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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rkDB 介绍
云原生思想是由技术大神 Matt Stine 提出。2015 年，Google 发
起成立云原生计算基金会（CNCF），逐步把云原生思想和技术体系
发扬光大。现在 CNCF 已成为全球广泛认可的顶级技术组织，有关
云原生的技术项目也层出不穷。
云原生数据库的思想来自于公有云厂商，他们总结了云上大规模
数据库服务经验，结合云原生思想打造的新一代企业级分布式存储
数据库。通过计算与存储解耦、共享日志存储、软硬件分层优化等
革命性的技术变革，大大提升了数据库的性能和可用性，同时还拥
有非常灵活的横向及纵向扩展能力，具有开源数据库的简单性和成
本效益。
ArkDB 是极数云舟基于崭新的云原生数据库思想自主研发的一
款企业级云原生数据库。它是一款结合云原生思想与数据库核心技
术面向场景化需求的完全自主研发的多模分布式数据库产品，实现
了计算与存储分离，计算层通过物理复制自由扩充节点，存储层基
于多副本安全存储，存储容量不受单机限制，支持一键扩容，支持
在线事务与在线分析两种引擎，同时拥有完备的 Ark 产品生态体
系。其特性概述如下：
 ArkDB 最大限度地兼容 MySQL 语法，并且完全兼容 MySQL 8.0
协议并兼容 MySQL 生态。
 ArkDB 实现了计算与存储分离，其存储容量不受限制,能够快速
弹性伸缩。数据库集群共享同一份数据文件，能提供并行计算、
无锁备份、数据分层治理、全局数据强一致性和整套的自动化运
维管理方案。
 ArkDB 集群实现了计算节点分钟级弹性扩容，无论集群数据量
有多大，都可以轻松扩展出任意从库节点，集群一主多从的架构
适用于企业多样化的数据库应用场景，尤其适用于读多写少、数
据量大的场景。
 ArkDB 计算节点可以实现秒级切换， 解决了传统数据库异步同
步数据切换时的数据延迟等数据不一致的风险，完美实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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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高可用架构。
 ArkDB 解决了传统数据库单实例数据量大、备份迁移扩容频
繁、分库分表人肉 sharding、无法动态扩缩容节点的痛点，一切
有关分库分表、扩容缩容、备份迁库等运维难题可以迎刃而解。
 ArkDB 具有完善的技术生态体系，结合数据库中间件
Arkproxy、分布式监控套件 Arksentinel、数据库同步工具
Arkgate、数据库云管平台 Arkcontrol，全面解决企业对数据库的
技术需求。
ArkDB 让一切变得简单！
ArkDB 注重结合实际业务需求，支持垂直行业的业务场景化数
据库综合解决方案，可以结合边缘计算、人工智能、双活支持等场
景做个性化支持，目前已经在钢铁制造、国家电网等生产行业实现
落地。
1.1 整体架构
ArkDB 整体架构主要包括两大核心组件 ArkDB Server 和 ArkDB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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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DB Server 为数据库接入层，负责响应客户端连接和权限验
证，接收并处理 SQL 请求，包含有连接管理、权限验证、分析
器、优化器和执行器等。ArkDB Server 为无状态节点在，自身不存
储数据，可以快速无限水平扩展，同时通过操作 ArkDB Server 节
点，实现整个数据库机器的高可用切换。在 ArkDB Server 层处理
SQL 请求的时候，需要适当内存和 CPU 资源，对存储则无要求，
可以做针对性的硬件优化。
ArkDB Engine 负责数据存储和读取，底层采用分布式存储。每
个数据存储单位默认存储 3 副本，副本间的数据保持强一致性和容
灾。ArkDB Engine 负责存储数据并实现数据共享。上层 ArkDB
Server 节点访问 ArkDB Engine 同一份数据。ArkDB Engine 支持根
据业务访问策略对数据存储分级，用户可以根据预算、性能指标、
容量请求、访问场景按需使用不同的存储硬件，同时针对闪存卡进
行软硬件结合优化。
1.2 核心特性
 简单易用
MySQL 是全球最流行的关系型开源数据库，实例安装部署和相
关技术人员的数量都远远领先其他数据库。ArkDB 兼容 MySQL，
并且在产品设计之处就确定兼容 MySQL 8 开发，配置、接口、SQL
语法全面兼容 MySQL 8.0。 MySQL 用户可以无缝迁移到 ArkDB。
ArkDB 可以作为 MySQL 的分布式存储引擎存在，对于开发人员和
DBA 而言不需要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栈，可以快速运维 ArkDB。
 透明读写分离
ArkDB 采用一主多从架构，主节点负责处理读写请求，从节点
负责处理只读请求，ArkDB 接入层通过分布式中间件 Arkproxy 提
供透明读写分离、高可用、自适应负载均衡的能力。业务通过访问
接入层地址，SQL 请求会被自动分发到 ArkDB 集群各个节点，最
大化提升集群处理能力。
 计算存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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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DB 将数据计算层和数据存储层完全分离， 可按不同业务场
景进行定制化分层优化。 其中数据存储层是将数据通过 Hash 算法
均匀分散在不同数据节点，集群存储数据量不受限制，可以弹性扩
缩容。数据节点默认三副本，保证数据的高可用。同时 ArkDB 将数
据访问分散到不同的数据节点上实现数据库的并发读写，从传统数
据库的磁盘 IO 压力转化为网络 IO 压力，按需配置万兆网卡可提
升整体性能。
 分布式存储
ArkDB 数据节点底层使用分布式存储系统，具有自动管理、自
动修复、无单点故障等特性。 ArkDB 数据节点支持的高可用有两种
方式，一种是默认的数据多副本且数据副本能够跨机房存储、感知
机架位，大大提高了容灾率。当主副本出现损坏时会选举从副本为
新的副本继续提供服务；另一种是纠删码，该方式能够容忍一定数
量的磁盘故障，如果某些数据块丢失可以通过剩余的可用数据进行
恢复。相比数据多副本的方式来保证系统可用性，纠删码可以节省
大量存储空间，无论数据多副本还是单副本均可保证相同可用性，
企业的总体成本在海量数据规模下得到极大的降低。
 弹性伸缩
面对具有季节性(例如双 11、双 12 促销）和突发性爆炸式增长
的业务场景，系统的弹性伸缩能力往往成为决定系统可靠性的核心
标准。ArkDB 借助计算存储分离、秒级快照等优势,可以动态增删计
算节点和存储节点以实现弹性扩缩容，ArkDB 扩缩容内部自动完
成，包括数据 rebalance 和热点削峰，彻底告别分库分表人工
resharding 的烦恼。当业务高峰旺季时可以快速扩容，当业务低峰
淡季时可以按需缩容，ArkDB 弹性伸缩是平台即服务的一个重要体
现。
 物理复制
ArkDB 主从实例直接读取物理 Redo 日志，将日志应用到数据
页中。主实例获取各个从实例的应用 LSN，以控制主库脏页的刷盘
与检查点推进。从实例读取主实例最新的 LSN，来决定是否需要应
用新日志。相比传统基于逻辑日志的主从复制，ArkDB 从节点没有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6

极数云舟云原生数据库 ArkDB 用户手册

SQL 解析执行，极大减轻了从节点引擎的负担，也不存在主从之间
的延迟。
同时 ArkDB 作为 MySQL 一个引擎存在， Binlog 方式仍然保
留，可以完全兼容传统的复制方式，灵活组成 MySQL 高可用集
群。例如线上已有 MySQL 为主库，ArkDB 为从库。
 数据分层治理
对于不同业务需求场景的数据访问，ArkDB 根据数据访问策略
不同其数据存储策略也不同。ArkDB 支持根据访问策略对数据存储
分级，用户可以根据预算、性能指标、容量请求、访问场景按需使
用不同的存储硬件，能够极大的降低企业成本(TCO)。
根据常见的数据访问策略，ArkDB 将数据存储分为如下三类存
储需求：
1．高性能，针对追求超高 IOPS 性能的业务场景，可以将
SATA SSD、PCIe SSD 及 NVMe 等高性能闪存设备组建高性能池，
物理对应的库表数据存储到高性能池。
2．高吞吐, 使用高性能 SSD 作为日志盘，同时配合高带宽的业
务场景。
3．大容量, 针对温数据、冷数据甚至历史数据的业务场景，可以
将大容量的机械盘构建成大容量池，通常历史统计分析库可以将数
据存储到大容量池,同时使用纠删码来最大化存储容量和降低企业成
本。
ArkDB 支持不同存储需求间数据的在线变更，后台会自动
rebalance。
 无锁备份和快速恢复
ArkDB 利用分布式存储的快照技术可以实现无锁备份，整个备
份过程在分钟级别即可完成数据库的备份。通过快照可快速恢复到
指定时间点的数据，同时 ArkDB 支持延迟删除。对于集群存储节
点而言，ArkDB 底层共享同一份数据文件,数据支持多副本和纠删
码。当 ArkDB Server 计算节点出现问题，分布式监控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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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sentinel 会从集群计算节点中选举出最新节点为写节点，集群读
写节点切换对业务几乎无感知。
 完整性事务支持
ArkDB 100%支持数据库事务 ACID，同时支持 MVCC 多版本并
发控制。
 亮点特性
ArkDB 实现过程中采用的两种特有技术：基于数据页的原生数
据分片技术和基于共享物理日志的原生数据同步技术。
1．基于数据页的原生数据分片技术用来解决分布式数据库检索
过程中的数据跨节点问题，ArkDB 天生避免了上层的分库分表，这
在实现上是一个创新。
2．基于共享物理日志的原生数据同步技术用来解决多个计算节
点的数据同步问题，通过物理复制，解决了数据复制延迟的难题，
ArkDB 可以实现可控数据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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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技术生态
ArkDB 拥有完善的技术生态体系，围绕着 ArkDB 技术生态的核
心组件有数据库中间件 Arkproxy、分布式监控集群 Arksentinel、数
据库实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 和数据库管理平台 Arkcontrol，满
足企业级数据库运维与管理的所有需求。ArkDB 生态架构图如下：

