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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用类

1.1 CDM 与其他数据迁移服务有什么区别，如何选择？
华为云上涉及数据迁移的服务有以下几种：

● 云数据迁移服务 CDM

● 对象存储迁移服务 OMS

● 数据复制服务 DRS

● 主机迁移服务 SMS

● 数据库和应用迁移 UGO

● 数据快递服务 DES

上述数据迁移服务的区别请参见各个数据迁移服务区别。

什么是云数据迁移服务(CDM)?

云数据迁移（Cloud Data Migration，简称CDM）是一种高效、易用的数据集成服
务。 CDM围绕大数据迁移上云和智能数据湖解决方案, 提供了简单易用的迁移能力和
多种数据源到数据湖的集成能力，降低了客户数据源迁移和集成的复杂性，有效的提
高您数据迁移和集成的效率。更多详情请参见云数据迁移服务。

CDM进行数据迁移时，目标端为数据湖或其他大数据系统；源端可以是数据库也可以
是对象存储。

CDM与DRS的区别：

● 目的端是大数据系统时，推荐使用CDM。

● 目的端是OLTP数据库或DWS时，推荐使用DRS迁移。

CDM与OMS的区别：

● OMS用于入云迁移，支持以下源端云服务商：亚马逊云、阿里云、微软云、百度
云、青云、七牛云、腾讯云。

● CDM主要用于OBS数据迁移到数据湖或其他大数据系统，以便对数据进行开发、
清洗、治理等。同时，整桶迁移建议使用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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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对象存储迁移服务(OMS)？

对象存储迁移服务（Object Storage Migration Service，简称OMS）是一种线上数据
迁移服务，帮助您将其他云服务商对象存储服务中的数据在线迁移至华为云的对象存
储服务（Object Storage Service，OBS）中。简言之，入云迁移、对象存储迁移。更
多详情请参见对象存储迁移服务。

OMS主要功能有以下两个：

● 线上数据迁移服务：帮助用户把对象存储数据从其他云服务商的公有云轻松、平
滑地迁移上云。

● 跨区域的复制：指的是华为云各个Region之间的数据复制和备份。

目前支持以下他云对象存储数据的入云迁移：亚马逊云、阿里云、微软云、百度云、
华为云、金山云、青云、七牛云、腾讯云。

云数据迁移CDM服务也同样支持对象存储数据迁移，两者的区别为：

● OMS用于他云到华为云的数据迁移。

● CDM主要用于OBS数据迁移到数据湖或其他大数据系统，以便对数据进行开发、
清洗、治理等。

什么是数据复制服务(DRS)？

数据复制服务（Data Replication Service，简称DRS）是一种易用、稳定、高效、用
于数据库实时迁移和数据库实时同步的云服务。DRS适合迁移OLTP->OLTP、OLTP-
>DWS的场景都可以由DRS来完成数据迁移。即主流数据库到数据库（含第三方数据
库）的场景，使用DRS进行迁移。更多详情请参见数据复制服务。

目前支持的数据库链路有：

自建/他云MySQL->RDS for MySQL

自建/他云PostgreSQL->RDS for PostgreSQL

自建/他云MongoDB->DDS

Oracle->RDS for MySQL

......

DRS与CDM的区别：

● DRS的目的端为数据库系统，例如MySQL、MongoDB等。

● CDM的目的端主要为数据湖或其他大数据系统，例如MRS HDFS、FusionInsight
HDFS。

DRS和UGO的区别：

● DRS是针对数据的全量/增量迁移或数据同步。

● UGO用于异构数据库迁移前的评估、结构迁移和语法转化。

什么是主机迁移服务(SMS)？

主机迁移服务（Server Migration Service，简称SMS）是一种P2V/V2V迁移服务，可
以帮您把X86物理服务器或者私有云、公有云平台上的虚拟机迁移到华为云弹性云服务
器云主机上，从而帮助您轻松地把服务器上的应用和数据迁移到华为云。更多详情请
参见主机迁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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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迁移服务 SMS 是一种P2V/V2V迁移服务，可以把X86物理服务器、私有云或公有
云平台上的虚拟机迁移到华为ECS上。

什么是数据库和应用迁移(UGO)？

数据库和应用迁移 UGO（Database and Application Migration UGO，简称UGO）
是专注于异构数据库结构迁移的专业服务。可将数据库中的DDL、业务程序中封装的
数据库SQL一键自动将语法转换为华为云GaussDB/RDS的SQL语法，通过预迁移评
估、结构迁移两大核心功能和自动化语法转换，提前识别可能存在的改造工作、提高
转化率、 大化降低用户数据库迁移成本。更多详情请参见数据库和应用迁移。

简言之，UGO用于异构数据库迁移前的数据库评估、结构迁移、语法转化。

什么是数据快递服务(DES)？

数据快递服务（Data Express Service，简称DES）是一种海量数据传输解决方案，支
持TB到PB级数据上云，通过Teleport设备或硬盘（外置USB接口、SATA接口、SAS接
口类型）向华为云传输大量数据，致力于解决海量数据传输网络成本高、传输时间长
等难题。更多详情请参见数据快递服务。

各个数据迁移服务区别

表 1-1 各个数据迁移服务区别

服务名 主要功能 与其他服务的区别

云数据迁移
CDM

● 大数据迁移上云

● 多种数据源到数据湖的迁
移

与DRS的区别：

数据库迁移使用DRS；到大数据系统
的迁移使用CDM。

对象存储迁
移服务 OMS

对象存储迁移

● 他云对象存储数据迁移到
华为云

● 华为云各Region间的数
据迁移

与CDM的区别：

OMS用于他云到华为云的数据迁移；
CDM主要用于OBS数据迁移到数据湖
或其他大数据系统，以便对数据进行
开发、清洗、治理等。

数据复制服
务 DRS

支持主流数据库到华为云的
入云和出云迁移

● 数据库在线迁移

● 数据库实时同步

● 与CDM的区别：
数据库迁移使用DRS；到大数据系
统的迁移使用CDM。

● 与UGO的区别：
DRS支持同构和异构的数据库迁移/
同步；UGO用于异构数据库的结构
迁移、数据库迁移前评估、语法迁
移等。

主机迁移服
务 SMS

主机迁移

含物理机到华为云、其他自
建或他云虚拟机到华为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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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 主要功能 与其他服务的区别

数据库和应
用迁移 UGO

● 数据库结构迁移

● 数据库迁移前评估

● 语法迁移

与DRS的区别：

DRS支持同构和异构的数据库迁移/同
步；UGO用于异构数据库的结构迁
移、数据库迁移前评估、语法迁移等

数据快递服
务 DES

● 海量数据，支持TB级到
PB级数据上云

● 使用物理介质

-

 

1.2 CDM 有哪些优势？
云数据迁移（Cloud Data Migration，简称CDM）服务基于分布式计算框架，利用并
行化处理技术，使用CDM迁移数据的优势如表1-2所示。

表 1-2 CDM 优势

优势项 用户自行开发 CDM

易使用 自行准备服务器资源，安装配置必
要的软件并进行配置，等待时间
长。

程序在读写两端会根据数据源类
型，使用不同的访问接口，一般是
数据源提供的对外接口，例如
JDBC、原生API等，因此在开发脚
本时需要依赖大量的库、SDK等，
开发管理成本较高。

CDM提供了Web化的管理控制
台，通过Web页实时开通服务。

用户只需要通过可视化界面对数据
源和迁移任务进行配置，服务会对
数据源和任务进行全面的管理和维
护，用户只需关注数据迁移的具体
逻辑，而不用关心环境等问题，极
大降低了开发维护成本。

CDM还提供了REST API，支持第
三方系统调用和集成。

实时监控 需要自行选型开发。 您可以使用云监控服务监控您的
CDM集群，执行自动实时监控、
告警和通知操作，帮助您更好地了
解CDM集群的各项性能指标。

免运维 需要自行开发完善运维功能，自行
保证系统可用性，尤其是告警及通
知功能，否则只能人工值守。

使用CDM服务，用户不需要维护
服务器、虚拟机等资源。CDM的
日志，监控和告警功能，有异常可
以及时通知相关人员，避免7*24小
时人工值守。

高效率 在迁移过程中，数据读写过程都是
由一个单一任务完成的，受限于资
源，整体性能较低，对于海量数据
场景往往不能满足要求。

CDM任务基于分布式计算框架，
自动将任务切分为独立的子任务并
行执行，能够极大提高数据迁移的
效率。针对Hive、HBase、
MySQL、DWS（数据仓库服务）
数据源，使用高效的数据导入接口
导入数据。

云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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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项 用户自行开发 CDM

多种数据
源支持

数据源类型繁杂，针对不同数据源
开发不同的任务，脚本数量成千上
万。

支持数据库、Hadoop、NoSQL、
数据仓库、文件等多种类型的数据
源。

多种网络
环境支持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用户数据
可能存在于各种环境中，例如公有
云、自建/托管IDC、混合场景等。
在异构环境中进行数据迁移需要考
虑网络连通性等因素，给开发和维
护都带来较大难度。

无论数据是在用户本地自建的IDC
中（Internet Data Center，互联
网数据中心）、云服务中、第三方
云中，或者使用ECS自建的数据库
或文件系统中，CDM均可帮助用
户轻松应对各种数据迁移场景，包
括数据上云，云上数据交换，以及
云上数据回流本地业务系统。

 

1.3 CDM 有哪些安全防护？
CDM是一个完全托管的服务，提供了以下安全防护能力保护用户数据安全。

● 实例隔离：CDM服务的用户只能使用自己创建的实例，实例和实例之间是相互隔
离的，不可相互访问。

● 系统加固：CDM实例的操作系统进行了特别的安全加固，攻击者无法从Internet
访问CDM实例的操作系统。

● 密钥加密：用户在CDM上创建连接输入的各种数据源的密钥，CDM均采用高强度
加密算法保存在CDM数据库。

● 无中间存储：数据在迁移的过程中，CDM只处理数据映射和转换，而不会存储任
何用户数据或片段。

1.4 如何降低 CDM 使用成本？
如果是迁移公网的数据上云，可以使用NAT网关服务，实现CDM服务与子网中的其他
弹性云服务器共享弹性IP，可以更经济、更方便的通过Internet迁移本地数据中心或第
三方云上的数据。

具体操作如下：

1. 假设已经创建好了CDM集群（无需为CDM集群绑定专用弹性IP），记录下CDM集
群所在的VPC和子网。

2. 创建NAT网关，注意选择和CDM集群相同的VPC、子网。

3. 创建完NAT网关后，回到NAT网关控制台列表，单击创建好的网关名称，然后选
择“添加SNAT规则”。

云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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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添加 SNAT 规则

4. 选择子网和弹性IP，如果没有弹性IP，需要先申请一个。

完成之后，就可以到CDM控制台，通过Internet迁移公网的数据上云了。例如：
迁移本地数据中心FTP服务器上的文件到OBS、迁移第三方云上关系型数据库到云
服务RDS。

1.5 已购买包年包月的 CDM 套餐包，为什么还会产生按需计
费的费用？

请您先确认套餐包和实际的CDM集群是否具有相同区域和规格，如果非相同区域和规
格，则无法使用套餐包。CDM集群规格和区域可以通过进入CDM主界面，进入“集群
管理”，单击集群列表中的集群名称查看。

如果套餐包和实际的CDM集群具有相同区域和规格，则以下情况也会产生按需费用：

如果您先购买按需计费增量包，再购买套餐包，则在购买套餐包之前已经产生的费用
以按需计费结算，购买套餐包之后的费用按套餐包计时。

1.6 如何查看套餐包的剩余时长？
您可以进入华为云官网，在用户名下拉列表中选择“费用中心”，然后进入“订单管
理-续费管理”查看对应套餐包的剩余时长。

1.7 套餐包到期未续订或按需资源欠费时，我的数据会保留
吗？

云服务进入宽限期/保留期后，华为云将会通过邮件、短信等方式向您发送提醒，提醒
您续订或充值。保留期到期仍未续订或充值，存储在云服务中的数据将被删除、云服
务资源将被释放。

● 宽限期：指客户的包周期资源到期未续订或按需资源欠费时，华为云提供给客户
进行续费与充值的时间，宽限期内客户可正常访问及使用云服务。

云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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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期：指宽限期到期后客户的包周期资源仍未续订或按需资源仍未缴清欠款，
将进入保留期。保留期内客户不能访问及使用云服务，但对客户存储在云服务中
的数据仍予以保留。

