行对接。FTP协议未加密

数据可能存在安全风险，建议使用 SFTP。 

MRS Manager支持采集当前管理的集群内所有监控指标数据，采集的周期有 30秒、60

秒和 300秒三种。监控指标数据在 FTP服务器保存时，会根据采集周期分别保存在不同的监

控文件中，监控文件命名规则为“集群名称_metric_监控指标数据采集的周期_文件保存时

间.log”。 

前提条件 

转储服务器对应的弹性云服务器需要和 MRS集群的 Master节点在相同的 VPC，且

Master 节点可以访问转储服务器的 IP地址和指定端口。转储服务器的 FTP 服务正常。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配置”区域“监控和告警配置”下，单击“监控指标转储配置”。 

步骤 3 表 5-13介绍转储参数。 

表5-13 转储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监控指标

转储开关 

必选参数，指定是否打开监控指标数据对接功能。 

 ：启用监控指标转储。 

 ：禁用监控指标转储。 

FTP IP 地

址 

必选参数，指定监控指标数据对接后存放监控文件

的 FTP服务器。 

FTP 端口 必选参数，指定连接 FTP服务器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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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FTP 用户

名 

必选参数，指定登录 FTP服务器的用户名。 

FTP 密码 必选参数，指定登录 FTP服务器的密码。 

保存路径 必选参数，指定监控文件在 FTP服务器保存的路

径。 

转储时间

间隔（秒） 

必选参数，指定监控文件在 FTP服务器保存的周

期，单位为秒。 

转储模式 必选参数，指定监控文件发送时使用的协议。可选

协议为“FTP”和“SFTP”。 

SFTP 服务

公钥 

可选参数，指定 FTP服务器的公共密钥，“模式”

选择“SFTP”时此参数生效。建议配置公共密钥，否则

可能存在安全风险。 

 

步骤 4 单击“确定”，设置完成。 

----结束 

5.6 告警管理 

5.6.1 查看与手动清除告警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在 MRS Manager 查看、清除告警。 

一般情况下，告警处理后，系统自动清除该条告警记录。当告警不具备自动清除功能且

用户已确认该告警对系统无影响时，可手动清除告警。 

在 MRS Manager界面可查看最近十万条告警（包括未清除的、手动清除的和自动清除的

告警）。如果已清除告警超过十万条达到十一万条，系统自动将最早的一万条已清除告警转

存，转存路径为主管理节点“${BIGDATA_HOME}/OMSV100R001C00x8664/workspac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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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转存告警时自动生成目录。 

 

用户可以选择页面自动刷新间隔的设置，也可以单击 马上刷新。 

支持三种参数值： 

 “每 30秒刷新一次”：刷新间隔 30秒。 

 “每 60秒刷新一次”：刷新间隔 60秒。 

 “停止刷新”：停止刷新。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告警管理”，在告警列表查看告警信息。 

 告警列表每页默认显示最近的十条告警。 

 默认以“产生时间”列按降序排列，单击“告警 ID”、“告警名称”、“告警级别”、

“产生时间”、“定位信息”或“操作”可修改排列方式。 

 支持在“告警级别”筛选相同级别的全部告警。结果包含已清除和未清除的告

警。 

 分别单击 、 、 或 可以快速筛选级别为“致命”、“严重”、“一般”或

“警告”的告警。 

步骤 2单击“高级搜索”显示告警搜索区域，设置查询条件后，单击“搜索”，查看指定的告警信

息。单击“重置”清除输入的搜索条件。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表示时间范围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可以搜索此时间段内产

生的告警。 

查看告警帮助 5.7 告警参考，按照帮助指导处理告警。如果某些场景中告警由于 MRS

依赖的其他云服务产生，可能需要联系对应云服务运维人员处理。 

步骤 3 处理完告警后，若需手动清除，单击“清除告警”，手动清除告警。 

 

如果有多个告警已完成处理，可选中一个或多个待清除的告警，单击“清除告警”，批量清

除告警。每次最多批量清除 300条告警。 

----结束 

5.6.2 配置监控与告警阈值 

操作场景 

配置监控与告警阈值用于关注各指标的健康情况。勾选“发送告警”后，当监控数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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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告警阈值，系统将会触发一条告警信息，将在“告警管理”中出现此告警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配置”区域“监控和告警配置”下，单击“阈值配置”，依据规划选择

监控指标并设置其基线。 

步骤 3 单击某一指标例如“CPU 使用率”，单击“添加规则”。 

步骤 4 在“配置”对话框中填写监控指标规则参数。 

表5-14 监控指标规则参数 

参数名 参数值 参数解释 

规则名称 CPU_MAX（举例） 规则名称 

参考日期 2014/11/06（举

例） 

查看某指标的历史

参考数据 

阈值类型  最大值 

 最小值 

选择某指标的最大

值或最小值，类型为

“最大值”表示指标的

实际值大于设置的阈值

时系统将产生告警，类

型为“最小值”表示指

标的实际值小于设置的

阈值时系统将产生告

警。 

告警级别  致命 

 严重 

 一般 

 警告 

告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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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值 参数解释 

时间范围 从 00:00到 23:59

（举例） 

设置规则生效时监

控指标的具体时间段 

阈值 设置数值 80（举

例） 

设置规则监控指标

的阈值 

日期  工作日 

 周末 

 其它 

设置规则生效的日

期类型 

添加日期 11/06（举例） 日期选择“其他”

时该参数生效。可选择

多个日期。 

 

步骤 5 单击“确定”。界面右上角弹出提示“模板保存成功。”。 

“发送告警”默认已勾选。Manager会检查监控指标数值是否满足阈值条件，若连续检

查且不满足的次数等于“平滑次数”设置的值则发送告警，支持自定义。“检查周期(秒)”

表示 Manager检查监控指标的时间间隔。 

步骤 6 在新添加规则所在的行，单击“操作”下的“应用”，界面右上角弹出提示

规则已应用成功，完成添加。单击“操作”下的“取消应用”，界面右上角弹出提示规则已

取消成功，完成取消。 

----结束 

5.6.3 配置 Syslog 北向参数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以 Syslog 方式将 MRS Manager 的告警事件上报到指定的监控运维系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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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log协议未做加密，传输数据容易被窃取，存在安全风险。 

前提条件 

对接服务器对应的弹性云服务器需要和 MRS集群的 Master节点在相同的 VPC，且

Master 节点可以访问对接服务器的 IP地址和指定端口。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配置”区域“监控和告警配置”下，单击“Syslog 配置”。 

“Syslog 服务”的开关默认为关闭，单击启用 Syslog服务。 

步骤 3 设置表 5-15所示的对接参数。 

表5-15 对接参数 

参数区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Syslog 协议 服务 IP 设置对接服务器

IP地址。 

服务端口 设置对接端口。 

协议 设置协议类型，取

值范围： 

 “TCP” 

 “UDP” 

安全级别 设置上报消息的严

重程度，取值范围： 

 “Informa

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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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区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Emergen

cy” 

 “Alert” 

 “Critica

l” 

 “Error” 

 “Warning

” 

 “Notice

” 

 “Debug” 

Facility 设置产生日志的模

块。 

标识符 设置产品标识，默

认为“MRS 

Manager”。 

报告信息 报文格式 设置告警报告的消

息格式，具体要求请参

考界面帮助。 

报告告警类型 设置需要上报的告

警类型。 

 “故障”

表示 Manager产生

告警时会上报

Syslog 告警消息。 

 “清除”

表示清除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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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区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告警时会上报

Syslog 告警消息。 

 “事件”

表示 Manager产生

事件时会上报

Syslog 告警消息。 

报告告警级别 设置需要上报的告

警级别。支持“警

告”、“一般”、“严

重”和 “致命”。 

未恢复告警

上报设置 

周期上报未恢复告警 设置是否按指定周

期上报未清除的告警。

“周期上报未恢复告

警”的开关默认为关

闭，单击启用此功能。 

间隔时间（分钟） 设置周期上报告警

的时间间隔，当“周期

上报未恢复告警”开关

打开时启用。单位为分

钟，默认值为“15”，

支持范围为“5”到

“1440”。 

心跳设置 上报心跳 设置是否开启周期

上报 Syslog心跳消

息。“周期上报未恢复

告警”的开关默认为关

闭，单击启用此功能。 

心跳周期（分钟） 设置周期上报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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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区域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的时间间隔，当“上报

心跳”开关打开时启

用。单位为分钟，默认

值为“15”，支持范围

为“1”到“60”。 

心跳报文 设置心跳上报的内

容，当“上报心跳”开

关打开时启用，不能为

空。支持数字、字母、

下划线、竖线、冒号、

空格、英文逗号和句号

等字符，长度小于等于

256。 

 

 

设置周期上报心跳报文后，在某些集群容错自动恢复的场景下（例如主备管理节点倒换）可

能会出现报文上报中断的现象，此时等待自动恢复即可。 

步骤 4 单击“确定”，设置完成。 

----结束 

5.6.4 配置 SNMP 北向参数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采用 SNMP协议把 MRS Manager 的告警、监控数据集成到网管平台。 

前提条件 

对接服务器对应的弹性云服务器需要和 MRS集群的 Master节点在相同的 VPC，且

Master 节点可以访问对接服务器的 IP地址和指定端口。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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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在“配置”区域“监控和告警配置”下，单击“SNMP 配置”。 

“SNMP 服务”的开关默认为关闭，单击启用 SNMP服务。 

步骤 3 设置表 5-16所示的对接参数。 

表5-16 对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版本 SNMP协议版本号，取值范围： 

 v2c：低版本，安全性较低 

 v3：高版本，安全性比 v2c 高 

推荐使用 v3版本。 

本地端口 本地端口，默认值“20000”，取值范围“1025”

到“65535”。 

读团体名 该参数仅在设置“版本”为 v2c 时存在，用于设

置只读团体名。 

写团体名 该参数仅在设置“版本”为 v2c 时存在，用于设

置可写团体名。 

安全用户名 该参数仅在设置“版本”为 v3时存在，用于设置

协议安全用户名。 

认证协议 该参数仅在设置“版本”为 v3时存在，用于设置

认证协议，推荐选择 SHA。 

认证密码 该参数仅在设置“版本”为 v3时存在，用于设置

认证密钥。 

确认认证密

码 

该参数仅在设置“版本”为 v3时存在，用于确认

认证密钥。 

加密协议 该参数仅在设置“版本”为 v3时存在，用于设置

加密协议，推荐选择 AES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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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加密密码 该参数仅在设置“版本”为 v3时存在，用于设置

加密密钥。 

确认加密密

码 

该参数仅在设置“版本”为 v3时存在，用于确认

加密密钥。 

 

 

 “认证密码”和“加密密码”密码长度为 8到 16位，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

字母、数字、特殊字符中的 3种类型字符。两个密码不能相同。两个密码不可和安全用户名

相同或安全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使用 SNMP协议从安全方面考虑，需要定期修改“认证密码”和“加密密码”密码。 

 使用 SNMP v3版本时，安全用户在 5分钟之内连续鉴权失败 5次将被锁定，5分钟后

自动解锁。 

步骤 4 单击“Trap 目标”下的“添加 Trap 目标”，在弹出的“添加 Trap目标”

对话框中填写以下参数： 

 目标标识：Trap目标标识，一般指接收 Trap的网管或主机标识。长度限制 1～

255 字节，一般由字母或数字组成。 

 目标 IP：目标 IP。可使用 A、B、C类 IP地址，要求可与管理节点的管理平面 IP

地址互通。 

 目标端口：接收 Trap的端口，要求与对端保持一致，取值范围“0”～

“65535”。 

 Trap团体名：该参数仅在设置 Version为 v2c时存在，用于设置主动上报团体

名。 

单击“确定”，设置完成，退出“添加 Trap 目标”对话框。 

步骤 5 单击“确定”，设置完成。 

----结束 

5.7 告警参考 

5.7.1 ALM-12001 审计日志转储失败 

告警解释 

根据本地历史数据备份策略，集群的审计日志需要转储到第三方服务器上。如果转储服

务器满足配置条件，审计日志可以成功转储。审计日志转储失败，系统产生此告警。如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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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服务器的转储目录磁盘空间不足，或者用户修改了转储服务器的用户名、密码或转储目

录，将会导致审计日志转储失败。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01 一般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系统本地最多只能保存 50个转储文件，如果该故障持续存在于转储服务器，本地审计

日志可能丢失。 

可能原因 

 网络连接异常。 

 转储服务器的用户名、密码或转储目录等不满足配置条件。 

 转储目录的磁盘空间不足。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用户名、密码和转储目录是否正确。 

1. 在 MRS Manager查看转储配置页面中当前的第三方服务器用户名、密码和转储目

录是否正确。 

− 是，执行步骤 3 

− 否，执行步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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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用户名、密码和转储目录，单击“确定”，重新保存配置。 

3. 等待 2分钟，查看告警列表中，该告警是否已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重新设置转储规则。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审计日志转储配置”。 

2. 重新设置转储规则，填入正确的参数，单击“确定”。 

3. 2分钟后，查看告警列表中，该告警是否已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2 ALM-12002 HA 资源异常 

告警解释 

HA软件周期性检测 Manager 的 WebService浮动 IP地址和数据库。当 HA软件检测到浮

动 IP地址或数据库异常时，产生该告警。 

当 HA检测到浮动 IP 地址或数据库正常后，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02 严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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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RESName 产生告警的资源名称。 

 

对系统的影响 

如果 Manager的 WebService 浮动 IP地址异常，用户无法登录和使用 Manager。如果数

据库异常，所有核心业务和相关业务进程，例如告警和监控功能，都会受影响。 

可能原因 

 浮动 IP地址异常。 

 数据库异常。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主管理节点的浮动 IP 地址状态。 

1. 打开 MRS Manager页面，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在告警详情中，查

看该告警的主机地址及资源名称。 

2. 登录主管理节点。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root 

su - omm 

3. 进入“${BIGDATA_HOME}/om-0.0.1/sbin/”目录，并执行 status-oms.sh 脚本检

查主 Manager的浮动 IP是否正常，查看回显中，“ResName”为“floatip”的一

行，是否显示以下信息： 

例如： 

10-10-10-160 floatip Normal Normal Single_active 

− 是，执行步骤 2。 

− 否，执行步骤 1.4。 

4.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检查浮动 IP 地址的网卡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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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执行步骤 2。 

− 否，执行步骤 1.5。 

5. 请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处理网卡问题。 

等待 5分钟，查看告警列表中，该告警是否已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检查主备管理节点的数据库状态。 

1. 分别登录主备管理节点，执行 sudo su - root 和 su - ommdba 命令切换到

ommdba 用户，执行 gs_ctl query 命令。查看回显是否显示以下信息。 

主管理节点的回显： 

Ha state:  

LOCAL_ROLE: Primary  

STATIC_CONNECTIONS: 1  

DB_STATE: Normal  

DETAIL_INFORMATION: user/password invalid  

 Senders info:  

No information  

 Receiver info:  

No information 

备管理节点的回显： 

Ha state:  

LOCAL_ROLE: Standby  

STATIC_CONNECTIONS: 1  

DB_STATE : Normal  

DETAIL_INFORMATION: user/password invalid  

 Senders info:  

No information  

 Receiver info:  

No information 

− 是，执行步骤 2.c。 

− 否，执行步骤 2.b。 

2.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查看是否为网络故障，并修复故障。 

− 是，执行步骤 2.c。 

− 否，执行步骤 3。 

3. 等待 5分钟，查看告警列表中，该告警是否已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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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3 ALM-12004 OLdap 资源异常 

告警解释 

当 Manager中的 Ldap 资源异常时，系统产生此告警。 

当 Manager中的 Ldap 资源恢复，且告警处理完成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04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OLdap资源异常，Manager 认证服务不可用，无法对 Web上层服务提供安全认证和用户

管理功能，可能引起无法登录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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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Manager中 LdapServer 进程故障。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Manager中 LdapServer 进程是否正常。 

1. 登录主管理节点。 

2. 执行 ps -ef | grep slapd，查询配置文件位于“${BIGDATA_HOME}/om-0.0.1/”

路径下面的 LdapServer资源进程是否正常。 

判断资源正常有两个标识： 

a. 执行 sh ${BIGDATA_HOME}/om-0.0.1/sbin/status-oms.sh 命令后查看到

oldap的“ResHAStatus”为“Normal”。 

b. 执行 ps -ef | grep slapd，可以查看到有端口为 21750的 slapd进程。 

− 是，执行步骤 2。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2 执行 kill -2 LdapServer进程 pid，等待 20秒以后，HA 会自动启动 Oldap

进程。观察当前 OLdap资源状态是否正常。 

 是，操作结束。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4 ALM-12005 OKerberos 资源异常 

告警解释 

告警模块对 Manager 中的 Kerberos资源的状态进行监控，当 Kerberos 资源异常时，系

统产生此告警。 

当 Kerberos资源恢复时，且告警处理完成时，告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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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05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Manager中的 Kerberos 资源异常，认证服务不可用，无法对 Web上层服务提供安全认

证功能，可能引起无法登录 MRS Manager。 

可能原因 

Okerberos依赖的 OLdap 资源异常。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Manager中的 OKerberos 依赖的 OLdap资源是否异常。 

1. 登录主管理节点。 

2.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当前 HA管理的 OLdap资源状态是否正常。 

sh 

${BIGDATA_HOME}/OMSV100R001C00x8664/workspace0/ha/module/hacom/script/

status_ha.sh 

OLdap资源在主节点为 Active_normal 状态，在备节点为 Standby_normal 状态表

示正常： 

− 是，执行步骤 3。 

− 否，执行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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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参考 5.7.3 ALM-12004 OLdap资源异常处理 OLdap资源，状态恢复后，观察

当前 OKerberos资源状态是否恢复正常。 

 是，操作结束。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5 ALM-12006 节点故障 

告警解释 

Controller按 30秒周期检测 NodeAgent状态。当 Controller连续三次未接收到某个

NodeAgent 的状态报告时，产生该告警。 

当 Controller可以正常接收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06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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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的影响 

节点业务无法提供。 

可能原因 

网络断连或硬件故障。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网络是否断连或硬件是否故障。 

1. 打开 MRS Manager页面，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在告警详情中，查

看该告警的主机地址。 

2. 登录主管理节点。 

3.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故障节点是否可以访问： 

ping 故障主机 IP地址 

a. 是，执行步骤 2。 

b. 否，执行步骤 1.4。 

4.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查看是否为网络故障。 

− 是，执行步骤 2。 

− 否，执行步骤 1.6。 

5. 修复网络故障，查看告警列表中，该告警是否已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1.6。 

6.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查看是否节点硬件故障（CPU或者内存等）。 

− 是，执行步骤 1.7。 

− 否，执行步骤 2。 

7. 维修故障部件，并重启节点。查看告警列表中，该告警是否已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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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无。 

5.7.6 ALM-12007 进程故障 

告警解释 

进程健康检查模块按 5秒周期检测进程状态。当进程健康检查模块连续三次检测到进程

连接状态为故障时，产生该告警。 

当进程连接正常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07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该进程提供的业务不可用。 

可能原因 

 实例进程异常。 

 磁盘空间不足。 



  

5 MRS Manager操作指导 

 

112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实例进程是否异常。 

1. 打开 MRS Manager页面，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在告警详情中，查

看该告警的主机名称与服务名称。 

2. 在“告警管理”页面，查看是否有 5.7.5 ALM-12006 节点故障产生。 

是，执行步骤 1.3。 

否，执行步骤 1.4。 

3. 按 5.7.5 ALM-12006 节点故障提供的步骤处理该告警。 

4. 登录告警节点，查看告警角色所在安装目录用户、用户组、权限等是否正常。正

常用户、用户组、权限为“omm：ficommon 750”。 

− 是，执行步骤 1.6。 

− 否，执行步骤 1.5。 

5. 执行如下命令将文件夹权限修改为“750”，并将“用户:属组”修改为

“omm:ficommon”。 

chmod 750 <folder_name> 

chown omm:ficommon <folder_name> 

6. 等待 5分钟，查看告警列表中，“ALM-12007 进程故障”告警是否已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检查磁盘空间是否不足。 

1.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列表中，查看是否有“ALM-12017 磁盘容量不足”告警产

生。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3。 

2. 按 5.7.11 ALM-12017 磁盘容量不足提供的步骤处理该故障。 

3. 等待 5分钟，查看告警列表中，“ALM-12017 磁盘容量不足”告警是否已清除。 

是，执行步骤 2.4。 

否，执行步骤 3。 

4. 等待 5分钟，查看告警列表中，该告警是否已清除。 

是，处理完毕。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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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无。 

5.7.7 ALM-12010 Manager 主备节点间心跳中断 

告警解释 

当主 Manager节点在 7秒内没有收到备 Manager 节点的心跳信号时，产生该告警。 

当主 Manager节点收到备 Manager节点的心跳信号后，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10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Local Manager HA Name 本地 Manager HA 名称。 

Peer Manager HA Name 对端 Manager HA 名称。 

 

对系统的影响 

如果主 Manager进程异常，主备倒换无法进行，影响业务。 

可能原因 

主备 Manager节点间链路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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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主备 Manager服务器间的网络是否正常。 

1. 打开 MRS Manager页面，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在告警详情中，查

看该告警的备 Manager服务器地址。 

2. 登录主管理节点。 

3. 执行以命令，检查备 Manager服务器是否可达。 

ping 备 Manager心跳 IP地址 

− 是，执行步骤 2。 

− 否，执行步骤 1.4。 

4.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查看是否为网络故障。 

− 是，执行步骤 1.5。 

− 否，执行步骤 2。 

5. 修复网络故障，查看告警列表中，该告警是否已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8 ALM-12011 Manager 主备节点同步数据异常 

告警解释 

当备 Manager无法与主 Manager同步文件时，产生该告警。 

当备 Manager与主 Manager 正常同步文件时，告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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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11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Local Manager HA Name 本地 Manager HA 名称。 

Peer Manager HA Name 对端 Manager HA 名称。 

 

对系统的影响 

备 Manager的配置文件没有更新。主备倒换之后，一些配置可能会丢失。Manager及部

分组件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可能原因 

主备 Manager节点间链路中断。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主备 Manager服务器间的网络是否正常。 

1. 打开 MRS Manager页面，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在告警详情中，查

看该告警的备 Manager IP地址。 

2. 登录主管理节点。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备 Manager服务器是否可达。 

ping 备 Manager IP地址 

− 是，执行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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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1.3。 

3.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查看是否为网络故障。 

− 是，执行步骤 1.4。 

− 否，执行步骤 2。 

4. 修复网络故障，查看告警列表中，该告警是否已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9 ALM-12012 NTP 服务异常 

告警解释 

当节点 NTP服务无法与主 OMS节点 NTP服务正常同步时间时产生该告警。 

当节点 NTP服务与主 OMS节点 NTP服务正常同步时间时恢复该告警。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12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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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该节点的时间与集群其它节点的时间不同步，可能会导致该节点上的某些 MRS应用无法

正常运行。 

可能原因 

 该节点的 NTP服务无法正常启动。 

 该节点与主 OMS节点 NTP服务不能正常同步时间。 

 该节点 NTP认证的 key值与主 OMS 节点 NTP服务的 key值不一致。 

 该节点与主 OMS节点 NTP服务时间偏差太大。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该节点的 NTP服务是否正常启动。 

1. 检查 ntpd进程是否运行在告警节点上。登录告警节点，执行 sudo su - root切

换用户。执行以下命令，检查命令是否输出 ntpd进程的信息。 

ps -ef | grep ntpd | grep -v grep 

− 是，执行步骤 2.1。 

− 否，执行步骤 1.2。 

2. 执行 service ntp start 启动 NTP 服务。 

3. 10分钟后，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检查该节点与主 OMS节点 NTP服务是否正常同步时间。 

1. 查看 NTP告警的“附加信息”是否描述与主 OMS节点 NTP服务无法同步时间。 

是，执行步骤 2.2。 

否，执行步骤 3。 

2. 排查与主 OMS节点 NTP服务的同步是否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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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告警节点执行 sudo su - root 切换用户，执行 ntpq -np 命令。 

如果显示结果的主 OMS节点 NTP服务 IP地址前有“*”号，表示同步正常，如

下： 

remote refid st t when poll reach delay offset jitter  

==============================================================================  

*10.10.10.162 .LOCL. 1 u 1 16 377 0.270 -1.562 0.014 

如果显示结果的主 OMS节点 NTP服务 IP前无“*”号，且“refid”项内容为

“.INIT.”，表示同步不正常。 

remote refid st t when poll reach delay offset jitter  

==============================================================================  

10.10.10.162 .INIT. 1 u 1 16 377 0.270 -1.562 0.014 

− 是，执行步骤 2.3。 

− 否，执行步骤 3。 

3. 处理对应问题，问题解决后等待 10分钟，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NTP 不能正常同步，通常与系统防火墙有关：如果能关闭防火墙，建议尝试关闭防

火墙后查看问题能否解决；如果不能关闭防火墙，请检查防火墙配置策略，确保

UDP 123 端口未禁用（具体遵循各系统下防火墙配置策略）。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检查该节点 NTP认证的 key值与主 OMS节点 NTP服务的 key 值是否相同。 

执行 cat 查看 key值索引号为 1的认证码是否与主 OMS节点 NTP服务的值相同。 

 是，执行步骤 4.1。 

 否，执行步骤 5。 

步骤 4 检查该节点与主 OMS节点 NTP服务时间偏差是否太大。 

1. NTP 告警的“附加信息”是否描述时间偏差（time offset）太大。 

− 是，执行步骤 4.2。 

− 否，执行步骤 5。 

2. 在“主机管理”页面，勾选告警节点的主机，选择“更多操作 > 停止所有角色”

停止告警节点的所有服务。 

如果告警节点时间比主 OMS节点 NTP服务时间慢，校正告警节点的系统时间。校

正告警节点的系统时间后，选择“更多操作 > 启动所有角色”启动告警节点的服

务。 

如果告警节点时间比主 OMS节点 NTP服务时间快，等待相应时间差，校正告警节

点的系统时间。校正完成后，选择“更多操作 > 启动所有角色”启动告警节点的

服务。 

 

如果不做相应等待，可能造成数据丢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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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分钟后，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5。 

步骤 5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10 ALM-12016 CPU 使用率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CPU使用率，并把实际 CPU使用率和阈值相比较。CPU使用率

默认提供一个阈值。当检测到 CPU使用率连续多次（可配置，默认值为 10）超过该阈值时

产生该告警。 

当平均 CPU使用率小于或等于阈值的 90%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16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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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业务进程响应缓慢或不可用。 

可能原因 

 告警阈值配置或者平滑次数配置不合理。 

 CPU 配置无法满足业务需求，CPU 使用率达到上限。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告警阈值配置或者平滑次数配置是否合理。 

1. 登录 MRS Manager，基于实际 CPU 使用情况，修改告警阈值和平滑次数配置项。 

2. 根据实际服务的使用情况在“系统设置 > 阈值配置 > 设备 > 主机 > CPU > CPU

使用率 > CPU使用率”中更改告警阈值。 

3. 根据实际服务的使用情况在“系统设置 > 阈值配置 > 设备 > 主机 > CPU > CPU

使用率 > CPU使用率”中更改告警的“平滑次数”选项。 

 

该选项的含义为告警检查阶段，“频率”为告警检查周期，“平滑次数”为告警连续检查多少

次超过阈值，则发送告警。 

4. 等待 2分钟，查看告警是否自动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对系统进行扩容。 

1. 打开 MRS Manager页面，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在告警详情中，查

看该告警的节点地址。 

2. 登录告警节点。 

3. 执行 cat /proc/stat | awk 'NR==1'|awk '{for(i=2;i<=NF;i++)j+=$i;print 

"" 100 - ($5+$6) * 100 / j;}'命令，查看系统当前 CPU使用率。 

4. 若 CPU使用率超过阈值，扩容 CPU。 

5. 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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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11 ALM-12017 磁盘容量不足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磁盘容量，并把实际磁盘容量和阈值相比较。磁盘容量默认提

供一个阈值。当检测到磁盘容量低于阈值时产生该告警。 

用户可通过“系统设置 > 阈值配置”修改阈值。 

当主机磁盘使用率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17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PartitionName 产生告警的磁盘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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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业务进程不可用。 

可能原因 

磁盘配置无法满足业务需求，磁盘使用率达到上限。 

处理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 Manager，查看该告警阈值是否不合理。 

1. 默认 90%为合理值，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调节。 

− 是，执行步骤 2。 

− 否，执行步骤 1.2。 

2. 根据实际服务的使用情况在“系统设置 > 阈值配置”中更改告警阈值。 

3. 等待 2分钟，查看告警是否消失。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判断是否为系统盘。 

1. 打开 MRS Manager页面，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在告警详情中，查

看该告警的主机名称和磁盘分区信息。 

2. 登录告警节点。 

3. 执行 df -h 命令，查看系统磁盘分区的使用信息。并通过步骤 2.1中获取到的磁

盘分区名称，查看该磁盘是否挂载在如下几个目录下：“/”、“/boot”、

“/home”、“/opt”、“/tmp”、“/var”、“/var/log”、“/boot”、

“/srv/BigData”。 

− 是，说明该磁盘为系统盘，执行步骤 3.1。 

− 否，说明该磁盘为非系统盘，执行步骤 2.4。 

4. 执行 df -h 命令，查看系统磁盘分区的使用信息。并通过步骤 2.1中获取到的磁

盘分区名称，判断该磁盘属于哪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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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磁盘所属服务是否为 HDFS或 Yarn 其中之一。 

− 是，请为 Core节点扩容磁盘。然后执行步骤 2.6。 

− 否，执行步骤 4。 

6. 等待 2分钟，查看告警是否消失。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判断是否有误写入的大文件。 

1. 执行命令 find / -xdev -size +500M -exec ls -l {} \;，查看该节点上超过

500MB的文件，查看该磁盘中，是否有误写入的大文件存在。 

− 是，执行步骤 3.2。 

− 否，执行步骤 4。 

2. 处理该误写入的文件，并等待 2分钟，查看告警是否清除。 

− 是，执行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 

3. 扩容磁盘。 

4. 等待 2分钟，查看告警是否消失。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4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12 ALM-12018 内存使用率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内存使用率，并把实际内存使用率和阈值相比较。内存使用率

默认提供一个阈值。当检测到内存使用率超过阈值时产生该告警。 

当主机内存使用率小于或等于阈值的 90%时，告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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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18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业务进程响应缓慢或不可用。 

可能原因 

内存配置无法满足业务需求。内存使用率达到上限。 

处理步骤 

步骤 1对系统进行扩容。 

1. 打开 MRS Manager页面，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在告警详情中，查

看该告警的主机地址。 

2. 登录告警节点。 

3. 执行命令 free -m | grep Mem\: | awk '{printf("%s,", ($3-$6-$7) * 100 / 

$2)}'，查看系统当前内存使用率。 

4. 若内存使用率超过阈值，扩容内存。 

5. 等待 5分钟，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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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13 ALM-12027 主机 PID 使用率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PID使用率，并把实际 PID使用率和阈值进行比较，PID使用

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当检测到 PID使用率超出阈值时产生该告警。 

当主机 PID使用率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27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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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的影响 

无法分配 PID给新的业务进程，业务进程不可用。 

可能原因 

节点同时运行的进程过多，需要扩展“pid_max”值。 系统环境异常。 

处理步骤 

步骤 1扩展 pid_max值。 

1. 打开 MRS Manager页面，在实时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在“告警详情”区

域，获取告警所在主机 IP地址。 

2. 登录告警节点。 

3. 执行命令 cat /proc/sys/kernel/pid_max，查看系统当前运行的 PID最大值

“pid_max”。 

4. 若 PID使用率超过阈值，将 pid_max值增大一倍，执行命令： 

echo 新 pid_max值 > /proc/sys/kernel/pid_max 

例如： 

echo 65536 > /proc/sys/kernel/pid_max 

5. 等待 5分钟，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检查系统环境是否异常。 

1.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检查操作系统是否存在异常。 

− 是，恢复操作系统故障，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3。 

2. 等待 5分钟，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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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无。 

5.7.14 ALM-12028 主机 D 状态进程数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主机中 omm 用户 D状态进程数，并把实际进程数和阈值相比

较。主机 D状态进程数默认提供一个阈值。当检测到进程数超出阈值时产生该告警。 

当主机中 omm 用户 D 状态进程数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28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占用系统资源，业务进程响应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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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主机中正在等待的 IO（磁盘 IO、网络 IO等）在较长时间内未得到响应，进程处于 D状

态。 

处理步骤 

步骤 1查看 D状态进程。 

1. 打开 MRS Manager页面，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在告警详情中，查

看该告警的主机地址。 

2. 登录告警节点。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root 

su - omm 

4.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 omm 用户 D状态进程号。 

ps -elf | grep -v "\[thread_checkio\]" | awk 'NR!=1 {print $2, $3, 

$4}' | grep omm | awk -F' ' '{print $1, $3}' | grep D | awk '{print 

$2}' 

5. 查看 D状态进程查询结果是否为空。 

− 是，业务进程正常，执行 1.7。 

− 否，执行 1.6。 

6. 切换到 root 用户，执行 reboot命令，重启产生告警主机。 

重启主机有风险，请确保重启后业务进程正常。 

7. 等待 5分钟，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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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5 ALM-12031 omm 用户或密码即将过期 

告警解释 

系统每天零点开始，每 8小时检测当前系统中 omm 用户和密码是否过期，如果用户或密

码即将在 15天内过期，则发送告警。 

当系统中 omm 用户过期的期限修改或密码重置，且告警处理完成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31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omm 用户或密码过期，Manager各节点互信不可用，无法对服务提供管理功能。 

可能原因 

系统 omm 用户或密码即将过期。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系统中 omm 用户和密码是否正常。 

1. 登录故障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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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以下命令来查看当前 omm 用户密码设置信息： 

chage -l omm 

3. 检查系统提示信息，是否用户已过期。 

a. 查找“Password expires”对应值，查看密码设置是否即将过期。 

b. 查找“Account expires”对应值，查看用户设置是否即将过期。 

 

如果参数值为“never”，则代表永不过期；如果为日期值，则查看是否在 15天内过期。 

− 是，执行步骤 1.4。 

− 否，执行步骤 2。 

4.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过期设置。 

− 设置 omm 用户过期的期限： 

chage -E '指定日期' omm 

− 设置 omm密码的有效天数： 

chage -M '天数' omm 

5. 等待下周期检测，观察告警是否自动清除。 

− 是，操作结束。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16 ALM-12032 ommdba 用户或密码即将过期 

告警解释 

系统每天零点开始，每 8小时检测当前系统中 ommdba 用户和密码是否过期，如果用户

或密码即将在 15天内过期，则发送告警。 

当系统中 ommdba 用户过期的期限修改或密码重置，且告警处理完成时，告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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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32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ommdba 用户或密码过期，OMS数据库无法管理，数据不能访问。 

可能原因 

系统 ommdba用户或密码即将过期。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系统中 ommdba 用户和密码是否正常。 

1. 登录故障节点。 

2. 执行以下命令来查看当前 ommdba 用户密码设置信息： 

chage -l ommdba 

3. 检查系统提示信息，是否用户已过期。 

a. 查找“Password expires”对应值，查看密码设置是否即将过期。 

b. 查找“Account expires”对应值，查看用户设置是否即将过期。 

 

如果参数值为“never”，则代表永不过期；如果为日期值，则查看是否在 15天内过期。 

− 是，执行步骤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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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2。 

4.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过期设置。 

− 设置 ommdba 用户过期的期限： 

chage -E '指定日期' ommdba 

− 设置 ommdba密码的有效天数： 

chage -M '天数' ommdba 

5. 等待下周期检测，观察告警是否自动清除。 

− 是，操作结束。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17 ALM-12033 慢盘故障 

告警解释 

系统每一秒执行一次 iostat 命令，监控磁盘 I/O的系统指标，如果在 60s内，svctm

大于 100ms的周期数大于 30次则认为磁盘有问题，产生该告警。 

更换磁盘后，告警自动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33 致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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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DiskName 产生告警的磁盘名。 

 

对系统的影响 

磁盘慢盘故障，导致业务性能下降，阻塞业务的处理能力，例如 DBService 主备同步

等，严重时可能会导致服务不可用。 

可能原因 

磁盘老化或者磁盘坏道。 

处理步骤 

请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并发送已收集的故障日志信息。 

参考信息 

无。 

5.7.18 ALM-12034 周期备份任务失败 

告警解释 

周期备份任务执行失败，则上报该告警，如果下次备份执行成功，则发送恢复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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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34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askName 任务名称。 

 

对系统的影响 

周期备份任务失败，可能会导致长时间没有可用的备份包，在系统出现异常时，无法恢

复。 

可能原因 

该告警产生原因依赖于该任务的详细情况，直接获取日志和任务详情来处理该告警。 

处理步骤 

请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并发送已收集的故障日志信息。 

参考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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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9 ALM-12035 恢复失败后数据状态未知 

告警解释 

执行恢复任务失败后，系统会自动回滚，如果回滚失败，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等问题，

如果该情况出现，则上报告警，如果下一次该任务恢复成功，则发送恢复告警。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35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askName 任务名称。 

 

对系统的影响 

执行恢复任务失败后，系统会自动回滚，如果回滚失败，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数据状

态未知等问题，有可能会影响业务功能。 

可能原因 

该告警产生原因依赖于该任务的详细情况，直接获取日志和任务详情来处理该告警。 

处理步骤 

请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并发送已收集的故障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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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无。 

5.7.20 ALM-12037 NTP 服务器异常 

告警解释 

当 NTP服务器异常时产生该告警。 

当 NTP服务器异常消除时，该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37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异常 NTP服务器的 IP地址。 

 

对系统的影响 

主 OMS节点配置的 NTP 服务器异常，可能会导致主 OMS节点与外部服务器不能同步时

间，集群时间可能会产生飘移。 

可能原因 

 NTP 服务器网络异常。 

 与 NTP服务器认证失败。 

 不能从 NTP服务器获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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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NTP服务器获取的时间持续未更新。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NTP服务器网络。 

1. 打开 MRS Manager页面，在实时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 

2. 在“告警详情”区域，查看告警附加信息，是否提示无法 ping 通 NTP服务器 IP。 

− 是，执行步骤 1.3。 

− 否，执行步骤 2。 

3.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检查网络配置，确保 NTP服务器与主 OMS节点网络正常，然

后检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检查与 NTP 服务器认证是否失败。 

1. 登录主管理节点。 

2. 执行查看状态命令 ntpq -np 检查集群与 NTP服务器认证是否失败？对应 NTP服务

器“refid”项显示“.AUTH.”表示认证失败。 

− 是，执行步骤 5。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检查是否能从 NTP服务器获取时间。 

1. 继续查看告警附加信息，是否提示不能从 NTP服务器获取时间。 

− 是，执行步骤 3.2。 

− 否，执行步骤 4。 

2.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处理 NTP服务器异常。确保 NTP服务器正常后检查告警是

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4 检查从 NTP 服务器获取的时间是否持续未更新。 

1. 继续查看告警附加信息，是否提示从 NTP服务器获取时间持续未更新。 

− 是，执行步骤 4.2。 

− 否，执行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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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系 NTP服务器的服务商，解决 NTP服务器异常。确保 NTP服务器正常后检查告

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5。 

步骤 5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21 ALM-12038 监控指标转储失败 

告警解释 

用户在 MRS Manager 界面配置监控指标转储后，转储失败时产生该告警。 

转储成功后，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38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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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的影响 

监控指标转储失败会影响上层管理系统无法获取到 MRS Manager系统的监控指标。 

可能原因 

 无法连接服务器。 

 无法访问服务器上保存路径。 

 上传监控指标文件失败。 

处理步骤 

步骤 1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查看 MRS Manager系统与服务器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是，执行步骤 3。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恢复网络连接，然后检查告警是否恢复。 

 是，执行完毕。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单击“系统设置 > 监控指标转储配置”，查看监控转储配置页面配置的

FTP 用户名、密码、端口、转储模式、公钥是否与服务器端配置一致。 

 是，执行步骤 5。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4 填入正确的配置信息，然后单击“确定”，并检查告警是否恢复。 

 是，执行完毕。 

 否，执行步骤 5。 

步骤 5 单击“系统设置 > 监控指标转储配置”，查看“FTP 用户名”、“保存路

径”和“转储模式”配置项。 

 是 FTP模式，执行步骤 6。 

 是 SFTP 模式，执行步骤 7。 

步骤 6 登录服务器，在默认目录下查看相对路径“保存路径”是否有“FTP 用户

名”的读写权限。 

 是，执行步骤 9。 

 否，执行步骤 8。 

步骤 7 登录服务器，查看绝对路径“保存路径”是否有“FTP 用户名”的读写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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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执行步骤 9。 

 否，执行步骤 8。 

步骤 8 增加读写权限，然后检查告警是否恢复。 

 是，执行完毕。 

 否，执行步骤 9。 

步骤 9 登录服务器，查看当前保存路径下是否有足够磁盘空间。 

 是，执行步骤 11。 

 否，执行步骤 10。 

步骤 10 删除多余文件，或在监控指标转储配置页面更改保存目录。然后检查告警是

否恢复。 

 是，执行完毕。 

 否，执行步骤 11。 

步骤 11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22 ALM-12039 GaussDB 主备数据不同步 

告警解释 

GaussDB主备数据不同步，系统每 10秒检查一次主备数据同步状态，如果连续 6次查

不到同步状态，或者同步状态异常，产生告警。 

当主备数据同步状态正常，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39 致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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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节点信息。 

Local GaussDB HA IP 本地 GaussDB HA IP 地址。 

Peer GaussDB HA IP 对端 GaussDB HA IP 地址。 

SYNC_PERSENT 同步百分比。 

 

对系统的影响 

主备 GaussDB数据不同步，如果此时主实例异常，会出现数据丢失或者数据异常的情

况。 

可能原因 

 主备节点网络不稳定。 

 备 GaussDB异常。 

 备节点磁盘空间满。 

处理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 Manager，单击“告警管理”，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在告警详情中查

看该告警的 GaussDB备节点 IP地址。 

步骤 2 登录主管理节点。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备 GaussDB节点是否可达。 

ping 备 GaussDB心跳 IP地址 

是，执行步骤 6。 

否，执行步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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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查看是否为网络故障。 

 是，执行步骤 5。 

 否，执行步骤 6。 

步骤 5 修复网络故障，然后查看告警列表中，该告警是否已清除。 

 是，处理完毕。 

 否，执行步骤 6。 

步骤 6 登录备 GaussDB 节点。 

步骤 7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root 

su - omm 

步骤 8 切换到“${BIGDATA_HOME}/om-0.0.1/sbin/”目录。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备 gaussDB资源状态是否正常 

sh status-oms.sh 

查看回显中，“ResName”为“gaussDB”的一行，是否显示如下信息，例如： 

10_10_10_231 gaussDB Standby_normal Normal Active_standby 

 是，执行步骤 9。 

 否，执行步骤 15。 

步骤 9登录备 GaussDB节点。 

步骤 10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root 

su - omm 

步骤 11 执行 echo ${BIGDATA_DATA_HOME}/dbdata_om 命令获取 GaussDB 的数据目

录。 

步骤 12 执行 df -h 命令，查看系统磁盘分区的使用信息。 

步骤 13 查看 GaussDB 数据目录挂载磁盘是否剩余空间不足。 

 是，执行步骤 14。 

 否，执行步骤 15。 

步骤 14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进行扩容磁盘。扩容后，等待 2分钟检查告警是否清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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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操作结束。 

 否，执行步骤 15。 

步骤 15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23 ALM-12040 系统熵值不足 

告警解释 

每天零点系统检查熵值，每次检查都连续检查五次，首先检查是否启用并正确配置了

rng-tools工具或者 haveged 工具，如果没有配置，则继续检查当前熵值，如果五次均小于

500，则上报故障告警。 

当检查到真随机数方式已经配置或者伪随机数方式中配置了随机数参数或者没有配置但

是五次检查中，至少有一次熵值大于等于 500，则发送恢复告警。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40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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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的影响 

导致解密失败，影响解密相关功能，例如 DBservice 安装等。 

可能原因 

haveged服务或者 rngd 服务异常。 

处理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告警管理”。 

步骤 2 查看该告警的详细信息，查看定位信息中对应的“HostName”字段值，获取

该告警产生的主机名。 

步骤 3 登录告警节点，执行 sudo su - root 切换用户。 

步骤 4 执行/bin/rpm -qa | grep -w "haveged"命令，如果执行成功，继续执行

/sbin/service haveged status |grep "running"，查看返回结果。 

 如果执行成功，表示 haveged服务安装并正常配置运行，执行步骤 8。 

 如果执行不成功，表示 haveged服务没有正常运行。执行步骤 5。 

步骤 5 执行/bin/rpm -qa | grep -w "rng-tools"命令，如果执行成功，继续执行

ps -ef | grep -v "grep" | grep rngd | tr -d " " | grep "\-o/dev/random" | grep 

"\-r/dev/urandom"，查看返回结果。 

 如果执行成功，表示 rngd服务安装并正常配置运行，执行步骤 8。 

 如果执行不成功，表示 rngd服务并没有正常运行。执行步骤 6 

步骤 6 手动配置系统熵值设置，设置方法参见参考信息。 

步骤 7 等待当天零点，系统下一次熵值检查，查看告警是否自动清除。 

 是，操作结束。 

 否，执行步骤 8。 

步骤 8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手动检查操作系统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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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集群节点执行 sudo su - root 切换用户，执行 cat 

/proc/sys/kernel/random/entropy_avail 命令，检查操作系统熵值是否满足要求：不低于

500。如果低于 500，可使用以下两种方式之一进行配置： 

 使用“haveged”工具（真随机数方式）：请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安装并启动该工

具。 

 使用“rng-tools”工具（伪随机数方式）：请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安装该工具。 

5.7.24 ALM-12041 关键文件权限异常 

告警解释 

系统每隔一个小时检查一次系统中关键目录或者文件权限、用户、用户组是否正常，如

果不正常，则上报故障告警。 

当检查到权限等均正常，则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41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PathName 异常的文件路径或者名称。 

 

对系统的影响 

导致系统功能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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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用户手动修改了文件权限、用户和用户组等信息或者系统异常下电等原因。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异常文件权限。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告警管理”。 

2. 查看该告警的详细信息，查看定位信息中对应的“HostName”字段值，获取该告

警产生的主机名，查看定位信息中对应的“PathName”字段值，获取异常的文件

路径或者名称。 

3. 登录告警节点。 

4. 执行 ll pathName命令，其中 pathName为前面获取到的异常文件，获取到该文件

或者目录在主机上的当前的用户、权限、用户组等信息。 

5. 进入“${BIGDATA_HOME}/nodeagent/etc/agent/autocheck”目录，然后执行 vi 

keyfile 命令，并搜索对应的异常文件名，可以看到该文件的正确权限。 

6. 对比当前主机上该文件的真实权限和步骤 1.5中获取到的文件应有权限，对该文

件进行正确的权限和用户，用户组信息的修改。 

7. 等待一个小时，进入下一次检查，查看告警是否恢复。 

− 是，操作结束。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25 ALM-12042 关键文件配置异常 

告警解释 

系统每隔一个小时检查一次系统中关键的配置是否正确，如果不正常，则上报故障告

警。 

当检查到配置正确时，则告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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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042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PathName 异常的文件路径或者名称。 

 

对系统的影响 

导致文件所属服务功能不正常。 

可能原因 

用户手动修改了文件配置或者系统异常下电等原因。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异常文件配置。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告警管理”。 

2. 查看该告警的详细信息，查看定位信息中对应的“HostName”字段值，获取该告

警产生的主机名，查看定位信息中对应的“PathName”字段值，获取异常的文件

路径或者名称。 

3. 登录告警节点。 

4. 在参考信息中查找该文件的检查标准，并对照检查标准对文件进行进一步的手动

检查和修改。 

5. 等待一个小时，进入下一次检查，查看告警是否恢复。 

− 是，操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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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etc/fstab”检查文件的检查标准 

检查“/etc/fstab”文件中配置的分区，是否在“/proc/mounts”中能找到，另

外再检查在“fstab”中配置的 swap分区，是否和“/proc/swaps”一一对应。 

 “/etc/hosts”检查文件的检查标准 

通过命令 cat /etc/hosts 查看是否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如果是，则说明该配置文

件配置异常。 

− “/etc/hosts”文件不存在。 

− 该主机的主机名不在文件中配置。 

− 该主机名对应的 IP 不唯一。 

− 该主机名对应的 IP 在 ipconfig列表中不存在。 

− 该文件中存在一个 IP对应多个主机名的情况。 

5.7.26 ALM-12357 审计日志导出到 OBS 失败 

告警解释 

用户在 MRS Manager 界面配置审计日志导出 OBS 后，系统会周期性的将审计日志导出到

OBS，当访问 OBS失败时产生该告警。 

导出成功后，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2357 严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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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服务审计日志在系统本地最多保存 7个压缩文件，如果该故障持续存在，本地服务审计

日志可能会丢失。 

管理审计日志每达到 10万条会以文件形式转储到本地，存储在本地的文件最多保留 50

个，如果该故障持续存在，管理审计日志可能会丢失。 

可能原因 

 无法连接 OBS服务器。 

 指定的 OBS桶不存在。 

 用户 AK/SK信息失效。 

 本地 OBS配置信息获取失败。 

处理步骤 

步骤 1登录 OBS服务器，检查 OBS 服务器是否可以正常访问。 

 是，执行步骤 3。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恢复 OBS，然后等任务再次启动后，检查告警是否恢

复。 

 是，执行完毕。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 审计日志导出配置”，检查 AK/SK信

息、桶名和路径是否正确。 

 是，执行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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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4 重新配置正确的导出信息，然后等任务再次启动后，检查告警是否恢复。 

 

如果希望及时核查故障是否恢复，可适当调整审计日志开始时间，设置开始时间为当前时间

10分钟或 30分钟之后，待任务启动并确认告警已恢复，再重新调整启动时间。 

 是，执行完毕。 

 否，执行步骤 5。 

步骤 5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27 ALM-13000 ZooKeeper 服务不可用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ZooKeeper服务状态，当检测到 ZooKeeper服务不可用时产生

该告警。 

ZooKeeper服务恢复时，告警清除。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3000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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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ZooKeeper无法为上层组件提供协调服务，依赖 ZooKeeper的组件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可能原因 

 ZooKeeper实例状态异常。 

 磁盘容量不足。 

 网络故障。 

 ZooKeeper节点上安装了 DNS。 

处理步骤 

检查 ZooKeeper服务实例状态。 

步骤 1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ZooKeeper > quorumpeer”。 

步骤 2 查看 ZooKeeper 各实例是否正常。 

 是，执行步骤 6。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选中健康状态不为良好的实例，单击“更多操作 > 重启实例”。 

步骤 4 查看实例重启后健康状态是否为良好。 

 是，执行步骤 5。 

 否，执行步骤 19。 

步骤 5 在“告警管理”页签，查看该告警是否恢复。 

 是，处理完毕。 

 否，执行步骤 6。 

检查磁盘状态。 

步骤 6 在 MRS Manager 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ZooKeeper > quorumpeer”查看