用户使用 ArkDB 后可以不用再操心数据的安全，也不用操心数
据库本身的维护，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专注于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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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rkDB 安装部署

2.1 ArkDB 软硬件环境要求


Linux 操作系统版本要求

Linux 操作系统平台
Red Hat
CentOS
Oracle Linux

版本
7.2 及以上
7.2 及以上
7.2 及以上

 开发及测试环境
ArkDB 组件

CPU

内存

本地存储

网络

SQL 计算节点

4 核+

16GB+

无特殊要求

数据存储节点

4 核+

8GB+

无特殊要求，建议 SSD

数据库云管平台

4 核+

8GB+

无特殊要求

千兆
网卡
千兆
网卡
千兆
网卡

实例数量
(最低要求)
1(组件混合
部署)
1(组件混合
部署)
1(组件混合
部署)

注：数据库性能依赖于存储与网络的配置。
 生产环境
ArkDB 组件

CPU

内存

本地存储

网络

SQL 计算节点
数据存储节点
数据库云管平台

24 核+
8 核+
4 核+

128GB+
64GB+
8GB+

无特殊要求
SSD
SSD

万兆网卡
万兆网卡
万兆网卡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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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rkDB 安装部署
ArkDB 集群部署分为 基础环境配置 、 ArkDB Engine 部署 和
ArkDB Server 部署三个步骤。ArkDB Engine 支持构建在开源分布式
存储系统 Ceph 及自研分布式存储系统之上。
ArkDB 的软件包可访问极数云舟镜像网站获取，网站地址：

http://mirror.cloud-ark.com/public_package/ArkDB/

本文 ArkDB 集群是构建在 Ceph 上,环境部署信息如下：
主机名
arkdb01
arkdb02
arkdb03
操作系统
arkdb 版本
gcc 版本
glibc 版本

IP
ArkDB Engine 角色(Ceph)
ArkDB Server 角色
10.0.0.185
admin、mon、mgr、osd
ArkDB Master
10.0.0.186
mon、mgr、osd
ArkDB Slave1
10.0.0.187
mon、mgr、osd
ArkDB Slave2
Linux version 3.10.0-693.el7.x86_64
Server version: 8.0.16-191009 ArkDB Server
gcc (GCC) 4.8.5 20150623 (Red Hat 4.8.5-39) (查看命令 gcc --version)
ldd (GNU libc) 2.17 (查看命令 ldd --version)

其中：
1

admin 节点作为中控机，可以是集群部署节点中的任意一

2

mon 为 monitor 监视器，负责维护集群状态的映射。

台。

mgr 为 Ceph Manager daemon，负责跟踪 Ceph 运行时指标
和 Ceph 集群当前状态。
3

4

osd 为对象存储进程，负责存储数据。

2.2.1 基础环境配置
1.配置主机名
ArkDB 集群所有节点配置主机名，例如主机名 arkdb01 执行命
令：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11

极数云舟云原生数据库 ArkDB 用户手册

hostnamectl set-hostname arkdb01

vim /etc/hosts 新增如下内容：
10.0.0.185 arkdb01
10.0.0.186 arkdb02
10.0.0.187 arkdb03

2. NTP、OpenSSH 及防火墙配置
ArkDB 集群所有节点配置 NTP 和 OpenSSH，执行命令：
#安装 NTP
shell> yum install ntp ntpdate ntp-doc wget -y
shell> systemctl enable ntpd.service #设置开机自启动
shell> systemctl start ntpd.service #启动 ntp 服务
shell> systemctl status ntpd.service #查看 ntp 服务状态
shell> ntpdate 0.cn.pool.ntp.org #校对系统时钟
#安装 openssh
shell> yum install openssh-server sshpass -y
shell>ssh -V #查看 ssh 版本
shell> systemctl start sshd.service
shell> systemctl status sshd.service
#关闭防火墙
shell>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service
shell> systemctl disable firewalld.service
#关闭 Selinux
shell> setenforce 0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12

极数云舟云原生数据库 ArkDB 用户手册

shell> sestatus
#固化配置文件 vim /etc/sysconfig/selinux
SELINUX=disabled

3.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配置免密码登陆
ArkDB Engine 的 admin 节点执行命令：
shell> ssh-keygen (一路回车即可)
shell> ssh-copy-id root@arkdb02
shell> ssh-copy-id root@arkdb03

2.2.2 ArkDB Engine 部署
1.在 ArkDB Engine admin 节点配置 Ceph EPEL 仓库
在 ArkDB Engine admin 节点上配置 Ceph EPEL 仓库，执行命
令：
touch /etc/yum.repos.d/ceph.repo
touch /etc/yum.repos.d/epel.repo

 编辑/etc/yum.repos.d/ceph.repo 文件，yum 源配置信息如下：
# cat /etc/yum.repos.d/ceph.repo
[Ceph]
name=Ceph packages for $basearch
baseurl=http://download.ceph.com/rpm-mimic/el7/$basearch
enabled=1
gpgcheck=1
type=rpm-md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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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gkey=https://download.ceph.com/keys/release.asc
priority=1
[Ceph-noarch]
name=Ceph noarch packages
baseurl=http://download.ceph.com/rpm-mimic/el7/noarch
enabled=1
gpgcheck=1
type=rpm-md
gpgkey=https://download.ceph.com/keys/release.asc
priority=1
[ceph-source]
name=Ceph source packages
baseurl=http://download.ceph.com/rpm-mimic/el7/SRPMS
enabled=1
gpgcheck=1
type=rpm-md
gpgkey=https://download.ceph.com/keys/release.asc
priority=1

 编辑/etc/yum.repos.d/epel.repo 文件，yum 源配置信息如下：
# cat /etc/yum.repos.d/epel.repo
[epel]
name=Extra Packages for Enterprise Linux 7 - $basearch
baseurl=http://download.fedoraproject.org/pub/epel/7/$basearch
metalink=https://mirrors.fedoraproject.org/metalink?repo=epel-7&arch=$basearch
failovermethod=priority
enabled=1
gpgcheck=0
gpgkey=file:///etc/pki/rpm-gpg/RPM-GPG-KEY-EPEL-7
[epel-debuginfo]
name=Extra Packages for Enterprise Linux 7 - $basearch - Debug
baseurl=http://download.fedoraproject.org/pub/epel/7/$basearch/debug
metalink=https://mirrors.fedoraproject.org/metalink?repo=epel-debug7&arch=$basearch
failovermethod=priority
enabled=0
gpgkey=file:///etc/pki/rpm-gpg/RPM-GPG-KEY-EPEL-7
gpgcheck=0
[epel-source]
name=Extra Packages for Enterprise Linux 7 - $basearch -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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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url=http://download.fedoraproject.org/pub/epel/7/SRPMS
metalink=https://mirrors.fedoraproject.org/metalink?repo=epel-source7&arch=$basearch
failovermethod=priority
enabled=0
gpgkey=file:///etc/pki/rpm-gpg/RPM-GPG-KEY-EPEL-7
gpgcheck=0

 在 ArkDB Engine admin 节点上安装相关 yum 包
cd /etc/pki/rpm-gpg/
wget https://archive.fedoraproject.org/pub/epel/RPM-GPG-KEY-EPEL-7
yum install snappy leveldb gdisk python-argparse gperftools-libs -y

2.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安装 ceph-deploy 工具
在 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安装 ceph-deploy 工具,执行命
令：
yum install -y ceph ceph-deploy
mkdir -p ~/ceph‐cluster && cd ~/ceph‐cluster
ceph-deploy new arkdb01

3.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开始部署 ceph 集群
在 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执行命令：
ceph-deploy install arkdb01 arkdb02 arkdb03

在 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创建配置文件，执行命令：
vim ~/ceph‐cluster/ceph.conf

编辑~/ceph‐cluster/ceph.conf 文件,新增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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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fsid = 8c760ec1-b2ff-430a-a58e-a14022964457
mon_initial_members = arkdb01
mon_host = 10.0.0.185,10.0.0.186,10.0.0.187
auth_cluster_required = cephx
auth_service_required = cephx
auth_client_required = cephx
osd pool default size = 3 #默认副本数为 3，与 osd 个数相同
osd max object name len = 256
osd max object namespace len = 64
filestore_fd_cache_size = 3276800000
osd max object size = 4096M
mon clock drift allowed = 2
mon clock drift warn backoff = 30
# MON 与 OSD，Client 与 MON，Client 与 OSD 通信的网络
public network = 10.0.0.0/24
# OSD 之间通信的网络
cluster network = 10.0.0.0/24
[mon]
mon allow pool delete = true
[mgr]
mgr modules = dashboard
注意根据自己的环境修改 public network 和 cluster network 参数，可不配置。

