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MySQL运维中，经常会遇到下⾯面所述三⽅方⾯面的需求：

1. 对数据库表的更更新做异构化，也就是将上层数据库表结构及存储⽅方式不不能满⾜足应⽤用需求，需
要转换、数据清洗及提取等，存储到另⼀一种表结构中，这种存储⽅方式更更适合应⽤用程序访问计

算等。

2. 针对⼀一些统计业务，每天都需要对某些表做统计，⼀一般是在hadoop中计算，基于⽬目前的⽅方
案，每天都需要⼤大量量的对MySQL数据库做全量量数据的查询，先存储到hadoop中，然后才能
计算，这样既浪费了了很多时间，⼜又对业务数据库产⽣生影响，更更重要的是，在数据库表⽇日益增

⻓长的同时，每天查⼀一次全量量已经完全不不能满⾜足需求，增量量⼜又很难获取到，所以这就需要有⼀一

款异构实时数据同步的⼯工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样统计可以随时进⾏行行，同时不不会对业务数

据库产⽣生影响，完美解决问题。

3. 想要做MySQL数据库的数据同步，但其本身的主从复制⼜又不不太好“插⼿手”控制，有些时候⼜又不不
太好处理理，所以想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主从同步软件来实现主从同步的功能，⽐比如异地同步⽅方

案，异地双活⽅方案等。

此时，就很迫切地需要有⼀一款产品，可以做到实时地获取到MySQL最新的数据变化，然后同步
到⽬目标OLAP数据库中，这样就可以既利利⽤用到了了专业的OLAP数据库对数据的快速处理理，⼜又避免了了
⻓长时间的数据同步，同时还保证了了被分析数据的时效性。那么，Arkgate就是这样⼀一款MySQL实
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是⼀一款MySQL的插件，模拟了了MySQL从库的IO Thread，不不断地Dump MySQL的Binlog
Events，实时地将MySQL数据库的增量量更更新同步到⽬目标OLAP数据库中。⽬目标OLAP⽀支持
HBase、Elasticsearch及MySQL数据库，以解决不不同⼈人群及业务的需求。作为⼀一款MySQL的插
件，安装⽅方便便，兼容所有MySQL版本的Binlog格式，⽀支持多线程并发复制的功能，同时还⽀支持多
通道复制，⼀一个插件可以为多个集群做数据同步。可以通过information schema的插件，来查询
同步状态的详细信息，使⽤用简单，维护⽅方便便。更更重要的是，如果选择同步到MySQL数据库时，
可以实现异地多活的数据库架构，这在业界实属⾸首创，并且解决了了循环复制的问题。

arkgate运维⼿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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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gate的实现⽅方式和MySQL数据库主从是同⼀一个道理理，它会伪装成⼀一个从库，从主库上⾯面dump
指定的binlog，arkgate收到之后，将其解析出来，直接在线转换成为⼀一种更更通⽤用的，其它程序也
能解析的Json格式，然后再存储到MySQL中，这个MySQL就是上图中所示的数据中⼼心
（datacenter）。

arkgate写⼊入datacenter的⽅方式是远程插⼊入，是做为datacenter的客户端插⼊入进去的。这种情况
下，开发同学，只需要关注datacenter数据库即可，查出来的数据，都是增量量的更更新，其需要解
析Json，然后应⽤用到对应的统计库或者异构库中，即可实现数据库的异构实时同步，不不过完全实
时是不不可能的，只需要保证arkgate在复制时没有延迟，同时应⽤用程序读取datacenter的数据尽可
能的快就好。

在上⾯面复制架构中，每⼀一个复制，都是⼀一个单独并且完全独⽴立的通道，但是不不同的通道，可以对

应同⼀一个数据库实例例，那么在每新建⼀一个通道时，都需要给对应的通道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指

的就是这个通道对应的datacenter名，在这个数据库实例例中，其实就是⼀一个数据库名字，那么多
个通道时，这个数据库实例例中，就会有多个数据库，arkgate会将所有拿到的Binlog解析后存储到
各⾃自对应的datacenter中。

最左边的MySQL，可以是⼀一个集群，也可以是单节节点，都可以通过同⼀一个Arkgate来做数据传
输，⼀一个传输任务称为⼀一个通道，也就是可以有多个通道。

在线MySQL

Arkgate



Arkgate是⼀一个MySQL插件，在MySQL内部不不断运⾏行行着传输任务。将Dump过来的数据Binlog
Events解析出来，转换为JSON，并⾏行行地存储到MySQL中，这是⼀一个数据的中间状态。这个数据
库被称为数据中⼼心。

在这个数据库中，⼀一个数据库对应⼀一个通道，⼀一个通道具有唯⼀一的名字，即Channal Name。在
这个数据库中，存储了了这个通道相关的所有信息，包括复制主从节点、独⽴立配置参数、从节点对

应的位置信息、主节点复制的最新位置、⽩白/⿊黑名单及JSON数据。本系统到此为⽌止也是可以使⽤用
的，业务可以⾃自⼰己来定制化地查这⾥里里⾯面的数据，⽽而如果为了了简单⽅方便便，可以部署增强系统，即

Adapter程序。

这⾥里里已经做了了⼏几种⽬目标数据库的Adapter程序，包括HBase、ES及MySQL，这⾥里里可以通过配置⽂文
件实现表列列的对应关系，最终实现实时异构的数据转换。

最终存储在HBase或ES数据库之后，就是最终的可分析的数据，业务可以直接跑在这上⾯面，实现
实时的报表系统。

Arkgate是⼀一款MySQL的插件，所以安装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到arkgate.so包，然后将其放
置在MySQL参数plugin_dir所指的⽬目录中，然后通过install plugin命令安装即可。arkgate.so中包
含了了审核所需要的所有插件，下⾯面是每个插件的详细信息：

arkgate.so所包含的所有插件名称 插件说明

arkgate
主体插件，安装之后，可以通过show variables like "
%arkgate%";命令看到所有包含的变量量

arkgate_datacenter_threads

information schema插件，这个插件主要是⽤用来观察
每⼀一个通道下，⽤用来同步Binlog到datacenter的线程的
状态的，查询这个表可以查到所有通道的线程状态，