ZooKeeper 实例所在的各节点主机信息。 

步骤 7 在 MRS Manager 首页，单击“主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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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在“磁盘使用率”列，检查 ZooKeeper 实例所在的各节点磁盘空间是否不足

（使用率超过百分之 80）。 

 是，执行步骤 9。 

 否，执行步骤 11。 

步骤 9 参考 5.7.11 ALM-12017 磁盘容量不足进行处理，对磁盘进行扩容。 

步骤 10 在“告警管理”页签，查看该告警是否恢复。 

 是，处理完毕。 

 否，执行步骤 11。 

检查网络状态。 

步骤 11 在 ZooKeeper 实例所在 Linux节点使用 ping 命令，看能否 ping 通其他

ZooKeeper 实例所在节点的主机名。 

 是，执行步骤 15。 

 否，执行步骤 12。 

步骤 12 修改“/etc/hosts”中的 IP信息，添加主机名与 IP地址的对应关系。 

步骤 13 再次执行 ping 命令，查看能否在该 ZooKeeper实例节点 ping 通其他

ZooKeeper 实例节点的主机名。 

 是，执行步骤 14。 

 否，执行步骤 19。 

步骤 14 在“告警管理”页签，查看该告警是否恢复。 

 是，处理完毕。 

 否，执行步骤 15。 

检查 DNS。 

步骤 15 查看 ZooKeeper 实例所在节点上是否安装 DNS。在 ZooKeeper 实例所在

Linux 节点使用命令 cat /etc/resolv.conf，看该文件是否为空。 

 是，执行步骤 16。 

 否，执行步骤 19。 

步骤 16 运行命令 service named status 查看 DNS是否启动。 

 是，执行步骤 17。 

 否，执行步骤 19。 

步骤 17 运行命令 service named stop 将 DNS服务停掉，如果出现“Shutting down 

name server BIND waiting for named to shut down (28s)”如下结果，即说明 DNS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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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成功。然后将“/etc/resolv.conf”文件的内容（若不为空）全部注释。 

步骤 18 在“告警管理”页签，查看该告警是否恢复。 

 是，处理完毕。 

 否，执行步骤 19。 

步骤 19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28 ALM-13001 ZooKeeper 可用连接数不足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ZooKeeper服务连接数状态，当检测到 ZooKeeper 实例连接数

超出阈值（最大连接数的百分之八十）时产生该告警。 

连接数小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3001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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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ZooKeeper可用连接数不足，当连接率超过百分之百时无法处理外部连接。 

可能原因 

该节点 ZooKeeper连接量过大，超过阈值。某些连接进程存在连接泄露，或配置的最大

连接数不符合实际使用场景。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连接状态。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告警管理 > 13001连接数不足 > 定位信息”。查看

告警上报的节点 IP地址。 

2. 获取 ZooKeeper进程 pid。登录到告警上报的节点，执行命令：pgrep -f 

proc_zookeeper。 

3. 是否正常获取 pid。 

− 是，执行步骤 1.4。 

− 否，执行步骤 2。 

4. 获取所有与当前 ZooKeeper实例连接的 IP及连接数量，取连接数最多的前十个进

行检查。根据获取到的 pid值，执行命令 lsof -i|grep $pid | awk '{print 

$9}' | cut -d : -f 2 | cut -d \> -f 2 | awk '{a[$1]++} END {for(i in 

a){print i,a[i] | "sort -r -g -k 2"}}' | head -10 。（$pid为上一步获取

的 pid值） 

5. 获取节点 IP与连接数是否成功。 

− 是，执行步骤 1.6。 

− 否，执行步骤 2。 

6. 获取连接进程的端口号。根据获取到的 pid与 IP值，执行命令 lsof -i|grep 

$pid | awk '{print $9}'|cut -d \> -f 2 |grep $IP| cut -d : -f 2 。

（$pid 与$IP为上一步获取的 pid 值与 IP值） 

7. 获取端口号 port成功。 

− 是，执行步骤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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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2。 

8. 获取连接进程的进程号。依次登录到各 IP，根据获取到的 port 号，执行命令

lsof -i|grep $port。（$port为上一步获取端口号） 

9. 获取进程号成功。 

− 是，执行步骤 1.10。 

− 否，执行步骤 2。 

10. 根据获取到的进程号，查看进程是否存在连接泄露。 

− 是，执行步骤 1.11。 

− 否，执行步骤 1.12。 

11. 将存在连接泄露的进程关掉，观察界面上告警是否消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1.12。 

12.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ZooKeeper > 服务配置 > 全部配置 > 

quorumpeer > Performance”中，将“maxCnxns”调整到 20000或更多。 

13. 界面上告警是否消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29 ALM-13002 ZooKeeper 内存使用量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ZooKeeper服务内存使用状态，当检测到 ZooKeeper 实例内存

使用量超出阈值（最大内存的百分之八十）时产生该告警。 

内存使用率小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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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3002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ZooKeeper可用内存不足，可能会造成内存溢出导致服务崩溃。 

可能原因 

该节点 ZooKeeper实例内存使用量过大，或分配的内存不合理，导致使用量超过阈值。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内存使用量。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告警管理 > 13002连接数不足 > 定位信息”。查看

告警上报的实例的 ip。 

2.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ZooKeeper > 实例 > quorumpeer（对

应上报告警实例 ip） > 定制  > ZooKeeper Heap And Direct Buffer 

Resoure ”。查看堆内存使用情况。 

3. 查看 ZooKeeper使用的堆内存是否已达到 ZooKeeper设定的最大堆内存的百分之

80？ 

− 是，执行步骤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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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1.6。 

4.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ZooKeeper > 服务配置 > 全部配置 > 

quorumpeer > 系统”。将 GC_OPTS参数中-Xmx的值根据实际情况调大。 

5. 观察界面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1.6。 

6.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ZooKeeper > 实例 > quorumpeer（对

应上报告警实例 ip） > 定制 > ZooKeeper堆内存与直接内存资源情况 ”。查看

直接内存的使用情况。 

7. 查看 ZooKeeper使用的直接内存是否已达到 ZooKeeper设定的最大直接内存的百

分之 80？ 

− 是，执行步骤 1.8。 

− 否，执行步骤 2。 

8.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ZooKeeper > 服务配置 > 全部配置 > 

quorumpeer > 系统”。 

将 GC_OPTS参数中-XX:MaxDirectMemorySize的值根据实际情况调大。 

9. 观察界面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30 ALM-14000 HDFS 服务不可用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NameService的服务状态，当检测到所有的 NameService 服务

都异常时，就会认为 HDFS 服务不可用，此时产生该告警。 

至少一个 NameService 服务正常后，系统认为 HDFS服务恢复，告警清除。 



  

5 MRS Manager操作指导 

 

158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4000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无法为基于 HDFS服务的 HBase和 MapReduce 等上层部件提供服务。用户无法读写文

件。 

可能原因 

 ZooKeeper服务异常。 

 所有 NameService服务异常。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ZooKeeper服务状态。 

1. 登录 MRS Manager，在“服务管理”页签，查看 ZooKeeper服务的健康状态是否为

“良好”。 

− 是，执行步骤 1.2。 

− 否，执行步骤 2.1。 

2. 参考 5.7.27 ALM-13000 ZooKeeper服务不可用对 ZooKeeper 服务状态异常进行处

理，然后查看 ZooKeeper服务的健康状态是否恢复为“良好”。 

− 是，执行步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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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3。 

3. 等待 5分钟后，在“告警管理”页面，查看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处理 NameService 服务异常告警。 

1. 登录 MRS Manager，在“告警管理”页面查看所有 NameService 服务是否存在异常

告警。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3。 

2. 按照 5.7.39 ALM-14010 NameService 服务异常的处理方法，依次对这些服务异常

的 NameService进行处理，然后查看是否消除各个 NameService 服务异常告警。 

− 是，执行步骤 2.3。 

− 否，执行步骤 3。 

3. 等待 5分钟后，在“告警管理”页签，查看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31 ALM-14001 HDFS 磁盘空间使用率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HDFS集群磁盘空间使用率，并把实际的 HDFS 集群磁盘空间使

用率和阈值相比较。HDFS 集群磁盘使用率指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当 HDFS集群磁盘空

间使用率超出阈值范围时，产生该告警。 

当 HDFS磁盘使用率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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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4001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NSName 产生告警的 NameService 名

称。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HDFS集群磁盘容量不足，会影响到 HDFS的数据写入。 

可能原因 

HDFS集群配置的磁盘空间不足。 

处理步骤 

步骤 1查看磁盘容量，清除无用文件。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HDFS”，弹出“服务状态”页面。 

2. 在“实时”区域中，通过监控项“Percentage of HDFS Capacity”查看 HDFS磁

盘使用率是否超过阈值（默认为 80%）。 

− 是，执行步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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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3。 

3. 在集群节点使用客户端，执行 hdfs dfsadmin -report命令，查看汇总部分的 DFS 

Used%显示项的值是否小于 100%减去阈值的差。 

− 是，执行步骤 1.5 

− 否，执行步骤 3。 

4. 在集群节点使用客户端，执行 hdfs dfs -rm -r 文件或目录路径命令，确认删除

无用的文件。 

5. 等待 5分钟后，检查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对系统进行扩容。 

1. 对磁盘进行扩容。 

2. 等待 5分钟后，检查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32 ALM-14002 DataNode 磁盘空间使用率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DataNode磁盘空间使用率，并把实际磁盘使用率和阈值相比

较。DataNode容量百分比指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当检测到 DataNode 容量百分比指标

超出阈值范围时产生该告警。 

当 DataNode容量百分比指标的值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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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4002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DataNode容量不足，会影响到 HDFS的数据写入。 

可能原因 

 集群磁盘容量已满。 

 DataNode节点间数据倾斜。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集群磁盘容量是否已满。 

1. 登录 MRS Manager，在“告警管理”页面查看是否存在“ALM-14001 HDFS磁盘空

间使用率超过阈值”告警。 

− 是，执行步骤 1.2。 

− 否，执行步骤 2.1。 

2. 参考 ALM-14001 HDFS磁盘空间使用率超过阈值进行处理，查看对应告警是否清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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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执行步骤 1.3。 

− 否，执行步骤 3。 

3. 等待 5分钟后，在“告警管理”页面查看本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检查 DataNode 节点平衡状态。 

1. 在集群节点使用客户端，执行 hdfs dfsadmin -report 命令，查看出现告警的

DataNode的 DFS Used%显示项的值和其他的 DataNodes的 DFS Used%显示项的值比

较。查看是否有差值大于 10。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3。 

2. 数据倾斜，在集群节点使用客户端，执行 hdfs balancer -threshold 10。 

3. 等待 5分钟，检查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33 ALM-14003 丢失的 HDFS 块数量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丢失的块数量，并把丢失的块数量和阈值相比较。丢失的块数

量指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当检测到丢失的块数量超出阈值范围时产生该告警。 

当丢失的块数量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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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4003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NSName 产生告警的 NameService 名

称。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HDFS存储数据丢失，HDFS可能会进入安全模式，无法提供写服务。丢失的块数据无法

恢复。 

可能原因 

 DataNode实例异常。 

 数据被删除。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DataNode实例。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HDFS > 实例”。 

2. 查看所有 DataNode实例的状态是否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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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执行步骤 3。 

− 否，执行步骤 1.3。 

3. 重启 DataNode实例，查看能否成功启动。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删除被破坏的文件。 

1. 在集群节点使用客户端。执行 hdfs fsck / -delete，删除丢失文件。然后再次

写入文件，恢复数据。 

2. 等待 5分钟后，单击“告警管理”，查看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34 ALM-14004 损坏的 HDFS 块数量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损坏的块数量，并把损坏的块数量和阈值相比较。损坏的块数

量指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当检测到损坏的块数量超出阈值范围时产生该告警。 

当损坏的块数量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4004 严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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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NSName 产生告警的 NameService 名称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数据损坏，HDFS读取文件异常。 

可能原因 

 DataNode实例异常。 

 数据校验信息被破坏。 

处理步骤 

请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并发送已收集的故障日志信息。 

参考信息 

无。 

5.7.35 ALM-14006 HDFS 文件数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HDFS文件数，并把实际文件数和阈值相比较。HDFS文件数。

当检测到 HDFS文件数指标超出阈值范围时产生该告警。 

当 HDFS文件数指标的值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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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4006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NSName 产生告警的 NameService 名

称。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HDFS文件数过多，磁盘存储不足可能造成数据入库失败。对 HDFS系统性能产生影响。 

可能原因 

HDFS文件数超过阈值。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系统中是否有不需要的文件。 

1. 在集群节点使用客户端，执行 hdfs dfs -ls 文件或目录路径命令，检查该目录

下的文件或目录是否是可以删除的无用文件。 

− 是，执行步骤 1.2。 

− 否，执行步骤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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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 hdfs dfs -rm -r 文件或目录路径命令。确认删除无用的文件，等待 5分钟

后，检查本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检查系统中文件数量。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系统设置 > 阈值配置”，进入阈值配置页面。 

2. 在左侧的导航列表中，单击“服务 > HDFS > HDFS文件 > HDFS 文件总数”。 

3. 修改页面右侧的规则中的阈值，以适应当前的 HDFS文件数。 

HDFS文件数可以通单击“服务管理 > HDFS”，在右侧“实时”区域中单击“定

制”按钮，选择“HDFS File”监控项查看。 

4. 等待 5分钟后，检查本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36 ALM-14007 HDFS NameNode 内存使用率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HDFS NameNode内存使用率，并把实际的 HDFS NameNode 内存

使用率和阈值相比较。HDFS NameNode 内存使用率指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当 HDFS 

NameNode 内存使用率超出阈值范围时，产生该告警。 

当 HDFS NameNode内存使用率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4007 严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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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HDFS NameNode内存使用率过高，会影响 HDFS 的数据读写性能。 

可能原因 

HDFS NameNode配置的内存不足。 

处理步骤 

步骤 1清除无用文件。 

1. 在集群节点使用客户端，执行 hdfs dfs -rm -r 文件或目录路径命令，确认删除

无用的文件。 

2. 等待 5分钟后，检查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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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无。 

5.7.37 ALM-14008 HDFS DataNode 内存使用率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HDFS DataNode内存使用率，并把实际的 HDFS DataNode 内存

使用率和阈值相比较。HDFS DataNode 内存使用率指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当 HDFS 

DataNode 内存使用率超出阈值范围时，产生该告警。 

当 HDFS DataNode内存使用率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4007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HDFS DataNode内存使用率过高，会影响到 HDFS 的数据读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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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HDFS DataNode配置的内存不足。 

处理步骤 

步骤 1清除无用文件。 

1. 在集群节点使用客户端，执行 hdfs dfs -rm -r 文件或目录路径命令，确认删除

无用的文件。 

2. 等待 5分钟后，检查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38 ALM-14009 故障 DataNode 数量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HDFS集群处于故障状态的 DataNode数量，并把实际的故障状

态的 DataNode数量和阈值相比较。故障状态的 DataNode 数量指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

当 HDFS集群故障状态的 DataNode 数量超出阈值范围时，产生该告警。 

故障状态的 DataNode 数量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4009 严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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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故障状态的 DataNode 节点无法提供 HDFS服务。 

可能原因 

 DataNode故障或者负荷过高。 

 NameNode和 DataNode之间的网络断连或者繁忙。 

 NameNode负荷过高。 

处理步骤 

步骤 1查看 DataNode是否故障。 

1. 在集群节点使用客户端，执行 hdfs dfsadmin -report 命令，可以查看 Dead 

datanodes项对应的数量显示以及处于故障状态的的 DataNode 信息。 

− 是，执行步骤 1.2。 

− 否，执行步骤 2.1。 

2.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服务管理 > HDFS > 实例”，检查对应 DataNode是否

处于停止状态。 

− 是，执行步骤 1.3。 

− 否，执行步骤 2.1。 

3. 勾选对应的 DataNode实例，单击“更多操作 > 重启实例”进行重启，等待 5分

钟后，然后查看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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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查看 NameNode 和 DataNode之间的网络情况。 

1. 登录处于故障状态 DataNode的业务平面 IP节点，执行 ping NameNode的 IP地址
命令以检查 DataNode和 NameNode 之间的网络是否异常。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3.1。 

2. 修复网络故障，等待 5分钟后，查看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1。 

步骤 3 查看 DataNode 是否负荷过高。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告警管理”，查看否存在“ALM-14008 HDFS DataNode

内存使用率超过阈值”的告警。 

− 是，执行步骤 3.2。 

− 否，执行步骤 4.1。 

2. 参考 5.7.37 ALM-14008 HDFS DataNode内存使用率超过阈值的处理步骤，对该异

常告警进行处理，查看是否消除该告警。 

− 是，执行步骤 3.3。 

− 否，执行步骤 4.1。 

3. 等待 5分钟后，在告警列表中查看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1。 

步骤 4 查看 NameNode 是否负荷过高。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告警管理”，查看是否存在“ALM-14007 HDFS 

NameNode内存使用率超过阈值”的告警。 

− 是，执行步骤 4.2。 

− 否，执行步骤 5。 

2. 参考 5.7.36 ALM-14007 HDFS NameNode内存使用率超过阈值的处理步骤，对该异

常告警进行处理，查看是否消除告警。 

− 是，执行步骤 4.3。 

− 否，执行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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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等待 5分钟后，在告警列表中查看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5。 

步骤 5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39 ALM-14010 NameService 服务异常 

告警解释 

系统每 180秒周期性检测 NameService服务状态，当检测到 NameService 服务不可用时

产生该告警。 

NameService服务恢复时，告警清除。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4010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NSName 产生告警的 NameService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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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的影响 

无法为基于该 NameService 服务的 HBase和 MapReduce 等上层部件提供服务。用户无法

读写文件。 

可能原因 

 JournalNode 节点故障。 

 DataNode节点故障。 

 磁盘容量不足。 

 NameNode节点进入安全模式。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JournalNode实例状态。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2. 单击“HDFS”。 

3. 单击“实例”。 

4. 在页面中，查看 JournalNode的“健康状态”是否为“良好”。 

− 是，执行步骤 2.1。 

− 否，执行步骤 1.5。 

5. 选择故障的 JournalNode，单击“更多操作 > 重启实例”。查看 JournalNode能

否成功启动。 

− 是，执行步骤 1.6。 

− 否，执行步骤 5。 

6. 等待 5分钟后，在“告警管理”页签，查看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检查 DataNode 实例状态。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2. 单击“HDFS”。 

3. 在“操作状态和健康状态”中，查看所有 DataNode节点的“健康状态”是否为

“良好”。 

− 是，执行步骤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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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2.4。 

4. 单击“实例”。在 DataNode管理页面，选择故障 DataNode，单击“更多操作 > 

重启实例”。查看 DataNode能否成功启动。 

− 是，执行步骤 2.5。 

− 否，执行步骤 3.1。 

5. 等待 5分钟后，在“告警管理”页签，查看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1。 

步骤 3 检查磁盘状态。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主机管理”。 

2. 在“磁盘使用率”列，检查磁盘空间是否不足。 

− 是，执行步骤 3.3。 

− 否，执行步骤 4.1。 

3. 对磁盘进行扩容。 

4. 等待 5分钟后，在“告警管理”页签，查看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1。 

步骤 4 检查 NameNode 节点是否进入安全模式。 

1. 在集群节点使用客户端，执行 hdfs dfsadmin -safemode get命令：“Safe mode 

is ON.”。 

“Safe mode is ON.”表示安全模式已打开，后面的提示信息为告警信息，根据

实际情况展现。 

− 是，执行步骤 4.2。 

− 否，执行步骤 5。 

2. 在集群节点使用客户端，执行 hdfs dfsadmin -safemode leave。 

3. 等待 5分钟后，在“告警管理”页签，查看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5。 

步骤 5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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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无。 

5.7.40 ALM-14011 HDFS DataNode 数据目录配置不合理 

告警解释 

DataNode的配置参数“dfs.datanode.data.dir”指定了 DataNode的数据目录。当所

配置的目录路径无法创建、与系统关键目录使用同一磁盘或多个目录使用同一磁盘时，系统

产生此告警。 

当修改 DataNode的数据目录合理后，重启该 DataNode，告警清除。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4011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如果将 DataNode数据目录挂载在根目录等系统关键目录，长时间运行后会将根目录写

满，导致系统故障。 

不合理的 DataNode数据目录配置，会造成 HDFS 的性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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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DataNode数据目录创建失败。 

 DataNode数据目录与系统关键目录（“/”或“/boot”）使用同一磁盘。 

 DataNode数据目录中多个目录使用同一磁盘。 

处理步骤 

步骤 1查看告警原因和产生告警的 DataNode节点信息。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告警管理”，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 

2. 在“告警详情”区域，查看“告警原因”，可知产生该告警的原因。 通过“定位

信息”的“HostName”，获取告警产生的 DataNode节点的主机名。 

步骤 2 删除 DataNode 数据目录中与磁盘规划不符的目录。 

1. 单击“服务管理 > HDFS > 实例”，在实例列表中单击产生告警的节点主机上的

DataNode实例。 

2. 单击“实例配置”，查看 DataNode数据目录配置参数

“dfs.datanode.data.dir”的值。 

3. 查看所有的 DataNode数据目录，是否有与磁盘规划不一致的目录。 

− 是，执行步骤 2.4。 

− 否，执行步骤 2.7。 

4. 修改该 DataNode节点的配置参数“dfs.datanode.data.dir”的值，删除错误的

路径。 

5. 单击“服务管理 > HDFS > 实例”，重启该 DataNode实例。 

6. 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7。 

7. 登录到产生告警的 DataNode的节点。 

− 如果告警原因为“DataNode 数据目录创建失败”，执行步

骤 3.1。 

− 如果告警原因为“DataNode 数据目录与系统关键目录（/或

/boot）使用同一磁盘”，执行步骤 4.1。 

− 如果告警原因为“DataNode 数据目录中多个目录使用同一

磁盘”，执行步骤 5.1。 

步骤 3 检查 DataNode 数据目录是否创建失败。 

1.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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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su - root 

su - omm 

2. 使用 ls 命令查看 DataNode数据目录中的每个目录是否存在。 

− 是，执行步骤 7。 

− 否，执行步骤 3.3。 

3. 使用 mkdir 数据目录命令创建该目录，查看是否可以创建成功。 

− 是，执行步骤 6.1。 

− 否，执行步骤 3.4。 

4.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告警管理”，查看是否存在告警“ALM-12017 磁盘

容量不足”。 

− 是，执行步骤 3.5。 

− 否，执行步骤 3.6。 

5. 参考 5.7.11 ALM-12017 磁盘容量不足对磁盘容量问题进行处理，查看“ALM-

12017 磁盘容量不足”告警是否消除。 

− 是，执行步骤 3.3。 

− 否，执行步骤 7。 

6. 查看 omm 用户对该目录的所有上层目录是否有“rwx”或者“x”权限。（例如

“/tmp/abc/”，“tmp”目录有“x”权限，“abc”目录有“rwx”权限。） 

− 是，执行步骤 6.1。 

− 否，执行步骤 3.7。 

7. 在 root 用户下，执行 chmod u+rwx path或者 chmod u+x path 命令给这些路径添

加 omm 用户的“rwx”或者“x”权限，然后执行步骤 3.3。 

步骤 4 检查 DataNode 数据目录是否与系统关键目录使用同一磁盘。 

1. 分别使用 df 命令获取 DataNode数据目录中的每个目录的磁盘挂载情况。 

2. 查看命令结果的磁盘挂载目录是否为系统关键目录（“/”或“/boot”）。 

− 是，执行步骤 4.3。 

− 否，执行步骤 6.1。 

3. 修改该 DataNode节点的配置参数“dfs.datanode.data.dir”的值，删除与系统

关键目录使用同一磁盘的目录。 

4. 继续执行步骤 6.1。 

步骤 5 检查 DataNode 数据目录中是否多个目录使用同一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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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别使用 df 命令获取 DataNode数据目录中每个目录的磁盘挂载情况。记录命令

结果的磁盘挂载目录。 

2. 修改该 DataNode节点的配置参数“dfs.datanode.data.dir”的值，对于其中磁

盘挂载目录相同的 DataNode目录，仅保留其中的一个目录，删除其他目录。 

3. 继续执行步骤 6.1。 

步骤 6 重启 DataNode，检查告警是否消除。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服务管理 > HDFS > 实例”，重启该 DataNode实

例。 

2. 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7。 

步骤 7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41 ALM-14012 HDFS Journalnode 数据不同步 

告警解释 

在主 NameNode节点上，系统每 5分钟检测一次集群中所有 JournalNode 节点的数据同

步性。如果有 JournalNode 节点的数据不同步，系统产生该告警。 

当 Journalnode数据同步 5分钟后，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4012 严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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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IP 产生告警的 JournalNode 实例

的业务 IP地址。 

 

对系统的影响 

当一个 JournalNode 节点工作状态异常时，其数据就会与其他 JournalNode 节点的数据

不同步。如果超过一半的 JournalNode节点的数据不同步时，NameNode将无法工作，导致

HDFS 服务不可用。 

可能原因 

 JournalNode 实例未启动或已停止。 

 JournalNode 实例运行状态异常。 

 JournalNode 节点的网络不可达。 

处理步骤 

步骤 1查看 JournalNode实例是否启动。 

1. 登录 MRS Manager，单击“告警管理”，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 

2. 在“告警详情”区域，查看“定位信息”，获取告警产生的 JournalNode 节点 IP

地址。 

3. 单击“服务管理 > HDFS > 实例”，在实例列表中单击告警节点上的 JournalNode

实例，查看其“操作状态”是否为“已启动”。 

− 是，执行步骤 2.1。 

− 否，执行步骤 1.4。 

4. 勾选该 JournalNode实例，单击“更多操作 > 启动实例”，等待启动完成。 

5. 等待 5分钟后，查看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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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查看 JournalNode 实例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1. 查看该 JournalNode实例的“健康状态”是否为“良好”。 

− 是，执行步骤 3.1。 

− 否，执行步骤 2.2。 

2. 勾选该 JournalNode实例，单击“更多操作 > 重启实例”，等待启动完成。 

3. 等待 5分钟后，查看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3 查看 JournalNode 节点网络是否可达。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HDFS > 实例”，查看主 NameNode节点

的业务 IP地址。 

2. 登录主 NameNode节点。 

3. 使用 ping 命令检查主 NameNode与该 JournalNode之间的网络状况，是否有超时

或者网络不可达的情况。 

ping JournalNode的业务 IP地址 

− 是，执行步骤 3.4。 

− 否，执行步骤 4。 

4.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处理网络故障，故障恢复后等待 5分钟，查看告警是否清

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4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42 ALM-16000 连接到 HiveServer的 session 数占最大允许数的百分比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连接到 HiveServer的 Session数占 HiveServer 允许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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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数的百分比，该指标可在 Hive服务监控界面查看。连接到 HiveServer 的 session

数占最大允许数的百分比指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90%），当检测到百分比指标超过阈值

范围产生该告警。 

当百分比指标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可自动清除告警。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6000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发生连接数告警时，表示连接到 HiveServer 的 session数过多，将会导致无法建立新

的连接。 

可能原因 

连接 HiveServer的客户端过多。 

处理步骤 

步骤 1增加 Hive最大连接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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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MRS Manager管理界面。 

2. 选择“服务管理 > Hive > 服务配置”，“参数类别”设置为“全部配置”。 

3. 然后查找“hive.server.session.control.maxconnections”，调大该配置项的

数值。设该配置项的值为 A，阈值为 B，连接到 HiveServer的 session数为 C，调

整策略为 A x B > C ，连接到 HiveServer 的 session数可在 Hive的监控界面查

看。 

4. 查看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操作结束。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43 ALM-16001 Hive 数据仓库空间使用率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Hive数据仓库空间使用率，该指标可在 Hive 服务监控界面查

看，指标名称为“Hive 已经使用的 HDFS空间占可使用空间的百分比”。Hive 数据仓库空间

使用率指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85%），当检测到 Hive数据仓库空间使用率超过阈值范

围时产生该告警。 

当 Hive数据仓库空间使用率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用户可通过增加仓库容量

或释放部分已使用空间的方式降低仓库空间使用率。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6001 严重 是 

 



  

5 MRS Manager操作指导 

 

185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系统可能无法正常写入数据，导致部分数据丢失。 

可能原因 

 Hive使用 HDFS容量上限过小。 

 系统磁盘空间不足。 

 部分数据节点瘫痪。 

处理步骤 

步骤 1扩展系统配置。 

1. 分析集群 HDFS使用情况，增加 HDFS分配给 Hive使用的容量上限。 

登录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 > Hive > 服务配置”，“参数类别”设置为

“全部配置”，然后查找“hive.metastore.warehouse.size.percent”，调大该配

置项。设配置项的值为 A，HDFS总存储空间为 B，阈值为 C，Hive已经使用 HDFS

的空间大小为 D。调整策略为 A x B x C > D ，HDFS总存储空间可在 HDFS监控界

面查看，Hive已经使用 HDFS的空间大小可在 Hive的监控界面查看。 

2. 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操作结束。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对系统进行扩容。 

1. 添加节点。 

2. 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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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操作结束。 

− 否，执行步骤 3.1。 

步骤 3 检查数据节点是否正常。 

1. 登录 MRS Manager，单击“告警管理”。 

2. 查看是否有“ALM-12006 节点故障”、“ALM-12007 进程故障”、“ALM-14002 

DataNode磁盘空间使用率超过阈值”告警。 

− 是，执行步骤 3.3。 

− 否，执行步骤 4。 

3. 分别参考 ALM-12006 节点故障、ALM-12007 进程故障、ALM-14002 DataNode磁盘

空间使用率超过阈值的处理步骤处理告警。 

4. 查看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操作结束。 

−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4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44 ALM-16002 Hive SQL 执行成功率低于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执行的 HiveQL成功百分比，HiveQL成功百分比由一个周期内

Hive 执行成功的 HiveQL数/Hive执行 HiveQL总数计算得到。该指标可在 Hive服务监控界

面查看。执行的 HiveQL成功百分比指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90%），当检测到百分比指

标低于阈值范围产生该告警。在该告警的定位信息可查看产生该告警的主机名，该主机 IP

也是 HiveServer节点 IP。 

当系统在一个检测周期检测到该指标高于阈值时，恢复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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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6002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系统执行业务能力过低，无法正常响应客户请求。 

可能原因 

 HiveQL 命令语法错误 

 执行 Hive on HBase任务时 HBase 服务异常 

 依赖的基础服务 HDFS、Yarn、ZooKeeper等异常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HiveQL命令是否符合语法。 

1. 使用 Hive客户端连接到产生该告警的 HiveServer节点，查询 Apache提供的

HiveQL 语法规范，确认输入的命令是否正确。详情请参见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hive/languagemanual。 

− 是，执行步骤 2.1。 

− 否，执行步骤 1.2。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hive/language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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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查看执行错误语句的用户，可下载产生该告警的 HiveServer 节点的 HiveServerAudit

日志，下载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分别为告警产生时间的前后 10分钟。打开日志文件

查找“Result=FAIL”关键字筛选执行错误语句的日志信息，再根据日志信息中的“UserName”

查看执行错误语句的用户。 

2. 输入正确的 HiveQL语句，观察命令是否正确执行。 

− 是，执行步骤 4.5。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检查 HBase 服务是否异常。 

1. 检查是否执行 Hive on HBase任务。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3.1。 

2. 在服务列表查看 HBase服务是否正常。 

− 是，执行步骤 3.1。 

− 否，执行步骤 2.3。 

3. 查看告警界面的相关告警，参照对应告警帮助进行处理。 

4. 输入正确的 HiveQL语句，观察命令是否正确执行。 

− 是，执行步骤 4.5。 

− 否，执行步骤 3.1。 

步骤 3 检查 Spark 服务是否异常。 

1. 在服务列表查看 Spark服务是否正常。 

− 是，执行步骤 4.1。 

− 否，执行步骤 3.2。 

2. 查看告警界面的相关告警，参照对应告警帮助进行处理。 

3. 输入正确的 HiveQL语句，观察命令是否正确执行。 

− 是，执行步骤 4.5。 

− 否，执行步骤 4.1。 

步骤 4 检查 HDFS、Yarn、ZooKeeper等是否正常。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2. 在服务列表查看 HDFS、Yarn、ZooKeeper等服务是否正常。 

− 是，执行步骤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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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4.3。 

3. 查看告警界面的相关告警，参照对应告警帮助进行处理。 

4. 输入正确的 HiveQL语句，观察命令是否正确执行。 

− 是，执行步骤 4.5。 

− 否，执行步骤 5。 

5. 等待一分钟，查看本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结束。 

− 否，执行步骤 5。 

步骤 5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45 ALM-16004 Hive 服务不可用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Hive服务状态。当 Hive 服务不可用时产生该告警。 

当 Hive服务恢复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6004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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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系统无法提供数据加载，查询，提取服务。 

可能原因 

 Hive服务不可用可能与 ZooKeeper、HDFS、Yarn和 DBService等基础服务有关，

也可能由 Hive自身的进程故障引起。 

− ZooKeeper服务异常。 

− HDFS服务异常。 

− Yarn服务异常。 

− DBService服务异常。 

− Hive服务进程故障，如果告警由 Hive进程故障引发，告警

上报时间可能会延迟 5分钟左右。 

 Hive服务和基础服务间的网络通信中断。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HiveServer/MetaStore 进程状态。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服务管理 > Hive > 实例”，在 Hive实例列表中，

查看所有 HiveSserver/MetaStore 实例状态是否都呈现未知状态。 

− 是，执行步骤 1.2。 

− 否，执行步骤 2。 

2. 在 Hive 实例列表上方，单击“更多操作 > 重启实例”，重启

HiveServer/MetaStore进程。 

3.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16004 Hive 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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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检查 ZooKeeper 服务状态。 

1.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列表中，查看是否有 ALM-12007 进程故障产生。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3。 

2. 在 ALM-12007 进程故障的“告警详情”区域，查看“ServiceName”是否为

“ZooKeeper”。 

− 是，执行步骤 2.3。 

− 否，执行步骤 3。 

3. 参考 ALM-12007 进程故障的处理步骤处理该故障。 

4.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16004 Hive 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检查 HDFS 服务状态。 

1.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列表中，查看是否有 ALM-14000 HDFS服务不可用产生。 

− 是，执行步骤 3.2。 

− 否，执行步骤 4。 

2. 参考 ALM-14000 HDFS服务不可用的处理步骤处理该故障。 

3.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16004 Hive 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4 检查 Yarn 服务状态。 

1.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列表中，查看是否有 ALM-18000 Yarn服务不可用产生。 

− 是，执行步骤 4.2。 

− 否，执行步骤 4。 

2. 参考 ALM-18000 Yarn服务不可用的处理步骤处理该故障。 

3.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16004 Hive 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5 检查 DBService 服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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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列表中，查看是否有“ALM-27001 DBService 服务不可用”

产生。 

− 是，执行步骤 5.2。 

− 否，执行步骤 6。 

2. 参考 5.7.59 ALM-27001 DBService服务不可用的处理步骤处理该故障。 

3.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16004 Hive 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6。 

步骤 6 检查 Hive 与 ZooKeeper、HDFS、Yarn 和 DBService之间的网络连接。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服务管理 > Hive”。 

2. 单击“实例”。 

显示 HiveServer实例列表。 

3. 单击“HiveServer”行的“主机名”。 

弹出 HiveServer主机状态页面。 

4. 记录“概要信息”下的 IP地址。 

5. 通过步骤 6.4获取的 IP地址登录 HiveServer所在的主机。 

6. 执行 ping 命令，查看 HiveServer 所在主机与 ZooKeeper、HDFS、Yarn和

DBService服务所在主机的网络连接是否正常。（获取 ZooKeeper、HDFS、Yarn和

DBService服务所在主机的 IP地址的方式和获取 HiveServer IP地址的方式相

同。） 

− 是，执行步骤 7。 

− 否，执行步骤 6.7。 

7.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恢复网络。 

8.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16004 Hive 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7。 

步骤 7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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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6 ALM-18000 Yarn 服务不可用 

告警解释 

告警模块按 30秒周期检测 Yarn服务状态。当检测到 Yarn服务不可用时产生该告警。 

Yarn服务恢复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8000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集群无法提供 Yarn服务。用户无法执行新的 application。已提交的 application无

法执行。 

可能原因 

 ZooKeeper服务异常。 

 HDFS服务异常。 

 Yarn集群中没有主 ResourceManager节点。 

 Yarn集群中的所有 NodeManager节点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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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ZooKeeper服务状态。 

1.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列表中，查看是否有“ALM-13000 ZooKeeper 服务不可用”

产生。 

− 是，执行步骤 1.2。 

− 否，执行步骤 2.1。 

2. 参考 5.7.27 ALM-13000 ZooKeeper服务不可用的处理步骤处理故障后，检查本告

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检查 HDFS 服务状态。 

1.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列表中，查看是否有 HDFS相关告警产生。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3.1。 

2. 单击“告警管理”，根据告警帮助处理 HDFS相关告警后，检查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1。 

步骤 3 检查 Yarn 集群中的 ResourceManager 状态。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服务管理 > Yarn”。 

2. 在“Yarn 概述”中，检查 Yarn集群中是否存在主 ResourceManager节点。 

− 是，执行步骤 4.1。 

− 否，执行步骤 5。 

步骤 4 检查 Yarn 集群中的 NodeManager 节点状态。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服务管理 > Yarn > 实例”。 

2. 查看 NodeManager的“健康状态”，检查是否有处于非健康状态的节点。 

− 是，执行步骤 4.3。 

− 否，执行步骤 5。 

3. 按 5.7.47 ALM-18002 NodeManager心跳丢失或 5.7.48 ALM-18003 NodeManager

不健康提供的步骤处理该故障，故障修复后检查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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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5。 

步骤 5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47 ALM-18002 NodeManager 心跳丢失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丢失的 NodeManager 节点数，并把丢失的节点数和阈值相比

较。“丢失的节点数”指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当检测到“丢失的节点数”的值超出阈

值范围时产生该告警。 

当“丢失的节点数”的值小于或等于阈值范围时，告警自动清除。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8002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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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的影响 

 丢失的 NodeManager节点无法提供 Yarn服务。 

 容器减少，集群性能下降。 

可能原因 

 NodeManager 没有经过退服操作，强制被删除。 

 NodeManager 所有实例被停止或者进程故障。 

 NodeManager 节点所在主机故障。 

 NodeManager 和 ResourceManager 之间的网络断连或者繁忙。 

处理步骤 

请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并发送已收集的故障日志信息。 

参考信息 

无。 

5.7.48 ALM-18003 NodeManager 不健康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异常 NodeManager节点数，并把异常节点数和阈值相比较。

“非健康的节点数”指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当检测到“非健康的节点数”的值超出阈

值范围时产生该告警。 

当“非健康的节点数”的值小于或等于阈值范围时，告警自动清除。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8003 严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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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故障的 NodeManager节点无法提供 Yarn服务。 

 容器减少，集群性能下降。 

可能原因 

 NodeManager 节点所在主机的硬盘空间不足。 

 NodeManager 节点本地目录 omm 用户无访问权限。 

处理步骤 

请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并发送已收集的故障日志信息。 

参考信息 

无。 

5.7.49 ALM-18006 执行 MapReduce 任务超时 

告警解释 

告警模块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MapReduce任务。任务提交后，当检测到 MapReduce任务

执行时间超过指定时间时，产生该告警。 

该告警需要手动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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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8006 严重 否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提交的 MapReduce任务执行超时，所以无执行结果返回。故障修复后重新执行该任务。 

可能原因 

执行 MapReduce任务需要较长时间。但指定的时间少于所需的执行时间。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时间是否正确设置。 

把“-Dapplication.timeout.interval”设置成较大的值，或者不对参数进行设置。查

看 MapReduce任务是否能成功执行。 

 是，执行步骤 2.4。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检查 Yarn 服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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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列表中，查看是否有“ALM-18000 Yarn服务不可用”产

生。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3。 

2. 参考 5.7.46 ALM-18000 Yarn服务不可用的处理步骤处理该故障。 

3. 再次执行 MapReduce任务命令，查看 MapReduce任务是否能成功执行。 

− 是，执行步骤 2.4。 

− 否，执行步骤 4。 

4. 在告警列表中，单击该告警“操作”列下面的 ，手动清除告警。操作结束。 

步骤 3 调整超时阈值。 

在 MRS Manager界面，点击“系统设置 > 阈值配置 > 服务 > Yarn > 超时的任务”，

增大当前阈值规则的允许超时的任务个数，然后查看本告警是否消除。 

 是，处理完毕。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4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50 ALM-19000 HBase 服务不可用 

告警解释 

告警模块按 30秒周期检测 HBase服务状态。当 HBase服务不可用时产生该告警。 

HBase服务恢复时，告警清除。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9000 致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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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无法进行数据读写和创建表等操作。 

可能原因 

 ZooKeeper服务异常。 

 HDFS服务异常。 

 HBase服务异常。 

 网络异常。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ZooKeeper服务状态。 

1. 在 MRS Manager的服务列表中，查看 ZooKeeper健康状态是否为“良好”。 

− 是，执行步骤 2.1。 

− 否，执行步骤 1.2。 

2.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是否有“ALM-13000 ZooKeeper服务不可用”告警产生。 

− 是，执行步骤 1.3。 

− 否，执行步骤 2.1。 

3. 参考 ALM-13000 ZooKeeper服务不可用的处理步骤处理该故障。 

4. 等待几分钟后检查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检查 HDFS 服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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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是否有“ALM-14000 HDFS服务不可用”告警产生。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3。 

2. 参考 ALM-14000 HDFS服务不可用的处理步骤处理该故障。 

3. 等待几分钟后检查本告警是否恢复。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51 ALM-19006 HBase 容灾同步失败 

告警解释 

当同步容灾数据到备集群失败时，发送该告警。 

当容灾数据同步成功后，告警清除。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19006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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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的影响 

无法同步集群中 HBase 的数据到备集群，导致主备集群数据不一致。 

可能原因 

 备集群 HBase服务异常。 

 网络异常。 

处理步骤 

步骤 1观察告警是否自动修复。 

1. 登录主集群的 MRS Manager界面，单击“告警管理”。 

2. 在告警列表中单击该告警，从“告警详情”的“产生时间”处获得告警的产生时

间，查看告警是否持续超过 5分钟。 

− 是，执行步骤 2.1。 

− 否，执行步骤 1.3。 

3. 等待 5分钟后检查本告警是否自动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检查备集群 HBase服务状态。 

1. 登录主集群 MRS Manager界面，单击“告警管理”。 

2. 在告警列表中单击该告警，从“告警详情”的“定位信息”处获得

“HostName”。 

3. 登录主集群 HBase客户端所在节点。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root 

su - omm 

4. 执行 status 'replication', 'source'命令查看故障节点的容灾同步状态。 

节点的容灾同步状态如下： 

10-10-10-153:   

 SOURCE: PeerID=abc, SizeOfLogQueue=0, ShippedBatches=2, ShippedOps=2, ShippedBytes=320, 

LogReadInBytes=1636, LogEditsRead=5, LogEditsFiltered=3, SizeOfLogToReplicate=0, 

TimeForLogToReplicate=0, ShippedHFiles=0, SizeOfHFileRefsQueue=0, AgeOfLastShippedOp=0, 

TimeStampsOfLastShippedOp=Mon Jul 18 09:53:28 CST 2016, Replication Lag=0, 

FailedReplicationAttempts=0   

 SURCE: PeerID=abc1, SizeOfLogQueue=0, ShippedBatches=1, ShippedOps=1, ShippedBytes=160, 

LogReadInBytes=1636, LogEditsRead=5, LogEditsFiltered=3, SizeOfLogToReplicate=0, 

TimeForLogToReplicate=0, ShippedHFiles=0, SizeOfHFileRefsQueue=0, AgeOfLastShippedOp=16788, 

TimeStampsOfLastShippedOp=Sat Jul 16 13:19:00 CST 2016, Replication Lag=16788, 

FailedReplicationAttempt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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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找到“FailedReplicationAttempts”的值大于 0的记录所对应的“PeerID”值。 

如上步骤中，故障节点“10-10-10-153”同步数据到“PeerID”为“abc1”的备

集群失败。 

6. 继续执行 list_peers 命令，查找该“PeerID”对应的集群和 HBase实例。 

PEER_ID CLUSTER_KEY STATE TABLE_CFS   

 abc1 10.10.10.110,10.10.10.119,10.10.10.133:24002:/hbase2 ENABLED    

 abc 10.10.10.110,10.10.10.119,10.10.10.133:24002:/hbase ENABLED  

如上所示，/hbase2 表示数据是同步到备集群的 HBase2实例。 

7. 在备集群 MRS Manager的服务列表中，查看通过步骤 2.6获取的 HBase实例健康

状态是否为“良好”。 

− 是，执行步骤 3.1。 

− 否，执行步骤 2.8。 

8.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是否有“ALM-19000 HBase服务不可用”告警产生。 

− 是，执行步骤 2.9。 

− 否，执行步骤 3.1。 

9. 参考 ALM-19000 HBase服务不可用的处理步骤处理该故障。 

10. 等待几分钟后检查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1。 

步骤 3 检查主备集群 RegionServer之间的网络连接。 

1. 登录主集群 MRS Manager界面，单击“告警管理”。 

2. 在告警列表中单击该告警，从“告警详情”的“定位信息”处获得

“HostName”。 

3. 登录故障 RegionServer节点。 

4. 执行 ping 命令，查看故障 RegionServer 节点和备集群 RegionServer所在主机的

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 是，执行步骤 4。 

− 否，执行步骤 3.5。 

5.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恢复网络。 

6. 网络恢复后，在告警列表中，查看本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4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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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52 ALM-25000 LdapServer 服务不可用 

告警解释 

系统按 30秒周期性检测 LdapServer的服务状态。当检测到两个 LdapServer 服务均异

常时产生该告警。 

当检测到一个 LdapServer 服务恢复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25000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告警发生时，不能对集群中的 KrbServer和 LdapServer 用户进行任何操作。例如，无

法在 MRS Manager页面添加、删除或修改任何用户、用户组或角色，也无法修改用户密码。

集群中原有的用户验证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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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LdapServer 服务所在节点故障。 

 LdapServer 进程故障。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LdapServer服务的两个 SlapdServer实例所在节点是否故障。 

1. 在 MRS Manager首页，选择“服务管理 > LdapServer > 实例”。进入

LdapServer 实例页面获取两个 SlapdServer 实例所在节点的主机名。 

2.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管理”页面，查看是否有 ALM-12006 节点故障告警产

生。 

− 是，执行步骤 1.3。 

− 否，执行步骤 2.1。 

3. 查看告警信息里的主机名是否和步骤 1.1主机名一致。 

− 是，执行步骤 1.4。 

− 否，执行步骤 2.1。 

4. 按 ALM-12006 节点故障提供的步骤处理该告警。 

5.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25000 LdapServer 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2 检查 LdapServer 进程是否正常。 

1.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管理”页面，查看是否有 ALM-12007 进程故障告警产

生。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3。 

2. 查看告警信息中的服务名和主机名是否和 LdapServer服务名和主机名一致。 

− 是，执行步骤 2.3。 

− 否，执行步骤 3。 

3. 按 ALM-12007 进程故障提供的步骤处理该告警。 

4.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25000 LdapServer 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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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53 ALM-25004 LdapServer 数据同步异常 

告警解释 

当 Manager中 LdapServer 数据内容不一致时，产生该告警，当两者的数据一致时，对

应告警恢复。 

当集群中 LdapServer 与 Manager中的 LdapServer 数据内容不一致时，产生该告警，当

两者的数据一致时，对应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25004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节点信息。 

 

对系统的影响 

LdapServer数据不一致时，有可能是 Manager 上的 LdapServer数据损坏，也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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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上的 LdapServer数据损坏，此时数据损坏的 LdapServer进程将无法对外提供服务，影

响 Manager和集群的认证功能。 

可能原因 

 LdapServer 进程所在的节点网络故障。 

 LdapServer 进程异常。 

 OS重启导致的 LdapServer数据损坏。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LdapServer所在的节点网络是否故障。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告警管理”。记录该告警定位信息中的

“HostName”的 IP地址为 IP1（若出现多个告警，则分别记录其中的 IP地址为

IP1、IP2、IP3等）。 

2. 联系运维人员，登录 IP1节点，在这个节点上使用 ping 命令检查该节点与主 oms

节点的管理平面 IP是否可达。 

− 是，执行步骤 1.3。 

− 否，执行步骤 2.1。 

3.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恢复网络，然后查看“ALM-25004 LdapServer数据同步异

常”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检查 LdapServer 进程是否正常。 

1.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管理”页面，查看是否有 LdapServer 的 ALM-12004 

OLdap资源异常告警产生。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2.4。 

2. 按照 ALM-12004 OLdap资源异常提供的步骤处理该告警。 

3.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25004 LdapServer 数据同步异常”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4。 

4.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管理”页面，查看是否有 LdapServer 的 ALM-12007 进程

故障告警产生。 

− 是，执行步骤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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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执行步骤 3.1。 

5. 按照 ALM-12007 进程故障提供的步骤处理该告警。 

6.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25004 LdapServer 数据同步异常”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1。 

步骤 3 检查是否存在因为 OS重启导致 LdapServer 数据损坏。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告警管理”。记录该告警定位信息中的

“HostName”的 IP地址为 IP1（若出现多个告警，则分别记录其中的 IP地址为

IP1，IP2，IP3等）。单击“服务管理 > LdapServer > 服务配置”，记录

LdapServer 的端口号为 PORT(若告警定位信息中的 IP地址为 oms备节点 IP地

址，则端口号为默认端口 21750)。 

2. 以 omm 用户登录 IP1节点，分别执行 ldapsearch -H ldaps://IP1:PORT -x -LLL 

-b dc=hadoop,dc=com 命令（如果该 IP为 OMS备节点 IP地址，执行该命令之前

先执行 export 

LDAPCONF=${CONTROLLER_HOME}/ldapserver/ldapserver/local/conf/ldap.conf

命令），观察查询出来的内容是否提示有 error错误信息。 

− 是，执行步骤 3.3。 

− 否，执行步骤 4。 

3. 参考“恢复元数据”章节，使用告警出现日期之前的备份包进行 LdapServer恢复

和 OMS恢复。 

 

必须使用同一时间点的 OMS和 LdapServer 备份数据进行恢复，否则可能造成业务和操作失

败。当业务正常时需要恢复数据，建议手动备份最新管理数据后，再执行恢复数据操作，否则会

丢失从备份时刻到恢复时刻之间的 Manager 数据。 

4.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25004 LdapServer 数据同步异常”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4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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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4 ALM-25500 KrbServer 服务不可用 

告警解释 

系统按 30秒周期性检测组件 KrbServer的服务状态。当检测到组件 KrbServer 服务异

常时产生该告警。 

当检测到组件 KrbServer 服务恢复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25500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告警发生时，不能对集群中的组件 KrbServer 进行任何操作。其它组件的 KrbServer认

证将受影响。集群中依赖 KrbServer的组件健康状态将为故障。 

可能原因 

 组件 KrbServer服务所在节点故障。 

 OLdap服务不可用。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组件 KrbServer服务所在节点是否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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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MRS Manager首页，选择“服务管理 > KrbServer > 实例”。进入 KrbServer

