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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fka 普通版开发指南

1.1 概述

须知

本章节仅提供Kafka普通版本的客户端连接指导。

Kafka API 介绍

DMS支持开源的Kafka接口，第三方应用程序直接使用原生Kafka client来接入DMS即
可实现开源Kafka的消息处理能力。

使用约束

DMS Kafka一般可达到几千TPS(即每秒可处理的消息数)，如果需要上万甚至10万
TPS，请单独提交工单或联系客服进行特殊处理。

Kafka client推荐使用0.10.2.1或更高版本。

使用Kafka SDK接口生产消息时，单条消息 大限制为10MB。使用WebConsole生产
消息到Kafka队列时， 大限制依然是512KB。

1.2 Java SDK

1.2.1 准备环境

资源链接
● DMS Kafka SDK下载

● DMS kafka SDK增强版下载

● 示例工程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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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Demo示例包含SDK包，新创建的工程需要引入SDK包，如果直接在Demo示例工程进行编码，
则不需要单独下载SDK包。

开发环境

Eclipse：Eclipse 3.6.0及以上版本，可至Eclipse官方网站下载。

JDK：Java Development Kit 1.8.111及以上版本，可至Oracle官方下载页面下载。

Maven：Apache Maven 3.0.3及以上版本，可至Maven官方下载页面下载。

获取 Kafka Topic 和消费组的 ID

使用SDK接口访问DMS服务，需要先在Web Console创建队列和消费组，步骤如下：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应用服务 > 分布式消息服务”，进入分布式消息服务信息
页面。

步骤3 单击左侧菜单栏的“队列管理”。

步骤4 在“队列管理”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创建队列”。

步骤5 填写队列名称和描述信息。

表 1-1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队列名称 队列的名称，必须唯一。

DMS为您自动生成了队列名称，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队列名称只
能包含a~z，A~Z，0-9，-，_，长度是[1，64]。
创建队列后不能修改名称。

队列类型 选择“Kafka队列”。

队列模式 支持高吞吐和高可靠两种模式。

默认值：高吞吐。

高吞吐：消息副本异步落盘，具有较高的性能。

高可靠：消息多副本同步落盘，保证消息的可靠性。

消息保留时长
（小时）

仅Kafka队列才有该参数。

指定kafka队列的消息保存时间，超过该时长的消息将会被删除，删
除的消息无法被消费。

取值范围：1-72，必须为整数。

默认值：72小时。

描述（可选） 队列描述不能包含<>，长度是[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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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创建 Kafka 队列

步骤6 单击“确定”。创建队列完成。

步骤7 单击队列名称，显示队列详情，获取Kafka Topic。

图 1-2 获取 Kafka Topic

步骤8 单击“创建消费组”。进入“创建消费组”页面。

步骤9 填写消费组的名称。

DMS为您自动生成了消费组名称，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消费组的名称只能包含
a~z，A~Z，0~9，-，_，长度是[1，32]。同个队列的消费组名称不能重复。

步骤10 单击“确定”。创建消费组完成，选择已创建的消费组，获取消费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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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获取消费组 ID

----结束

获取 project id

在调用接口的时候，需要填入项目编号project_id，所以需要先在管理控制台上获取到
项目编号，步骤如下：

步骤1 注册并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

步骤3 在“我的凭证”页面的“项目列表”中查看项目ID。

图 1-4 获取项目 ID

----结束

获取 AK/SK

步骤1 注册并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

步骤3 在“我的凭证”页，单击“管理访问密钥”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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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新增访问密钥”，进入“新增访问密钥”页面。

步骤5 输入当前用户的登录密码。

步骤6 通过邮箱或者手机进行验证，输入对应的验证码。

步骤7 单击“确定”，下载访问密钥。

说明

为防止访问密钥泄露，建议您将其保存到安全的位置。

步骤8 保存文件到本地，从下载的credentials.csv文件中获取“Access Key Id”和“Secret
Access Key”。

----结束

获取区域和 Endpoint

获取方式请参考地区和终端节点。

申请弹性云服务器

说明

在公有云（ECS）上运行DMS Demo示例，需要先申请弹性云服务器。

通过浏览器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控制台，申请创建一台Linux弹性云服务器，并绑定弹性
IP。请记录弹性IP地址、用户名和密码，后续访问需要使用。如果已申请过弹性云服务
器，可以跳过此步骤。

说明

弹性IP用于登录弹性云服务器，以及上传文件等。

环境信息汇总

表 1-2 环境信息汇总

类型 项目 收集的信息（以下为示例，请根据实际情况替
换）

弹性云服务器 弹性IP 192.168.141.228

用户名 huaweicloud

密码 ********

分布式消息服
务

队列名称 my-kafka-queue

队列ID 4df89da6-ede4-4072-93e0-28dc6e866299

队列类型 Kafka队列

Kafka Topic k-
bd67aaead60940d688b872c31bdc653b-4df8
9da6-ede4-4072-93e0-28dc6e86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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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 收集的信息（以下为示例，请根据实际情况替
换）

消费组名称 my-consumer-group

消费组ID g-7ec0caac-01fb-4f91-a4f2-0a9dd48f8af7

访问密钥 AK （Access Key
Id）

********

SK （Secret
Access Key）

********

项目ID 所属区域 华北-北京一

项目 cn-north-1

项目ID bd67aaead60940d688b872c31bdc653b

区域和
Endpoint

区域名称 华北-北京一

Endpoint dms-kafka.cn-north-1.myhuaweicloud.com:
37000

DNS DNS服务器IP -

 

1.2.2 创建工程

本章节以新建名为“kafkademo”的Maven Project为例。

操作步骤

步骤1 下载Demo包。

1. 登录DMS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API使用向导”。

3. 选择“Kafka普通版”。

4. 单击“示例代码下载”。下载DmsKafkaDemo.zip压缩包，即为Demo包。

步骤2 单击“SDK下载”，下载SDK包，即DMS Kafka sasl包。

下载后解压，目录如下：

● client.truststore.jks：客户端证书

● dms.kafka.sasl.client-1.0.0.jar： SASL包

● dms_kafka_client_jaas.conf：客户端配置文件

也可以从Demo包中获取DMS Kafka sasl包，获取地址：\DmsKafkaDemo\dist\libs
\dms.kafka.sasl.client-1.0.0.jar。

步骤3 打开Eclipse，建议使用4.6以上版本，新建一个Maven Project，工程名自定义，这里
以kafkademo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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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新建 Maven Project

步骤4 单击“Finish”。

步骤5 导入DMS Kafka sasl的jar包。

1. 右键单击新建的工程“kafkademo”，新建一个Folder，命名为libs。
2. 将dms.kafka.sasl.client-1.0.0.jar复制到libs目录下。