可以通过增加where条件来查询某⼀一个通道的信息

information schema插件，这个插件是⽤用来查看所有
通道的详细信息的，包括复制状态，位置信息等，具

数据中⼼心

Adapter程序

⽬目标异构数据库

安装



arkgate_datacenter_full_list 体信息请参考后⾯面对各个列列的详细说明。可以通过wh
ere条件指定通道名称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信息。

arkgate_fliter_list

information schema插件，这个插件是⽤用来查看所有
通道定义的⽩白/⿊黑名单的，即定义了了哪些库需要复制，
哪些是不不需要复制的。可以通过where条件指定通道名
称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信息。

arkgate_slave_list
information schema插件，这个插件，⽤用来观察所有
通道定义的从库状态信息，可以通过where条件指定通
道名称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信息。

arkgate_datacenter_list

information schema插件，这个插件是⽤用来查看所有
通道的简单状态的，包括是否正常复制及延迟时间，

主要是为监控程序服务的。可以通过where条件指定通
道名称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信息。

arkgate_datacenter_options
information schema插件，这个插件是⽤用来查看所有
通道的独享配置变量量信息的，可以通过where条件指定
通道名称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信息。

arkgate_datacenter_tables

information schema插件，这个插件是⽤用来查看所有
通道复制时，对具体某⼀一个表的命中及分发状态的，

如果某⼀一个表的Binlog事件很多，那相应的引⽤用计数
就会很⼤大，可以通过where条件指定通道名称查询具体
某⼀一个通道的信息。

可以在MySQL客户端中通过下⾯面的命令来执⾏行行插件的安装：

install	plugin	arkgate	soname	'arkgate.so';
install	plugin	arkgate_datacenter_threads	soname	'arkgate.so';
install	plugin	arkgate_datacenter_full_list	soname	'arkgate.so';
install	plugin	arkgate_fliter_list	soname	'arkgate.so';
install	plugin	arkgate_slave_list	soname	'arkgate.so';
install	plugin	arkgate_datacenter_list	soname	'arkgate.so';
install	plugin	arkgate_datacenter_options	soname	'arkgate.so';
install	plugin	arkgate_datacenter_tables	soname	'arkgate.so';

安装插件arkgate之后，就可以通过show variables like "%arkgate%";命令，查看所有arkgate⽀支
持的配置参数。具体每个配置参数的详细功能，后⾯面专⻔门展示出来。

后⾯面七个都是information schema插件，在安装之后，可以在information_schema库中看到这些
表。可以直接⽤用SQL语句句查询即可，也可以看其表结构。



安装完之后，安装了了arkgate的MySQL服务器器，就变身为⼀一款强⼤大的MySQL ETL⼯工具了了，当然他
还可以是⼀一个普通的MySQL服务器器。

arkgate必须要有License验证才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没有正确设置License⽂文件的话，会有如下报
错信息：

mysql>	set	arkgate_create_datacenter	=	'xx';
ERROR	6986	(HY000):	License	is	invalid	or	expire	this	product	is	disabled,	please	c
heck	and	update	the	license.
mysql>

在每次创建datacenter及启动复制的时候，arkgate都会去验证License的，所以在使⽤用前必须要
设置完成License⽂文件的⽬目录，通过设置参数arkgate_license_file来完成。如果所使⽤用的License
是⾮非法的，或者已经过期的，在设置的时候就会报错，⽽而如果是正确的，也在有效期内，就会正

常设置完成。

arkgate_license_file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全局

⽤用来表示arkgate的License⽂文件的地址。

arkgate_expire_warning_days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30

类型 INT

范围 全局

License验证

参数介绍



⽤用来设置在License到期前多少天在做提醒，提醒会出现在Error Log中，提示内容如
下：	2017-10-10T03:42:09.998799Z	3	[Warning]	license	is	about	to	expire	(2017-12-

31),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upgrade.	，这个提醒每天只会出现⼀一次。

arkgate_datacenter_host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全局

⽤用来表示arkgate在将Binlog解析为Json之后，将Json存储的⽬目标MySQL数据库地址。这个
参数需要在使⽤用前设置好，不不然在创建datacenter时会报错。

arkgate_datacenter_port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INT

范围 全局

与参数arkgate_datacenter_host对应，这⾥里里指定的是端⼝口。这个参数需要在使⽤用前设置好，
不不然在创建datacenter时会报错。

arkgate_datacenter_user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全局

arkgate在连接后端datacenter数据库时，所需要的⽤用户名。这个参数需要在使⽤用前设置好，
不不然在创建datacenter时会报错。需要的权限包括：创建库、创建表、truncate等权限。

arkgate_datacenter_password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全局

与参数arkgate_datacenter_user对应，这⾥里里是需要的密码。这个参数需要在使⽤用前设置好，
不不然在创建datacenter时会报错。

arkgate_create_datacenter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会话

通过这个参数来创建⼀一个通道，这个参数的值，指定的就是为这个通道起的名称，这个名称

将在后⾯面⼀一直被使⽤用，唯⼀一代表这个通道，在创建之后，arkgate会在datacenter中创建⼀一个
与之相同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里里⾯面有相应的表，这些都是⼀一个datacenter所需要的配置及
Json表。例例如：set arkgate_create_datacenter='arkgate'，这样就创建完成⼀一个datacenter
通道了了。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母数字下划线三种类型。

arkgate_replication_member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会话

通过这个参数，为已经创建好的datacenter增加要复制的MySQL实例例，这个参数的值有相应
的格式，如set
arkgate_replication_member="datacenter_name:role:instance_name:instance_host:instan
ce_port"，从值中的描述来看，包括了了五个部分：

i. datacenter_name，刚建好的datacenter还是空的，它还不不知道从哪⾥里里复制数据，所以
需要给它设置复制节点，这是指定要为哪个datacenter来设置。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母



数字下划线三种类型。

ii. role，因为arkgate⽀支持⾃自动切换的，如果从某⼀一个节点复制的过程中，这个节点挂了了，
此时arkgate可以⾃自动切换到为其配置的从库节点上⾯面继续复制的，所以这⾥里里要指定相
对arkgate来说，哪个是主节点，哪个是从节点，这个⻆角⾊色与复制来源中MySQL集群的
主从⻆角⾊色没有关系。可选值只包括master和slave，不不区分⼤大⼩小写，如果使⽤用了了其它
值，则会报错。

iii. instance_name，因为这是在增加⼀一个复制源，也就是⼀一个MySQL实例例，那这个参数指
定的就是为其起⼀一个简单的名字，在切换的时候会使⽤用到。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母数字

下划线三种类型。

iv. instance_host，这就是要指定的复制实例例的MySQL地址了了。
v. instance_port，这与上⾯面的instance_host是对应的，这⾥里里指定的是端⼝口。

在设置之后，就可以通过表information_schema.arkgate_datacenter_full_list来查看了了，当
然现在的状态还是未开始状态。

arkgate_replication_table_filter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会话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在复制时，需要过滤掉哪些库表，或者只复制哪些库表，因为通过参数

arkgate_replication_member设置之后，是针对整个实例例的，所以如果不不想订阅所有的
Binlog的话，就可以设置这个参数。其值也有固定的格式的，如：set
arkgate_replication_table_filter="datacenter_name:whiteblack:dropadd:dbname:tablenam
e"。也是包括五个参数，它们的意义分别如下：

i.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为哪个datacenter来设置⽩白/⿊黑名单。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母
数字下划线三种类型。

ii. dropadd，表示这是要增加⽩白/⿊黑名单设置还是删除，其值只有两个选
择“add”和“drop”，⼤大⼩小写不不区分，如果不不是这两个值则会报错。

iii. whiteblack，表示要设置的是⽩白名单还是⿊黑名单，其值只有两个选择“do”和“ignore”，
⼤大⼩小写不不区分，do表示⽩白名单，ignore表示⿊黑名单，这两个同时设置时，只有do会⽣生
效。如果不不是这两个值则会报错。

iv. dbname，表示要设置的是针对哪个库的，可以使⽤用MySQL的Like通配符，⽐比如如果设
置的⽩白名单为“%”，则表示所有库都会复制。

v. tablename，表示要设置的是针对哪个表的，可以使⽤用MySQL的Like通配符，⽐比如如果



设置的⽩白名单为“tabl%”，则表示只复制以tabl开头的表。当然也与上⾯面的参数有关系，
必须dbname也满⾜足的时候才⽣生效。

arkgate_replication_binlog_position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会话