实例页面查看 KrbServer服务所在节点的主机名。 

2.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管理”页面，查看是否有 ALM-12006 节点故障告警产

生。 

− 是，执行步骤 1.3。 

− 否，执行步骤 2.1。 

3. 查看告警信息里的主机名是否和步骤 1.1主机名一致。 

− 是，执行步骤 1.4。 

− 否，执行步骤 2.1。 

4. 按 ALM-12006 节点故障提供的步骤处理该告警。 

5.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25500 KrbServer 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2 检查 OLdap 服务是否不可用。 

1. 在 MRS Manager的“告警管理”页面，查看是否有 ALM-12004 OLdap 资源异常告

警产生。 

− 是，执行步骤 2.2。 

− 否，执行步骤 3。 

2. 按 ALM-12004 OLdap资源异常提供的步骤处理该告警。 

3.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ALM-25500 KrbServer 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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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5 ALM-26051 Storm 服务不可用 

告警解释 

系统按照 30秒的周期检测 Storm服务是否可用，当集群全部的 Nimbus 实例所在节点异

常时，Storm服务不可用，系统产生此告警。 

当 Storm服务恢复正常，告警自动清除。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26051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集群无法对外提供 Storm服务。 

 用户无法执行新的 Storm任务。 

可能原因 

 ZooKeeper组件故障或假死 

 Storm集群中主备 Nimbus状态异常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ZooKeeper组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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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看 ZooKeeper服务的健康状态是否为“良好”。 

− 是，执行步骤 2.1。 

− 否，执行步骤 1.2。 

2. 如果 ZooKeeper服务停止运行，则启动服务，否则参考 ALM-13000 ZooKeeper 服

务不可用的相关维护信息进行操作。 

3. 再次执行步骤 1.1。 

步骤 2 检查主备 Nimbus状态。 

1. 选择“服务管理 > Storm > Nimbus”，进入 Nimbus实例页面。 

2. 查看“角色”中是否存在且仅存在一个状态为主的 Nimbus节点。 

− 是，执行步骤 3.1。 

− 否，执行步骤 2.3。 

3. 勾选两个 Nimbus角色实例，选择“更多操作 > 重启实例”，查看是否重启成

功。 

− 是，执行步骤 2.4。 

− 否，执行步骤 3.1。 

4. 重新登录 MRS Manager管理界面，选择“服务管理 > Storm > Nimbus”，查看健

康状态是否为“良好”。 

− 是，执行步骤 2.5。 

− 否，执行步骤 3.1。 

5. 等待 30秒，查看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1。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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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6 ALM-26052 Storm 服务可用 Supervisor 数量小于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60秒周期性检测 Supervisor数量，并把实际 Supervisor数量和阈值相比较。

当检测到 Supervisor数量低于阈值时产生该告警。 

用户可通过“系统设置 > 阈值配置”修改阈值。 

当 Supervisor数量大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26052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集群已经存在的任务无法运行。 

 集群可接收新的 Storm任务，但是无法运行。 

可能原因 

集群中 Supervisor处于异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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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Supervisor状态。 

1. 选择“服务管理 > Storm > Supervisor”，进入 Storm服务管理页面。 

2. 查看“角色”中是否存在状态为故障或者是恢复中的 Supervisor实例。 

− 是，执行步骤 1.3。 

− 否，执行步骤 2.1。 

3. 勾选状态为“故障”或者“恢复中”的 Supervisor角色实例，选择“更多操作 > 

重启实例”，查看是否重启成功。 

− 是，执行步骤 1.4。 

− 否，执行步骤 2.1。 

4. 等待 30秒，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57 ALM-26053 Storm Slot 使用率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60秒周期性检测 Slot使用率，并把实际 Slot使用率和阈值相比较。当检测到

Slot 使用率高于阈值时产生该告警。 

用户可通过“系统设置 > 阈值配置”修改阈值。 

当 Slot使用率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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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26053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用户无法执行新的 Storm 任务。 

可能原因 

 集群中 Supervisor处于异常状态。 

 集群中 Supervisor的状态正常，但是处理能力不足。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Supervisor状态。 

1. 选择“服务管理 > Storm > Supervisor”，进入 Storm服务管理页面。 

2. 查看“角色”中是否存在状态为故障或者是恢复中的 Supervisor实例。 

− 是，执行步骤 1.3。 

− 否，执行步骤 2.1 或者步骤 3.1。 

3. 勾选状态为“故障”或者“恢复中”的 Supervisor角色实例，选择“更多操作 > 

重启实例”，查看是否重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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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执行步骤 1.4。 

− 否，执行步骤 4.1。 

4. 等待一段时间，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或者步骤 3.1。 

步骤 2 增加 Supervisor Slot 数量配置。 

1. 登录 MRS Manager管理界面，选择“服务管理 > Storm > Supervisor > 服务配

置 > 参数类别 > 全部配置”。 

2. 调整“supervisor.slots.ports”的数值，适当增加每个 Supervisor 上 Slot的

数量，并重启实例。 

3. 等待一段时间，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1。 

步骤 3 对 Supervisor 进行扩容。 

1. 添加节点。 

2. 等待一段时间，检查该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1。 

步骤 4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58 ALM-26054 Storm Nimbus 堆内存使用率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Storm Nimbus堆内存使用率，并把实际的 Storm Nimbus 堆内

存使用率和阈值相比较。当 Storm Nimbus堆内存使用率超出阈值（默认值为 80%）时产生

该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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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通过“系统设置 > 阈值配置 > 服务 > Storm”修改阈值。 

当 Storm Nimbus堆内存使用率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26054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Storm Nimbus堆内存使用率过高时，可能造成频繁的内存垃圾回收，甚至造成内存溢

出，进而影响 Storm任务提交。 

可能原因 

该节点 Storm Nimbus 实例堆内存使用量过大，或分配的堆内存不合理，导致使用量超

过阈值。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堆内存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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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告警管理 > ALM-26054 Storm Nimbus 堆内存使用率

超过阈值 > 定位信息”，查看告警上报的实例的 HostName。 

2.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Storm > 实例 > Nimbus（对应上报告

警实例 HostName） > 定制 > Nimbus堆内存使用率”，查看堆内存使用情况。 

3. 查看 Nimbus使用的堆内存是否已达到 Nimbus设定的最大堆内存的 80%。 

− 是，执行步骤 1.4。 

− 否，执行步骤 2.1。 

4. 调整堆内存。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Storm > 服务配置 > 全部配置 > 

Nimbus > 系统”。将“NIMBUS_GC_OPTS”参数中“-Xmx”的值根据实际情况调

大，然后单击“保存配置”，勾选“重新启动角色实例。”，单击“确定”进行重

启。 

5. 观察 Manager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59 ALM-27001 DBService服务不可用 

告警解释 

告警模块按 30秒周期检测 DBService服务状态。当 DBService服务不可用时产生该告

警。 

DBService服务恢复时，告警清除。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27001 致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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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数据库服务不可用，无法对上层服务提供数据入库、查询等功能，使部分服务异常。 

可能原因 

 浮动 IP不存在。 

 没有主 DBServer实例。 

 主备 DBServer进程都异常。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集群环境中是否存在浮动 IP。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DBService > 实例”。 

2. 查看是否有主实例存在。 

− 是，执行步骤 1.3。 

− 否，执行步骤 2.1。 

3. 选择主 DBServer实例，记录 IP地址。 

4. 登录上述 IP所在主机，执行 ifconfig 命令查看 DBService的浮动 IP在该节点是

否存在。 

− 是，执行步骤 1.5。 

− 否，执行步骤 2.1。 

5. 执行 ping 浮动 IP地址命令检查 DBService的浮动 IP的状态，是否能 ping通。 

− 是，执行步骤 1.6。 

− 否，执行步骤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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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登录 DBService浮动 IP所在主机，执行 ifconfig interface down 命令删除浮动

IP地址。 

7.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DBService > 更多操作 > 重启服务”

重启 DBService服务，检查是否启动成功。 

− 是，执行步骤 1.8。 

− 否，执行步骤 2.1。 

8. 等待约两分钟，查看告警列表中的 DBService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13。 

步骤 2 检查主 DBServer 实例状态。 

1. 选择角色状态异常的 DBServer实例，记录 IP地址。 

2. 在“告警管理”页面，查看是否有上述 IP所在主机 DBServer 实例 ALM-12007 进

程故障告警产生。 

− 是，执行步骤 2.3。 

− 否，执行步骤 4。 

3. 按 ALM-12007 进程故障提供的步骤处理该告警。 

4. 等待 5分钟，查看告警列表中的 DBService 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3 检查主备 DBServer数据库进程状态。 

1. 登录 DBService浮动 IP所在主机，执行 sudo su - root 和 su - omm 命令切换至

omm 用户，使用 cd ${BIGDATA_HOME}/FusionInsight/dbservice/进入 DBService

服务的安装目录。 

2. 执行 sh sbin/status-dbserver.sh 命令查看 DBService的主备 HA进程状态，状

态是否查询成功。 

− 是，执行步骤 3.3。 

− 否，执行步骤 4。 

3. 查看主备 HA进程是否都处于 abnormal 状态。 

− 是，执行步骤 3.4。 

− 否，执行步骤 4。 

4.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DBService > 更多操作 > 重启服务”

重启 DBService服务，检查是否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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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执行步骤 3.5。 

− 否，执行步骤 4。 

5. 等待约两分钟，查看告警列表中的 DBService服务不可用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4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60 ALM-27003 DBService 主备节点间心跳中断 

告警解释 

DBService主节点或备节点未收到对端的心跳消息后，系统产生告警。 

当心跳恢复后，该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27003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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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Local DBService HA Name 本地 DBService HA 名称。 

Peer DBService HA Name 对端 DBService HA 名称。 

 

对系统的影响 

DBService主备间心跳中断时只有一个节点提供服务，一旦该节点故障，再无法切换到

备节点，就会服务不可用。 

可能原因 

主备 DBService节点间链路异常。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主备 DBService服务器间的网络是否正常。 

1. 打开 MRS Manager页面，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在告警详情中，查

看该告警的 DBService备服务器地址。 

2. 登录主 DBService服务器。 

3. 执行 ping 备 DBService心跳 IP地址命令检查备 DBService服务器是否可达。 

− 是，执行步骤 2。 

− 否，执行步骤 1.4。 

4. 联系网络管理员查看是否为网络故障。 

− 是，执行步骤 1.5。 

− 否，执行步骤 2。 

5. 修复网络故障，查看告警列表中，该告警是否已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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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无。 

5.7.61 ALM-27004 DBService 主备数据不同步 

告警解释 

DBService主备数据不同步，每 10秒检查一次主备数据同步状态，如果连续 6次查不

到同步状态，或者同步状态不正常，产生告警。 

当同步状态正常，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27004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Local DBService HA Name 本地 DBService HA 名称。 

Peer DBService HA Name 对端 DBService HA 名称。 

SYNC_PERSENT 同步百分比。 

 

对系统的影响 

主备 DBServer数据不同步，如果此时主实例异常，则会出现数据丢失或者数据异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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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可能原因 

 主备节点网络不稳定。 

 备 DBService 异常。 

 备节点磁盘空间满。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主备节点网络是否正常。 

1. 登录 MRS Manager，单击“告警管理”，在告警列表中单击此告警所在行，在告警

详情中查看该告警的 DBService备节点 IP地址。 

2. 登录主 DBService节点。 

3. 执行 ping 备 DBService心跳 IP地址命令检查备 DBService节点是否可达。 

− 是，执行步骤 2.1。 

− 否，执行步骤 1.4。 

4. 联系公有云运维人员查看是否为网络故障。 

− 是，执行步骤 1.5。 

− 否，执行步骤 2.1。 

5. 修复网络故障，查看告警列表中，该告警是否已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1。 

步骤 2 检查备 DBService 状态是否正常 

1. 登录备 DBService节点。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root 

su - omm 

3. 进入“${DBSERVER_HOME}/sbin”目录，然后执行命令 ./status-dbserver.sh 检

查备 DBService的 gaussDB资源状态是否正常，查看回显中，“ResName”为

“gaussDB”的一行，是否显示如下信息： 

例如： 

10_10_10_231 gaussDB Standby_normal Normal Active_standby 

− 是，执行步骤 3.1。 

− 否，执行步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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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检查备节点磁盘是否已满。 

1. 登录备 DBService节点。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root 

su - omm 

3. 进入“${DBSERVER_HOME}”目录，执行以下命令获取 DBservice 的数据目录。 

cd ${DBSERVER_HOME} 

source .dbservice_profile 

echo ${DBSERVICE_DATA_DIR} 

4. 执行 df -h 命令，查看系统磁盘分区的使用信息。 

5. 查看 DBservice数据目录空间是否已满。 

− 是，执行步骤 3.6。 

− 否，执行步骤 4。 

6. 扩容升级。 

7. 磁盘扩容后，等待 2分钟检查告警是否清除。 

− 是，操作结束。 

− 否，执行步骤 4。 

步骤 4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62 ALM-28001 Spark 服务不可用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Spark服务状态，当检测到 Spark服务不可用时产生该告警。 

Spark服务恢复时，告警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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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28001 致命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用户提交的 Spark任务执行失败。 

可能原因 

 KrbServer服务异常。 

 LdapServer 服务异常。 

 ZooKeeper服务异常。 

 HDFS服务故障。 

 Yarn服务故障。 

 对应的 Hive服务故障。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Spark依赖的服务是否有服务不可用告警。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告警管理”。 

2. 在告警列表中，查看是否存在以下告警： 

a. ALM-25500 KrbServer服务不可用 

b. ALM-25000 LdapServer服务不可用 

c. ALM-13000 ZooKeeper服务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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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LM-14000 HDFS服务不可用 

e. ALM-18000 Yarn服务不可用 

f. ALM-16004 Hive服务不可用 

− 是，执行步骤 1.3。 

− 否，执行步骤 2。 

3. 根据对应服务不可用告警帮助提供的故障处理对应告警。 

告警全部恢复后，等待几分钟，检查本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63 ALM-38000 Kafka 服务不可用 

告警解释 

系统按照 30秒的周期检测 Kafka服务是否可用，当 Kafka服务不可用，系统产生此告

警。 

当 Kafka服务恢复正常，告警自动清除。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38000 致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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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对系统的影响 

集群无法对外提供 Kafka 服务，用户无法执行新的 Kafka任务。 

可能原因 

 ZooKeeper组件故障或无响应。 

 Kafka集群中 Broker节点异常。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 ZooKeeper组件状态。 

1. 查看 ZooKeeper服务的健康状态是否为“良好”。 

− 是，执行步骤 2.1。 

− 否，执行步骤 1.2。 

2. 如果 ZooKeeper服务已停止，则启动 ZooKeeper服务，否则参考 ALM-13000 

ZooKeeper服务不可用的处理步骤进行操作。 

3. 再次执行步骤 1.1。 

步骤 2 检查 Broker 状态。 

1. 选择“服务管理 > Kafka > Broker”，进入 Kafka实例页面。 

2. 查看“角色”中所有实例是否正常。 

− 是，执行步骤 2.4。 

− 否，执行步骤 2.3。 

3. 勾选 Broker所有实例，选择“更多操作 > 重启实例”，查看是否重启成功。 

− 是，执行步骤 2.4。 

− 否，执行步骤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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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服务管理 > Kafka”，查看健康状态是否为“良好”。 

− 是，执行步骤 2.5。 

− 否，执行步骤 3.1。 

5. 等待 30秒，查看告警是否恢复。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3.1。 

步骤 3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参考信息 

无。 

5.7.64 ALM-38001 Kafka 磁盘容量不足 

告警解释 

系统按 60秒周期检测 Kafka磁盘空间使用率，并把实际磁盘使用率和阈值相比较。磁

盘使用率默认提供一个阈值范围。当检测到磁盘使用率高于阈值时产生该告警。 

用户可通过“系统设置 > 阈值配置”修改阈值。 

当 Kafka磁盘使用率小于或等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38001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5 MRS Manager操作指导 

 

230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PartitionName 产生告警的磁盘分区。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磁盘容量不足会导致 Kafka写入数据失败。 

可能原因 

 用于存储 Kafka数据的磁盘配置（如磁盘数目、磁盘大小等），无法满足当前业务

数据流量，导致磁盘使用率达到上限。 

 数据保存时间配置过长，数据累积达到磁盘使用率上限。 

 业务规划不合理，导致数据分配不均，使部分磁盘达到使用率上限。 

处理步骤 

1. 登录 MRS Manager管理界面，单击“告警管理”。 

2. 在告警列表中单击该告警，从“告警详情”的“定位信息”中获得 HostName（主

机名称）和 PartitionName（磁盘分区名称）。 

3. 在“主机管理”页面，单击 2中获取的主机名称。 

4. 检查“磁盘”区域中是否包含该告警中的磁盘分区名称。 

− 是，执行 5。 

− 否，手动清除该告警，操作结束。 

5. 检查“磁盘”区域中包含该告警中的磁盘分区使用率是否达到百分之百。 

− 是，执行 6。 

− 否，执行 8。 

6. 在“实例”区域中，单击“Broker > 实例配置”，进入当前节点“实例配置”页

面，“参数类别”选择“全部配置”，查看数据目录配置参数“log.d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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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服务管理 > Kafka > 实例”，进入“Kafka实例”页面，停止 2中对应的

Broker 实例，并登录该节点，手动删除 6中配置的数据目录，然后继续执行后续

步骤，待后续步骤执行完成后，再启动当前 Broker实例。 

8. 单击“服务管理 > Kafka > 服务配置”，进入“Kafka服务配置”页面。 

9. 查看参数“disk.adapter.enable”是否配置为“true”。 

− 是，执行 11。 

− 否，配置为“true”，开启该功能，执行 10。 

10. 查看参数“adapter.topic.min.retention.hours”所配置的数据最短保存周期是

否合理。 

− 是，执行 11。 

− 否，根据业务需求合理调整数据保存周期，执行 11。 

 

如果有个别 Topic不能做保存周期调整，那么可配置在“disk.adapter.topic.blacklist”

中。 

11. 等待 10分钟，查看故障磁盘使用率是否有减少。 

− 是，继续等待直到告警消除。 

− 否，执行 12。 

12. 进入“Kafka Topic监控”页面，查看 Kafka配置的数据保存时间配置，根据业务

需求和业务量权衡，考虑是否需要调小数据保存时间。 

− 是，执行 13。 

− 否，执行 14。 

13. 根据 2中上报告警的磁盘分区，找到数据量较大的 Topic，手动调小保存周期，使

用 Kafka的 linux客户端，执行如下操作命令： 

kafka-topics.sh --zookeeper ZooKeeper地址:24002/kafka --alter --topic 
Topic名称 --config retention.ms=保存时间 

14. 查看是否由于某些 Topic的 Partition 配置不合理导致部分磁盘使用率达到上限

（例如：数据量非常大的 Topic的 Partition数目小于配置的磁盘个数，导致各

磁盘上数据分配无法均匀，进而部分磁盘达到使用率上限）。 

 

如果不清楚哪些 Topic业务数据量较大，可以根据 2中获取到的主机节点信息，登录到实例

节点上，进入对应的数据目录（即 6中“log.dirs”修改之前的配置路径），查看该目录下哪些

Topic的 Patition 目录占用的磁盘空间比较大。 

− 是，执行 15。 

− 否，执行 16。 

15. 通过 Kafka客户端对 Topic的 Partion 进行扩展，命令行操作命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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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topics.sh --zookeeper ZooKeeper地址:24002/kafka --alter --topic 
Topic名称 --partitions=新 Partition 数目 

 

新 Partition 数目建议配置为 Kafka 数据磁盘数量的倍数。 

当前步骤修改可能不会很快解决当前告警，需要结合数据保存时间逐渐均衡数据。 

16. 考虑是否需要扩容。 

− 是，请为集群添加节点，然后执行 17。 

− 否，执行 17。 

17. 等待一段时间，检查告警是否清除。 

− 是，操作结束。 

− 否，执行 18。 

参考信息 

无。 

5.7.65 ALM-38002 Kafka 堆内存使用率超过阈值 

告警解释 

系统每 30秒周期性检测 Kafka服务堆内存使用状态，当检测到 Kafka 实例堆内存使用

率超出阈值（最大内存的 80%）时产生该告警。 

堆内存使用率小于阈值时，告警恢复。 

告警属性 

告警 ID 告警级别 可自动清除 

38002 严重 是 

 

告警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ServiceName 产生告警的服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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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RoleName 产生告警的角色名称。 

HostName 产生告警的主机名。 

Trigger Condition 系统当前指标取值满足自定义

的告警设置条件。 

 

对系统的影响 

Kafka可用内存不足，可能会造成内存溢出导致服务崩溃。 

可能原因 

该节点 Kafka实例堆内存使用率过大，或配置的堆内存不合理，导致使用率超过阈值。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堆内存使用率。 

1.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告警管理 > ALM-38002 Kafka堆内存使用率超过阈

值 > 定位信息”。查看告警上报的实例的 IP地址。 

2.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Kafka > 实例 > Broker（对应上报告

警实例 IP地址） > 定制 > Kafka 堆内存资源状况”。查看堆内存使用情况。 

3. 查看 Kafka使用的堆内存是否已达到 Kafka设定的最大堆内存的 80%。 

− 是，执行步骤 1.4。 

− 否，执行步骤 2。 

4. 在 MRS Manager首页，单击“服务管理 > Kafka > 服务配置 > 全部配置 > 

Broker > 环境变量”。将“KAFKA_HEAP_OPTS”参数的值根据实际情况调大。 

5. 观察界面告警是否清除。 

− 是，处理完毕。 

− 否，执行步骤 2。 

步骤 2 收集故障信息。 

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 > 日志导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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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无。 

5.8 对象管理 

5.8.1 简介 

MRS集群包含了各类不同的基本对象，不同对象的描述介绍如表 5-17 所示： 

表5-17 MRS基本对象概览 

对

象 

描述 举例 

服

务 

可以完成具体业务的一类功

能集合。 

例如 KrbServer 服务和

LdapServer 服务。 

服

务实

例 

服务的具体实例，一般情况

下可使用服务表示。 

例如 KrbServer 服务。 

服

务角

色 

组成一个完整服务的一类功

能实体，一般情况下可使用角色

表示。 

例如 KrbServer 由

KerberosAdmin 角色和

KerberosServer 角色组成。 

角

色实

例 

服务角色在主机节点上运行

的具体实例。 

例如运行在 Host2上的

KerberosAdmin，运行在

Host3上的

KerberosServer。 

主

机 

一个弹性云服务器，可以运

行 Linux系统。 

例如 Host1～Host5。 

机

架 

一组包含使用相同交换机的

多个主机集合的物理实体。 

例如 Rack1，包含

Host1～Host5。 

集 由多台主机组成的可以提供 例如名为 Cluster1 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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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象 

描述 举例 

群 多种服务的逻辑实体。 群由（Host1～Host5）5 个

主机组成，提供了

KrbServer 和 LdapServer 等

服务。 

 

5.8.2 查看配置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在 MRS Manager 上查看服务（含角色）和角色实例的配置。 

操作步骤 

 查看服务的配置。 

a. 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 

b. 单击服务列表中指定的服务名称。 

c. 单击“服务配置”。 

d. 在“参数类别”选择“全部配置”，界面上将显示该服务的全部配置参数导

航树，导航树从上到下的根节点分别为服务名称和角色名称。 

e. 在导航树选择指定的参数，修改参数值。支持在“搜索”输入参数名直接搜

索并显示结果。 

在服务节点下的参数属于服务配置参数，在角色节点下的参数是角色配置参

数。 

 查看角色实例的配置。 

a. 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 

b. 单击服务列表中指定的服务名称。 

c. 单击“实例”页签。 

d. 单击角色实例列表中指定的角色实例名称。 

e. 单击“实例配置”。 

f. 在“参数类别”选择“全部配置”，界面上将显示该角色实例的全部配置参

数导航树。 

g. 在导航树选择指定的参数，修改参数值。支持在“搜索”输入参数名直接搜

索并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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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管理服务操作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在 MRS Manager： 

 启动操作状态为“停止”、“停止失败”或“启动失败”服务，以使用该服务。 

 停止不再使用或异常服务。 

 重启异常或配置过期的服务，以恢复或生效服务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 

步骤 2 在指定服务所在行，单击“启动”、“停止”和“重启”执行启动、停止和

重启操作。 

服务之间存在依赖关系。对某服务执行启动、停止和重启操作时，与该服务存在依赖关

系的服务将受到影响。 

具体影响如下： 

 启动某服务，该服务依赖的下层服务需先启动，服务功能才可生效。 

 停止某服务，依赖该服务的上层服务将无法提供功能。 

 重启某服务，依赖该服务且启动的上层服务需重启后才可生效。 

----结束 

5.8.4 配置服务参数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业务场景，在 MRS Manager 中快速查看及修改服务默认的配置。支持

导出或导入配置。 

对系统的影响 

 配置 HBase、HDFS、Hive、Spark、Yarn、MapReduce服务属性后，需要重新下载

客户端配置并刷新。 

 集群中只剩下一个 DBService角色实例时，不支持修改 DBService服务的参数。 

操作步骤 

 修改服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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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击“服务管理”。 

b. 单击服务列表中指定的服务名称。 

c. 单击“服务配置”。 

d. 在“参数类别”选择“全部配置”，界面上将显示该服务的全部配置参数导

航树，导航树从上到下的根节点分别为服务名称和角色名称。 

e. 在导航树选择指定的参数，修改参数值。支持在“搜索”输入参数名直接搜

索并显示结果。 

修改某个参数的值后需要取消修改，可以单击 恢复。 

 

如果需要批量修改服务某个角色多个实例的配置，可以使用主机组实现实例参数的批量配

置。在“角色”选择角色名称，然后在“主机”打开“<选择主机>”。“主机组名”填写一个名

称，“主机”列表中勾选要修改的主机并加入“已选择的主机”，单击“确定”添加主机组。添加

的主机组可以在“主机”中选择，且仅在当前页面有效，刷新页面后将无法保存。 

f. 单击“保存配置”，勾选“重新启动受影响的服务或实例。”并单击“确

定”重启服务。 

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服务成功启动。 

 

更新 YARN服务队列的配置且不重启服务时，选择“更多 > 刷新队列”更新队列使配置生

效。 

 导出服务配置参数。 

a. 单击“服务管理”。 

b. 选中某项服务。 

c. 单击“服务配置”。 

d. 单击“导出服务配置”，选择一个位置保存配置文件。 

 导入服务配置参数。 

a. 单击“服务管理”。 

b. 选中某项服务。 

c. 单击“服务配置”。 

d. 单击“导入服务配置”。 

e. 选择一个指定的配置文件。 

f. 单击“保存配置”，勾选“重新启动受影响的服务或实例。”并单击“确

定”。 

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服务成功启动。 

5.8.5 配置服务自定义参数 

操作场景 

MRS各个组件支持开源的所有参数，在 MRS Manager 支持修改部分关键使用场景的参

数，且部分组件的客户端可能不包含开源特性的所有参数。如果需要修改其他 Manager未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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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支持的组件参数，用户可以在 Manager通过自定义配置项功能为组件添加新参数。添加的

新参数最终将保存在组件的配置文件中并在重启后生效。 

对系统的影响 

 配置服务属性后，需要重启此服务，重启期间无法访问服务。 

 配置 HBase、HDFS、Hive、Spark、Yarn、MapReduce服务属性后，需要重新下载

客户端配置并刷新。 

前提条件 

用户已充分了解需要新添加的参数意义、生效的配置文件以及对组件的影响。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服务管理”。 

步骤 2 单击服务列表中指定的服务名称。 

步骤 3 单击“服务配置”。 

步骤 4 在“参数类别”选择“全部配置”。 

步骤 5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自定义”，Manager 将显示当前组件的自定义参数。 

“参数文件”显示保存用户新添加的自定义参数的配置文件。每个配置文件中可能支持

相同名称的开源参数，设置不同参数值后生效结果由组件加载配置文件的顺序决定。自定义

参数支持服务级别与角色级别，请根据业务实际需要选择。不支持单个角色实例添加自定义

参数。 

步骤 6 根据配置文件与参数作用，在对应参数项所在行“名称：”列输入组件支持

的参数名，在“值：”列输入此参数的参数值。 

 支持单击 和 增加或删除一条自定义参数。第一次单击 添加自定义参数后

才支持删除操作。 

 修改某个参数的值后需要取消修改，可以单击 恢复。 

步骤 7 单击“保存配置”，勾选“重新启动受影响的服务或实例。”并单击“确

定”重启服务。 

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服务成功启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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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示例 

配置 Hive自定义参数 

Hive依赖于 HDFS，默认情况下 Hive访问 HDFS 时是 HDFS的客户端，生效的配置参数统

一由 HDFS控制。例如 HDFS 参数“ipc.client.rpc.timeout”影响所有客户端连接 HDFS服

务端的 RPC超时时间，如果用户需要单独修改 Hive 连接 HDFS的超时时间，可以使用自定义

配置项功能进行设置。在 Hive的“core-site.xml”文件增加此参数可被 Hive服务识别并

代替 HDFS的设置。 

步骤 1在 MRS Manager界面，选择 “服务管理 > Hive > 服务配置”。 

步骤 2 在“参数类别”选择“全部配置”。 

步骤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Hive服务级别“自定义”，Manager将显示 Hive支持的

服务级别自定义参数。 

步骤 4 在“core-site.xml”对应参数“core.site.customized.configs”的“名

称：”输入“ipc.client.rpc.timeout”，“值：”输入新的参数值，例如“150000”。单

位为毫秒。 

步骤 5 单击“保存配置”，勾选“重新启动受影响的服务或实例。”并单击“确

定”重启服务。 

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服务成功启动。 

----结束 

5.8.6 同步服务配置 

操作场景 

当用户发现部分服务的“配置状态”为“过期”或“失败”时，您可以尝试使用同步配

置功能，以恢复配置状态。或者集群中所有服务的配置状态为“失败”时，同步指定服务的

配置数据与后台配置数据。 

对系统的影响 

同步服务配置后，需要重启配置过期的服务。重启时对应的服务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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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 

步骤 2 在服务列表中，单击指定服务名称。 

步骤 3 在服务状态及指标信息上方，选择“更多 > 同步配置”。 

步骤 4 在弹出窗口勾选“重启配置过期的服务或实例。”，并单击“确定”重启配

置过期的服务。 

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服务成功启动。 

----结束 

5.8.7 管理角色实例操作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在 MRS Manager 启动操作状态为“停止”、“停止失败”或“启动失败”角色

实例，以使用该角色实例，也可以停止不再使用或异常的角色实例，或者重启异常的角色实

例，以恢复角色实例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 

步骤 2 单击服务列表中指定的服务名称。 

步骤 3 单击“实例”页签。 

步骤 4 勾选待操作角色实例前的复选框。 

步骤 5 选择“更多 > 启动实例”、“停止实例”或“重启实例”，执行相应操

作。 

----结束 

5.8.8 配置角色实例参数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业务场景，在 MRS Manager 中快速查看及修改角色实例默认的配置。

支持导出或导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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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的影响 

配置 HBase、HDFS、Hive、Spark、Yarn、MapReduce 服务属性后，需要重新下载客户端

配置并刷新。 

操作步骤 

 修改角色实例参数。 

a. 单击“服务管理”。 

b. 单击服务列表中指定的服务名称。 

c. 单击“实例”页签。 

d. 单击角色实例列表中指定的角色实例名称。 

e. 单击“实例配置”页签。 

f. 在“参数类别”选择“全部配置”，界面上将显示该角色实例的全部配置参

数导航树。 

g. 在导航树选择指定的参数，修改参数值。支持在“搜索”输入参数名直接搜

索并显示结果。 

修改某个参数的值后需要取消修改，可以单击 恢复。 

h. 单击“保存配置”，勾选“重启角色实例”并单击“确定”，重启角色实

例。 

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角色实例成功启动。 

 导出角色实例配置参数。 

a. 单击“服务管理”。 

b. 选中某项服务。 

c. 选中某角色或单击“实例”。 

d. 选择指定主机上某角色实例。 

e. 单击“实例配置”。 

f. 单击“导出实例配置”，导出指定角色实例配置数据并选择一个位置保存。 

 导入角色实例配置参数。 

a. 单击“服务管理”。 

b. 选中某项服务。 

c. 选中某角色或单击“实例”。 

d. 选择指定主机上某角色实例。 

e. 单击“实例配置”。 

f. 单击“导入实例配置”，导入指定角色实例配置数据。 

g. 单击“保存配置”，勾选“重启角色实例。”并单击“确定”。 

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角色实例成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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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 同步角色实例配置 

操作场景 

当用户发现角色实例的“配置状态”为“过期”或“失败”时，可以在 MRS Manager尝

试使用同步配置功能，同步角色实例的配置数据与后台配置数据，以恢复配置状态。 

对系统的影响 

同步配置角色实例后需要重启配置过期的角色实例。重启时对应的角色实例不可用。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选择服务名称。 

步骤 2 单击“实例”页签。 

步骤 3 在角色实例列表中，单击指定角色实例名称。 

步骤 4 在角色实例状态及指标信息上方，选择“更多 > 同步配置”。 

步骤 5 在弹出窗口勾选“重启配置过期的服务或实例。”，并单击“确定”重启角

色实例。 

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角色实例成功启动。 

----结束 

5.8.10 退服和入服务角色实例 

操作场景 

某个 Core节点出现问题时，可能导致整个集群状态显示为“异常”。MRS集群支持将

数据存储在不同 Core节点，用户可以在 MRS Manager 将指定的 HDFS的 DataNode 角色实

例，或 Yarn的 NodeManager 角色实例退服，使退服的角色实例不再提供服务。在排除故障

后，可以将已退服的 DataNode 或者 NodeManager 入服。 

 当 DataNode 数量少于或等于 HDFS 的副本数时，不能执行退服操作。例如 HDFS副

本数为 3时，则系统中少于 4个 DataNode，将无法执行退服，Manager在执行退

服操作时会等待 30分钟后报错并退出执行。 

 已经退服的角色实例，必须执行入服操作启动该实例，才能重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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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 

步骤 2 单击服务列表中 HDFS或 Yarn。 

步骤 3 单击“实例”页签。 

步骤 4 勾选指定 DataNode或 NodeManager 角色实例名称前的复选框。 

步骤 5 选择“更多 > 退服”或“入服”执行相应的操作。 

 

实例退服操作未完成时在其他浏览器窗口重启集群中 HDFS服务，可能导致 MRS Manager 提

示停止退服，实例的“操作状态”显示为“已启动”。实际上后台已将该实例退服，请重新执行

退服操作同步状态。 

----结束 

5.8.11 管理主机操作 

操作场景 

当主机故障异常时，用户可能需要在 MRS Manager 停止主机上的所有角色，对主机进行

维护检查。故障清除后，启动主机上的所有角色恢复主机业务。 

操作步骤 

步骤 1单击“主机管理”。 

步骤 2 勾选待操作主机前的复选框。 

步骤 3 选择“更多 > 启动所有角色”或“停止所有角色”执行相应操作。 

----结束 

5.8.12 隔离主机 

操作场景 

用户发现某个主机出现异常或故障，无法提供服务或影响集群整体性能时，可以临时将

主机从集群可用节点排除，使客户端访问其他可用的正常节点。在为集群安装补丁的场景

中，也支持排除指定节点不安装补丁。 

该任务指导用户在 MRS Manager 上根据实际业务或运维规划手工将主机隔离。隔离主机

仅支持隔离非管理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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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的影响 

 主机隔离后该主机上的所有角色实例将被停止，且不能对主机及主机上的所有实

例进行启动、停止和配置等操作。 

 主机隔离后无法统计并显示该主机硬件和主机上实例的监控状态及指标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主机管理”。 

步骤 2 勾选待隔离主机前的复选框。 

步骤 3 选择“更多 > 隔离主机”。 

步骤 4 在“隔离主机”，单击“确定”。 

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主机成功隔离，“操作状态”显示为“已隔

离” 

 

已隔离的主机，可以取消隔离重新加入集群，请参见 5.8.13 取消隔离主机。 

----结束 

5.8.13 取消隔离主机 

操作场景 

用户已排除主机的异常或故障后，需要将主机隔离状态取消才能正常使用。 

该任务指导用户在 MRS Manager 上取消隔离主机。 

前提条件 

 主机状态为“已隔离”。 

 主机的异常或故障已确认修复。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主机管理”。 

步骤 2 勾选待取消隔离主机前的复选框。 

步骤 3 选择“更多 > 取消隔离主机”。 

步骤 4 在“取消隔离主机”，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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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主机成功取消隔离，“操作状态”显示为

“正常”。 

步骤 5 单击已取消隔离主机的名称，显示主机“状态”，单击“启动所有角色”。 

----结束 

5.8.14 启动及停止集群 

操作场景 

集群是包含着服务组件的集合。用户可以启动或者停止集群中所有服务。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 

步骤 2 在服务列表上方，选择“更多 > 启动集群”或“停止集群”执行相应的操

作。 

----结束 

5.8.15 同步集群配置 

操作场景 

当 MRS Manager显示全部服务或部分服务的“配置状态”为“过期”或“失败”时，用

户可以尝试使用同步配置功能，以恢复配置状态。 

 若集群中所有服务的配置状态为“失败”时，同步集群的配置数据与后台配置数

据。 

 若集群中某些服务的配置状态为“失败”时，同步指定服务的配置数据与后台配

置数据。 

对系统的影响 

同步集群配置后，需要重启配置过期的服务。重启时对应的服务不可用。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 

步骤 2 在服务列表上方，选择“更多 > 同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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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弹出窗口勾选“重启配置过期的服务或实例。”，并单击“确定”，重启

配置过期的服务。 

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集群成功启动。 

----结束 

5.8.16 导出集群的配置数据 

操作场景 

为了满足实际业务的需求，用户可以在 MRS Manager 中将集群所有配置数据导出，导出

文件用于快速更新服务配置。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 

步骤 2 选择“更多 > 导出集群配置”。 

导出文件用于更新服务配置，请参见 5.8.4 配置服务参数中导入服务配置参数。 

----结束 

5.9 日志管理 

5.9.1 查看及导出审计日志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在 MRS Manager 查看、导出审计日志工作，用于安全事件中事后追溯、

定位问题原因及划分事故责任。 

系统记录的日志信息包含： 

 用户活动信息，如用户登录与注销，系统用户信息变更，系统用户组信息变更

等。 

 用户操作指令信息，如集群的启动、停止，软件升级等。 

操作步骤 

 查看审计日志 

a. 在 MRS Manager，单击“审计管理”，可直接查看默认的审计日志。 



  

5 MRS Manager操作指导 

 

247 

 

若审计日志的审计内容长度大于 256字符，请单击审计日志展开按钮展开审

计详情，单击“日志文件”，下载完整文件查看信息。 

 默认以“产生时间”列按降序排列，单击操作类型、安

全级别、产生时间、用户、主机、服务、实例或操作结果可修

改排列方式。 

 支持在“安全级别”筛选相同级别的全部告警。结果包

含已清除和未清除的告警。 

导出的审计日志文件，包含以下信息列： 

 “编号”：表示 MRS Manager已生成的审计日志数量，

每增加一条审计日志则编号自动加 1。 

 “操作类型”：表示用户操作的操作类型，分为“告

警”、“审计日志”、“备份恢复”、“集群”、“采集日

志”、“主机”、“服务”、“多租户”和“用户管理”九种

场景，其中“用户管理”仅在启用了 Kerberos 认证的集群中支

持。每个场景中包含不同操作类型，例如“告警”中包含“导

出告警”，“集群”中包含“启动集群”，“多租户”包含

“增加租户”等。 

 “安全级别”：表示每条审计日志的安全级别，包含

“高危”、“危险”、“一般”和“提示”四种。 

 “开始时间”：表示用户操作开始的时间，且时间为

CET或 CEST时间。 

 “结束时间”：表示用户操作结束的时间，且时间为

CET或 CEST时间。 

 “用户 IP”：表示用户操作时所使用的 IP地址。 

 “用户”：表示执行操作的用户名。 

 “主机”：表示用户操作发生在集群的哪个节点。如果

操作不涉及节点则不保存信息。 

 “服务”：表示用户操作发生在集群的哪个服务。如果

操作不涉及服务则不保存信息。 

 “实例”：表示用户操作发生在集群的哪个角色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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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操作不涉及角色实例则不保存信息。 

 “操作结果”：表示用户操作的结果，包含“成功”、

“失败”和“未知”。 

 “内容”：表示用户操作的具体执行信息。 

b. 单击“高级搜索”，在审计日志搜索区域中，设置查询条件，单击“搜

索”，查看指定类型的审计日志。单击“重置”清除输入的搜索条件。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表示时间范围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可以搜索此时间段内产

生的告警。 

 导出审计日志 

a. 在审计日志列表中，单击“导出全部”，导出所有的日志。 

b. 在审计日志列表中，勾选日志信息前的复选框，单击“导出”，导出指定日

志。 

5.9.2 导出服务日志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从 MRS Manager 导出各个服务角色生成的日志。 

前提条件 

 用户已经获取帐号对应的 Access Key ID（AK）和 Secret Access Key（SK）。请

参见“我的凭证 > 用户指南 > 如何管理访问密钥”。 

 用户已经在帐号的对象存储服务（OBS）中创建了桶。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 > 

用户指南 > 快速入门 > 管理控制台快速入门 > 创建桶”。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单击“维护”下方的“日志导出”。 

步骤 3 “服务”选择服务，“主机”填写服务所部署主机的 IP，“开始时间”与

“结束时间”选择对应的开始与结束时间。 

步骤 4 在“导出类型”选择一个日志保存的位置。只有启用了 Kerberos 认证的集

群支持选择。 

 “下载到本地”：表示将日志保存到用户当前的本地环境。然后执行步骤 8。 

 “上传到 OBS”：表示将日志保存到 OBS中。默认值。然后执行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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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在“OBS 路径”填写服务日志在 OBS 保存的路径。 

需要填写完整路径且不能以“/”开头，路径可以不存在，系统将自动创建。OBS的完

整路径最大支持 900个字节。 

步骤 6 在“桶名”输入已创建的 OBS桶名称。 

步骤 7 在“AK”和“SK”输入用户的 Access Key ID 和 Secret Access Key。 

步骤 8 单击“确定”完成日志下载。 

----结束 

5.10 健康检查管理 

5.10.1 执行健康检查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在日常运维中完成集群进行健康检查的工作，以保证集群各项参数、配

置以及监控没有异常、能够长时间稳定运行。 

 

系统健康检查的范围包含 Manager、服务级别和主机级别的健康检查： 

 Manager关注集群统一管理平台是否提供管理功能。 

 服务级别关注组件是否能够提供正常的服务。 

 主机级别关注主机的一系列指标是否正常。 

系统健康检查可以包含三方面检查项：各检查对象的“健康状态”、相关的告警和自定义的

监控指标，检查结果并不能等同于界面上显示的“健康状态”。 

操作步骤 

 手动执行所有服务的健康检查 

a. 单击“服务管理”。 

b. 选择“更多 > 启动集群健康检查”，启动集群健康检查。 

 

 集群健康检查包含了 Manager、服务与主机状态的检查。 

 在 MRS Manager 界面，选择“系统设置 > 健康检查 > 集群健康检查”，也可以执行

集群健康检查。 

 手动执行健康检查的结果可直接在检查列表左上角单击“导出报告”，选择导出结

果。 

 手动执行单个服务的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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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择“服务管理”，在服务列表中单击服务指定名称。 

b. 选择“更多 > 启动服务健康检查”启动指定服务健康检查。 

 手动执行主机健康检查 

a. 单击“主机管理”。 

b. 勾选待检查主机前的复选框。 

c. 选择“更多 > 启动主机健康检查”启动指定主机健康检查。 

 自动执行健康检查 

a. 单击“系统设置”。 

b. 单击“维护”下方的“健康检查”。 

c. 单击“健康检查配置”，配置自动执行健康检查。 

“定期健康检查”配置是否启用自动执行健康检查。“定期健康检查”的开关

默认为关闭，单击可启用该功能，根据管理需要选择“每天”、“每周”或

“每月”。 

d.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系统右上角弹出提示“健康检查配置保存成

功。”。 

5.10.2 查看并导出检查报告 

操作场景 

为了满足对健康检查结果的进一步具体分析，您可以在 MRS Manager 中查看以及导出健

康检查的结果。 

 

系统健康检查的范围包含 Manager、服务级别和主机级别的健康检查： 

 Manager关注集群统一管理平台是否提供管理功能。 

 服务级别关注组件是否能够提供正常的服务。 

 主机级别关注主机的一系列指标是否正常。 

系统健康检查可以包含三方面检查项：各检查对象的“健康状态”、相关的告警和自定义的

监控指标，检查结果并不能等同于界面上显示的“健康状态”。 

前提条件 

已执行健康检查。 

操作步骤 

步骤 1单击“服务管理”。 

步骤 2 选择“更多 > 查看集群健康检查报告”，查看集群健康检查的报告。 

步骤 3 在健康检查的报告面板上单击“导出报告”导出健康检查报告，可查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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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完整信息。 

----结束 

5.10.3 配置健康检查报告保存数 

操作场景 

在不同时间、不同使用场景下，MRS集群、服务和主机产生的健康检查报告结果不完全

相同。如果需要保存更多的报告用于比较时，可以在 MRS Manager修改健康检查报告保存的

文件数。 

健康检查报告保存的文件数不区分集群、服务或主机类型的健康检查报告。健康检查完

成后，报告文件默认保存在主管理节点的“$BIGDATA_DATA_HOME/Manager/healthcheck”，

备管理节点将自动同步。 

前提条件 

用户已明确业务需求，并规划好保存的时间跨度与健康检查频率，检查主备管理节点磁

盘空间使用率。 

操作步骤 

步骤 1选择“系统设置 > 健康检查 > 健康检查配置”。 

步骤 2 “健康检查报告文件最大份数”参数填写健康检查报告的保存个数。默认值

为“50”，可选值为“1”到“100”。 

步骤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系统右上角弹出提示“健康检查配置保存成

功。”。 

----结束 

5.10.4 管理健康检查报告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在 MRS Manager 对已保存的历史健康检查报告进行管理，即查看、下载和删除

历史健康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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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下载指定的健康检查报告 

a. 选择“系统设置 > 健康检查”。 

b. 在目标健康检查报告所在行，单击“下载文件”，下载报告文件。 

 批量下载指定的健康检查报告 

a. 选择“系统设置 > 健康检查”。 

b. 勾选多个目标健康检查报告，单击“下载文件”，下载多个报告文件。 

 删除指定的健康检查报告 

a. 选择“系统设置 > 健康检查”。 

b. 在目标健康检查报告所在行，单击“删除”，删除报告文件。 

 批量删除指定的健康检查报告 

a. 选择“系统设置 > 健康检查”。 

b. 勾选多个目标健康检查报告，单击“删除文件”，删除多个报告文件。 

5.11 静态服务池管理 

5.11.1 查看静态服务池状态 

操作场景 

MRS Manager支持通过静态服务资源池对没有运行在 YARN上的服务资源进行管理和隔

离。支持动态地管理 HDFS 和 YARN在部署节点可使用的 CPU、I/O和内存总量。系统支持基

于时间的静态服务资源池自动调整策略，使集群在不同的时间段自动调整参数值，从而更有

效地利用资源。 

用户可以在 MRS Manager 查看静态服务池各个服务使用资源的监控指标结果，包含监控

指标如下： 

 服务总体 CPU使用率 

 服务总体磁盘 IO读速率 

 服务总体磁盘 IO写速率 

 服务总体内存使用大小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在“资源管理”区域单击“静态服务池”。 

步骤 2 单击“状态”。 

步骤 3 查看系统资源调整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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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资源调整基数”表示集群中每个节点可以被集群服务使用的最大资源。如

果节点只有一个服务，则表示此服务独占节点可用资源。如果节点有多个服务，

则表示所有服务共同使用节点可用资源。 

 “CPU(%)”表示节点中服务可使用的最大 CPU。 

 “Memory(%)”表示节点中服务可使用的最大内存。 

步骤 4查看集群服务资源使用状态。 

在实时区域的服务选择框中选择“所有服务”，则“实时”中会显示服务池所有服务的

资源使用状态。 

 

“生效的配置组”表示集群服务当前使用的资源控制配置组。默认情况下每天所有时间均使

用“default”配置组，表示集群服务可以使用节点全部 CPU，以及 70%的内存。 

步骤 5 查看单个服务资源使用状态。 

在实时区域的服务选择框中选择指定服务，“实时”中会显示服务池此服务的资源使用

状态。 

步骤 6 用户可以选择页面自动刷新间隔的设置。 

支持三种参数值： 

 “每 30秒刷新一次”：刷新间隔 30秒。 

 “每 60秒刷新一次”：刷新间隔 60秒。 

 “停止刷新”：停止刷新。 

----结束 

5.11.2 配置静态服务池 

操作场景 

当需要控制集群服务可以使用节点的资源情况，或者在不同时间段集群服务使用节点的

CPU 不同，用户可以在 MRS Manager 调整资源基数，并自定义资源配置组。 

前提条件 

 配置静态服务池后，HDFS和 YARN 服务需要重启，重启期间服务不可用。 

 配置静态服务池后，各服务及角色实例使用的最大资源将不能超过限制。 

操作步骤 

步骤 1修改资源调整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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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系统设置”，在“资源管理”区域单击“静态服务

池”。 

2. 单击“配置”，显示服务池配置组管理页面。 

3. 在“系统资源调整基数”分别修改参数“CPU(%)”和“Memory(%)”。 

修改“系统资源调整基数”将限制 HBase、HDFS和 YARN服务能够使用节点的最大

物理 CPU和内存资源百分比。如果多个服务部署在同一节点，则所有服务使用的

最大物理资源百分比不能超过此参数值。 

4. 单击“确定”完成编辑。 

需要重新修改参数，可单击“系统资源调整基数：”右侧的 。 

步骤 2 修改服务池默认“default”配置组。 

1. 单击“default”，在“服务池配置”表格中 HBase、HDFS和 YARN服务对应的

“CPU LIMIT(%)”、“CPU SHARE(%)”、“I/O(%)”和“Memory(%)”填写各服务

的资源使用百分比数量。 

 

 所有服务使用的“CPU LIMIT(%)”资源配置总和可以大于 100%。 

 所有服务使用的“CPU SHARE(%)”和“I/O(%)”资源配置总和需为 100%。例如为

HDFS 和 Yarn服务分配使用的 CPU资源，2个服务分配到的 CPU资源总和为 100%。 

 所有服务使用的“Memory(%)”资源配置总和可以小于或等于 100%，也可以大于

100%。 

 “Memory(%)”不支持动态生效，仅在“default”配置组中可以修改。 

2. 单击“确定”完成编辑，MRS Manager 将根据集群硬件资源与分配情况，在“详细

配置：”生成服务池参数的正确配置值。 

需要重新修改参数，可单击“服务池配置：”右侧的 。 

3. 如果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单击“详细配置：”右侧的 修改服务池的参数值。 

