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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rkproxy 介绍

在 MySQL 数据库架构中，不得不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组件，就是
中间件。它所起的作用就是，让上层业务对下层数据库的架构更透
明，起到解藕的作用。同时在现在的云时代，下层数据库可以很好
地将架构及节点关系隐藏起来，让业务感觉到只有一个节点的效
果，提供了无感知的云服务。
中间件，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相对前端业务而言，它承
接了所有的请求。中间件收到请求之后，可以不做任何处理，交给
后端数据库，在后端数据库处理之后，返回结果时，中间件再将消
息原原本本转发给前端业务连接，它的核心作用就是消息的转发，
一款强大的中间件，就体现在转发过程中做了哪些处理。可以做一
些过滤，将不安全的 SQL 请求拦截下来，这样就变身防火墙了。也
可以做审计，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有据可查。当然，也可以做日
志转储，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些日志做日志分析，从而进一步优化数
据库等。也就是说，一款强大的中间件，可以做很多安全、运维、
审计及日志方面的工作。
一款好的中间件，还需要友好的操作、丰富的配置参数、简单
的安装步骤等特性，需要从运维人员的角度去考虑，要实现 MySQL
一以贯之的简单操作方法。这样才能受到市场的欢迎，才能受到运
维人员的青睐，那么 Arkproxy 就是这么一款中间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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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整体架构

从整体上看，图中加粗的线代表了正常业务的流量走向，中间
经过了 Arkproxy，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实现了流量转发的功
能。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了中间件，对所有请求做了分析，通过智
能的分发算法、权重配置等特性，将后面数据库的架构隐藏起来，
实现了对前端业务的透明化，业务变得相对简单了不少，后端数据
库的压力也就均衡了，这样能更好地利用资源，更高效地为业务服
务。
在分发之余，Arkproxy 也会对涉及的所有资源对象做管理，包
括用户、业务请求 SQL、后端数据库等。特别是对 SQL 语句做了详
细的分析、归类、汇总，为后期的数据库运维、问题追查提供了极
大保障。同时还不会对业务请求造成太大影响。
在 Arkproxy 的管理方面，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参数配置、操作命
令等，可以用最高效的方式，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系统运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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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面的配置库，是用来存储一些配置文件中不太容易存储的
内容，比如用户管理配置，针对每一个用户的连接数限制、数据库
限制及连接数等都会存储到这个库里面。

1.2 核心特性

 透明读写分离
一个好的中间件，有些功能是必备的，比如读写分离，通过中
间件的配置，以及路由规则，可以将业务层的 SQL 请求通过规则，
分发到后端相应节点上，这样相比在业务层通过不同端口，或者不
同 VIP 等方式来区分读写请求，更加均衡，后端维护时，不会影响
到业务。
 兼容性
兼容性方面，包括两部分：
1. 首先要兼容的是 MySQL 的协议，因为它所起的作用是转
发 ，所 以首 先得 认识 两边 的消 息， 才能 在中 间 做到 游刃 有余 。
Arkproxy 在这方面，已经支持了所有语句类型的协议。
2. 其次是语法兼容，中间层处理的是所有的 MySQL 业务请
求，承担的角色是可以做到无缝替换掉 MySQL 节点，所以首先要做
到语法的大部分兼容，Arkproxy 是可以 100%兼容 MySQL 语法的，这
在业内是屈指可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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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好性
Arkproxy 在 设 计 之 初 ， 就 从 用 户 使 用 角 度 做 了 充 分 考 虑 ，
Arkproxy 做到了可以和原生 MySQL 分不清的地步，包括配置文件、
启动方式、系统日志、操作命令等，堪称“最具亲切感”的 MySQL
中间件。
 权重分发
Arkproxy 可以根据后端数据库的权重，做到与之相对应的负载
均衡，并且支持动态配置。这样在遇到紧急问题时，可以及时将服
务降级，最大限度地提高数据库集群的可服务程度。
 智能统计
1. digest 日志：Arkproxy 在处理业务请求之余，在分析统计
方面还做了很多事情，首先可以将所有语句格式化、参数化，然后
将同一类语句做分析统计，找到第一次出现时间、最近出现的时
间、查询时间总长度、查询最小时间、最大时间、影响行数等，最
大程度地方便 MySQL 的运维，同时这些信息都可以入库，并且最大
程度地减少对业务请求的影响，优先服务业务。
2. 全日志：Arkproxy 在统计之后，为了可以支持全量日志的
精确分析，做了与 digest 相关联的全日志统计，日志不会落到本地
磁盘，即使请求量非常大，也不用担忧安全问题。全日志信息中，
存储了每条 SQL 语句影响的数据行数、请求时间、执行时间、请求
来源 IP 及用户名等信息，让我们对业务请求所做的操作一览无余。
 Hint 分发
Arkproxy 支持了 MySQL 原生的 Hint 方法，只要在语句中指定
/* *!999999 route to write* */等类似的语法，即可分发到指定
角色对应的节点中。这样的语句在原生 MySQL 中会被认为是注释，
所以直接被忽略了。也可以做到更细致的分发，可以指定到后端数
据库节点，通过指定后端 Server 在配置中指定的名字即可。
 配置 Re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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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端数据库发生故障或者切换之后，可以将中间件的配置做
一次 Reload 操作，同步更新中间件的配置信息，这样新的请求就可
以使用新的路由规则来做分发了。这个 Reload 操作可以用在后端数
据库的高可用切换程序中，这样可以做到前后端同步处理。
 消息压缩
Arkproxy 支持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将消息做压缩处理，这样可
以大大节省网络流量，减少带宽压力。最大程度地为业务程序服
务。
 从库接入
Arkproxy 可以扮演一个 MySQL 主库的角色，直接在其上面挂从
库，让下游在使用方面根本感觉不到这是一个中间件。
 用户连接数限制及统计
Arkproxy 可以配置每一个用户的连接数，如果超过了限制，则
直接向这个用户的连接操作返回异常。也可以限制用户的查询范
围，通过指定用户对应的数据库即可。在用户管理方面，还可以统
计每个用户的连接数目，方便管理。
 丰富的参数配置
对 Arkproxy 的管理，具有丰富的配置参数，实现更人性化、更
具特性的 Arkproxy 管理，更好地服务业务。
 连接池
Arkproxy 对前端有强大的连接池支撑。针对后端的路由配置，
对每一个路由都会建立一个长连接，这样极大地提高了中间件的分
发能力。
 失败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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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proxy 在执行请求失败后，还会做重试操作，提高中间层的
处理能力。

二、Arkproxy 部署
2.1 环境说明
角色
Master
Slave1
Slave2
Arkproxy

主机名
arkdb001
arkdb002
arkdb003
arkdb001

IP:Port
10.0.0.145
10.0.0.146
10.0.0.147
10.0.0.145

2.2 相关资源包
Ark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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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proxy/

2.3 MySQL 部署
2.3.1 搭建 MySQL 实例

可利用镜像网站的 rpm 包安装 MySQL 实例，也可自行安装 MySQL 版
本
shell> mkdir -p /data/software
shell> tar xzf Arkproxy.tar.gz -C /data/software
shell> cd /data/software
shell> rpm -ivh ark-mysql57-5.7.20-1.el6.x86_64.rpm
shell > groupadd mysql && useradd -g mysql -s /sbin/nologin -d
/home/mysql mysql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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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初始化 MySQL 实例
shell>/opt/ark/arkdb/cellar/mysql57/scripts/mysql_install_file -port=3306 --target=mysql57 --installdir=/data

2.3.3 启动 MySQL 实例
shell> /etc/init.d/arkcontrol/mysql.server -P 3306 start

按照上述步骤搭建三个实例，并搭建主从复制，主从复制具体
搭建步骤这里不赘述。
2.4 Arkproxy 部署
2.4.1 安装 Arkproxy
规范化部署目录,统一安装在/data/ark/arkproxy 下
mkdir -p /data/ark/arkproxy
cd /data/ark/arkproxy
mkdir -p bin conf
log

拷贝安装包文件 arkproxy,并赋予可执行权限路径信息如下:
cp /data/software/arkproxy /data/ark/arkproxy/bin
chmod +x arkproxy