3. 在pom.xml文件中增加如下行，将DMS Kafka sasl的jar包导入Maven仓库。
<dependency> 
     <groupId>dms</groupId> 
     <artifactId>kafka.sasl.client</artifactId> 
     <version>1.0.0</version> 
     <scope>system</scope> 
     <systemPath>${project.basedir}/libs/dms.kafka.sasl.client-1.0.0.jar</systemPath>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kafka</groupId> 
     <artifactId>kafka-clients</artifactId> 
     <version>0.10.2.1</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slf4j</groupId> 
     <artifactId>slf4j-api</artifactId> 
     <version>1.7.7</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slf4j</groupId> 
     <artifactId>slf4j-log4j12</artifactId> 
     <version>1.7.7</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log4j</groupId> 
     <artifactId>log4j</artifactId> 
     <version>1.2.17</version> 
 </dependency>     

4. 保存“pom.xml”。

----结束

1.2.3 配置说明

操作步骤

步骤1 编辑dms_kafka_client_jaas.conf文件，配置access_key，secret_key和project_id。

DMS Kafka API基于access_key，secret_key和projectID鉴权，配置
dms_kafka_client_jaas.conf，内容如下：

分布式消息服务
开发指南 1 Kafka 普通版开发指南

文档版本 06 (2019-01-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



KafkaClient {
  com.huawei.middleware.kafka.sasl.client.KafkaLoginModule required
  access_key="XXXXXX"
  secret_key="XXXXXX"
  project_id="XXXXXX";
};

注意：把XX替换为服务帐号的access_key，secret_key和project_id。

如果需要访问其他租户授权的队列，则需要配置授权者的Project ID，即配置
target_project_id为授权者的Project ID。
KafkaClient {
  com.huawei.middleware.kafka.sasl.client.KafkaLoginModule required
  access_key="XXXXXX"
  secret_key="XXXXXX"
  project_id="XXXXXX"
  target_project_id="";
};

步骤2 配置启用SASL，（“/path”需修改为实际路径，如下两种选择一种即可）。

1. 使用JVM参数设置，进程启动参数增加。
-Djava.security.auth.login.config=/path/kafka_client_jaas.conf

2. 在代码中设置参数（需要保证在Kafka Producer和Consumer启动之前）。
System.setProperty("java.security.auth.login.config", "/path/kafka_client_jaas.conf");

步骤3 在consumer.properties增加如下行。
connections.max.idle.ms=30000

步骤4 配置文件consumer.properties/producer.properties主要参数说明。

表 1-3 主要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值

bootstrap.servers DMS服务端的地
址，配置为IP或者
域名。

客户端所在的ECS与DMS队列处在相同
region，必须使用37000端口访问。

● 华北-北京一：dms-kafka.cn-
north-1.myhuaweicloud.com:37000

● 华东-上海二 ：dms-kafka.cn-
east-2.myhuaweicloud.com:37000

● 华南-广州 ：dms-kafka.cn-
south-1.myhuaweicloud.com:37000

客户端不在华为云，或者在华为云的其他
region，必须使用37003端口访问。

● 华北-北京一：dms-kafka.cn-
north-1.myhuaweicloud.com:37003

● 华东-上海二 ：dms-kafka.cn-
east-2.myhuaweicloud.com:37003

● 华南-广州 ：dms-kafka.cn-
south-1.myhuaweicloud.com:37003

ssl.truststore.loca
tion

证书的路径。 /path/client.truststore.jks（注意：修改
为自己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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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值

ssl.truststore.pass
word

证书的密码。 -

security.protocol 安全协议。 SASL_SSL

sasl.mechanism 服务名称。 DMS(注意：必须全大写)

 

Kafka其它参数请参看Kafka官网说明。

步骤5 为调试运行Kafka，可修改log4j.properties，打开kafka debug日志：
log4j.rootLogger=DEBUG, stdout 
log4j.appender.stdout=org.apache.log4j.ConsoleAppender
log4j.appender.stdout.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
log4j.appender.stdout.layout.ConversionPattern=[%d] %p %m (%c:%L)%n
log4j.logger.org.apache.kafka.clients=DEBUG
log4j.logger.kafka=INFO, stdout
log4j.additivity.kafka=false
log4j.logger.org.apache.kafka=DEBUG, stdout
log4j.additivity.org.apache.kafka=false

步骤6 开始编写代码，API接口请参考Kafka官网说明。

----结束

1.2.4 运行示例工程
本章节以Java语言为示例介绍如何连接DMS Kafka队列并生产消费消息。

操作说明

步骤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说明

用户可以直接在192网段的ECS虚拟机上运行。

步骤2 安装Java JDK或JRE，并配置JAVA_HOME与PATH环境变量，使用执行用户修改
~/.bash_profile，添加如下行。
export JAVA_HOME=/opt/java/jdk1.8.0_151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执行source .bash_profile命令使修改生效。

说明

ECS虚拟机默认自带的JDK可能不符合要求，例如OpenJDK，需要配置为Oracle的JDK，可至
Oracle官方下载页面下载Java Development Kit 1.8.111及以上版本。

步骤3 下载DmsKafkaDemo示例工程代码。
$ wget https://dms-demo.obs.cn-north-1.myhuaweicloud.com/DmsKafkaDemo.zip

步骤4 解压DmsKafkaDemo.zip压缩包。
$ unzip DmsKafkaDemo.zip

步骤5 进入DmsKafkaDemo/dist目录，该目录下包含预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和执行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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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DmsKafkaDemo/dist

步骤6 编辑配置文件config/dms_kafka_client_jaas.conf，设置access_key、secret_key和
project_id。
$ vim config/dms_kafka_client_jaas.conf

设置内容如下（其中加粗内容需要替换为实际值）：

KafkaClient {
  com.huawei.middleware.kafka.sasl.client.KafkaLoginModule required
  access_key="********************"
  secret_key="**********"
  project_id="bd67aaead60940d688b872c31bdc653b"
  target_project_id="bd67aaead60940d688b872c31bdc6539";
};

如果需要访问其他租户授权的队列，则需要配置授权者的Project ID，即配置
target_project_id为授权者的Project ID。

步骤7 编辑配置文件config/producer.properties，设置topic和bootstrap.servers。
$ vim config/producer.properties

设置内容如下（其中加粗内容需要替换为实际值）：

topic=k-bd67aaead60940d688b872c31bdc653b-4df89da6-ede4-4072-93e0-28dc6e866299 
bootstrap.servers=dms-kafka.cn-north-1.myhuaweicloud.com:37000
ssl.truststore.password=************
acks=all
retries=1
batch.size=16384
buffer.memory=33554432
key.serializer=org.apache.kafka.common.serialization.StringSerializer
value.serializer=org.apache.kafka.common.serialization.StringSerializer
security.protocol=SASL_SSL
sasl.mechanism=DMS

