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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 ari Web 基 本 操 作
Amba ri简介
A mb a r i 概 述
Apache Ambari是一种基于Web的工具，支持Apache Hadoop集群的创建、管理和监控。Ambari已支持大多数Hadoop组件，包括HDFS、MapReduce、Hive、Pig、 Hbase、Zookeeper、Sqoop和Hcatalog等；
除此之外，Ambari还支持Spark、Storm等计算框架及资源调度平台YARN。
Apache Ambari 从集群节点和服务收集大量信息，并把它们表现为容易使用的，集中化的接口：Ambari Web。
Ambari Web显示诸如服务特定的摘要、图表以及警报信息。可通过Ambari Web对Hadoop集群进行创建、管理、监控、添加主机、更新服务配置等；也可以利用Ambari Web执行集群管理任务，例如启用
Kerberos 安全以及执行Stack升级。任何用户都可以查看Ambari Web特性。拥有administrator-level 角色的用户可以访问比 operator-level 或 view-only 的用户能访问的更多选项。例如，Ambari
administrator 可以管理集群安全，一个 operator 用户可以监控集群，而 view-only 用户只能访问系统管理员授予他的必要的权限。

Amba ri体系结构
Ambari 自身也是一个分布式架构的软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Ambari Server 和 Ambari Agent。简单来说，用户通过Ambari Server通知 Ambari Agent 安装对应的软件；Agent 会定时地发送各个机器
每个软件模块的状态给 Ambari Server，最终这些状态信息会呈现在 Ambari 的 GUI，方便用户了解到集群的各种状态，并进行相应的维护。
Ambari Server 从整个集群上收集信息。每个主机上都有 Ambari Agent, Ambari Server 通过 Ambari Agent 控制每部主机。

K MR中Amba ri的入口
通过KMR管理工具进入Am ba ri控制台 。

Amba ri Web基本操作
仪 表 盘 （ D a sh b o a r d ）
仪表盘页为Ambari Web主页，用来查看集群的操作状态。
左侧一栏显示当前运行的Hadoop服务列表。在下边Actio ns 下拉菜单中可进行服务列表的全部启动及全部暂停，以及下载全部客户端的配置信息，所下载文件为tar.gz 格式，将其解压后可看各组件配置信
息。

仪表盘包括Metrics、Heatmaps、Config History选项卡；默认显示 Metrics。

Metr i cs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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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etrics页面上，有多个小程序(widget), 显示 Hadoop集群服务的操作状态信息。小程序以Graph (图)、Gauge (百分比）、Number (数字）及Template(模板）四种形式进行展示。
如下图，在Metrics中，可进行小程序的添加及查看特定时间段内的信息。

将鼠标移至小程序页面上时，其展现出具体信息内容；点击X ，可对其进行移除；点击编辑（铅笔） 图标，可对其进行编辑。

度量小程序及描述
模块

小程序
描述
HDFS Disk Usage
分布式文件系统(DFS) 已使用的百分比，包括 DFS 和 non-DFS
Data Nodes Live
运转中的 DataNodes 的数量，由 NameNode 报告
NameNode Heap
NameNode Java Virtual Machine (JVM) 堆内存使用的百分数
NameNode RPC
潜在 RPC 队列平均水平 (The average RPC queue latency)
NameNode CPU WIO
CPU wait I/O 百分比
NameNode Uptime
NameNode 正常运行时间计算值(uptime calculation)
YARN m etrics (HDP 2.1 o r l a ter)
ResourceManager Heap 已使用的 ResourceManager JVM 堆内存百分比
ResourceManager Uptime ResourceManager uptime
NodeManagers Live
运转中的 DataNodes 数量，由 ResourceManager 报告
YARN Memory
可用的 YARN 内存百分数(已用/总可用)
HBa se m etrics
HBase Master Heap
已使用的 NameNode JVM 对内存百分数
HBase Ave Load
HBase server 上的平均负载
HBase Master Uptime
HBase master uptime
Region in Transition
转换中的 HBase regions 数量
Sto rm m etrics (Ha do o p 2.1 o r l a ter) Supervisors Live
运转中的 supervisor 的数量，由 Nimbus Server 报告
HDFS m etrics

Hea tMa p s
在HeatMaps中显示小程序的操作状态及条目
颜色
实心绿 (so l id green)
闪烁绿(bl inking green)
实心红 (so l id red)
闪烁红 (bl inking red)

状态
所有主节点正常（All masters are running）
启动中（Starting up）
至少一个主节点停止（At least one master is down）
正在停止（Stopping）

也可在Select Metrics中查看其他条目状态

各组件具体信息解释如下：
组件
HDFS

YARN

类别
解释
HDFS Bytes Written
HDFS写入字节数
DataNode Garbage Collection Time
DataNode垃圾收集时间
DataNode JVM Heap Memory Used
DataNode 虚拟机堆内存使用
DataNode JVM Heap Memory Committed
DataNode 虚拟机已提交堆内存
DataNode Process Disk I/O Utilization
DataNode进程磁盘I/O使用
DataNode Process Network I/O Utilization
DataNode进程网络I/O使用
HDFS Space Utilization
HDFS空间使用
HDFS Bytes Read
HDFS读取字节数
Total Allocatable CPU Utilized per NodeManager 每个NodeManager可分配CPU总量
Container Failures
Container故障数
NodeManager GC Time
NodeManger垃圾收集时间
NodeManager JVM Heap Memory Used
NodeManger JVM 堆内存使用
Allocated Containers
所分配Container
NodeManager RAM Utilized
NodeManger RAM使用情况
NodeManager CPU Utilized
NodeManger CPU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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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able RAM Utilized per NodeManage 每个NodeManager可分配RAM总量
Memstore Sizes
HBase Memstore量
Read Request Count
HBase读请求数
Write Request Count
HBase写请求数
Regions
HBase分区
Compaction Queue Size
HBase可压缩队列大小