华为云宽限期和保留期时长设定请参考宽限期保留期。

1.8 CDM 可以跨账户使用吗？
CDM不支持跨账户使用，可以同一账户IAM子用户使用。

1.9 CDM 集群是否支持升级操作？
CDM集群目前不支持升级操作，如果需要使用高版本集群则需要重新创建。

1.10 CDM 迁移性能如何？
单个cdm.large规格实例理论上可以支持1TB～8TB/天的数据迁移，实际传输速率受公
网带宽、集群规格、文件读写速度、作业并发数设置、磁盘读写性能等因素影响。更
多详情请参见性能白皮书。

1.11 CDM 不同集群规格对应并发的作业数是多少？
CDM通过数据迁移作业，将源端数据迁移到目的端数据源中。其中，主要运行逻辑如
下：

1. 数据迁移作业提交运行后，CDM会根据作业配置中的“抽取并发数”参数，将每
个作业拆分为多个Task，即作业分片。

说明

不同源端数据源的作业分片维度有所不同，因此某些作业可能出现未严格按作业“抽取并
发数”参数分片的情况。

2. CDM依次将Task提交给运行池运行。根据集群配置管理中的“ 大抽取并发数”
参数，超出规格的Task排队等待运行。

如何调整抽取并发数

1. 集群 大抽取并发数的设置与CDM集群规格有关，并发数上限建议配置为vCPU核
数*2，如表1-3所示。

表 1-3 集群 大抽取并发数配置建议

规格名称 vCPUs/内存 集群并发数上限参考

cdm.large 8核 16GB 16

cdm.xlarge 16核 32GB 32

cdm.4xlarge 32核 64GB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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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集群 大抽取并发数配置

2. 作业抽取并发数的配置原则如下：

a. 迁移的目的端为文件时，CDM不支持多并发，此时应配置为单进程抽取数
据。

b. 表中每行数据大小为1MB以下的可以设置多并发抽取，超过1MB的建议单线
程抽取数据。

c. 作业抽取并发数可参考集群 大抽取并发数配置，但不建议超过集群 大抽
取并发数上限。

d. 目的端为DLI数据源时，抽取并发数建议配置为1，否则可能会导致写入失
败。

云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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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作业抽取并发数配置

1.12 CDM 集群可以关机吗？
2.9.1.200版本以后的集群已不支持集群定时关机、自动开关机功能。

云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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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类

2.1 是否支持增量迁移？
CDM支持增量数据迁移。利用定时任务配置和时间宏变量函数等参数，可支持以下场
景的增量数据迁移：

● 文件增量迁移

● 关系数据库增量迁移

● HBase/CloudTable增量迁移

详情请参见增量迁移。

2.2 是否支持字段转换？
支持，CDM支持以下字段转换器：

● 脱敏

● 去前后空格

● 字符串反转

● 字符串替换

● 表达式转换

在创建表/文件迁移作业的字段映射界面，可新建字段转换器，如图2-1所示。

云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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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新建字段转换器

脱敏

隐藏字符串中的关键信息，例如要将“12345678910”转换为“123****8910”，则配
置如下：

● “起始保留长度”为“3”。

● “结尾保留长度”为“4”。

● “替换字符”为“*”。

云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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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字段脱敏

去前后空格

自动去字符串前后的空值，不需要配置参数。

字符串反转

自动反转字符串，例如将“ABC”转换为“CBA”，不需要配置参数。

字符串替换

替换字符串，需要用户配置被替换的对象，以及替换后的值。

表达式转换

使用JSP表达式语言（Expression Language）对当前字段或整行数据进行转换。JSP表
达式语言可以用来创建算术和逻辑表达式。在表达式内可以使用整型数，浮点数，字
符串，常量true、false和null。

● 表达式支持以下两个环境变量：

– value：当前字段值。

– row：当前行，数组类型。

● 表达式支持的工具类用法罗列如下，未列出即表示不支持：

a.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将字符串全部转换为小写，例如将“aBC”转
换为“abc”。

表达式：StringUtils.lowerCase(value)
b. 将当前字段的字符串全部转为大写。

表达式：StringUtils.upperCase(value)

云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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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想将第1个日期字段格式从“2018-01-05 15:15:05”转换为
“20180105”。

表达式：DateUtils.format(DateUtils.parseDate(row[0],"yyyy-MM-dd
HH:mm:ss"),"yyyyMMdd")

d. 如果当前字段值为“yyyy-MM-dd”格式的日期字符串，需要截取年，例如
字段值为“2017-12-01”，转换后为“2017”。

表达式：StringUtils.substringBefore(value,"-")
e. 如果当前字段值为数值类型，转换后值为当前值的两倍。

表达式：value*2
f. 如果当前字段值为“true”，转换后为“Y”，其它值则转换后为“N”。

表达式：value=="true"?"Y":"N"
g. 如果当前字段值为字符串类型，当为空时，转换为“Default”，否则不转

换。

表达式：empty value? "Default":value
h. 如果想将日期字段格式从“2018/01/05 15:15:05”转换为“2018-01-05

15:15:05”。

表达式：DateUtils.format(DateUtils.parseDate(value,"yyyy/MM/dd
HH:mm:ss"),"yyyy-MM-dd HH:mm:ss")

i. 获取一个36位的UUID（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通用唯一识别码）。

表达式：CommonUtils.randomUUID()
j. 如果当前字段值为字符串类型，将首字母转换为大写，例如将“cat”转换为

“Cat”。

表达式：StringUtils.capitalize(value)
k. 如果当前字段值为字符串类型，将首字母转换为小写，例如将“Cat”转换为

“cat”。

表达式：StringUtils.uncapitalize(value)
l. 如果当前字段值为字符串类型，使用空格填充为指定长度，并且将字符串居

中，当字符串长度不小于指定长度时不转换，例如将“ab”转换为长度为4的
“ab”。

表达式：StringUtils.center(value,4)
m. 删除字符串末尾的一个换行符（包括“\n”、“\r”或者“\r\n”），例如将

“abc\r\n\r\n”转换为“abc\r\n”。

表达式：StringUtils.chomp(value)
n. 如果字符串中包含指定的字符串，则返回布尔值true，否则返回false。例如

“abc”中包含“a”，则返回true。

表达式：StringUtils.contains(value,"a")
o. 如果字符串中包含指定字符串的任一字符，则返回布尔值true，否则返回

false。例如“zzabyycdxx”中包含“z”或“a”任意一个，则返回true。

表达式：StringUtils.containsAny("value","za")
p. 如果字符串中不包含指定的所有字符，则返回布尔值true，包含任意一个字

符则返回false。例如“abz”中包含“xyz”里的任意一个字符，则返回
false。

表达式：StringUtils.containsNone(value,"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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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如果当前字符串只包含指定字符串中的字符，则返回布尔值true，包含任意
一个其它字符则返回false。例如“abab”只包含“abc”中的字符，则返回
true。

表达式：StringUtils.containsOnly(value,"abc")
r. 如果字符串为空或null，则转换为指定的字符串，否则不转换。例如将空字符

转换为null。
表达式：StringUtils.defaultIfEmpty(value,null)

s. 如果字符串以指定的后缀结尾（包括大小写），则返回布尔值true，否则返
回false。例如“abcdef”后缀不为null，则返回false。

表达式：StringUtils.endsWith(value,null)
t. 如果字符串和指定的字符串完全一样（包括大小写），则返回布尔值true，

否则返回false。例如比较字符串“abc”和“ABC”，则返回false。

表达式：StringUtils.equals(value,"ABC")
u. 从字符串中获取指定字符串的第一个索引，没有则返回整数-1。例如从

“aabaabaa”中获取“ab”的第一个索引1。

表达式：StringUtils.indexOf(value,"ab")
v. 从字符串中获取指定字符串的 后一个索引，没有则返回整数-1。例如从

“aFkyk”中获取“k”的 后一个索引4。

表达式：StringUtils.lastIndexOf(value,"k")
w. 从字符串中指定的位置往后查找，获取指定字符串的第一个索引，没有则转

换为“-1”。例如“aabaabaa”中索引3的后面，第一个“b”的索引是5。

表达式：StringUtils.indexOf(value,"b",3)
x. 从字符串获取指定字符串中任一字符的第一个索引，没有则返回整数-1。例

如从“zzabyycdxx”中获取“z”或“a”的第一个索引0。

表达式：StringUtils.indexOfAny(value,"za")
y. 如果字符串仅包含Unicode字符，返回布尔值true，否则返回false。例如

“ab2c”中包含非Unicode字符，返回false。

表达式：StringUtils.isAlpha(value)
z. 如果字符串仅包含Unicode字符或数字，返回布尔值true，否则返回false。例

如“ab2c”中仅包含Unicode字符和数字，返回true。

表达式：StringUtils.isAlphanumeric(value)
aa. 如果字符串仅包含Unicode字符、数字或空格，返回布尔值true，否则返回

false。例如“ab2c”中仅包含Unicode字符和数字，返回true。

表达式：StringUtils.isAlphanumericSpace(value)
ab. 如果字符串仅包含Unicode字符或空格，返回布尔值true，否则返回false。例

如“ab2c”中包含Unicode字符和数字，返回false。

表达式：StringUtils.isAlphaSpace(value)
ac. 如果字符串仅包含ASCII可打印字符，返回布尔值true，否则返回false。例如

“!ab-c~”返回true。

表达式：StringUtils.isAsciiPrintable(value)
ad. 如果字符串为空或null，返回布尔值true，否则返回false。

表达式：StringUtils.isEmpty(value)
ae. 如果字符串中仅包含Unicode数字，返回布尔值true，否则返回false。

表达式：StringUtils.isNumeric(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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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获取字符串 左端的指定长度的字符，例如获取“abc” 左端的2位字符
“ab”。

表达式：StringUtils.left(value,2)
ag. 获取字符串 右端的指定长度的字符，例如获取“abc” 右端的2位字符

“bc”。

表达式：StringUtils.right(value,2)
ah. 将指定字符串拼接至当前字符串的左侧，需同时指定拼接后的字符串长度，

如果当前字符串长度不小于指定长度，则不转换。例如将“yz”拼接到
“bat”左侧，拼接后长度为8，则转换后为“yzyzybat”。

表达式：StringUtils.leftPad(value,8,"yz")
ai. 将指定字符串拼接至当前字符串的右侧，需同时指定拼接后的字符串长度，

如果当前字符串长度不小于指定长度，则不转换。例如将“yz”拼接到
“bat”右侧，拼接后长度为8，则转换后为“batyzyzy”。

表达式：StringUtils.rightPad(value,8,"yz")
aj.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获取当前字符串的长度，如果该字符串为null，

则返回0。

表达式：StringUtils.length(value)
ak.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删除其中所有的指定字符串，例如从

“queued”中删除“ue”，转换后为“qd”。

表达式：StringUtils.remove(value,"ue")
al.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移除当前字段末尾指定的子字符串。指定的子

字符串若不在当前字段的末尾，则不转换，例如移除当前字段
“www.domain.com”后的“.com”。

表达式：StringUtils.removeEnd(value,".com")
am.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移除当前字段开头指定的子字符串。指定的子

字符串若不在当前字段的开头，则不转换，例如移除当前字段
“www.domain.com”前的“www.”。

表达式：StringUtils.removeStart(value,"www.")
an.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替换当前字段中所有的指定字符串，例如将

“aba”中的“a”用“z”替换，转换后为“zbz”。

表达式：StringUtils.replace(value,"a","z")
ao.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一次替换字符串中的多个字符，例如将字符串

“hello”中的“h”用“j”替换，“o”用“y”替换，转换后为“jelly”。

表达式：StringUtils.replaceChars(value,"ho","jy")
ap. 如果字符串以指定的前缀开头（区分大小写），则返回布尔值true，否则返

回false，例如当前字符串“abcdef”以“abc”开头，则返回true。

表达式：StringUtils.startsWith(value,"abc")
aq.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去除字段中所有指定的字符，例如去除

“abcyx”中所有的“x”、“y”和“z”，转换后为“abc”。

表达式：StringUtils.strip(value,"xyz")
ar.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去除字段末尾所有指定的字符，例如去除当前

字段末尾的所有空格。

表达式：StringUtils.stripEnd(value,null)
as.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去除字段开头所有指定的字符，例如去除当前

字段开头的所有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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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StringUtils.stripStart(value,null)
at.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获取字符串指定位置后（索引从0开始，包括指

