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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频常见问题

产品咨询
● 迁移对源端数据是否有影响？源端数据改变对迁移结果有什么影响？

● 迁移完成后，如何修改已迁移对象路径？

● 如果一直有数据写入OBS的情况下，使用OMS服务如何保证数据一致性？

● OMS保证迁移数据一致性的校验策略是什么？

● 迁移是否会影响目的端桶的已有数据

迁移限制
● OMS将对象数据迁移到并行文件系统有哪些限制？

● 源端云服务商不在OMS支持范围，该如何迁移？

迁移时长
● 我如何能知道迁移任务的进度？

问题处理
● 创建迁移任务时提示“您选择的目的端桶所在区域与控制台Region不一致，请选

择所在区域为xxx的桶或切换控制台Region为xxx”该如何处理？

● 迁移任务执行失败怎么办？

● 迁移任务组执行失败怎么处理？

● 迁移失败后提示“无法读取归档类型数据，请解冻数据后进行迁移”该如何处
理？

● CDN常见问题场景以及解决方法有哪些？

对象数据迁移服务
常见问题 1 高频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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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咨询

2.1 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基于评估创建迁移任务？
如果桶内数据容量超过3TB，数量超过500万个，推荐您使用迁移前评估功能进行资源
评估，然后在评估界面批量创建对象存储迁移任务。系统会根据桶内对象的存量和数
量分布，自动划分为多个迁移任务，提高迁移效率、减少迁移时间。

具体操作，请参见评估桶内数据和基于评估创建迁移任务。

2.2 如何从一个区域迁移 OBS 桶数据到另一区域？
当您因业务需要，需要从一个区域迁移OBS桶数据到另一个区域，如从华南-广州迁移
到华北-北京一。创建迁移任务时，源端桶选择华南-广州的桶，目的端桶选择华北-北
京一。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单个迁移任务。

注意

当前目的端桶和对象存储迁移服务应在同一区域。

2.3 如何迁移一个账号下的 OBS 数据到另一个账号下？
当您因业务需要，需要迁移A账号下的OBS数据到B账号时，可按如下方式操作：

1. 用B账号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服务列表”，选择“迁移 > 对象存储迁移服务”。

进入“对象存储迁移服务”页面。

3. 单击“创建迁移任务”。

仔细阅读弹出的隐私协议声明，勾选“同意以上隐私协议”，单击“确定”，进
入“创建迁移任务”页面。

4. 在源端访问秘钥、私有访问秘钥中填写A账号的AK/SK，目的端访问秘钥、私有访
问秘钥中填写B账号的AK/SK。
其他参数配置请参考创建单个迁移任务。

对象数据迁移服务
常见问题 2 产品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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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个区域迁移OBS桶数据到另一区域请参见如何从一个区域迁移OBS桶数据到另一区
域？。

2.4 源端有多个桶，如何迁移到华为云一个 OBS 桶里？
假设源端有两个桶，可以创建两个迁移任务：

先创建迁移任务1：源端A桶->华为云H桶

再创建迁移任务2：源端B桶->华为云H桶

如果有重名对象： 先迁源端A桶：/xxxx/xxx/file0001.txt 后迁源端B桶：/xxxx/xxx/
file0001.txt，华为云H桶中后一个迁移的对象会覆盖迁移前一个被迁移的对象，即H桶
中最终只保留源端B桶：/xxxx/xxx/file0001.txt这个对象。

2.5 如何迁移根目录下的数据？
有两种方式可选择并迁移根目录下的数据：

● 文件/文件夹方式

a. 在创建任务时，迁移方式选择“选择文件/文件夹”。

b. 单击“选择”，在弹窗中勾选自己需要迁移的数据（默认展示根目录下的数
据）并确认选择。

c. 配置需要的高级参数并创建任务，即可迁移已选择的根目录数据。

● 对象前缀方式

a. 在创建任务时，迁移方式选择“输入对象前缀”。

b. 在输入框键入需要迁移的对象前缀（包括根目录下的数据）并单击“添
加”。

如需迁移多个不同前缀对象，可继续添加。

c. 配置需要的高级参数并创建任务，即可迁移已添加的根目录数据。

2.6 迁移对源端数据是否有影响？源端数据改变对迁移结果有
什么影响？

迁移对源端数据无影响
● 迁移过程中不会对源端数据进行修改。

● 迁移时不会对源端的对象进行锁定。

● 迁移完成后，不会删除源端的数据。

迁移可能会对用户业务产生影响
● 迁移过程中如果速度过快，可能对源端计费（CDN）或业务造成一定影响。建议

根据实际业务添加限速策略，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单个迁移任务中“流量控制”
说明。

对象数据迁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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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移中源端产生的相关费用用户未提前识别，导致欠费对业务造成影响。OMS相
关费用产生逻辑请参见计费说明。

源端数据改变对迁移结果有何影响：
● 新增数据:

迁移默认按照所选前缀的字典序列举迁移，迁移过程中新增数据是否能顺利迁移到目
的端取决于其新增时，迁移任务是否已完成相关位置的列举，如果已列举完成则不会
迁移。

● 修改数据：

OMS迁移大对象时，会通过分片传输保证可靠性，并在迁移完成后对比大小和修改时
间。如果存在迁移中修改某个特定分片，且满足如下条件：

1. 修改后文件大小一致 ；

2. 源端对象最后修改时间早于目的端对象最后修改时间。

最终会导致数据不一致。

● 删除数据：

源端的删除操作OMS不会同步到目的端，需要对删除的对象单独处理。

2.7 迁移完成后，如何修改已迁移对象路径？
迁移完成后若需要修改已迁移对象路径，请根据所修改的对象规模采用以下步骤：

● 对象较少

可以通过华为云对象存储服务提供的客户端工具OBS Browser+来移动迁移的数
据。

a. 请参见下载OBS Browser+获取工具。

b. 登录工具，选中要移动的数据（单个或多个目录或文件），单击“移动”。

c. 进入存储数据的桶，单击“粘贴”即可把之前选中的数据移动过来，原来桶
中的数据已不存在。

● 对象较多

推荐使用obsutil工具修改对象路径。

a. 请参见下载obsutil获取工具，并参见初始化配置对工具进行初始化。

b. 使用工具命令移动对象。

以Windows操作系统为例：

– 运行obsutil mv obs://src_bucket/key obs://dsc_bucket/dsc_path ，移动单
个对象。

– 运行obsutil mv obs://src_bucket/prefix obs://dsc_bucket/dsc_path -f -r，批
量移动对象。

批量移动示例中prefix表示源端对象前缀，工具会按前缀去匹配要移动的源端
对象。

有关obsutil工具的更多命令说明，请参见移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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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如果一直有数据写入 OBS 的情况下，使用 OMS 服务如
何保证数据一致性？

