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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金山云智•数据采集是大数据云平台内外部数据传输的桥梁，可以将云外数据安全有序的接入到大数据云平台内部。采集模块支持对文件、文件夹、外
部kafka、自定义source等进行采集，将分散在各地的数据方便快捷的采集到大数据云平台，同时可通过流计算组件进行实时消费处理。

名词解释
- 流式数据 实时、不间断产生的数据流，如业务日志、系统日志等各类日志信息。单条日志是流式数据采集和传输的基本单位。
- Ka f ka Kafka是一种高吞吐量的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系统，有如下特性：
通过O(1)的磁盘数据结构提供消息的持久化，这种结构对于即使数以TB的消息存储也能够保持长时间的稳定性能。
高吞吐量：即使是非常普通的硬件，Kafka也可以支持每秒数百万的消息。
支持通过Kafka服务器和消费机集群来分区消息。
支持Hadoop并行数据加载
- To pic Topic是Kafka对一组消息的归纳。在大数据云服务中，一个流式数据采集服务对应一个Topic，单个Topic可以存储一个或多个日志中的流
式数据。
- O GG OGG 即Oracle Golden Gate，是一种基于日志的结构化数据复制软件。OGG 能够实现大量交易数据的实时捕捉，变换和投递，实现源数据库
与目标数据库的数据同步，保持最少10ms的数据延迟
- Ca na l Canal是通过模拟成为MySQL 的slave的方式，监听MySQL的binlog日志来获取数据，binlog设置为row模式以后，不仅能获取到执行的每一
个增删改的脚本，同时还能获取到修改前和修改后的数据，基于这个特性，Canal就能高性能的获取到MySQL数据数据的变更。

行业场景与资源
流式数据采集
为流计算提供数据源。流式数据采集适用于可以直接进行数据计算，实时性要求很严格，但数据的精确度要求不太苛刻的应用场景。

产品优势
统一采集管理
支持多种采集任务统一管理，采集配置一件修改，采集agent实时监控，采集任务一键暂停与恢复。

采集方式多样
支持文本文件数据流式采集，支持Oracle/MySQL等关系型数据库流式采集，支持http方式的数据采集。

保证数据质量
采集数据自动重发机制，支持数据查重，支持数据格式校验，支持采集数据分布式存储。

数据投递
支持将采集到的数据直接投递到ES中

产品功能
统一采集管理
支持针对不同类型的采集任务，通过统一的方式来进行管理；提供数据采集任务的创建，查询，采集任务的启动与停止等功能的服务，包括：创建数
据采集任务、查询采集任务状态、采集任务启动与停止、采集状态上报等功能。

流式数据采集
流式采集任务支持将文件、外部Kafka、文件夹、自定义source、oracle数据库、MySQL数据库等数据，实时采集至大数据云平台的Kafka中。

流式投递
支持将数据实时采集到kafka，并可实时投递到ES等数据库中。

新 建 Top ic
设 计 态 - 新 建 To p i c（ 用 于 流 式 采 集 ）
新建Topic时需指定Topic归属的项目，即此Topic可在归属项目下使用。 完成字段设置后，点击“完成”按钮，结束Topic创建过程。
1. 发布到测试 Topic发布到测试环境后，可在测试环境使用 发布测试时，需指定此Topic归属的数据源 发布测试完毕后，可在测试环境中筛选查
看
2. 发布到生产 Topic发布到生产后，可在生产环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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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采集配置
流式采集任务可将文件、外部Kafka、文件夹、oracle数据库、MySQL数据库等数据，实时采集至大数据云平台的Kafka中，采集页面支持：新增、修
改、删除、查看Agent、下载接口规范/Agent等操作。