C o n fi g Hi sto r y
可在此页面中查看各栏目的配置历史信息。

Service管理服务
利用 Services 选项卡可监控和管理运行于集群上选定的服务。集群上安装的所有服务列于左侧的面板上。

服务管理
在Service页面中点击Service Actio ns 下拉菜单，可对左侧所选服务进行启动，停止，重启等操作。

对各组件操作及解释如下：
组件

操作
Start
Stop
Restart All
Restart DataNodes
Restart JournalNodes
Restart ZKFailoverControllers
Manage JournalNodes
Run Service Check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Rebalance HDFS
Download Client Configs
YARN
Start
Stop
Refresh YARN Capacity Scheduler
Restart All
Restart NodeManagers
Run Service Check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Download Client Configs
Ma pReduce2
Start
Stop
Restart All
Run Service Check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Download Client Configs
Tez
Run Service Check
Refresh configs
Download Client Config
Hive
Start
Stop
Restart All
Run Service Check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Restart LLAP
Download Client Configs
HBa se
Start
Stop
Restart All
Restart RegionServers
Run Service Check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Download Client Configs
Pig
Run Service Check
Refresh Configs
Download Client Configs
O o zie/Zo o keeper Start
Stop
Restart All
Run Service Check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Sto rm
Start
Stop
Restart All
Restart Supervisors
Run Service Check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Am ba ri Metrics Start
Stop
H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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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启动
停止
全部重启
重启所有DataNode
重启所有JournalNode
重启所有ZKFailoverController
管理JournalNode
运行服务检查
开启维护模式
HDFS重平衡
下载客户端配置文件
启动
停止
刷新YARN容量调度
全部重启
重启所有NodeManager
运行服务检查
开启维护模式
下载客户端配置文件
启动
停止
全部重启
运行服务检查
开启维护模式
下载客户端配置文件
运行服务检查
刷新配置
下载客户端配置文件
启动
停止
全部重启
运行服务检查
开启维护模式
重启LLAP
下载客户端配置文件
启动
停止
全部重启
重启所有RegionServer
运行服务检查
开启维护模式
下载客户端配置文件
运行服务检查
刷新配置文件
下载客户端配置文件
启动
停止
全部重启
运行服务检查
开启维护模式
启动
停止
全部重启
重启所有Sepervisor
运行服务检查
开启维护模式
启动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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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All
全部重启
Restart Metrics Monitors
重启所有Metrics Monitor
Run Service Check
运行服务检查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开启维护模式
Start
启动
Stop
停止
Restart All
全部重启
Restart Kafka Brokers
重启所有Kafka Broker
Run Service Check
运行服务检查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开启维护模式
Start
启动
Stop
停止
Restart All
全部重启
Restart Livy for Spark2 Servers 重启所有Spark2服务器的Livy
Run Service Check
运行服务检查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开启维护模式
Download Client Configs
下载客户端配置文件
Start
启动
Stop
停止
Restart All
全部重启
Run Service Check
运行服务检查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开启维护模式
Start
启动
Stop
停止
Restart All
全部重启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开启维护模式
Usersync
用户同步
Metastoresync
元数据存储同步
Run Service Check
运行配置检查
Refresh Configs
刷新配置文件
Download Client Configs
下载所有客户端配置信息

Su mma r y
在Summary页面下显示有关所选服务操作状态的基本信息，包括警报。要刷新监控面板并显示另一个服务的信息，可以在服务列表上单击一个不同的服务名称。注意服务名称后面带有颜色的图标，指出服
务的操作状态和该服务生成的警报。可以单击一个 View Ho st 链接来查看组件和运行选定组件的主机。可单击页面中的 Al erts 来查看所有健康检查列表以及所选中服务的状态，重要警报首先显示。
要查看警报定义，可以单击列表中每个警报消息的文本标题来查看警报定义。

在表盘中可对W idget 进行添加、移除、创建和删除。将鼠标移至下方Metrics 面板中的widget ，可对其进行操作。

Hea tMa ps 和Co nf ig histo ry 信息见Dasboard相关说明，其在两页面中作用相同。

主机（H osts）管理
作为集群系统管理员或集群操作员，需要知道每部主机的操作状态。也需要知道哪部主机有问题需要处理。可以使用 Ambari Web Hosts 页面来管理多个Hortonworks Data Platform (HDP) 组件，例
如运行在整个集群上 DataNodes, NameNodes, NodeManagers, 和 RegionServers。举例来说，可以重启所有的DataNode 组件，可选地控制滚动重启任务。Ambari Hosts 可以过滤进行管理的主机组件
选取，基于操作状态，主机健康状况，以及定义的主机分组。

主机状态
可在Ambari Web Hosts页面查看集群上单个主机的状态。主机以 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 (FDQN)的形式列出，并附有一个带有颜色的图标指示出主机的操作状态。
可点击主机后Co m po nents 下component数目查看主机上具体组件。
颜色
状态
红色三角形
该主机上至少有一个 master 组件挂掉了，鼠标悬停图标上查看一个工具提示列出受影响的组件
橘色
该主机上至少有一个 slave 组件挂掉了，鼠标悬停图标上查看一个工具提示列出受影响的组件
黄色
Ambari Server 没有从该主机上收到心跳包超过 3 分钟
绿色
正常运行状态
Maintenace Mode 黑色 "医药箱" 图标指出一部主机处于维护模式
Alert
红色方框带有一个数字指明该主机上的警报数量
在主机状态中，红色图标覆盖橘色图标，橘色图标覆盖黄色图标。换句话说，一部主机有 master component 宕机附有一个红色图标，即便它可能也有slave component和连接问题。主机处于维护模式
或遇到警报，图标出现在主机名右侧。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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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搜索
在主机列表页面，可通过上方搜索框对主机由Host、Service及Component中相应栏目进行相应搜索。

主机管理
点击主机列表页面中主机信息，可查看主机中的具体组件及Host Metrics信息；点击Ho st Actio ns 下拉菜单，可对所有组件进行启动、暂停、重启等操作。

在Co m po nents 下可对每一个组件进行启动、停止、重启及开启维护模式。

主机操作
选择所需操作的主机，点击上方Actio ns 下拉菜单，选择Sel ected Ho sts ，选择Ho sts ；此后可对此主机组件进行操作：
操作
解释
Start All Components
启动所有组件
Stop All Components
停止所有组件
Restart All Components
重启所有组件
Reinstall Failed Components 重新安装所有失败组件
Turn on Maintenance Mode
开启维护模式
Turn off Maintenance Mode 关闭维护模式
Set Rack
设置Rack

注：
设置维护模式的四个一般场景为：执行维护，测试配置修改，彻底删除一个服务，处理警报。
要在一部主机上执行硬件或操作系统维护
执行维护时，要能够做如下操作：
阻止这部主机上所有组件生产警报
能够停止、启动、以及重启主机上的每一个组件
阻止该主机 host-level 或 service-level 的 starting, stopping, 或 restarting 组件批操作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显示设置主机的维护模式，将这部主机上所有的组件隐式地设置为维护模式。
要测试一个服务配置的修改。应该停止、启动、以及重启服务来测试重启是否激活了配置的变化。
要测试配置信息的变化，要确保如下条件：
这个服务上没有任何组件生成警报
这个服务上没有 host-level 或 service-level 的批操作启动、停止、或 重启组件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显示设置服务维护模式。将一个服务设置为维护模式隐式地为该服务的所有组件打开维护模式。

监 控 管 理 / A ler ts
警告管理展示了集群的全部监控项，请注意查看 “W ARNING” 和 “CRITICAL” 状态的警告项。
可单击Al erts ，看各项状态，可以直接点击集群名称后的红色a l ert 按钮，进行相应报警查看。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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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报警主机，进入相应报警处，进行处理后报警消除。下例为Kafka Broker停止，启动后报警解除。

Admin/管理
单击Adm in按钮，可查看相应组件及对应版本信息。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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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查看
可在Am ba ri中进行文件查看，新建文件夹，文件搜索及上传文件操作。
点击Adm in右侧九宫格形状按钮，选择Fil es View ，可在页面中查看HDFS中文件。

一次点击Select All, New Folder和Upload按钮，可选择全部文件（夹），创建新文件夹及上传文件操作；在下方还可以进行文件（夹）搜索操作。

文件权限
HDFS文件权限格式为用户权限组权限其他用户权限，d表示目录，r表示读，w表示写，x表示执行。
例如下图的权限为：

对于apps目录，hdfs用户有用rwx，即可以读写执行这个目录，hdfs用户组的权限为r-x，即只可以读和执行而没有写的权限，而其他组的权限也为r-x，即有读和执行的权限而没有写的权限。
您也可以在此栏目中查看YARN Queue Manager, Hive及Tez相关信息。

Amba ri去除Tok en认证
KMR集群为了保证Ambari 访问的安全性，会对访问进行token认证，token过期后的访问会被拒绝。
注意：如果删除to ken认证，请注意管理帐号及访问权限（在安全组中仅开放限定IP的访问权限）
如果需要删除token认证机制，需要进行如下操作：
1、登入到KMR集群master1节点中。
2、编辑ngnix.conf 。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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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m /opt/nginx/conf/nginx.conf 210行附近
location / {
# secure_link $arg_kmr_token,$arg_kmr_exp;
# secure_link_md5 4d145a527973363cf5f96da451727bf2$arg_kmr_exp;
# if ( $secure_link = "" ) {
#

return 402;