4. 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初始化 monitor 并收集所有密钥
在 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执行命令：
ceph-deploy --overwrite-conf mon create-initial
ceph-deploy --overwrite-conf admin arkdb01 arkdb02 arkdb03
sudo chmod 644 /etc/ceph/ceph.client.admin.keyring

5. 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配置 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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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配置 osd，配置 osd 前提是请确保
本地数据盘未被挂载且可格式化数据。
如果磁盘为 shannon 卡，需要调整一下参数才能添加 osd
vim /etc/lvm/lvm.conf
types = [ "shannon", 16 ]

例如 arkdb01、arkdb02、arkdb03 未挂载且可格式化的数据盘均
为/dev/sdb，执行命令如下：
mkfs.xfs /dev/sdb -f
ceph-deploy osd create --data /dev/sdb arkdb01
ceph-deploy osd create --data /dev/sdb arkdb02
ceph-deploy osd create --data /dev/sdb arkdb03

如下是创建 osd 过程中常见错误的解决方法：
报错 mkfs.xfs: cannot open /dev/sdb: Device or resource busy ,
通过`dmsetup ls`查看谁在占用，找到 ceph ‐‐**字样 ceph‐‐**
为 lsblk 显示的块设备具体信息,使用`dmsetup remove ceph‐**`s 删
除 后重新执行 mkfs.xfs -f /dev/sdb。
1

报错[arkdb01][DEBUG ] stderr: Can't open /dev/sdb exclusively.
Mounted filesystem? , 需要执行 umount /dev/sdb
2

执行 umount /dev/sdb 报错 设备忙，执行 fuser -k /dev/sdb
&& umount -f /dev/sdb , 然后执行 mkfs.xfs -f /dev/sdb 。
3

5. 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创建 ceph-mgr
确保 osd 部署成功后，在 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继续部
署 Ceph 集群，执行命令如下：
ceph-deploy mgr create arkdb01 arkdb02 arkd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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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h mgr module enable dashboard
ceph dashboard create-self-signed-cert
ceph config-key put mgr/dashboard/server_addr 10.0.0.185
ceph config-key put mgr/dashboard/server_port 7000
sudo systemctl restart ceph-mgr@arkdb01
ceph mgr services

6.所有 ArkDB Engine 节点添加 mysql 用户授权
所有 ArkDB Engine 节点添加 mysql 用户授权，执行命令如下：
ceph auth get-or-create client.mysql mon 'allow *' osd 'allow *' |sudo tee
"/etc/ceph/ceph.client.mysql.keyring"
sudo touch /etc/ceph/ceph.keyring && sudo ceph-authtool /etc/ceph/ceph.keyring
--import-keyring /etc/ceph/ceph.client.mysql.keyring
#将/etc/ceph/ceph.client.mysql.keyring 拷贝至其他节点的/etc/ceph
scp /etc/ceph/ceph.client.mysql.keyring arkdb02:/etc/ceph
scp /etc/ceph/ceph.client.mysql.keyring arkdb03:/etc/ceph

7.检查 mysql 用户是否可以访问 Ceph

vim ceph_mysql_test.py
import os
import pwd
user = pwd.getpwnam('mysql')
os.setuid(user.pw_uid)
print os.system('whoami')
import rados
cluster = rados.Rados(conffile='/etc/ceph/ceph.conf')
print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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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执行 py 脚本没有报错，则说明 mysql 用户可以访问 Ceph

8.查看 Ceph 集群状态，如果显示 HEALTH_OK 则表示 Ceph 集群
部署成功，并观察 mon、mgr、osd 是否已经启动。
执行命令 ceph -s 查看 ceph 集群状态，显示 HEALTH_OK 则
表示 ceph 安装成功。

9.查看 osd 磁盘空间使用情况
执行命令 rados df 即可查看磁盘空间使用情况，osd 磁盘空间表示
ArkDB Engine 数据存储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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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ArkDB Server 部署
1.ArkDB Server 节点分别创建 mysql 组和 mysql 用户
# groupadd mysql && useradd -g mysql -s /sbin/nologin -d /home/mysql mysql

2.ArkDB Server 节点分别创建部署目录,执行命令:
# mkdir -p /data/arkdb

下载镜像网站的 ArkDB 安装包 ArkDB.tar.gz 并解压安装。
# tar -zxvf ArkDB.tar.gz
# cd ArkDB
# tar -zxvf arkdb_3.10.0-957.5.1.el7.x86_64_2019-11-18_1524_59b635d3.tar.gz -C
/data/arkdb
#重命名为端口目录，例如初始化端口为 3306
# mv /data/arkdb/arkdb
/data/arkdb/3306
# pwd
/data/arkdb/3306
# tree -CL 1
.
├── bin
├── binlog
├── etc
├── libstdc++.so.6.0.21
├── lock
├── log
├── mysqldata
├── mysql.server
├── pid
├── private
├── share
├── socket
└── tmp

注意：
Arkdb 需要使用 libstdc++.so.6.0.21 动态库,需要将压缩包中的
libstdc++.so.6.0.21 copy 到 /usr/lib64 并创建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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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 /data/arkdb/3306/libstdc++.so.6.0.21 /usr/lib64
# ln -snf /usr/lib64/libstdc++.so.6.0.21 /usr/lib64/libstdc++.so.6

3.修改权限及归属组
cd /data/arkdb/3306 && chmod 750 . && chown -R mysql:mysql .

4.重复 1～3 步骤，将 ArkDB 安装包复制到从实例。
5.执行 ceph auth list|grep mysql 确保 mysql 用户可以访问 Ceph

否则参考 ArkDB Engine 部署章节添加 ceph.client.mysql.keyring。
6.主库 Master arkdb01 修改/data/arkdb/3306/etc/my.cnf 配置文件,确
保如下参数正确配置(注意安装包里默认 my.cnf 是 3306 的配置文
件，非 3306 端口还需修改端口号为实际端口及目录路径):
innodb_file_per_table
= 0
default_authentication_plugin = mysql_native_password
arkdb_cluster_namespace = arkdb_test
arkdb_backend_config_file = /etc/ceph/ceph.conf
arkdb_enabled = true
arkdb_debug_enabled = 2
arkdb_slave_username=root
arkdb_slave_password=root

其中：
 innodb_file_per_table 不使用独立表空间，将数据存储在共享
存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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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kdb_cluster_namespace 指的是数据库在 ceph 中的 pool 的
名称，不要与 ceph 其他 pool 名称重名，从库要与主库保持一
致。
 default_authentication_plugin， arkdb_enabled 必须开启。
 arkdb_slave_username 和 arkdb_slave_password 为从库的用户
名和密码。如果是 ArkDB 单实例，从库的这两个参数不需要
加。
如果服务器硬件配置好，可以配置如下参数获取高性能,注意部
分参数仅在实例初始化生效。
arkdb_apply_logic_queue_size = 100000
arkdb_apply_thread_count = 24
arkdb_apply_thread_queue_size = 1G
arkdb_index_storage_object_size = 1G
arkdb_log_writer_pause_max_time=50
arkdb_undo_storage_object_size = 1G
innodb_log_recent_closed_size = 32M
innodb_log_recent_written_size = 32M
innodb_log_write_ahead_size = 16384
innodb_log_write_max_size = 16384
innodb_page_cleaners = 16
innodb_buffer_pool_instances = 16
innodb_write_io_threads = 16
innodb_read_io_threads = 16

主实例初始化数据库,需要先确保 Ceph 的没有与 my.cnf 中
arkdb_cluster_namespace 同名的 pool 名称。可以登录到 ceph 服务
器，使用 rados lspools 查看，示例如下：
rados lspools|grep arkdb_test

删除废弃的 pool，此操作会删除该 pool 数据，谨慎执行。
ceph osd pool delete arkdb_test arkdb_test --yes-i-really-really-mean-it

7. 从库修改/data/arkdb/3306/etc/my.cnf，(注意安装包里默认 my.cnf
是 3306 的配置文件，非 3306 端口还需修改端口号为实际端口及
目录路径)，确保如下参数正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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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db_file_per_table
= 0
default_authentication_plugin = mysql_native_password
arkdb_cluster_namespace = arkdb_test
arkdb_backend_config_file = /etc/ceph/ceph.conf
arkdb_enabled = true
arkdb_debug_enabled = 2
arkdb_master_username=root # 访问 Master 的用户名
arkdb_master_password=root # 访问 Master 的密码
arkdb_master_hostname=10.0.0.185 #访问 Master 的地址
arkdb_master_port=3306
#访问 Master 的端口
arkdb_server_mode=slave

其中:
 arkdb_master_username 和 arkdb_master_password 为主库的用户
名和密码
 arkdb_master_hostname、arkdb_master_port 为主库的 ip 地址和
端口号
 arkdb_server_mode=slave 表示 arkdb 节点为从库。
同理如果服务器硬件配置好，可以配置如下参数获取高性能,注
意部分参数仅在实例初始化生效。
arkdb_apply_logic_queue_size = 100000
arkdb_apply_thread_count = 24
arkdb_apply_thread_queue_size = 1G
arkdb_index_storage_object_size = 1G
arkdb_log_writer_pause_max_time=50
arkdb_undo_storage_object_size = 1G
innodb_log_recent_closed_size = 32M
innodb_log_recent_written_size = 32M
innodb_log_write_ahead_size = 16384
innodb_log_write_max_size = 16384
innodb_page_cleaners = 16
innodb_buffer_pool_instances = 16
innodb_write_io_threads = 16
innodb_read_io_threads = 16