说明

参数topic可配置为“队列名称”或者“Kafka Topic”，可参考表1-2。

步骤8 编辑配置文件config/consumer.properties，设置topic、bootstrap.servers和
group.id。
$ vim config/consumer.properties

设置内容如下（其中加粗内容需要替换为实际值）：

topic=k-bd67aaead60940d688b872c31bdc653b-4df89da6-ede4-4072-93e0-28dc6e866299
bootstrap.servers=dms-kafka.cn-north-1.myhuaweicloud.com:37000
group.id=g-7ec0caac-01fb-4f91-a4f2-0a9dd48f8af7
ssl.truststore.password=************
security.protocol=SASL_SSL
sasl.mechanism=DMS
key.deserializer=org.apache.kafka.common.serialization.StringDeserializer
value.deserializer=org.apache.kafka.common.serialization.StringDeserializer
auto.offset.reset=earliest
enable.auto.commit=false

说明

参数topic可配置为“队列名称”或者“Kafka Topic”，可参考表1-2。

步骤9 运行生产消息示例。
$ bash produce.sh

执行完命令自动发送10条消息到Kafka队列中。

分布式消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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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 运行消费消息示例。
$ bash consume.sh

----结束

1.2.5 编译示例源码

步骤1 下载并解压DmsKafkaDemo示例工程代码。

步骤2 打开Eclipse，通过“File -> Import…”，“Select an import source”选择“Exi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选择DmsKafkaDemo解压目录，导入示例工程代码。

步骤3 选择“Project -> Build Project”，执行编译构建。

步骤4 鼠标右键单击DmsKafkaDemo项目，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Export…”，选择
“Java -> JAR file”，填写待生成的JAR文件保存位置和名称，导出JAR文件。

步骤5 使用新生成的JAR文件替换DmsKafkaDemo/dist/libs目录下的dms.kafka.demo.jar文
件，按照“运行示例工程”执行验证。

----结束

1.2.6 示例代码导读

生产消息

分布式消息服务（DMS）的Kafka API兼容原生开源Kafka客户端，仅仅增加了用于身
份认证和安全通信的客户端证书和SASL配置，用户只需要在创建KafkaProducer前传
入上述两项配置，不需要修改任何其他Kafka业务代码，即可实现平滑迁移。

配置代码如下：

 Properties producerConfig = Config.getProducerConfig();
    producerConfig.put("ssl.truststore.location", Config.getTrustStorePath());
    System.setProperty("java.security.auth.login.config", Config.getSaslConfig());

创建生产者和发送消息的代码不需要任何修改。

消费消息

分布式消息服务（DMS）的Kafka API兼容原生开源Kafka客户端，仅仅增加了用于身
份认证和安全通信的客户端证书和SASL配置，用户只需要在创建KafkaConsumer前传
入上述两项配置，不需要修改任何其他Kafka业务代码，即可实现平滑迁移。

配置代码如下：

 Properties consumerConfig = Config.getConsumerConfig();
    consumerConfig.put("ssl.truststore.location", Config.getTrustStorePath());
    System.setProperty("java.security.auth.login.config", Config.getSaslConfig());

创建消费者和消费消息的代码不需要任何修改。

1.2.7 增强版 Java SDK 使用说明
增强版的Kafka Java SDK包是在开源kafka 0.10.2.1客户端的基础上，做了优化，大大
提升了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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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下载Kafka 0.10.2.1的开源客户端包。

步骤2 解压开源客户端包，解压后目录如下：

步骤3 下载Kafka 0.10.2.1的增强版SDK包。

步骤4 解压SDK包，解压后目录如下：

步骤5 将dms_kafka_0.10.2.1-client/目录下的所有的jar包都拷贝到开源kafka 0.10.2.1的libs/
目录下，并且覆盖同名的kafka-clients-0.10.2.1.jar包。

步骤6 其他配置与开源客户端相同。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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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常见问题

找不到消费组

Kafka普通版使用过程中报错：k-xx=UNKNOWN，其中k-xx是客户创建的Kafka普通
队列。

[2019-04-29 11:30:02,173] WARN Error while fetching metadata with correlation id 2 : 
{k-8*******8cd=UNKNOWN} 

有以下可能原因：

● Java环境为Open JDK，请更改为Oracle JDK。
● 消费组配置错误，消费组需要和topic一致。消费组名称默认以g开头。

● dms_kafka_client_jaas.conf配置文件中project_id和target_project_id不一致，需
要将target_project_id和project_id配置成一致。

1.3 Python SDK
本节以Linux系统为例介绍Python客户端如何连接DMS服务的Kafka队列，获取相关配
置信息请参考准备环境章节。

DMS服务兼容Kafka原生API，相关调用方法请参考Kafka官网说明。

客户端环境搭建

步骤1 根据python编码格式选择对应版本的SDK包。

1. 下载SDK包，解压后获取如下两个文件。

– kafka-dms-python-code2.tar.gz
– kafka-dms-python-code4.tar.gz

2. 在任意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新增test.py文件。

vi test.py
将如下内容写入文件中，并保存。
import sys
    if sys.maxunicode > 65535:
        print 'Your python is suitable for kafka-dms-python-code4.tar.gz'
    else:
        print 'Your python is suitable for kafka-dms-python-code2.tar.gz'

3. 执行如下命令选择Python SDK包。

python test.py
4. 根据界面提示选择SDK包。

步骤2 解压缩SDK文件。

以下假设解压目录为{root_dir}。

步骤3 执行如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vi ~/.bash_profile

将如下行写入配置文件中，保存退出。

export LD_LIBRARY_PATH={root_dir}/kafka-dms-python/confluent_kafka/lib:{root_dir}/kafka-dms-python/
confluent_kafka/third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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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如下命令使修改生效。

source ~/.bash_profile

步骤4 编辑{root_dir}/kafka-dms-python/conf.ini文件，配置如下项：
sasl.project.id=your project
sasl.access.key=your ak
sasl.security.key=your sk

获取方法请参考准备环境，修改完成后保存文件。

----结束

运行示例

步骤1 执行如下命令生产消息。

cd {root_dir}/kafka-dms-python/

python producer.py <bootstrap-brokers> <topic> <msg1> <msg2> <msg3> ..