2.4.2 配置 arkproxy.cnf 文件
在目录/data/ark/arkproxy/conf 新建配置文件 arkproxy.cnf，配
置文件 arkproxy.cnf 内容如下:
[arkproxy]
proxy_backend_passwd
proxy_backend_user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 ark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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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port
= 3336
proxy_check_slave_lag_period
= 10
proxy_config_host
=
proxy_config_passwd
=
proxy_config_port
= 0
proxy_config_user
=
proxy_digest_trace
= OFF
proxy_flush_thread_num
= 5
proxy_format_fullpath
= OFF
proxy_format_num_per_time = 10
proxy_format_parameterize
= ON
proxy_format_thread_num
= 5
proxy_general_log
= OFF
proxy_general_log_file
= /data/ark/arkproxy/log/proxy.log
proxy_log_error
= /data/ark/arkproxy/log/error.log
proxy_multi_write_mode
= OFF
proxy_namespace
=
proxy_non_encrypted_ips
= 127.0.0.1
proxy_recv_queue_size
= 2000
proxy_send_queue_size
= 100
proxy_server_address
= %
proxy_server_heartbeat_period = 100
proxy_shell_listen_port
= 3335
proxy_shell_password
= password
proxy_shell_username
= proxyshell
proxy_sql_trace
= OFF
proxy_sql_trace_thread_num
= 5
proxy_thread_pool_idle_timeout
= 60
proxy_thread_pool_max_threads
= 65536
proxy_thread_pool_oversubscribe
= 3
proxy_thread_pool_size
= 200
proxy_thread_pool_stall_limit
= 500
proxy_trace_busy_strategy
= 0
proxy_trace_busy_wait_time
= 500
proxy_trace_client_queue_size = 1000
proxy_trace_flush_thread_sleep_msec = 500
proxy_trace_format_thread_sleep_msec = 500
proxy_trace_hash_mem_length = 134217728
proxy_trace_hash_size
= 200
proxy_trace_max_delay_time
= 3
proxy_trace_queue_array_length = 500
proxy_trace_sql_bucket_length = 100
proxy_username_encypted
= OFF
core-file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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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数据库服务
[server1]
#proxy 类型，表示当前节点类型为 Server
proxy_type=server
#数据库地址
backend_host=10.0.0.145
#数据库端口
backend_port=3306
#路由权重
weight=40
#当前节点，如果延迟达到这个值，就会停止前其路由请求
max_slave_lag= 200
#节点默认状态，中间层启动之后就是这个状态。
server_status = ONLINE
#对这个节点的注释
config_comment = day day up_server1
[server2]
proxy_type=server
backend_host=10.0.0.146
backend_port=3306
weight=30
config_comment = day day up_server2
[server3]
proxy_type=server
backend_host=10.0.0.147
backend_port=3306
weight=30
config_comment = day day up_server3

#路由设置
[router1]
#proxy 类型，当前配置节点为路由节点
proxy_type=router
#路由类型：readwrite，读写节点
router_type=readwrite
#配置路由 db
router_servers=server1
#路由注释
config_comment = read_writer server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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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2]
proxy_type=router
#只读路由
router_type=readonly
#有多个路由目标时，以逗号分隔，写在一起。
router_servers=server1,server2,server3

注 ： 请 根 据 实 际 环 境 情 况 替 换 proxy_backend_user 、
proxy_backend_passwd、backend_host、backend_port 以及各节点
的路由类型。同一个类型的路由，不能设置多次，比如 readonly，
只能有一个配置节点，如果对应多个 Server，则可以将多个 Server
的名字写到 router_servers 中，放在一起。
2.4.4 在数据库集群写节点进行用户授权
只 需 要 授 权 配 置 文 件 中 的 proxy_backend_user 和
proxy_backend_passwd 即 可 , 而 proxy_shell_username &&
proxy_shell_password 不需要进行授权，直接可以访问管理端口。
登录数据库集群写节点执行：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arkproxy'@'127.0.0.1' IDENTIFIED BY
'arkproxy' WITH GRANT OPTION ;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arkproxy'@'%' IDENTIFIED BY
'arkproxy' WITH GRANT OPTION;

2.4.5 启动 arkproxy
/data/ark/arkproxy/bin/arkproxy --defaultsfile=/data/ark/arkproxy/conf/arkproxy.cnf &

2.4.6 业务端口说明
Arkproxy 业务访问管理登录(DEV/应用程序)：
mysql -uarkproxy -parkproxy -P3336 -h10.0.0.145 -A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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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Proxy shell 管理登录(DBA/管理员):
mysql -uproxyshell -ppassword -P3335 -h10.0.0.145 -A

2.4.7 修改 Linux core 参数，确保能生成 core 文件
建 议 在 Arkproxy 中 打 开 core-file ， 方 便 问 题 定 位 。 打 开
core-file 不 一 定 能 生 成 core 文 件 ， 需 要 进 行 下 面 的 步 骤 确 认
Linux 系统打开 core dump。
1、在 Linux 中断输入命令 ulimit -c，如果输出结果为 0，则说明默认是不
dump 出 core 文件的，即当程序异常终止时，不会生成 core dump 文件。
2、临时开启 core dump
ulimit -c unlimited 可以开启 core dump。其中，unlimited 表示不限制 core
dump 文件的大小，如果需要限制文件大小，可以将 unlimited 设置为需要的大
小，单位为 KB。
注意：上面的操作重启系统会失效
3、永久开启 core dump
vim /etc/security/limits.conf
#添加如下内容：
* soft core unlimited
* hard core unlimited

三、Arkproxy 参数说明
3.1 系统参数
Name

Scope

Dyn
ame
ic

Typ Defau
e
lt

proxy_backend_u
ser

global

no

str
ing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M
i
n

Max

Description

这 个 参 数 是
Arkproxy 用 来 连
接 MySQL 数 据 库
集群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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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backend_p
asswd

global

no

str
ing

proxy_check_con
sistend_period

global

no

str 10
ing

1

10000
0

proxy_check_sla
ve_lag_period

global

no

str 10
ing

1

10000
0

proxy_config_fi
le

global
,reado
nly

no

str
ing

proxy_config_ho

global

no

str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该用户名的作用
是只负责获取业
务连接的权限信
息，不会实际执
行具体的业务请
求语句，该用户
的 权 限 为 all
privileges。
该 参 数 是
Arkproxy 用 来 连
接 MySQL 数 据 库
集群的用户名
proxy_backend_u
ser 参 数 对 应 的
密码，目前不支
持加密，只能明
文存储。
该参数用来设置
slave 一 致 性
读，设置该参数
后 ， 只 有 slave
和 master 一致才
会 分 发 到 slave
节点。单位：
秒。
该参数用来设置
slave 延 迟 检 测
的间隔时间，单
位:秒。中间层在
分发过程中，会
检查从库是不是
延迟，如果延迟
太久，就会放弃
分 发 到 该 slave
节点。
该参数用来显示
当前中间层启动
时使用的配置文
件，该参数为只
读参数，不能在
配置文件中配
置，不然会启动
不了 Arkproxy。
Arkprox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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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ing

proxy_config_us
er

global

no

str
ing

proxy_config_pa
sswd

global

no

str
ing

proxy_config_po
rt

global

no

int

proxy_consisten
d_max_delay_tim
e

global

no

str
ing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digetst/sql
trace 远端 MySQL
数据库的地址。
如果不设置该参
数，则默认写到
中间层对应的后
端 MySQL 集 群 的
写节点。
Arkproxy
的
digest/sql
trace 远端 MySQL
数据库的用户，
需要到数据库中
赋 权 ， 与
proxy_config_ho
st 相对应。
Arkproxy
的
digest/sql
trace 远端 MySQL
数据库密码，目
前不支持加密，
只能明文存储，
与
proxy_config_us
er 成对配置。
Arkproxy
的
digest/sql
trace 远端 MySQL
数据库的端口，
该参数如果不设
置，则默认是中
间层对应的后端
MySQL 集 群 的 写
节
点
与
proxy_config_ho
st 成对配置。
该参数用来设置
slave 一 致 性 读
的从库延迟时
间，超过该时间
则不会分发到该
从库。单位：毫
秒。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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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digest_tr
ace

global

yes

boo false
lea
n

proxy_flush_thr
ead_num

global

no

int 5

proxy_format_fu
llpath

global

no

boo false
lea
n

proxy_format_nu
m_per_time

global

no

int 10

proxy_format_pa
rameterize

global

no

boo on
lea
n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1

10000

1

10000
0

Arkproxy
的
digest trace 是
否开启的开关，
默认是 true，开
启后会产生相应
的业务访问语句
的 digest 信息。
统计之后的新，
会 被 存 到
proxy_config_ho
st:proxy_config
_port 设 置 的 目
标数据库中，可
能会对中间层性
能有影响，但影
响不大。
该参数用来指定
digest trace 中
批量将 digest 刷
入到存储库中的
并发线程个数。
该参数用来设置
中间层在格式化
业 务 访 问 的 SQL
语句时，是否要
统一将表名前面
加上路径，即库
名
，
如
dbname.table_na
me, 默 认 是 off,
建议开启。
该参数用来设置
trace 模 块 中 每
次批量处理的格
式 化 SQL 个 数 ，
保持默认值即
可。
该参数用来设置
在 digest 生 成
时，是否开启将
where 条 件 中 的
常量值用“？”
来替代。如果开
启，则中间层会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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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format_th
read_num

global

no

int 5

proxy_general_l
og

global

yes

boo off
lea
n

proxy_general_l
og_file

global

yes

fil host_
e
name.
nam log
e

proxy_incoming_
addresses

global

yes

str
ing

proxy_log_error

global

yes

fil
e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1

10000
0

认为语句相同，
但常量值不同的
语句是同一个语
句，这样就会被
合并到同一个
digest 中， 如 果
不开启，则会被
认为是不同的语
句，生成的是不
同的 digest。
Arkproxy 生 成
digest 时批 量 处
理的线程数，默
认是 5。
该 参 数 与 MySQL
的 general_log
意义相同，记录
所有的操作。
该 参 数 与 MySQL
的
general_log_fil
e 意义相同，
general log 的
路径。
该参数用来设置
多个 Arkproxy 组
成的集群的地址
集合。格式为：
IP:shell 端 端
口，每组之间用
“,”分隔。在某
一个 Arkproxy 节
点上 执 行 config
flush 、 config
write outfile、
config
reload
操作时会同步到
其 他 的 Arkproxy
节点。最多可配
置
32
个
Arkproxy 集 群 节
点。
该 参 数 与 MySQL
的 log_error 意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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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
e
int