该问题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来说明：

1. 如何保证增量数据如何迁移过来？

参见增量迁移对象数据。

2. 源端数据有更新，如何同步过来？

需要重新全量迁移，OMS会自动识别更新后对象进行覆盖，具体覆盖条件请参考
迁移是否会影响目的端桶的已有数据。

2.9 如何获取源端桶权限和目的端桶权限？

源端桶权限获取

说明

以华为云OBS源端桶为例，如果源端桶为其他云服务商，请联系对应的云服务商工程师。

源端桶对应账户需要的权限包括：列举桶，获取桶位置，列举对象，获取对象元数
据，获取对象内容。

源端权限获取方式分为两种，可任选一种方式获取。

● 基于系统策略获取OBS Administrator权限，将该权限赋予子用户，获取方式参见
创建用户组并授权。

● 基于IAM细粒度OBS权限包括：列举桶，获取桶位置，列举对象，获取对象元数
据，获取对象内容。

a. 登录华为云，在右上角单击“控制台”。

b. 在控制台页面，鼠标移动至右上方的帐号名，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统一身份
认证”。

c. 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导航树，单击“权限管理>权限”，进入权限页面。

d. 单击右上角“创建自定义策略”，进入创建自定义策略页面。

e. 填写策略名称，作用范围选择“全局级服务”，策略配置方式选择“JSON视
图”。

f. 将以下内容拷贝到策略内容，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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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1.1",
    "Statement": [
        {
            "Action": [
                "obs:bucket:ListAllMyBuckets",
                "obs:bucket:GetBucketLocation",
                "obs:bucket:ListBucket",
                "obs:object:GetObject"
            ],
            "Resource": [
                "obs:*:*:bucket:*",
                "obs:*:*:object:*"
            ],
            "Effect": "Allow"
        }
    ]
}

自定义策略创建完成后，还需要完成以下操作，用户才能拥有相应权限。

● 如迁移用户已加入用户组，将自定义策略授权到该用户组，迁移用户即可拥有自
定义策略权限。授权方式参见给用户组授权。

● 如迁移用户未加入用户组，请进行如下操作。

a. 创建用户组，并给用户组授权自定义策略，详细步骤参见创建用户组并授
权。

b. 将用户添加到用户组，用户将拥有用户组相应的权限（即自定义策略），详
细步骤请参见用户组添加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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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迁移用户的“访问方式”必须同时勾选“编程访问”和“管理控制台访问”。

● 授权后需等待15-30分钟才可生效。

目的端桶权限获取

目的端桶需要的权限包括：列举桶，获取桶位置，列举对象，获取对象元数据，获取
对象内容，上传对象，列举已上传段，取回归档存储对象。

目的端权限获取方式分为两种，可任选一种方式获取。

● 基于系统策略获取OBS Administrator权限，获取方式参见创建用户组并授权。

● 基于IAM细粒度OBS权限，获取方式如下：

a. 登录华为云，在右上角单击“控制台”。

b. 在控制台页面，鼠标移动至右上方的帐号名，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统一身份
认证”。

c. 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导航树，单击“权限管理>权限”，进入权限页面。

d. 单击右上角“创建自定义策略”，进入创建自定义策略页面。

e. 填写策略名称，作用范围选择“全局级服务”，策略配置方式选择“JSON视
图”。

f. 将以下内容拷贝到策略内容，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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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1.1",
    "Statement": [
        {
            "Action": [
                "obs:bucket:ListBucket",
                "obs:object:PutObject",
                "obs:object:RestoreObject",
                "obs:object:GetObject",
                "obs:bucket:GetBucketLocation",
                "obs:object:ListMultipartUploadParts"
            ],
            "Resource": [
                "obs:*:*:bucket:*",
                "obs:*:*:object:*"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obs:bucket:ListBucketMultipartUploads"
            ],
            "Resource": [
                "obs:*:*:bucket:*"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obs:bucket:ListAllMyBuckets"
            ],
            "Effect": "All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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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定义策略创建完成后，还需要完成以下操作，用户才能拥有相应权限。

● 如迁移用户已加入用户组，将自定义策略授权到该用户组，迁移用户即可拥有自
定义策略权限。授权方式参见给用户组授权。

● 如迁移用户未加入用户组，请进行如下操作。

a. 创建用户组，并给用户组授权自定义策略，详细步骤参见创建用户组并授
权。

b. 将用户添加到用户组，用户将拥有用户组相应的权限（即自定义策略），详
细步骤请参见用户组添加用户。

注意

● 迁移用户的“访问方式”必须同时勾选“编程访问”和“管理控制台访问”。

● 授权后需等待15-30分钟才可生效。

2.10 如何查看迁移任务中迁移了哪些对象？
本文介绍如何查看迁移任务的详细信息和获取迁移对象列表的方法。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左侧服务列表中，选择“对象存储迁移服务 OMS”，进入对象存储迁移服务页面。

步骤3 默认显示迁移任务界面，在需要查看的迁移任务右下角，单击详情，展开迁移任务详
细信息，如图2-1所示。

图 2-1 迁移任务详情

说明

在迁移任务详情可查看对象总数、已迁移对象数、忽略对象数、失败对象数等。

步骤4 查看迁移记录，并获取对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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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那么...