说明：bootstrap-brokers配置为Kafka的endpoint地址，topic配置为Kafka Topic的
id，获取方法请参考准备环境。

示例：

python producer.py dms-kafka.cn-north-1.myhuaweicloud.com:37003 k-
bd67aaead60940d688b872c31bdc653b-4df89da6-ede4-4072-93e0-28dc6e866299 123 456 789

步骤2 执行如下命令从队列中 早的消息开始消费消息。

python consumer.py <bootstrap-brokers> <group> <topic>

说明：group配置为Kafka队列的消费组id，获取方法请参考准备环境。

示例：

python consumer.py dms-kafka.cn-north-1.myhuaweicloud.com:37003 g-7ec0caac-01fb-4f91-
a4f2-0a9dd48f8af7 k-bd67aaead60940d688b872c31bdc653b-4df89da6-ede4-4072-93e0-28dc6e866299

----结束

示例代码

生产消息

    # Read lines from stdin, produce each line to Kafka
    for msg in msgs:
        try:
            # Produce line (without newline)
            p.produce(topic, msg.rstrip(), callback=delivery_callback)
    
        except BufferError as e:
            sys.stderr.write('%% Local producer queue is full (%d messages awaiting delivery): try again\n' %
                             len(p))

    # Serve delivery callback queue.
    # NOTE: Since produce() is an asynchronous API this poll() call
    #       will most likely not serve the delivery callback for the
    #       last produce()d message.
    p.poll(0)

消费消息

    # Read messages from Kafka, print to stdout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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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True:
            msg = c.poll(timeout=1.0)
            if msg is None:
                continue
            if msg.error():
                # Error or event
                if msg.error().code() == KafkaError._PARTITION_EOF:
                    # End of partition event
                    sys.stderr.write('%% %s [%d] reached end at offset %d\n' %
                                     (msg.topic(), msg.partition(), msg.offset()))
                elif msg.error():
                    # Error
                    raise KafkaException(msg.error())
            else:
                # Proper message
                sys.stderr.write('%% %s [%d] at offset %d with key %s:\n' %
                                 (msg.topic(), msg.partition(), msg.offset(),
                                  str(msg.key())))
                print(msg.value())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sys.stderr.write('%% Aborted by user\n')

1.4 Lua SDK
本节以Linux系统为例介绍Lua客户端如何连接DMS服务的Kafka队列，获取相关配置
信息请参考准备环境章节。

DMS服务兼容Kafka原生API，相关调用方法请参考Kafka官网说明。

客户端环境搭建

步骤1 下载SDK包。

解压后获取kafka-dms-lua.tar.gz文件。

步骤2 安装luajit工具。

执行如下命令检查是否有luajit工具。

luajit -v

如果没有luajit，需要安装luajit。
● ubuntu操作系统：

– 执行apt-cache search luajit命令检查软件仓库中是否有luajit。如没有，请
自行配置软件仓库的地址。

– 执行apt-get install luajit命令安装luajit。
● suse操作系统：

– 执行zypper search luajit命令检查软件仓库中是否有luajit。如没有，请自行
配置软件仓库的地址。

– 执行zypper install luajit命令安装luajit。
● centos/redhat操作系统：

– yum search luajit
– yum install luajit

步骤3 解压缩kafka-dms-lua.tar.gz

以下假设解压目录为{DMS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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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拷贝kafka依赖到本地的lib库中。

cp {DMSPATH}/kafka-dms-lua/librdkafka/lib/* /usr/lib/ -R

步骤5 修改example_dms.lua中的配置参数。

cd {DMSPATH}/kafka-dmslua/luadms

vi example_dms.lua

修改如下配置项：

local BROKERS_ADDRESS = { "broker" }
local TOPIC_NAME = "your kafka topic"

config["sasl.project.id"]="your projectId"
config["sasl.access.key"]="your ak"
config["sasl.security.key"]="your sk"

表 1-4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获取方式

BROKERS_ADDRESS 配置为Kafka的endpoint地
址。

请参考准备环境

TOPIC_NAME 配置为Kafka Topic的id。

sasl.project.id 项目ID。

sasl.access.key 租户AK。

security.key 租户SK。

 

----结束

运行示例

执行如下命令进行生产消息。

luajit example_dms.lua

说明：该示例命令将会自动发送10条消息到Kafka队列中。

示例代码

生产消息

for i = 0,10 do
    producer:produce(topic, KAFKA_PARTITION_UA, "this is test message"..tostring(i))
end

while producer:outq_len() ~= 0 do
    producer:poll(10)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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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 SDK
本节以Linux系统为例介绍C客户端如何连接DMS服务的Kafka队列，获取相关配置信
息请参考准备环境章节。

DMS服务兼容Kafka原生API，相关调用方法请参考Kafka官网说明。

客户端环境搭建

步骤1 下载SDK包。

解压后获取kafka-dms-c.tar.gz文件。

步骤2 安装gcc工具。

执行如下命令检查是否已安装gcc工具。

gcc -v

如果没有gcc，需要安装gcc。
● ubuntu操作系统：

– 执行apt-cache search gcc命令检查软件仓库中是否有gcc。如没有，请自行
配置软件仓库的地址。

– 执行apt-get install gcc命令安装gcc。
● suse操作系统：

– 执行zypper search gcc命令检查软件仓库中是否有gcc。如没有，请自行配
置软件仓库的地址。

– 执行zypper install gcc命令安装gcc。
● centos/redhat操作系统：

– yum search gcc
– yum install gcc

步骤3 解压缩kafka-dms-c.tar.gz。

以下假设解压目录为{DMSPATH}。

步骤4 执行如下命令，拷贝kafka依赖到本地include目录下。

cp {DMSPATH}/kafka-dms-c/librdkafka/include/librdkafka /usr/include/ -R

步骤5 执行如下命令，拷贝kafka依赖到本地的lib库中。

cp {DMSPPATH}/kafka-dms-c/librdkafka/lib/* /usr/lib/ -R

步骤6 执行如下命令编译示例代码。

cd {DMSPATH}/kafka-dms-c/example

gcc my_consumer.c -o my_consumer -lrdkafka -lz -lpthread -lrt

gcc my_producer.c -o my_producer -lrdkafka -lz -lpthread -lrt

说明：如果提示“cannot find -lz”，执行“apt-get install zlib1g-dev”即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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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示例

步骤1 执行如下命令进行生产消息。

./my_producer <broker> <topic> <project_id> <access_key> <secrect_key>

表 1-5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获取方式

broker 配置为Kafka的endpoint
地址。

请参考准备环境

topic 配置为Kafka Topic的id。

project_id 项目ID。

access_key 租户AK。

secrect_key 租户SK。

 

执行完命令后输入消息内容，按回车键发送消息到Kafka队列中，输入的每一行内容都
将作为一条消息发送到Kafka队列。

如需停止生产使用Ctrl+C命令退出。

步骤2 执行如下命令消费消息。

./my_consumer <broker> <topic> <group> <project_id> <access_key>
<secrect_key>

表 1-6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获取方式

broker 配置为Kafka的endpoint
地址。

请参考准备环境

topic 配置为Kafka Topic的id。

group 配置为Kafka队列的消费
组id。

project_id 项目ID。

access_key 租户AK。

secrect_key 租户SK。

 