定位置的字符）的子字符串，指定位置如果为负数，则从末尾往前计算位
置，末尾第一位为-1。例如获取“abcde”第2个字符（即c）及之后的字符
串，则转换后为“cde”。

表达式：StringUtils.substring(value,2)
au.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获取字符串指定区间（索引从0开始，区间起点

包括指定位置的字符，区间终点不包含指定位置的字符）的子字符串，区间
位置如果为负数，则从末尾往前计算位置，末尾第一位为-1。例如获取
“abcde”第2个字符（即c）及之后、第4个字符（即e）之前的字符串，则
转换后为“cd”。

表达式：StringUtils.substring(value,2,4)
av.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获取当前字段里第一个指定字符后的子字符

串。例如获取“abcba”中第一个“b”之后的子字符串，转换后为
“cba”。

表达式：StringUtils.substringAfter(value,"b")
aw.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获取当前字段里 后一个指定字符后的子字符

串。例如获取“abcba”中 后一个“b”之后的子字符串，转换后为
“a”。

表达式：StringUtils.substringAfterLast(value,"b")
ax.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获取当前字段里第一个指定字符前的子字符

串。例如获取“abcba”中第一个“b”之前的子字符串，转换后为“a”。

表达式：StringUtils.substringBefore(value,"b")
ay.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获取当前字段里 后一个指定字符前的子字符

串。例如获取“abcba”中 后一个“b”之前的子字符串，转换后为
“abc”。

表达式：StringUtils.substringBeforeLast(value,"b")
az.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获取嵌套在指定字符串之间的子字符串，没有

匹配的则返回null。例如获取“tagabctag”中“tag”之间的子字符串，转
换后为“abc”。

表达式：StringUtils.substringBetween(value,"tag")
ba. 如果当前字段为字符串类型，删除当前字符串两端的控制字符（char≤32），

例如删除字符串前后的空格。

表达式：StringUtils.trim(value)
bb. 将当前字符串转换为字节，如果转换失败，则返回0。

表达式：NumberUtils.toByte(value)
bc. 将当前字符串转换为字节，如果转换失败，则返回指定值，例如指定值配置

为1。

表达式：NumberUtils.toByte(value,1)
bd. 将当前字符串转换为Double数值，如果转换失败，则返回0.0d。

表达式：NumberUtils.toDouble(value)
be. 将当前字符串转换为Double数值，如果转换失败，则返回指定值，例如指定

值配置为1.1d。

表达式：NumberUtils.toDouble(value,1.1d)
bf. 将当前字符串转换为Float数值，如果转换失败，则返回0.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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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NumberUtils.toFloat(value)
bg. 将当前字符串转换为Float数值，如果转换失败，则返回指定值，例如配置指

定值为1.1f。
表达式：NumberUtils.toFloat(value,1.1f)

bh. 将当前字符串转换为Int数值，如果转换失败，则返回0。

表达式：NumberUtils.toInt(value)
bi. 将当前字符串转换为Int数值，如果转换失败，则返回指定值，例如配置指定

值为1。

表达式：NumberUtils.toInt(value,1)
bj. 将字符串转换为Long数值，如果转换失败，则返回0。

表达式：NumberUtils.toLong(value)
bk. 将当前字符串转换为Long数值，如果转换失败，则返回指定值，例如配置指

定值为1L。

表达式：NumberUtils.toLong(value,1L)
bl. 将字符串转换为Short数值，如果转换失败，则返回0。

表达式：NumberUtils.toShort(value)
bm. 将当前字符串转换为Short数值，如果转换失败，则返回指定值，例如配置指

定值为1。

表达式：NumberUtils.toShort(value,1)
bn. 将当前IP字符串转换为Long数值，例如将“10.78.124.0”转换为LONG数值

是“172915712”。

表达式：CommonUtils.ipToLong(value)
bo. 从网络读取一个IP与物理地址映射文件，并存放到Map集合，这里的URL是IP

与地址映射文件存放地址，例如“http://10.114.205.45:21203/sqoop/
IpList.csv”。

表达式：HttpsUtils.downloadMap("url")
bp. 将IP与地址映射对象缓存起来并指定一个key值用于检索，例如“ipList”。

表达式：CommonUtils.setCache("ipList",HttpsUtils.downloadMap("url"))
bq. 取出缓存的IP与地址映射对象。

表达式：CommonUtils.getCache("ipList")
br. 判断是否有IP与地址映射缓存。

表达式：CommonUtils.cacheExists("ipList")
bs. 根据IP取出对应的详细地址：国家_省份_城市_运营商，例如“1xx.

78.124.0”对应的地址为“中国_广东_深圳_电信”，取不到对应地址则默认
“**_**_**_**”。如果需要，可通过StringUtil类表达式对地址进行进一步拆
分。

表达式：
CommonUtils.getMapValue(CommonUtils.ipToLong(value),CommonUtils.
cacheExists("ipLis")?
CommonUtils.getCache("ipLis"):CommonUtils.setCache("ipLis",HttpsUtils.
downloadMap("url")))

bt. 根据指定的偏移类型（month/day/hour/minute/second）及偏移量（正数表
示增加，负数表示减少），将指定格式的时间转换为一个新时间，例如将
“2019-05-21 12:00:00”增加8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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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DateUtils.getCurrentTimeByZone("yyyy-MM-dd
HH:mm:ss",value, "hour", 8)

2.3 Hadoop 类型的数据源进行数据迁移时，建议使用的组件
版本有哪些？

建议使用的组件版本既可以作为目的端使用，也可以作为源端使用。

表 2-1 建议使用的组件版本

Hadoop类型 组件 说明

MRS/Apache/
FusionInsight HD

Hive 暂不支持2.x版本，建议使
用的版本：

● 1.2.X
● 3.1.X

HDFS 建议使用的版本：

● 2.8.X
● 3.1.X

Hbase 建议使用的版本：

● 2.1.X
● 1.3.X

 

2.4 数据源为 Hive 时支持哪些数据格式？
云数据迁移服务支持从Hive数据源读写的数据格式包括SequenceFile、TextFile、
ORC、Parquet。

2.5 是否支持同步作业到其他集群？
CDM虽然不支持直接在不同集群间迁移作业，但是通过批量导出、批量导入作业的功
能，可以间接实现集群间的作业迁移，方法如下：

1. 将CDM集群1中的所有作业批量导出，将作业的JSON文件保存到本地。

由于安全原因，CDM导出作业时没有导出连接密码，连接密码全部使用“Add
password here”替换。

2. 在本地编辑JSON文件，将“Add password here”替换为对应连接的正确密码。

3. 将编辑好的JSON文件批量导入到CDM集群2，实现集群1和集群2之间的作业同
步。

2.6 是否支持批量创建作业？
CDM可以通过批量导入的功能，实现批量创建作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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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动创建一个作业。

2. 导出作业，将作业的JSON文件保存到本地。

3. 编辑JSON文件，参考该作业的配置，在JSON文件中批量复制出更多作业。

4. 将JSON文件导入CDM集群，实现批量创建作业。

您也可以参考通过CDM算子批量创建分表迁移作业，配合For Each算子，实现自动批
量创建作业。

2.7 是否支持批量调度作业？
支持。

1. 访问DataArts Studio服务的数据开发模块。

2. 在数据开发主界面的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开发 > 作业开发”，新建作业。

3. 拖动多个CDM Job节点至画布，然后再编排作业。

2.8 如何备份 CDM 作业？
用户可以先通过CDM的批量导出功能，把所有作业脚本保存到本地，仅在需要的时候
再重新创建集群、重新导入作业，实现作业备份。

2.9 如果 HANA 集群只有部分节点和 CDM 集群网络互通，
应该如何配置连接？

如果HANA集群只有部分节点和CDM网络互通，为确保CDM正常连接HANA集群，则
需要进行如下配置：

1. 关闭HANA集群的Statement Routing开关。但须注意，关闭Statement
Routing，会增加配置节点的压力。

2. 新建HANA连接时，在高级属性中添加属性“distribution”，并将值置为
“off”。

完成配置后，CDM即可正常连接HANA集群。

2.10 如何使用 Java 调用 CDM 的 Rest API 创建数据迁移作
业？

CDM提供了Rest API，可以通过程序调用实现自动化的作业创建或执行控制。

这里以CDM迁移MySQL数据库的表city1的数据到DWS的表city2为例，介绍如何使用
Java调用CDM服务的REST API创建、启动、查询、删除该CDM作业。

需要提前准备以下数据：

1. 云账号的用户名、账号名和项目ID。

2. 创建一个CDM集群，并获取集群ID。

获取方法：在集群管理界面，单击CDM集群名称可查看集群ID，例如
“c110beff-0f11-4e75-8b10-da7cd882b0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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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一个MySQL数据库和一个DWS数据库，并创建好表city1和表city2，创表语句
如下：
MySQL:
create table city1(code varchar(10),name varchar(32));
insert into city1 values('NY','New York');
DWS:
create table city2(code varchar(10),name varchar(32));

4. 在CDM集群下，创建连接到MySQL的连接，例如连接名称为“mysqltestlink”。
创建连接到DWS的连接，例如连接名称为“dwstestlink”。

5. 运行下述代码，依赖HttpClient包，建议使用4.5版本。Maven配置如下：
<project>
<modelVersion>4.0.0</modelVersion>
<groupId>cdm</groupId>
<artifactId>cdm-client</artifactId>
<version>1</version>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httpcomponents</groupId>
<artifactId>httpclient</artifactId>
<version>4.5</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project>

代码示例

使用Java调用CDM服务的REST API创建、启动、查询、删除CDM作业的代码示例如
下：

package cdmclient;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org.apache.http.Header;
import org.apache.http.HttpEntity;
import org.apache.http.HttpHost;
import org.apache.http.auth.AuthScope;
import org.apache.http.auth.UsernamePasswordCredentials;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config.RequestConfig;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CloseableHttpResponse;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Delete;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Get;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Post;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Put;
import org.apache.http.entity.StringEntity;
import org.apache.http.impl.client.Basic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org.apache.http.impl.client.CloseableHttpClient;
import org.apache.http.impl.client.HttpClients;
import org.apache.http.util.EntityUtils;
public class CdmClient {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DOMAIN_NAME="云账号名";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USER_NAME="云用户名";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USER_PASSWORD="云用户密码";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PROJECT_ID="项目ID";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CLUSTER_ID="CDM集群ID";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JOB_NAME="作业名称";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FROM_LINKNAME="源连接名称";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TO_LINKNAME="目的连接名称";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IAM_ENDPOINT="IAM的Endpoint";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CDM_ENDPOINT="CDM的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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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CloseableHttpClient httpclient;
private String token;

public CdmClient() {
this.httpclient = createHttpClient();
this.token = login();
}

private CloseableHttpClient createHttpClient() {
CloseableHttpClient httpclient =HttpClients.createDefault();
return httpclient;
}

private String login(){
HttpPost httpPost = new HttpPost("https://"+IAM_ENDPOINT+"/v3/auth/tokens");
String json =
"{\r\n"+
"\"auth\": {\r\n"+
"\"identity\": {\r\n"+
"\"methods\": [\"password\"],\r\n"+
"\"password\": {\r\n"+
"\"user\": {\r\n"+
"\"name\": \""+USER_NAME+"\",\r\n"+
"\"password\": \""+USER_PASSWORD+"\",\r\n"+
"\"domain\": {\r\n"+
"\"name\": \""+DOMAIN_NAME+"\"\r\n"+
"}\r\n"+
"}\r\n"+
"}\r\n"+
"},\r\n"+
"\"scope\": {\r\n"+
"\"project\": {\r\n"+
"\"name\": \"PROJECT_NAME\"\r\n"+
"}\r\n"+
"}\r\n"+
"}\r\n"+
"}\r\n";
try {
StringEntity s = new StringEntity(json);
s.setContentEncoding("UTF-8");
s.set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httpPost.setEntity(s);
CloseableHttpResponse response = httpclient.execute(httpPost);
Header tokenHeader = response.getFirstHeader("X-Subject-Token");
String token = tokenHeader.getValue();
System.out.println("Login successful");
return token;
} catch (Exception e)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login failed.", e);
}
}
/*创建作业*/

public void createJob(){
HttpPost httpPost = new HttpPost("https://"+CDM_ENDPOINT+"/cdm/v1.0/"+PROJECT_ID+"/
clusters/"+CLUSTER_ID+"/cdm/job");