proxy_max_conne
ctions
proxy_multi_wri
te_mode

global

yes

global

no

boo false
lea
n

proxy_namespace

global

no

str mysql
ing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义相同，即错误
日志文件名。
该参数为运行的
最大连接数。
该参数用来设置
当前分发模式是
否支持多点写
入，默认值为
false，如果设置
为 false ， 则 在
配置中不支持设
置多个在线的写
节点，并且在分
发的过程中，始
终只会向一个写
节点分发写操作
（ 包 括 Hint
等），并且如果
已经有一个写节
点在线了，那么
也不支持将另一
个写节点上线。
如 果 设 置 为
true
，
则
Arkproxy 支 持 设
置多个写节点，
并且也支持将他
们都上线，并且
在写分发时，会
在多个写节点之
间，做负载均
衡。
Arkproxy
digest/sql
trace 存 储 数 据
库的名字。如果
不
指
定
proxy_config_ho
st 等参数，默认
会存储到业务库
的 mysql 库 中 ；
如 果 指 定 了
proxy_config_ho
st 参数，就会以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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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non_encry
pted_ips

global

no

str
ing

proxy_not_route
r_mode

global

no

boo
lea
n

proxy_port

global

no

int

proxy_recv_queu
e_size

global

no

int 100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1
0
0

10000
000

proxy_namespace
为数据库名，存
储到数据库中。
该参数用来设置
中间层对用户名
的解析规则，如
果在这个名单里
面的，则不会对
用 户 名 和 IP 做
HASH 操作，这样
登录中间层和登
录后端数据库所
使用的 IP 和用户
名可以保持原
样，这样是为了
方 便 DBA 运 维 管
理，而不可以将
业务正常访问的
IP 加入白名单，
不然可能导致不
可预知的问题。
这个名单 IP 个数
尽量少。
默 认 为 0, 即
arkproxy 提 供 读
写 分 离 ； 当
proxy_not_route
r_mode=1 时 打 开
不读写分离模
式，也就是主库
提供读写，从库
提供高可用功
能，该参数不可
以动态修改。
Arkproxy 对 外 提
供连接后端数据
库的端口。
Arkproxy 针 对 每
一个连接，内部
维护了一个从后
端到中间层接收
消息的队列，这
个队列用来存储
后 端 MySQL 向 业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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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send_queu
e_size

global

no

int 10

proxy_server_ad
dress

global

no

str 本 机
ing 连 接
backe
nd
serve
r 时的
IP 地
址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1

10000
0

务客户端返回的
消息的，设置稍
微大一些，可以
一定程度上提高
中间层处理性
能。
Arkproxy 针 对 每
一个连接，内部
维 护 了 一 个 SQL
接收队列，这个
队列不出意外，
只会用到一个节
点，所以可以设
置到最小，即保
持默认即可。
该参数用来配置
在处理中间层到
后 端 DB 的 权 限
时，中间层的 IP
地址是什么，可
以配置为一个固
定的实 IP，这个
IP 会出现在后端
数据库所有的授
权帐号中，因为
最终与后端数据
库连接的是中间
层，所以帐号对
应的都是中间层
的 IP 地址。但这
样有一个问题：
如果中间层机器
出问题了，或者
迁移了，或者部
署多个中间 层用
来实现中间层高
可用，有多个 IP
地址，或者 IP 地
址变了，那么新
的中间层就没有
权限连接到后端
数据库了，所以
为了避免这样的
问题发生，可以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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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server_he
artbeat_period

global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no

int 100

1

10000
0

配置一个地址范
围 ， 比 如
l92.168.%，这样
的话，中间层只
要 在 l92.168 网
段做迁移，都不
会有问题，或者
干脆不考虑这个
问题，可以直接
配置为%，这样中
间层不管部署在
什么位置，都不
会有连不上的问
题了。所以除非
确定中间层不会
迁移，并且只有
一个中间层，那
就可以配置为一
个 固 定 的 IP 。
需要注意的一点
是，这个参数的
值，一经确定，
最好别再修改，
不然可能会出现
连接不上数据库
的问题。或者出
现 show grant ，
show
create
user 等命令没有
结 果等问题。另
外，在通过中间
层给 client 授权
的时候，尽量避
免不同用户具有
相同用户名的问
题，不然会存在
权限放大的问
题。
Arkproxy 在 内 部
会保持不断地做
心跳检测，以保
证每一个连接都
正常处于活动状
态，这个参数用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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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server_uu
id

global

no

str
ing

proxy_shell_lis
ten_port

global

no

int

proxy_shell_pas
sword
proxy_shell_use
rname

global

no

global

no

str
ing
str
ing

proxy_sql_trace

global

yes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boo false
lea
n

来设置每两次心
跳检测的时间间
隔。
该参数表示当前
arkproxy 节 点
UUID ， 用 来 标 识
arkproxy 集 群 中
不同节点。
ArkProxy 的 管 理
端口，通过这个
端口登录，可以
管理、查看中间
层的状态，连接
数量、配置参数
等，也可以通过
一系列命令来设
置，控制中间层
的行为。
登录 Arkproxy 管
理端口的密码。
登录 Arkproxy 管
理端口的用户
名。
ArkProxy 的 sql
trace 是否开启
开关，默认是
true，如果开启
了，则会将所有
的 SQL 访问都记
下来，存储到
proxy_config_ho
st:proxy_config
_port 设置的目
标数据库中，可
能会对中间层的
性能有影响。依
赖
proxy_digest_tr
ace，只有
proxy_digest_tr
ace 打开了，
proxy_sql_trace
打开之后才能起
作用。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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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sql_trace
_thread_num

global

no

int 5

1

10000

proxy_thread_po
ol_idle_timeout

global

yes

int 60

1

uint_
max

proxy_thread_po
ol_max_threads

global

yes

int 65536

1

65536

proxy_thread_po
ol_oversubscrib
e

global

yes

int 3

1

1000

proxy_thread_po
ol_size

global

no

int 8

1

10000
0

proxy_thread_po
ol_stall_limit

global

yes

int 500

1
0

uint_
max

proxy_trace_bus
y_strategy

global

no

int 0

0

5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ArkProxy 处 理
sql trace 的 线
程个数，默认是
5。
工作线程最大空
闲时间，工作线
程超过这个数还
空闲的话就退
出，这个值默认
是 60 秒。
允许线程池中最
大的线程数，默
认为 65536。
用于计算线程组
是否太过活跃或
者太过繁忙，也
即系统的负载程
度，用于在一定
场景决策新的工
作线程是否被创
建于和任务是否
被处理，这个值
默认是 3。
该个参数指的是
线程组大小，默
认 是 CPU 核 心
数，线程池初始
化的时候会根据
这个数字来生成
线程组，每个线
程组初始化一个
poolfd 句柄。
timer thread 迭
代的时间间隔，
默认是 500ms。
当服务运行繁忙
时 ， 记 录 的
digest 和 sql
trace 是 否 丢
掉，默认为 0，
表示丢掉，1 表
示阻塞并等待，
其它值目前无
效。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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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trace_bus
y_wait_time

global

no

int 500

1

36000
00000
00

proxy_trace_cli
ent_queue_size

global

no

int 1000

1

10000
0

proxy_trace_flu
sh_thread_sleep
_msec

global

no

int 500

1

36000
00000
00

proxy_trace_for
mat_thread_slee
p_msec

global

no

int 500

1

36000
00000
00

proxy_trace_has

global

no

int 13421

1

54975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该参数表示当服
务运行繁忙时，
如 果 记 录 的
digest 和 sql
trace 设 置 为 等
待的话，等待的
时间间隔，单位
是毫秒。
该参数用来设置
SQL trace 在 处
理任务时的队列
大小，收集线程
不断地向这个队
列中放置，刷出
线程不断地从这
个队列中取出
来，然后写入到
后端数据库中。
从队列里取数据
时，如果队列是
空的，则需要等
待一段时间，再
重试，该参数用
来设置这个等待
时间间隔的，单
位为毫秒。
中间层在每次批
量 处 理 SQL 语 句
的格式化并生成
digest 之后 ， 都
会去休息一小段
时间，这样就可
以适当地减少中
间层的压力，同
时考虑到在没有
访问，或者访问
比较小的时候，
收集太过频繁导
致出现空转的问
题。这个参数就
是用来设置暂停
时间的，单位为
毫秒。
在 sql trace 生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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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_mem_length