在上⾯面设置了了复制节点之后，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为其指定⼀一个特定的开始位置，否

则启动复制时，arkgate会⾃自动连接上master，执⾏行行show master status;后，取到相应的
点，并从这个点开始复制。所以如果不不想让他从当前点开始复制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参数

来设置开始位置。设置的值也是有具体固定格式的，如：set
arkgate_replication_binlog_position="datacenter_name:binlog_file:binlog_pos"，包括三个
参数，分别代表如下意义：

i. datacenter_name，表示为哪个datacenter设置复制位置。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母数字
下划线三种类型。

ii. binlog_file，表示开始位置中的⽂文件名。
iii. binlog_pos，表示⽂文件binlog_file中的位置。

这个参数需要在复制通道停⽌止的时候才能设置，并且从参数来看，这⾥里里并没有指定是设置

master还是slave，其实是不不需要指定的，因为设置位置只能设置master，slave节点的位置
是不不需要设置的，arkgate会在复制的过程中⾃自动获取，属于名维护对象。

arkgate_replication_start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会话

在设置好上⾯面的所有信息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参数来启动了了。这个参数所需要的值也是有

相应的固定格式的，如：set
arkgate_replication_start="datacenter_name:master_user:master_password"，包括三个参
数，意义分别如下：



i.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启动哪⼀一个datacenter的复制。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母数字
下划线三种类型。

ii. master_user，表示启动时，arkgate⽤用哪个帐号连接到master，所以这⾥里里就需要⼀一个帐
号，具有replication client、replication slave、Select等权限，才可以正常启动复制通
道。

iii. master_password，与上⾯面的参数对应，这⾥里里是密码。

关于启动时，复制开始位置的选择，按照如下优先顺序来选择：

i. Master节点上⾯面设置的明确的Binlog位置，可以查看datacenter库中instance表中的信
息，也可以通过下⾯面查看状态命令来查看。

ii. 之前已经复制到的位置，这个要依赖于在arkgate中对当前datacenter的信息缓存，也就
是通过查看状态信息中看到的位置，如果有就从这个位置开始，如果没有，就⾛走下⾯面的

⽅方式。

iii. 通过执⾏行行show master status;命令，来查看当前Master节点的最新位置，然后从这个位
置开始复制。

arkgate_replication_stop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会话

这个参数是⽤用来暂停⼀一个复制通道的，⼀一般⽤用来下线维护，或者修改配置的。这个参数的值

⾮非常简单，只需要指定是哪个datacenter的名称即可。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母数字下划线三
种类型。

arkgate_replication_flush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会话

这个参数是⽤用来将⼀一个datacenter的所有Json数据及slave_positions表中的数据删掉。具体
操作包括：truncate表master_positions、slave_positions、transfer_data、transfer_filter，



将master节点的位置清零，将transfer_sequence的取号器器清零，将transfer_checkpoint也清
零。属于truncate⼀一个datacenter的操作。这个参数的值⾮非常简单，只需要指定是哪个
datacenter的名称即可。需要在datacenter处于暂停状态的时候执⾏行行。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
⺟母数字下划线三种类型。

arkgate_replication_reset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会话

这个参数是⽤用来将⼀一个datacenter的配置做reset操作的，做的操作包括：将master的位置清
零，将master_positions表中的数据truncate掉。做这两个操作的意义在于将所有开始位置
的信息都清除，下次开始的时候，就可以重新设置或者直接从show master status;命令来获
取了了。这个操作需要在datacenter处于暂停状态的时候执⾏行行。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母数字下
划线三种类型。

arkgate_replication_switch_over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会话

这个参数⽤用来主动切换某⼀一个datacenter，⽐比如当前master要下线维护了了，则可以通过这个
参数来设置要将哪⼀一个节点设置为新的master了了，arkgate会在切换之前，做⼀一些合法性检
查，如果指定的slave不不具备切换条件，就报错，切换失败。切换条件指的是arkgate有没有
正常获取到与当前master位置相匹配的点，如果没有就表示不不符合条件。这个操作需要在
datacenter处于暂停状态的时候执⾏行行。设置时指定的值也很简单，如：set
arkgate_replication_switch_over="datacenter_name:instance_name"，包括两个条件：

i. datacenter_name，要切换哪⼀一个datacenter。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母数字下划线三种
类型。

ii. instance_name，表示新的master是哪⼀一个节点，这⽤用到的就是在设置
arkgate_replication_member时指定的名字。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母数字下划线三种类
型。



当然切换⼀一般也不不需要这样处理理，只需要正常维护 master即可，arkgate会⾃自动选择slave来
做切换操作，只需要保证所设置的slave节点都是正常状态即可。

arkgate_setting_slave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无

类型 String

范围 会话

这个参数是⽤用来设置slave节点的状态的。arkgate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slave节点中获取相应
的信息的，如果slave出现异常，则arkgate会将其设置为不不可⽤用，后⾯面这个节点会⼀一直处于
这个状态，除⾮非⼈人为地去设置这个节点的状态，让其再次启⽤用。那这个参数就是⽤用来做这个

事情的。当然这个参数也可以主动地去将某⼀一个slave设置为不不可⽤用状态。这个参数的值也⽐比
较明确，如：set arkgate_setting_slave="datacenter_name:instance_name:startorstop"，
包括三个参数，分别是：

i.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操作哪⼀一个datacenter了了。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母数字下划
线三种类型。

ii. instance_name，表示要操作是哪⼀一个slave节点。参数名字符只⽀支持字⺟母数字下划线三
种类型。

iii. startorstop，表示要将指定的slave节点设置为可⽤用还是不不可⽤用。这个参数有两个选择，
start或者stop，⼤大⼩小写不不区分，如果不不是这两个则报错。

arkgate_master_sync_position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10000

最⼤大值 100000000

最⼩小值 1

类型 Integer

范围 ⼀一个datacenter独享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同步master多少个事务才会向master_positions表记录⼀一次，
master_positions表记录的是已经同步过的事务。
参数的设置可以通过set arkgate_master_sync_position="datacenter_name:value"来实现，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设置哪⼀一个datacenter，后⾯面的value是具体的值。如果值不不在相应
的范围内，则arkgate会报错。

arkgate_slave_sync_position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10000

最⼤大值 100000000

最⼩小值 1

类型 Integer

范围 ⼀一个datacenter独享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多少个主库的Master事务才去取⼀一次SLAVE位置信息，因为本身在
Failover时，不不可能做到⽆无缝，只能保证不不丢，都是会多出来的，为了了提⾼高效率，减少延
迟，可以将这个值设置⼤大⼀一些，arkgate不不会频繁去取Slave的位置时间信息，有⼀一个不不好之
处就是，如果设置太⼤大，会导致切换后，冗余数据会多⼀一些。但如果开启了了gtid，则不不会出
现数据冗余的情况。

参数的设置可以通过set arkgate_slave_sync_position="datacenter_name:value"来实现，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设置哪⼀一个datacenter，后⾯面的value是具体的值。如果值不不在相应
的范围内，则arkgate会报错。

arkgate_trx_sequence_sync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10000