在“服务池配置”单击指定的服务名，“详细配置”将只显示此服务的参数。手工

修改参数值并不会刷新服务使用资源的百分比显示。支持动态生效的参数，在新

增加的配置组中显示名将包含配置组的编号，例如“HBase : RegionServer : 

dynamic-config1.RES_CPUSET_PERCENTAGE”，参数作用与“default”配置组中的

参数相同。 

表5-18 静态服务池参数一览 

参数名 参数描述 

 RES_CPUSET_PERCENT

AGE 

 “dynamic-

configX.RES_CPUSET_PERCENT

配置服务使用 CPU PERCE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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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描述 

AGE” 

 “RES_CPU_SHARE” 

 “dynamic-

configX.RES_CPU_SHARE” 

配置服务使用 CPU share。 

 “RES_BLKIO_WEIGHT

” 

 “dynamic-

configX.RES_BLKIO_WEIGHT” 

配置服务占用 I/O 的权重。 

“HBASE_HEAPSIZE” 配置 RegionServer 的 JVM最大内

存。 

“HADOOP_HEAPSIZE” 配置 DataNode 的 JVM最大内存。 

“yarn.nodemanager.resou

rce.memory-mb” 

配置当前节点上 NodeManager可

使用的内存大小。 

 

步骤 3 添加自定义资源配置组。 

1. 是否需要根据时间自动调整资源配置？ 

是，执行步骤 3.2。 

否，执行步骤 4。 

2. 单击 增加新的资源配置组。在“调度时间”，单击 显示时间策略配置页

面。 

根据业务需要修改以下参数，并单击“确定”保存： 

− “重复”：当勾选“重复”时表示此资源配置组按调度周期

重复运行。不勾选时请设置一个资源配置组应用的日期与时间。 

− “重复策略”：支持“每天”、“每周”和“每月”。仅在

“重复”模式中生效。 

− “介于”：表示资源配置组应用的开始与结束时间。请设置

一个唯一的时间区间，如果与已有配置组的时间区间有重叠，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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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存。仅在“重复”模式中生效。 

 

 “default”配置组会在所有未定义的时间段内生效。 

 新增加的配置组属于动态生效的配置项集合，在配置组应用的时间区间内可直接生

效。 

 新增加的配置组可以被删除。最多增加 4个动态生效的配置组。 

 选择任一种“重复策略”，如果结束时间小于开始时间，默认标识为第二天的结束时

间。例如“22:00”到“6:00”表示调度时间为当天 22点到第二天 6点。 

 若多个配置组的“重复策略”类型不相同，则时间区间可以重叠，且生效的策略优先

级从低到高的顺序为“每天”、“每周”、“每月”。例如，有“每月”与“每天”的调度配置

组，时间区间分别为 4:00到 7:00，6:00到 8:00，此时以每月的配置组为准。 

 若多个配置组的“重复策略”类型相同，当日期不相同时，则时间区间可以重叠。例

如，有两个“每周”的调度配置组，可以分别指定时间区间为周一和周三的 4:00到 7:00。 

3. 在“服务池配置”修改各服务资源配置，并单击“确认”，然后执行步骤 4。 

用户可单击 重新修改参数。如果根据业务需要，在“详细配置”单击 ，手

动更新中由系统生成的参数值。 

步骤 4 保存配置。 

单击“保存”，在“保存配置”窗口勾选“重新启动受影响的服务或实例。”，单击确

定保存并重启相关服务。 

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服务成功启动。 

----结束 

5.12 租户管理 

5.12.1 租户简介 

定义 

MRS集群拥有的不同资源和服务支持多个组织、部门或应用共享使用。集群提供了一个

逻辑实体来统一使用不同资源和服务，这个逻辑实例就是租户。多个不同的租户统称多租

户。当前仅分析集群支持租户。 

原理 

MRS集群提供多租户的功能，支持层级式的租户模型，支持动态添加和删除租户，实现

资源的隔离，可以对租户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进行动态配置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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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资源指租户 Yarn 任务队列资源，可以修改任务队列的配额，并查看任务队列的使

用状态和使用统计。 

存储资源目前支持 HDFS 存储，可以添加删除租户 HDFS存储目录，设置目录的文件数量

配额和存储空间配额。 

MRS Manager作为 MRS 集群的统一租户管理平台，可以为企业提供成熟的多租户管理模

型，实现集中式的租户和业务管理。租户可以在界面上根据业务需要，在集群中创建租户、

管理租户。 

 创建租户时将自动创建租户对应的角色、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默认情况下，新

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的全部权限将分配给租户的角色。 

 默认情况下，查看当前租户的资源、在当前租户中添加子租户并管理子租户资源

的权限将分配给租户的角色。 

 修改租户的计算资源或存储资源，对应的角色关联权限将自动更新。 

MRS Manager中最多支持 512个租户。系统默认创建的租户包含“default”。和默认

租户同处于最上层的租户，可以统称为一级租户。 

资源池 

YARN任务队列支持一种调度策略，称为标签调度（Label Based Scheduling）。通过此

策略，YARN任务队列可以关联带有特定节点标签（Node Label）的 NodeManager，使 YARN

任务在指定的节点运行，实现任务的调度与使用特定硬件资源的需求。例如，需要使用大量

内存的 YARN任务，可以通过标签关联具有大量内存的节点上运行，避免性能不足影响业

务。 

在 MRS集群中，租户从逻辑上对 YARN集群的节点进行分区，使多个 NodeManager 形成

一个资源池。YARN任务队列通过配置队列容量策略，与指定的资源池进行关联，可以更有

效地使用资源池中的资源，且互不影响。 

MRS Manager中最多支持 50个资源池。系统默认包含一个“Default”资源池。 

5.12.2 添加租户 

操作场景 

当租户需要根据业务需求指定资源使用情况时，可以在 MRS Manager 创建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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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根据业务需求规划租户的名称，不得与当前集群中已有的角色或者 Yarn队列重

名。 

 如果租户需要使用存储资源，则提前根据业务需要规划好存储路径，分配的完整

存储路径在 HDFS目录中不存在。 

 规划当前租户可分配的资源，确保每一级别父租户下，直接子租户的资源百分比

之和不能超过 100%。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步骤 2 单击“添加租户”，打开添加租户的配置页面，参见以下表格内容为租户配

置属性。 

表5-19 租户参数一览表 

参数名 描述 

“名称” 指定当前租户的名称，长度为 3到 20，可包

含数字、字母和下划线。 

“租户类型” 可选参数值为“叶子租户”和“非叶子租

户”。当选中“叶子租户”时表示当前租户为叶

子租户，无法再添加子租户。当选中“非叶子租

户”时表示当前租户可以再添加子租户。 

“动态资源” 为当前租户选择动态计算资源。系统将自动

在 Yarn 中以租户名称创建任务队列。动态资源

不选择“Yarn”时，系统不会自动创建任务队

列。 

“默认资源池容

量 (%)” 

配置当前租户在“default”资源池中使用

的计算资源百分比。 

“默认资源池最

大容量 (%)” 

配置当前租户在“default”资源池中使用

的最大计算资源百分比。 

“储存资源” 为当前租户选择存储资源。系统将自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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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描述 

“/tenant”目录中以租户名称创建文件夹。第

一次创建租户时，系统自动在 HDFS根目录创建

“/tenant”目录。存储资源不选择“HDFS”

时，系统不会在 HDFS中创建存储目录。 

“存储空间配额 

(MB)” 

配置当前租户使用的 HDFS 存储空间配额。

取值范围为“1”到“8796093022208”。单位为

MB。此参数值表示租户可使用的 HDFS存储空间

上限，不代表一定使用了这么多空间。如果参数

值大于 HDFS物理磁盘大小，实际最多使用全部

的 HDFS 物理磁盘空间。 

说明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HDFS中每保存一个文件则自动生成 2

个备份文件，即默认共 3个副本。HDFS 存储空间表示所有副本

文件在 HDFS中占用的磁盘空间大小总和。例如“存储空间配

额”设置为“500”，则实际只能保存约 500/3=166MB大小的文

件。 

“存储路径” 配置租户在 HDFS中的存储目录。系统默认

将自动在“/tenant”目录中以租户名称创建文

件夹。例如租户“ta1”，默认 HDFS存储目录为

“tenant/ta1”。第一次创建租户时，系统自动

在 HDFS 根目录创建“/tenant”目录。支持自定

义存储路径。 

“服务” 配置当前租户关联使用的其他服务资源，支

持 HBase。单击“关联服务”，在“服务”选择

“HBase”。在“关联类型”选择“独占”表示

独占服务资源，选择“共享”表示共享服务资

源。 

“描述” 配置当前租户的描述信息。 

 

步骤 3 单击“确定”保存，完成租户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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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配置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界面右上角弹出提示“租户创建成功。”，租户成功添

加。 

 

 创建租户时将自动创建租户对应的角色、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 

 新角色包含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的权限。此角色及其权限由系统自动控制，不支持通

过“角色管理”进行手动管理。 

 使用此租户时，请创建一个系统用户，并分配 Manager_tenant 角色以及租户对应的

角色。具体操作请参见 6.5 创建用户。 

----结束 

相关任务 

查看已添加的租户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步骤 2 在左侧租户列表，单击已添加租户的名称。 

默认在右侧显示“概述”页签。 

步骤 3 查看当前租户的“基本信息”、“资源配额”和“统计”。 

如果 HDFS处于“已停止”状态，“资源配额”中“Space”的“可用”和“已使用”会

显示为“unknown”。 

----结束 

5.12.3 添加子租户 

操作场景 

当租户需要根据业务需求，将当前租户的资源进一步分配时，可以在 MRS Manager添加

子租户。 

前提条件 

 已添加上级租户。 

 根据业务需求规划租户的名称，不得与当前集群中已有的角色或者 Yarn队列重

名。 

 如果子租户需要使用存储资源，则提前根据业务需要规划好存储路径，分配的存

储目录在父租户的存储目录中不存在。 

 规划当前租户可分配的资源，确保每一级别父租户下，直接子租户的资源百分比

之和不能超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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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步骤 2 在左侧租户列表，将光标移动到需要添加子租户的租户节点上，单击“添加

子租户”，打开添加子租户的配置页面，参见以下表格内容为租户配置属性。 

表5-20 子租户参数一览表 

参数名 描述 

“父租户” 显示上级父租户的名称。 

“名称” 指定当前租户的名称，长度为 3到 20，可包

含数字、字母和下划线。 

“租户类型” 可选参数值为“叶子租户”和“非叶子租

户”，当选中时表示当前租户为叶子租户，无法

再添加子租户。当选中“非叶子租户”时表示当

前租户可以再添加子租户。 

“动态资源” 为当前租户选择动态计算资源。系统将自动

在 Yarn 父租户队列中以子租户名称创建任务队

列。动态资源不选择“Yarn”时，系统不会自动

创建任务队列。如果父租户未选择动态资源，子

租户也无法使用动态资源。 

“默认资源池容

量 (%)” 

配置当前租户使用的资源百分比，基数为父

租户的资源总量。 

“默认资源池最

大容量 (%)” 

配置当前租户使用的最大计算资源百分比，

基数为父租户的资源总量。 

“储存资源” 为当前租户选择存储资源。系统将自动在

HDFS父租户目录中，以子租户名称创建文件夹。

存储资源不选择“HDFS”时，系统不会在 HDFS

中创建存储目录。如果父租户未选择存储资源，

子租户也无法使用存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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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描述 

“存储空间配额 

(MB)” 

配置当前租户使用的 HDFS 存储空间配额。

最小值值为“1”，最大值为父租户的全部存储

配额。单位为 MB。此参数值表示租户可使用的

HDFS存储空间上限，不代表一定使用了这么多空

间。如果参数值大于 HDFS物理磁盘大小，实际

最多使用全部的 HDFS物理磁盘空间。若此配额

大于父租户的配额，实际存储量受父租户配额影

响。 

说明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HDFS中每保存一个文件则自动生成 2

个备份文件，即默认共 3个副本。HDFS 存储空间球所有副本文

件在 HDFS 中占用磁盘空间大小总和。例如“父租户中分配资

源”设置为“500”，则实际只能保存约 500/3=166MB 大小的文

件。 

“存储路径” 配置租户在 HDFS中的存储目录。系统默认

将自动在父租户目录中以子租户名称创建文件

夹。例如子租户“ta1s”，父目录为

“tenant/ta1”，系统默认自动配置此参数值为

“tenant/ta1/ta1s”，最终子租户的存储目录

为“/tenant/ta1/ta1s”。支持在父目录中自定

义存储路径。存储路径的父目录必需是父租户的

存储目录。 

“服务” 配置当前租户关联使用的其他服务资源，支

持 HBase。单击“关联服务”，在“服务”选择

“HBase”。在“关联类型”选择“独占”表示

独占服务资源，选择“共享”表示共享服务资

源。 

“描述” 配置当前租户的描述信息。 

 

步骤 3 单击“确定”保存，完成子租户添加。 

保存配置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界面右上角弹出提示“租户创建成功。”，租户成功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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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创建租户时将自动创建租户对应的角色、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 

 新角色包含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的权限。此角色及其权限由系统自动控制，不支持通

过“角色管理”进行手动管理。 

 使用此租户时，请创建一个系统用户，并分配租户对应的角色。具体操作请参见 6.5 

创建用户。 

----结束 

5.12.4 删除租户 

操作场景 

当租户需要根据业务需求，将当前不再使用的租户删除时，可以在 MRS Manager 完成操

作。 

前提条件 

 已添加租户。 

 检查待删除的租户是否存在子租户，如果存在，需要先删除全部子租户，否则无

法删除当前租户。 

 待删除租户的角色，不能与任何一个用户或者用户组存在关联关系。该任务对应

取消角色与用户的绑定，请参见 6.6 修改用户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步骤 2 在左侧租户列表，将光标移动到需要删除的租户节点上，单击“删除”。 

界面显示“删除租户”对话框。根据业务需求，需要保留租户已有的数据时请同时勾选

“保留该租户的数据”，否则将自动删除租户对应的存储空间。 

步骤 3 单击“确定”保存，删除租户。 

保存配置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租户成功删除。租户对应的角色、存储空间将删除。 

 

 租户删除后，Yarn中对应的租户任务队列不会被删除。 

 删除父租户时选择不保留数据，如果存在子租户且子租户使用了存储资源，则子租户

的数据也会被删除。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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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 管理租户目录 

操作场景 

用户根据业务需求，可以在 MRS Manager对指定租户使用的 HDFS存储目录，进行管理

操作。支持用户对租户添加目录、修改目录文件数量配额、修改存储空间配额和删除目录。 

前提条件 

已添加关联了 HDFS存储资源的租户。 

操作步骤 

 查看租户目录 

a. 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b. 在左侧租户列表，单击目标的租户。 

c. 单击“资源”页签。 

d. 查看“HDFS存储”表格。 

 指定租户目录的“文件目录数上限”列表示文件和目录

数量配额。 

 指定租户目录的“存储空间配额 (MB)”列表示租户目

录的存储空间大小。 

 添加租户目录 

a. 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b. 在左侧租户列表，单击需要添加 HDFS存储目录的租户。 

c. 单击“资源”页签。 

d. 在“HDFS存储”表格，单击“添加目录”。 

 “父目录”选择一个父租户的存储目录。 

该参数仅适用于子租户。如果父租户有多个目录，请选择其中任何一

个。 

 “路径”填写租户目录的路径。 

 

 如果当前租户不是子租户，新路径将在 HDFS的根目录下创建。 

 如果当前租户是一个子租户，新路径将在指定的目录下创建。 

完整的 HDFS存储目录最多包含 1023个字符。HDFS目录名称包含数字、

大小写字母、空格和下划线。空格只能在 HDFS目录名称的中间使用。 

 “文件\目录数上限”填写文件和目录数量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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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目录数上限”为可选参数，取值范围从 1到

9223372036854775806。 

 “存储空间配额 (MB)”填写租户目录的存储空间大

小。 

“存储空间配额 (MB)”的取值范围从 1到 8796093022208。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HDFS中每保存一个文件则自动生成 2个备份文件，即默认共 3个

副本。HDFS存储空间球所有副本文件在 HDFS中占用磁盘空间大小总和。例如“存储空间配额”

设置为“500”，则实际只能保存约 500/3=166MB 大小的文件。 

e. 单击“确定”完成租户目录添加，系统将在 HDFS根目录下创建租户的目录。 

 修改租户目录 

a. 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b. 在左侧租户列表，单击需要修改 HDFS存储目录的租户。 

c. 单击“资源”页签。 

d. 在“HDFS存储”表格，指定租户目录的“操作”列，单击“修改”。 

 “文件\目录数上限”填写文件和目录数量配额。 

“文件\目录数上限”为可选参数，取值范围从 1到

9223372036854775806。 

 “存储空间配额”填写租户目录的存储空间大小。 

“存储空间配额”的取值范围从 1到 8796093022208。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HDFS中每保存一个文件则自动生成 2个备份文件，即默认共 3个

副本。HDFS存储空间球所有副本文件在 HDFS中占用磁盘空间大小总和。例如“存储空间配额”

设置为“500”，则实际只能保存约 500/3=166MB 大小的文件。 

e. 单击“确定”完成租户目录修改。 

 删除租户目录 

a. 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b. 在左侧租户列表，单击需要删除 HDFS存储目录的租户。 

c. 单击“资源”页签。 

d. 在“HDFS存储”表格，指定租户目录的“操作”列，单击“删除”。 

创建租户时设置的默认 HDFS 存储目录不支持删除，仅支持删除新添加的 HDFS

存储目录。 

e. 单击“确定”完成租户目录删除。 

5.12.6 恢复租户数据 

操作场景 

租户的数据默认在 Manager 和集群组件中保存相关数据，在组件故障恢复或者卸载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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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的场景下，所有租户的部分配置数据可能状态不正常，需要手动恢复。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步骤 2 在左侧租户列表，单击某个租户节点。 

步骤 3 检查租户数据状态。 

1. 在“概述”，查看“基本信息”左侧的圆圈，绿色表示租户可用，灰色表示租户

不可用。 

2. 单击“资源”，查看“Yarn”或者“HDFS存储”左侧的圆圈，绿色表示资源可

用，灰色表示资源不可用。 

3. 单击“服务关联”，查看关联的服务表格的“状态”列，“良好”表示组件可正

常为关联的租户提供服务，“故障”表示组件无法为租户提供服务。 

4. 任意一个检查结果不正常，需要恢复租户数据，请执行步骤 4。 

步骤 4 单击“恢复租户数据”。 

步骤 5 在“恢复租户数据”窗口，选择一个或多个需要恢复数据的组件，单击“确

定”，等待系统自动恢复租户数据。 

----结束 

5.12.7 添加资源池 

操作场景 

在 MRS集群中，用户从逻辑上对 YARN集群的节点进行分区，使多个 NodeManager 形成

一个 YARN资源池。每个 NodeManager 只能属于一个资源池。系统中默认包含了一个名为

“Default”的资源池，所有未加入用户自定义资源池的 NodeManager属于此资源池。 

该任务指导用户通过 MRS Manager添加一个自定义的资源池，并将未加入自定义资源池

的主机加入此资源池。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步骤 2 单击“资源池”页签。 

步骤 3 单击“添加资源池”。 

步骤 4 在“添加资源池”设置资源池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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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填写资源池的名称。不支持创建名称为“Default”的资源池。 

资源池的名称，长度为 1到 20位，可包含数字、字母和下划线，且不能以下划线

开头。 

 “可用主机”：在界面左边主机列表，选择指定的主机名称，单击 ，将选中

的主机加入资源池。只支持选择本集群中的主机。资源池中的主机列表可以为

空。 

步骤 5 单击“确定”保存。 

步骤 6 完成资源池创建后，用户可以在资源池的列表中查看资源池的“名称”、

“成员”、“类型”、“虚拟核数”与“内存”。已加入自定义资源池的主机，不再是

“Default”资源池的成员。 

----结束 

5.12.8 修改资源池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通过 MRS Manager，修改已有资源池中的成员。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步骤 2 单击“资源池”页签。 

步骤 3 在资源池列表指定资源池所在行的“操作”列，单击“修改”。 

步骤 4 在“编辑资源池”修改“已添加主机”。 

 增加主机：在界面左边主机列表，选择指定的主机名称，单击 ，将选中的主

机加入资源池。 

 删除主机：在界面右边主机列表，选择指定的主机名称，单击 ，将选中的主

机移出资源池。资源池中的主机列表可以为空。 

步骤 5 单击“确定”保存。 

----结束 

5.12.9 删除资源池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通过 MRS Manager，删除已有资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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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集群中任何一个队列不能使用待删除资源池为默认资源池，删除资源池前需要先

取消默认资源池，请参见 5.12.10 配置队列。 

 集群中任何一个队列不能在待删除资源池中配置过资源分布策略，删除资源池前

需要先清除策略，请参见 5.12.12 清除队列配置。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步骤 2 单击“资源池”页签。 

步骤 3 在资源池列表指定资源池所在行的“操作”列，单击“删除”。 

在弹出窗口中单击“确定”。 

----结束 

5.12.10 配置队列 

操作场景 

用户根据业务需求，可以在 MRS Manager修改指定租户的队列配置。 

前提条件 

已添加关联 Yarn并分配了动态资源的租户。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步骤 2 单击“动态资源计划”页签。 

步骤 3 单击“队列配置”页签。 

步骤 4 在租户队列表格，指定租户队列的“操作”列，单击“修改”。 

 

在“租户管理”页签左侧租户列表，单击目标的租户，切换到“资源”页签，单击 也能

打开修改队列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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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1 队列配置参数 

参数名 描述 

“最大应用数

量” 

表示最大应用程序数量。取值范围从“1”到

“2147483647”。 

“AM 最大资源

百分比” 

表示集群中可用于运行 application master

的最大资源占比。取值范围从“0”到“1”。 

“用户资源最小

上限百分比 (%)” 

表示用户使用的最小资源上限百分比。取值范

围从“0”到“100”。 

“用户资源上限

因子” 

表示用户使用的最大资源限制因子，与当前租

户在集群中实际资源百分比相乘，可计算出用户使

用的最大资源百分比。最小值为“0”。 

“状态” 表示资源计划当前的状态，“运行”为运行状

态，“停止”为停止状态。 

“默认资源池” 表示队列使用的资源池。默认为

“Default”，如果需要修改为其他资源，需要先

配置队列容量，请参见 5.12.11 配置资源池的队

列容量策略。 

 

----结束 

5.12.11 配置资源池的队列容量策略 

操作场景 

添加资源池后，需要为 YARN任务队列配置在此资源池中可使用资源的容量策略，队列

中的任务才可以正常在这个资源池中执行。每个队列只能配置一个资源池的队列容量策略。

用户可以在任何一个资源池中查看队列并配置队列容量策略。配置队列策略后，YARN任务

队列与资源池形成关联关系。 

该任务指导用户通过 MRS Manager配置队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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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添加资源池。 

 任务队列与其他资源池无关联关系。默认情况下，所有队列与“Default”资源池

存在关联关系。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租户管理”。 

步骤 2 单击“动态资源计划”页签。 

步骤 3 在“资源池”选择指定的资源池。 

“可用资源配额”：表示每个资源池默认所有资源都可分配给队列。 

步骤 4 在“资源分配”列表指定队列的“操作”列，单击“修改”。 

步骤 5 在“修改资源分配”窗口设置任务队列在此资源池中的资源容量策略。 

 “资源容量 (%)”：表示当前租户计算资源使用的资源百分比。 

 “最大资源容量 (%)”：表示当前租户计算资源使用的最大资源百分比。 

步骤 6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结束 

5.12.12 清除队列配置 

操作场景 

当队列不再需要某个资源池的资源，或资源池需要与队列取消关联关系时，用户可以在

MRS Manager 清除队列配置。清除队列配置即取消队列在此资源池中的资源容量策略。 

前提条件 

如果队列需要清除与某个资源池的绑定关系，该资源池不能作为队列的默认资源池，需

要先将队列的默认资源池更改为其他资源池，请参见 5.12.10 配置队列。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界面，单击“租户管理”。 

步骤 2 单击“动态资源计划”页签。 

步骤 3 在“资源池”选择指定的资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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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在“资源分配”列表指定队列的“操作”列，单击“清除”。 

在“清除队列配置”中单击“确定”，清除队列在当前资源池的配置。 

 

如果用户未配置队列的资源容量策略，则清除功能默认不可用。 

----结束 

5.13 备份与恢复 

5.13.1 简介 

概述 

MRS Manager提供对系统内的用户数据及系统数据的备份恢复能力，备份功能按组件提

供，支持备份管理系统 Manager 的数据（需要同时备份 OMS和 LdapServer）、Hive用户数

据、DBService中保存的组件元数据和 HDFS元数据备份。 

备份恢复任务的使用场景如下： 

 用于日常备份，确保系统及组件的数据安全。 

 当系统故障导致无法工作时，使用已备份的数据完成恢复操作。 

 当主集群完全故障，需要创建一个与主集群完全相同的镜像集群，可以使用已备

份的数据完成恢复操作。 

表5-22 根据业务需要备份元数据 

备份类型 备份内容 

OMS 默认备份集群管理系统中的数据库数据（不包

含告警数据）以及配置数据。 

LdapServer 备份用户信息，包括用户名、密码、密钥、密

码策略、组信息。 

DBService 备份 DBService管理的组件（Hive）的元数

据。 

NameNode 备份 HDFS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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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3 根据业务需要备份特定组件业务数据 

备份类型 备份内容 

HBase 备份表级别的用户数据。 

HDFS 备份用户业务对应的目录或文件。 

Hive 备份表级别的用户数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部分组件不提供单独的数据备份与恢复功能： 

 ZooKeeper的数据在各个 ZooKeeper的节点上互相备份。 

 MapReduce和 Yarn的数据存放在 HDFS上，故其依赖 HDFS提供备份与恢复。 

原理 

任务 

在进行备份恢复之前，需要先创建备份恢复任务，并指定任务的参数，例如任务名称、

备份数据源和备份文件保存的目录类型等等。通过执行备份恢复任务，用户可完成数据的备

份恢复需求。在使用 Manager 执行恢复 HDFS、Hive 和 NameNode数据时，无法访问集群。 

每个备份任务可同时备份不同的数据源，每个数据源将生成独立的备份文件，每次备份

的所有备份文件组成一个备份文件集，可用于恢复任务。备份任务支持将备份文件保存在

Linux 本地磁盘、本集群 HDFS与备集群 HDFS中。备份任务提供全量备份或增量备份的策

略，增量备份策略支持 HDFS 和 Hive备份任务，OMS、LdapServer、DBService 和 NameNode

备份任务默认只应用全量备份策略。 

 

任务运行规则： 

 某个任务已经处于执行状态，则当前任务无法重复执行，其他任务也无法启动。 

 周期任务自动执行时，距离该任务上次执行的时间间隔需要在 120秒以上，否则任务

推迟到下个周期启动。手动启动任务无时间间隔限制。 

 周期任务自动执行时，当前时间不得晚于任务开始时间 120秒以上，否则任务推迟到

下个周期启动。 

 周期任务锁定时无法自动执行，需要手动解锁。 

 OMS、LdapServer、DBService 和 NameNode 备份任务开始执行前，若主管理节点

“LocalBackup”分区可用空间小于 20GB，则无法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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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在规划备份恢复任务时，请严格根据业务逻辑、数据存储结构、数据库或表关联

关系，选择需要备份或者恢复的数据。系统默认创建了一个间隔为 24小时的周期备份任务

“default”，支持全量备份 OMS、LdapServer、DBService 和 NameNode 数据到 Linux本地磁

盘。 

快照 

系统通过快照技术，快速备份数据。快照包含指 HDFS快照。 

HDFS快照 

HDFS快照是 HDFS文件系统在特定时间点的只读备份副本，主要用于数据备份、用户误

操作保护和灾难恢复的场景。 

任意 HDFS目录均可以配置启用快照功能并创建对应的快照文件，为目录创建快照前系

统会自动启用此目录的快照功能。创建快照不会对正常的 HDFS操作有任何影响。每个 HDFS

目录最多可创建 65536个快照。 

如果一个 HDFS目录已创建快照，那么在快照完全删除以前，此目录无法删除或修改名

称。该目录的上级目录或子目录也无法再创建快照。 

DistCp 

DistCp（distributed copy）是一个用于在本集群 HDFS中或不同集群 HDFS间进行大量

数据复制的工具。在 HBase、HDFS或 Hive的备份恢复任务中，如果选择将数据备份在备集

群 HDFS中，系统将调用 DistCp 完成操作。主备集群请选择安装相同版本的 MRS集群系统。 

DistCp使用 MapReduce 来影响数据的分布、异常处理及恢复和报告，此工具会把指定

列表中包含的多个源文件和目录输入不同的 Map任务，每个 Map任务将复制列表中指定文件

对应分区的数据。 

使用 DistCp在两个集群的 HDFS间进行数据复制，集群双方需要分别配置跨集群互信和

启用集群间拷贝功能。 

本地快速恢复 

使用 DistCp将本集群 HDFS和 Hive数据备份在备集群 HDFS中以后，本集群 HDFS保留

了备份数据的快照。用户可以通过创建本地快速恢复任务，直接从本集群 HDFS的快照文件

中恢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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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表5-24 备份恢复特性规格 

项目 规格 

备份或恢复任务最大数量

（个） 

100 

同时运行的任务数量（个） 1 

等待运行的任务最大数量

（个） 

199 

Linux 本地磁盘最大备份文件

大小（GB） 

600 

 

表5-25 “default”任务规格 

项目 OMS LdapSer

ver 

DBServi

ce 

NameNod

e 

备份周

期 

1小时 

最大备

份数 

2个 

单个备

份文件最大

大小 

10MB 20MB 100MB 1.5GB 

最大占

用磁盘大小 

20MB 40MB 200MB 3GB 

备份数

据保存位置 

主备管理节点“数据存放路径/Local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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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任务保存的备份数据，请用户根据企业运维要求，定期转移并保存到集群外

部。 

5.13.2 备份元数据 

操作场景 

为了确保元数据信息安全，或者用户需要对元数据功能进行重大操作（如扩容减容、安

装补丁包、升级或迁移等）前后，需要对元数据进行备份，从而保证系统在出现异常或未达

到预期结果时可以及时进行数据恢复，将对业务的影响降到最低。元数据包含 OMS数据、

LdapServer 数据、DBService 数据和 NameNode数据。备份 Manager数据包含同时备份 OMS

数据和 LdapServer数据。 

默认情况下，元数据备份由“default”任务支持。该任务指导用户通过 MRS Manager

创建备份任务并备份元数据。支持创建任务自动或手动备份数据。 

前提条件 

 需要准备一个用于备份数据的备集群，且网络连通。每个集群的两个安全组，需

分别添加对端集群的两个安全组入方向规则，允许安全组中所有弹性云服务器全

部协议全部端口的访问请求。 

 根据业务需要，规划备份的类型、周期和策略等规格，并检查主备管理节点“数

据存放路径/LocalBackup/”是否有充足的空间。 

操作步骤 

步骤 1创建备份任务。 

1. 在 MRS Manager，选择“系统设置 > 备份管理”。 

2. 单击“创建备份任务”。 

步骤 2 设置备份策略。 

1. 在“任务名称”填写备份任务的名称。 

2. 在“备份类型”选择备份任务的运行类型，“周期备份”表示按周期自动执行备

份，“手动备份”表示由手工执行备份。 

创建周期备份任务，还需要填写以下参数： 

− “开始时间”：表示任务第一次启动的时间。 

− “周期”：表示任务下次启动，与上一次运行的时间间隔，

支持“按小时”或“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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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策略”：表示任务每次启动时备份的数据量。支持

“首次全量备份，后续增量备份”、“每次都全量备份”和“每 n

次进行一次全量备份”。选择“每 n次进行一次全量备份”时，需

要指定 n 的值。 

步骤 3 选择备份源。 

在“备份配置”，勾选元数据选项，例如“OMS”和“LdapServer”。 

步骤 4 设置备份参数。 

1. 在“OMS”和“LdapServer”的“路径类型”，选择一个备份目录的类型。 

备份目录支持以下类型： 

− “LocalDir”：表示将备份文件保存在主管理节点的本地磁

盘上，备管理节点将自动同步备份文件。默认保存目录为“数据存

放路径/LocalBackup/”。选择此参数值，还需要配置“最大备份

数”，表示备份目录中可保留的备份文件集数量。 

− “LocalHDFS”：表示将备份文件保存在当前集群的 HDFS目

录。选择此参数值，还需要配置以下参数： 

 “目的端路径”：填写备份文件在 HDFS 中保存的目

录。不支持填写 HDFS 中的隐藏目录，例如快照或回收站目录；

也不支持默认的系统目录。 

 “最大备份数”：填写备份目录中可保留的备份文件集

数量。 

 “目标实例名称”：选择备份目录对应的 NameService

名称。默认值为“hacluster”。 

2. 单击“确定”保存。 

步骤 5 执行备份任务。 

在备份任务列表中已创建任务的“操作”列，单击“更多 > 启动”，开始执行备份任

务。 

备份任务执行完成后，系统自动在备份目录中为每个备份任务创建子目录，目录名为备

份任务名_任务创建时间，用于保存数据源的备份文件。备份文件的名称为版本号_数据源_

任务执行时间.tar.gz。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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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 恢复元数据 

操作场景 

在用户意外修改删除、数据需要找回，对元数据组件进行重大操作（如升级、重大数据

调整等）后系统数据出现异常或未达到预期结果，模块全部故障完全无法使用，或者迁移数

据到新集群的场景中，需要对元数据进行恢复操作。 

该任务指导用户通过 MRS Manager创建恢复元数据任务。只支持创建任务手动恢复数

据。 

 

 

 只支持进行数据备份时的系统版本与当前系统版本一致时的数

据恢复。 

 当业务正常时需要恢复数据，建议手动备份最新管理数据后，

再执行恢复数据操作。否则会丢失从备份时刻到恢复时刻之间的元数

据。 

 必须使用同一时间点的 OMS和 LdapServer备份数据进行恢复，

否则可能造成业务和操作失败。 

 MRS集群默认使用 DBService 保存 Hive的元数据。 

对系统的影响 

 数据恢复后，会丢失从备份时刻到恢复时刻之间的数据。 

 数据恢复后，依赖 DBService的组件可能配置过期，需要重启配置过期的服务。 

前提条件 

 检查 OMS和 LdapServer备份文件是否是同一时间点备份的数据。 

 检查 OMS资源状态是否正常，检查 LdapServer实例状态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

不能执行恢复操作。 

 检查集群主机和服务的状态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不能执行恢复操作。 

 检查恢复数据时集群主机拓扑结构与备份数据时是否相同。如果不相同，不能执

行恢复操作，必须重新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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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恢复数据时集群中已添加的服务与备份数据时是否相同。如果不相同，不能

执行恢复操作，必须重新备份 

 检查 DBService主备实例状态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不能执行恢复操作。 

 停止依赖 MRS集群运行的上层业务应用。 

 在 MRS Manager停止所有待恢复数据的 NameNode角色实例，其他的 HDFS角色实

例必须保持正常运行，恢复数据后重启 NameNode。NameNode角色实例重启前无法

访问。 

 检查 NameNode备份文件是否保存在主管理节点“数据存放路径/LocalBackup/”。 

操作步骤 

步骤 1查看备份数据位置。 

1. 在 MRS Manager，选择“系统设置 > 备份管理”。 

2. 在任务列表指定任务的“操作”列，单击“更多 > 查询历史”，打开备份任务执

行历史记录。 在弹出的窗口中，在指定一次执行成功记录的“备份路径”列，单

击“查看”，打开此次任务执行的备份路径信息，查找以下信息： 

− “备份对象”表示备份的数据源。 

− “备份路径”表示备份文件保存的完整路径。 

3. 选择正确的项目，在“备份路径”手工选中备份文件的完整路径并复制。 

步骤 2 创建恢复任务。 

1. 在 MRS Manager，选择“系统设置 > 恢复管理”。 

2. 单击“创建恢复任务”。 

3. 在“任务名称”填写恢复任务的名称。 

步骤 3 选择恢复源。 

在“恢复配置”，勾选待恢复数据的元数据组件。 

步骤 4 设置恢复参数。 

1. 在“路径类型”，选择一个备份目录的类型。 

2. 选择不同的备份目录时，对应设置如下： 

− “LocalDir”：表示备份文件保存在主管理节点的本地磁盘

上。选择此参数值，还需要配置“源端路径”，表示备份文件保存

位置的完整路径。例如，“数据存放路径/LocalBackup/备份任务名

_任务创建时间/数据源_任务执行时间/版本号_数据源_任务执行时

间.tar.gz”。 

− “LocalHDFS”：表示备份文件保存在当前集群的 HDFS目

录。选择此参数值，还需要配置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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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端路径”：表示备份文件在 HDFS 中保存的完整路

径。例如“备份路径/备份任务名_任务创建时间/版本号_数据

源_任务执行时间.tar.gz”。 

 “源实例名称”：选择恢复任务执行时备份目录对应的

NameService名称。默认值为“hacluster”。 

3. 单击“确定”保存。 

步骤 5 执行恢复任务。 

在恢复任务列表已创建任务的“操作”列，单击“启动”，开始执行恢复任务。 

 恢复成功后进度显示为绿色。 

 恢复成功后此恢复任务不支持再次执行。 

 如果恢复任务在第一次执行时由于某些原因未执行成功，在排除错误原因后单击

“启动”，重试恢复任务。 

步骤 6 恢复了哪个元数据？ 

 恢复了 OMS和 LdapServer元数据，执行步骤 7。 

 恢复了 DBService数据，任务结束。 

 恢复 NameNode数据，在 MRS Manager，选择“服务管理 > HDFS > 更多 > 重启服

务”，任务结束。 

步骤 7 重启 Manager 使恢复数据生效。 

1. 在 MRS Manager，选择“LdapServer > 更多 > 重启服务”，单击“确定”，等待

LdapServer 服务重启成功。 

2. 登录主管理节点，详情请参见 4.3 查看主备节点。 

3. 执行以下命令，重新启动 OMS。 

sh ${BIGDATA_HOME}/om-0.0.1/sbin/restart-oms.sh 

提示以下信息表示命令执行成功： 

start HA successfully. 

4. 在 MRS Manager，选择“KrbServer > 更多 > 同步配置”，不勾选“重启配置过

期的服务或实例”，单击“确定”，等待 KrbServer服务配置同步及重启成功。 

5. 选择“服务管理 > 更多 > 同步配置”，不勾选“重启配置过期的服务或实

例”，单击“确定”，等待集群配置同步成功。 

6. 选择“服务管理 > 更多 > 停止集群”。待停止集群的操作生效后，选择“服务

管理 > 更多 > 启动集群”，等待集群启动成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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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4 修改备份任务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通过 MRS Manager修改已创建的备份任务的配置参数，以适应业务需求

的变化。不支持修改任何恢复任务配置参数，只能查看恢复任务的配置参数。 

对系统的影响 

修改备份任务后，新的参数在下一次执行任务时生效。 

前提条件 

 已创建备份任务。 

 已根据业务实际需求，规划新的备份任务策略。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选择“系统设置 > 备份管理”。 

步骤 2 在任务列表指定任务的“操作”列，单击“配置”，打开修改配置页面。 

步骤 3 在新页面中修改任务参数，支持修改的参数项如下： 

 开始时间 

 周期 

 目的端路径 

 最大备份数 

 

 修改某个备份任务参数“目的端路径”后，第一次执行此任务默认为全量备份。 

步骤 4 单击“确定”保存。 

----结束 

5.13.5 查看备份恢复任务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通过 MRS Manager查看已创建的备份恢复任务，以及任务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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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单击“备份管理”或“恢复管理”。 

步骤 3 在任务列表中，查看“当次任务进度”列获取上一次任务运行的结果。绿色

表示运行成功，红色表示运行失败。 

步骤 4 在任务列表指定任务的“操作”列，单击“更多 > 查询历史”，打开备份

恢复任务运行记录。 

在弹出的窗口中，在指定一次执行记录的“详情”列，单击“查看”，打开此次任务运

行的日志信息。 

----结束 

相关任务 

 修改备份任务 

参考 5.13.4 修改备份任务。 

 查看恢复任务 

在任务列表指定任务的“操作”列，单击“查询任务”，查看恢复任务。恢复任务

的参数只能查看但不能修改。 

 运行备份恢复任务 

在任务列表指定任务的“操作”列，单击“更多 > 启动”、“启动”，启动处于准

备或失败状态的备份、恢复任务。已成功执行过的恢复任务不能重新运行。 

 停止备份任务 

在任务列表指定任务的“操作”列，单击“更多 > 停止”，停止处于运行状态的

备份恢复任务。 

 删除备份恢复任务 

在任务列表指定任务的“操作”列，单击“更多 > 删除”，删除备份恢复任务。

删除任务后备份的数据默认会保留。 

 挂起备份任务 

在任务列表指定任务的“操作”列，单击“更多 > 挂起”，挂起备份任务。仅支

持周期备份的任务，挂起后周期备份任务不再自动执行。挂起正在执行的备份任

务时，该任务会停止运行。需要取消任务的挂起状态时，单击“更多 > 重新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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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安全管理 

5.14.1 默认用户清单 

用户分类 

MRS集群提供以下 3类用户，请用户定期修改密码，不建议使用默认密码。 

用户类型 使用说明 

系统用户 用于 OMS系统进程运行的用户。 

系统内部

用户 

MRS集群提供的用于进程通信、保存用户组信息和关

联用户权限的内部用户。 

数据库用

户 

 用于 OMS数据库管理和数据访问的用户。 

 用于业务组件（Hive、Loader 和

DBservice）数据库的用户。 

 

系统用户 

 

 MRS集群需要使用操作系统中 ldap用户，此帐号不能删除，否则可能导致集群无法

正常工作。密码管理策略由操作用户维护。 

 首次修改“ommdba”和“omm”密码需执行重置密码操作。找回密码后建议定期修

改。 

类别 用户名称 初始密码 描述 

MRS 集群

系统用户 

admin MIG2oAMC

AQGhAw@IBAaI

DAgwCAQGkgZ8

@wgZwwVKAHMA

WgAw@IBAKFJM

EgABD4gA 

MRS Manager 记录集

群审计日志的默认用户。 

MRS 集群 ommdba 系统随机 创建 MRS集群系统数



  

5 MRS Manager操作指导 

 

283 

 

类别 用户名称 初始密码 描述 

节点操作系统

用户 

生成 据库的用户。在管理节点

生成，属于操作系统用

户，无需设置为统一的密

码。 

omm 系统随机

生成 

MRS 集群系统的内部

运行用户。在全部节点生

成，属于操作系统用户，

无需设置为统一的密码。 

linux cloud.12

34 

MRS 集群所属节点的

登陆用户。在全部节点生

成，属于操作系统用户 

MRS 集群

作业运行用户 

yarn_use

r 

系统随机

生成 

MRS 集群系统执行作

业的内部用户。在 Core

节点生成。 

 

系统内部用户 

 

以下系统内部用户不能删除，否则可能导致集群或组件无法正常工作。 

类别 默认用户 初始

密码 

描述 

Kerbero

s管理员 

kadmin/ad

min 

Admin

@123 

用于增加、删除、修改

及查询 Kerberos 上的用户

帐号。 

OMS 

Kerberos 管

理员 

kadmin/ad

min 

Admin

@123 

用于增加、删除、修改

及查询 OMS Kerberos 上的

用户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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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默认用户 初始

密码 

描述 

LDAP 管

理员 

cn=root,d

c=hadoop,dc=c

om 

LdapC

hangeMe@1

23 

用于增加、删除、修改

及查询 LDAP 用户帐号信

息。 

OMS 

LDAP管理员 

cn=root,d

c=hadoop,dc=c

om 

LdapC

hangeMe@1

23 

用于增加、删除、修改

及查询 OMS LDAP 用户帐号

信息。 

LDAP 用

户 

cn=pg_sea

rch_dn,ou=Use

rs,dc=hadoop,

dc=com 

pg_se

arch_dn@1

23 

用于查询 LDAP中存储

的用户和用户组信息。 

OMS 

LDAP用户 

cn=pg_sea

rch_dn,ou=Use

rs,dc=hadoop,

dc=com 

pg_se

arch_dn@1

23 

用于查询 OMS LDAP中

存储的用户和用户组信息。 

LDAP 管

理帐户 

cn=krbkdc

,ou=Users,dc=

hadoop,dc=com 

LdapC

hangeMe@1

23 

用于查询 Kerberos组

件认证帐户信息。 

cn=krbadm

in,ou=Users,d

c=hadoop,dc=c

om 

LdapC

hangeMe@1

23 

用于增加、删除、修改

及查询 Kerberos 组件认证

帐户信息。 

组件运

行用户 

oms/manag

er 

系统

随机生成 

用于 Master节点和

Core节点通信的用户。 

check_ker

_M 

系统

随机生成 

Kerberos 内部功能用

户，不能删除，不支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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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默认用户 初始

密码 

描述 

K/M 系统

随机生成 

修改，未安装 Kerberos服

务的节点无法使用内部帐

户。 
kadmin/ch

angepw 

系统

随机生成 

kadmin/hi

story 

系统

随机生成 

krbtgt/HA

DOOP.COM 

系统

随机生成 

 

用户组信息 

默认用户组 描述 

supergroup admin用户的主组，在关闭 Kerberos认证

的集群中没有额外的权限。 

check_sec_ldap 用于内部测试主 LDAP是否工作正常。用户

组随机存在，每次测试时创建，测试完成后自

动删除。系统内部组，仅限组件间内部使用。 

Manager_tenant_18

7 

租户系统用户组。系统内部组，仅限组件

间内部使用，且仅在已启用 Kerberos 认证的集

群中使用。 

System_administra

tor_186 

MRS集群系统管理员组。系统内部组，仅

限组件间内部使用，且仅在已启用 Kerberos认

证的集群中使用。 

Manager_viewer_18

3 

MRS Manager系统查看员组。系统内部

组，仅限组件间内部使用，且仅在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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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用户组 描述 

Kerberos 认证的集群中使用。 

Manager_operator_

182 

MRS Manager系统操作员组。系统内部

组，仅限组件间内部使用，且仅在已启用

Kerberos 认证的集群中使用。 

Manager_auditor_1

81 

MRS Manager系统审计员组。系统内部

组，仅限组件间内部使用，且仅在已启用

Kerberos 认证的集群中使用。 

Manager_administr

ator_180 

MRS Manager系统管理员组。系统内部

组，仅限组件间内部使用，且仅在已启用

Kerberos 认证的集群中使用。 

compcommon MRS集群系统内部组，用于访问集群公共

资源。所有系统用户和系统运行用户默认加入

此用户组。 

default_1000 为租户创建的用户组。系统内部组，仅限

组件间内部使用。 

kafka Kafka普通用户组。添加入本组的用户，

需要被 kafkaadmin组用户授予特定 Topic的读

写权限,才能访问对应 Topic。 

kafkasuperuser Kafka超级用户组。添加入本组的用户，

拥有所有 Topic的读写权限。 

kafkaadmin Kafka管理员用户组。添加入本组的用

户，拥有所有 Topic的创建，删除，授权及读

写权限。 

storm Storm的普通用户组，属于该组的用户拥

有提交拓扑和管理属于自己的拓扑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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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用户组 描述 

stormadmin Storm的管理员用户组，属于该组的用户

拥有提交拓扑和管理所有拓扑的权限。 

 

操作系统用户组 描述 

wheel MRS集群系统内部运行用户“omm”的主

组。 

ficommon MRS集群系统公共组，对应

“compcommon”，可以访问集群在操作系统中

保存的公共资源文件。 

 

数据库用户 

MRS集群系统数据库用户包含 OMS数据库用户、DBService数据库用户。 

 

数据库用户不能删除，否则可能导致集群或组件服务无法正常工作。 

类别 默认用户 初始密码 描述 

OMS 数据

库 

ommdba dbChange

Me@123456 

OMS 数据库管理员用

户，用于创建、启动和停

止等维护操作 

omm ChangeMe

@123456 

OMS 数据库数据访问

用户 

DBServic

e数据库 

omm dbserver

Admin@123 

DBService 组件中

GaussDB 数据库的管理员

用户 

hive HiveUser

@ 

Hive 连接 DBService

数据库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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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默认用户 初始密码 描述 

hue HueUser@

123 

Hue 连接 DBService

数据库用户 

sqoop SqoopUse

r@ 

Loader 连接

DBService 数据库的用户 

 

5.14.2 修改操作系统用户密码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定期修改 MRS集群节点操作系统用户“omm”、“ommdba”的登录密

码，以提升系统运维安全性。 

各节点“omm”、“ommdba”无需设置为统一的密码。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aster1节点，然后登录要修改操作系统用户密码的其他节点。 

步骤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 root。 

sudo su - root 

步骤 3执行如下命令，修改 omm/ommdba 用户密码。 

passwd omm/ommdba 

例如 omm：passwd，系统显示：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 omm.  