8.ArkDB Master 主库初始化并启动 ArkDB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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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arkdb/3306/bin/mysqld --defaults-file=/data/arkdb/3306/etc/my.cnf -user=mysql --datadir=/data/arkdb/3306/mysqldata --initialize

获取临时密码
grep password /data/arkdb/3306/log/mysql-error.log

启动 arkdb server
/data/arkdb/3306/bin/mysqld --defaults-file=/data/arkdb/3306/etc/my.cnf -datadir=/data/arkdb/3306/mysqldata --arkdb_confirm_single_write=1 &

或执行
/data/arkdb/3306/mysql.server -P 3306 start

利用临时密码登陆数据库
/data/arkdb/3306/bin/mysql -uroot -p -socket=/data/arkdb/3306/socket/mysql.sock

执行如下命令，进行账号授权
ALTER USER USER() IDENTIFIED BY 'root';
CREATE USER 'root'@'%' IDENTIFIED BY 'root';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root'@'%' WITH GRANT OPTION;
FLUSH PRIVILEGES;

复制主库文件夹目录到从实例并修改文件夹权限
scp -rp /data/arkdb/3306/mysqldata/*
root@arkdb02:/data/arkdb/3306/mysqldata/
cd /data/arkdb/3306 && chmod 750 . && chown -R mysql:mysql .
chown -R mysql:mysql /data/arkdb/3306/mysqldata

9.启动 ArkDB Server Slave。
/data/arkdb/3306/bin/mysqld --defaults-file=/data/arkdb/3306/etc/my.cnf -datadir=/data/arkdb/3306/mysqldata --arkdb_confirm_single_writ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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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执行
/data/arkdb/3306/mysql.server -P 3306 start

10.从实例启动之后，首先会进入 startup 状态，再进入 running 状
态。可以通过如下命令查询：
/data/arkdb/3306/bin/mysql -uroot -proot -h127.0.0.1 -P3306
mysql> select @@arkdb_server_mode, @@arkdb_server_status;
*************************** 1. row ***************************
@@arkdb_server_mode: slave
@@arkdb_server_status: startup
1 row in set (0.00 sec)
mysql>select
@@arkdb_master_hostname,@@arkdb_master_port,@@arkdb_master_username,
@@arkdb_master_password\G;
*************************** 1. row ***************************
@@arkdb_master_hostname: 10.0.0.185
@@arkdb_master_port: 3306
@@arkdb_master_username: root
@@arkdb_master_password: root
1 row in set (0.00 sec)

如果从实例处于 running 状态，跳过该步骤。

处于 startup 状态则执行如下命令，启动从实例复制：
mysql> set global arkdb_start_slave = 1;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1.31 sec)

检查从节点状态,执行命令 select @@arkdb_slave_replication_running,
@@arkdb_server_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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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得如上结果，说明从节点启动成功。
ArkDB Master 节点查看从节点注册集群的情况：

11. ArkDB 集群部署完成后检查 ArkDB Engine 状态。
ceph -s 查看集群状态是如下状态
# ceph -s
health: HEALTH_WARN
application not enabled on 1 pool(s)
too few PGs per OSD (8<min 30)

原因是启用应用 pool 并且调优 pg、pgp 数量。其中 pg 数量计算公式
为：PG 总数=PGP 总数=（OSD 总数*100）/最大副本数 , 计算的结
果往上取靠近 2 的 N 次方的值。
执行如下命令解决：
#1、启用 pool
#语法: ceph osd pool application enable {poolname} rbd
# poolname 由 my.cnf 中 arkdb_cluster_namespace 参数确定
ceph osd pool application enable arkdb_test r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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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 pg 和 pgp 数量,为 2 的整数倍
#语法: ceph osd pool set {poolname} pg_num {num}
#语法: ceph osd pool set {poolname} pgp_num {num}
ceph osd pool set arkdb_test pg_num 96
ceph osd pool set arkdb_test pgp_num 96

修改完成后再次查看 Ceph 集群状态，变为 HEALTH_OK。

2.3 ArkDB Ansible 部署
2.3.1 admin 节点基础环境配置
1.登录 admin（10.0.0.185）节点,创建部署用户 arkdb
#groupadd arkdb && useradd -g arkdb -s /sbin/login -d /home/arkdb arkdb
# visudo
arkdb ALL=(ALL) NOPASSWD: ALL #添加到文件末尾
#su - ark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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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h-keygen -t rsa （一直回车即可）

2.部署目录/home/arkdb 里上传 ansible 部署脚本 arkdb-ansible

#groupadd arkdb && useradd -g arkdb -s /sbin/nologin -d /home/arkdb arkdb
[root@arkdb01 arkdb-ansible]# pwd
/home/arkdb/arkdb-ansible
[root@arkdb01 arkdb-ansible]# ls -l
总用量 44
-rw-r--r--. 1 root root 10490 4 月 24 18:15 ansible.cfg
drwxr-xr-x. 2 root root 129 4 月 24 17:24 ansible-retry
-rw-r--r--. 1 root root 105 4 月 24 12:11 arkdb_deploy.yml
-rw-r--r--. 1 root root 321 4 月 24 17:03 arkdb_remove.yml
drwxr-xr-x. 14 root root 4096 4 月 24 15:02 ceph-ansible
-rw-r--r--. 1 root root 861 4 月 24 17:34 config_ceph.yml
-rw-r--r--. 1 root root 467 4 月 24 15:09 deploy_nodes
drwxr-xr-x. 3 root root 21 4 月 24 15:00 files
-rw-r--r--. 1 root root 121 4 月 24 12:12 install_base.yml
drwxr-xr-x. 3 root root 18 4 月 18 09:48 master
-rw-r--r--. 1 root root 587 4 月 24 17:35 pre_check.yml
-rw-r--r--. 1 root root 79 4 月 13 20:43 requirements.txt
drwxr-xr-x. 6 root root 67 4 月 23 17:31 roles

3.admin 节点安装 ansible 及其依赖
安装 pip 详情见官网，示例如下：
curl https://bootstrap.pypa.io/get-pip.py -o get-pip.py
python get-pip.py
安装 ansible 及其依赖
sudo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4.将集群部署的机器 IP 添加到 deploy_nodes 文件，内容如下
[root@arkdb01 arkdb-ansible]# cat deploy_nodes
[servers]
10.0.0.185
10.0.0.186
10.0.0.187
[admin]
10.0.0.185
[arkdb_servers]
master ansible_ssh_host=10.0.0.185
slave1 ansible_ssh_host=10.0.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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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2 ansible_ssh_host=10.0.0.187
[all:vars]
username= arkdb
ntp_server= pool.ntp.org
arkdb_servers_master=10.0.0.185
arkdb_deploy_port = 3306
innodb_buffer_pool_size = 2G
arkdb_cluster_namespace = arkdb_cluster_3306
arkdb_base_dir=/data/arkdb
enter = $'\n'
software_name = arkdb.tar.gz
lib_name= libstdc++.so.6.0.21

其中集群所有部署的机器 IP 添加到 deploy_nodes 文件[servers]区
域下，admin 节点机器 IP 添加到[admin]区域下，arkdb server 节点机
器 IP 添加到[arkdb_servers]区域下，保留角色 master、slave1、slave2
的定义。按需修改[all:vars]区域下 arkdb_servers_master、
arkdb_deploy_port、innodb_buffer_pool_size、arkdb_base_dir 变量的
值，其它变量保持不变。
执行以下命令，按提示输入机器 root 用户的密码，为了密码的隐
私没有将密码配置到 deploy_nodes 文件。同样可以在 deploy_nodes
文件配置 ansible_ssh_host、ansible_ssh_pass 变量来避免输入密码。
配置 deploy_nodes 文件后，执行如下命令来配置 admin 节点和其
它集群节点间 ssh 互信、集群节点安装 NTP 服务及集群相关依赖包
部署。
#ansible-playbook -i deploy_nodes install_base.yml -uroot -k

2.3.2 ceph-ansible 部署 ceph 集群
1.arkdb-ansible 内置有 ceph-ansible 工具，你也可以如下方式从官方
直接下载。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ceph/ceph-ansible.git
#cd ceph-ansible/
#git checkout stable-3.1

注意 ceph 版本使用 mimic,需使用 stable-3.1 分支进行部署。推荐直接
使用下载好的内置 ceph-a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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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并编辑 hosts 文件
# pwd
/home/arkdb/arkdb-ansible
# cd ceph-ansible/
[root@arkdb01 ceph-ansible]# cat hosts
[mons]
10.0.0.185
10.0.0.186
10.0.0.187
[osds]
10.0.0.185
10.0.0.186
10.0.0.187
[mgrs]
10.0.0.185
10.0.0.186
10.0.0.187

其中:
下

1

集群部署 mon 角色的机器 IP 添加到 hosts 文件[mons]区域

2

osd 角色的机器 IP 添加到[osds]区域下
mgr 角色的机器 IP 添加到[mgrs]区域下。

3

3. 修改全局变量 group_vars/all.yml
[root@arkdb01 ceph-ansible]# cat group_vars/all.yml
--# Variables here are applicable to all host groups NOT roles
# This sample file generated by generate_group_vars_sample.sh
# Dummy variable to avoid error because ansible does not recognize the
# file as a good configuration file when no variable in it.
dummy:
cluster: ceph
#集群名
ceph_origin: distro
#使用 distro，则不会使用公网源
ceph_repository: local
#被操作节点使用本地的 repo 文件
ceph_stable_release: mimic
cluster_network: "10.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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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_host: 10.0.0.185,10.0.0.186,10.0.0.187
monitor_interface: enp0s3
devices:
- '/dev/sdb'
osd_scenario: collocated

按需修改 public_network(公共网络)、cluster_network(集群网
络)、mon_host(mon 角色的 IP)、cluster_network、
monitor_interface(网卡接口) 及 devices 变量。
注意 devices 变量为 osd 的数据盘，需要是未挂载及可格式化的数
据盘。
4. 配置 site.yml
#sudo cp site.yml.sample site.yml
# sudo vim site.yml #注释掉不需要的模块,只保留 mons、osds、mgrs。
注释完 hosts 内容如下:
- hosts:
- mons
# - agents
- osds
# - mdss
# - rgws
# - nfss
# - restapis
# - rbdmirrors
# - clients
- mgrs
# - iscsigws
# - iscsi-gws # for backward compatibility only!