已迁移对象数大于0 在任务详情中找到“成功对象列表路径”，单击路
径链接跳转到OBS控制台，下载相应的txt文件，查
看成功对象列表。

说明
成功对象列表路径说明：oms/task/任务名称/
success_object_lists/时间戳.success_list.txt。

忽略对象数大于0 在任务详情中找到“忽略对象列表路径”，单击路
径链接跳转到OBS控制台，下载相应的txt文件，查
看忽略对象列表。

说明
忽略对象列表路径说明：oms/task/任务名称/
skip_object_lists/时间戳.skip_list.txt。

失败对象数大于0 在任务详情中找到“失败对象列表路径”，单击路
径链接跳转到OBS控制台，下载相应的txt文件，查
看失败对象列表。

说明
失败对象列表路径说明：oms/task/任务名称/
failed_object_lists/时间戳.failed_list.txt。

失败对象列表错误码详细说明参见查看失败对象列
表。

 

----结束

2.11 如何查看迁移任务组中迁移了哪些对象？
本文介绍如何查看迁移任务组的详细信息和获取迁移对象列表的方法。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左侧服务列表中，选择“对象存储迁移服务 OMS”，进入对象存储迁移服务页面。

步骤3 在导航树单击迁移任务组，进入迁移任务组界面。

步骤4 单击需要查看的迁移任务组ID前的 按钮，展开迁移任务组详细信息，如图2-2所
示。

图 2-2 迁移任务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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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迁移任务组详情可查看迁移中任务数、失败任务数、等待任务数、暂停任务数、成功任务数、
忽略对象数、失败对象数等。

步骤5 查看迁移记录，并获取对象列表。

如果... 那么...

已迁移对象数大于0 在任务详情中找到“成功对象列表路径”，单击路
径链接跳转到OBS控制台，下载相应的txt文件，查
看成功对象列表。

说明
成功对象列表路径说明：oms/task_group/任务组ID/
success_object_lists/任务名称/时间戳.success_list.txt。

忽略对象数大于0 在任务详情中找到“忽略对象列表路径”，单击路
径链接跳转到OBS控制台，下载相应的txt文件，查
看忽略对象列表。

说明
忽略对象列表路径说明：oms/task_group/任务组ID/
skip_object_lists/任务名称/时间戳.skip_list.txt。

失败对象数大于0 在任务详情中找到“失败对象列表路径”，单击路
径链接跳转到OBS控制台，下载相应的txt文件，查
看失败对象列表。

说明
失败对象列表路径说明：oms/task_group/任务组ID/
failed_object_lists/任务名称/时间戳.failed_list.txt

失败对象列表错误码详细说明参见查看失败对象列
表。

 

步骤6 查看总的迁移对象列表。

登录OBS控制台，访问目的端桶内路径：/oms/taskgroup/任务组id/。

说明

任务组ID可在迁移任务组界面中查看。

----结束

2.12 如何查看同步任务中迁移了哪些对象？
本文介绍如何查看同步任务的详细信息和获取迁移对象列表的方法。

说明

目前只支持华北-北京四地区。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左侧服务列表中，选择“对象存储迁移服务 OMS”，进入对象存储迁移服务页面。

步骤3 在导航树单击同步任务，进入同步任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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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需要查看的同步任务ID前的 按钮，展开同步任务详细信息，如图2-3所示。

图 2-3 同步任务详情

说明

在同步任务详情可查看接收同步请求对象数（本月）、同步对象数（本月）、同步对象容量（本
月）等。

步骤5 单击对象列表链接，跳转至OBS控制台，获取对象列表。

● 如有成功对象列表，可在对象列表中找到“success_object_lists”文件夹，下载
相应的txt文件，查看成功对象列表。

说明

成功对象列表路径说明：oms/sync_task/同步任务ID/success_object_lists/同步子任务名
称/时间戳.success_list.txt。

● 如有忽略对象列表，可在对象列表中找到“skip_object_lists”文件夹，下载相应
的txt文件，查看忽略对象列表。

说明

忽略对象列表路径说明：oms/sync_task/同步任务ID/skip_object_lists/同步子任务名称/时
间戳.skip_list.txt。

● 如有失败对象列表，可在对象列表中找到“failed_object_lists”文件夹，下载相
应的txt文件，查看失败对象列表。

说明

失败对象列表路径说明：oms/sync_task/同步任务ID/ failed_object_lists/同步子任务名称/
时间戳.failed_list.txt。

失败对象列表错误码详细说明参见查看失败对象列表。

----结束

对象数据迁移服务
常见问题 2 产品咨询

文档版本 23 (2023-01-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ms_faq/oms_faq_0004.html


2.13 目的端桶存储类型为归档存储，迁移到目的端桶的数据
存储类型是什么类型？

1. OMS迁移后的数据存储类型与目的端桶默认的数据存储类型保持一致。例如：当
目的端桶存储类型为归档存储时，迁移到目的端桶后数据存储类型为归档存储。

2. 如果需要修改相关数据存储类型，可以通过对象生命周期来调整。

3. 归档存储数据迁移可参考迁移归档存储数据。

2.14 迁移任务与迁移任务组的适用场景是什么？

迁移任务

适用于单个桶数据量不超过3 TB或对象个数不超过500万的对象存储迁移场景，通过创
建对象存储迁移任务，可将对象数据进行快速迁移。创建方式参见创建迁移任务。

迁移任务组

适用于单个桶数据量大于3 TB或对象个数大于500万的对象迁移场景，迁移任务组将源
端待迁移对象智能分解到多个迁移任务中并行迁移。以组的方式进行管理，包括进度
查询，暂停恢复，失败重启等。创建方式参见创建迁移任务组。

说明

迁移任务组相较于迁移任务，提供更快的迁移速度和可靠性，便于灵活识别异常对象并快速恢
复。

2.15 是否支持同步源端删除操作？
OMS不支持同步源端删除操作。

您可以通过脚本列举目的端对象，基于列举结果排查源端删除对象是否存在。若源端
删除对象存在于列举结果中，请自行删除。

2.16 OMS 保证迁移数据一致性的校验策略是什么？
在迁移过程中，每迁移完一个对象，会对该对象进行一致性校验，如果不一致则会将
该对象记录到失败对象列表中。OMS会累积记录迁移失败对象个数，可以通过任务详
情查看具体的迁移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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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策略为该对象是否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不满足则校验失败，并记录到失败对
象列表中。