执行完命令后自动从队列中 早的消息开始消费，如需停止消费使用Ctrl+C命令退
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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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生产消息

        if (rd_kafka_produce(
                    /* Topic object */
                     rkt,
                    /*使用内置的分区来选择分区*/
                     RD_KAFKA_PARTITION_UA,
                    /*生成payload的副本*/
                     RD_KAFKA_MSG_F_COPY,
                    /*消息体和长度*/
                     buf, len,
                    /*可选键及其长度*/
                     NULL, 0,
                     NULL) == -1){
             fprintf(stderr, 
                 "%% Failed to produce to topic %s: %s\n", 
                 rd_kafka_topic_name(rkt),
                 rd_kafka_err2str(rd_kafka_last_error()));
 
             if (rd_kafka_last_error() == RD_KAFKA_RESP_ERR__QUEUE_FULL){
                /*如果内部队列满，等待消息传输完成并retry,
                内部队列表示要发送的消息和已发送或失败的消息，
                内部队列受限于queue.buffering.max.messages配置项*/
                 rd_kafka_poll(rk, 1000);
                 goto retry;
             }  
         }else{
             fprintf(stderr, "%% Enqueued message (%zd bytes) for topic %s\n", 
                 len, rd_kafka_topic_name(rkt));

消费消息

    if(!initKafka(brokers, group, topic, project_id, access_key, secrect_key)){
        fprintf(stderr, "kafka server initialize error\n");
    }else{
        while(run){
            rd_kafka_message_t *rkmessage;
            /*-轮询消费者的消息或事件， 多阻塞timeout_ms
             -应用程序应该定期调用consumer_poll()，即使没有预期的消息，注册过rebalance_cb，该操作尤为重
要，
             因为它需要被正确地调用和处理以同步内部消费者状态 */
            rkmessage = rd_kafka_consumer_poll(rk, 1000);
            if(rkmessage){
                msg_consume(rkmessage, NULL);
                /*释放rkmessage的资源，并把所有权还给rdkafka*/
                rd_kafka_message_destroy(rkmessage);
            }
        }
    }

1.6 Go SDK
本节以Linux系统为例介绍Go客户端如何连接DMS服务的Kafka队列，获取相关配置信
息请参考准备环境章节。

DMS兼容Kafka原生API，相关调用方法请参考Kafka官网说明。

客户端环境搭建

步骤1 下载SDK包。

解压后获取kafka-dms-go.tar.gz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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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安装go和pkg-config工具。

1. 执行如下命令检查是否有go工具。

go version
2. 如果没有go工具，则参考如下地址进行下载和安装。

https://golang.org/doc/install?download=go1.10.3.linux-amd64.tar.gz
3. 执行如下命令检查是否已安装pkg-config。

pkg-config --version
4. 如果没有pkg-config，则参考如下地址进行下载和安装。

http://www.linuxfromscratch.org/blfs/view/7.4/general/pkgconfig.html

步骤3 解压缩kafka-dms-go.tar.gz。

以下假设解压目录为{DMSPATH}。

步骤4 拷贝kafka文件夹到go的src目录下。

cp {DMSPATH}/kafka-dms-go/confluent-kafka-go-0.11.0/kafka
{GO_HOME}/src -R

步骤5 拷贝kafka的pkg配置文件到pkg-config的配置目录。

cp {DMSPATH}/kafka-dms-go/librdkafka/lib/pkgconfig/* /usr/share/pkgconfig

步骤6 拷贝kafka依赖到include目录下。

cp {DMSPATH}/kafka-dms-go/librdkafka/include/librdkafka /usr/include/ -R

步骤7 拷贝kafka依赖到lib库中。

cp {DMSPATH}/kafka-dms-go/librdkafka/lib/* /usr/lib -R

步骤8 安装Kafka。

go install kafka

步骤9 修改producer_example.go中的配置参数：

cd {DMSPATH}/kafka-dms-go/example

vi producer_example.go

修改以下配置项：

broker := "broker address"
topic := "kafka topic"

config["sasl.project.id"] = "your projectId"
config["sasl.access.key"] = "your ak"
config["sasl.security.key"] = "your sk"

表 1-7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获取方式

broker 配置为Kafka的endpoint地
址。

请参考准备环境

topic 配置为Kafka Topic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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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获取方式

sasl.project.id 项目ID。

sasl.access.key 租户AK。

security.key 租户SK。

 

步骤10 修改consumer_example.go中的配置参数。

vi consumer_example.go

修改以下配置项：

broker := "broker address"
group := "group id"
var topics = []string{"kafka topic"}

config["sasl.project.id"] = "your projectId"
config["sasl.access.key"] = "your ak"
config["sasl.security.key"] = "your sk"

表 1-8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获取方式

broker 配置为Kafka的endpoint地
址。

请参考准备环境

group 配置为Kafka队列的消费组
id

topics 配置为Kafka Topic的id。

sasl.project.id 项目ID。

sasl.access.key 租户AK。

security.key 租户SK。

 

----结束

运行示例

步骤1 执行如下命令进行生产消息。

go run producer_example.go

说明：该示例命令将会发送1条消息到Kafka队列中，如需发送多条消息，则重复执行
该条命令。

步骤2 执行如下命令进行消费消息。

go run consumer_example.go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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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生产消息

    // Optional delivery channel, if not specified the Producer object's
    // .Events channel is used.
    deliveryChan := make(chan kafka.Event)

    value := "Hello Go!"
    err = p.Produce(&kafka.Message{TopicPartition: kafka.TopicPartition{Topic: &topic, Partition: 
kafka.PartitionAny}, Value: []byte(value)}, deliveryChan)

    e := <-deliveryChan
    m := e.(*kafka.Message)

消费消息

    for run == true {
        select {
        case sig := <-sigchan:
            fmt.Printf("Caught signal %v: terminating\n", sig)
            run = false
        default:
            ev := c.Poll(100)
            if ev == nil {
                continue
            }

            switch e := ev.(type) {
            case *kafka.Message:
                fmt.Printf("%% Message on %s:\n%s\n",
                    e.TopicPartition, string(e.Value))
            case kafka.PartitionEOF:
                fmt.Printf("%% Reached %v\n", e)
            case kafka.Error:
                fmt.Fprintf(os.Stderr, "%% Error: %v\n", e)
                run = false
            default:
                fmt.Printf("Ignored %v\n",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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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Kafka client 推荐配置参数

表 1-9 Producer 参数

参数 默认值 推荐值 说明

acks 1 高可靠：
all
高吞吐：1

producer需要server接收到数据之后发出的确认
接收的信号，此项配置就是指procuder需要多
少个这样的确认信号。此配置实际上代表了数
据备份的可用性。以下设置为常用选项：