5.执行如下命令开始部署 Ceph 集群:
#ansible-playbook site.yml -i hosts -uroot -k

当 Ceph 集群部署报错，按照报错信息解决后失败重试。
#cp infrastructure-playbooks/purge-cluster.yml .
#ansible-playbook purge-cluster.yml -i hosts -uroot -k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purge the cluster?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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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集群后重新部署
#ansible-playbook site.yml -i hosts -uroot -k

6.部署成功后通过 ceph -s 查看集群健康状态。

显示 health_ok 则表示 Ceph 集群部署成功。
2.3.3 arkdb-ansible 部署 arkdb server
1.ceph 集群参数调整
# pwd
/home/arkdb/arkdb-ansible
#ansible-playbook -i deploy_nodes config_ceph.yml -uroot -k

2.部署 Arkdb 集群
ansible-playbook arkdb_deploy.yml -i deploy_nodes -uroot -k

3. 查看 ArkDB Server 是否部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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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db server 节点通过如下命令查看 arkdb server 是否部署正常。
ps -elf|grep mysql |grep -v grep
4 S mysql 28027
1 2 80 0 - 443659 poll_s 17:07 ?
00:03:42
/data/ark/3306/bin/mysqld --defaults-file=/data/ark/3306/etc/my.cnf -user=mysql --datadir=/data/ark/3306/mysqldata --arkdb_confirm_single_write=1

4. 访问 ArkDB Server
arkdb server 节点通过如下命令访问 arkdb server。
# /data/ark/3306/bin/mysql -uroot -P3306 -h127.0.0.1 -A -proot

2.4 ArkDB 环境清理
2.4.1 ArkDB Server 下线清理
停止 ArkDB Server 服务后移除目录。
1. 停止 ArkDB Server 服务
mysql> shutdown;

2. 删除部署目录
# rm -rf /data/arkdb/{port}

2.4.2 ArkDB Engine 下线清理
1.admin 节点删除 namespace,namespace 为 ArkDB Server
arkdb_cluster_namespace。例如删除集群 arkdb_cluster_3306 命令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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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os lspools|grep arkdb_cluster_3306
ceph osd pool delete arkdb_cluster_3306 arkdb_cluster_3306 --yes-i-really-reallymean-it

2.ceph-deploy 清理 Ceph 集群,命令如下：
ceph-deploy purge arkdb01 arkdb02 arkdb03 #自动会停止 ceph 集群所有服务。
ceph-deploy purgedata arkdb01 arkdb02 arkdb03
ceph-deploy forgetkeys

三、ArkDB 参数配置

3.1 ArkDB 参数说明
3.1.1 启动参数
参数
值
arkdb_confirm_single_write 0 或 1

含义
1 表示启动时候不锁 ceph 对
象，默认值为 0，数据库初
始化后，要携带该参数启动

3.1.2 配置参数
1.从实例连接主实例需要的参数
参数
arkdb_master_hostname
arkdb_master_username
arkdb_master_password
arkdb_master_port
arkdb_server_mode

值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数值
slave

含义
主实例的 host 名称
登录主实例的用户名
登录主实例的密码
主实例 mysql 端口
从实例模式

2.主实例连接从实例需要的参数
参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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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db_slave_username 字符串
arkdb_slave_password 字符串
arkdb_server_mode
master

登录从实例的用户名
登录从实例的密码
主实例模式

3.以下是只读参数，需要在 my.cnf 中配置，主从配置要一致。
参数
arkdb_backend_config_file

值
字符串

arkdb_cluster_namespace

字符串

arkdb_enabled

布尔值

arkdb_apply_logic_queue_size

整型

arkdb_apply_thread_count

整型

arkdb_apply_thread_queue_size

整型

arkdb_undo_storage_object_size 数值

arkdb_index_storage_object_size 数值

含义
实例连接 ceph 使用的配
置文件
实例在 ceph 中使用的
pool 名称
true 表示已经开启
arkdb，没有设置该参数
默认为 false
redo 复制逻辑记录执行
队列大小，默认 10000
redo 复制并行线程个
数，默认 5
redo 复制线程队列大
小，默认 10000
ceph 中 undo 分块的大
小，默认为 1073741824，
最小 64K，最大 4G，必
须能被 innodb_page_size
整除
ceph 中 0 号表空间的分块
大小，默认为 16K，最小
16K，最大 4G，必须能
被 innodb_page_size 整除

注 arkdb_enabled 设置为 true 之后初始化，数据就进入到 ceph 存
储中，之后不能再改为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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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状态信息
 information_schema.ARKDB_CLUSTER_STATUS 表记录当前集
群状态，主实例才有数据， 如：

information_schema.ARKDB_CLUSTER_STATUS 表的各字段含义如
下表：
字段
ID
HOST
PORT
LAST_HEARTBEAT
APPLIED_LSN
VLIAD
MESSAGE
SLAVE_DELAYED
local_state_uuid

字段含义
序号
从实例服务器 hostname/IP
从实例端口号
暂时无用
从实例应用的 LSN
指示从节点是否断连
从实例到主实例连接错误信息
从实例应用延迟，以 LSN 差值计算
从实例在集群中的 uuid

 information_schema.ARKDB_SLAVE_REPLICATION_INFO 用来
查看当前物理复制过程中复制速度及逻辑日志记录执行队列的长
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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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字段含义如下表：
字段
LOG_RECORD_PS
LOGIC_QUEUE_LEN
LOGIC_PRE_QUEUE_LEN

字段含义
表示当前执行日志记录的速度
的，单位为秒。
表示结束逻辑操作的日志记录队
列长度。
表示开始逻辑操作的日志记录队
列长度。

 information_schema.ARKDB_SLAVE_REPLICATION_STATUS 用
来查看执行队列信息，总共有多少个线程即有多少条记录。常用
于分析从节点数据复制的速度，队列是否满、复制 LSN 情况、
是否需要调整队列大小或线程个数。如果队列处于满负荷情况则
通过队列大小来提示复制性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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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字段含义如下表：
字段
THREAD_ID
ENQUEUE_INDEX
DEQUEUE_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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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UE_LENGTH
THREAD_MAX_LSN

队列长度
当前线程已经复制的最大 LSN 值

3.1.4 系统变量
Arkdb 所有参数变量均可查询，如: select @@arkdb_enabled;
 只读变量如下表：
参数
arkdb_cluster_uuid
arkdb_master_make_clone_checkpoint
arkdb_master_newest_checkpoint_lsn

值
uuid 值
布尔值
数值

含义
集群的唯一标识号
内部使用
主实例最近检查点
LSN
arkdb_master_newest_flushed_log_lsn 数值
主实例最近已刷盘
的日志 LSN
arkdb_master_newest_log_lsn
数值
最新的 LSN
arkdb_slave_applied_lsn
数值
从实例应用 LSN
arkdb_slave_replication_running
数值 0 或 从实例复制状态
1
arkdb_server_status

字符串
running
或
startup

从实例运行状态

arkdb_slave_delayed_bytes

数值

从实例应用 LSN
与主实例最新 LSN
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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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修改变量如下:

参数
arkdb_server_mode

值
字符串
master 或
slave

含义
arkdb 模式

arkdb_slave_check_logs_period

数值

从实例读取日志记
录的间隔时间

arkdb_slave_mdl_lock_timeout

数值

从实例查询 mdl 锁
超时时间

arkdb_start_slave

数值 0 或 1

设置为 1 启动从节
点复制

arkdb_stop_slave

数值 0 或 1

设置为 1 停止从节
点复制

arkdb_master_newest_oldest_lsn_
diff

数值

设置为 0 关闭热点
页处理，设置其他
值触发热点页处理

修改语法：
set global [参数名] = {参数值};