/**此处JSON信息比较复杂，可以先在作业管理界面上创建一个作业，然后单击作业后的“作业JSON
定义”，复制其中的JSON内容，格式化为Java字符串语法，然后粘贴到此处。
*JSON消息体中一般只需要替换连接名、导入和导出的表名、导入导出表的字段列表、源表中用于分
区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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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json =
"{\r\n"+
"\"jobs\": [\r\n"+
"{\r\n"+
"\"from-connector-name\": \"generic-jdbc-connector\",\r\n"+
"\"name\": \""+JOB_NAME+"\",\r\n"+
"\"to-connector-name\": \"generic-jdbc-connector\",\r\n"+
"\"driver-config-values\": {\r\n"+
"\"configs\": [\r\n"+
"{\r\n"+
"\"inputs\": [\r\n"+
"{\r\n"+
"\"name\": \"throttlingConfig.numExtractors\",\r\n"+
"\"value\": \"1\"\r\n"+
"}\r\n"+
"],\r\n"+
"\"validators\": [],\r\n"+
"\"type\": \"JOB\",\r\n"+
"\"id\": 30,\r\n"+
"\"name\": \"throttlingConfig\"\r\n"+
"}\r\n"+
"]\r\n"+
"},\r\n"+
"\"from-link-name\": \""+FROM_LINKNAME+"\",\r\n"+
"\"from-config-values\": {\r\n"+
"\"configs\": [\r\n"+
"{\r\n"+
"\"inputs\": [\r\n"+
"{\r\n"+
"\"name\": \"fromJobConfig.schemaName\",\r\n"+
"\"value\": \"sqoop\"\r\n"+
"},\r\n"+
"{\r\n"+
"\"name\": \"fromJobConfig.tableName\",\r\n"+
"\"value\": \"city1\"\r\n"+
"},\r\n"+
"{\r\n"+
"\"name\": \"fromJobConfig.columnList\",\r\n"+
"\"value\": \"code&name\"\r\n"+
"},\r\n"+
"{\r\n"+
"\"name\": \"fromJobConfig.partitionColumn\",\r\n"+
"\"value\": \"code\"\r\n"+
"}\r\n"+
"],\r\n"+
"\"validators\": [],\r\n"+
"\"type\": \"JOB\",\r\n"+
"\"id\": 7,\r\n"+
"\"name\": \"fromJobConfig\"\r\n"+
"}\r\n"+
"]\r\n"+
"},\r\n"+
"\"to-link-name\": \""+TO_LINKNAME+"\",\r\n"+
"\"to-config-values\": {\r\n"+
"\"configs\": [\r\n"+
"{\r\n"+
"\"inputs\": [\r\n"+
"{\r\n"+
"\"name\": \"toJobConfig.schemaName\",\r\n"+
"\"value\": \"sqoop\"\r\n"+
"},\r\n"+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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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toJobConfig.tableName\",\r\n"+
"\"value\": \"city2\"\r\n"+
"},\r\n"+
"{\r\n"+
"\"name\": \"toJobConfig.columnList\",\r\n"+
"\"value\": \"code&name\"\r\n"+
"}, \r\n"+
"{\r\n"+
"\"name\": \"toJobConfig.shouldClearTable\",\r\n"+
"\"value\": \"true\"\r\n"+
"}\r\n"+
"],\r\n"+
"\"validators\": [],\r\n"+
"\"type\": \"JOB\",\r\n"+
"\"id\": 9,\r\n"+
"\"name\": \"toJobConfig\"\r\n"+
"}\r\n"+
"]\r\n"+
"}\r\n"+
"}\r\n"+
"]\r\n"+
"}\r\n";
try {
StringEntity s = new StringEntity(json);
s.setContentEncoding("UTF-8");
s.set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httpPost.setEntity(s);
httpPost.addHeader("X-Auth-Token", this.token);
httpPost.addHeader("X-Language", "en-us");
CloseableHttpResponse response = httpclient.execute(httpPost);
int status = response.getStatusLine().getStatusCode();
if(status == 200){
System.out.println("Create job successful.");
}else{
System.out.println("Create job failed.");
HttpEntity entity = response.getEntity();
System.out.println(EntityUtils.toString(entity));
}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Create job failed.", e);
}
}
/*启动作业*/

public void startJob(){
HttpPut httpPut = new HttpPut("https://"+CDM_ENDPOINT+"/cdm/v1.0/"+PROJECT_ID+"/
clusters/"+CLUSTER_ID+"/cdm/job/"+JOB_NAME+"/start");
String json = "";
try {
StringEntity s = new StringEntity(json);
s.setContentEncoding("UTF-8");
s.set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httpPut.setEntity(s);
httpPut.addHeader("X-Auth-Token", this.token);
httpPut.addHeader("X-Language", "en-us");
CloseableHttpResponse response = httpclient.execute(httpPut);
int status = response.getStatusLine().getStatusCode();
if(status == 200){
System.out.println("Start job successful.");
}else{
System.out.println("Start job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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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tity entity = response.getEntity();
System.out.println(EntityUtils.toString(entity));
}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Start job failed.", e);
}
}
/*循环查询作业运行状态，直到作业运行结束。*/

public void getJobStatus(){
HttpGet httpGet = new HttpGet("https://"+CDM_ENDPOINT+"/cdm/v1.0/"+PROJECT_ID+"/
clusters/"+CLUSTER_ID+"/cdm/job/"+JOB_NAME+"/status");
try {
httpGet.addHeader("X-Auth-Token", this.token);
httpGet.addHeader("X-Language", "en-us");
boolean flag = true;
while(flag){
CloseableHttpResponse response = httpclient.execute(httpGet);
int status = response.getStatusLine().getStatusCode();
if(status == 200){
HttpEntity entity = response.getEntity();
String msg = EntityUtils.toString(entity);
if(msg.contains("\"status\":\"SUCCEEDED\"")){
System.out.println("Job succeeded");
break;
}else if (msg.contains("\"status\":\"FAILED\"")){
System.out.println("Job failed.");
break;
}else{
Thread.sleep(1000);
}

}else{
System.out.println("Get job status failed.");
HttpEntity entity = response.getEntity();
System.out.println(EntityUtils.toString(entity));
break;
}
}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Get job status failed.", e);
}
}
/*删除作业*/

public void deleteJob(){
HttpDelete httpDelte = new HttpDelete("https://"+CDM_ENDPOINT+"/cdm/v1.0/"+PROJECT_ID
+"/clusters/"+CLUSTER_ID+"/cdm/job/"+JOB_NAME);
try {
httpDelte.addHeader("X-Auth-Token", this.token);
httpDelte.addHeader("X-Language", "en-us");
CloseableHttpResponse response = httpclient.execute(httpDelte);
int status = response.getStatusLine().getStatusCode();
if(status == 200){
System.out.println("Delete job successful.");
}else{
System.out.println("Delete job failed.");
HttpEntity entity = response.getEntity();
System.out.println(EntityUtils.toString(ent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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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Delete job failed.", e);
}
}
/*关闭*/

public void close(){
try {
httpclient.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Close failed.", e);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CdmClient cdmClient = new CdmClient();
cdmClient.createJob();
cdmClient.startJob();
cdmClient.getJobStatus();
cdmClient.deleteJob();
cdmClient.close();
}
}

2.11 如何将云下内网或第三方云上的私网与 CDM 连通？
很多企业会把关键数据源建设在内网，例如数据库、文件服务器等。由于CDM运行在
云上，如果要通过CDM迁移内网数据到云上的话，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连通内网和
CDM的网络：

● 如果目标数据源为云下的数据库，则需要通过公网或者专线打通网络。通过公网
互通时，需确保CDM集群已绑定EIP、CDM云上安全组出方向放通云下数据源所
在的主机、数据源所在的主机可以访问公网且防火墙规则已开放连接端口。

● 在本地数据中心和云服务VPC之间建立VPN通道。

● 通过NAT（网络地址转换，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或端口转发，以代理
的方式访问。

这里重点介绍如何通过端口转发工具来实现访问内部数据，流程如下：

1. 找一台windows机器作为网关，该机器必须可以直接访问Internet，同时可以访问
内网。

2. 在该机器上安装端口映射工具（IPOP）。

3. 通过端口映射工具（IPOP）配置端口映射。

须知

长时间将内网数据库暴露在公网会有安全风险，迁移数据完成后，请及时停止端口映
射。

场景描述

这里假设是将内网MySQL迁移到云服务DWS，网络拓扑样例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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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内网既可以是企业自己的数据中心，也可以是在第三方云的虚拟数据中心私
网。

图 2-3 网络拓扑样例

操作步骤

步骤1 找一台Windows机器作为网关机，该机器同时配置内网和外网IP。通过以下测试来确
保网关机器的服务要求：

1. 在该机器上ping内网MySQL地址可以ping通，例如：ping 192.168.1.8。

2. 在另外一台可上网的机器上ping网关机的公网地址可以ping通，例如ping
202.xx.xx.10。

步骤2 下载端口映射工具IPOP，在网关机上安装IPOP。

步骤3 运行端口映射工具，选择“端口映射”，如图2-4所示。

● 本地地址、本地端口：配置为网关机的公网地址和端口（后续在CDM上创建
MySQL连接时输入这个地址和端口）。

● 映射地址、映射端口：配置为内网MySQL的地址和端口。

图 2-4 配置端口映射

步骤4 单击“增加”，添加端口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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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开始映射”，这时才会真正开始映射，接收数据包。

至此，就可以在CDM上通过弹性IP读取本地内网MySQL的数据，然后导入到云服务
DWS中。

说明

1. CDM要访问本地数据源，也必须给CDM集群配置EIP。

2. 一般云服务DWS默认也是只允许VPC内部访问，创建CDM集群时，必须将CDM的VPC与
DWS配置一致，且推荐在同一个内网和安全组，如果不同，还需要配置允许两个安全组之间
的数据访问。

3. 端口映射不仅可以用于迁移内网数据库的数据，还可以迁移例如SFTP服务器上的数据。

4. Linux机器也可以通过IPTABLE实现端口映射。

5. 内网中的FTP通过端口映射到公网时，需要检查是否启用了PASV模式。这种情况下客户端和
服务端建立连接的时候是走的随机端口，所以除了配置21端口映射外，还需要配置PASV模
式的端口范围映射，例如vsftp通过配置pasv_min_port和pasv_max_port指定端口范围。

----结束

2.12 CDM 是否支持参数或者变量？
如果CDM作业使用了在数据开发时配置的作业参数或者变量，则后续在DataArts
Studio数据开发模块调度此节点，可以间接实现CDM作业根据参数变量进行数据迁
移。

2.13 CDM 迁移作业的抽取并发数应该如何设置？
CDM通过数据迁移作业，将源端数据迁移到目的端数据源中。其中，主要运行逻辑如
下：

1. 数据迁移作业提交运行后，CDM会根据作业配置中的“抽取并发数”参数，将每
个作业拆分为多个Task，即作业分片。

说明

不同源端数据源的作业分片维度有所不同，因此某些作业可能出现未严格按作业“抽取并
发数”参数分片的情况。

2. CDM依次将Task提交给运行池运行。根据集群配置管理中的“ 大抽取并发数”
参数，超出规格的Task排队等待运行。

如何调整抽取并发数

1. 集群 大抽取并发数的设置与CDM集群规格有关，并发数上限建议配置为vCPU核
数*2，如表2-2所示。

表 2-2 集群 大抽取并发数配置建议

规格名称 vCPUs/内存 集群并发数上限参考

cdm.large 8核 16GB 16

cdm.xlarge 16核 32GB 32

cdm.4xlarge 32核 64GB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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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集群 大抽取并发数配置

2. 作业抽取并发数的配置原则如下：

a. 迁移的目的端为文件时，CDM不支持多并发，此时应配置为单进程抽取数
据。

b. 表中每行数据大小为1MB以下的可以设置多并发抽取，超过1MB的建议单线
程抽取数据。

c. 作业抽取并发数可参考集群 大抽取并发数配置，但不建议超过集群 大抽
取并发数上限。

d. 目的端为DLI数据源时，抽取并发数建议配置为1，否则可能会导致写入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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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作业抽取并发数配置

2.14 CDM 是否支持动态数据实时迁移功能？
不支持。如果源端在迁移过程中写数据，可能会出现报错。

2.15 CDM 是否支持集群关机功能？
从2022年4月开始，CDM已不再支持集群关机功能。当集群关机时，其底层资源可能
会被占用，导致集群可能无法正常开机使用。

2.16 如何使用表达式方式获取当前时间？
您可以在字段映射界面使用DateUtils.format(${timestamp()},"yyyy-MM-dd
HH:mm:ss")表达式获取当前时间，更多表达式设置方式可以参考表达式转换。