New password: 

输入用户的新密码。操作系统的密码修改策略由用户实际使用的操作系统类型决定。 

Retype new password:  

passwd: all authentication tokens updated successfully.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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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 修改 admin 密码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定期修改集群用户“admin”的密码，以提升系统运维安全性。 

前提条件 

主管理节点已更新客户端。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主管理节点。 

步骤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客户端目录： 

cd /opt/client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bigdata_env 

步骤 5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admin”密码。此操作在整个集群中生效。 

kpasswd admin 

先输入旧密码，再输入两次新密码。 

MRS 1.5.0的集群中，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为 6～32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2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其他版本的 MRS集群，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至少为 8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4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不可与当前密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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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5.14.4 修改 Kerberos 管理员密码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定期修改 MRS集群 Kerberos 管理员“kadmin”的密码，以提升系统运

维安全性。 

修改此用户密码将同步修改 OMS Kerberos管理员密码。 

前提条件 

已在 Master1节点准备客户端。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aster1节点。 

步骤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客户端目录“/opt/client”。 

cd /opt/client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bigdata_env 

步骤 5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 kadmin/admin 密码。此操作对所有服务器生效。 

kpasswd kadmin/admin 

MRS 1.5.0的集群中，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为 6～32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2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其他版本的 MRS集群，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至少为 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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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4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不可与当前密码相同。 

----结束 

5.14.5 修改 OMS Kerberos 管理员密码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定期修改 MRS集群 OMS Kerberos 管理员“kadmin”的密码，以提升系

统运维安全性。 

修改此用户密码将同步修改 Kerberos管理员密码。 

前提条件 

已在 Master1准备客户端。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aster1节点。 

步骤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目录。 

cd ${BIGDATA_HOME}/om-0.0.1/meta-0.0.1-SNAPSHOT/kerberos/scripts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component_env 

步骤 5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 kadmin/admin 密码。此操作对所有服务器生效。 

kpasswd kadmin/admin 

MRS 1.5.0的集群中，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为 6～32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2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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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版本的 MRS集群，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至少为 8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4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不可与当前密码相同。 

----结束 

5.14.6 修改 LDAP 管理员和 LDAP 用户密码（含 OMS LDAP）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定期修改 MRS集群的 LDAP管理员用户“cn=root,dc=hadoop,dc=com”

和 LDAP用户“cn=pg_search_dn,ou=Users,dc=hadoop,dc=com”的密码，以提升系统运维安

全性。 

修改此用户密码将同步修改 OMS LDAP管理员或用户密码。 

对系统的影响 

修改密码需要重启全部服务，服务在重启时无法访问。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选择“服务管理 > LdapServer > 更多”。 

步骤 2 单击“修改密码”。 

步骤 3 在“修改密码”对话框的“用户信息”选择要修改的用户。 

步骤 4 在“修改密码”对话框的“旧密码”输入旧密码，“新密码”和“确认密

码”输入新密码。 

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为 16～32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_=+\|[{}];:'",<.>/?中的 3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不可与当前密码相同。 

步骤 5 勾选“我已阅读此信息并了解其影响。”，单击“确定”确认修改并重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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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结束 

5.14.7 修改组件运行用户密码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定期修改 MRS集群组件运行用户的密码，以提升系统运维安全性。 

如果初始密码由系统随机生成，需要直接重置密码。 

对系统的影响 

初始密码为系统随机生成的组件运行用户，在修改密码后需要重启 MRS 集群，重启期间

会造成业务暂时中断。 

前提条件 

已在 Master1节点准备客户端。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aster1节点。 

步骤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客户端目录，例如“/opt/client”。 

cd /opt/client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bigdata_env 

步骤 5 执行以下命令，使用 kadmin/admin 登录控制台。 

kadmin -p kadmin/admin 

步骤 6 执行以下命令，重置组件运行用户密码。此操作对所有服务器生效。 

cpw 组件运行用户名 

例如：cpw oms/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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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1.5.0的集群中，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为 6～32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2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其他版本的 MRS集群，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至少为 8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4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不可与当前密码相同。 

----结束 

5.14.8 修改 OMS 数据库管理员密码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定期修改 OMS数据库管理员的密码，以提升系统运维安全性。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主管理节点。 

 

ommdba 用户密码不支持在备管理节点修改，否则集群无法正常工作。只需在主管理节点执

行修改操作，无需在备管理节点操作。 

步骤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目录。 

cd $OMS_RUN_PATH/tools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 ommdba用户密码。 

mod_db_passwd ommdba 

步骤 5 输入 ommdba 的原密码后，再输入两次新密码。 

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为 16～32位。 



  

5 MRS Manager操作指导 

 

295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_=\|[{}];:",<.>/?中的 3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不可与前 20个历史密码相同。 

显示如下结果，说明修改成功： 

Congratulations, update [ommdba] password successfully. 

----结束 

5.14.9 修改 OMS 数据库数据访问用户密码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定期修改 OMS数据库访问用户的密码，以提升系统运维安全性。 

对系统的影响 

修改密码需要重启 OMS 服务，服务在重启时无法访问。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下，单击“OMS 数据库密码修改”。 

步骤 3 在 omm用户所在行，单击“操作”列下的“修改密码”，修改 OMS数据库密

码。 

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为 8～32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_=\|[{}];:",<.>/?中的 3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不可与前 20个历史密码相同。 

步骤 4 单击“确定”，等待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后单击“完成”。 

步骤 5 在 omm用户所在行，单击“操作”列下的“重启 OMS服务”，重启 OMS数据

库。 

 

如果修改了密码但未重启 OMS数据库，则 omm用户的状态变为“Waiting to restart”且无

法再修改密码，直到重启 OMS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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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我已阅读此信息并了解其影响。”，单击“确

定”，重新启动 OMS服务。 

----结束 

5.14.10 修改组件数据库用户密码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用户定期修改组件数据库用户的密码，以提升系统运维安全性。 

对系统的影响 

修改密码需要重启服务，服务在重启时无法访问。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单击待修改数据库用户服务的名称。 

步骤 2 确定修改哪个组件数据库用户密码。 

 修改 DBService数据库用户密码，直接执行步骤 3。 

 修改 Hive或者 Hue或者 Loader数据库用户密码，需要先停止服务再执行步骤 3。 

单击“停止服务”。 

步骤 3 选择“更多 > 修改密码”。 

步骤 4 根据界面信息，输入新旧密码。 

密码复杂度要求： 

 DBService数据库用户密码字符长度为 16～32位。Hive或 Hue 或 Loader数据库

用户密码字符长度为 8～32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_=\|[{}];:",<.>/?中的 3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不可与前 20个历史密码相同。 

步骤 5 单击“确定”，系统自动重新启动对应的服务。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

击“完成”。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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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1 更换 HA证书 

操作场景 

HA证书用于主备进程与高可用进程的通信过程中加密数据，实现安全通信。该任务指

导用户为 MRS Manager完成主备管理节点的 HA证书替换工作，以确保产品安全使用。 

证书文件和密钥文件可由用户生成。 

对系统的影响 

更换过程中 MRS Manager 需要重启，此时系统无法访问且无法提供服务。 

前提条件 

 获取需要更换的 HA根证书文件“root-ca.crt”和密钥文件“root-ca.pem”。 

 准备一个访问密钥文件的密码 password，例如“Userpwd@123”用于访问密钥文

件。 

密码复杂度要求如下，如果密码复杂度不满足如下要求，可能存在安全风险： 

− 密码字符长度至少为 8个字符 

−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_'(){}[]/<>@#$%^&*+|\=中的 4种类型字符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主管理节点。 

步骤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root 

su - omm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在主管理节点

“${OMS_RUN_PATH}/workspace0/ha/local/cert”目录生成“root-ca.crt”和“root-

ca.pem”： 

sh ${OMS_RUN_PATH}/workspace/ha/module/hacom/script/gen-cert.sh --root-ca --

country=country --state=state --city=city --company=company --organize=organize 

--common-name=commonname --email=管理员邮箱 --password=password 

提示以下信息表示命令执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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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 root-ca pair success. 

步骤 4 在主管理节点以“omm”用户执行以下命令，复制“root-ca.crt”和

“root-ca.pem”到“${BIGDATA_HOME}/om-0.0.1/security/certHA”目录。 

cp -arp ${OMS_RUN_PATH}/workspace0/ha/local/cert/root-ca.* 

${BIGDATA_HOME}/om-0.0.1/security/certHA 

步骤 5 使用“omm”用户将主管理节点生成的“root-ca.crt”和“root-ca.pem”

复制到备管理节点“${BIGDATA_HOME}/om-0.0.1/security/certHA”目录。 

步骤 6 执行以下命令，生成 HA用户证书并自动替换。 

sh ${BIGDATA_HOME}/om-0.0.1/sbin/replacehaSSLCert.sh 

根据提示信息输入 password，并按回车键确认。 

Please input ha ssl cert password: 

界面提示以下信息表示 HA用户证书替换成功： 

[INFO] Succeed to replace ha ssl cert. 

步骤 7 执行以下命令，重启 OMS。 

sh ${BIGDATA_HOME}/om-0.0.1/sbin/restart-oms.sh 

界面提示以下信息： 

start HA successfully. 

步骤 8 登录备管理节点并切换到 omm 用户，重复步骤 6～步骤 7。 

执行 sh ${BIGDATA_HOME}/om-0.0.1/sbin/status-oms.sh，查看管理节点的

“HAAllResOK”是否为“Normal”，并可以重新访问 MRS Manager表示操作成功。 

----结束 

5.14.12 更新集群密钥 

操作场景 

在创建集群时，系统将自动生成加密密钥 key 值以对集群的部分安全信息（例如所有数

据库用户密码、密钥文件访问密码等）进行加密存储。在集群安装成功后，建议用户定期通

过以下操作手动更改密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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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的影响 

 更新集群密钥后，集群中新增加一个随机生成的新密钥，用于加密解密新保存的

数据。旧的密钥不会删除，用于解密旧的加密数据。在修改安全信息后，例如修

改数据库用户密码，新密码将使用新的密钥加密。 

 更新集群密钥需要停止集群，集群停止时无法访问。 

前提条件 

停止依赖集群运行的上层业务应用。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选择“服务管理 > 更多 > 停止集群”。 

在弹出窗口勾选“我已阅读此信息并了解影响。”，单击“确定”，界面提示“操作成

功。”，单击“完成”，集群成功停止。 

步骤 2 登录主管理节点。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防止超时退出。 

TMOUT=0 

步骤 5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目录。 

cd ${BIGDATA_HOME}/om-0.0.1/tools 

步骤 6 执行以下命令，更新集群密钥。 

sh updateRootKey.sh 

根据界面提示，输入 y： 

The root key update is a critical operation.  

Do you want to continue?(y/n): 

界面提示以下信息表示更新密钥成功： 

Step 4-1: The key save path is obtained successfully.  

...  

Step 4-4: The root key is sent successfully. 

步骤 7 在 MRS Manager 界面，选择“服务管理 > 更多 > 启动集群”。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是”，开始启动集群。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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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集群成功启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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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启用 Kerberos 认证的集群 

6.1 Kerberos 认证集群中的用户与权限 

概述 

 MRS 集群用户 

MRS Manager 中的安全帐号，包含用户名、密码等属性，MRS集群的使用者通过这

类用户访问集群中的资源。每个启用 Kerberos认证的 MRS集群可以有多个用户。 

 MRS 集群角色 

用户在实际使用 MRS集群时需根据业务场景获取访问资源的权限，访问资源的权

限是定义到 MRS集群对象上的。集群的角色就是包含一个或者多个权限的集合。

例如，HDFS中某个目录的访问权限，需要在指定的目录上配置，并保存在角色

中。 

MRS Manager支持 MRS 集群用户权限管理功能，使权限管理与用户管理更加直观、易

用。 

 权限管理：使用 RBAC（Role-Based Access Control）方式，即基于角色授予权

限，形成权限的集合。用户通过分配一个或多个已授权的角色取得对应的权限。 

 用户管理：使用 Manager统一管理 MRS集群用户，并通过 Kerberos 协议认证用

户，LDAP协议存储用户信息。 

权限管理 

MRS集群提供的权限包括 MRS Manager和各组件（例如 HDFS、HBase、Hive和 Yarn

等）的操作维护权限，在实际应用时需根据业务场景为各用户分别配置不同权限。为了提升

权限管理的易用性，MRS Manager 引入角色的功能，通过选取指定的权限并统一授予角色，

以权限集合的形式实现了权限集中查看和管理，提升了权限管理的易用性和用户体验。 

角色可以理解为集中一个或多个权限的逻辑体，角色被授予指定的权限，用户通过绑定

角色获得对应的权限。 

一个角色可以有多个权限，一个用户可以绑定多个角色。 

 角色 1：授予操作权限 A和 B，用户 a和用户 b通过绑定角色 1取得对应的权限。 

 角色 2：授予操作权限 C，用户 c和用户 d通过绑定角色 2取得对应的权限。 

 角色 3：授予操作权限 D和 F，用户 a通过绑定配角色 3取得对应的权限。 

例如，MRS集群用户绑定了管理员角色，那么这个用户成为 MRS集群的管理员用户。 

MRS Manager界面显示系统默认创建的角色如表 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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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Manager默认角色与描述 

默认角色 角色描述 

default 为租户创建的角色。 

Manager_admini

strator 

Manager 管理员，具有 Manager 的管理权限。 

Manager_audito

r 

Manager 审计员，具有查看和管理审计信息的

权限。 

Manager_operat

or 

Manager 操作员，具有除租户管理、配置管理

和集群管理功能以外的权限。 

Manager_viewer Manager 查看员，具有查看系统概览，服务，

主机，告警，审计日志等信息的权限。 

System_adminis

trator 

系统管理员，具有 Manager 的管理权限及所有

服务管理员的所有权限。 

Manager_tenant Manager 租户管理页面查看角色，具有

Manager“租户管理”页面查看权限。 

 

通过 MRS Manager创建角色时支持对 Manager 和组件进行授权管理，如表 6-2所示。 

表6-2 Manager与组件授权管理 

授权类型 授权描述 

Manager Manager 

Manager 访问与登录权限。 

HBase HBase 管理员权限设置和表、列族授权。 

HDFS HDFS 中的目录和文件授权。 

Hive  Hive Admin Privilege 



  

6 管理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 

 

303 

 

授权类型 授权描述 

Hive 管理员权限。 

 Hive Read Write Privileges 

Hive 数据表管理权限，可设置与管理已创

建的表的数据操作权限。 

Hue 存储策略管理员权限。 

Yarn  Cluster Admin Operations 

Yarn 管理员权限。 

 Scheduler Queue 

队列资源管理。 

 

用户管理 

支持 Kerberos认证的 MRS集群使用 Kerberos 协议和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协议来配合工作，实现用户管理： 

 Kerberos用于在用户登录 MRS Manager 与使用组件客户端时认证用户身份，未启

用 Kerberos 认证的集群则不认证用户身份。 

 LDAP用于存储用户记录、用户组信息与权限信息等用户信息。 

MRS集群支持在 MRS Manager 执行创建用户或者修改用户等任务时，系统自动完成更新

Kerberos 和 LDAP的用户数据，用户登录 MRS Manager 或使用组件客户端时，系统自动完成

认证用户身份和获取用户信息。这样一方面保证了用户管理的安全性，另一方面简化了用户

管理的操作任务。MRS Manager 还提供了用户组功能，可对单个或多个用户进行分类管理： 

 用户组为一批用户的集合，可对用户进行分类管理。系统中的用户可以单独存在

也可以加入到某个用户组中。 

 对已分配角色的用户组来说，当用户添加到该组时，用户组分配的角色权限将授

权给用户。 

MRS Manager界面显示系统默认创建的用户组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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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Manager默认用户组与描述 

用户组名称 描述 

hadoop 将用户加入此用户组，可获得所有 Yarn队列

的任务提交权限。 

hbase 普通用户组，将用户加入此用户组不会获得额

外的权限。 

hive 将用户加入此用户组，可以使用 Hive。 

spark 普通用户组，将用户加入此用户组不会获得额

外的权限。 

supergroup 将用户加入此用户组，可获得 HBase、HDFS和

Yarn的管理员权限，并可以使用 Hive。 

kafka Kafka 普通用户组。添加入本组的用户，需要

被 kafkaadmin 组用户授予特定 Topic 的读写权限,

才能访问对应 Topic。 

kafkasuperuser Kafka 超级用户组。添加入本组的用户，拥有

所有 Topic 的读写权限。 

kafkaadmin Kafka 管理员用户组。添加入本组的用户，拥

有所有 Topic的创建，删除，授权及读写权限。 

storm Storm 的普通用户组，属于该组的用户拥有提

交拓扑和管理属于自己的拓扑的权限。 

stormadmin Storm 的管理员用户组，属于该组的用户拥有

提交拓扑和管理所有拓扑的权限。 

 

启用 Kerberos认证的 MRS集群默认创建“admin”用户帐号，用于集群管理员维护集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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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概述 

在实际业务中，MRS集群用户需要先明确大数据的业务场景，规划集群用户对应的权

限。然后在 Manager界面创建角色，并设置角色包含的权限以匹配业务的需求。如果需要统

一管理单个或多个相同业务场景中的用户，MRS Manager 提供了用户组的功能，管理员可以

创建用户组。 

 

如果角色设置 HDFS、HBase、Hive 或 Yarn各组件的权限，仅可以使用组件自身功能。如果

还需要使用 MRS Manager，请在角色中添加对应的 Manager权限。 

图6-1 创建用户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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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Kerberos 认证集群中的默认用户清单 

用户分类 

MRS集群提供以下 3类用户，请用户定期修改密码，不建议使用默认密码。 

用户类型 使用说明 

系统用户  通过 MRS Manager创建，是 MRS集群操作运

维与业务场景中主要使用的用户，包含两种类型： 

− “人机”用户：用于在 MRS Manager 的操作

运维场景，以及在组件客户端操作的场景。 

− “机机”用户：用于 MRS集群应用开发的场

景。 

 用于 OMS系统进程运行的用户。 

系统内部

用户 

MRS集群提供的用于进程通信、保存用户组信息和关

联用户权限的内部用户。 

数据库用

户 

 用于 OMS数据库管理和数据访问的用户。 

 用于业务组件（Hive、Hue、Loader和

DBservice）数据库的用户。 

 

系统用户 

 

 MRS集群需要使用操作系统中 ldap用户，此帐号不能删除，否则可能导致集群无法

正常工作。密码管理策略由操作用户维护。 

 首次修改“ommdba”和“omm”用户需要执行重置密码操作。找回密码后建议定期修

改。 

类别 用户名称 初始密码 描述 

MRS 集群

系统管理员 

admin 在集群创

建时由用户指

MRS Manager 的管理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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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用户名称 初始密码 描述 

定。 此外还具有以下权

限： 

 具有 HDFS、

ZooKeeper 普通用户的

权限。 

 具有提交、查

询 Mapreduce、YARN任

务的权限，以及 YARN

队列管理权限和访问

YARN WebUI 的权限。 

 Storm中，具

有提交、查询、激活、

去激活、重分配、删除

拓扑的权限，可以操作

所有拓扑。 

 Kafka服务

中，具有创建、删除、

授权、Reassign、消

费、写入、查询主题的

权限。 

MRS 集群

节点操作系统

用户 

ommdba 系统随机

生成 

创建 MRS集群系统数

据库的用户。在管理节点

生成，属于操作系统用

户，无需设置为统一的密

码。 

omm 系统随机

生成 

MRS 集群系统的内部

运行用户。在全部节点生

成，属于操作系统用户，

无需设置为统一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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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用户名称 初始密码 描述 

MRS 集群

作业运行用户 

yarn_use

r 

系统随机

生成 

MRS 集群执行作业的

内部用户。在 Core节点

生成。 

 

系统内部用户 

 

以下系统内部用户不能删除，否则可能导致集群或组件无法正常工作。 

类别 默认用户 初

始密码 

描述 

Kerbero

s管理员 

kadmin/admi

n 

Adm

in@123 

用于增加、删除、修改

及查询 Kerberos 上的用户

帐号。 

OMS 

Kerberos 管

理员 

kadmin/admi

n 

Adm

in@123 

用于增加、删除、修改

及查询 OMS Kerberos 上的

用户帐号。 

LDAP 管

理员 

cn=root,dc=

hadoop,dc=com 

Lda

pChange

Me@123 

用于增加、删除、修改

及查询 LDAP 用户帐号信

息。 

OMS 

LDAP管理员 

cn=root,dc=

hadoop,dc=com 

Lda

pChange

Me@123 

用于增加、删除、修改

及查询 OMS LDAP 用户帐号

信息。 

LDAP 用

户 

cn=pg_searc

h_dn,ou=Users,d

c=hadoop,dc=com 

pg_

search_

dn@123 

用于查询 LDAP中存储

的用户和用户组信息。 

OMS 

LDAP用户 

cn=pg_searc

h_dn,ou=Users,d

pg_

search_

用于查询 OMS LDAP中

存储的用户和用户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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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默认用户 初

始密码 

描述 

c=hadoop,dc=com dn@123 

LDAP 管

理帐户 

cn=krbkdc,o

u=Users,dc=hado

op,dc=com 

Lda

pChange

Me@123 

用于查询 Kerberos组

件认证帐户信息。 

cn=krbadmin

,ou=Users,dc=ha

doop,dc=com 

Lda

pChange

Me@123 

用于增加、删除、修改

及查询 Kerberos 组件认证

帐户信息。 

MRS 集群

查询用户 

executor 系

统随机

生成 

用于在 MRS管理控制台

查询启用 Kerberos认证的

集群信息。 

组件运

行用户 

hdfs Hdf

s@123 

HDFS 系统管理员，用

户权限： 

1. 文件系统操作权限： 

 查看、修改、

创建文件 

 查看、创建目

录 

 查看、修改文

件属组 

 查看、设置用

户磁盘配额 

2. HDFS管理操作权限： 

 查看 webUI页

面状态 

 查看、设置

HDFS 主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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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默认用户 初

始密码 

描述 

 进入、退出

HDFS 安全模式 

 检查 HDFS文件

系统 

hbase Hba

se@123 

HBase 系统管理员，用

户权限： 

 集群管理权限: 

表的 Enable、Disable

操作，触发

MajorCompact，ACL操作 

 授权或回收权

限，集群关闭等操作相

关的权限 

 表管理权限: 

建表、修改表、删除表

等操作权限 

 数据管理权

限：表级别、列族级别

以及列级别的数据读写

权限 

 访问 HBase 

WebUI 的权限 

mapred Map

red@123 

MapReduce 系统管理

员，用户权限： 

 提交、停止和

查看 MapReduce 任务的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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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默认用户 初

始密码 

描述 

 修改 Yarn配置

参数的权限 

 访问 Yarn、

MapReduce WebUI 的权限 

spark Spa

rk@123 

Spark 系统管理员，用

户权限： 

 访问 Spark 

WebUI 的权限 

 提交 Spark任

务的权限 

oms/manager 系

统随机

生成 

用于 Controller和

NodeAgent 认证的用户，拥

有“supergroup”组权限。 

backup/mana

ger 

系

统随机

生成 

用于运行备份恢复任务

的用户，拥有

“supergroup”组权限。 

hdfs/hadoop

.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HDFS 系统启动用户，

用户权限： 

1. 文件系统操作权限： 

 查看、修改、

创建文件 

 查看、创建目

录 

 查看、修改文

件属组 

 查看、设置用



  

6 管理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 

 

312 

 

类别 默认用户 初

始密码 

描述 

户磁盘配额 

2. HDFS管理操作权限： 

 查看 webUI页

面状态 

 查看、设置

HDFS 主备状态 

 进入、退出

HDFS 安全模式 

 检查 HDFS文件

系统 

mapred/hado

op.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MapReduce 系统启动用

户，用户权限： 

 提交、停止和

查看 MapReduce 任务的

权限 

 修改 Yarn配置

参数的权限 

mr_zk/hadoo

p.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用于 MapReduce访问

ZooKeeper。 

hbase/hadoo

p.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HBase 系统启动过程用

于内部组件之间认证的用

户。 

hbase/zkcli

ent.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安全集群下，HBase做

ZooKeeper 认证时使用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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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默认用户 初

始密码 

描述 

thrift/hado

op.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ThriftServer 系统启

动用户。 

thrift/<hos

tname> 

系

统随机

生成 

ThriftServer 系统访

问 HBase 的用户，拥有

HBase所有 NameSpace和表

的读、写、执行、创建和管

理的权限。<hostname>表示

集群中安装 ThriftServer

节点的主机名。 

hive/hadoop

.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Hive 系统启动过程用

于内部组件之间认证的用

户，用户权限： 

1. Hive管理员权限： 

 数据库的创

建、删除、修改 

 表的创建、查

询、修改、删除 

 数据的查询、

插入、加载 

2. HDFS文件操作权限： 

 查看、修改、

创建文件 

 查看、创建目

录 

 查看、修改文

件属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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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默认用户 初

始密码 

描述 

3. 提交、停止 MapReduce任务

的权限 

spark/hadoo

p.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Spark 系统启动用户。 

spark_zk/ha

doop.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用于 Spark访问

ZooKeeper。 

zookeeper/h

adoop.hadoop.co

m 

系

统随机

生成 

Zookeeper 系统启动用

户。 

zkcli/hadoo

p.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登录 ZooKeeper服务器

用户。 

kafka/hadoo

p.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Kafka 系统进行安全认

证的用户。 

storm/hadoo

p.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Storm 系统启动用户。 

storm_zk/ha

doop.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用于 Worker进程访问

ZooKeeper。 

loader/hado

op.hado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Loader 系统启动与

Kerberos 认证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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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默认用户 初

始密码 

描述 

HTTP/<hostn

ame> 

系

统随机

生成 

用于连接各组件的

HTTP接口，<hostname>表

示集群中节点主机名。 

flume 系

统随机

生成 

Flume 系统启动用户，

用于访问 HDFS和 HBase，

对 HDFS目录“/flume”有

读写权限。 

check_ker_M 系

统随机

生成 

Kerberos 内部功能用

户，不能删除，不支持密码

修改，未安装 Kerberos服

务的节点无法使用内部帐

户。 
K/M 系

统随机

生成 

kadmin/chan

gepw 

系

统随机

生成 

kadmin/hist

ory 

系

统随机

生成 

krbtgt/HADO

OP.COM 

系

统随机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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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组信息 

默认用户组 描述 

hadoop 将用户加入此用户组，可获得所有 Yarn队

列的任务提交权限。 

hbase 普通用户组，将用户加入此用户组不会获

得额外的权限。 

hive 将用户加入此用户组，可以使用 Hive。 

spark 普通用户组，将用户加入此用户组不会获

得额外的权限。 

supergroup 将用户加入此用户组，可获得 HBase、

HDFS 和 Yarn的管理员权限，并可以使用

Hive。 

check_sec_ldap 用于内部测试主 LDAP是否工作正常。用户

组随机存在，每次测试时创建，测试完成后自

动删除。系统内部组，仅限组件间内部使用。 

Manager_tenant_18

7 

租户系统用户组。系统内部组，仅限组件

间内部使用。 

System_administra

tor_186 

MRS集群系统管理员组。系统内部组，仅

限组件间内部使用。 

Manager_viewer_18

3 

MRS Manager系统查看员组。系统内部

组，仅限组件间内部使用。 

Manager_operator_

182 

MRS Manager系统操作员组。系统内部

组，仅限组件间内部使用。 

Manager_auditor_1

81 

MRS Manager系统审计员组。系统内部

组，仅限组件间内部使用。 

Manager_administr MRS Manager系统管理员组。系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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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用户组 描述 

ator_180 组，仅限组件间内部使用。 

compcommon MRS系统内部组，用于访问集群公共资

源。所有系统用户和系统运行用户默认加入此

用户组。 

default_1000 为租户创建的用户组。系统内部组，仅限

组件间内部使用。 

kafka Kafka普通用户组。添加入本组的用户，

需要被 kafkaadmin组用户授予特定 Topic的读

写权限,才能访问对应 Topic。 

kafkasuperuser Kafka超级用户组。添加入本组的用户，

拥有所有 Topic的读写权限。 

kafkaadmin Kafka管理员用户组。添加入本组的用

户，拥有所有 Topic的创建，删除，授权及读

写权限。 

storm Storm的普通用户组，属于该组的用户拥

有提交拓扑和管理属于自己的拓扑的权限。 

stormadmin Storm的管理员用户组，属于该组的用户

拥有提交拓扑和管理所有拓扑的权限。 

 

操作系统用户组 描述 

wheel MRS集群系统内部运行用户“omm”的主

组。 

ficommon MRS集群系统公共组，对应

“compcommon”，可以访问集群在操作系统中

保存的公共资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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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用户 

MRS集群系统数据库用户包含 OMS数据库用户、DBService数据库用户。 

 

数据库用户不能删除，否则可能导致集群或组件服务无法正常工作。 

类别 默认用户 初始密码 描述 

OMS 数据

库 

ommdba dbChange

Me@123456 

OMS 数据库管理员用

户，用于创建、启动和停

止等维护操作 

omm ChangeMe

@123456 

OMS 数据库数据访问

用户 

DBServic

e数据库 

omm dbserver

Admin@123 

DBService 组件中

GaussDB 数据库的管理员

用户 

hive HiveUser

@ 

Hive 连接 DBService

数据库用户 

hue HueUser@

123 

Hue 连接 DBService

数据库用户 

sqoop SqoopUse

r@ 

Loader 连接

DBService 数据库的用户 

 

6.3 创建角色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管理员用户在 MRS Manager创建角色，并对 Manager和组件进行授权管理。 

MRS Manager支持的角色数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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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管理员用户已明确业务需求。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选择“系统设置 > 角色管理”。 

步骤 2 单击“添加角色”，然后在“角色名称”和“描述”输入角色名字与描述。 

“角色名称”为必选参数，字符长度为 3到 30，可以包含数字、字母和下划线。“描

述”为可选参数。 

步骤 3 设置角色“权限”。 

1. 单击“服务名”，并选择一个“视图名”。 

2. 勾选一个或多个权限。 

 

 “权限”为可选参数。 

 在选择“视图”设置组件的权限时，可通过右上角的“搜索”框输入资源名称，然后

单击 显示搜索结果。 

 搜索范围仅包含当前权限目录，无法搜索子目录。搜索关键字支持模糊搜索，不区分

大小写。支持搜索下一页的结果。 

表6-4 Manager权限描述 

支持权限管理的资

源 

权限设置说明 

“Alarm” Manager告警功能授权，勾选“View”表

示可以查看告警，勾选“Management”表示可

以管理告警。 

“Audit” Manager审计日志功能授权，勾选

“View”表示可以查看审计，勾选

“Management”表示可以管理审计。 

“Dashboard” Manager概览功能授权，勾选“View”表

示可以查看集群概览。 

“Hosts” Manager集群节点管理功能授权，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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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权限管理的资

源 

权限设置说明 

“View”表示可以查看节点，勾选

“Management”表示可以管理节点。 

“Services” MRS集群服务管理功能授权，勾选

“View”表示可以查看服务，勾选

“Management”表示可以管理服务。 

“System_cluster_

management” 

MRS集群管理授权，勾选“Management”

表示可以使用 MRS补丁管理功能。 

“System_configur

ation” 

MRS集群配置功能授权，勾选

“Management”表示可以使用 Manager配置

MRS 集群。 

“System_task” MRS集群任务功能授权，勾选

“Management”表示可以使用 Manager管理

MRS 集群的周期任务。 

“Tenant” Manager多租户管理功能授权，勾选

“Management”表示可以查看 Manager的租户

管理页面。 

 

表6-5 HBase权限描述 

支持权限管理的资

源 

权限设置说明 

“SUPER_USER_GROU

P” 

选中时表示授予 HBase管理员权限。 

“Global” HBase的一种资源类型，表示 HBase整体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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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权限管理的资

源 

权限设置说明 

“Namespace” HBase的一种资源类型，表示命名空间，

用来保存 HBase表。具体权限： 

 “Admin”：表示管理此命名空间

的权限。 

 “Create”：表示在此命名空间创

建 HBase表的权限。 

 “Read”：表示访问此命名空间的

权限。 

 “Write”：表示写入此命名空间

数据的权限。 

 “Execute”：表示可执行协处理

器（Endpoint）的权限。 

“Table” HBase的一种资源类型，表示数据表，用

来保存数据。具体权限： 

 “Admin”：表示管理此数据表的

权限。 

 “Create”：表示在此数据表创建

列族和列的权限。 

 “Read”：表示读取数据表的权

限。 

 “Write”：表示写入数据到表的

权限。 

 “Execute”：表示可执行协处理

器（Endpoint）的权限。 

“ColumnFamily” HBase的一种资源类型，表示列族，用来

保存数据。具体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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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权限管理的资

源 

权限设置说明 

 “Create”：表示在此列族创建列

的权限。 

 “Read”：表示读取列族的权限。 

 “Write”：表示写入数据到列族

的权限。 

“Qualifier” HBase的一种资源类型，表示列，用来保

存数据。具体权限： 

 “Read”：表示读取列的权限。 

 “Write”：表示写入数据到列的

权限。 

 

HBase中每一级资源类型的权限默认会传递到下级资源类型。例如命名空间

“default”添加了“Read”和“Write”权限，则命名空间中的表、列族和列自动添加该权

限。 

表6-6 HDFS权限描述 

支持权限管理的资

源 

权限设置说明 

“Folder” HDFS的一种资源类型，表示 HDFS目录，

可以保存文件或子目录。具体权限： 

 “Read”：表示访问此 HDFS目录

的权限。 

 “Write”：表示在此 HDFS目录写

入数据的权限。 

 “Execute”：表示执行操作的权

限。在添加访问或写入权限必须同时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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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权限管理的资

源 

权限设置说明 

“Files” HDFS的一种资源类型，表示 HDFS中的文

件。具体权限： 

 “Read”：表示访问此文件的权

限。 

 “Write”：表示写入此文件的权

限。 

 “Execute”：表示执行操作的权

限。在添加访问或写入权限必须同时勾选。 

 

HDFS中每一级目录的权限默认不会传递到下级目录类型。例如目录“tmp”添加了

“Read”和“Execute”，需要同时勾选“递归”才能为子目录添加权限。 

表6-7 Hive权限描述 

支持权限管理的资

源 

权限设置说明 

“Hive Admin 

Privilege” 

选中时表示授予 Hive管理员权限。 

“Database” Hive的一种资源类型，表示 Hive数据

库，用来保存 Hive表。具体权限： 

 “Select”：表示查询 Hive数据

库的权限。 

 “Delete”：表示在 Hive数据库

执行删除操作的权限。 

 “Insert”：表示在 Hive数据库

执行插入操作的权限。 

 “Create”：表示在 Hive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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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权限管理的资

源 

权限设置说明 

执行创建操作的权限。 

“Table” Hive的一种资源类型，表示 Hive表，用

来保存数据。具体权限： 

 “Select”：表示查询 Hive表的

权限。 

 “Delete”：表示在 Hive表执行

删除操作的权限。 

 “Update”：表示为角色添加 Hive

表的“Update”权限。 

 “Insert”：表示在 Hive表执行

插入操作的权限。 

 “Grant of Select”：选中表示

属于此角色的用户可以使用 Hive语句为其

他用户添加“Select”权限。 

 “Grant of Delete”：选中表示

属于此角色的用户可以使用 Hive语句为其

他用户添加“Delete”权限。 

 “Grant of Update”：选中表示

属于此角色的用户可以使用 Hive语句为其

他用户添加“Update”权限。 

 “Grant of Insert”：选中表示

属于此角色的用户可以使用 Hive语句为其

他用户添加“Insert”权限。 

 

Hive中每一级资源类型的权限默认会传递到下级资源类型。例如数据库“default”添

加了“Select”和“Insert”权限，则数据库中的表和列自动添加该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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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 YARN权限描述 

支持权限管理的资

源 

权限设置说明 

“Cluster Admin 

Operations” 

选中时表示授予 YARN管理员权限。 

“root” YARN的根队列。具体权限： 

 “Submit”：表示在队列提交作业

的权限。 

 “Admin”：表示管理当前队列的

权限。 

“Parent Queue” YARN的一种资源类型，表示父队列，可以

包含子队列。根队列也属于父队列的一种。具

体权限： 

 “Submit”：表示在队列提交作业

的权限。 

 “Admin”：表示管理当前队列的

权限。 

“Leaf Queue” YARN的一种资源类型，表示叶子队列。具

体权限： 

 “Submit”：表示在队列提交作业

的权限。 

 “Admin”：表示管理当前队列的

权限。 

 

YARN中每一级资源类型的权限默认会传递到下级资源类型。例如队列“root”添加了

“Submit”权限，则子队列自动添加该权限。子队列继承的权限不在“权限”表格显示被选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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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 Hue权限描述 

支持权限管理的资

源 

权限设置说明 

“Storage Policy 

Admin” 

选中时表示授予 Hue中存储策略管理员权

限。 

 

步骤 4 单击“确定”完成，返回“角色管理”。 

----结束 

相关任务 

修改角色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角色管理”。 

步骤 3 在要修改角色所在的行，单击“修改”，修改角色信息。 

 

修改角色分配的权限，最长可能需要 3分钟时间生效。 

步骤 4 单击“确定”完成修改操作。 

----结束 

删除角色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角色管理”。 

步骤 3 在要删除角色所在的行，单击“删除”。 

步骤 4 单击“确定”完成删除操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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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创建用户组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管理员用户通过 MRS Manager创建新用户组并指定其操作权限，使用户组可

以统一管理加入用户组的单个或多个用户。用户加入用户组后，可获得用户组具有的操作权

限。 

MRS Manager支持用户组数为 100。 

前提条件 

管理员用户已明确业务需求，并已创建业务场景需要的角色。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用户组管理”。 

步骤 3 在组列表上方，单击“添加用户组”。 

步骤 4 填写“组名”和“描述”。 

“组名”为必选参数，字符长度为 3到 20，可以包含数字、字母和下划线。“描述”

为可选参数。 

步骤 5 在“角色”，单击“选择添加角色”选择指定的角色并添加。 

如果不添加角色，则当前创建的用户组没有使用 MRS集群的权限。 

步骤 6 单击“确定”完成用户组创建。 

----结束 

相关任务 

修改用户组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用户组管理”。 

步骤 3 在要修改用户组所在的行，单击“修改”，修改用户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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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组修改分配的角色权限，最长可能需要 3分钟时间生效。 

步骤 4 单击“确定”完成修改操作。 

----结束 

删除用户组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用户组管理”。 

步骤 3 在要删除用户组所在的行，单击“删除”。 

步骤 4 单击“确定”完成删除操作。 

----结束 

6.5 创建用户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管理员根据实际业务场景需要，通过 MRS Manager创建新用户并指定其操作

权限以满足业务使用。 

MRS Manager支持的用户数为 1000。 

前提条件 

管理员已明确业务需求，并已创建业务场景需要的角色和用户组。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用户管理”。 

步骤 3 在用户列表上方，单击“添加用户”。 

步骤 4 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参数，填写“用户名”。 

 

 不支持创建两个名称相同但大小写不同的用户。例如已创建用户“User1”，无法创建

用户“user1”。 

 使用已创建的用户时，请输入和用户名完全一样的大小写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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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名”为必选参数，字符长度为 3到 20，可以包含数字、字母和下划线。 

 “root”、“omm”和“ommdba”为系统保留用户，请选择其他用户名。 

步骤 5 设置“用户类型”，可选值包括“人机”和“机机”。 

 “人机”用户：用于在 MRS Manager的操作运维场景，以及在组件客户端操作的

场景。选择该值需同时填写“密码”和“确认密码”。 

 “机机”用户：用于 MRS应用开发的场景。选择该值用户密码随机生成，无需填

写。 

步骤 6 在“用户组”，单击“选择添加的用户组”，选择对应用户组将用户添加进

去。 

 

 如果用户组添加了角色，则用户可获得对应角色中的权限。 

 为新用户分配 Hive的权限，请将用户加入 hive组。 

 如果用户需要管理租户资源，用户组必须分配了 Manager_tenant 角色以及租户对应

的角色。 

步骤 7 在“主组”选择一个组作为用户创建目录和文件时的主组。下拉列表包含

“用户组”中勾选的全部组。 

步骤 8 根据业务实际需要在“分配角色权限”，单击“选择绑定角色”为用户添加

角色。 

 

 创建用户时，如果用户从用户组获得的权限还不满足业务需要，则可以再分配其他已

创建的角色。为新用户分配角色授权，最长可能需要 3分钟时间生效。 

 创建用户时添加角色可细化用户的权限。 

 没有为新用户分配角色时，此用户可以访问 HDFS、HBase、Yarn、Spark和 Hue的

WebUI。 

步骤 9 根据业务实际需要“描述”。 

“描述”为可选参数。 

步骤 10 单击“确定”完成用户创建。 

第一次在 MRS集群中使用新创建的用户，例如登录 Manager或者使用集群客户端，需要

修改密码，具体请参见《修改操作用户密码》。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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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修改用户信息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管理员用户在 MRS Manager修改已创建的用户信息，包括修改用户组、主

组、角色和描述。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用户管理”。 

步骤 3 在要修改用户所在的行，单击“修改”，修改用户信息。 

 

为用户修改用户组或分配的角色权限，最长可能需要 3分钟时间生效。 

步骤 4 单击“确定”完成修改操作。 

----结束 

6.7 锁定用户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管理员用户将 MRS集群中的用户锁定。用户被锁定后，不能在 MRS Manager

重新登录或在集群中重新进行安全认证。 

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锁定用户，锁定后的用户需要管理员手动解锁或者等待锁定时间结

束才能恢复使用： 

 自动锁定：通过设置密码策略中的“允许输入错误次数”，将超过登录失败次数的

用户自动锁定。具体操作请参见 6.13 修改密码策略。 

 手动锁定：由管理员通过手动的方式将用户锁定。 

以下将具体介绍手动锁定。不支持锁定“机机”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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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要锁定用户所在行，单击“锁定用户”，锁定用户。 

步骤 4 在弹出的提示窗口，单击“确定”完成锁定操作。 

----结束 

6.8 解锁用户 

操作场景 

在用户输入错误密码次数大于允许输入错误次数，造成用户被锁定的场景下，管理员用

户可以通过 MRS Manager 为锁定的用户解锁。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用户管理”。 

步骤 3 在要解锁用户所在行，选择“解锁用户”，解锁用户。 

步骤 4 在弹出的提示窗口，单击“确定”完成解锁操作。 

----结束 

6.9 删除用户 

操作场景 

MRS集群用户不再需要使用时，管理员可以 MRS Manager 中删除此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用户管理”。 

步骤 3 在要删除用户所在的行，选择“更多 > 删除”。 

步骤 4 单击“确定”完成删除操作。 

----结束 



  

6 管理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 

 

332 

 

6.10 修改操作用户密码 

操作场景 

出于 MRS集群安全的考虑，“人机”类型系统用户密码必须定期修改。该任务指导用户

通过 MRS Manager完成修改自身密码工作。 

对系统的影响 

修改 MRS集群用户密码后，如果以前下载过用户认证文件，则需要重新下载并获取

keytab 文件。 

前提条件 

 从管理员获取当前的密码策略。 

 从管理员获取 MRS Manager访问地址。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移动鼠标到界面右上角的 。 

在弹出菜单，选择“修改密码”。 

步骤 2 分别输入“旧密码”、“新密码”、“确认新密码”，单击“确定”完成修

改。 

MRS 1.5.0的集群中，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为 6～32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2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其他版本的 MRS集群，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至少为 8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4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不可与当前密码相同。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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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初始化系统用户密码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管理员在用户遗忘密码或公共帐号密码需要定期修改时，通过 MRS Manager

初始化密码。初始化密码后用户首次使用需要修改密码。 

对系统的影响 

初始化 MRS集群用户密码后，如果以前下载过用户认证文件，则需要重新下载并获取

keytab 文件。 

初始化“人机”用户密码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用户管理”。 

步骤 3 在要初始化密码用户所在行，单击“更多 > 初始化密码”，按界面提示信

息修改用户密码。 

在弹出窗口中输入当前登录的管理员密码确认管理员身份，单击“确定”，然后在“初

始化密码”单击“确定”。 

MRS 1.5.0的集群中，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为 6～32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2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其他版本的 MRS集群，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至少为 8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4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不可与当前密码相同。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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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机机”用户密码 

步骤 1根据业务情况，准备好客户端，并登录安装客户端的节点。 

步骤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客户端目录，例如“/opt/client”。 

cd /opt/client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bigdata_env 

步骤 5 执行以下命令，使用 kadmin/admin 登录控制台。 

kadmin -p kadmin/admin 

步骤 6 执行以下命令，重置组件运行用户密码。此操作对所有服务器生效。 

cpw 组件运行用户名 

例如：cpw oms/manager 

MRS 1.5.0的集群中，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为 6～32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2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其他版本的 MRS集群，默认密码复杂度要求： 

 密码字符长度至少为 8位。 

 至少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空格、特殊字符~`!?,.:;-

_'(){}[]/<>@#$%^&*+|\=中的 4种类型字符。 

 不可和用户名相同或用户名的倒序字符相同。 

 不可与当前密码相同。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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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下载用户认证文件 

操作场景 

用户开发大数据应用程序并在支持 Kerberos 认证的 MRS集群中运行此程序时，需要准

备访问 MRS集群的“机机”用户认证文件。认证文件中的 keytab文件可用于认证用户身

份。 

该任务指导管理员用户通过 MRS Manager下载“机机”用户认证文件并导出 keytab文

件。 

 

如果选择下载“人机”用户的认证文件，在下载前需要使用 Manager 修改过一次此用户的密

码使管理员设置的初始密码失效，否则导出的 keytab文件无法使用。请参见 6.10 修改操作用

户密码。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用户管理”。 

步骤 3 在需导出 keytab文件用户所在的行，选择“更多 > 下载认证凭据”下载认

证文件，待文件自动生成后指定保存位置，并妥善保管该文件。 

步骤 4 使用解压程序打开认证文件。 

 “user.keytab”表示用户 keytab文件，用于认证用户身份。 

 “krb5.conf”表示认证服务器配置文件，应用程序在进行用户认证身份时根据该

文件的配置信息连接认证服务器。 

----结束 

6.13 修改密码策略 

操作场景 

该任务指导管理员用户设置密码安全规则、用户登录安全规则及用户锁定规则。由于

“机机”用户密码随机生成，在 MRS Manager设置密码策略只影响“人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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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策略涉及用户管理的安全性，请根据业务安全要求谨慎修改，否则会有安全性风

险。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步骤 2 单击“密码策略配置”。 

步骤 3 根据界面提示，修改密码策略，具体参数参见表 6-10。 

表6-10 密码策略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描述 

最小密码长度 密码包含的最小字符个数，取值范

围是 6～32。默认值为“6”。 

字符类型的数目 密码字符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

母、数字、空格和特殊符号（包含

~`!?,.:;-_'(){}[]/<>@#$%^&*+|\=）

的最小种类。可选择数值为“2”、

“3”和“4”。默认值“2”表示至少

必须使用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

特殊符号和空格中的任意 2种。 

密码有效期（天） 密码有效使用天数，取值范围 0～

90，0表示永久有效。默认值为

“90”。 

密码失效提前提醒天数 提前一段时间提醒密码即将失效。

设置后，若集群时间和该用户密码失效

时间的差小于该值，则说明用户进入密

码失效提醒期。用户登录 MRS Manager

时会提示用户密码即将过期，是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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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描述 

修改密码。取值范围为“0”-“X”，

（“X”为密码有效期的一半，向下取

整）。“0”表示不提醒。默认值为

“5”。 

认证失败次数重置时间间

隔（分钟） 

密码输入错误次数保留的时间间隔

（分钟），取值范围为 0～1440。“0”

表示永远有效，“1440”表示 1天。默

认值为“5”。 

密码连续错误次数 用户输入错误密码超过配置值后将

锁定，取值范围为 3～30。默认值为

“5”。 

用户锁屏时间（分钟） 满足用户锁定条件时，用户被锁定

的时长，取值范围为 5～120。默认值为

“5”。 

 

----结束 

6.14 配置跨集群互信 

操作场景 

启用了 Kerberos认证的集群 A需要访问另一个启用 Kerberos认证集群 B的资源前，需

要管理员用户为这两个集群设置互信。 

如果未配置跨集群互信，每个集群资源仅能被本集群用户访问。MRS自动为每个集群定

义一个唯一且不重复的“域名”，用于表示用户的基本使用范围。 

对系统的影响 

 配置跨集群互信后，外部集群的用户可以在本集群中跨域使用，请根据业务与安

全要求，定期检视集群中用户的权限。 

 配置跨集群互信，需要分别重启两个集群，集群在重启期间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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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跨集群互信后，互信的两个集群均会增加内部用户“krbtgt/本集群域名@外
部集群域名”、“krbtgt/外部集群域名@本集群域名”，不支持删除。密码默认为

“Admin@123”。 

 配置跨集群互信后，请重新准备客户端。 

前提条件 

 配置互信的两个集群都需要启用 Kerberos 认证。例如规划创建两个启用 Kerberos

认证的分析集群。 

 配置互信的两个集群，必须在相同的 VPC和子网中。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管理控制台，分别查看两个集群的所有安全组。 

每个集群包含两个安全组，即 Master节点和 Core节点的安全组。 

步骤 2 在 VPC管理控制台，分别为每个安全组添加规则。 

规则的“协议”为“ANY”，“传输方向”为“入规则”，“源”为“安全组”且是对

端集群的安全组。需要添加两条入规则。 

步骤 3 分别登录两个集群 MRS Manager，单击“服务管理”，查看全部组件的“健

康状态”结果，是否全为“良好”？ 

 是，执行步骤 4。 

 否，任务结束，联系支持人员检查状态。 

步骤 4 查看配置信息。 

1. 分别在两个集群 MRS Manager，选择“服务管理 > KrbServer > 实例”，查看两

个 KerberosServer部署主机的“管理 IP”.。 

2. 单击“服务配置”，“参数类别”选择“全部配置”并在左侧导航树上选择

“KerberosServer > 端口”，查看“kdc_ports”的值，默认值为“21732”。 

3. 单击“域”，查看“default_realm”的值。 

步骤 5 在其中一个集群的 MRS Manager，修改配置参数“peer_realms”。 

表6-11 相关参数 

参数名 描述 

“realm_n

ame” 

填写互信集群的域名，即“default_re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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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描述 

“ip_port

” 

填写互信集群的 KDC地址，参数值格式为：外部集

群 KerberosServer 部署的节点 IP地址:kdc_port。 

两个 KerberosServer 的 IP地址使用逗号分隔，例

如 KerberosServer 部署在 10.0.0.1和 10.0.0.2上，则

对应参数值为“10.0.0.1:21732,10.0.0.2:21732”。 

 

 

 如果需要配置与多个集群的互信关系，请单击 添加新项目，并填写参数值。删除

多余的配置项请单击 。 

 最多支持与 16个集群配置互信，且本集群的不同互信集群之间默认不存在互信关

系，需要另外添加。 

步骤 6 单击“保存配置”，在弹出窗口中勾选“重新启动受影响的服务或实

例。”，单击“确定”重启服务。 

界面提示“操作成功”，单击“完成”，服务成功启动。 

步骤 7 退出 MRS Manager，重新登录正常表示配置已成功。 

步骤 8 在另外一个集群的 MRS Manager，重复步骤 5到步骤 7。 

----结束 

6.15 配置并使用互信集群的用户 

操作场景 

配置完跨集群互信后，需要在互信的集群上设置用户的权限，这样本集群中的用户才能

访问互信集群中同名用户可访问的资源。 

前提条件 

已完成跨集群互信配置，然后刷新两个集群的客户端。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集群 A的 MRS Manager，选择“系统设置 > 用户管理”，检查互信集群 B的用户，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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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集群中已存在相同名字用户。 

 是，执行步骤 2。 

 否，执行步骤 3。 

步骤 2 单击用户名左侧的  展开用户的详细信息，检查该用户所在的用户组和

角色分配的权限是否满足本次业务需求。 

例如，集群 A的“admin”用户拥有查看本集群 HDFS中目录“/tmp”并创建文件的权

限，然后执行步骤 4。 

步骤 3 创建业务所需要使用的用户，同时关联业务所需要的用户组或者角色。然后

执行步骤 4。 

步骤 4 选择“服务管理 > HDFS > 实例”，查看“NameNode(hacluster,主)”的

“管理 IP”。 

步骤 5 登录集群 B的客户端节点。 

例如在 Master2节点更新客户端，则在该节点登录客户端，具体参见 4.4 客户端管

理。 

步骤 6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集群 A中的目录“/tmp”。 

hdfs dfs -ls hdfs://192.168.6.159:25000/tmp 

其中，192.168.6.159 是集群 A中主 NameNode 的 IP地址，25000 是客户端与 NameNode

通信的默认端口。 

步骤 7 执行以下命令，在集群 A中的目录“/tmp”创建一个文件。 

hdfs dfs -touchz hdfs://192.168.6.159:25000/tmp/mrstest.txt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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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 MRS 