7728

58138
88

proxy_trace_has
h_size

global

no

int 200

1

10000
0000

proxy_trace_max
_delay_time

global

no

int 3

1

10000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成时，中间层会
使用 hash 来做去
重，以尽可能地
减少流量与压
力 ， 但 这 个
HASH 表所使用的
内存空间不能太
大，而这个参数
就是用来设置这
个最大内存空间
的 ， 默 认 是
128M ， 如 果 超 过
这个值，则这个
缓存不能继续写
了 ， 需 要 flush
到后端数据库中
之后才可以继
续。这个值设置
的越大，则会有
更 多 的 trace 信
息做了合并。
该参数用来设置
HASH 表的容量，
设置的是记录个
数，如果记录数
超过这个设置的
值之后，也会做
清空操作，然后
才可以继续使
用。
为 防 止 trace 信
息及时地刷到后
端数据库中，而
不能一味地只等
待占用内存数量
以及记录个数，
还需要通过设置
该参数，来保证
trace 在 超 过 这
个时间之后，即
使内存占用比较
小，或者记录数
很小，也会将
trace 信 息 刷 到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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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trace_que
ue_array_length

global

no

int 500

1

10000
000

proxy_trace_sql
_bucket_length

global

no

int 100

1

10000
0000

proxy_trace_sto
rage

global

yes

enu MYSQL
m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后端数据库中
资源池，每个客
户端连接对应一
个队列成员，所
有连接争抢这个
资源，这个队列
是用来保证及加
工 digest 信 息
的。如果设置太
小，可能会引起
资源不足，性能
下降的问题。所
以建议在使用
时，尽量要设置
到比最大连接要
大一点，这样能
保证每个连接都
有一个这样的资
源。如果设置不
合适，可以通过
参数来动态修改
大小。但需要通
过命令将缓存先
关闭，然后再重
新创建。
该参数用来指
定 ， 在 sql
trace 缓 存 中 ，
通 过 参 数
proxy_sql_trace
_thread_num
指定了总共有多
少个线程来处理
sql trace 信
息，该参数指定
的是，每一个线
程 要 处 理 的 sql
trace 信 息 队 列
的大小。
该参数用来设置
arkproxy 产 生 的
日志信息，存储
在 MySQL 中 还 是
Kafka 中 ， 默 认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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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trace_sto
rage_host

global

yes

str null
ing

proxy_trace_sto
rage_passwd

global

yes

str null
ing

proxy_trace_sto
rage_port

global

yes

int 0

proxy_trace_sto
rage_user

global

yes

str null
ing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为 MySQL ， 本 参
数可以动态修
改，但修改之后
在当前运行状态
中不起作用，需
要 关 闭 trace
cache 之 后 重 新
创 建 。 支 持
MYSQL 和 KAFKA。
该参数用来设置
trace 信 息 存 储
位置的地址，可
以
MySQL
和
Kafka 通 用 。 本
参数可以动态修
改，但修改之后
在当前运行状态
中不起作用，需
要 关 闭 trace
cache 之 后 重 新
创建。如果存储
是 MySQL ， 并 且
这个参数没有设
置的话，会存储
到
beckend
server 的 主 节
点。
该参数用来设置
trace 信 息 存 储
位置的密码。
该参数用来设置
trace 信 息 存 储
位置的端口，可
以
MySQL
和
Kafka 通 用 。 本
参数可以动态修
改，但修改之后
在当前运行状态
中不起作用，需
要 关 闭 trace
cache 之 后 重 新
创建。
该参数用来设置
trace 信 息 存 储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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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_username_
encypted

global

yes

boo true
lea
n

proxy_version

global
,reado
nly

no

str
ing

proxy_net_per_b
uffer_max_size

global

yes

int 0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1
0
2
4

位置连接用户
名 ， 可 以 MySQL
和 Kafka 通 用 。
本参数可以动态
修改，但修改之
后在当前运行状
态中不起作用，
需 要 关 闭 trace
cache 之 后 重 新
创建。
该参数用来控制
Arkproxy 在 处 理
用户创建、删
除、修改用户信
息时，要不要将
对应的用户名与
host 加密，以防
止出现权限放大
的问题。此参数
如 果 设 置 为
OFF，则处理用户
时 ， Arkproxy 会
保持用户名为原
样。
该参数用来显示
当前中间层的版
本号，版本信息
以时间为序列，
比
如
”
18.02.23 ” 表 示
是 2018 年 2 月
23 号的版本。类
型为只读，只能
查看，不能修
改。
1、参数非必须，
可在线修改，默
认值为 0 时表示
不控制最大值
2、通常如果自动
内存优化能够有
效控制内存则不
需要设置最大
值。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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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参数设置
大于 0 但小于
1024 则会内部使
用 1024 作为最小
值
4、如果需要设置
最大值，可以参
考 show proxy
connection
status; 结 果 中
的
Recv_Average_Bu
f_Len 来 进 行 设
置
5、设置最大值以
后 如 果 sql 返 回
结果集需要的
buffer 大 于 此
值，其影响是会
给 这 个 sql 另 外
申请内存空间使
用完毕后释放，
而频繁的申请内
存空间可能有一
定的性能损失。
可以动态修改此
参数观察性能变
化。

3.2 config help 说明
config help;用来查看 Arkproxy 管理端支持的命令，具体支持的命
令如下：
命令系列

说明

/*!999999 route to {write|read}*/

中间层的 hint
使用方式，在每
条语句的最前面
加上这些信息，
就可以主动让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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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Proxy 将查
询路由到写节点
或者读节点，适
用于对于主从延
迟敏感的业务
show backend servers

查看后端配置数
据库的状态

show backend routes

查看后台
server 对应
route 的状态

show backend connections

查看 ArkProxy
链接后端的信息

show user config list

可以查看配置
user 的信息

show config cache

查看当前缓存中
的配置信息

show trace status

查看当前中间层
关于 trace 状态
的信息

show trace full status

查看当前中间层
关于 trace 状态
的更详细的信息

show variables local

显示管理用户的
所有 variables

config help

显示所有的管理
端口的命令帮助

增加一个
server 节点，
在
config add {read|write} server {servername}
server_attribu
[server_attribute [,server_attribute] ...];
te 中指定了这
server_attribute:
个节点的属性。
{host='string'|port=integer|max_lag=integer|weight=in
新增节点状态都
teger}
是 OFFLINE，如
果需要上线，则
将其手动上线。

config write outfile '{filename}'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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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config set server {servername} online/offline

将指定 server
上下线

config set user '{username}'@'{userip}'
max_user_connections={integer}

在有权限的基础
上，可以再限制
某用户可连接的
最大连接数

config set user '{username}'@'{userip}'
databases={dbname}

在有权限的基础
上，可以再限制
可连接的后端数
据库，不过这个
功能暂未支持

config delete {integer}

用来删除某个设
置项的。
integer 表示序
号，序号需要从
show config
cache 中拿到。

config {delete all|reset}

表示当前未生效
的配置缓存都不
要了

config reload

将外部配置文件
中的内容
reload 到内
存。当手动修改
配置文件中之
后，可以通过
config reload
让其生效。

config flush

设置完后，此时
所有的配置还未
生效，只是缓存
到当前会话中
的，需要通过
config flush
命令让其生效。

set global|session variable_name=variable_value;

这个操作的作用
和直接在 MySQL
服务器上执行设
置参数变量值是
一样的。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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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trace sql cache close

关闭 trace sql
cache

config trace cache close

关闭 trace
cache

config trace cache create

创建 trace
cache

config trace sql cache create

创建 trace sql
cache

show proxy connection status;

显示每个连接
buffer 的内存
信息

show proxy status;

显示 proxy 总的
内存使用情况

3.3 show backend servers 说明
show backend servers;用来查看后端配置数据库的状态，具体字段
含义如下：
column

含义

weight

当前服务器权重

Max_Slave_Lag

当从库超过相应值后就不路由

Routed

是否配置了路由

Comments

备注

3.4 show backend routes 说明
show backend routes;命令用来查看后台 server 对应 route 的状
态，具体字段含义如下：
column

含义

Route_Type

Write/read 路由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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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show backend connections 说明
show backend connectins;用来查看 Arkproxy 链接后端信息，具体
字段含义如下：
column

含义

Parent_Id

当前中间层与客户端的 thread_id

User

当前程序连接到中间层的原始用户名

Host

当前程序连接到中间层的来源 IP 地址

MD5_HASH

当前程序连接到中间层被加密用户名，如果与 User 相同，
说明在 Host 的白名单中（参数 proxy_non_encrypted_ips）

Backend_Host

连接的机器

Port

连接到数据库的端口

Db

当前连接的 DBname，如果不指定则为空

Route_Type

Write

Wait_Timeout

超时断开时间 900s

Last_heartbeat

上一次心跳时间

Last_executiion 上一次执行时间
Alived

当前状态

Env_Version

连接中环境变量的版本

Route_count

路由总数量

Slave_Lag

延迟时间

Running_SQL

如果没有运行的 SQL 表示没有，如果有就是当前正在跑的
SQL

四、Arkproxy 功能测试
为了方便理解功能测试的效果, 人工模拟主从数据不一致的场景。
模拟步骤如下: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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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Master, 创建库表和数据
create database arkproxy_test;
create table arkproxy_test.test(id int not null primary key
AUTO_INCREMENT,name varchar(100), comment varchar(100));
insert into arkproxy_test.test values(1,'Master','Master');

Master 节点数据如下:

2. 登录 Slave1,插入如下数据
SET sql_log_bin =OFF;
insert into arkproxy_test.test values(2,'Slave1','Slave1');
SET sql_log_bin =ON;

Slave1 节点数据如下：

3. 登录 Slave2,插入如下数据
SET sql_log_bin =OFF;
insert into arkproxy_test.test values(3,'Slave2','Slave2');
SET sql_log_bin =ON;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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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2 节点数据如下：