2.17 在创建迁移作业时，where 语句参数中的时间格式是怎
样的？

请参考Mysql日期、时间字段类型语法特性：https://dev.mysql.com/doc/
refman/8.0/en/datetime.html。

2.18 CDM 作业可以将源表中的字段注释迁移到目标端表
吗？

2.8.6.1版本支持，2.9.1版本不支持，2.9.2.1版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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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障处理类

3.1 日志提示解析日期格式失败时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在使用CDM迁移其他数据源到云搜索服务（Cloud Search Service）的时候，作业执行
失败，日志提示“Unparseable date”，如图3-1所示。

图 3-1 日志提示信息

原因分析

云搜索服务对于时间类型有一个特殊处理：如果存储的时间数据不带时区信息，在
Kibana可视化的时候，Kibana会认为该时间为GMT标准时间。

在各个地区会产生日志显示时间与本地时区时间不一致的现象，例如，在东八区某
地，日志显示时间比本地时区时间少8个小时。因此在CDM迁移数据到云搜索服务的
时候，如果是通过CDM自动创建的索引和类型（例如图3-2中，目的端的
“date_test”和“test1”在云搜索服务中不存在时，CDM会在云搜索服务中自动创建
该索引和类型），则CDM默认会将时间类型字段的格式设置为“yyyy-MM-dd
HH:mm:ss.SSS Z”的标准格式，例如“2018-01-08 08:08:08.666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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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作业配置

此时，从其他数据源导入数据到云搜索服务时，如果源端数据中的日期格式不完全满
足标准格式，例如“2018/01/05 15:15:46”，则CDM作业会执行失败，日志提示无法
解析日期格式。需要通过CDM配置字段转换器，将日期字段的格式转换为云搜索服务
的目的端格式。

解决方法

1. 编辑作业，进入作业的字段映射步骤，在源端的时间格式字段后面，选择新建转
换器，如图3-3所示。

图 3-3 新建转换器

2. 转换器类型选择“表达式转换”，目前表达式转换支持字符串和日期类型的函
数，语法和Java的字符串和时间格式函数非常相似，可以查看表达式转换了解如
何编写表达式。

3. 本例中源时间格式是“yyyy/MM/dd HH:mm:ss”，要将其转换成“yyyy-MM-dd
HH:mm:ss.SSS Z”，需要经过如下几步：

a. 添加时区信息“+0800”到原始日期字符串的尾部，对应的表达式为：value
+"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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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原始日期格式来解析字符串，将字符串解析为一个日期对象。可以使用
DateUtils.parseDate函数来解析，语法是：DateUtils.parseDate(String
value, String format)。

c. 将日期对象格式化成目标格式的字符串，可以使用DateUtils.format函数来格
式化，语法是DateUtils.format(Date date, String format)。

因此本例中串起来完整的表达式是：
DateUtils.format(DateUtils.parseDate(value+" +0800","yyyy/MM/dd
HH:mm:ss Z"),"yyyy-MM-dd HH:mm:ss.SSS Z")，如图3-4所示。

图 3-4 配置表达式

4. 保存转换器配置，再保存并运行作业，可解决云搜索服务的解析日期格式失败问
题。

3.2 字段映射界面无法显示所有列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在使用CDM从HBase/CloudTable导出数据时，在字段映射界面HBase/CloudTable表
的字段偶尔显示不全，无法与目的端字段一一匹配，造成导入到目的端的数据不完
整。

原因分析

由于HBase/CloudTable无Schema，每条数据的列数不固定，在字段映射界面CDM通
过获取样值的方式有较大概率无法获得所有列，此时作业执行完后会造成目的端的数
据不全。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

1. 在CDM的字段映射界面增加字段。

2. 在CDM的作业管理界面直接编辑作业的JSON（修改
“fromJobConfig.columns”、“toJobConfig.columnList”这2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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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出作业的JSON文件到本地，在本地手动修改JSON文件中的参数后（原理同2相
同），再导回CDM。

推荐使用方法1，下面以HBase导到DWS为例进行说明。

解决方法一：CDM 的字段映射界面增加字段

1. 获取源端HBase待迁移的表中所有的字段，列族与列之间用“:”分隔，例如：
rowkey:rowkey
g:DAY_COUNT
g:CATEGORY_ID
g:CATEGORY_NAME
g:FIND_TIME
g:UPLOAD_PEOPLE
g:ID
g:INFOMATION_ID
g:TITLE
g:COORDINATE_X
g:COORDINATE_Y
g:COORDINATE_Z
g:CONTENT
g:IMAGES
g:STATE

2. 在CDM的作业管理界面，找到HBase导出数据到DWS的作业，单击作业后面的
“编辑”，进入字段映射界面，如图3-5所示。

图 3-5 字段映射 03

3. 单击 添加字段，在弹出框中选择“添加新字段”，如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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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添加字段 04

说明

● 添加完字段后，新增的字段在界面不显示样值，这个不影响字段值的传输，CDM会将
字段值直接写入目的端。

● 这里“添加新字段”的功能，要求源端数据源为：MongoDB、HBase、关系型数据库
或Redis，其中Redis必须为Hash数据格式。

4. 全部字段添加完之后，检查源端和目的端的字段映射关系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
可以拖拽字段调整字段位置。

5. 单击“下一步”后保存作业。

解决方法二：修改 JSON 文件
1. 获取源端HBase待迁移的表中所有的字段，列族与列之间用“:”分隔，例如：

rowkey:rowkey
g:DAY_COUNT
g:CATEGORY_ID
g:CATEGORY_NAME
g:FIND_TIME
g:UPLOAD_PEOPLE
g:ID
g:INFOMATION_ID
g:TITLE
g:COORDINATE_X
g:COORDINATE_Y
g:COORDINATE_Z
g:CONTENT
g:IMAGES
g:STATE

2. 在DWS目的表中，获取与HBase表对应的字段。

如果DWS目的表中没有HBase对应的字段名，需在DWS表定义中加上，假设DWS
表中的字段齐全且如下：
rowkey
day_count
category
category_name
find_time
upload_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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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infomation_id
title
coordinate_x
coordinate_y
coordinate_z
content
images
state

3. 在CDM的作业管理界面，找到HBase到DWS的作业，选择作业后面的“更多 > 编
辑作业JSON”。

4. 在CDM界面编辑作业的JSON文件。

a. 修改源端的“fromJobConfig.columns”参数，配置为1获取的HBase的字
段，列号之间使用“&”分隔，列族与列之间用“:”分隔，如下：
"from-config-values": {
                "configs": [
                    {
                        "inputs": [
                            {
                                "name": "fromJobConfig.table",
                                "value": "HBase"
                            },
                            {
                                "name": "fromJobConfig.columns",
                                "value": 
"rowkey:rowkey&g:DAY_COUNT&g:CATEGORY_ID&g:CATEGORY_NAME&g:FIND_TIME&g:UP
LOAD_PEOPLE&g:ID&g:INFOMATION_ID&g:TITLE&g:COORDINATE_X&g:COORDINATE_Y&g:
COORDINATE_Z&g:CONTENT&g:IMAGES&g:STATE"
                            },
                            {
                                "name": "fromJobConfig.formats",
                                "value": {
                                    "2": "yyyy-MM-dd",
                                    "undefined": "yyyy-MM-dd"
                                }
                            }
                        ],
                        "name": "fromJobConfig"
                    }
                ]
            }

b. 修改目的端的“toJobConfig.columnList”参数，配置为2中DWS的字段列
表。

这里的顺序必须与HBase保持一致，才能保证正确的字段映射关系，字段名
之间使用“&”分隔，如下：
"to-config-values": {
                "configs": [
                    {
                        "inputs": [
                            {
                                "name": "toJobConfig.schemaName",
                                "value": "dbadmin"
                            },
                            {
                                "name": "toJobConfig.tablePreparation",
                                "value": "DO_NOTHING"
                            },
                            {
                                "name": "toJobConfig.tableName",
                                "value": "DWS "
                            },
                            {
                                "name": "toJobConfig.columnList",
                                "value": 
"rowkey&day_count&category&category_name&find_time&upload_people&id&infomation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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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title&coordinate_x&coordinate_y&coordinate_z&content&images&state"
                            },
                            {
                                "name": "toJobConfig.shouldClearTable",
                                "value": "true"
                            }
                        ],
                        "name": "toJobConfig"
                    }
                ]
            }

c. 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单击“保存并运行”。

5. 作业完成后，查询DWS表中的数据是否和HBase中的数据匹配。如果不匹配，请
检查JSON文件中HBase和DWS字段的顺序是否一致。

3.3 CDM 迁移数据到 DWS 时如何选取分布列？
在使用CDM迁移数据到数据仓库服务（DWS）或者FusionInsight LibrA，且CDM在
DWS端自动创建一个新表时，在创建作业的字段映射界面，需要选择分布列，如图3-7
所示。

图 3-7 选取分布列

由于分布列的选取，对于DWS/FusionInsight LibrA的运行非常重要，在CDM数据迁移
到DWS/FusionInsight LibrA过程中，建议按如下顺序选取分布列：

1. 有主键可以使用主键作为分布列。

2. 多个数据段联合做主键的场景，建议设置所有主键作为分布列。

3. 在没有主键的场景下，如果没有选择分布列，DWS会默认第一列作为分布列，可
能会有数据倾斜风险。

因此，在单表或整库导入到DWS/FusionInsight LibrA时，建议您在此处手动选择分布
列，如果您没有选择，CDM会自动选择一个分布列。关于分布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数据仓库服务。

DWS主键或表只有一个字段时，要求字段类型必须是如下常用的字符串、数值、日期
类型。从其他数据库迁移到DWS时，如果选择自动建表，主键必须为以下类型，未设
置主键的情况下至少要有一个字段是以下类型，否则会无法创建表导致CDM作业失
败。

● INTEGER TYPES：TINYINT，SMALLINT，INT，BIGINT，NUMERIC/DECIMAL
● CHARACTER TYPES：CHAR，BPCHAR，VARCHAR，VARCHAR2，

NVARCHAR2，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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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TIME TYPES：DATE，TIME，TIMETZ，TIMESTAMP，TIMESTAMPTZ，
INTERVAL，SMALLDATETIME

3.4 迁移到 DWS 时出现 value too long for type character
varying 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在使用CDM迁移数据到数据仓库服务（DWS）或者FusionInsight LibrA时，如果迁移
作业失败，且执行日志中出现“value too long for type character varying”错误提
示，如图3-8所示。

图 3-8 日志信息

原因分析

这种情况一般是在迁移到DWS时数据有中文，且创建作业时选择了目的端自动建表的
情况下。原因是DWS的varchar类型是按字节计算长度，一个中文字符在UTF-8编码下
可能要占3个字节。当中文字符的字节超过DWS的varchar的长度时，就会出现错误：
value too long for type character varying。

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将目的端作业参数“扩大字符字段长度”选择“是”来解决，选
择此选项后，再创建目的表时会自动将varchar类型的字段长度扩大3倍。

编辑CDM的表/文件迁移作业，目的端作业配置下“自动创表”选择“不存在时创
建”，则高级属性下面会出现参数“扩大字符字段长度”，配置该参数为“是”即
可，如图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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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扩大字符字段长度

3.5 OBS 导入数据到 SQL Server 时出现 Unable to execute
the SQL statement 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使用CDM从OBS导入数据到SQL Server时，作业运行失败，错误提示为：Unable to
execute the SQL statement. Cause : 将截断字符串或二进制数据。

原因分析

用户OBS中的数据超出了SQL Server数据库的字段长度限制。

解决方法

在SQL Server数据库中建表时，将数据库字段改大，长度不能小于源端OBS中的数据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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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获取集群列表为空/没有权限访问/操作时报当前策略不允
许执行？