（1）acks=0：设置为0表示producer不需要等
待任何确认收到的信息。副本将立即加到socket
buffer并认为已经发送。没有任何保障可以保证
此种情况下server已经成功接收数据，同时重试
配置不会发生作用（因为客户端不知道是否失
败）回馈的offset会总是设置为-1；
（2）acks=1：这意味着至少要等待leader已经
成功将数据写入本地log，但是并没有等待所有
follower是否成功写入。这种情况下，如果
follower没有成功备份数据，而此时leader又无
法提供服务，则消息会丢失。

（3）acks=all：这意味着leader需要等待所有
备份都成功写入日志，这种策略会保证只要有
一个备份存活就不会丢失数据。

retries 0 0 设置大于0的值将使客户端重新发送任何数据，
一旦这些数据发送失败。注意，这些重试与客
户端接收到发送错误时的重试没有什么不同。
允许重试将潜在的改变数据的顺序，如果这两
个消息记录都是发送到同一个partition，则第
一个消息失败第二个发送成功，则第二条消息
会比第一条消息出现要早。

request.ti
meout.ms

30000 120000 设置一个请求 大等待时间，超过这个时间则
会抛Timeout异常

block.on.b
uffer.full

TRUE 默认值 当我们内存缓存用尽时，必须停止接收新消息
记录或者抛出错误。默认情况下，这个设置为
真，然而某些阻塞可能不值得期待，因此立即
抛出错误更好。设置为false则会这样：
producer会抛出一个异常错误：
BufferExhausted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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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默认值 推荐值 说明

batch.size 16384 262144 producer将试图批处理消息记录，以减少请求
次数。这将改善client与server之间的性能。这
项配置控制默认的批量处理消息字节数。

不会试图处理大于这个字节数的消息字节数。

发送到brokers的请求将包含多个批量处理，其
中会包含对每个partition的一个请求。

较小的批量处理数值比较少用，并且可能降低
吞吐量（0则会仅用批量处理）。较大的批量处
理数值将会浪费更多内存空间，这样就需要分
配特定批量处理数值的内存大小。

buffer.me
mory

335544
32

53687091
2

producer可以用来缓存数据的内存大小。如果
数据产生速度大于向broker发送的速度，
producer会阻塞或者抛出异常，以
“block.on.buffer.full”来表明。

这项设置将和producer能够使用的总内存相
关，但并不是一个硬性的限制，因为不是
producer使用的所有内存都是用于缓存。一些
额外的内存会用于压缩（如果引入压缩机
制），同样还有一些用于维护请求。

 

表 1-10 Consumer 参数

参数 默认
值

推荐值 说明

auto.com
mit.enable

TRUE FALSE 如果为真，consumer所fetch的消息的offset将会自
动的同步到zookeeper。这项提交的offset将在进程
无法提供服务时，由新的consumer使用。

约束： 设置为false后，需要先成功消费再提交，
避免消息丢失。

auto.offset
.reset

latest earliest 没有初始化offset或者offset被删除时，可以设置以
下值：

earliest：自动复位offset为 早

latest：自动复位offset为 新

none：如果没有发现offset则向消费者抛出异常

anything else：向消费者抛出异常。

connection
s.max.idle.
ms

6000
00

30000 空连接的超时时间，设置为30000可以在网络异常
场景下减少请求卡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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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通队列开发指南

2.1 概述

DMS TCP SDK 介绍

DMS TCP SDK提供基于TCP的接口，第三方应用程序直接使用DMS TCP SDK即可实现
消息的生产、消费和确认。DMS提供如表2-1所示的接口供第三方应用调用，具体的接
口请参见对应的接口参考。

表 2-1 DMS TCP SDK 接口

接口名称 描述 接口类型

生产消息 发送消息到DMS。 同步、异步、oneway

消费消息 从DMS中读取消息。 同步、异步

确认消息 确认读取消息成功。 同步、异步

 

说明

● 异步接口和oneway接口，如果调用完接口，进程立即退出，有可能会导致消息数据发送不
完全。

● 使用oneway接口时，客户端不接受服务端的响应，包括错误信息。

● DMS不保证只投递一次的生产模型，如果提示执行失败，极小的概率下实际上是生产成功
的。DMS提供“至少一次”的消息交付功能，因此，消费端需要保证消息消费的幂等性。

功能介绍
● 消息重投：

DMS TCP SDK支持消息重投，当消费消息异常时，确认消费设置为“重投”，服
务端会将消息标记为已消费，并且转存到重投Topic中，用户可以继续往后消费。
重投消息延迟至少30秒后才能再次被消费出来，再次消费确认时，依然可以设置
为“成功”、“失败”或“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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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消息：

同一个消费组的所有消费者都可以消费相同的消息。

可以设置是否自动确认，设置为true时，不需要手动提交确认消费。

在消费消息时，可以设置如下消费模式：

– 组播：消费成功后，该消费组的其他消费者无法再消费。

– 广播，从 早一条开始：从队列中第一条消息开始，该消费组的每个消费者
都可以消费队列中的所有消息。

– 广播，从已消费的位置开始：当设置固定Consumer id时，可以从当前的消费
位置开始，该消费组的每个消费者都可以消费队列中所有未消费的消息。

– 广播，从 新一条开始：从队列中 新的一条消息开始，该消费组的每个消
费者都可以消费之后生产的消息。

● DMS TCP SDK一般可达到几千TPS(即每秒可处理的消息数)，如果需要上万甚至
10万TPS，请单独提交工单或联系客服进行特殊处理。

开发流程

本示例以Java语言进行DMS TCP SDK的二次集成开发。

DMS客户端开发流程如下：

图 2-1 DMS 客户端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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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准备环境

资源链接
● DMS TCP API文档下载

● DMS TCP SDK下载

● 示例工程下载

说明

Demo示例包含SDK包，新创建的工程需要引入SDK包，如果直接在Demo示例工程进行编码，
则不需要单独下载SDK包。

下文以Linux系统为例介绍Java客户端如何连接DMS服务。

开发环境

Eclipse：Eclipse 3.6.0及以上版本，可至Eclipse官方网站下载。

JDK：Java Development Kit 1.8.111及以上版本，可至Oracle官方下载页面下载。

Maven：Apache Maven 3.0.3及以上版本，可至Maven官方下载页面下载。

获取队列 ID 和消费组的 ID
说明

使用SDK接口访问DMS队列服务，需要先创建队列和消费组，当前DMS队列仅支持在控制台或
使用API方式创建队列和创建消费组，不支持从客户端创建。

生产消息和消费消息的功能，可参考示例代码导读，可通过客户端实现。

本章节以在控制台创建队列、消费组和获取队列ID、消费组ID操作为例，使用API的方式，请参
考《分布式消息服务 API参考》。

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应用服务 > 分布式消息服务”，进入分布式消息服务信息
页面。