● 源端/目的端对象的加密状态一致。

● 源端/目的端对象的大小一致。

● 目的端对象的最后修改时间不早于源端对象的最后修改时间。

2.17 迁移完成后，为什么目的端桶对象个数/大小与源端桶对
象个数/大小不一致？

● 源端对象个数/大小>目的端对象个数/大小

a. 源端对象个数>目的端对象个数

可能原因：源端有增量对象或源端扫描有问题。

判断方法：再次创建OMS迁移任务进行增量迁移，查看源端桶扫描对象数与
上次迁移时OMS统计的源端桶对象数是否一致，并通过对象列表确认新增对
象。如果扫描结果不一致，可通过对象列表确认新增对象；如果扫描结果一
致，即OMS对源端扫描有问题。

解决方案：如果源端有新增对象，可通过增量迁移将新增对象迁移到目的端
桶。如果源端扫描有问题，请提交工单。

b. 源端对象大小>目的端对象大小

可能原因：

▪ 源端存在碎片文件。

OMS无法迁移碎片文件。

▪ 源端存在多版本对象。

OMS默认只迁移最新版本对象，暂不支持迁移多版本对象，需要客户手
动搬迁。

▪ 源端云服务商与华为云对象统计规则不一致。

华为云按照实际对象大小统计，而部分源端云服务商在对象不足64 KB
时，统一按照64 KB统计，导致容量不一致。查看源端云服务商对象统计
规则，如果源端云服务商统计规则为对象不足64KB时，按照64 KB统
计，则需要排查源端是否有对象小于64 KB。

● 源端对象个数/大小<目的端对象个数/大小

a. 源端对象个数<目的端对象个数

可能原因：

▪ OBS和友商控制台，统计可能存在部分时延，迁移后需要等待少许时
间。

▪ 目的端桶存在客户业务系统切换到华为云后，自主写入的新增对象/OMS
上传的对象列表文件。

b. 源端对象大小<目的端对象大小

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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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端桶存在OMS上传的相关配置文件。

您可以清除相关配置文件，清除后相关迁移报告将无法恢复。

▪ 目的端桶存在残留的碎片文件（任务暂停后未重新恢复，OMS默认会在
目的端存在碎片文件）。

您可清除目的端桶的残留碎片文件。

2.18 迁移是否会影响目的端桶的已有数据
对象存储迁移对目的端桶已有数据的影响，主要看目的端桶与源端桶是否有同名对
象。

● 不存在同名对象，OMS迁移服务对目的桶已有数据无影响。

迁移过程中，不会修改目的端桶的已有数据。

迁移完成后，不会删除目的端桶的已有数据。

● 存在同名对象，以下场景会对目的桶已有数据进行同名覆盖：

– 源端/目的端对象的加密状态不一致。

– 源端/目的端对象的大小不一致。

– 目的端对象的最后修改时间早于源端对象的最后修改时间。

2.19 迁移完成，为什么迁移进度和已传输容量均显示为 0？

问题描述

迁移成功，但是迁移进度显示为0%；总容量有数据，但是已传输容量显示为0。

问题分析

该现象一般出现在增量迁移场景。创建增量迁移任务时，在“源端配置选项”区域，
元数据迁移方式选择了“保留元数据”。增量迁移时，如果源端对象仅元数据信息发
生变化，对象的内容、大小并没有改变，则仅迁移改变的元数据信息，不会迁移对象
内容。因此，迁移完成后，出现迁移进度显示为0%，已传输容量为0，属于正常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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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迁移限制

3.1 OMS 将对象数据迁移到并行文件系统有哪些限制？
OMS将对象数据迁移到并行文件系统有以下限制（并行文件系统限制）：

1. 若对象名以/结尾，则对象大小必须为0，否则不支持迁移。

2. 对象名中不能出现连续/，例如test//test。

3.2 创建迁移任务时提示“您选择的目的端桶所在区域与控制
台 Region 不一致，请选择所在区域为 xxx 的桶或切换控制
台 Region 为 xxx”该如何处理？

为了最大限度提升迁移速度，创建迁移任务的区域要与目的端桶所在区域保持一致。

解决方案：重新选择下图①的区域，使图中①、②区域一致。

对象数据迁移服务
常见问题 3 迁移限制

文档版本 23 (2023-01-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



3.3 源端云服务商不在 OMS 支持范围，该如何迁移？

前提条件

源端对象可以通过HTTP或HTTPS公开访问，且用户能够自行列举出所有待迁移对象名
称和对应的下载链接。

迁移方式

创建迁移任务或迁移任务组时，选择源端数据源为“HTTP/HTTPS数据源”，如图3-1
所示。

图 3-1 选择 HTTP/HTTPS 数据源

说明

选择创建“迁移任务”还是“迁移任务组”，可参见迁移任务与迁移任务组的适用场景是什
么？。

对象数据迁移服务
常见问题 3 迁移限制

文档版本 23 (2023-01-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ms_faq/oms_faq_0129.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oms_faq/oms_faq_0129.html


源端数据源选择“HTTP/HTTPS数据源”，迁移方式默认为“指定URL列表”。

● 创建“HTTP/HTTPS数据源”迁移任务参见“创建指定URL列表迁移任务”。

● 创建“HTTP/HTTPS数据源”迁移任务组参见“创建指定URL列表迁移任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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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迁移时长

4.1 我如何能知道迁移任务的进度？
一般情况，对象存储服务的迁移速度的参考值是10-20TB每天。由于迁移速度受源端对
象个数、大小以及公网传输距离影响，建议用户创建一个实际数据的迁移任务来测试
实际迁移速度，实际最大迁移速度为单个任务平均速度的5倍（单个Region内并发任务
数最大为5）。