最⼤大值 100000000

最⼩小值 1

类型 Integer

范围 ⼀一个datacenter独享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TID发号器器的步⻓长，相关的表为transfer_sequence。
参数的设置可以通过set arkgate_trx_sequence_sync="datacenter_name:value"来实现，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设置哪⼀一个datacenter，后⾯面的value是具体的值。如果值不不在相应
的范围内，则arkgate会报错。



arkgate_event_sequence_sync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10000

最⼤大值 100000000

最⼩小值 1

类型 Integer

范围 ⼀一个datacenter独享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EID发号器器的步⻓长，相关的表为transfer_sequence。
参数的设置可以通过set arkgate_event_sequence_sync="datacenter_name:value"来实现，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设置哪⼀一个datacenter，后⾯面的value是具体的值。如果值不不在相应
的范围内，则arkgate会报错。

arkgate_checkpoint_period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50

最⼤大值 100000000

最⼩小值 1

类型 Integer

范围 ⼀一个datacenter独享

checkpoint时间周期，单位是ms，即tranfer_checkpoint表更更新的频率。
参数的设置可以通过set arkgate_checkpoint_period="datacenter_name:value"来实现，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设置哪⼀一个datacenter，后⾯面的value是具体的值。如果值不不在相应
的范围内，则arkgate会报错。

arkgate_binlog_expire_hours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168

最⼤大值 10000



最⼩小值 1

类型 Integer

范围 ⼀一个datacenter独享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复制的数据多少时间算过期，在这个天之前的数据，都会在后台⾃自动删

掉，单位是⼩小时。

参数的设置可以通过set arkgate_binlog_expire_hours="datacenter_name:value"来实现，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设置哪⼀一个datacenter，后⾯面的value是具体的值。如果值不不在相应
的范围内，则arkgate会报错。

arkgate_parallel_workers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5

最⼤大值 999

最⼩小值 1

类型 Integer

范围 ⼀一个datacenter独享

执⾏行行复制的线程个数，单位是线程的个数。因为arkgate内部分发Binlog事件时，可以做到随
机分发，所以线程越多，性能越好，延迟也越低。

参数的设置可以通过set arkgate_parallel_workers="datacenter_name:value"来实现，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设置哪⼀一个datacenter，后⾯面的value是具体的值。如果值不不在相应
的范围内，则arkgate会报错。

arkgate_worker_queue_length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5

最⼤大值 999

最⼩小值 1

类型 Integer

范围 ⼀一个datacenter独享



队列列⻓长度，这个队列列⽤用来存放要执⾏行行的event，单位是event个数。也就是每⼀一个线程要处理理
的事件队列列⼤大⼩小。

参数的设置可以通过set arkgate_worker_queue_length="datacenter_name:value"来实现，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设置哪⼀一个datacenter，后⾯面的value是具体的值。如果值不不在相应
的范围内，则arkgate会报错。

arkgate_concurrent_dispatch_method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1

最⼤大值 2

最⼩小值 1

类型 Integer

范围 ⼀一个datacenter独享

表示解析Binlog之后，如何分发Event的Json写⼊入，有两个选择，1：表示随机分发、2：表
示通过主键来分发。因为arkgate可以⾃自动处理理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又有checkpoint的保
证，所以可以直接选择1即可。
参数的设置可以通过set arkgate_worker_queue_length="datacenter_name:value"来实现，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设置哪⼀一个datacenter，后⾯面的value是具体的值。如果值不不在相应
的范围内，则arkgate会报错。

arkgate_replication_source

指标 说明

默认值 1

最⼤大值 2

最⼩小值 1

类型 Integer

范围 ⼀一个datacenter独享

⽤用来设置这个datacenter的复制源是什什么，由于不不同版本MySQL所⽣生成的Binlog有些差别，
所以需要通过这个参数来区分版本，⽬目前包括普通的MySQL以及阿⾥里里云，对应的值分别是1
和2。



参数的设置可以通过set arkgate_replication_source="datacenter_name:value"来实现，
datacenter_name表示要设置哪⼀一个datacenter，后⾯面的value是具体的值。如果值不不在相应
的范围内，则arkgate会报错。

创建完⼀一个datacenter之后，arkgate会⾃自动创建下⾯面⼀一些表：

这个表，⽤用来存储这个datacenter中，要复制的主节点与从节点的配置信息，表结构如下：

CREATE	TABLE	`instances`	(
		`id`	int(10)	unsigned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instance_name`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instance	name',
		`instance_role`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instance	role,	include	master	a
nd	slave	',
		`instance_ip`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instance	ip',
		`instance_port`	int(11)	DEFAULT	NULL	COMMENT	'instance	port',
		`binlog_file`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binlog	file	name',
		`binlog_position`	int(11)	DEFAULT	NULL	COMMENT	'binlog	file	position',
		PRIMARY	KEY	(`id`)
)	ENGINE=InnoDB	AUTO_INCREMENT=4	DEFAULT	CHARSET=utf8	COMMENT='transfer	instance	se
t'

每⼀一个列列的具体意义如下：

id：简单的⾃自增列列⽽而已
instance_name：创建时，给⾃自增列列起的⼀一个名字，表中唯⼀一，在创建时会检查唯⼀一性。
instance_role：表示当前节点，在复制时，承担的是Master⻆角⾊色还是Slave⻆角⾊色，如果是
Master，则arkgate会从这个节点取Binlog，⽽而如果是Slave，则会在复制过程中取其show
master status;位置信息，以便便实现在Master挂了了之后，⾃自动切换到Slave继续做复制。
instance_ip：表示当前节点对应的数据库IP地址。
instance_port：表示当前节点对应的数据库端⼝口。
binlog_file：表示当前节点，在第⼀一次开始复制时的位置，即起始位置，这个需要DBA⼿手动
通过相应命令（后⾯面会⼀一⼀一介绍）去设置，如果不不设置的话，arkgate会从对应的数据库实
例例上⾯面取当前show master status;位置开始复制，或者如果之前已经复制过，则会从上次结
束位置继续复制。

binlog_position：上⾯面已经介绍过。

datacenter表的介绍

instances



这个表，是⽤用来存储在复制过程中，Binlog以事务为单位的结束位置，或者是⼀一个开始位置，
Binlog是以事务为⼀一个组的，这⾥里里只存储⼀一个组的开始/结束位置，为了了记录复制的合法位置，因
为除此之外，其它的位置都是不不完整或者不不可解析的。并且上⾯面已经提到，如果之前已经复制过

数据，则在下次再开始时，会从上次复制结束的位置开始，那么就是从这⾥里里来取这个位置的。

CREATE	TABLE	`master_positions`	(
		`id`	bigint(20)	unsigned	NOT	NULL	COMMENT	'id	but	not	auto	increment',
		`tid`	bigint(20)	unsigned	NOT	NULL	COMMENT	'transaction	id',
		`create_time`	timestamp	NOT	NULL	DEFAULT	CURRENT_TIMESTAMP	COMMENT	'
																the	create	time	of	event	',
		`binlog_file`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binlog	file	name',
		`binlog_position`	int(11)	DEFAULT	NULL	COMMENT	'binlog	file	position',
		`datacenter_epoch`	varchar(64)	NOT	NULL	COMMENT	'datacenter_epoch',
		`thread_sequence`	varchar(64)	NOT	NULL	COMMENT	'thread_sequence',
		PRIMARY	KEY	(`datacenter_epoch`,`thread_sequence`)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COMMENT='transfer	binlog	commit	positions'