4.1 Arkproxy 后台管理

功能名称

Arkproxy 后台管理和运维命令

预期结果

正常登录 Arkproxy 管理后台和运维命令基本使用
1. 登录 Arkproxy 管理端口，通常方便于 DBA/运维人员使用。
mysql -uproxyshell -ppassword -P3335 -h127.0.0.1 -A
2. 查看支持的命令，执行
mysql> config help;
3. 查看后端配置数据库的状态,执行
mysql> show backend servers;
4. 查看后台 server 对应 route 的状态,执行
mysql> show backend routes;

操作步骤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2 Arkproxy 读写分离

功能名称 Arkproxy 读写分离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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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结果 访问 Arkproxy，SQL 读请求会分发到读写节点。
1. 登录 Arkproxy 管理端口
mysql -h127.0.0.1 -uarkproxy -parkproxy -P3336
2. 查询 select * from arkproxy_test.test; 会路由到 Master、
Slave1、Slave2。

操作步骤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3 Arkproxy 负载均衡
功能名称 Arkproxy 负载均衡测试
预期结果 proxy 会按照配置权重分配读 SQL
操作步骤 1. 修改配置文件/data/ark/arkproxy/conf/arkproxy.cnf 设置节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36

极数云舟跨云中间件 Arkproxy 用户手册
点权重

2. 重启 arkproxy 以生效配置文件，登陆 Arkproxy
mysql -h127.0.0.1 -uarkproxy -parkproxy -P3336
3. 查看数据，确定是否按照配置会均衡分发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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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4 Arkproxy Hint 分发
功能名称
预期结果
操作步骤

Arkproxy Hint 分发
按照 hint 分发到读写节点
1. hint 分配到读节点，多次测试，是否一致
/*!999999 route to read */ select * from
arkproxy_test.test;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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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nt 到写节点，多次测试
/*!999999 route to write */ select * from
arkproxy_test.test;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5 Arkproxy shell
功能名称
预期结果

Arkproxy shell 端
在管理用户界面，可以获取详细的帮助信息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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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陆 Arkproxy shell，进入管理库
mysql -h127.0.0.1 -uproxyshell -ppassword -P3335
2. 输入 config help\G; 查看帮助信息

操作步骤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6 Arkproxy 用户连接数限制
功能名称 Arkproxy 用户连接数限制
预期结果 超过连接数限制直接报错
1. 登录 arkproxy 进行账号授权: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test_conn'@'10.0.0.145'
IDENTIFIED BY 'test_conn';
flush privileges;

操作步骤

2. 在 arkproxy 部署机器上通过 Arkproxy shell 登陆管理配置窗口
mysql -h127.0.0.1 -uproxyshell -ppassword -P3335
3. 设置最大连接数为 0,即不允许连接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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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config set user 'test_conn'@'10.0.0.174'
max_user_connections=0;
mysql> config flush;

4. 再次尝试登陆 Arkproxy 报错
mysql -utest_conn -P 3336 -h10.0.0.145 -ptest_conn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7 Arkproxy 手动下线读
功能名称
预期结果

Arkproxy 手动下线读节点
下线后不再分发SQL到下线实例
1. 通过Arkproxy shell登陆管理配置界面
mysql -h127.0.0.1 -uproxyshell -ppassword -P3335
2. 查看机器情况
mysql> show backend servers;

3
3. 下线server3
mysql> config set server server3 offline;
操作步骤
mysql> config flush;

2. 登录arkproxy查询数据
mysql -h127.0.0.1 -uarkproxy -parkproxy -P3336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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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是否会有server3的数据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8 Arkproxy SQL 兼容
功能名称
预期结果

操作步骤

Arkproxy SQL兼容性
Arkproxy 兼容日常使用的SQL
1. 登陆 Arkproxy, 执行SQL测试
mysql -h127.0.0.1 -uarkproxy -parkproxy -P3336
2. 建库、建表测试
drop database arkproxy_test1;
create database arkproxy_test1;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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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arkproxy_test1;
create table demo(id int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primary
key,content varchar(30));
create table demo1(id int not null,content varchar(30)
character set latin1) engine=myisam,charset=utf8;
create temporary table tempory_table2 like demo1;
CREATE TABLE `partition_table`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ontent` varchar(30) NOT NULL DEFAULT '',
`val1` int(11) DEFAULT NULL,
`update_time` timestamp NULL DEFAULT CURRENT_TIMESTAMP ON
UPDATE CURRENT_TIMESTAMP,
`create_time` timestamp NULL DEFAULT CURRENT_TIMESTAMP ON
UPDATE CURRENT_TIMESTAMP,
`timecol` timestamp(3) NULL DEFAULT '2014-09-08
17:51:04.777',
`order_day` datetime NOT NULL,
`user_name` varchar(20) DEFAULT NULL,
`user_mobile` varchar(11) DEFAULT NULL,
PRIMARY KEY (`id`,`order_day`),
UNIQUE KEY `uniq_content_orderday`
(`content`,`order_day`),
KEY `idx_val1` (`val1`),
KEY `idx_name_mobile` (`user_name`,`user_mobile`)
) ENGINE=InnoDB AUTO_INCREMENT=23 DEFAULT CHARSET=utf8mb4
/*!50100 PARTITION BY RANGE (YEAR(order_day))
(PARTITION p_2010 VALUES LESS THAN (2010) ENGINE =
InnoDB,
PARTITION p_2011 VALUES LESS THAN (2011) ENGINE = InnoDB,
PARTITION p_2012 VALUES LESS THAN (2012) ENGINE = InnoDB,
PARTITION p_catchall VALUES LESS THAN MAXVALUE ENGINE =
InnoDB)
*/ ;
CREATE TABLE `ts` (
`id` int(11) DEFAULT NULL,
`purchased` date DEFAULT NULL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50100 PARTITION BY RANGE ( YEAR(purchased))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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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PARTITION BY HASH ( TO_DAYS(purchased))
(PARTITION p0 VALUES LESS THAN (1990)
(SUBPARTITION s0 ENGINE = InnoDB,
SUBPARTITION s1 ENGINE = InnoDB),
PARTITION p1 VALUES LESS THAN (2000)
(SUBPARTITION s2 ENGINE = InnoDB,
SUBPARTITION s3 ENGINE = InnoDB),
PARTITION p2 VALUES LESS THAN MAXVALUE
(SUBPARTITION s4 ENGINE = InnoDB,
SUBPARTITION s5 ENGINE = InnoDB)) */ ;
3. DML测试
insert into demo values(null,'insert test1');
insert into demo values(null,'insert test2');
insert into demo values(null,'insert test3');
delete from demo where content='insert test1';
update demo set content='update test' where
content='insert test2';
select * from demo;
4. DDL测试
alter table demo add column val1 int not null;
5. 登陆后端数据库3306端口查看数据
mysql -h127.0.0.1 -uroot -P3306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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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配置文件动态加载
功能名称
预期结果

Config reload
修改配置文件的[server]和[router]组的参数后，可以热加载生
效。
1. 登陆 Arkproxy shell，进入管理库
mysql -h127.0.0.1 -uproxyshell -ppassword -P3335
2. 查看后端 server 对应 route 的状态
mysql>show backend servers;

操作步骤

操作结果

3. 修改配置文件，将[server2]的weight改为10
4. 登录Arkproxy shell，进入管理端口，执行config reload重
新加载配置文件
5. 执行show backend servers;查看server2的weight变为10，
修改生效
注：如果为Arkproxy集群，则只会在该节点生效，不会同步到其
他节点
符合预期

4.10 动态修改参数
功能名称
预期结果

操作步骤

动态修改参数生效
在线修改某个参数之后，动态加载生效。
1. 登陆 Arkproxy shell，进入管理库
mysql -h127.0.0.1 -uproxyshell -ppassword -P3335
2. 修改某个参数
set global proxy_flush_thread_num=20;
3. 增加之后查看server信息为生效，配置在cache中，执行刷新
config flush；
4. 查看该参数改为20
5. 刷新到配置文件中
config write outfile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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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ark/arkproxy/conf/arkproxy.cnf';
6. 查看配置文件，修改成功

操作结果

注：如果为Arkproxy集群，则只会在该节点生效，不会同步到其
他节点
符合预期

4.11 配置项加载
功能名称
预期结果

Config flush
在线修改某个配置项之后，动态加载生效。
1. 登陆 Arkproxy shell，进入管理库
mysql -h127.0.0.1 -uproxyshell -ppassword -P3335
2. 修改某个配置项，例如在线增加 server
config add read server server4
host='10.0.0.152,port=3307,max_lag=10000,weight=40;
3. 增加之后查看server信息为生效，配置在cache中，需要
config flush；
4. 新添加的节点的状态默认为OFFLINE

操作步骤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12 配置导出
功能名称
预期结果
操作步骤

当前配置导出到外部文件
执行完成之后，当前配置导出到外部文件
1. 登陆 Arkproxy shell，进入管理库(arkdb1)
mysql -h127.0.0.1 -uproxyshell -ppassword -P3335
2. 执行config write outfile '/data/a.txt';即可导出。如果
不指定绝对路径导出到arkproxy的bin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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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13 配置删除
功能名称
预期结果

删除某个配置项
修改配置之后，删除配置项。
1. 登陆 Arkproxy shell，进入管理库
mysql -h127.0.0.1 -uproxyshell -ppassword -P3335
2. 在线调整server上线，执行config set server server4
online后，show config cache 查看到如下信息。

操作步骤
3.config delete 1即可删除之前操作。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14 在线增加 server
功能名称
预期结果