步骤3 单击左侧菜单栏的“队列管理”。

步骤4 在“队列管理”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创建队列”。

每个用户默认 多可以创建30个队列，您可以在“删除队列”按钮上面看到您还可以
创建多少个队列。如果您想创建更多队列，请联系客服申请增加配额。

步骤5 填写队列名称和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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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队列名称 队列的名称，必须唯一。

DMS为您自动生成了队列名称，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队列名称
只能包含a~z，A~Z，0-9，-，_，长度是[1，64]。
创建队列后不能修改名称。

队列类型 ● 普通队列：包括分区有序和全局有序

● Kafka队列：支持使用开源kafka客户端进行生产消息和消费消
息，支持高吞吐和高可靠两种模式。

队列模式 队列类型为普通队列时，队列模式取值范围：

● 分区有序：的普通队列具有更高的并发性能，不保证先入先出
（FIFO）的严格顺序。

● 全局有序：的普通队列保证消息先入先出（FIFO）的严格顺
序。

队列类型为Kafka队列时，队列模式取值范围：

● 高吞吐：消息副本异步落盘，具有较高的性能

● 高可靠：消息多副本同步落盘，保证消息的可靠性。

是否开启死信 仅队列类型为普通队列时，才有该参数。

是否开启死信消息，死信消息是指无法被正常消费的消息。

当达到 大消费次数仍然消费失败后，DMS会将该条消息转存到
死信队列中，有效期为72小时，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死信消息进
行重新消费。

消费死信消息时，只能消费该消费组产生的死信消息。

全局有序的队列的死信消息依然按照先入先出（FIFO）的顺序存
储在死信队列中。

默认值：关闭。

大消费次数 仅开启死信时，才有该参数。

消息进入死信队列前可重复接收次数。

取值范围：1~100
默认值：3

描述（可选） 队列描述不能包含<>，长度是[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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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创建队列

步骤6 单击“确定”。创建队列完成。

步骤7 单击队列名称，显示队列详情，获取队列ID，如图2-3所示。

图 2-3 获取队列 ID

步骤8 单击“创建消费组”。进入“创建消费组”页面。

步骤9 填写消费组的名称。

DMS为您自动生成了消费组名称，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消费组的名称只能包含
a~z，A~Z，0~9，-，_，长度是[1，32]。同个队列的消费组名称不能重复。

步骤10 单击“确定”。创建消费组完成，获取消费组ID，如图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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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获取消费组 ID

----结束

获取 project id

在调用接口的时候，需要填入项目编号project_id，所以需要先在管理控制台上获取到
项目编号，步骤如下：

步骤1 注册并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

步骤3 在“我的凭证”页面的“项目列表”中查看项目ID。

图 2-5 获取项目 ID

----结束

获取 AK/SK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

步骤3 在“我的凭证”页，单击“管理访问密钥”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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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新增访问密钥”，进入“新增访问密钥”页面。

步骤5 输入当前用户的登录密码。

步骤6 通过邮箱或者手机进行验证，输入对应的验证码。

步骤7 单击“确定”，下载访问密钥。

说明

为防止访问密钥泄露，建议您将其保存到安全的位置。

步骤8 保存文件到本地，从下载的credentials.csv文件中获取“Access Key Id”和“Secret
Access Key”。

----结束

获取区域和 Endpoint

Region Endpoint 说明

华北-北京一 dms-tcp.cn-
north-1.myhuaweicloud.com:60010

使用该Endpoint访
问DMS服务。

华东-上海二 dms-tcp.cn-
east-2.myhuaweicloud.com:60010

华南-广州 dms-tcp.cn-
south-1.myhuaweicloud.com:60010

 

购买弹性云服务器

步骤1 使用DMS TCP SDK之前，需要购买弹性云服务器ECS，否则公网无法直接访问DMS。

说明

弹性IP用于登录弹性云服务器，以及上传文件等。

----结束

环境信息汇总

表 2-3 环境信息汇总

类型 项目 收集的信息（以下为示例，请根据实际情况
替换）

弹性云服务器 弹性IP 192.168.141.228

用户名 huaweicloud

密码 ********

分布式消息服
务

队列名称 my-tcp-queue

队列ID 5964181e-b67e-4d35-9281-a58c352ab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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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 收集的信息（以下为示例，请根据实际情况
替换）

队列类型 普通队列

队列模式 全局有序

消费组名称 my-tcp-group

消费组ID g-c861aa48-a082-48ff-bc9d-ff36fe7aed38

访问密钥 AK （Access Key
Id）

********

SK （Secret Access
Key）

********

项目ID 所属区域 华北-北京一

项目 cn-north-1

项目ID bd67aaead60940d688b872c31bdc663b

区域和
Endpoint

区域名称 华北-北京一

Endpoint dms-tcp.cn-north-1.myhuaweicloud.com:
60010

 

2.3 创建工程
本章节以新建名为“tcpdemo”的Maven Project为例。

操作步骤

步骤1 下载SDK包。

如果您还没有下载SDK，请下载SDK压缩包。

下载dmssdk.zip压缩包，即为DMS TCP SDK开发包，包含如下文件：

● dms.sdk-1.0.0.jar：DMS TCP SDK包
● dms.protocol-1.0.0.jar： DMS TCP SDK包
● dms.client.properties：配置文件

● README.txt：发布说明文件

● third_lib.zip：DMS TCP SDK依赖的第三方jar包
● dms.sdk.api.chm：API接口参考

步骤2 打开Eclipse，建议使用4.6以上版本，新建一个Maven Project，工程名自定义，这里
以tcpdemo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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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Finish”。

步骤4 导入DMS TCP SDK的jar包。

1. 右键单击新建的工程“tcpdemo”，新建一个Folder，命名为libs。
2. 将dms.sdk-1.0.0.jar和dms.protocol-1.0.0.jar复制到libs目录下。

3. 在pom.xml文件中增加如下行，将DMS TCP SDK的jar包导入Maven仓库。
  <dependency>
      <groupId>com.huawei.middleware.dms</groupId>
      <artifactId>dms.protocol</artifactId>
      <version>1.0.0</version>
      <type>jar</type>
      <scope>system</scope>
      <systemPath>${basedir}/libs/dms.protocol-1.0.0.jar</systemPath>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om.huawei.middleware.dms</groupId>
      <artifactId>dms.sdk</artifactId>
      <version>1.0.0</version>
      <type>jar</type>
      <scope>system</scope>
      <systemPath>${basedir}/libs/dms.sdk-1.0.0.jar</systemPath>
  </dependency>