每⼀一个列列的具体意义如下：

id：这是⼀一个⾃自增ID，但⾮非MySQL的auto_increment id，这个ID是在arkgate内部维护的
datacenter级别的⾃自增ID，是通过表transfer_sequence来做的，每次取id时，都会检查当前
id模inception_transfer_event_sequence_sync（⼀一个新的参数，后⾯面会统⼀一介绍）为0的时
候，就会更更新⼀一次transfer_sequence表的值为当前值加上
inception_transfer_event_sequence_sync值。⽽而取这个id是在分析到每⼀一个binlog事件的时
候做的，那么这样就可以保证了了事件的顺序与ID的顺序是⼀一致的，从⽽而插⼊入到datacenter中
可以保证也是顺序的。如果以后升级arkgate为多线程插⼊入datacenter时，可以保证数据的⼀一
致性。

tid：这也是⼀一个⾃自增的ID值，与上⾯面的不不同之处在于，这个是每分析⼀一个事务，⾃自增1，那
么这个TID与上⾯面的ID配合起来，做为主键，就可以完全保证Binlog的顺序性，同时，更更为
重要的是，这两个ID的组合也是在应⽤用程序使⽤用时的⼀一个游标标识值，以此来识别当前
Binlog已经读到什什么位置了了，这两个ID需要开发⾃自⼰己来维护。
create_time：这个列列的值表示的是当前事件在主库执⾏行行的时间值，就是每个事件中存储的时
间戳。

binlog_file：表示当前事件Binlog的位置，这也是在复制中断之后，再次开始时默认的开始
位置。

binlog_position：同上。

master_positions

slave_positions



这个表，存储的是在instance中所记录的所有slave节点，在Master节点上分析到⼀一个事务的结束
位置时，会取⼀一次Slave show master status;位置，这个信息会存储到这个表中。

CREATE	TABLE	`slave_positions`	(
		`id`	bigint(20)	unsigned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reate_time`	timestamp	NOT	NULL	DEFAULT	CURRENT_TIMESTAMP	COMMENT	'the	create	ti
me	of	event	',
		`instance_ip`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instance	ip',
		`instance_port`	int(11)	DEFAULT	NULL	COMMENT	'instance	port',
		`binlog_file`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binlog	file	name',
		`binlog_position`	int(11)	DEFAULT	NULL	COMMENT	'binlog	file	position',
		PRIMARY	KEY	(`id`),
		KEY	`idx_create_time`	(`create_time`)
)	ENGINE=InnoDB	AUTO_INCREMENT=25142904	DEFAULT	CHARSET=utf8	COMMENT='transfer	binl
og	commit	positions'

每⼀一个列列的具体意义如下：

id：⼀一个⾃自增ID⽽而已。
create_time：取show master status时的timestamp。
instance_ip：Slave对应的IP地址。
instance_port：Slave对应的端⼝口。
binlog_file：通过show master status取回来的位置。
binlog_position：同上。

这个表，是⽤用来真正的存储将Binlog翻译之后的Json数据的，在给业务程序使⽤用的时候，只需要
不不断的轮循这个表中的数据，通过id范围来不不断拉取新数据即可，当然id范围是不不可以⼤大于
transfer_checkpoint表中的id值的。表结构如下：

CREATE	TABLE	`transfer_data`	(
		`id`	bigint(20)	unsigned	NOT	NULL	COMMENT	'id	but	not	auto	increment',
		`tid`	bigint(20)	unsigned	NOT	NULL	COMMENT	'transaction	id',
		`dbname`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dbname',
		`tablename`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tablename',
		`create_time`	timestamp	NOT	NULL	DEFAULT	CURRENT_TIMESTAMP	COMMENT	'the	create	ti
me	of	event	',
		`instance_name`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the	source	instance	of	this	eve
nt',
		`binlog_hash`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binlog_hash',
		`optype`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operation	type,	include	insert,	update
...',

transfer_data



		`data`	longtext	COMMENT	'binlog	transfer	data,	format	json',
		PRIMARY	KEY	(`id`,`tid`),
		UNIQUE	KEY	`uniq_binlog_hash`	(`binlog_hash`),
		KEY	`idx_dbtablename`	(`dbname`,`tablename`),
		KEY	`idx_create_time`	(`create_time`)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COMMENT='binlog	transfer	data'

每⼀一个列列的具体意义如下：

ID，这个列列存储的是⼀一个序号，但不不是MySQL的⾃自增ID，是arkgate⾃自⼰己维护的⼀一个⾃自增序
号，每读⼀一个Binlog事务，序号就加1，因为每⼀一个事务是⼀一个Binlog的原⼦子单元，arkgate
在存储时，也是以事件为单位的。维护⼀一个这样的ID，主要是为了了与另⼀一个列列TID⼀一起来做
联系主键使⽤用的，因为Binlog在⽂文件中是有序的，⽽而插⼊入到transfer_data中之后（如果是并
发插⼊入的话），如果没有这个联系主键的话，很难保证实际的顺序，同时这也是为开发同学

提供的⼀一个⾃自⼰己维护的游标信息，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开发同学需要⾃自⼰己来维护这两个ID
值，这样才能知道异构数据已经同步到什什么位置了了。

TID，上⾯面已经介绍了了⼀一部分，这个值是与Binlog中的事务相关的，每次开始⼀一个新事务，
这个值就加1，也就是说，在transfer_data表中，不不同数据中，如果TID的值相同的话，说明
这些变更更是同⼀一个事务产⽣生的，但是ID值肯定是不不同的。
DBNAME，这个列列存储的是当前变更更发⽣生在哪个库中，与另⼀一个列列TABLENAME⼀一起，⽤用来
表示当前变更更是针对哪⼀一个表的，因为ROW模式Binlog中，每⼀一个事件只能是针对⼀一个表的
操作，所以想要知道某⼀一个表发⽣生了了哪些变化，或者统计应⽤用如果只关注某些表，或者某⼀一

个表的话，只需要不不断的查询这些表对应的变更更即可。同时表transfer_data中，已经建了了这
两个列列的联系索引，性能应该是不不成问题的。

TABLENAME：上⾯面已经介绍过了了。
CREATE_TIME：这个列列，是⽤用来存储，当前Binlog事件实际在主库上⾯面执⾏行行的时间值，这
个时间，应⽤用程序也可以⽤用来检查当前处理理是不不是有延迟，或者延迟多少等。

INSTANCE_NAME：这个列列⽤用来存储当前datacenter是从哪个实例例上⾯面获取的Binlog，存储
格式是IP加端⼝口，⽤用“：”分隔。
OPTYPE：这个列列存储当前事件的操作类型，⽬目前包括INSERT、UPDATE、DELETE、
TRUNCATE、ALTERTABLE、RENAME、CREATETABLE、META。应⽤用程序需要哪⼀一种变
更更，就处理理哪⼀一种，否则可以直接忽略略或者不不查即可，如果值是META时，说明有新的表出
现了了，或者这个表在被修改之后，⼜又⼀一次出现了了。