3.2 ArkDB 参数优化
 参数:arkdb_apply_logic_queue_size
推荐值: 100000
说明:apply 队列长度
 参数:arkdb_apply_thread_count
推荐值: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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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看写库的压力，写库如果压力大的话，可以再提高这个
值。
 参数:arkdb_apply_thread_queue_size
推荐值: 100000
说明: apply 队列长度
 参数:arkdb_index_storage_object_size
推荐值: 1G
说明:避免过小，可以减少 Ceph 对象个数
 参数:arkdb_undo_storage_object_size
推荐值: 1G
说明:避免过小，可以减少 UNDO 对象个数
 参数:arkdb_log_writer_pause_max_time
推荐值: 50-150
说明:默认 50 即可
 参数：innodb_log_recent_closed_size
推荐值: 建议 32M
说明：可缓存更多日志
 参数：innodb_log_recent_written_size
推荐值：32M
说明：可以缓存更多日志
 参数：innodb_log_write_ahead_size
推荐值：16k
说明：可以更高效的写日志，但设置太高的话，可能会引起性能
表现不太稳定，所以也不能太高。如果 16K 不稳定的话，可以相对
设置为 8K，4K 等，然后观察。
 innodb_log_write_max_size
推荐值：16K
说明：更高效写日志，但设置太高的话，可能会引起性能表现不
太稳定，所以也不能太高。如果 16K 不稳定的话，可以相对设置为
8K，4K 并观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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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db_page_cleaners
推荐值：16 以上，
说明：这样可以更高效的写入 Page。要求
innodb_buffer_pool_instances 至少为 16，不然不起作用。
 innodb_buffer_pool_instances
推荐值：16
说明：如果 Buffer Pool 不小的话，可以设置大一些，这样可以拥
有更好的刷盘性能。不要超过 CPU 数量，为了配合
innodb_page_cleaners，应该要至少设置为 16，最大设置为 CPU 个
数。
 innodb_write_io_threads
推荐值：16
说明：与上面的 innodb_page_cleaners 相关，提高写入能力。推
荐 16 个起。
 innodb_read_io_threads
推荐值：16
说明：读性能相关，推荐 16 个起。

四、ArkDB OLTP 测试

4.1 基础测试
ArkDB 全面兼容 MySQL8.0，可以按需进行兼容性测试。如下是
基础测试:
4.1.1 DDL/DML 同步
登录主实例,执行命令
mysql> create database arkdb_test;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1 sec)
mysql> use arkdb_test
Database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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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create table test(id int unsigned not null auto_increment,name varchar(10)
not null,primary key(id));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4 sec)
mysql> insert into test values(1,'a'),(2,'b'),(3,'c');
Query OK, 3 rows affected (0.00 sec)
Records: 3 Duplicates: 0 Warnings: 0

登录从实例，查询表结构：
mysql> use arkdb_test
Database changed
mysql> select * from test;

从实例中查询：

4.1.2 事务支持
ArkDB 主实例支持 RR 隔离级别，从实例当前只支持 RC 隔离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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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实例中开启事务，进行删除操作。在主实例中执行：
mysql> begin;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0 sec)
mysql> delete from arkdb_test.test;
Query OK, 3 rows affected (0.00 sec)
mysql> select * from test;
Empty set (0.00 sec)

从实例执行查询:

主实例提交

mysql> commit;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0 sec)

从实例查询数据

mysql> select * from t;
Empty set (0.00 sec)

4.1.3 Percona toolkit 测试
ArkDB 兼容使用 Percona toolkit,如下实例 pt-online-schemachange 和 pt-query-digest，其使用方法和原生 MySQL 一样。
利用 pt-online-schema-change 工具来添加索引, 对 sysbench sbtest1
添加索引:
pt-online-schema-change --user=root --password=root --host=127.0.0.1 --port=3306
--alter "add index idx_c_pad(c,pad)" D=sbtest,t=sbtest3 --print --execute

利用 pt-query-digest 工具来分析 Arkdb 慢查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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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query-digest /data/arkdb/3306/log/mysql-slow.log >/tmp/mysql-slow.sql

4.2 主从测试
4.2.1 主库 MySQL，从库 ArkDB
ArkDB 执行 change 语句即可挂载为 MySQL 的从库，传统复制和
GTID 复制均支持。
4.2.2 主库 ArkDB，从库 MySQL
ArkDB 节点开启 Binlog，从库 MySQL 正常执行 change 语句即可
挂载为 ArkDB 集群从库，传统复制和 GTID 复制均支持。

4.3 高可用切换
4.3.1 高可用切换流程
1、主库从 master 状态切换到 slave 状态，并且设置连接新主库的参
数
mysql> set global arkdb_server_mode=slave; #设置为 slave 状态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1.50 sec)
mysql> set global arkdb_master_hostname='10.0.0.186'; #新主库的 IP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0 sec)
mysql> set global arkdb_master_port=3306; #新主库的 port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0 sec)
mysql> set global arkdb_master_username='root'; #新主库的用户名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0 sec)
mysql> set global arkdb_master_password='root'; #新主库的密码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1 sec)
mysql> select @@arkdb_server_mode, @@arkdb_server_status;
#此时该节点的状态为 slave，并且为 startup 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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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kdb_server_mode | @@arkdb_server_status |
+---------------------+-----------------------+
| slave
| startup
|
+---------------------+-----------------------+
1 row in set (0.00 sec)

2、从库设置连接新从库的参数，并且从 slave 状态切换到 master 状
态
mysql> set global arkdb_stop_slave=1; #停止从库
mysql> set global arkdb_slave_username='root'; #新从库的用户名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0 sec)
mysql> set global arkdb_slave_password='root'; #新从库的密码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0 sec)
mysql> set global arkdb_server_mode='master'; #设置为 master 状态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4 warnings (7.09 sec)
mysql> select @@arkdb_server_mode, @@arkdb_server_status;
#此时该节点状态为 master，并且是 running 状态
+---------------------+-----------------------+
| @@arkdb_server_mode | @@arkdb_server_status |
+---------------------+-----------------------+
| master
| running
|
+---------------------+-----------------------+
1 row in set (0.00 sec)

3、原主库以从库启动
mysql> set global arkdb_start_slave=1;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33 sec)
mysql> select @@arkdb_server_mode, @@arkdb_server_status; #此时新从库启动
成功
+---------------------+-----------------------+
| @@arkdb_server_mode | @@arkdb_server_status |
+---------------------+-----------------------+
| slave
| running
|
+---------------------+-----------------------+
1 row in set (0.00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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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主从切换成功。
4.3.2 Arksentinel 自动切换
Arksentinel 是极数云舟自研分布式监控哨兵集群，它可以监控数
据库集群(MySQL 主从、PXC/MGC/MGR、ArkDB)的运行状况，实
现系统监控、故障发现、故障自动切换等功能。Arksentinel 集群通
常部署 3-5 个节点，每个节点会对数据库集群节点进行监控，当集
群的数据库节点发生宕机或不可达时，Arksentinel 能够自动发起切
换，选举可用的从库提升为主库，完成故障转移。
如下是极数云舟云管平台 Arkcontrol 页面截图，演示 Arksentinel
的高可用切换：

高可用切换, ArkDB Slave 节点提升为 ArkDB Master。

感兴趣者可联系极数云舟进行 Arkcontrol、Arksentinel 等系列
产品测试及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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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rkDB OLAP 引擎部署
Clickhouse 可以选择部署 ceph 修改版 Clickhouse 或者直接部署原生
Clickhouse。

5.1 系统参数优化
vi /etc/sysctl.conf
＃ 重用和加速回收 tcp connection
net.ipv4.tcp_syncookies = 1
net.ipv4.tcp_tw_reuse = 1
net.ipv4.tcp_tw_recycle = 1
＃扩大 port 使用范围
net.ipv4.ip_local_port_range = 1025 65534
sysctl -p 刷新配置生效

5.2 Clickhouse for ceph 部署
联系对接人员获取 clickhouse for ceph 最新程序文件

5.2.1 编辑 Clickhouse 配置文件，添加以下参数：
<shared_storage>/etc/ceph/ceph.conf</shared_storage>
<storage_cloud_namespace>ck_ceph_test</storage_cloud_namespace>
<map_storage_host>127.0.0.1</map_storage_host>
<map_storage_user>test</map_storage_user>
<map_storage_port>3306</map_storage_port>
<map_storage_password>test</map_storage_password>

5.2.2 在 ArkDB 配置文件中添加以下内容：
# 用来表示 clickhouse server 的地址
arkolap_connection_hostname=127.0.0.1
# 用来表示 clickhouse server 的端口
arkolap_connection_port=9001
# 用来表示连接 clickhouse server 的用户名
arkolap_connection_username=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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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来表示连接 clickhouse server 的密码
arkolap_connection_password=

5.2.3 启动 clickhouse
clickhouse-server --config-file=/etc/clickhouse-server/config_ceph.xml

5.2 搭建原生 clickhouse

5.2.1 yum 安装 clickhouse
yum install yum-utils
rpm --import https://repo.yandex.ru/clickhouse/CLICKHOUSE-KEY.GPG
yum-config-manager --add-repo
https://repo.yandex.ru/clickhouse/rpm/stable/x86_64
yum install 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client

5.2.2 修改配置文件 添加配置
<mysql_port>3111</mysql_port> # clickhouse 模拟 MySQL 端口
<listen_host>::< /listen_host> # 允许远程访问主机
<path>/data/9000/data/</path> #data 目录

5.2.3 启动 clickhouse
clickhouse-server --config-file=/etc/clickhouse-server/config_ceph.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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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rkDB OLAP 引擎测试