操作步骤

在线增加server
操作完成后server可以查看正常
1. 登陆 Arkproxy shell，进入管理库
mysql -h127.0.0.1 -uproxyshell -ppassword -P3335
2. 执行增加新 server，然后刷新缓存设置生效
config add read server server4
host='10.0.0.152,port=3307,max_lag=10000,weight=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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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flush；
3. 新添加的节点的状态默认为OFFLINE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15 在线上线 server
功能名称
预期结果

在线上线server
将下线的server在线调整为上线
1. 登陆 Arkproxy shell，进入管理库(arkdb1)
mysql -h127.0.0.1 -uproxyshell -ppassword -P3335
2. 执行增加新 server，然后刷新缓存设置生效。查询数
据后正常可以显示
config set server server4 online;
config flush;
show backend servers;

操作步骤

操作结果

注：上线的节点必须要实际存在才可上线成功。
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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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智能统计
4.16.1 trace 缓存空间介绍
Arkproxy 支持对 SQL 语句的统计与全日志记录。分为两种记录
模式，包括统计类型的 digest cache 功能与 SQL 全日志记录的 sql
cache ， 分 别 有 两 个 参 数 控 制 :proxy_digest_trace ，
proxy_sql_trace 。 参 数 proxy_sql_trace 需 要 依 赖
proxy_digest_trace ， 只 有 proxy_digest_trace 打 开 了 ，
proxy_sql_trace 打开之后才能起作用。这两个参数都是可以动态
打开或者关闭的，也就是立即生效，方便在 Arkproxy 运行的过程
中，还可以调整相关参数。
在 Arkproxy 内部，维护了一个缓存空间，与缓存空间相关的参
数有
proxy_trace_queue_array_length，proxy_trace_hash_size、
proxy_trace_client_queue_size、proxy_format_thread_num 等，
在缓存创建好之后，这些参数还是可以动态修改，但修改之后，在
当前缓存空间中，是不会起作用的。
Arkproxy 提供了可以动态调整缓存空间大小的方法，即通过
Shell 端口手动配置。
Arkproxy 可以通过命令来手动关闭缓存空间，命令如下：
config trace sql cache close;这个命令是用来关闭 SQL Cache
的，也就是类似 general log 的功能。关闭这个缓存的前提是，需
要将参数 proxy_sql_trace 关闭，同时还要等待 SQL Cache 中的任
务已经完成，防止丢失里面的数据。如果都没有问题，则可以成功
关闭 SQL cache。而此时的操作，是不会影响 digest cache 的，这
个缓存空间还是会正常运行并记录。
如果想调整 digest 相关的参数，则需要使用另一个命令手动将
digest cache 关 闭 ， 但 此 时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关 闭 这 个 缓 存 ，
arkproxy 同时也会将 sql cache 关闭，也就是这个命令会将整个
trace 的 缓 存 空 间 关 闭 并 释 放 。 命 令 如 下 :config trace cache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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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报如下错误：
mysql> config trace cache close;
ERROR 2084 (HY000): proxy config error: 'please set variable
proxy_sql_trace and proxy_digest_trace to OFF first'.

则按照报错信息来操作，需要将两个参数都关闭之后，再来重试。
如果报如下错误：
mysql> config trace cache close;
ERROR 2084 (HY000): proxy config error: 'please wait the sql trace
cache is empty'.

此时，可能是因为 sql cache 还有任务没有执行完成，需要等待
一会儿重新再试一次即可。当然如果等待时间有点长，则可以通过
调整相关参数，可以加速 cache 中记录的处理。在关闭缓存之后，
此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相应的参数，比如线程数，
trace 队列大小等，然后就可以再次创建了，创建过程，也是通过
命令来实现的。
通过这个 config trace cache create; 命令，就可以实现对
digest cache 的 创 建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这 里 创 建 的 只 是 digest
cache ， 而 不 会 去 创 建 sql cache 的 。 当 然 创 建 过 程 与 参 数
proxy_digest_trace 及 proxy_sql_trace 也没有关系，这两个参数
与缓存是完全独立的。创建过程不会报错。
如果已经创建了，则直接返回。创建之后，就可以通过将参数
proxy_digest_trace 设 置 为 ON ， 此 时 可 以 观 察 对 应 的
proxy_namespace 库或者配置的后端数据库的 mysql.query_digest
表的变化了。如果只是创建了缓存，而参数 proxy_digest_trace 并
没有开启，则不会生成相应的 digest 数据。
相应地，创建 SQL Cache 也是一样的，通过下面的命令来实
现 ： config trace sql cache create; 与 关 闭 的 区 别 是 ， sql
cache 的创建动作，是会将 digest cache 同时创建起来，因为 sql
cache 会依赖 digest。创建完成之后，arkproxy 还是不会生成相应
信息的，此时需要将两个参数打开，然后再去观察相应位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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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化 。 比 如 mysql.query_digest ， mysql.query_sql 或 者 在
proxy_namespace 所配置的数据库下面。
在创建或者关闭 digest 缓存的时候，都是可以通过命令来查看
其状态的。比如：show trace status 这个命令。
各字段含义如下：
column

含义

Empty_Count

空闲缓存对象个数

Busy_Count

处于被占用状态

Format_Count

正在处理 digest 合并或者入库等信息

Reset_Count

对象已经被使用过，目前也处于空闲状态，表示
目前已经可以再次被使用。

如果能看到有结果集，则说明当前已经创建了 trace digest 缓
存。如果结果集为空，则没有创建，需要手动创建。
show trace full status 这个命令展示的数据是一个详细的使
用情况，但不是每次都会展示所有的缓存对象，只会展示状态为
Busy 和 Format 两种状态的对象缓存情况。
各字段含义如下：
column

含义

Array_Index

表示的是当前对象在整个缓存空间的序列号（以
0 为起点）

Thread_ID

表示的是当前使用这个对象的 Arkproxy 中的连
接 ID

Queue_State

队列状态

Enqueue_Index

表示的是前缓存对象中，所管理的任务队列的入
队位置

Dequeue_Index

表示的是前缓存对象中，所管理的任务队列的出
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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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est_Sum

表示的是处理过的任务总数

Trace 写入到 Kafka
参 数 proxy_trace_storage 设 置 为 Kafka 时 ， 打 开 Trace 之
后，Trace 包括两个模块，分别是 Trace Digest 和 Trace SQL，这
两 个 模 块 分 别 属 于 两 个 Topic ， 订 阅 名 称 为 trace_digest 和
trace_sql，在启动之后，可以通过订阅这两个 topic 来拿到对应的
JSON 数据，JSON 数据内容和 MySQL 存储方式的对应两个表的存储
内 容 相 同 。 会 存 储 到 配 置 的 参 数
proxy_trace_storage_host:proxy_trace_storage_port 数据库。
Trace 写入到 MySQL
参数 proxy_trace_storage 设置为 MySQL 时，Trace 产生的信
息就会存储到 MySQL，库名通过 proxy_namespace 来指定，存储到
query_digest 和 query_sql 表。
表结构如下：
CREATE TABLE `query_digest` (
`id` bigint(20) unsigned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OMMENT 'auto
increment',
`schemaname` varchar(65) NOT NULL COMMENT 'db name',
`username` varchar(65) NOT NULL COMMENT 'user name',
`digest` varchar(65) NOT NULL COMMENT 'hash key',
`formatsql` text COMMENT 'format sql',
`count` bigint(20) NOT NULL COMMENT 'sum of sql',
`first_seen` bigint(20) NOT NULL COMMENT 'first_seen',
`last_seen` bigint(20) NOT NULL COMMENT 'last_seen',
`sum_time` bigint(20) NOT NULL COMMENT 'sum of sql time',
`min_time` bigint(20) NOT NULL COMMENT 'min time per sql',
`max_time` bigint(20) NOT NULL COMMENT 'max time per sql',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uniq_digest` (`digest`)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COMMENT='digest table';

这个表用来统计同一个 digest（digest 是将参数常里值变为？
之后，再加上用户名 username 和数据库名 schemaname 这三者做的
hash）的语句的统计信息，包括格式化后的 SQL：formatsql、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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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数 count 、 第 一 次 出 现 时 间 first_seen 、 最 后 一 次 出 现 时 间
last_seen、总的时间 sum_time、最小时间 min_time、最大时间
max_time 等。
CREATE TABLE `query_sql` (
`id` bigint(20) unsigned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OMMENT 'auto
increment',
`schemaname` varchar(65) NOT NULL COMMENT 'db name',
`client_ip` varchar(65) NOT NULL COMMENT 'client ip',
`username` varchar(65) NOT NULL COMMENT 'user name',
`sql_key` varchar(65) NOT NULL COMMENT 'hash key',
`digest` varchar(65) NOT NULL COMMENT 'digest hash key',
`origin_sql` text COMMENT 'origin sql',
`affect_rows` bigint(20) NOT NULL COMMENT 'affect rows',
`appear_ts` bigint(20) NOT NULL COMMENT 'appear timestamp',
`exe_time` bigint(20) NOT NULL COMMENT 'sum of sql time',
PRIMARY KEY (`id`)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COMMENT='origin sql table';