DATA，这个列列，就是这个表的主⻆角了了，这⾥里里⾯面存储的就是某⼀一个Binlog事件，在翻译之后的
信息，它的类型为⼤大字段，内容格式为Json的。

这个表⽤用来存储最新的checkpoint位置信息。

transfer_checkpoint



CREATE	TABLE	`transfer_checkpoint`	(
		`id`	bigint(20)	unsigned	NOT	NULL	COMMENT	'eid',
		`tid`	bigint(20)	unsigned	NOT	NULL	COMMENT	'tid'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COMMENT='checkpoint	sequence,	
																																				before	which	are	all	avialable'

每⼀一个列列的具体意义如下：

id：表示可安全读取的最⼤大事件id。
tid：表示可安全读取的最⼤大事务id。

因为arkgate转换线上Binlog，是多线程并发处理理的，那么肯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最新被处理理的
Binlog有可能是不不完整的，存在空洞洞，因为线程通过操作系统内核调度时执⾏行行有先有后，最新执
⾏行行的事务前⾯面经常会存在还没有执⾏行行的事务，⽽而此时最新的事务已经插⼊入到datacenter中了了，⽽而
没有执⾏行行的当然在datacenter中不不会有，那么如果应⽤用程序读的太快的话，就会导致有些数据读
不不到，因为应⽤用程序已经认为读过的位置之前的事务都已经读取完毕了了。那这样就导致了了数据丢

失的问题。

⽽而这个表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在datacenter中，没办法知道在什什么位置之前所有的数据都
是完整的，⽽而arkgate是了了如指掌的，所以通过这个表，来精确记录这个分界点的位置。

从表结构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只存储了了两个id值，这两个id值就是对应transfer_data中的id值，
只不不过这个表告诉你，在transfer_data表中，所有⼩小于这两个id值的数据，都是完整的，不不会丢
失数据，⽽而⼤大于这两个值的数据，则事务之间存在空洞洞的问题。⽽而同时，这个表只会有⼀一条记

录。

简单⽽而⾔言，在应⽤用程序使⽤用过程中，只要把这个表中的id值记录为当前可以读取的最⼤大位置即
可。

这个表，是实现了了arkgate的另⼀一个功能，复制过滤功能，这⾥里里管理理了了复制⽩白名单及⿊黑名单信
息，和MySQL复制的replicate_do_db及replicate_ignore_db类似，在这个表中，只要存储了了do
db的信息（⽩白名单），那么⿊黑名单信息失去了了作⽤用，因为只要有⽩白名单，那么将会只复制⽩白名单
中的表，⽽而如果不不存在⽩白名单信息的话，则在复制过程中，会忽略略掉⿊黑名单中的表信息，也就是

遇到对这些表操作时，直接跳过即可。

CREATE	TABLE	`transfer_filter`	(
		`db_name`	varchar(64)	NOT	NULL	DEFAULT	''	COMMENT	'db	name',
		`table_name`	varchar(64)	NOT	NULL	DEFAULT	''	COMMENT	'table	name',
		`type`	varchar(64)	NOT	NULL	DEFAULT	''	COMMENT	'blacklist/whitelist,do	or	ign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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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ARY	KEY	(`db_name`,`table_name`,`type`)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COMMENT='use	to	filter	the	replicate'

db_name：这个列列存储的是⽩白名单或者⿊黑名单指定的库名，或者是MySQL Like的模式串串，
⽐比如如果我只想执⾏行行或者跳过包含dba字符串串的库，同时只想执⾏行行或者跳过以下划线开头，
以_new结尾的表时，可以增加这样的信息：db_name：	%dba%	，table_name：	\_%\_new	即

可实现。

table_name：同上。
type：这个列列只有两个值，分别是"Do"和"Ignore"，表是的是⽩白名单及⿊黑名单。

这个表就是上⾯面提到的arkgate维护的⾃自增ID的表，意义都已经清楚，下⾯面看表结构：

CREATE	TABLE	`transfer_sequence`	(
		`idname`	varchar(64)	DEFAULT	NULL	COMMENT	'id	name',
		`sequence`	bigint(20)	unsigned	NOT	NULL	COMMENT	'sequence'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COMMENT='sequence	management'

每⼀一个列列的具体意义如下：

idname：存储的只有两个值，分别是："ID"和"TID"，分别表示是事件id还是事务id。
sequence：表示的是，在Incepiton Gate中的当前datacenter中，当ID或者TID达到当前表中
的值后，会⾃自动更更新为当前值加上⼀一个参数配置的值，也就是为当前操作分配了了⼀一段空间，

减少冲突。但也有可能会有空洞洞，但没关系。

这个表是⽤用来存储复制涉及到的⼀一些参数，下⾯面是表结构：

CREATE	TABLE	`transfer_option`	(
`option_variable`	varchar(64)	NOT	NULL	DEFAULT	''	COMMENT	'option	variable',
`option_value`	int(11)	DEFAULT	NULL	COMMENT	'option	value',
PRIMARY	KEY	(`option_variable`)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COMMENT='transfer	option'

每⼀一个列列的具体意义如下：

option_variable：存储的是参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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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_value：存储的是参数的值。

这个表主要是⽤用来存储在解析Binlog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表的元数据信息，以Json格式存储。

CREATE	TABLE	`transfer_meta`	(
		`dbname`	varchar(64)	NOT	NULL	DEFAULT	''	COMMENT	'database	name',
		`tablename`	varchar(64)	NOT	NULL	DEFAULT	''	COMMENT	'table	name',
		`metadata`	text	COMMENT	'table	struct',
		`update_time`	timestamp	NOT	NULL	DEFAULT	CURRENT_TIMESTAMP	COMMENT	'the	load	time
	of	table',
		PRIMARY	KEY	(`dbname`,`tablename`)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COMMENT='transfer	meta	data	'

每⼀一个列列的具体意义如下：

1. dbname，表示当前表所属的数据库名。
2. tablename，表名。
3. metadata，当前表结构的Json格式存储。
4. update_time，出现时间。

这个表的作⽤用是将所有在复制时⽤用到的表对象，分析之后，转换为Json格式的表结构，⽅方便便上层
应⽤用程序对Json格式的Binlog中使⽤用到的表有⾜足够的了了解，在应⽤用程序每次读取datacenter中的
数据时，遇到⼀一个表时可以⾸首先来这⾥里里获取表结构，这个表⾥里里⾯面存储的表结果，是不不断更更新的，

都是最新版本的表结构的Json存储。与transfer_data表中的optype列列的meta值对应，如果值是
meta时，说明有新的表出现了了，或者这个表在被修改之后，⼜又⼀一次出现了了。

这个表⽤用来获取arkgate中，所以的执⾏行行线程的状态的，每⼀一个线程对应的⼀一个队列列，这⾥里里可以
展示出队列列的状态。也可以通过where条件指定Datacenter_Name来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复制
情况。

CREATE	TEMPORARY	TABLE	`arkgate_datacenter_threads`	(
		`Datacenter_Name`	longtext	NOT	NULL,
		`Thread_Sequence`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Enqueue_Index`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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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queue_Index`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Queue_Length`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Thread_Stage`	longtext	NOT	NULL,
		`Events_Per_Second`	bigint(2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每⼀一个列列的意义如下：