问题描述

在使用CDM时，可能遇到如下权限相关的问题：

● 跳转到CDM首页，获取到的集群列表为空。

● 提示没有权限访问，如图3-10所示。

● 执行启动作业/重启集群等操作时，报错当前策略不允许执行，如图3-11所示。

图 3-10 没有权限访问

图 3-11 不允许创建连接

原因分析

以上所列的问题均属于权限配置问题。

解决方法
● 如果是作为DataArts Studio服务CDM组件使用：

a. 检查用户是否添加DAYU Administrator或DAYU User角色，参考DataArts
Studio权限管理。

b. 是否有对应工作空间的权限，如开发者、访客等，参考DataArts Studio权限
列表。

● 如果是独立CDM服务使用：

a. 检查是否开启IAM细粒度鉴权

▪ 如果未开启，检查用户组是否添加CDM Administrator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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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开启，请继续执行步骤2继续检查。

b. 检查用户是否添加cdm访问策略，包含自定义策略或预设策略，如CDM
FullAccess、CDM ReadOnlyAccess等，参考CDM权限管理。

c. 检查对应企业项目是否添加拒绝访问策略。

3.7 Oracle 迁移到 DWS 报错 ORA-01555

问题现象

使用CDM迁移Oracle数据至DWS，报错图3-12所示。

图 3-12 报错现象

原因分析

1. 数据迁移，整表查询且该表数据量大，那么查询时间较长。

2. 查询过程中，其他用户频繁进行commit操作。

3. Oracel的RBS(rollbackspace 回滚时使用的表空间 )较小，造成迁移任务没有完
成，源库已更新，回滚超时。

建议与总结

1. 调小每次查询的数据量。

2. 通过修改数据库配置调大Oracle的RBS。

3.8 MongoDB 连接迁移失败时如何处理？
在默认情况下，userAdmin角色只具备对角色和用户的管理，不具备对库的读和写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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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选择MongoDB连接迁移失败时，用户需查看MongoDB连接中用户的权限信
息，确保对指定库具备ReadWrite权限。

3.9 Hive 迁移作业长时间卡住怎么办？
为避免Hive迁移作业长时间卡住，可手动停止迁移作业后，通过编辑Hive连接增加如
下属性设置：

● 属性名称：hive.server2.idle.operation.timeout

● 值：10m

如图所示：

3.10 使用 CDM 迁移数据由于字段类型映射不匹配导致报错
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在使用CDM迁移数据到数据仓库服务（DWS）时，迁移作业失败，且执行日志中出现
“value too long for type character varying”错误提示。

原因分析

这种情况一般是源表与目标表类型不匹配导致，例如源端dli字段为string类型，目标端
dws字段为varchar(50)类型，导致精度缺省，就会报：value too long for type
character varying。类似的问题还有string转bigint，bigint转int。

解决方案
● 根据报错信息找到哪个字段映射有问题，找DBA修改表结构。

● 如果只有极少数据有问题，可以配置脏数据策略解决。

3.11 MySQL 迁移时报错“JDBC 连接超时”怎么办？

问题描述

MySQL迁移时报错：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database server. Cause: connect
timed out.

原因分析

这种情况是由于表数据量较大，并且源端通过where语句过滤，但并非索引列，或列值
不离散，查询会全表扫描，导致JDBC连接超时。例如图3-13所示c_date字段为非索引
列。

云数据迁移
常见问题 3 故障处理类

文档版本 19 (2023-02-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1



图 3-13 非索引列

解决方案

1. 优先联系DBA修改表结构，将需要过滤的列配置为索引列，然后重试。

如果由于数据不离散，导致还是失败请参考2~4，通过增大JDBC超时时间解决。

2. 根据作业找到对应的MySQL连接名称，查找连接信息。

图 3-14 连接信息

3. 单击“连接管理”，在“操作”列中，单击“连接”进行编辑。

图 3-15 连接

4. 打开高级属性，在“连接属性”中建议新增“connectTimeout”与
“socketTimeout”参数及参数值，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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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编辑高级属性

3.12 创建了 Hive 到 DWS 类型的连接，进行 CDM 传输任务
失败时如何处理？

建议清空历史数据后再次尝试该任务。在使用CDM迁移作业的时候需要配置清空历史
数据，然后再做迁移，可大大降低任务失败的概率。

3.13 如何使用 CDM 服务将 MySQL 的数据导出成 SQL 文
件，然后上传到 OBS 桶?

CDM服务暂不支持该操作，建议通过手动导出MySQL的数据文件，然后在服务器上开
启SFTP服务，然后新建CDM作业，源端是SFTP协议，目的端是OBS，将文件传过去。

3.14 如何处理 CDM 从 OBS 迁移数据到 DLI 出现迁移中断失
败的问题？

此类作业问题表现为配置了脏数据写入，但并无脏数据。这种情况下需要调低并发任
务数，即可避免此类问题。

3.15 创建数据连接时报错“配置项
[linkConfig.createBackendLinks]不存在”或创建作业时报
错“配置项 [throttlingConfig.concurrentSubJobs] 不存
在”怎么办?

当同时存在多个不同版本的集群，先在低版本CDM集群创建数据连接或保存作业时
后，再进入高版本CDM集群时，会偶现此类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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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手动清理浏览器缓存，即可避免此类问题。

3.16 新建 MRS Hive 连接时，提示：CORE_0031:Connect
time out. (Cdm.0523) 怎么解决？

新建MRS Hive连接时，提示无法下载配置文件，实际是用户权限不足。建议您新建一
个业务用户，给对应的权限后重试即可。

如果要创建MRS安全集群的数据连接，不能使用admin用户。因为admin用户是默认
的管理页面用户，这个用户无法作为安全集群的认证用户来使用。您可以创建一个新
的MRS用户，然后在创建MRS数据连接时，“用户名”和“密码”填写为新建的MRS
用户及其密码。

说明

● 如果CDM集群为2.9.0版本及之后版本，且MRS集群为3.1.0及之后版本，则所创建的用户至
少需具备Manager_viewer的角色权限才能在CDM创建连接；如果需要对MRS组件的库、
表、列进行操作，还需要参考MRS文档添加对应组件的库、表、列操作权限。

● 如果CDM集群为2.9.0之前的版本，或MRS集群为3.1.0之前的版本，则所创建的用户需要具
备Manager_administrator或System_administrator权限，才能在CDM创建连接。

● 仅具备Manager_tenant或Manager_auditor权限，无法创建连接。

3.17 迁移时已选择表不存在时自动创表，提示“CDM not
support auto create empty table with no column”怎么
处理？

这是由于数据库表名中含有特殊字符导致识别出语法错误，按数据库对象命名规则重
新命名后恢复正常。

例如，DWS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表命名需要满足以下约束：长度不超过63个字符，以字
母或下划线开头，中间字符可以是字母、数字、下划线、$、#。

3.18 创建 Oracle 关系型数据库迁移作业时，无法获取模式
名怎么处理？

这是由于可能上传了暂不支持的 新ORACLE_8驱动（如Oracle Database 21c (21.3)
drivers），推荐使用Oracle Database 12c中的ojdbc8.jar驱动（下载地址：https://
www.oracle.com/database/technologies/jdbc-ucp-122-downloads.html）。

3.19 MySQL 迁移时报错：invalid input syntax for
integer: "true"

问题描述

数据库中存储的是1或0，但没有true和false的数据，但MySQL迁移时读取到的是true
或false，提示报错信息：Unable to execute the SQL statement. Caus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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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 input syntax for integer: "true" Where: COPY sd_mask_ext, line 1, column
mask_type.

原因分析

MySQL默认开启配置tinyInt1isBit=true，会将TINYINT(1)当作BIT也就是
Types.BOOLEAN来处理，将1或0读取为true或false。

解决方案

在MySQL数据连接高级属性中，连接属性新增如下参数之一即可，这样就可以在目的
端正常建表。

● “tinyInt1isBit”参数，参数值设为“false”。

● “mysql.bool.type.transform”参数，参数值设为“false”。

图 3-17 添加连接属性

3.20 作业源端是 Oracle 时，运行时间过长报 snapshot too
old 怎么解决？

是Oracle的约束限制导致，迁移过程中源端表中所有数据不能存在更新、删除和新增
操作。可以加大UNDO_RETETION，同时调整UNDO表空间大小即可。

3.21 整库迁移到 Hive，报错 Identifier name is too long
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

迁移任务报错表名太长，但表名实际没有这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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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在任务迁移时，导入数据前会先创建一个实际表名+阶段表后缀的阶段表， 终导致的
作业异常。

解决方案
● 在作业配置高级属性将导入阶段表设置为否，这样就不会先导入阶段表。

● 缩短实际表的表名长度。

3.22 迁移数据到 DLI 时有数据丢失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目的端是DLI的迁移作业执行成功后，显示迁移的数据条数和DLI表中查询的数量对不
上，存在数据丢失。

原因分析
1. 查看客户的作业配置，客户并发数设置的是3，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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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DLI官网文档不建议同时对一张表并发插入数据。

解决方案

将作业的抽取并发数改成1 ，重跑作业问题解决。

3.23 创建 Oracle 数据连接测试连通性成功，连接管理界面
中测试连接失败。是什么原因？

问题描述

创建Oracle数据连接，创建连接时测试连通性成功。

在连接管理界面中，测试Oracle数据连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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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请检查IP、主机名、端口填写是否正确，检查网络安全组和防火墙配置是否正确，参
考数据库返回消息进行定位，发现设置Oracle数据库密码少于8个字符，然后再创建数
据连接问题解决。

3.24 作业配置表不存在时自动创建，目的端字段映射不出来
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迁移SQL Server数据到DWS，目的端配置了当表不存在时自动创建，目的端字段映射
不出来 ，如下图所示。

原因分析

1. 查看后端日志报：org.postgresql.util.PSQLException: ERROR: relation "表名"
does not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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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怀疑是CDM 集群开启沙箱所导致的，后端对集群取消沙箱，重启CDM 集群后问
题依然存在。

3. 查看CDM迁移作业，源端数据库表名全部为小写，但是迁移的表中是包含有大写
字母，将所要迁移的表名跟数据库中保持一致，目的端字段就可以映射出来了，
问题解决。

解决方案

在作业设置中，源端配置中迁移的数据库表名应按照数据库中的名称填写或者通过搜
索选择表名，问题解决。

3.25 作业从旧集群导出，再导入到新的集群失败怎么解决？

问题描述

旧CDM集群是2.6.0版本，新集群是2.8.6.1版本，导入作业报错如下图所示。

原因分析
1. 初步怀疑是新老集群部分参数修改不兼容导致的，通过查看老集群导出的作业

json文件，包含throttlingConfig.concurrentSubJobs参数（并发子作业数，新集
群已取消这个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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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让客户在导出的json 文件中将删除以下配置项，重新导入作业到新集群，导入成
功。
{
"name":"throttlingConfig.concurrentSubJobs",
"value":"10"
},

解决方案

将导出的作业json文件中 "name":"throttlingConfig.concurrentSubJobs" 配置项删除
后重新导入作业json即可。

3.26 迁移 HDFS 文件，报错无法获取块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1. 用户HDFS为线下自建的，往OBS迁移文件建立好连接器后，测试源端和目的端的
连通性都是没问题的。

2. 任务启动时报如下错误：

Error: java.io.IOException: org.apache.hadoop.hdfs.BlockMissingException: Could not obtain 
block: BP-787476470-192.168.152.10-1573351961380:blk_1073742171_1347 file=/user/hive/
warehouse/db_hive.db/emp/emp.txt (state=,code=0)

原因分析

1. 使用HDFS客户端get文件可以正常获取，所以不是文件块丢失。

2. 查看HDFS服务的所有DataNode实例是否都已启动，此时DataNode状态为停止
会获取不到块，以及cdm和DataNode节点的网络是否正常。

注：9866端口是HDFS文件系统DataNode的数据传输接口。

解决方案

因为DataNode节点防火墙为开启状态，CDM在与Datanode建立连接时失败导致获取
块失败。关闭Datanode节点的防火墙后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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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创建 MRS 数据连接时测试连通性报下载配置文件失败
错误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创建MRS连接器报如下错误，在Manager检查用户权限是有的，检查网络也都是通
的。

解决方案

登录Manager初始化用户后，重新建立数据连接即可。

3.28 CDM 作业管理访问不了，提示网络或服务器访问异常
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作业管理页面访问不了，提示如下报错。

解决方案

1. F12看下接口返回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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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CDM集群各项指标是否正常：如磁盘、内存、CPU。

3. 如果CDM集群以上指标都正常，用户侧清理浏览器缓存之后重新点击作业管理即
可。

3.29 通过 CDM 从 OBS 迁移数据到 DLI，同样的作业在新版
本集群迁移失败？

问题描述

客户通过CDM从OBS迁移到DLI ，使用两个集群分别迁移，源端和目标端以及作业配
置都一样，2.6.0版本的CDM集群作业可以迁移成功，2.8.6版本的集群迁移失败。报错
作业日志如下图所示。