# }
# if ( $secure_link = "0" ) {
#

return 405;

# }

注释掉secure_link相关的几行，210-217行。
3、重新加载nginx配置，重启nginx服务。
service nginx reload
service nginx restart

使 用 Amb ari监 控 集 群
Apache Ambari是一种基于Web的工具，支持Hadoop集群的供应、监控和管理。Ambari支持HDFS、MapRedue、Hive、Spark、Storm、Hbase、Zookeeper等的集中管理，也是5个顶级Hadoop管理工具之一。
为防止因为误操作引起的服务不稳定，KMR对Ambari对了一定的权限控制。如需Amabari的管理权限，请联系售后支持人员。
更多资料参见 Apache Ambari 官网。

准备
您已成功创建一个常驻集群，登录KMR控制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通过管理工具进入Am ba ri控制台 。

进入Ambari Dashboard页面展示了集群的整体情况，可以点击各个图表查看具体信息。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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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级别的监控管理
服务级别监控管理包括对HDFS,MapReduce，Storm,Spark等的管理，通过左边导航点击对应的服务，可以查看该服务的使用情况。
Sum m a ry 展示了服务的基本情况和使用图标，也可以通过+ 选择需要显示的指标。

Hea tm a ps 展示了服务各个角色使用磁盘IO、网卡IO、CPU以及JVM等性能状况。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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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nf igs 展示了服务的配置信息

点击服务详情页面的Q uick Links 可查看集群应用的原生监控工具。

主机（集群节点）级别的监控管理
点击上方导航栏的Ho sts 按钮，可以查看Ambari所管理的主机列表,通过输入过滤规则，可以筛选主机。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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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进入具体的机器，查看机器详情，对该机器的服务角色进行监控管理，可查看配置，警告和版本信息。

警告管理
警告管理展示了集群的全部监控项，请注意查看 “W ARNING” 和 “CRITICAL” 状态的警告项。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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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Amb ari Admin 账 户 安 装 组 件
KMR集群中的默认Ambari用户为kmr用户，kmr用户只有组件配置管理，组件启停的权限，要进行组件的安装必须以admin账户登录；使用admin账户登录并安装组件操作如下：

1. 联系金山云售后索取admin账户密码（需提供集群id）
2. 进入KMR控制台>集群详情页面下部管理工具中点击Amabri控制台

3. 手动将 url 中的 "&kmr_auto_login=1" 进行删除后，重新加载页面；否则kmr账号会自动登录以致不能退出
4. 在 Ambari 右上方的账户管理中选择 sign out，使用 admin 账户进行登录
5. 在顶部Admin中选择Stack and Versions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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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Stack选项下找到所需安装组件，点击Add service

7. 在shoose Services中可以看到刚才所选择安装组件已自动勾选，此时也可以勾选其他组件一同进行安装；选择完毕后，选择最下方的next

8. 在Assign Slaves and Clients中Host下放上鼠标可以看到主机信息；在列表最右方选择需要进行安装的主机，点击next进行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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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Coustomize Services中选择所需安装组件，在下方进行文件配置；配置完成后点击Next

10. 点击next后，系统默认推荐配置改变值，在左侧选择所需改变的配置后，点击OK

11. 在Configure Identities中进行确认
12. 在Review中再次确认信息，点击Deploy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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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之后系统进行组件安装，启动与测试；需等待一段时间（约5分钟，不同集群情况可能不同）；在Statue为100% 后，点击Next

14. 安装完成后出现以下界面；注意此时应重启所有服务新安装组件才能生效；此时点击Complete

15. 点击complete后，选择Services→Service Actions→Restart All进行所有组件的重启；至此，新安装组件完成

Amb ari告 警 信 息
告警级别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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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级别
OK
WARNING
CRITICAL
UNKNOWN
NONE

解释
ok
警告
危险
未知
无

2021-03-17
说明
集群运行良好
集群指标到了一定阈值，需关注
集群的状态可能存在问题，需进行一定的处理
状态未知
无

告警（a lert）类型
类型
PORT
METRIC
AGGREGATE
WEB
SCRIPT

用途
告警级别
阀值是否可配置
用来监测机器上的一个端口是否可用
OK，WARN, CRIT 是
用来监测 Metric 相关的配置属性
OK，WARN, CRIT 是
用于收集其他某些 Alert 的状态
OK，WARN, CRIT 是
用于监测一个 WEB UI（URL）地址是否可用
OK，WARN, CRIT 否
Alert 的监测逻辑由一个自定义的 python 脚本执行 OK，WARN, CRIT 否

单位
秒
变量
百分比
无
无

告警（a lert）类型
报警状态如下；现对其进行解释说明

字段
Service
Host
Status
24-Hour
Response

解释
备注
服务，在其中可选具体组件以查看其告警状态
主机id ，显示所告警的虚机id
状态，如告警级别中所示，总分为5种
告警时长
响应，报警具体内容
点击可展示具体所告警全部内容

Amba ri 告警description翻译
注：WARNING 用警告表示；CRITICAL 用危险表示

HD F S说 明
告警定义名称（A
l ert Def initio n
描述（Descriptio n）
Na m e）
HDFS Storage Cap
acity Usage(Week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increase in storage capacity usage deviation has grown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 week per
ly)
iod.
HDFS存储已使用量 一周内存储增量偏移值超过设定阈值则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每周）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one of the data directories on a host was previously on a mount point and became unmounted. If the mount hist
DataNode Unmount
ory file does not exist, then report an error if a host has one or more mounted data directories as well as one or more unmounted data directorie
ed Data Dir
s on the root partition. This may indicate that a data directory is writing to the root partition, which is undesirable.
DataNode 未安装
主机上有数据目录在原先挂载点上且未卸载，则触发此主机级告警。若安装历史文件不存在，主机有一个或这个挂载点或未挂载点数据目录在根分区上则报错。这意味
的数据目录
着数据目录正在写入根分区，这是不可取的。
JournalNode Web
UI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JournalNode Web UI is unreachable.
不能访问 JournalNode Web UI 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DataDode Process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individual DataNode processes cannot be established to be up and listening on the network.
DataNode进程
不能启动单个NataNode进程及在网络上监听单个NataNode进程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DataNode Web UI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DataNode Web UI is unreachable.
不能访问DataNode Web UI 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危险（CRIT
ICAL） 默
认值

20%

2分钟

Connection
failed to
{1} ({3})
5
Connection
failed to
{1} ({3})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storage capacity if full on the DataNode. It checks the DataNode JMX Servlet for the Capacity and Remaining
DataNode Storage
properties. The threshold values are in percent.
80%
DataNode存储
NataNode上存储容量满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会检查NataNode JMX服务上已存储和可存储容量。阈值以百分比形式展示。
DataNode Heap Us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heap usage goes past thresholds on the DataNode. It checks the DataNode JMXServlet for the MemHeapUsedM and
age
MemHeapMaxM properties. The threshold values are in percent.
90%
DataNode堆使用情
NataNode上堆使用情况超过设定阈值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会检查NataNode JMX服务中已使用堆及堆最大量情况。阈值以百分比形式展示。
况
HDFS Pending Dele
tion Blocks
HDFS所挂起的删除
块
NameNode Client
RPC Queue Latency
(Daily)
NameNode客户端RP
C队列延迟（每天）
DataNode Health
Summary
NataNode 健康状
态
HDFS Upggade Fina
lized State
HDFS升级完成状态
NameNode Client
RPC Processing La
tency（Daily）
NameNode客户端RP
C进程延迟（每天）
NameNode Blocks
Health
NameNode块健康状
态