● 单个迁移任务速度可以在“迁移任务”界面中查看实时任务迁移速度。

● 任务组的迁移速度可以在“迁移任务组”界面上查看实时的任务组迁移速度。

● 若您在创建迁移任务时选择使用SMN消息通知功能，迁移任务结果也将通过电子
邮件、短信以及自定义URL等方式发送给您。

说明

界面的迁移速度的统计会有一些延迟，仅供参考。

4.2 为什么有时候迁移速度会很慢?
迁移速度的影响因素很多，比如迁移的对象大小、正在迁移的对象个数、网络传输情
况等。在不考虑网络环境的情况下分析迁移速度慢的原因可能有下面几个方面：

● 大量的小对象

由于每个迁移任务的最大并发数是固定的，导致同时在迁移的对象数是有限制
的。迁移前会列举对象，每个对象迁移完成后，都会对比源端和目的端是否一
致。相比于迁移大对象，迁移同样大小的数据量，会有更多的列举对象和对比对
象操作带来的时间消耗。

解决方式：通过创建迁移任务组，将源端待迁移对象智能拆分到多个迁移任务中
并行迁移，提升迁移速度。

● 迁移数量较少的大对象

当迁移的对象数量较少（小于50个）且大小很大时，由于只会有一个线程迁移单
个对象，对象数又较少，导致迁移的并发低，所以迁移速度会较慢。

这种情况请耐心等待，无法提升迁移的速度。

对象数据迁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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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大对象会进行分片上传，上传完成一个分片才会对该分片的迁移量计入速度计算，速度
计算结果是不太准确的，可能导致不同时间段速率忽高忽低的情况。

● 采样频率为5秒，可能出现一个分片传输超过5秒，导致瞬时速度为0的情况。

● 迁移归档数据时，选择“自动解冻归档数据”

由于每个迁移任务的最大并发数是固定的，且在迁移时，才会去解冻归档数据，
解冻归档耗时也较长，所以迁移速度会很慢。

解决方式：先在源端批量解冻，再进行迁移，具体方案请参见迁移归档存储数
据。

对象数据迁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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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异常恢复

5.1 评估后创建迁移任务失败怎么办？
如果在实施评估后创建迁移任务失败，会在迁移任务列表的左上方出现“任务创建失
败”的提示。

请通过以下步骤重试失败的迁移任务。

1. 单击任务列表左上方的“重试失败任务”，进入重试失败任务界面。

2. 选择要重试的任务，并输入源端和目的端的AK/SK，单击“确认”。

5.2 源端对象存储访问频率过高导致迁移失败怎么办？
为保证较高的迁移速率，迁移任务执行过程中，对象存储迁移服务会以较高频率调用
源端对象存储API。由于某些源端对象存储对访问频率进行了限制，当访问频率过高时
就会导致迁移任务失败。

解决办法：

● 联系源端云服务提供商，修改源端对象存储对访问频率的限制值以满足迁移的要
求。

● 通过API创建任务，并采用较低的thread_num值（迁移任务使用的线程数），以
降低迁移线程访问频率。

5.3 迁移任务执行失败怎么办？
如果某一个对象存储迁移任务失败，请通过以下方式尝试解决。

方式一：查看界面错误提示

将鼠标悬停在失败任务右侧的 ，查看任务失败原因，根据提示信息进行操作。

说明

如果迁移任务详情中有失败对象列表，请参考方式二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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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查看失败对象列表

须知

您只有在创建任务时开启“记录失败对象”选项，才能获取相应的失败对象列表文
件。

步骤1 确认源端失败对象名。

单击迁移失败任务所在记录行的“详情”，详情展开，单击“失败对象列表路径”链
接，进入OBS服务下载该文件。

步骤2 查看失败原因。

失败对象列表记录了迁移任务失败的摘要信息，如图1示，包括：失败对象列表错误
码、发生时间（参照当前区域所属时区）、失败对象（经过URL编码）、失败对象
（未经过URL编码）、源端SDK返回的错误描述信息。迁移失败处理措施具体请参考表
1。

图 5-1 失败对象列表内容

表 5-1 失败对象列表错误码

失败对象列表错误码 说明 处理措施

GET_SRC_OBJ_META_FAI
LURE

获取源端对象元数据失败 排查源端对象：是否存
在？是否有读取权限？

权限获取参见权限管理。

GET_DST_OBJ_META_FAI
LURE

获取目的端对象元数据失
败

排查目的端对象：是否有
读取权限？

权限获取参见权限管理。

GET_SRC_OBJ_FAILURE 获取源端对象失败 排查源端对象：是否存
在？是否有下载权限？

权限获取参见权限管理。

COMPARE_SRC_AND_CD
N_FAILURE

源端对象和用户自定义域
名对应对象不一致

刷新CDN缓存信息，使
CDN上的缓存对象为最新
的对象

UPLOAD_DST_OBJ_FAILU
RE

上传对象到目的端失败 排查目的端桶：是否有写
入权限？

COMPARE_SRC_AND_DS
T_KMS_FAILURE

上传对象后，比较源端和
目的端对象后，发现KMS
不一致

排查目的端对象数据加密
状态和迁移任务的“是否
KMS加密”设置选项是否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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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对象列表错误码 说明 处理措施