1. Datacenter_Name，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datacenter的，因为⼀一个arkgate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服务。

2. Thread_Sequence，表示当前线程的序号。
3. Enqueue_Index，表示当前线程对应的任务队列列的出队指针。
4. Dequeue_Index，表示当前线程对应的任务队列列的⼊入队指针。
5. Queue_Length，表示当前线程对应的任务队列列的⻓长度。
6. Thread_Stage，表示当前线程的状态。mts_not_start表示还未开始、mts_wait_queue表示
等待分发线程将事件⼊入队、mts_stopped表示复制线程已经停⽌止、mts_write_datacenter表
示线程正在将Json写⼊入datacenter、mts_dequeue表示线程正在出队任务。

7. Events_Per_Second，表示当前线程的EPS，即每秒平均处理理的事件个数。

这个表⽤用来展示arkgate中所有的datacenter列列表，这个是⼀一个简单版本的展示，主要是⽤用来提供
监控信息的，以防⽌止提供在线复制的arkgate在某些通道出现问题的时候，还不不知道。也可以通
过where条件指定Datacenter_Name来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复制情况。

CREATE	TEMPORARY	TABLE	`arkgate_datacenter_list`	(
		`Datacenter_Name`	longtext	NOT	NULL,
		`Running`	longtext	NOT	NULL,
		`Seconds_Behind_Master`	bigint(2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每⼀一个列列的意义如下：

1. Datacenter_Name，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datacenter的，因为⼀一个arkgate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服务。

2. Running，表示当前datacenter是不不是正在复制。
3. Seconds_Behind_Master，表示当前datacenter复制延迟多少时间。

这个表主要是将arkgate中所有的复制的详细信息全部展示出来，包括正常状态下的复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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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出错时的错误信息等。也可以通过where条件指定Datacenter_Name来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
的复制情况。

CREATE	TEMPORARY	TABLE	`arkgate_datacenter_full_list`	(
		`Datacenter_Name`	longtext	NOT	NULL,
		`Instance_Name`	longtext	NOT	NULL,
		`Master_Host`	longtext	NOT	NULL,
		`Master_Port`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Binlog_File`	longtext	NOT	NULL,
		`Binlog_Pos`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Transfer_Running`	longtext	NOT	NULL,
		`Last_Error`	longtext	NOT	NULL,
		`Stop_Time`	longtext	NOT	NULL,
		`Transfer_Stage`	longtext	NOT	NULL,
		`Seconds_Behind_Master`	bigint(2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Slave_Members`	longtext	NOT	NULL,
		`Sql_Buffer_Size`	longtext	NOT	NULL,
		`Table_Cache_Elements`	longtext	NOT	NULL,
		`Parallel_Workers`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Worker_Queue_Length`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Events_Per_Second`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Trxs_Per_Second`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Master_Gtid_Mode`	longtext	NOT	NULL,
		`Checkpoint_Period`	longtext	NOT	NULL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每⼀一个列列的意义如下：

1. Datacenter_Name，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datacenter的，因为⼀一个arkgate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服务。

2. Instance_Name，当前复制的master实例例名字。
3. Master_Host，表示当前master的地址。
4. Master_Port，与上⾯面对应，这展示的是端⼝口。
5. Binlog_File，表示当前复制的最新Binlog⽂文件名。
6. Binlog_Pos，表示当前复制的最新Binlog位置。
7. Transfer_Running，表示当前复制是不不是正在进⾏行行。
8. Last_Error，如果复制已经停⽌止了了，则这⾥里里存储了了停⽌止原因。
9. Stop_Time，如果复制已经停⽌止了了，这⾥里里存储了了停⽌止具体 时间。

10. Transfer_Stage，表示当前复制的状态，有多个值，分别是：transfer_wait_master_send表
示正在等待master发送Binlog过来，transfer_read_events表示正在读取Binlog内容，
transfer_make_next_id表示正在计算Tid和Eid，transfer_write_datacenter表示正在写
datacenter，transfer_wait_dequeue表示正在等待执⾏行行线程消费事件，因为此时有可能队列列
已经满了了，不不能正常分发了了，所以必须要等待了了，transfer_enqueue_reserve表示正在申请



队列列位置，transfer_stopped表示复制已经停⽌止，transfer_waiting_threads_exit表示正在等
待执⾏行行线程退出，transfer_failover_waiting表示正在等待切换。

11. Seconds_Behind_Master，表示当前复制延迟的时间秒数。
12. Slave_Members，记录的是当前从节点信息及死活状态，Yes表示正常，No表示已经出错，
其实这⾥里里对于Slave，只是获取系统时间及show master status;，⼀一般不不会出错，⼤大部分可
能是连接不不上，这⾥里里强调⼀一点，arkgate默认认为开始复制时指定的帐号在主节点与从节点
的权限是⼀一样的。从节点没有单独的帐号。

13. Sql_Buffer_Size，表示队列列占⽤用多少内存。
14. Table_Cache_Elements，表示当前复制有多少个表对象缓存。
15. Parallel_Workers，表示当前配置了了多少个线程来执⾏行行。
16. Worker_Queue_Length，表示每⼀一个线程对应的队列列⼤大⼩小。
17. Events_Per_Second，表示当前复制的EPS。
18. Trxs_Per_Second，表示当前复制的TPS。
19. Master_Gtid_Mode，表示当前复制的Master是不不是开启了了gtid。
20. Checkpoint_Period，表示当前复制多久做⼀一次checkpoint。

这个表是⽤用来查询arkgate所有设置的过滤信息的，也可以通过where条件指定Datacenter_Name
来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过滤情况。

CREATE	TEMPORARY	TABLE	`arkgate_fliter_list`	(
		`Datacenter_Name`	longtext	NOT	NULL,
		`Filter_Type`	longtext	NOT	NULL,
		`DB_Name`	longtext	NOT	NULL,
		`Table_Name`	longtext	NOT	NULL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每⼀一个列列的意义如下：

1. Datacenter_Name，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datacenter的，因为⼀一个arkgate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服务。

2. Filter_Type，表示当前记录是Do，还是Ignore，即是⽩白名单还是⿊黑名单。
3. DB_Name，表示当前过滤记录对应的数据库名匹配字符串串。
4. Table_Name，表示当前过滤记录对应的表名匹配字符串串。

这个表⽤用来查询arkgate中所有已经配置的slave节点的信息获取及状态信息的，也可以通过
where条件指定Datacenter_Name来查询具体某⼀一个datacenter的slave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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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EMPORARY	TABLE	`arkgate_slave_list`	(
		`Datacenter_Name`	longtext	NOT	NULL,
		`Instance_Name`	longtext	NOT	NULL,
		`Slave_Host`	longtext	NOT	NULL,
		`Slave_Port`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Binlog_File`	longtext	NOT	NULL,
		`Binlog_Pos`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Valid_Slave`	longtext	NOT	NULL,
		`Last_Error`	longtext	NOT	NULL,
		`Stop_Time`	longtext	NOT	NULL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每⼀一个列列的意义如下：

1. Datacenter_Name，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datacenter的，因为⼀一个arkgate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服务。