金山云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number of blocks pending deletion in HDFS exceeds the configured warning and critical thresholds. It ch
ecks the NameNode JMX Servlet for the PendingDeletionBlock property.
100000
HDFS中待删除块的量超过所配置的警告和告警阈值，则触发此服务级告警。会检查NameNode JMX 中的挂起的需删除块的数量。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deviation of RPC latency on client port has grown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 day period.
在一天中客户端接口的RPC延迟偏移量增长率超过设定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200%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re are unhealthy DataNodes.
有不健康的NataNode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1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HDFS is not in the finalized state.
HDFS不在完成状态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1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deviation of RPC latency on client port has grown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 day period.
一天中客户端接口的RPC延迟增量增长率超过设定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200%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re are unhealthy DataNodes
有不健康的NataNode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1

18/31

Ambari
NameNode Web UI
NameNode Heap Us
age (Daily)
NameNode堆使用（
每天）
NameNode Last Ch
eckpoint
NameNode最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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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Node Blocks Health
NameNode块健康状态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NameNode Web UI is unreachable.
不能访问NameNode Web UI 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Connection
failed to
{1} ({3})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NameNode heap usage deviation has grown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 day period.
一天中NameNode堆使用增量增长率超过所设定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50%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will trigger if the last time that the NameNode performed a checkpoint was too long ago. It will also trigger if the num
ber of uncommitted transactions is beyond a certain threshold.
200%
距上次NameNode检查时间太长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未提交事务超过某个阈值时也会触发此告警。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NameNode RPC latency exceeds the configured critical threshold. Typically an increase in the RPC processi
NameNode RPC Lat ng time increases the RPC queue length, causing the average queue wait time to increase for NameNode operations. The threshold values are in millis
ency
econds.
500
NameNode RPC延迟 NameNode RPC延迟超过所设定阈值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比较典型的是RPC进程时间增加会增加RPC队列长度，造成NameNode操作平均队列等待时间增长。阈值以毫秒级
计。
HDFS Storage Cap
acity Usage(Dail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increase in storage capacity usage deviation has grown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 day peri
y)
od.
50%
HDFS存储使用量（ 一天中存储容量使用率增量超过特定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每天）
NameNode client
RPC Queue Latency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deviation of RPC queue latency on client port has grown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n hour p
(Hourly)
eriod.
200%
NameNode客户端RP
一小时中客户端接口的RPC队列延迟增长率超过特定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C队列延迟（每小时
）
HDFS Capacity Uti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HDFS capacity utilization exceeds the configured warning and critical thresholds. It checks the NameNod
lization
e JMX Servlet for the CapacityUsed and CapacityRemaining properties. The threshold values are in percent.
80%
HDFS容量使用
HDFS容量使用超过设定警告和告警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会检查NameNode JMX中的容量使用和容量存留。阈值以百分比形式展示。
NameNode Heap Us
age (Weekly)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NameNode heap usage deviation has grown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 week period.
50%
NameNode 堆使用 一周中NameNode 堆使用偏移量增长率超特定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每周）
NameNode Directo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NameNode NameDirStatuses metric (name=NameNodeInfo/NameDirStatuses) reports a failed directory. The thre
ry Status
shold values are in the number of directories that are not healthy.
1
NameNode文档状态 NameNode 名字文档中有失效文档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阈值是不健康文档数量。
NameNode Client
RPC Latency (Hour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deviation of RPC latency on client port has grown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n hour period.
ly)
200%
一小时中客户端接口RPC延迟偏移量增长率超过特定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NameNode客户端RP
C延迟（每小时）
NameNode Host CP
U Utilization
NameNode主机CPU
使用
Zookeeper Failov
er Controller Pr
ocess
zookeeper故障转
移控制进程
NameNode High Av
ailability Healt
h
NameNode高可用健
康状态
Percent DataNode
s Available
DataNode可用百分
比
Percent DataNode
s With Available
Sapce
DataNode中可用空
间百分比
Percent JournalNo
des Available
JournalNode可用
百分比
NameNode Service
RPC Processing La
tency (Hourly)
NameNode服务RPC
延迟（每小时）
NameNode Service
RPC Queue Latency
(Hourly)
NameNode服务RPC
队列延迟（每小时
）
NameNode Service
RPC Queue Latency
(Daily)
NameNode服务RPC
队列延迟（每天）
Secondary NameNo
de Process
NameNode副本进程
NFS Gateway Proc
ess
NFS网关进程
NameNode Service
RPC Processing La
tency(Daily)
NameNode服务RPC
进程延迟（每天）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CPU utilization of the NameNode exceeds certain warning and critical thresholds. It checks the NameNode JMX S
ervlet for the SystemCPULoad property. The threshold values are in percent.
250%
NameNode的CPU使用超过警告和告警阈值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会检查NameNode JMX中的系统CPU载入量。阈值以百分比形式展示。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ZooKeeper Failover Controller process cannot be confirmed to be up and listening on the network.
zookeeper故障转移控制进程不能被确认已启动或被网络监听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6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either the Active NameNode or Standby NameNode are not running.
主节点或备用节点的NameNode都不运行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1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number of down DataNodes in the cluster is greater than the configured critical threshold. It aggregates the results
of DataNode process checks.
30%
集群中挂掉的DataNode数目超过所设定阈值时触发此告警。这会聚合DataNode进程检查结果。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storage on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DataNodes exceeds either the warning or critical threshold values.
30%
一定比例的DataNode中存储量超过警告或告警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number of down JournalNodes in the cluster is greater than the configured critical threshold. It aggregates the resul
ts of JournalNode process checks.
50%
集群中所挂掉JournalNode数目多于所设定阈值时触发此告警。会聚合JournalNode进程检查结果。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deviation of RPC latency on datanode port has grown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n hour perio
d.
200%
一小时中DataNode接口总的RPC延迟偏移量超过所设定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deviation of RPC queue latency on datanode port has grown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n hour
period.
200%
一小时中datanote接口中RPC队列延迟偏移增长率超过设定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deviation of RPC latency on datanode port has grown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 day period
.
200%
一天中datanote接口中RPC延迟偏移增长率超过设定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Secondary NameNode process cannot be confirmed to be up and listening on the network.
NameNode副本进程不能被确认已启动或被网络监听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Connection
failed to
{1} ({3})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NFS Gateway process cannot be confirmed to be up and listening on the network.
NFS网关进程不能被确认已启动或被网络监听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5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deviation of RPC latency on datanode port has grown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 day period
.
200%
一天中DataNode接口的RPC延迟偏移量增长率超过设定阈值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YA R N
告警定义名称（Al
ert Def initio n N
a m e）

描述（Descriptio n）

NodeManager Web U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NodeManager Web UI is unreachable.
I
不能访问 NodeManager Web UI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金山云

19/31

危险（CRITIC
AL） 默认值
Connection fa
iled to {1} (
{3})

Ambari

2021-03-17

NodeManager Healt
h
This host-level alert checks the node health property available from the NodeManager component.
NodeManager健康状 此主机级告警检查NodeManager组件中的节点健康状态。
态

1

ResourceManager W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ResourceManager Web UI is unreachable.
eb UI
不能访问 ResourceManager Web UI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Connection fa
iled to {1} (
{3})