这个表用来存储类似 mysql 的 general log，所有的语句都会
存储起来，包括数据库名 schemaname、客户端连接 IP client_ip、
用户名 username、SQL 的 HASH 值 sql_key、与 query_digest 表中
digest 列对应的 digest 值，可以用来连接查询找到对应的不同所
有 的 SQL 语 句 、 原 始 SQL 语 句 origin_sql 、 影 响 行 数
affect_rows、出现时间 appear_ts、执行时间 exe_time。

4.16.2 trace 日志打印到 kafka
功能名称 trace日志打印到kafka
预期结果 Kafka订阅消费者订阅消息显示正常
1. 在配置文件修改trace接收端为kafka，将已经搭建好的kafka环
境添加进去。

操作步骤 2.重新启动arkproxy（参数支持在线修改，不过需要关闭trace后重
新创建生效）
3.trace digest 和 trace SQL 分别属于 trace_digest 和 trace_sql
两个 topic，可以在 kafka 中订阅这两个 topic 来获取 JSON 数据用
于后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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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16.3 trace 日志打印到 MySQL
功能名称 开启 Trace 进行智能统计,日志打印到 MySQL
预期结果 统计 SQL 语句
1. 参数 proxy_digest_trace & proxy_sql_trace 默认关闭，支持
动态开启，默认相关配置表在 MySQL 集群的 mysql 数据库中。
set global proxy_digest_trace=on;
set global proxy_sql_trace=on;
config flush;
config write outfile
'/data/ark/arkproxy/conf/arkproxy.cnf';

digest 的统计情况 select

* from query_digest;

操作步骤

如果要看具体的 SQL，可以统一 digest 列，进行 where 过滤：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执行时的时间点，执行时间等。
2. 如果统计信息设置到远程数据库，可以配置参数到远程

统计之后的信息会被存储到 proxy_config_host:proxy_config_port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54

极数云舟跨云中间件 Arkproxy 用户手册
设置的目标数据库中。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17 主从配置同步
功能名称 Arkproxy用主从配置同步
预期结果 在一个arkproxy节点修改后同步到另一个配置的节点
1. 修改参数proxy_incoming_addresses，指定两边需要同步的IP及
端口。

1. 然后测试online/offline服务
在151上将server3下线，然后登录到153查看server已经同时下
线，确认同步完成。
操作步骤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19 规则过滤与重写
Arkproxy 支持对所执行的 SQL 语句的过滤，改写，拦截以及匹
配等功能。也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来做路由定制，比如指定分发到从
节点，还是主节点。也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来指定要不要将被执行
的语句记录日志，最有用的功能是可以设置相应语句执行的最长时
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了，就自动将其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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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过滤功能，需要依赖 Trace 的缓存，因为需要通过 Trace
模块来生成 digest，并且依赖它来做日志。但要求仅限于不要主动
地通过 config trace cache close 来将其关闭即可，如果已经关
闭，则通过命令 config trace cache create 创建即可。这里依赖
的是 Trace 缓存空间，与 proxy_digest_trace 无关。在 Arkproxy
启动的时候，会默认创建 digest 缓存空间，而创建 SQL 缓存空间是
需要参数 proxy_sql_trace 是打开状态的。
Arkproxy 的配置包括用户、规则都存储在 proxy_namespace 参
数所指定的数据库中，可以通过参数 proxy_config_host、
proxy_config_passwd、proxy_config_port、proxy_config_user
来配置这个数据库创建在什么地方。如果不配置的话，默认存储到
Arkproxy 后端主库的 mysql 库中。针对 rule 的存储，对应的表是
proxy_rules，表结构如下：
CREATE TABLE `proxy_rules` (
`rule_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active` int(11) NOT NULL DEFAULT '0',
`username` varchar(256) DEFAULT NULL,
`schemaname` varchar(256) DEFAULT NULL,`client_addr` varchar(256)
DEFAULT NULL,
`proxy_addr` varchar(256) DEFAULT NULL,
`proxy_port` int(11) DEFAULT NULL,
`digest` varchar(256) DEFAULT NULL,
`match_digest` text,
`match_pattern` text,
`negate_match_pattern` int(11) NOT NULL DEFAULT '0',
`re_modifiers` varchar(256) DEFAULT 'CASELESS',
`replace_pattern` text,
`destination` varchar(256) DEFAULT NULL,
`timeout` int(10) unsigned DEFAULT NULL,
`error_msg` varchar(1024) DEFAULT NULL,
`log` int(11) DEFAULT NULL,
`comment` text,
PRIMARY KEY (`rule_id`)
) ENGINE=InnoDB AUTO_INCREMENT=2 DEFAULT CHARSET=utf8 COMMENT='rule
config table'

各字段含义如下：
Column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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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_id

表示规则 ID，唯一，主键，以这个值从小到大的规则来匹
配，匹配到一个之后，不会再继续做匹配了。

active

表示当前规则是不是开启状态，只有为 1 的时候，才会去匹
配这个规则，默认为 0

username

用来匹配一个客户端连接的用户名

schemaname

用来匹配客户端在主动显式地设置为 use db 之后，所指定
的库名

client_addr

用来匹配客户端连接的来源 IP，这里只匹配 IP，而不会匹
配域名，支持通配符%

proxy_addr

用来匹配当前连接访问的 Arkproxy 地址，因为 Arkproxy 可
以配置多套，但规则只有一套，所以需要匹配到具体哪一个
中间层。这里只匹配 IP，不会匹配域名，支持通配符%

proxy_port

与上面的 proxy_addr 对应，用来匹配中间层服务的端口

digest

用来匹配一个 HASH 值，这个值是通过被访问的数据库，用
户名及 SQL 语句对应的 digest text 算出来的，这个值需要
从 query_digest 表中的 digest 字段来获取。

match_digest

用来匹配当前访问的 SQL 语句的，不过这个语句是被参数化
的，也就是说常量需要写为？，而不是原本的值。匹配都是
正则匹配，该值为字符串

match_pattern

用来匹配当前访问的 SQL 语句，与上面的 match_digest 不
同，这个匹配的是原本语句，不需要将常量参数化，当然他
还会影响到 replace_pattern，对于匹配到的
match_pattern，会被替换为 replace_pattern，这样就实现
了改写语句的目标，匹配都是正则匹配，该值为字符串

re_modifiers

有两个值，默认是 CASELESS，表示匹配时大小写不敏感。另
一个值为 GLOBAL，表示在替换时，是全局替换。

replace_pattern 如果当前规则成功被匹配，用来指定被替换的新字符串。
destination

如果当前规则成功被匹配，则这个用来指定当前语句被分发
到读节点，还是写节点，所以这个列有两个值，分别是 read
和 write，大小写不区分。

timeout

如果当前规则成功被匹配，这个值用来表示当前语句最多被
执行多久，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值，则自动杀掉。单位为秒。
误差在 1 秒之内

error_msg

如果当前规则成功被匹配，这个列的作用是将当前语句拦
截，并且抛一个异常给客户端。ERROR 1148 (42000): The
command is intercepted by arkproxy('error_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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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如果当前规则成功被匹配，这个列用来指定，即使参数
proxy_digest_trace 与 proxy_sql_trace 未开启，也会被记
录下来。存储到表 proxy_digest 与 proxy_sql 中

这个表是以 rule_id 为主键的，每一个 rule_id，代表一条规
则，并且不能重复，规则匹配是以 rule_id 为顺序的，从小到大来
匹配，如果匹配到一个规则，就不会再继续向后匹配了。
配置 rule 语法规则如下：
config {add | delete | update} rule rule_options [,rule_options] ...
rule_options:
{number_rule_options|text_rule_options|null_rule_options}
number_rule_options:
rule_id|active|timeout|log|apply|negate_match_pattern|proxy_port=numb
er
text_rule_options:
username | digest | re_modifiers | destination | comment |
schemaname | error_msg | client_addr | proxy_addr |match_digest
|match_pattern = 'string'text_rule_options:
username | digest | re_modifiers | destination | comment |
schemaname | error_msg | client_addr | proxy_addr |
match_digest|match_pattern = NULL

通过上面的语法，就可以对 rule 进行操作了，操作包括三种方式，
包括增加、更新、删除，因为 proxy_rules 表的主键是 rule_id，
所以在上面语句操作时，必须要指定 rule_id，不然会报错。
mysql> config update rule error_msg=NULL;
ERROR 2084 (HY000): proxy config error: 'rule update config need and
not only need rule_id'.