COMPARE_SRC_AND_DS
T_SIZE_FAILURE

上传对象后，比较源端和
目的端对象后，发现对象
大小不一致

尝试重新迁移该对象。

COMPARE_SRC_AND_DS
T_LAST_MODIFY_DATE_F
AILURE

上传对象后，比较源端和
目的端对象后，发现对象
最后修改时间不一致

尝试重新迁移该对象。

COMPARE_AND_GET_SR
C_OBJ_META_FAILURE

迁移后对比源端和目的端
对象时，获取源端对象元
数据失败

排查源端对象：是否存
在？是否有读取权限？

权限获取参见权限管理。

COMPARE_AND_GET_DS
T_OBJ_META_FAILURE

迁移后对比源端和目的端
对象时，获取目的端对象
元数据失败

排查目的端对象：是否存
在？是否有读取权限？

权限获取参见权限管理。

INIT_DST_OBJ_MULTIPAR
T_FAILURE

分片任务初始化失败 排查该对象是否支持分片
初始化。

说明
contentType为multipart/
form-data的对象不支持分
片初始化，该类对象请使用
obsutil单独上传。

COMPLETE_DST_OBJ_M
ULTIPART_FAILURE

目的端合并分片对象失败 1. 检查是否有源端对象在
迁移任务启动后发生修
改。

2. 检查是否有目的端桶的
“列举已上传段”权
限，如果没有该权限，
获取方式请参见
目的端桶权限获取。

3. 尝试重新迁移该对象。

RESTORE_SRC_ARCHIVE_
OBJ_FAILURE

自动解冻归档数据失败 尝试手动解冻归档数据再
迁移，迁移完成后进行归
档。

说明
解冻方式请参照迁移失败后
提示“无法读取归档类型数
据，请解冻数据后进行迁
移”该如何处理？

MIGRATE_SRC_ARCHIVE_
OBJ_FAILURE

归档数据未解冻迁移失败 重新创建迁移任务，并打
开自动解冻。如存在大量
归档数据可以先手动解冻
再迁移。

说明
解冻方式请参照迁移失败后
提示“无法读取归档类型数
据，请解冻数据后进行迁
移”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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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对象列表错误码 说明 处理措施

URL_LIST_FORMAT_ERR
OR

URL列表格式错误 参照URL列表模板，检查
错误后修改，然后重试。

参见URL列表格式说明。

URL_LIST_DOMAIN_FOR
BIDDEN

URL列表中的行包含被禁
止的域名

修改为非禁止域名后重
试，如有疑问请联系技术
支持。

URL_LIST_IP_FORBIDDEN URL列表中的行包含被禁
止的IP

修改为非禁止IP后重试，
如有疑问请联系技术支
持。

URL_LIST_OBJECT_KEY_T
OO_LONG

URL列表中的URL超长 修改URL（长度不能超过
65536）后重试。

URL_LIST_INTERNAL_IP URL列表中的主机非法，
是内部IP

修改为合法IP后重试,如有
疑问请联系技术支持。

URL_LIST_INCORRECT_D
OMAIN

URL列表中的域名错误，
无法解析或不存在

修改为正确域名后重试。

 

说明

如您在处理过程中有疑虑，请提交工单，以获得华为云技术支持。

----结束

5.4 迁移任务组执行失败怎么处理？
如果迁移任务组执行失败，请通过以下步骤尝试解决。

1. 在任务组列表页面，单击迁移失败的任务组的任务数，进入迁移任务界面，页面
中显示了当前迁移任务组包含的子任务。

通常，一个迁移任务组包含了多个子任务，每个子任务失败的原因可能不同，可
逐个查看任务失败原因。然后参考迁移任务执行失败怎么办？进行失败原因排
查。

图 5-2 迁移失败

2. 迁移任务组的目的桶存储类型为非标准存储时，也会导致迁移失败。这时，可以
在OBS中，将目的桶存储类型修改为标准存储后，再创建迁移任务组。

说明

迁移任务组会将列表文件临时存放在目的桶的oms/路径下，如果目的桶为非标准存储，迁
移节点将无法正常读取该路径下的列表文件，导致迁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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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SMN 消息通知功能无法正常使用怎么办？
● 创建迁移任务时，SMN消息通知功能无法正常使用。

– 选择SMN消息主题时，弹出的“SMN主题”对话框中的主题列表为空。

请登录SMN Console，查询是否存在主题。如果不存在主题，请创建新的主
题。

– 选择SMN消息主题时，弹出的“SMN主题”对话框中的主题列表不为空，但
是选择了一个主题后无法使用，迁移任务无法创建成功。

请登录SMN Console，查询您所选择的主题是否存在。如果主题不存在，请
您重新选择其他主题，或者创建新的主题。

● 您在创建迁移任务的时候已经选择了SMN主题，并且迁移任务创建成功，但是主
题的订阅者无法收到迁移结果通知。

请确认所选主题中包含有效订阅者，否则主题的订阅者将无法收到SMN消息通
知。订阅者是向主题订阅消息的对象，订阅时需要输入消息送达地址，目前支持
以下传输协议：

– 邮件传输协议，订阅者为邮箱地址。

– 短信传输协议，订阅者为电话号码。

– HTTP/HTTPS传输协议，订阅者为URL。
关于SMN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消息通知服务。

5.6 如何解决 KMS 状态错误导致的迁移任务失败？
OMS在对象上传到OBS后，会对比该对象的加密状态与任务是否开启KMS加密的状态
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则判定该对象迁移失败。如果迁移失败，在失败对象列表中发
现失败原因是KMS状态错误，请通过以下步骤重启失败的迁移任务。

● 确认目的端桶的基础配置中是开启了默认加密，如果需要此功能，请重新创建相
同源端和目的端的任务，并在第二步设置任务参数时，在高级选项的服务端加密
上勾选上KMS。

● 如果目的端桶开启了默认加密，但不需要此功能，请在基础配置中关闭默认加
密，并重启失败任务。

● 如果目的端桶没有开启默认加密，请提交工单，以寻求华为云技术支持。

5.7 迁移失败后提示“无法读取归档类型数据，请解冻数据后
进行迁移”该如何处理？

出现该提示的主要原因是源端对象存储有数据处于归档状态，需要解冻数据后再进行
迁移。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进行处理：

步骤1 使用工具或在控制台恢复源端归档存储，建议恢复时间设置较长。

● 源端为其他云服务厂商时，具体解冻方式以源端云服务商为准。

● 源端为华为云时，使用obsutil恢复归档存储对象后重新迁移。

步骤2 使用OMS进行迁移，并开启“解冻归档数据”功能，遇到用户遗漏的归档对象，OMS
支持自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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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如果不提前使用恢复归档存储，全量依靠OMS自动恢复功能，每个对象触发解冻
后，会等待1-5分钟（具体时间由源端对象存储决定），最终导致迁移速度缓慢，
影响您的整体迁移进度。