ResourceManager C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CPU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Manager exceeds certain warning and critical thresholds. It checks the Reso
PU Utilization
urceManager JMX Servlet for the SystemCPULoad property. The threshold values are in percent.
ResourceManager C
ResourceManager CPU 使用增长率超过警告及告警阈值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会检查ResourceManager JMX的系统CPU负载能力。阈值以百分比形式展示。
PU 使用情况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ResourceManager operations RPC latency exceeds the configured critical threshold. Typically an increa
ResourceManager R
se in the RPC processing time increases the RPC queue length, causing the average queue wait time to increase for ResourceManager operations. The
PC Latency
threshold values are in milliseconds.
ResourceManager R
ResourceManager RPC 延迟超过设定告警阈值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典型情况下增加RPC进程时间会增加RPC队列长度，使ResourceManager操作的平均队列等待时间
PC 延迟
增加。此阈值为毫秒级。
NodeManager Healt
h Summary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re are unhealthy NodeManagers
NodeManager健康状 有不健康的NodeManager时触发此服务级高级。
态
Percent NodeManag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number of down NodeManagers in the cluster is greater than the configured critical threshold. It aggregates the r
ers Available
esults of NodeManager process checks.
可用NodeManager百
集群中挂掉的NodeManager数量超过所设定告警阈值时触发此告警。会聚合NodeManager进程检查结果。
分比
App Timeline Web
UI

250%

5000

1

30%
Connection fa
iled to {1} (
{3})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App Timeline Server Web UI is unreachable.
不能访问App Timeline Server Web UI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Failed Apps Check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failed yarn apps is beyond the specified threshold within a given time span.
失败的App检查
在给定时间内失败的yarn app数超过阈值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

2

Ma p R ed u ce2
告警定义名称（Al e
rt Def initio n Na
描述（Descriptio n）
m e）
History Server Web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History Server Web UI is unreachable.
UI
不能访问历史服务器Web UI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历史服务器Web UI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History Server operations RPC latency exceeds the configured critical threshold. Typically an increa
History Server RPC
se in the RPC processing time increases the RPC queue length, causing the average queue wait time to increase for operations. The threshold val
Latency
ues are in milliseconds.
历史服务器RPC延迟
历史服务器RPC延迟超过设定阈值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一般增减RPC进程时间会增加RPC队列长度，使操作的平均队列等待时间增加。阈值为毫秒级。
History Server CPU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percent of CPU utilization on the History Server exceeds the configured critical threshold. The thres
Utilization
hold values are in percent.
历史服务器CPU使用
历史服务器的CPU使用百分比超过阈值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阈值以百分比形式展示。
情况
History Server Pro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History Server process cannot be established to be up and listening on the network.
cess
历史服务器进程不能被启动或从网络监听时会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利用服务器进程

危险（CRITICA
L） 默认值
Connection fai
led to {1} ({
3})
5000

250%

5

Hi v e
告警定义名称（Al ert Def initio n Na
描述（Descriptio n）
m e）
WebHCat Server Status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templeton server status is not healthy.
WebHCat 服务器状态
templeton 服务器状态不健康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HiveServerInteractive cannot be determined to be up and responding to clie
HiveServer2 Interactive Process
nt requests.
HiveServer2 交互过程
Hive服务器交互不能确认已启动和响应客户端时会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Hive Metastore process cannot be determined to be up and listening on the
Hive MetaStore Process
network.
Hive元数据过程
Hive元数据过程不能确定已启动和从网络进行监听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LLAP Application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LLAP Applica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to be up and responding to requests.
LLAP应用
LLAP应用不能确定已启动和响应客户端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HiveServer cannot be determined to be up and responding to client requests
HiveServer2 Process
.
HiveServer2 进程
Hive服务器不能确定已启动和响应客户端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危险（CRITICAL） 默认
值
5
60

60
120
60

HB a se
告警定义名称（Al ert
描述（Descriptio n）
Def initio n Na m e）
HBase RegionServer Pr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RegionServer processes cannot be confirmed to be up and listening on the network for the configured
ocess
critical threshold, given in seconds.
HBase RegionServer 进
HBase RegionServer 进程不能确认已启动和在给定阈值（秒级）下从网络监听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程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HBase master processes cannot be confirmed to be up and listening on the network for the configured critical t
HBase Master Process
hreshold, given in seconds.
HBase 主节点进程
HBase 主节点进程不能确认已启动和在给定阈值（秒级）下从网络监听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Percent RegionServers
This service-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configured percentage of RegionServer processes cannot be determined to be up and listening on t
Available
he network for the configured warning and critical thresholds. It aggregates the results of RegionServer process down checks.
RegionServer可用百分
所配置一定百分比的RegionServer进程不能确认已启动或从网络监听时触发此服务级告警。这会聚合RegionSever进程失败检查结果。
比

危险（CRITIC
AL） 默认值
5

5

30%

HBase Mater CPU Utili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CPU utilization of the HBase Master exceeds certain warning and critical thresholds. It checks the HBas
zation
e Master JMX Servlet for the SystemCPULoad property. The threshold values are in percent.
250%
HBase主节点CPU使用情
HBase主节点上CPU使用超过所设置的警告及告警阈值会触发此主机级告警。这会检查HBase 主节点JMX中的系统CPU负荷情况。阈值以百分比形式展示。
况

O o zi e
告警定义名称（Al ert Def initio n Na m
e）
Oozie Server Web UI
Oozie Server Status
Oozie Server状态

描述（Descriptio n）

危险（CRITICAL） 默认值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Oozie server Web UI is unreachable.
Connection failed to {1} ({3
不能访问此Oozie服务器Web UI时触发此告警。
})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Oozie server cannot be determined to be up and responding to client
requests.
1
Oozie Server不能确定已启动和不响应客户端请求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Z o o K eep er
告警定义名称（Al ert Def ini
tio n Na m e）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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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Keeper Server Process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ZooKeeper server process cannot be determined to be up and listening on the network.
5
ZooKeeper服务器进程
ZooKeeper服务器进程不能确认已启动和从网络监听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Percent ZooKeeper Servers Av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number of down ZooKeeper servers in the cluster is greater than the configured critical threshold.
ailable
It aggregates the results of ZooKeeper process checks.
70%
Zookeeper服务器可用百分比
集群中所挂掉Zookeeper服务器数量大于所配置阈值时触发此告警。会对Zookeeper进程检查结果进行聚合。

Sto r m
告警定义名称（Al ert Def initio n Na m e） 描述（Descriptio n）
Supervisor Process
Percent Supervisors Available
Storm Web UI
Nimbus Process
DRPC Server Process

危险（CRITICAL） 默认值
5
30%
Connection failed to {1} ({3})
5
5

K a fk a
告警定义名称（Al ert Def initio n Na m e）
描述（Descriptio n）
危险（CRITICAL） 默认值
Kafka Broker Process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Kafka Broker cannot be determined to be up.
5
Kafka Broker进程
Kafka Broker进程不能确定是否已启动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sp a r k 2
告警定义名称（Al ert Def initio n Na m e）
Spark2 Livy Server
Spark2 Livy服务器
Spark2 History Server
Spark2 历史服务器
Spark2 Thrift Server
Spark2 Thrift 服务器

描述（Descriptio n）
危险（CRITICAL） 默认值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Livy2 Server cannot be determined to be up.
60
Livy2 服务器不能确认已启动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Spark2 History Server cannot be determined to be up.
5
Spark2 历史服务不能确认已启动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Spark2 Thrift Server cannot be determined to be up.
60
Spark2 Thrift 服务不能确认已启动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E la sti cSea r ch
告警定义名称（Al ert Def initio n Na m e）
描述（Descriptio n）
危险（CRITICAL） 默认值
ElasticSearch Process Check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ElasticSearch Master cannot be determined to be up.
5
ElasticSearch 进程检查
ElasticSearch 主节点不能确定已启动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Hu e
告警定义名称（Al ert Def initio n Na m e）
Hue Web UI

描述（Descriptio n）
危险（CRITICAL） 默认值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Hue Web UI is unreachable.
5
不能访问Hue Web UI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