6.1 Arkolap 引擎表
create table test(sno int not null, name varchar(100), primary key(sno)) engine
arkolap;

创建完成之后，会在 clickhouse 中相应创建同名表，会存在与
之对应的表结构，如果库不存在，则会自动创建。创建表存在如下
限制：
1. 不支持临时表，不支持 like 建表，不支持自增列，必须得有主
键。不支持分区表。不支持建索引，不支持 rename 表、以及不支
持在创建表的时候，在语句中指定索引，主键除外。
2. 可以在 create table 语句中使用 connect 属性来指定 clickhouse
的相关属性，如：create table test(sno int, name varchar(100), primary
key(sno)) engine arkolap
connect="index_granularity=8192;write_final_mark=1"等，每一项通过
“;”分隔。
创建完成之后，就可以去更新这个表中的数据了，针对插入操
作，同步会有一定延迟，这与参数 arkolap_max_write_delay 有关
系。同步也会自动合并，一批批地插入，一批的大小，与参数
arkolap_max_merge_batch_size 大小有关系。针对更新和删除，则不
会有延迟。
创建表时，在 arkdb 中指定的列属性，不一定会全部同步到
clickhouse 表中，一般只会保留：列名、类型、默认值

6.2 创建 InnoDB 自动同步到 Arkolap 引擎表
create table test(sno int, name varchar(100), primary key(sno)) engine arkdb
connection="innodb_sync_to_clickhouse";

执行之后，会在当前库下面创建一个名字为 test 的 arkdb 存
储引擎的表，会在当前库下面创建一个名为
“test__innodb_sync_to_clickhouse”的 arkolap 存储引擎表，当然会
在 clickhouse 中创建一个名为“test__innodb_sync_to_clickhouse”的
表，如果库不存在，则会自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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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 test 表插入、更新、删除数据的时候，会将所修改的数
据，同步到 test__innodb_sync_to_clickhouse 表中，测试时可以观
察。
针对插入操作，同步会有一定延迟，这与参数
arkolap_max_write_delay 有关系。同步也会自动合并，一批批地插
入，一批的大小，与参数 arkolap_max_merge_batch_size 大小有关
系。针对更新和删除，则不会有延迟。

6.3 Arkolap ReplicatedMergeTree 使用方法
由于线上环境需要使用到复制以及分片功能特性，所以创建表结
构需要使用到 ReplicatedMergeTree 引擎表，在 ArkDB 中创建表结
构语法如下：
CREATE TABLE `t2` (
`Yearr` int NOT NULL,
`FlightDate` date NOT NULL,
PRIMARY KEY (`FlightDate`)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COLLATE=utf8mb4_0900_ai_ci
CONNECTION='ReplicatedMergeTree(''/clickhouse/cluster1/{layer}{shard}/ontime_2'', ''{replica}'', FlightDate, (Yearr, FlightDate),
8192);innodb_sync_to_clickhouse';

如果在创建 ReplicatedMergeTree 表的时候，还要指定 on
cluster 属性，则可以在 connection 属性中，再加上 cluster 属性，
方法是在 cluster 后面直接加上其名字即可，如下：
CREATE TABLE `t7_all` (
`id` int NOT NULL,
`createtime` date NOT NULL,
PRIMARY KEY (`id`)
) ENGINE=Arkolap DEFAULT CHARSET=utf8mb4
COLLATE=utf8mb4_0900_ai_ci CONNECTION='cluster
cluster_1;ReplicatedMergeTree(''/clickhouse/cluster1/{layer}-{shard}/t7'',
''{replica}'', createtime, id, 8192);

cluster 属性，只能与 ReplicatedMergeTree 一起指定，不能与其它属
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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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Arkolap ReplicatedMergeTree 同步表使用方法
CREATE TABLE `t8_all` (
`id` int NOT NULL,
`createtime` date NOT NULL,
PRIMARY KEY (`id`)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COLLATE=utf8mb4_0900_ai_ci CONNECTION='cluster
cluster_1;ReplicatedMergeTree(''/clickhouse/cluster1/{layer}-{shard}/t8'',
''{replica}'', createtime, id, 8192);innodb_sync_to_clickhouse'

6.5 Distributed 表使用方式
CREATE TABLE `t5_all` (
`id` int NOT NULL,
`createtime` date NOT NULL,
PRIMARY KEY (`id`)
) ENGINE=arkolap DEFAULT CHARSET=utf8mb4
COLLATE=utf8mb4_0900_ai_ci CONNECTION='Distributed(''cluster_1'', ''test'',
''t3'', rand());basetable test.t3';

这里针对原 clickhouse 中的表属性 Distributed，需要原样放到
connection 中即可，因为创建 Distributed 类型的表时，还需要有一
个基础表，所以还需要指定一个 basetable 属性，方法是在
basetable 之后，将基础表的表名指定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创建 Distributed 表时，对应的基础表，需要直
接连接到 clickhouse 去创建，而不能使用 arkdb 去创建，因为针对
ArkDB，他只需要看到这一个 Distributed 表即可。
七、ArkDB FAQ
7.1 ArkDB 部署常见问题
7.1.1 ArkDB 部署常见报错解决
 Q1. 使用 arkdb-ansible 部署 arkdb，第一次执行时碰到如下错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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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Gathering Facts]
********************************************************************************
************
fatal: [10.0.0.187]: FAILED! => {"msg": "Using a SSH password instead of a key is
not possible because Host Key checking is enabled and sshpass does not support this.
Please add this host's fingerprint to your known_hosts file to manage this host."}

A1: 原因是 ssh 第一次连接时需要输入 yes/no 的提示，通过配置使
用-o 参数将 StrictHostKeyChecking 设置为 no，使用 ssh 连接时避免
首次连接时让输入 yes/no 部分的提示，在 ansible.cfg 配置文件中 配
置 ssh_arkgs 即可解决出现的错误。
ssh_args = -o ControlMaster=auto -o ControlPersist=60s -o
StrictHostKeyChecking＝no
依旧报错
fatal: [10.0.0.186]: UNREACHABLE! => {"changed": false, "msg": "SSH Error: data
could not be sent to remote host \"10.0.0.186\". Make sure this host can be reached
over ssh", "unreachable": true}

配置 export ANSIBLE_SCP_IF_SSH=y 即可解决。
 Q2. 部署 ceph 报错
TASK [ceph-mon : create ceph mgr keyring(s) when mon is not containerized]
********************************************************************************
****************
failed: [10.0.0.187] (item=10.0.0.187) => {"changed": true, "cmd": ["ceph", "-n",
"client.admin", "-k", "/etc/ceph/ceph.client.admin.keyring", "--cluster", "ceph",
"auth", "import", "-i", "/etc/ceph/ceph.mgr.localhost.keyring"], "delta":
"0:00:05.334013", "end": "2019-04-23 21:48:18.633317", "item": "10.0.0.187", "msg":
"non-zero return code", "rc": 1, "start": "2019-04-23 21:48:13.299304", "stderr":
"[errno 1]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cluster", "stderr_lines": ["[errno 1]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cluster"], "stdout": "", "stdout_lines": []}

A2:报错节点执行命令：
sudo rm -rf /etc/ceph/* && sudo rm -rf /var/lib/ceph/*

 Q3: 如何删除格式化的盘？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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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dmsetup ls | grep ceph | awk '{ print $1 }' | xargs dmsetup remove
 Q4: OSD 创建失败
如果报错 mkfs.xfs: cannot open /dev/sdb: Device or resource
busy , 通过通过`dmsetup ls`查看谁在占用，找到 ceph ‐‐**字样
ceph‐‐**为 lsblk 显示的块设备具体信息,使用`dmsetup remove
ceph‐**`s 删除 后重新执行 mkfs.xfs -f /dev/sdb。
1

报错[arkdb01][DEBUG ] stderr: Can't open /dev/sdb
exclusively. Mounted filesystem? , 需要执行 umount /dev/sdb
2

 Q5: 其它问题
my.cnf 的 log_error 指定错误日志文件的路径，用户可以从该文件
中查看错误信息。
下面列出与 arkdb 相关的常见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arkdb_cluster_namespace is needed,
please set it
slave can not connect to master, slave
starting abort:

checked write heartbeat, Do you
already have another arkdb server
running on this pool
write page error:....File too large
[InnoDB] couldn't connect to cluster!
error -2error: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原因及处理办法
实例的 my.cnf 没有设置
arkdb_cluster_namespace.设置之后再
启动。
从实例无法连接主实例，导致 slave
abort，请检查主实例是否已经启动，
并且从实例的 my.cnf 指定的主机名
称，用户名密码，端口是否可以连接
主实例。
出现这种错误，表示你打开了两个主
节点，系统通过 heartbeat 检查出来
了， 可以检查 my.cnf 配置参数。
出现这种错误，检查 ceph 存储中对单
个对象是否有大小限制，如果有，将
限制取消。
出现这种错误，检查 Master/Slave 节
点是否能访问 ceph,是否配置
/etc/ceph/ceph.client.mysql.key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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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ArkDB Engine 离线部署
考虑到离线部署的需求，极数云舟镜像网站上传了离线安装
Ceph 的相关依赖包，便于离线环境下 ArkDB Engine 部署。
获取 Ceph 离线安装包:
wget http://mirror.cloud-ark.com/public_package/ArkDB/ceph_env_build.tar.gz