4. 保存“pom.xml”。

5. 如果没有自动导入第三方依赖包，请参考“DmsTcpDemo示例”将third_lib.zip中
的包导入Maven仓库。

----结束

2.4 配置说明
步骤1 参考表2-4的配置示例的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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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dms.client.properties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dms.server.ip DMS服务端的地址，配置为IP或者域名。

● 华北-北京一：dms-tcp.cn-
north-1.myhuaweicloud.com

● 华东-上海二：dms-tcp.cn-
east-2.myhuaweicloud.com

● 华南-广州：dms-tcp.cn-
south-1.myhuaweicloud.com

dms.server.port DMS服务TCP端口，配置为60010。

dms.client.blocked.worker.n
um

执行阻塞callback的线程数，默认为-1，小于0则默
认使用CPU核数两倍。

dms.client.conn.timeout 连接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默认6000

dms.client.reconn.attempt.ti
mes

连接重试次数，默认3次。

dms.client.reconn.attempt.in
terval

连接重试间隔，单位为毫秒，默认3000。

dms.client.request.timeout 请求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默认60000。

dms.client.start.timeout 启动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默认60000。

dms.client.project.id project id，获取方法参见获取project id。

dms.client.access.key access key，获取方法参见获取AK/SK。

dms.client.secret.key secret key，获取方法参见获取AK/SK。

 

步骤2 开始编写代码，API接口请参考步骤1中的dms.sdk.api.chm文档。

----结束

2.5 运行示例工程
步骤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步骤2 安装Java JDK或JRE，并配置JAVA_HOME与PATH环境变量，使用执行用户修改
~/.bash_profile，添加如下行。
export JAVA_HOME=/opt/java/jdk1.8.0_151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执行source .bash_profile命令使修改生效。

说明

ECS虚拟机默认自带的JDK可能不符合要求，例如OpenJDK，需要配置为Oracle的JDK，可至
Oracle官方下载页面下载Java Development Kit 1.8.111及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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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下载DMS TCP Demo示例工程。
$ wget https://dms-demo.obs.cn-north-1.myhuaweicloud.com/DmsTcpDemoClient.zip

步骤4 解压DmsTcpDemoClient.zip压缩包。
$ unzip DmsTcpDemoClient.zip

步骤5 进入DmsTcpDemoClient/dist目录，该目录下包含预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和执行脚
本。
$ cd DmsTcpDemoClient/dist

步骤6 编辑配置文件config/dms.client.properties，设置access_key、secret_key和
project_id。
$ vim config/dms.client.properties

设置内容如下（其中标红内容需要替换为实际值）：

dms.server.ip=dms-tcp.cn-north-1.myhuaweicloud.com 
dms.server.port=60010
dms.client.project.id=bd67aaead60940d688b872c31bdc663b
dms.client.access.key=**************
dms.client.secret.key=**************

步骤7 使用队列ID和消费组ID作为命令行参数，运行示例脚本，测试生产消息与消费消息。
$ bash dms_tcp_demo.sh 5964181e-b67e-4d35-9281-a58c352abda6 g-c861aa48-a082-48ff-bc9d-
ff36fe7aed38

命令执行完后，会发送10条消息到队列中，然后从队列中消费消息，并返回消费结
果。

步骤8 可以登录分布式消息服务控制台，查看指定消息队列的消息数，验证示例脚本执行结
果。

----结束

2.6 编译示例工程
步骤1 下载并解压DMS TCP Demo示例工程代码。

步骤2 打开Eclipse，通过“File -> Import…”菜单导入已存在的Maven工程，选择
DmsTcpDemoClient解压目录，导入示例工程代码。

步骤3 鼠标右键点击“dms.tcp.demo”项目，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Run As ->
Maven build…”，执行目标输入“clean package”，执行编译构建。

步骤4 构建输出位于DmsTcpDemoClient工程的target目录下，缺省文件名为
dms.tcp.demo-1.0.0-SNAPSHOT.jar。

步骤5 使用dms.tcp.demo-1.0.0-SNAPSHOT.jar替换弹性云服务器DmsTcpDemoClient/dist/
libs目录下的dms.tcp.demo-1.0.0.jar文件，按照“运行示例工程”执行验证。

----结束

2.7 示例代码导读
DMS TCP Demo示例工程中包含DmsProducerDemo和DmsConsumerDemo两个示
例，DmsProducerDemo用于展示生产消息流程，DmsConsumerDemo用于展示消费
和确认消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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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消息

步骤1 创建并启动DmsProducer。
DmsProducer producer = new DmsProducerImpl();
producer.start();

步骤2 构建要发送的消息内容。
List<DmsMessage> messages = new ArrayList<>();
final int messageNum = 10;
for (int i = 0; i < messageNum; i++)
{
    DmsMessage record = new DmsMessage();
    record.setBody(("Hello DMS syn produce: " + i).getBytes());
    messages.add(record);
}

步骤3 发送消息。
try
{
    List<DmsProduceResult> result = producer.produce(queueId, messages);
    result.forEach(r ->
    {
        System.out.println(r.getState());
    });
}
catch (Throwable t)
{
    t.printStackTrace();
}

步骤4 停止生产。
producer.stop();

----结束

消费消息

步骤1 创建并启动消费实例。
DmsConsumer consumer = new DmsConsumerImpl();
consumer.start();

步骤2 消费消息。
List<DmsConsumeResult> records = consumer.consume(queueId, groupId);

步骤3 构建确认请求。
DmsCommitRequest commitRequest = new DmsCommitRequest();
List<DmsCommitItem> messages = new ArrayList<>();

for (DmsConsumeResult record : records)
{
    System.out.println(record.getHandler());
    DmsCommitItem commitItem = new DmsCommitItem();
    //确认时需要回填对应消息handler
    commitItem.setHandler(record.getHandler());
    //设置消息处理状态: true or false
    commitItem.setStatus(true);
    messages.add(commitItem);
}
//一次可确认多条消息
commitRequest.setMessage(messages);

步骤4 确认消息。
DmsCommitResult commitResult = consumer.commit(queueId, groupId, commit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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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停止消费。
consumer.stop();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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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见问题

3.1 RESTful 接口使用说明
RESTful API的接口以及使用方法请参考《RESTful接口使用方法》。

通过Console管理控制台创建Kafka队列、创建消费组、以及生产消费消息时，均为
RESTful协议的接口。

Kafka SDK创建队列和消费组时，也可以使用RESTful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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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19-01-04 下线ActiveMQ队列类型。

2018-07-19 第五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 Kafka开发指南增加Python、Lua、C、Go语言的SDK使用
说明。

2018-06-27 第四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优化部分描述。

2018-04-20 第三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优化部分描述。

2018-03-15 第二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新增ActiveMQ开发指南。

2017-12-05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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