7.1 访问开源组件 UI 界面 

7.1.1 简介 

场景介绍 

MRS集群默认在集群的 Master节点或 Core节点创建并托管了不同组件的 Web站点，用

户可以通过这些 Web站点查看组件相关信息。由于安全原因，这些 Web站点只能在集群所处

的网络中被访问且不在互联网发布，普通用户可以通过在网络中创建一个带图形化界面的

ECS 来访问站点页面。 

如果不希望创建一个单独的 ECS，技术专家或开发工程师可以通过 SSH 隧道的动态端口

转发功能，访问 Web站点。 

Web站点一览 

表7-1 未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 

集群类

型 

站点类型 站点地址 

全部类

型 

MRS Manager https://集群 Manager IP地

址:28443/web 

分析集

群 

HDFS NameNode http://主 NameNode角色实

例 IP地

址:25002/dfshealth.html#tab-

overview 

HBase HMaster https://主 HMaster角色实

例 IP地址:21301/master-status 

MapReduce http://JobHistoryServer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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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类

型 

站点类型 站点地址 

JobHistoryServer 色实例 IP地

址:26012/jobhistory 

YARN 

ResourceManager 

http://主 ResourceManager

角色实例 IP地址:26000/cluster 

Spark 

JobHistory 

http://JobHistory 角色实例

IP地址:22500/ 

Hue https://Hue 浮动 IP地

址:21200 

Loader页面是基于开放源代

码 Sqoop WebUI 的图形化数据迁

移管理工具，由 Hue WebUI承

载。 

流处理

集群 

Storm http://任一 UI角色实例 IP

地址:29280/index.html 

 

表7-2 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 

集群类

型 

站点类型 站点地址 

全部类

型 

MRS Manager https://集群 Manager IP地

址:28443/web 

分析集

群 

HDFS NameNode https://集群 Manager IP地

址:20026/HDFS/NameNode/30/dfs

health.html 

HBase HMaster https://集群 Manager IP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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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类

型 

站点类型 站点地址 

址:20026/HBase/HMaster/45/mas

ter-status 

MapReduce 

JobHistoryServer 

https://集群 Manager IP地

址:20026/Mapreduce/JobHistory

Server/54/jobhistory 

YARN 

ResourceManager 

https://集群 Manager IP地

址:20026/Yarn/ResourceManager

/42/cluster 

Spark 

JobHistory 

选择“服务管理 > Spark > 

JobHistory” 

Hue https://集群 Manager IP地

址:21201/home 

Loader页面是基于开放源代

码 Sqoop WebUI 的图形化数据迁

移管理工具，由 Hue WebUI承

载。 

流处理

集群 

Storm https://集群 Manager IP地

址:20026/Storm/UI/39/index.ht

ml 

 

7.1.2 创建连接 MRS 集群的 SSH 隧道 

操作场景 

用户和 MRS集群处于不同的网络中，需要创建一个 SSH隧道连接，使用户访问站点的数

据请求，可以发送到 MRS 集群并动态转发到对应的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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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准备一个 SSH客户端用于创建 SSH 隧道，例如使用开源 SSH客户端 Git。请下载并

安装。 

 已创建好集群，并准备 pem格式的密钥文件。 

 用户本地环境可以访问互联网。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 

步骤 2 单击指定名称的 MRS集群。 

记录集群 Master节点的“默认安全组” 。 

步骤 3 为集群的 Master节点的安全组添加一条入规则，允许指定来源的数据访问

端口“22”。 

具体请参见“虚拟私有云 > 用户指南  > 安全性 > 安全组 > 为安全组添加安全组规

则”。 

步骤 4 为集群的 Master2节点绑定一个弹性 IP地址。 

具体请参见“虚拟私有云 > 用户指南 > 网络组件 > 弹性 IP > 为弹性云服务器申请

和绑定弹性 IP”。 

步骤 5 在本地启动 Git Bash，执行以下命令登录 Master2节点： 

ssh -i 密钥文件路径 linux@弹性 IP地址 

步骤 6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数据转发配置： 

1. cat /proc/sys/net/ipv4/ip_forward 

系统显示为“1”表示已配置转发，如果无此结果请执行相关任务。 

2. cat /etc/sysctl.conf | grep net.ipv4.ip_forward 

系统查询到“net.ipv4.ip_forward=1”表示已配置转发，如果无此结果请执行相

关任务。 

步骤 7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浮动 IP地址： 

ifconfig 

系统显示的“eth0:FI_HUE”表示为 Hue的浮动 IP地址，“eth0:wsom”表示 MRS 

Manager 浮动 IP地址，请记录“inet”的实际参数值。 

然后退出登录：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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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支持动态端口转发的 SSH隧道： 

ssh -i 密钥文件路径 -v -ND 本地端口地址 linux@弹性 IP地址 

其中，“本地端口地址”需要指定一个用户本地环境未被使用的端口，建议选择

“1080”。 

创建后的 SSH隧道，通过“-D”启用动态端口转发功能。默认情况下，动态端口转发功

能将启动一个 SOCKS代理进程并侦听用户本地端口，端口的数据将由 SSH 隧道转发到

Master2 节点。 

----结束 

相关任务 

修改节点转发配置 

步骤 1登录 Master2节点。 

步骤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 root 用户： 

sudo su - root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转发配置： 

echo 1 > /proc/sys/net/ipv4/ip_forward 

echo "net.ipv4.ip_forward = 1" >> /etc/sysctl.conf 

sysctl -w net.ipv4.ip_forward=1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 sshd配置文件： 

vi /etc/ssh/sshd_config 

按 I进入编辑模式，查找“AllowTcpForwarding”和“GatewayPorts”，并删除注释符

号，修改内容如下，然后保存并退出： 

AllowTcpForwarding yes  

GatewayPorts yes 

步骤 5 执行以下命令，重启 sshd服务： 

service sshd restart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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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配置浏览器访问站点 

操作场景 

托管在 MRS集群中的 Web站点需要通过浏览器才能正常访问。由于 SSH 隧道启用了

SOCKS 代理，需要使用 Google Chrome，配置访问任意站点时启用代理。 

前提条件 

已完成 7.1.2 创建连接 MRS集群的 SSH隧道，并获取本地代理端口和 MRS Manager的

浮动 IP地址。 

操作步骤 

步骤 1配置浏览器代理。 

 Google Chrome浏览器 

a. 在本地创建一个文本文件“rule.pac”，将以下内容复制并保存到文件中。 

function FindProxyForURL(url, host)  

{  

    return "SOCKS5 localhost:1080";  

} 

b. 在浏览器选择“设置 > 显示高级设置... > 网络 > 更改代理服务器设

置... > 连接 > 局域网设置”。 

c. 勾选“使用自动配置脚本”，并填写“rule.pac”路径。 

路径格式为“file://c:Users/rule.pac”，请保持默认格式。其他参数均不

配置。 

d. 保存并关闭“设置”页面。 

步骤 2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MRS Manager 的访问地址。 

Manager访问地址形式为 https://MRS Manager 浮动 IP地址:28443/web。 

访问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时，需要输入 MRS集群的用户名和密码，例如“admin”

用户。未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则不需要。 

第一次访问时，请根据浏览器提示，添加站点信任以继续打开页面。 

步骤 3 准备站点的访问地址。 

1. 参考 Web站点一览，获取 Web站点的地址格式及对应的角色实例。 

2. 单击“服务管理”。 

3. 单击指定的服务名称，例如 HDFS。 

4. 单击“实例”，查看 NameNode的主角色实例“NameNode(主)”的“业务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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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在浏览器输入访问 Web站点真实地址并访问。 

步骤 5 退出访问 Web站点时，请终止并关闭 SSH隧道。 

----结束 

7.2 从零开始使用 Hadoop 

本章节提供从零开始使用 Hadoop提交 wordcount 作业的操作指导，wordcount 是最经

典的 Hadoop作业，它用来统计海量文本的单词数量。 

操作步骤 

步骤 1准备 wordcount程序。 

开源的 Hadoop的样例程序包含多个例子，其中包含 wordcount。可以从

http://dist.apache.org/repos/dist/release/hadoop/common/中下载 Hadoop 的样例程

序。 

例如，选择 hadoop-2.7.x 版本，下载“hadoop-2.7.x.tar.gz”，解压后在“hadoop-

2.7.x\share\hadoop\mapreduce”路径下获取“hadoop-mapreduce-examples-

2.7.x.jar”，即为 Hadoop 的样例程序。“hadoop-mapreduce-examples-2.7.x.jar”样例

程序包含了 wordcount程序。 

 

hadoop-2.7.x表示 Hadoop的版本号。 

步骤 2 准备数据文件。 

数据文件无格式要求，准备一个或多个 txt文件即可，如下内容为 txt 文件样例： 

qwsdfhoedfrffrofhuncckgktpmhutopmma  

jjpsffjfjorgjgtyiuyjmhombmbogohoyhm  

jhheyeombdhuaqqiquyebchdhmamdhdemmj  

doeyhjwedcrfvtgbmojiyhhqssddddddfkf  

kjhhjkehdeiyrudjhfhfhffooqweopuyyyy 

步骤 3 上传数据至 OBS。 

1. 登录 OBS控制台。 

2. 单击“创建桶”，创建一个名称为 wordcount的桶。 

wordcount仅为示例，桶名称必须全局唯一，否则会创建桶失败。 

3. 在 wordcount桶下单击“新建文件夹”，分别创建 program、input、output和

log 文件夹。 

− program：存放用户程序 

http://dist.apache.org/repos/dist/release/hadoop/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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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存放用户数据文件 

− output：存放作业输出的文件 

− log：存放作业输出的日志文件 

4. 进入 program文件夹，单击 ，从本地选择步骤 1中下载的程序包，然后单击

“上传”。 

5. 进入 input文件夹，将步骤 2中准备的数据文件上传到 input文件夹。 

步骤 4 登录 MRS 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选择，单击

名称为“mrs_20160907”的集群。“mrs_20160907”集群为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

到引用源。中创建的集群。 

步骤 5 提交 wordcount 作业。 

1. 在 MRS控制台选择“作业管理”页签，然后在“作业”页签中单击“添加”，进

入“添加作业”页面。 

只有“mrs_20160907”集群处于“运行中”状态时才能提交作业。 

作业参数详细配置信息如表 7-3所示。作业参数配置样例如下： 

− 作业类型：选择“MapReduce”。 

− 作业名称：mr_01 

− 执行程序路径：配置为 OBS上实际存放程序的地址，地址中

的桶和文件夹名称为步骤 3.3中创建的名称。例如：

s3a://wordcount/program/hadoop-mapreduce-examples-2.7.x.jar 

− 执行程序参数：此参数是指执行程序的主函数（main 

class）。例如：wordcount 

− 数据输入路径：配置为 OBS上实际存放数据文件的地址，地

址中的桶和文件夹名称为步骤 3.3中创建的名称。例如：

s3a://wordcount/input 

− 输出路径：配置为 OBS上用于存放作业输出文件的地址，地

址中的桶和文件夹名称为步骤 3.3中创建的名称。例如：

s3a://wordcount/output 

− 日志路径：配置为 OBS上用于存放作业日志文件的地址，地

址中的桶和文件夹名称为步骤 3.3中创建的名称。例如：

s3a://wordcount/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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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提交成功后默认为“运行中”状态，不需要用户手动执行作业。 

表7-3 作业配置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作业类

型 

支持的作业类型，请根据业务类型选择： 

 MapReduce 

 Spark 

 Spark Script 

 Hive Script 

说明 

只有创建集群时选择了 Spark和 Hive组件，并且集群处于运行中，才能新

增 Spark和 Hive类型的作业。Spark Script 作业只支持运行 Spark SQL程

序，Spark支持运行 Spark Core、Spark SQL 程序。 

作业名

称 

作业名称，只能由字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组

成，并且长度为 1～64个字符。 

说明 

建议不同的作业设置不同的名称。 

执行程

序路径 

执行程序 Jar 包地址，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最多为 1023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

符，且不可为空或全空格。 

 执行程序路径可存储于 HDFS 或者 OBS中，不

同的文件系统对应的路径存在差异。 

− OBS：以“s3a://”开头。示例：

s3a://wordcount/program/hadoop-mapreduce-

examples-2.7.x.jar 

− HDFS：以“/user”开头。 

 Spark Script 需要以“.sql”结尾，MR和

Spark需要以“.jar”结尾。sql、jar 不区分大小写。 

执行程 程序执行的关键参数，该参数由用户程序内的函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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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序参数 定，MRS只负责参数的传入。 

配置方法：包名.类名 

最多为 2047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数据输

入路径 

数据输入地址 

数据可存储于 HDFS或者 OBS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输出路

径 

数据输出地址 

数据可存储于 HDFS或者 OBS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日志路

径 

作业日志存储地址，该日志信息记录作业运行状态。 

数据可存储于 HDFS或者 OBS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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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查看作业执行结果。 

1. 进入“作业管理”页面，在“作业”页签查看作业是否执行完成。 

作业运行需要时间，作业运行结束后，刷新作业列表。 

作业执行成功或失败后都不能再次执行，只能新增或者复制作业，配置作业参数

后重新提交作业。 

2. 登录 OBS控制台，进入 OBS路径，查看作业输出信息。 

可以到 OBS中的“wordcount > output”目录中查看相关的 output文件，需要下

载到本地以文本方式打开进行查看。 

3. 登录 OBS控制台，进入 OBS路径，查看作业执行的详细日志信息。 

可以到 OBS中的“wordcount > log”目录中根据作业 ID查询作业执行详细日

志，需要下载到本地以文本方式打开进行查看。 

步骤 7 终止集群。 

请参见《用户指南》中的 3.5.5 终止集群章节。 

----结束 

7.3 从零开始使用 Spark 

本章节提供从零开始使用 Spark提交 sparkPi 作业的操作指导，sparkPi 是最经典的

Spark 作业，它用来计算 Pi（π）值。 

操作步骤 

步骤 1准备 sparkPi程序。 

开源的 Spark的样例程序包含多个例子，其中包含 sparkPi。可以从

https://d3kbcqa49mib13.cloudfront.net/spark-2.1.0-bin-hadoop2.7.tgz 中下载 Spark

的样例程序。 

解压后在“spark-2.1.0-bin-hadoop2.7/examples/jars”路径下获取“spark-

examples_2.11-2.1.0.jar”，即为 Spark的样例程序。spark-examples_2.11-2.1.0.jar

样例程序包含 sparkPi程序。 

步骤 2 上传数据至 OBS。 

1. 登录 OBS控制台。 

2. 单击“创建桶”，创建一个名称为 sparkpi的桶。 

sparkpi 仅为示例，桶名称必须全局唯一，否则会创建桶失败。 

https://d3kbcqa49mib13.cloudfront.net/spark-2.1.0-bin-hadoop2.7.t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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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sparkpi桶下单击“新建文件夹”，分别创建 program、output和 log文件

夹。 

4. 进入 program文件夹，单击 ，从本地选择步骤 1中下载的程序包，然后单击

“上传”。 

步骤 3 登录 MRS 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单击名称

为“mrs_20160907”的集群。“mrs_20160907”集群为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

用源。中创建的集群。 

步骤 4 提交 sparkPi 作业。 

1. 在 MRS控制台选择“作业管理”，然后在“作业”页签中单击“添加”，进入

“添加作业”页面。 

只有“mrs_20160907”集群处于“运行中”状态时才能提交作业。 

作业参数详细配置信息，请参见表 7-4。作业参数配置样例如下： 

− 作业类型：选择“Spark”。 

− 作业名称：job_spark 

− 执行程序路径：配置为 OBS上实际存放程序的地址，地址中

的桶和文件夹名称为 3. 在 sparkpi桶下单击新建文件夹...中创建

的名称。例如：s3a://sparkpi/program/spark-examples_2.11-

2.1.0.jar 

− 执行程序参数：此参数是指执行程序的主函数（main 

class）。例如：org.apache.spark.examples.SparkPi 10 

− 输出路径：配置为 OBS上用于存放作业输出文件的地址，地

址中的桶和文件夹名称为 3. 在 sparkpi桶下单击新建文件夹...中

创建的名称。例如：s3a://sparkpi/output 

− 日志路径：配置为 OBS上用于存放作业日志文件的地址，地

址中的桶和文件夹名称为 3. 在 sparkpi桶下单击新建文件夹...中

创建的名称。例如：s3a://sparkpi/log 

作业提交成功后默认为“运行中”状态，不需要用户手动执行作业。 

表7-4 作业配置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作业类 支持的作业类型，请根据业务类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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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型  MapReduce 

 Spark 

 Spark Script 

 Hive Script 

说明 

只有创建集群时选择了 Spark和 Hive组件，并且集群处于运行中，才能新

增 Spark和 Hive类型的作业。Spark Script 作业只支持运行 Spark SQL 程

序，Spark支持运行 Spark Core、Spark SQL 程序。 

作业名

称 

作业名称，只能由字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组

成，并且长度为 1～64个字符。 

说明 

建议不同的作业设置不同的名称。 

执行程

序路径 

执行程序 Jar 包地址，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最多为 1023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

符，且不可为空或全空格。 

 执行程序路径可存储于 HDFS 或者 OBS中，不

同的文件系统对应的路径存在差异。 

− OBS：以“s3a://”开头。示例：

s3a://wordcount/program/hadoop-mapreduce-

examples-2.7.x.jar 

− HDFS：以“/user”开头。 

 Spark Script 需要以“.sql”结尾，MR和

Spark需要以“.jar”结尾。sql、jar 不区分大小写。 

执行程

序参数 

程序执行的关键参数，该参数由用户程序内的函数指

定，MRS只负责参数的传入。 

配置方法：包名.类名 

最多为 2047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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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数据输

入路径 

数据输入地址 

数据可存储于 HDFS或者 OBS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输出路

径 

数据输出地址 

数据可存储于 HDFS或者 OBS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日志路

径 

作业日志存储地址，该日志信息记录作业运行状态。 

数据可存储于 HDFS或者 OBS中，不同的文件系统对应

的路径存在差异。 

 OBS：以“s3a://”开头。 

 HDFS：以“/user”开头。 

最多为 1023 字符，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可为

空。 

 

步骤 5 查看作业执行结果。 

1. 进入“作业管理”页面，在“作业”页签查看作业是否执行完成。 

作业运行需要时间，作业运行结束后，刷新作业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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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执行成功或失败后都不能再次执行，只能新增或者复制作业，配置作业参数

后重新提交作业。 

2. 进入 OBS路径，查看作业输出信息。 

可以到 OBS中的“sparkpi > output”文件夹中查看相关的 output文件，需要下

载到本地以文本方式打开进行查看。 

3. 进入 OBS路径，查看作业执行的详细日志信息。 

可以到 OBS中的“sparkpi > log”文件夹中根据作业 ID查询作业执行详细日

志，需要下载到本地以文本方式打开进行查看。 

步骤 6 终止集群。 

请参见《用户指南》中的 3.5.5 终止集群章节。 

----结束 

7.4 从零开始使用 Spark SQL 

Spark提供类似 SQL的 Spark SQL语言操作结构化数据，本章节提供从零开始使用

Spark SQL，创建一个名称为 src_data的表，然后在 src_data表中每行写入一条数据，最

后将数据存储在“mrs_20160907”集群中。再使用 SQL语句查询 src_data 表中的数据，最

后可将 src_data表删除。 

前提条件 

将 OBS数据源中的数据写入 Spark SQL表中时，需要先获取 AK/SK。获取方法如下： 

1. 注册并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 

3. 单击“管理访问密钥”。 

4. 单击“新增访问密钥”，进入“新增访问密钥”页面。 

5. 输入登录密码和，单击“确定”，下载密钥，请妥善保。 

操作步骤 

步骤 1准备使用 Spark SQL分析的数据源。 

样例 txt文件如下： 

abcd3ghji  

efgh658ko  

1234jjyu9  

7h8kodfg1  

kk99icxz3 

步骤 2 上传数据至 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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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OBS控制台。 

2. 单击“创建桶”，创建一个名称为 sparksql的桶。 

sparksql仅为示例，桶名称必须全局唯一，否则会创建桶失败。 

3. 在 sparksql 桶下单击“新建文件夹”，创建 input文件夹。 

4. 进入 input文件夹，单击 ，选择本地的 text文件，然后单击“上传”。 

步骤 3 登录 MRS 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单击名称

为的集群。“mrs_20160907”集群为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中创建的集

群。 

步骤 4 将 OBS中的 text文件导入至 HDFS 中。 

1. 选择“文件管理”。 

2. 在“HDFS文件列表”页签中单击“新建”，创建一个名称为 userinput的文件

夹。 

3. 进入 userinput文件夹，单击“导入数据”。 

4. 选择 OBS和 HDFS路径，单击“确定”。 

OBS 路径：s3a://sparksql/input/sparksql-test.txt 

HDFS路径： 

步骤 5 提交 Spark SQL 语句。 

1. 在 MRS控制台选择“作业管理”，然后选择“Spark SQL”页签，进入 Spark SQL

作业页面。 

只有“mrs_20160907”集群处于“运行中”状态时才能提交 Spark SQL语句。 

2. 输入创建表的 Spark SQL语句。 

输入 Spark SQL语句时，总字符数应当小于或等于 10000字符，否则会提交语句

失败。 

语法格式： 

CREATE [EXTERNAL] TABLE [IF NOT EXISTS] table_name [(col_name data_type 
[COMMENT col_comment], ...)] [COMMENT table_comment] [PARTITIONED BY 
(col_name data_type [COMMENT col_comment], ...)] [CLUSTERED BY 
(col_name, col_name, ...) [SORTED BY (col_name [ASC|DESC], ...)] INTO 
num_buckets BUCKETS] [ROW FORMAT row_format] [STORED AS file_format] 
[LOCATION hdfs_path]; 

创建表样例存在以下两种方式。 

− 方式一：创建一个 src_data表，将数据源中的数据一行一

行写入 src_data表中。 

 数据源存储在 HDFS的文件夹下：create external 

table src_data(line string) row format delimited fields 

terminated by '\\n' stored as textfile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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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userinput'; 

 数据源存储在 OBS的“/sparksql/input”文件夹下：

create external table src_data(line string) row format 

delimited fields terminated by '\\n' stored as textfile 

location 's3a://AK:SK@sparksql/input'; 

AK/SK获取方法，请参见前提条件。 

− 方式二：创建一个表 src_data1，将数据源中的数据批量

load 到 src_data1表中。 

create table src_data1 (line string) row format delimited fields 
terminated by ',' ; 

load data inpath '/user/userinput/sparksql-test.txt' into table 
src_data1; 

 

采用方式二时，只能将 HDFS上的数据 load到新建的表中，OBS上的数据不支持直接 load

到新建的表中。 

3. 输入查询表的 Spark SQL语句。 

语法格式： 

SELECT col_name FROM table_name; 

查询表样例，查询 src_data表中的所有数据： 

select * from src_data; 

4. 输入删除表的 Spark SQL语句。 

语法格式： 

DROP TABLE [IF EXISTS] table_name; 

删除表样例： 

drop table src_data; 

5. 单击“检查”，检查输入语句的语法是否正确。 

6. 单击“提交”。 

Spark SQL语句提交后，是否执行成功会在“执行结果”中展示，执行结果详情可

在“查询结果集”中查看。 

步骤 6 终止集群。 

请参见《用户指南》中的 3.5.5 终止集群章节。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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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从零开始使用 HBase 

HBase是一个高可靠性、高性能、面向列、可伸缩的分布式存储系统。本章节提供从零

开始使用 HBase的操作指导，在“mrs_20160907”集群 Master节点中更新客户端，通过客

户端实现创建表，往表中插入数据，修改表，读取表数据，删除表中数据以及删除表的功

能。 

背景信息 

MRS集群创建成功后，默认在集群所有节点的“/opt/client”目录安装保存了原始客

户端。在使用客户端前，需要先下载客户端文件并更新客户端，确认 MRS Manager 的主管理

节点后才能使用客户端。 

假定用户开发一个应用程序，用于管理企业中的使用 A业务的用户信息，使用 HBase客

户端实现 A业务操作流程如下： 

 创建用户信息表 user_info。 

 在用户信息中新增用户的学历、职称信息。 

 根据用户编号查询用户姓名和地址。 

 根据用户姓名进行查询。 

 用户销户，删除用户信息表中该用户的数据。 

 A业务结束后，删除用户信息表。 

表7-5 用户信息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地址 

1200500

0201 

A 男 19 A城市 

1200500

0202 

B 女 23 B城市 

1200500

0203 

C 男 26 C城市 

1200500

0204 

D 男 18 D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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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地址 

1200500

0205 

E 女 21 E城市 

1200500

0206 

F 男 32 F城市 

1200500

0207 

G 女 29 G城市 

1200500

0208 

H 女 30 H城市 

1200500

0209 

I 男 26 I城市 

1200500

0210 

J 男 25 J城市 

 

操作步骤 

步骤 1下载客户端或客户端配置文件。 

1. 登录 MRS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群列表 > 现有集群”，单击名称为

“mrs_20160907”的集群。“mrs_20160907”集群为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中创建的集群。 

2. 单击“集群管理页面”，打开 MRS Manager。 

步骤 2 登录 MRS Manager 的主管理节点。 

1. 在“集群列表 > mrs_20160907”区域，“节点信息”页签中查看节点名称，名称

中包含“master1”的节点为 Master1节点，名称中包含“master2”的节点为

Master2 节点。 

MRS Manager 的主备管理节点默认安装在集群 Master节点上。在主备模式下，由

于 Master1和 Master2之间会切换，Master1节点不一定是 MRS Manager 的主管理

节点，需要在 Master1节点中执行命令，确认 MRS Manager的主管理节点。命令

请参考步骤 2.4。 

2. 以 linux 用户使用密钥方式登录 Master1节点。操作方法，请参见《用户指南》

中 4.2.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VNC 方式）章节。 

3. 切换至 omm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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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su - root 

su - omm 

4. 执行以下命令确认 MRS Manager的主管理节点。 

sh ${BIGDATA_HOME}/om-0.0.1/sbin/status-oms.sh 

回显信息中“HAActive”参数值为“active”的节点为主管理节点（如下例中

“mgtomsdat-sh-3-01-1”为主管理节点），参数值为“standby”的节点为备管理

节点（如下例中“mgtomsdat-sh-3-01-2”为备管理节点）。 

Ha mode  

double  

NodeName              HostName                      HAVersion          StartTime                

HAActive             HAAllResOK           HARunPhase   

192-168-0-30          mgtomsdat-sh-3-01-1           V100R001C01        2014-11-18 23:43:02      

active               normal               Actived      

192-168-0-24          mgtomsdat-sh-3-01-2           V100R001C01        2014-11-21 07:14:02      

standby              normal               Deactived 

5. 使用 root 用户登录 MRS Manager 的主管理节点，例如“192-168-0-30”节点。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客户端安装目录。 

MRS集群创建成功后，客户端默认安装在“/opt/client”目录下。 

cd /opt/client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更新主管理节点的客户端配置。 

切换到 omm 用户。 

sudo su - omm 

sh refreshConfig.sh /opt/client 客户端配置文件压缩包完整路径 

例如，执行命令： 

sh refreshConfig.sh /opt/client /tmp/MRS-Client/MRS_Services_Client.tar 

界面显示以下信息表示配置刷新更新成功： 

ReFresh components client config is complete.  

Succeed to refresh components client config. 

步骤 5 在 Master 节点使用客户端。 

1. 在已更新客户端的主管理节点，例如“192-168-0-30”节点，执行以下命令切换

到客户端目录。 

cd /opt/client 

2.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bigdata_env 

3. 如果当前集群已启用 Kerberos认证，执行以下命令认证当前用户。如果当前集群

未启用 Kerberos认证，则无需执行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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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it MRS 集群用户 

例如，kinit admin。 

4. 直接执行 HBase组件的客户端命令。 

hbase shell 

步骤 6 运行 HBase 客户端命令，实现 A业务。 

1. 根据表 7-5创建用户信息表 user_info 并添加相关数据。 

create 'user_info',{NAME => 'i'} 

以增加编号 12005000201的用户信息为例，其他用户信息参照如下命令依次添

加： 

put 'user_info','12005000201','i:name','A' 

put 'user_info','12005000201','i:gender','Male' 

put 'user_info','12005000201','i:age','19' 

put 'user_info','12005000201','i:address','City A' 

2. 在用户信息表 user_info中新增用户的学历、职称信息。 

以增加编号为 12005000201的用户的学历、职称信息为例，其他用户类似。 

put 'user_info','12005000201','i:degree','master' 

put 'user_info','12005000201','i:pose','manager' 

3. 根据用户编号查询用户姓名和地址。 

以查询编号为 12005000201的用户姓名和地址为例，其他用户类似。 

scan'user_info',{STARTROW=>'12005000201',STOPROW=>'12005000201',COLUMNS
=>['i:name','i:address']} 

4. 根据用户姓名进行查询。 

以查询 A用户信息为例，其他用户类似。 

scan'user_info',{FILTER=>"SingleColumnValueFilter('i','name',=,'binary:
A')"} 

5. 删除用户信息表中该用户的数据。 

所有用户的数据都需要删除，以删除编号为 12005000201的用户数据为例，其他

用户类似。 

delete'user_info','12005000201','i' 

6. 删除用户信息表。 

disable'user_info';drop 'user_info' 

步骤 7 终止集群。 

请参见《用户指南》中的 3.5.5 终止集群章节。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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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使用 Hue 

7.6.1 访问 Hue 的 WebUI 

操作场景 

MRS集群启用 Kerberos 认证且安装 Hue组件后，用户可以通过 Hue的 WebUI，在图形化

界面使用 Hadoop与 Hive。 

该任务指导用户在支持 Kerberos认证的 MRS 集群中打开 Hue的 WebUI。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可能存在功能问题，建议更换兼容的浏览器访问 Hue WebUI，例

如 Google Chrome 浏览器 50版本。 

对系统的影响 

第一次访问 MRS Manager 和 Hue WebUI，需要在浏览器中添加站点信任以继续打开 Hue 

WebUI。 

前提条件 

MRS集群管理员已分配用户使用 Hive的权限。具体请参见 6.5 创建用户。例如创建一

个人机用户“hueuser”，并加入“hive”组和“System_administrator”角色。 

操作步骤 

步骤 1访问 MRS Manager。 

具体请参见 5.3 访问支持 Kerberos认证的 Manager。 

步骤 2 在 Manager 选择“服务管理 > Hue”，在“Hue 概述”的“Hue WebUI”，

单击“Hue (主) ”，打开 Hue的 WebUI。 

Hue的 WebUI支持以下功能： 

 使用“Query Editors”执行 Hive 的查询语句。需要 MRS集群已安装 Hive。 

 使用“Data Browsers”管理 Hive 中的表。需要 MRS集群已安装 Hive。 

 使用“文件浏览器”查看 HDFS中的目录和文件。需要 MRS集群已安装 HDFS。 

 使用“Job Browser”查看 MRS集群中所有作业。需要 MRS集群已安装 Y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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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获取 Hue WebUI 的访问地址后，可以给其他无法访问 Manager 的用户用于访问

Hue WebUI。 

 在 Hue的 WebUI操作但不操作 MRS Manager 页面，重新访问 Manager时需要输入已登

录的帐号密码。 

----结束 

7.6.2 在 Hue WebUI 使用 HiveQL 编辑器 

操作场景 

MRS集群启用 Kerberos 认证后，用户需要使用图形化界面在集群中执行 HiveQL语句

时，可以通过 Hue完成任务。 

前提条件 

MRS集群管理员已分配用户使用 Hive的权限。具体请参见 6.5 创建用户。 

访问“Query Editors” 

步骤 1访问 Hue WebUI，然后选择“Query Editors > Hive”进入“Hive”。 

“Hive”支持以下功能： 

 执行和管理 HiveQL语句。 

 在“保存的查询”中查看当前访问用户已保存的 HiveQL语句。 

 在“查询历史”中查看当前访问用户执行过的 HiveQL语句。 

步骤 2 单击 可以显示 Hive中所有的数据库。 

----结束 

执行 HiveQL 语句 

步骤 1访问“Query Editors”。 

步骤 2 在“数据库”选择一个 Hive中的数据库，默认数据库为“default”。 

系统将自动显示数据中的所有表。可以输入表名关键字，系统会自动搜索包含此关键字

的全部表。 

步骤 3 单击指定的表名，可以显示表中所有的列。 

光标移动到表所在的行，单击  可以查看列的详细信息。 



  

7 使用MRS 

 

364 

 

步骤 4 在 HiveQL 语句编辑区输入查询语句。 

单击 并选择“解释”，编辑器将分析输入的查询语句是否有语法错误以及执行计

划，如果存在语法错误则显示“Error while compiling statement”。 

步骤 5 选择 HiveQL 语句执行的引擎。 

 “mr”表示语句使用 MapReduce计算框架执行语句。 

 “spark”表示语句使用 Spark计算框架执行语句。 

步骤 6 单击  开始执行 HiveQL语句。 

 

 如果希望下次继续使用已输入的 HiveQL语句，请单击 保存。 

 格式化 HiveQL语句，请单击 选择“格式化”。 

 删除已输入的 HiveQL语句，请单击 选择“清除”。 

 清空已输入的语句并执行一个新的语句，请单击   选择“新查询”。 

----结束 

查看执行结果 

步骤 1在“Hive”的执行区，默认显示“查询历史”。 

步骤 2 单击结果查看已执行的语句。 

----结束 

管理查询语句 

步骤 1访问“Query Editors”。 

步骤 2 单击“保存的查询”。 

单击一条已保存的语句，系统会自动将其填充至编辑区中。 

----结束 

修改在 Hue 使用“Query Editors”的会话配置 

步骤 1在“Hive”页签，单击 。 

步骤 2 在“文件”的右侧单击  ，然后单击  指定该文件的存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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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单击  新增加一个文件资源。 

步骤 3 在“函数”的右侧单击  ，输入用户自定义的名称和函数的类名称。 

可以单击  新增加一个自定义函数。 

步骤 4 在“设置”的右侧单击  ，在“设置”的“键”输入 Hive 的参数名，在

“值”输入对应的参数值，则当前 Hive会话会以用户定义的配置连接 Hive。 

可以单击  新增加一个参数。 

----结束 

7.6.3 在 Hue WebUI 使用元数据浏览器 

操作场景 

MRS集群启用 Kerberos 认证后，用户需要使用图形化界面在集群中管理 Hive的元数

据，可以通过 Hue完成任务。 

前提条件 

MRS集群管理员已分配用户使用 Hive的权限。具体请参见《创建角色》。 

访问元数据浏览器 

步骤 1访问 Hue WebUI。 

步骤 2 选择“Data Browsers > Metastore 表”，进入“ Metastore Manager”。 

“Metastore Manager”支持以下功能： 

 使用文件创建一个 Hive表 

 手动创建一个 Hive表 

 查看 Hive表元数据 

----结束 

使用文件创建一个 Hive 表 

步骤 1访问“ Metastore Manager”，在“数据库”选择一个数据库。 

默认数据库为“default”。 

步骤 2 单击  ，进入“从文件中创建一个新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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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选择文件。 

1. 在“表名”填写 Hive表的名称。 

支持字母、数字、下划线，首位必须为字母或数字，且长度不能超过 128位。 

2. 根据需要，在“描述”填写 Hive 表的描述信息。 

3. 在“输入文件或路径”单击 ，在 HDFS中选择一个用于创建 Hive表文件。此文

件将存储 Hive表的新数据。 

如果文件未在 HDFS中保存，可以单击“上传文件”从本地选择文件并上传。支持

同时上传多个文件，文件不可为空。 

4. 如果需要将文件中的数据导入 Hive表，选择“导入数据”作为“加载方式”。默

认选择“导入数据”。 

选择“创建外部表”时，创建的是 Hive外部表。 

 

当选择“创建外部表”时，参数“输入文件或路径”需要选择为路径。 

选择“留空”则创建空的 Hive表。 

5. 单击“下一页”。 

步骤 4 设置分隔符。 

1. 在“分隔符”选择一个分隔符。 

如果分隔符不在列表中，选择“Other..”，然后输入新定义的分隔符。 

2. 单击“预览”查看数据处理预览。 

3. 单击“下一页”。 

步骤 5 定义字段列。 

1. 单击“使用第一行作为列名称”右侧的 ，则使用文件中第一行数据作为列名

称。取消则不使用数据作为列名称。 

2. 在“列名”编辑每个列的名称。 

支持字母、数字、下划线，首位必须为字母或数字，且长度不能超过 128位。 

 

单击“批量编辑列名称”右侧的 ，可批量对列重新命名。输入所有列的名称并使用逗号

分隔。 

3. 在“列类型”选择每个列的类型。 

步骤 6 单击“创建表”创建表，等待 Hue 显示 Hive表的信息。 

----结束 

手工创建一个 Hive 表 

步骤 1访问“ Metastore Manager”，在“数据库”选择一个数据库。 

默认数据库为“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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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  ，进入“手动创建一个新表”页面。 

步骤 3 设置表名称。 

1. 在“表名”填写 Hive表的名称。 

支持字母、数字、下划线，首位必须为字母或数字，且长度不能超过 128位。 

2. 根据需要，在“描述”填写 Hive 表的描述信息。 

3. 单击“下一页”。 

步骤 4 选择一个存储数据的格式。 

 需要使用分隔符分隔数据时，选择“已分隔”，然后执行步骤 5。 

 需要使用序列化格式保存数据时，选择“SerDe”，执行步骤 6。 

步骤 5 配置分隔符。 

1. 在“字段终止符”设置一个列分隔符。 

如果分隔符不在列表中，选择“Other..”，然后输入新定义的分隔符。 

2. 在“集合终结符”设置一个分隔符，用于分隔 Hive中类型为“array”的列的数

据集合。例如一个列为 array类型，其中一个值需要保存“employee”和

“manager”，用户指定分隔符为“:”，则最终的值为“employee:manager”。 

3. 在“Map 键终止符”设置一个分隔符，用于分隔 Hive中类型为“map”的列的数

据。例如某个列为 map类型，其中一个值需要保存描述为“aaa”的“home”，和

描述为“bbb”的“company”，用户指定分隔符为“|”，则最终的值为

“home|aaa:company|bbb”。 

4. 单击“下一页”，执行步骤 7。 

步骤 6 设置序列化属性。 

1. 在“SerDe 名称”输入序列化格式的类名称

“org.apache.hadoop.hive.serde2.lazy.LazySimpleSerDe”。 

用户可扩展 Hive支持更多自定义的序列化类。 

2. 在“Serde properties”输入序列化的样式的值：“"field.delim"="," 

"colelction.delim"=":" "mapkey.delim"="|"”。 

3. 单击“下一页”，执行执行步骤 7。 

步骤 7 选择一个数据表的格式，并单击“Next”。 

 “TextFile”表示使用文本类型文件存储数据。 

 “SequenceFile”表示使用二进制类型文件存储数据。 

 “InputFormat”表示使用自定义的输入输出格式来使用文件中的数据。 

用户可扩展 Hive支持更多的自定义格式化类。 

a. 在“InputFormat 类”填写输入数据使用的类

“org.apache.hadoop.hive.ql.io.RCFileInputFormat”。 

b. 在“OutputFormat 类”填写输出数据使用的类

“org.apache.hadoop.hive.ql.io.RCFileOutput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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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选择一个文件保存位置，并单击“下一页”。 

默认勾选“使用默认位置”。如果需要自定义存储位置，请取消选中状态并在

“External location”指定一个文件存储位置。 

步骤 9 设置 Hive 表的字段。 

1. 在“列名”设置列的名称。 

支持字母、数字、下划线，首位必须为字母或数字，且长度不能超过 128位。 

2. 在“列类型”选择一个数据类型。 

单击“添加一列”可增加新的列。 

3. 单击“添加一个分区”为 Hive表增加分区，可提高查询效率。 

步骤 10 单击“创建表”创建表，等待 Hue 显示 Hive表的信息。 

----结束 

管理 Hive 表 

步骤 1访问“Metastore Manager”，在“数据库”选择一个数据库，页面显示数据库中所有的

表。 

默认数据库为“default”。 

步骤 2 单击数据库中的表名称，打开表的详细信息。 

支持导入数据、浏览数据、删除表或查看文件存储位置。 

 

查看数据库所有的表时，可以直接勾选表然后执行查看、浏览数据或删除表操作。 

----结束 

7.6.4 在 Hue WebUI 使用文件浏览器 

操作场景 

MRS集群启用 Kerberos 认证后，用户需要使用图形化界面管理 HDFS中文件时，可以通

过 Hue完成任务。 

前提条件 

MRS集群管理员已分配用户在 HDFS中查看、创建、修改和删除文件的权限。具体请参

见 6.3 创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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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File Browser” 

步骤 1访问 Hue WebUI，然后单击“文件浏览器”。 

步骤 2 默认进入当前登录用户的主目录。 

“文件浏览器”将显示目录中的子目录或文件以下信息： 

表7-6 HDFS文件属性介绍 

属性名 描述 

“名称” 表示目录或文件的名称。 

“大小” 表示文件的大小。 

“用户” 表示目录或文件的属主。 

“组” 表示目录或文件的属组。 

“权限” 表示目录或文件的权限设置。 

“日期” 表示目录或文件创建时间。 

 

步骤 3 在搜索框输入关键字，系统会自动搜索当前目录搜索目录或文件。 

步骤 4 清空搜索框的内容，系统会重新显示所有目录或文件。 

----结束 

执行动作 

步骤 1在“文件浏览器”，选择一个或多个目录或文件。 

步骤 2 单击“操作”，在弹出菜单选择一个操作。 

 “重命名”：表示重新命名一个目录或文件。 

 “移动”：表示移动文件，在“移至”选择新的目录并单击“移动”完成移动。 

 “复制”：表示复制选中的文件或目录。 

 “下载”：表示下载选中的文件。不支持目录。 

 “更改权限”：表示修改选中目录或文件的访问权限。 

− 可以为属主、属组和其他用户设置“读取”、“写”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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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限。 

− “易贴”表示禁止 HDFS的管理员、目录属主或文件属主以

外的用户在目录中删除或移动文件。 

− “递归”表示递归设置权限到子目录。 

 “存储策略”：表示设置目录或文件在 HDFS中的存储策略。 

 “Summary”：表示查看选中文件或目录的 HDFS存储信息。 

----结束 

删除目录或文件 

步骤 1在“文件浏览器”，选择一个或多个目录或文件。 

步骤 2 单击“移至垃圾桶”，在“确认删除”中单击“是”确认删除并将文件移动

到回收站。 

如果需要直接完全删除文件，单击 并选择“永久删除”。在“确认删除”中单击

“是”确认删除。 

----结束 

访问其他目录 

步骤 1单击目录名并输入需要访问的目录完整路径，例如“/mr-history/tmp”并按回车键进入目

录。 

需要当前登录 Hue WebUI 的用户拥有其他目录的访问权限。 

步骤 2 单击“主页”可进入用户的主目录。 

步骤 3 单击“历史记录”可以显示最近访问目录的历史记录，并重新访问。 

步骤 4 单击“垃圾桶”可以访问当前目录的回收站空间。 

单击“清空垃圾桶”可清空回收站。 

----结束 

上传用户文件 

步骤 1在“文件浏览器”，单击“上传”。 

步骤 2 选择一个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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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表示上传用户文件到当前用户。 

 “Zip/Tgz/Bz2 file”：表示上传了一个压缩文件，在弹出框单击“Select ZIP, 

TGZ or BZ2  files”选择需要上传的压缩文件。系统会自动在 HDFS中对文件解

压。支持“ZIP”、“TGZ”和“BZ2”格式的压缩文件。 

----结束 

创建新文件或者目录 

步骤 1在“文件浏览器”，单击“新建”。 

步骤 2 选择一个操作。 

 “文件”：表示创建一个文件，输入文件名后单击“创建”完成。 

 “目录”：表示创建一个目录，输入目录名后单击“创建”完成 

----结束 

7.6.5 在 Hue WebUI 使用作业浏览器 

操作场景 

MRS集群启用 Kerberos 认证后，用户需要使用图形化界面查看集群中所有作业时，可

以通过 Hue完成任务。 

访问“Job Browser” 

步骤 1访问 Hue WebUI，然后单击“Job Browser”。 

步骤 2 默认显示当前集群的所有作业。 

 

“Job Browser”显示的数字表示集群中所有作业的总数。 

“Job Browser”将显示作业以下信息： 

表7-7 MRS作业属性介绍 

属性名 描述 

“日志” 表示作业的日志信息。如果作业有输出日志，

则显示 。 

“ID” 表示作业的编号，由系统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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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 描述 

“名称” 表示作业的名称。 

“Application 

Type” 

表示作业的类型。 

“状态” 表示作业的状态，包含“RUNNING”、

“SUCCEEDED”、“FAILED”和“KILLED”。 

“用户” 表示启动该作业的用户。 

“Maps” 表示作业执行 Map过程的进度。 

“Reduces” 表示作业执行 Reduce过程的进度。 

“队列” 表示作业运行时使用的 YARN 队列。 

“优先级” 表示作业运行时的优先级。 

“持续时间” 表示作业运行使用的时间。 

“已提交” 表示作业提交到 MRS集群的时间。 

 

 

如果 MRS集群安装了 Spark组件，则默认会启动一个作业“Spark-JDBCServer”，用于执行

任务。 

----结束 

搜索作业 

步骤 1在“Job Browser”的“用户名”或“文本”，输入指定的字符，系统会自动搜索包含此关

键字的全部作业。 

步骤 2 清空搜索框的内容，系统会重新显示所有作业。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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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作业详细信息 

步骤 1在“Job Browser”的作业列表，单击作业所在的行，可以打开作业详情。 

步骤 2 在“元数据”页签，可查看作业的元数据。 

 

单击 可打开作业运行时的日志。 

----结束 

7.7 使用 Kafka 

7.7.1 管理 Kafka 主题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根据业务需要，使用 MRS集群客户端管理 Kafka的主题。 

前提条件 

已刷新客户端。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选择“服务管理 > ZooKeeper > 实例”，查看 ZooKeeper 角色实例的 IP

地址。 

记录 ZooKeeper角色实例其中任意一个的 IP 地址即可。 

步骤 2 根据业务情况，准备好客户端，并登录安装客户端的节点。 

例如在 Master2节点更新客户端，则在该节点登录客户端，具体参见 4.4 客户端管

理。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客户端目录，例如

“/opt/client/Kafka/kafka/bin”。 

cd /opt/client/Kafka/kafk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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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opt/client/bigdata_env 

步骤 6 分别执行以下命令，管理 Kafka主题。 

 创建主题 

sh kafka-topics.sh --create --topic 主题名称 --partitions 主题占用的分
区数 --replication-factor 主题的备份个数 --zookeeper ZooKeeper角色实例
所在节点 IP地址:clientPort/kafka 

 删除主题 

sh kafka-topics.sh --delete --topic 主题名称 --zookeeper ZooKeeper 角色
实例所在节点 IP 地址:clientPort/kafka 

 

 主题分区数和主题备份个数不能大于 Kafka角色实例数量。 

 默认情况下，ZooKeeper 的“clientPort”为“24002”。 

 ZooKeeper 角色实例所在节点 IP地址，填写三个角色实例其中任意一个的 IP地址即

可。 

 使用 Kafka主题管理消息，请参见 7.7.4 管理 Kafka主题中的消息。 

----结束 

7.7.2 查看 Kafka 主题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在 MRS Manager 查看 Kafka已创建的主题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 MRS Manager。 

步骤 2 选择“服务管理 > Kafka > KafkaTopic 监控”。 

主题列表默认显示所有主题。可以查看主题的分区数和备份数。 

步骤 3 在主题列表单击指定主题的名称，可查看详细信息。 

----结束 

7.7.3 管理 Kafka 用户权限 

操作场景 

在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中，用户使用 Kafka 时前需要拥有对应的权限。MRS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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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将 Kafka的使用权限，授予不同用户。 

Kafka默认用户组如表 7-8所示。 

表7-8 Kafka默认用户组 

用户组名称 描述 

kafkaadmin Kafka管理员用户组。添加入本组的用户，拥有所

有主题的创建，删除，授权及读写权限。 

kafkasuper

user 

Kafka高级用户组。添加入本组的用户，拥有所有

主题的读写权限。 

kafka Kafka普通用户组。添加入本组的用户，需要被

kafkaadmin 组用户授予特定主题的读写权限，才能访

问对应主题。 

 

前提条件 

 已刷新客户端。 

 用户已明确业务需求，并准备一个属于 kafkaadmin组的用户，作为 Kafka管理员

用户。例如“admin”。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选择“服务管理 > ZooKeeper > 实例”，查看 ZooKeeper 角色实例的 IP

地址。 

记录 ZooKeeper角色实例其中任意一个的 IP 地址即可。 

步骤 2 根据业务情况，准备好客户端，并登录安装客户端的节点。 

例如在 Master2节点更新客户端，则在该节点登录客户端，具体参见 4.4 客户端管

理。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客户端目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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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client/Kafka/kafka/bin”。 

cd /opt/client/Kafka/kafka/bin 

步骤 5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opt/client/bigdata_env 

步骤 6 执行以下命令，认证 Kafka管理员用户。 

kinit 管理员用户名 

例如，kinit admin 

步骤 7 选择业务需要对应的场景，管理 Kafka 用户权限： 

 查看某个主题的权限控制列表 

sh kafka-acls.sh --authorizer-properties zookeeper.connect=ZooKeeper 角
色实例所在节点 IP地址:24002/kafka --list --topic 主题名称 

 为某个用户添加生产者的权限 

sh kafka-acls.sh --authorizer-properties zookeeper.connect=ZooKeeper 角
色实例所在节点 IP地址:24002/kafka --add --allow-principal User:用户名 -

-producer --topic 主题名称 

 删除某个用户的生产者权限 

sh kafka-acls.sh --authorizer-properties zookeeper.connect=ZooKeeper 角
色实例所在节点 IP地址:24002/kafka --remove --allow-principal User:用户
名 --producer --topic 主题名称 

 为某个用户添加消费者的权限 

sh kafka-acls.sh --authorizer-properties zookeeper.connect=ZooKeeper 角
色实例所在节点 IP地址:24002/kafka --add --allow-principal User:用户名 -

-consumer --topic 主题名称 --group 消费者组名称 

 删除某个用户的消息者权限 

sh kafka-acls.sh --authorizer-properties zookeeper.connect=ZooKeeper 角
色实例所在节点 IP地址:24002/kafka --remove --allow-principal User:用户
名 --consumer --topic 主题名称 --group 消费者组名称 

 

删除权限时需要输入两次“y”确认删除权限。 

----结束 

7.7.4 管理 Kafka 主题中的消息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根据业务需要，使用 MRS集群客户端，在 Kafka主题中产生消息，或消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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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前提条件 

已刷新客户端。 

操作步骤 

步骤 1在 MRS Manager，选择“服务管理 > Kafka > 实例”，查看 Kafka角色实例的 IP地址。 

记录 Kafka角色实例其中任意一个的 IP地址即可。 

步骤 2 根据业务情况，准备好客户端，并登录安装客户端的节点。 

例如在 Master2节点更新客户端，则在该节点登录客户端，具体参见 4.4 客户端管

理。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客户端目录，例如

“/opt/client/Kafka/kafka/bin”。 

cd /opt/client/Kafka/kafka/bin 

步骤 5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opt/client/bigdata_env 

步骤 6 根据业务需要，管理 Kafka主题中的消息。 

 在主题中产生消息 

sh kafka-console-producer.sh --broker-list Kafka角色实例所在节点的 IP
地址:21005 --topic 主题名称 --producer.config 