使用用该 tar 包离线安装 ceph，步骤如下：
1

解压 tar 包

2

配置 hostname

hostname <hostname>
3

执行 installDep.sh 脚本安装 ceph 和 ceph-deploy

执行用户手册 《2.2.2 ArkDB Engine 部署-2.ArkDB Engine
中 admin 节点安装 ceph-deploy 工具》章节,并依次执行后面的部署步
骤即可。
4

7.2 ArkDB Engine 日常维护
ArkDB Engine 是构建在 Ceph 上，对于 Ceph 的维护涉及数据
安全，日常维护需谨慎。不建议维护时直接修改/etc/ceph/ceph.conf
配置文件，存在节点配置与其他节点不一致的风险。
7.2.1 查看 Ceph 集群状态
ceph -s //查看 Ceph 集群状态
ceph health detail //查看 Ceph 集群状态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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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h -w //查看 Ceph 实时运行状态，按 Ctrl+c 退出

7.2.2 查看 Ceph 集群容量使用情况
执行命令 ceph df 查看：

输出的 GLOBAL 段显示了数据所占用集群存储空间概况。





SIZE: 集群的总容量
AVAIL: 集群的总空闲容量
RAW USED: 已用存储空间总量
%RAW USED: 已用存储空间百分比

输出的 POOLS 段展示了存储池列表及各存储池的大致使用率。







NAME: 存储池名
ID: 存储池唯一标识符
USED: 使用量,单位可为 KB、MB 或 GB,以输出结果为准
%USED: 存储池的使用率
MAX AVAIL: 存储池的最大可用空间
OBJECTS: 存储池内的 object 个数

7.2.3 Ceph Pool 相关操作
Ceph 的 pool 即 ArkDB 配置文件中的 arkdb_cluster_namespace 。
 创建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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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pool 的时候需要指定 pool 的名称、PG、PGP 数以及池类别
（replicated/erasure），默认为 replicated
# ceph osd pool create {poolname} 128 128

 删除 pool
# ceph osd pool delete {poolname} {poolname} --yes-i-really-really-mean-it
注意
需要在配置文件/etc/ceph/ceph.conf 中添加以下内容，才能删除 pool
[mon]
mon allow pool delete = true
配置后重启 monitor
systemctl restart ceph-mon.target

 查看 pool 列表
# ceph osd lspools
# rados lspools
# ceph osd dump|grep -i pool //这种方式显示的信息更详细

 设置 pool 的 pg 和 pgp 数量
# ceph osd pool set {poolname} pg_num {num}
# ceph osd pool set {poolname} pgp_num {num}

 应用启用 pool
ceph osd pool application enable {poolname} r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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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Ceph OSD 相关操作
 查看 OSD 状态
# ceph osd stat

 查看 OSD 容量的使用情况
# ceph osd df

 查看 OSD 的目录树
# ceph osd tree

 添加 OSD
//1、如果 OSD 所在机器已经为 Ceph 集群中的节点，则直接格式化磁盘，然后
添加 OSD 即可
mkfs.xfs {disk} -f
ceph-deploy osd create --data {disk} {hostname}
//2、如果 OSD 所在机器不在 Ceph 集群中，则需要参照 Ceph 部署的步骤
1.修改主机名
hostnamectl set-hostname {hostname}
2.修改所有节点的/etc/hosts 文件
10.0.0.185 arkdb01
10.0.0.186 arkdb02
10.0.0.187 arkdb03
10.0.0.189 arkdb04 //新增节点
3.安装并启动 NTP 和 OpenSSH 并关闭防火墙和 selinux
#安装 NTP
shell>yum install ntp ntpdate ntp-doc wget -y
shell>systemctl enable ntpd.service #设置开机自启动
shell>systemctl start ntpd.service #启动 ntp 服务
shell>systemctl status ntpd.service #查看 ntp 服务状态
shell>ntpdate 0.cn.pool.ntp.org #校对系统时钟
#安装 openssh
shell>yum install openssh-server sshpass -y
shell>ssh -V #查看 ssh 版本
shell>systemctl status sshd.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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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systemctl start sshd.service
#关闭防火墙
shell>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service
4.在 admin 节点配置免密码登录
# ssh-copy-id root@arkdb04
5.在 admin 节点向新增节点安装 ceph
#ceph-deploy install arkdb04 //注意：在 admin 节点执行
6.格式化磁盘
# mkfs.xfs /dev/sdb -f
# ceph-deploy osd create --data /dev/sdb arkdb04

 删除 OSD
//调整 osd 的 crush weight
ceph osd crush reweight osd.0 0.1
#说明：这个地方如果想慢慢的调整就分几次将 crush 的 weight 减低到 0 ，这个
过程实际上是让数据不分布在这个节点上，让数据慢慢的分布到其他节点上，
直到最终没有数据分布在这个 osd，并且迁移完成
这个地方不光调整了 osd 的 crush weight ，实际上同时调整了 host 的 weight ，
这样会调整集群的整体的 crush 分布，在 osd 的 crush 为 0 后， 再对这个 osd 的
任何删除相关操作都不会影响到集群的数据的分布
//停止 osd 进程，需要在 osd 所在机器上执行
sudo systemctl stop ceph-osd@0.service
#停止到 osd 的进程，这个是通知集群这个 osd 进程不在了，不提供服务了，因
为本身没权重，就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分布，也就没有迁移
//将节点状态标记为 out
ceph osd out osd.0
#停止到 osd 的进程，这个是通知集群这个 osd 不再映射数据了，不提供服务
了，因为本身没权重，就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分布，也就没有迁移
//从 crush 中移除节点
ceph osd crush remove osd.0
#这个是从 crush 中删除，因为已经是 0 了 所以没影响主机的权重，也就没有迁
移了
//删除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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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h osd rm osd.0
#这个是从集群里面删除这个节点的记录
//删除节点认证（不删除编号会占住）
ceph auth del osd.0
#这个是从认证当中去删除这个节点的信息

7.2.5 Ceph 服务管理
 启动与停止 ceph
# systemctl start ceph.target
# systemctl stop ceph.target

 根据类型启动与关闭守护进程
//启动与关闭所有 ceph monitor、ceph osd、ceph mgr 守护进程
# systemctl start/restart/stop ceph-mon.target/ceph-osd.target/ceph-mgr.target
//启动与关闭某个 ceph monitor 守护进程
# systemctl start/restart/stop ceph-mon@{hostname}.service
例如：systemctl start/restart/stop ceph-mon@ark185.service
//XX.target 就表示所有类型的守护进程，带有@的表示某个节点上的守护进程

7.2.6 新增 Ceph monitor 节点
 新增 arkdb04 为 Ceph monitor 节点
//例如添加 arkdb04（10.0.0.188）
1、修改 Ceph 部署目录 ceph-cluster/ceph.conf，添加新的 monitor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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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_initial_members = arkdb01,arkdb02,arkdb03,arkdb04
mon_host = 10.0.0.185,10.0.0.186,10.0.0.187,10.0.0.188
2、将 ceph.conf 推送到原来的 monitor 节点
# ceph-deploy --overwrite-conf config push arkdb01 arkdb02 arkdb03
3、添加 monitor，注意：如果需要添加多个 monitor 节点，需要依次执行下面
的命令
# ceph-deploy --overwrite-conf mon add arkdb04

注意如果该添加节点之前部署过 monitor，需要先清理 monitor
数据库，否则会有异常。因为 ceph 会在创建 MON 之前检测
/var/lib/ceph/mon/$CLUSTER-$HOSTNAME 目录下是否有 done 文
件，如果有的话，就不会新建而沿用原来的信息。
ps aux|grep ceph-mon |awk '{print $2}'|xargs kill -9
rm -rf /var/run/ceph/*
rm -rf /var/lib/ceph/mon/*
rm -rf /var/lib/ceph/bootstrap-mon/*
rm -rf /etc/ceph/*

7.2.7 删除 Ceph monitor 节点
//例如删除 arkdb04(10.0.0.188)
1、修改 Ceph 部署目录 ceph-cluster/ceph.conf，删除 arkdb04 节点
mon_initial_members = arkdb01,arkdb02,arkdb03
mon_host = 10.0.0.185,10.0.0.186,10.0.0.187
2、将 ceph.conf 推送到所有的 monitor 节点
# ceph-deploy --overwrite-conf config push arkdb01 arkdb02 arkdb03 arkdb04
3、移除 monitor
# ceph-deploy mon destroy arkdb04

7.2.8 创建 Ceph manager 节点
# ceph-deploy mgr create {ceph-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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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查看 Ceph 集群用户
ceph auth list

新增 MySQL 用户授权:
# ceph auth get-or-create client.mysql mon 'allow *' osd 'allow *' |sudo tee
"/etc/ceph/ceph.client.mysql.keyring" && sudo touch /etc/ceph/ceph.keyring &&
sudo ceph-authtool /etc/ceph/ceph.keyring --import-keyring
/etc/ceph/ceph.client.mysql.keyring

7.2.10 修改 Ceph 配置文件
1、admin 节点修改部署目录下的 ceph.conf, (注意是 admin 部署目录)
2、admin 节点执行如下命令，将部署目录下的配置文件推送到各个节点
# ceph-deploy --overwrite-conf config push node1 node2 node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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