原因分析

1. 初步怀疑是源端和目标端在字段类型转换出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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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目标端表字段类型biginit改为 string，重新跑作业还是失败，报错内容跟之前一
样。

3. 配置开启脏数据，重跑作业后作业依旧失败，但是有3条数据已迁移到目标表。

4. 通过对比迁移失败的数据记录和成功的距离，怀疑是类型为boolean的字段导致
的。

解决方案

将目标端boolean类型字段修改成string 后作业跑成功，因为客户源端boolean类型的
字段有空值，从而导致迁移失败。

2.8.6版本CDM集群校验更严格，在处理boolean类型数据的逻辑是：目标端的数据类
型是boolean类型，会在插入的时候会去检查，不是true/false就会报错。

3.30 CDM 迁移 DWS 数据报错 Read timedout 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客户使用cdm迁移DWS A集群表数据到DWS B集群，成功写入部分后报错：

org.postgresql.util.PSQLException: Database connection failed when ending copy…….caused by: 
java.net.SocketTimeoutExcepetion:Read tim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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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分析

作业配置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作业配置中源端目标端均通过where语句多条件过滤，
并非索引列，查询会全表扫描，且数据量在上亿行，数据量庞大，导致JDBC数据库连
接失败，读取数据超时，进而导致sqoop异常，作业失败。

迁移作业是CDM作为客户端先从源数据中抽取部分数据，写到目标端，在进行下一次
部分数据抽取，写入目标端，往复执行，直到抽取到写入完成。因此可以添加高级属
性：socketTimeout 参数，保证在每次抽取写入数据间隔，CDM一直保持正常会话。

解决方案

通过增大jdbc连接超时时间的控制，重新迁移作业。

步骤1 通过作业配置中的源端和目标端连接名称，进入到cdm作业管理—>连接管理，找到该
连接器名称。

步骤2 编辑连接器，显示高级属性—>连接属性—>添加：属性名称socketTimeout 值：
36000（单位为秒），测试连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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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重新启动作业，等待迁移任务执行成功。

----结束

3.31 CDM 集群 Hive 连接无法查询库和表的内容

问题描述

cdm集群hive连接无法查询到数据库和表的内容，手动配置库和表后字段可以显示，但
报错hive 客户端初始化失败，无效的方案：

get_table_req。

解决方案

1. 用户的MRS集群是1.8.1，CDM为2.6.0。

2. 报错看CDM封装的Hive SDK无法识别Hive数据源， 但Hive连接器测试连通性是
正常的，于是仔细检查Hive的连接器配置的参数。

安全集群MRS Manager用户、用户组和角色配置都正确，发现Hive版本配置的为
HIVE_3_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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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MRS1.8.1集群hive版本为1.2.1，故应该选择hive_1_X。正确修改连接器配
置，重新创建作业正常。

3.32 创建 FusionInsight HDFS 连接报错 get filesystem 怎
么解决？

问题描述

创建FusionInsight HDFS数据连接时，测试连通性提示获取文件系统失败的问题。

解决方案

客户使用的管理ip有误，正确的ip使用的是集群的一个浮动ip，端口使用HDFS的webui
的端口即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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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Mysql 导入数据到 DLI，快执行完时失败了提示 Invoke
DLI service api failed 错误怎么解决？

问题描述

导入了4000W数据，快执行完时报如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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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分析

步骤1 结合报错，考虑是DLI目的端写入问题。但因日志截图不全，进入CDM集群，查看客户
作业日志。

步骤2 根据分析步骤一报错，考虑是选错了队列类型，需要选择SQL队列。用户应该是先写
到OBS文件，然后通过外表映射导入到DLI表。数据基本已经完成， 终映射时候报
错，因为这种场景需要使用DLI的SQL队列。

----结束

解决方案

联系用户核实，确实选择队列不是SQL队列。并且查询资源得知，账户名下队列没有
SQL队列，让用户购买DLI-SQL队列进行迁移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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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作业配置添加字段，MongoDB 字段映射存在问题

问题描述

CDM作业配置源端MongoDB添加字段，目的端MongoDB数据库字段映射，作业运行
后，目的端数据库查看，数据存在问题，没有迁移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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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分析

步骤1 查看文档提示CDM通过获取样值的方式无法获得所有列。

步骤2 添加字段，因为MongoDB是文档数据库，没有scheme概念。CDM字段映射取的是第
一条的json key。CDM支持combine()函数，可以把非公共的列封装为一个列。

----结束

解决方案

步骤1 使用MongoDB Reader插件读出数据时，combine()支持合并MongoDB document中
的多个字段为一个JSON串（多个字段合并成一个json串，当做一个字段到目的端）。

步骤2 目的端数据库把同步过去数据，通过SQL分解处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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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这里不影响作业映射已有字段，combine()中是包含所有新增字段的json串，目的端sql进行处理
即可获取数据。

----结束

3.35 DLI 外表(OBS 文件)迁移 DWS 某字段转义，带有“\”

问题描述

DLI 外表CDM服务将数据迁移到DWS（GaussDB）时候，有个字段迁移后多了一对引
号，字段本身的引号多了转义符，其他字段没问题。

源端：

目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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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分析
1. 根据截图可以看出，源端样值中有符号：{ 括号 ”引号，等特殊符号，jdbc驱动

会字段转义，导致目的端显示带有转义符号。

2. DLI外表及OBS桶存储，及文件到表迁移，可以考虑源端作业配置加上包围符号即
可，包围符双引号“，单个双引号。

解决方案

在OBS作业源端参数配置中，配置开启使用包围符号，单个双引号“，开启使用包围
符，选择“是”即可。

3.36 执行 Postgresql-to-Hive 迁移作业报错“Error occurs
during loader run”

问题描述

用户使用CDM服务，从源端pg迁移数据到目的端hive界面报错提示“Error occurs
during loader run”。

故障分析
1. 排查客户CDM昨日日志报错发现报错：2021-09-29 10:35:32,638 ERROR

LocalJobRunner Map Task #13 #lo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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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pache.sqoop.connector.hive.hiveWriter.HiveOrcWriter:83] Create file
system error.

java.nio.file.AccessDeniedException: obs-itotshujuruhu-bingxing-fangcongyang:
doesBucketExist on obs-itotshujuruhu-bingxing-fangcongyang:
com.obs.services.exception.ObsException: Error message:Request Error.OBS servcie
Error Message. -- ResponseCode: 403

2. 根据报错“hiveWriter.HiveOrcWriter:83] Create file system error”以及
“Error.OBS servcie Error Message. -- ResponseCode: 403”考虑是Hive同步表
到OBS目录报错。用户配置连接器时候，没有打开OBS开关。

3. 检查连接器配置，发现没有打开开关，参数含义是“是否支持OBS存储，如果
Hive表数据存储在OBS，需要打开此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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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修改连接配置，打开Hive连接中的OBS开关，重新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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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迁移 Mysql 到 DWS 报错“Lost connection to
MySQL server during query”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Mysql-TO-DWS迁移过程中，报错“ GENERIC_JDBC_CONNECTOR_0904:ERROR
occurs while retrieving data from result. Cause : closed connection:stream closed
con:192.168.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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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分析

1. 考虑用户数据量大，或连接中断异常导致报错，检查客户连接高级属性配置，是
否配置超时时间参数设置及设置情况：

2. 用户连接参数超时时间“6000000”毫秒，已经足够大。进一步排查客户Mysql数
据库是否异常，将日志中打印查询源端的sql在Mysql客户端执行，看是否报错以
及报错情况：

3. 发现执行查询语句，全表查询，报错“Lost connection to MySQL server during
query”，再次尝试执行count语句，查询数据，发现成功。

4. 根据分析，考虑是Mysql配置“max_allowed_packet”参数太小导致报错，参考
以下链接排查，发现Mysql已经设置 大为1G，无法再增大。

5. 据以上分析，发现未能解决，再次回顾排查过程，发现遗漏一点关键点，客户连
接器参数配置，“一次请求行数”配置“3000”，可能会导致某批次查询数据超
过1G，故而报错。

解决方案

1. 用户修改连接器参数配置，“一次请求行数”修改为“1000”。

2. 用户使用where条件语句，根据时间定期迁移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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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迁移 MySql 到 DLI 字段类型转换报错 For input
string："false"怎么处理？

问题描述

MySql-TO-DLI迁移报错，java.lang.NumberFormatException：For input string：
"false"。

故障分析

1. 根据报错分析，考虑是客户侧字段类型转换存在问题，将值为"false"的bool类型
转为int类型报错。进一步排查作业配置第二步，字段映射界面，查看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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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上一步字段映射分析，其中"support_gpu_instancing"字段源端为TINYINT类
型，源端值为"0"或"1"，实际是"false"或"ture"。迁移到目的端INT类型的字段中
会报错，提示类型转换错误，因为Mysql会自动识别将"0"或"1"转换为"false"或
"ture"。

解决方案

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解决问题：

● 修改目的端建表语句，INT类型为BOOL类型；

● 源端修改MySql参数，将该"mysql.bool.type.transform"参数设置为"false"。

其中第二种方式可以在CDM的Mysql连接器高级属性中添加：

连接管理-Mysql连接-高级属性-添加参数 mysql.bool.type.transform 值为false，再次
输入密码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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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迁移 MySql 到 DWS，TINYINT 类型迁移报错

问题描述

使用CDM从MySql迁移到DWS，运行作业报错“ERROR:value '-1'is out of range for
8 b-bit integer”，如下图。

故障分析

1. 根据问题现象，目的端类型不支持值为“-1”插入，检查目的端字段映射，排查
映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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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上一步字段映射情况判断，进一步排查建表语句。

3. 根据以上截图分析，INT1就是DWS字段类型TINYINT的别名，确认字段映射是对
的，没有问题。进一步确认DWS TINYINT是否支持范围，为什么报错提示不支持
‘-1’的原因，找到DWS字段类型介绍发现DWS TINYINT类型，支持范围为
[0,255]，不支持负数，Mysql的TINYINT类型支持范围是[-12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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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MALLINT支持负数，建议目的端建表使用SMALLINT类型。

解决方案

1. 根据问题分析，客户映射字段为INT1就是DWS的TINYINT类型别名，映射是没问
题的。

2. 对于DWS来说，TINYINT类型，取值范围是 0 ~ 255，源端是Mysql，有“-1”这
种负值，推荐客户使用 SMALLINT（取值范围：-32,768 ~ +32,767）建表。

说明

Hive和MySQL的TINYINT类型取值范围都是[-128,127]，而DWS的TINYINT类型取值范围是
[0,255]。

3.40 数据迁移前后数据量不一致是什么问题？

问题描述

使用CDM做数据迁移，迁移完成后，目标库数据要比原始库多，有的多十几条，有的
多几千条。

故障分析

根据报障看，考虑是作业配置限制，检查作业配置，发现目的端配置为导入开始前
“不清除”，不清除可能存在多次操作，部分数据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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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目的端配置为导入开始前“清空全部数据”，验证后，源/目的端条数一致。

3.41 创建源数据连接，一直报错用户名和密码错误，但是实
际填的没有错

问题描述

创建Mysql链接，确认过用户名、密码没有错，同样的配置，在roma上建立数据连接
能成功。

故障分析

查看后端日志，考虑用户Mysql侧有白名单限制，测试内网相通的另一台ECS Mysql客
户端使用这个用户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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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再次核实账号密码无误，是用户使用Mysql账号没有给CDM集群授权，用户侧Mysql数
据库需要对cdm集群的ip授权。

3.42 数据库写入 OBS 场景，表中小驼峰命名字段，提示字
段不存在

问题描述

数据库写入OBS场景，表中小驼峰命名字段，提示字段不存在。

故障分析

查看日志报PG数据库表字段找不到所致，分析是字段命名使用小驼峰，而PG数据库区
分大小写所以无法找到。

解决方案

让客户在连接配置高级属性添加包围符配置，问题解决。

3.43 CSV 数据类型插入 MySQL 报错 invalid utf-8
charater string ''

问题描述

迁移作业执行失败，提示invalid utf-8 charater string ''。

故障分析

考虑是数据格式问题，后端进一步分析日志确认。

解决方案

1. 后台排查sqoop日志，考虑源端数据类型格式问题导致异常。

2. 分析源端数据类型，发现数据类型中有脏数据，源端数据类型有问题。

3. 客户CDM界面配置脏数据功能，作业重跑成功，OBS桶排查脏数据类型存在问
题，格式不匹配。

3.44 定时任务失败，检查连接器连接存在问题

问题描述

CDM任务检查网络连通性，源端数据库连接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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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分析