A mb a r i
告警定义名称（Al ert D
ef initio n Na m e）
Host Disk Usage
主机硬盘使用情况

危险（CRITICA
L） 默认值

描述（Descriptio n）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amount of disk space used goes above specific thresholds. The default threshold values are 50%
for WARNING and 80% for CRITICAL.
主机硬盘使用率超过阈值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阈值默认为警告：50% ，告警：80% 。

80%

Ambari Agent Distro/con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distro selector such as hdp-select cannot calculate versions available on this host. This may i
f Select Versions
ndicate that /usr/$stack/ directory has links/dirs that do not belong inside of it.
5
Ambari 客户端Distro/con
主机上没有所选择distro版本（如hdp选择）时触发此主机级版告警。这可能时因为在 /usr/$stack/目录下含不属于其链接的目录。
f版本选择
Host Disk Usage For Dir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amount of disk space used goes above specific thresholds. The default threshold values are 80%
'/'
for WARNING and 90% for CRITICAL.
5.0E9 bytes
主机硬盘使用目录‘/’ 硬盘使用量超过阈值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阈值默认为警告：80% ，告警：90% 。
Host Disk Usage For Dir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amount of disk space used goes above specific thresholds. The default threshold values are 80%
'/mnt'
for WARNING and 90% for CRITICAL.
5.0E9 bytes
主机硬盘使用目录‘/mnt
硬盘使用量超过阈值时触发此主机级告警。阈值默认为警告：80% ，告警：90% 。
’
Ambari Agent Heartbeat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server has lost contact with an agent.
2
Ambari客户端心跳
服务器未收到客户端心跳时出发此告警。
Ambari Server Alerts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server detects that there are alerts which have not run in a timely manner.
2
Ambari 服务器告警
如果服务器检测到没有及时运行的警报时触发此警报。
Ambari Server Performa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Ambari Server detects that there is a potential performance problem with Ambari. This type of issue can ari
nce
se for many reasons, but is typically attributed to slow database queries and host resource exhaustion.
5000
Ambari服务器性能
Ambari服务器检测Amabri有潜在运行问题时触发此告警。有很多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但最常见的是由于数据库查询缓慢以及主机资源耗尽。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server detects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e expected and reported version of a component. The alert is
component Version
suppressed automatically during an upgrade.
5
组件版本
服务器检测到组件有版本问题时触发此告警。在组件升级时常会触发此告警。

A mb a r i Metr i cs
告警定义名称（Al er
t Def initio n Na m e
）
Metrics Monitor Stat
us
Metrics 监控状态
Metrics Collector P
rocess
Metrics收集器进程
Metrics collector HBase CPU Utilizatio
n
Metrics收集器的HBase
CPU使用
Metrics Collector Auto-Restart Status
Metrics 收集器自动重
启状态
Percent Metrics Moni
tors Available
Metrics监控器可用百
分比
Metrics Collector HBase Master Proces
s
Metrics收集器的HBase
主节点进程

金山云

描述（Descriptio n）
This alert indicates the status of the Metrics Monitor process as determined by the monitor status script.
此告警指示监控器状态脚本所确定的Metrics监控进程状态。

危险（CRITICAL） 默认值

1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Metrics Collector cannot be confirmed to be up and listening on the configured port for number of
seconds equal to threshold.
5
Metrics收集器不能确认已启动或在数秒内监听到的次数没有达到所配置阈值次数时触发此告警。
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CPU utilization of the Metrics Collector's HBase Master exceeds certain warning and critic
al thresholds. It checks the HBase Master JMX Servlet for the SystemCPULoad property. The threshold values are in percent.
250%
Metrics收集器的HBase主节点的CPU使用超过警告和告警阈值。回检查HBase主节点JMX的系统CPU加载情况。阈值以百分比形式展示。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Metrics Collector has been restarted automatically too frequently in last one hour. By default,
Metrics Collector has been
a Warning alert is triggered if restarted twice in one hour and a Critical alert is triggered if restarted 4 or more times in on
auto-started {1} times{0}
e hour.
.
在最后一小时中Metrics收集器自动重启太频繁会触发此告警。一小时中两次重启系统警告，4次重启系统告警。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a percentage of Metrics Monitor processes are not up and listening on the network for the configured w
arning and critical thresholds.
30%
一定比例（所配置的警告和告警阈值）的Metics 监控器未启动或从不能从网络监听到。
This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Metrics Collector's HBase master processes cannot be confirmed to be up and listening on the netw
ork for the configured critical threshold, given in seconds.
5
在给定时间内（秒）Metics收集器的HBase主节点进程不能确认已启动或从网络监听到触发此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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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host-level alert is triggered if the Grafana Web UI is unreachable.
不能访问Grafana Web UI时触发此告警。

Grafana Web UI

5

去 除 Amb ari页 面 的 t oken 认 证
KMR集群为了保证Ambari链接访问的安全性，默认情况下无法直接访问ambari控制台，kmr集群会对访问进行token认证，只有带有有效token的session才能访问ambari控制台，token过期后的访问会被拒
绝。
如果删除to ken认证，请注意管理帐号及访问权限（仅开放限定IP的访问权限）。
如果需要删除token认证机制，需要进行如下操作：
1. 登入到KMR集群master1节点中。
2. 编辑ngnix.conf 。
vim /opt/nginx/conf/nginx.conf

210行附近
...
location / {
# secure_link $arg_kmr_token,$arg_kmr_exp;
# secure_link_md5 4d145a527973363cf5f96da451727bf2$arg_kmr_exp;
# if ( $secure_link = "" ) {
#

return 402;

# }
# if ( $secure_link = "0" ) {
#

return 405;

# }
...

注释掉secure_link相关的几行，210-217行。
3. 重新加载nginx配置，重启nginx服务。
service nginx reload
service nginx restart

Amb ari集 群 配 置 的 实 践 指 南
KMR使用Ambari Web UI來管理主机、服务、告警、设置等。

管理集群配置
通过Ambari可以设定特定组件的配置。如果要调整组件的配置，可以进入 service 标签，或者点击左右的具体组件，点击 co nf ig 进行配置。

修改 N a meN ode J a va 堆栈大小
NameNode Java 堆栈大小取決于许多因素，例如集群的负载、文件数和分块数。1GB的预设大小适用于大部分的集群，但是某些工作负载需要更多或更少的内存。
修改 NameNode Java 堆栈大小：
1. 点击 service 标签中的 HDFS ，进入 co nf ig 标签。

2. 找到 Na m eNo de Ja va hea p size 设置。 您也可以使用 f il ter 来搜索特定配置。选取右侧的画笔。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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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文本框中输入新的值，回车保存修改。

4. 点击 co ngf ig 顶部的绿的 sa ve 保存修改。

H ive配置优化实践指南
下面说明一下Hive性能调优的配置选项。
1. 要修改Hive组件的参数，点击 service 标签中的 Hive 。
2. 进入 co nf ig 标签。

设 定 Hi v e集 群 引 擎
Hive提供两个执行引擎：MapReduce 和 Tez。 Tez 比 MapReduce 更快。 KMR集群使用Tez作为预设的执行引擎。更改引擎：
1. 在 Hive 的 co nf ig 标签中， f il ter 中筛选 excutio n engine 。

2. 最佳的预设值是 Tez 。

优化分组参数
Hadoop会将单个文件拆分（对应）为多个文件，并且并行处理产生的文件。对应程序的数目取决于分割的数目。下面两个组件的参数会影响Tez执行引擎的分割数量：
tez.grouping.min-size：分组分割大小下限，预设值是 16 MB (16777216 位元組)。 tez.grouping.max-size：分组分割大小上限，预设值為 1 GB (1,073,741,824 位元組)。
根据效能的经验法则，降低这两个参数可以改善延迟扩大吞吐。
例如，要设定128MB对应四个程序任务，可以将这两个参数都设置为32MB。
要修改限制参数，进入Tez服务的 co nf ig 标签。展开 genera l 选项，找到 tez.gro uping.m a x-size 和 tez.gro uping.m in-size 参数。
将这两个参数设置为 33,554,432 位元組 (32 MB)。