/opt/client/Kafka/kafka/config/producer.properties 

用户可以输入指定的内容作为生产者产生的消息，输入完成后按回车发送消息。

如果需要结束产生消息，使用“Ctrl + C”退出任务。 

 消费主题中的消息 

sh kafka-console-consumer.sh --topic 主题名称 --bootstrap-server Kafka
角色实例所在节点的 IP地址:21005 --new-consumer --consumer.config 

/opt/client/Kafka/kafka/config/consumer.properties 

配置文件中“group.id”指定的消费者组默认为“example-group1”。用户可根据

业务需要，自定义其他消费者组。每次消费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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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命令时默认会读取当前消费者组中未被处理的消息。如果在配置文件指定了

新的消费者组且命令中增加参数“--from-beginning”，则会读取所有 Kafka中未

被自动删除的消息。 

 

----结束 

7.8 使用 Storm 

7.8.1 使用客户端提交 Storm 拓扑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在 MRS集群的客户端中提交 Storm拓扑，持续处理用户的流数

据。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需要提交拓扑的用户属于“stormadmin”或“storm”组。 

前提条件 

已刷新客户端。 

操作步骤 

步骤 1根据业务情况，准备好客户端，并登录安装客户端的节点。 

例如在 Master2节点更新客户端，则在该节点登录客户端，具体参见 4.4 客户端管

理。 

步骤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用户。 

sudo su - omm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客户端目录，例如“/opt/client”。 

cd /opt/client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bigdata_env 

步骤 5 启用 Kerberos 认证的集群，执行以下命令认证用户身份。未启用 Kerberos

认证集群无需执行。 

kinit Storm用户 

例如，kinit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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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执行以下命令，提交 Storm拓扑： 

storm jar 拓扑包路径 拓扑 Main方法的类名称 拓扑名称 

例如，提交客户端的样例拓扑： 

storm jar /opt/client/Storm/storm-1.0.2/examples/storm-starter/storm-

starter-topologies-1.0.2.jar org.apache.storm.starter.WordCountTopology topo1 

界面提示以下信息表示提交成功： 

Finished submitting topology: topo1 

 

 如果需要拓扑支持采样消息，则还需要增加参数“topology.debug”和

“topology.eventlogger.executors”。例如， 

storm jar /opt/client/Storm/storm-1.0.2/examples/storm-starter/storm-

starter-topologies-1.0.2.jar org.apache.storm.starter.WordCountTopology topo1 -c 

topology.debug=true -c topology.eventlogger.executors=1。 

 拓扑如何处理数据是拓扑自身行为。样例拓扑随机生成字符并分隔字符串，需要查看

处理情况时，请启用采样功能并参见查看拓扑处理数据日志。 

步骤 7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 Storm中的拓扑。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只有属

于“stormadmin”或“storm”的用户可以查看所有拓扑。 

storm list 

----结束 

7.8.2 访问 Storm 的 WebUI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通过 Storm 的 WebUI，在图形化界面使用 Storm。仅启用 Kerberos认证的流集

群支持 Storm WebUI功能。 

前提条件 

 获取用户“admin”帐号密码。“admin”密码在创建 MRS集群时由用户指定。 

 使用其他用户访问 Storm WebUI，需要用户属于“storm”或“stormadmin”用户

组。 

操作步骤 

步骤 1访问 MRS Manager。 

步骤 2 在 Manager 选择“服务管理 > Storm”，在“Storm 概述”的“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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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单击任意一个 UI 链接，打开 Storm的 WebUI。 

 

第一次访问 Storm WebUI，需要在浏览器中添加站点信任以继续打开页面。 

Storm的 WebUI支持查看以下信息： 

 Storm集群汇总信息 

 Nimbus 汇总信息 

 拓扑汇总信息 

 Supervisor 汇总信息 

 Nimbus 配置信息 

----结束 

相关任务 

查看拓扑详细信息 

步骤 1访问 Storm WebUI。 

步骤 2 在“Topology Summary”单击拓扑的名称，可以查看指定拓扑的详细信息、

拓扑状态、Spouts信息、Bolts信息和拓扑配置。 

----结束 

7.8.3 管理 Storm 拓扑 

操作场景 

用户可以使用 Storm 的 WebUI管理拓扑。“storm”用户组的用户只能管理由自己提交

的拓扑任务，“stormadmin”用户组的用户可以管理所有拓扑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 1访问 Storm的 WebUI。 

步骤 2 在“Topology summary”区域，单击指定的拓扑名称。 

步骤 3 通过“Topology actions”管理 Storm 拓扑。 

 激活拓扑 

单击“Activate”，转化当前拓扑为激活状态。 

 去激活拓扑 

单击“Deactivate”，转化当前拓扑为去激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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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部署拓扑 

单击“Rebalance”，将当前拓扑重新部署执行，需要输入执行重部署的等待时

间，单位为秒。一般在集群中节点数发生变化时进行，以更好利用集群资源。 

 删除拓扑 

单击“Kill”，将当前拓扑删除，需要输入执行操作的等待时间，单位为秒。 

 采样、停止采样拓扑消息 

单击“Debug”，在弹出窗口输入流数据采样消息的数值，单位为百分比，表示从

开始采样到停止采样这段时间内所有数据的采集比例。例如输入“10”，则采集比

例为 10%。 

如果需要停止采样，则单击“Stop Debug”。 

 

只有在提交拓扑时启用采样功能，才支持此功能。查看采样处理数据，请参见查看拓扑处理

数据日志。 

 修改拓扑日志级别 

单击“Change Log Level”，可以为 Storm日志指定新的日志信息级别。 

步骤 4 显示拓扑结构图。 

在“Topology Visualization”区域单击“Show Visualization”，执行拓扑可视化操

作。 

----结束 

7.8.4 查看 Storm 拓扑日志 

操作场景 

用户需要查看 Storm 拓扑在 worker进程中的执行情况时，需要查看 worker 中关于拓扑

的日志。如果需要查询拓扑在运行时数据处理的日志，提交拓扑并启用“Debug”功能后可

以查看日志。仅启用 Kerberos 认证的流集群支持该场景，且用户需要是拓扑的提交者，或

者加入“stormadmin”。 

前提条件 

 在工作环境完网络配置，请参见相关任务。 

 需要查看处理数据的拓扑，提交时已启用采样功能。 

查看 worker 进程日志 

步骤 1访问 Storm的 WebUI。 

步骤 2 在“Topology Summary”区域单击指定的拓扑名称，打开拓扑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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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要查看日志的“Spouts”或“Bolts”任务，在“Executors (All 

time)”区域单击“Port”列的端口值，查看详细日志内容。 

----结束 

查看拓扑处理数据日志 

步骤 1访问 Storm的 WebUI。 

步骤 2 在“Topology Summary”区域单击指定的拓扑名称，打开拓扑的详细信息。 

步骤 3 单击“Debug”，输入采样数据的百分比数值，并单击“OK”开始采样。 

步骤 4 单击拓扑的“Spouts”或“Bolts”任务，在“Component summary”单击

“events”打开处理数据日志。 

----结束 

7.9 使用 CarbonData 

7.9.1 CarbonData 入门 

本章节介绍使用 Spark CarbonData 的基本流程，所有任务场景基于 spark-beeline环

境。CarbonData快速入门包含以下任务： 

1. 连接到 Spark 

在对 CarbonData进行任何操作之前，需要先连接到 Spark。 

2. 创建 CarbonData表 

连接 CarbonData之后，需要创建 CarbonData Table，用于加载数据和执行查询操

作。 

3. 加载数据到 CarbonData表 

用户从 HDFS中的 CSV文件加载数据到所创建的表中。 

4. 在 CarbonData中查询数据 

在 CarbonData表加载数据之后，用户可以执行所需的查询操作，例如 groupby或

者 where 等。 

前提条件 

已刷新客户端。 

操作步骤 

步骤 1连接到 Spark Carbo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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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业务情况，准备好客户端，并登录安装客户端的节点。 

例如在 Master2节点更新客户端，则在该节点登录客户端，具体参见 4.4 客户端

管理。 

2. 切换用户与配置环境变量。 

sudo su - omm 

source /opt/client/bigdata_env 

3. 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执行以下命令认证用户身份。未启用 Kerberos认证

集群无需执行。 

kinit Spark 组件用户名 

用户需要加入“hive”组。 

4. 执行以下命令，连接到 Spark运行环境： 

spark-beeline 

步骤 2 执行命令创建 CarbonData表。 

CarbonData表可用于加载数据和执行查询操作，例如执行以下命令创建 CarbonData

表： 

CREATE TABLE x1 (imei string, deviceInformationId int, mac string, 

productdate timestamp, updatetime timestamp, gamePointId double, contractNumber 

double) 

STORED BY 'org.apache.carbondata.format' 

TBLPROPERTIES 

('DICTIONARY_EXCLUDE'='mac','DICTIONARY_INCLUDE'='deviceInformationId'); 

命令执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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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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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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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rows selected (1.551 seconds) 

步骤 3 从 CSV文件加载数据到 CarbonData 表。 

根据所要求的参数运行命令从 CSV文件加载数据，且仅支持 CSV文件。LOAD 命令中配

置的 CSV列名，需要和 CarbonData 表列名相同，顺序也要对应。CSV文件中的数据的列

数，以及数据格式需要和 CarbonData表匹配。 

文件需要保存在 HDFS 中。用户可以将文件上传到 OBS，并在 MRS管理控制台“File 

Management”将文件从 OBS 导入 HDFS。如果集群启用了 Kerberos认证，则需要在工作环境

准备 CSV文件，然后可以使用开源 HDFS命令将文件从工作环境导入 HDFS，并设置 Spark组

件用户在 HDFS中对文件有读取和执行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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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HDFS的“tmp”目录有一个文件“data.csv”，内容如下： 

x123,111,dd,2017-04-20 08:51:27,2017-04-20 07:56:51,2222,33333 

执行导入命令： 

LOAD DATA inpath 'hdfs://hacluster/tmp/data.csv' into table x1 

options('DELIMITER'=',','QUOTECHAR'='"','FILEHEADER'='imei, 

deviceinformationid,mac,productdate,updatetime,gamepointid,contractnumber'); 

命令执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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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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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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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rows selected (3.039 seconds) 

步骤 4 在 CarbonData 中查询数据。 

 获取记录数 

为了获取在 CarbonData table中的记录数，可以执行以下命令。 

select count(*) from x1; 

 使用 Groupby查询 

为了获取不重复的“deviceinformationid”记录数，可以执行以下命令。 

select deviceinformationid,count (distinct deviceinformationid) from 

x1 group by deviceinformationid; 

 使用条件查询 

为了获取特定 deviceinformationid 的记录，可以执行以下命令。 

select * from x1 where deviceinformationid='111'; 

 

在执行数据查询操作后，如果查询结果中某一列的结果含有中文字等其他非英文字符，会导

致查询结果中的列不能对齐，这是由于不同语言的字符在显示时所占的字宽不尽相同。 

步骤 5 执行以下命令退出 Spark运行环境。 

!quit 

----结束 

7.9.2 CarbonData 表简介 

简介 

CarbonData表与 RDBMS 中的表类似，RDBMS数据存储在由行和列构成的表中。

CarbonData 表存储的也是结构化的数据，具有固定列和数据类型。CarbonData 中的数据存

储在表实体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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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数据类型 

CarbonData表支持以下数据类型： 

 Int 

 String 

 BigInt 

 Decimal 

 Double 

 TimeStamp 

表 7-9对所支持的数据类型和对应的范围进行了详细说明。 

表7-9 CarbonData数据类型 

数据类

型 

描述 

Int 4字节有符号整数，从-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说明 

非字典列如果是 Int类型，会在内部存储为 BigInt类型。 

String 最大支持字符长度为 100000。 

BigInt 使用 64-bit 存储数据，支持从-

9,223,372,036,854,775,808 到

9,223,372,036,854,775,807。 

Decima

l 

默认值是(10,0)，最大值是(38,38) 

说明 

当进行带过滤条件的查询时，为了得到准确的结果，需要在数字后面加上

BD。例如，select * from carbon_table where num =  

1234567890123456.22BD。 

Double 使用 64-bit 存储数据，从 4.9E-324 到

1.7976931348623157E308。 

TimeSt

amp 

默认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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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integer类型度量均以 BigInt 类型进行处理与显示。 

7.9.3 创建 CarbonData 表 

操作场景 

使用 CarbonData前需先创建表，才可从表中加载数据和查询数据。 

使用自定义列创建表 

可通过指定各列及其数据类型来创建表。启用 Kerberos认证的分析集群创建

CarbonData 表时，如果用户需要在默认数据库“default”以外的数据库创建新表，则需要

在 Hive角色管理中为用户绑定的角色添加指定数据库的“Create”权限。 

命令示例：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productdb.productSalesTable ( 

productNumber Int, 

productName String, 

storeCity String, 

storeProvince String, 

revenue Int) 

STORED BY 'org.apache.carbondata.format' 

TBLPROPERTIES ( 

'table_blocksize'='128', 

'DICTIONARY_EXCLUDE'='productName', 

'DICTIONARY_INCLUDE'='productNumber'); 

上述命令所创建的表的详细信息如下： 

表7-10 表信息定义 

参数 描述 

productSalesT 待创建的表的名称。该表用于加载数据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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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able 析。 

表名由字母、数字、下划线组成。 

productdb 数据库名称。该数据库将与其中的表保持逻辑

连接以便于识别和管理。 

数据库名称由字母、数字、下划线组成。 

productNumber 

productName 

storeCity 

storeProvince 

revenue 

表中的列，代表执行分析所需的业务实体。 

列名（字段名）由字母、数字、下划线组成。 

table_blocksi

ze 

CarbonData 表使用的数据文件的 block大小，

默认值为 1024，取值范围为 1～2048，单位为 MB。 

 如果“table_blocksize”值太小，数

据加载时将生成过多的小数据文件，可能会影响

HDFS的使用性能。 

 如果“table_blocksize”值太大，数

据查询时索引匹配的 block数据量较大，导致读

取并发度不高，从而降低查询性能。 

一般情况下，建议根据数据量级别来选择大

小。例如：GB级别用 256，TB级别用 512，PB级别

用 1024。 

DICTIONARY_EX

CLUDE 

设置指定列不生成字典，适用于数值复杂度高

的列。系统默认为 string类型的列做字典编码，

但是如果字典值过多，会导致字典转换操作增加造

成性能下降。 

一般情况下，列的数值复杂度高于 5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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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被认定为高复杂度，则需要排除掉字典编码，该参

数为可选参数。 

说明 

在非字典列中，只支持 String和 Timestamp 数据类型。 

DICTIONARY_IN

CLUDE 

设置指定列生成字典，适用于数值复杂度低的

列，可以提升字典列上的 groupby 性能，为可选参

数。一般情况下，字典列的复杂度不应该高于 5

万。 

 

7.9.4 删除 CarbonData 表 

操作场景 

用户根据业务使用情况，可以删除不再使用的 Carbon表。删除表后，其所有的元数据

以及表中已加载的数据都会被删除。 

操作步骤 

步骤 1运行如下命令删除表。 

DROP TABLE [IF EXISTS] [db_name.]table_name; 

“db_name”为可选参数。如果没有指定“db_name”，那么将会删除当前数据库下名为

“table_name”的表。 

例如执行命令，删除数据库“productdb”下的表“productSalesTable”： 

DROP TABLE productdb.productSalesTable; 

步骤 2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表是否被删除： 

SHOW TABLES;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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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使用 Flume 

7.10.1 使用简介 

使用流程 

通过 Flume采集日志的流程如下所示。 

1. 安装 Flume客户端 

2. 配置 Flume服务端和客户端参数 

3. 查看 Flume客户端收集日志 

4. 停止及卸载 Flume客户端 

Flume客户端介绍 

Flume客户端由 Source、Channel、Sink组成，数据先进入 Source然后传递到

Channel，最后由 Sink发送到客户端外部。各模块说明见表 7-11。 

表7-11 模块说明 

名

称 

说明 

So

urce 

Source负责接收数据或产生数据，并将数据批量放到一个

或多个 Channel。Source 有两种类型：数据驱动和轮询。 

典型的 Source样例如下： 

 和系统集成并接收数据的 Sources：Syslog、

Netcat。 

 自动生成事件数据的 Sources：Exec、SEQ。 

 用于 Agent 和 Agent之间通信的 IPC Sources：

Avro。 

Source必须至少和一个 Channel关联。 

Ch

annel 

Channel位于 Source 和 Sink之间，用于缓存 Source传递

的数据，当 Sink成功将数据发送到下一跳的 Channel 或最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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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说明 

据处理端，缓存数据将自动从 Channel移除。 

不同类型的 Channel 提供的持久化水平也是不一样的： 

 Memory Channel：非持久化 

 File Channel：基于预写式日志（Write-Ahead 

Logging，简称 WAL）的持久化实现 

 JDBC Channel：基于嵌入 Database 的持久化实现 

Channel支持事务特性，可保证简易的顺序操作，同时可以

配合任意数量的 Source 和 Sink共同工作。 

Si

nk 

Sink负责将数据传输到下一跳或最终目的，成功完成后将

数据从 Channel移除。 

典型的 Sink样例如下： 

 存储数据到最终目的终端 Sink，比如：HDFS、Kafka 

 自动消耗的 Sinks，比如：Null Sink 

 用于 Agent 和 Agent之间通信的 IPC sink：Avro 

Sink必须关联到一个 Channel。 

 

Flume客户端可以配置成多个 Source、Channel、Sink，即一个 Source 将数据发送给多

个 Channel，再由多个 Sink 发送到客户端外部。 

Flume还支持多个 Flume 客户端配置级联，即 Sink将数据再发送给 Source。 

补充说明 

1. Flume可靠性保障措施有哪些？ 

− Source与 Channel、Channel与 Sink之间支持事务机制。 

− Sink Processor支持配置 failover、load_blance 机制。 

例如 load_blance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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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sinkgroups=g1  

server.sinkgroups.g1.sinks=k1 k2  

server.sinkgroups.g1.processor.type=load_balance  

server.sinkgroups.g1.processor.backoff=true  

server.sinkgroups.g1.processor.selector=random 

2. Flume多客户端聚合级联时的需要注意什么？ 

− 级联时需要走 Avro 或者 Thrift协议进行级联。 

− 聚合端存在多个节点时，连接配置尽量配置均衡，不要聚合

到单节点上。 

7.10.2 安装 Flume 客户端 

操作场景 

使用 Flume搜集日志时，需要在日志主机上安装 Flume客户端。用户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ECS 并安装 Flume客户端。 

前提条件 

 已创建包含 Flume组件的流集群。 

 日志主机需要与 MRS集群在相同的 VPC和子网。具体请参见 4.4.3 在虚拟私有云

的其他节点使用客户端。 

 已获取日志主机的登录方式。 

操作步骤 

步骤 1根据前提条件，创建一个满足要求的弹性云服务器。 

步骤 2 访问 MRS Manager，选择“服务管理 > Flume > 下载客户端”。 

1. 在“客户端类型”选择“完整客户端”。 

2. 在“下载路径”选择“远端主机”。 

3. 将“主机 IP”设置为 ECS的 IP地址，设置“主机端口”为“22”，并将“存放路

径”设置为“/home/linux”。 

− 如果使用 SSH登录 ECS的默认端口“22”被修改，请将“主

机端口”设置为新端口。 

− “存放路径”最多可以包含 256个字符。 

4. 将“登录用户”设置为“linux”。 

如果使用其他用户，请确保该用户对保存目录拥有读取、写入和执行权限。 

5. 在“SSH 私钥”选择并上传创建集群时使用的密钥文件。 

6. 单击“确定”开始生成客户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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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显示以下提示信息表示客户端包已经成功保存。 

下载客户端文件到远端主机成功。 

步骤 3 单击“实例”，查看任意一个 Flume 实例和两个 MonitorServer 实例的“业

务 IP”。 

步骤 4 使用 VNC 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参见《弹性云服务器用户指南》的登录

弹性云服务器（VNC 方式）章节 (“入门 >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VNC

方式）”)。 

所有镜像均支持 Cloud-init特性。Cloud-init 预配置的用户名“linux”，密码为

“cloud.1234”，如果用户修改了默认密码请使用新密码。参见弹性云服务器《常见问题》

的全面支持 Cloud-init 特性后，弹性云服务器的登录方法章节。首次登录建议修改。 

步骤 5 在弹性云服务器，切换到 root 用户，并将安装包复制到目录“/opt”。 

sudo su - root 

cp /home/linux/MRS_Flume_Client.tar /opt 

步骤 6 在“/opt”目录执行以下命令，解压压缩包获取校验文件与客户端配置包。 

tar -xvf MRS_Flume_Client.tar 

步骤 7 执行以下命令，校验文件包。 

sha256sum -c MRS_Flume_ClientConfig.tar.sha256 

界面显示如下信息，表明文件包校验成功： 

MRS_Flume_ClientConfig.tar: OK 

步骤 8 执行以下命令，解压“MRS_Flume_ClientConfig.tar”。 

tar -xvf MRS_Flume_ClientConfig.tar 

步骤 9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客户端运行环境到新的目录，例如

“/opt/Flumeenv”。安装时自动生成目录。 

sh /opt/MRS_Flume_ClientConfig/install.sh /opt/Flumeenv 

查看安装输出信息，如有以下结果表示客户端运行环境安装成功： 

Components client installation is complete. 

步骤 10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source /opt/Flumeenv/bigdata_env 

步骤 11 执行以下命令，解压 Flume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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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opt/MRS_Flume_ClientConfig/Flume 

tar -xvf FusionInsight-Flume-1.6.0.tar.gz 

步骤 1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当前用户密码是否过期。 

chage -l root 

“Password expires”时间早于当前则表示过期。此时需要修改密码，或执行 chage -

M -1 root 设置密码为未过期状态。 

步骤 13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Flume客户端到新目录，例如“/opt/FlumeClient”。

安装时自动生成目录。 

sh /opt/MRS_Flume_ClientConfig/Flume/install.sh -d /opt/FlumeClient -f 

MonitorServer 实例的业务 IP地址 -c Flume配置文件路径 -l /var/log/ -e Flume的业

务 IP地址 -n Flume客户端名称 

各参数说明如下： 

 “-d”：表示 Flume客户端安装路径。 

 “-f”：可选参数，表示两个 MonitorServer 角色的业务 IP地址，中间用英文逗

号分隔，若不设置则 Flume客户端将不向 MonitorServer发送告警信息，同时在

MRS Manager 界面上看不到该客户端的相关信息。 

 “-c”：可选参数，表示 Flume客户端在安装后默认加载的配置文件

“properties.properties”。如不添加参数，默认使用客户端安装目录的

“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properties.properties”。客户端中配置文

件为空白模板，根据业务需要修改后 Flume客户端将自动加载。 

 “-l”：可选参数，表示日志目录，默认值为“/var/log/Bigdata”。 

 “-e”：可选参数，表示 Flume实例的业务 IP地址，主要用于接收客户端上报的

监控指标信息。 

 “-n”：可选参数，表示自定义的 Flume客户端的名称。 

 IBM 的 JDK不支持“-Xloggc”，需要修改“flume/conf/flume-env.sh”，将“-

Xloggc”修改为“-Xverbosegclog”，若 JDK为 32位，“-Xmx”不能大于 3.25GB。 

 “flume/conf/flume-env.sh”中，“-Xmx”默认为 4GB。若客户端机器内存过小，

可调整为 1GB甚至 512M。 

例如执行：sh install.sh -d /opt/FlumeClient 

系统显示以下结果表示客户端运行环境安装成功： 

install flume client successfully.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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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3 查看 Flume 客户端日志 

操作场景 

查看日志以便定位问题。 

前提条件 

Flume客户端已经正确安装。 

操作步骤 

步骤 1进入 Flume客户端日志目录，默认为“/var/log/Bigdata”。 

步骤 2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日志文件列表。 

ls -lR flume-client-* 

日志文件示例如下： 

flume-client-1/flume:  

total 7672  

-rw-------. 1 root root       0 Sep  8 19:43 Flume-audit.log  

-rw-------. 1 root root 1562037 Sep 11 06:05 FlumeClient.2017-09-11_04-05-09.[1].log.zip  

-rw-------. 1 root root 6127274 Sep 11 14:47 FlumeClient.log  

-rw-------. 1 root root    2935 Sep  8 22:20 flume-root-20170908202009-pid72456-gc.log.0.current  

-rw-------. 1 root root    2935 Sep  8 22:27 flume-root-20170908202634-pid78789-gc.log.0.current  

-rw-------. 1 root root    4382 Sep  8 22:47 flume-root-20170908203137-pid84925-gc.log.0.current  

-rw-------. 1 root root    4390 Sep  8 23:46 flume-root-20170908204918-pid103920-gc.log.0.current  

-rw-------. 1 root root    3196 Sep  9 10:12 flume-root-20170908215351-pid44372-gc.log.0.current  

-rw-------. 1 root root    2935 Sep  9 10:13 flume-root-20170909101233-pid55119-gc.log.0.current  

-rw-------. 1 root root    6441 Sep  9 11:10 flume-root-20170909101631-pid59301-gc.log.0.current  

-rw-------. 1 root root       0 Sep  9 11:10 flume-root-20170909111009-pid119477-gc.log.0.current  

-rw-------. 1 root root   92896 Sep 11 13:24 flume-root-20170909111126-pid120689-gc.log.0.current  

-rw-------. 1 root root    5588 Sep 11 14:46 flume-root-20170911132445-pid42259-gc.log.0.current  

-rw-------. 1 root root    2576 Sep 11 13:24 prestartDetail.log  

-rw-------. 1 root root    3303 Sep 11 13:24 startDetail.log  

-rw-------. 1 root root    1253 Sep 11 13:24 stopDetail.log  

  

flume-client-1/monitor:  

total 8  

-rw-------. 1 root root  141 Sep  8 19:43 flumeMonitorChecker.log  

-rw-------. 1 root root 2946 Sep 11 13:24 flumeMonitor.log 

其中 FlumeClient.log 即为 Flume客户端的运行日志。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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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4 停止或卸载 Flume 客户端 

操作场景 

指导运维工程师停止、启动 Flume客户端，以及在不需要 Flume数据采集通道时，卸载

Flume 客户端。 

操作步骤 

 停止 Flume角色的客户端。 

假设 Flume客户端安装路径为“/opt/FlumeClient”，执行以下命令，停止 Flume客户

端： 

cd /opt/FlumeClient/fusioninsight-flume-1.6.0/bin 

./flume-manage.sh stop 

执行脚本后，显示如下信息，说明成功的停止了 Flume客户端： 

Stop Flume PID=120689 successful.. 

 

Flume 客户端停止后会自动重启，如果不需自动重启，请执行以下命令： 

./flume-manage.sh stop force 

需要启动时，可执行以下命令： 

./flume-manage.sh start force 

 卸载 Flume角色的客户端。 

假设 Flume客户端安装路径为“/opt/FlumeClient”，执行以下命令，卸载 Flume客户

端： 

cd /opt/FlumeClient/fusioninsight-flume-1.6.0/inst 

./uninstall.sh 

7.10.5 使用 Flume 客户端加密工具 

操作场景 

安装 Flume客户端后，配置文件的部分参数可能需要填写加密的字符，Flume客户端中

提供了加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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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完成客户端安装。 

操作步骤 

步骤 1登录安装 Flume客户端的节点，并切换到客户端安装目录。例如“/opt/FlumeClient”。 

步骤 2 切换到以下目录 

cd fusioninsight-flume-1.6.0/bin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加密原始信息： 

./genPwFile.sh 

输入两次待加密信息。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加密后的信息： 

cat password.property 

 

如果加密参数是用于 Flume Server，那么需要到相应的 Flume Server 所在节点执行加密。

加密脚本路径为“/opt/Bigdata/FusionInsight/FusionInsight-Flume-

1.6.0/flume/bin/genPwFile.sh”，需要使用 omm用户执行加密脚本进行加密。 

----结束 

7.10.6 Flume 配置参数说明 

基本介绍 

使用 Flume需要配置 Source、Channel和 Sink，各模块配置参数说明可通过本节内容

了解。 

 

部分配置可能需要填写加密后的信息，请参见 7.10.5 使用 Flume客户端加密工具。 

常用 Source 配置 

 Avro Source 

Avro Source 监听 Avro端口，接收外部 Avro客户端数据并放入配置的 Channel

中。常用配置如表 7-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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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2 Avro Source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channels - 与之相连的 Channel，可以配

置多个。用空格隔开。 

在单个代理流程中，是通过

channel连接 sources 和 sinks。一

个 source实例对应多个

channels，但一个 sink实例只能对

应一个 channel。 

格式如下： 

<Agent >.sources.<Source>.c

hannels = <channel1> <channel2> 

<channel3>... 

<Agent >.sinks.<Sink>.chann

els = <channel1> 

type avro 类型，需设置为“avro”。每

一种 source的类型都为相应的固定

值。 

bind - 绑定和 source 关联的主机名或

IP地址。 

port - 绑定端口号。 

ssl false 是否使用 SSL 加密。 

 true 

 false 

truststore-

type 

JKS Java信任库类型。填写 JKS或

其他 java支持的 truststore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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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truststore - Java信任库文件。 

truststore-

password 

- Java信任库密码。 

keystore-type JKS 密钥存储类型。填写 JKS或其

他 java支持的 truststore 类型。 

keystore - 密钥存储文件。 

keystore-

password 

- 密钥存储密码。 

 

 Spooling Source 

Spooling Source 监控并传输目录下新增的文件，可实现准实时数据传输。常用配

置如表 7-13所示： 

表7-13 Spooling Source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channels - 与之相连的 Channel，可以配

置多个。 

type spooldi

r 

类型，需设置为

“spooldir”。 

monTime 0（不开

启） 

线程监控阈值，更新时间大于

阈值时会重新启动该 Source，单

位：秒。 

spoolDir - 监控目录。 

fileSuffix .COMPLE

TED 

文件传输完成后添加的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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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deletePolicy never 文件传输完成后源文件删除策

略，支持“never”或

“immediate”。分别别是从不删除

和立即删除。 

ignorePattern ^$ 忽略文件的正则表达式表示。 

trackerDir .flumes

pool 

传输过程中元数据存储路径。 

batchSize 1000 Source传输粒度。 

decodeErrorPol

icy 

FAIL 编码错误策略。 

可选 FAIL、REPLACE、

IGNORE。 

FAIL：抛出异常并让解析失

败。 

REPLACE：将不能识别的字符用

其它字符代替，通常是字符

U+FFFD。 

IGNORE：直接丢弃不能解析的

字符串。 

说明 

如果文件中有编码错误，请配置

“decodeErrorPolicy”为“REPLACE”或

“IGNORE”，Flume遇到编码错误将跳过编码

错误，继续采集后续日志。 

deserializer LINE 文件解析器，值为“LINE”或 

“BufferedLine”。 

 配置为“LINE”时，对

从文件读取的字符逐个转码。 

 配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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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BufferedLine”时，对文件读

取的一行或多行的字符进行批量

转码，性能更优。 

deserializer.m

axLineLength 

2048 按行解析最大长度。0到 

2,147,483,647。 

deserializer.m

axBatchLine 

1 按行解析最多行数，如果行数

设置为多行，“maxLineLength”也

应该设置为相应的倍数。例如

maxBatchLine设置为 2，

“maxLineLength”相应的设置为

2048*2为 4096。 

selector.type replica

ting 

选择器类型，支持

“replicating”或

“multiplexing”。 

 “replicating”表示

同样的内容会发给每一个

channel。 

 “multiplexing”表示

根据分发规则，有选择地发给某

些 channel。 

interceptors - 拦截器配置。详细配置可参考

flume官方文档。 

 

 

Spooling Source 在按行读取过程中，会忽略掉每一个 Event的最后一个换行符，该换行符

所占用的数据量指标不会被 Flume统计。 

 Kafka Source 

https://flume.apache.org/FlumeUserGuide.html#flume-intercep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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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 Source从 Kafka的 topic中消费数据，可以设置多个 Source消费同一个

topic的数据，每个 Source会消费 topic的不同 partitions。常用配置如表 7-14

所示： 

表7-14 Kafka Source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channels - 与之相连的 Channel，可以配

置多个。 

type org.apa

che.flume.s

ource.kafka

.KafkaSourc

e 

类型，需设置为

“org.apache.flume.source.kafka

.KafkaSource”。 

monTime 0（不开

启） 

线程监控阈值，更新时间大于

阈值时重新启动该 Source，单位：

秒。 

nodatatime 0（不开

启） 

告警阈值，从 Kafka中订阅不

到数据的时长大于阈值时发送告

警，单位：秒。 

batchSize 1000 每次写入 Channel 的 Event数

量。 

batchDurationM

illis 

1000 每次消费 topic 数据的最大时

长，单位：毫秒。 

keepTopicInHea

der 

false 是否在 Event Header 中保存

topic，如果保存，Kafka Sink配

置的 topic将无效。 

 true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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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keepPartitionI

nHeader 

false 是否在 Event Header 中保存

partitionID，如果保存，Kafka 

Sink将写入对应的 Partition。 

 true 

 false 

kafka.bootstra

p.servers 

- brokers地址列表，多个地址

用英文逗号分隔。 

kafka.consumer

.group.id 

- Kafka消费者组 ID。 

kafka.topics - 订阅的 kafka topic 列表，用

英文逗号分隔。 

kafka.topics.r

egex 

- 符合正则表达式的 topic会被

订阅，优先级高于

“kafka.topics”，如果配置将覆

盖“kafka.topics”。 

kafka.security

.protocol 

SASL_PL

AINTEXT 

Kafka安全协议，未启用

Kerberos集群中须配置为

“PLAINTEXT”。 

Other Kafka 

Consumer 

Properties 

- 其他 Kafka配置，可以接受任

意 Kafka支持的消费参数配置，配

置需要加前缀“.kafka”。 

 

 Taildir Source 

Taildir Source 监控目录下文件的变化并自动读取文件内容，可实现实时数据传

输，常用配置如表 7-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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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5 Taildir Source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channels - 与之相连的 Channel，可以配

置多个。 

type taildir 类型，需配置为“taildir”。 

filegroups - 设置采集文件目录分组名字，

分组名字中间使用空格间隔。 

filegroups.<fi

legroupName>.paren

tDir 

- 父目录，需要配置为绝对路

径。 

filegroups.<fi

legroupName>.fileP

attern 

- 相对父目录的文件路径，可以

包含目录，支持正则表达式，须与

父目录联合使用。 

positionFile - 传输过程中元数据存储路径 

headers.<fileg

roupName>.<headerK

ey> 

- 设置某一个分组采集数据时

Event中的 key-value 值。 

byteOffsetHead

er 

false 是否在每一个 Event头中携带

该 Event在源文件中的位置信息，

该信息保存在“byteoffset”变量

中。 

skipToEnd false Flume在重启后是否直接定位

到文件最新的位置处，以读取最新

的数据。 

idleTimeout 120000 设置读取文件的空闲时间，单

位：毫秒。如果在该时间内文件内

容没有变更，关闭掉该文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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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后如果该文件有数据写入，重新打

开并读取数据。 

writePosInterv

al 

3000 设置将元数据写入到文件的周

期，单位：毫秒。 

batchSize 1000 批次写入 Channel 的 Event数

量。 

monTime 0（不开

启） 

线程监控阈值，更新时间大于

阈值时重新启动该 Source，单位：

秒。 

 

 Http Source 

Http Source 接收外部 HTTP客户端发送过来的数据，并放入配置的 Channel中，

常用配置如表 7-16所示： 

表7-16 Http Source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channels - 与之相连的 Channel，可以配

置多个。 

type http 类型，需配置为“http”。 

bind - 绑定关联的主机名或 IP地址。 

port - 绑定端口。 

handler org.apa

che.flume.s

ource.http.

JSONHandler 

http请求的消息解析方式，支

持以下两种： 

 “org.apache.flume.s

ource.http.JSONHandler”：表

示 Json格式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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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org.apache.flume.s

ink.solr.morphline.BlobHandl

er”：表示二进制 Blob块解

析。 

handler.* - 设置 handler 的参数。 

enableSSL false http协议是否启用 SSL。 

keystore - http启用 SSL 后设置 keystore

的路径。 

keystorePasswo

rd 

- http启用 SSL 后设置 keystore

的密码。 

 

 OBS Source 

OBS Source 监控并传输指定桶下新增的文件，可实现准实时数据传输。常用配置

如表 7-17所示： 

表7-17 OBS Source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channels - 与之相连的 Channel，可以配

置多个。 

type http 类型，需配置为

“org.apache.flume.source.s3.OB

SSource”。 

bucketName - OBS桶名。 

prefix - 指定桶下，具体监控的 OBS路

径。注意不要以斜杠/开头。不设置

时，默认监控桶下的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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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accessKey - 用户的 AK信息。 

secretKey - 用户的 SK信息，需要配置为密

文。 

backingDir - 传输过程中元数据存储路径。 

endPoint - OBS访问地址，需要和 MRS在

相同的 Region，可能是域名或者 IP

地址形式。 

basenameHeader false 是否在 Event Header 中保存文

件名。“false”表示不保存。 

basenameHeader

Key 

basenam

e 

指定 Event Header 保存文件名

使用的字段名，即 key名称。 

batchSize 1000 Source传输粒度。 

decodeErrorPol

icy 

FAIL 编码错误策略。 

说明 

如果文件中有编码错误，请配置

“decodeErrorPolicy”为“REPLACE”或

“IGNORE”，Flume遇到编码错误将跳过编码

错误，继续采集后续日志。 

deserializer LINE 文件解析器，值为“LINE”或 

“BufferedLine”。 

 配置为“LINE”时，对

从文件读取的字符逐个转码。 

 配置为

“BufferedLine”时，对文件读

取的一行或多行的字符进行批量

转码，性能更优。 

deserializer.m 2048 按行解析最大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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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axLineLength 

deserializer.m

axBatchLine 

1 按行解析最多行数，如果行数

设置为多行，“maxLineLength”也

应该设置为相应的倍数。 

selector.type replica

ting 

选择器类型，支持

“replicating”或

“multiplexing”。 

interceptors - 拦截器配置。 

 

常用 Channel 配置 

 Memory Channel 

Memory Channel 使用内存作为缓存区，Events存放在内存队列中。常用配置如表

7-18所示： 

表7-18 Memory Channel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type - 类型，需配置为“memory”。 

capacity 10000 缓存在 Channel 中的最大

Event数。 

transactionCap

acity 

1000 每次存取的最大 Event数。 

channelfullcou

nt 

10 Channel full 次数，达到该次

数后发送告警。 

 

 File Channel 

File Channel使用本地磁盘作为缓存区，Events存放在设置的“dataDirs”配置

项文件夹中。常用配置如表 7-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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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9 File Channel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type - 类型，需配置为“file”。 

checkpointDir ${BIGDA

TA_DATA_HOM

E}/flume/ch

eckpoint 

检查点存放路径。 

dataDirs ${BIGDA

TA_DATA_HOM

E}/flume/da

ta 

数据缓存路径，设置多个路径

可提升性能，中间用逗号分开。 

maxFileSize 2146435

071 

单个缓存文件的最大值，单

位：字节。 

minimumRequire

dSpace 

5242880

00 

缓冲区空闲空间最小值，单

位：字节。 

capacity 1000000 缓存在 Channel 中的最大

Event数。 

transactionCap

acity 

10000 每次存取的最大 Event数。 

channelfullcou

nt 

10 Channel full 次数，达到该次

数后发送告警。 

 

 Memory File Channel 

Memory File Channel 同时使用内存和本地磁盘作为缓存区，消息可持久化，性能

优于 File Channel，接近 Memory Channel 的性能。常用配置如表 7-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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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0 Memory File Channel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type org.apa

che.flume.c

hannel.Memo

ryFileChann

el 

类型，需配置为

“org.apache.flume.channel.Memo

ryFileChannel”。 

capacity 50000 Channel缓存容量：缓存在

Channel中的最大 Event数。 

transactionCap

acity 

5000 事务缓存容量：一次事务能处

理的最大 Event数。 

 此参数值需要大于

Source和 Sink 的

“batchSize”。 

 事务缓存容量必须小于

或等于 Channel 缓存容量。 

subqueueByteCa

pacity 

2097152

0 

每个 subqueue 最多保存多少大

小的 Event，单位：字节。 

Memory File Channel 采用

queue和 subqueue 两级缓存，

event保存在 subqueue，subqueue

保存在 queue。 

subqueue能保存多少 event，

由“subqueueCapacity”和

“subqueueInterval”两个参数决

定，“subqueueCapacity”限制

subqueue内的 Event 总容量，

“subqueueInterval”限制

subqueue保存 Event 的时长，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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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subqueue达到

“subqueueCapacity”或

“subqueueInterval”上限时，

subqueue内的 Event 才会发往目的

地。 

说明 

“subqueueByteCapacity”必须大于一个

batchsize 内的 Event 总容量。 

subqueueInterv

al 

2000 每个 subqueue 最多保存一段多

长时间的 Event，单位：毫秒。 

keep-alive 3 当事务缓存或 Channel缓存满

时，Put、Take线程等待时间。单

位：秒。 

dataDir - 缓存本地文件存储目录。 

byteCapacity JVM 最

大内存的

80% 

Channel缓存容量。单位：字

节。 

compression-

type 

None 消息压缩格式：“None”或

“Snappy”。配置为“Snappy”

时，可以对 Snappy 压缩格式的

Event消息体进行解压。 

channelfullcou

nt 

10 Channel full 次数，达到该次

数后发送告警 

 

Memory File Channel 配置样例： 

server.channels.c1.type = org.apache.flume.channel.MemoryFileChannel  

server.channels.c1.dataDir = /opt/flume/mfdata  

server.channels.c1.subqueueByteCapacity = 20971520  

server.channels.c1.subqueueInterval=2000  

server.channels.c1.capacity = 500000  

server.channels.c1.transactionCapacity =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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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fka Channel 

Kafka Channel使用 kafka集群缓存数据，Kafka提供高可用、多副本，以防

Flume或 Kafka Broker崩溃，Channel 中的数据会立即被 Sink 消费。常用配置如

表 7-21所示 

表7-21 Kafka Channel 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type - 类型，需配置为 

“org.apache.flume.channel.kafk

a.KafkaChannel”.。 

kafka.bootstra

p.servers 

- kafka broker 列表。 

kafka.topic flume-

channel 

Channel用来缓存数据的

topic。 

kafka.consumer

.group.id 

flume Kafka消费者组 ID。 

parseAsFlumeEv

ent 

true 是否解析为 Flume event。 

migrateZookeep

erOffsets 

true 当 Kafka没有存储 offset时，

是否从 ZooKeeper 中查找，并提交

到 Kafka。 

kafka.consumer

.auto.offset.reset 

latest 当没有 offset 记录时，从指定

的位置消费数据。 

kafka.producer

.security.protocol 

SASL_PL

AINTEXT 

Kafka生产者安全协议。 

kafka.consumer

.security.protocol 

SASL_PL

AINTEXT 

Kafka消费者安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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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 Sink 配置 

 HDFS Sink 

HDFS Sink将数据写入 HDFS。常用配置如表 7-22所示： 

表7-22 HDFS Sink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channel - 与之相连的 Channel。 

type hdfs 类型，需配置为“hdfs”。 

monTime 0（不开

启） 

线程监控阈值，更新时间大于

阈值时重新启动该 Sink，单位：

秒。 

hdfs.path - HDFS路径。 

hdfs.inUseSuff

ix 

.tmp 正在写入的 HDFS 文件后缀。 

hdfs.rollInter

val 

30 按时间滚动文件，单位：秒。 

hdfs.rollSize 1024 按大小滚动文件，单位：字

节。 

hdfs.rollCount 10 按 Event个数滚动文件。 

hdfs.idleTimeo

ut 

0 自动关闭空闲文件超时时间，

单位：秒。 

hdfs.batchSize 1000 每次写入 HDFS 的 Event个数。 

hdfs.kerberosP

rincipal 

- 认证 HDFS的 Kerberos用户

名，未启用 Kerberos 认证集群不配

置。 

hdfs.kerberosK - 认证 HDFS的 Kerberos key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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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eytab 路径，未启用 Kerberos 认证集群不

配置 

hdfs.fileClose

ByEndEvent 

true 收到最后一个 Event时是否关

闭文件。 

hdfs.batchCall

Timeout 

- 每次写入 HDFS 超时控制时间，

单位：毫秒。 

当不配置此参数时，对每个

Event写入 HDFS进行超时控制。当

“hdfs.batchSize”大于 0时，配

置此参数可以提升写入 HDFS性能。 

说明 

“hdfs.batchCallTimeout”设置多长时间需

要考虑“hdfs.batchSize”的大小，

“hdfs.batchSize”越大，

“hdfs.batchCallTimeout”也要调整更长时

间，设置过短时间容易导致数据写入 HDFS失

败。 

serializer.app

endNewline 

true 将一个 Event 写入 HDFS后是否

追加换行符（'\n'），如果追加该

换行符，该换行符所占用的数据量

指标不会被 HDFS Sink 统计。 

 

 Avro Sink 

Avro Sink把 events转化为 Avro events并发送到配置的主机的监听端口。常用

配置如表 7-23所示 

表7-23 Avro Sink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channel - 与之相连的 Channel。 

type - 类型，需配置为“av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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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hostname - 绑定关联的主机名或 IP地址。 

port - 监听端口。 

batch-size 1000 批次发送的 Event 个数。 

ssl false 是否使用 SSL 加密。 

truststore-

type 

JKS Java信任库类型。 

truststore - Java信任库文件。 

truststore-

password 

- Java信任库密码。 

keystore-type JKS 密钥存储类型。 

keystore - 密钥存储文件。 

keystore-

password 

- 密钥存储密码 

 

 HBase Sink 

HBase Sink 将数据写入到 HBase中。常用配置如表 7-24所示： 

表7-24 HBase Sink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channel - 与之相连的 Channel。 

type - 类型，需配置为“hbase”。 

table - HBase表名称。 

monTime 0（不开 线程监控阈值，更新时间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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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启） 阈值时重新启动该 Sink，单位：

秒。 

columnFamily - HBase列族名称。 

batchSize 1000 每次写入 HBase 的 Event个

数。 

kerberosPrinci

pal 

- 认证 HBase的 Kerberos用户

名，未启用 Kerberos 认证集群不配

置。 

kerberosKeytab - 认证 HBase的 Kerberos 

keytab路径，未启用 Kerberos认

证集群不配置。 

 

 Kafka Sink 

Kafka Sink 将数据写入到 Kafka中。常用配置如表 7-25所示： 

表7-25 Kafka Sink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channel - 与之相连的 Channel 

type - 类型，需配置为

“org.apache.flume.sink.kafka.K

afkaSink”。 

kafka.bootstra

p.servers 

- Kafkabrokers 列表，多个用英

文逗号分隔。 

monTime 0（不开

启） 

线程监控阈值，更新时间大于

阈值时重新启动该 Sink，单位：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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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kafka.topic default

-flume-

topic 

数据写入的 topic。 

flumeBatchSize 1000 每次写入 Kafka 的 Event个

数。 

kafka.security

.protocol 

SASL_PL

AINTEXT 

Kafka安全协议，未启用

Kerberos认证集群下须配置为

“PLAINTEXT”。 

kafka.kerberos

.domain.name 

- Kafka Domain 名称。安全集群

必填。 

Other Kafka 

Producer 

Properties 

- 其他 Kafka配置，可以接受任

意 Kafka支持的生产参数配置，配

置需要加前缀“.kafka”。 

 

 OBS Sink 

OBS Sink将数据写入 OBS。由于和 HDFS使用了相同的文件系统接口，因此，配置

参数也大致相同。常用配置如表 7-26所示： 

表7-26 OBS Sink常用配置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channel - 与之相连的 Channel。 

type hdfs 类型，需配置为“hdfs”。 

monTime 0（不开

启） 

线程监控阈值，更新时间大于

阈值时重新启动该 Sink，单位：

秒。 

hdfs.path - OBS路径。格式 s3a://AK: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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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桶/路径/ 例如 s3a://AK:SK@obs-

nemon-sink/obs-sink/ 

hdfs.inUseSuff

ix 

.tmp 正在写入的 OBS 文件后缀。 

hdfs.rollInter

val 

30 按时间滚动文件，单位：秒。 

hdfs.rollSize 1024 按大小滚动文件，单位：字

节。 

hdfs.rollCount 10 按 Event个数滚动文件。 

hdfs.idleTimeo

ut 

0 自动关闭空闲文件超时时间，

单位：秒。 

hdfs.batchSize 1000 每次写入 OBS 的 Event个数。 

hdfs.calltimeo

ut 

10000 和 OBS交互的超时时间。单位

毫秒。由于 OBS rename 等操作实际

是拷贝文件，因此需要将这个超时

时间调整的尽量大，比如

1000000。 

hdfs.fileClose

ByEndEvent 

true 收到最后一个 Event时是否关

闭文件。 

hdfs.batchCall

Timeout 

- 每次写入 OBS 超时控制时间，

单位：毫秒。 

当不配置此参数时，对每个

Event写入 OBS进行超时控制。当

“hdfs.batchSize”大于 0时，配

置此参数可以提升写入 OBS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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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描述 

说明 

“hdfs.batchCallTimeout”设置多长时间需

要考虑“hdfs.batchSize”的大小，

“hdfs.batchSize”越大，

“hdfs.batchCallTimeout”也要调整更长时

间，设置过短时间容易导致数据写入 OBS失

败。 

serializer.app

endNewline 

true 将一个 Event 写入 OBS后是否

追加换行符（'\n'），如果追加该

换行符，该换行符所占用的数据量

指标不会被 OBS Sink 统计。 

 

7.10.7 样例：使用 Flume 采集日志并导入 Kafka 生产者 

操作场景 

Flume支持将采集的日志信息导入到 Kafka。 

前提条件 

 已创建启用 Kerberos认证的流集群。 

 已在日志生成节点安装 Flume客户端，请参见 7.10.2 安装 Flume 客户端。 

 已配置网络，使日志生成节点与流集群互通。 

操作步骤 

 

非安全集群不需要执行步骤 1-6，直接从步骤 7开始即可。 

步骤 1将 Master1节点上的认证服务器配置文件，复制到安装 Flume客户端的节点，保存到 Flume

客户端中“Flume客户端安装目录/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目录。 

文件完整路径为

“/opt/Bigdata/FusionInsight/etc/1_X_KerberosClient/kdc.conf”，其中“X”为随机

生成的数字，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同时文件需要以 Flume客户端安装用户身份保存，例如

root 用户。 

步骤 2 登录 MRS Manager，选择“服务管理 > Flume > 实例管理”，查看任一部

署 Flume角色节点的“业务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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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将此节点上的用户认证文件，复制到安装 Flume客户端的节点，保存到

Flume 客户端中“Flume 客户端安装目录/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目录。 