● 在OBS桶中仅开启归档数据直读功能，仅支持直接下载归档存储数据，并未修改相
应存储类型，因此OMS无法正常直接下载对象。

● 归档存储开启直读，和使用OMS自动恢复归档存储，源端对象存储服务都会收取相
应费用，详见产品价格详情。

● 迁移归档数据时，目的端桶类型建议选择为“标准存储”，待迁移完成确认数据无
误后，再通过对象生命周期将对应数据的存储类型改为“归档存储”。

----结束

5.8 CDN 常见问题场景以及解决方法有哪些？

场景一

迁移前CDN域名配置检查失败，控制台显示失败原因为：
COMPARE_SRC_AND_CDN_FAILURE

问题原因：

OMS从源端获取的对象元数据与直接使用CDN获取的HTTP头信息不匹配（大小不相
等或源端最后修改时间晚于CDN最后修改时间）。

解决方法：

1. 确认使用CDN域名能够正常下载对象（OMS使用CDN获取的URL为：CDN域名后
直接拼接对象名）

a. 如果不能正常访问，优先排查是否是添加了CDN防盗链导致无法正常读取。

b. 如果能正常访问，请参考2进行下一步排查 。
2. 检查CDN获取的HTTP头中的Content-Length和Last-Modified与源端元数据中值

对比。

a. 如图5-3、图5-4所示，如果Content-Length与元数据大小不一致，优先排查
源端CDN是否配置图片压缩，确认后解除相关配置，重新迁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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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元数据

图 5-4 CDN 配置图片压缩后

b. 如果源端最后修改时间晚于CDN获取的Last-Modified，重新预热CDN数据
后，再进行迁移即可。

场景二

迁移失败，失败对象列表中失败原因为：COMPARE_SRC_AND_CDN_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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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失败对象列表方法：单击迁移失败任务所在记录行的“详情”，详情展开，单击
“失败对象列表路径”链接，如图5-5所示，进入OBS服务下载失败对象列表.txt文
件。

图 5-5 失败对象列表路径

问题原因：

迁移前OMS服务校验源端对象与CDN对象不一致（主要指对象大小和最后修改时
间）。

常见原因：源端对象更新后，CDN未刷新缓存，导致源端对象与CDN上缓存的对象不
一致。

解决方法：

刷新CDN缓存信息，使CDN上的缓存对象为最新的对象。

场景三

迁移失败，失败对象列表中失败原因为：“403”

获取失败对象列表方法：单击迁移失败任务所在记录行的“详情”，详情展开，单击
“失败对象列表路径”链接，如图5-6所示，进入OBS服务下载失败对象列表.txt文
件。

图 5-6 失败对象列表路径

问题原因：

“403”表示OMS服务无权限访问CDN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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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读取的CDN常见原因：在CDN配置了防盗链接。

● 非公开读取的CDN原因为：在OMS界面未正确配置鉴权信息。

解决方法：

● 针对公开读取的CDN配置了防盗链，建议关闭防盗链。如果基于安全考虑，无法
关闭防盗链，可联系华为云技术支持。

● 针对非公开读取的CDN，请参照OMS服务CDN迁移指导，配置相关秘钥信息。

场景四

迁移失败，失败对象列表中失败原因为：UPLOAD_DST_OBJ_FAILURE

获取失败对象列表方法：单击迁移失败任务所在记录行的“详情”，详情展开，单击
“失败对象列表路径”链接，如图5-7所示，进入OBS服务下载失败对象列表.txt文
件。

图 5-7 失败对象列表路径

问题原因：

出现该问题，可能是用户在源端启用了CDN的性能优化功能，如Gzip压缩功能。OMS
从源端获取对象元数据的content-length作为该对象预期迁移的大小，实际上传时读到
的是压缩后的对象大小，实际大小<预期大小，okHttp3传输数据时判定为流异常中
断，导致迁移失败。

解决方法：

● 方法一：在源端云服务商的CDN控制台，关闭CDN的性能优化功能，如Gzip压
缩、页面优化等功能，然后重新迁移。

● 方法二：使用URL列表方式迁移，并在高级选项中设置一致性校验方式为不校
验。

5.9 迁移阿里云数据时，对象名称中包含“/”的对象均迁移
失败，其余对象迁移成功

问题描述

阿里云整桶迁移时，对象名称中带“/”的对象都迁移失败。查看迁移日志、列举对
象、获取元数据都是成功的，但在获取对象（getObject）时报404，No such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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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

出现该问题，是因为源端阿里云待迁移OSS桶的“基础设置>静态页面”选项中设置了
默认首页，设置后OMS在获取对象名称中带"/"的对象时，会在对象名称后加上
index.html，从而导致获取对象时报404错误。

解决方案

步骤1 登录阿里云OSS控制台。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Bucket列表”，进入Bucket列表页面。

步骤3 单击待迁移的Bucket桶名称，默认进入Bucket桶的“文件管理”页面。

步骤4 在左侧导航树，单击基础设置>静态页面，进入静态页面区域。

步骤5 在静态页面区域，单击“设置”按钮。

步骤6 删除“默认首页”填写的参数，子目录首页选择不开通，单击“保存”。

设置完成，请重新迁移。

----结束

5.10 输入对象前缀时，提示“无法访问对象，请检查并确
保：对象存在且具有访问权限”

问题描述

创建迁移任务或创建迁移任务组任务，在设置任务参数，迁移方式选择输入对象前
缀，在输入对象前缀时，提示“无法访问对象，请检查并确保：对象存在且具有访问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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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

出现该问题可能是因为对象文件不在源端桶的根目录下，存在目录路径。

解决方案

当对象文件存在目录路径，添加对象前缀时，需要在对象前缀前添加对象文件所在的
目录路径。格式为：桶名/文件夹/对象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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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3-01-16 第二十三次正式发布。