这些变更会影响服务器的所有Tez任务。若要得到最佳效果，请适当调节参数值。

调 优 r ed u cer
ORC 和 Snappy 均可以达到高性能。不过，Hive预设的reducer数量可能太少，因而导致瓶颈。
举例来说，如果有50GB的数据。数据是ORC格式，经过Snappy压缩处理后为1GB。Hive估计需要的reducer数量为：（对应程序分组的数据大小）/ hive.exec.reducers.bytes.per.reducer
根据预设设定，这个例子需要4个reducer。
参数指定每个reducer处理的数据大小。预设值为64MB。降低这个值会增加并行度，可能会改善性能。过度降低也会产生过多的reducer，严重的可能会影响性能。此参
数根据你的数据需求、压缩设置和其他环境设置决定。
hive.exec.reducers.bytes.per.reducer

1. 要修改参数，请进入 Hive 标签下的 co nf ig 标签， f il ter 搜索 reducer 参数。

2. 点击编辑 将值修改为128MB（134,217728），然后回车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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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输入大小为 1024 MB，每个化简器的数据为 128 MB，则有 8 个化简器 (1024/128)。
为 “Da ta per Reducer” 参数提供错误的值可能导致生成大量的reducer，从而对查询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若要限制reducer的最大数目，请将 hive.exec.reducers.max 设置为适当的值。 默认值为
1009。

启用并行执行
一个 Hive 查询是在一个或多个阶段中执行的。 如果可以并行运行各个独立阶段，则会提高查询性能。
若要启用并行查询执行，请导航到 Hive 的「config」选项卡并搜索 hive.exec.parallel 属性。 默认值为 false。 将该值更改为 true，然后按 Enter 保存该值。
若要限制并行运行的作业数，请修改 hive.exec.parallel.thread.number 属性。 默认值为 8。

启用矢量化
Hive 逐行处理数据。 矢量化指导 Hive 以块（一个块包含 1,024 行）的方式处理数据，而不是以一次一行的方式处理数据。 矢量化只适用于 ORC 文件格式。
1. 若要启用矢量化查询执行，请导航到 Hive 的 co nf ig 选项卡并搜索 hive.vectorized.execution.enabled 参数。 Hive 0.13.0 或更高版本的默认值为 true。
2. 若要为查询的reducer启用矢量化执行，请将 hive.vectorized.execution.reduce.enabled 参数设置为 true。 默认值为 false。

启 用 基 于 成 本 的 优 化 (C B O )
默认情况下，Hive 遵循一组规则来找到一个最佳的查询执行计划。 基于成本的优化 (CBO) 可以评估多个查询执行计划并向每个计划分配一个成本，然后确定成本最低的查询执行计划。
若要启用 CBO，请导航到 Hive 的 co nf ig 选项卡并搜索 parameter hive.cbo.enable ，然后将开关按钮切换到 “o n” 。

启用 CBO 后，可使用以下附加配置参数提高 Hive 查询性能：
hive.compute.query.using.stats

如果设置为 true，则 Hive 会使用其元存储中存储的统计信息来应答类似于 count(*) 的简单查询。

hive.stats.fetch.column.stats启用

CBO 时，会创建列统计信息。 Hive 使用元存储中存储的列统计信息来优化查询。 如果列数较多，则提取每个列的列统计信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如果设置为
false，则会禁用从元存储中提取列统计信息。

hive.stats.fetch.partition.stats

行数、数据大小和文件大小等基本分区统计信息存储在元存储中。 如果设置为 true，则会从元存储中提取分区统计信息。 如果为 false，则从文件系统中提取文件大小，并从行架构中提取行数。

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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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中间压缩
映射任务将创建reducer任务使用的中间文件。 中间压缩可以缩小中间文件大小。
Hadoop 作业通常会遇到 I/O 瓶颈。 压缩数据能够加快 I/O 和总体网络传输速度。
可用的压缩类型包括：
格式
Gzip
Bzip2
LZO
Snappy

工具
Gzip
Bzip2
Lzop
不适用

算法
DEFLATE
Bzip2
LZO
Snappy

文件扩展名
.gz
.bz2
.bz2
Snappy

是否可拆分？
否
是
是（如果已编制索引）
否

一般规则是，尽量使用可拆分的压缩方法，否则会创建极少的mapper。 如果输入数据为文本，则 bzip2 是最佳选项。 对于 ORC 格式，Snappy 是最快的压缩选项。
1. 若要启用中间压缩，请导航到 Hive 的 co nf ig 选项卡，并将 hive.exec.compress.intermediate 参数设置为 true。 默认值为 false。

备注 若要压缩中间文件，请选择一个 CPU 开销较低的压缩编解码器，即使该编解码器不能提供较高的压缩输出。
2. 若要设置中间压缩编解码器，请将自定义属性 mapred.map.output.compression.codec 添加到 hive-site.xml 或 mapred-site.xml 文件。
3. 添加自定义设置：
导航到 Hive 的 co nf ig 选项卡并选择 a dva nce 选项卡。
在 a dva nce 选项卡下，找到并展开 cum sto m hive-site 窗格。
单击 cum sto m hive-site 窗格底部的 Add Pro perty 链接。
在 Add Pro perty 窗口中，输入 mapred.map.output.compression.codec 作为键，输入 org.apache.hadoop.io.compress.SnappyCodec 作为值。
单击 Add 。
这会使用Snappy压缩来压缩中间文件。添加该属性后，它会显示在 cum sto m hive-site 窗格中。
备注 此过程会修改 $HADO O P_HO ME/conf/hive-site.xml 文件。

压缩最终输出
还可以压缩最终的 Hive 输出。
1. 若要压缩最终的 Hive 输出，请导航到 Hive 的 co nf ig 选项卡，并将 hive.exec.compress.output 参数设置为 true。 默认值为 false。
2. 若要选择输出压缩编解码器，请根据上一部分的步骤 3 所述，将 mapred.output.compression.codec 自定义属性添加到 cum sto m hive-site 窗格。

启用推理执行
推理执行可以启动特定数量的重复任务以检测运行速度缓慢的任务跟踪程序并将其加入方块列表，同时通过优化各项任务结果来改善总体作业执行。
不应该对输入量较大的长时间运行的 MapReduce 任务启用推理执行。
若要启用推理执行，请导航到 Hive 的 co nf ig 选项卡，并将 hive.mapred.reduce.tasks.speculative.execution 参数设置为 true。 默认值为 false。

优化动态分区
Hive 允许在表中插入记录时创建动态分区，且无需预定义每个分区。 这是一项强大功能，尽管，它可能导致创建大量的分区并为每个分区创建大量的文件。
1. 要让 Hive 执行动态分区，应将 hive.exec.dynamic.partition 参数值设置为 true（默认值）。
2. 将动态分区模式更改为 strict。 在 strict（严格）模式下，必须至少有一个分区是静态的。 这可以阻止未在 WHERE 子句中包含分区筛选器的查询，即，strict 可阻止扫描所有分区的查询。
进入 Hive 的 co nf ig 选项卡，并将 hive.exec.dynamic.partition.mode 设置为 strict。 默认值为 nonstrict。
3. 若要限制要创建的动态分区数，请修改 hive.exec.max.dynamic.partitions 参数。 默认值为 5000。
4. 若要限制每个节点的动态分区总数，请修改 hive.exec.max.dynamic.partitions.pernode 。 默认值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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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本地模式
本地模式可让 Hive 在一台计算机上（有时是在单个进程中）执行某个作业的所有任务。 如果输入数据较小，并且查询启动任务的开销会消耗总体查询执行资源的绝大部分，则此模式可以提高查询性
能。
若要启用本地模式，请根据启用中间压缩部分的步骤 3 所述，将 hive.exec.mode.local.auto 参数添加到「custom hive-site」面板。