查询集群信息，获取公网IP，从CDM集群curl源端数据库的地址，如下所示。

从结果看考虑是CDM集群自身问题。通过EIP查询对应公网IP的绑定情况是未绑定的。

建议先解除绑定，再绑定后问题解决。

解决方案

释放掉EIP之后，给CDM集群重新绑定EIP；或者给CDM VPC的委托，然后可以检测这
个EIP是否异常 。

3.45 脏数据导致 CSV 数据类型问题插入 MySQL 报错

问题描述

客户作业失败，提示invalid utf-8 charater string ''

云数据迁移
常见问题 3 故障处理类

文档版本 19 (2023-02-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4



故障分析

根据报错，考虑用户数据中存在脏数据，个别字段类型不匹配导致。

解决方案

1. 后台排查客户sqoop日志，考虑客户源端数据类型格式问题导致异常 （或让客户
提供作业日志，或客户界面导出全量日志）。

2. 分析源端数据类型，发现源端数据类型中有脏数据，源端数据类型有问题.
3. 在CDM作业中配置脏数据功能，作业重跑成功，OBS桶排查脏数据类型存在问

题，格式不匹配。

3.46 写 ES 报 timeout waiting for connection from pool
错误怎么解决？

问题描述

写ES报timeout waiting for connection from pool，且日志中输出多个
es_rejected_execution_exception。

故障分析

从cerebro界面看到索引只有一个分片。但新建一个索引设成3个分片也是一样会报
es_rejected_execution_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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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定位发现记录几乎都写入到了一个分片中。至此问题清楚。是因为产生了热点。

解决方案

用户在迁移时有选择主键，也就是用它来替代 _id。计算出来的shard属同一个。

1. 建议用户不选主键，让es自动生成_id, 这样获的hash值比较分散。

2. 如果用户的应用必须用自有主键替代_id，则只能建议用性能更好的ES集群。

3.47 Oracle 迁移到 DWS 报错 ORA-01555

问题描述

Oracle迁移到DWS报错ORA-01555。

故障分析
1. 整库迁移每个表中数据平均2~5亿条。源端10分钟会更新一次数据。

2. CDM不支持实时迁移，但是支持定时迁移，用户10分钟就会有批量数据更新，考
虑是迁移任务没有完成，源库已经更新，回滚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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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racle报错ORA-01555，数据迁移如果做整表查询，并且查询时间较长时，这个
过程有其他用户进行频繁commit操作，Oracle的RBS还比较小，就有可能出现这
个问题，详细分析可以参考帖子：https://blog.csdn.net/SongYang_Oracle/
article/details/6432182。

解决方案

三种解决办法：

● 调小每次查询的数据量。

● 调大Oracle数据的RBS，需要修改数据库配置。

● 减少频繁的commit操作，这个需要调整生产业务逻辑，基本不可能。

3.48 FTP 测试连通性失败，报服务器内部错误怎么解决？

问题描述

ECS搭建FTP已经尝试root 、FTPadmin用户在本地都可以正常登录，安全组21、20端
口正常放通，但是在创建FTP的数据连接报服务器内部错误。

解决方案

查询后台日志，报错为连接超时，截图如下，可能是安全组限制导致。安全组全部放
通进行验证，连通性测试成功。

针对FTP服务器的防火墙来说，必须允许以下通讯才能支持主动方式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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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何大于1024的端口到FTP服务器的21端口（客户端初始化的连接）。

2. FTP服务器的21端口到大于1024的端口（服务器响应客户端的控制端口）。

3. FTP服务器的20端口到大于1024的端口（服务器端初始化数据连接到客户端的数据
端口）。

4. 大于1024端口到FTP服务器的20端口（客户端发送ACK响应到服务器的数据端
口）。

3.49 CDM 连接 RDS-Mysql ，除 root 用户外，其他用户都
报错

解决方案

1. 登录服务器，运行命令进入数据库：mysql -u root –p，然后输入密码。

2. mysql>use mysql;
3. 授权：

例如想root使用123456从任何主机连接到mysql服务器：

mysql>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root'@'%' IDENTIFIED BY '123456'
WITH GRANT OPTION;
如果想允许用户abc从ip为10.10.50.127的主机连接到mysql服务器,并使用654321
作为密码：

mysql>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abc'@'10.10.50.127' IDENTIFIED BY
'654321' WITH GRANT OPTION;

4. 刷新权限即可： mysql>FLUSH PRIVILEGES;

3.50 Hudi 源端案例库

3.50.1 读 Hudi 作业长时间出于 BOOTING 状态怎么解决？
问题原因1：除去Yarn队列资源问题，一般作业是卡在执行Spark SQL读Hudi写Hive临
时表，这步执行的速度取决于Hudi表的数据量与Yarn队列剩余资源。

问题排查1：查看Yarn任务，搜索Spark JDBC Server的Yarn任务，找到自己队列下
Running Container大于1的任务，查看ApplicationMaster，点击SQL页签，可以看到
正在执行的SQL，点击Stages页签，可以看到每条SQL的执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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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CDM在作业BOOTING阶段无法查看日志，如果找不到Yarn任务，请联系CDM运维查看后台日
志，获取Application ID。日志形如：

问题原因2：作业配置了导入前清空数据，dws表存量数据多，卡在truncate table操作
步骤中，默认5分钟超时。

问题排查2：联系CDM运维查看后台日志。

3.50.2 读 Hudi 作业字段映射多了一列 col，作业执行失败怎么处
理？

问题原因：使用Spark SQL写数据入hudi表，由于配置问题，表schema中会自动增加
一列类型为array<string>，名称为col的列。

解决方案：字段映射中删去此列，如果是自动建表，SQL中也要把此列删去。

3.51 Hudi 目的端案例库

3.51.1 Hudi 表自动建表报错：schema 不匹配，建表失败怎么办？

原因分析

从metastore中删了表，但是文件没有清空，可能建的是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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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将表目录清空，在重新执行作业。

3.51.2 启动作业后，Hudi 作业长时间处于 BOOTING 状态，然后作
业失败，日志报错 Read Timeout 怎么解决？

问题现象：

作业日志报错Read time out，日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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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排查

1. 确认MRS集群的JdbcServer是多实例模式还是多租模式。

– 如果是多实例模式，跳转3。

– 否则跳转2。

2. 多租户模式下，确认其他租户的作业是否正常。

– 如果所有租户的作业执行spark sql都有问题，跳转3。

– 否则，跳转4。

3. 进一步确认：用dlf建个脚本，选择直连连接，执行一条spark sql，看是否报time
out的错（甚至可能数据库都list不出来）。如果有以上现象，大概率是MRS集群
的jdbc server出了问题。

4. 单租户执行不了spark sql，则多半是队列资源限制，打开yarn，搜索租户的队
列，查看Spark2x-JDBCServer2x的yarn任务，此时可能会搜索不到yarn任务，或
者State为ACCEPTED，这两种情况都是资源不足起不了yarn任务的现象。打开
yarn的schedule，查看队列资源，关注以下几个参数：

Used Resources: 已使用的内存与CPU核数

Max Resources：队列中 大可供使用的内存与CPU核数

Used Application Master Resources: 已使用的AM资源

Max Application Master Resources: 队列中 大可供使用的AM资源

通过对比基本就能确定是哪个资源不足导致yarn任务执行异常。

解决方案

扩充队列资源，或者停止其他yarn任务释放资源。

3.51.3 作业执行卡 Running，读取行数写入行数相等且不再增加怎
么解决？

原因分析

CDM写Hudi为两段式，先写到hive临时表，然后再执行spark sql写到Hudi，写入行数
统计的是写hive临时表的行数，当行数不再增长时，说明源端数据已经读完写到Hive
表中，此时作业正在执行Spark SQL过程中，需要等Spark SQL执行完作业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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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排查

打开日志，搜索insert into，找到如下的日志，根据日志中打印的Yarn ApplicationId
到MRS Resource Manager上看Yarn任务详情。

说明

执行Spark SQL的速度与租户队列资源强相关，在执行Hudi任务前，请确保租户队列资源充足。

3.51.4 执行作业后（非失败重试），作业执行卡 Running，但是数
据写入行数一直显示为 0 如何处理？

问题排查

打开日志， 后一行日志如下所示，则说明此时集群并发资源消耗殆尽，或者集群内
存使用达到阈值，新提交的作业需要排队等待。

submit task attempt_local1847334969_1748_m_000003_0, current waiting task number for job 
job_local1847334969_1748 is : 4

可能有如下原因
● 集群并发数到达上限

联系SRE查看cdm后台日志：/var/log/cdm/local/framework.log，搜索关键字：
cluster running task，如果运行的并发数与available的并发数一致，则说明此时
并发数已到达集群上限。

● 集群内存使用达到阈值

联系SRE查看cdm后台日志：/var/log/cdm/local/framework.log，搜索关键字：
memory usage exceeds threshold，如果此时集群在不断打此日志，则说明堆内
存使用已经超过75%，集群可能有oom的风险。

规避方案

调整作业并发数，使其不超过集群并发数（建议集群并发数不超过46）。集群并发数
即配置管理页面的 大抽取并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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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5 执行 Spark SQL 写入 Hudi 失败怎么办？

报错：hoodie table path not found

原因分析

表在metastore中存在，但不是Huid表，或者表在metastore中存在，但是表目录不存
在，根因是在表目录下没有.hoodie目录。可能删表的时候只删了文件而没有drop
table。

解决方法

在DataArts Studio或者Hue或者spark-beeline上执行drop table将表从metastore中删
除，然后作业配置 “不存在时创建”重跑作业。或者删除后自己执行建表语句重建一
个Hudi表。

说明

对于MOR表来说，删表需要把ro与rt表也同时删除。否则会出现schema残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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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写入记录中存在空值，写入失败

原因分析

设置为主键或者预聚合键的列有空值，写入hoodie会失败。

排查方法

查看作业配置，查看表属性中hoodie.datasource.write.recordkey.field、
hoodie.datasource.write.precombine.field、
hoodie.datasource.write.partitionpath.field配置的列在源端数据中是否存在空值。

解决方法

删除空值后重跑作业。

报错：killed by external signal

问题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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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数据倾斜导致executor使用内存超出限制，具体原因需要联系MRS定位。Yarn
Application ID可以从日志中获取，日志搜索“Yarn Application Id”关键字，查询离
报错信息 近的Yarn Application ID即可。

自主排查方式

1. 登录yarn，根据applicationId查询到yarn任务，打开ApplicationManager。
2. 打开stage->查看fail状态的task，通过日志或者界面显示，可以看到失败原因，通

常会是以下报错：

transferring unroll memory to storage memory failed（RDD中缓存超过了executor
的内存out of memory） 。

可以尝试的规避方法：

● 在作业管理界面选择“更多-失败重试”，尝试重新执行Spark SQL。

● 通过DataArts Studio执行Spark SQL，设置执行参数或者调整SQL。

调整Spark切片大小：

set spark.sql.files.maxPartitionBytes=xxM；默认值为128M，可适当调整为64M
或者32M。

如果数据切分不均匀，可以修改SQL配置DISTRIBUTE BY rand()，增加一个
shuffle过程，打散数据（需要占用较多资源，资源不多时慎用）。

insert into xx select * from xxx DISTRIBUTE BY rand();
● 使用DataArts Studio API方式提交Spark SQL，调大executor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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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根因分析

Hudi不支持并发写，会产生commit冲突。

解决方案

排查是否有其他连接在同时写hudi表，如果有，将连接停止，然后CDM作业失败重
试。

3.51.6 作业执行过程中，由于源端连接闪断、超时或者源端主动终
止了连接导致作业执行失败怎么处理？

问题定位

日志中出现源端的read timeout报错，或者terminate by xxx之类的报错。

规避方案

● 如果源端网络不稳定，可以使用分片重试能力多次执行作业，可能需要调整作业
配置。

● 如作业配置了分片数，或者源端为分区表，且作业配置了按表分区抽取，则点击
更多-分片重试，重跑失败分片（比如配置了100个分片，上次执行到50个分片报
错，则点击失败重试后，仅会执行剩余50个分片）。

● 如且源端非分区表，作业未配置分片数，建议调大作业分片数，再重新执行作
业，后续再发生异常通过失败重试断点续传。

● 如源端为分区表，且未配置按表分区抽取，建议配置按表分区抽取后，重新执行
作业，后续再发生异常通过失败重试断点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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