创建采集任务
点击页面的【新建采集】按钮，在弹出的抽屉中，点击“流式数据采集-Agent采集”创建采集任务。
1. 配置基本信息 在弹出的窗口中填写新建采集任务的基本信息，必填参数说明如下：
采集名称：支持中文、英文、数字、下划线，最大50字符
Topic名称：下拉选择，可选择该项目下有权限的所有Topic
选择Topic时，支持对Topic字段信息进行预览，如下图所示 配置完毕后，点击“下一步”，进行Agent信息配置。
2. 配置Agent信息 流式Agent采集支持采集文件、文件夹、Kafka三种类型的数据。
（1） 文件采集 支持同时采集多个文件，配置参数说明如下：
待采集文件：待采集的数据路径及文件名，点击页面上的“+”号，可同时采集同个文件
AccessID：Access KEY ID，此ID在“租户控制台-访问控制-Ak密钥管理”中获取
SK文件路径：即accessKey文件路径，需保证SK密钥在SK文件的首行
备注：AccessID获取方法如下：
在“平台概览”-“访问控制”-“Ak密钥管理”中新建密钥
创建完成之后，会提示下载SK秘钥到本地的弹窗，下载到本地后，文件里面的内容就是AK/SK，对应访问秘钥和私有访问秘钥。
（2） 文件夹采集 可以采集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配置参数说明如下：
待采集文件夹：待采集的文件夹的完整路径
AccessID：Access KEY ID，此ID在“租户控制台-访问控制-Ak密钥管理”中获取
SK文件路径：即accessKey文件路径，需保证SK密钥在SK文件的首行
（3） Kafka采集 支持同时采集多个Topic的数据，配置参数说明如下：
Kafka地址：即Kafka的IP：端口号，多个时使用“，”分隔
Topic名称：支持采集多个Topic，点击“+”新增
AccessID：Access KEY ID，此ID在“租户控制台-访问控制-Ak密钥管理”中获取
SK文件路径：即accessKey文件路径，需保证SK密钥在SK文件的首行
（4） 高级配置 高级选项，包括缓存配置和传输配置，一般情况下，使用默认配置即可，如用户有特殊需求，可以自行修改默认配置。下面对高级配
置的各项属性进行说明。
1） 缓存配置 点击“类型选择”后面的下拉框，会弹出“memory”和“file”两个选项：
Memory：表示Agent的channel组件配置为MemoryChannel，此时Agent采集的Event被缓存在内存中。
File：表示Agent的channel组件配置为File Channel，此时Agent采集的Event被缓存在文件中。 根据类型选择的不同，有不同的缓存参数需要
配置，下面具体说明。
选择memory时，可以对“最大容量”和“事物容量”进行配置。
选择file时，可以对“最大容量”、“事务容量”、“checkpoint目录”和“缓存目录”进行配置。
2） 传输配置 缓存配置下方是传输配置。点击“传输配置”右侧的“展开”按钮，可以列出传输配置的配置项。 在传输配置中，可以设置Agent上传
流式数据时，每个批次的最大、最小数据量以及并发线程数量。
4. 下载并启动Agent 完成Agent配置后，点击下一步，即可生成Agent部署包。 未采集任务创建结束的页面下载Agent的，也可以在采集任务列表
的：操作-下载Agent处，下载采集任务的Agent。 下载部署包后，部署到各个采集节点，就会开始采集流式数据，不同的部署包会将采集到的流
式数据根据Topic的属性发送到测试或生产环境的Topic中。将dg_agent.zip上传至客户端主机，进入解压缩后的dg_agent目录下，执行
start.sh，即可在本地启动agent。
5. 数据预览 启动成功后，若采集任务执行正常，可在数据管理中进行数据预览（数据管理支持预览10条数据，可简单验证数据情况），验证任务
执行是否成功。 点击“数据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目录”→“Kafka” →推送目标的具体Topic，选择环境后，点击“数据预
览”，可查看数据是否正常写入。 备注：待预览的Kafka和Topic为创建Topic时选择的数据类型和数据源。
6. 查看Agent列表 点击任务列表的“查看Agent”，可查看每个Agent的具体情况，并进行：暂停、恢复、停止、更新、删除等操作。
暂停/恢复：暂停后，采集任务暂时中断，可点击“恢复”重启采集任务
停止：停止后，页面无法重启任务，需通过Agent重新启动
删除：任务停止后，可删除任务
更新：采集任务有更新时，可点击“更新”对Agent配置文件进行更新（采集任务的Agent信息有修改时，才会出现“更新”按钮并支持更
新操作）

流 式 A P I采 集
1. 创建采集任务 点击页面的【新建采集】按钮，在弹出的抽屉中，点击“流式数据采集-API采集”创建采集任务。
2. 配置基本信息 在弹出的窗口中填写新建采集任务的基本信息，必填参数说明如下：
采集名称：支持中文、英文、数字、下划线，最大50字符
Topic名称：下拉选择，可选择该项目下有权限的所有Topic
选择Topic时，支持对Topic字段信息进行预览，如下图所示 配置完毕后，点击“下一步”，完成采集任务创建。
3. 下载接口规范 API采集任务创建成功后，可在“下载接口规范”页面下载《接口规范及接口使用说明。 通过API采集的任务，可参考上文《接口
规范及接口使用说明》的内容通过API启动采集任务，API出入参信息可点击任务列表的“查看参数”获取。