设 置 单 个 Ma p R ed u ce Mu lti G R O U P B Y
如果此属性设置为 true，则包含通用 group-by 键的 MultiGROUP BY 查询将生成单个 MapReduce 作业。
若要启用此行为，请根据启用中间压缩部分的步骤 3 所述，将 hive.multigroupby.singlereducer 参数添加到 custo m hive-site 面板。

其 他 Hi v e 优 化
以下部分介绍了可以设置的其他 Hive 相关优化。
联接优化
Hive 中的默认联接类型是“随机联接”。 在 Hive 中，特殊的mapping会读取输入，并向中间文件发出联接键/值对。 Hadoop 在随机阶段中排序与合并这些对。 此随机阶段的系统开销较大。 根据数
据选择右联接可以显著提高性能。
联接类型

时间

随机联接

默认选项
始终运行

映射联接

一个表可以装入内存

方式
从某个表的一部分内容中读取
根据联接键存储和排序
向每个化简器发送一个存储桶
在化简端执行联接
将小型表读入内存哈希表
通过大型文件的一部分流式处理
联接哈希表中的每条记录
只按映射器执行联接

Hive 设置

注释

不需要过多的 Hive 设置 每次运行

hive.auto.confvert.join=true

速度很快，但受限

如果两个表：
排序方式相同
存储方式相同
每个进程：
按排序/存储的列执行联接 从每个表中读取存储桶 hive.auto.convert.sortmerge.join=true 非常高效
处理值最小的行
排序合并存储桶

执行引擎优化
有关优化 Hive 执行引擎的其他建议：
设置

建议
KMR默认值
True = 更安全，但速度更慢；false = 速度更快 false
tez.am.resource.memory.mb
大多数引擎的上限为 4 GB
自动优化
tez.session.am.dag.submit.timeout.secs
300+
300
tez.am.container.idle.release-timeout-min.millis 20000+
10000
tez.am.container.idle.release-timeout-max.millis 40000+
20000
hive.mapjoin.hybridgrace.hashtable

H BASE配置优化实践指南
可以通过 HBa se 的 co nf ig 选项卡修改 HBase 配置。以下部分介绍了一些影响 HBase 性能的重要配置设置。

设 置 HB A SE _ HE A P SIZ E
HBase 堆大小指定region server和主服务器要使用的最大堆数量（以 MB 为单位）。 默认值为 1,000 MB。 优化群集工作负荷时应优化此项设置。
1. 若要修改，请导航到 HBa se 的 co nf ig 选项卡中的 a dva nced Hba se-env 标签，然后找到 HBASE_HEAPSIZE 设置。
2. 将默认值更改为 5,000 MB。

优化读取密集型工作负荷
以下配置对于提高读取密集型工作负荷的性能非常重要。
块缓存大小
块缓存是读取缓存。 其大小由 hfile.block.cache.size 参数控制。 默认值为 0.4，即总区域服务器内存的 40% 。 块缓存大小越大，随机读取的速度越快。
1. 若要修改此参数，请导航到 HBa se 的 co nf ig 选项卡，然后找到 % o f Regio nserver Al l o ca ted to Rea d Buf f 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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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更改此值，请选择 edit 图标。
Mem sto re 大小
所有编辑内容都存储在称作 Memstore 的内存缓冲区中。 此机制增大了可在单个操作中写入磁盘的总数据量，并可加速以后对最近编辑内容的访问。 Memstore 大小由以下两个参数定义：
hbase.regionserver.global.memstore.UpperLimit：定义 Memstore 总共可以使用的区域服务器最大内存百分比。
`hbase.regionserver.global.memstore.LowerLimit：定义 Memstore 总共可以使用的区域服务器最小内存百分比。

若要优化随机读取，可以减小 Memstore 的上限和下限。
从磁盘扫描时提取的行数
设置定义在扫描程序中调用 `next 方法时，要从磁盘读取的行数。 默认值为 100。 该数字越大，从客户端向区域服务器发出的远程调用数就越少，因而扫描速度也就越快。
但是，这也会增大客户端上的内存压力。
hbase.client.scanner.caching

重要 设置此值时，请不要使扫描程序中的下一次方法调用间隔时间大于扫描程序的超时时间。 扫描程序超时期限由 hbase.regionserver.lease.period 属性定义。

优化写入密集型工作负荷
以下配置对于提高写入密集型工作负荷的性能非常重要。
最大区域文件大小
HBase 使用称作 HFile 的内部文件格式存储数据。 属性 hbase.hregion.max.filesize 定义区域的单个 HFile 的大小。 如果区域（region）中的 HFiles 总数大于此设置，则会将该区域拆分为两个区
域。

区域文件大小越大，拆分数目越小。 可以增大文件大小，以确定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写入性能的值。
避免阻止更新
属性 hbase.hregion.memstore.flush.size 定义 Memstore 刷新到磁盘的增量大小。 默认大小为 128 MB。
Hbase 区域块乘数由 hbase.hregion.memstore.block.multiplier 定义。 默认值为 4。 允许的最大值为 8。
如果 Memstore 为 (hbase.hregion.memstore.flush.size * hbase.hregion.memstore.block.multiplier ) 字节，则 HBase 会阻止更新。
使用刷新大小和块乘数的默认值时，如果 Memstore 大小为 128 * 4 = 512 MB，则会阻止更新。 若要减少更新阻止计数，请增大 hbase.hregion.memstore.block.multiplier 的值。

定 义 Memsto r e 大 小
Memstore 大小由 hbase.regionserver.global.memstore.UpperLimit 和 hbase.regionserver.global.memstore.LowerLimit 参数定义。 将这些值设置为相等可以减少写入期间的暂停次数（同时提高刷新频率），并
可以提高写入性能。

设 置 Memsto r e 本 地 分 配 缓 冲 区
Memstore 本地分配缓冲区使用率由 hbase.hregion.memstore.mslab.enabled 属性确定。 如果已启用 (true)，则可以防止在执行写入密集型操作期间出现堆碎片。 默认值为 true。

开启服务的自动启动
Ambari提供了服务异常中止后的自动重启功能，位置为Adm in>service Auto Sta rt ，将需要自动重启的组件的状态设置为enable，保存设置。
在服务出现异常中止的时候，Ambari会尝试自动重启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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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H DFS再平衡（reba la nce）
HDFS集群在新增加点后，会出现已有节点与新节点存储空间不平衡的状态，已有节点占用空间较多，而新节点占用空间桀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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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可以通过hdfs的rebalance功能对hdfs文件进行再平衡。
rebalance的选项在HDFS >service a ctio ns >reba l nce HDFS

Balancer threshold这个参数代表的含义是与HDFS磁盘使用率的偏差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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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的设置，如果一个data node的使用率大于44% ，多出的部分的数据就会rebalance到小于23% 的节点上。
此外，rebalance过程会占用内部带宽，因此，这个参数会决定rebalance的所需的时间，不过也不建议将这个参数设置过大，以免影响线上的任务。

默认值为每秒60M。

设置ES ba la nce的阈值
ES集群中可以设置wa term a rk 的阈值来决定存sha rd reba l a nce 的阈值

high：表示超过这个阈值就会触发shard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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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表示超过这个阈值就不会再向这个节点分配s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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