新增迁移完成，为什么迁移进度和已传输容量均显示为0？

2022-12-30 第二十二次正式发布。

更新CDN常见问题场景以及解决方法有哪些？

2022-07-28 第二十一次正式发布。

● 更新如何获取源端桶权限和目的端桶权限？。

● 更新迁移任务执行失败怎么办？

2022-01-18 第二十次正式发布。

● 新增迁移阿里云数据时，对象名称中包含“/”的对象均迁移失
败，其余对象迁移成功章节。

● 新增输入对象前缀时，提示“无法访问对象，请检查并确保：
对象存在且具有访问权限”章节。

2021-11-12 第十九次正式发布。

更新如何获取源端桶权限和目的端桶权限？章节。

2021-10-27 第十八次正式发布。

更新CDN常见问题场景以及解决方法有哪些？章节。

2021-09-26 第十七次正式发布。

新增迁移是否会影响目的端桶的已有数据章节。

2021-09-16 第十六次正式发布。

新增迁移完成后，为什么目的端桶对象个数/大小与源端桶对象个
数/大小不一致？章节。

2021-06-03 第十五次正式发布。

● 更新CDN常见问题场景以及解决方法有哪些？章节。

● 优化迁移任务执行失败怎么办？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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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5-21 第十四次正式发布。

● 新增是否支持同步源端删除操作？章节。

● 新增源端云服务商不在OMS支持范围，该如何迁移？章节。

● 新增OMS保证迁移数据一致性的校验策略是什么？章节。

2021-03-31 第十三次正式发布。

● 新增迁移任务与迁移任务组的适用场景是什么？章节。

● 新增目的端桶存储类型为归档存储，迁移到目的端桶的数据存
储类型是什么类型？章节。

● 优化迁移任务执行失败怎么办？章节。

2021-03-12 第十二次正式发布。

● 新增如何查看迁移任务中迁移了哪些对象？章节。

● 新增如何查看迁移任务组中迁移了哪些对象？章节。

● 新增如何查看同步任务中迁移了哪些对象？章节。

2021-03-10 第十一次正式发布。

新增如何获取源端桶权限和目的端桶权限？章节。

2021-02-05 第十次正式发布。

优化迁移任务执行失败怎么办？章节。

2021-01-11 第九次正式发布。

优化高频常见问题章节。

2020-12-24 第八次正式发布。

● 新增我如何能知道迁移任务的进度？

● 新增为什么有时候迁移速度会很慢?
● 新增源端有多个桶，如何迁移到华为云一个OBS桶里？

● 新增迁移对源端数据是否有影响？源端数据改变对迁移结果有
什么影响？

● 新增创建迁移任务时提示“您选择的目的端桶所在区域与控制
台Region不一致，请选择所在区域为xxx的桶或切换控制台
Region为xxx”该如何处理？

2020-11-28 第七次正式发布。

● 新增如何迁移一个账号下的OBS数据到另一个账号下？

● 新增迁移失败后提示“无法读取归档类型数据，请解冻数据后
进行迁移”该如何处理？

● 新增OMS将对象数据迁移到并行文件系统有哪些限制？

2020-08-20 第六次正式发布。

新增迁移任务组执行失败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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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08-13 第五次正式发布。

新增CDN常见问题场景以及解决方法有哪些？

2020-08-06 第四次正式发布。

新增如何从一个区域迁移OBS桶数据到另一区域？

2020-06-19 第三次正式发布。

● 新增如果一直有数据写入OBS的情况下，使用OMS服务如何保
证数据一致性？

● 新增如何解决KMS状态错误导致的迁移任务失败？

2019-08-31 第二次正式发布。

● 更新迁移任务执行失败怎么办？

● 增加三节：评估后创建迁移任务失败怎么办？、如何迁移根目
录下的数据？和迁移完成后，如何修改已迁移对象路径？

2018-12-31 第一次正式发布。

对象数据迁移服务
常见问题 6 修订记录

文档版本 23 (2023-01-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4


	目  录
	1 高频常见问题
	2 产品咨询
	2.1 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基于评估创建迁移任务？
	2.2 如何从一个区域迁移OBS桶数据到另一区域？
	2.3 如何迁移一个账号下的OBS数据到另一个账号下？
	2.4 源端有多个桶，如何迁移到华为云一个OBS桶里？
	2.5 如何迁移根目录下的数据？
	2.6 迁移对源端数据是否有影响？源端数据改变对迁移结果有什么影响？
	2.7 迁移完成后，如何修改已迁移对象路径？
	2.8 如果一直有数据写入OBS的情况下，使用OMS服务如何保证数据一致性？
	2.9 如何获取源端桶权限和目的端桶权限？
	2.10 如何查看迁移任务中迁移了哪些对象？
	2.11 如何查看迁移任务组中迁移了哪些对象？
	2.12 如何查看同步任务中迁移了哪些对象？
	2.13 目的端桶存储类型为归档存储，迁移到目的端桶的数据存储类型是什么类型？
	2.14 迁移任务与迁移任务组的适用场景是什么？
	2.15 是否支持同步源端删除操作？
	2.16 OMS保证迁移数据一致性的校验策略是什么？
	2.17 迁移完成后，为什么目的端桶对象个数/大小与源端桶对象个数/大小不一致？
	2.18 迁移是否会影响目的端桶的已有数据
	2.19 迁移完成，为什么迁移进度和已传输容量均显示为0？

	3 迁移限制
	3.1 OMS将对象数据迁移到并行文件系统有哪些限制？
	3.2 创建迁移任务时提示“您选择的目的端桶所在区域与控制台Region不一致，请选择所在区域为xxx的桶或切换控制台Region为xxx”该如何处理？
	3.3 源端云服务商不在OMS支持范围，该如何迁移？

	4 迁移时长
	4.1 我如何能知道迁移任务的进度？
	4.2 为什么有时候迁移速度会很慢?

	5 异常恢复
	5.1 评估后创建迁移任务失败怎么办？
	5.2 源端对象存储访问频率过高导致迁移失败怎么办？
	5.3 迁移任务执行失败怎么办？
	5.4 迁移任务组执行失败怎么处理？
	5.5 SMN消息通知功能无法正常使用怎么办？
	5.6 如何解决KMS状态错误导致的迁移任务失败？
	5.7 迁移失败后提示“无法读取归档类型数据，请解冻数据后进行迁移”该如何处理？
	5.8 CDN常见问题场景以及解决方法有哪些？
	5.9 迁移阿里云数据时，对象名称中包含“/”的对象均迁移失败，其余对象迁移成功
	5.10 输入对象前缀时，提示“无法访问对象，请检查并确保：对象存在且具有访问权限”

	6 修订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