金山云

3/5

数据采集

2020-02-28

流式数据库采集
1. 创建采集任务 点击页面的【新建采集】按钮，在弹出的抽屉中，点击“流式数据库采集”创建采集任务。
2. 配置基本信息
在弹出的窗口中填写新建采集任务的基本信息，必填参数说明如下：
采集名称：支持中文、英文、数字、下划线，最大50字符
Topic名称：下拉选择，可选择该项目下有权限的所有Topic
选择Topic时，支持对Topic字段信息进行预览 配置完毕后，点击“下一步”，完成采集任务创建。
3. 配置Agent信息 流式数据库采集支持采集MySQL、Oracle的数据。
（1） MySQL采集说明 流式数据库MySQL采集使用的是 Canal+Flume 的方式采集数据，配置Agent信息后，下载对应Agent后，在本地部署启动。
（2） Oracle采集说明 流式数据库MySQL采集使用的是 OGG+Flume 的方式采集数据，配置Agent信息后，下载对应Oracle源端OGG、目标端OGG、
Agent后，在本地部署启动。
4. 下载并部署Agent （1） MySQL数据库采集
（2） Oracle数据库采集
5. 特别说明 MySQL数据库采集的投递目标Topic，字段必须严格按照以下格式创建。
6. 查看Agent列表 点击任务列表的“查看Agent”，可查看每个Agent的具体情况，并进行：暂停、恢复、停止、更新、删除等操作。
暂停/恢复：暂停后，采集任务暂时中断，可点击“恢复”重启采集任务
停止：停止后，页面无法重启任务，需通过Agent重新启动
删除：任务停止后，可删除任务
更新：采集任务有更新时，可点击“更新”对Agent配置文件进行更新（MySQL数据库采集，不支持Agent更新）

OG G 插 件
OGG（Oracle GoldenGate）是一个基于日志的结构化数据备份工具，一般用于Oracle数据库之间的主从备份以及Oracle数据库到其他数据库（DB2,
MySQL等）的同步。下面是Oracle官方提供的一个OGG的整体架构图，从图中可以看出OGG的部署分为源端和目标端两部分组成，主要有
Manager，Extract，Pump，Collector，Replicat这么一些组件。

Manager：在源端和目标端都会有且只有一个Manager进程存在，负责管理其他进程的启停和监控等；
Extract：负责从源端数据库表或者事务日志中捕获数据，有初始加载和增量同步两种模式可以配置，初始加载模式是直接将源表数据同步到目
标端，而增量同步就是分析源端数据库的日志，将变动的记录传到目标端，本文介绍的是增量同步的模式；
Pump：Extract从源端抽取的数据会先写到本地磁盘的Trail文件，Pump进程会负责将Trail文件的数据投递到目标端；
Collector：目标端负责接收来自源端的数据，生成Trail文件
Replicat：负责读取目标端的Trail文件，转化为相应的DDL和DML语句作用到目标数据库，实现数据同步。

常见问题
1. 数据采集组件可以将数据采集到什么地方？
数据采集组件支持流式采集、批量采集两种方式，其中：
流式采集可以将数据采集到Kafka的Topic中；
批量采集可以将数据采集到COS中；
2. 流式采集支持采集什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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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采集任务可将文件、外部Kafka、文件夹、自定义source、oracle数据库、MySQL数据库中的数据，实时采集至大数据云平台的Kafka中。
3. 批量采集支持哪几种采集方式？
批量采集可以通过“文件上传工具包”将用户客户端本地的多个文件、或选定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推送至COS；
批量采集还支持将FTP下的文件周期/单次拉取至COS
4. 可以通过页面直接将文件上传文件至CO S中吗？
可以，进入“批量采集”-“页面上传文件”功能页面，可以将选中的多个文件一次性上传至选定的COS目录下。可在采集开发页面将将本地文件上传
至测试环境，可在“运维中心-数据采集-生产任务-任务管理：批量采集”中，将文件上传至生产环境。
5. 流式采集Agent可以部署在多个客户端吗？
流式采集Agent可以部署在多个客户端，部署启动后，可以在采集任务列表点击“Agent列表”查看部署Agent的客户端IP、hostname。
6. 启动流式采集任务后，如何查看哪些客户端正在进行采集任务？
启动采集任务后，可在任务列表通过“Agent存活数”字段查看存活的Agent数量；
点击采集任务列表的“Agent列表”字段，可查看具体的客户端情况，其中运行状态为“运行中”的客户端正在进行采集任务
7. 修改流式Agent采集的Agent信息后，没什么没有生效？
修改流式Agent采集的Agent信息后，需要在Agent列表中，选择需要升级的客户端，暂停采集任务后，点击“更新”按钮，进行更新。
8. 为什么将Agent停止后，没办法在页面重新启动？
Agent停止后，无法在平台页面上重启采集动作，需要在客户端上通过Agent进行启动。
9. 批量采集任务如何查看采集历史？
无论是通过页面上传的文件，还是通过上传工具上传的文件，或者从FTP拉取的文件，都可以通过批量采集任务列表中的“采集明细/拉取明细”功
能，查看历史的采集/上传/拉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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