对于值为 string 的设置项，如果想要取消，或者将其值清空，
则可以通过将其值设置为 NULL 的方式，来清空。比如：
mysql> config update rule rule_id=1, match_digest='SELECT ?',
error_msg=NULL;
mysql> config fl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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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string 类型的属性，直接设置为对应的 0 或者其它无意义值
即可。

4.19.1 设置 SQL 最大执行时间规则
功能名称 设置 SQL 最大执行时间，超过该时间 SQL 会被 kill 掉
预期结果 SQL 没执行完就被 kill 掉
1. 设置规则
config add rule rule_id=1, active=1,error_msg=NULL,
digest=NULL,
client_addr='%', proxy_addr='%', proxy_port=15002,
match_digest='SELECT sleep(?)', match_pattern=NULL,
negate_match_pattern=0, re_modifiers=NULL,
replace_pattern=NULL,
destination='read', comment ="I'm test", timeout=1, log=1;
2. 查看规则状态
show config cache;
3. 此时的设置还处于线程级别，还没有生效，需要刷新
config flush;
操作步骤 4. 查看当前生效规则列表
show rule status;
5. 登录管理端执行 SQL
SELECT sleep(10);

本来是要执行 100 秒的，结果在 1.35 秒就返回了，说明已经被
Arkproxy 的规则杀掉了。0.35 秒属于误差。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19.2 设置 SQL 改写规则
功能名称 设置 SQL 改写规则，匹配规则的 SQL 会按照规则改写
预期结果 SQL 按照规则被改写
操作步骤 1. 设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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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add rule rule_id=2, active=1,error_msg=NULL,
digest=NULL,
client_addr='%', proxy_addr='%', proxy_port=15002,
match_digest='SELECT ?', match_pattern='10',
negate_match_pattern=0, re_modifiers=NULL,
replace_pattern='10000',
destination='read', comment ="SQL rewrite", log=1;
2. 查看规则状态
show config cache;
3. 此时的设置还处于线程级别，还没有生效，需要刷新
config flush;
4. 查看当前生效规则列表
show rule status;
5. 登录管理端执行 SQL
SELECT 10;

SELECT 10 被改写为 SELECT 10000;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19.3 设置 SQL 拦截规则
功能名称 设置 SQL 拦截规则，匹配规则的 SQL 会拦截，不会执行
预期结果 SQL 被拦截
1. 设置规则
config add rule rule_id=3, active=1,error_msg="DROP TABLE
is dangerous!!!", digest=NULL,
client_addr='%', proxy_addr='%', proxy_port=15002,
match_digest='DROP TABLE ?', re_modifiers=NULL,
replace_pattern=NULL,
destination='write', comment ="SQL reject", log=1;
操作步骤 2. 查看规则状态
show config cache;
3. 此时的设置还处于线程级别，还没有生效，需要刷新
config flush;
4. 查看当前生效规则列表
show rule status;
5. 登录管理端执行 SQL
DROP TABLE arkproxy_test1.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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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TABLE 会报错
操作结果 符合预期

4.20 中间层不支持的 MySQL 命令
不允许在中间层中执行的命令如下：
1. start slave
2. stop slave
3. start all slaves
4. stop all slaves
5. change master to ...
6. select for update 可能会走从库，所以使用 select for update 必须在显
示事务中或者加 hint 强制走 Master

4.21 获取上下文语句限制
对 于 found_rows 、 row_count 以 及 show warning 、 select
last_insert_id 等获取上下文信息的语句，仅在产生该类信息的语
句(比如 SQL_CALC_FOUND_ROWS 语句、insert auto increment 等)
正确执行后立即执行有效，否则结果无效。
4.22 temporary 表
temporary 表的相关操作正常支持，只是将所有对应的操作都
分发到主库，规则是，如果某个连接没有创建临时表，则正常执行
原来的分发规则，如果创建了一个临时表，则以后所有的操作都分
发到写节点，除非这个连接断开再重新建立才会恢复分发规则。
4.23 load data 操作
目前不支持 load data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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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Keepalived+Arkproxy 高可用
5.1 安装 keepalived
Shell> wget -q http://www.keepalived.org/software/keepalived1.2.13.tar.gz
Shell> tar xf keepalived-1.2.13.tar.gz
Shell> cd keepalived-1.2.13
Shell> ./configure && make && make install #安装 keepalived
Shell> cp /usr/local/etc/rc.d/init.d/keepalived /etc/rc.d/init.d/
Shell> cp /usr/local/etc/sysconfig/keepalived /etc/sysconfig/
Shell> mkdir /etc/keepalived
Shell> cp /usr/local/etc/keepalived/keepalived.conf /etc/keepalived/
Shell> cp /usr/local/sbin/keepalived /usr/sbin/ #配置 keepalived 环境
Shell> chkconfig --add keepalived
Shell> chkconfig --level 345 keepalived on #设置 keepalived 开机启动

5.2 主从的配置文件修改
Master 的 keepalived 配置文件如下：
Shell> cat /etc/keepalived/keepalived.conf
vrrp_script check_run {
#监控进程脚本，需要自己编写
script "/data/ark/keepalived/check_proxy.sh"
interval 1
weight -30
}
vrrp_instance VI_1 {
# --- vrrp 协议相关配置（vip 地址设置）
state BACKUP
# --- keepalived 角色描述信息，可以配置参数
（MASTER BACKUP）
interface enp0s3
#虚拟 IP 绑定的网卡
virtual_router_id 88

priority 100
# --- keepalived 服务竞选主备服务器优
先级设，备机需要小于主
advert_int 1 # --- 主服务组播包发送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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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reempt #设置为不抢占模式
authentication {
auth_type PASS
auth_pass 1111
}
virtual_ipaddress {
# --- 设置虚拟 IP 地址信息
10.0.0.222/24 dev enp0s3
}
track_script {
#配置中执行监测函数
check_run
}
}

check_run 监控脚本如下（主备都需要）：
Shell> cat /usr/local/etc/check_proxy.sh
#!/bin/bash
pro_num=` ps -ef |grep mycat |grep -v grep|wc -l`
keep_num=`ps -C keepalived --no-header |wc -l`
if [ $pro_num -eq 0 ];then
#mycat 进程不在后启动
/root/mycat/bin/mycat start
sleep 3
if [ ` ps -ef |grep mycat |grep -v grep|wc -l` -eq 0 ];then
动失败后切换
killall keepalived
elif [$keep_num -eq 0 ];then
/etc/init.d/keepalived start
fi
elif [ $keepalivedPidNum -eq 0 ];then
/etc/init.d/keepalived start
fi

#启

Slave 的 keepalived 配置文件如下：
Shell> cat /etc/keepalived/keepalived.conf
! Configuration File for keepalived
vrrp_script check_run {
script "/data/ark/keepalived/check_proxy.sh"
interval 1
weight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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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rp_instance VI_1 { #与主保持一致
state BACKUP
#备机为 backup
interface enp0s3
virtual_router_id 88
priority 50
#需要小于主服务器
advert_int 1
nopreempt
authentication {
auth_type PASS
auth_pass 1111
}
virtual_ipaddress {
10.0.0.222/24
}
track_script {
#配置中执行监测函数
check_run
}
}

5.3 赋予监控脚本执行权限
chmod +x /usr/local/etc/check_proxy.sh

#文件路径自己指定

5.4 设置正确的启动参数命令（主备都需要修改）
vim /etc/sysconfig/keepalived
KEEPALIVED_OPTIONS="-D -f /etc/keepalived/keepalived.conf"

5.5 启动 keepalived 测试
/etc/init.d/keepalived start

测试方式
停止主节点
arkproxy 进程

测试结果
监控脚本检测进程不在后尝试启动 arkproxy，启动成功
就继续运行，启动失败后切换到备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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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主节点
keepalived 进程

Keepalived 进程停掉后切换到备节点

主节点 reboot

切换到备节点

恢复崩溃主节点的
keepalived

原主节点启动后，不与备节点抢占资源，双机同时工作

经 测 试 在 主 节 点 10.0.0.151 上 停 止 arkproxy 线 程 后
keepalived 会自动启动 arkproxy，启动完成后正常工作。如果启动
失败后会自动停止 keepalived 切换到备节点 10.0.0.153，整个过
程 为 2 秒 左 右 。 另 外 ， 在 arkproxy 中 添 加
proxy_incoming_addresses = 10.0.0.151:3336,10.0.0.15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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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可以实现在一个 arkproxy 节点修改参数后会同步到另外一个
节点，由此保证两个节点配置文件的一致性，由此实现高可用。

六、Arkproxy 高可用
Arkproxy 可以对接常见 MySQL 高可用集群，例如基于 VIP 或域
名的 MMM 或 MHA 高可用集群，Arkproxy 的部署 IP 填写 VIP 即可，
当后端集群发生切换时，Arkproxy+VIP/域名可以屏蔽后端集群切
换。由于 MMM 和 MHA 单点故障和单点仲裁等缺点，极数云舟是使用
自主研发的分布式监控套件 Arksentinel 进行监控和故障切换。
Arksentinel 为分布式监控套件。通常部署 3~5 个节点，每个
节点对 MySQL 高可用集群和 Arkproxy 集群进行实时监控。当 MySQL
集群的某个节点发生宕机或访问不可达时，Arksentinel 自动发起
切换，将可用节点提升为主节点，完成故障转移的功能，具有系统
监控、通知、自动故障转移、自身高可用、解决网络分区等功能。
当 Arkproxy 集 群 的 某 个 节 点 发 生 宕 机 或 访 问 不 可 达 时 ，
Arksentinel 自动发起切换，将 VIP 自动漂移到其他节点，对应用
层达到无感知。
如 下 为 极 数 云 舟 云 管 平 台 Arkcontrol 页 面 截 图 ， 演 示
Arksentinel 实现 Arkproxy 高可用的搭建和实现过程：
1. 添加 Arksentinel 节点

2. 选择需要部署 Arkproxy 的 MySQL 集群，点击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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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次添加 master、两个 slave 节点

4. 上线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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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添加 Arkproxy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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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看 Arkproxy 集群

7. 模拟带有 VIP 的节点挂掉的故障切换

故障节点被置为 offline，状态为 problem，VIP 发生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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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Arkproxy 集群高可用切换完成。
8. 可以通过移动 VIP 方式来手动切换 VIP

至此 VIP 成功移动到目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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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