2. Instance_Name，表示当前slave节点的实例例名称。
3. Slave_Host，表示当前slave节点的地址。
4. Slave_Port，表示当前slave节点的端⼝口。
5. Binlog_File，表示当前获取到的最新Binlog位置。
6. Binlog_Pos，表示当前获取到的最新Binlog位置。
7. Valid_Slave，表示当前slave节点的状态，是不不是正常。
8. Last_Error，如果当前slave节点状态不不正常，这⾥里里说明了了原因。
9. Stop_Time，如果当前slave节点不不正常，这⾥里里指明了了发⽣生时间。

这个表是⽤用来查看arkgate中所有datacenter的本地配置信息的，也可以通过where条件指定
Datacenter_Name来查询具体某⼀一个datacenter的配置情况。

CREATE	TEMPORARY	TABLE	`arkgate_datacenter_options`	(
		`Datacenter_Name`	longtext	NOT	NULL,
		`Variable_Name`	longtext	NOT	NULL,
		`Value`	bigint(2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Comments`	longtext	NOT	NULL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每⼀一个列列的意义如下：

1. Datacenter_Name，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datacenter的，因为⼀一个arkgate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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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ariable_Name，表示变量量名。
3. Value，表示对应的变量量值。

这个表是⽤用来查询arkgate中所有datacenter的表缓存信息的，也可以通过where条件指定
Datacenter_Name来查询具体某⼀一个datacenter的表缓存情况。

CREATE	TEMPORARY	TABLE	`arkgate_datacenter_tables`	(
		`Datacenter_Name`	longtext	NOT	NULL,
		`Db_Name`	longtext	NOT	NULL,
		`Table_Name`	longtext	NOT	NULL,
		`Thread_Ref_Count`	bigint(2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Thread_Sequence`	int(11)	unsigned	NOT	NULL	DEFAULT	'0'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set	names	utf8;

每⼀一个列列的意义如下：

1. Datacenter_Name，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datacenter的，因为⼀一个arkgate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服务。

2. Db_Name，表示当前记录对应的数据库名。
3. Table_Name，表示表名。
4. Thread_Ref_Count，表示当前表被引⽤用的计数。这个值越⼤大，说明这个表在Binlog中出现的
次数越多，对应的Events越多。

5. Thread_Sequence，表示最新分发时，分发到的线程序号，在随机分发情况下没有意义。

arkgate的模式是，从Master Dump Binlog过来分析组装之后，源源不不断的向datacenter库中写
⼊入数据，那么时间⻓长了了，相当于是将所有Binlog⼜又存储⼀一份，这个数据库实例例的⼤大⼩小那可是相当
可观啊。

Incpetion Gate提供了了⼀一种⾃自⼰己删除数据的机制，只要复制在运⾏行行，那么它就会对应⼀一个删除线
程在慢慢的删数据，删除⽅方式是根据每个表中（master_positions，slave_positions，
transfer_data）的列列create_time，只要是arkgate_binlog_expire_hours⼩小时之前的数据，都批量量
删掉，每次删掉20000条。

参数arkgate_binlog_expire_hours是可以设置的，默认值是16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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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datacenter上⾯面配置了了Master之外，还配置了了Slave节点，arkgate会⾃自动不不断的取Slave的时
间及复制位置信息，当Master失败之后，arkgate会根据最后⼀一次成功的Master Binlog时间，去
slave_positions中取出⽐比这个时间值⼩小的信息中，位置信息最⼤大的位置，然后arkgate会从这个位
置开始继续复制Binlog，插⼊入到datacenter中。

在切换过程中，instance表中的信息会被重构，会将原来的Master节点设置为slave，将新的
Slave节点更更新为Master，切换之后，只会在log_error指定的⽇日志中，记录下切换的过程，⼀一个
例例⼦子如下⾯面所示：



前⾯面三⾏行行，是在连不不上Master之后的三次重试操作。
第四⾏行行，说明了了，已经找到了了⼀一个新的Master，包括IP端⼝口以新的Binlog位置信息。
第五⾏行行，是说将原来的Master删掉了了。
第六⾏行行，说明已经将原来的Slave信息更更新为Master。
第七⼋八⾏行行，说的是已经切换成功。

第九⾏行行，说明了了，在切换之后，继续复制，连接新Master并发送了了Dump请求。
正常复制，此时可以通过	select	*	from	arkgate_datacenter_full_list;	来查看状态。

在上⾯面提到的DATA列列中，针对不不同的optype，DATA列列的Json键有所区分，下⾯面分别介绍：

针对DML语句句，Json内容区别在于，新数据使⽤用NEW为键，值为⼀一个数组，每⼀一个元素⼜又是⼀一
个字典，字典中每⼀一个列列（变更更数据表）名为键，对应的值为字典的值。⽼老老数据（删除或者更更新

之后的）使⽤用OLD为键，值与上⾯面是⼀一样的。下⾯面是⼀一个更更新操作的例例⼦子：

{
				"OLD":	[
								{

JSON内容介绍

INSERT，DELETE，UPDATE



												"id":	"13581311"
								},
								{
												"sequence":	"10826108"
								},
								{
												"update_time":	"2016-01-12	14:12:32"
								}
				],
				"NEW":	[
								{
												"id":	"13581311"
								},
								{
												"sequence":	"10826108"
								},
								{
												"update_time":	"2016-01-12	19:02:16"
								}
				]
}

对于TRUNCATE类型的操作，DATA列列是空的，没有任何数据。

对于ALTER表的操作，JSON内容如下：

{
				"ADDCOLUMN":	[
								{
												"field_name":	"age",
												"data_type":	"INT"
								}
				],
				"ADDINDEX":	[
								{
												"index_name":	"idx_name_sno",
												"column_name":	[
																"name",
																"sno"
												]
								}

TRUNCATE

ALTERTABLE



				],
				"DROPCOLUMN":	[
								"grade"
				],
				"CHANGECOLUMN":	[
								{
												"origin_field_name":	"name",
												"field_name":	"name",
												"data_type":	"VARCHAR(64)"
								}
				],
				"DROPINDEX":	[
								"idx_sno"
				],
				"OTHERS":	"Be	ignored	or	nothing"
}

需要说明的是，在改表操作中，⼀一般关注的是⽐比较重要的⼏几个，上⾯面基本已经列列出来了了，其它⽐比

较细⼩小的变化就被忽略略了了，正如上⾯面OTHERS表示的：Be ignored or nothing。

对于重命的操作，Json内容如下：

{
				"RENAME":	[
								{
												"from":	{
																"dbname":	"test",
																"tablename":	"t"
												},
												"to":	{
																"dbname":	"test",
																"tablename":	"tnew"
												}
								}
				]
}

对于建表操作，显示的信息⽐比较全⾯面，包括列列名，是否可以为空，是不不是主键列列及数据类型，下

⾯面是⼀一个简单的建表例例⼦子：

RENAME

CREATETABLE



{
				"NEW":	[
								{
												"field_name":	"sno",
												"nullable":	"Yes",
												"primary_key":	"No",
												"data_type":	"int(11)"
								},
								{
												"field_name":	"name",
												"nullable":	"Yes",
												"primary_key":	"No",
												"data_type":	"varchar(100)"
								}
				]
}