文件完整路径为“/opt/Bigdata/FusionInsight/FusionInsight-Flume-

1.6.0/flume/conf/flume.keytab”。同时文件需要以 Flume客户端安装用户身份保存，例

如 root 用户。 

步骤 4 将此节点上的配置文件“jaas.conf”，复制到安装 Flume 客户端的节点，

保存到 Flume客户端中“conf”目录。 

文件完整路径为“/opt/Bigdata/FusionInsight/etc/1_X_Flume/jaas.conf”，其中

“X”为随机生成的数字，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同时文件需要以 Flume客户端安装用户身

份保存，例如 root 用户。 

步骤 5 登录安装 Flume客户端节点，切换到客户端安装目录，执行以下命令修改文

件： 

vi conf/jaas.conf 

修改参数“keyTab”定义的用户认证文件完整路径，然后保存并退出。 

步骤 6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 Flume客户端配置文件“flume-env.sh”： 

vi Flume客户端安装目录/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flume-env.sh 

在“-XX:+UseCMSCompactAtFullCollection”后面，增加以下内容： 

-Djava.security.krb5.conf=Flume客户端安装目录/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kdc.conf -

Djava.security.auth.login.config=Flume客户端安装目录/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jaas.conf -

Dzookeeper.server.principal=zookeeper/hadoop.xxx.com -Dzookeeper.request.timeout=120000 

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Flume 客户端安装目录”，以及

zookeeper.server.principal,，然后保存并退出。 

步骤 7 假设 Flume 客户端安装路径为“/opt/FlumeClient”，执行以下命令，重启

Flume 客户端： 

cd /opt/FlumeClient/fusioninsight-flume-1.6.0/bin 

./flume-manage.sh restart 

步骤 8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 Flume客户端配置文件“properties.properties”。 

vi Flume客户端安装目录/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properties.properties 

将以下内容保存到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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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ent.sources = static_log_source    

client.channels = static_log_channel   

client.sinks = kafka_sink  

#########################################################################################  

#LOG_TO_HDFS_ONLINE_1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type = spooldir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spoolDir = PATH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fileSuffix = .COMPLETED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ignorePattern = ^$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trackerDir = PATH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maxBlobLength = 16384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batchSize = 51200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inputCharset = UTF-8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deserializer = LINE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selector.type = replicating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fileHeaderKey = file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fileHeader = false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basenameHeader = true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basenameHeaderKey = basename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deletePolicy = never  

  

client.channels.static_log_channel.type = file  

client.channels.static_log_channel.dataDirs = PATH  

client.channels.static_log_channel.checkpointDir = PATH  

client.channels.static_log_channel.maxFileSize = 2146435071  

client.channels.static_log_channel.capacity = 1000000  

client.channels.static_log_channel.transactionCapacity = 612000  

client.channels.static_log_channel.minimumRequiredSpace = 524288000  

  

client.sinks.kafka_sink.type = org.apache.flume.sink.kafka.KafkaSink  

client.sinks.kafka_sink.kafka.topic = flume_test  

client.sinks.kafka_sink.kafka.bootstrap.servers = 

XXX.XXX.XXX.XXX:21007,XXX.XXX.XXX.XXX:21007,XXX.XXX.XXX.XXX:21007  

client.sinks.kafka_sink.flumeBatchSize = 1000  

client.sinks.kafka_sink.kafka.producer.type = sync  

client.sinks.kafka_sink.kafka.security.protocol  = SASL_PLAINTEXT  

client.sinks.kafka_sink.kafka.kerberos.domain.name = hadoop.XXX.com  

client.sinks.kafka_sink.requiredAcks = 0  

  

client.sources.static_log_source.channels = static_log_channel  

client.sinks.kafka_sink.channel = static_log_channel 

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以下参数，然后保存并退出。 

 “spoolDir” 

 “trackerDir” 

 “dataDirs” 

 “checkpointDir” 

 “topic” 

如果 kafka中该 topic不存在，默认情况下会自动创建该 topic。 

 “kafka.bootstrap.ser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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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安全集群对应端口 21007，非安全集群对应端口 21005。 

 “kafka.kerberos.domain.name” 

此参数的值为 Kafka集群中 kerberos 的“default_realm”,仅安全集群需要配

置。 

步骤 9 Flume客户端将自动加载“properties.properties”的内容。 

当“spoolDir”生成新的日志文件，文件内容将发送到 Kafka生产者，并支持 Kafka消

费者消费。 

----结束 

7.10.8 样例：使用 Flume 采集日志并导入 OBS 

操作场景 

Flume支持将采集的日志信息导入到 OBS。 

前提条件 

 已创建流集群。 

 已在日志生成节点安装 Flume客户端，请参见 7.10.2 安装 Flume 客户端。 

 已配置网络，使日志生成节点与流集群互通。 

 日志节点可解析 OBS服务域名。具体请参见 4.4.3 在虚拟私有云的其他节点使用

客户端。 

操作步骤 

步骤 1创建 core-site.xml文件，保存到 Flume客户端的“conf”目录中。 

参数文件内容示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property>  

<name>fs.s3a.connection.ssl.enabled</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fs.s3a.endpoint</name>  

<value></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fs.s3a.endpoint”的值为 OBS访问地址，需要和 MRS在相同的 Region，可能是域名

或者 IP地址形式。可以通过访问 MRS Manager，选择“服务管理 > Flume > 服务配置”，

参数类别选择“全部配置”，在“S3service”中查看“s3service.s3-endpoint”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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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使用 Flume 客户端加密工具加密 SK，详细步骤请参考 7.10.5 使用 Flume客

户端加密工具。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 Flume客户端配置文件“properties.properties”。 

vi Flume客户端安装目录/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properties.properties 

将以下内容添加并保存到文件中： 

client.sources = linux  

client.channels = flume  

client.sinks = obs  

  

client.sources.linux.type = spooldir  

client.sources.linux.spoolDir = /tmp/nemon  

client.sources.linux.montime =   

client.sources.linux.fileSuffix = .COMPLETED  

client.sources.linux.deletePolicy = never  

client.sources.linux.trackerDir = .flumespool  

client.sources.linux.ignorePattern = ^$  

client.sources.linux.batchSize = 1000  

client.sources.linux.inputCharset = UTF-8  

client.sources.linux.selector.type = replicating  

client.sources.linux.fileHeader = false  

client.sources.linux.fileHeaderKey = file  

client.sources.linux.basenameHeader = true  

client.sources.linux.basenameHeaderKey = basename  

client.sources.linux.deserializer = LINE  

client.sources.linux.deserializer.maxBatchLine = 1  

client.sources.linux.deserializer.maxLineLength = 2048  

client.sources.linux.channels = flume  

  

client.channels.flume.type = memory  

client.channels.flume.capacity = 10000  

client.channels.flume.transactionCapacity = 1000  

client.channels.flume.channelfullcount = 10  

client.channels.flume.keep-alive = 3  

client.channels.flume.byteCapacity =   

client.channels.flume.byteCapacityBufferPercentage = 20  

  

client.sinks.obs.type = hdfs  

client.sinks.obs.hdfs.path = s3a://AK:SK@obs-nemon-sink/obs-sink  

client.sinks.obs.montime =   

client.sinks.obs.hdfs.filePrefix = obs_%{basename}  

client.sinks.obs.hdfs.fileSuffix =   

client.sinks.obs.hdfs.inUsePrefix =   

client.sinks.obs.hdfs.inUseSuffix = .tmp  

client.sinks.obs.hdfs.idleTimeout = 0  

client.sinks.obs.hdfs.batchSize = 1000  

client.sinks.obs.hdfs.codeC =    

client.sinks.obs.hdfs.fileType = DataStream  

client.sinks.obs.hdfs.maxOpenFiles = 5000  

client.sinks.obs.hdfs.writeFormat = Writable  

client.sinks.obs.hdfs.callTimeout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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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sinks.obs.hdfs.threadsPoolSize = 10  

client.sinks.obs.hdfs.rollTimerPoolSize = 1  

client.sinks.obs.hdfs.round = false  

client.sinks.obs.hdfs.roundUnit = second  

client.sinks.obs.hdfs.useLocalTimeStamp = false  

client.sinks.obs.hdfs.failcount = 10  

client.sinks.obs.hdfs.fileCloseByEndEvent = true  

client.sinks.obs.hdfs.rollInterval = 30  

client.sinks.obs.hdfs.rollSize = 1024  

client.sinks.obs.hdfs.rollCount = 10  

client.sinks.obs.hdfs.batchCallTimeout = 0  

client.sinks.obs.serializer.appendNewline = true  

client.sinks.obs.channel = flume  

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以下参数，然后保存并退出。 

 “spoolDir” 

 “trackerDir” 

 “hdfs.path”，其中的 AK和 SK需要替换成实际值，SK是加密后的内容。 

步骤 4 Flume客户端将自动加载“properties.properties”的内容。 

当“spoolDir”生成新的日志文件，文件内容将发送到 OBS。 

----结束 

7.10.9 样例：使用 Flume 监控 OBS 目录并上传文件到 HDFS 

操作场景 

Flume监控指定 OBS目录，并将文件上传到 HDFS。 

前提条件 

 已创建流集群。 

 已在客户端节点安装 Flume客户端，请参见 7.10.2 安装 Flume客户端。 

 已配置网络，使客户端节点与流集群互通；且与 HDFS集群节点互通，包括 master

节点和 core节点。 

 客户端节点可解析 OBS服务域名。 

操作步骤 

 

非安全集群不需要执行步骤 2-4。 

步骤 1从 HDFS集群客户端拷贝 core-site.xml、hdfs-site.xml 文件到 Flume客户端节点，

“Flume 客户端安装目录/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目录中。 

通常可以在 HDFS客户端安装目录“/HDFS/hadoop/etc/hadoop/”下找到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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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xml、hdfs-site.xml 文件。 

文件需要以 Flume客户端安装用户身份保存，例如 root 用户。 

步骤 2 从 HDFS集群下载用户的认证凭据。 

1. 在 MRS Manager，单击“系统设置”。 

2. 在“权限配置”区域，单击“用户管理”。 

3. 在用户列表中选择需要的用户，单击后面的“更多--”下载用户凭据。 

4. 解压下载的用户凭据文件，获取 krb5.conf 和 user.keytab 文件。 

步骤 3 将上一步获得的 krb5.conf 和 user.keytab 拷贝到 Flume 客户端节点的

“Flume 客户端安装目录/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目录中。文件需要以 Flume

客户端安装用户身份保存，例如 root 用户。 

步骤 4 修改 Flume 客户端配置文件“flume-env.sh”。 

执行以下命令，编辑配置文件“flume-env.sh”。 

vi Flume客户端安装目录/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flume-env.sh 

在“-XX:+UseCMSCompactAtFullCollection”后面，增加以下内容： 

-Djava.security.krb5.conf=Flume客户端安装目录/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krb5.conf  

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Flume 客户端安装目录”，然后保存并退出配置文件。 

步骤 5 将 HDFS集群的“/etc/hosts”文件中 host 匹配相关内容添加到 Flume客户

端节点的“/etc/hosts”文件。 

步骤 6 重启 Flume 客户端。 

假设 Flume客户端安装路径为“/opt/FlumeClient”，请执行以下命令，重启 Flume客

户端： 

cd /opt/FlumeClient/fusioninsight-flume-1.6.0/bin 

./flume-manage.sh restart 

步骤 7 使用 Flume 客户端加密工具加密 SK，详细操作请参见 7.10.5 使用 Flume客

户端加密工具。 

步骤 8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 Flume客户端配置文件“properties.properties”。 

vi Flume客户端安装目录/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properties.properties 

将以下内容保存到文件“properties.propertie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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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sources = obs  

client.channels = flume  

client.sinks = hdfs  

  

client.sources.obs.type=org.apache.flume.source.s3.OBSSource  

client.sources.obs.bucketName = obs-nemon-sink  

client.sources.obs.prefix = obs-source/  

client.sources.obs.accessKey = AK   

client.sources.obs.secretKey = SK   

client.sources.obs.backingDir = /tmp/obs/  

client.sources.obs.endPoint = obs.eu-de.huawei.com  

client.sources.obs.basenameHeader = true  

client.sources.obs.basenameHeaderKey = basename  

client.sources.obs.channels = flume   

  

client.channels.flume.type = memory  

client.channels.flume.capacity = 10000  

client.channels.flume.transactionCapacity = 1000  

client.channels.flume.channelfullcount = 10  

client.channels.flume.keep-alive = 3  

client.channels.flume.byteCapacity =   

client.channels.flume.byteCapacityBufferPercentage = 20  

  

  

client.sinks.hdfs.type = hdfs  

client.sinks.hdfs.hdfs.path = hdfs://hacluster/tmp  

client.sinks.hdfs.montime =   

client.sinks.hdfs.hdfs.filePrefix = over_%{basename}  

client.sinks.hdfs.hdfs.fileSuffix =   

client.sinks.hdfs.hdfs.inUsePrefix =   

client.sinks.hdfs.hdfs.inUseSuffix = .tmp  

client.sinks.hdfs.hdfs.idleTimeout = 0  

client.sinks.hdfs.hdfs.batchSize = 1000  

client.sinks.hdfs.hdfs.codeC =    

client.sinks.hdfs.hdfs.fileType = DataStream  

client.sinks.hdfs.hdfs.maxOpenFiles = 5000  

client.sinks.hdfs.hdfs.writeFormat = Writable  

client.sinks.hdfs.hdfs.callTimeout = 10000  

client.sinks.hdfs.hdfs.threadsPoolSize = 10  

client.sinks.hdfs.hdfs.rollTimerPoolSize = 1  

client.sinks.hdfs.hdfs.kerberosPrincipal = admin  

client.sinks.hdfs.hdfs.kerberosKeytab = /opt/FlumeClient/fusioninsight-flume-1.6.0/conf/user.keytab  

client.sinks.hdfs.hdfs.round = false  

client.sinks.hdfs.hdfs.roundUnit = second  

client.sinks.hdfs.hdfs.useLocalTimeStamp = false  

client.sinks.hdfs.hdfs.failcount = 10  

client.sinks.hdfs.hdfs.fileCloseByEndEvent = true  

client.sinks.hdfs.hdfs.rollInterval = 30  

client.sinks.hdfs.hdfs.rollSize = 1024  

client.sinks.hdfs.hdfs.rollCount = 10  

client.sinks.hdfs.hdfs.batchCallTimeout = 0  

client.sinks.hdfs.serializer.appendNewline = true  

client.sinks.hdfs.channel = flume  

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以下参数，然后保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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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cketName” 

 “prefix” 

 “backingDir” 

 “endPoint” 

 “accessKey” 

AK值。需要替换成实际值。 

 “sercretKey” 

SK值。需要替换成实际值，SK是加密后的。 

 “kerberosPrincipal” 

安全集群需要配置，用户名 

 “kerberosKeytab” 

安全集群需要配置，用户认证文件，需要写绝对路径。 

步骤 9 Flume客户端将自动加载“properties.properties”的内容。 

当“bucketName”下的“prefix”目录生成新的日志文件，文件内容将发送到 OBS。 

----结束 

7.11 使用 Loader 

7.11.1 使用简介 

使用流程 

通过 Loader迁移用户数据时，基本流程如下所示。 

1. 访问 Hue WebUI的 Loader页面。 

2. 管理 Loader连接。 

3. 创建作业，选择数据源的连接以及保存数据的连接。 

4. 运行作业，完成数据迁移。 

Loader页面介绍 

Loader页面是基于开源 Sqoop WebUI的图形化数据迁移管理工具，该页面托管在 Hue

的 WebUI中。进入 Loader 页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访问 Hue WebUI，参见 7.1 访问开源组件 UI界面。 

2. 选择“Data Browsers > Sqoop”。 

默认显示 Loader页面中的作业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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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er连接介绍 

Loader连接保存了数据具体位置的相关信息，Loader使用连接来访问数据，或将数据

保存到指定的位置。进入 Loader连接管理页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进入 Loader页面。 

2. 单击“管理连接”。 

显示 Loader连接管理页面。 

可单击“管理作业”回到作业管理页面。 

3. 单击“新建连接”，进入配置页面，并填写参数创建一个 Loader连接。 

Loader作业介绍 

Loader作业用于管理数据迁移任务，每个作业包含一个源数据的连接，和一个目的数

据的连接，通过从源连接读取数据，再将数据保存到目的连接，完成数据迁移任务。 

7.11.2 Loader 连接配置说明 

基本介绍 

Loader支持以下多种连接，每种连接的配置介绍可根据本章节内容了解。 

 obs-connector 

 generic-jdbc-connector 

 ftp-connector或 sftp-connector 

 hbase-connector、hdfs-connector或 hive-connector 

 voltdb-connector 

OBS连接 

OBS连接是 Loader与 OBS进行数据交换的通道，配置参数如表 7-27所示。 

表7-27 obs-connector配置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一个 Loader连接的名称。 

OBS 服务器 输入 OBS endpoint 地址，一般格式为

OBS.Region.DomainName。 

例如执行如下命令查看 OBS endpoint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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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cat /opt/Bigdata/apache-tomcat-

7.0.78/webapps/web/WEB-INF/classes/cloud-

obs.properties 

端口 访问 OBS 数据的端口。默认值为“5443”。 

访问标识

(AK) 

表示访问 OBS的用户的访问密钥 AK。 

密钥(SK) 表示访问密钥对应的 SK。 

 

关系型数据库连接 

关系型数据库连接是 Loader与关系型数据库进行数据交换的通道，配置参数如表 7-28

所示。 

 

部分参数需要单击“显示高级属性”后展开，否则默认隐藏。 

表7-28 generic-jdbc-connector配置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一个 Loader连接的名称。 

数据库类型 表示 Loader 连接支持的数据，可以选择

“ORACLE”、“MYSQL”和“MPPDB”。 

数据库服务

器 

表示数据库的访问地址，可以是 IP地址或者域

名。 

端口 表示数据库的访问端口。 

数据库名称 表示保存数据的具体数据库名。 

用户名 表示连接数据库使用的用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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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密码 表示此用户对应的密码。需要与实际密码保持一

致。 

 

表7-29 高级属性配置 

参数 说明 

一次请求行

数 

表示每次连接数据库时，最多可获取的数据量。 

连接属性 不同类型数据库支持该数据库连接特有的驱动属

性，例如 MYSQL 的“autoReconnect”。如果需要定义

驱动属性，单击“添加”。 

引用符号 表示数据库的 SQL中保留关键字的定界符，不同

类型数据库定义的定界符不完全相同。 

 

文件服务器连接 

文件服务器连接包含 FTP连接和 SFTP连接，是 Loader与文件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的通

道，配置参数如表 7-30所示。 

表7-30 ftp-connector或 sftp-connector配置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一个 Loader连接的名称。 

主机名或 IP 输入文件服务器的访问地址，可以是服务器的主

机名或者 IP 地址。 

端口 访问文件服务器的端口。 

 FTP协议请使用端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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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SFTP协议请使用端口“22”。 

用户名 表示文件服务器的用户名称。 

密码 表示此用户对应的密码。 

 

MRS集群连接 

MRS集群连接包含 HBase 连接、HDFS连接和 Hive 连接，是 Loader与对应各数据进行数

据交换的通道。 

配置 MRS集群连接时，需要设置名称、选择对应的连接器“hbase-connector”、

“hdfs-connector”或“hive-connector”，然后保存即可。 

内存数据库连接 

VoltDB连接是 Loader 与内存数据库进行数据交换的通道，配置参数如表 7-31所示。 

 

部分参数需要单击“显示高级属性”后展开，否则默认隐藏。 

表7-31 voltdb-connector配置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一个 Loader连接的名称。 

数据库服务

器列表 

表示数据库的访问地址，可以是 IP地址或者域

名。支持配置多个数据库地址，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端口 表示数据库的访问端口。 

用户名 表示连接数据库使用的用户名称。 

密码 表示此用户对应的密码。需要与实际密码保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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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2 高级属性配置 

参数 说明 

连接属性 内存数据库的 SQL中保留关键字的定界符。 

 

7.11.3 管理 Loader 连接 

操作场景 

Loader页面支持创建、查看、编辑和删除连接。 

前提条件 

已访问 Loader页面，参见 Loader页面介绍。 

创建连接 

步骤 1在 Loader页面，单击“管理连接”。 

步骤 2 单击“新建连接”，配置连接参数。 

参数介绍具体可参见 7.11.2 Loader连接配置说明。 

步骤 3 单击“保存”。 

如果连接配置，例如 IP地址、端口、访问用户等信息不正确，将导致验证连接失败无

法保存。另外 VPC相关设置，也可能影响网络连通性。 

 

用户可以直接单击“测试”立即检测连接是否可用。 

----结束 

查看连接 

步骤 1在 Loader页面，单击“管理连接”。 

 如果集群启用了 Kerberos认证，则默认显示所有当前用户创建的连接，不支持显

示其他用户的连接。 

 如果集群未启用 Kerberos认证，则显示集群中全部的 Loader连接。 

步骤 2 在“Sqoop 连接”中输入指定连接的名称，可以筛选该连接。 



  

7 使用MRS 

 

432 

 

----结束 

编辑连接 

步骤 1在 Loader页面，单击“管理连接”。 

步骤 2 单击指定连接的名称，进入编辑页面。 

步骤 3 根据业务需要，修改连接配置参数。 

步骤 4 单击“测试”。 

如果显示测试成功，则执行步骤 5；如果显示不能连接至 OBS Server，则需要重复步骤

3。 

步骤 5 单击“保存”。 

如果某个 Loader作业已集成一个 Loader连接，那么编辑连接参数后可能导致 Loader

作业运行效果也产生变化。 

----结束 

删除连接 

步骤 1在 Loader页面，单击“管理连接”。 

步骤 2 在指定连接所在行，单击“删除”。 

步骤 3 在弹出的对话框窗口，单击“是，将其删除”。 

如果某个 Loader作业已集成一个 Loader连接，那么该连接不可以被删除。 

----结束 

7.11.4 Loader 作业源连接配置说明 

基本介绍 

Loader作业需要从不同数据源获取数据时，应该选择对应类型的连接，每种连接在该

场景中需要配置连接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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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connector 

表7-33 obs-connector数据源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桶名 保存源数据的 OBS桶。 

源目录或文

件 

源数据实际存储的形态，可能是桶包含一个目录

中的全部数据文件，或者是桶包含的单个数据文件。 

文件格式 Loader 支持 OBS中存储数据的文件格式，默认支

持以下两种： 

 CSV_FILE：表示文本格式文件。目的连接

为数据库型连接时，只支持文本格式。 

 BINARY_FILE：表示文本格式以外的二进制

文件。 

换行符 源数据的每行结束标识字符。 

字段分割符 源数据的每个字段分割标识字符。 

编码类型 源数据的文本编码类型。只对文本类型文件有

效。 

文件分割方

式 

支持以下两种： 

 File：按总文件个数分配 map任务处理的

文件数量，计算规则为“文件总个数/抽取并发

数”。 

 Size：按文件总大小分配 map任务处理的

文件大小，计算规则为“文件总大小/抽取并发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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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ic-jdbc-connector 

表7-34 generic-jdbc-connector数据源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模式或表空

间 

表示源数据对应的数据库名称，支持通过界面查

询并选择。 

表名 存储源数据的数据表，支持通过界面查询并选

择。 

抽取分区字

段 

分区字段，如果需读取多个字段，使用该字段分

割结果并获取数据。 

Where 子句 表示读取数据库时使用的查询语句。 

 

ftp-connector 或 sftp-connector 

表7-35 ftp-connector或 sftp-connector数据源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源目录或文

件 

源数据实际存储的形态，可能是文件服务器包含

一个目录中的全部数据文件，或者是单个数据文件。 

文件格式 Loader 支持文件服务器中存储数据的文件格式，

默认支持以下两种： 

 CSV_FILE：表示文本格式文件。目的连接

为数据库型连接时，只支持文本格式。 

 BINARY_FILE：表示文本格式以外的二进制

文件。 

换行符 源数据的每行结束标识字符。 

说明 

ftp或 sftp作为源连接时，当“文件格式”配置为 BINARY_FILE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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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高级属性中的“换行符”配置无效 

字段分割符 源数据的每个字段分割标识字符。 

说明 

ftp或 sftp作为源连接时，当“文件格式”配置为 BINARY_FILE 时，

高级属性中的“字段分割符”配置无效 

编码类型 源数据的文本编码类型。只对文本类型文件有

效。 

文件分割方

式 

支持以下两种： 

 File：按总文件个数分配 map任务处理的

文件数量，计算规则为“文件总个数/抽取并发

数”。 

 Size：按文件总大小分配 map任务处理的

文件大小，计算规则为“文件总大小/抽取并发

数”。 

 

hbase-connector 

表7-36 hbase-connector数据源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表名 源数据实际存储的 HBase表。 

 

hdfs-connector 

表7-37 hdfs-connector数据源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源目录或文 源数据实际存储的形态，可能是 HDFS包含一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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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件 录中的全部数据文件，或者是单个数据文件。 

文件格式 Loader 支持 HDFS中存储数据的文件格式，默认支

持以下两种： 

 CSV_FILE：表示文本格式文件。目的连接

为数据库型连接时，只支持文本格式。 

 BINARY_FILE：表示文本格式以外的二进制

文件。 

换行符 源数据的每行结束标识字符。 

说明 

hdfs作为源连接时，当“文件格式”配置为 BINARY_FILE 时，高级属

性中的“换行符”配置无效。 

字段分割符 源数据的每个字段分割标识字符。 

说明 

hdfs作为源连接时，当“文件格式”配置为 BINARY_FILE 时，高级属

性中的“字段分割符”配置无效。 

文件分割方

式 

支持以下两种： 

 File：按总文件个数分配 map任务处理的

文件数量，计算规则为“文件总个数/抽取并发

数”。 

 Size：按文件总大小分配 map任务处理的

文件大小，计算规则为“文件总大小/抽取并发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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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connector 

表7-38 hive-connector数据源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数据库名称 数据源的 Hive数据库名称，支持通过界面查询并

选择。 

表名 数据源的 Hive表名称，支持通过界面查询并选

择。 

 

voltdb-connector 

表7-39 voltdb-connector数据源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抽取分区字

段 

分区字段，如果需读取多个字段，使用该字段分

割结果并获取数据。 

表名 源数据实际存储的内存数据库表，支持通过界面

查询并选择。 

 

7.11.5 Loader 作业目的连接配置说明 

基本介绍 

Loader作业需要将数据保存到不同目的存储位置时，应该选择对应类型的目的连接，

每种连接在该场景中需要配置连接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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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connector 

表7-40 obs-connector目的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桶名 保存最终数据的 OBS桶。 

写入目录 最终数据在桶保存时的具体目录。必须指定一个

目录。 

文件格式 Loader 支持 OBS中存储数据的文件格式，默认支

持以下两种： 

 CSV_FILE：表示文本格式文件。目的连接

为数据库型连接时，只支持文本格式。 

 BINARY_FILE：表示文本格式以外的二进制

文件。 

换行符 最终数据的每行结束标识字符。 

字段分割符 最终数据的每个字段分割标识字符。 

编码类型 最终数据的文本编码类型。只对文本类型文件有

效。 

 

generic-jdbc-connector 

表7-41 generic-jdbc-connector目的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模式名称 保存最终数据的数据库名称。 

表名 保存最终数据的数据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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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connector 或 sftp-connector 

表7-42 ftp-connector或 sftp-connector目的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写入目录 最终数据在文件服务器保存时的具体目录。必须

指定一个目录。 

文件格式 Loader 支持文件服务器中存储数据的文件格式，

默认支持以下两种： 

 CSV_FILE：表示文本格式文件。目的连接

为数据库型连接时，只支持文本格式。 

 BINARY_FILE：表示文本格式以外的二进制

文件。 

换行符 最终数据的每行结束标识字符。 

说明 

ftp或 sftp作为目的连接时，当“文件格式”配置为 BINARY_FILE

时，高级属性中的“换行符”配置无效。 

字段分割符 最终数据的每个字段分割标识字符。 

说明 

ftp或 sftp作为目的连接时，当“文件格式”配置为 BINARY_FILE

时，高级属性中的“字段分割符”配置无效 

编码类型 最终数据的文本编码类型。只对文本类型文件有

效。 

 

hbase-connector 

表7-43 hbase-connector目的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表名 保存最终数据的 HBase表名称，支持通过界面查

询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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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导入方式 支持 BULKLOAD、PUTLIST两种方式导入数据到

HBase表。 

导入前清空

数据 

标识是否需要清空目标 HBase表中的数据，支持

以下两种类型： 

 True：清空表中的数据。 

 False：不清空表中的数据，选择 False 时

如果表中存在数据，则作业运行会报错。 

 

hdfs-connector 

表7-44 hdfs-connector目的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写入目录 最终数据在 HDFS保存时的具体目录。必须指定一

个目录。 

文件格式 Loader 支持 HDFS中存储数据的文件格式，默认支

持以下两种： 

 CSV_FILE：表示文本格式文件。目的连接

为数据库型连接时，只支持文本格式。 

 BINARY_FILE：表示文本格式以外的二进制

文件。 

压缩格式 文件在 HDFS保存时的压缩行为。支持 NONE、

DEFLATE、GZIP、BZIP2、LZ4和 SNAPPY。 

是否覆盖 文件在导入 HDFS时对写入目录中原有文件的处理

行为，支持以下两种： 

 True：默认清空目录中的文件并导入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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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件。 

 False：不清空文件。如果写入目录中有文

件，则作业运行失败。 

换行符 最终数据的每行结束标识字符。 

说明 

hdfs作为目的连接时，当“文件格式”配置为 BINARY_FILE 时，高级

属性中的“换行符”配置无效。 

字段分割符 最终数据的每个字段分割标识字符。 

说明 

hdfs作为目的连接时，当“文件格式”配置为 BINARY_FILE 时，高级

属性中的“字段分割符”配置无效 

 

hive-connector 

表7-45 hive-connector目的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数据库名称 保存最终数据的 Hive数据库名称，支持通过界面

查询并选择。 

表名 保存最终数据的 Hive表名称，支持通过界面查询

并选择。 

 

voltdb-connector 

表7-46 voltdb-connector目的连接属性 

参数 说明 

表名 保存最终数据的内存数据库表，支持通过界面查

询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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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6 管理 Loader 作业 

操作场景 

Loader页面支持创建、查看、编辑和删除作业。 

前提条件 

已访问 Loader页面，参见 Loader页面介绍。 

创建作业 

步骤 1访问 Loader页面，单击“新建作业”。 

步骤 2 在“基本信息”填写参数。 

1. 在“名称”填写一个作业的名称。 

2. 在“源连接”和“目的连接”选择对应的连接。 

选择某个类型的连接，表示从指定的源获取数据，并保存到目的位置。 

 

如果没有需要的连接，可单击“添加新连接”。 

步骤 3 在“自”填写源连接的作业配置。 

具体请参见 7.11.4 Loader 作业源连接配置说明。 

步骤 4 在“至”填写目的连接的作业配置。 

具体请参见 7.11.5 Loader 作业目的连接配置说明。 

步骤 5 在“目的连接”是否选择了数据库类型的连接？ 

数据库类型的连接包含以下几种： 

 generic-jdbc-connector 

 hbase-connector 

 hive-connector 

 voltdb-connector 

“目的连接”选择数据库类型的连接时，还需要配置业务数据与数据库表字段的对应关

系： 

 是，请执行步骤 6。 

 否，请执行步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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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在“字段映射”填写字段对应关系。然后执行步骤 7。 

“字段映射”的对应关系，表示用户数据中每一列与数据库的表字段的匹配关系。 

表7-47 “字段映射”属性 

参数 说明 

列号 表示业务数据的字段顺序。 

样本 表示业务数据的第一行值样例。 

列族 “目的连接”为 hbase-connector 类型时，支持

定义保存数据的具体列族。 

目的字段 配置保存数据的具体字段。 

类型 显示用户选择字段的类型。 

行键 “目的连接”为 hbase-connector 类型时，需要

勾选作为行键的“目的字段”。 

 

 

如果 From是 sftp/ftp/obs/hdfs 等文件类型连接器，Field Mapping 样值取自文件第一行

数据，需要保证第一行数据是完整的，Loader作业不会抽取没有 Mapping 上的列。 

步骤 7 在“任务配置”填写作业的运行参数。 

表7-48 Loader作业运行属性 

参数 说明 

抽取并发数 设置 map 任务的个数。 

加载(写入)

并发数 

设置 reduce 任务的个数。 

该参数只有在目的字段为 Hbase 和 Hive时才会显

示。 

单个分片的 设置一个错误阈值，如果单个 map 任务的错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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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最大错误记录数 录超过设置阈值则任务自动结束，已经获取的数据不

回退。 

说明 

“generic-jdbc-connector”的“MYSQL”和“MPPDB”默认批量读写

数据，每一批次数据最多只记录一次错误记录。 

脏数据目录 设置一个脏数据目录，在出现脏数据的场景中在

该目录保存脏数据。如果不设置则不保存。 

 

步骤 8 单击“保存”。 

----结束 

查看作业 

步骤 1访问 Loader页面，默认显示 Loader作业管理页面。 

 如果集群启用了 Kerberos认证，则默认显示所有当前用户创建的作业，不支持显

示其他用户的作业。 

 如果集群未启用 Kerberos认证，则显示集群中全部的作业。 

步骤 2 在“Sqoop 作业”中输入指定作业的名称或连接类型，可以筛选该作业。 

步骤 3 单击“刷新列表”，可以获取作业的最新状态。 

----结束 

编辑作业 

步骤 1访问 Loader页面，默认显示 Loader作业管理页面。 

步骤 2 单击指定作业的名称，进入编辑页面。 

步骤 3 根据业务需要，修改作业配置参数。 

步骤 4 单击“保存”。 

 

左侧导航栏支持作业的基本操作，包含“运行”、“复制”、“删除”、“激活”、“历史记录”和

“显示作业 JSON定义”。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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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作业 

步骤 1访问 Loader页面。 

步骤 2 在指定作业所在行，单击 。 

您还可以勾选一个或多个作业，单击作业列表右上方的“删除作业”。 

步骤 3 在弹出的对话框窗口，单击“是，将其删除”。 

如果某个 Loader作业正处于“运行中”的状态，则无法删除作业。 

----结束 

7.11.7 准备 MySQL 数据库连接的驱动 

操作场景 

Loader作为批量数据导出的组件，可以通过关系型数据库导入、导出数据。 

前提条件 

已准备业务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 1从 mysql官网下载 mysql jdbc 驱动程序“mysql-connector-java-5.1.21.jar”。 

步骤 2 将“mysql-connector-java-5.1.21.jar”上传至 MRS master 主备节点

loader 安装目录“/opt/Bigdata/FusionInsight/FusionInsight-Sqoop-

1.99.7/FusionInsight-Sqoop-1.99.7/server/jdbc”下。 

步骤 3 修改“mysql-connector-java-5.1.21.jar”包属主为“omm:wheel”。 

步骤 4 修改配置文件“jdbc.properties”。 

将“MYSQL”的键值修改为上传的 jdbc驱动包名“mysql-connector-java-

5.1.21.jar”，例如：MYSQL=mysql-connector-java-5.1.21.jar。 

步骤 5 重启 Loader 服务 

----结束 



  

7 使用MRS 

 

446 

 

7.11.8 样例：通过 Loader 将数据从 OBS 导入 HDFS 

操作场景 

用户需要将大量数据从集群外导入集群内的时候，可以选择从 OBS导入到 HDFS的方

式。 

前提条件 

 已准备业务数据。 

 已创建分析集群。 

操作步骤 

步骤 1将业务数据上传到用户的 OBS桶。 

步骤 2 获取用户的 AK/SK信息，然后创建一个 OBS连接和一个 HDFS 连接。 

具体可参见 7.11.2 Loader 连接配置说明。 

步骤 3 访问 Loader 页面。具体可参见 Loader 页面介绍。 

如果是启用了 Kerberos 认证的分析集群，可参见 7.6.1 访问 Hue的 WebUI。 

步骤 4 单击“新建作业”。 

步骤 5 在“基本信息”填写参数。 

1. 在“名称”填写一个作业的名称。例如“obs2hdfs”。 

2. 在“源连接”选择已创建的 OBS连接。 

3. “目的连接”选择已创建的 HDFS 连接。 

步骤 6 在“自”填写源连接参数。 

1. 在“桶名”填写业务数据所保存的桶名称。 

2. 在“源目录或文件”填写业务数据在桶的具体位置。 

如果是单个文件，需要填写包含文件名的完整路径。如果是目录，填写目录的完

整路径 

3. “文件格式”填写业务数据文件的类型。 

可参见表 7-33。 

步骤 7 在“至”填写目的连接参数。 

1. 在“定入目录”填写业务数据在 HDFS 要保存的目录名称。 

如果是启用 Kerberos认证的集群，当前访问 Loader的用户对保存数据的目录需

要有写入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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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文件格式”填写业务数据文件的类型。 

需要与步骤 6.3的类型对应。 

3. 在“压缩格式”填写一种压缩的算法。例如选择不压缩“NONE”。 

4. 在“是否覆盖”选择已有文件的处理方式，选择“True”。 

5. 单击“显示高级属性”，在“换行符”填写业务数据保存时，系统填充的换行字

符。 

6. 在“字段分割符”填写业务数据保存时，系统填充的分割字符。 

可参见表 7-44。 

步骤 8 在“任务配置”填写作业的运行参数。 

1. 在“抽取并发数”填写 map任务的个数。 

2. 在“加载(写入)并发数”填写 reduce 任务的个数。 

目的连接为 HDFS连接时，不显示“加载(写入)并发数”参数。 

3. “单个分片的最大错误记录数”填写错误记录阈值。 

4. 在“脏数据目录”填写一个脏数据的保存位置，例如“/user/sqoop/obs2hdfs-

dd”。 

步骤 9 单击“保存并运行”。 

在“管理作业界面”，查看作业运行结果。可以单击“刷新列表”获取作业的最新状

态。 

----结束 



  

8 常见问题 

 

448 

 

8 常见问题 

8.1 MRS 是什么？ 

MapReduce服务是公有云的一项基础服务，用于海量数据的管理和分析，简称 MRS。 

MRS打造了高可靠、高安全、易使用的运行维护平台，对外提供大容量的数据分析和计

算能力，可解决各大企业的数据存储和处理需求。用户可以独立申请和使用托管 Hadoop、

Spark、HBase和 Hive组件，用于快速在主机上创建集群，提供海量数据的实时性要求不高

的批量数据分析和计算能力。 

8.2 MRS 可以做什么？ 

基于开源软件 Hadoop 进行功能增强、Spark内存计算引擎、HBase分布式存储数据库以

及 Hive数据仓库框架，提供企业级大数据存储、查询和分析的统一平台，帮助企业快速构

建海量数据信息处理系统，可解决各大企业的以下需求： 

 海量数据的分析与计算 

 海量数据的存储 

8.3 如何使用 MRS？ 

MRS是公有云的一项基础服务，使用简单。通过使用在集群中连接在一起的多台计算

机，您可以运行各种任务，处理或者存储（PB级）巨量数据。MRS的基本使用流程如下： 

1. 准备数据 

准备程序和数据文件，用户需要先将本地的程序和数据文件上传至对象存储服务

（OBS）中。 

2. 创建集群 

使用 MRS的首要操作就是购买集群，集群购买数量受弹性云服务器数量限制。配置集群

基本信息，完成集群的创建。为节省您的宝贵时间，且方便使用 MRS，创建集群时可同时提

交作业。 

创建集群时只能新增一个作业，若需要新增多个作业，则需要执行步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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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入数据 

MRS集群创建成功后，可使用集群导入功能，将 OBS中的数据导入至集群 HDFS中。MRS

集群既能处理 OBS中数据，也能处理 HDFS中的数据。 

4. 创建作业 

数据上传到 OBS后可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MRS为用户提供程序执行平台，程序由用

户自身开发，MRS负责程序的提交、执行和监控。作业创建成功后自动运行一次，状态默认

为“运行中”。 

5. 查看作业执行结果 

作业运行需要时间，作业运行结束后，在“作业管理”的“作业”页签，刷新作业列

表，查看作业执行结果。 

作业执行成功或失败后都不能再次执行，只能新增或者复制作业，配置作业参数后重新

提交作业。 

6. 终止集群 

如果作业执行结束后不需要集群了，可以在“集群列表”中单击“终止”，集群状态由

“运行中”更新为“删除中”，待集群删除成功后，集群状态更新为“已终止”，并且显示

在“历史集群”中。集群终止后不再产生费用。 

8.4 如何保证数据和业务运行安全？ 

MRS作为一个海量数据管理和分析平台，具备高安全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保障数据

和业务运行安全： 

 网络隔离 

整个公有云网络划分为 2个平面，即业务平面和管理平面。两个平面采用物理隔离的方

式进行部署，保证业务、管理各自网络的安全性。 

 业务平面：主要是集群组件运行的网络平面，支持为用户提供业务通道，对外提供

数据存取、任务提交及计算能力。 

 管理平面：主要是公有云管理控制台，用于购买和管理 MRS。 

 主机安全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业务的需要部署第三方的防病毒软件。针对操作系统和端口部分，

MRS 提供如下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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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内核安全加固 

 更新操作系统最新补丁 

 操作系统权限控制 

 操作系统端口管理 

 操作系统协议与端口防攻击 

 数据安全 

MRS支持数据存储在 OBS上，保障客户数据安全。 

 数据完整性 

MRS处理完数据后，通过 SSL加密传输数据至 OBS，保证客户数据的完整性。 

8.5 如何准备 MRS 的数据源？ 

MRS既可以处理 OBS中的数据，也可以处理 HDFS 中的数据。在使用 MRS 分析数据前，

需要先准备数据。 

1. 将本地数据上传 OBS。 

（1） 登录 OBS管理控制台。 

（2） 在 OBS上创建 userdata桶，然后在 userdata 桶下创建 program、input、

output 和 log文件夹。 

（a） 单击“创建桶”，创建一个名称为 userdata 的桶。 

（b） 在 userdata桶下单击“新建文件夹”，分别创建 program、input、output和

log目录。 

（3） 上传数据至 userdata 桶。 

（a） 进入 program文件夹，单击 选择用户程序。 

（b） 单击“上传”。 

（c） 使用同样方式将用户数据文件上传至 input目录。 

2. 将 OBS数据导入至 HDFS。 

当“Kerberos 认证”为“关闭”，且运行中的集群，可执行将 OBS数据导入至 HDFS的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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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 

（2） 进入“文件管理”页面，选择“HDFS 文件列表”。 

（3） 进入数据存储目录，如“bd_app1”。 

（4） “bd_app1”目录仅为示例，可以是界面上的任何目录，也可以通过“新建”创

建新的目录。 

（5） 单击“导入数据”，通过 选择 OBS 和 HDFS路径。 

（6） 单击“确定”。 

（7） 文件上传进度可在“文件操作记录”中查看。 

8.6 数据存储在 OBS和 HDFS 有什么区别？ 

MRS集群处理的数据源来源于 OBS或 HDFS，HDFS 是 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OBS（Object Storage Service）即对象存储服务，是一个基

于对象的海量存储服务，为客户提供海量、安全、高可靠、低成本的数据存储能力。MRS可

以直接处理 OBS中的数据，客户可以基于云管理平台 Web界面和 OBS客户端对数据进行浏

览、管理和使用，同时可以通过 REST API接口方式单独或集成到业务程序进行管理和访问

数据。 

 数据存储在 OBS：数据存储和计算分离，集群存储成本低，存储量不受限制，并且

集群可以随时删除，但计算性能取决于 OBS访问性能，相对 HDFS有所下降，建议在数据计

算不频繁场景下使用。 

 数据存储在 HDFS：数据存储和计算不分离，集群成本较高，计算性能高，但存储量

受磁盘空间限制，删除集群前需将数据导出保存，建议在数据计算频繁场景下使用。 

8.7 如何查看所有集群？ 

MRS所有的集群都展示在“集群列表”页面中，进入“集群列表”页面，可查看所有集

群。集群数量较多时，可采用翻页显示，您可以查看任何状态下的集群。 

 现有集群：包含除“已终止”状态外的所有集群。 

 历史集群：仅包含“已终止”状态的集群，目前界面只显示 6个月内创建且已终止

的集群，若需要查看 6个月以前创建的集群，请联系技术支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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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状态：仅包含“失败”状态的任务。 

 集群创建失败的任务 

 集群终止失败的任务 

 集群扩容失败的任务 

8.8 如何查看日志信息？ 

“操作日志”页面记录了用户对集群和作业的操作的日志信息。目前，MRS界面记录的

日志信息分为 2类： 

 集群操作 

− 创建集群、删除集群和扩容集群 

− 创建目录、删除目录和删除文件 

 作业操作：创建作业、停止作业和删除作业 

图8-1 日志信息 

 

 

8.9 MRS 支持哪些作业类型？ 

作业是 MRS为用户提供的程序执行平台，当前 MRS支持 MR、Spark和 Hive作业，作业

的特点及区别如表 8-1所示。 

表8-1 作业类型 

类型 说明 

MR MapReduce，一种简化并行计算的编程模型，用于大数

据集（大于 1TB）的并行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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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说明 

Map将一个任务分解成为多个任务，Reduce将分解后

多任务处理的结果汇总起来，得出最终的分析结果。 

用户完成代码开发后，在 IDEA或 Eclipse 中打包成

Jar包，上传到 MRS集群中执行并获取执行结果。 

Spark 数据批量处理引擎，数据处理速度快，但 Spark是基

于内存进行计算，对内存要求较高。Spark 作业包括： 

 Spark Jar：需要以“.jar”结尾，jar不区分

大小写 

 Spark Script：需要以“.sql”结尾，sql不

区分大小写 

 Spark SQL：规范的 Spark SQL 语句，例如：

show tables; 

Hive Hive是建立在 Hadoop上的数据仓库框架，提供类似

SQL的 HiveQL语言操作结构化数据，其基本原理是将 Hive 

Script中的 HiveQL 语言自动转换成 MapReduce 任务，从

而完成对 Hadoop 集群中存储的海量数据进行查询和分析。 

规范的 HiveQL 语句，例如：create table 

page_view(viewTime INT,userid BIGINT,page_url 

STRING,referrer_uel STRING,ip STRING COMMENT 'IP 

Address of the User'); 

 

8.10 如何将用户程序提交到 MRS 中？ 

MRS为用户提供程序执行平台，程序由用户自身开发，MRS负责程序的提交、执行和监

控。那如何将用户程序提交至 MRS中呢？新增作业时，将“执行程序路径”参数配置为用户

程序的实际存放路径。 



  

8 常见问题 

 

454 

 

8.11 如何查看集群配置信息？ 

 集群创建完成后可在基本信息页面中查看集群的基本配置信息。其中，节点的实

例规格和容量决定了该集群对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节点实例规格越高，容量越

大，集群运行速度越快，分析处理能力越强，相应的成本也越高。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Cluster Manager”，跳转至 MRS集群管理页面。用户可

在集群管理页面查看和处理告警信息、修改集群配置以及升级集群补丁等。 

8.12 MRS 当前支持哪些规格主机？ 

MRS根据丰富的大数据产品调优经验，提供不同场景对应的最佳搭配。MRS当前支持以

下规格主机，主机规格的配型由 CPU+内存+Disk共同决定： 

 s1.xlarge.linux.bigdata -- 4 vCPU,16 GB 

− CPU：4核 

− 内存：16GB 

− 系统 Disk：40GB 

 c2.2xlarge.linux.bigdata -- 8 vCPU,16 GB 

− CPU：8核 

− 内存：16GB 

− 系统 Disk：40GB 

 c2.4xlarge.linux.bigdata -- 16 vCPU,32 GB 

− CPU：16核 

− 内存：32GB 

− 系统 Disk：40GB 

 s1.4xlarge.linux.bigdata -- 16 vCPU,64 GB 

− CPU：16核 

− 内存：64GB 

− 系统 Disk：40GB 

 s1.8xlarge.linux.bigdata -- 32 vCPU,128 GB 

− CPU：32核 

− 内存：128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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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 Disk：40GB 

主机的实例规格配置越高，数据处理分析能力越强，集群所需费用也越高，请根据您要

处理的数据量选择主机配型。 

8.13 MRS 当前支持哪些组件？ 

MRS当前支持 Hadoop 2.7.2、Spark 2.1.0、HBase 1.0.2和 Hive 1.2.1 组件，后续会

支持更多版本和组件。组件在 MRS Manager中也被称为服务。 

8.14 Spark 和 Hadoop 什么关系？ 

Spark是和 Hadoop数据兼容快速和通用的处理引擎。通过 YARN，Spark 可以在 Hadoop

集群下运行。Spark可以处理在 HDFS、HBase、Hive 以及 Hadoop输入的任何形式的数据。 

8.15 集群支持提交哪些形式的 Spark 作业？ 

当前在 MRS页面，集群支持提交 Spark、Spark Script 和 Spark SQL 形式的 Spark作

业。 

8.16 Spark 集群能访问 OBS 中的数据吗？ 

与 Hadoop集群一样，Spark集群可以访问存储在 OBS系统中的数据，只需在提交作业

时将“数据输入路径”、“输出路径”配置为 OBS 的路径即可。 

8.17 Hive 与其他组件有什么关系？ 

 Hive与 HDFS间的关系 

Hive是 Apache的 Hadoop项目的子项目，Hive利用 HDFS作为其文件存储系统。

Hive通过解析和计算处理结构化的数据，Hadoop HDFS则为 Hive 提供了高可靠性

的底层存储支持。Hive数据库中的所有数据文件都可以存储在 Hadoop HDFS文件

系统上，Hive所有的数据操作也都是通过 Hadoop HDFS接口进行。 

 Hive与 MapReduce间的关系 

Hive所有的数据计算都依赖于 MapReduce。MapReduce也是 Apache的 Hadoop项目

的子项目，它是一个基于 Hadoop HDFS 分布式并行计算框架。Hive进行数据分析

时，会将用户提交的 HiveQL语句解析成相应的 MapReduce任务并提交 MapReduce

执行。 

 Hive与 DBService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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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的 MetaStore（元数据服务）处理 Hive的数据库、表、分区等的结构和属性

信息，这些信息需要存放在一个关系型数据库中，由 MetaStore 维护和处理。在

MRS 中，这个关系型数据库由 DBService组件维护。 

 Hive与 Spark间的关系 

Hive的数据计算也可以运行在 Spark上。Spark也是 Apache的一个项目，它是基

于内存的分布式计算框架。Hive进行数据分析时，会将用户提交的 HiveQL语句解

析成相应的 Spark任务并提交 Spark执行。 

8.18 MRS 支持什么类型的分布式存储？ 

提供目前主流的 Hadoop，目前支持 Hadoop 2.7.2 版本，并且随社区更新版本。 

8.19 MRS 是否支持变更 MRS 集群节点？ 

MRS管理控制台不支持变更集群节点，也不建议用户在 ECS管理控制台直接修改 MRS集

群节点。如果手动在 ECS 管理控制台对集群节点执行停止 ECS、删除 ECS、修改或重装 ECS

操作系统，以及修改 ECS 规格的操作，可能影响集群稳定运行。 

如果您对 MRS集群节点进行了上述操作，MRS 会自动识别并直接删除发生变更的集群节

点。您可以登录 MRS管理控制台，通过扩容恢复已经删除的节点。请勿在扩容过程中对正在

扩容的节点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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